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品 保 修 卡

用户姓名 联系电话

用户地址

故障

维 修 记 录 及 保 修 说 明

日 期 维修记录 感谢您购买本公司的产品，为了更好的为您服务，请关注

以下信息：

1. 在保修期内发生故障时，用户可免费维修，整机保修

期为一年

2. 请务必注意非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造成的损坏不在保修

条款之列，即使是在保修期内也需要收费维修；

*因误用、拆毁及私自修理造成的故障和损坏;

*由于火灾、地震、水灾、雷击等自然灾害引起的故障和

损坏；

*不能出示本保修卡及购货发票者。

合格证

﹁

﹂

常州市幸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武进纺织工业园凤凰南路 11 号

电话：+86-（0）519-88800736 88856044

传真：+86-（0）519-88800792-810

网址：www.xingyundianzi.com

M 系列精密电子天平

常州市幸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400-805-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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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卡

合格证

五、功能设置
5.1 称量

(1) 开机预热稳定并显示“0”状态。

(2) 物件放在秤盘上，即显示该物体重量，等到窗口显示数值不变化时，表示称量已经稳定。

5.2 去皮重

盘上有容器时，天平显示容器重量，按“ＴＡＲＥ”键后，显示“0”，即皮重已去掉。置称物于

容器内，即显示称物的重量。

5.3 计数操作

(1)按“ＣＯＵ”键，显示“--COU--”稍后闪烁显示点数模式“5，10，20，40，50，100，200，

300，400，500”中的某一项数字，按 “TARE”键,切换数字。称盘放上与点数数字相同的物件，

按下“COU”键，显示“－－－－－－ ”，片刻后，显示数字与实际测量物件数相同，即完成点

数操作的设置。此后，进行点数操作。在秤盘上放入物件时即显示物件的个数。

点数操作要求物件的单位重量必须大于最小读数值的 4倍。否则，点数误差大或无法点数

(2)退出点数操作：按“ＣＯＵ“键，显示”－－－－－－“，片刻后退出点数状态，返回称

重状态。

5.4 超重报警

当称重质量超过该秤最大称量值时，显示窗口显示上横线“－－－－－－”,表示称物超重，

应拿走称重物体，以免损坏天平。

5.5 波特率选择

开机同时短按“TARE”键，循环显示波特率值，待显示所需波特率值时，按”COU“确认选择.

5.6 单位转换

按“UNIT”键可以转换单位：oz、ct、lb、g

六、装箱清单

注意：拆箱后天平包装请妥善保存，以备后期维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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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 容 数 量

1 天平主机 1台

2 电源线 1根

3 说明书 1份

4 秤盘 1套



四、校 准

M 系列天平，工作较长时间后，由于环境因素等的影响，可能使天平产生微小误差，此时可以用

校准的方法来消除这些误差。因此，当首次使用新购进的天平或从一地点转移到另一地点使用天

平之前，都必须对天平进行校准。

4.1 校准砝码

按要求准备校准用标准砝码，按不同型号对应选择不同砝码，选择如下：

天平型号 校准砝码 天平型号 校准砝码

XY10MA 5Kg XY5MB 2Kg
XY15MA 10Kg XY10MB 5Kg
XY20MA 10Kg XY15MB 10Kg
XY30MA 20Kg XY20MB 10Kg

XY25MB 10Kg
XY28MB 10Kg

4.2 校准步骤

请在天平预热 30 分钟后，等到天平称重稳定后再进行校准，以 XY20MB 为例：

A、一点校准法：

1）打开电源开关开机归零后，长按 CAL 键，显示器上显示“-CAL-”即松手，然后闪烁“10000.0”；

2）把 10Kg 砝码放置在秤盘上，显示器上显示“－－－－”；

3）再次出现“10000.0”稳定显示不闪烁时，取下砝码，显示器上显示“－－－－”；

4）归零即校准完毕。

B、三点校准法：（注意：请确保有足够的校准砝码再进行此项操作）

1）关电源，按 ON/OFF 键开机后，并迅速按住 CAL 键不松，待显示“---CAL---”松手；

2）显示“20000.0”闪烁，把 20Kg 砝码放置在秤盘上，显示器上显示“－－－－”；

3）再次出现“20000.0”稳定显示不闪烁时，取下砝码，显示器上显示“－－－－”；

4）显示“10000.0”闪烁，把 10Kg 砝码放置在秤盘上，显示器上显示“－－－－”；

5）再次出现“10000.0”稳定显示不闪烁时，取下砝码，显示器上显示“－－－－”；

6）显示“5000.0”闪烁，把 5Kg 砝码放置在秤盘上，显示器上显示“－－－－”；

7）再次出现“5000.0”稳定显示不闪烁时，取下砝码，显示器上显示“－－－－”；

8）归零即校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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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本使用说明书适用于 M 系列天平。

M系列是常州市幸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研制的新一代产品，采用了高精度传感器和

进口集成电路，性能稳定可靠，操作简单。

外观时尚简约，LCD液晶显示屏；

操作简单易学，质量单位转换，M系列多功能电子天平的软件系统为用户提供了可选择单

位的功能，可选择软件提供的多种国际上常用的质量单位(见质量单位转换）；

可在全量程范围内去皮，清零，超载，欠载显示，故障报警；

有计数等多种功能可供选择；

交直流两用 6V 蓄电池，电池可反复充电使用，电池电量不可用空后再充电；

可选配 RS232 接口或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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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XY5MB XY10MB XY15MB XY20MB XY25MB XY28MB

最大称量 5.1Kg 11Kg 16Kg 21Kg 26Kg 28Kg

读数精度 0.1g

型号 XY10MA XY15MA XY20MA XY30MA

最大称量 11Kg 16Kg 21Kg 31Kg

读数精度 1g

准确等级 III 级

重复性 ±2d（d表示读数精度）

线性误差 ±3d（d表示读数精度）

稳定时间 ≤2秒

工作温度 15℃～35℃

称盘尺寸 标配 315X230mm

校准方式 外校

净 重 3.5kg

毛 重 5kg

包装尺寸 410X390X160（长×宽×高）mm

通讯接口 RS232 (选配)



二、注意事项

2.1 安装

1）请小心打开包装箱，将箱内物品轻轻取出，并将包装材料保存好，以备售后使用。

2）先将秤盘放置好，将天平放置在稳定干扰小的工作台面。将电源插上（输入电压 220V）等待

开机。

2.2 工作环境选择

M系列多功能天平在常规条件下进行称量时，应按下面的要求选择工作环境：

(1) 工作室应保持清洁、干燥；

(2) 天平应放置在平稳、固定的工作台上；

(3) 工作台应远离门窗，这样可减少因开窗开门而产生的气流的影响；

(4) 工作台应设置在受振动干扰少的地方，房间的四周受振动影响较小的理想位置；

(5) 天平应放置在避免阳光直射和远离发热器等易引起温度变化的地方；

(6) 请避免与大型机器或者带干扰的设备连接，以避免其他设备的干扰；

(7) 干燥环境容易产生静电，可以采取对应措施避免静电对称重造成影响；

(8) 应使天平远离带有磁性或能产生磁场的物体及设备；

(9) 不得在具有爆炸性危险的区域内使用天平；

(10) 不得长时间在高湿度或高粉尘的环境中使用天平；

(11) 当天平从一较冷环境转移到另一较暖的环境时，空气中的水分会在天平的内部凝结，

以致于影响称量的精确度和可靠性，为消除水分凝结的影响，可先将天平在室温下不插电

源放置 2小时后再使用。

2.3 使用注意事项

(1) 使用前应通电预热 30 分钟。

(2) 使用环境和条件要符合环境规定。

(3) 秤盘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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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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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电池充电请在开机状态下进行，电池电量不可用空后再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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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显示及按键

3.1 显示屏及按键

1）“o”表示称重过程，当“o”图标消失，表示称重稳定；“+”表示称重大于 0.0g 的正数重量.

“-”表示称重小于 0.0g 的负数重量；

2）称重数字，相应数字即代表物体重量；

3）单位图标；

4）蓄电池电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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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名称 按键功能

COU 计数

→0/T←、TARE 去皮、清零、确认

UNIT 单位

CAL 校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