
3---同时按 UP、DOWN 键可进入查询状态，分别按 UP、DOWN 键可查

存储的测试值。再次同按 UP、DOWN 键则返回到称量状态。

4---打印输出，打印机面板绿灯亮,，按 PRINT 键即开始打印。打印机的使

用维护,请阅读随机附带的《打印机使用说明书》.
如 要 进 行 下 一 批 次 称 重 数 据 的 存 储 、 计 算 、 打 印 , 请 同 时 按 住

CONVERSINON+DELETE 键显示“d--ALL”.即可清除前次存入的称重和计算值.

九、使用举例

A. 织物布样检测

把取样器取下的织物置于天平上称重,如显示 2.58g,按动 CONVERSINON键当

右下方显示 gm1符号时即显示为 258 g/m2.
。

B. 纱线密度检测

将纱线样长设置在 100m, H设置为 1

把绕好的 100 米纱置于天平称重, ,如显示 3.58g 。按动单位键单位显示

TEX上即显示 35.8 (号数 )

按动 CONVERSINON 键单位显示 NM即显示公支数 27.933 (Nm)

按动 CONVERSINON 键单位显示 NE即显示英支数 16.28 (Ne)

十、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前应按规定通电预热。

（2）使用环境和条件要符合使用环境规定值。

（3）称重质量总和不可超过最大称重值的 120%。否则将损坏天平.
（4）天平称量不准确时，应用标准砝码按规范进行校准。

（5）用户若发现天平有故障，不要自行拆卸机壳修理，以免损坏机内精密器

件，请用户送销售商处或寄生产厂家修理。

十一、装箱清单

说明书 1 份 保修卡、合格证 1份
打印机说明书 1 份 通信连接电缆 1根
打印机 1台

服务热线：400-805-1991

JA-SD 系列（一体机）

电 子 天 平 使 用 说 明 书



JA-SD 精密支数电子天平具有称重、单位转换、存贮、科学计算、打印等多

种功能，本产品采用进口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宽视角 LCD 屏性能稳定可靠，

操作简单，称重准确。是纺织企业及科研单位广泛使用的检测仪器。适用于精梳

高支纱和化纤丝的检测,可设定样长,对丝、纱线及条子进行自动称重,计算,打印.。
一．功能介绍

（1）具有 OZ(盎司),Tex(号数),Nm(公制数)，Ne(英支数),D(纱线旦尼尔), g/m2(克/
平方米), oz/yd2（盎司/平方码,g(克)八种单位转换.

（2）可存贮 100个称重值,随时查询任一序号的数值,并可进行剔除或补测.
（3）可打印日期，时间，样长 ,每次称重值 ,计算 MIN(最小值),MAX（最大

值）,SUM(总和),AV(平均值),CV%(不均匀率)等值.
二、使用环境

温度界限： 0℃~40℃ 最大功耗：10W

温度波动度：5℃/h 电 源：220V±10%,50HZ±1HZ

相对湿度：50%~85%
三、型号规格及主要参数

型 号 称重范围 最小读数 称 盘

JA203SD 0～210g 1mg Ф90

四、操作前准备

(1) 使用时应将随机所附的专用连接电缆分别插到电子天平的 RS232C 输出口

和配套打印机输出插座。

（2）使用时放置在平稳的工作台上，避免机械震动、阳光直射、气流等影响。

轻放称盘,调整天平前面二只水平脚螺丝,使后部水平泡在圆圈中央。

五、开机

(1)分别接上天平和打印机电源，打开各自电源开关。此时天平显示窗口顺次显

示“8.8.8.8.8.8”，“=¸=¸=¸……=”，最后显示“0.000”的称量模式。

六、功能键使用说明

1. UP+DOWN 键— 同时按此两键可进入查询状态，可分别用 UP+DOWN 键向上、

向下查看相应序号存贮的称量值.

2. ENTER 键— 在参数设置状态按此键即设置完成转入下一项参数设置.

3. DELETE 键— 剔除存入的某一序号称重值,后面序号相应向前移动一位.

4. CONVERSINON 键— 可转换 OZ、Tex、Nm、Ne、D、g/m2、oz/yd2
、g 单位

5. PRINT 键—按此键即可打印各次称重值、最大值 MAX、最小值MIN、总和 SUM、

次数 N、平均值 AV、不均匀率 CV%等值。

6. TARE 键—a 长按此键进行天平一点校准，b短按此键进行清零和去皮操作。

7. MENU 键--- 按此键进行参数设置操作.

8. CONVERSINON+DELETE 键—同时按住，清除所存入的各次称重和计算值.

9. TARE+UP 键--同时按此两键进入 CV%查询状态，可分别用 UP+DOWN 键向上、

向下查看其他统计值。

1.去皮重--- 盘上有容器时，天平显示容器质量 ，按“TARE”键后，显示

“0.000”，即皮重已去掉。置称物于容器内，即显示称物的质量。

2. 天平校准--- 按“TARE”键显示“CAL”后松手，闪动显示“200.000”，放

置 200g 砝码，显示“=======”稍后固定显示“200.000”。此时移去砝码显

示“=======”稍后回到称量状态。

八、纱线支数测试

A. 参数设置：

短按设置键，然后按照下表所显示的符号依次对各项参数进行设置。

项目名称 显示符号 设置内容 设置方法

存储方式 C-- A/H A：自动 H:手动

UP、DOWN 键选择，ENTER 键

确定，返回。

样 长 L-- 100 可选：1m，3m，5m，10m，

25m，50m，100m

混纺代码 H-- 01 可选 1--12

日 期 00.00.00d 年份.月份.日期

时 间 00.00.00t 时.分,秒

B. 纱线混纺代码设置：

计算英支数 Ne时,要设定纱线的混纺代码。上表不包括时按以下公式计算:
Ne= 590.5 (1+公制公定回潮率) / Tex(1+英制公定回潮率)

纱线品名 纯棉纱
涤/棉
50/50

涤/棉
65/35

涤/棉
55/45

涤/棉
45/55

涤/棉
3565

代 码 H 1 2 3 4 5 6

纱线品名
涤/腈
65/35

棉/丙
50/50

棉/腈
50/50

涤/粘
63/35

涤/粘
55/45

棉/粘
50/50

代 码 H 7 8 9 10 11 12
C．纱样支数的测试：

1---按“CONVERSINON”键选择想要的纺织单位。

2---依次将纱线样品进行称重，每称好一次蜂鸣器会有“嘟”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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