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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说明

感谢您选用我公司的电子收银秤，请在使用此设备前认真阅读此说明书。请妥善保

管此使用说明书，以便将来参考或其他人使用。

本说明书中包含的所有信息与发行时一致。本公司有权在任何时间改善或升级我们

的产品。请以您实际购买的产品为准。

1.2 产品主要功能及特点

1. 体积小，占用空间少，易学易用，精确称重；

2. 具备找零、打折、打印二维码、四舍五入、变价、记录流水账等功能；

3. 自动省电模式，短时间内无操作会自动进入待机模式；

4. 可存储1000个商品信息，拥有60个热键，方便常用商品调出；

5. 可通过PC管理软件设置热键并打印热键插片，便于操作；

6. 可进行多项商品销售，最多可累加至50项商品；

7. 可按重量或数量方式销售商品；

8. 可打印多种报表：X报表、日报表、月报表、历史日报表；

9. 票据头尾信息和商品信息可通过PC管理软件下载到电子秤中，也可以通过U盘导入。

1.3 技术参数及规格

称量精度 1/3000

称量范围 0-15-30Kg

检定分度值 5/10g

显示 双面 LCD液晶屏显示品名，5位皮重，5位重量，5位单价，6位总价

电源适配器 输入：AC100-240V, 50/60Hz；输出：DC7.5V/3A

键盘 25个功能键，30×2商品热键

接口
1×PS/2( 扫 描 枪 ) ， 1×USB(V-COM 串 口 ) ， 1×U-DISK(U
盘),1×CASHDRAWER(钱箱)

打印类型 热敏打印

打印速度 约 70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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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纸 纸宽 57.5mm±0.5mm；有效打印宽度 48mm；纸卷最大直径 50mm

电池 内置可充电蓄电池: 6V/4AH（可选）

工作环境 温度：-10℃ ～+40℃ 湿度：10%～90% RH

最大可存储商品

信息条数（PLU） 1000

产品尺寸 325 (W)×385 (D)×130 (H) （含显示立臂的高度约为 435mm）

净重 约 4.5Kg

1.4 外型尺寸

1.5 键盘按键分布及功能说明

1. 热键区键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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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键区键盘图：

按键功能说明如下：

按键 功能描述

~
数字键

清除所输入的信息；清除所有累加销售的商品

累加销售商品

打印小票和报表，确定操作

手动归零；开机时按住归零键直至显示 reset可恢复出厂设置

去除商品包装或容器的重量

~
商品热键

商品按个数销售

单项取消；返回称重模式



- 6/22
-

打开钱箱

设置时间、日期；显示报表和技术参数

计算找零

热键以外商品输入键

U盘导入商品信息数据保存键和商品价格修改

下档功能选择键，如切换选择 31~60热键商品

向下方向键，打折键

1.6 附配件

名称 数量

主机 1台

电源适配器 1个

使用说明书 1本

光盘 1张

USB 数据线 1条

热敏打印纸 1卷

秤盘 1件

装箱清单 1张

保修卡 1张

钱箱 可选购

扫描条码枪 可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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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向导

2.1 电子秤部件安装

1．选择合适的位置放置电子秤。调节电子秤底部的四个螺丝脚垫，确保电子秤放置

平稳且处于水平状态（水平时水平气泡处于中心位置）。

2．按照下图所示连接相应的连接线缆。

3．安装显示立臂和秤盘

1）对应连接头的卡扣方向，正确连接显示信号线，然后将显示立臂插入到固定底座内，

拧紧螺丝；

2）对准秤台上的四个圆形孔，将秤盘扣放在秤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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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开电源开关开机后，设备将进行初始化，初始化结束后显示屏全部显示 0，并发出

一“滴”声，表明初始化设备正常，可以进行正常使用。如果初始化结束后显示屏显示

为非 0，请按归零功能键归零。

※注：设备开机初始化过程中，请勿触碰秤盘或在秤盘上放置物品。

2.2 打印纸安装

1. 按右图所示找到打印机左侧的纸仓盖开启旋转扳手，用手指在凹陷位置向下按，并往外

旋转扳手，打开纸仓盖。

2. 将热敏打印纸按下图图示方向放入纸仓中，并拉出一

截（超出一点撕纸口），把纸放平齐。

3. 合上纸仓盖，打印头走纸轴压齐打印纸后稍用力把打

印头走纸轴压回打印头，并把旋转扳手推入复位。

打印纸安装方向如下图所示：有药液一面（光滑面）向

上 按此处

旋转扳手

纸仓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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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秤的操作

3.1 归零

1. 手动：如果没有物品放置在秤盘上，而重量窗口显示非“0.000”，请按归零键手

动归零。※注：超过1.2KG（量程*4%）不能手动归零。

2. 自动：开启电子秤后，3KG内的重量会自动归零，否则不能自动归零并报警。

3.2 去皮

当商品有包装或是有容器，而又需要计算它的净重时，您要在秤盘上放上一个这个商

品的容器或包装，然后按去皮键。显示窗口的重量将为零。去皮指示灯亮。

要回到非去皮模式，您需要先移除秤盘上所有商品，然后按去皮键，重量窗口将显

示为零，去皮指示灯灭。※注：当销售结算完成后，电子秤将自动退出去皮状态。

3.3 累加销售

同一客户同时购买多种商品结算时可使用此功能。累加销售会将所销售的每个商品的

金额和所有销售商品的总金额等信息打印在同一张销售票据上。具体操作为：在秤盘上放

上第一个商品，输入其价格（在把第一个商品从托盘上取下前），按累加键，“单价”

显示窗口将显示当前累加次数，“金额”显示窗口将显示当前商品累加总金额；然后取下

秤盘上的第一个商品，放上第二个商品，输入第二个商品价格，重复上述操作，最后按

打印键结束本次销售结算。

3.4 改价

临时变价：销售时，直接通过数字键输入新的价格

永久变价：输入新的商品价格，然后按保存键，再按对应需要修改价格的商品热键

（31-60的热键需先按切换键再按对应热键；热键外的商品先输入 PLU货号，再按

PLU键），可以把商品新的价格保存到电子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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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商品销售方式

1. 热键销售：放置商品输入热键按打印键即完成销售。

2. 商品货号销售（如商品货号77）：放置商品输入77按PLU键按打印键即完

成销售。

3. 商品条形码销售：使用条码枪扫描商品的条形码按打印键即完成销售。

4. 商品按数量销售：通过数字键或热键输入商品的单价按数量键按数字键输入销

售数量按打印键即完成销售。※注：商品按数量销售时，电子秤的称重功能会

暂时失效，当您按累加键或结束本次销售结算时，电子秤会自动返回到称重销售

模式。

※注：商品信息、票据头尾信息可利用配套的PC管理软件进行编辑或修改，并下载到电

子秤中；也可以直接在电子秤上录入商品信息。“商品货号”为管理软件界面中的某商

品对应的第一列数字。

3.6 报表管理

1. 期间报表：先按菜单键，再按打印键；打印从开始销售到打印报表为止，这段

时间内的销售报表。（打印指定日期间的报表，详见 4.1）

2. 日报表：可查询当天的销售报表或之前某一天的销售报表。报表中包含销售总

金额，每个商品的销售重量或数量，每个商品的销售额。（操作方法见 4.1）

3. 月报表：可查询每月的销售报表。报表中包含该月的总销售额。（操作方法见

4.1）

4. 清除报表：清除所有报表。（详见 4.1）

3.7 找零

销售结算时若需要找零，按找零键，然后按数字键输入所收到的金额，这时找零金额

将会显示在“金额”窗口。如果需要抹零功能，只要输入的金额低于总金额，抹掉的金额

为总金额减去输入的金额。按找零键或取消键退出找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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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打折

销售的商品若需要打折，按↓键，这时重量窗口显示 dis，单价窗口显示商品的原

价，金额窗口显示 0.00；数字键输入折扣率（比如 9折就输入 90），这时单价窗

口显示折后价格。如果是对累加销售商品的总额打折，那么需要先按切换键，再

按↓键完成打折操作。

3.9 设置日期和时间

1. 设置日期：按菜单键 5次，此时年份的两个数字都将显示为闪烁。按数字键输入

年份；然后月份的数字闪烁，输入月份；最后，日的数字将会闪烁，输入日期。

2. 设置时间：设定日期后，再按下菜单键，小时的两位数字将显示为闪烁，输入小

时；然后分钟的两个数字闪烁，输入分钟；最后，秒的数字将会闪烁，输入秒。

3. 按菜单键保存设置并退出设置状态。

※注：您也可以通过↓键来选择需要修改的日期或时间。

3.10 打印票据

1. 销售结算时按下打印键，打印票据并完成结账。

2. 当金额窗口为 0时，按下打印键则重新打印上一张小票，按住打印键 2秒将进纸

一段空白纸。

3. 如果热敏打印纸不够打印下一张票据，最后一张票据将被删除。更换新的热敏纸

后，按打印键，删除得票据将重新被打印出来。

※注：当打印机中缺纸时，按下打印键蜂鸣器会发出嘀嘀嘀声，金额栏会出现 ERR03

提示。如果您的时间设置不对，就可能无法打印出小票，金额栏会出现 ERR07 提示。

3.11 待机节能

当秤盘上无物品且 10 秒内无任何操作时，电子秤将自动进入节能待机状态。处于待机

状态时电子秤显示只有重量栏一个红点闪烁。触碰秤盘或按任意按键，电子秤将立即退出

待机节能状态，进入正常使用状态。

特别说明：使用电池工作时，若电池电量不足，称重将不再准确。我们强烈建议您使

用本产品所附配的电源适配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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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菜单编辑

4.1 菜单说明

按[9999][菜单]，进入菜单界面

按键说明

[菜单] 进入或退出菜单

[切换] 切换输入法:区位码  数字  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打印] 用于确认当前输入项

[取消] 清除当前输入内容或返回上一级菜单

[退格] 清除一个字符或汉字

[PLU] 返回上一行菜单

[↓] 前往下一行菜单

显示说明

重量窗口 显示菜单索引，如 1.4.-1

单价窗口 显示输入法:

区位码: HZ 数字： 123

大写字母：bAbc 小写字母:sAbc

总价窗口 显示输入内容或菜单标题

菜单列表

菜单项 按键序列

[进入菜单] [9999][菜单]

[退出菜单] [菜单]

1.1头信息字体 [9999][菜单][1][1][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正常字体; [2] = 双倍高度

[3] = 双倍宽度; [4] = 倍高倍宽

1.2尾信息字体 [9999][菜单][1][2][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正常字体; [2] = 双倍高度

[3] = 双倍宽度; [4] = 倍高倍宽



- 13/22
-

1.3打印浓度 [9999][菜单][1][3][x][打印][菜单]

其中[x] = 0~9的数字,越大打印效果越浓

1.4重量单位 [9999][菜单][1][4][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kg [2] = 市斤 [3] = 磅 [4]=港斤

1.5 头信息编辑 [9999][菜单][1][5][x]<输入头信息内容>[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编辑第一行头信息; [2] = 编辑第二行头信息;

[3] = 编辑第三行头信息; [4] = 编辑第四行头信息;

1.6尾信息编辑 [9999][菜单][1][6][x]<输入尾信息内容>[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编辑第一行尾信息; [2] = 编辑第二行尾信息;

[3] = 编辑第三行尾信息; [4] = 编辑第四行尾信息;

1.7 四舍五入 [9999][菜单][1][7][x] [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无舍入; [2] =分值四舍五入;

[3] = 分值全舍; [4] = 角值四舍五入;

[5] = 角值全舍

1.8 四舍五入项

选择

[9999][菜单][1][8][x] [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总金额; [2] =每个销售项的金额;

1.9 输出重量 [9999][菜单][1][9][x] [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关闭; [2] =重量（打开此选项可利用 USB线向其他设

备输送重量）;

2.1 商品编辑 [9999][菜单][2]<编辑商品各项内容，详见 4.4 商品信息设置>[菜单]

3.1 当天日报表 [9999][菜单][3][1][菜单]

3.2 历史日报表 [9999][菜单][3][2]

<输入日期：如 150101,表示 2015年 1月 1日>

[打印][菜单]

3.3 月报表 [9999][菜单][3][3]

<输入月份：如 1501，表示 2015年 1月>

[打印][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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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商品列表

（PLU清单）

[9999][菜单][3][4][打印]

3.5 期间报表 [9999][菜单][3][5]

输入起始日期 [打印]

输入截止日期 [打印]

3.5 清除报表 [9999][菜单][3][6]

输入 12345678

[打印]

4.1 二维码 [9999][菜单][4][1]

输入内容

[打印][菜单]

4.2 打印份数 [9999][菜单][4][2][x][打印][菜单]

其中[x] = 0~9的数字

4.3 锁定商品 [9999][菜单][4][3][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是;（开启锁定热键 1的商品，只需按一次该热键，就可以一

直销售此商品） [2] =否;

4.4 省电模式 [9999][菜单][4][4][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是; [2] =否;（选定此项后，秤将不会进入待机状态）

4.5 钱箱密码 [9999][菜单][4][5]

输入原密码（第一次设置，直接按打印跳过）

输入钱箱密码 1~999999任意数字

[打印][菜单]

4.6 销售项字

体

[9999][菜单][4][6][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正常; [2] =倍高;

4.7 禁止打印 [9999][菜单][4][7][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是; （选定此项后，秤将不会打印小票） [2] =否;

4.8 行间距 [9999][菜单][4][8]

输入 1~10之间的数字，数值越大，小票单每行字之间的间隔越宽。

[打印][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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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金额小数点 中文版默认 2位小数，无法更改

5.2 轻与最小秤

量可打印

[9999][菜单][5][2][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是; [2] = 否;（选定此项后，低于最小称量的物品将无法销售）

5.3 纸侦测 [9999][菜单][5][3][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是; [2] =否;（选定此项后，打印机里缺纸将不会报错，空打）

5.4 标签条码格

式

[9999][菜单][5][4][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条码前缀;

[2] = 货号长度;（这两项的数值要与条码标签秤的设置一致）

要求：我司生产的条码标签秤；标签格式必须为 POS码+金额

6.1 头信息字体 [9999][菜单][6][1][x][y][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头信息 1; [2] = 头信息 2

[3] = 头信息 3; [4] = 头信息 4

其中[y] =

[1] = 正常字体; [2] = 双倍高度

[3] = 双倍宽度; [4] = 倍高倍宽

6.2 尾信息字体 [9999][菜单][6][2][x][y][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尾信息 1; [2] = 尾信息 2

[3] = 尾信息 3; [4] = 尾信息 4

其中[y] =

[1] = 正常字体; [2] = 双倍高度

[3] = 双倍宽度; [4] = 倍高倍宽

6.3 头信息对齐 [9999][菜单][6][3][x][y][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头信息 1; [2] = 头信息 2

[3] = 头信息 3; [4] = 头信息 4

其中[y] =

[1] = 左对齐; [2] = 居中

[3] = 右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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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尾信息对齐 [9999][菜单][6][4][x][y][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尾信息 1; [2] = 尾信息 2

[3] = 尾信息 3; [4] = 尾信息 4

其中[y] =

[1] = 左对齐; [2] = 居中

[3] = 右对齐;

6.5 打印条码 [9999][菜单][6][5][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是; （选定此项后，可打印条码，条码格式为 POS码+金额）

[2] = 否;

6.6 打 印 头

Logo

[9999][菜单][6][6][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是; （选定此项后，可打印小票头 Logo，Logo可在管理软件

中设置）

[2] = 否;

6.7 打 印 尾

Logo

[9999][菜单][6][7][x][打印][菜单]

其中[x] =

[1] = 是; （选定此项后，可打印小票尾 Logo，Logo可在管理软件

中设置）

[2]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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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区位输入法说明

仅在可输入中文的菜单可用，如品名

重量窗口：显示菜单索引

单价窗口：显示输入法(如 Hz)

总价窗口：[已输入长度]-[正在输入的区位] 如:(4-111)，表示已输入长度为 4，正在输

入的区位码是 111.

4.3 英文输入

按[切换]键切换到[BABC]或[SABC],按键映射如下:

4.4 商品信息设置

在开机界面输入[9999][菜单][2]

a. 按取消键，输入商品货号，按[打印]

b. 按取消键，输入商品名称，按[打印] (输入法见 4.2 区位输入法说明)

c. 按取消键，输入单价，按[打印]

d. 按取消键，输入条码，按[打印]，蜂鸣器长鸣一声，自动跳到步骤 a，进行下

一条商品信息编辑

编辑完成后，按[菜单]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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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C 应用管理软件操作

5.1 驱动安装

将配套光盘中的文件拷贝到电脑上，然后找到PL2303_Driver (for windows 7_xp_vista).rar

和 PL2303_Driver (for windows 8) .rar压缩包，将文件解压出来按照电脑的操作系统安装

驱动 。安装完毕后，将电子秤通过随机配套的 B型 USB 数据线连接

到电脑的 USB 接口，在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如图所示

若如图所示显示转化为 COM3，表示连接成功；若前面出现一个黄色叹号，表示驱动没装

或者没安装成功。

※注不同的电脑出现的 COM口不一样，根据需要设置。

5.2 商品信息编辑及下载

1. 在光盘文件中找到 。

2. 打开管理软件，界面显示如下：

3. 在编辑界面最左边的一列数字代表商品货号，在空白处输入商品的价格，名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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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注意：如果商品没有条码，可以随意设置一个数字，条码栏不能为空，不同

商品的条码不能相同；请按货号顺序设置商品信息，以免发生错误。）

4. 当商品信息编辑完成后，请点击 图示保存键，将数据保存为

PLUDATA.HEX文件。

5. 将设置好的商品信息下载到电子秤中有两种方法：

1) 通过U盘：完成步骤4后，关闭管理软件，在文件夹中找到 ，

把这个文件拷贝到U盘（非系统盘）根目录中，把U盘插到电子秤上，这时秤的

金额栏上显示FAT16或32，按住保存键2-3秒后，当单价栏显示PASS，金额栏显

示SAVE，重量栏可看到数字不断变化时可松开按键，直到听到一声长嘀声并回

到初始开机状态，下载完成。

2) 通过数据线：完成5.1驱动安装并查看到转化成COM口的信息，点击管理软件

中的通讯→通讯设置→通讯方式中选择对应的COM口，点确定。然后点击蓝

色向下箭头 ，选择单品数据，点击下载就可以把商品信息下载到电子秤中。

5.3 票据头尾信息编辑及下载

1. 打开管理软件 。

2. 点击工具菜单中的机器参数设置

3. 在机器参数设置中编辑和修改打印票据的头尾信息

QR码即二维码，输入想要打印的内容，下载到秤后，打印时会生成二维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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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码打印在票据末尾。

4. 下载同样分成两种：使用U盘，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然后关闭管理软件，在

文件夹中找到 ，把这个文件拷贝到U盘中，然后按保存键就可以

把头尾信息下载到秤；使用数据线，直接点击下载。

5.4 即时上传流水账报表

保持U盘插在电子秤的U-DISK接口中，当电子秤打印销售票据时，会把销售记录

生成一个文件（文件名为“REG+当日日期”， 例： 包含12月15日
的销售流水报表），并自动储存到U盘中；打印报表则会生成一个文件名为“REP+当

日日期”的文件，例： 包含12月15日打印的报表。

6. 维护与安全须知
 避免将秤放在潮湿或充满粉尘的环境。请不要将交流电源置于室外或被太阳直晒。

 避免将超过电子秤最大称量的重物放置在秤盘上，如果此情况发生，会有“OL”消

息出现在重量窗口，而且会听到蜂鸣器的声音。您需要立即移除重物，避免电子秤

受损。关机状态下不要在秤盘下长时间放置任何物品。

 请不要提拿显示立臂来搬动或移动电子秤。在运输过程中应将显示立臂折下，更

不要开机使用。

 在第一次使用电子秤前，请预先充电满10小时。（接上电源适配器，即可对电子

秤的电池进行充电。）

 为保护和延长内置电池寿命，请不要用本产品附配以外的电源适配器供电。内置

可充电电池的有效使用时间为一年，电池充电容量会随着使用时间逐渐变小而引

起满充状态下工作时间变短，这是充电电池的固有特性。若您经常要利用内置电

池供电使用，届时需更换相同规格的充电电池。

 请不要使用多用途的清洁剂或锉刀等材料清洁键盘与显示屏。这些化学成分组成

的材料可能损伤电子秤表面。请用洁净的柔软干布擦拭。

 防止使用含有氨水（如阿摩尼亚）、或稀释剂等材料清洁秤身与秤盘。请在清洁

剂材料生产商的步骤指导下进行清洁。

 设备在工作中若有故障，您可以尝试着先关机，移除秤盘上的所有物品后再开机

试试，或按照以下第7章节的内容自行检查一遍后再开机。若一切正常，电子秤

就可恢复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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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错误提示及常见故障自行排除
若电子秤不能正常使用，在报修前，您可先按照以下所介绍的方法自行尝试快速解

决。因为有些情况并非电子秤本身发生故障引起的，这样可以缩短维修时间，减少您的

损失。

错误代号 错误原因

ERR-01 累计销售商品超过 50项

ERR-02 金额超过范围

ERR-03 打印机缺纸

ERR-04 电压低

ERR-05 存储器错误

ERR-06 没有报表

ERR-07 日期时间错误

常见故障自行排除：

故障 检查及处理

无法开机

1.电源线连接的插座是否有通电；2.电源线

与插座连接是否可靠；3.电源线与秤的连接

是否可靠

重量不稳

1.确认整机置于水平位置且无其他物品触

碰到秤盘；2.确认整机处于无风环境；3.

使用电池工作且电量低

打印模糊 打印头是否脏污，请用酒精擦拭打印头

无法打印小票
请先设置好日期时间；若使用电池工作须

确保电池电量充足，电压不低于 5.5V

使用 U盘无法下载商品数

据

1.确认 U盘可以被秤识别，插入 U盘，在

秤上金额栏显示 FAT16或 32则说明 U盘

可以被识别；2.确认 U盘中有

PLUDATA.HEX文件且放在根目录中；3.

请不要使用系统 U盘操作

掉电：秤在操作时自动关机 使用电子秤时请连接电源适配器；更换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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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器确认电源适配器是否损坏（电池只能

在开机状态下进行充电）

8. 注意事项与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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