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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产品保修

感谢您使用宇辰电子衡器产品，在以后使用当中，我们会为您提供优良

的售后服务，尽力确保及时解决您的问题。

如果您在购买本产品之日起一年内，本产品出现非人为损坏的性能故

障，只需携带有效购货发票和有效三包凭证，便可在宇辰授权的特约维修中

心享有免费保修服务。

敬 告
对于因用户不遵守上述建议或错误使用

造成的后果，厂家不负任何责任。

? 为了您能方便的使用我们的产品，请妥善保管此“操作手册”以备查阅

? 如您在使用 L1、L4型电子计重案秤时有任何疑问，请及时与销售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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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辰衡器
秤遍天下

显示位数 6位 LED（14mm高）

工作温度 - 10? ~+40?

去皮范围 满秤量，当有皮重时，净重称量范围相应减少

不锈钢秤

盘 尺 寸
215× 175mm

产品外形

尺 寸
230× 260× 150mm

电 源 100-240V~50/60Hz或免维护 6V/5Ah铅酸电池

充电电流 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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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使用抚顺宇辰衡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ACS 系列 L1、L4型电

子计重案秤，愿宇辰的产品以优良的防潮防水性能和便捷的操作带

给您更高的工作效率。

1 注意事项

1.1 常规注意事项
1. 请在使用产品前仔细阅读操作手册，以便您能更准确地了解

产品的性能，方便您的使用。

2. 请保持秤体清洁。清洁秤体前，请断开电源。

3. 可以用清水擦洗秤体，但不可以将秤浸入水中。

4. 请勿将秤倒置或依托托架移动秤，以避免损坏传感器。

5. 不能用利器接触托架与上盖之间的超薄密封圈，以免戳破，破

坏密封。

1.2 铅酸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1. 本公司提供的铅酸电池为免维护电池，自放电率低，寿命长，

工作温度为 - 10? ~+40? 。在 +20? 左右时，其循环充放电次数约为

300次。电池充电时间与剩余电量相关，剩余电量越多所需充电时间

越短，电量放空后约需 15小时才能将电池充满。

2. 铅酸电池的正负极一定不能短路或接反，否则将会损坏电池，

引发燃烧。正确的接法为：红线接电池的红色记号插头，黑线接电池

的黑色记号插头。

3. 请勿将电池沾染油、水或其他化学溶剂，否则会影响电池的使

用寿命；勿自行拆修电池；勿靠近火源。

4. 电池电量用完后，应及时充电，如长期不用，应将电池取出，以免

电池漏液而损坏秤，并充足电保存。电池至少应在 3个月内充电一次。

5. 如果新电池长时间不用，开始使用时需重复充放电 3次以上，

才能使其恢复正常，所以第一次使用秤时，可能出现充电后使用时间

不长，这不是电池坏了，多充放电几次后会逐渐恢复正常。

6. 使用后请注意将交流电插孔保护套套好，否则插座会受潮被

腐蚀。
1

按【置零】键选择需要输入数据的位，按【去皮】键，对应位循环加

一，输入上限值数据。

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步。

6.14 显示为：【END】

此时按【置零】键，将保存上面的所有设置值，并回到称重状态。

注：1. 如要修改上述某一设置，在进入设置状态时，按【功能】键，跳过

不需要修改的项，直到需要修改的项后，修改参数，再按【功能】

键，跳过不需要修改的项，直到【END】,再按【置零】键保存即可。

注：按【去皮】键可以返回上一步设置。

2. 默认设置参数为：U0.0=1（快速）、U0.1=1（高速连续变化）、

U0.2=3（亮）、U0.3=1（kg）、U0.4=1（无自动关机）、U0.5=1（有省电显示）、

U0.6=1（10%）、U0.7=1（2%）、U0.8=1（0.5e）、U0.9=1（无蜂鸣器输出）、

UP DATA=0、L0 DATA=0。

7 基本配置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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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05/0.1/0.2/0.5g 0.05/0.1/0.2/0.5/1g 0.1/0.2/0.5/1/2g 0.2/0.5/1/2/5g
秤 量 1.5kg 3kg 6kg 15kg
分 度 值

分 度 值 秤 量 分 度 值秤 量

0.75/1.5kg：0.5/1g
0.75/1.5kg：0.2/0.5g
0.75/1.5kg：0.1/0.2g
0.75/1.5kg：0.05/0.1g
0.75/1.5kg：0.02/0.05g

3kg

1.5/3kg：1/2g
1.5/3kg：0.5/1g
1.5/3kg：0.2/0.5g
1.5/3kg：0.1/0.2g
1.5/3kg：0.05/0.1g

1.5kg

6kg

3/6kg：2/5g
3/6kg：1/2g
3/6kg：0.5/1g
3/6kg：0.2/0.5g
3/6kg：0.1/0.2g

15kg

7.5/15kg：5/10g
7.5/15kg：2/5g
7.5/15kg：1/2g
7.5/15kg：0.5/1g
7.5/15kg：0.2/0.5g



7. 由于铅酸电池属于易耗件，其寿命与用户的使用方法关系很

大【电池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8. 随着充电次数的增加，充电后电池可以释放的容量将逐渐减

小，即充电后电池的工作时间变短。这是充电电池的特性，如果充电

后，很快又要充电，请更换新电池。

2 安装

2.1 安装秤体
1. 打开包装箱，箱内有以下物品：

序号 名 称 规 格 单位 数量

1 ACS 系列 L1、L4型电子计重案秤秤体 台 1

2 操作手册 份 1

3 产品合格证 份 1

4 售后服务手册 份 1

5 电源适配器 个 1

6 不锈钢秤盘 个 1

2. 将秤体放在结实的水平桌面上，调整秤脚（即旋转秤脚），将面

板上水平指示仪的水泡调到中心圆的里面，使秤保持平稳。

3. 装上秤盘，如使用交流电，请将电源线一端插头插入秤体底部

的适配器插孔，另一端插入电源插座,秤将自动开机，进入称重状态。

2.2 更换电池
1. 用十字螺丝刀取下秤底螺丝，然后再取下电池盒盖，最后取下

电池。

2. 将新电池换上，注意极性不能接反，正负极千万不能短接。

注意：铅酸电池的正负极一定不能短路或接反，否则将损坏电池，

引发燃烧。正确的接法为：红线接电池的红色记号插头，黑线接电池的

黑色记号插头。

3. 将电池盒盖盖上，注意密封圈要放好，保证密封质量。

2.3 开关机
1. 开机

2

按【置零】键选择 x，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设置。

6.8 显示为：【u0.6 x】开机零点范围设置，分四档：

x=1，10%

x=2，20%

x=3，50%

x=4，100%

按【置零】键选择 x，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设置。

6.9 显示为：【u0.7 x】置零范围设置，分三档：

x=1，2%

x=2，10%

x=3，20%

按【置零】键选择 x，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设置。

6.10 显示为：【u0.8 x】零点跟踪范围设置，分五档：

x=1，0.5e

x=2，1.0e

x=3，1.5e

x=4，2.0e

x=5, 2.5e

按【置零】键选择 x，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设置。

6.11 显示为：【u0.9 x】蜂鸣器输出设置（有蜂鸣器版本），分三档：

x=1，无蜂鸣器输出

x=2，当重量在设定值范围内时，蜂鸣器响一声

x=3，当重量在设定值范围外时，蜂鸣器响二声

按【置零】键选择 x，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设置。

6.12 显示为：1b、g指示光标亮，【000000】下限值设置。

按【置零】键选择需要输入数据的位，按【去皮】键，对应位循环加

一，输入下限值数据。

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设置。

6.13 显示为：kg、g指示光标亮，【000000】上限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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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开 / 关】键一秒开机，秤开始自检，依次显示 1- - 9和所有光

标，最后点亮零位光标进入称重状态。

注意：开机前确保秤盘上没有物品。

2. 关机

在称重状态下，按住【开 /关】键一秒直至出现“OFF”，松手即可。

3 显示

3.1 光标指示
kg 光标—— —— 表示当前显示重量的单位为公斤

g 光标—— ——表示当前显示重量的单位为克

1b光标— — ——表示当前显示重量的单位为磅

? 0? 光标— —— —表示当前显示重量为零（秤处于零点）

净重光标— —— —表示当前显示重量为净重

下限光标— —— —表示当前重量在所设定的范围之下

合格光标— —— —表示当前重量在所设定的范围中

上限光标— —— —表示当前重量在所设定的范围之上

交流光标— —— —当交流电输入时，此光标亮

注：在直流称重状态时，当 kg、g、1b光标全亮时，表示电池电量不

足（此时还可以继续使用一段时间），需要尽快进行充电，如不

进行充电，一段时间后将自动关机，以防蓄电池过放电损坏。

3.2 功能键
【开 / 关】键— — —在关机状态，按此键开机；在开机状态，按此

键显示 OFF 后关机。

宇辰徽空心.jpg
not exist!

去皮 置零

功能 开/关

kg
g
1b

重量

净重 下限 合格 上限 交流? 0?

3

6.3 显示为：【u0.1 x】显示方式选择，分五档：

x=1，显示高速连续变化

x=2，显示快速连续变化

x=3，显示中速连续变化

x=4，显示慢速连续变化

x=5，显示稳定后变化

按【置零】键选择 x，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设置。

6.4 显示为：【u0.2 x】显示亮度选择，分三档：

x=1，暗

x=2，中等

x=3，亮

按【置零】键选择 x，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设置。

6.5 显示为：【u0.3 x】显示单位选择，分三档：

x=1，kg
x=2，g
x=3，1b
按【置零】键选择 x，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设置。

6.6 显示为：【u0.4 x】自动关机时间设置，分四档：

x=1，无自动关机功能

x=2，十分钟后自动关机

x=3，二十分钟后自动关机

x=4，四十分钟后自动关机

按【置零】键选择 x，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设置。

注：在使用交流电时此功能无效。

6.7 显示为：【u0.5 x】省电显示方式设置，分四档：

x=1，前后显示有省电方式，当重量稳定一分钟左右时，显示一个

小数点，进入省电显示，当重量不稳定时恢复到称重显示方式。（在使

用交流电时此功能无效。）

x=2，前后显示无省电方式。

x=3，前显示有省电方式（在使用交流电时此功能无效），后显示

关闭。

x=4，前显示无省电方式，后显示关闭。
6



注：在充电状态时，按此键，进入充电电量显示状态（此状态加快

充电时间），再按此键，回到称重状态（此时边充电边使用）。

【置零】键— ——当重量在置零范围时，按此键，重量显示为零。

【去皮】键— ——当重量在去皮范围时，按此键，重量显示为零。

净重光标亮，显示净重。

【功能】键— ——用户设置功能时使用。

注：1.计重秤在关机状态时，输入交流电自动开机，交流指示光

标亮，进入充电状态。

2.计重秤在开机状态时，输入交流电交流指示光标亮，进入充

电状态。

传感器

蓄电池 6V

元件面

4 操作

4.1 置零
开机置零

刚开机时，如果检测到重量超出该范围，将显示“Err-3”，表示找

不到零点。此时请拿掉秤盘上的物品，才能进入正常称重状态。

4.2 按键置零
在毛重状态有效，当出现负毛重值或显示欠载符号 O L 或非零毛

重值时，按【置零】键，可以回到毛重零。

4.3 直接称重
1. 将物品放在秤盘上，直接显示重量值。

2. 取下物品，秤显示回零。

4.4 去皮称重
1. 将容器或包装物（50克）放在秤盘上，按【去皮】键，净重光标

亮，显示【0.000】。
4

2. 将需称量的物品（400克）放入容器或包装物中，显示净重

【0.400】。
3. 重复第一步可连续去皮。

4. 取下物品及包装物，显示皮重值【- 0.050】。
5. 按【去皮】键，恢复毛重零状态。

注意：不允许负向去皮。即当秤盘上的物品的重量值比已有皮重

值小时，不允许去皮。

5 给电池充电
请按下列步骤给充电电池充电：

1. 将充电插头孔处的保护套取下。

2. 不论秤是否工作，只需将适配器输出插头一端插入充电插座

即可充电。

3. 充电结束后请将保护套套上，以防在潮湿的环境中充电插座

被腐蚀。

注意：请在干燥的环境下充电。

6 进入功能设置
操作者可以对功能设置进行修改，使秤的功能更适合客户个人的

需要。

6.1 按【开 / 关】键开机，显示 1- - 9时，按【去皮】键，当显示到

【ini n】时，放开【去皮】键，进入用户功能设置方式，显示为：【ini n】
按【置零】键，选择 n或 y显示为：【ini n】或【ini y】
当 y时，按【功能】键确定后，将恢复默认的设置值，并进入下一设置。

当 n时，按【功能】键确定后，进入下一设置。

6.2 显示为：【u0.0 x】显示速度选择，分六档：

x=1，快速

x=2，中速

x=3，慢速

x=4, 抗振动 轻度

x=5，抗振动 中度

x=6，抗振动 深度

按【置零】键选择 x,按【功能】键确定，并进入下一设置。

5

DC12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