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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阅读此手册 

- 在使用此产品前请先仔细完整阅读此手册
- 此手册是产品的一部分，请放置在安全且容易寻找的地方

1.2 指令 
1. – n. 表示必须依次进行的步骤
▶ 表示某一步骤
▷ 表示某步骤后得到的结果

1.3 列表 
- 表示列表中的一项

1.4 菜单和软键盘 
[]内表示菜单和软键盘 
例如：[Start] – [Application] – [Excel] 

1.5 安全指令 
信号词指示不遵守防止危险措施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E 危险 
将导致人身伤害 
“危险”指如果没有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将导致死亡或严重的不可逆的人身
伤害。 
▶ 必须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

A  △！E 严重警告 
可能导致健康危害或人身伤害 
“严重警告”指如果没有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将可能导致死亡或不可逆的人
身伤害。 
▶ 必须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

A  △！E 警告 
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和/或财产损失 
“警告”指如果没有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可能导致死亡或不可逆的人身伤害。 
▶ 必须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

注意 
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和/或环境伤害 
“注意”指如果没有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和/或环境伤害。 
▶ 必须采取正确的安全措施

注意事项： 
使用注意事项、技巧和信息 

1.6 热线 
电话：+49.40.67960.444 
传真：+49.40.67960.474 
电子邮件：technical.support.hh@minebea-i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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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须知 
2.1 通用信息 

A  △！E 警告 
人身伤害严重警告 
根据 IEC1010/EN61010 或 VDE0411 的说明，此设备的生产和测试均完全符
合测量和控制设备防护等级 I（保护接地连接）的要求。 
设备出厂时安全性能良好。 
▶ 为了保持其安全状态并进行安全操作，用户必须仔细阅读并依照此手册指
令操作。

2.2 适用范围 
此设备是用于称重功能的显示器。仅限经过培训合格、知悉并有能力处理相
关危险、能够采取适当自我保护措施的人员操作、调试和维护本产品。  
设备反映目前的工艺水平。生产商不承担任何由其他系统组件或本产品的非
正确使用造成损坏的责任。 

2.3 初次检查 
请仔细检查运输物品的完整性，并从外观上查看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损坏的
痕迹。一旦发现拒绝收货的理由，必须立即向承运人申请索赔并通知茵泰科
销售或服务组织。 

2.4 安装之前 

注意 
▶外观检查!
调试之前、存储或运输之后，请从外观上检查设备是否存在遭受机械伤害的
痕迹。

2.4.1 安装 
设备必须以符合 EMC 要求的态度来安装，见 4.3 章 
设备外壳符合 IP 66 的要求。 
将设备的电缆入口压盖固定向下。 
为确保设备的适当冷却，请确保不能封闭设备周围的空气循环。避免将设备
放置于过热的环境：例如，太阳直射。避免设备振动。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考虑到 17.4.1 章节中描述的外界环境条件。 
室外固定时，请确保采取适当的天气保护措施（关于温度，请参阅 17.4.1 章
节）。 

2.4.2 开启设备 

A  △！E 严重警告 
在开启的设备上操作可能存在威胁生命安全的后果。 
在盖板或部件被移除时，可能暴露通电部件或终端。注意当本设备断开所有
电源时，设备内的电容仍可能存在电荷。 
▶ 断开电源

此设备包含静电敏感部件。因此，在开启的设备上工作时必须连接一个等电
位连接导体。(防静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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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连接电源 
设备没有电源开关，连接供电后即可进行操作 

2.4.3.1 230 伏交流电版本 

必须通过断开电源插头或使用单独开关为两个供电电源
导体提供安全中断。 
宽供电范围，供电赫兹为 50/60 Hz，电压范围为 100 
V…240 VAC，+10 %/-15 % (无须手动选择)的交流电系统。 
电源带有防短路保护。 

2.4.3.2 24V 直流电版本 
此版本为 24 伏直流电。 
供电为 3 针连接器(PE/+/-)。 
设备带有错误电极保护。 
设备主要通过+/-极内部的保险丝得到保护。 

2.4.4 连接接地防护导线 
2.4.4.1 230 伏交流电版本 

设备必须通过电源插头内的保护接地导体(PA)进行接地保护. 
禁止在设备的内部或外部中断电缆包含的保护接地导体。 
PA 导体连接于设备内部的外壳上 

2.4.4.2 24 伏直流版本 
设备必须与保护接地导体连接。可通过外壳侧板连接。 

2.4.5 射频干扰抑制 
设备设计用于工业环境中，如用于民用环境，可能造成射频干扰，参见 17.4.3
章节，在这种情况下，操作者需要采取恰当措施。 

2.4.6 破坏和过度应力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导致无法保证设备的安全操作，请关闭并确保他人不能再
使用。 
如果出现下列任一情况，则无法确保操作安全： 
- 设备遭到物理破坏。
- 设备不能运行。
- 设备曾遭受超过允许极限的应力（例如存储或运输过程中）。

2.5 重要通知 
禁止更改设备的结构，避免造成安全损坏。特别是不能减少通路、（带电部
件）空气间隙和绝缘层。茵泰科不承担由于用户或安装人员错误维修本设备
造成的个人伤害或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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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维护和维修 
2.6.1 一般信息 

修理必须经过检查，必须由茵泰科进行。 
如果发生故障，请联系您当地的茵泰科代理商或服务中心。 
设备返修时，请完整精确地描述问题所在。 
仅经过培训并知悉相关危害的技术人员可进行设备的维护工作。 

2.6.2 静电敏感元件 
此设备包含静电敏感元件。因此对设备进行维修维护时必须采取防静电保护。 
更换保险丝 

2.6.2.1 带有 Y2/WE1 选项的设备更换保险丝 

A  △！E 严重警告 
错误的更换可能造成爆炸 
▶ 不允许更换保险丝

2.6.2.2 带有 Y2/WE1 选项的设备更换保险丝 

A  △！E 严重警告 
可能造成过热损坏 
▶ 仅可使用 17.3.2 和 17.3.3 章节中列出的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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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描述 
3.1 一般信息 

设备带有一个 128 x 64 像素的显示屏显示重量，最大显示 6 位数和额外的状
态标记。 
设备带有两个应用程序： 
- 标准 
- EasyFill 
大多数功能都由这两个应用程序支持。另一个功能要根据所选其它应用程序
决定。 

3.2 设备一览 
- 电气件精度 10,000 e（等级 III） 
- 高速通讯，响应时间 5 ms 
- 128 x 64 像素单色显示屏显示重量和状态标记 
- 外壳上带有 3 个功能键 
- 不锈钢外壳，墙面安装，IP66 防护 
- 10/100 Mbit/s LAN 适配器用于数据传输、校准、参数化。 
- 内置 RS-232 接口，用于连接打印机或远程显示 
- 内置 RS-485 接口，用于连接电脑或 xBPI 秤 
- 可通过以下三种插卡进行扩展： 
 - 模拟输出卡 PR5230/06 
 - 传感器连接卡 PR5230/22 
 - 总线卡 PR1721/4x 
- 3 个光电耦输出（可选） 
- 3 个可配置继电输出，可转换接触 
- 3 个可配置光电耦输入，内部无供电接口（可选） 
- 电隔离接口（RS232 除外） 
- 宽供电范围，100…240 VAC，防护等级 I（接地保护） 
- 可提供 24V 直流电版本 
- 可提供为本质安全型传感器供电的版本（可选） 
- 设备内插入型连接传感器、输入/输出、LAN 适配器、串行口 
- 使用电脑工具校正（浏览器/VNC） 
- 使用砝码校正，可输入 mV/V 值或直接使用传感器数据（”智能校准”） 
- 接口卡软件配置，例如用于远程显示或打印机 
- EasyFill 应用程序可进行快速可靠的填充和容器的清空（功能描述请参见 6.1
章） 
- 称重电气件的模拟测试 
- 使用传感器连接板上的 CAL 开关进行防改写保护 
通讯协议： 
内置 RS-232 和 RS-485 接口： 
- 远程显示协议 
- 打印机 
- Modbus-RTU（从） 
- SMA 协议 
- xBPI 协议 
- EW-Com 协议 
内置 LAN： 
- ModBus TCP 
- Ethernet-TCP/IP 
- OPC 
总线从属（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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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 1721/41 ProfiBus-DP 
- PR 1721/42 InterBus-S 
- PR 1721/44 DeviceNet 
- PR 1721/45 CC link 
- PR 1721/46 ProfiNet I/O 
- PR 1721/47 EtherNet IP 

3.3 外壳 
3.3.1 一般信息 

变送器放置于 IP66 防护的不锈钢外壳内，适用于墙面安装。外壳前方左边装
有铰链，可打开。 
需要注意设备安装的环境条件（见 17.4.1 章） 
外壳使用 4 个螺丝安装，外壳关闭时，外部无法看到任何控制部分。 
透过外壳上的玻璃窗格可以看到 128 x 64 像素的显示屏和 6 个状态标记 LED。 

3.3.2 尺寸 

 

所有尺寸单位为 mm 
高度大约 1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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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显示和操作 
3.4.1 一般信息 

PR5230 带外壳变送器仅可通过笔记本/台式电脑操作 
- VNC 显示（见 3.4.4.5 和 7.9 章），或 
- 网络浏览器（见 7.10 章） 

3.4.2 一览 

 

3.4.3 显示 
3.4.3.1 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可显示最大 7 位数的重量值，带小数点以及正负号。 
可用的重量单位有 t、kg、g、mg、lb 或 oz。 
在欧盟和欧洲经济区，lb 和 oz 不可用于法定计量。 
在用户界面重量显示的上方，还会显示当前重量与最大重量关系的棒图，达
到 100%时，棒图到达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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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类型/正负号 描述 
B 毛重 
G NTEP 或 NSC 模式下的毛重 
NET 净重（净重=毛重-皮重） 
T 皮重 
PT 固定皮重 
TST 显示测试指，没有重量单位 
无显示 - 测试值 

- 毛重，未去皮 
+ 正值 
- 负值 
稳定/零点/灌装 描述 

 重量值稳定 

 毛重值在零点的±1/4 d 内 
◇ 填充模式，批次停止后闪烁，快速闪烁表示错误 
符号/重量单位 描述 
△  ！E 不可用于法定计量（例如 10 倍分辨率，失活传感器） 
R1 范围 1 
R2 范围 2 
R3 范围 3 
WP A 称量点 A 
Max 最大秤量（称重范围） 
Min 最小重量 
t,kg,g,mg,lb,oz 可提供这些重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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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设备显示 
显示器可显示带 6 位数的重量值和小数点（数字高度为 18 毫米） 
在设备重量显示的下方，还会显示当前重量与最大重量关系的棒图，达到 100%
时，棒图到达最右。 

 

重量类型/正负号 描述 
B 毛重 
G NTEP 或 NSC 模式下的毛重 
NET 净重（净重=毛重-皮重） 
T 皮重 
PT 固定皮重 
TST 显示测试指，没有重量单位 
无显示 - 测试值 

- 毛重，未去皮 
+ 正值 
- 负值 
稳定/零点/灌装 描述 

 重量值稳定 
 毛重值在零点的±1/4 d 内 

◇ 填充模式，批次停止后闪烁，快速闪烁表示错误 
符号/重量单位 描述 
A △  ！E 不可用于法定计量（例如 10 倍分辨率，失活传感器） 
R1 范围 1 
R2 范围 2 
R3 范围 3 
t,kg,g,mg,lb,oz 可提供这些重量单位 
 
 
注意事项： 
在 W&M 模式下，显示没有重量单位的无效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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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 状态显示 
在菜单中可选择最多 5 行状态显示在设备上（见 7.15.7 章） 
 

选择 宽度 高
度 

举例 描述 

空 1/2 显示 1 行                       空白 
毛重/净重/皮重 1/2 显示 1 行 B       +123.45  kg 

B           E:Sense 
毛重/净重/皮重 
错误，见 16.1 章 

毛重 1/2 显示 1 行 B       +123.45  kg 毛重 
净重 1/2 显示 1 行 NET     +123.45  kg 净重 
皮重 1/2 显示 1 行 T       +123.45  kg 皮重 
棒图 1 显示 1 行  重量占最大量程的比例 
总线 LED 1/2 显示 1 行 ---  red  ---  grn   见 4.6.5.2 章 
总线输入 1 显示 1 行 FB-Inp: 01.23…CD.EF 总线输入 
总线输出 1 显示 1 行 FB-Out: 01.23…CD.EF 总线输出 
数字输入 1/2 显示 1 行 Inputs:         █□█  数字输入 1,2,3 
数字输出 1/2 显示 1 行 Outputs:        █□█  数字输出 1,2,3 
数字 I/O 1/2 显示 1 行 I:█□█    O:        █□█  数字输入/输出 1,2,3 
模拟输出 1/2 显示 1 行 Ana:       12.345 mA 模拟输出 
限值 1/2 显示 1 行 Limits:         █□█  限值 1,2,3 
日期 1/2 显示 1 行 2015/09/11            日期 
时间 1/2 显示 1 行 10:37:34              时间 
主机名 1/2 显示 1 行 hopper1               网络中的设备名称 
主机名(长) 1 显示 1 行 small material hopper 设备名称(长) 
IP 地址 1/2 显示 1 行 192.168.1.1           

---.---.---.---      
??.??.??.??           

网络地址 
无网络 
寻找 DHCP 服务器 

IP 地址(长) 1 显示 1 行 172.200.280.255      网络地址(长) 
毛重(2 行高度) 1 显示 2 行 B       +123.45  kg 毛重(2 行高度) 
净重(2 行高度) 1 显示 2 行 NET     +123.45  kg 净重(2 行高度) 
皮重(2 行高度) 1 显示 2 行 T       +123.45  kg 皮重(2 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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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LED 
设备有 6 个绿色 LED 灯用于显示操作或错误状态。 

操作状态下显示 

LED 硬件错误 E:HardE 提供总线连接 未提供总线连接  电源开启 网络激活 
1Hz 闪烁 

点亮 1Hz 闪烁 
相应闪烁 

点亮 

称重状态下显示 

LED 硬件错误 E:HardE 提供总线连接 未提供总线连接  电源开启 网络激活 
点亮 

点亮 
点亮 

注意事项： 
重量错误状态，请参见 16.2 章 

3.4.4 操作元素 
3.4.4.1 设备上的键盘 

A  △！E 严重警告 
在开启的设备上工作可能存在威胁生命安全的后果。 
▶ 仅限经过培训并知悉相关危害的技术人员进行此设备的维护工作，必须采
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自我保护。

打开设备后，才可看到这三个按键。这三个按键主要包含以下功能： 
- 设置清零(1)
- 设置皮重(2)
- 测试测量(3)
- 同时点击按键(1)和(3)可显示软件版本和插件编号
- 同时点击按键(1)和(3)然后点击(2)三次，可使用”FlashIt!32”程序升级软件
(请参阅 9.1.5.1 章节)。
调整或输入参数：
- 无法通过这三个按键进行。
- 仅限通过笔记本/电脑上的 VNC (请参阅 7.9 章节)和网络浏览器(请参阅
7.10 章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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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2 用户界面 
下表显示了操作界面上符号的基本意义： 
 

指示键 

 
显示毛重 

 
只要(功能取决于配置): 
- 重量值稳定 
- 重量位于归零范围 
毛重将归零. 

 
显示皮重 

 
开始打印 

 
皮重；当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时,当前
毛重已经存于皮重内存： 
- 重量值稳定 
- 设备处于正确状态 
功能取决于配置 

  

 
导航/菜单键 

 
菜单向上滚动。 

 
确认输入/选择 

 
菜单向下滚动。 

 
退格/删除 

 
- 向左移动光标 
- 选择  

- 取消输入/选择且不保存 
- 退出参数/菜单窗口 

 
- 向右移动光标 
- 选择 

  

 
功能键/软键盘 

 
进入设置菜单 

 
测试 

 
版本号信息，定制的硬件，10-倍分辨率 

 
选择恰当的菜单功能，请参见 3.4.4.3
章 

 
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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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字母键 

 

 
切换键，按下 
- 在数字和字母模式下切换 
- 配置时在重量单位之间切换 

 

 
按下一次显示相应的第一个字母，例如”A”，按下两次显示”B”，
按下三次显示”C”。 
按下 / 键或等待大约 2 秒结束一个字符的输入。 
如果输入值仅限于数字，则字母不可用。 
在输入过程中按下 键回到前一个字符。 
在输入过程中按下 键去往下一个字符。 
在输入过程中，按下 删除当前字符并回到前一位。 

 
输入字段 
 原则： 

如果在输入字段选择行中已有数字或字符，在输入时将会即刻被覆
盖。 
如果在输入字段选择行中已有数字或字符，在输入时，可使用 键
选择需要被覆盖的字符进行改写。 

 
3.4.4.3 使用软键盘操作 

 

图形显示屏最下面一行的文字说明了屏幕下方的五个软键盘 的功能。显

示为灰色的软键盘表示不能在当前活动菜单栏使用，或者没有访问权限。当

本手册描述包括软键盘的操作步骤时，将以方括号显示软键盘符号，而非以

软键盘的图表形式显示。例如[Calib]。 

3.4.4.4 导航键的操作 
菜单 
方向键、 键和 键在菜单中用于导航。 
参数 
按下 / 键选择各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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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键确认选择。 
通过数字字母键输入值|文字。 
使用 键选择 □✓  
如果参数列表很长，在左边会出现一个垂直的棒图（黑色和灰色）表示当前
显示的的列表部分。 
在一个菜单项之前如果有箭头，表示此菜单项有子菜单。 
双箭头表示可能的设置和可提供的选项列表 
使用 键选择参数。 

3.4.4.5 使用 VNC 操作 
用户界面请参见 3.4.2、3.4.3.1 和 3.4.4.2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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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连接一览 

 
 
  



设备描述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24 
 

3.5.1 插卡 
主板上可以插入 1 个总线卡和 1 个模拟输出卡。另有传感器连接板通过一个
扁平线缆插头连接到称重元件。 
 
产品 功能 项目 
PR5230/06 
模拟输出板 

16 位模拟输出，0/4…20 mA 
更多信息请参阅 4.6.2 

模拟输出 

PR5230/22 
传感器连接板 

连接板，连接 2…4 个传感器 
更多信息请参阅 4.6.3 

连接板 

 
PR1721/41 
Profibus-DP 

Profibus-DP 从，最大 12Mbit/s，符合 IEC61158 
更多信息请参阅 4.6.5 

总线 

PR1721/42 
Interbus-S 

InterBus-S 从，最大 500kbit/s， 
更多信息请参阅 4.6.6 

总线 

PR1721/44 
DeviceNet 

DeviceNet 从，最大 500kbit/s， 
更多信息请参阅 4.6.7 

总线 

PR1721/45 
CC-link 

CC-link，156 kbit/s…10 Mbit/s， 
更多信息请参阅 4.6.8 

总线 

PR1721/46 
ProfiNet I/O 

ProfiNet I/O，10/100 Mbit/s 
更多信息请参阅 4.6.9 

总线 

PR1721/47 
Ethernet IP 

Ethernet IP，10/100 Mbit/s 
更多信息请参阅 4.6.10 

总线 

3.6 设备变量 
3.6.1 选项组合 
 
描述 附件 标号 描述 章节 
电子设备：     
模数转换 标配 W1 称重电子板 4.4.3 

防爆认证 WE1 称重电子板，带有本质安全型传感器
/秤台供电，可用于 1/21 区 

WE1 选项额外
信息 

     
电源：     
电源 标配 L0 230 VAC 版本 2.4.3.1 

 L8 24 VDC 版本 2.4.3.2 
     
内部输入：     
数字输入 标配 DE1 3 无源光耦合输入（外部供电） 4.4.7 

 DE2 3 有源光耦合输入（内部 12V 供电） 4.4.7 
     
内部输出：     
数字输出 标配 DA1 3 无源继电输出（外部供电） 4.4.8.1 

 DA2 3 无源光耦合输出（外部供电） 4.4.8.2 
     
接口卡     
接口插槽 1 标配 无   

PR5230/06 C11 1 个模拟输出(0/4…20mA) 4.6.2 
接口插槽 2 标配 无   

PR1721/41 C21 Profibus-DP 4.6.5 
PR1721/42 C22 Interbus-S 4.6.6 
PR1721/44 C24 DeviceNet 4.6.7 
PR1721/45 C25 CC-link 4.6.8 
PR1721/46 C26 ProfiNet I/O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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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附件 标号 描述 章节 
PR1721/47 C27 Ethernet IP 4.6.10 

接口插槽 3 标配 无   
PR5230/22 C31 传感器连接板 4.6.3 

     
线缆连接：     
仅用于内置
Ethernet 接口：网
络连接电缆 

标配 无   
PR5230/30 M39 Ethernet 插口，RJ-45 连接头，IP67 4.6.11 
PR5230/31 M40 Ethernet 电缆，长 7 米，公制电缆接

头，RJ-45 连接头，工业版本 
4.6.12 

 
设备门内标签会注明此台设备的变量（基本单元+选项），例如 PR 
5230-WE1-Y2-C21-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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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安装 
4.1 一般信息 

开始前请阅读第 2 章并遵循其所有指令。 
并且： 
- 检查货物：确认收到所有元件 
- 安全检查：检查所有物品是否有损坏 
- 确认现场安装所需的物品包括线缆都正确完整，例如电源线、保险丝、传
感器、接线盒、数据线、控制台/柜等。 
- 如有需要，安装插卡（设备必须先断开所有电源） 
- 根据应用、安全、通风、密封和环境影响方面的安装指令安装设备 
- 连接线缆到接线盒或传感器/秤 
- 如有需要，连接其它数据线、电缆线等 
- 连接电源线 
- 检查安装 

4.2 机械准备 
4.2.1 一般信息 

安装时，请准备好所有需要的部件、技术文档和工具。 
- 使用线缆系带将电缆固定在安装现场 
- 去除电缆末端的绝缘层，保持较短线头，套上套环。 

4.2.2 线缆导入 
线缆必须通过格兰头导入设备，确保其密封性。M20x1.5 的格兰头适用于
9…13mm 直径的线缆，M16x1.5 的格兰头适用于 5…9mm 直径的线缆。 
线缆连接到设备内部的接线柱上。接线柱是插入式的。被带到接线柱的导线
应尽可能得短，在连接到接线柱前，每根线缆中的导线必须使用扎带系紧到
一起。 
 
注意 
为了在运输安装时起到保护作用，线缆格兰头都装有聚乙烯盖，要获得完
整的 IP 防护，不可擅动粉尘保护盖。 
▶ 如果不使用格兰头，则必须使用提供的锁定销进行密封。 
 
注意 
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 如果不使用密封垫，则必须使用提供的锁定销进行密封。 
 
注意 
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 定期检查安装的格兰头的紧固度，如有需要请再次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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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线缆 
原则上说，线缆都可以根据不同直径通过所有的格兰头。下图显示了建议拓
扑结构。 

 

图例 
号码 描述 
1 电源，230 VAC 或 24 V DC 
2 数字输出：继电/光耦合 
3 串行口 
4 以太网接口（选项/附件） 
5 1…4 传感器 
6 1 传感器或接线盒或总线卡 
7 模拟输出或总线卡 
8 数字输出：内置/外置 

 
4.2.4 连接线缆 
 

注意 
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 总线卡电缆屏蔽的连接请参阅相关章节 

 

注意 
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请勿将屏蔽层(4)导入到设备中 
▶ 线缆屏蔽层(4)必须连接在格兰头的金属套(6)中 
▶ 安装前、安装中和安装后，都要确保密封环正确卡入。 

 
1. 打开螺母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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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线缆穿过螺母盖(1)和塑料锥体(3)中 
3. 将线缆中的电线穿过金属套(6)中 
4. 将线缆屏蔽层(4)向后折叠，盖住塑料锥体(3)，大约 10 mm 
5. 连接电缆前端的导体到接线柱 
6. 拧紧螺母盖(1) 
7. 使用设备外壳内的锁定螺母将金属套(6)联同 O 型圈(7)拧紧 

 
注意 
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 定期检查安装的格兰头的紧固度，如有需要请再次拧紧 
 

4.3 符合 EMC 的安装 
4.3.1 连接屏蔽层 

屏蔽层必须如 4.2.4 章节描述连接 

4.3.2 连接等电位连接导体 
在防爆环境中必须连接等电位连接导体，请参阅 WE1 选项的额外信息 

4.4 硬件构造 

 

主要的电路在以下电路板上： 
- 主板(2) 
- 显示板(1) 
- 称重元件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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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主板 
主板上提供以下插槽： 
- 模拟输出板(4)，选项/附件 
- 总线卡(3)，选项/附件 
锂电池(2)始终激活，为日历/时间模块供电。 

 

图例 
号码 描述 
1 显示板 
2 锂电池 
3 总线卡 
4 模拟输出板 
5 以太网口 
6 串行口 
7 数字输入 
8 继电输出 
9 光耦合输出（选项） 
10 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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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显示板 
显示板和主板通过带状电缆连接 

 
4.4.3 称重元件板 

称重元件板插在主板上 
可提供两种版本的称重元件板： 
- 标准(W1) 
- 带有本质安全型传感器供电的称重元件板(WE2)，可连接使用在 1/21 区的
传感器/秤台，请参见 WE1 选项的额外信息。 
传感器连接板（见 4.6.3）和称重元件板通过带状电缆连接，可直接连接最大
4 个传感器。 

 
图例 
号码 描述 
1 传感器连接板接头 
2 传感器/接线盒/秤接头 
3 CAL 开关 
 
注意事项： 
称重元件板(W1)可作为备件提供，见 18.1.1 章 
 
技术数据 
描述 数据 
连接 7 针插头（公头），屏蔽层连接到外壳和 GNDA 
通道数 1x6 线或 4 线 
传感器类型 应变片，可连接 6 线或 4 线 
传感器供电 U=12 V DC，对称为零（U=±6 V DC, Imax=16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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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数据 
容量（传感器数量） ≥75Ω，相应 8 个传感器 650 Ω或 4 个传感器 350Ω 
感应输入 ±6 V DC，带监控 
感应电压监测 感应电压低于 8 V，可切换到<8 V 
测量输出 0…36 mV DC，对称为零 
空载抑制 最大 36 mV DC，(空载+范围) 
精度* 6,000 e 时，0.8 μV/e 对应 4.8 mV 

10,000 e 时，0.8 μV/e 对应 8.0 mV 
Class III, 符合 OIML R76/EN45501 

最小测量信号
(OIML)* 

6,000 e：≥0.40 mV/V 
10,000 e：≥0.66 mV/V 

最大分辨率 3 mV/V 时 750 万分度 
线性* <0.003% 
零点稳定误差(TK0)* <0.05 μV/K RTI，1 mV/V 时 0.004%/10 K  
斜率稳定误差
(TKspan)* 

< ±2.5 ppm/K 

线缆类型 整条线缆含 6 芯线带屏蔽，测量线带屏蔽层。例如
PR6135/… 

线缆长度 最大 300 m 
* 测量时间 160 ms 
 

4.4.4 网络接口 
设备带有内置以太网接口 

4.4.4.1 以太网接口 
以太网接口包括一个强大的 TCP/IP 口，传送速度 10 或 100 Mbit/s。 
可通过显示屏右边的 LED（见 3.4.3.4）进行功能检查，或者在外壳打开时通
过 RJ45 接口上的 LED（绿色和黄色）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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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数据 
连接 

 

外壳之内的 RJ45 接口 
绿色(grn)：数据传输中会闪烁（激活） 
黄色(yel)：存在已有连接时点亮 

传输速度 10 Mbit/s，100Mbit/s，全/半双工，自动检测 
连接模式 点对点 
潜在隔离 是 
线缆类型 CAT5 跳线，双绞线，屏蔽 
线缆阻抗 150Ω 
线缆长度 最大 115 m 
 

4.4.4.2 笔记本/台式电脑连接 

 

从笔记本/台式电脑可远程操作设备（电脑中需安装 VNC 软件，版本 3.3.7*） 
网络地址请参阅 7.7 章 
* 茵泰科仅保证在此版本下功能有效 

4.4.5 RS-232 接口 
设备集成有 RS-232 接口。 
接口可配置，可用于连接到例如打印机或远程显示的数据传输。 

 

参数 
描述 数据 
连接 接线柱，5 针 
通道数 1 
类型 RS-232，全双工 
传输速率 300…115K2 bit/s 
数据位 7/8 
输入信号等级 Logic 1 (high) -3…-15 V 

Logic 0 (low) +3…+1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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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数据 
输出信号等级 Logic 1 (high) -5…-15 V 

Logic 0 (low) +5…+15 V 
信号数 输入：RxD，CTS 

输出：TxD，RTS 
潜在隔离 无 
线缆类型 双绞线，屏蔽(例如 LifYCY 3×2×0.20)，一对线用于接地

(GND) 
线缆尺寸 1.5 mm2 
线缆长度 最大 15 m 
 
RS-232 模块电路图 

 

 
注意事项： 
超过 30 秒无数据交换后，RTS 和 TxD 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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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1 连接远程显示 PR5110 
设备可以通过内置 RS-232 接口连接到 PR5110 远程显示器。 
 

 

配置 PR5230 配置 PR5110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Remote display] 

- [Builtin RS232] - [Param] - [Mode] - [single 
transmitter] 

[ ] - [oP 10] - [LInE] - [rS232] 
[ ]- [oP 12] - [tokEn] - [oFF] 
[ ] - [oP 13]- [SEndModE] - [SEnd] 
[ ] - [oP 14] - [WEIght] - [FolloW] 
[ ] - [oP 15] - [WPkEy] -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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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2 连接 YDP14IS 标签打印机 
设备可以通过内置 RS-232 接口连接到 YDP14IS 标签打印机。 
 

 

配置 PR5230 配置打印机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Printer]- [Builtin 

RS232] - [Param]： 
- [Protocol] 设为"RTS/CTS" 
- [Baudrate] 设为"9600" 
- [Bits] 设为"8" 
- [Parity] 设为"none" 
- [Stopbits] 设为"1" 
- [Output mode] 设为"Raw" 

打印机必须设置为”行模式”（出厂设置为”页模
式”）。按下进纸键可切换。 
打印机操作手册中可以看到操作步骤。 

 
  



设备安装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36 
 

4.4.5.3 连接 IS 平台 
设备可以通过内置 RS-232 接口由 xBPI 或 SBI 协议连接一台 IS 平台。 

 

配置 IS 平台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xBPI-Port] - [Builtin RS232] 

 

 
 
注意事项： 
更多信息请参阅平台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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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RS-485 接口 
多点连接（三态）强制使用 RS-485 接口。 

 

参数 
描述 数据 
连接 接线柱，5 针 
通道数 1 
类型 RS-485，全双工 
传输速率 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 
位/停止位 <8/1>或 7/1 
奇偶性 偶，<奇>，无 
信号 TxA, RxA, TxB, RxB 
潜在隔离 是 
线缆类型 双绞线，屏蔽(例如 LifYCY 3×2×0.20)，一对线用于接地

(GND) 
线缆尺寸 1.5 mm2 
线缆长度 最大 1000 m 
<…> = 预设值（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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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1 开关 RS-485 模块电路图 
S401 开关位于设备的主板
上，出厂设置为： 

 

 

 
S 功能 RS-485 设置  
1 Rx 总线终端 关闭：未连接 开启：(RxA 120ΩRxB) 
2 Rx 上拉电阻 关闭：未连接 开启：(RxB 1K6Ω+V) 
3 Rx 下拉电阻 关闭：未连接 开启：(RxB 1K6Ω-V) 
4 Tx/Rx 总线终端 关闭：未连接 开启：(TxA 120 ΩTxB) 
5 切换 2-/4 线 关闭：4 线 开启：2 线 
6 Rx 启用（解锁） 关闭：Rx 禁用（锁定）；如果

Tx 启用（解锁），S7 必须打开 
开启：Rx 一直启用（解锁）；
4 线 S7 必须关闭 

7 Tx 启用（解锁）/Rx 禁
用（锁定）（2 线） 

关闭：S6 必须打开 开启：S6 必须关闭 

8 n.c. 无功能  

4.4.6.1 连接到 PC 或 RS-485/RS-232 转换器 
以下协议（4 线）的点对点连接： 
- SMA 
- Ew-Com 
- Modbus 

 

开关设定 配置 
打开：S1, S2, S3, S6 
关闭：S4, S5, S7, S8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 - [Builtin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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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2 连接多个 PR5230 到一台电脑或 RS-485/RS-232 转换器 
Ew Com 协议(4 线)的点对点连接。 

 

PR5230-1 开关设定 PR5230-2 开关设定 PR5230-3 开关设定 配置 
开启：S6 
关闭：S1, S2, S3, S4, 
S5, S7, S8 

开启：S6 
关闭：S1, S2, S3, S4, 
S5, S7, S8 

开启：S1, S2, S3,S6 
关闭：S4, S5, S7, S8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EW-Com] - [Builtin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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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3 连接到 PLC 
以下协议（2 线）的点对点连接： 
- Modbus 
- xBPI 

 

开关设定 配置 
打开：S1, S2, S3, S4, S5, S7 
关闭：S6, S8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 - [Builtin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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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连接多个 PR5230 到 PLC 
以下协议（2 线）的点对点连接： 
- Modbus 
- xBPI 

 

PR5230-1 开关设定 PR5230-2 开关设定 PR5230-3 开关设定 配置 
开启：S1, S2, S3, S5, 
S7,  
关闭：S4, S6, S8 

开启：S1, S2, S3, S5, 
S7,  
关闭：S4, S6, S8 

开启：S1, S2, S3, S4, 
S5, S7,  
关闭： S6, S8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 - 
[Builtin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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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5 连接 PR5110 远程显示器 
可通过 RS-485 接口连接到 PR5110 远程显示器。 
远程显示可进行四线传输、点对点连接、全双工（同时发送和接受）。 

 

PR5230 开关设定 PR5110 开关设定 
打开：S1, S2, S3, S6 
关闭：S4, S5, S7, S8 

打开：S1, S2, S3 

关闭：S4, S5 
PR5230 配置 PR5110 配置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Remote Display] 
- [Builtin RS485] 
[Param] - [Mode] - [Single Transmitter] 

- [oP10] - [LInE] - [rS485] 
- [oP12] - [tokEn] - [oFF] 
- [oP13] - [SEndModE] - [SEnd] 
- [oP14] - [WEIght] - [FolloW] 
- [oP15] - [WPkEy] - [SEIEct] 

连接的远程显示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 读取当前重量 
- 去皮 
- 重设皮重 
- 清零 
- 开始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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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6 连接多个 PR5230 到 PR5110 远程显示器 
PR5110 远程显示器可以连接到多个 RS-485 接口。 
可进行四线传输和全双工（同时发送和接受） 

 

PR5230-1 开关设定 PR5230-2 开关设定 PR5230-3 开关设定 PR5110 开关设定 
开启：S6 
关闭：S1, S2, S3, S4, 
S5, S7, S8 

开启：S6 
关闭：S1, S2, S3, S4, 
S5, S7, S8 

开启：S1, S2, S3, S6, 
关闭：S4, S5, S7 S8 

开启：S1, S2, S3 
关闭：S4, S5 

PR5230-1 配置 PR5230-2 配置 PR5230-3 配置 PR5110 配置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Remote 
Display] - [Builtin 
RS485] 
[Param] - [Mode] - 
[Multiple Transmitters] 
[Param] - [Device Id 
A] 
[Param] - [Next 
Device Id B]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Remote 
Display] - [Builtin 
RS485] 
[Param] - [Mode] - 
[Multiple Transmitters] 
[Param] - [Device Id B] 
[Param] - [Next 
Device Id C]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Remote 
Display] - [Builtin 
RS485] 
[Param] - [Mode] - 
[Multiple Transmitters] 
[Param] - [Device Id C] 
[Param] - [Next 
Device Id A] 

- [oP10] - [LInE] - 
[rS485] 

- [oP12] - [tokEn] - 
[ActivE] 

- [oP13] - 
[SEndModE] - [SEnd] 

- [oP14] - [WEIght] 
- [FolloW] 

- [oP15] - [WPkEy] 
- [SEI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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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7 连接多个 PR5110 远程显示器 
通过 RS-485 接口可连接多个 PR5110 远程显示器。 
可进行四线传输和全双工（同时发送和接受）。 

 

PR5230 开关设定 PR5110-1 开关设定 PR5110-2 开关设定 PR5110-3 开关设定 
开启：S1, S2, S3, S6 
关闭：S4, S5, S7, S8 

开启：--- 
关闭：S1, S2, S3, S4, 
S5 

开启：--- 
关闭：S1, S2, S3, S4, 
S5 

开启：S1, S2, S3 
关闭：S4, S5 

PR5230 配置 PR5110-1 配置 PR5110-2 配置 PR5110-3 配置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Remote 
Display] - [Builtin 
RS485] 
[Param] - [Mode] - 
[Single Transmitters] 
 

- [oP10] - [LInE] - 
[rS485] 

- [oP12] - [tokEn] - 
[oFF] 

- [oP13] - 
[SEndModE] - [SEnd] 

- [oP14] - [WEIght] 
- [FolloW] 

- [oP15] - [WPkEy] 
- [SEIEct] 

- [oP10] - [LInE] - 
[rS485] 

- [oP12] - [tokEn] - 
[oFF] 

- [oP13] - 
[SEndModE] - [SEnd] 

- [oP14] - [WEIght] 
- [FolloW] 

- [oP15] - [WPkEy] 
- [SEIEct] 

- [oP10] - [LInE] - 
[rS485] 

- [oP12] - [tokEn] - 
[oFF] 

- [oP13] - 
[SEndModE] - [SEnd] 

- [oP14] - [WEIght] 
- [FolloW] 

- [oP15] - [WPkEy] 
- [SEI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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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8 连接 IS 平台 
可通过 RS-485 接口（2 线）连接 xBPI 或 SBI 协议的 IS 秤。 

 

PR5230 开关设定 配置 IS 平台 
开启：S1, S2, S3, S4, S5, S7 

关闭：S6, S8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xBPI-Port] - [Builtin 

RS485] 
 

 
 
注意事项： 
更多信息请参阅平台秤手册 

4.4.6.9 连接 Pendeo®数字传感器 
设备可通过 xBPI 和 RS-485 接口（2 线）连接到 Pendeo®数字传感器。 
连接 
颜色代码 颜色 接线柱指派 描述 
rd 红色 + +供电 
bu 蓝色 - -供电 
gr 绿色 B B 信号 
gy 灰色 A A 信号 
以下为通过 PR6024/64S 接线盒连接到 4 个 Pendeo®数字传感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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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5230 开关设定 配 PR5230 配置 
开启：S1, S2, S3, S4, S5, S7 

关闭：S6, S8 
- [Serial ports parameter] - [xBPI-Port] - [Builtin 

RS485] 
 
注意事项： 
更多信息请参阅传感器和接线盒手册 

4.4.7 数字输入 
主板安装有 3 个数字输入用于过程控制。它们通过光耦合器电隔离，每个双
极性无电位。 
接口可通过软件配置。 
根据订货代码不同，硬件出厂设置为无源（DE1）或有源（DE2）。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设备安装 

47 
 

 

参数 
描述 数据 
连接 6 针接线柱 
输入数量 3(CH1, CH2, CH3) 
输入供电 Logic 0: 0.5 V DC 或打开 

Logic 1: 10.28 V DC 
有源：内置 12 V DC 供电 
无源：需要外接电源 

输入电流 ≤11 mA @ 24 V DC 
≤5 mA @ 12 V DC 
正负极插反保护 

潜在隔离 有源：通过无电位电压共同供电 
无源：通过光耦合 

线缆类型 屏蔽 
连接线屏蔽(电线规格最大 1.5 mm2)到线缆格兰头金属套 

线缆长度 最大 5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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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标配：无源(DE1)输入连接 

 

 
注意事项： 
R327，R330，R333 电阻为 0 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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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选项：有源(DE2)输入连接： 

 

 
注意事项： 
R326，R328，R329，R331，R332 和 R334 电阻为 0 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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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数字输出 
4.4.8.1 继电输出 

主板上有三个数字输出，用于过程控制，无电位双路接触（DA1） 

 

参数 
描述 数据 
连接 3 针，3 接线柱 
输入数量 3(CH1, CH2, CH3) 
输出 双路往来 
 最大切换电压 最大切换电流 
 250 VAC 0.5 A 
 250 VDC 0.3 A 
 100 VDC 0.5 A 
 50 VDC 1.5 A 
 30 VDC 5.0 A 
潜在隔离 无继电双向接触 
线缆类型 屏蔽 

连接线屏蔽(电线规格最大 1.5 mm2)到线缆格兰头金属套 
线缆长度 最大 50 m 
 
主板上的元件布局 

 

在此选项中 R320…R325 跳线安固定在主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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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电流输出： 

 

输出 1 激活时继电切换。 
为了保护输出电流，继电器必须安装有续流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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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电压输出： 

 

输出 1 激活时，输出电压从 24V/12V 下降到< 3V DC。 
* 负载电阻为 2.2/1k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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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2 光耦合输出 
此选项（DA2）可用于防爆 2/22 区，请参加 Y2 选项说明。 
主板有 3 个光耦合输出。这是无源输出，需要外部供电。 

 

参数 
描述 数据 
连接 6 针 
输入数量 3(CH1, CH2, CH3) 
输出电压 最大 24 V +10%，外部供电 
输出电流 最大 40 mA 
电压下降 3.2 V @ Imax 
线缆类型 屏蔽 

连接线屏蔽(电线规格最大 1.5 mm2)到线缆格兰头金属套 
线缆长度 最大 5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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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上的元件布局 

 
在此选项中，R320…R325 不固定在主板上。 

4.5 连接模拟传感器和秤台 
4.5.1 一般信息 

可连接传感器或模拟秤台（例如 CAPP 系列）。供电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注意事项： 
此处所列颜色为茵泰科”PR…”型号传感器所用颜色。 
色彩代码 
bk  =  黑色 
bu  =  蓝色 
gn  =  绿色 
gy  =  灰色 
rd  =  红色 
wh  =  白色 
ye  =  黄色 
更多连接传感器和接线盒的信息，请查阅相关的安装手册。 

 
4.5.2 连接 4 线传感器 

提供以下连接： 
① 从感应 S+到供电 V+ 
② 从感应 S-到供电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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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柱 插口/颜色代码 描述 
M+ +测量/gn +测量电压（传感器输出） 
M- -测量/gy -测量电压（传感器输出） 
S+ +感应 +感应电压 
S- -感应 -感应电压 
V+ +供电/rd +供电电压 
V- -供电/bu -供电电压 
GNDA 接地模拟 屏蔽（接地） 
 

4.5.3 连接 6 线传感器 

 

接线柱 插口/颜色代码 描述 
M+ +测量/gn +测量电压（传感器输出） 
M- -测量/gy -测量电压（传感器输出） 
S+ +感应 +感应电压 
S- -感应 -感应电压 
V+ +供电/rd +供电电压 
V- -供电/bu -供电电压 
GNDA 接地模拟 屏蔽（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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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使用 6 线连接电缆连接 2…8 个传感器(650Ω) 
使用 PR6135/…或 PR6136/…连接线通过 PR6130/…接线盒连接 
传感器供电 
- 传感器电路阻抗≥75Ω，例如 8 个传感器，每个 650Ω 
- 电压固定为 12 VDC，带有短路保护 
更多技术参数，请参阅 4.4.3 章节。 

 

4.5.5 连接 PR6221 系列传感器 
请参阅 PR6221 传感器和 PR6021/08，-/68 安装手册。 

4.5.6 测试测量电路 
可通过万用表对连接的传感器进行简单测试。 
 
注意事项： 
使用外部供电或使用本质安全型传感器时，与内置传感器供电无关。 
 
测量电压 
连接 1.0 mV/V 传感器时： 
0-12 mV 
连接 2.0 mV/V 传感器时： 
0-24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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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传感器外部供电 
如果传感器总的阻抗≤75Ω（例如连接 350Ω的传感器 4 个以上），需要外部
供电。在此情况下，无电位外部供电将取代内部供电。 
外部供电电压的中心（0 外部供电）必须连接到 GNDA，确保电压对称到 0。
内部供电不再连接。 

 

4.5.8 通过 PR5230/22 传感器连接板连接 2…4 个传感器 
PR5230/22 传感器连接板作为附件可取代接线盒。在紧邻传感器安装，传感
器线缆足够长的情况下，这种安装方式更为方便。传感器线缆通过金属格兰
头进入 PR5230。 

4.5.8.1 连接 4 线传感器 

 

传感器的屏蔽层③连接在金属格兰头中，请参阅 4.2.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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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线传感器颜色指派如下： 
 
接线柱 插口/颜色代码 描述 
M+ +测量/gn +测量电压（传感器输出） 
M- -测量/gy -测量电压（传感器输出） 
V+ +供电/rd +供电电压 
V- -供电/bu -供电电压 
 
注意事项： 
传感器直接连接。传感器连接板上不提供角差调整功能。 
 

4.5.8.2 连接 6 线传感器 

 

传感器的屏蔽层③连接在金属格兰头中，请参阅 4.2.4 章。6 线传感器颜色指
派如下： 
 
接线柱 插口/颜色代码 描述 
M+ +测量/gn +测量电压（传感器输出） 
M- -测量/gy -测量电压（传感器输出） 
V+ +供电/rd +供电电压 

+感应/wh +感应电压 
V- -供电/bu -供电电压 

-感应/bk -感应电压 
 
注意事项： 
传感器直接连接。传感器连接板上不提供角差调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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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连接模拟平台（CAP…系列） 
设备可连接模拟平台。 
 
注意 
下方线缆颜色举例仅适用于 CAPP4 500 x 400 和 CAPP1 320 x 420 
▶ 各线缆颜色指派请参照平台操作手册 
 
连接指派 
Combics 1…3 设备 PR5230 
BR_POS V+供电 
SENSE_POS S+感应 
OUT_POS M+测量 
OUT_NEG M-测量 
SENSE_NEG S-感应 
BR_NEG V-供电 
 
电缆屏蔽层必须连接在设备的格兰头中。如果测试电缆(+M, -M)单独屏蔽，
这些屏蔽层也必须连接到接线柱的 GND 上。 
例如： 
平台 4 线连接 

 

提供接线柱之间的以下连接： 
① 从感应 S+到供电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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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从感应 S-到供电 V- 
平台 6 线连接 

 

4.6 附件 
4.6.1 一般信息 

主板上有额外三个特定功能的插口，这些插口可放置以下插卡： 
- 插口 1：PR5230/06 模拟输出卡（见 4.6.2 章节） 
- 插口 2：PR1721/4x 总线卡 
- 插口 3：PR5230/22 传感器连接卡（见 4.6.3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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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严重警告 
在设备通电时操作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 在安装或者取下插卡前，设备必须断开所有电源。

注意事项： 
在安装/修正插卡后，插卡会被自动检测到。 

除 PR5230/22，必须通过 - [Show HW-Slots]显示，请参阅 7.16.3 章节 

4.6.2 模拟输出板 
模拟输出板的型号是 PR5230/06。它带有 2 极螺丝端子，用于有源模拟输出。
此卡应被插入插口 1 中。（见 4.6.1） 

参数 
描述 数据 
连接 2 针 
输出：数量 1 有源电流输出 

0/4…20 mA（最大 24 mA），通过外部 500Ω电阻输出 10V
输出电压 
500Ω电阻 

输出：功能 毛重/净重/显示跟踪，可配置 
输出：范围 0/4…20mA，可配置 
输出：线性误差 @ 0.20 mA: <0.04%

@ 4.20 mA: 0.02% 
输出：温度误差 <100 ppm/K
输出：零点误差 0.05%
输出：最大误差 <0.1%
输出：负载 最大 0…500Ω 
输出：短路保护 有 
输出：电位隔离 有 
线缆类型 屏蔽双绞线，例如 LifYCY 2x2x0.20 
线缆长度 < 150m 屏蔽线 
附件 固定螺丝 M3 x 12，垫圈厚度 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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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信号”电流输出” 模拟信号”电压输出” 

  

电流通过接线柱直接供给 电压对应外部 500Ω电阻 

4.6.3 传感器连接板 
传感器连接板的型号是 PR5230/22。此板通过带状电缆连接到称重元件板并
插入到插口 3（见 4.6.1） 

 

参数 
描述 数据 
连接 4x4 针接线柱 
传感器数量 1…4 
传感器类型 应变片，4 线或 6 线 

 
4.6.4 总线卡 LED 状态 

LED 监视器 
频率  颜色 意义 
闪烁 1 Hz 绿色 模块初始化，可开始工作 
闪烁 2 Hz 绿色 模块未能初始化 
闪烁 1 Hz 红色 ASIC 和闪存错误：模块被损坏 

 
4.6.5 ProfiBus-DP 接口板 

ProfiBus-DP 接口板的型号是 PR1721/41。 
ProfiBus-DP 接口的通讯协议和语法符合 IEC 61158，传输速率最大达 12 
M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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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6 针接线柱连接 ProfiBus，该板应插入插口 2①（见 4.6.1） 

 

参数 
描述 数据 
传输速度 9.6 kbit/s…12 Mbit/s，自动检测波特率 
连接模式 ProfiBus 网络，连接/断开不影响其它站点 
协议 PROFIBUS-DP-V0 从属，符合 IEC 61158 

- 支持单个或多个主系统 
- 主从设备，最大 126 节点 
- 定时监测⑤（见 4.6.4） 

配置 GSD 文件”SART5230.gsd“ 
电位隔离 有，光耦合 A 和 B 行（RS-485） 
总线终端 通过总线终端电阻开关③（见 4.6.5.3） 
编址 通过软件 

开关④必须处于位置 0 
线缆类型 特殊的 ProfiBus，颜色：紫罗兰，屏蔽双绞线 
线缆阻抗 150Ω 
线缆长度 通过额外的中继器可扩展到最大 200m，速度 1.5 

Mbit/s 
认证 德国 Comdec Profibus 测试中心和 PNO（Profibus 用户

组织） 
工业兼容 CE、UL 和 cUL 

 
注意事项： 
随机（含 Profibus 插卡）提供的光盘中带有 gsd 文件。最新版文件也可以从
因特网下载。http://www.minebea-i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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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Bus-DP 接线柱 

 

6 极接线柱指派 
引脚指派 信号 颜色 描述 
电缆护套  丁香紫 特殊的 Profibus 电缆（认证） 
1---------------- VP  绝缘电压+ 5V 到 RS-485 端 
2---------------- DGND  绝缘 GND 到 RS-485 端 
3---------------- RxD/TxD-P 

(负)，根据
RS-485 参数 

绿色 发送/接受数据 
数据核心 A 

4---------------- RxD/TxD-P 
(正)，根据
RS-485 参数 

红色 发送/接受数据 
数据核心 B 

5   不连接 
6   不连接 
 

4.6.5.1 总线卡控制 

按下总线终端开关③可以打开(ON)或关闭终端电阻。见 4.6.5.3。 
 
注意 

不使用旋钮开关 

▶ 请确保 3 个用于节点地址 1…99 的旋钮开关都处于 0 的位置上。 
 

通过 - [Fieldbus parameter] – [ProfuBus-DP]设定 

4.6.5.2 状态显示器 
要求： 

- 通过 - [Display items]- [Fieldbus LEDs]设定项目，请参阅 7.15.7 
- 通过 - [HW-Slots]- [Slot 2]选择 PR1721/41 
显示： 

 
1 2 3 4 
连续---： 
无功能 

持续绿色： 
模式在线，可进
行数据传输 

1Hz 闪烁红色： 
输入/输出长度配
置错误 

持续红色： 
总线离线，不可
进行数据传输 

  2Hz 闪烁红色： 
用户参数错误 

 

  4Hz 闪烁红色： 
ASIC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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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 关闭 
red 红色 
grn 绿色 

 
4.6.5.3 总线终端 

ProfiBus-DP 网络中的端点必须安装终端电阻，以防止总线电缆中的反射。 

设备打开后才能够碰到总线终端开关③。 
 
总线开关打开“ON“ 总线开关打开。如果模块是网络中的最前或最后一

个，开关必须打开到 ON 的位置。也可在 ProfiBus 接
头中使用“外置“的终端电阻。 

总线开关关闭“OFF“ 总线开关关闭。如果在 ProfiBus 接头中使用“外置“的
终端电阻，模块的开关必须关闭到 OFF 的位置。 

 
4.6.5.4 一个主端带三个从端的接线图 

下面的接线图显示的是 Profibus 接头中没有外置终端电阻的 ProfiBus-DP 网
络。 
 
注意 
不要将屏蔽层导入到单元内 
▶ 屏蔽层必须连接到格兰头 
▶ 安装前、安装中和安装后请确保密封圈正确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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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Interbus-S 接口板 
Interbus-S 接口板的型号是 PR1721/42。 
此接口板基于 InterBus 芯片技术，传输速度可达 500 kbit/s。 
Interbus-S 连接有 6 针输入②和 7 针输出③，板卡插入到插口 2①中(见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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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数据 
传输速度 500 kbit/s 
协议 Interbus-S 主-从 

- 固定电报长度 
- 确定性循环过程数据传输，最大 10 个字 I/O。 
- 定时监测④（见 4.6.4） 

电位隔离 有，光耦合和 DC/DC 转换器 
引线终止 不需要，活动环形拓扑 
线缆类型 InterBus，颜色：绿色，3x2 双绞线，带屏蔽 
线缆阻抗 150 Ω 
线缆长度 400 m(两个远程总线用户之间)；总长度：13 km 
认证 从 INTERBUS CLUB e.V.： 

- 兼容 InterBus 标准 
- IEC 61158（部分 3-6）, EN 50254（DIN 19258） 
- 工业兼容 CE、UL 和 cUL 

 
Interbus-S 接线柱 

 

例如：Phoenix Contact IBS RTC-T 
6 极接线柱 IN②指派 
引脚指派，符合
DIN41642 

信号 颜色，符合
DIN47100 

描述 

电缆护套  豌豆绿 特殊的 Interbus 电缆（认证） 
1---------------- IDO1 绿色 反转，数据输出 
2---------------- DO1 黄色 非反转，数据输出 
3---------------- IDI1  粉色 反转，数据输入 
4---------------- DI1 灰色 非反转，数据输入 
5---------------- GND 棕色 信号接地 
6---------------- S  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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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极接线柱 OUT③指派 
引脚指派，符合
DIN41642 

信号 颜色，符合
DIN47100 

描述 

电缆护套  豌豆绿 特殊的 Interbus 电缆（认证） 
7---------------- IDO2 绿色 反转，数据输出 
8---------------- DO2 黄色 非反转，数据输出 
9---------------- IDI2  粉色 反转，数据输入 
10--------------- DI2 灰色 非反转，数据输入 
11--------------* GND 棕色 信号接地(连续跳线 11-12) 
12--------------* C  Con_Test(连续跳线 11-12) 
13--------------- S  屏蔽 
* 仅在必要时 

4.6.6.1 状态显示器 
要求： 

- 通过 - [Display items]- [Fieldbus LEDs]设定项目，请参阅 7.15.7 
- 通过 - [HW-Slots]- [Slot 2]选择 PR1721/42 
显示： 

 
1 2 3 4 
持续绿色： 
线缆 OK，主端没
有重启模式 

持续绿色： 
总线激活 

持续红色： 
远程总线未激活 

持续绿色： 
PCP 通讯激活，
保持 500 ms 

图例： 
--- 关闭 
red 红色 
grn 绿色 

 
4.6.6.2 一个主端带三个从端的接线图 
 

注意 
如果有另一个从端跟从，那么在 OUT③端，针脚 11(GND)和 12(C)必须桥
接。 
▶ 连接最后一个从端时，设备必须打开，见接线图 
 
注意 
屏蔽层必须通过格兰头导入到单元内并连接 IN②接线柱的 6(S)或 OUT③接
线柱的 13(S)；见接线图。 
▶ 安装前、安装中和安装后请确保密封圈正确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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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DevieNet 接口板 
DeviceNet 接口板的型号是 PR1721/44。 
这块总线板包括所有通过 CAN 控制器形成完整 DeviceNet 从端的所有功能，
其传输速度最大 500 kbit/s。 
DeviceNet 连接有 5 针接线柱，板卡插入到插口 2①中(见 4.6.1)。 

 

参数 
描述 数据 
传输速度 120, 250 和 500 kbit/s 
协议 DeviceNet 主-从 

- 轮询步骤(轮询 I/O) 
- CRC 错误识别，符合 IEC 62026(EN 50325) 
- 最大 64 站节点。 
- 数据宽度最大 512 字节”输入和输出” 
- 定时监测④（见 4.6.4） 

配置 EDS 文件”sag_5230.eds” 
MAC-ID(1…62) 

电位隔离 有，光耦合和 DC/DC 转换器 
总线终止 电缆末端 120Ω 
总线负载 33 mA @ 24 V DC 
线缆类型 DeviceNet，颜色：汽油绿，2x2 双绞线，带屏蔽 
线缆阻抗 150 Ω 
线缆长度 取决于线缆类型和传输速率，100…500 m 
认证 - 符合 DeviceNet 参数 Vol. 1: 2.0, Vol 2: 2.0 

- ODVA 认证符合测试软件版本 A-12 
- 工业兼容 CE、UL 和 cUL 

 
注意事项： 
随机提供的光盘中带有 EDS 文件。最新版文件也可以从因特网下载。
http://www.minebea-intec.com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设备安装 

71 
 

DeviceNet 接线柱 

 

5 极接线柱指派 
引脚指派 信号 颜色 描述 
电缆护套   特殊的 DeviceNet 电缆（认证） 
1---------------- V- 黑色 供电负极 
2---------------- CAN_L 蓝色 CAN_L 总线信号 
3------------ S  电缆屏蔽 
4---------------- CAN_H 白色 CAN_H 总线信号 
5---------------- V+ 红色 供电正极 

 
4.6.7.1 总线卡上的控制 

 

 
注意 

DIL 开关③设置不使用 
▶ 请确保 1…8 开关置于 ON 的位置 
 

通过 - [Fieldbus parameter]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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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2 状态显示器 
要求： 

- 通过 - [Display items]- [Fieldbus LEDs]设定项目，请参阅 7.15.7 
- 通过 - [HW-Slots]- [Slot 2]选择 PR1721/44 
显示： 

 
1 2 3 4 
持续---： 
无功能 

持续---： 
无电源，不在线 

持续---： 
无功能 

持续---： 
无电源 

 持续绿色： 
检测到连接，现
场总线在线 

 持续绿色： 
模块工作中 

 闪烁绿色： 
在线，未连接 

 闪烁绿色： 
数据大小大于设置 

 持续红色： 
严重连接错误 

 持续红色： 
严重错误 

 闪烁红色： 
连接超时 

 闪烁红色： 
微小错误 

 
图例： 
--- 关闭 
red 红色 
grn 绿色 
 

4.6.7.3 一个主端带三个从端的接线图 
 

注意 
屏蔽层必须通过格兰头导入到单元内并连接到接线柱②的针脚 3(S)，见接
线图。 
▶ 安装前、安装中和安装后请确保密封圈正确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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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CC-link 接口板 
CC-link 接口板的型号是 PR1721/45。 
这块总线板包括所有提供完整 CC-link 从端的所有功能，其传输速度最大 10 
Mbit/s。 
CC-link 连接有 5 针接线柱，板卡插入到插口 2①中(见 4.6.1)。 
 
注意事项： 
此板卡不支持”EasyFill”应用。 

 

参数 
描述 数据 
传输速度 156, 625 kbps; 2.5, 5, 10 Mbps 
协议 CC-link 从 

- CRC 错误识别，符合 IEC 62026(EN 50325) 
- 最大 64 站节点。 
- 128 I/O 位和 16(32 位)词 
- 定时监测④（见 4.6.4） 

配置 CSP 文件”PR1721_1.csp” 
电位隔离 有，光耦合和 DC/DC 转换器 
总线终止 电缆末端 110Ω 
总线负载 100 mA 
线缆类型 2x2 双绞线，带屏蔽 
线缆阻抗 150 Ω 
线缆长度 10 Mbps 时 100 m；156 kbps 时 1200 m 
认证 - 类型：ABS-CCL（H/W: 1.01, S/W: 2.00.05, CC-Link: 2.0） 

- 参考号：372 
 
注意事项： 
随机提供的光盘中带有 CSP 文件。最新版文件也可以从因特网下载。
http://www.minebea-i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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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link 接线柱 

 

5 极接线柱指派 
引脚指派 信号 描述 
1---------------- DA 通讯 RS-485 RxD/TxD (+) 
2---------------- DB 通讯 RS-485 RxD/TxD (-) 
3------------ GND 数据接地 
4---------------- S 线缆屏蔽 
5---------------- PE，取决于 AnyBus 

S 参数 
外壳接地 

4.6.8.1 总线卡上的控制 
 
注意 

不使用旋钮开关 

▶ 请确保 3 个用于节点号和波特率的旋钮开关都处于 9 的位置上。 

通过 - [Fieldbus parameter] – [CC-link]设定 

4.6.8.2 状态显示器 
要求： 

- 通过 - [Display items]- [Fieldbus LEDs]设定项目，请参阅 7.15.7 
- 通过 - [HW-Slots]- [Slot 2]选择 PR1721/45 
显示： 

 
1 2 3 4 
持续---： 
无电源 

持续---： 
无电源 

持续---： 
无电源 

持续---： 
无电源 

持续绿色： 
一般功能 

持续红色： 
CRC 错误，不允
许节点或波特率 

持续绿色： 
发送数据 

持续绿色： 
接收数据 

 
图例： 
--- 关闭 
red 红色 
grn 绿色 

4.6.8.3 连接 
 

注意 
屏蔽层必须通过格兰头导入到单元内并连接到接线柱②的针脚 4(S)。 
▶ 安装前、安装中和安装后请确保密封圈正确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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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ProfiNet I/O 接口板 
ProfiNet I/O 接口板的型号是 PR1721/46。 
这块总线板包括一个标准的 RJ45 插头②用于网络连接，强大的 UDP/IP 连接
电路，传输速度 10 或 100 Mbit/s。 
板卡插入到插口 2①中(见 4.6.1)。 

 

参数 
描述 数据 
传输速度 10 Mbit/s 和 100 Mbit/s 
协议 ProfiNet I/O 
连接模式 网络 
配置 XML 文件”GSDML-Vx.xx-Sartorius-PR5230-xxxxxx.xml” 
电位隔离 有 
线缆类型 双绞线，带屏蔽，例如：跳线电缆 CAT5 自动连接（直线

或交叉） 
线缆阻抗 150 Ω 
线缆长度 最大 115 m 
认证 ProfiBus Nutzerorganisation e.V. 适用于 HMS 工业网络 AB 

认证号: Z10931 
 
注意事项：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在 - [Fieldbus parameter]中设定，见 7.15.5 和 12.2。 
随机提供的光盘中带有 XML 文件。最新版文件也可以从因特网下载。
http://www.minebea-intec.com 
 
注意 
从-主设备名称。 
主设备必须分配唯一的设备名称。通讯建立时，这个名字是最优先的。 
▶ 更换设备或服务时请注意：除 IP 地址以外，设备名称必须与更换设备的
名称相对应。需要明确分配。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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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1 状态显示器 
要求： 

- 通过 - [Display items]- [Fieldbus LEDs]设定项目，请参阅 7.15.7 
- 通过 - [HW-Slots]- [Slot 2]选择 PR1721/46 
显示： 

 
设备中 LED： 

 

1 2 3 4 
持续---： 
无连接或无电源 

持续---： 
离线，无连接 

持续---： 
无功能 

持续---： 
无电源或未初始化 

持续绿色： 
检测到连接 

持续绿色： 
检测到连接，在
线连接 

 持续绿色： 
初始化，无错误 

闪烁 1Hz 绿色： 
发送/接受数据 

闪烁 1Hz 绿色： 
在线，未连接 

 闪烁 1Hz 绿色： 
可访问诊断数据 

   闪烁 2Hz 绿色： 
用于辨别的工程工
具激活 

   闪烁 1Hz 红色： 
配置错误 

   闪烁 3Hz 红色： 
无站名，无 IP 地址 

   闪烁 4Hz 红色： 
内部错误 

 
图例： 
--- 关闭 
red 红色 
grn 绿色 
 

4.6.9.2 连接 

 

1. 通过格兰头中的金属套将电缆（例如跳线电缆 CAT5）引入设备，剥去绝
缘层，并安装随附的 RJ-45 插头（请参阅接头的安装信息）。 

2. 将 RJ45 插头插入到总线卡的 RJ45 插口中。 
3. 拧紧设备的格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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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0 Ethernet IP 接口板 
Ethernet IP 接口板的型号是 PR1721/47。 
这块总线板包括一个标准的 RJ45 插头②用于网络连接，强大的 TCP/IP 和
Ethernet IP 连接，传输速度 10 或 100 Mbit/s。 
板卡插入到插口 2①中(见 4.6.1)。 

 

参数 
描述 数据 
传输速度 10 Mbit/s 和 100 Mbit/s 

自动检测（10/100，半/全双工） 
协议 EtherNet IP 
连接模式 网络 
配置 EDS 文件”sag_5230_ethernetip.eds” 
电位隔离 有 
线缆类型 双绞线，带屏蔽，例如：跳线电缆 CAT5 自动连接（直线

或交叉） 
线缆阻抗 150 Ω 
线缆长度 最大 115 m 
认证 EtherNet-IP 参数 

- ODVA 文件号 10286 
- 测试日期 06.09.2005 
- 供应商 ID 90 
- 见 www.odva.org 
- 工业兼容 CE、UL 和 cUL 

 
注意事项：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在 - [Fieldbus parameter]中设定，请参阅 7.15.5 和 12.2

章节。 
随机提供的光盘中带有 EDS 文件。最新版文件也可以从因特网下载。
http://www.minebea-i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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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0.1 总线卡上的控制 

 

 
注意 

DIL 开关③设置不使用 
▶ 请确保 1…8 开关置于 OFF 的位置 
 

通过 - [Fieldbus parameter]设定 

4.6.10.2 状态显示器 
要求： 

- 通过 - [Display items]- [Fieldbus LEDs]设定项目，请参阅 7.15.7 
- 通过 - [HW-Slots]- [Slot 2]选择 PR1721/47 
显示： 

 
设备中 LED： 

 

1 2 3 4 
持续---： 
无连接 

持续---： 
无电源 

持续---： 
无功能 

持续---： 
无电源或无 IP 地址 

持续绿色： 
检测到连接 

持续绿色： 
扫描器控制 

 持续绿色： 
在线，连接建立 

 闪烁绿色： 
未配置，或扫描
器未激活 

闪烁绿色： 
数据包被接收
或发送 

闪烁绿色： 
在线，无连接建立 

 持续红色： 
主要严重错误 

 持续红色： 
IP 地址重复，主要
错误 

 闪烁红色： 
微小可恢复错误 

 闪烁红色： 
连接超时 

 红色/绿色交替： 
自测试运行中 

 红色/绿色交替： 
自测试运行中 

 
图例： 
--- 关闭 
red 红色 
grn 绿色 

  



设备安装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80 
 

4.6.10.3 连接 

 
1. 通过格兰头中的金属套将电缆（例如跳线电缆 CAT5）引入设备，剥去绝

缘层，并安装随附的 RJ-45 插头（请参阅接头的安装信息）。 
2. 将 RJ45 插头插入到总线卡的 RJ45 插口中。 
3. 拧紧设备的格兰头 

4.6.11 PR5230/30 的以太网口 
 

注意事项： 
仅适用于内置以太网接口 

 

4.6.12 PR5230/31 的以太网口 
 

注意事项： 
仅适用于内置以太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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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应用程序 
5.1 功能 
5.1.1 一般信息 

“标准”应用程序支持设备的称重功能，不可进行填充。 

5.1.2 显示功能 
- 显示毛重、净重或皮重 
- 去皮/重置去皮 
- 设定毛重到零点 
- 打印重量 
- 显示重量值或远程显示 
- 数据输入和输出功能 
- 通过串口 I/O、总线和网络进行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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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asyFill 应用程序 
6.1 功能 
6.1.1 一般信息 

“EasyFill”应用程序适用于单组份填充。 
此应用可对容器进行快速可靠的填充或清空。 
可通过 VNC 用户界面，OPC/Modbus 和总线（除 CC-link 外）开始、停止、
取消或重新开始填充过程。 

6.1.2 显示功能 
- 显示毛重、净重或皮重 
- 去皮/重置去皮 
- 设定毛重到零点 
- 打印重量 
- 显示重量值或远程显示 
- 数据输入和输出功能 
- 通过串口 I/O、总线和网络进行信息交换 

6.1.3 填充模式 
“EasyFill”应用程序支持以下填充模式： 
- 净重填充”B1” 
- 净重放空”B4” 

6.2 应用菜单[Start] 
 - Filling  
  - Material ID 物料识别 

选择 ID 1…10 
  - Material Name 物料名称 

输入最大 18 个数字字母字符 
  - Set Point 设定点 

输入：重量、校正适用重量单位 
  - Preset 从粗流到细流的切换点 

输入：重量、校正适用重量单位 
  - Overshoot（OVS） 物料过冲 

输入：重量、校正适用重量单位 
  - +/-tolerance 高于/低于设定点的允差 

输入：重量、校正适用重量单位 
  - Calming time 平复时间 

输入：ms 
  - Start 开始填充 
  - Stop 停止填充 
  - Restart 重新开始填充 
  - Abort 放弃填充 
  - Configuration  
   - Configuration Mode 配置模式 
    - Dosing Mode 填充模式 

选择：净重填充(B1)，净重放空(B4) 
    - Interaction Mode 交互模式 

选择：远程过程控制、VNC、前面板 
    - Print 打印配置 
   - Configuration digital I/Os 请参阅 ‘打印参数’. 
    - Configuration digital 

inputs 
配置数字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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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SPM 
Address %MX 

输入：SPM 地址，见 13.4 章节 

     - Print 打印配置 
    - Configuration digital 

outputs 
配置数字输出 

     - 1…3: SPM 
Address %MX 

输入：SPM 地址，见 13.4 章节 

     - Print 打印配置 
    - Configuration Material  
     - Material ID 物料识别 

选择 ID 1…10 
     - Material Name 物料名称 

输入最大 18 个数字字母字符 
     - Set point 设定点 

输入：重量、校正适用重量单位 
     - Preset 从粗流到细流的切换点 

输入：重量、校正适用重量单位 
     - Overshoot(OVS) 物料过冲 

输入：重量、校正适用重量单位 
     - +/- tolerance 高于/低于设定点的允差 

输入：重量、校正适用重量单位 
     - Calming time 平复时间 

输入：ms 
     - Default 恢复数据到 0 
     - Print all 打印所有 ID 项 
     - Print 打印选定的 ID 项 
    - Configuration printing  
     - Number printouts 打印输出的数量 

输入：1…10 
     - Sequence Number 序列号，见 8.3.4 
     - Use NLE 使用 NLE 

勾选方框 □✓ 激活用 NiceLabelExpress 打印 
     - Line 1..6 1…6 行 

选择，见 8.3.4 章节 
     - Print 打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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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运行 
7.1 断电/数据备份/重新启动 
7.1.1 断电 

出现断电情况时 
- 所有输入在硬件驱动内存中的配置和校正数据 
- 以及物料数据 
都不会丢失。 
时钟和日历继续运行。 

7.1.2 数据备份 
校准数据、参数以及配置和界面数据存储于非易失性内存 (EAROM)。 
访问代码可阻止未经授权的数据更改。 
校准数据和参数将提供额外的写保护。（见 7.1.3.1 章节） 

7.1.3 写保护 
7.1.3.1 CAL 开关 

CAL 开关可保护校正数据和参数不会得到非法篡改。 

 

CAL 开关向右，在打开位置时，可使用 PC 应用程序或 ProfiBus 连接改动校
正数据和参数。 
CAL 开关向左，在关闭位置时，校正数据（例如空载、斜率）以及参数（例
如测量时间，零点跟踪等）不可更改。 
在法定贸易结算时，必须将 CAL 开关关闭。 
 
注意事项： 
如果在校准之后称重板被改动或设备未校准，CAL 开关关闭时，显示器将显
示为”E:Bad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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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NC/网络浏览器下的 - [Show Status]可以看到 CAL 开关的位置。 
[opened] = 打开，无写保护 
[closed] = 关闭，写保护被激活 
CAL 键在关闭位置时，显示屏上会显示重量。 

7.1.3.2 出厂设定（缺省值） 
 

校正数据（缺省） 校正参数（缺省） 
秤最高限(Max)<3000><kg> 测量时间<160>ms 
秤分度<1> 数字过滤<off> 
空载<0.000000>mV/V 测试模式<Absolute> 
斜率<1.000000>mV/V W&M*<none> 
 稳定时间<0.5>s 
 稳定范围<1.00>d 
 零点设定范围<50.00>d 
 自动零点跟踪范围<0.25>d 
 自动零点跟踪秤分度<0.25>d 
 过载（范围>Max）<9>d 
 Min <20> d 
*输入校正数据前，参数[W&M]必须设定为[none]，见 7.12.15 
 

7.1.4 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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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直径大约 2.0 mm 的圆头针可以重启设备。在按下重启键(1)少于 1 秒后，
设备即会重启。重启后，设备会： 
- 当前步骤被删除。 
- 设备恢复到出厂设置。 
- 网络设置不会改变。 

7.2 开启设备 
设备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设置： 
- 通过笔记本/台式电脑，使用 VNC 软件（包括在光盘中） 
- 通过笔记本/台式电脑的网络浏览器 
设备一旦通电，显示和/或电脑就会显示： 
 
Checking… 
Booting… 
Restoring… 

开始启动 

PR5230 - 显示设备型号 PR5230 
- BIOS 版本 
- 固件版本 
- 自动显示测试 
- 重量显示 

E:NoSig 错误信息：没有连接传感器，见 16.1 
E:Sense 错误信息：如果未连接传感器，见 16.1 
E:NoCom 错误信息：如果和 xBPI 秤之间无通讯，见 16.3 
E:HardE 错误信息：无法从 ADC（模数转换器）中读取重量值，

见 16.1 
E:NotRd 错误信息：没有连接传感器或秤，见 16.3 

 

显示出重量值。 
首次开启必须设置日期和时间，见 7.15.2。 

7.3 关闭设备 
拔下插头断电即关闭设备 

7.4 预热时间 
设备在校正前需要 30 分钟的预热时间。 

7.5 用笔记本/台式电脑寻找并连接设备 
如果电脑和设备是点对点连接的话，通过”AutoIP”功能会找到 IP 地址。此过
程耗时大约会有 2 秒。 
 
注意 
当 IT/DHCP 的网络电缆被临时连接到笔记本/台式电脑和设备时，DHCP 服
务器丢失，电脑在 2 分钟内返回到自动 IP 地址。 
▶ 原因：DHCP 服务器/客户端间隔 2…3 分钟检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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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操作系统环境，在电脑上设定 LAN 本地和网络协议属性为”自动获
得 IP 地址”。 

2． 在设备上的 - [Network parameter]中，激活”Use DHCP”参数（缺省/出

厂设定） 
▷ 在自动 IP 地址下，相关子网掩码为 255.255.0.0，DHCP 服务器会自动搜
索落在 169.254.0.1 到 169.254.255.254 范围内的设备进行配对。 
例如： 
如果超出了搜索时间（无法找到服务器），PR5230 会被自动指定一个 IP 地
址（例如 169.254.0.123）。电脑也同样如此（例如 169.254.0.54）。 
这些 IP 地址在两边都是不同的。 
- IP 地址的前两个八位字节相同（例如网络 ID 169.254） 
- IP 地址的后两个八位字节不同（例如主机 ID 0.123） 

7.6 在网络中自动寻找并连接设备 
如果网络中 DHCP 可用，可在设备上的 - [Network parameter]中选择激
活”Use DHCP”(缺省设置)，即可自动指派 IP 地址。 
在电脑端，网络中连接的主机名称在[Network]中列出。在网络浏览器中双击
主机名称可打开此设备，在右下方会显示出 IP 地址。 

7.7 用”IndicatorBrowser”在网络中寻找设备 
使用光盘中的”Indicator Broswer”程序里的设备”主机名称”可找到 IP 地址。 
“主机名称”由设备名称和 MAC ID 的最后三节组成。设备外部的标签上有完
整的 MAC ID。 

 

主机名称：PR5230-6B6A5E 

 
此应用程序必须在电脑上安装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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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序号 描述 
1 程序在当前网络 ID 中搜索所有可用的网络适配器（几种可能/建议，

例如 LAN global/LAN local），例如 169.254 和 172.24。 
结果：所有连接设备的列表及其状态：搜索??? – 在线 – 再会 – 
丢失??? 

2 点击此键进入标准的网络浏览器，例如 Microsoft IE 等，进入所选
中的 IP 地址。 

3 点击此键本地化相关设备。设备短期可视化反馈为：LED1,2,3 上规
律点亮 

4 点击此键重新开始网络搜索。 
需要等待至少 2…3 分钟！ 

5 勾选后任何设备上线都会发出声音警报。 
 
注意事项： 
如果等待时间过后浏览器窗口仍是空白，或未列出所需的设备，必要时必须
检查和更改本地电脑的网络 ID。 
仅部分茵泰科设备提供”IndicatorBroswer”支持。 

 

7.8 重新设定网络地址 

 

通过使用直径约为 2.0 毫米的圆头针可重置设备。 
长时间按住重置键(1)，直到上面 3 个 LED 灯(2)同时亮起，可重置网络设置
至缺省/出厂设置。 
这意味着： 
- “DHCP”将激活 
- “主机名称”初始化为：例如 PR5230-6B6A5E (仪器型号 - MAC ID). 
MAC ID 示例: 00-90-6C-6B-6A-5E 
如此可确保将网络中用于识别本设备的有效地址分配至本设备，请参阅
7.15.6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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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MAC ID 只显示最后三个字节。完整的 MAC ID 标记位于设备的外面的标签上。 

 

如果设备连接到带有 DHCP 服务器的 IT 网络(公司网络)中，并且设备的 - 
[Network parameter]中选择激活”Use DHCP”(缺省设置)，那只需要 2...3 分钟
的等待时间，无需其他操作就能自动建立网络连接 (设备 <-> 工作台/个人
电脑)。 

 

7.9 使用 VNC 操作 
VNC (包括在随附光盘中)是指”虚拟网络计算”，是一个远程操作电脑的程序。 
VNC 服务器程序与 VNC 客户端程序不同。服务器程序是设备软件的一部分。
客户端程序必须在电脑/上运行来操作设备。 
 
注意事项： 
必须使用 CD 上提供的 VNC 版本。 
本设备不支持互联网上其它最近更新的 VNC（免费）版本！ 
 

 

使用 VNC 程序直接操作时，运行程序必须指定 IP 地址(延伸:1)，例如
172.24.20.233:1 
 
注意事项： 
设备中 VNC 访问特定电脑可能有限制，请参阅 7.15.6 
 

 

显示 VNC 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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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 VNC 浏览器在设置层面结束（例如通过关闭窗口或者网络浏览器中的
后退功能），设备将重启，WEB 菜单在几秒内无法进入。 
▶ 在终止 VNC 浏览器时，不断按下 Exit 键退出设置层面。 
 

7.10 通过网络浏览器操作 
除了 VNC 浏览器,也可直接使用网络浏览器，例如 Microsoft IE，Mozilla Firefox
等。 
其缺点在于需要额外安装 Java 程序。优点包括： 
- 打印输出配置操作更简单 
- 显示保存协议操作更简单 
- 保存和加载配置和校正数据更简单 

例如：  
在浏览器中输入 IP 地址并确认，即显示 WEB 菜单。 

 

WEB 菜单描述请参阅 9.1.3.1 章节 
 
注意 
如果 VNC 浏览器在设置层面结束（例如通过关闭窗口或者网络浏览器中的
后退功能），设备将重启，WEB 菜单在几秒内无法进入。 
▶ 如果需要 WEB 菜单和设备显示，必须选择[Remote Configuration (VNC) 
Popup Window]菜单项来打开两个窗口。即使在 WEB 菜单中选择了单个菜单
项，VNC 浏览器始终打开。 
 

7.11 系统设置 
7.11.1 串行口参数 
  - Printer 打印机，选择：无；内置 RS-232；内置 RS-485 
   - Param 选择：指派到；协议；波特率；位；奇偶性；停止位；

输出模式 
   - Config 请参阅菜单[Printing Parameter] 
  - Remote Display 远程显示，选择：无；内置 RS-232；内置 RS-485 
   - Param 选择：指派到；协议；波特率；位；奇偶性；停止位；

模式 
  - Modbus RTU 选择：无；内置 RS-232；内置 RS-485 
   - Param 选择：指派到；协议；波特率；位；奇偶性；停止位；

从端 ID 
  - SMA 选择：无；内置 RS-232；内置 RS-485 
   - Param 选择：指派到；协议；波特率；位；奇偶性；停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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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BPI-Port 选择：无；内置 RS-232；内置 RS-485 
   - Param 选择：指派到；协议；波特率；位；奇偶性；停止位 
  - EW-Com  选择：无；内置 RS-232；内置 RS-485 
   - Param 选择：指派到；协议；波特率；位；奇偶性；停止位；

从端 ID 

7.11.2 时间和日期 
  - Date 日期，输入：yyyy.mm.dd 
  - Time  时间，输入 hh.mm.ss 

7.11.3 操作参数 
  - Application 选择：标准，EasyFill 
  - Address 设备地址，例如用于打印输出，输入：A…Z 
  - PIN 设置访问密码，避免系统被非法进入设置 
  - Sequence number 打印工作计数器 
  - SetTareKey 皮重键，选择：去皮和重设皮重；去皮和再次去皮；禁用 
  - SetZeroKey 零点设定键，选择：仅当未去皮时；在零点重设皮重；禁用 

7.11.4 打印参数 
注意事项： 
仅在 - [Operating parameter] – [Application]中选择标准程序时，此菜单有
效。 

 
  - Printing Mode 打印模式 

选择：触发（触发一次打印输出）、循环，循环实现 
  - Printing Interval 打印间隔，仅在打印模式选择循环和循环实现时才出

现此菜单。输入：1…250 
  - Printing Interval unit 打印间隔单位，选择：秒；分钟；小时；测量时间 
  - Printlayout Item 1…6 第 1…6 行打印格式，见 7.15.4 

7.11.5 总线参数 
  - Filebus Protocol 现场总线协议，仅在插槽 2 中安装有 PR1721/4x 时显

示，请参阅 7.15.5 

7.11.6 网络参数 
  - HW Address MAC-ID，显示例如：00:90:6C:31:1F:5D 
  - Host Name 独特的设备名称，输入 2..24 数字字母字符 
  - Use DHCP 勾选 □✓ 激活 DHCP 
  - IP Address IP 地址，显示：由服务器指派的网络地址 
  - Subnet Mask 子网掩码，显示有效 IP 地址范围的掩码 
  - Default Gateway 标准网关，显示网关的 IP 数字 
  - Remote Access 远程访问到 VNC 客户端 
   - VNC Client 访问限制，输入：设备操作的授权用户 

7.11.7 称重点 
 - Weighing Point A 选择：内部称重点 A；xBPI-秤；Pendeo 传感器 
  - Calib 校正，选择内部称重点 A：新建；修改；参数；见 7.11.7.1

章节 
  - Setup 设定，选择 xBPI 秤：校正；配置；选择；显示设备信息；

见 7.11.7.2 章节 
  - Config 配置，选择 xBPI 秤：类型；W&M；去皮超时；序列号；

SBN 地址；见 7.11.7.2 章节 
  - Param 配置，选择 xBPI 秤：指派到；波特率；位；奇偶性；停

止位；见 7.11.7.2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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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ssign 指派到，选择 Pendeo 传感器：搜索；查看；校正；传
感器名称；服务；见 7.11.7.3 章节 

7.11.7.1 内部称重点 A 
 - Calib 称重元件校正 
  - New 出现新建校正的查询窗口：重设斜率和空载：继续；取

消 
   - Max 输入最大秤量： 

0.00001...<3000>...999999<kg>, t, lb, oz, g, mg 
   - Scale interval 输入秤的分度：<1>, 2, 5, 10, 20, 50  
   - Dead load at <0.000000 mV/V>或[by load] 

[by load]：0.00001...999999<kg>, t, lb, oz, g, mg 
   - Max at <0.000000 mV/V>或[by load] 

[by load]：0.00001...999999<kg>, t, lb, oz, g, mg 
   - Calibrated at 仅显示 
   - Sensitivity(µV/d) 仅显示 
   - Test 确定测试值 
   - Exit calibration 保存或取消新建校正 
  - Modify 仅在小的更改（例如改变空载，调整空载和/或最大值的

mV/V 值）。否则请使用[New] 
  - Param 参数设定 
   - Measure time 输入测量间隔：5, 10, 2040, 80, 160, <320>, 640, 960, 

1280, 1600 ms 
   - Digital Filter 选择数字过滤：<关闭>, Bessel；aperiod；butterw；

tscheby 
   - External Supply 选择：≤8V；>8V 
   - Fcut 输入截止频率，除非只有过滤器不在关闭上，0.1 – 80 Hz 
   - Test Mode 选择测试值偏差的显示：<绝对>, 相对 
   - W&M 选择法定贸易模式：<无>；OIML([Range Mode]为多分度

或 Max 多于 3 位小数时不可选)；NSC；NTEP 
   - Standstill time 输入稳定时间 0.01 s…<0.5 秒>...2.0 s (范围取决于测量

时间)  
   - Standstill Range 输入稳定范围：0.00 d...<1.00 d>...10.00 d 
   - Tare timeout 输入不稳定造成超时 0.1 s...<2.5 s>...25 s 
   - Zeroset Range 不稳定时零点±范围，输入：0.00 d... <50.00 

d>...10000.00 d  
   - Zerotrack Range 输入零点跟踪范围：0.00 d...<0.25 d>...10000.00 d 
   - Zerotrack step 输入零点跟踪步长：0.00 d...<0.25 d>...10.00 d 
   - Zerotrack time 输入零点跟踪时间：<0.0 s>...25 s 
   - Overload 输入最大秤量以上不会报错的称重范围 0 d...<9 

d>...999999 d 
   - Minimum weight 输入最小负载：0 d...<50 d>...999999 d  
   - Range Mode 范围选择：<单一范围>；多范围；多分度 
   - Range Limit 1 输入极限值 1：重量值，单位和 Max 相同，从小到中秤

分度的更改，仅用于多范围或多分度模式 
   - Range Limit 2 输入极限值 2：重量值，单位和 Max 相同，从小到中秤

分度的更改，仅用于多范围或多分度模式 
  - View (CAL 开关关闭) 
   - Max 仅显示 
   - Scale interval 仅显示 
   - Dead load at 仅显示 
   - Max at 仅显示 
   - Calibrated at 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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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nsitivity(µV/d) 仅显示 
  - Param 同[Param]，仅显示 
    
7.11.7.2 xBPI 秤称重点 
 - Setup 设定 xBPI 秤 
  - Calibration 校正 xBPI 秤 
   - Dead load 空载/预负载 
    - Set 认可, 错误, 终止 
    - Delete 认可, 错误, 终止 
   - Span 设定斜率 
    - Calibrate with user 

weight 
用用户设定砝码校正 

    - Calibrate with auto 
weight 

用自动砝码校正 

    - Calibrate with 
default weight 

用缺省砝码校正 

    - Calibrate with 
internal weight 

用内置砝码校正 

   - Linearity 设定线性 
    - Default 重新恢复设备到出厂设定：接受；解决错误；终止 
    - User 用户定义设置：接受；解决错误；终止 
  - Configuration 配置秤 
   - Weighing Parameters 称重参数 
    - Ambient 

conditions 
选择环境条件：非常稳定；稳定；不稳定；非常不稳定 

    - Application filter 选择应用过滤：最终读取；填充模式；低过滤；无过滤 
    - Standstill range 选择稳定范围：0.25 d, 0.5 d, 1 d, 2 d, 4 d, 8 d 
    - Stability symb. 

delay 
选择稳定符号延迟：未延迟, 短延迟, 平均延迟, 长延迟  

    - Tare parameter 选择去皮：任何时间；稳定后 
    - Autozero function 自动归零：开启；关闭 
    - Adjustment 

function 
校准序列：根据实际砝码进行外部校准；根据用户砝码
进行外部校准；根据预设砝码进行外部校准；内部校准；
使用实际砝码进行外部线性化；根据用户砝码进行外部
线性化；确认预负载；删除预负载；校准禁用 

    - confirming adjust. 确认校准：手动, 自动 
    - Zero range 零点范围：最大秤量的 1%；最大秤量的 2%；最大秤量

的 5%；最大秤量的 10% 
    - Power-on zero 

range 
初始零点范围：最大秤量的 2%；最大秤量的 5%；最大
秤量的 10%；最大秤量的 20% 

    - power-on 
tare/zero 

通电时去皮/归零：激活；未激活；仅归零 

    - Measure rate 测量速度：正常输出；快速输出 
    - calibration check 校正检查：校正提示；关闭 
    - External 

adjustment 
外部校准：可用；锁定 

   - Application settings 设置应用程序 
    - Application Tare 应用程序去皮：可用；锁定 
    - Number of units 重量单位数量：1 个重量单位, 2 个重量单位, 3 个重量单

位 
    - Weight unit 1…3 选择 1…3 的重量单位：克[g]；千克[kg]；克拉[ct]；磅[lb]；

盎司[oz]；特洛伊盎司[ozt]；香港两[tlh]；新加坡两 [tls]；
台湾两[tlt]；格令[GN]；本尼威特[dwt]；毫克[mg]；件/
磅 [/lb]；中国两[tlc]；姆米[mom]；卡拉[k]；拖拉[tol]；
铢[bat]；马什尔[m]；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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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splay accuracy 
1…3 

选择 1…3 的显示精度：所有位；移动时降低；降低一级； 
降低两级；降低三级；1%；0.5%；0.2%；0.1%；0.05%；
0.02%；0.01%；以 10 为单位递增的多分度 

   - Inteface settings 配置接口 
    - communication 

type 
通讯类型：SBI 协议；xBPI 协议 

    - Baudrate for SBI 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 
    - Parity for SBI 选择奇偶性：标记；空格；奇数；偶数 
    - Stop bits 选择停止位：1 停止位；2 停止位 
    - Handshake 选择：软件握手；CTS1 字符；CTS2 字符 
    - Data output 

interval 
选择数据输出的间隔：每次显示；更新 2 次后；更新 5
次后；更新 10 次后；更新 20 次后；更新 50 次后；更
新 100 次后 

    - Parameter change 参数更改：可以更改；不可更改 
  - Select specification group  
   - Specific group 1…6 选择秤的参数组（请参阅相关秤的操作说手册） 
  - Show device info  
   - set user 输入连接设备的用户名称 
   - set SBN 由于没有总线操作，接口的 xBPI 地址必须为<0> 
 - Config xBPI 秤的配置 
  - Type xBPI-秤 
  - W&M 选择法定计量模式：<无>；OIML；NSC；NTEP 
  - Tare timeout 不稳定造成的超时：0.1 s...<2.0 s>...25 s  
  - Serial number <0>；如果>0 将检查序列号 (法定计量) 
  - SBN Address <0>无总线模式 
 - Param  
  - Assigned to 指派到：xBPI-端口 1 
  - Baudrate 选择传输速度：<9600>；19200 
  - Bits 8 
  - Parity 偶 
  - Stop bits 选择：<1>；2 
7.11.7.3 Pendeo®汽车衡/过程称量点 
 - Assign 指派 Pendeo 秤，执行搜索后显示型号、传感器数量、

每个传感器序列号和称量点序列号（如果已经得到计
算）。 

  - Search 搜索连接的传感器，搜索新的网络，将传感器恢复到出
厂设置 

   - View 显示序列号和连接传感器的当前重量 
    - Info 显示选定传感器的数据 
    - Assign 传感器（序列号）被指派到安装地点 
   - Calib  
    - New 出现新建校正的查询窗口：四角误差校正将被重置：是；

否 
     - Local Gravity 输入现场的重力加速度 

(缺省值为德国汉堡：9.81379 m/s2) 
     - Number of 

platforms 
仅用于 Pendeo 汽车衡传感器，仅在连接 8 个传感器时
出现 

     - Number of 
vessel feet 

仅用于 Pendeo 过程传感器，输入数字 

     - Max 输入最大秤量： 
0.000010...<3000>...9999998<kg>, t, lb, oz, g, mg 

     - Scale interval 输入分度(1d)：<1>, 2, 5, 10, 20, 50，根据 Max 和重量
单位的小数位数 

     - Dead load 空载：空秤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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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L weight 输入 CAL 重量：0.000010…9999998 <kg>, t, lb, g, mg, 
oz 

     - Corner 
Correction 

平台 1；平台 2（仅在连接 8 个传感器时显示）；完成
后 OK 

    - Modify 仅在小的更改（例如改变空载）时使用。否则请使用[New] 
    - Param 参数设定 
     - Ambient 

conditions 
选择环境条件：非常稳定；稳定；不稳定；非常不稳定 

     - W&M 选择法定计量模式：<无>；OIML；NSC；NTEP 
     - Unbal. Check 

deviat. 
平均偏差：平均偏差>0 时激活合理性检查，输入：
0…100% 

     - Standstill time 输入稳定时间 0.01 s…<0.50 秒>...2.0 s (范围取决于测量
时间)  

     - Standstill 
range 

输入稳定范围：0.00 d...<1.00 d>...10.00 d(范围取决于测
量时间) 

     - Tare timeout 输入不稳定造成超时 0.1 s...<2.5 s>...25 s 
     - Zeroset range 不稳定时零点跟踪范围，输入：0.00 dc... <50.00 

dc>...10000.00 dc 
     - Zerotrack 

range 
输入零点跟踪范围：0.00 dc...<0.25 dc>...10000.00 dc 

     - Zerotrack step 输入零点跟踪步长：0.00 dc...<0.25 dc>...10.00 dc 
     - Zerotrack time 输入零点跟踪时间：<0.0 s>...25 s 
     - Overload 输入最大秤量以上不会报错的称重范围 0 dc...<9 

dc>...999999 dc 
     - Min 输入最小负载：0 dc...<50 dc>...999999 dc  
     - Range Mode 范围选择：<单一范围>；多范围；多分度 
     - Range limit 1 输入极限值 1：重量值，单位和 Max 相同，从小到中秤

分度的更改，仅用于多范围或多分度模式 
     - Range limit 2 输入极限值 2：重量值，单位和 Max 相同，从小到中秤

分度的更改，仅用于多范围或多分度模式 
   - LC name 给每个传感器命名 
    - LC 1…n 1…n 号传感器，例如 PR6224-xx，最大输入 20 个数字

字母 
    - Default 恢复到出厂设置 
   - Service 称重参数 
    - LC 1…n 1…n 号传感器，选择故障传感器，去除勾选 □✓ E

A，选择更
换后的新传感器再勾选 A□✓ E  

    - Accept 接受： 
停用后，开始摸拟无效传感器。 
更换的称重传感器被激活后开始搜索 

 - Assign(CAL 开关关闭)  
  - View 显示连接传感器项目号、序列号和当前重量 
   - Info 显示选择传感器的信息 
   - By name 定义传感器名称后显示传感器[ID]（LC 1…n+序列号）到

[by name] 
  - LC name 定义传感器名称后显示传感器[ID]（LC 1…n+序列号）到

[by name] 
  - Service 显示传感器的服务窗口，无需更改！ 

7.11.8 显示项 
 - Item 1…10 项目 1 固定：显示值，选择：见 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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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9 限值参数 
 
注意事项： 
仅在 - [Operating parameter] – [Application]中选择标准程序时，此菜单有
效。 

 
 - Limt 1…3 On 输入 0 – 最大秤量；取校正时的单位 
  - Action 动作，选择：无动作；设置标记 1…3；清除标记 1…3 
  - Condition 条件，选择：见 7.15.8 
 - Limit 1…3 Off 配置输入 
  - Action 动作，选择：无动作；设置标记 1…3；清除标记 1…3 
  - Condition 条件，选择：见 7.15.8 

7.11.10 数字 I/O 参数 
 
注意事项： 
仅在 - [Operating parameter] – [Application]中选择标准程序时，此菜单有
效。 

 
 - Output 1..3 配置输出，选择：见 7.15.10 
 - Input 1…3 On 配置输入 
  - Action 动作，选择：见 7.15.9.1 
  - Condition 条件，选择：见 7.15.9.2 
 - Input 1…3 Off 配置输入 
  - Action 动作，选择：见 7.15.9.1 
  - Condition 条件，选择：见 7.15.9.2 

7.11.11 模拟输出参数 
 - Analog Mode 模拟输出参数：毛重；去皮后净重；显示上的值；透明；

未使用模拟输出；见 7.15.2 
 - Analog range 输出范围：0…20 mA；<4…20 mA> 
 - Output on error 误差输出：设定到 0 mA；设定到<4 mA>；设定到 20 mA；

最后一个输出值保持不变 
 - Output if <0 如果输出<0：设定到 0 mA；设定到<4 mA>；设定到 20 

mA；低于 4 mA 向下到极限(4…20 mA) 
 - Output if > Max 如果输出<0：设定到 0 mA；设定到 4 mA；设定到<20 

mA>；超出 20 mA 向上到极限 
 - Weight at 0/4 mA 0/4 mA 输出的重量值 
 - Weight at 20 mA 20 mA 输出的重量值 

7.12 校正内置称重点 
7.12.1 一般信息 

对于法定计量应用，校正前 -[Weighing Point]-[Calib]-[Param]下的[W&M]

必须设置为 OIML 模式，见 7.12.15 章节. 
法定应用中，CAL 开关封印到写保护位置，保护校准数据，请参阅 7.1.3.1 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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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显示校正数据 
7.12.2.1 通过 CAL 开关写保护 

 

CAL 开关关闭时会显示提示。 

 

 

 

仅显示[calib]和[param]下的数据。校正数据和参数显示的格式为校正中输入/
确定的格式。 
 
注意事项： 
[Calibrated at]：CAL 重量和相应的 mV/V，在输入 mV/V 后，会显示整秤分度
和 mV/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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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2 增强分辨率（10-倍） 

 

在 -[weighing point]-[Calib]菜单内点击 ，重量值将以 10 倍分辨率显示

（CAL 开关必须关闭）。 
5 秒后显示回到正常分辨率，如果希望立即回到正常分辨率，可按下 键。
如果称量点的[W&M]选择了 OIML 选项，重量单位上方会显示 △  ！ E A，标记为
无效重量。 

7.12.3 选择校正模式 
 

注意事项： 
[Modify]菜单项仅用于微小的更改，（例如改变空载/预负载，改变空载/预负
载和/或最大值的 mV/V 值，改变秤的分度），否则请选择[New]菜单项。 
 

 

在 -[weighing point]-[Calib]下选择[New]或[Modify] 

7.12.3.1 进行新的校正 
1. 选择 -[weighing point]-[Calib]并确认 

 

2. 按下软键盘[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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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提示窗口 

 

3. 按下[continue]，校正开始前数据重置到缺省 1（缺省）。按下[Cancel]取
消选择 

4. 确认最大秤量[Max]，见 7.12.4 
5. 确认秤分度[Scale interval]，见 7.12.5 
6. 确认空载[Deadload at]，见 7.12.6 
7. 用负载[Max at]校正，见 7.12.7 
8. 用 mV/V[Max at]校正，见 7.12.8 
9. 用传感器数据[Max at]校正（只能校正），见 7.12.8.1 
10. 开始线性化，见 7.12.11 

7.12.3.2 修改校正 
 
注意事项： 
[Modify]菜单项仅用于微小的更改，（例如改变空载/预负载，改变空载/预负
载和/或最大值的 mV/V 值，改变秤的分度），否则请选择[New]菜单项。 
 
例如：重设空载 
1. 选择 -[weighing point]-[Calib]并确认 

 

2. 按下软键盘[Mod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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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deadload at]菜单项 
4. 按下[by mV/V]软键盘重新输入值或者清空秤盘/料罐后按下[by load]软

键盘重设空载 

5. 按下 键退出校正 
▷ 出现提示窗口 

 

6. 按下[Yes]软键盘关闭菜单，并且不进行测试值的计算 
7. 按下 键退出校正 

▷ 出现提示窗口 

 

8. 按下软键盘[Save]保存校正数据 

7.12.4 设定最大秤量 
最大秤量(Max)决定了除去空载后能称量的最大重量以及小数点后面显示的
位数。一般情况下，最大秤量小于称重传感器的量程(最大量程 x 称重传感
器的数量). 
最大秤量允许的数值为： 
0.00010 – 999999，单位为 kg, t, g, mg, lb 或 oz。 
最大秤量必须为秤分度值(1d)的整数倍数。最大秤量最大为 6 位数，可以带
有或不带有小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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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输入最大秤量[Max]，包括小数点（此例中为 3000.0） 
2. 按下 选择重量单位 
3. 用 键或 键确认 

▷ 显示”设定最大秤量”  
 

注意事项： 
错误信息，校正见 16.5 章 

 
7.12.5 确认秤的分度值 

秤的分度值(d)是两个连续显示值之间的差异。用于法定计量的秤，这个值被
称为认证秤分度值(e)，和秤的分度值相对应：d = e。 
例如： 
最大秤量 Max = 6000 kg 
秤的分度值(1 d) = 2 kg 
自动计算所得最大秤量(Max)下秤的分度数： 
dc = Max/秤的分度值 1 d 
dc = 6000 kg/2 kg 
dc = 3000 
步骤： 
重量单位和最大秤量设定的同步。输入[Max]后，将自动确定分度值小数点后
的位数。 

 

1． 选择[Scale interval]，按下 键或 键确认 
▷ 跳出选择窗口 

2． 选择秤的分度值(1 d)，按下 键确认。 
▷ 根据最大秤量，秤的分度数被自动计算，显示”设定秤的分度值” 
 

注意事项： 
错误信息，校正见 16.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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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6 确认空载 
 

注意事项： 
如果执行了线性化（见 7.12.11），选择[Dead load at]后会出现以下提示： 

 

开启线性化后无法更改。只有删除线性点才能停止线性化模式。 

 

一般情况下，空的秤/料罐的重量就是空载重量： 
1. 清空秤盘/料罐 
2. 按下软键盘[by load] 
3. 用 键或 键确认输入 

▷ 显示”设定空载” 
 

注意事项： 
如果通过计算 mV/V 值得到空载或者使用前一次校正的空载值，必须按下[by 
mV/V]。 
错误信息，校正见 16.5 章 

 
7.12.7 用砝码校正 

 
注意事项： 
如果执行了线性化（见 7.12.11），选择[Max at]后会出现以下提示： 

 

开启线性化后无法更改。只有删除线性点才能停止线性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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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软键盘[by load] 

 

2. 将校正砝码放置到秤上 
3. 输入校正砝码的重量 
4. 确认输入 
5. 按下 选择重量单位 
6. 按下 键或 键确认输入 

▷ 显示”通过负载设定斜率” 
重量值、重量单位和 mV/V 测量信号在[Calibrated at]行显示。 
 

注意事项： 
错误信息，校正见 16.5 章 

 
7.12.8 用 mV/V 值校正 

无需砝码也能校正。输入传感器的 mV/V 值并考虑安装地点的重力加速度即
可完成校正。 
茵泰科 STAR 系列传感器数据是基于德国汉堡的重力加速度：9.81379 m/s²。 

 

1. 计算 Max 下的斜率 SPAN 值，如有必要包括空载，见 7.12.8.1 
2. 按下软键盘[by m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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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 Max 下的斜率 SPAN 值，如有必要修正空载，见 7.12.10 
4. 确认输入 

▷ 显示”设定斜率 mV/V” 
重量值、重量单位和 mV/V 测量信号在[Calibrated at]行显示。 
 

注意事项： 
错误信息，校正见 16.5 章 

 
7.12.8.1 计算斜率值 SPAN 

斜率 SPAN 表示与最大秤量(Max)有关的等值输入电压 mV/V。其计算公式如
下： 

SPAN[mV V⁄ ] =
最大负载 × 传感器灵敏度𝐶𝐶𝑛𝑛∗[𝑚𝑚𝑚𝑚 𝑚𝑚⁄ ]

传感器量程（最大量程𝐸𝐸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传感器数量）
 

* 传感器灵敏度 Cn = 额定输出 Cn（见传感器数据表） 
相对于空载的 mV/V 输入电压可以通过计算空载获得，而非先前提到的公式。 
一般来说，没有必要计算空载（没有负载的秤/空的料罐）。 
在之后可以在秤/料罐空的时候再进行空载校正来重新确定空载。 
例如： 

 

- 1 个传感器的额定特征值 Cn = 2 mV/V 
- 传感器的最大量程为 2000 kg 
- 秤的最大秤量 1000 kg 
- 空载 500 kg 
- 传感器供电 12 VDC 

7.12.9 使用传感器数据校正（智能校准） 
如果成不用于法定计量，就可不使用砝码校正。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传感器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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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软键盘[by data] 

 

[Number of load cells] 
同时连接的传感器的数量 
输入 1,2…<4>…9,10 
[Nominal load] 
传感器的最大负载 Emax（不是秤的最大量程！） 
输入：参考传感器技术数据 
[Gravity] 
安装地点的重力加速度 
缺省值为德国汉堡当地的重力加速度：9.81379m/s2 
[Hysteresis error] 
迟滞误差 
在[Correction A/B]从[not specified]切换到[specified]时需要输入。这个数据请
查看传感器的出厂证书。 
[Certified data], [LC sensitivity], [LC resistance] 
如果设定了[each LC same]，只需要输入[LC sensitivity]的一个特征值和输出
电阻[LC resistance]。 
在[each LC specific]情况下按[Enter]输入每一个传感器的数据。 
2. 按下软键盘[Calc]开始计算 
3. 按下软键盘[Ok]确认计算并将 mV/V 值保存到校正数据中。 

7.12.10 后期空载修正 
如果料罐/平台重量更改的幅度高于清零的范围，例如由于空载减少、增加或
机械变更造成零点自动跟踪和手动清零功能失效。 

 

要浏览经过零点追踪或清零的范围，需要在[Calibration]中按下 键。这也可
激活”10 倍分辨率”。 

 
注意事项： 
秤不能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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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经利用了全部的零点设定范围，仍然可以修正空载（必须撤销写保护，
见 7.1.3.1）而不影响其它校正数据/参数。请选择  - [weighing point] - [Calib] 
- [Modify]，使用[by load]选项的[Dead load at]确定空载。 
 
注意事项： 
如果执行了线性化（见 7.12.11），选择[Max at]后会出现以下提示： 

 

开启线性化后无法更改。只有删除线性点才能停止线性化模式。 
 
7.12.11 线性化 

设定线性化点可以优化直线测量范围。 
要求： 
Max 的校正和空载已经完成。 
步骤 

 

1． 按下软键盘[Linear.] 
▷ 显示线性化菜单 

 

2． 按下软键盘[Add]设定线性化点 
▷ 打开输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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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键盘输入值 
4． 按下软键盘[Ok] 
5． 重复上述步骤依次建立最多三个线性点 

▷ 窗口显示设定的线性化点 

 

按下[by mV/V]可直接输入值 
按下[Change]可更换选择的线性化点 
按下[Delete]可删除选择的线性化点 

 

6． 选择线性化点，将相应的重量放置到秤上，按下[by load]软键盘 
▷ 重量相对应的 mV/V 值会自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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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复这些步骤自动输入所有线性化点的重量 mV/V 值 
8． 按下 键关闭窗口 

 

▷ 显示提示只要线性化被激活，就无法更改[Max]值 

7.12.12 计算测试值 
按下软键盘[CalcTest]可计算测试值。 
最大称量[Max]会连同 ID TST 显示，不带重量单位。按下[CalcTest]软键盘之
后将显示校准过程中确定的数值。 

 

根据 -[weighing point]-[Calib] – [Param] - [Test mode]下的设置，按下 键
后，将显示： 
- [Absolute]的最大秤量，或者 
- [Relative]的测试值偏差 

7.12.13 保存校正 
按下 退出校正。 

 

将有提示确认是否关闭校正且不确认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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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Save]保存更改的校正数据。屏幕显示”Saving Calibration”，显示”Exit 
Calibration”离开菜单。 
校正结束后，将 CAL 开关切换到关闭位置，见 7.1.3.1 

7.12.14 取消校正 
按下 退出校正。 

 

将有提示确认是否关闭校正且不确认测试值。 

 

如果使用[New]校正时没有确认所有的数据（例如没有设定/输入空载），会
显示以上信息： 
按下[Yes]确认，然后再次按下 键，显示另一个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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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下[Undo]，更改不会保存，显示回到称量点的选择菜单。显示”Exit 
calibration”离开菜单。 

7.12.15 参数输入 
通过 -[weighing point]-[Calib] - [Param]进入菜单。 

 

[Measuretime] 
测量时间：可选择测量所需要的时间。 
选择：5 ms, 10 ms, 20 ms. 40 ms. 80 ms, 160 ms, <320 ms>, 640 ms, 960 ms, 
1280 ms, 1600 ms 
[Digital filter] 
选择数字过滤器（过滤特性）：<off>无过滤；Bessel（贝塞尔）；aperiod. (非
周期性)；Butterw. (巴特沃斯)；Tcheby. (切比雪夫) 
以下图片表示不同过滤方式的干扰信号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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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塞尔过滤 非周期性过滤 

  

巴特沃斯过滤 切比雪夫过滤 

  

只有在测试时间小于 160 ms 时，才可打开数字过滤器。如果在操作中没有
特别频繁的波动，我们建议以下设置： 
[Measure time]：< 160 ms 
[Digital filter]：aperiod. 
[FCut]：2.00 Hz 
[FCut] 
只有在打开数字过滤时才会出现此行，截止频率越小，测量越慢，测量结果
越稳定。 
可为低通滤波器设定截止频率，可用范围为：0.1 – 2.5 Hz。可选选项取决于
测量时间。 
[External Supply] 
传感器连接外置电源时，可切换到≤8 V 将感应电压监视调节到较低的电源
电压。选择：小于等于 8 V，<大于 8 V> 
[Test mode] 
使用[Absolute]模式，测试时才能确定测试数值。使用[Relative]模式，将显示
与之前存储测试值的偏差，请参阅 7.12.12 章节. 
[W&M] 
见 7.12.15.1，如果选择了[OIML]，设备至少需要热机 30 分钟。 
[Standstill time] 
[Standstill time]和[Standstill range]是决定秤机械稳定性的重要参数。[Standstill 
time]可输入秒，范围为: 0.01…2 s。如果设置为 0，则表示不检查稳定。稳定
时间必须大于测量时间。 
[Standstill range] 
只要重量波动保持在该范围内，则该设备被确定为稳定。[Standstill range]允
许的输入范围为：0.01…10.00 dc。 
[Tare 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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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皮/清零超时无法执行命令。（例如秤机械不稳定，设置过滤器错误，分辨
率过高，稳定条件太严格）。输入秒，范围为: 0.0…<2.5>…25 s。设置为 0.0
时，仅在秤已经稳定后去皮。 
[Zeroset range] 
校准过程中设定一个由空载确定零点的±范围，在此范围内 
- 点击设定零点键（或其它相关的外部命令）可将显示的毛重设置为零，并
且 
- 激活零位自动追踪 
设定范围：0.00…10000.00 d 
在法定计量模式下输入值必须≤最大秤量 Max 的 2 %，例如 3000e 的 III 级
秤为 60 d。 
[Zerotrack range] 
零位自动追踪补偿的偏差范围，设定为 0.25…10000.00 d。 
在法定计量模式下必须输入 0.25 d。 
[Zerotrack step] 
如果重量变化超出了调整值，自动追踪功能将无法运行。 
自动追踪的补偿增量为 0.25…10 d.法定计量模式下必须输入 0.25 d。 
[Zerotrack time] 
零位追踪的时间间隔：设定范围：0.1…25 s。设置为 0.0 秒即关闭追踪。 
法定计量模式下必须输入 1 秒。 
[Overload] 
最大秤量以上不会报错的称重范围，设定范围：0 d ... 9999999 d。 
法定计量模式下必须设定最大 9 d = e 
[Minimum weight] 
最小重量是指能触发打印命令的最小重量。设定范围为：0 d ... 9999999 d。 
法定计量模式下必须设定输入至少 20 d。 
[Range mode] 
可选择：<Single range>；Multiple range；Multi-interval 
秤的范围选择请参阅 7.12.15.2 和 7.12.15.3 章节。 
按下 键退出菜单并保存更改。 

7.12.15.1 法定计量模式 
在 -[weighing point]-[Calib] - [Param] - [W&M]下您可以选择[None]或法定
计量模式[OIML]；[NTEP]；[NSC]。 
 
 [none] [OIML] [NTEP] [NSC] 
毛重显示 B B G G 
建议最小
测量信号 

0.125 mV/V 
@30,000 d 

0.125 mV/V 
@3000 e 

0.125 mV/V 
@3000 e 

0.125 mV/V 
@3000 e 

 0.25 mV/V 
@60,000 d 

0.25 mV/V 
@6000 e 

0.25 mV/V 
@6000 e 

0.25 mV/V 
@6000 e 

  0.42 mV/V 
@10,000 e 

0.42 mV/V 
@10,000 e 

0.42 mV/V 
@10,000 e 

 
如果法定计量模式打开，参数的设定（例如零点跟踪等）必须相应选择。设
备不会自我检查。 
CAL 开关需要关闭并封印（见 7.1.3.1） 

 
注意事项： 
如果在[Range mode]菜单中选择了[Multi-interval]，则无法选择[OIML]法定计
量模式，如选择[OIML]，会出现以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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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法定计量模式时，不允许超过 3 位小数。如果在校正过程中最大秤量超
过 3 位小数，将显示以下信息： 

 

如果已经选择[OIML]，将显示以下信息： 

 

 
注意事项： 
在法定计量模式下，无效的重量值不会显示重量单位。 

 
7.12.15.2 多范围秤（III 级秤或不同分度的单范围 I 级 II 级秤） 

多范围秤是指一台秤有着两个或以上的称量范围，最大负载不同，秤的分度
也不同。它只有一个负载受体，每个范围都包含从零到最大秤量。 
[Range Mode]选择[Multiple range]时，秤有最多三个不同分辨率的范围。在
称重显示的最上方，会显示包括当前范围（R1、R2、R3）、Max、Min 和 d
（或者在法定计量应用中为 e），例如下图表示目前在范围 R2 中。 

 

[Range limit 1]和[Range limit 2]是范围切换的限值点。 
毛重一旦超过 Range 1 的范围，就进入到下一级更高的范围能达到的最高分
度（1->2->5->10->20->50）。 
减少重量时，会保持前一个范围的分度。当毛重≤范围 1 的 0.25 d，秤稳定
并没有去皮时，将回到范围 1 的相应分度。 

 
注意事项： 
在校正过程中，多范围功能总是关闭。 
 
例如： 
范围模式：多范围 
范围 1：0…1000 kg（校正时设定秤的分度为：1kg） 
范围 2：0…2000 kg（这一范围中秤的最高分度：2kg） 
范围 3：0…3000 kg（这一范围中秤的最高分度：5kg） 
1. 在 -[weighing point]-[Calib] - [Param]菜单中选择范围模式 

 

2. 选择”Multiple Range”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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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从范围 1 到范围 2 的切换点：在 Range limit 1 中输入 1000 kg 
4. 选择从范围 2 到范围 3 的切换点：在 Range limit 1 中输入 2000 kg 
5. 按下 退出并保存校正 

7.12.15.3 多分度秤（III 级秤或不同分度的单范围 I 级 II 级秤） 
多分度秤是指一台秤上的称量范围被分割成不同的分度。每个分度范围中，
秤的分度不同。在秤上加载或卸载重量后，称重范围会自动切换。 
[Range Mode]选择[Multi-interval]时，秤有最多三个不同分辨率的范围。 

 
注意事项： 
如果 W&M 模式选择了[OIML]，就无法在[Range mode]菜单中选择
[Multi-interval]，如选择[Multi-interval]，会出现以下提示： 

 

在称重显示的最上方，会显示包括当前范围（R1、R2、R3）、Max、Min 和
d（或者在法定计量应用中为 e），例如下图表示目前在范围 R1 中。 

 

[Range limit 1]和[Range limit 2]是分度范围切换的限值点。 
毛重一旦超过 Range 1 的范围，就进入到下一级范围中能获取的最高有效分
度（1->2->5->10->20->50）。 

 
注意事项： 
在校正过程中，多分度功能总是关闭。 
 
例如 
范围模式：多分度 
分度范围 1：0…1500 kg（校正时设定秤的最高分度：1kg） 
分度范围 2：1500…2900 kg（这一范围中秤的最高分度：2kg） 
1. 在 -[weighing point]-[Calib] - [Param]菜单中选择范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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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Multi-interval”并确认 

 

3. 设定分度范围 1：在 Range limit 1 中输入 1500 kg 
4. 设定分度范围 2：在 Range limit 2 中输入 2900 kg 
5. 按下 退出并保存校正 

7.13 校正 x-BPI 秤 
7.13.1 一般信息 

PR5230 连接 xBPI 秤无法进行法定计量 

7.13.2 串行口参数 
1. 选择 -[Serial Port parameter]-[xBPI-port]并确认。 

▷ 出现以下窗口 

 

2. 选择所需的接口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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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Param]软键盘 
▷ 出现以下窗口 

 

4. 如有必要，更改参数。xBPI 秤仅可设置波特率和停止位。 
5.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校正 

7.13.3 xBPI 称重功能的参数 
在此菜单项中必须输入以下参数： 
- 根据不同应用，去皮功能的超时 
- 每个 xBPI 秤在总线操作模式下的 SBN 地址 
- xBPI 秤或法定计量模式下称重模块的序列号 
1. 选择 -[Weighing Point]-[xBPI-scale]并确认。 

 

2. 按下软键盘[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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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以下参数 
[Tare timeout] 
执行清零或去皮命令超时的时间。 
如果 xBPI 秤在特定时间内没有完成清零或者超时的命令，命令将停止执
行。 
设定范围：0…9.9 s 
[Serial Number] 
连接 xBPI 秤/称重模块的序列号 
在用于法定计量时必须输入。序列号为 0 是，检查被省略。 
设定范围：0…99999999 
[SBN Address] 
地址设定为非 0 时，激活总线操作。可行的地址：1-31。即在一个 RS-485
分支下最大可连接 31 台 xBPI 秤。 

 

SBN 地址会显示在显示屏上方。例如上图为 WP-A 称量点的地址 31 号
秤 

4.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校正 

7.13.4 设定 xBPI 称重平台 
1． 选择 -[Weighing Point]-[xBPI-scale]并确认。 

 

2． 按下[Setup]软键盘 
▷ xBPI 秤的参数会被读入到设备中。会有滴答声提示进程，如果无法
与 xBPI 秤通讯，会出现错误信息。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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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Show device info]并确认 
▷ 出现以下窗口： 

 

4． 如有需要可更改用户 ID 和 SBN 地址 
5．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参数 
6． 选择[Select Group of specification]并确认 

 
注意事项： 
有一些 xBPI 秤在选择不同操作模式（单范围、多范围等）时，可能会有”参
数块”。在选择相应的参数组别时，需要： 
- 注意秤的型号名称 
- 参考操作手册注意相应的参数块数量 

 
7． 选择并确认相应的参数组 
8．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 出现提示窗口 
9． 按下[Yes]软键盘保存数据，按下[No]退出菜单并不更改数据 

▷ 参数被保存，过程中有滴答声提示。 
10． 按下[Configuration]并确认 
11． 选择[Weighing parameters]并确认 

参数可列出显示，见 7.13.5.1 
 

注意事项： 
仅显示连接秤支持的参数。 

 
12．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 出现提示窗口 
13． 按下[Yes]软键盘保存数据，按下[No]退出菜单并不更改数据 
14． 选择[Application settings]并确认 

参数可列出显示，见 7.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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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仅显示连接秤支持的参数。 

 
15．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 出现提示窗口 
16． 按下[Yes]软键盘保存数据，按下[No]退出菜单并不更改数据 
17． 选择[Interface settings]并确认 

参数可列出显示，见 7.13.5.3 
 

注意事项： 
仅显示连接秤支持的参数。 

 
18．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 出现提示窗口 
19． 按下[Yes]软键盘保存数据，按下[No]退出菜单并不更改数据 

7.13.5 xBPI 秤参数表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Scale] - [Setup] - [Conf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Application settings]/[Interface settings].的参数在下
表中列出 

7.13.5.1 秤参数 
 - [Weighing parameters]  
  - Ambient conditions 环境条件 
   - Very stable cond. 环境条件非常稳定 
   - Stable conditions 环境条件稳定 
   - Unstable conditions 环境条件不稳定 
   - Very unstable cond. 环境条件非常不稳定 
  - Application/Filter 应用/过滤 
   - Standard mode 标准模式 
   - Manual filling 手动填充 
   - automatic dosing 自动填充 
   - checkeweighing 检重 
  - Stability Range 稳定范围 
   - 0.25 digit 0.25 位 
   - 0.5 digit 0.5 位 
   - 1 digit 1 位 
   - 2 digit 2 位 
   - 4 digit 4 位 
   - 8 digit 8 位 
  - Stability symb.delay 稳定符号延迟 
   - no delay 无延迟 
   - short delay 短延迟 
   - long delay 长延迟 
   - extrem long delay 特别长的延迟 
  - Tare parameter 去皮参数 
   - at any time 任何时间 
   - not until stable 稳定后 
  - Auto zero function 自动清零功能 
   - Auto zero on 自动清零开启 
   - Auto zero off 自动清零关闭 
  - Adjustment function 校准功能 
   - ext.adj.w.fact.wt. 用外置实物砝码校准 
   - ext.adj.w.user.wt. 用外置用户砝码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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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t.adj.w.pres.wt. 用外置预设砝码校准 
   - internal adjust 内置校准 
   - ext.lin.w.fact.wt. 用外置实物砝码线性化 
   - ext.lin.w.user.wt. 用外置用户砝码线性化 
   - Confirm preload 确认预负载 
   - Delete preload 删除预负载 
   - adjust disabled 调整预负载 
  - Confirm Adjust. 确认校准 
   - automatically 自动 
   - manual 手动 
  - Zero range 清零范围 
   - 1% of max load 最大秤量的 1% 
   - 2% of max load 最大秤量的 2% 
   - 5% of max load 最大秤量的 5% 
   - 10% of max load 最大秤量的 10% 
  - Power on zero range 开机自动清零范围 
   - factory settings 出厂设定 
   - 2% of max load 最大秤量的 2% 
   - 5% of max load 最大秤量的 5% 
   - 10% of max load 最大秤量的 10% 
  - Power on tare/zero 开机去皮/清零 
   - active 激活 
   - inactive 不激活 
   - only for zeroing 仅清零 
  - Measure rate 测量速度 
   - normal output 正常输出 
   - fast output 快速输出 
  - Calibration check 校正检查 
   - off 关闭 
   - calibration prompt 校正提示 
  - External adjustment 外部校准 
   - Accessible  可行 
   - Blocked 锁定 
  - Maximum capacity 最大量程 
   - reduced by preload 减去预负载 
   - constant 常数 
7.13.5.2 应用设置 
 - [Application settings]  
  - Application tare 环境条件 
   - Accessible  可行 
   - Blocked 锁定 
  - Number of units 重量单位数量 
   - 1 weight unit 1 个重量单位 
   - 2 weight units 2 个重量单位 
   - 3 weight units 3 个重量单位 
  - Weight unit 1…3 1..3 号重量单位 
   - Grams g 
   - Kilograms kg 
   - Carat ct 
   - Pound lb 
   - Ounce oz 
   - Troy ounce ozt 
   - Hong Kong tael t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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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gapore tael tls 
   - Taiwan tael tlt 
   - grain GN 
   - pennyweight dwt 
   - milligram mg 
   - Parts/pound /lb 
   - Tael china tlc 
   - Momme mom 
   - Carat k 
   - Tola tol 
   - Baht bat 
   - Mesghal m 
   - Ton t 
  - Display accuracy 1...3 1…3 号显示精度 
   - all digits 所有位 
   - reduced when 

moved 
移动时降低 

   - one level lower 降低一级 
   - two levels lower 降低二级 
   - three levels lower 降低三级 
   - 1% 1% 
   - 0.5% 0.5% 
   - 0.2% 0.2% 
   - 0.1% 0.1% 
   - 0.05% 0.05% 
   - 0.02% 0.02% 
   - 0.01% 0.01% 
   - Multi interval 多分度 
   - increased by 10 增强 10 倍 
7.13.5.3 接口参数 
 - [Interface settings]  
  - Communication type 通讯类型 
   - SBI protocol SBI 协议 
   - xBPI protocol xBPI 协议 
  - Baudrate for SBI SBI 波特率 
   - 150 baud 150 波特 
   - 300 baud 300 波特 
   - 600 baud 600 波特 
   - 1200 baud 1200 波特 
   - 2400 baud 2400 波特 
   - 4800 baud 4800 波特 
   - 9600 baud 9600 波特 
   - 19200 baud 19200 波特 
  - Parity for SBI SBI 奇偶位 
   - Mark 标记 
   - Space 空格 
   - Odd 奇 
   - Even 偶 
  - Stop bits 停止位 
   - 1 stop bit 1 停止位 
   - 2 stop bits 2 停止位 
  - Handshake 握手 
   - software handshake 软件握手 
   - CTS with 2 chr.pau 2 字符 CTS 
   - CTS with 1 chr.pau 1 字符 CTS 
  - Data output print 数据输出打印 
   - on requ always 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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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n requ when stab 稳定后按要求 
   - on requ with store 存储按要求 
   - auto 自动 
   - auto when stab 稳定后自动 
  - Auto print 自动打印 
   - Start/stop by ESCP ESCP 开始/停止 
   - not stoppable 不可停止 
  - Output format 输出格式 
   - with ID 16 byte ID16 字节 
   - with ID 22 byte ID22 字节 
  - Data output interval 数据输出间隔 
   - with each display 每次显示 
   - after 2 updates 2 次刷新后 
   - after 5 updates 5 次刷新后 
   - after 10 updates 10 次刷新后 
   - after 20 updates 20 次刷新后 
   - after 50 updates 50 次刷新后 
   - after 100 updates 100 次刷新后 
  - Parameter change 参数更改 
   - can be changed 可以更改 
   - cannot be changed 不可更改 

7.13.6 设定 xBPI 空载 
 

注意事项： 
茵泰科使用”空载”和”预负载”两个专业名词 

 
1. 选择 -[Weighing Point]-[xBPI-scale]并确认 

 

2. 按下[Setup]软键盘 
▷ xBPI 秤的参数会被读入到设备中。会有滴答声提示进程，如果无法
与 xBPI 秤通讯，会出现错误信息。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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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Calibration]并确认 
▷ 出现提示窗口： 

 

4. 移走秤台上所有负载来设定空载，选择[Set]并确认 
▷ 发送命令后，毛重显示处显示 0 

5. 已存储的空载将被覆盖：将成上的负载去除，也可使用[Delete]并确认 
▷ 存储的空载被删除。显示当前的空载 

6.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7.13.7 使用用户指定砝码进行 xBPI 校正 
要求： 
- 选择了 xBPI 协议（见 7.13.2） 
- 选择了 xBPI 秤称量点（见 7.13.3） 
- 称量平台已设定（见 7.13.4） 
- 在[Conf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 - [Confirming adjust.]下的
[Weighing point A] - [xBPI-Scale] - [Setup]已设定为手动 
- 设备和秤台间的通讯被激活 
步骤： 
1. 选择 -[Weighing Point]-[xBPI-scale]并确认 

 

2. 按下[Setup]软键盘 
▷ xBPI 秤的参数读取到设备中 

3. 选择[Calibration] – [Adjust with user weight]并确认 
▷ 出现输入窗口，显示起先存储的用户砝码重量 

4. 如有需要更改重量值并确认 
▷ 校正过程在没有砝码的情况下执行，将显示校正状态。 

5. 将砝码放在秤上 
最后一行显示偏差，增强分辨率（10 倍） 

6. 按下[Accept]软键盘 
▷ 数据被保存，仪器上返回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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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的重量是增强分辨率的（10 倍） 
7. 取走砝码 
8.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7.13.8 自动重量检测进行 xBPI 校正 
要求： 
- 选择了 xBPI 协议（见 7.13.2） 
- 选择了 xBPI 秤称量点（见 7.13.3） 
- 称量平台已设定（见 7.13.4） 
- 在[Conf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 - [Confirming adjust.]下的
[Weighing point A] - [xBPI-Scale] - [Setup]已设定为手动 
- 设备和秤台间的通讯被激活 
步骤： 
1. 选择 -[Weighing Point]-[xBPI-scale]并确认 

 

2. 按下[Setup]软键盘 
▷ xBPI 秤的参数读取到设备中 

3. 选择[Calibration] – [Adjust with auto weight]并确认 
▷ 校正过程在没有砝码的情况下执行，重量被自动设定 

4. 将显示的重量放置在秤上。 
5. 按下[Accept]软键盘 

▷ 数据被保存，重量以增强分辨率（10 倍）显示 
6. 去除负载重量 
7.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7.13.9 用缺省砝码进行 xBPI 校正 
要求： 
- 选择了 xBPI 协议（见 7.13.2） 
- 选择了 xBPI 秤称量点（见 7.13.3） 
- 称量平台已设定（见 7.13.4） 
- 在[Conf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 - [Confirming adjust.]下的
[Weighing point A] - [xBPI-Scale] - [Setup]已设定为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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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和秤台间的通讯被激活 
步骤： 
1. 选择 -[Weighing Point]-[xBPI-scale]并确认 

 

2. 按下[Setup]软键盘 
▷ xBPI 秤的参数读取到设备中 

3. 选择[Calibration] – [Adjust with default weight]并确认 
▷ 校正过程在没有砝码的情况下执行，重量被自动设定 

4. 将显示的重量放置在秤上。 
▷ 最后一行以增强分辨率（10 倍）显示偏差 

5. 按下[Accept]软键盘 
▷ 数据被保存，重量以增强分辨率（10 倍）显示 

6. 去除砝码 
8.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7.13.10 用内置砝码进行 xBPI 校正 
要求： 
- 选择了 xBPI 协议（见 7.13.2） 
- 选择了 xBPI 秤称量点（见 7.13.3） 
- 称量平台已设定（见 7.13.4） 
- 在[Conf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 - [Confirming adjust.]下的
[Weighing point A] - [xBPI-Scale] - [Setup]已设定为手动 
- 设备和秤台间的通讯被激活 
步骤： 
1. 选择 -[Weighing Point]-[xBPI-scale]并确认 

 

2. 按下[Setup]软键盘 
▷ xBPI 秤的参数读取到设备中 

3. 选择[Calibration] – [Adjust with intern weight]并确认 
▷ 过程由状态信息显示，偏差以增强分辨率（10 倍）显示 

4. 按下[Accept]软键盘 
▷ 数据被保存，重量以增强分辨率（10 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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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7.13.11 xBPI 线性化 
设定线性化点可以让测量范围优化成为一条直线。标准的线性化过程如下： 
要求： 
- 选择了 xBPI 协议（见 7.13.2） 
- 选择了 xBPI 秤称量点（见 7.13.3） 
- 称量平台已设定（见 7.13.4） 
- 在[Conf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 - [Confirming adjust.]下的
[Weighing point A] - [xBPI-Scale] - [Setup]已设定为手动 
- 设备和秤台间的通讯被激活 
步骤： 
1. 选择 -[Weighing Point]-[xBPI-scale]并确认 

 

2. 按下[Setup]软键盘 
▷ xBPI 秤的参数读取到设备中 

3. 选择[Calibration] – [Linearity: Default]并确认 
▷ 显示第一个需要校正的线性化点 

4. 将显示的重量放置在秤上 
▷ 最后一行以增强分辨率（10 倍）显示偏差 

5. 按下[Accept]软键盘 
▷ 显示第二个需要校正的线性化点 

6. 将显示的重量放置在秤上 
▷ 最后一行以增强分辨率（10 倍）显示偏差 

7. 按下[Accept]软键盘 
▷ 显示第三个需要校正的线性化点 

8. 将显示的重量放置在秤上 
▷ 最后一行以增强分辨率（10 倍）显示偏差 

9. 按下[Accept]软键盘 
▷ 显示第最后一个需要校正的线性化点 

10. 将显示的重量放置在秤上 
▷ 最后一行以增强分辨率（10 倍）显示偏差 

11. 按下[Accept]软键盘 
12.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7.14 校正 Pendeo 数字传感器 
7.14.1 一般信息 

数字传感器在出厂前根据德国汉堡工厂当地的重力加速度(9.81379 m/s2)校
正。传感器的校正数据是不同的。只有在仪器中可以根据安装地点的重力加
速度进行调整并且进行写保护(见 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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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定计量应用中，选择设定是需要考虑到测试/认证证书中写明的法定要求
和环境要求。要连接数字传感器（xBPI 传感器），固件版本必须高于 3.10
版。 
可用的接口请在 - [Show HW-slots]下查看。 

7.14.2 选择并配置 RS-485 接口 
1. 选择 -[Serial ports parameter]-[xBPI-Port]并确认 

▷ 显示以下窗口 

 

2. 选择需要的接口并确认 

 

3. 按下[param]软键盘 
▷ 显示以下窗口 

 

4. 选择[Baudrate]并确认 
▷ 显示选择窗口 

5. 选择”19200 bd”并确认 
6. 选择[Stopbit]并确认 

▷ 显示选择窗口 
7. 选择”1”并确认 
8.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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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3 选择传感器型号 
1. 选择 -[Weighing point]-[Weighing point A]并确认 
2. 选择”Pendeo Load Cells”并确认 

 

3.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7.14.4 校正步骤 
在校正过程中，传感器内的数据不会发生任何改变，校正数据和参数都存储
在仪表中。连接传感器的序列号也会被监测到。 
进行校正时，依照以下步骤： 
- 搜索传感器，见 7.14.5 
- 指派传感器，见 7.14.6 
- 重新校正：最大负载及重量单位，秤的分度，空载，CAL 重量，见 7.14.7 
- 如有必要进行四角误差修正，见 7.14.10.3 
 
注意事项： 
称重点校正的更多信息，见 7.12.3 

 
7.14.5 搜索传感器 

1. 选择 -[Weighing point]-[Weighing point A] 

 

2. 按下[Assign]软键盘 
▷ 显示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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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Search]软键盘 
▷ 显示以下窗口： 

 

4. 按下[Continue]软键盘开始新的搜索，按下[Cancel]软键盘接受并显示当前
值 
▷ 显示一个带有传感器信息的窗口 
[Type] 
传感器型号 
[No of LC] 
传感器数量 
[LC 1…n] 
传感器序列号/名称 
[WP Serial number] 
称重点序列号，搜索后显示 

5. 按下[View]软键盘 
▷ 显示传感器的项目号、序列号和负载 

6. 选择需要的传感器并按下[Info]软键盘 
▷ 显示传感器数据 

 
注意事项： 
如果已经指派的传感器名称，见 7.14.8，即可通过[by name]软键盘切换。 

 
7.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设定 

7.14.6 指派传感器 
在此菜单下，各个传感器（的序列号）可以被指派到其安装位置。这在校正
空载（每个传感器的负载分布）、四角误差修正和传感器更换时非常有用。
传感器指派的例子如下： 
 
注意事项： 
在更换传感器时，应当记录指派的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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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eo Truck 数字式汽车衡传感器 Pendeo 数字式过程传感器 

 

 
 

通过 -[Weighing point]-[Weighing point A] - [Assign] – [View]进入菜单 
1. 卸载秤 
2. 按下[Assign]软键盘 
3. 按下[Continue]软键盘重设空载信息并开始指派步骤 
4. 按下[Cancel]软键盘停止指派，传感器通过放置最小重量（大约 50 kg）

指派 
5. 将重量放置在会被指派为 1 号的传感器/角落，设备一旦检测到重量变化，

就会选择相应行。 
6. 按下 确认指派的第一个传感器 
7. 去除重量 
8. 在第 2…4 个传感器上重复上述步骤。 
9. 按下[Accept]软键盘 
10.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 
11. 按下[View]软键盘 
12. 检查四角误差（空载下），见 7.14.10.1 
13.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 

7.14.7 校正传感器 
通过 -[Weighing point]-[Weighing point A] - [Assign]进入菜单 
 
注意事项： 
[Modify]菜单项仅用于微小的更改，（例如改变空载/预负载，改变空载/预负
载和/或最大值的 mV/V 值，改变秤的分度），否则请选择[New]菜单项。 
 
例子： 
单个传感器的最大量程 Emax = 50 t 
传感器数量：4 
最大：200.000 t 
秤分度：0.020 t 
空载：空 
CAL 重量：11.000 t 
步骤： 
1. 按下[Calib]软键盘 

▷ 显示窗口 
传感器最大量程的总和是出厂设定：4 x 50 t= 200 t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试运行 

131 
 

2. 按下[New]软键盘 
▷ 校正开始前，数据都设定为出厂设置，会有提示窗口出现 

3. 按下[Yes]软键盘重设四角误差并继续校正 
▷ 显示校正窗口 

4. 输入认证参数 
[Local gravity] 
输入当地的重力加速度（此例中为德国汉堡的重力加速度：9.81379m/s2），
在 http://www.ptb.de/cartoweb3/SISproject.php 上可查询各地重力加速
度。 
[Number of platforms]（仅出现在连接 Pendeo Truck 汽车衡传感器时） 
连接 8 个传感器时需要输入平台的数目 
[Number of vessel feet]（仅出现在连接 Pendeo Process 过程传感器时） 
连接罐腿的数量 

 
注意事项： 
罐腿数量和使用的传感器数量可能有所不同，例如 4 个罐腿使用 3 个传感器
和 1 个枢轴。 

 
[Max] 
默认最大秤量 Max 为传感器量程（Emax x 传感器数量）。 
最大秤重 Max 决定了不含空载的最大测量重量。一般来说，最大秤量
Max 必须小于传感器量程（最大量程 x 传感器数量）减去空载，以防止
传感器过载。 
输入最大秤量，含小数点（此例中为 200.000 t） 
按下 键可切换重量单位。 
[Scale interval] 
选择秤分度(1 d)（此例中为 0.020 t），根据最大秤量会计算秤的分度数
(d)。 
[Dead load] 
将空的秤重量作为空载（一般情况） 
- 清空秤 
- 按下[by load]软键盘 

 
注意事项： 
如果知道空载值，可以直接写入覆盖[by value] 

 
[CAL weight] 
- 在秤上输入 CAL 重量，输入带小数点的值（此处为 11.000 t） 
- 按下[Ok]软键盘，去除 CAL 重量 
[Corner correction] 
如有需要进行四角误差修正，见 7.14.10.3 章 

 
注意事项： 
在校正过程中，可按下 键显示 10 倍分辨率，5 秒后，显示自动切回正常
分辨率。如果需要立刻切换回正常分辨率，可按 键。 

 
5. 按下 退出菜单 

  

http://www.ptb.de/cartoweb3/SISprojec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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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8 指派传感器名称 
在此菜单中，传感器除了可以指派序号和序列号外，还能指派名称 
通过 -[Weighing point]-[Weighing point A] - [Assign] – [LC name]进入菜单。 

 

1. 选择行，用键盘输入名称（最大 20 个字母字符）并确认 
2. 传感器 2…4 用相同方法输入 
3. 按下 退出菜单并确认 

7.14.9 服务功能 
在这个菜单下，可禁用损坏的传感器并激活更换好的新传感器 
通过 -[Weighing point]-[Weighing point A] - [Assign] – [Service]进入菜单。
出现服务窗口： 

 

显示连接传感器的项目号、序列号、空载和当前重量。 
7.14.9.1 禁用传感器 

传感器如果损坏，可以禁用。重量将分布到剩下的其它传感器上。 
 
注意事项： 
对于汽车衡：汽车必须移动到秤台的中央，以平均分布重量。 

 
1. 选择损坏传感器并确认，禁用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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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Accept]软键盘。 
▷ 重量单位位置将出现警告符号 

 

7.14.9.2 激活传感器 
1. 插入并安装新的传感器后，选择禁用行的传感器并确认 
2. 按下[Accept]软键盘 

▷ 开始搜索过程，检测新的传感器 

7.14.10 四角误差修正 
7.14.10.1 检查四角误差（空载下） 

 
注意事项： 
不同结构的秤要注意以下方面： 
- 非对称结构的秤无需进行四角误差修正 
- 对称结构的秤可能需要进行四角误差修正 
 
在指派和校正传感器后，传感器位置已经得到了清晰的定义。 

7.14.10.2 机械四角误差修正 
如果负载没有能平均分布在各个传感器上，例如平台有摇摆时，就需要执行
四角误差的机械修正。 
传感器上的空载四角误差可以使用垫片来修正，如果连接了两个平台组合，
必须对平台分别进行四角误差修正。 
更精确的校正可以通过软件四角误差修正来进行，见 7.14.10.3 

7.14.10.3 软件四角误差修正 
四角依次加载重量时，显示器上应显示同样的数值。如有偏差则意味着秤有
倾斜或传感器上的力被分流。 
如果无法对秤仔细调节水平来消除这个偏差，可以用软件进行校正。 
通过 -[Weighing point]-[Weighing point A] - [Assign]进入菜单 
1. 按下[Modify]软键盘 
2. 选择并确认[Corner correction] 
3. 设定秤结构上的 CAL 重量 

▷ 当前位置（例如 LC 4）被点亮 
4. 确认位置 

▷ 有勾选 □✓  
5. 去除 CAL 重量 
6. 在其它传感器上重复步骤 3…5，可任意选择传感器的顺序。 
7. 如果所有传感器被同时加载重量，按下[Calc]软键盘开始四角误差修正。 

▷ 总重量不会更改，但是对于每个传感器上的作用被修正。四角误差修
正完成后，会显示”OK” 

8.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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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11 终止/保存校正 
按下 键可终止校正。 
在使用[New]校正时，除非校正过程中所有数据都被确认，否则会出现以下提
示： 

 

1. 按下[Yes]软键盘退出校正 
2. 确认  

▷ 出现提示窗口 

 

3. 按下[Save]软键盘保存更改的校正数据 
▷ 显示”Save calibration” 

4. 如果不想更改数据，按下[Undo]软键盘 
▷ 秤回到选择菜单，离开菜单时会显示”Exit calibration”。 

5. 校正完成后，将 CAL 开关切换到关闭位置，见 7.1.3.1 

7.14.12 参数输入 
通过 -[Weighing point]-[Weighing point A] - [Assign] – [Calib] – [Param]进
入菜单 

 

[Ambient conditions] 
此参数用于定义秤的环境条件，可选择：非常稳定、稳定、不稳定、非常不
稳定 
[W&M] 
设定法定计量模式 
 
注意事项： 
PR5230 系列变送器不可认证校正 
 
[Unbal. Check deviat.] 
平均偏差>0 时激活合理性检查，计算单个传感器的平均偏差。设定范围：
0…100% 
[Standstil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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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still time]和[Standstill range] 用于定义秤的稳定性。 
[Standstill time]可输入秒，范围为: 0.00…2 s。如果设置为 0，则表示不检查
稳定。稳定时间必须大于测量时间。 
[Standstill range] 
只要重量波动保持在该范围内，则该设备被确定为稳定。[Standstill range]允
许的输入范围为：0.01…10.00 dc。 
[Tare timeout] 
去皮/清零超时无法执行命令。（例如秤机械不稳定，设置过滤器错误，分辨
率过高，稳定条件太严格）。输入秒，范围为: 0.0…<2.5>…25 s。设置为 0.0
时，仅在秤已经稳定后去皮。 
[Zeroset range] 
校准过程中设定一个由空载确定零点的±范围，在此范围内 
- 点击设定零点键（或其它相关的外部命令）可将显示的毛重设置为零，并
且 
- 激活零位自动追踪 
设定范围：0.00…10000.00 d 
在法定计量模式下输入值必须≤最大秤量 Max 的 2 %，例如 3000e 的 III 级
秤为 60 d。 
[Zerotrack range] 
零位自动追踪补偿的偏差范围，设定为 0.25…10000.00 d。 
在法定计量模式下必须输入 0.25 d。 
[Zerotrack step] 
如果重量变化超出了调整值，自动追踪功能将无法运行。 
自动追踪的补偿增量为 0.25…10 d.法定计量模式下必须输入 0.25 d。 
[Zerotrack time] 
零位追踪的时间间隔：设定范围：0.1…25 s。设置为 0.0 秒即关闭追踪。 
法定计量模式下必须输入 1 秒。 
[Overload] 
最大秤量以上不会报错的称重范围，设定范围：0 d ... 9999999 d。 
法定计量模式下必须设定最大 9 d = e 
[Minimum weight] 
最小重量是指能触发打印命令的最小重量。设定范围为：0 d ... 9999999 d。 
法定计量模式下必须设定输入至少 20 d。 
[Range mode] 
可选择：<Single range>；Multiple range；Multi-interval 
秤的范围选择请参阅 7.12.15.2 和 7.12.15.3 章节。 
按下 键退出菜单并保存更改。 

7.14.13 后续空载修正 
如果由于例如空载减少、空载增加或机械更改等原因，造成料罐/平台重量的
改变高于清零范围，将导致自动归零跟踪和手动清零功能无法实现。 

 

要查看零点跟踪或零点设定已经使用的范围，可在[Calibration]下按 键，这
也同时会以 10 倍分辨率显示重量值，可以再次按下 键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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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秤不可加载重量！ 
 
如果已经使用了整个零点设定范围，您仍然可以在随后修正空载而无需改变
其它校正数据/参数。可以通过 -[Weighing point]-[Weighing point A] - 
[Assign] – [Calib] – [Modify]进入菜单，用[Dead load]中的[by load]选项进行。
（见 7.14.7） 

7.14.14 显示称重点序列号 
通过 -[Weighing point]-[Weighing point A] - [Assign] – [Search] 搜索可以
显示相应称量点序列号 

7.15 一般参数设定 
与称重电子元件不相关的参数设定分为几个部分： 
- 串行口[Serial ports parameter] 
- 时间和日期[Date & Time] 
- 操作参数[Operating paramenter] 
- 打印参数[Printing parameter] 
 
注意事项： 
只有 -[Operating parameter]-[Application]选择了”标准”后，以下菜单项才可
用。 
 
- 总线参数[Fieldbus parameter] 
- 网络参数[Network parameter] 
- 配置显示[Display items] 
- 配置限值[Limit parameter] 
 
注意事项： 
只有 -[Operating parameter]-[Application]选择了”标准”后，以下菜单项才可
用。 
 
- 配置数字输入和输出[Digital i/o parameter] 
 
注意事项： 
只有 -[Operating parameter]-[Application]选择了”标准”后，以下菜单项才可
用。 
 
- 配置模拟输出[Analog output parameter] 

7.15.1 选择和配置串行口 
串行口在此菜单项中设置 

 

▶ 选择 -[Serial ports parameter]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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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以下窗口： 

 

7.15.1.1 打印机协议 

 

1. 选择[Printer]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2. 选择需要的接口并确认 
▷ 出现选择接口 

 

3. 按下[Param]软键盘设定参数 
▷ 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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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参数并确认 
5. 在各个选择窗口选择并确认需要的打印机设置 
6. 按下 回到上一级窗口 
7. 按下[Config]软键盘设定打印机 

▷ 出现以下窗口 

 

8. 选择参数并确认 
9. 在各个选择窗口选择并确认需要的打印机设置 
10. 按下两次 退出菜单并保存 

7.15.1.2 远程显示协议 

 

1. 选择[Remote display]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2. 选择需要的接口并确认 
▷ 出现选择接口 

 

3. 按下[Param]软键盘设定参数 
▷ 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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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Baudrate]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5. 选择需要的传输速度并确认 
6. 选择[Mode]并确认 
7. 如果连接有多个远程显示，选择”Multiple transmitters”模式。如果仅一台

机器连接一个远程显示（通常情况下），[Mode]需要选择’Single 
transmitter” 

8. 输入特定的设备地址，（此例中为 A）和后续设备的地址（此例中为 B）
并确认 

9. 按下两次 退出菜单并保存 
7.15.1.3 Modbus RTU 协议 

 

1. 选择[Modbus RTU]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2. 选择需要的接口并确认 
▷ 出现选择接口 

 

3. 按下[Param]软键盘设定参数 
▷ 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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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Baudrate]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5. 选择需要的传输速度并确认 
6. 选择[Parity]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7. 选择需要的奇偶性并确认 
8. 输入[Slave ID]并确认 
9. 输入并确认从端地址（此例为 65） 
10. 按下两次 退出菜单并保存 

7.15.1.4 SMA 协议 

 

1. 选择[SMA]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2. 选择需要的接口并确认 
▷ 出现选择接口 

 

3. 按下[Param]软键盘设定参数 
▷ 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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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Baudrate]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5. 选择需要的传输速度并确认 
6. 按下两次 退出菜单并保存 

7.15.1.5 EW-Com 协议 

 

1. 选择[EW-Com]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2. 选择需要的接口并确认 
▷ 出现选择接口 

 

3. 按下[Param]软键盘设定参数 
▷ 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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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Protocol]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V1 = 用于旧的通讯程序 
V2 = 用于配料控制器 
V3 = 用于 OPC 

5. 选择需要的协议 
6. 选择[Baudrate]并确认 
7. 选择需要的传输速度并确认 
8. 选择[Bits]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9. 选择需要的位数量并确认 
10. 输入[Slave ID]并确认 
11. 输入地址(A-Z)并确认 
12. 按下两次 退出菜单并保存 

7.15.1.6 xBPI 协议 

 

1. 选择[xBPI-Port]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2. 选择需要的接口并确认 
▷ 出现选择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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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Param]软键盘设定参数 
▷ 出现以下窗口 

 

4. 选择[Baudrate]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5. 选择需要的传输速度并确认 
6. 选择[Stopbits]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7. 选择需要的停止位并确认 
8. 按下两次 退出菜单并保存 

7.15.2 日期和时间 
日期和时间在此菜单项中设置 

 

1. 选择[Date & Time]并确认 

 

2. 选择数字并用键盘输入覆盖，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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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数字并用键盘输入覆盖，确认 
4.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 

7.15.3 操作参数 
操作参数在此菜单项中设置。 
通过 -[Operating parameter]打开菜单。 

 

[Application] 
应用程序选择：标准；EasyFill 
[Address] 
输入设备地址，例如用于打印等 
输入 A…Z 
[PIN] 
可设定访问密码保护系统设置不受非法篡改。 
输入：最大 6 位数字 
只要在这个菜单中，就可以根据要求覆盖值。如果[PIN]设定为 0，不会显示
访问密码提示。 
 
注意事项： 
超级密码 
如果丢失了 PIN 码，设置菜单可使用超级密码”212223”解锁 
 
[Sequence number] 
顺序号（打印工作的计数）会自动增加（最大 999999999），可在此处重置。
顺序号也可以显示在打印输出中（可选） 
 
注意事项： 
只有 -[Operating parameter]-[Application]选择了”标准”后，以下菜单项才可
用。 
 
[SetTareKey] 
可选：禁用；去皮和重设皮重；去皮和再次去皮 
去皮功能（通过 VNC/网络浏览器）可以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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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e & reset tare]去皮和重设皮重指如果未去皮设备将去皮，如果已去皮设
备将重设皮重 
- [tare & tare again]去皮和再次去皮指每次给出去皮指令，便应用皮重存储中
的即时值，并且将净重显示切换到 0 
设定为[disable]禁用时，去皮键无功能 
[SetZeroKey] 
可选：禁用；仅在未去皮时；清零时重设皮重 
清零键（通过 VNC/网络浏览器）可以设置为在[only when not tared]仅未去
皮时到毛重模式或者自动切换[reset tare on zeroset]清零时重设皮重到毛重
模式。 
如果这些设置下清零键没有任何作用，是因为配置的清零范围（空载下零点
范围的设定）由于前次清零操作和/或自动清零设置已经被使用。 
这项清零设置可禁用。 
按下 回到设置菜单。如果参数更改，会出现以下提示窗口： 

 

[Yes]保存数据，[No]退出菜单，不保存更改。 

7.15.4 打印参数 
 

注意事项： 
只有 -[Operating parameter]-[Application]选择了”标准”后，以下菜单项才可
用。 
 
打印参数在此菜单下设置 
通过 -[Printing parameter]打开菜单。 

 

[Printing mode] 
打印模式，可选：触发（触发一次打印输出）、循环，循环实现 
[Printing interval] 
打印间隔，此菜单项仅在打印模式选择[Cyclic]循环和[Cyclic enable]循环实现
时可用，输入：1…250 
[Printing interval unit] 
打印间隔时间单位，可选：秒；分；小时；测量时间 
[Printlayout Ite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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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格式 1…6 行，可选：-none-（无打印输出，如果打印元素少于 6 行时选
择），毛重，净重，日期和时间（打印格式 DD.MM.YYYY HH:MM:SS），顺
序号（单次打印的计数，最大 6 位数字，#000001 到#999999），CR/LF（墨
盒回退和进纸），设备地址，显示重量，换页符 

 
注意事项： 
如果选择了[OIML]、[NTEP]或[NSC]，只有满足特定条件才可打印。 
重量在<>中显示，[NTEP]或[NSC]下，毛重以 G 或 B 标记。 
 
按下 回到设置菜单。如果参数更改，会出现以下提示窗口： 

 

[Yes]保存数据，[No]退出菜单，不保存更改。 
如果连接并配置了打印机（见 7.15.1.1），可通过依次按下 和 键切换打
印输出配置。 

7.15.5 总线参数 
总线参数在此菜单下设置 
通过 -[Fieldbus parameter]打开菜单。 
仅在安装了总线卡之后此菜单可用，根据安装的选项卡不同会自动显示不同
协议： 
- [Profibus-DP]用于 PR1721/41 
- [Interbus-S]用于 PR1721/42 
- [DeviceNet]用于 PR1721/44 
- [CC-link]用于 PR1721/45 
 
注意事项： 
总线卡不支持 EasyFill 应用 
 
- [Profinet I/O]用于 PR1721/46 
- [Ethernet-IP]用于 PR1721/47 
例如： 
PR1721/46 Profinet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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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各参数取决于总线类型 
 
按下 回到设置菜单。会出现以下提示窗口： 

 

[Yes]保存数据，[No]退出菜单，不保存更改。 
7.15.5.1 用于 S7 的 Profibus-DP 设定 

要求： 
- 安装了 PR1721/41 Profibus-DP 卡 
- 参数被选择并保存 
卡测试： 
设备显示总线卡的状态 
在  - [HW Slots] - [Slot 2]中可显示所有输入和输出 
步骤： 
 
注意事项： 
更多细节可以在补充应用手册”如何…”中获得。（请向
technical.support.hh@minebea-intec.com 咨询获取） 

 
1. 与 PLC 建立通讯（此例中为 SIEMENS S7-300/400 或 S7-1500） 
2. 在”SIMATIC MANAGER”中建立/打开一个新项目 
3. 从 CD 中载入”sarto5230.gsd”文件，并在设计环境中安装 
4. 将 PR5230 设备加入到项目中并指派 I/O 范围 

 
注意事项： 
见”I/O 空间描述”，例如： 
需要读取毛重。I/O 空间 = 8 字节，从 0 - 7 

 
7.15.5.2 用于 Rockwell 工作站的 DeviceNet 设定 

要求： 
- 安装了 PR1721/44 DeviceNet 卡 
- 参数被选择并保存 
卡测试： 
设备显示总线卡的状态 
在  - [HW Slots] - [Slot 2]中可显示所有输入和输出 
步骤： 
 
注意事项： 
更多细节可以在补充应用手册”如何…”中获得。（请向
technical.support.hh@minebea-intec.com 咨询获取） 

 
1. 使用”硬件安装工具”注册文件”sag_5230.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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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目录中选择并插入设备到 I/O 配置中 
 

注意事项： 
见”I/O 空间描述”，例如： 
需要读取毛重。I/O 空间 = 8 字节，从 0 - 7 

 
7.15.5.3 用于 S7 的 ProfiNet I/O 设定 

要求： 
- 安装了 PR1721/46 Profinet I/O 卡 
卡测试： 
设备显示总线卡的状态 
在  - [HW Slots] - [Slot 2]中可显示所有输入和输出 
步骤： 
 
注意事项： 
更多细节可以在补充应用手册”如何…”中获得。（请向
technical.support.hh@minebea-intec.com 咨询获取） 

 
1. 与 PLC 建立通讯（此例中为 SIEMENS S7-300/400 或 S7-1500） 
 
注意 
潜在网络问题 
▶硬件配置和指派/下载前必须指派唯一的设备名称 

 
2. 在 -[Fieldbus parameter]下输入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并确认 
3. 将 PR5230 设备加入到项目中并指派 I/O 范围 

 
注意事项： 
见”I/O 空间描述”，例如： 
需要读取毛重。I/O 空间 = 8 字节，从 0 - 7 

 
4. 将名称指派到 PR5230 

7.15.5.4 用于 Rockwell 工作站的 Ethernet-IP 设定 
要求： 
- 安装了 PR1721/47 Ethernet-IP 卡 
卡测试： 
设备显示总线卡的状态 
在  - [HW Slots] - [Slot 2]中可显示所有输入和输出 
步骤： 
 
注意事项： 
更多细节可以在补充应用手册”如何…”中获得。（请向
technical.support.hh@minebea-intec.com 咨询获取） 

 
1. 在 -[Fieldbus parameter]下输入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并确认 
2. 使用”硬件安装工具”注册”sag_5230_Ethernetip.eds”文件 
3. 从目录中选择并插入设备到 I/O 配置中 

 
注意事项： 
见”I/O 空间描述”，例如： 
需要读取毛重。I/O 空间 = 8 字节，从 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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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6 网络参数 
在这个菜单下，您可以设定网络连接的参数（内置 LAN 适配器） 
通过 -[Network parameter]打开菜单。 

 

[HW address] 
此参数由设备指定，不可更改。 
[Hostname] 
 
注意 
潜在网络问题 
▶ 在网络中的主机名称必须唯一 
 
用户指定的设备名称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字符数量：最小 2 位，最大 24 位 
- 第一位字符必须是字母，不可使用空格 
- 可使用 0-9，A-Z（不区分大小写） 
- 可使用”-“或”.”，但不可用于首位或末位 
输入：通过键盘 
[DHCP] 
如果勾选了 □✓ ，系统会自动获取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缺省网关。 
如果没有勾选□，请协同网络管理人员设定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缺省网关。 
[VNC client] 
此地址可以用于设定远程访问接口的访问权，见下表： 
 
用户 地址 描述 
VNC 客户端 0.0.0.0 不允许通过 VNC 访问 
VNC 客户端 172.24.21.101 仅允许通过此地址的客户端机器访问 
VNC 客户端 172.24.21.255 可从任意地址范围在 172.24.21.1 – 254

的客户端访问 
VNC 客户端 255.255.255.255 可从任意地址客户端访问 

 
注意事项： 
设定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缺省网关时请联系您的网管 
 
按下 回到设置菜单并保存。 

7.15.7 配置显示 
显示行可在此菜单下配置。 
通过 -[Display items]打开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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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行不可更改。可能设置见 3.4.3.3 

7.15.8 配置限值 
 
注意事项： 
只有 -[Operating parameter]-[Application]选择了”标准”后，以下菜单项才可
用。 
 
限值参数在此菜单项下设置。 
每个限值包括了一个滞后定义的打开点和关闭点。这 3 对值必须以同样的原
则输入。限值永远相对于毛重值。限值的 SPM 地址请参见 13.4 章节。 

 
注意 
xBPI 称重点的限值由秤决定 
输入限值时秤必须激活。 
▶ 配置后秤和仪器不可再更改 
▶ 需要的配置为：[Weighingpoint/xBPI-Scale] - [Setup] - 
[Configuration] - [Application settings] - [Number of units]设置为”1 weight” 
 
在  - [Limit parameter]下定义限值参数 

 

配置必须依照以下顺序： 
1. 定义限值 
2. 定义动作 
3. 确定条件 
4. 保存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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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8.1 定义限值 
举例 1： 

 

限值 1 的输出信号（Limit 1 out）在重量(Wgt)900 kg 以上关闭 
限值 2 的输出信号（Limit 2 out）在重量(Wgt)290 kg 以下关闭 
这两个信号都有 10 kg 的滞后。 
在断电的情况下，所有输出会回切换到关闭(OFF)，表示同时欠充和过充。 
举例 2： 

 

如果限值 1 和 2 在开启和关闭时相同(On = Off), 
- 如果重量(Wgt)超过这个值，开关输出 1（Limit 1 Out）开启 
- 如果重量(Wgt)降低到这个值以下，开关输出 2（Limit 2 Out）关闭 

 

1. 选择适当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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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键盘输入并确认需要的值（此画面是举例 2 的输入） 
7.15.8.2 定义动作 

下表中列出了可能的动作，在[Action]动作中选择。 
 
功能 SPM 位 描述 
-no action- --- 无功能 
set marker 1 X64=1 设定标记 1 
set marker 2 X65=1 设定标记 2 
set marker 3 X66=1 设定标记 3 
clr marker 1 X64=0 清除标记 1 
clr marker 2 X65=0 清除标记 2 
clr marker 3 X66=0 清除标记 3 
 
注意事项： 
限值可以直接在 I/O 参数中指派到输出 
 
标记可以设定用于所有限值（画面为举例 2 设置） 

 

1. 使用光标选择高亮需要设置限值的动作行 
▷ 出现选择窗口 

 

2. 选择并确认相应限值标记的行（此例中，标记 1 设定在超过 900 kg 时） 
3. 如有需要，选择其它标记并确认 

7.15.8.3 确定条件 
另外，标记上还可以指派一个[Condition]条件。 
下表列出了可能的条件，在[Condition]条件中选择. 
 
功能 SPM 位 描述 
no condition --- 无条件 
actual diginp 1 X00 = 0 数据输入 1：未激活 
actual diginp 2 X01 = 0 数据输入 2：未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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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SPM 位 描述 
actual diginp 3 X02 = 0 数据输入 3：未激活 
actual limit 1 X16 = 0 限值信号 1：未激活 
actual limit 2 X17 = 0 限值信号 2：未激活 
actual limit 3 X18 = 0 限值信号 3：未激活 
ADC error X32 = 0 称量点一般错误：未激活（无错误） 
above Max X33 = 0 最大秤量以上重量：未激活 
overload X34 = 0 最大秤量以上重量加过载值：未激活 
below zero X35 = 0 重量不在零点之下 
center zero X36 = 0 重量不在零点的 1/4d 内 
inside ZSR X37 = 0 重量不在零点设定范围之内 
standstill X38 = 0 稳定未激活 
out X39 = 0 重量不在零点以下或最大秤量以上 
command error X48 = 0 仅供内部使用 
command busy X49 = 0 仅供内部使用 
power fail X50 = 0 通电后设定（=断电）：未激活 
test active X56 = 0 模拟测试未开始 
cal active X57 = 0 仅供内部使用 
tare active X58 = 0 仪器未去皮 
marker bit 1 X64 = 0 标记位 1 未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marker bit 2 X65 = 0 标记位 2 未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marker bit 3 X66 = 0 标记位 3 未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actual diginp 1 X00 = 1 数据输入 1：激活 
actual diginp 2 X01 = 1 数据输入 2：激活 
actual diginp 3 X02 = 1 数据输入 3：激活 
actual limit 1 X16 = 1 限值信号 1：激活 
actual limit 2 X17 = 1 限值信号 2：激活 
actual limit 3 X18 = 1 限值信号 3：激活 
ADC error X32 = 1 称量点一般错误 
above Max X33 = 1 最大秤量以上重量 
overload X34 = 1 最大秤量以上重量加过载值 
below zero X35 = 1 重量在零点之下 
center zero X36 = 1 重量在零点的 1/4d 内 
inside ZSR X37 = 1 重量在零点设定范围之内 
standstill X38 = 1 稳定激活 
out X39 = 1 重量在零点以下或最大秤量以上 
command error X48 = 1 仅供内部使用 
command busy X49 = 1 仅供内部使用 
power fail X50 = 1 通电后设定（=断电） 
test active X56 = 1 模拟测试未开始 
cal active X57 = 1 仅供内部使用 
tare active X58 = 1 仪器去皮 
marker bit 1 X64 = 1 标记位 1 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marker bit 2 X65 = 1 标记位 2 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marker bit 3 X66 = 1 标记位 3 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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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光标选择高亮需要设置限值的条件行 
▷ 出现选择窗口 

 

2. 选择并确认相应的行（此例中，稳定被激活） 
3. 如有需要，选择其它条件并确认 

7.15.8.4 保存参数 
▶ 按下 退出菜单 

7.15.9 配置数字输入 
可分别确认三个输入的信号从 0-1(on)和 1-0(off)信号改变的动作。 
数字输入可与采取动作前必须满足的条件相连接。 
在  - [Digital i/o parameter]下定义数字输入的参数。 

 
注意事项： 
只有 -[Operating parameter]-[Application]选择了”标准”后，以下菜单项才可
用。 
 

 

配置必须依照以下顺序： 
1. 定义动作 
2. 确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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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存参数 
7.15.9.1 定义动作 

下表中列出了可能的动作，在[Input 1/2/3 on/off]的动作中选择。 
 
功能 SPM 位 描述 
-no action- --- 无功能 
set marker 1 X64=1 设定标记 1 
set marker 2 X65=1 设定标记 2 
set marker 3 X66=1 设定标记 3 
select net X72=1 选择净重 
set zero X112=1 选择零点 
set tare X113=1 选择皮重 
reset tare X114=1 重设皮重 
set test X115=1 激活模拟测试 
reset test X116=1 结束模拟测试 
reset PWF X117=1 重启断电 
set fixtare X118=1 设定固定皮重（使用 D31 地址中的值

作为皮重值） 
get fixtare X119=1 将毛重值作为固定皮重保存到 D31 地

址中 
clr marker 1 X64=0 清除标记 1 
clr marker 2 X65=0 清除标记 2 
clr marker 3 X66=0 清除标记 3 
select gross X72=0 将毛重值保存到 D11 地址 
 
所有数字输入都可以选择动作（位选择） 

 

1. 使用光标选择需要修改的行（此处为 Input 1 on）并确认。 
定义 Input 1 向上沿的动作（此例中，当输入信号从 0 变到 1 时，生成一
个去皮命令） 
相应可以定义向下沿的动作。 
▷ 出现选择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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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并确认适当的行 
3. 如果需要，选择其它动作（设定位）并确认 

7.15.9.2 确定条件 
为每个数字输入选择动作可以与其条件相结合，在信号从 0-1(on)或 1-0(off)
更改时必须满足。条件选择的列表可见 7.15.8.3 章节 
选择[no condition]即没有定义条件。动作直接执行。 

 

1. 选择并确认需要更改参数的条件行 
▷ 出现选择窗口 

 

2. 选择并确认适当的行（例如此处如果输入 1 从 0 更改到 1，[Input 1 on]，
并且[Condition]条件满足 limit 1 out 被激活，那就触发去皮信号） 

3. 如有需要，选择其它参数的条件并确认 
7.15.9.3 保存参数 

▶ 按下 退出菜单 

7.15.10 配置数字输出 
从列表中选择信号可配置[Output 1]到[Output 3]的功能。 
输出设定到相应的状态。 
输出功能选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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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SPM 位 描述 
no condition --- 无条件 
actual diginp 1 X00 = 0 数据输入 1：未激活 
actual diginp 2 X01 = 0 数据输入 2：未激活 
actual diginp 3 X02 = 0 数据输入 3：未激活 
limit 1 out X16 = 0 限值信号 1：未激活 
limit 2 out X17 = 0 限值信号 2：未激活 
limit 3 out X18 = 0 限值信号 3：未激活 
ADC error X32 = 0 称量点一般错误：未激活（无错误） 
above Max X33 = 0 最大秤量以上重量：未激活 
overload X34 = 0 最大秤量以上重量加过载值：未激活 
below zero X35 = 0 重量不在零点之下 
center zero X36 = 0 重量不在零点的 1/4d 内 
inside ZSR X37 = 0 重量不在零点设定范围之内 
standstill X38 = 0 稳定未激活 
out X39 = 0 重量不在零点以下或最大秤量以上 
command error X48 = 0 仅供内部使用 
command busy X49 = 0 仅供内部使用 
power fail X50 = 0 通电后设定（=断电）：未激活 
test active X56 = 0 模拟测试未开始 
cal active X57 = 0 仅供内部使用 
tare active X58 = 0 仪器未去皮 
marker bit 1 X64 = 0 标记位 1 未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marker bit 2 X65 = 0 标记位 2 未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marker bit 3 X66 = 0 标记位 3 未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actual diginp 1 X00 = 1 数据输入 1：激活 
actual diginp 2 X01 = 1 数据输入 2：激活 
actual diginp 3 X02 = 1 数据输入 3：激活 
limit 1 out X16 = 1 限值信号 1：激活 
limit 2 out X17 = 1 限值信号 2：激活 
limit 3 out X18 = 1 限值信号 3：激活 
ADC error X32 = 1 称量点一般错误 
above Max X33 = 1 最大秤量以上重量 
overload X34 = 1 最大秤量以上重量加过载值 
below zero X35 = 1 重量在零点之下 
center zero X36 = 1 重量在零点的 1/4d 内 
inside ZSR X37 = 1 重量在零点设定范围之内 
standstill X38 = 1 稳定激活 
out X39 = 1 重量在零点以下或最大秤量以上 
command error X48 = 1 仅供内部使用 
command busy X49 = 1 仅供内部使用 
power fail X50 = 1 通电后设定（=断电） 
test active X56 = 1 模拟测试未开始 
cal active X57 = 1 仅供内部使用 
tare active X58 = 1 仪器去皮 
marker bit 1 X64 = 1 标记位 1 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marker bit 2 X65 = 1 标记位 2 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marker bit 3 X66 = 1 标记位 3 设定，通电后标记设定为 0 
 



试运行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158 
 

例如：[Overload]功能 
SPM bit[X34=1] 
功能和输出激活：（例如达到”超载”时，灯被点亮） 
SPM bit[X34=0] 
功能被激活，但输出不激活（例如达到”超载”时，灯熄灭） 
在 -[Digital i/o parameter]下设定数字输出的参数 
 
注意事项： 
只有 -[Operating parameter]-[Application]选择了”标准”后，以下菜单项才可
用。 
 
举例： 

 

1. 选择[Output 1]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重量降至 0 以下(X35=1)时，[Output 1]输出 1 为真（激活）。 
2. 选择[Below zero]并确认 
3. 选择[Output 2]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只要重量不大于 Max(X33=0)，[Output 2]输出 2 就保持(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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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Above Max]并确认 
5. 选择[Output 3]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重量为零±1/4 d(X36=1)时，[Output 3]输出 3 为真(激活)。 
6. 选择[center zero]并确认 

▷ 菜单打开 

 

7.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 

7.15.11 显示限值和数字输入/输出 
7.15.11.1 VNC 显示 

 

状态从右到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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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11.2 设备显示 

 

状态从左到右显示 

7.15.12 配置模拟输出 
称重点的重量值变送到输出中。 
在 -[Analog output parameter]下设定模拟输出的参数 

 

模拟输出可以根据下表配置 
参数表 
菜单项 选择 描述 
[Analog Mode] [no output] 模拟输出未使用 
 [Gross D08] 输出毛重 
 [Net if tared D09] 如果去皮，输出净重；否则输出毛重 
 [Selected ID] 根据 SPM 位 X72 决定输出毛重/净重 
 [Transparent D30] 输出 D30 中的值 
   
[Analog range] [0…20 mA] 输出 0…20mA 
 [4…20 mA] 输出 4…20mA 
   
[Output on error] [0 mA] 设定输出到 0 mA 
 [4 mA] 设定输出到 4 mA 
 [20 mA] 设定输出到 20 mA 
 [hold] 保持最后一个输出值 
   
[Output if < 0] [0 mA] 设定输出到 0 mA 
 [4 mA] 设定输出到 4 mA 
 [20 mA] 设定输出到 20 mA 
 [linear] 输出降低低于 4mA 直到限值(在 4…20 mA 情况下) 
   
[Output if > Max] [0 mA] 设定输出到 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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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A] 设定输出到 4 mA 
 [20 mA] 设定输出到 20 mA 
 [linear] 输出升高高于 20mA 直到达到限值 
   
[Weight at 0/4 mA]  0/4 mA 输出重量值 
[Weght at 20 mA]  20 mA 输出重量值 

按下 退出菜单并保存参数 
 
注意事项： 
调整模拟输出请参阅 9.1.2.1 章节 

 

7.16 系统信息 
此菜单显示系统信息 
您也可以检查输入和输出，见 9.1.2.2 
▶ 按下 访问菜单 
 
注意事项： 

键还有其它功能，见 7.12.2.2 和 7.12.10 章节 
 
7.16.1 显示版本 

 

1. 确认[Show version]显示版本 

 

▷ 显示以下信息： 
[Firmware] 
固件版本号和创建日期 
[PRxxxx-Application] 
应用程序版本号和创建日期 
[BIOS] 
BIOS 版本号和创建日期 
[Board number] 
9 位主板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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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 退回到上一级窗口 

7.16.2 显示状态 

 

1. 选择[Show status]显示状态 

 

▷ 显示以下信息： 
[Free system RAM] 
空余的工作系统内存空间 
[Clock battery] 
状态显示 
ok = 电量可用 
low = 电量过低 
[CAL switch] 
状态显示 
[opened] = 打开，无写保护 
[closed] = 关闭，启用写保护 

2. 按下 退回到上一级窗口 

7.16.3 显示硬件选项 

 

1. 选择[Show status]显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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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以下信息： 
第 1 行 
标准接口，串行口 
第 2 行 
标准接口，模拟输出 
第 3 行 
标准接口，数字 I/O 
第 4 行 
插槽 A，称重元件 
显示称重点序列号和生产日期 

2. 按下 退回到上一级窗口 

7.16.4 显示 Pendeo 数字传感器数据 

 

1. 选择[Show Pendeo data]显示 Pendeo 数据并确认 

 

▷ 出现信息窗口 
[Zero correction](零点修正) 
在此显示使用的修正零点 
[Communication error count](通讯错误计数) 
在此对传感器的通讯错误(时间框架超时)进行计数并显示 
[LC 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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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图显示 

 

棒图显示 3 个区域 
A：空载，可以通过校正更改 
B：Emax 最大量程（传感器的最大量程），包括空载（传感器，无法更改） 
C：包括空载在内的最大秤量（传感器，无法更改） 
不同色彩的含义为： 
红色：重量值在最大秤量以上（过载）或低于-1/4 d 
绿色：重量值在允许范围内 
桔色：重量值在最大量程 Emax（传感器的最大量程）之上 
[no ID] 
隐藏序列号 
[Show ID] 
显示序列号 

2. 选择需要查看的传感器并按下[Info]软键盘 
▷ 显示传感器数据 

 

 
显示 描述 
Model name 型号名称，例如 PR6204/53tC3 
Software version 传感器软件版本 
Load cell serial number 传感器序列号 
Emax 最大量程 
n 最大分辨率 
Y 最小传感器分度值 
Z 最小预负载信号循环 
Overload 高于最大负载的重量 
Overload counter 高于最大负载重量的次数，数字越大，传感器

损坏的几率越大 
Temperature 当前测量温度 
Max. temperature 最大测量温度 
Min. temperature 最小测量温度 
Max. weight value at 显示传感器上受到最大重量日期和时间 
Max. weight value 显示最大重量值 
 

3. 按下 退回到上一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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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产 
8.1 一般信息 

所有的填充功能仅通过’EasyFill”应用程序支持。 
 
注意 
如果电源中断，数据会丢失 
可存储 10 种材料数据，在断电后仍被存储 
▶ 保存材料数据很重要 

 

8.2 开始应用程序 
要求： 
- 必须选择”EasyFill”应用程序，见 7.15.3 章 
步骤： 

 

▶ 按下[Start]软键盘 
▷ 菜单打开 

 

8.3 通过笔记本/VNC 配置 
8.3.1 配置生产模式 

以下模式可以在[Configuration mode]菜单项中配置： 
- 填充模式 
- 交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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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Configuration mode]并确认 

 

2. 选择[Dosing mode]并确认 
▷ 打开选择窗口 

 

3. 选择需要的填充模式(见 8.3.1.3 和 8.3.1.2)并确认 
4. 选择[Interaction mode]并确认 

 

5. 选择需要的交互模式（见 8.3.1.3）并确认 
6. 按下 退回菜单 

▷ 打开选择窗口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生产 

167 
 

 

7. 按下[Yes]软键盘保存更改 
8.3.1.1 净重填充(B1) 

将秤去皮，然后在过程中设定的量将自动加入（粗/细），需配置固定的过冲
值。 
净重 = 毛重 – 皮重 

 
以”粗/细”填充信号进行净重填充的顺序 

 

①去皮： 
当前重量保存作为皮重，净重从 0 开始 
②粗： 
粗填充管（粗+细填充管）开始填充直到到达预
设值 
③细： 
细填充管开始填充直到到达关闭点（过冲点） 
④静止： 
等待过冲量填充完毕，秤达到稳定 
⑤允差检查： 
确定重量并再次检查在允差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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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 净重放空(B4) 
秤自动放空到特定值。其它参数和过程与”净重填充”相对应，见 8.3.1.1 
净重 = 毛重 – 皮重 
皮重 = 毛重 

以”粗/细”填充信号进行净重放空的顺序 

 

①去皮： 
当前重量保存作为皮重，净重从 0 开始 
②粗： 
粗填充管（粗+细填充管）开始放空直到到达预
设值 
③细： 
细填充管开始放空直到到达关闭点（过冲点） 
④静止： 
等待过冲量放空完毕，秤达到稳定 
⑤允差检查： 
确定重量并再次检查在允差范围内 

 
8.3.1.3 交互模式 

您在生产中可以选择以下设备控制/操作模式： 
- [Remote proc. control] 通过 OPC/Modbus 和/或总线 
- [VNC]虚拟网络控制 
下表显示了生产过程开始后各模式的锁定： 
 
模式 VNC OPC/Modbus

远程控制 
总线远
程控制 

数字
输入 

数字
输出 

[Remote proc. control]  X X X X 
[VNC] X    X 

 
8.3.2 配置数字输入和输出 

SPM 地址在[Configuration digital i/o]下指派到数字输入和输出。 
 

注意事项： 
选择的 SPM 地址在系统中必须是唯一，重新启动后，输出和输入的 SPM 不
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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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Configurantion digital IOs]并确认。 

 

2. 选择[Configurantion digital inputs]并确认。 
▷ 打开以下窗口 

 

3. 选择输入 1…3。使用键盘输入并确认相应 SPM 地址%MXxxx（见 13.4） 
 

注意事项： 
用于未使用数字输入的 SPM 地址%MXxxx = 0 

 
4. 按下 退出窗口并保存更改。 

 

5. 选择[Configurantion digital outputs]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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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输出 1…3。使用键盘输入并确认相应 SPM 地址%MXxxx（见 13.4） 
 

注意事项： 
用于未使用数字输出的 SPM 地址%MXxxx = 0 

 
7. 按下 退出窗口并保存更改。 

8.3.3 配置物料 
在[Configuration material]菜单下可配置物料（产品）1…10 

 

1. 选择[Configuration material]并确认 
▷ 出现配置窗口 

 

如果选择物料的参数与当前校正的参数不匹配，会出现错误信息 
2. 按下[OK]软键盘 
3. 按下[Default]软键盘 

▷ 所有值被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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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键盘输入物料名称和值并确认 
[Material ID] 
物料号 1…10 
[Material name] 
输入：物料名称，最多 18 个数字字母 
[Set point] 
输入：设定点 
[Preset] 
输入：从粗切换到细的预设点 
[Overshoot(OVS)] 
输入：物料过冲 
[+/- tolerance] 
输入：高/低于设定点的允差 
[Calming time] 
输入：静止时间 

 

5. 如有需要配置其它物料 
6. 使用[Print all]或[Print]软键盘打印 10 种或已选物料的配置。 
7. 按下 退出窗口 

▷ 出现提示窗口 

 

8. 按下[Yes]软键盘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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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配置打印输出 
在[Configuration printing]菜单下可配置打印输出 

 

1. 选择[Configuration printing]并确认 
▷ 出现配置窗口 

 

2. 选择[Number printouts]，输入 1…10 之间的打印输出数量并确认 
3. 选择[Sequence number]，如有需要更改序列号并确认 
4. 选择[Use NLE]，检查勾选 □✓ E A激活用 Nice Label Express 打印 
5. 选择[Line 1]…[Line 6]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可选：-none-（无打印输出，如果打印元素少于 6 行时选择），物料名
称，毛重，净重，皮重，设定点，日期和时间（打印格式 DD.MM.YYYY 
HH:MM:SS），顺序号（单次打印的计数，最大 6 位数字，#000001 到
#999999），CR/LF（墨盒回退和进纸），换页符 

6. 确认选择 
7. 如有需要按下[Print]软键盘打印输出配置 
8. 按下 退出窗口 

▷ 出现提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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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下[Yes]软键盘保存更改 

8.4 填充 
要求： 
- 称量点已校正 
- 生产模式已配置，见 8.3.1 
- 数字输入和输出已配置（可选），见 8.3.2 
- 物料（产品）已配置，见 8.3.3 
- 打印输出已配置，见 8.3.4 
举例： 
- 填充模式：净重填充(B1) 
- 交互模式：VNC 
- 数字输出 1, 2：SPM 地址%MX1162（粗）/1163（细） 
- 物料号：2 
步骤： 

 

1. 选择[Dosing]并确认 
▷ 出现产品窗口 

 

2. 选择物料号[ID 2] 
3. 按下[Start]软键盘 



生产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174 
 

▷ 物料（产品）开始填充。 
按下[Stop]软键盘可停止过程，可按下[Restart]软键盘重新开始过程。 

4. 一旦到达设定点，还可重新按下[Start]软键盘 

5. 按下 2 次退出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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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扩展功能 
9.1 硬件测试 
9.1.1 串行口 
9.1.1.1 RS-232 接口 

用  - [HW-Slots]打开菜单。 

 

1. 将测试接头（见 18.2 章节）插到 RS-232 接口中 
2. 选择接口并确认 

▷ 显示结果： 
- passed = 完好 
- failed (no data) = 错误 

 

3. 按下 回到上一级菜单 
9.1.1.2 RS-485 接口 

用  - [HW-Slots]打开菜单。 

 

1. 将测试接头（见 18.2 章节）插到 RS-485 接口中 
2. 切换开关到正确位置，见 18.2 章节 
3. 选择接口并确认 



扩展功能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176 
 

▷ 显示结果： 
- passed = 完好 
- failed (no data) = 错误 

 

 

 

4. 按下 回到上一级菜单 

9.1.2 输入和输出 
测试模拟和数字输入和输出有不同的模式： 
- 监测测试模式 
- 内部测试模式 
- 外部测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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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模式 描述 
监测模式 

 

PLC 活动： 
- 系统（工厂）的物理输入直接进入
PLC（应用） 
- 系统（工厂）的物理输出由 PLC（应
用）设定 
- 显示器显示物理输入和输出 

内部模式 

 

PLC 活动： 
- 输入的输入值发送到 PLC（应用） 
- 显示器显示 PLC 输出 
- 系统（工厂）的物理输入和输出失
活成为被动（安全条件下） 

外部模式 

 

PLC 失活： 
- 显示器显示物理输入 
- 可输入输出值 
- 赋予的输出值在物理输出中设定 

 
9.1.2.1 调整模拟输出 

输出电流可进行小范围调整。这在连接 PLC 时额定值有微小偏差时可能会需
要。 
用  - [HW-Slots]打开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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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模拟输出。 

 

2. 按下[Adjust]软键盘 
▷ 第 1 个值的窗口打开 

 

3. 在[Measured]下输入并确认例如连接 PLC 在 4 mA 时测量到的值。 
▷ 第 2 个值的窗口打开 

 

4. 在[Measured]下输入并确认例如连接 PLC 在 20 mA 时测量到的值。 
▷ 提示窗口打开 

5. 按下[Yes]软键盘保存设置，或者按下[No]软键盘保持原来的值。 
▷ 以下窗口打开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扩展功能 

179 
 

 

6. 按下[Reset]软键盘可恢复到出厂设定(4 mA 和 20 mA) 
▷ 提示窗口打开 

 

7. 按下[Yes]软键盘重设到出厂设置，或者按下[No]软键盘保持原输入的值。 
8. 按下 回到上一级窗口 

9.1.2.2 数字输入和输出 
用  - [HW-Slots]打开菜单。 

 

1. 选择并确认需要的行 
▷ 以下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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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模式被打开 
2. 按下[Stop i/o]软键盘 

 

3. 使用键盘输入输入值并确认，输入：0 和 1（例如 111、001） 
▷ 出现信息窗口，内部模式被激活。输入值被模拟用于测试 PLC（应用）
的功能，见 9.1.2 

4. 按下 回到上一级窗口 
5. 按下[Stop PLC]软键盘 

▷ 出现信息窗口 

 

6. 使用键盘输入输出值并确认，输入：0 和 1（例如 111、100） 
▷ 出现信息窗口，外部模式被激活。物理输入和输出（硬件）得到测试，
不涉及 PLC（应用），见 9.1.2 

7. 按下 回到上一级窗口 

9.1.3 通过网络实现的功能 
9.1.3.1 一般信息 

如果设备连接到网络，就可以在例如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网络”中显示。 
双击设备图标就可以在网络浏览器的 WEB 菜单（仅英语）中打开设备。（请
参见 7.10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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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work parameter] – [Hostname]下输入的设备名称，会出现在上方的
括号中。 
[Indicator] 
在状态窗口显示称重点，见 9.1.3.2 
[Indicator pop-up window] 
在状态窗口显示称重点，见 9.1.3.2 
[Configuration printout] 
显示配置打印输出、保存和打印成文本文件，见 9.1.3.3 
[Log files] 
显示日志文件，保存和打印成文本文件，见 9.1.3.4 
[Screenshot] 
显示、保存和打印截屏，见 9.1.3.5 
[Show error Log] 
显示和保存错误日志，见 9.1.3.6 
[Retrieve eventlog Memory] 
如有必要，内存可存储带有时间戳的事件并恢复，见 9.1.3.7 
[Backup of Earom] 
保存及恢复配置和校正数据，见 9.1.3.8 

9.1.3.2 在表格中显示称重点 
1. 在浏览器 WEB 菜单中点击[Indicator]菜单项 

▷ 状态窗口打开显示称重点重量和单位、状态符号 

 

2. 点击浏览器的 后退按钮可退回到 WEB 菜单 
3. 在浏览器 WEB 菜单中点击[Indicator Pop-up window]菜单项 

▷ 打开单独一个状态窗口显示称重点重量和单位、状态符号 

 

4. 点击浏览器的 关闭按钮，回到 WEB 菜单 

9.1.3.3 配置打印输出 
在[Configuration Printout]菜单项中，可以显示、保存和打印输出设备的打印
设置。 

 
注意事项： 
打印输出配置可以通过依次按下 和 键激活，见 7.15.4 

 
1. 在浏览器 WEB 菜单中点击[Configuration Printout]菜单项 

▷ 显示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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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File] - [Save as…] 
3. 新建或打开需要的文件夹 
4. 点击[Save]在文件夹中保存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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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Print] - [File…] 
6. 选择连接的打印机并点击[Print] 

7. 点击浏览器的 后退按钮可退回到 WEB 菜单 

9.1.3.4 日志文件 
在[Logfiles]菜单项中，可以显示、保存和打印输出日志文件。 
1. 在浏览器 WEB 菜单中点击[Logfiles]菜单项 

▷ 显示日志文件的列表 

 

2. 点击需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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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Save as] 
4. 新建或打开需要的文件夹 
5. 点击[Save]在文件夹中保存文本文件 
6. 按下鼠标右键 

 

7. 点击[Print…] 
8. 选择连接的打印机并点击[Print] 
9. 点击浏览器的 后退按钮可退回到 WEB 菜单 

9.1.3.5 截屏 
在[Screenshot]菜单项中，可以显示、保存和打印输出截屏。 
1. 在浏览器 WEB 菜单中点击[Screenshot]菜单项 

▷ 当前设备显示被截屏 
2. 按下鼠标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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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Save image as…] 
4. 新建或打开需要的文件夹 
5. 点击[Save]在文件夹中保存图片文件 
6. 按下鼠标右键 

 

7. 点击[Print…] 
8. 选择连接的打印机并点击[Print] 
9. 点击浏览器的 后退按钮可退回到 WEB 菜单 

9.1.3.6 错误日志 
在[Show error Log]菜单项中，可以显示、保存和打印输出错误日志。 
1. 在浏览器 WEB 菜单中点击[Show error Log]菜单项 

▷ 显示当前设备的错误日志文件 
2. 按下鼠标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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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Save as] 
4. 新建或打开需要的文件夹 
5. 点击[Save]在文件夹中保存文本文件 
6. 按下鼠标右键 

 

7. 点击[Print…] 
8. 选择连接的打印机并点击[Print] 
9. 点击浏览器的 后退按钮可退回到 WEB 菜单 

9.1.3.7 事件内存 

 

在[Retrieve eventlog memory]菜单项中，可以显示和保存事件日志。 
事件记录内存包括事件，以含时间戳的更改数据的方式存储在 EEPROM 中。 
有 4 种事件类型： 
- 致命错误 
- 设置 
- 显示器 
- 断电 
不同的错误/状态代码可区分不同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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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类型 日期 时间 代码 条件 
显示器 2013-06-24 11:01:18 AM 265 on 
致命错误 2013-06-23 4:52:29 PM 2050 on 
断电 2013-06-24 10:15:57 AM 0 on 
设置 2013-06-24 10:59:57 AM 1025 on 

 
致命错误 

代码 事件 
2049 看守 
2050 致命错误 
2051 重启完成 
2052 宣称错误 
2053 异常错误 
2054 硬件错误 

 
设置 

代码 事件 
512 开始新的校正 
513 空载以 mV/V 重设 
514 斜率以 mV/V 重设 
515 空载以砝码重设 
516 斜率以砝码重设 
517 秤末尾值重设 
518 分度值重设 
519 校正被保存 
520 更改未完成 
768 输入密码错误 
769 EAROM 被清除 
771 设备开启 
1024 保存串行参数 
1025 串行接口指派被更改 
1027 网络参数被更改 
1028 打印及参数被更改 
1029 软件参数被更改 
1030 总线参数被更改 
1031 数字输入和输出被更改 
1032 限值参数被更改 
1033 模拟输出参数被更改 
1080 ADC 参数从 HTTP 下载后被更改 
1081 核心 EEPROM 从 HTTP 下载后被更改 
2305 未检测到 ADC 

 
显示器 

代码 事件 
257 内部算术错误 
258 过载 
259 无可用的有效 ADC 值 
262 无可用的感应输入电压 
263 输入电压为负（极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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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ADC 通讯错误 
 
断电 

仅记录仪器开启 
 
打开/保存事件日志内存 

1. 在浏览器 WEB 菜单中点击[Retrieve eventlog memory]菜单项 
▷ 显示选择窗口 

2. 点击[Open]打开 CSV 文件 
▷ CSV 文件被加载并打开 

3. 点击[Save]或[Save as]保存 CSV 文件 
4. 新建或打开需要的文件夹 
5. 点击[Save]在文件夹中保存 CSV 文件 

9.1.3.8 配置数据 
如有需要，EAROMs 中的配置和校正数据可以下载备份到电脑中。 
▶ 在浏览器 WEB 菜单中点击[Backup of EAROM]菜单项 

▷ 显示备份/恢复菜单 

 

保存配置和校正数据 
1. 点击[Backup]在电脑中创建备份 
2. 点击[Save as] 
3. 新建或打开需要的文件夹 
4. 点击[Save]在文件夹中保存备份文件 

将配置和校正数据载入到设备中 
 

注意 
在设置菜单中配置的所有数据都会被覆盖！ 
▶ 如果将同一文件载入到不同设备中，切记要更改网络设定和主机名称！ 

 
1. 打开 CAL 开关，见 7.1.3.1 
2. 点击[Select file]（根据不同浏览器可能不同） 
3. 在电脑中找到备份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4. 选择备份文件 
5. 点击[Restore] 

▷ 文件被载入到设备 
6. 点击浏览器的 后退按钮可退回到 WEB 菜单 
7. 关闭 CAL 开关 

9.1.4 将设备恢复到出厂设置 
 

注意事项： 
仅在 CAL 开关打开时，才能恢复到出厂设置。IP 地址和主机名称不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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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
2. 按下

▷ 显示以下提示窗口：

3. 按下[Yes]软键盘恢复到出厂设定，如果你不想更改当前输入值，按下[No]
▷ 恢复出厂设置时依次显示以下信息：

9.1.5 用 FlashIt 升级软件 

注意事项： 
在刷新/加载固件和应用程序前，必须先行刷新/加载 BIOS 到设备中 

9.1.5.1 在具有 DHCP 服务的网络中升级 
要求： 
- 设备和电脑都连接到了网络中
- 设备和电脑中”自动获得 DHCP”都已激活，见 7.15.6
- 电脑中安装了”FlashIt32”程序（附带在随机 CD 中）
- FlashIt32 程序启动

在设备上的操作 

  △！E 严重警告 
在开启的设备上工作可能存在威胁生命安全的后果。 
▶ 仅限经过培训并知悉相关危害的技术人员进行此设备的维护工作，必须采
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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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设备的门
2. 同时按下(1)和(3)键，然后按下(2)键 3 次

▷ 显示以下内容：

3. 按下(1)键确认载入软件
▷ 显示以下内容：

设备开始载入软件 
在电脑上载入软件 

1. 在文件浏览器中找到相关文件并将其拖到[Select]窗口中（或是用复制粘
贴）

2. 在[COM-Port]下选择”网络”并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
3. 点击[Flash]开始刷新

▷ 软件载入完成后，设备将重启
4. 载入下一个文件

9.1.5.2 在具有 DHCP 服务的点对点连接中升级 
要求： 
- 设备和电脑已互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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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和电脑中”自动获得 DHCP”都已激活，见 7.15.6
- 电脑中安装了”FlashIt32”程序（附带在随机 CD 中）
- FlashIt32 程序启动

在设备上的操作 

  △！E 严重警告 
在开启的设备上工作可能存在威胁生命安全的后果。 
▶ 仅限经过培训并知悉相关危害的技术人员进行此设备的维护工作，必须采
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自我保护。

1. 打开设备的门
2. 同时按下(1)和(3)键，然后按下(2)键 3 次

▷ 显示以下内容：

3. 按下(1)键确认载入软件
▷ 显示以下内容：

设备开始载入软件 
在电脑上载入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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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文件浏览器中找到相关文件并将其拖到[Select]窗口中（或是用复制粘
贴）

2. 在[COM-Port]下选择”网络”并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
3. 点击[Flash]开始刷新

▷ 软件载入完成后，设备将重启
4. 载入下一个文件

9.1.5.3 在固定 IP 地址中升级 
要求： 
- 设备和电脑已互相连接或都连接到网络
- 设备和电脑中”自动获得 DHCP”都已禁用，见 7.15.6
- 电脑设定了固定 IP 地址

注意事项： 
如果是点对点连接，设备和电脑的固定 IP 地址必须在子网掩码给出的同一个
地址段中。 
例如： 
PR5230：IP 地址 192.24.22.1 
电脑：IP 地址 192.24.22.2 
设备和笔记本的子网掩码都是 255.255.255.0 

- 电脑中安装了”FlashIt32”程序（附带在随机 CD 中）
- FlashIt32 程序启动

设备设置菜单中的预设定 
1. 点击 -[Network parameter]

2. 禁用[Use DHCP]
3. 输入相应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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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如果是点对点连接，设备和电脑的固定 IP 地址必须在子网掩码给出的同一个
地址段中。 
例如： 
PR5230：IP 地址 192.24.22.1 
电脑：IP 地址 192.24.22.2 
设备和笔记本的子网掩码都是 255.255.255.0 

4. 输入相应的子网掩码
5. 按下 回到退出窗口并保存更改

在设备上的操作 

  △！E 严重警告 
在开启的设备上工作可能存在威胁生命安全的后果。 
▶ 仅限经过培训并知悉相关危害的技术人员进行此设备的维护工作，必须采
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自我保护。

1. 打开设备的门
2. 同时按下(1)和(3)键，然后按下(2)键 3 次

▷ 显示以下内容：

3. 按下(1)键确认载入软件
▷ 显示以下内容：

设备开始载入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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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脑上载入软件 

1. 在文件浏览器中找到相关文件并将其拖到[Select]窗口中（或是用复制粘
贴）

2. 在[COM-Port]下选择”网络”并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
3. 点击[Flash]开始刷新

▷ 软件载入完成后，设备将重启
4. 载入下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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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odbus 协议 
10.1 一般描述 

Modbus 协议可以使最多 127 个仪器与 PC 或 PLC 之间进行快速、简单和可
靠的通讯 

10.2 PR1612 Modbus 模式下的 SPM 数据 
在 -[Serial ports] – [Modbus-RTU] – [Param] – [Modbus mode] – [PR1612 
Modbus]下打开 PR1612 Modbus 模式，即可通过 Modbus 进入访问 

读取数据 
字节地址 32 位整数格式的重量 
60…63 毛重 
64…67 净重（如未去皮为毛重） 
68…71 皮重（如未去皮为 0） 

读取数据 
地址 读取”词语”（以二进制显示） 
W201 0E00000T 00000000

E：ADC 错误 
T：设备已去皮 

W203 000S00MZ 00000000
S：设备在设置模式下 
M：重量稳定 
Z：重量在零点的 1/4 d 内 

W204 0000D000 00000000
D：毛重<0 或> Max（变暗） 

W205 TA000000 00000000
T：设备已去皮 
A：模拟测试激活 

W231 00021MRZ 0000000
2：限值 2 
1：限值 1 
M：重量稳定 
R：重量在零点设定范围内 
Z：重量在零点的 1/4 d 内 

写入数据 
字节地址 32 位整数格式的重量 
W100 设备清零： 

写入值 256 
W101 设备去皮： 

写入值 256 
重设设备皮重： 
写入值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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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MA 协议 
11.1 一般信息 

“秤制造商协会”(SMA)协议为访问秤提供了简单的方式。它可用于读取数据
或执行功能。 
使用 RS-232 或 RS-485 作为接口。 
接口的固定设置为 8 位、无奇偶位、1 停止位。 
到变送器的命令式可打印的 ASCII 码，以<LF> = 0A hex 开头，以<CR> = 0D 
hex 结尾。 
变送器每收到一次命令后大约 100 μs 后会发送一个回复。如果命令等待重
量值稳定，回复可能会延误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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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总线接口 
12.1 总线接口配置 

一个或多个 PR5230 可以置于一个通讯主端设备下（如 Siemens S7 Profibus）。
一台秤可以通过总线接口来寻址。总线上的数据间隔 50 ms 进行处理。 
在 -[Filedbus parameter]下可配置设备接口，显示相应的总线协议（此例中
为 Ethernet-IP） 

 

12.2 标准应用程序下的秤协议（8 字节） 
接口带有 8 位写入窗口和 8 位读取窗口。总线与每个从端循环交换数据。也
就是说，在每次循环过程中，即使数据内容没有改变，也会进行一次 8 位的
写入与 8 位的读取。总线协议确保了总线主端和 2 个 8 位数据窗口的数据传
输。接口协议在总线下运行，管理着对大量不同数据的访问。 
下面描述的协议独立于被选择的总线，解释看作为从总线主端而来。 

 

12.2.1 写入窗口（输入区域） 
在此窗口，数据从主端传输到从端（PR5230） 
 
字节 0 Write data: MSB 
字节 1 Write data: M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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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 2 Write data: MSB 
字节 3 Write data: LSB 
字节 4 Read_Value_Select 
字节 5 Write_Value_Select 
字节 6 Direct control bits 
字节 7 Direct control bits 
 
前四个字节用于写入数据值。数据寄存器的类型写入在字节 5 中。直接访问
下，字节 6 和 7 独立于写入值数据类型。相应位 0-1 变化后执行命令。 

12.2.2 读取窗口（输出区域） 
在此窗口，数据从从端（PR5230）传输到主端 
 
字节 0 Read data: MSB 
字节 1 Read data: MSB 
字节 2 Read data: MSB 
字节 3 Read data: LSB 
字节 4 Read_Value_Select 
字节 5 一般系统位： 

- write_active 
- Power_fail 
- analog error… 

字节 6 Status bits 
字节 7 Status bits 
 
前四个字节用于读取数据值。数据可用时，数据寄存器在字节 4 中由写入窗
口镜像。直接访问下，字节 5、6 和 7 包括独立于读取数据的状态位。 

12.2.3 读取和写入数据 
数据量大大超过读/写窗口的大小，所以数据通过” Write_Value_Select”和” 
Read_Value_Select”来寻址。因此需要写入窗口的前 6 个字节和写入窗口的
前 5 个字节。 
主端可以用这些写入数据到 PR5230 中，例如设定限值为 100 kg。猪肚啊也
可以从 PR5230 中读取重量值或其它数据。这总是需要读写窗口，由读写过
程确保安全的数据交换。 
但是，读取状态位和写入控制位不需要任何过程。一般系统位和状态位不需
要求即可提供。直接控制位连续可用。 

12.2.3.1 读取数据 
步骤： 
1. 在写入窗口的字节 4 中作为” Read_Value_Select”写入寄存器号码（例如

净重） 
2. 等待写入窗口中的字节 4” Read_Value_Select”与写入窗口中的字节 4” 

Read_Value_Select”相等 
▷ 现在字节 0 到 3 中的值就可用了 

12.2.3.2 写入数据 
步骤： 
1. 等待读取窗口中的 Write_Active = 0（准备好接受新的数据） 
2. 在字节 0-3 中写入数据 
3. 在字节 5 中写入寄存器(Write_Value_select) 
4. 等待 Write_Active = 1（获得数据接收） 
5. 在字节 5 中写入 0(Write_Value_Select) 

▷ Write_Active 变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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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I/O 区域（读/写窗口）描述 
12.2.4.1 输入部分 

数据从主端传输到从端（PR5230）使用的是输入区域。重量或数据要求由主
端变送到从端。主端具有写入权限，从端具有读取权限。 
 

字节 名称 描述 
0 Write_Value(MSB) 例如限值 
1 Write_Value(MSB) 例如限值 
2 Write_Value(MSB) 例如限值 
3 Write_Value(LSB) 例如限值 
4 Read_Value_Select 例如毛重 
5 Write_Value_Select 写入：Limit 1 On 
6 Free Res 

M3 
Res 
M2 

Res 
M1 

Free Set 
M3 

Set 
M2 

Set 
M1 

空/数字输出 

7 Get 
FixTare 

Set 
FixTare 

Res 
Power 

Res 
Test 

Set 
Test 

Res 
Tare 

Set 
Tare 

Set 
Zero 

“控制位”，0-1 切换响
应 

 位 7 位 6 位 5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位 0  
 
“控制位”会在设备中激活响应动作的”设定位”，操作执行后，此位重启。 
 
变量 功能 
Write_Value 重量值以二进制 32-位值及正负号传输。文件类型：

DINT 
Read_Value_Select 选择由设备发送的值 
Write_Value_Select 选择由设备执行的功能 
GetFixTare 毛重复制到 FixTare 内存 
SetFixTare 使用 FixTare 内存中的值进行去皮 
ResPower 输出区域中的 Power_Fail 位被删除 
ResTest 测试操作模式完成 
SetTest 测试操作模式开始。现在通过读取毛重可读取测试值 
ResTare 重设去皮 
SetTare 将秤去皮 
SetZero 秤设定到零点 
Res M1…3 标记 1…3 重设 
Set M1…3 标记 1…3 设定 

 
12.2.4.2 输出区域 

数据从从端（PR5230）传输到主端使用的是输出区域。有主端要求的重量或
数据要求由从端变送到主端。从端 PR5230 具有写入权限，主端具有读取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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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 名称 描述 
0 Read_Value(MSB) 例如限值 
1 Read_Value(MSB) 例如限值 
2 Read_Value(MSB) 例如限值 
3 Read_Value(LSB) 例如限值 
4 Read_Value_Select 例如毛重 
5 Write 

Active 
Power 
Fail 

Out 3 Out 2 Out 1 Limit 
3 

Limit 
2 

Limit 
1 

状态 

6 Cmd 
Busy 

Cmd 
Error 

Inp. 3 Inp. 2 Inp. 1 Tare 
Active 

Cal 
Active 

Test 
Active 

命令状态 

7 Dimmed Standstill Inside 
ZSR 

Center 
Zero 

Below 
Zero 

Over 
load 

Above 
Max 

ADC 
error 

设备状态 

 位 7 位 6 位 5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位 0  
 

变量 功能 
Read_Value 重量值以二进制 32-位值及正负号传输。文件类型：

DINT 
Read_Value_Select 获得传输值 
Write_Active Write_Value_Select 选择的功能执行一次。如果

Write_Value_Select 设定为 0 的话此位删除 
Power_Fail 打开设备时设定，0-1 改变时由 ResPower 重设 
Cmd_Busy 设备忙于执行另一命令（例如设备收到了去皮命令，

仍然在等待稳定） 
Cmd_Error 设备中断了命令的执行（例如在设定稳定时间内不乏

达到稳定）在 Last error 中可以读取错误代码，只有执
行动作后才可设定 

Tare_Active 秤已去皮 
Cal_Active 设备已配置。此位为 1 时，必须再次读取秤的参数

（EXPO/UNIT/STEP）。打开电源后设定，读取 FSD 后
重设 

Test_Active 设备执行 ADC 测试。读取的重量值不是毛重，而是测
试值 

Out 零点以下或 Max 以上（FSD） 
Standstill 秤稳定 
InsideZSR 重量值在零点设定范围内 
CenterZero 重量值在 center zero 内（0±0.25 d） 
BelowZero 重量值为负（毛重< -0.25 d） 
Overload 重量值超出测量范围。无有效的重量数据（毛重 > 

FSD+过载） 
AboveMax 重量值超出 Max（FSD），但仍在 Max+允许过载内。

（毛重 < FSD+过载） 
Adcerror AD 转换错误（细节在 register 1 中给出，

Read_Value_Select = 1） 
 
12.2.4.3 通过总线读取和写入寄存器 

读取数据：Read_Value, Read_Value_Select, Read_Value_Selected 
主端想要从设备读取数据时，寄存器号码随 Read_Value_Select 传送到输入
区域中。结果由输出区域的 Read_Value_Selected 确认。 
 
主端行为 PR5230 反应 
将寄存器号码写入
Read_Value_Select 

 

 将选择的寄存器写入 Read_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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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端行为 PR5230 反应 
 将 Read_Value_Select 复制到

Read_Value_Selected 
等待 Read_Value_Selected = 
Read_Value_Select 

 

读取 Read_Value  
 
写入数据：Write_Value, Write_Value_Select, Write_Active 
主端想要把数据写入到设备时，需要的动作随 Write_Value_Select 和数据传
送到输入区域中。输出区域的 Write_Active 位确认执行。 
 
主端行为 PR5230 反应 
将值写入 Write_Value  
将寄存器号码写入
Write_Value_Select 

 

 将 Write_Value 写入到选择的寄存
器中 

 设定 Write_Active 位 
等待 Write_ Active 设定完成  
将 0 写入 Write_Value_Select  
 重设 Write_Active 位 
 
设定位：Action_Select, Write_Active 
单个位可以通过 Write_Value_Select 直接设定或重设 
设定时，位号（80…127）写入 Write_Value_Select 
重设时，位号+128（208…255）写入 Write_Value_Select 
 
主端行为 PR5230 反应 
将寄存器号码写入
Write_Value_Select 

 

 将 Write_Value 写入到选择的寄存
器中 

 将 Write_Value 写入到选择的寄存
器中 

 设定 Write_Active 位 
等待 Write_ Active 设定完成  
将 0 写入 Write_Value_Select  
 重设 Write_Active 位 

 
12.2.4.4 读取位 

单个位尽可以通过读取寄存器读取。过程在 12.2.4.3 章节中描述。 
12.2.4.5 控制字节 

一些设备功能可以通过在输入区域直接设定位来执行。 
 
主端行为 PR5230 反应 
设定控制字节的位  
 操作进行 
重设控制字节的位 将 Read_Value_Select 复制到

Read_Value_Selected 
 
12.2.4.6 等待行为的结果 

当开始一个花费更长的动作时，执行可能等待到开始后才结束（请参阅
12.2.4.3 和 12.3.4.5 章节） 



总线接口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202 
 

主端行为 PR5230 反应 
设定位，请参见 12.2.4.3 和 12.2.4.5
章节 

 

 获取”设定位”，请参见 12.2.4.3 
 设定 CmdBusy 位 
 操作开始 
 在错误情况下，设定 CmdError 位和

LastError 字节 
 重设 CmdBusy 位 
等待 CmdBusy 重设  
检查 CmdBusy 位  
如果设定好了，读取 LastError  
 
这适用于通过总线去皮、清零等。 
举例：读取毛重 
主端在输入区域的 Read_Value_Select（字节 4）写入值 8。 

 
输入部分 
字节 名称 描述 
0   
1   
2   
3   
4 8 毛重 
5   
6          
7          
 位 7 位 6 位 5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位 0  

 
主端等待 8 映射到输出区域的 Read_Value_Selected（字节 4）。 

 
输出区域 
字节 名称 描述 
0 00 毛重值 
1 00 毛重值 
2 4 毛重值 
3 D2 毛重值 
4 8 检测到毛重的要

求 
5         状态 
6        Test 

Active 
命令状态 

7  Standstill Inside 
ZSR 

Center 
Zero 

Below 
Zero 

Over 
load 

Above 
Max 

ADC 
error 

设备状态 

 位 7 位 6 位 5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位 0  
 
毛重值（hex：000004D2<=>1234）可以从字节 0…3 读取。 
设定了”Ovrload”, “TestActive”或”ADC error”位后，读取值无效。 
负值在第二个补码中输出 

12.2.5 DeviceNet 和 Ethernet-IP 的特别提示 
在这两个总线类型中，字节的顺序（仅用于词组和单个字节）是反的。 
由于固件会进行补偿，长的词组不会造成问题。字节 0…3 的顺序，例如设备
类型和软件版本等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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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顺序 Devicenet 和 Ethernet-IP 顺序 
字节 0 TYPE MSB 字节 0 SUBVERSION 
字节 1 TYPE LSB 字节 1 MAIN VERSION 
字节 2 MAIN VERSION 字节 2 TYPE LSB 
字节 3 SUBVERSION 字节 3 TYPE MSB 

 
因此，使用 DeviceNet 和 Ethernet-IP 时，PLC 端的顺序必须更改。 

12.2.6 总线寄存器 
12.2.6.1 寄存器 0：I/O 状态位（读取） 
 
动态状态 
 位 7 位 6 位 5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位 0 
字节 0      Input 3 Input 2 Input 1 
字节 1      Output 3 Output 2 Output 1 
字节 2      Limit 3 Limit 2 Limit 1 
字节 3         
 
12.2.6.2 寄存器 1：秤状态（读取） 
 
动态状态 
 位 7 位 6 位 5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位 0 
字节 0 DIM STND INZSR CZERO BELOW0 OVL >Max ADUERR 
字节 1    E9 E6 E1 E3 E7 
字节 2      Powerfail ActionActive CmdError 
字节 3      TareActive CalActive TestActive 

 
注意事项： 
字节 0 对应输出区域的字节 7，称重错误请参见 16.1 章节表格 
 
位 描述 
ADUERR 模拟对话/传感器电路错误（E1、E3、E7 位 OR 功能） 
>Max 毛重值大于 Max(FSD)；超出秤范围 
OVL 秤过载，毛重>Max+过载，Error 2 
BELOW0 毛重为负（<0-1/4 d） 
CZERO “零点中心”，重量在 0±1/4 d 
INZSR 毛重在零点设定范围内 
STND 秤已稳定 
OUT 零点以下或大于 Max(FSD)，（0-1/4 d > 称重值 > Max） 
E7 输入信号为负（逆向对话），Error 7 
E6 无感应电压或感应电压太低，Error 6 
E3 测量信号>36 mV（对话无法结束），Error 3 
E1 算数错误（溢出），Error 1 
E9 与 xBPI 秤无通讯，Error 9 
  
CmdError 执行中发生错误（cmdError），例如由于秤不稳定，去皮功能

无法处理。错误存储在 LastError 中（寄存器 4） 
此位重设到 ResetError 位（存储器 121） 

ActionActive 操作已处理，操作在处理中 
PowerFail 断电，每次在通电后设置。PowerFail 位与 ResetPWF 位（寄

存器 85）一起重设。”重设断电” 
TestActive 模拟测试忙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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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描述 
CalActive 设备已配置。此位为 1 时，秤参数(EXPO/UNIT/STEP)必须重

新读取。 
在电源开启后设定，读取 FSD 后重设 

TareActvie 仪器已去皮 
 
12.2.6.3 寄存器 2：状态控制动作位状态（读取） 
 
单个状态 
 位 7 位 6 位 5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位 0 
字节 0         
字节 1         
字节 2 87: Get 

FixTare 
86: Set 
FixTare 

85: Reset 
PWF 

84: Reset 
Test 

83: Set 
Test 

82: Reset 
Tare 

81: Set 
Tare 

80: Set 
Zero 

字节 3       89: 
Reset 
Error 

88: 
Print 

 
12.2.6.4 寄存器 3：前沿控制动作位状态 

始终为 0 
12.2.6.5 寄存器 4：校正信息，错误字节（读取） 
 
 位 7 位 6 位 5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位 0 
字节 0 EXPO        
字节 1 UNIT        
字节 2 STEP        
字节 3 LASTE

RROR 
       

 
位 描述 
EXPO 一个字节，用于小数点位置，内容为十进制格式 0…255 

0 = 000000 
1 = 00000.0 
2 = 0000.00 
3 = 000.000 
4 = 00.0000 
5 = 0.00000 

UNIT 一个字节，用于称重单位，内容为十进制格式 0…255 
2 = g（克） 
3 = kg（千克） 
4 = t（吨） 
5 = lb（磅） 

STEP 一个字节，用于认证分度，内容为十进制格式 0…255 
1 = 认证分度”1” 
2 = 认证分度”2” 
5 = 认证分度”5” 
10 = 认证分度”10” 
20= 认证分度”20” 
50 = 认证分度”50” 

LASTERROR 最后错误字节，见 CmdError 位，”最后一个误差”的数字 
31 = 未达到稳定（例如在去皮中） 
33 = 去皮时并在法定计量模式下重量值为负值 
47 = 无零点设定，重量不在零点设置范围内 
107 = GetFixTare 无法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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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6 寄存器 5：设备型号和软件版本（读取） 
 
 位 7 位 6 位 5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位 0 
字节 0 TYPE MSB        
字节 1 TYPE LSB        
字节 2 MAIN VERSION        
字节 3 SUBVERSION        

 
例如 5220 Rel 1.23 = 52200123hex 

12.2.6.7 寄存器 6：主板号（读取） 
 
 位 7 位 6 位 5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位 0 
字节 0 主板号 MSB        
字节 1 主板号 MSB        
字节 2 主板号 MSB        
字节 3 主板号 LSB        

 
例如：148388723 = 08D83B73hex 

12.2.6.8 寄存器 7：保留 
12.2.6.9 寄存器 8…15：称重数据（读取） 

毛重、净重、皮重都以 DINT 固定点存储。实际数据来自 DINT 和 EXPO，如
下所示： 

实际值 = 读取 DINT × 10(−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𝐸 
 
寄存器 8 当前毛重值 
寄存器 9 如果已去皮，当前净重值，否则为毛重值 
寄存器 10 如果已去皮，当前皮重值，否则为 0 
寄存器 11 前面板读数值 
寄存器 12 保留 
寄存器 13 保留 
寄存器 14 Max(FSD) 
寄存器 15 保留（空） 

 
12.2.6.10 寄存器 24…29：限值（读取/写入） 
 

寄存器 24 限值 1 打开 
寄存器 25 限值 1 关闭 
寄存器 26 限值 2 打开 
寄存器 27 限值 2 关闭 
寄存器 28 限值 3 打开 
寄存器 29 限值 3 关闭 

 
12.2.6.11 寄存器 30、31：固定值（读取/写入） 
 

寄存器 30 模拟输出固定值：值（数字）0…20000 对应 20 mA 
寄存器 31 FixTare 的固定值，请参见 SetFixTare, GetFixTare, 

12.2.6.3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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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12 寄存器 80…89：状态控制动作位（写入） 
 

注意事项： 
设置位请参阅 12.2.4.3 
 
仅可以设置和重设单点位 
位从 0 更改到 1 时，开始相应动作。在处理了此命令后，位必须被重设。应
用：主端周期性写入。 
位可以设定为 Write_Value_Select 的特定数字（见 12.2.4.3）。位重设时特
定数字+128。 
 
寄存器 80 SetZero 设定毛重值到 0 
寄存器 81 SetTare 执行去皮 
寄存器 82 ResetTare 重设去皮 
寄存器 83 SetTest 开始 ADC 测试 
寄存器 84 ResetTest 结束 ADC 测试 
寄存器 85 ResetPwf 重设断电位（寄存器 1，此位通电后设置） 
寄存器 86 SetFixTare 以数字地址 D31 中的”FixTare”数值作为重

量去皮 
寄存器 87 GetFixTare 当前毛重复制到数字地址 D31 
寄存器 89 ResetError CmdError 错误位重设 

 
12.2.6.13 寄存器 112…121：过渡控制动作位（写入） 

设定位，请参阅 12.2.4.3 章节 
一旦位设定后，将内部重设并处理操作。这称之为过渡控制（写入一次） 
位以特定数字设定为 Write_Value_Select（见 12.2.4.3） 
 
寄存器 112 SetZero 
寄存器 113 SetTare 
寄存器 114 ResetTare 
寄存器 115 SetTest 
寄存器 116 ResetTest 
寄存器 117 ResetPwf 
寄存器 118 SetFixTare 
寄存器 119 GetFixTare 
寄存器 121 ResetError 

 
注意事项： 
为了防止过度频繁写入 EAROM，写入间隔不可少于 15 秒。 

 

12.3 填充协议（64 字节）用于”EasyFill”应用程序 
“EasyFill”应用程序使用 64 字节接口。用于标准程序的 8 字节秤协议不可用。 

12.3.1 写入窗口（输入区域） 
数据在此窗口中从主端(PLC)写入到从端(PR5230) 

12.3.2 读取窗口（输出区域） 
数据在此窗口中从从端(PR5230)写入到主端(PLC)。用于监测和控制填充的数
据不适用于 64-字节写入窗口。因此，系统和物料参数之间有所差异。第一
个字节的值可以用于确定数据是指系统还是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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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显示器功能 
例如毛重、净重、皮重，所有显示器状态和命令同时可用。相比 8 字节的接
口，64 字节的接口中，参数、状态、值都同时可用。根据字节 2 的写入位 2，
一些值可能以 DINT 或 REAL 形式输出。 

12.3.4 填充功能 
12.3.4.1 填充开始 
一般信息 

执行填充可能有两种方式： 
- (A) 填充参数由 PLC 在每次开始前写入 
- (B) 填充参数存储在设备（PR5230）中 
要求： 
系统已准备好 
设备经过检查确保已准备好可以开始填充。只有在当前没有填充过程在进行
以及参数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好准备。 
此状态由字节 3 中的位 2（Ready）给出信号。 

填充开始 A 
材料参数可以在 PLC 中找到 
1. 写入材料参数 

- 设定点 
- 预设 
- 物料过冲（OVS） 
- 设定点正负允差 
- 静止时间 

2. 设定开始点 
字节 1 
这些参数适用于开始位的上升沿。如果参数有效，填充过程开始，
Dosing_Run 位设定。 
填充过程结束后，Dosing_Run 位的下降沿会发出信号。 

填充开始 B 
物料参数在设备（PR5230）中。 
1. 将物料 ID 写入字节 3 
2. 设定开始位：位 1 为 0000 1000 

12.3.4.2 填充控制 
暂停填充 

要求： 
系统正在填充中，例如： 
- Dosing_Run 位被激活，且 
- 保持位未激活 
例如： 
位 1 中设定停止位为 0010 0000 
填充在上升沿中停止，系统进入保持状态（hold_state）。如果系统在保持状
态，填充可以重继续开始或取消。 

继续填充 
要求： 
系统停止，例如：Hold_state 位被激活。 
例如： 
位 1 中设定停止位为 0010 0000 
填充在上升沿中继续开始，系统离开保持状态（hold_state）继续填充。 

取消填充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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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停止，例如：Hold_state 位被激活。 
例如： 
位 1 中设定取消位为 0001 0000 
填充在上升沿中继续开始，系统离开保持状态（hold_state）并回到准备状态
（ready/idle）。 

12.3.4.3 填充报告 
填充结束后，填充结果被存储，直到下一次结果出现后被覆盖。 

12.3.4.4 填充错误 
Last_Error 
最后错误号会保持，直到被重置 
可能的错误号在 16.8.2 章节中列出。 

12.3.4.5 读取物料表格 
物料参数可以从设备（PR5230）的物料表格中读取。 
步骤： 
1. 将物料 ID 写入字节 3 
2. 将命令 1 写入字节 0，使读取方可以看到物料参数 
3. 将命令 0000 0001 写入字节 2，复制物料表格中的物料参数 

▷ 如果所有物料参数都可读取后，字节 2 被设定为 1000 0000 
4. 将命令 0 写入字节 0，使读取方再次看到填充参数 

12.3.5 总线接口设定 
数据类型的描述请参见 13.2 章节 

12.3.5.1 PLC 到 EasyFill 写入窗口 
 
字节 0…63 名称 数据类型 功能 
字节 0 表格选择 USINT 第一个字节控制由设备写入读取窗口的数据。 

“0”根据系统数据格式描述读取窗口 
“1”将物料数据复制到读取窗口 

字节 1 
位 0：MSB 

位 0：开始填充 
位 1：停止填充 
位 2：继续填充 
位 3：取消填充 
位 4：加载物料并
开始填充 
位 5：打印最后一
次填充结果 
位 6：保留 
位 7：保留 

BOOL 位 0：EasyFill 从字节 4 接受物料参数的上升
沿。需要有 DINT 或 REAL 格式的有效设定点
（字节 4..7） 
准备位设定之后可开始填充过程 
位 1：填充中的上升沿 
位 2：上升沿在停止状态中（hold_state） 
位 3：上升沿在停止状态中（hold_state） 
位 4：上升沿：字节 3 中需要有效的物料 ID 
位 5：上升沿：最后一次填充结果开始打印输
出 

字节 2 位 0：重设断电 
位 1：重设错误 
位 2：DINT 重量 
位 3：清零 
位 4：去皮 
位 5：重设去皮 
位 6：填充模式 
位 7：从物料表格
读取物料 

BOOL 位 0：上升沿 
位 1：上升沿：重设错误标记和错误代码 
位 2：状态控制：值 0 = REAL；1 = DINT 
位 3：上升沿 
位 4：上升沿 
位 5：上升沿 
位 6：状态控制： 0 = 填充；1 = 放空 
位 7：上升沿：字节 3 中需要有效的物料 ID。
填充不会开始。此功能用于在外置显示器上查
看物料参数 

字节 3 物料 ID BYTE 值范围：1…10 
字节 4…7 设定点 DINT/REAL 重量 
字节 8…11 预设 DINT/REAL 从粗流切换到细流的预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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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 0…63 名称 数据类型 功能 
字节 12…15 物料过冲(OVS) DINT/REAL 重量 
字节 16…19 静止时间 DINT [ms] 
字节 20…23 设定点以上允差 DINT/REAL 重量 
字节 24…27 设定点以下允差 DINT/REAL 重量 
 
12.3.5.2 EasyFill 到 PLC 的读取窗口 

用于监测和控制填充的数据不适用于 64-字节写入窗口。因此，系统和物料
参数之间有所差异。第一个字节的值可以用于确定数据是指系统还是物料。 

系统数据 
开始填充前，需要检查确保系统已经准备好（字节 3：位 2） 
填充成功开始后，Dosing_Run 位即设定。 
 

字节 0…63 名称 数据类型 功能 
字节 0 表格选择 USINT 读取数据内容 

0 = 系统数据，1 = 物料数据 
字节 1 
位 0：MSB 

位 0：ADC 错误 
位 1：大于 Max+Still 允许范围
(OVL) 
位 2：大于 Max(FSD) 
位 3：零点以下 
位 4：零点±1/4d 
位 5：在零点设定范围内(ZSR) 
位 6：重量稳定 
位 7：重量大于 Max(FSD)小于
过载 

BOOL  

字节 2 位 0：读取物料数据有效 
位 1：更改校正 
位 2：去皮 
位 3：保留 
位 4：保留 
位 5：断电(PowerFail) 
位 6：在[Setup]/[Configuration]
菜单内 
位 7：填充模式 

BOOL 位 0：物料数据有效 
位 1：校正称重点 
位 2：为仪器设定皮重 
位 5：断电后设定位，并在字节
2 中重设位 0 
位 6：在此菜单项中填充不可用 
位 7：位控制：0=填充，1=放空 

字节 3 位 0：应用程序错误 
位 1：填充被激活 
位 2：系统已准备 
位 3：填充停止 
位 4：粗流 
位 5：细流 
位 6：静止时间 
位 7：允差警报 

BOOL 位 0：如有任何动作失败，则设
定错误位。我们建议评估错误位
(Appl_Error)和字节 63 内每个动
作后的详细错误代码 
位 1：填充阶段被激活 
位 2：系统已准备好填充 
位 3：填充停止 
位 4：系统填充中：粗流位被设
定 
位 5：系统填充中：细流位被设
定 
位 6：根据静止时间设定此位 
位 7：如果允差在设定范围之外
发出警报 

字节 4…7 毛重 DINT/REAL 重量 
字节 8…11 净重 DINT/REAL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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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 0…63 名称 数据类型 功能 
字节 12…15 皮重 DINT/REAL 重量 
字节 16…19 最大秤重(FSD) DINT/REAL 重量 
字节 20…23 最小重量 DINT/REAL 重量 
字节 24…27 秤分度 DINT/REAL 重量 
字节 28 指数 USINT 小数点后位数，例如显示 1.23，

指数为 2 
字节 29…30 单位 STRING_2 纯文本格式单位：”t”, “kg”, “g”, 

“mg”, “lb”, “oz” 
字节 31 保留   
字节 32…35 毛重填充结果 DINT/REAL 填充后存储填充结果，有新的结

果后，原先的填充结果被覆盖 字节 36…39 皮重填充结果 DINT/REAL 
字节 40…43 净重填充结果 DINT/REAL 
字节 44…47 设定点填充结果 DINT/REAL 
字节 48…51 填充结果日期 DINT 例如：20161116h 代表 2016 年

11 月 16 日 
字节 52…55 填充结果时间 DINT 例如：14153199h 代表 14 点 15

分 31 秒 99 毫秒 
字节 56…59 填充结果序列号 DINT 顺序号 
字节 60 填充结果状态 BYTE 1 = 成功；2 = 允差警报；3 = 取

消 
字节 61…62 保留   
字节 63 “Last_Error”错误  最后错误号被保留，直到重设。

（可能错误请参见 16.8.2 章节） 
 
物料数据 

前 15 字节和 63 字节（Last_Error）与系统数据格式相对应。 
 

字节 0…63 名称 数据类型 功能 
字节 0 表格选择 USINT 读取数据内容 

0 = 系统数据，1 = 物料数据 
字节 1 
位 0：MSB 

位 0：ADC 错误 
位 1：大于 Max+Still 允许范围
(OVL) 
位 2：大于 Max(FSD) 
位 3：零点以下 
位 4：零点±1/4d 
位 5：在零点设定范围内(ZSR) 
位 6：重量稳定 
位 7：重量大于 Max(FSD)小于
过载 

BOOL  

字节 2 位 0：触发读取物料数据 
位 1：更改校正 
位 2：去皮 
位 3：保留 
位 4：保留 
位 5：断电(PowerFail) 
位 6：在[Setup]/[Configuration]
菜单内 
位 7：填充模式 

BOOL 位 0：总线触发读取物料数据 
位 1：校正称重点 
位 2：为仪器设定皮重 
位 5：断电后设定位，并在字节
2 中重设位 0 
位 6：在此菜单项中填充不可用 
位 7：位控制：0=填充，1=放空 

字节 3 位 0：应用程序错误 BOOL 位 0：设定错误位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总线接口 

211 
 

字节 0…63 名称 数据类型 功能 
位 1：填充被激活 
位 2：系统已准备 
位 3：填充停止 
位 4：粗流 
位 5：细流 
位 6：静止时间 
位 7：允差警报 

位 1：填充阶段被激活 
位 2：系统已准备好填充 
位 3：填充停止 
位 4：系统填充中：粗流位被设
定 
位 5：系统填充中：细流位被设
定 
位 6：根据静止时间设定此位 
位 7：如果允差在设定范围之外
发出警报 

字节 4…7 毛重 DINT/REAL 重量 
字节 8…11 净重 DINT/REAL 重量 
字节 12…15 皮重 DINT/REAL 重量 
字节 16 物料 ID BYTE 当前物料 ID 
字节 17 保留   
字节 18..35 物料名称 STRING_18 当前物料名称 
字节 20…23 最小重量 DINT/REAL 重量 
字节 36…39 设定点 DINT/REAL 当前设定点 
字节 40…43 预设 DINT/REAL 当前设定点 
字节 44…47 物料过冲(OVS) DINT/REAL 当前设定点 
字节 48…51 静止时间 DINT 当前设定点 
字节 52…55 设定点以上允差 DINT/REAL 当前设定点 
字节 56…59 设定点以下允差 DINT/REAL 当前设定点 
字节 60…62 保留   
字节 63 “Last_Error”错误  最后错误号被保留，直到重设。

（可能错误请参见 16.8.2 章节） 
 

  



SPM PR5230 带外壳的现场变送器 

212 
 

13 SPM 
13.1 一般信息 

用户可访问的存储是 SPM（暂存存储器）。这个存储器用于存储大量内部数
据，可以读取重量、状态、报告，可以写入控制数据。 
- 系统数据由固件和相应应用程序定义 
- 空余的用户范围可通过例如配置逻辑链接自由使用 
SPM 表可以通过 OPC、总线、Modubs 通讯访问。此外，单独的位可以通过
I/O 配置在数字输入输出和 SPM 之间相互复制。 

13.2 基本数据类型 
基本数据类型定义了其位宽度和可用的值范围。 
 
数据类型 描述 值范围 
BOOL 布尔 0(假)或 1(真) 
SINT 短整数 -128 到 127 
INT 整数 -32768 到 32767 
DINT 双整数 -231 到 231-1 
USINT 无符号短整数 0 到 255 
UNIT 无符号整数 0 到 65535 
UDINT 无符号双整数 0 到 232-1 
REAL 实数 ±1.18E-38 到 3.4E38（大约 7

位数） 
TIME 时间长度 1 ms 到±247 ms 
DATE 日期（仅） 1.1.1900 到 31.12.2099 
TIME_OF_DAY 一天的时间（仅） 00:00:00.00 到 23:59:59:99 
DATE_AND_TIME 一天的日期和时间 见 DATE 和 TIME_OF_DAY 
STRING 可变长字符串 最大 255 个字符(ISO) 
WSTRING 可变长宽字符串 最大 255 个字符(Unicode) 
BYTE 位-序列 8 … 
WORD 位-序列 16 … 
DWORD 位-序列 32 … 
LWORD 位-序列 64 … 

 

13.3 寻址 
可以通过不同的计数来寻址 SPM 表。位寻址用于对各个位（MX）进行计数。 
字节寻址用于计数单个字节（MB）。例如位 MX0-MX7 与字节 MB0 相同。 
 
代码 数据类型 寻址举例 
%ML LWORD L21 
%MD DINT D42…43 
%MW WORD W84…87 
%MB BYTE B168…175 
%MX BOOL（位） X1344…1407 

 

13.4 系统数据 
 
SPM 地址 数据类型 读写(R/W) 功能 
X0…X2 BOOL R 数字输入 1…3 
X8…X10 BOOL R 数字输出 1…3 
X16…X18 BOOL R 仅标准应用程序：输出限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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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 地址 数据类型 读写(R/W) 功能 
B4 BYTE R 显示器状态 
X32 BOOL R ADC 错误 
X33 BOOL R Max(FSD)以上 
X34 BOOL R Max+Still 允许范围以上(OVL) 
X35 BOOL R 零点以下 
X36 BOOL R 零点±1/4 d 
X37 BOOL R 在零点设定范围内(ZSR) 
X38 BOOL R 重量稳定 
X39 BOOL R 重量在零点之下或 Max 以上(FSD) 
B5 BYTE R ADC 状态 
X40 BOOL R 测量信号负(error 7) 
X41 BOOL R 测量信号 > 36 mV (error 3) 
X42 BOOL R 内部算数错误；CAL 数据可能损坏(error 1) 
X43 BOOL R 无感应电压或感应电压太低(error 6) 
X44 BOOL R 与 xBPI 秤无通讯(error 9) 
B6 BYTE R 命令状态 
X48 BOOL R 命令错误 
X49 BOOL R 命令激活 
X50 BOOL R 主要错误信号 
B7 BYTE R 激活状态 
X56 BOOL R 测试模式激活 
X57 BOOL R 校正激活 
X58 BOOL R 仪器被去皮 
X59 BOOL R 仅 Pendeo：不稳定 
X59 BOOL R 仅 Pendeo：以模拟传感器操作 
X64 BOOL R/W 仅标准应用程序：读取/写入标记位 1 
X65 BOOL R/W 仅标准应用程序：读取/写入标记位 2 
X66 BOOL R/W 仅标准应用程序：读取/写入标记位 3 
    
X72 BOOL R/W 切换 D11 到净重 
    
X112 BOOL W 设备清零 
X113 BOOL W 设定仪器皮重 
X114 BOOL W 重设仪器皮重 
X115 BOOL W 开始测试模式 
X116 BOOL W 结束测试模式 
X117 BOOL W 主要错误信号 
X118 BOOL W 将预设皮重值设为皮重值 
X119 BOOL W 将当前毛重值存储到预设皮重(D31) 
    
X120 BOOL W 仅 EasyFill 应用程序：开始打印输出 

仅标准应用程序：重量报告 
X121 BOOL W 重置错误 B19 = 0 
X123 BOOL W 读取当前日期和时间 
X124 BOOL W 存储（设定）当前日期和时间 
    
B16 USDINT R 指数：小数点后位数，例如显示 1.23，指数为 2 
B17 USDINT R 重量单位：1 = mg, 2 = g, 3 = kg, 4 = t, 5 = lb, 9 = oz 
B18 USDINT R 秤分度（多分度/多范围 = d1 或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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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 地址 数据类型 读写(R/W) 功能 
B19 BYTE R 最后的称量点错误，见 16.8.1 章节 
    
B20 BYTE R 产品代码的高字节(0x54) 
B21 BYTE R 产品代码的低字节(0x10) 
    
B22 BYTE R 版本号(1.0)的主要部分 
B23 BYTE R 版本号(1.0)的次要部分 
D6 UDINT R 序列号（主板号） 
    
W14 INT R 每次测量计数器值上升 
    
D8 DINT R 当前毛重 
D9 DINT R 当前净重 
D10 DINT R 当前皮重 
D11 DINT R 当前毛重/净重由 X72 选择 
    
D14 DINT R 最大秤重(FSD) 
D15 DINT R 最小重量 
    
D16 DINT R 报告：毛重 
D17 DINT R 报告：净重 
D18 DINT R 报告：皮重 
D19 DINT R 报告：序列号 
    
D21 DINT R 报告：日期 
D22 DINT R 报告：时间 
    
D23 DINT W 活动计数器：设备通讯测试 
    
D24 DINT W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1 打开 
D25 DINT W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1 关闭 
D26 DINT W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2 打开 
D27 DINT W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2 关闭 
D28 DINT W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3 打开 
D29 DINT W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3 关闭 
    
D30 UDINT R/W 仅标准应用：模拟输出用于”透明”模式 
D31 DINT R/W 将值写入到预设皮重内存 
    
B128…143 BYTE R/W 配置设备显示 
    
B144 BYTE R 仅 EasyFill：填充状态 1 
X1152 BOOL R 填充模式激活 
X1153 BOOL R 填充模式准备好(ready/idle) 
X1154 BOOL R 填充模式错误 
X1155 BOOL R 填充模式在设置中 
B145 BYTE R 仅 EasyFill：填充状态 2 
X1160 BOOL R 填充进行中 
X1161 BOOL R 填充暂停 
X1162 BOOL R 粗流 
X1163 BOOL R 细流 
X1164 BOOL R 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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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 地址 数据类型 读写(R/W) 功能 
X1165 BOOL R 允差报警 
B146 BYTE W 仅 EasyFill：填充命令 1 

以当前数据记录开始填充 
X1168 BOOL W 开始/重新开始 
X1169 BOOL W 停止/取消 
X1170 BOOL W 开始 ID1 
X1171 BOOL W 开始 ID2 
X1172 BOOL W 开始 ID3 
X1173 BOOL W 开始 ID4 
X1174 BOOL W 开始 ID5 
X1175 BOOL W 开始 ID6 
B147 BYTE W 仅 EasyFill：填充命令 2 
X1176 BOOL W 开始 ID7 
X1177 BOOL W 开始 ID8 
X1178 BOOL W 开始 ID9 
X1179 BOOL W 开始 ID10 
X1180 BOOL W 打印报告 
X1181 BOOL W 重设错误状态 D67 = 0 
B148 BYTE W 仅 EasyFill：填充命令 3 
X1182 BOOL W 载入选择物料 
X1183 BOOL W 保存选择物料 
B149 BYTE R/W 仅 EasyFill：填充模式(1 = B1, 2 = B4) 
    
W76 DINT R/W 仅 EasyFill：物料 ID 
    
B156…173 BYTE R/W 仅 EasyFill：ID1…10 的物料名称 
    
D44 DINT R/W 仅 EasyFill：设定点 
D45 DINT R/W 仅 EasyFill：预设定 
D46 DINT R/W 仅 EasyFill：物料过冲(OVS) 
D47 DINT R/W 仅 EasyFill：静止时间(ms) 
D48 DINT R/W 仅 EasyFill：低于设定点的允差 
D49 DINT R/W 仅 EasyFill：高于设定点的允差 
    
W104(B208) WORD R 仅 EasyFill：报告物料 ID 
V212…229 BYTE R 仅 EasyFill：报告物料名称 
D58 DINT R 仅 EasyFill：报告填充重量 
D59 DINT R 仅 EasyFill：报告设定点 
D60 DINT R 仅 EasyFill：报告预设定 
D61 DINT R 仅 EasyFill：报告物料过冲(OVS) 
D62 DINT R 仅 EasyFill：报告静止时间(ms) 
D63 DINT R 仅 EasyFill：低于设定点的允差 
D64 DINT R 仅 EasyFill：高于设定点的允差 
D67 DINT R 仅 EasyFill：”Last_error”错误，见 16.8.2 
    
仅 OPC 服务器   
R264 REAL R 毛重值(浮点) 
R265 REAL R 净重值(浮点) 
R266 REAL R 皮重值(浮点) 
R267 REAL R 由 X72 选择当前毛重/净重值(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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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 地址 数据类型 读写(R/W) 功能 
R270 REAL R 秤的最大值(FSD)(浮点) 
R271 REAL R 秤的最小值(浮点) 
    
R272 REAL R 报告：毛重值(浮点) 
R273 REAL R 报告：净重值(浮点) 
R274 REAL R 报告：皮重值(浮点) 
    
R280 REAL R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1 打开 
R281 REAL R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1 关闭 
R282 REAL R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2 打开 
R283 REAL R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2 关闭 
R284 REAL R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3 打开 
R285 REAL R 仅标准应用：限值 Limit 3 关闭 
    
R287 REAL R/W 将值写入到预设皮重内存(浮点) 

 
注意事项： 
不同选项设备（例如 ST_WGT_A）通过 OPC 通讯在 PR1792 操作手册中描
述（第四第五章） 
 
举例： 
生产开始 
写入物料参数(D44…D49) 
开始填充(X1168) 
监测状态(B144, B145) 
填充完成后读取报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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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维修和维护 
14.1 维修 

维修视检查情况而定，必须由茵泰科负责。如遇到缺陷或故障，请联系当地
的茵泰科经销商或服务中心进行维修。当将设备返回进行维修时，请对问题
进行详细、完整得描述。 

14.1.1 日期/时间电池 

 

用于备份日历/时间芯片的锂电池(1)位于主板电源旁。仪器出厂之前此电池
已经激活。 
 
注意事项： 
在首次开机后，需要检查时钟，如有需要，请在 - [Date&Time]中设定。 

 
14.1.2 更换日期/时间电池 

仪器上装有备份日历/时间芯片的锂电池。如果电压低于规定的最小值或存在
缺陷，必须由茵泰科服务人员或同样经受培训的技术人员更换此电池。电池
需要在 - [Date&Time]中激活。丢弃电池请参阅第 15 章。电池寿命，请参
阅 17.3.1 章节。 

14.2 维护 
仅经过培训的具有预防危险专业知识并得到警告的专业人员才可对设备进行
维护工作。 

14.3 焊接工作 
设备不需要也不允许进行焊接。 

14.4 清洁 
 

注意 
不适用的清洁用具/清洁剂可能造成财产损失。 
设备损坏。 
▶ 防止水汽进入内部 
▶ 不可使用腐蚀性的清洁剂（溶剂或其它制剂） 
▶ 在食品行业中使用的清洁剂必须适用特定环境 
▶ 使用柔软的海绵、毛刷或布 
▶ 不可用水或压缩空气冲洗 

 
1. 断开仪器电源和所有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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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肥皂水沾湿的软布清洁仪器 
3. 用柔软的干布擦拭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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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废弃处理 
仪器包装使用对环境友好的材料，适用于回收。更多信息请参见 T&Cs。如果
不需要包装，可丢弃到当地废品处理中心。 
 

 

更换下来的电池必须丢弃在专门的收集箱中（非家庭垃
圾）。在德国，相应的收集箱由 GRS(Gemeinsames Rü
cknahmesystem Batterien)提供。 
在丢弃整个仪器时，电池必须取出。设备的丢弃请联系
地方当局。 
茵泰科在德国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回收服务。在其它国
家，请咨询当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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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错误信息 
16.1 测量电路错误信息 

内部的称重电子元件可能产生错误信息，会在重量显示屏上显示 
 

显示 VNC 文字 错误和可能原因 远程显示 
E:Arith 算术错误 内部算术溢出： 

- 错误校正值 
Error 1 

E:Overl 过载 测量信号大于 Max+(x d)： 
- 设置错误 
- 秤上重量过大 

Error 2 

E:NoSig 外部测量设备错误 测量输入打开： 
- 测量信号大于 36 mV 的允许范围 
- 测量线断开（检测到线断开） 
- 其它硬件误差 

Error 3 

E:Under 值超出显示 重量值不显示： 
- 发送过多位 

Error 4 

E:Sense* 无感应电压 无感应电压： 
- 未连接传感器 
- 感应线或供电线断开 
- 极性错误或感应电压过低 

Error 6 

E:Invers 负输入 负测量信号： 
- 传感器信号极性错误 
- 供电电压极性错误 

Error 7 

E:HardE 秤上无值 内部称量点： 
测量信号高于 36 mV 的允许范围。无
法从 ADC 读取重量值 
- 称重电路板错误 
- 传感器损坏 
- 线缆断开 

Error 9 

* 防爆应用见 16.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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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重量错误状态 
 

注意事项： 
VNC 文字，请参见 16.1 章节 
 

LED E:Arith E:Invrs E:Overl E:NoSig E:Sense E:HardE/E:NoCom 

 
1Hz 闪烁 1Hz 闪烁   1Hz 交替闪烁 1Hz 交替闪烁 

 
1Hz 闪烁   1Hz 闪烁 1Hz 交替闪烁  

 
1Hz 闪烁 1Hz 闪烁 1Hz 闪烁 1Hz 闪烁 1Hz 交替闪烁 1Hz 交替闪烁 

 
      

 
      

 
      

 
注意事项： 
所有其它信息，上部状态显示 LED 闪烁 

 

16.3 xBPI 秤错误信息 
 
显示 VNC 文字 错误和可能原因 远程显示 
E:NoSig 外部测量设备错误 秤上无法读取数值： 

- 秤错误 
Error 3 

E:Value 值超出显示 重量值不显示： 
- 发送过多位 

Error 4 

E:NoCom 秤上没有值 与 xBPI 秤无通讯： 
- 线缆断开 
- 内部秤错误 
- 秤没有连接电源 

Error 9 

E:NoWgt 无称量数据 没有重量显示： 
- 选择了另一个称重点 
按下 键为设备指派新的称量点 

Error · 

E:NotRd 秤未准备好 秤还没有准备好称重： 
- 仪器在热机阶段 
- 仪器在自动去皮模式 
- 仪器开机时已有重量 
将设备关闭重启 

Error < 

E:BadDev 序列号错误 秤的序列号与仪器设定不符 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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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Pendeo 传感器错误信息 
 
显示 VNC 文字 错误和可能原因 远程显示 
E:Overl 过载 测量信号大于 Max+(x d)： 

- 设置错误 
- 秤上重量过大 

Error 2 

E:Value 值超出显示 重量值不显示： 
- 发送过多位 

Error 4 

E:Units 单位不匹配 单位不匹配： 
- 由于例如错误校正引起的错误校正
值 

Error 8 

E:NoCom 秤上没有值 与 Pendeo 传感器无通讯： 
- 线缆断开 
- 内部秤错误 
- 接线盒没有连接电源 

Error 9 

E:NotRd 秤未准备好 秤还没有准备好称重： 
- 至少 1 个传感器在错误状态或损坏
（无通讯） 

Error < 

E:Config 配置错误 传感器数和配置不匹配 Error = 
E:BadDev 序列号错误 秤的序列号与仪器设定不符 Error ？ 
 

16.5 校正时的错误信息 
 
信息 可能原因 

 

最大负载过高时显示此信息 

 

秤的最大负载可以追加。但是在量程降低时，如果新的最大秤量
小于 CAL 重量[Calibrated at] 时，会显示此信息 

 

如果选择的分辨率太低（如 5 kg），会显示此信息 

 

如果选择的分辨率太高，每个秤分度(d)小于 0.8 内部计数和/或在
法定计量 OIML/NSC 下 0.5 μV/e 时，会显示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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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最大负载不是秤分度的整数倍时，会显示此信息 

 

重量单位不匹配，例如将[Max]从 kg 改为 lb 时，会出现此信息 

 

输入的 mV/V 空载加上秤分度的 mV/V 大于 3 mV/V（=36 mV）
时，会出现此信息 

 

如果秤不稳定，会出现此信息： 
补救措施： 
- 检查秤的机械结构 
- 调整过滤器设定，降低分辨率 
- 调整稳定条件 

 

用[by load]确认空载，测量信号为负，会显示此信息 
原因： 
传感器连接极性错误，或损坏 

 

输入空载> 5mV/V 时，显示此信息 

 

秤不稳定时，会显示此信息： 
补救措施： 
- 检查秤的机械结构 
- 调整过滤器设定，降低分辨率 
- 调整稳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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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入重量值后，秤上的重量小于空载，会显示此信息 

 

最大量程不是秤分度的整数倍时，会显示此信息 

 

16.6 一般错误信息 
 
显示 VNC 文字 错误和可能原因 远程显示 
 重复 ID IP 地址已经被使用 

两台仪器的 IP 地址相同 
 

 供电电压过低！ 供电电压过低 -15% 
供电电压过低(≤85%) 

 

E:BadDev* 序列号错误 - 在校正后更换了称重元件板 
- 设备未校正 

Error ？ 

 

16.7 防爆应用的错误信息 
传感器损坏时，显示一下错误信息： 
E:Sense(通过 VNC：No Sense Voltage) 
可能出现 2 个不同的损坏，称重电子板(WE1)上会亮起两个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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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20 点亮： 
没有感应电压或供电电压过低 
原因： 
感应线或供电线损坏 
V304 点亮 
传感器供电的电流限定被激活 
原因： 
- 传感器供电被短路
- 传感器阻抗太低（例如连接了太多传感器）
电流限值为> 96 mA

  △！E 严重警告 
在开启的设备上工作可能存在威胁生命安全的后果。 
实用工具打开盖子或其它部分时，可能暴露接线柱和其它活动部分。请注意，
即使断开电源，设备中的电容仍有可能带点。 
▶ 断开电源

断开电源消除损坏点。在损坏点去除后，仍需要断开电源和/或断开传感器，
使电流限定失活。 

16.8 “Last_Error”错误号 
16.8.1 称重点错误 

数字 显示 原因 
2 in use 称重点使用中，例如应用程序使用中 
6 test active 测试激活，无重量 
7 cali active 校正激活，无重量 
8 no standstill 秤未稳定 
13 tare is active 激活去皮 
15 weight is dimmed 重量非法定计量(<0 或>Max) 
16 weight has error 重量错误 
17 scale not ready 秤未准备好 
18 cannot tare below zero 在零点以下不可去皮 
102 timeout 仅 xBPI 秤：发送命令到秤时超时 
142 calibration active 校正中，无法去皮或清零 
147 no zeroset 零点设定在零点设定范围之外
149 Busy 秤忙于另一个要求 
255 hardware error 称量点错误 

16.8.2 “EasyFill”应用错误 

数字 显示 原因 
0 无错误 
1 fatal error 重量错误，称重点损坏 
2 Material ID invalid 输入数字<0 或>10 
3 Material name invalid 物料名称无效 
4 Set point invalid 设定点+毛重值>秤终端值，(B1 模式)或毛重值 
5 Preset point invalid 值 > 设定点 
6 OVS invalid 值 > 设定点 
8 Neg.tol.invalid 值 > 设定点 
9 Pos.tol.invalid 值 > 设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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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显示 原因 
10 Sequence number invalid 序列号无效 
13 Invalid fieldbus command 总线动作无效（例如同时进行开始和停止指令） 
15 Cannot read from earom 从硬件内存(EAROM)读取物料入口时错误 – 硬件错误 
16 Cannot write to earom 写入物料入口到硬件内存(EAROM)时错误 – 硬件错误 
17 Action not allowed 总线动作不允许 

例如：在填充过程中要求开始填充或在系统设置时要求
开始填充 

18 Weight unit of material 
invalid 

称量点单位与物料单位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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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数 
17.1 使用”免费软件”注意事项 

PR5230 仪器中的固件包含有免费软件，使用许可为： 
- GNU 通用公共许可(GPL)版本 2，1991 年 6 月，和 
- GNU 一般通用公共许可(LGPL)版本 2.1，1999 年 2 月 
此第三方开发的”免费软件”经过授权并免费使用。仪器随附英语版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的许可条款和条件。随附 CD 中可找到此条款的源文
本。 

17.2 序列号代码 
 

30 252 00015   
30 252 00015 
产地代码： 
30 = 德国汉堡 

年月代码： 
252* = 2010 年 4 月 

当前产品代码 

* 此代码根据茵泰科年份表格增加 
 

17.3 一般数据 
 
注意事项： 
更多信息请参阅 WE1 选项说明 
 
以下参数仅在热机时间超过 60 分钟后有效。（参考温度 23℃） 

17.3.1 日期/时间备备份电池 
用于备份日期/时间芯片的锂电池在出厂时即开始工作。 
 
寿命 设备持续连接主电源 10 年 

设备未持续连接主电源（例如存储中） 7 年 
 
17.3.2 连接 230 VAC 供电 
 
供电电压 100 V – 240 VAC +10%/-15%, 50/60 Hz 
最大功率 12 W/15 VA  
主要保险丝 2 x 3.15 AT; 250 V; IR 1500 A; 5 x 20 

mm; 例如 Schurter 公司 SPT5 x 20, 订
购号：0001.2509 

 

 
17.3.3 连接 24 VDC 供电 
 
供电电压 24 VDC -15%/+20% 
最大功率 12 W  
主要保险丝 2 x 3.15 AT; 250 V; IR 1500 A; 5 x 20 

mm; 例如 Schurter 公司 SPT5 x 20, 订
购号：0001.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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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环境条件影响 
17.4.1 环境条件 
 
温度范围 参考温度 23℃ 

操作要求环境温度 -10…+50℃ 
法定计量操作要求环境温度 
防爆区域环境温度 

-10…+40℃ 

开机温度 0…+50℃ 
存储/运输环境温度 -20…+70℃ 

水汽  < 97%，无凝结(符合 IEC68-2) 
防护等级  外壳：IP66 
海拔  < 2000 m 
 
17.4.2 电磁兼容性 

所有数据符合 NAMUR NE 21，EN45501 和 EN 61326 
 

外壳 高频率电磁场(80…3000 MHz) EN 61000-4-3 10 V/m 
静电放电(ESD) EN 61000-4-2 6/8 kV 

    
信号和控制线 快速瞬变(爆发) EN 61000-4-4 3 kV 

峰值电压(浪涌)1.2/50 μs EN 61000-4-5 2 kV 
高频导致的干扰(0.15…80 MHz) EN 61000-4-6 10 V 

    
电源输入 快速瞬变(爆发) EN 61000-4-4 3 kV 

峰值电压(浪涌)1.2/50 μs EN 61000-4-5 1/2 kV 
高频导致的干扰(0.15…80 MHz) EN 61000-4-6 10 V 
电压骤降 EN 61000-4-11 0/40/70 % 

20/200/500 ms 
电源故障链接 EN 61000-4-11 5 s 

 
17.4.3 射频干扰抑制 
 

射频干扰 

 

根据 EN 61326，限值 A，用于工业应用 

 

17.5 连接电缆 
接线盒和仪器之间的连接线长度 
 
线缆型号 PR6135，PR6135A 最大 500 m – 传感器电缆长度 
 
称重平台到仪器之间的连接线长度 
 
线缆型号 LiYCY 最大 5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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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机械部分 
17.6.1 设计 

不锈钢金属外壳，带门，防护等级 IP66 

17.6.2 重量 
 

净重 6 kg 
毛重 7 kg 

 

17.7 随附光盘文档 
在 PR5230 随附光盘中包括有证书和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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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附录 
18.1 备件 
18.1.1 称重元件板 
 

备件号 备件描述 
5312 218 58011 AD 转换器，适配 

 

 
18.1.2 显示板 
 

备件号 备件描述 
5312 130 98006 显示板 PCB 

 

 
18.1.3 保险丝/附件套件 
 

备件号 备件描述 
5312 253 28007 保险丝 3.15 A T 250 V 5 x 20 
5312 505 48021 格兰头附件套件 
5312 505 18016 密封螺丝接头附件套件 
5312 321 28051 线缆附件套件 
5312 264 48018 接头附件套件 
5312 264 48008 5-针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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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测试接头 
 
用于 RS-232 接口 
引脚指派 

 

 
用于 RS-485 接口 
引脚指派 开关设定 

 

S1= 关闭 
S2 = 关闭 
S3 = 关闭 
S4 = 关闭 
S5 = 关闭 
S6 = 打开 
S7 = 关闭 
S8 =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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