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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必须遵守！必须遵守！
本文档中的任何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除非法律规定，并不代表Minebea Intec做出的任何
承诺。只能由经过培训和合格的人员操作/安装本产品。在与本产品有关的信函中，必须引用与产品
有关的类型、名称、版本号/序列号以及所有许可证号。

注意注意
本文档部分受到版权保护。未经购买或版权所有者（Minebea Intec）的书面许可，不得擅自修改或复
制。使用本产品即表示您接受上述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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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介绍

1.1 阅读手册阅读手册
- 在使用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

- 本手册是产品的一部分。将其保存在安全和方便获取的地方。

1.2 这是使用说明的介绍这是使用说明的介绍
1. - n. 置于必须按顺序完成的步骤之前。

1.3 这是列表的介绍这是列表的介绍
- 表示列表中的一个项目。

1.4 这是菜单项和软键的介绍这是菜单项和软键的介绍
[]框架菜单项和软键。
示例：示例：
[开始]- [应用程序]- [Excel]

1.5 这是安全指令的介绍这是安全指令的介绍
信号词表示不遵守危害预防措施时涉及的危险程度。

危险危险

人身伤害警告人身伤害警告
“DANGER”表示如果没有遵守相应的安全措施，将会发生死亡或严重的不可逆转
的人身伤害。
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警告警告

危险区域和危险区域和/或人身伤害警告或人身伤害警告
“WARNING”表示如果没有遵守适当的安全措施，将可能会发生死亡或严重的不
可逆转的人身伤害。
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置于一个步骤之前。
描述一个步骤的结果。

台秤秤台 Puro® 1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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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人身伤害警告。人身伤害警告。
“CAUTION”表示如果没有遵守适当的安全措施，将可能会发生轻微、可逆转的
伤害。
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公告公告

对财产和对财产和/或环境造成损害的警告。或环境造成损害的警告。
“NOTICE”表示如果没有遵守适当的安全措施，将可能会对财产和/或环境造成损
害。
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注意注意:

用户提示、有用的信息和注释。

1 介绍 台秤秤台 P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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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指令安全指令

2.1 一般信息一般信息

公告公告

对财产和对财产和/或环境造成损害的警告。或环境造成损害的警告。
该产品符合有关电气设备、电磁兼容性和规定的安全要求的指令和标准。但
是，不当使用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产品出厂时的安全功能完好无损。
为了保持这种状态并确保安全操作，用户必须遵循说明并注意本手册中的
警告。

- 设备仅可用于既定称重用途。

- 注意设备的运行限值。

- 切勿施加超过称载重量的荷载。

- 在连接或断开外围电子设备之前，先将设备从市电或数据接口断开。

- 在进行清洁之前，将电源线从市电电源拔下。

- 确保无液体进入设备。

- 切勿通过承载板提出天平。始终通过秤台提出天平。

2.2 进货检验进货检验
检查产品各项部件是否齐全。目视检查产品部件，以确定运输过程中是否发生
任何损坏。如果有理由拒收货物，必须立即向承运人提出索赔。同时必须通知
Minebea Intec销售或服务组织。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puroscales.com或
联系您的经销商。

2.3 在启动运行之前在启动运行之前

公告公告

进行目视检查。进行目视检查。
在启动运行之前以及储存或运输之后，目视检查产品是否有机械损坏的迹象。
如果产品出现明显损坏和/或有缺陷的迹象，则不应将其投入使用。

2.3.1 爆炸危险爆炸危险
切勿在危险区域使用此设备。

2.3.2 IP 防护防护
称重传感器满足 IP67 防护等级。

台秤秤台 Puro® 2 安全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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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存放与运输条件存放与运输条件

公告公告

可能发生物料损坏。可能发生物料损坏。
开箱的设备可能因强烈震动而丧失精度；强烈震动可能影响设备安全性。
切勿将设备暴露于极端温度、湿汽以及震动条件。

2.4 故障和过度应力故障和过度应力
如果设备或电源线出现可见损坏：断开电源，锁定设备，防止其被进一步使
用。
在不必要情况下，切勿将设备暴露于极端温度、腐蚀性化学蒸汽、湿汽以及震
动条件。
极端电磁效应会影响显示值。干扰停止后，产品又可正常使用。

2 安全指令 台秤秤台 P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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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安装设备安装

3.1 机械准备机械准备
3.1.1 环境条件环境条件

- 仅可在建筑物内使用。

- 工作温度范围：-10°C 至 +40°C

- 储存温度：-30°C 至 +70°C

- 相对湿度：20% 到 85%，无冷凝

- 海拔：最高 3,575 m

3.1.2 安装位置安装位置
- 将设备放置在平稳、平坦的水平表面上。

- 设置设备，以便称重传感器电缆不形成障碍或绊倒危险。

避免安装位置的不当影响：

- 极端温度和过度温度波动

- 因靠近加热器或阳光直射产生的热量

- 侵蚀性化学蒸汽

- 极端湿汽

- 极端震动

3.1.2.1 抗震动抗震动

公告公告

下落物体、侧边冲击以及震动荷载可能影响称的性能和精度，以及损坏称台。下落物体、侧边冲击以及震动荷载可能影响称的性能和精度，以及损坏称台。
避免震动荷载！

3.1.3 开箱开箱

3.1.4 检查提供的设备检查提供的设备
- 1 个台秤称台

- 安全指示以及访问完整文档的二维码

3.1.5 调平秤台调平秤台
为始终实现可重现的称重结果，秤台必须设为精确水平。
因此，秤台每次被移动到一个不同的位置，必须重新调平。

. 开箱设备，检查其有无可见外部损坏。
如果有损坏，遵循章节 “安全检查”中的说明。

. 保留原包装，以便设备需要返回时使用。在发送设备前，移除所有电缆。

台秤秤台 Puro® 3 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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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平秤台调平秤台

3.2 连接连接
3.2.1 连接称台连接称台

将模拟 Puro® 称台或商业可用应变计称重传感器连接到 Puro® 指示器。

. 使用可调节支脚对准称台，以便水平指示器气泡在圆圈中心。

. 检查确保所有四个可调节支脚均接触表面。
秤台重量必须平均分布在可调节支脚上。

. 调节可调节支脚：收缩可调节支脚（顺时针）以升高天平。延展可调节支脚
（逆时针）以降低天平。

1. 关闭指示器，断开电源。
2. 把指示器翻过来。
3. 移除背部的四个橡胶塞子。
4. 拧松下面的螺丝。
5. 移除盖子。
6. 拧松螺丝连接。
7. 将称重传感器穿过螺丝连接。
8. 将称重传感器线缆固定到端子内；在此过程中，注意称台/称重传感器连接
电缆的针脚对齐和颜色标识。

3 设备安装 台秤秤台 P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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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接地 接地
2 S- 信号-

3 S+ 信号+

4 V- 传感-

5 EX- 电源电压-

6 EX+ 电源电压+

7 V+ 传感+

3.2.1.1 色码色码

称重传感器电缆配线称重传感器电缆配线

型号型号 EX+ EX- S+ S- V+ V- 屏幕屏幕
EF-DDP30-6d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n.a. n.a. 空白
EF-DDP60-6d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n.a. n.a. 空白
EF-FEP60-6d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蓝色 黄色 空白
EF-FEP150-6d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蓝色 黄色 空白
EF-GFP150-6d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蓝色 黄色 空白
EF-GFP300-6d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蓝色 黄色 空白
EF-DDS30-6d 绿色 黑色 白色 红色 蓝色 黄色 空白
EF-DDS60-6d 绿色 黑色 白色 红色 蓝色 黄色 空白
EF-FES60-6d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n.a. n.a. 空白
EF-FES150-6d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n.a. n.a. 空白
EF-GFS150-6d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n.a. n.a. 空白

9. 上紧螺丝连接。
10. 重新装上外壳，上紧螺丝，塞紧橡胶塞子。

台秤秤台 Puro® 3 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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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型号 EX+ EX- S+ S- V+ V- 屏幕屏幕
EF-GFS300-6d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n.a. n.a. 空白

3 设备安装 台秤秤台 P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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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护维护/维修维修/清洁清洁

4.1 维修维修
立即断开有故障的设备与电源的连接。
有缺陷或受损电缆或螺钉接头必须整个更换。

警告警告

不当维修会给用户造成巨大风险。不当维修会给用户造成巨大风险。
仅可让经Minebea Intec授权的经销商使用原装备件进行维修。

4.2 清洁清洁
4.2.1 清洁说明清洁说明

警告警告

在通电的设备上作业会有致命后果。在通电的设备上作业会有致命后果。
清洁前，断开设备与电源的连接（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必须定期清除设备上的污物。
如果称处于干燥环境，用湿布擦拭秤台。可使用家庭清洁剂。请查阅制造商提
供的信息。
防护等级为 IP65 或以上的设备也可用水射流从上方冲洗承载板。
如果用过热或过冷的水清洁设备，由于温差原因，设备内部可能形成冷凝。冷
凝会导致设备故障。

4.2.2 清洁剂清洁剂

公告公告

某些清洁剂可能与设备材料不兼容。某些清洁剂可能与设备材料不兼容。
仅可使用与制造商说明一致的消毒剂和清洁剂。
切勿使用高酸度、高碱度或高含氯水平的清洁剂。避免使用高或低 pH 值的
物质，以避免增加腐蚀风险。
切勿使用含铁丝、钢丝刷的任研磨绵磨或钢丝绒制成的清洁海绵。
在使用清洁剂前，始终先在非关键区域试用清洁剂。

台秤秤台 Puro® 4 维护/维修/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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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废物处置政策废物处置政策

如果不再需要包装，请将其送往当地的废物处理设施和/或有可靠的处置公司或
收集点。包装主要由环保材料制成，适合资源回收。
即使对于小型企业，也不允许将该产品与普通生活垃圾一起处置，或在当地公
共垃圾处理公司运营的收集点进行处置。
欧盟法规要求其成员国收集电气和电子设备，并将其与其它未分类的城市垃圾
分开处置，以便随后可以回收利用。

在废弃处置或报废产品之前，应将全部电池拆下并将其送往适当的收集点。
请参阅我们的条款与条件以了解更多信息。

我们保留不接受已被有害物质（ABC 污染物）污染的送修产品的权利。

5 废物处置政策 台秤秤台 P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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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数据技术数据

6.1 规格规格

型号型号 EF- 30 60 150 300

最大荷载 (g) 30,000 60,000 150,000 300,000

可读性 d (g) 5 10 20 50

最大解析度 6,000 6,000 7,500 6,000

重复性错误 1 d 1 d 1 d 1 d

线性 ±1 d ±1 d ±1 d ±1 d

DD 355 x 305 x 123 355 x 305 x 123 - -

FE - 550 x 420 x
136

550 x 420 x
136

-
外形尺寸（单位：
mm） (W x D x H)

GF - - 650 x 500 x
143

650 x 500 x
143

P 框架由涂漆碳钢制成，装载盘由 1.2 mm 的 304 不锈钢制成版本/材料称台
S 完全由 304 不锈钢制成

安全过载范围 称最大荷载的 150%

“终极”过载范围 称最大荷载的 300%

隅载荷抗过载 称最大荷载的 100%

调平辅助 外部可见水平仪以及可调节防滑水平调节脚

支脚 4 个可调节防滑水平调节脚

工作温度 (°C) -10...40

存放温度 (°C) -30...70

称重传感器保护等级 IP67

称重传感器电源电压 建议最大18 V (AC/DC)/5 V–12 V (AC/DC)

DD 7.5 7.5 - -

FE - 16.65 16.65 -
净重 (kg)

GF - - 20.6 20.6

DD P/S 400 x 360 x
140

400 x 360 x
140

- -

FE - 600 x 480 x
165

600 x 480 x
165

-

装运尺寸（单位：
mm） (W x D x H)

GF - - 700 x 560 x
165

700 x 560 x
165

P 15 15 - -装运重量 (kg) DD

S 18 18 - -

台秤秤台 Puro® 6 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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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型号 EF- 30 60 150 300

P - 23 23 -FE

S - 26 26 -

P - - 37 37GF

S - - 38 38

6.2 配件配件

选件选件 订单号订单号

台架，不锈钢
高度 300 mm： 355 x 305 mm

YP-CBS1

台架，不锈钢
高度 600 mm：550 x 420 mm

YP-CBS2

6.3 外形尺寸外形尺寸
EF-DDP-.../EF-DDS-...

所有外形尺寸单位 mm

6 技术数据 台秤秤台 P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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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P-.../EF-FES-...

所有外形尺寸单位 mm

EF-GFP-.../EF-GFS-...

所有外形尺寸单位 mm

台秤秤台 Puro® 6 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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