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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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表示菜单和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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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minebea-i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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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始使用 
2.1 显示和操作组件 
2.1.1 一览 

 
序号 名称 
 显示组件 
1 5.7” TFT 彩色显示，见 2.1.2.1 
2 LED 状态显示，见 2.1.2.2 
 操作组件，见 2.1.3.1 
3 数字字母键 

导航键（2、4、6、8 键） 
4 功能键 
5 应用键 
6 指示键 
7 菜单键，包括软键 

2.1.2 显示组件 
- TFT 彩色显示屏，详见 2.1.2.1 
- LED 状态显示灯，详见 2.1.2.2 

2.1.2.1 TFT 用户界面显示 
TFT 彩色图形显示器最多可以显示带有小数点和正负号的 7 位重量值，可
用的重量单位是 t、kg、g、mg、Ib 或 oz。 
Ib 和 oz 单位不允许在欧盟和欧共体的法定计量中使用。 
在重量显示下面，当前显示的重量以棒图的形式显示，表示最大（Max）的
百分比，左边是 0,右边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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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描述 
1 信息栏 
2 棒图 
3 重量类型/正负号/稳定 
4 状态显示 
5 重量值 
6 符号/重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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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置皮重，不去皮 

无显示 - 测试值 
- 毛重，未去皮 

User 其它重量显示，取决于应用程序 
Setp 其它重量显示，取决于应用程序 
Diff 其它重量显示，取决于应用程序 
+ 正值 
- 负值 

 
稳定/零点/配料/监测 描述 

 

重量值稳定 

 

毛重在零点的±1/4d 以内 

 

配料模式：配料“停止”时闪烁，快速闪烁表示
“错误状态”。 

 

Pendeo 称重传感器：合理性监测；计算单个称重
传感器的平均偏差。 



开始使用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10 

 

稳定/零点/配料/监测 描述 

 

Pendeo 称重传感器：温度监控；1-n 称重传感器
高于或低于允许温度。 

 
符号/重量单位 描述 

 

法定计量不允许的值（例如，10 倍分辨率，失效
的称重传感器）。 

R1 范围 1 
R2 范围 2 
R3 范围 3 
WPA 称重点 A 
Max 最大量程（称重范围） 
Min 最小重量 
t，kg，g，mg，lb，
oz 

这些重量单位是可用的 

 
信息栏显示符号 

符号 描述 

 

通过 VNC（虚拟网络计算机）进行远程控制被激
活。 

 

- 时钟电池没电。 
- 待机电池没电。 

 

待机电池过热，无法充电。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
决，必须检查环境温度，请参阅 PR 5500 安装手
册[Technical Data] – [Enviromental influences] 
– [Ambient conditions]。 

 

- 插入的 USB 设备不支持。 
- 已经超过最大电流 imax = 200 mA。 

 

检测到新设备。 

 

U 盘可识别，并可进行操作。 

 

U 盘未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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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描述 

 

IP 地址的网络设置冲突。 

 
LED 状态显示灯 
运行状态 颜色 LED 状态 描述 
正常运行  关  
断电<5 秒 红 慢闪 5 秒后，设备转入正常运行。 
断电>5 秒 红 快闪 设备正在进行数据备份，接通电

源后，设备还原正常运行（LED 关
闭）。 

数据备份后，电源仍
未接通 

 关 设备关闭。 

电源恢复  关 设备启动预热，详见 2.2.2.。 
 

2.1.3 操作组件 
- 前面板键操作，详见 2.1.3.1 
- 软键操作，详见 2.1.3.2 
- 导航键操作，详见 2.1.3.3 
- PC 键操作，详见 2.1.3.4 
- VNC 操作，详见 2.1.4 

2.1.3.1 前面板键操作 
下表显示了前面板按键符号的基本含义。根据应用程序的不同，键的含义也
有所不同。 

指示键  
键 描述 

 

预置皮重 
将当前毛重存储为皮重，需要： 
- 重量值稳定。 
- 设备不处于错误状态。 
（功能取决于配置） 

 

将当前毛重清零，需要： 
- 重量值稳定。 
- 重量在清零设定范围内。 
（功能取决于配置） 

 

显示毛重/皮重 
按此键可以切换到下一个重量（仅在去皮下）。 
在校正过程中，按此键 5 秒，可以放大 10 倍分辨率。 

 
应用键  
键 描述 

 

启动特定打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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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键  
键 描述 
▲ 向上滑动菜单。 
▼ 向下滑动菜单。 
◀ - 光标向左 

- 选择 
- 退出菜单窗口 

◀ - 光标向右 
- 选择 
- 确认输入/选择 

 
菜单键  
键 描述 
OK 确认输入/选择。 

EXIT - （在确认提示之后）取消条目/选择而不保存更改。 
- 退出参数/菜单窗口。 

C 按 delete 键可以删除单个字符（在一个条目中）或整个
字符串。 

软键 1-5 选择合适的菜单功能，详见 2.1.3.2 
MENU 切换到操作菜单。 

 
功能键  
键 描述 

F1 赋值给一个已定义的功能（参见系统菜单[System 
Setup] - [Operating parameters]）。 

F2 赋值给一个已定义的功能（参见系统菜单[System 
Setup] - [Operating parameters]）。 

? 显示相关的帮助窗口。 

 
启动一个特定应用程序。 

 

关闭一个特定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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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字母键  

 

 

切换键 
可在以下键之间切换： 

-  
- 光标 
-  
- 大写字母 
-  
- 小写字母 
-  
- 拼音 
- 需在[Operating 

parameters] – [Input 
method]下选择汉语 

- 平文式 
- 需在[Operating 

parameters] – [Input 
method]下选择日语 

-  
- 数字 

-  
单位 
用光标▲/▼选择单位，按 OK 键确认 

 
注意事项： 
也可以通过双击 shift 键来选择一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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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字符表的输入 
点击多次，出现相应字符。例如点击一次，
出现字母“A”，点击两次，光标位置出现字
母“B”，点击三次，出现“C”。 
如果只需要输入数字，则不会启用字母。 
点击◄键表示返回上一个字符，点击►键表示
选择下一个字符。 
在条目中，点击删除键 C，删除光标左边的
字符。 
非输入状态下，点击删除键 C，删除整段字
符。 

 

 

使用字符表输入 
双击该键将显示字符表，只显示此输入状态下允
许的字符。 
 

注意事项： 
只可以输入文本，而不能输入数字或重量
值，开关功能关闭。 

 
步骤： 
- 用光标突出显示所需的字符。 
- 所选字符在右上角的字段中被放大显示。 
- 按 OK 键在输入字段中输入字符 
- 再次双击切换键，其它字符就可以像前面描述
的那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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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栏 
原则上： 
如果字母数字字符已经出现在所选行的输入字段中，那么在立即输入后
将被完全覆盖。 
如果字母数字字符已经出现在选定行的输入字段中，您可以按光标键►
选择要覆盖的字符并进行覆盖。 

 

在输入字段的前面，会指示是否可以输入数字和/或字母字符（参见箭
头）。 
使用光标键►切换到输入字段。 

 

将显示相应的选项（参见箭头）。 
 

注意事项： 
字符表被关闭。 

 

 
快捷键  

 

触发冷启动，见 4.3 

 
2.1.3.2 使用软键操作 

 
如图所示的 5 个灰色键，显示在最下面的文本行中，如图所示的灰色软
键，不能在活动菜单栏或具有当前访问权限的情况下被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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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使用软键描述操作序列时，被选择的功能将会显示在中括号中，软键
符号不显示，比如[Save]。 

2.1.3.3 导航键操作 
菜单 
光标键、OK 键和 EXIT 键在菜单中用于导航。 
参数 
使用▼/▲光标键选择各参数。 
使用 OK 键确认所选内容。 
所需的值|文本是通过字母数字键输入的。 
OK 键用来勾选复选框。 
如果参数列表很长，则左边的竖线图（黑色和灰色）显示列表部分。 
现有的选择列表由▶键指示。 
使用 OK 键选择参数。 

2.1.3.4 通过 PC 键盘操作 
该设备也可以使用 PC 键盘操作，对应的指派关系如下表所示： 
PC 键盘 面板键盘 
F1 F1 
F2 F2 
F3 ? 
F4 MENU 
F5...F9 软键 1…5 
F10 

 

F11 

 

F12 

 

ESC EXIT 
光标键：↑↓←→ ▲▼◀▶ 
回车键 OK 
退格键←： C 
数字小键盘 字母数字键盘 
 

2.1.4 使用 VNC 客户端显示和操作 
显示和操作元件在以下章节中说明： 
- 设备前面板详见 2.1.1. 
- 使用 TFT 屏幕用户界面，详见 2.1.2.1. 
- 使用前面板按键操作，详见 2.1.3.1. 

VNC 客户端安装，详见 2.8.5.。 

2.2 数据安全和数据存储 
内部称重电子系统的校正数据和参数保存在称重电子板的 EAROM 里，为校
正数据和参数提供另外的写保护（见 2.7.2）。 
事件记录被保存到 SPIflash 内存中。 
FlashPROM 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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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S 
- 固件 
- 应用程序 
- Alibi 内存 
- XML 文件配置（用于用户管理、系统设置、校正和应用数据） 

备份存储在 SD 卡（安全数字卡）中（参阅 PR 5500 安装手册[Hardware 
construction] – [Main board] – [SD card slot]）。 

2.2.1 电源故障 
工作存储器的全部内容存储在 NAND 闪存中，当电源中断或设备与电源断
开时，工作存储器的内容将永久保留在 NAND 闪存中。 
SD 卡和 U 盘可由电池缓冲。 
如果集线器插入 USB 插槽并关闭，USB 和电池之间的连接就会断开。 

2.2.2 热启动 
当电源恢复后，所有数据从 NAND 闪存中重新加载到工作存储器中，设备
还原到中断前的运行状态。填充程序根据用户设置停止/启动进行。 

2.2.3 冷启动 
如果设备没有找到可以还原最后操作状态的保存数据，则执行冷启动。 
可能导致冷启动的原因： 
- 电池未正确充电或出现故障，在断开电源后无法保存所有数据。 
- 设备使用 STOP + EXIT 键重新启动，见 2.2.3.1 
- 按下复位键，见 2.2.3.2 
- 在启动时按下停止键，然后选择冷启动，见 3.10 

如果可用，则在冷启动后还原上次备份的数据库。 
2.2.3.1 STOP + EXIT 键 

同时按下 STOP + EXIT 键（见 4.3）设备冷启动： 
- 设置保留。 
- 数据库初始化。 
- 设备会自动搜索 SD 卡上的现有数据库，并询问是否加载该数据库。 
- 必须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注意事项： 
如果在菜单中选择[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Operating 
parameters] - [Cold start with STOP+EXIT] - [disabled]，则
STOP+EXIT 键无法重新启动设备。 

 
2.2.3.2 复位键 

短按（<1 秒）复位键（参阅 PR 5500 安装手册[Process controller] - 
[Housing] - [Housing dimensions] - [Control cabinet housing]）启动设
备冷启动： 
- LED 灯闪烁一次。 
- 设置保留。 
- 数据库初始化。 
- 设备会自动搜索 SD 卡上的现有数据库，并询问是否加载该数据库。 
- 必须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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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开启设备 
 

注意事项： 
当设备第一次接通电源时，必须遵循以下步骤： 
- 设置日期和时间，见 4.2 
- 设置网络（仅当设备要在网络中使用或配置时才需要），请参见 4.4 

 
设备设置方式如下： 
- 通过设备前面板键，见 2.1.3.1. 
- 通过外部 PC 键，见 2.1.3.4. 
- 通过笔记本/PC 使用 VNC 软件（包括 CD），见 2.8.5. 
- 通过笔记本电脑/PC 使用浏览器，见 2.8.6. 

设备通电后，显示以下内容： 
Checking… 
Booting… 
Restore… 

设备正在启动。 

No signal 错误提示：未连接称重传感器，见 9.1 
No values from 
scale 

错误提示：未与 xBPI 秤通讯（见 9.2） 
错误提示：无法从 ADC（模拟-数字转换器）读
取重量值，见 9.1. 

Scale not ready 错误提示：无可连接的称重传感器或秤（详见
9.1） 

 
显示重量 

 
2.4 关闭设备 

关闭设备，见 6.8 

2.5 设备预热时间 
校正开始前，设备需要预热 30 分钟。 

2.6 通过前面板按键/PC 键盘操作 
以下选项可选： 
- 使用设备前面的键，详见 2.1.3.1 
- 使用外部 PC 键盘（USB 连接），详见 2.1.3.4 

2.7 写保护 
2.7.1 CAL 开关 

使用 CAL 开关激活写保护，以防止未经授权的对校正数据/参数的访问或覆
盖。 
该设备最多可以有 3 个 CAL 开关，CAL 开关 1 和 2 位于主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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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开关 A 位于称重电子板上（参阅 PR 5500 安装手册）。 
开关可以通过设备的后部访问。 
各个开关的功能如下表所示。 
 

注意事项：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在校正后通过软件激活写保护功能，以防止覆盖/数
据丢失，见 2.7.2 

 

 写保护激活 写保护未激活 
CAL 开关 A，1，和 2 

 

关闭 

 

打开 
设备背面 

  

 
CAL 开关 “写保护激活”的含义 
A 防止称重电子 A 的校正数据/参数被改变。 
1 防止以下改变： 

- 称重点的校正数据和参数 
- Alibi 设置 

2 防止以下情况： 
- 加载/捆绑固件到 BIOS 设备，详见 6.9 
- 更改许可证设置 
CAL 开关在法定计量中会被加封 

 
注意事项： 
变更方式： 
通过在输入字段中输入数据进行更改，以及通过[Restore]功能（详见
6.2）和[Import]功能（详见 6.4）进行更改。 

 

 
当 CAL 开关关闭时，在菜单[Weighing point]中会显示提示。 
软键下的[Parameters]、[Calibration]和[Units]下的数据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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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数据示例。 

2.7.2 软件 
写保护可以通过软件激活，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或覆盖校正数据/参数。 
 

注意事项： 
每次保存校正或更改参数时，都会创建一个单独的检查编号，这可以在
菜单[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Show calibration check 
numbers]（参见 5.7）中查看，也可以写在 W&M 标签上。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Parameters] - [Settings locked]访问。 

 
称重点在菜单项[Parameters]中有一个[Settings locked]参数。 

 
称量点此参数设定后， 
- 只有当相应的 CAL 开关关闭时才能查看校正数据和参数。 
- 只有[Settings locked]参数可以更改。 
- [Restoring]/[Importing]称重点被禁用。 

 
注意事项： 
如果称重点选择了[Settings locked]和[W&M]选择，与关闭 CAL1 和
CAL2 开关作用相同，详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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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Settings locked]是激活的，菜单[Weighing point]中会出现提示。 
软键下的[Parameters]、[Calibration]和[Units]下的数据仅显示。 

 
校正数据示例 

2.8 通过笔记本电脑/PC 操作 
提供以下选项方式： 
- VNC 客户端（在附带的 CD-ROM 上），见 2.8.5 
- 互联网浏览器，见 2.8.6 

要求： 
浏览器必须支持 Java 应用程序。 

2.8.1 在网络中自动查找和连接设备 
如果 DHCP 服务器在网络中处于激活状态，所连接的设备（如果在菜单
[Operating] - [Default coniguration] - [Network parameters] - [use 
DHCP]激活），将自动分配一个 IP 地址。 
在笔记本/PC 上，网络中被连接设备的主机名显示在[Network]下面。 
双击主机名在网络浏览器中打开设备页面，IP 地址显示在右下角。 
 

注意事项： 
如果网络浏览器支持 Java 应用程序，则可以通过[remote coniguration 
(VNC)]操作设备。 
如果网络浏览器不支持 Java 应用程序，菜单项将不可访问（显示为灰
色）。 

 
2.8.2 使用笔记本/PC 找到并连接一个设备 

如果设备通过点对点方式连接到笔记本/PC，可通过“AutoIP”功能协商 IP
地址，需要大约 2 分钟! 
 

注意 
当 IT/DHCP 网络电缆临时连接到笔记本/PC 与设备之间时，DHCP 服务
器将丢失，笔记本/PC 将在大约时间 2 分钟内返回到自动 IP 地址。 
▶ 原因：DHCP 服务器/客户端关系每隔 2…3 分钟被检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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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笔记本/PC 上，根据操作系统，将 LAN 本地和互联网协议属性设置为
“自动获取 IP 地址”。 
2. 在设备上，在 MENU - [Default coniguration] - [Network parameters]
下激活“Use DHCP”参数（出厂/默认设置）。 
▷ （2…3 分钟）后，会自动循环搜索 DHCP 服务器，当 DHCP 设置到
“自动 IP 地址”中时，DHCP 设备会相互查找，范围为
169.254.0.1…169.254.255.254，关联的自动子网掩码为 255.255.0.0。 
比如： 
如果超过了搜索时间（因为“服务器无响应”），PR 5500 将被自动分配给
一个 IP 地址（例如 169.254.0.123，这同样适用于笔记本或 PC（如
169.254.0.54）。 
两边的 IP 地址有所不同： 
- IP 地址的前两个位置内容相同（如网络 ID 169.254）。 
- IP 地址的后 2 个位置内容不同（例如主机 ID 0.123）。 

2.8.3 使用“Indicator Browser”在网络中搜索设备 
IP 地址可以通过“Indicator Browser”应用程序（CD-ROM 提供）和设备
的“主机名”找到。 
“主机名”由设备名和 MACID 的最后 3 个字节组成，带有完整 MAC ID 的
标签位于设备外部。 

 
主机名称：PR5500-6B6A5E 

 
因此，程序必须在笔记本/PC 上安装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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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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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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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Broswer”支持。 

 
2.8.4 重新设定网络地址 

 
注意事项： 
按住重启键大于 5 秒，触发冷启动； 
- 设置没有改变。 
- 清空数据库。 
- 删除当前步骤。 
- 必须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 必须还原数据库。 

 
按住重启键大于 5 秒，网络设置还原到出厂/默认设置。 
这意味着 
- “DHCP”被激活。 
- “主机名”初始化，例如 PR 5500-6B6A5E（类型为 MAC-ID）。 

MAC ID 示例：00-90-6C-6B-6A-5E。 
这可以保证服务器向网络中的设备分配一个有效的地址来标识该设备，见
4.4。 

注意事项： 
显示 MAC ID 的最后 3 个字节，带有完整的 MAC ID 的标签，位于设备的
外部。 

 

如果设备通过 DHCP 服务器连接到 IT 网络（公司网络），并且在菜单
[Operating] - [Default coniguration] - [Network parameters]（出厂/默
认设置）中激活了参数[use DHCP]，那只需要 2...3 分钟的等待时间，无
需其它操作就能自动建立网络连接（设备<->工作站/PC）。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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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使用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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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颜色出现失真，可在 VNC 查看器中选择更好的颜色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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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显示 VNC 用户界面。 

2.9 通过网络浏览器操作 
除了 VNC 浏览器外，也可直接使用网络浏览器。 
其缺点在于需要额外安装 Java 程序。 
 

注意事项： 
如果 web 浏览器支持 Java 应用程序，则可以通过[remote 
coniguration (VNC)]操作设备。 
如果 web 浏览器不支持 Java 应用程序，菜单项将不可访问（显示为灰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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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开始使用 

25 

 

 
WEB 菜单描述请参阅 3.9 章节 

  



操作和控制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26 

 

3 操作和控制 
3.1 用户登录/注销 

如果激活用户管理，用户必须登录才能操作和配置设备： 
- 用户登录，见 3.1.1 
- 用户注销，见 3.1.2 

3.1.1 用户登录 
授权用户必须登录才能启动应用程序或输入参数。 

 
此窗口仅在没有用户登录时出现。 
1. 按[Login]软键以特定用户身份登录。 
 

注意事项： 
如果“默认”用户处于激活状态，则不需要输入密码，只需要确认窗口即可
登录。 

 
▷ 出现登录窗口 

 
2. 进入和确认用户名。 
3. 进入和确认密码。 
 

注意事项： 
缺省设置：用户名：Admin；密码：Admin 

 
▷ 出现操作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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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用户注销 

在此菜单项中，登录的用户可注销，可通过 MENU - [Operation] - 
[Logout] .设置。 
1. 按 MENU 键切换到操作菜单。 

 
当前登录的用户显示在屏幕的右上角。 
2. 按[logout]软键注销当前登录的用户。 
如果注销用户需要密码（在用户设置中激活的选项，参见第 4.10），则会
出现相应的输入窗口。 

3.2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在默认情况下是禁用的，参见 4.10。 
通过用户管理，可以限制对设备的各级菜单进行访问，包括系统设置、系统
维护、通过网站访问以及各种应用程序等（取决于应用程序）。 
 

注意事项： 
用户管理可以有选择地激活，但正常操作不需要。 

 
在系统安装和设置期间，我们建议停用用户管理，这便于访问各级菜单和网
站。 
在下列情况下，通常应启动用户管理： 
- 几个人同时使用该设备或有访问权限。 
- 目的是防止未经授权的人更改设备或影响设备控制的过程。 

3.3 选择操作语言 
出厂设置：系统语言 = 操作语言（显示语言）。 
操作语言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变更： 
- 在[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Operating parameters] - [Display 
language]菜单中选择并确认所需语言，使用[Save]软键保存更改，请参见
4.3 
- 在[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User management] - 
[Create/copy/modify user] - [ Language]菜单中选择并确认，使用[Save]
软键保存更改，请参见第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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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菜单[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Operating parameters] - 
[F1/F2 key]中有一个键被指定为[Change language]，使用功能键 F1 和 F2
即可变更语言，请参见第 4.3，操作语言可以在任何菜单中更改。 
 

注意事项： 
当激活用户管理时，操作语言只会在当前登录的用户注销后更改。只有
使用 F1 或 F2 键才能迅速切换语言。 

 

3.4 系统菜单 
在操作菜单中的系统菜单下，可设置过程控制器，访问信息，管理系统。 
 

注意事项： 
应用程序菜单下的菜单项取决于所涉及的应用程序，并在单独的操作手
册中进行说明。 

 
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访问。 

 
系统菜单： 
- [System setup]，系统设置详见第 4 章。 

所有与称重电子相关的参数可在[Weighing points]中找到。 
- [Connected devices]，连接设备详见 4.1 
- [Date and time]，日期和时间详见 4.2 
- [Operating parameters]，操作参数详见 4.3 
- [Network parameters]，网络参数详见 4.4 
-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网络共享连接详见 4.5 
- [Fieldbus parameters]，现场总线参数详见 4.6 
- [Fieldbus parameters]，称重点详见 4.7 
- [Display settings]，显示设置详见 4.8 
- [License settings]，许可证设置详见 4.9 
-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详见 4.10 
- [Alibi memory]，Alibi 内存详见 4.11 
- [System information]，系统资料详见第 5 章。 
- [Show version]，显示版本详见 5.1. 
- [Show status]，显示状态详见 5.2. 
- [Show alarm information]，显示报警信息详见 5.3. 
- [Show HW options]，显示 HW 选项（硬件选项）详见 5.4. 
- [Show ModBus-TCP I/O module]，显示 ModBus-TCPI/O 模组详见

5.5. 
- [Browse the Alibi memory]，浏览 Alibi 内存详见 5.6. 
- [Show calibration check number]，显示校正检查号详见 5.7. 
- [Show Pendeo data]，显示 Pendeo 数据详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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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event log]，显示事件日志详见 5.9. 
- [Print configuration settings]，打印配置设定详见 5.10. 
- [System maintenance]，系统维护详见第 6 章。 
- [Backup]，备份详见 6.1. 
- [Restore]，还原详见 6.2. 
- [Export]，导出详见 6.3. 
- [Import]，导入详见 6.4. 
- [Alibi memory maintenance]，Alibi 内存维护详见 6.5. 
- [SD card maintenance]，SD 卡维护详见 6.6. 
- [Create service report]，创建服务报告详见 6.7. 
- [Shutdown & Power off]，关机&关闭电源详见 6.8. 
- [Update software]，更新软件详见 6.9. 
- [Factory reset]，恢复出厂设置详见 6.10. 
- [Test hardware]，测试硬件详见 6.11. 

3.5 帮助功能 
使用?键可以在任何参数窗口访问到帮助。在出现的窗口中，使用光标键
（、、▲、▼）向上和向下滚动内容，可以使用 EXIT 键关闭窗口。 
 

注意事项： 
在相应的语言不可用的情况下，文本以英语作为默认语言提供帮助。 

 

3.6 Alibi 内存 
Alibi 内存的功能描述，如以下菜单项 
- 在 System Setup 菜单中，可配置了一个完整的 Alibi 内存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Alibi memory]），详见 4.11 
- [Tidy up records]，整理记录详见 4.11.1 
- [Delete]，删除整个 Alibi 内存详见 4.11.2 
- 在 System information 菜单中可以搜索 Alibi 内存（[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Browse Alibi memory]），详见 5.6 
- [Search for speciic date in Alibi memory]，特定日期的 Alibi 内存详

见 5.6.1 
- [Search for a given sequence number]，搜索给定的序列号详见

5.6.2 
- [Status Alibi memory]，Alibi 内存状态详见 5.6.3 
- 在 System maintenance 菜单中，可以输出、打印或删除 Alibi 内存的

记录（[Operating]- [System maintenance]- [Alibi memory 
maintenance]），详见 6.5 

- [Export selection of records]，Alibi 内存以 XML 格式导出到存储器
中，详见 6.5.1 

- [Export + tidy up selection of records]，Alibi 内存以 XML 格式导出
到存储器，并从设备中删除，详见 6.5.2 

- [Print selection of records]，打印 Alibi 内存，详见 6.5.3 
- [Print + tidy up selection of records]，Alibi 内存被打印并从设备中删

除，详见 6.5.4 

3.7 显示校正数据 
校正数据以在校正过程中输入/确定的格式显示。 
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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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校正数据： 
- 秤的分度和最大秤量 
- 秤分度 
- 空载重量和 mV/V 值 
- 最大秤量的重量和 mV/V 值 
- 校正重量*和对应的 mV/V 值 
- 每个秤分度的内部计数和电压数 

*输入 mV/V 后，显示输入的最大秤量和 mV/V 值 

3.8 增加重量值的分辨率（10 倍） 
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Weighing points]- [Weighing point x]菜
单中，选择称量点后，按如下键 5 秒可以增加分辨率（10 倍），按键如
下： 

- 键 
- 功能键 F1 和/或 F2（如果功能键已在菜单[Operating]- [System 

setup]- [Operating parameters]- [F1/F2 key]中分配）。 
如果称重点选择了[W&M]参数，则重量值会标记 △! 符号，视为无效重量，
2…3 秒后显示器还原正常分辨率。 

3.9 通过网络达成的功能 
如果设备已连接到网络，例如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的[Network]中可显
示设备。 
 

注意事项： 
如果 web 浏览器支持 Java 应用程序，则可以通过[remote 
coniguration (VNC)]操作设备。 
如果 web 浏览器不支持 Java 应用程序，菜单项将不可访问（显示为灰
色）。 

 
▶ 在 Windows 系统中双击相应的设备符号。 
▷ 在可用的网络浏览器中打开 web 菜单（仅提供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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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的设备名出现在标题下面的括号中（在[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Network parameters] - [Host name]菜单中），详见 4.4. 
配置： 
[Remote coniguration (VNC)]  
对于不需要另外安装 VNC 客户端可以直接使用 VNC 程序进行设备操作的情
况，详见 2.8.5. 
[Remote coniguration (VNC) pop-up window]  
对于不需要另外安装 VNC 客户端可以直接使用 VNC 程序进行设备操作的情
况，详见 2.8.5. 
[Configuration printout]  
将配置数据打印为文本文件，详见 10.1 
查看： 
[Indicator] 
在状态窗口中显示称重点，详见 3.9.1 
[Indicator Pop-up Window] 
在弹出的状态窗口显示称重点，详见 3.9.1 
[Browse Database] 
浏览特定应用程序的数据库，详见 3.9.2 
[Browse Alibi memory] 
浏览 Alibi 内存，详见 3.9.3 
[Manuals] 
PDF 文件保存在 SD 卡上（与设备一起提供的茵泰科 SD 卡），详见 3.9.4 
服务级别： 
 

注意事项： 
有些功能需要访问权限，当用户管理被激活时，登录用户必须具有[Use 
functions on the website]和相应的系统权限。 

 
[Browse eventlog] 
浏览事件日志，详见 3.9.5 
[Browse logiles] 
浏览、显示、复制、打印日志文件，详见 3.9.6 
[Show last fatal system error] 
显示、复制、打印错误日志，详见 3.9.7 
[Screenshot] 
保存截屏，详见 3.9.8 
[Export database] 
以 XML 文本形式导出数据库，详见 3.9.9 



操作和控制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32 

 

[Export Alibi memory] 
以 XML 文本形式导出 Alibi 内存，详见 3.9.3 
[Export service report] 
以 XML 文本形式导出服务报告，详见 3.9.11 
[Backup and restore setup data] 
创建安装数据备份和还原安装数据，详见 3.9.12.2 
[Upload language files] 
向设备上传语言文件，详见 3.9.13 

3.9.1 在状态窗口显示称重点 
 

注意事项： 
如果网络浏览器不支持 Java 应用程序，菜单项将不可访问（显示为灰
色）。 

 
在此网络菜单项中，称重点显示在状态窗口中，可通过网络菜单 - 
[Indicator]访问。 
1. 点击网络菜单中的[Indicator] 
 出现一个含有称重点的状态窗口 

 
2.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3. 在网络菜单中，单击[Indicator Pop-up Window] 
 弹出窗口中出现称重点 

 
4. 单击 返回网络菜单 

3.9.2 浏览数据库 
在此网络菜单项中，将搜索特定应用程序的数据库，可通过网络菜单 –
[Browse Database]访问 
1. 点击网络菜单中的[Browse Database]。 
 显示带有条目的表格。 
单击表中的条目以显示相应的内容。 
2.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3.9.3 浏览 Alibi 内存 
在此网络菜单项中，通过日历窗口搜索 Alibi 内存，可通过网络菜单 -
[Browse Alibi Memory]访问。 
1. 单击网络菜单中的[Browse Alibi Memory] 
 显示日历窗口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操作和控制 

33 

 

 
划线以上是过去的数据，当前日期以粗体显示在“Day”行和列中。 
保存的次数在括号中给出。 
2. 单击需要查找的日期 

 
每次保存都会显示一个表格 
3.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3.9.4 显示手册 
在网络菜单项中，显示了存储在由茵泰科公司提供的 SD 卡上的手册。 
可通过网络菜单- [Manuals]访问。 
1. 单击网络菜单中的[Manuals] 
 列出了几个文件，单击文件以查看其内容。 
2. 单击 符号返回 web 菜单。 

3.9.5 浏览事件日志 
在此网络菜单项中，事件日志显示在事件记录器窗口中，可通过网络菜单 -
[Browse Eventlog]访问。 
日志是一个表，显示设备上的各个事件，这个日志可以用来分析任何可能的
问题。 
事件日志有三种类型： 
- 错误 
- 信息 
- 警告 

四种错误类型为： 
- [Fatal error] 
- [Setup] 
- [Power system] 
-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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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web 菜单中单击[Browse Eventlog] 
▷ 显示"Eventlogger”窗口。 

 
2.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3.9.6 浏览日志文件 
在这个网络菜单项中，可以搜索、显示、复制和打印日志文件，日志文件可
以用来分析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 
通过网络菜单[Browse logfiles]访问。 
1. 点击网络菜单中的[Browse logfiles]。 
 列出了几个文件，单击文件以查看其内容。 
2.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3.9.7 显示最后一个系统错误的日志 
在这个网络菜单项中，可以显示、复制和打印上次系统错误的日志。 
日志可以用来分析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 
 

注意事项： 
此数据也包含在服务报告中。 

 
可通过网络菜单访问 - [Show last fatal system error] 
1. 单击网络菜单中的[Show last fatal system error]。 
 显示保存的最后一个系统错误的日志 

 
2.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3.9.8 截屏 
在网络菜单项中，显示设备屏幕截图，根据需要进行保存，通过网页菜单-
[Screenshot]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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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设备上相应的显示（此处为称重）。 
2. 点击网络菜单中的[Screenshot]。 
3. 设备显示在笔记本/屏幕上。 
4. 右键单击并通过【图片另存为…】选项保存到所需的文件夹。 
5.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3.9.9 导出数据库 
在此网络菜单项中，数据库的导出以 XML 文件的形式保存在选定的目录
中。 
可通过网络菜单 - [Export database]访问。 
1. 单击网络菜单中的[Export database]。 
 如果适用，会出现一个输入窗口。 
2. 如适用，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确认。 
 出现浏览器的文件下载窗口。 
3. 点击[Save] 
4. 选择保存 XML 文件的目录。 
5. 单击[Save] 

3.9.10 导出称重日志 
在此网络菜单项中，Alibi 内存的导出以 XML 文件的形式保存在选定的目录
中。 
可通过网络菜单 - [Export Alibi memory]访问。 
例如使用“Internet Explorer”时， 
1. 点击 web 菜单中的[Export Alibi memory]。 
 如果适用，会出现一个输入窗口。 
2. 如适用，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确认。 
 出现一个页面，可以选择要导出 Alibi 内存。 

 
3. 输入所需记录的范围（这里：16…20）并单击[Start Export]。 
 出现浏览器的文件下载窗口。 
4. 点击[Save] 
5. 选择保存 XML 文件的目录。 
6. 点击[Save] 
7.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3.9.11 导出服务报告 
在此网络菜单项中，服务报告的导出以 XML 文件的形式保存在选定的目录
中。如果发生错误，文件可以发送到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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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网络菜单 – [Export Service Report]。 
例如使用“Internet Explorer”时， 
1. 点击网络菜单中的[Export Service Report]。 
 如果适用，会出现一个输入窗口。 
2. 如适用，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确认 
出现浏览器的文件下载窗口。 
3. 点击[Save] 
4. 选择保存 XML 文件的目录。 
5. 点击[Save] 
6.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3.9.12 备份和还原设置数据 
在网络菜单项中， 
- [Backup]可将设置、用户、校正和应用程序数据作为备份保存在 PC 上，
详见 3.9.12.1 
- [Restore]可用于还原设备上的设置、用户、校正和应用数据，详见
3.9.12.2 
 

注意事项： 
此功能不能用于 PC 上备份数据库和在设备上的还原数据库，这只能在菜
单[Operating]- [System maintenance]下使用。 

 
可通过网络菜单 - [Backup and restore setup data]访问。 
1. 点击网络菜单中的[Backup and restore setup data]。 
 如果适用，会出现一个输入窗口。 
2. 如适用，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确认 
 出现备份和还原菜单。 

3.9.12.1 备份 
在这个网络菜单项中，在 PC 上创建带有设置、用户、校正和应用程序数据
的备份。 
可通过网络菜单 - [Backup and restore setup data] - [Backup]访问。 

 
备份和还原菜单 
1. 单击[Backup]创建备份。 
例如使用“Internet Explorer”时， 
2. 单击已创建文件的选项卡。 
▷ XML 文件打开。 
3. 选择保存 XML 文件的目录。 
4. 点击[Save] 
备份保存在选定的目录中。 
5. 关闭 XML 文件。 
6.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可能出现的错误提示，见 3.9.12.3 

3.9.12.2 还原 
在此网络菜单项中，将在设备上还原设置、用户、校正和应用程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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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网络菜单 - [Backup and restore setup data] - [Restore]访问。 

 
1. 点击[Select files]来选择需要还原的文件。 
例如使用“Internet Explorer”时， 
 出现浏览器的文件上传窗口。 
2. 选择 XML 文件（例如 setup-PR5500 967EA9-20141218-

093913.xml）。 
3. 点击[Open] 
▷ 选择窗口中出现文件名 
4. 点击[Restore] 
▷ 数据被保存到设备中 
5.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可能出现的错误提示，见 3.9.12.3 

3.9.12.3 错误信息提示 
在网络菜单项备份/还原中，备份或还原设置数据时可能出现以下错误信息
提示： 

 
表示用户未注销。 

 
如果 CAL 开关关闭和/或者[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s] - [Weighing point x] - [Parameters] - [Settings locked]处于激活
状态，则出现以上信息。 

3.9.13 上传语言文件 
 在这个网络菜单项中，语言文件可以被上传到设备上。 
 

注意事项： 
该功能允许在开发过程进行翻译测试，这些文件仅在工作内存中可用，
并且将在下一次冷启动时丢失。 
如需永久存储，语言文件必须与菜单[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Update software]中的应用程序一起加载到设备上（参
见 6.9）。 

 
可通过网络菜单 - [Upload Language Files]访问。 
1. 点击网络菜单中的 [Upload Language Files] 
▷ 打开一个选择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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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Select files]，选择相应的 mo 文件，点击[upload]将文件上传到

设备中。 
3. 单击 符号返回网络菜单。 

3.10 BIOS BOOT 菜单 
如果设备不能执行正常的系统启动，可使用 BIOS BOOT 菜单 
- 打开 BIOS BOOT 菜单，见 3.10.1 

 
注意事项： 
无论选择什么语言，BIOS 启动菜单都是英语菜单。 

 
3.10.1 打开 BIOS BOOT 菜单 

在 BIOS BOOT 菜单中，系统启动有以下几种模式： 
- 热启动[Warm start]，见 3.10.1.1. 
- 冷启动[Cold start]，详见 3.10.1.2. 
- 还原[Recover]，详见 3.10.1.3. 

要求： 
- 断开电源。 
- 所有的 LED 灯熄灭。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与备用电池的连接必须在电源断开的情况下断开（小心
拔出插头），然后还原连接。 
 

注意事项： 
电池位于称重电子板 WPA 的下方，请参阅 PR 5500 安装手册。 

 
可通过 STOP 键访问 
1. 按下停止键 
2. 接通电源 
 出现“检测到停止键”的提示。 
3. 放开 STOP 键 
 出现 BIOS BOOT 菜单。 

 
3.10.1.1 热启动 

通过 BIOS BOOT 菜单中的热启动模式执行系统启动，可通过 STOP 键 –
[Warm start]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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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OK 键确定[Warm start] 
 设备启动的方式与断电后的启动方式相同。 
 

注意事项： 
如果热启动无法启动，此菜单项被禁用。不能进行热启动的可能原因
有： 
- 致命的系统错误。 
- 电池损坏 

 
3.10.1.2 冷启动 

通过 BIOS BOOT 菜单中的冷启动模式执行系统启动，可通过 STOP 键 –
[Cold start]访问。 

 
▶ 使用▼/OK 键确定[Cold start] 
 设备启动，数据库被清除，应用程序重新启动。。 
 

注意事项： 
如果设备启动成功，则可以重新导入现有数据库备份（如果有的话），
详见 6.2 

 
3.10.1.3 还原 

更换或修复错误的应用程序通过 BIOS BOOT 菜单中的还原模式还原： 
- 从 SD 卡还原[Restore last Software from SD-Card]，详见 3.10.1.3.1 
- 用 FlashIt!加载软件[Listen from FlashIt]，详见 3.10.1.3.2. 
- 安全模式下冷启动[Cold start in safe mode]，详见 3.10.1.3.3. 

通过 STOP 键 – [Recover]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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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键选择[Recover]，点击▶键/OK 键确认。 
 检查写保护状态（CAL 开关和参数[Settings locked]）。 

 
如果至少一个 CAL 开关关闭，则会出现此提示。 
2. 打开 CAL 开关，按任意键再次检查状态。 
或者按 EXIT 键取消进程并返回 BIOS 菜单。 

 
如果至少一个称重点的[W&M]参数被设置为除[none]之外的另一个值并且
[Settings locked]已被激活，则会出现此提示。 
3. 按三次 C 键，再按 OK 键重设[W&M]和[Settings locked]参数。 
 校正检查数发生变化 
或者按 EXIT 键取消进程并返回 BIOS BOOT 菜单。 
4. 如果所有检查都已执行，将出现故障排除菜单（ERROR RECOVERY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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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3.1 从 SD 卡还原 
通过从 SD 卡还原最后版本软件，可将 BIOS BOOT 菜单中的错误应用程序
替换掉。 
可通过 STOP 键 – [Recover] - [Restore last Software from SD-Card]访
问。 

 
▶ 点击▶键/OK 键确认[Restore last Software from SD-Card] 
 最后保存的软件（BIOS，固件，应用程序）在设备中还原。 

3.10.1.3.2 用 FlashIt!加载软件 
通过 FlashIt!软件加载有问题的应用程序，在 BIOS BOOT 菜单中替换
（Listen from FlashIt)。 
可通过 STOP 键 – [Recover] - [Listen from FlashIt]访问。 

 
▶ 点击▼键选择[Listen from FlashIt]，点击▶键/OK 键确认。 
 现在可以通过网络使用“FlashIt”程序在设备上加载软件，见 6.9.3. 

3.10.1.3.3 安全模式冷启动 
在 BIOS BOOT 菜单中使用[Coldstart in safe mode]修复错误的应用程序。 
比如： 
一个应用程序遭到猛烈抨击，导致启动时发生错误或崩溃. 
已经进行了导致错误或崩溃的设置。 
可通过 STOP 键 - [Recover] - [Cold start in safe mode]访问。 

 
1. 点击▼键选择[Cold start in safe mode]，点击▶键/OK 键确认。 
设备在忽略所有设置（甚至语言设置）的模式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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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帮助窗口 

 
2. 按下 EXIT 键关闭帮助窗口并切换到系统维护菜单（ERROR RECOVERY

菜单）。 

 
3. 点击▼键选择想要的菜单，点击▶键/OK 键确认。 
其余部分将在第 6 章中说明。 
4. 按 EXIT 键退出系统维护菜单（ERROR RECOVERY 菜单）。 
 出现提示窗口 

 
5. 如有需要，按[Cancel]软键，在系统维护菜单（ERROR RECOVERY 菜

单）中选择其它菜单项。 
6. 按[Continue]软键执行冷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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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置 
在系统设置菜单中，系统可进行设置和配置。 
- [Connected devices]，连接设备，见 4.1 
- [Date and time]，日期和时间，见 4.2 
- [Operating parameters]，操作参数，见 4.3 
- [Network parameters]，网络参数，见 4.4 
-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网络共享连接，见 4.5 
- [Fieldbus parameters]，总线参数，见 4.6 
- [Weighing point]，称重点，见 4.7 
- [Display settings]，显示设置，见 4.8 
- [License settings]，许可设置，见 4.9 
-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见 4.10 
- [Alibi memory]，Alibi 内存，见 4.11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访问 

 
▶ 选择并确认[System setup] 
▷ 系统设置菜单打开 

 
4.1 设备连接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连接设备的参数。 
一般设备 
- [Remote display]，远程显示，详见 4.1.1 
- [ModBus-RTU master]，ModBus-RTU 主机，详见 4.1.2 
- [PC via EW-Com]，使用 EW-Com 的 PC，详见 4.1.3 
- [Printer]，打印机，详见 4.1.4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Connected devices]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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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Connected devices] 
 设备连接菜单打开。 

 
4.1.1 远程显示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远程显示的参数，连接使用串行接口。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Connected devices]- 
[Remote display]访问。 

 
1. 确认[Remote display] 

 
2. 选择并确认[Interface] 
 弹出选择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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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激活的参数显示为灰色。 
3. 选择并确认想要的接口。 
 弹出选择窗口。 

 
并未激活的参数显示为灰色。 
4. 选择并确认想要的参数。 
此处仅可调整波特率。 
 

注意事项： 
所选值必须与所连接设备的值匹配。 

 
5.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1.2 ModBus-RTU 主机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 ModBus-RTU 主机的参数，连接使用串行接口。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Connected devices] - 
[ModBus-RTU master]访问。 

 
1. 选择并确认[ModBus-RTU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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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并确认[Interface] 
 弹出选择窗口。 

 
未激活接口显示为灰色。 
3. 选择并确认想要的接口。 
 弹出选择窗口。 

 
未激活参数显示为灰色。 
4. 选择并确认想要的参数。 
[Baud rate] 
数据转换波特率。 
选项：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
57600、115200 波特 
 

注意事项： 
所选值必须与所连接设备的值匹配。 

 
[Parity]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检测错误的奇偶校验。 
选项：无奇偶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Modbus Slave ID] 
输入：地址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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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1.3 EW-Com 配置的 PC 
在此菜单项中，可以通过 EW-Com 配置 PC 机的参数，连接使用串行接
口。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Connected devices]- [PC via 
EWCom]访问。 

 
1. 选择并确认[PC via EWCom] 

 
2. 选择并确认[Interface] 
 选择窗口弹出。 

 
未激活接口显示为灰色。 
3. 选择并确认想要的接口 
 选择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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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激活参数显示为灰色。 
4.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Protocol] 
传输协议 
选项：EW-ComV1、EW-ComV2、EW-ComV3。 
V1 用于旧版通讯程序。 
V2 用于配方控制器。 
V3 用于 OPC。 
[Baud rate] 
数据转换波特率。 
选项：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
57600、115200 波特 
 

注意事项： 
所选值必须与所连接设备的值匹配。 

 
[Data bits] 
数据位组。 
选项：7 data bits, [8 data bits] 
[EW-Com slave ID] 
输入：地址 A 到 Z.。 
5.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1.4 打印机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打印机的参数 
- [Serial printer]，串行打印机，详见 4.1.4.1 
- [Network printer]，网络打印机，详见 4.1.4.2 
-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网络共享连接（共享目录），详见

4.1.4.3 
- [USB printer]，USB 打印机，详见 4.1.4.4 
- [USB folder]，USB 文件夹，详见 4.1.4.5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Connected devices]- 
[Printer]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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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Printer] 

。 
2. 选择并确认[Interface] 
 选择窗口弹出。 

 
未激活接口显示为灰色。 
下列打印机接口可用： 
- [Serial printer]，串行打印机，详见 4.1.4.1 
- [Network printer]，网络打印机，详见 4.1.4.2 
-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网络共享连接（共享目录），详见

4.1.4.3 
- [USB printer]，USB 打印机，详见 4.1.4.4 
- [USB folder]，USB 文件夹，详见 4.1.4.5 

3. 选择并确认想要的接口。 
 

注意事项： 
这里定义的打印机也被同时选中用于应用程序的配置打印输出。 

 
4.1.4.1 串行打印机 

在此菜单项中，可以对串行接口上的打印机的参数进行配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Connected devices]- 
[Printer]- 
[Interface]- [x RS-x]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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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情况下：选择并确认[Built-in RS-232] 
 选择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Protocol] 
传输协议 
选项：无协议、XON/XOFF、RTS/CTS 
[Baud rate] 
数据转换波特率。 
选项：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
57600、115200 波特 
 

注意事项： 
所选值必须与所连接设备的值匹配。 

 
[Data bits] 
数据位组。 
选项：7 data bits, [8 data bits] 
[Stop bits] 
传输协议单位。 
选项：1 stop bit、[2 stop bits] 
[Printer type] 
打印机型号取决于打印机：原始、CR/LF 翻译、EPSON TM-U220、EPSON 
LQ-300K、Generic PCL5(Unicode)、Generic PCL5(codepage)、Generic 
ESC/P2 
3. 点击[Printer type]软键 
 测试页被打印（详见 10.2） 
4. 检查打印机设置并在必要时更改。 
5.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1.4.2 网络打印机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网络打印机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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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Connected devices] - 
[Printer] - 
[Interface] - [Network printer]访问。 

 
1. 选择并确认[Network printer] 
 选择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Protocol] 
传输协议 
选项：请咨询系统管理员。LPR（Port 515）或者 RAW（Port 9100）。 
[Printer type] 
打印机型号取决于打印机：原始、CR/LF 翻译、EPSON TM-U220、EPSON 
LQ-300K、Generic PCL5(Unicode)、Generic PCL5(codepage)、Generic 
ESC/P2 
[Queue name] 
队列名只有在选择[Protocol] - [LPR (Port 515)]后才能选择。 
选项：请咨询系统管理员。 
[IP address] 
选项：请咨询系统管理员。 
3. 点击[Printer type]软键 
 测试页被打印（详见 10.2） 
4. 检查打印机设置并在必要时更改。 
5.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1.4.3 网络共享连接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作为打印机的共享目录（网络共享连接）的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Connected devices] - 
[Printer] - 
[Interface] -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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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Network share connection] 
 选择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Printer type] 
选项取决于打印文件的处理：原始、CR/LF 翻译、EPSON TM-U220、
EPSON LQ-300K、Generic PCL5(Unicode)、Generic PCL5(codepage)、
Generic ESC/P2 
[Connection name] 
保存打印文件的位置，必须至少有一个网络共享连接可用，详见 4.5. 
3. 点击[Printer type]软键 
 测试页被打印（详见 10.2） 
4. 检查打印机设置并在必要时更改。 
5.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1.4.4 USB 打印机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 USB 接口上打印机的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Connected devices]- 
[Printer]- 
[Interface]- [USB printer]访问。 

 
1. 选择并确认[USB printer] 
 选择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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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激活的参数显示为灰色。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Printer type] 
打印机型号取决于打印机：原始、CR/LF 翻译、EPSON TM-U220、EPSON 
LQ-300K、Generic PCL5(Unicode)、Generic PCL5(codepage)、Generic 
ESC/P2 

 
3. 选择并确认[Selected USB printer] 
 选择窗口弹出。 

 
连接的打印机可以被选择（此处为 2）。 
4. 选择并确认合适的打印机。 
5. 点击[Test print]键 
 测试页被打印（详见 10.2） 
6. 检查打印机设置并在必要时更改。 
7.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1.4.5 USB 文件夹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已连接的 U 盘上文件夹的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Connected devices]- 
[Printer]- 
[Interface]- [USB folder]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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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USB folder] 
 选择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Printer type] 
选项取决于打印文件的处理：原始、CR/LF 翻译、EPSON TM-U220、
EPSON LQ-300K、Generic PCL5(Unicode)、Generic PCL5(codepage)、
Generic ESC/P2 
[Folder name] 
保存打印文件的位置（在本例中为 Reports） 
用户定义的文件夹目录受以下限制： 
- 最多允许 128 个字符 
- 允许 0-9，A-Z（不区分大小写。 
- 开头不允许使用空格和"/"  
- 不允许空格、”//”、”./”、” /”、”..”和”/” 
- 结尾不允许空格、”.”或者"/" 
- 不允许”<”、”>”、”:”、” ”、”/”、 ”\”、”|”、”?”

和”*” 
输入：通过键盘 
3. 点击【测试打印】键 
▷ 提示窗口弹出。 

 
4. 点击[Yes]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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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创建的文件夹中创建一个测试文件 
5. 检查设置并在必要时更改。 
6.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2 日期和时间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日期和时间的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Date & Time]访问。 

 
1. 选择并确认[Date & Time] 
 选择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Time zone] 
选项：所有存在的时区。 
[Local date] 
在[Clock source]- [Local hardware clock]已被选择时，可以进行配置。 
通过键盘输入。 
[Local time] 
在[Clock source]- [Local hardware clock]已被选择时，可以进行配置。 
通过键盘输入。 

 
[Clock source] 
选项：本地硬件时钟，远程 NTP（网络时间协议）。 
[Remote NT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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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只能在[Clock source]- [Remote NTP]（网络时间协议）被选中的情
况下输入。 
输入：键盘输入 IP 地址。 
[Last update] 
显示最后一次从远程 NTP 接收数据的时间。 
[online] 
勾选框指示在上次尝试期间是否成功联系远程 NTP。 
3. 按[Format]软键设置格式参数。 
 选择窗口弹出 

 
4. 选择各参数并确认。 
[Date order] 
日期排列顺序选项：mmddyyyy，ddmmyyyy，yyyymmdd，yyyyddmm 
D = 日，m = 月，y = 年 
[Date separator] 
日期分隔符选项：斜杠/、连字符-、句号”.”、空格、文字年月日、无 
[Month] 
选项：2 位数、3 字符 
[Year] 
选项：2 位数、4 位数 
[Date/Time separator] 
日期/时间的分隔符选项：连字符-、空格、无 
[Clock type] 
时钟类型选项：12 小时、24 小时 
[Time separator] 
时间分隔符选择：冒号、连字符-、文字时分秒、无 
5.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3 操作参数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操作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Operating parameters]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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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Operating parameters] 
 选择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注意事项： 
当激活用户管理时，已登录用户的设置将保持激活状态。 

 
[Display language] 
选项：(de)德语、[(en)英语]、[(fr)法语] 
 

注意事项： 
当激活用户管理时，操作语言只会在当前登录的用户注销后更改。只有
使用 F1 或 F2 键才能迅速切换语言。 

 
[External keyboard layout] 
外部键盘布局选项：[英语 QWERTY]、德语 QWERTZ、法语 AZERTY、意大
利语 QWERTY、西班牙语 QWERTY、俄语 QWERTY/йцукен 
[Input method] 
即使所涉及的语言（日语或汉语）没有被选中，或另一种语言（如英语）已
在[Display language]下被选中，该功能下也可以输入日语（平文）或汉语
（拼音）字符。 
选项：按照语言[by language]、平文（日语“平假名”拉丁转写）、拼音
（中文基于语音的拉丁字母转写）。 
键盘和键盘输入测试 

 
3. 按[Input test]软键测试条目 
 输入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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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所需字符 

 

在使用键盘进行输入测试时，按下设备上的键在以
下设备之间切换： 
- 此处为：平文式 
- 数字 
- 大写字母 
- 小写字母 

5. 点击[OK]软键结束测试。 
[Screensaver] 
一旦屏幕保护程式开启，只有在输入密码或按下按键后才可以进行操作。 
选项：[无屏幕保护]、1 分钟后、5 分钟后、10 分钟后、30 分钟后。 
[Keyclick sound] 
按键时声音的持续时间。 
选项：无点击声、[短点击声]、中点击声、长点击声。 
[Cold start with STOP+EXIT] 
 

注意 
数据丢失 
冷启动会导致数据丢失。 
▶ 如有需要，请先备份数据。 

 
选项：[禁用]、立即、3 秒。 
[Software download] 
通过网络在设备上加载并启动一个新程序。 
 

注意 
可能会造成停机。 
▶ 在生产系统中使用，此参数必须始终设置为禁用[Disable]。 

 
选项：[禁用]、启用。 
选择[启用]后，软件只能在运行操作时下载。 
[Label/Language download] 
通过网络将标签和语言文件加载到设备上。 
 

注意事项： 
冷启动后，文件将丢失。 
可以使用 02.73.11 以上版本的升级软件“Flashlt！”可以将语言文件永
久加载到设备。 

 
选项：[禁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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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 require logged in user] 
如果选择了勾选框，称重点功能的按键对未登录用户不可用（比如设置为
零，F1 和 F2，配置称重点功能）。 
[Tare key] 

 

可配置去皮键 的功能。 
选项：disabled, [set tare & reset tare], set tare & set tare again 
[Disabled]禁用，表示此键不可用。 
[Set tare & reset tare]设置皮重和重设皮重，表示如果设备没有去皮过，则
进行去皮。如果设备已去皮，则重新设定皮重。 
[Set tare & set tare again]设置皮重和再次设置皮重，表示每次按下这个键
时，此时的瞬时值被应用为皮重，净重显示切换到零。 
[Set zero key] 

可配置清零键 的功能。 
选项：disabled, [only when not tared]、Reset tare on zero set 
[Disabled]禁用，表示此键不可用。 
[only when not tared]可将此键的功能限制为毛重模式，[Reset tare on 
zero set]可以将此键自动切换到毛重模式。 
如果使用这些设置的清零键不起作用，是由于配置的零点范围（带有空载的
零点附近的范围）已经由于之前的清零操作和/或自动清零动作已经使用了
这个范围，（见 4.7.1.1）。 
[F1 键]、[F2 键] 
选项：[无功能]、更改语言、更改用户、锁定设备、切换重量值单位、设置
皮重、重设皮重、设置皮重和重设皮重、设置皮重&清零、模拟测试、显示
10 倍分辨率。 
 

注意事项： 
称重点功能只有在重量显示打开时才会激活 

 
选项 功能 
无功能 此键表示无功能。 
更改语言 显示所选语言。 
更改用户 用户登录窗口弹出。 
锁定设备 用户管理被激活的状态下可用。 
切换重量值单位 在两个显示单位之间切换 

只有在至少两个单位被选中时才能使用（详见
4.7.1.3） 

设置皮重 当前毛重存储在皮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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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功能 
重设皮重 切换到毛重模式。 
设置皮重并重设皮重 对未被去皮的设备设置皮重，对已去皮的设备重

新设定皮重。 
设置皮重并清零 对未被去皮的设备去皮，数据显示为零。 
模拟测试 所选模拟称重点仅在显示当前重量时进行测试。 
显示 10 倍分辨率 重量值以 10 倍分辨率短暂显示。 
6.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4 网络参数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网络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parameter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Network parameters] 
 选择窗口弹出。 

 
未被激活参数显示为灰色。 
2. 选择个别参数并确认。 
[HW address] 
设备固定地址。 
[Host name] 
 

注意 
网络中的主机名必须是唯一的 
始终遵循 IT 安全指南。 
▶ 使用唯一主机名。 

 
用户定义的设备名称受以下限制： 
- 最小字符数：2，最大字符数：24。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一个字母，不允许空格。 
- 允许 0 - 9，A - Z（不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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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或”.”，但不能用于结尾或者连续使用。 
通过键盘输入 
[use DHCP] 
勾选后，服务器会自动分配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如果没有勾选，请和系统管理员一起设置[IP address]、[Subnet mask]
和[Default gateway] 

 
[Web server enabled] 
勾选后，可以使用设备网站。 
[VNC access enabled] 
勾选后，设备可以通过 VNC 操作。 
[VNC client] 
此地址可用于允许访问的接口。 
地址 访问 
172.24.21.101 仅来自此地址的客户端。 

172.24.21.255 任何在 172.24.21.1…172.24.21.254 范围内的客户
端。 

255.255.255.255 任何地址的客户端 
[VNC password] 
如果输入了密码（最多 8 字符）那么密码必须输入到 VNC 客户端才能访问
这个接口。 
[Default]软键 
- 重置主机名至 PR5500-XXXXXX，XXXXXX 表示硬件地址（MACID）的

最后 3 个字节。 
- 设置激活[use DHCP] 
- 设置 IP 地址为 0.0.0.0. 
- 设置子网掩码为 0.0.0.0. 
- 设置默认网关为 0.0.0.0. 
- 设置 VNC 客户端为 255.255.255.255. 
- 设置 VNC 密码为无密码。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5 网络共享连接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共享目录（网络共享连接）的参数，使其可用于系统
维护（例如，在网络上存储/保存数据）。 
- [Add]，添加，详见 4.5.1 
- [Change]，更改，详见 4.5.2 
- [Remove]，移除，详见 4.5.3 

必须满足以下命令： 
- 必须共享服务器/笔记本/PC 上的一个或多个目录，如有问题请参阅有关
操作系统的手册（例如在 Windows 7 中，单击该目录，右键单击选择“高
级共享…”并激活“共享此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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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中，
配置到服务器/笔记本/PC 上的共享目录的连接。 
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访问。 

 
▶ 选择并确认[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 
▷ 可用网络共享连接的窗口弹出 

 
 

4.5.1.1 添加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并添加共享目录（网络共享连接）的参数。 
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Network share 
conditions] - [Add]访问 

 
因为还没有配置任何连接，所以该列表为空。 
1. 点击[Add]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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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各参数并确认。 
[Connection name] 
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输入：最多 16 个字母数字字符 
[Server] 
可以输入主机名或 IP 地址（见 4.4）。 
[Share name on server] 
创建目录的服务器上的现有名称。 
输入：最多 64 字符 
[Folder path] 
网络共享中的现有文件夹目录（仅在需要时）。 
用户定义的文件夹目录受以下限制： 
- 最多允许 128 个字符。 
- 允许 0 - 9，A - Z（不区分大小写） 
- 不允许以空格和"/"开始。 
- 不允许空格、"//"、"./"、" /"、".."和"/ " 
- 不允许以空格、”.”或者"/"结尾。 
- 不允许"<"、">"、":"、"""、"/"、"\"、"|"、"?"和"*" 

输入：通过键盘 
[Domain] 
现有的网络共享范围（仅在需要时）。 
输入：最多 64 个字符。 
[User name] 
网络中的用户名（仅在需要时）。 
输入：最多 64 个字符。 
[Password] 
网络密码（仅在需要时使用）。 
输入：最多 64 个字符。 
3. 点击[Test]软键测试连接。 
 信息窗口弹出 

 
4. 点击[OK]软键隐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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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错误提示，则必须更改配置。 
5.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显示新配置的连接（此处为报告）。 

 
4.5.2 更改 

在此菜单项中，可修改已配置的共享目录（网络共享连接）的参数。 
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ditions]- 
[Change]访问。 

 
1. 选择需要的连接。 
2. 点击[Change]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3. 选择各参数，如果需要，进行确认和修改，详见 4.5 
4. 点击[Test]软键测试连接。 
5. 如果需要，再次更改配置。 
6.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5.3 移除 
在此菜单项中，已配置的共享目录（网络共享连接）的参数可被移除/删
除。 
 

注意事项： 
只有设备中的设置被删除。网络共享文件不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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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 - [Remove]访问。 

 
1. 选择需要的连接。 
2. 点击[Remove]软键。 
 提示窗口弹出 

 
3. 点击相应软键。 

4.6 总线参数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所使用的现场总线卡的参数。 
只有在选项 1/FB 中安装了现场总线卡时才能选择此菜单项。根据使用的现
场总线卡，相应的现场总线协议自动出现： 
- [Profibus-DP] – PR 1721/61 
- [DeviceNet] – PR 1721/64 
- [CC-Link] – PR 1721/65 
- [ProfiNetI/O] – PR 1721/66 和 PR1721/76 
- [EtherNetIP] – PR 1721/67 和 PR1721/77 

 
注意事项： 
秤的接口协议在 8.2 中说明。 
SPM 接口协议在 8.3 中说明。 

 
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Fieldbus parameters]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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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Fieldbus parameters]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单独参数。 
根据现场总线对参数进行设置（此处为 ProfiNet）。 
[I/Os] 
选项：8-256 字节 I/O。 
[Fieldbus operating mode] 
选项：仅应用程序、秤接口、SPM 接口。 
[Only application]，仅应用程序，选择用于项目应用。 
[Scale interface]，秤接口，如果需要通过现场总线接口交换秤和应用程序
值时选择。 
[SPM interface]，SPM 接口，如果需要通过现场总线接口访问 SPM 时选
择。 
[Scale interface] 
选项：WP A 
如果选择[WP A]，比如在【I/Os】下，仍然可以选择 32 个字节，但是，前
8 个字节是由 WP A 使用的。 
基于网络的现场总线协议： 
[IP address] 
输入：通过键盘 
[Subnet mask] 
输入：通过键盘 
Proibus-DP： 
[Proibus-DP address] 
输入：通过键盘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6.1 SPS 现场总线设置 
设备中接口的配置在[System setup] - [Fieldbus parameters]下进行，详
见 4.6. 
要求： 
- 相关现场总线卡已安装，请参阅 PR 5500 安装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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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已被选择和保存，见 4.6 
- 对应的设备描述数据已加载到 SPS 开发环境，请参阅 PR 5500 安装手

册。 
- ProfiBus-DP：xx_xx.gsd 
- DeviceNet：xx_xx.eds 
- CC-Link：0x0608_Maxxis_x_x.xx_en.CSPP 
- ProfiNetI/O：GSDML-xx-xx-xx-xx.xml 
- EtherNet-IP：xx_xx_xx.eds 

卡测试： 
现场总线卡有显示其状态的 LED，请参阅 PR 5500 安装手册。 
所有输入和输出都显示在菜单[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Test 
hardware] - [I/O cards test] - [Option FB]中。 
 

注意 
潜在网络问题 
▶ 为硬件配置和分配/下载唯一的设备名。 

 

4.7 称重点 
在此菜单项中，可分配和配置相应的称重电子设备。 
- [xBPI scale]，见 4.7.2. 
- [SBI scale]，见 4.7.3. 
- [Pendeo Truck]，见 4.7.4. 
- [Pendeo Process]，见 4.7.5 
- [PR-Net weighing point]，见 4.7.6 
- [Mettler-Scale]，见 4.7.7. 
- [SMA scale]，见 4.7.8. 

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访问。 

 
▶ 选择并确认[Weighing point] 
 称重点菜单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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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内部称重点 
在此菜单项中，可将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子设备分配给该称重点并配置。 
- [Parameters]（称重电气件），参数见 4.7.1.1. 
- [Calib]，校正详见 4.7.1.2. 

- [New]，详见 4.7.1.2.1. 
- [Modify]，修改（仅用于微小修改），详见 4.7.1.2.2. 

- [Units]（显示单位和精度），详见 4.7.1.3. 
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Weighing point] - [Internal weighing point]访问。 

 
1. 确认[Weighing point]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Internal weighing point]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称重电气件现在被分配到称重点。 

 
4.7.1.1 参数 

在本菜单项中，可配置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的参数。 
有关下列参数的详细说明： 
- [W&M]（法定计量），见 4.7.1.1.1 
- [Range mode]（秤的范围选择），多范围，见 4.7.1.1.2，多分度秤，

见 4.7.1.1.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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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A] - [Parameters]访问。 

 
1. 点击[Parameters]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Settings locked] 
称重点的设置和分配只能以对应的 CAL 开关关闭的状态查看，详见 2.7.1. 
[W&M] 
法定计量的设置。 
选项：[无]、OIML、NTEP（美国）或者 NSC（澳大利亚）。 
说明和设置参见 4.7.1.1.1 
[Measurement time] 
测量过程时间可选择 
选项：5 ms、10 ms、20 ms、40 ms、80 ms、160 ms、320 ms、640 
ms、960 ms、1280 ms、1600 ms、≤1 s 
法定计量测量过程时间必须选择≤ 1 s。 
[Digital filter] 
以下是不同类型滤波的干扰信号示例； 
- 贝塞尔滤波 

 
- 非周期性滤波 



系统设置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70 

 

 
- 巴特沃斯滤波 

 
- 切比雪夫滤波 

 
数字滤波器只有在测量时间设定为≤ 160 ms 的情况下才能开启。 
选项：无滤波、贝塞尔、非周期性、巴特沃斯、切比雪夫 
如果在正在进行的操作中不会出现特别频繁的波动，建议采用以下设置： 
- [Measurement time]：≤ 160 ms 
- [Digital ilter]：非周期性 
- [Cutof frequency]：2.00 Hz 

[Cutoff frequency] 
截止频率越小，测量速度越慢，测量结果越稳定。 
可以选择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允许的范围是：0.01…40.00 Hz。 
可用的选项取决于测量时间。 
只有数字滤波打开时，才会出现截止频率菜单栏。 
[External load cell supply] 
选择外部称重传感器供电。 
选项：低于或等于 8V，高于 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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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still time] 
参数[Standstill time]稳定时间和[Standstill range]稳定范围用来定义秤的
稳定（稳定平衡）。 
[Standstill time]参数以秒为单位输入。允许的范围是：0.00…2 秒。 
时间可以从 0.00 输入到 2.00 秒，但总是至少占一次测量时间。 
[Standstill range] 
只要重量波动保持在这个范围内，设备就被确定为稳定的。 
停顿范围参数以多少个“d”输入。允许的范围是：0.01…10.00 d。 
用于法定计量，必须选择≤ 1 d。 
[Tare timeout] 
超过一定时间就判定去皮/清零命令无法执行（例如，由于机械不稳定性、
不正确的滤波设置、分辨率过高、稳定条件太严格）。 
此参数以秒为单位输入，允许范围是 0.0…[2.5]…25 秒。 
0.0 时，只在秤已经稳定时才会进行去皮。 
[Zeroset range] 
校正过程中，空载决定了零点上下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 
- 按 0 设置键（或相应的外部命令）可将显示的毛重设置为零。 
- 自动零跟踪被激活。 

设置范围：0.00…10000.00d 
在法定计量中，输入值必须小于最大值的 2%，例如 3000 e 的三级可输入
60 d。 
[Zerotrack] 
零点显示自动保持在设定的范围内。 
选项：否/是 
当选择否时，后面三个参数将不显示。 
当选择是时，必须输入后面三个参数的值。 
[Zerotrack indic. range] 
设置自动零点跟踪补偿偏差的范围，设置范围：0.25…10000.00 d。 
在法定计量中，必须输入< 0.5 d 的值。 

 
[Zerotrack step] 
如果重量变化超过调整值，零点自动跟踪就不再起作用。 
自动跟踪增量设置范围：0.25…10 d，用于法定计量，必须输入≤ 0.5 d 的
值。 
[Zerotrack time] 
自动清零的时间间隔。 
设置范围：0.1…25 秒。 
在法定计量中，必须输入 1 s。 
[Overload] 
称重范围超过最大量程而不出现错误提示。 
设置范围：0…9999999d。 
用于法定计量时。必须设置最大 9 d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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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weight] 
可以触发打印命令的最小重量。 
设定范围：0…9999999d。 
在法定计量中，必须设置至少 20 d 的值。 
[Range mode] 
选项：单范围、多范围、多分度。 
有关秤的范围选择和设置，请参阅 4.7.1.1.2 和 4.7.1.1.3 
[Default]软键 
设置为出厂设置。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1.1.1 W&M（用于法定计量） 
在本菜单项中，可对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的参数进行配置，用于法定计
量。 
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Parameters] - [W&M]访问。 
可以选择以下参数：[None]、OIML、NTEP（美国）或 NSC（澳大利
亚）。 
 

 [none] [OIML] [NTEP] [NSC] 
毛重显示 B B G G 
建议最小
测量信号 

0.2 mV/V 
@30,000 d 

0.2 mV/V 
@3000 e 

0.2 mV/V 
@3000 e 

0.2 mV/V 
@3000 e 

0.4 mV/V 
@60,000 d 

0.4 mV/V 
@6000 e 

0.4 mV/V 
@6000 e 

0.4 mV/V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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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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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保存校正或更改参数时，都会创建一个单独的检查编号。这可以从菜单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Show calibration check numbers]
中查看（见 5.7），也可写在 W&M 标签里。参见 4.7.1.2。 

4.7.1.1.2 范围模式：多范围秤 
在本菜单项中，可配置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的多范围秤（三级秤或带有
不同分度的一级/二级多范围秤）。 
多范围秤是指一台秤有着两个或以上的称量范围，最大量程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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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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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范围模式：多范围 
范围 1：0…1000 g（校正时设定秤的分度为：0.1 g） 
范围 2：0…2000 g（这一范围中秤的最高分度：0.2kg） 
范围 3：0…3000 g（这一范围中秤的最高分度：0.5kg） 

 
1. 选择并确认[Range mode] 

 
2. 选择并确认[Multi-range] 

 
3. 选择从范围 1 到范围 2 的切换点：在 Range limit 1 中输入 1000.0 g 
4. 选择从范围 2 到范围 3 的切换点：在 Range limit 1 中输入 2000.0 g 
5.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1.1.3 范围模式：多分度秤 
在本菜单项中，可配置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的多范分度秤（三级秤或带
有不同分度的一级/二级多范围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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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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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度范围切换的限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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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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校正时设定秤的最高分度：0.1 g） 
分度范围 2：1500…2900 g（这一范围中秤的最高分度：0.2 g） 
在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Parameters] - [Range mode] - [Multi-interval scale]中选择范
围模式 

 
1. 选择并确认[Range mode] 
▷ 选择窗口打开 

 
2. 选择并确认[Multi-interval] 

 
3. 设定分度范围 1：在 Range limit 1 中输入 1500.0 g 
4. 设定分度范围 2：在 Range limit 2 中输入 2900.0 g 
5.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1.2 校正 
在本菜单项中，对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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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新建，见 4.7.1.2.1 
- [Max]，最大秤量，见 4.7.1.2.1.1 
- [Scale interval]，秤分度，见 4.7.1.2.1.2 
- [Dead load at]，空载处于，见 4.7.1.2.1.3，如需修正，见

4.7.1.2.3 
- [Max at]，最大值处于，见 4.7.1.2.1.4 

- [Modify]，修改（仅用于微小修改），见 4.7.1.2.2 
- [Max]，最大秤量，见 4.7.1.2.1.1 
- [Scale interval]，秤分度，见 4.7.1.2.1.2 
- [Dead load at]，空载处于，见 4.7.1.2.1.3，如需修正，见

4.7.1.2.3 
- [Max at]，最大值处于，见 4.7.1.2.1.4 

- [Dead load at]，空载处于（更正），见 4.7.1.2.3 
 

注意事项： 
[Modify]菜单项仅用于微小变化（比如变更空载/预载，变更空载/预载的
mV/V 值和/或最大值，更改秤的分度）。 
通常，应该选择[New]菜单项。 

 
用于法定计量应用时，在选择设置时必须考虑法定要求和测试/批准证书上
的条件。 
保存校正数据有两种方法： 
- CAL 开关 

CAL 开关 A 和电气件开关 1 可以保护校正数据（见 2.7.1），但必须密封在
“安全”的位置。 
- 软件 

每次保存校正或更改参数时，都会创建一个单独的检查编号。这可以从菜单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Show calibration check numbers]
中找到（见 5.7），这可以写在 W&M 标签里。 
在校正前必须先分配称重点，见 4.7。 
在校正时，设备必须设置为毛重显示（如有必要，重置皮重）。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访问。 

 
▶ 此情况下点击[Calib]软键 
 显示上次校正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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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w]软键启动一次新校正，详见 4.7.1.2.1. 
- [Modify]软键更改已存在的校正（仅用于微小修改！）详见 4.7.1.2.2. 

4.7.1.2.1 新建 
在本菜单项中，可对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进行新的校正和配置。 
[Max]、[Scale interval]、[Dead load at]和[Max at]的设置和说明在接下来
的章节中描述： 
- [Max]，最大秤量，见 4.7.1.2.1.1. 
- [Scale interval]，秤分度，见 4.7.1.2.1.2. 
- [Dead load at]，空载处于，见 4.7.1.2.1.3，如果需要更正，见

4.7.1.2.3. 
- [Max at]，最大值处于，见 4.7.1.2.1.4. 

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New]访问。 

 
显示上次校正的数据。 
1. 点击[New]软键。 
按下[New]后，将还原默认设置，然后启动校正。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Continue]软键重新设定出厂设置。 
点击[Cancel]软键取消选择。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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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规定的顺序配置和确认参数。 
[Max]（最大秤量） 
在没有空载情况下可测量的最大秤量。 
其描述和设置，见 4.7.1.2.1.1 
[Scale interval] 
称分度（d）是两个连续显示值之间的差值。 
其描述和设置，见 4.7.1.2.1.2 
[Dead load at] 
使用空的秤或容器作为空载（正常情况下） 
其描述和设置，见 4.7.1.2.1.3 
[Max at] 
使用砝码或不使用砝码（通过 mV/V 值或数据）进行校正或线性化，见
4.7.1.2.1.4 
- [by load]，见 4.7.1.2.1.4.1 
- [by mV/V]，见 4.7.1.2.1.4.2 
- [by data]传感器数据（智能校正），见 4.7.1.2.1.4.3 
- [Linear.]（线性化），见 4.7.1.2.1.4.4 

 
4. 点击[Save]软键保存校正 

 
窗口短暂弹出 
最大秤量(Max)以 ID “TST”显示，没有重量单位。 
确认显示如下：“保存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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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完成校正后，进入菜单[Param]并设置参数[Settings locked]可通过软件激
活写保护（见 2.7.2）。 

 
注意事项： 
每次保存校正或参数更改时，都会创建一个单独的检查编号。这可以从菜单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Show calibration check numbers]
中查看，（见 5.7）。也可以写在 W&M 标签里。 
用于法定计量的应用，见 4.7.1.2. 

 
5. 使用 EXIT 键取消校正 
 显示提示 

 
点击[Yes]软键不保存校正并退出。 
校正不保存并退出，显示：“撤消校正…”。 

4.7.1.2.1.1 Max（最大秤量） 
在这个菜单项中，在校正内部称重点称量电气件时可定义最大重量。 
最大秤量(Max)决定了待测重量在没有空载的情况下的最大重量，以及小数
点后显示的位数。正常情况下，Max 小于称重传感器的量程（称重传感器
的量程 X 称重传感器的数量）。 
最大量程的的允许值为：最大重量值从 0.00010 到 999999，单位为 mg、
g、kg、t、lb 或 oz。 
最大重量值必须是称分度（1 d）的整数倍，它最多可以最多有 6 位数字，
以带有或不带有小数点的数字值输入。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New/Modify] - [Max] 访问。 

 
在新的校正中，[Scale interval]、[Dead load at] 和[Max at]的参数都未激
活。 
1. 选择[Max]然后激活输入栏。 
2. 输入带有小数位数的值（此处为 3000.0）。 
3. 点击 键选择重量单位。 
4. 确认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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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显示为“设置 Max…”。 
 

注意事项： 
如果进行线性化（见 4.7.1.2.1.4.4），一旦选择了参数，就会出现以下消
息：“在线性化激活时无法更改。” 
只有删除线性化点才能使线性化模式失效！ 

 
5. 点击[Save]软键保存校正。 
新的校正中[Save]失效，会激活下一菜单项[Scale interval]。 
 为电子测试提供了参考值。 
可能出现的错误提示，见 9.6.1. 

 
如果按下[OK]，则取消最大量程的输入值。 

4.7.1.2.1.2 秤分度 
在这个菜单项中，在校正内部称重点称量电气件时可定义秤分度(d)。 
秤分度(d)是两个连续显示值之间的差值。 
在法定计量中，这个值被称为检定分度(e)，其对应的称分度为 d = e。 
比如： 
- Max = 6000 kg，秤分度(1 d) = 2 kg 
- 计算 Max 的最大秤分度（自动）： 
- d = Max/秤分度(1 d) 
- d = 6000 kg/2 kg 
- d = 3000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New/Modify] - [Scale interval]访问。 

 
新一次校正中，[Dead load at]和[Max at]参数未激活。 
重量单位是来自[Max]，当输入[Max]时，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也会自动确
定。 
1. 选择[Scale interval](1 d)并激活输入栏。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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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并确认所需数值。 
 确认显示为“设置称分度…” 
根据最大重量值计算称分度(d)。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校正。 
新的校正中[Save]失效，会激活下一菜单项[Dead load at]。 
可能出现的错误提示，见 9.6.2. 

 
如果称重范围的最大秤量[Max]不是秤分度的整数倍，则出现此消息。 
点击[OK]取消设置。 

4.7.1.2.1.3 空载处于 
在这个菜单项中，在校正内部称重点称量电气件时可定义空载（空秤或容
器）。 
 

注意事项： 
如果进行线性化（见 4.7.1.2.1.4.4），一旦选择了参数，就会出现以下消
息：“在线性化激活时无法更改。” 
只有删除线性化点才能使线性化模式失效！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New/Modify] - [Dead load at]访问。 

 
使用空秤或容器作为空载（正常情况下）： 
1. 清空秤或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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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by load]软键。 
3. 确认输入。 
 确认显示为“设置空载…” 
如果计算了空载的 mV/V 值，或者通过之前的校正已知，则可以通过按下
[by mV/V]软键写入覆盖。 
4. 点击[Save]软键保存校正。 
新的校正中[Save]失效。 
可能出现的错误提示，详见 9.6.3. 

 
当输入的空载 mV/V 值与秤的分度 mV/V 值之和大于 3 mv/V（= 36mV）
时，显示此消息。 
点击[OK]取消设置。 

4.7.1.2.1.4 最大值处于 
在这个菜单项中，内部称重点称量电气件开始校正，带有砝码或不带有砝码
（通过 mV/V 或数据）进行配置或线性化。 
- [by load]，见 4.7.1.2.1.4.1 
- [by mV/V]，见 4.7.1.2.1.4.2 
- [by data]，传感器数据（智能校正），见 4.7.1.2.1.4.3 
- [Linear.]（线性化），见 4.7.1.2.1.4.4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New/Modify] - [Max at]访问。 

 
▶ 选择[Max at]并点击相应软键。 
[by load]软键 
通过砝码校正，见 4.7.1.2.1.4.1. 
[by mV/V]软键 
通过 mV/V 值校正，见 4.7.1.2.1.4.2. 
[by data]软键 
通过传感器数据校正（智能校正），见 4.7.1.2.1.4.3. 
[Linear.]软键 
通过线性化点校正，见 4.7.1.2.1.4.4. 

4.7.1.2.1.4.1 通过负载 
在这个菜单项中，通过砝码执行电子秤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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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New] - [Max at] - [by load]访问。 

 
1. 选择[Max at]并按下[by load]软键。 
 输入窗口弹出 

 
2. 将校正砝码置于秤上并输入数值。 

校正砝码的重量单位（可按下 更改）与设备中的重量单位可能不同，会

自动转换。 
3. 点击[OK]软键 
 确认显示为“按负载设置跨度…”。 

 
校正砝码的重量值、重量单位和与此值对应的 mV/V 测量信号显示在
[calibrated at]行。 
4. 点击[OK]保存校正。 
可能出现的错误提示，见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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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OK]取消设置。 

4.7.1.2.1.4.2 通过 mV/V 值 
在这个菜单项中，通过 mV/V 值执行电子秤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校正。 
在输入称重传感器 mV/V 值时，可考虑安装处的重力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基
于德国汉堡的重力加速度：9.81379 m/s2。 
计算跨度 
跨度表示与比例尺的最大秤量(Max)相关的等效输入电压 mV/V。计算方法
如下： 
跨度[mV/V] = 最大秤量 X 称重传感器灵敏度 Cn[mV/V]/称重传感器量程
（最大量程 Emax X 称重传感器数量）。 
称重传感器灵敏度 Cn = 额定输出 Cn（见称重传感器技术参数）。 
计算空载 
等效于空载的输入电压(mV/V)可使用空载计算而得，而不是由上述公式中
的最大量程来计算。 
通常不需要计算空载（空载的秤或空的容器）。 
随后的空载校正可用于以后在秤或容器为空时重新确定空载。 

 
比如： 
- 1 个额定输出 Cn = 2 mV/V 的传感器 
- 最大量程 2000 kg 
- 最大量程 1000 kg 
- 空载 500kg 
- 传感器供电 UDC = 12V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New] - [Max at] - [by mV/V]访问。 



系统设置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84 

 

 
1. 选择[Max at]，点击[by mV/V]软键 
 输入窗口弹出 

 
2. 输入跨度的输入电压。 
如有必要，请输入后续空载校正的值（见 4.7.1.2.3）。 
3. 点击[OK]软键。 
4. 点击[Save]软键保存校正。 

4.7.1.2.1.4.3 通过数据 
在这个菜单项中，通过 mV/V 值执行电子秤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校正
（智能校正）。 
如果该秤不用于法定计量，可以进行无砝码校正。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不需
要计算的称重传感器数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New] - [Max at] - [by data]访问。 

 
1. 选择[Max at]，点击[by data]软键。 
 选择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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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Number of load cells] 
平行连接的称重传感器数量（1、2…[4]…9、10）。 
从称重传感器的技术数据中获取下一个值。 
[max. capacity of load cell] 
称重传感器的最大量程 Emax（不是秤最大秤量！）。 
[Gravity] 
安装地点的重力加速度，默认德国汉堡的值：9.81379m/s2。 
[Hysteresis error] 
选项：未指定，指定。 
如果从未指定切换到指定，则必须输入[Correction A]和[Correction B]的
值。关于称重传感器的校正证书值，请参阅“智能校正的迟滞修正值”。 
[Certiied data]、[LC output at max. capacity]、[LC output 
impedance] 
LC 指称重传感器。 
选项：所有称重传感器相同，各称重传感器特定。 
对于各称重传感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按下[Enter]软键为每个称重传感器
输入单独的数据。 
当设置为所有称重传感器相同时，[LC output at max. capacity]和[LC 
output impedance]只能输入一个值。有关称重传感器的校正证书值，请参
阅“最大量程时的输出”和“输出阻抗”。 
3. 点击[Calc]软键来启动计算 
4. 确认计算，将计算出的 mV/V 值保存到校正数据中。 
5. 点击[Save]软键保存校正。 

4.7.1.2.1.4.4 线性化 
在这个菜单项中，通过线性化点执行电子秤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校正。 
直线的测量范围可以通过设置线性化点来优化。 
前提 
- Max 和空载的校正已完成。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New] - [Max at] - [Linear.]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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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选择[Max at]，点击[Linear.]软键。 
 线性化菜单窗口弹出。 

 
2. 点击【添加】软键设置线性点。 
 输入窗口弹出 

 
3. 用键盘输入所需的值。 
4. 点击[OK]软键。 
5. 重复这些步骤，依次设置三个线性化点。 

 
窗口显示了线性化点。 
[by mV/V]软键可以直接输入值。 
[Change]软键用来修改线性化点。 
[Delete]软键用来删除所选的线性化点。 

 
6. 选择一个线性化点，将相应的砝码置于秤上，点击[by load]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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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砝码对应的重量值自动以 mV/V 输入。 

 
7. 重复以上步骤，自动输入所有线性化点的重量 mV/V 值。 
8. 点击 EXIT 键还原到之前的窗口。 
 将出现一条提示，表示只要线性化处于激活状态，就不能更改 Max 的
值。 
 

注意事项： 
取消/删除线性化，所有线性化点都会被删除。 

 

 
9. 点击[Save]键保存校正。 

4.7.1.2.2 修改 
在此菜单项中，可对内部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已有的校正进行微小的修改。 
例如如果容器或平台重量改变，则必须调整空载，见 4.7.1.2.3。 
[Max]、[Scale interval]、[Dead load at]和[Max at]的描述和设置在
[Calib]- [New]之下。 
- [Max]（最大秤量），见 4.7.1.2.1.1. 
- [Scale interval]，见 4.7.1.2.1.2. 
- [Dead load at]，见 4.7.1.2.1.3，如果有必要更正，见 4.7.1.2.3. 
- [Max at]，见 4.7.1.2.1.4.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Modify]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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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上次校正的数据。 
1. 点击[Modify]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和确定所需的值。 
[Max]（最大秤量） 
无空载时可以测量最大秤量。 
其描述和设置，见 4.7.1.2.1.1 
[Scale interval] 
秤分度(d)是两个连续显示值之间的差值。 
其描述和设置，见 4.7.1.2.1.2. 
[Dead load at] 
将空秤或容器作为空载（正常情况下）. 
其描述和设置，见 4.7.1.2.1.3. 
[Max at] 
使用砝码或不使用砝码（通过 mV/V 值或数据）进行校正或线性化，见
4.7.1.2.1.4 
- [by load]，见 4.7.1.2.1.4.1 
- [by mV/V]，见 4.7.1.2.1.4.2 
- [by data]传感器数据（智能校正），见 4.7.1.2.1.4.3 
- [Linear.]（线性化），见 4.7.1.2.1.4.4 

3. 点击[Save]键保存校正。 

 
窗口短暂弹出 
最大秤量(Max)以 ID “TST”显示，没有重量单位。 
确认显示如下：“保存校正…”。 
 

注意事项： 
完成校正后，进入菜单[Param]并设置参数[Settings locked]可通过软件
激活写保护（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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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每次保存校正或参数更改时，都会创建一个单独的检查编号。这可以从
菜单[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Show calibration check 
numbers]中查看，（见 5.7）。也可以写在 W&M 标签里。 
用于法定计量的应用，见 4.7.1.2. 

 
4.7.1.2.3 空载处于（修正） 

在此菜单项中，在校正内部称重点称量电气件时可重新定义空载（空秤或容
器）。 
如果由于例如空载减少、空载增加或机械变化等容器/平台重量的变化量高
于清零范围，自动清零和手动清零功能不再工作。 
在[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HW options]- [WPx]- [Monitor]菜
单中显示当前使用的零点跟踪或清零范围。 

点击 键将重量值分辨率增加十倍。 
如果全部清零范围已经被使用，仍然可以修正空载（写保护必须停用，见
2.7）而不影响其它校正数据/参数。 
这时，校正通过[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Modify] - [Dead load at] - [By load]执行（见
4.7.1.2.1.3）。 
 

注意事项： 
如果进行线性化（见 4.7.1.2.1.4.4），一旦选择了参数，就会出现以下消
息：“在线性化激活时无法更改。” 
只有删除线性化点才能使线性化模式失效！ 

 
4.7.1.3 单位 

在本菜单项中，可配置内部称重点称重电气件的额外重量单位和显示精度。 
设备可以用选定的重量单位进行校正，最多还可以多显示两个单位。 
使用功能键（F1 或 F2）可切换重量值显示，这需要提前设置，详见 4.3。 
当显示三个单位时，它们按以下顺序显示：从 1 到 2、3、1、2，依此类
推。 
当显示单位 2 或 3 时，法定计量设备上的重量单位会显示 △! （非法定计量
单位）。 
如下示例： 
- 单位 2 定义为[oz]，显示精度设置为[basic accuracy]。 

这意味着秤分度的重量大致对应于校准的秤分度。 
- 单位 3[lb]的显示精度高一级，这意味着秤分度比校正的秤分度大约小

一级。 
额外单位的 Max 和 Min（粗略地）计算时考虑相关的秤分度。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Units]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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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此处：选择[Internal weighing point]的[Weighing point A]，按下

[Units]软键，以进一步选择单位和相应的显示精度。点击[Units]软键
进一步选择单位和相关的显示精度。 

▷ 如下窗口弹出： 

 
2. 确认选择 
 选择窗口弹出 

 
3. 选择并确认[3 weight units] 
 选择窗口弹出。 

 
4.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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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x] 
选项：kg、t、lb、g、mg、oz 
[Display resolution] 
选项：相同、、低 1 级、低 2 级、低 3 级、高 3 级、高 2 级、高 1 级 
5.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2 xBPI 秤 
此菜单项下，可将 xBPI 秤电气件配置到称重点并配置。 
- [Interface]（串行），见 4.7.2.1 
- [Parameters]（称重电气件），见 4.7.2.2 
- [Calib]，见 4.7.2.3. 
- [Units]（显示单位，显示精度），见 4.7.2.4. 
- [Setup]，见 4.7.2.5. 

PR 5500 可以通过 xBPI 协议与秤（如 Combics 1）或称重模块进行通信。 
该秤可以通过串行接口(PR5500/04)进行连接（请参阅 PR 5500 安装手册
[Device installation] - [Accessories] - [PR 5500/04 2x RS-485 
interface]）。 
 

注意事项： 
可以使用内部称重点或者没有外部电源的 IS 平台。 

 
重量的确定和传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秤/称重模块。可显示达七位数的重
量值，加上前面的+/-符号。最大秤量(Max)必须在秤中设置，或者已经被平
台设置，而不能通过 xBPI 更改。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Weighing point] - [xBPI scale]访问。 

 
1. 确认[Weighing point]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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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并确认[xBPI scale]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如果称重点改变，当进行保存时将出现一个错误信息，提示所有校正数据和
参数将被删除。 
 称重电气件被分配到称重点 

 
4.7.2.1 接口（串行） 

在本菜单项中，可配置 xBPI 秤称重电气件的的串行接口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Interface]访问。 

 
1. 确认选择。 
 选项窗口弹出。 

 
未激活参数显示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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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Interface] 
串行接口 
选项：未分配、内置 RS-232、选项-x RS-485-A、选项-x RS-485-B 
[Baud rate] 
数据传输波特率 
 

注意事项： 
所选值必须与所连接设备的值匹配。 

 
选项：[9600]、19200、38400 
[Stop bits] 
传输协议单位。 
选项：1 停止位、[2 停止位] 
[Default]软键 
重置出厂设置。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2.2 参数 
在本菜单项中，可配置 xBPI 称重电气件的参数。 
必须配置以下参数： 
- [Tare timeout]，皮重超时功能，取决于应用程序。 
- [SBN address]，总线操作中每个 xBPI 秤的 SBN 地址。 
- 如用于法定计量，则需要配置 xBPI 秤或称重模块的序列号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Parameters]访问。 

 
1. 点击[Parameter]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Settings locked] 
称重点的设置和分配只能在对应的 CAL 开关关闭状态时查看，见 2.7.1. 
[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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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计量中的操作设置。 
选项：[None]、OIML、NTEP（美国）或者 NSC（澳大利亚），见
4.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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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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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WP-A 称量点地址上的 31 号秤。 

 
[Default]软键 
重置出厂设置。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2.3 校正 
在此菜单项下，可校正 xBPI 称重电气件。 
- 预载/空载： 

- [Set]，设定（空载），见 4.7.2.3.1 
- [Delete]，删除（空载），见 4.7.2.3.2 

- 跨度： 
- [Adjust with user weight]，使用用户砝码调整，见 4.7.2.3.3 
- [Adjust with automatic weight]，使用自动砝码调整，见

4.7.2.3.4 
- [Adjust with default weight]，使用缺省砝码调整，见 4.7.2.3.5 
- [Adjust with internal weight]，使用内部砝码调整，见 4.7.2.3.6 

- 线性化： 
- [Default linearization]，缺省线性化，见 4.12.2.1 
- [User linearization]，用户线性化，见 4.1.2.3.8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Calib]访问。 

 
▶ 点击[Calib]软键。 
 参数从 xBPI 秤处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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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滴答声表示进度 
如果无法与 xBPI 协议通信，将显示以下错误提示： 
停止：“检索失败-通信超时” 
xBPI 设置菜单打开。 

 
4.7.2.3.1 设置（空载） 

在此菜单项中，可设置 xBPI 称重电气件的空载/预载。 
 

注意事项： 
茵泰科使用空载和预载两种术语。 

 
要求： 
- 设备与 xBPI 称的通信处于激活状态。 
- 协议参数已读取，见 4.7.2.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Calib] - [Set]访问。 

 
1. 从秤上移除重量 
2. 选择并确认[Set] 
 发出命令后，毛重显示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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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EXIT 键返回到 xBPI 设置菜单。 

4.7.2.3.2 删除（空载） 
在此菜单项中，可以删除 xBPI 电子秤的空载/预载。 
要求： 
- 设备与 xBPI 称的通信处于激活状态。 
- 协议参数已读取，见 4.7.2.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xBPI scale] - [Calib] - [Delete]访问。 

 
1. 从秤上移除重量 
2. 选择并确认[Delete] 
 已保存的空载被删除，当前空载显示在显示器上。 

 
3. 按 EXIT 键返回到 xBPI 设置菜单。 

4.7.2.3.3 使用用户砝码调整 
在此菜单项中，可使用用户定义的砝码调整 xBPI 称重电气件。 
要求： 
- 已选择 xBPI 协议，见 4.7.2.1 
- 已选中[xBPI scale]，见 4.7.2 
- 称已经设置，见 4.7.2.5 
- 在菜单[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Setup] - [Con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 - 
[Confirm calibration]下，已设置[Manual]，见 4.7.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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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与 xBPI 协议之间的通信处于激活状态 
- xBPI 秤参数已被读取，见 4.7.2.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Calib] - [Adjust with user weight]访问。 

 
1. 选择并确认[Adjust with user weight] 
 输入窗口弹出，显示之前输入的重量。 

 
2.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键盘更改并确认重量值。 
 在无重量的情况下进行校正，校正检查显示状态。 

 
3. 将砝码置于秤上 
 显示偏差，砝码+偏差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行。 

 
4. 按下[Accept]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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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传输，校正检查显示[complete]，重量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
行。 

 
5. 移除砝码。 
6. 按下 EXIT 键返回 xBPI 设置菜单。 

4.7.2.3.4 通过自动砝码调整 
在这个菜单项中，通过自动砝码检测调整 xBPI 秤的称重电气件。 
要求： 
- 已选择 xBPI 协议，见 4.7.2.1 
- 已选中[xBPI scale]，见 4.7.2 
- 称已经设置，见 4.7.2.5 
- 在菜单[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Setup] - [Con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 - 
[Confirm calibration]下，已设置[Manual]，见 4.7.2.5.1.1 

- 设备与 xBPI 协议之间的通信处于激活状态 
- xBPI 秤参数已被读取，见 4.7.2.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Calib] - [Adjust with automatic weight]访问。 

 
1. 选择并确认[Adjust with default weight] 
 在无重量的情况下进行校正，校正检查显示状态。 

 
重量是自动确定的。 
2. 在此例中，比如 10 kg 砝码放置在秤上。 
 显示偏差，重量+偏差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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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Accept]软键 
 数据传输，校正检查显示[complete]，重量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
行。 

 
4. 移除砝码。 
5. 点击 EXIT 键返回 xBPI 设置菜单。 

4.7.2.3.5 通过缺省砝码调整 
在这个菜单项中，通过缺省砝码检测调整 xBPI 秤的称重电气件。 
要求： 
- 已选择 xBPI 协议，见 4.7.2.1 
- 已选中[xBPI scale]，见 4.7.2 
- 称已经设置，见 4.7.2.5 
- 在菜单[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Setup] - [Con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 - 
[Confirm calibration]下，已设置[Manual]，见 4.7.2.5.1.1 

- 设备与 xBPI 协议之间的通信处于激活状态 
- xBPI 秤参数已被读取，见 4.7.2.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Calib] - [Adjust with default weight]访问 

 
1. 选择并确认[Adjust with default weight] 
 在无重量的情况下进行校正，校正检查显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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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砝码放置到秤上 
 显示偏差，重量+偏差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行。 

 
3. 按下[Accept]软键 
 数据传输，校正检查显示[complete]，重量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
行。 

 
4. 移除砝码。 
5. 点击 EXIT 键返回 xBPI 设置菜单。 

4.7.2.3.6 通过内部砝码调整 
在这个菜单项中，通过内部砝码检测调整 xBPI 秤的称重电气件。 
要求： 
- 已选择 xBPI 协议，见 4.7.2.1 
- 已选中[xBPI scale]，见 4.7.2 
- 称已经设置，见 4.7.2.5 
- 在菜单[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Setup] - [Con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 - 
[Confirm calibration]下，已设置[Manual]，见 4.7.2.5.1.1 

- 设备与 xBPI 协议之间的通信处于激活状态 
- xBPI 秤参数已被读取，见 4.7.2.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Calib] - [Adjust with internal weight]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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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Adjust with internal weight] 
 显示过程，比如以下提示。 

 
显示偏差，内部重量+偏差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栏。 

 
2. 按下[Accept]软键 
 数据传输，校正检查显示[complete]，重量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
行。 

 
3. 按下 EXIT 键返回 xBPI 设置菜单。 

4.7.2.3.7 缺省线性化 
在本菜单项中，对 xBPI 称重电气件进行线性化校准。 
直线的测量范围可以通过设置线性化点来优化。 
要求： 
- 已选择 xBPI 协议，见 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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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选中[xBPI scale]，见 4.7.2 
- 称已经设置，见 4.7.2.5 
- 在菜单[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Setup] - [Con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 - 
[Confirm calibration]下，已设置[Manual]，见 4.7.2.5.1.1 

- 设备与 xBPI 协议之间的通信处于激活状态 
- xBPI 秤参数已被读取，见 4.7.2.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Calib] - [Default linearization]访问。 

 
1. 选择并确认[Default linearization] 
 显示第一个被校验的线性化点。 

 
2. 在秤上放置显示重量的砝码（此处为 2 kg）。 
 显示偏差，重量+偏差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行。 

 
3. 按下[Accept]软键 
 显示第二个被校正的线性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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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秤上放置显示重量的砝码（此处为 5 kg）。 
 显示偏差，重量+偏差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行。 

 
5. 按下[Accept]软键 
 显示第三个被校正的线性化点。 

 
6. 在秤上放置显示重量的砝码（此处为 10 kg）。 
 显示偏差，重量+偏差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行。 

 
7. 按下[Accept]软键 
 显示最后一个被校正的线性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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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秤上放置显示重量的砝码（此处为 20 kg）。 
 显示偏差，重量+偏差以十倍分辨率显示在最后一行。 

 
9. 按下[Accept]软键 
10. 按下 EXIT 键返回 xBPI 设置菜单。 

4.7.2.3.8 用户线性化 
在本菜单项中，以用户自定义线性化点对 xBPI 称重电气件进行线性化校
准。 
直线的测量范围可以通过设置线性化点来优化。 
要求： 
- 已选择 xBPI 协议，见 4.7.2.1 
- 已选中[xBPI scale]，见 4.7.2 
- 称已经设置，见 4.7.2.5 
- 在菜单[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Setup] - [Con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 - 
[Confirm calibration]下，已设置[Manual]，见 4.7.2.5.1.1 

- 设备与 xBPI 协议之间的通信处于激活状态 
- xBPI 秤参数已被读取，见 4.7.2.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Calib] - [User linearization]访问。 
[user linearization]与[default linearization]类似，见 4.7.2.3.7 

4.7.2.4 单位 
在此菜单项下，可配置 xBPI 称重电气件的显示单位和显示精度。 
该设备用选定的重量单位进行校准。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Units]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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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Units]软键。 
选择单位和相关的显示精度，见 4.7.1.3 

4.7.2.5 设置 
在此菜单项中，与 xBPI 秤连接后，所有重要数据都将从秤中加载到设备
上。 
- [Coniguration]，见 4.7.2.5.1 
- [Select group of speciications]，见 4.7.2.5.2 
- [Device information]，见 4.7.2.5.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Setup]访问。 

 
▶ 按下[Accept]软键。 
 从 xBPI 秤读取参数。滴答声指示进度。 

 
xBPI 秤设置菜单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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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 
“检索失败-通讯超时”。 
如果和 xBPI 秤无法通讯，会出现此提示。 

4.7.2.5.1 配置 
在这个菜单项中，可配置 xBPI 称重电气件的秤和接口参数。 
- [Weighing parameters]，见 4.7.2.5.1.1 
- [Interface parameters]，见 4.7.2.5.1.2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Setup] - [Coniguration]访问。 

 
▶ 选择并确认[Configuration] 
 xBPI 参数设置菜单弹出。 

 
4.7.2.5.1.1 称量参数 

在这个菜单项中，可配置 xBPI 称重电气件的称量参数。 
可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Setup] - [Coniguration] - [Weighing 
parameters]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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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Weighing parameters] 
 选择窗口弹出 

 
2. 选择各参数并确认。 
 

注意事项： 
只显示所连接的称支持的参数。 

 
[Ambient conditions]  
环境条件 
选项：非常稳定的条件、稳定的条件、不稳定的条件、非常不稳定的条件。 
[Application/Filter] 
应用/过滤 
选项：标准模式、手动灌装、自动加药、检重 
[Standstill range] 
稳定范围 
选项：0.25 位、0.5 位、1 位、2 位、4 位、8 位 
[Stability symbol delay] 
稳定符号延迟 
选项：没有延迟、短时延迟、平均延迟、长时延迟 
[Tare parameters] 
皮重参数 
选项：任何时候、直到稳定 
[Auto zero function] 
自动清零功能 
选项：开、关 
[Adjustment function] 
调整功能 
选项：用工厂砝码进行外部调整、用用户砝码进行外部调整、用预设砝码进
行外部调整、内部调整，用工厂砝码进行外部线性化、用用户砝码进行外部
线性化、确认预载/空载、删除预载/空载，禁用调整 
[Confirming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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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调整 
选项：自动、手动 
[Zero range] 
清零范围 
选项：最大负载的 1%、最大负载的 2%、最大负载的 5%、最大负载的
10% 
[Power-on zero range] 
通电清零范围 
选项：出场设置、最大负载的 2%、最大负载的 5%、最大负载的 10%、最
大负载的 20% 
[Power-on tare/zero] 
通电去皮/清零 
选项：激活、未激活、仅清零 
[Measuring rate] 
测量速度 
选项：正常输出、快速输出 
[Calibration check] 
校正检查 
选项：无校正提示、校正提示 
[External Adjustment] 
外部调整 
选项：可用，锁定 
[Application Tare] 
应用选项去皮 
选项：可用，锁定 
[Maximum capacity] 
选项：通过预/空载减少，恒定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2.5.1.2 接口参数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 xBPI 称重电气件的接口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Setup] - [Coniguration] - [Interface parameters]
访问。 

 
1. 选择并确认[Interface parameters]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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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Communication type]并确认。 
3. 选择[SBI protocol]或[xBPI protocol]并确认。 
4.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SBI 协议： 
[Baudrate für SBI] 
SBI 波特率 
选项：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 
[Parity for SBI] 
SBI 奇偶性 
选项：奇偶标记、奇偶性空格、奇、偶 
[Stop bits] 
停止位 
选项：1 停止位、2 停止位 
[Handshake] 
握手 
选项：软件握手，2 字符 CTS、1 字符 CTS 
[Print in weighing mode] 
称重模式下打印 
选项：总是询问、稳定后询问、存储时询问、自动、稳定后自动 
[auto print] 
自动打印 
选项：通过 ESCP 启动/停止、不可停止 
[Output format] 
输出格式 
选项：无 ID 16 字节、有 ID 22 字节 
[Data output interval] 
数据输出间隔 
选项：每个显示周期、2、5、10、20、50、100 次更新后 
[Parameters change] 
参数更改 
选项：可更改、不可更改 
xBPI 协议： 
[Data output interval] 
数据输出间隔 
选项：每个显示周期、2、5、10、20、50、100 次更新后 
[Parameters change] 
参数更改 
选项：可更改、不可更改 
5. 按下[Save]软件保存设置 

4.7.2.5.2 选择规格组 
在这个菜单项中，可配置了 xBPI 称重电气件的规范组。 



系统设置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110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Setup] - [Select group of speciication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elect group of speciications] 
 

注意事项： 
建立规格组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秤的型号名称。 
- 相应规格块的数量（见秤的操作说明）。 

 
一些 xBPI 称具有所谓的“规格块”，用于选择各种操作模式（单范围、多
范围等）。 

 
2. 选择并确认所需的规格组。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2.5.3 设备信息 
在此菜单项中，可配置 xBPI 称重电气件的信息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xBPI scale] - [Setup] - [Device information]访问。 

 
1. 选择并确认[Device information] 
 设备信息窗口弹出。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系统设置 

111 

 

 
未激活参数显示为灰色。 
2. 如果需要，变更用户 ID 和 SBN（见 4.7.2.2）。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3 SBI 秤 
在此菜单项中，可以将 SBI 称重电气件分配给一个逻辑称重点并进行配
置。 
- [Interface]，接口（串行），见 4.7.3.1。 
- [Parameters]，参数（称重电气件），见 4.7.3.2。 

PR 5500 可以通过 SBI 协议与秤（如 Combics 1）或称重模块进行通信。
设备可通过串行接口连接（PR 5500/04）。（请参阅 PR 5500 安装手册
[Device installation] - [Hardware construction] - [Accessories] - [PR 
5500/04 2x RS‐485 interface]），通讯为串口。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Weighing point] - [SBI scale]访问。 

 
1. 确认[Weighing point]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SBI scale]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称重电气件被分配到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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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1 接口（串行） 

在此菜单项下，可配置 SBI 称重电气件的串行接口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Interface]访问。 

 
1. 确认并选择。 
 选择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Interface] 
串行接口 
选项：未分配、内置 RS-232、Option-x RS-485-A、Option-x RS-485-B 
[Baud rate] 
数据传输波特率。 
 

注意事项： 
所选值必须与所连接设备的值匹配。 

 
选项：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 
[Data bits] 
数据位组 
选项：7 数据位、[8 数据位] 
[P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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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过程中检测错误的奇偶校验。 
选项：无、奇校验、偶校验。 
[Stop bits] 
传输协议单位 
选项：1 结束位、[结束位] 
[Default]软键 
恢复到出厂设置。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3.2 参数 
在此菜单项下，可对 SBI 秤的称重电气件参数进行配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Parameters]访问。 

 
1. 点击[Parameters]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Settings locked] 
称重点的设置和分配只能在对应的 CAL 开关关闭的状态下查看；见 2.7.1 
[W&M] 
法定计量下的操作设置。 
选项：[None]、OIML、NTEP（美国）或 NSC（澳大利亚），详见
4.7.1.1.1 
[Max]（最大秤量） 
见 4.7.1.2.1.1. 
[Scale interval] 
见 4.7.1.2.1.2. 
[Min. weight] 
可以触发打印命令的最小重量。 
设定范围：0…9999999 d。 
在法定计量中，必须设置至少 20 d 的值。 
[Update time] 
显示新重量值的时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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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范围：0.1…2.0 s。 
[Default]软键 
恢复到出厂设置。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4 Pendeo Truck 
在此菜单项中，可将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分配到逻辑称
重点并进行配置。 
- [Interface]（串口），见 4.7.4.1. 
- [Parameters]（传感器），见 4.7.4.2. 
- [Calib]，见 4.7.4.3. 
- [Units]（显示精度），见 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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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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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Weighing point] - [Pendeo Truck]访问。 

 
1. 确认[Weighing point]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Pendeo Truck]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称重电气件被分配到称重点 
如果秤尚未连接，则会出现“秤未准备好”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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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1 接口（串行） 

在此菜单项下，可配置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的串行接口
参数。 

 
1. 确认选择 
 选项窗口弹出。 

 
未激活参数显示为灰色。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Interface] 
串行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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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未分配、内置 RS-232，Option-x RS-485-A、Option-xRS-485-B 
此情况下选择[Option-x RS-485-A] 
[Default]软键 
恢复到出厂设置。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4.2 参数 
在此菜单项下，可配置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的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Parameters]访问。 

 
1. 点击[Parameters]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Settings locked] 
称重点的设置和分配只能在对应的 CAL 开关关闭的状态下查看；见 2.7.1 
[W&M] 
法定计量下的操作设置。 
选项：[None]、OIML、NTEP（美国）或 NSC（澳大利亚），详见
4.7.1.1.1 
[Ambient conditions] 
此参数用于定义称的环境条件。 
选项：非常稳定、稳定、不稳定、非常不稳定 
[Detect a defective load cell] 
如果要自动执行故障称重传感器的最大模拟，请选择并确认这些参数。只要
正在模拟称重传感器，就会显示警告符号。。 
[Unbalanced check deviation] 
当平均偏差> 0%时，可信度检查被激活。 
计算单个称重传感器的平均偏差，通过重量单位上的符号表示。 
设置范围：0 到 100% 
[Standstill time] 
[Standstill time]和[Standstill range] 用于定义秤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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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still time]可输入秒，范围为: 0.00…2 s。稳定时间必须大于测量时
间。 

 
[Standstill range] 
只要重量波动保持在这个范围内，设备就被确定为稳定的。 
停顿范围参数以多少个“d”输入。允许的范围是：0.01…10.00 d。 
用于法定计量，必须选择≤ 1 d。 
[Tare timeout] 
超过一定时间就判定去皮/清零命令无法执行（例如，由于机械不稳定性、
不正确的滤波设置、分辨率过高、稳定条件太严格）。 
此参数以秒为单位输入，允许范围是 0.0…[2.5]…25 秒。 
0.0 时，只在秤已经稳定时才会进行去皮。 
[Zeroset range] 
校正过程中，空载决定了零点上下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 
- 按 0 设置键（或相应的外部命令）可将显示的毛重设置为零。 
- 自动零跟踪被激活。 

设置范围：0.00…10000.00d 
在法定计量中，输入值必须小于最大值的 2%，例如 3000 e 的三级可输入
60 d。 
[Zerotrack] 
零点显示自动保持在设定的范围内。 
选项：否/是 
当选择否时，后面三个参数将不显示。 
当选择是时，必须输入后面三个参数的值。 
[Zerotrack indic. range] 
设置自动零点跟踪补偿偏差的范围，设置范围：0.25…10000.00 d。 
在法定计量中，必须输入< 0.5 d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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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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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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范围、多范围、多分度 
[Default]软件 
恢复到出厂设置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4.3 校正 
在此菜单项下，可对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进行校正。 
- [Quick install with search load cells and set dead load]，搜索传感

器并设定空载进行快速安装，见 4.7.4.3.1. 
- [Search for connected load cells]，搜索连接的传感器，见 4.7.4.3.2. 
- [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 ，查看和分配传感器，见 4.7.4.3.3. 
- [Calibrate the scale]校正秤（传感器），见 4.7.4.3.4. 

- [New]，新建，见 4.7.4.3.4.1. 
- [Modify]，修改，见 4.7.4.3.4.2. 

- [Assign load cell name]，指派传感器名称，见 4.7.4.3.5. 
- [Service function for load cells]，传感器服务功能，见 4.7.4.3.6. 
- [Corner correction]，四角校正，见 4.7.4.3.7. 

在校正过程中，数字称重传感器中的数据没有变化。校正数据和参数保存在
设备中。所连接的称重传感器的唯一序列号被监控。 
校正工作须按下列顺序进行： 
- 快速安装并搜索称重传感器和设置空载，见 4.7.4.3.1 或者仅搜索称重

传感器，见 4.7.4.3.2. 
- 分配称重传感器，见 4.7.4.3.3. 
- 重新校正：带有重量单位的最大秤量、秤分度、空载、校正砝码，见

4.7.4.3.4.1. 
- 如果需要，进行四角校正，见 4.7.4.3.7 

 
注意事项： 
校正称重点的更多信息，见 4.7.1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访问。 

 
▶ 点击[Calib]软键 
▷ Pendeo 设置菜单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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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3.1 搜索传感器并设定空载进行快速安装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搜索数字汽车衡传感器 Pendeo® Truck 并设定空载，
进行快速安装。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Quick install with search load cells and set dead 
load]访问。 
1. 卸载秤 

 
2. 选择并确认[Quick install with search load cells and set dead load] 
 提示窗口弹出。 

 
3. 点击[Continue]软键开始搜索。 
点击[Cancel]软键返回 Pendeo 设置菜单。 
 输入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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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有必要，改变当前值，按[OK]软键确认输入。 
点击[Cancel]软键返回 Pendeo 设置菜单。 
 启动搜索并设置空载。完成此操作后，将出现 Pendeo 设置菜单。 

 
4.7.4.3.2 搜索连接的传感器 

在此菜单项中，可搜索已连接的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Search for connected load cell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earch for connected load cells]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continue]软键开始搜索。 
点击[Cancel]软键返回 Pendeo 设置菜单。 
 搜索启动 
进度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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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此步后，Pendeo 设置菜单弹出 

 
4.7.4.3.3 查看并分配称重传感器 

在此菜单项中，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的数据被显示并被
分配到各个安装位置。 
- [Info]（显示称重传感器数据），见 4.7.4.3.3.1. 
- [Assign]（分配安装位置），见 4.7.4.3.3.2.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访问。 

 
▶ 选择并确认[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 
▷ 称重传感器显示其项目号、序列号和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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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3.3.1 [Info]（显示称重传感器数据） 
在此菜单项中，显示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的数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 - [Info]访问。 

 
称重传感器显示它们的项目号、序列号和负载。 
1. 选择所需的称重传感器和按[Info]软键。 
 

注意事项： 
如果称重传感器名称已经被分配（见 4.7.4.3.5），可以通过[by name]软键
切换视图。 

 
 显示称重传感器数据 

 
2. 按下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4.7.4.3.3.2 分配（安装地点） 
在此菜单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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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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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布置的举例 
 

注意事项： 
在更换传感器时，应当记录分配的安装位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 - [Assign]访问。 
1. 卸载秤 

 
2. 按下[Assign]软键 

▷ 显示提示窗口 

 
3. 按下[Continue]软键，传感器通过放置最小重量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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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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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按下[Accept]软键确认指派的第一个传感器 
6. 去除重量 
7. 在第 2…4 个传感器上重复上述步骤。 
8. 按下[Save]软键保存新的分配。 

▷ Pendeo 设置菜单打开 

 
9. 选择并确认[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 
 显示新的分配。 

 
10. 如有需要，检查四角误差、空载，详见 4.7.4.3.7. 
11. 按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4.7.4.3.4 校正秤 
在此菜单项下，可对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进行校正。 
- [New]，新建，见 4.7.4.3.4.1 
- [Modify]，更改（仅用于微小修改），见 4.7.4.3.4.2 
- 空载（修正），见 4.7.4.3.4.3 

 
注意事项： 
[Modify]菜单项仅用于微小变化（比如变更空载/预载，变更空载/预载的
mV/V 值和/或最大值，更改秤的分度）。 
通常，应该选择[New]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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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Calibrate the scale]访问。 

 
▶ 选择并确认[Calibrate the scale] 
▷ 显示上次校验的数据。 

 
- [New]软键开始新的校正，见 4.7.4.3.4.1. 
- [Modify]软键更改已存在的校正（仅用于微小修改），见 4.7.4.3.4.2. 

4.7.4.3.4.1 新建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对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执行和配置
一个新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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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正重量：5.000 t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Calibrate the scale] - [New]访问。 

 
显示上一次校正的数据 
1. 按下[New]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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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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显示窗口 

 
2. 按下[Yes]软键 

 
 

注意事项： 
[Number of platforms]参数只出现在连接 8 个称重传感器的应用中。在本
例中是两个平台。 

 
3. 选择并确认[Number of platforms] 

 
4. 选择[Local gravity]，如有必要请更改，然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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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Max]（最大秤量），包括小数点（此例中为 200.000 t）。 
6. 按下 键切换重量单位。 
7. 确认输入 
确认显示为“设置最大量程…” 
重量单位是来自[Max]，当输入[Max]时，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也会自动确
定。 

 
8. 选择[Scale interval] 
 根据最大重量值计算秤分度(d)。 
9. 确认输入 
 确认显示为“设置秤分度…” 
将空秤（台面已安装传感器上，没有负载）作为空载（正常情况下）： 
10. 不要加载重量 

 
11. 选择[Dead load]并按下[by load]软键。 
 

注意事项： 
如果知道空载，可以通过按下[by value]软键覆盖该值。 

 
12. 确认输入 
 确认显示为“设置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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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选择并确认[Calibration weight] 
 输入窗口弹出 

 
14. 将校正砝码放到秤中心，输入重量值。 
15. 按下[OK]软键。 
16. 移除校正砝码。 
 显示四角负载（空载设定为零）。 

 
17. 如果需要，进行角差校正，见 4.7.4.3.7. 
18. 按下[Save]软键保存校正。 

4.7.4.3.4.2 修改 
在此菜单项中，可对现有的数字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的校正进行更
改。 
- 参数（本地重力加速度、最大秤量、秤分度、校正砝码），见

4.7.4.3.4.1. 
- 空载（后续修正），见 4.7.4.3.4.3. 
- 四角修正，见 4.7.4.3.7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Calibrate the scale] - [Modify]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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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上次校正的数据。 
1. 点击[Modify]软键 
 

注意事项： 
[Modify]菜单项仅用于微小变化（比如变更空载/预载）。 
通常，应该选择[New]菜单项。 

 

 
2. 选择各参数并确认。 
对于参数的描述和设置，见 4.7.4.3.4.1.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校正。 

4.7.4.3.4.3 空载（更正）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对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的空载进行
修正。 
如果由于例如空载减少、空载增加或机械变化等容器/平台重量的变化量高
于清零范围，自动清零和手动清零功能不再工作。 
如果已经使用了整个归零范围，仍然可以在不影响其它校正数据/参数的情
况下更正空载。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Calibrate the scale] - [Modify] - [Dead load]访问。 
1. 将秤清空（台面已安装传感器上，没有负载）。 

 
2. 选择并确认[Dead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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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空载（四角负载之和） 
4. 检查四角负载，见 4.7.4.3.7 
5. 如果有需要，进行转角修正详见 4.7.4.3.7 
6. 点击[Save]软键保存当前空载。 

4.7.4.3.5 指派传感器名称 
在此菜单中，每个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都可以指派名
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Assign load cell name]访问。 

 
1. 选择并确认[Assign load cell name] 

▷ 输入窗口打开 

 
2. 依次选择传感器，使用键盘输入名称并确认。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输入 

4.7.4.3.6 传感器的服务功能 
在此菜单项下，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中的故障称重传感
器可以被禁用，更换的称重传感器可以被激活。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Service function for load cell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ervice function for load cells] 
 服务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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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所连接的称重传感器的项目号、序号、空载和当前负载。 
禁用称重传感器 

 
2. 选择有故障的称重传感器，并确认要禁用该传感器。 
3. 按[Accept]软键。 
 启动禁用称重传感器的模拟。 
 

注意事项： 
卡车只能在称重平台的中心移动，以使重量分布均匀。 

 
激活称重传感器 
插入并连接新的称重传感器后： 

 
4. 选择并确认有被禁用的称重传感器。 
5. 按[Accept]软键。 
 搜索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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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现新的称重传感器 

 
4.7.4.3.7 四角修正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对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中的故障称
重传感器进行四角修正。 
检查四角负载（空载）： 
分配（见 4.7.4.3.3）和校正（见 4.7.4.3.4）后，称重传感器位置被清晰定
义。 
机械四角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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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访问。 

 
称重传感器显示它们的项目号、序列号和负载。 
在本例中，负载单位上的称重传感器不需要通过垫片来增加。通过后续的软
件角差修正，可以实现精密的标定。 
软件角差修正： 
如果四角依次加载，在设备上应始终显示相同的值，偏差过大往往意味着秤
是倾斜的，或称重传感器的力有所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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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号偏差不能通过调整称来解决，则必须对软件进行校正。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Modify] - [Corner correction]访问。 

 
1. 选择[Corner correction]。 
2. 按[Platform 1]软键。 
3. 将校正砝码放在角上。 

 
4. 位置（这里：LC 1）突出显示。 
5. 确认位置。 
6. 移除校正砝码。 
7. 对其余的称重传感器重复步骤 1 到 6。 
您可以自由选择任何需要的顺序。 

 
8. 所有的称重传感器加载一次后，按[Calculate]软键执行四角修正。 
 总重量保持不变。只有个别称重传感器被修正。 
四角修正完成后，标记[Correct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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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击[Save]软键保存四角修正。 

4.7.4.4 单位 
在此菜单项下，可配置数字汽车衡称重传感器 Pendeo® Truck 的其它重量
显示单位和精度。 
其描述和设置可以在[Internal weighing point]菜单中找到，见 4.7.1.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Units]访问。 

 
▶ 点击[Unit]软键 
其描述和设置可以在[Internal weighing point]菜单中找到，见 4.7.1.3 

4.7.5 Pendeo Process 
在此菜单项中，可将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分配到逻
辑称重点并进行配置。 
- [Interface]（串口），见 4.7.5.1. 
- [Parameters]（传感器），见 4.7.5.2. 
- [Calib]，见 4.7.5.3. 
- [Units]（显示精度），见 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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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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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Weighing point] - [Pendeo Process]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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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Weighing point] 
 选项窗口弹出。 

 
5. 选择并确认[Pendeo Process] 
6.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称重电气件被分配到称重点 
如果秤尚未连接，则会出现“秤未准备好”的提示。 

 
4.7.5.1 接口（串行） 

在此菜单项下，可配置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的串行
接口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Interface]访问。 

 
1. 确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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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窗口弹出。 

 
未激活参数显示为灰色。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Interface] 
串行接口 

 
选项：未分配、内置 RS-232，Option-x RS-485-A、Option-xRS-485-B 
此情况下选择[Option-x RS-485-A] 
[Default]软键 
恢复到出厂设置。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5.2 参数 
在此菜单项下，可配置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的参
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Parameters]访问。 

 
1. 点击[Parameters]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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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Settings locked] 
称重点的设置和分配只能在对应的 CAL 开关关闭的状态下查看；见 2.7.1 
[W&M] 
法定计量下的操作设置。 
选项：[None]、OIML、NTEP（美国）或 NSC（澳大利亚），详见
4.7.1.1.1 
[Ambient conditions] 
此参数用于定义称的环境条件。 
选项：非常稳定、稳定、不稳定、非常不稳定 
[Detect a defective load cell] 
如果要自动执行故障称重传感器的最大模拟，请选择并确认这些参数。只要
正在模拟称重传感器，就会显示警告符号。。 
[Unbalanced check deviation] 
当平均偏差> 0%时，可信度检查被激活。 
计算单个称重传感器的平均偏差，通过重量单位上的符号表示。 
设置范围：0 到 100% 
[Standstil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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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时间必须大于测量时
间。 

 
[Standstill range] 
只要重量波动保持在这个范围内，设备就被确定为稳定的。 
停顿范围参数以多少个“d”输入。允许的范围是：0.01…10.00 d。 
用于法定计量，必须选择≤ 1 d。 
[Tare timeout] 
超过一定时间就判定去皮/清零命令无法执行（例如，由于机械不稳定性、
不正确的滤波设置、分辨率过高、稳定条件太严格）。 
此参数以秒为单位输入，允许范围是 0.0…[2.5]…25 秒。 
0.0 时，只在秤已经稳定时才会进行去皮。 
[Zeroset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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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过程中，空载决定了零点上下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 
- 按 0 设置键（或相应的外部命令）可将显示的毛重设置为零。 
- 自动零跟踪被激活。 

设置范围：0.00…10000.00d 
在法定计量中，输入值必须小于最大值的 2%，例如 3000 e 的三级可输入
60 d。 
[Zerotrack] 
零点显示自动保持在设定的范围内。 
选项：否/是 
当选择否时，后面三个参数将不显示。 
当选择是时，必须输入后面三个参数的值。 
[Zerotrack indic. range] 
设置自动零点跟踪补偿偏差的范围，设置范围：0.25…10000.00 d。 
在法定计量中，必须输入< 0.5 d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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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范围、多范围、多分度 
[Default]软件 
恢复到出厂设置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5.3 校正 
在此菜单项下，可对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进行校
正。 
- [Quick install with search load cells and set dead load]，搜索传感

器并设定空载进行快速安装，见 4.7.5.3.1. 
- [Search for connected load cells]，搜索连接的传感器，见 4.7.5.3.2. 
- [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 ，查看和分配传感器，见 4.7.5.3.3. 
- [Calibrate the scale]校正秤（传感器），见 4.7.5.3.4. 

- [New]，新建，见 4.7.5.3.4.1. 
- [Modify]，修改，见 4.7.5.3.4.2. 

- [Assign load cell name]，指派传感器名称，见 4.7.5.3.5. 
- [Service function for load cells]，传感器服务功能，见 4.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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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ner correction]，四角校正，见 4.7.5.3.7. 
在校正过程中，数字称重传感器中的数据没有变化。校正数据和参数保存在
设备中。所连接的称重传感器的唯一序列号被监控。 
校正工作须按下列顺序进行： 
- 快速安装并搜索称重传感器和设置空载，见 4.7.5.3.1 或者仅搜索称重

传感器，见 4.7.5.3.2. 
- 分配称重传感器，见 4.7.5.3.3. 
- 重新校正：带有重量单位的最大秤量、秤分度、空载、校正砝码，见

4.7.5.3.4.1. 
- 如果需要，进行四角校正，见 4.7.5.3.7 

 
注意事项： 
校正称重点的更多信息，见 4.7.1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访问。 

 
▶ 点击[Calib]软键 
▷ Pendeo 设置菜单弹出。 

 
4.7.5.3.1 搜索传感器并设定空载进行快速安装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搜索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并设
定空载，进行快速安装。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Quick install with search load cells and set dead 
load]访问。 
1. 卸载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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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并确认[Quick install with search load cells and set dead load] 
 提示窗口弹出。 

 
3. 点击[Continue]软键开始搜索。 
点击[Cancel]软键返回 Pendeo 设置菜单。 
 输入窗口弹出。 

 
4. 如果有必要，改变当前值，按[OK]软键确认输入。 
点击[Cancel]软键返回 Pendeo 设置菜单。 
 启动搜索并设置空载。完成此操作后，将出现 Pendeo 设置菜单。 

 
4.7.5.3.2 搜索连接的传感器 

在此菜单项中，可搜索已连接的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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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Search for connected load cell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earch for connected load cells]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continue]软键开始搜索。 
点击[Cancel]软键返回 Pendeo 设置菜单。 
 搜索启动 
进度窗口弹出 

 
完成此步后，Pendeo 设置菜单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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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3.3 查看并分配称重传感器 
在此菜单项中，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的数据被显示
并被分配到各个安装位置。 
- [Info]（显示称重传感器数据），见 4.7.5.3.3.1. 
- [Assign]（分配安装位置），见 4.7.5.3.3.2.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访问。 

 
▶ 选择并确认[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 
▷ 称重传感器显示其项目号、序列号和负载。 

 
4.7.5.3.3.1 [Info]（显示称重传感器数据） 

在此菜单项中，显示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的数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 - [Info]访问。 

 
称重传感器显示它们的项目号、序列号和负载。 
3. 选择所需的称重传感器和按[Info]软键。 
 

注意事项： 
如果称重传感器名称已经被分配（见 4.7.5.3.5），可以通过[by name]软键
切换视图。 

 
 显示称重传感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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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4.7.5.3.3.2 分配（安装地点） 
在此菜单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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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布置的举例 
 

注意事项： 
在更换传感器时，应当记录分配的安装位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 - [Assign]访问。 
1. 卸载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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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Assign]软键 
▷ 显示提示窗口 

 
3. 按下[Continue]软键，传感器通过放置最小重量进行分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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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按下[Accept]软键确认指派的第一个传感器 
6. 去除重量 
7. 在第 2…4 个传感器上重复上述步骤。 
8. 按下[Save]软键保存新的分配。 

▷ Pendeo 设置菜单打开 

 
9. 选择并确认[View and assign load cells] 
 显示新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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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有需要，检查四角误差、空载，详见 4.7.4.3.7. 
11. 按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4.7.5.3.4 校正秤 
在此菜单项下，可对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进行校
正。 
- [New]，新建，见 4.7.5.3.4.1 
- [Modify]，更改（仅用于微小修改），见 4.7.5.3.4.2 
- 空载（修正），见 4.7.5.3.4.3 

 
注意事项： 
[Modify]菜单项仅用于微小变化（比如变更空载/预载，变更空载/预载的
mV/V 值和/或最大值，更改秤的分度）。 
通常，应该选择[New]菜单项。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Calibrate the scale]访问。 

 
▶ 选择并确认[Calibrate the scale] 
▷ 显示上次校验的数据。 

 
- [New]软键开始新的校正，见 4.7.5.3.4.1. 
- [Modify]软键更改已存在的校正（仅用于微小修改），见 4.7.5.3.4.2. 

4.7.5.3.4.1 新建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对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执行和
配置一个新的校正。 
例子： 
单个传感器的最大量程 Emax = 50 t 
传感器数量：4 
料罐支腿数量：4 
最大：200.000 t 
秤分度：0.020 t 
空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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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重量：5.000 t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Calibrate the scale] - [New]访问。 

 
显示上一次校正的数据 
1. 按下[New]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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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显示窗口 

 
2. 按下[Yes]软键 

 
 

注意事项： 
[Number of platforms]参数只出现在连接 8 个称重传感器的应用中。在本
例中是两个平台。 
 

 
3. 选择[Number of vessel feet]，如有需要即进行更改，然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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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Local gravity]，如有必要请更改，然后确认。 

 
5. 输入[Max]（最大秤量），包括小数点（此例中为 200.000 t）。 
6. 按下 键切换重量单位。 
7. 确认输入 
确认显示为“设置最大量程…” 
重量单位是来自[Max]，当输入[Max]时，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也会自动确
定。 

 
8. 选择[Scale interval] (1 d) 
 根据最大重量值计算秤分度(d)。 
9. 确认输入 
 确认显示为“设置秤分度…” 
将空秤作为空载（正常情况下）： 
10. 不要加载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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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by load]软键。 
 

注意事项： 
如果知道空载，可以通过按下[by value]软键覆盖该值。 

 
12. 确认输入 
 确认显示为“设置空载…” 

 
13. 选择并确认[Calibration weight] 
 输入窗口弹出 

 
14. 将校正砝码放到秤中心，输入重量值。 
15. 按下[OK]软键。 
16. 移除校正砝码。 
 显示四角负载（空载设定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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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果需要，进行角差校正，见 4.7.5.3.7. 
18. 按下[Save]软键保存校正。 

4.7.5.3.4.2 修改 
在此菜单项中，可对现有的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的
校正进行更改。 
- 参数（本地重力加速度、最大秤量、秤分度、校正砝码），见

4.7.5.3.4.1. 
- 空载（后续修正），见 4.7.5.3.4.3. 
- 四角修正，见 4.7.5.3.7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Calibrate the scale] - [Modify]访问。 

 
显示上次校正的数据。 
1. 点击[Modify]软键 
 

注意事项： 
[Modify]菜单项仅用于微小变化（比如变更空载/预载）。 
通常，应该选择[New]菜单项。 

 

 
2. 选择各参数并确认。 
对于参数的描述和设置，见 4.7.5.3.4.1. 
3. 按下[Save]软键保存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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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3.4.3 空载（更正）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对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的空载
进行修正。 
如果由于例如空载减少、空载增加或机械变化等容器/平台重量的变化量高
于清零范围，自动清零和手动清零功能不再工作。 
如果已经使用了整个归零范围，仍然可以在不影响其它校正数据/参数的情
况下更正空载。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Calibrate the scale] - [Modify] - [Dead load]访问。 
7. 将秤清空（台面已安装传感器上，没有负载）。 

 
8. 选择并确认[Dead load] 
9. 确认空载（四角负载之和） 
10. 检查四角负载，见 4.7.4.3.7 
11. 如果有需要，进行转角修正详见 4.7.4.3.7 
12. 点击[Save]软键保存当前空载。 

4.7.5.3.5 指派传感器名称 
在此菜单中，每个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都可以指派
名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Assign load cell name]访问。 

 
4. 选择并确认[Assign load cell name] 

▷ 输入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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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次选择传感器，使用键盘输入名称并确认。 
6. 按下[Save]软键保存输入 

4.7.5.3.6 传感器的服务功能 
在此菜单项下，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中的故障称重
传感器可以被禁用，更换的称重传感器可以被激活。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Service function for load cell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ervice function for load cells] 
 服务窗口弹出 

 
显示所连接的称重传感器的项目号、序号、空载和当前负载。 
禁用称重传感器 

 
2. 选择有故障的称重传感器，并确认要禁用该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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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Accept]软键。 
 启动禁用称重传感器的模拟。 
激活称重传感器 
插入并连接新的称重传感器后： 

 
4. 选择并确认有被禁用的称重传感器。 
5. 按[Accept]软键。 
 搜索开始 

 

 
当发现新的称重传感器 

 
4.7.5.3.7 四角修正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对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中的故
障称重传感器进行四角修正。 
检查四角负载（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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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见 4.7.5.3.3）和校正（见 4.7.5.3.4）后，称重传感器位置被清晰定
义。 
软件角差修正： 
如果四角依次加载，在设备上应始终显示相同的值，偏差过大往往意味着秤
是倾斜的，或称重传感器的力有所分流。 
如果信号偏差不能通过调整称来解决，则必须对软件进行校正。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Calib] - [Modify] - [Corner correction]访问。 

 
1. 选择[Corner correction]。 
2. 按[Vessel]软键。 
3. 将校正砝码放在角上。 

 
4. 位置（这里：LC 3）突出显示。 
5. 确认位置。 
6. 移除校正砝码。 
7. 对其余的称重传感器重复步骤 1 到 6。 
您可以自由选择任何需要的顺序。 

 
8. 所有的称重传感器加载一次后，按[Calculate]软键执行四角修正。 
 总重量保持不变。只有个别称重传感器被修正。 
四角修正完成后，标记[Correct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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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击[Save]软键保存四角修正。 

4.7.5.4 单位 
在此菜单项下，可配置数字精密压式称重传感器 Pendeo® Process 的其它
重量显示单位和精度。 
其描述和设置可以在[Internal weighing point]菜单中找到，见 4.7.1.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Units]访问。 

 
▶ 点击[Unit]软键 
其描述和设置可以在[Internal weighing point]菜单中找到，见 4.7.1.3 

4.7.6 PR-Net 称重点 
在这个菜单项中，可将 PR-Net 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分配到逻辑称重点并进
行配置。 
- [Parameters]（称重电气件），见 4.7.6.1. 

PR 5500 可以通过网络协议与以下显示器进行通讯。 
- PR 5220 
- PR 5230 
- PR 5410 

重量的确定和传输取决于设备。重量值可达七位数，另加加上前面的+/-符
号。在称重电气件分配到逻辑称重点之前，必须对秤（例如：PR 5230 + 称
重传感器）进行校正和配置，无法通过网络协议修改校正。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Weighing point] - [PR-Net weighing point]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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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认[Weighing point]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PR-Net weighing point]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称重电气件现在被分配到称重点。 

 
4.7.6.1 参数 

在此菜单项下，可配置 PR-Net 称重点的称重电气件参数进行配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Parameters]访问。 

 
1. 点击[Parameters]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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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并确认单独参数。 
[Settings locked] 
称重点的设置和分配只能以对应的 CAL 开关关闭的状态查看，详见 2.7.1. 
[W&M] 
法定计量的设置。 
选项：[无]、OIML、NTEP（美国）或者 NSC（澳大利亚）。说明和设置参
见 4.7.1.1.1 
[WP Serial number] 
连接显示器的序列号。序列号为 0 时忽略检查。输入范围：0 到 99999999 
[Network address] 
输入： 
- 连接显示器的 IP 地址，或 
- 连接显示器的主机名。 

 
注意事项：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输入主机名。 
- 网络中存在一个已知设备主机名的服务器。 
- PR 5500 的[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parameters]- 
[Use DHCP]被激活（否则 PR 5500 无法通过服务器名称读取地址）。 

 
[Default]软键 
设置为出厂设置。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保存之后，显示重量值 

 
4.7.7 梅特勒秤 

在这个菜单项中，可以将梅特勒的称重电气件分配给逻辑称重点并进行配
置。 
以应用程序菜单中的参数设置为例。 
- [Interface]（串行），见 4.7.7.1 
- [Parameters]（称重电气件），见 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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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5500 可以通过 MT-SICS 协议和梅特勒的秤通讯。通过串行接口最多可
以连接四个秤。通讯是串行口。 
重量的确定和传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秤。重量值可达七位数（加上前面的
+/-符号）。最大秤量（Max）梅特勒秤中设定，通过 MT-SICS 不能修改协
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Weighing point] - [Mettler-Scale]访问。 

 
1. 确认[Weighing point]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Mettler-Scale]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称重电气件被分配到称重点 

 
应用菜单中的参数设置示例 
比如：秤型号 XS6002SDR 
选择应用菜单里选择[Peripheral devices]，并进行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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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设备 
 - Printer 打印机 off 
 - Host 主机  
  - RS232 fixed RS232 固定  
   - Define 定义  
    - Baud rate 波特率 9600 
    - Bit/Parity 位/奇偶性 7/Odd 
    - Stop bits 停止位 1 停止位 
    - Handshake 握手 Xon/Xoff 
    - End of line 行结束 <CR><LF> 
    - Char set 字符设置 IBM/DOS 
    - Continues mode 继续模式 Off 
 - Second display 第二个显示 Off 
 - Bar code 条形码 Off 
 - External keyboard 外置键盘 Off 

4.7.7.1 接口（串行） 
在本菜单项中，可配置梅特勒秤称重电气件的的串行接口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Interface]访问。 

 
1. 确认选择。 
 选项窗口弹出。 

 
未激活参数显示为灰色。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Interface] 
串行接口 
选项：未分配、内置 RS-232、选项-x RS-485-A、选项-x RS-485-B 
[Baud rate] 
数据传输波特率 
 

注意事项： 
所选值必须与所连接设备的值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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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 
[Parity] 
在数据传输时进行奇偶性检查。 
选项：无、奇、偶 
[Default]软键 
重置出厂设置。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7.2 参数 
在本菜单项中，可配置梅特勒秤称重电气件的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Parameters]访问。 

 
1. 点击[Parameters]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Settings locked] 
称重点的设置和分配只能以对应的 CAL 开关关闭的状态查看，详见 2.7.1. 
[W&M] 
法定计量的设置。 
选项：[无]、OIML、NTEP（美国）或者 NSC（澳大利亚）。说明和设置参
见 4.7.1.1.1 
[Max]（最大秤量） 
在没有空载情况下可测量的最大秤量。 
其描述和设置，见 4.7.1.2.1.1 
[Scale interval] 
称分度（d）是两个连续显示值之间的差值。 
其描述和设置，见 4.7.1.2.1.2 
[Min. weight] 
可以触发打印命令的最小重量。 
设定范围：0…9999999d。 
在法定计量中，必须设置至少 20 d 的值。 
[Updat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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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新重量值的时间框架。 
设置范围：0.1…2.0s。 
[Default]软键 
设置为出厂设置。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 显示梅特勒秤的重量值 

 
4.7.8 SMA 秤 

在这个菜单项中，可以将 SMA 秤的称重电气件分配给逻辑称重点并进行配
置。 
- [Interface]（串行），见 4.7.8.1 
- [Parameters]（称重电气件），见 4.7.8.2 

PR 5500 可以通过 SMA 协议和其它秤通讯。设备可通过串行接口连接（PR 
5500/04）。（请参阅 PR 5500 安装手册[Device installation] - [Hardware 
construction] - [Accessories] - [PR 5500/04 2x RS‐485 interface]），通
讯为串口。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Weighing point] - [SMA Scale]访问。 

 
1. 确认[Weighing point]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SMA Scale]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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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重电气件被分配到称重点 

 
4.7.8.1 接口（串行） 

在本菜单项中，可配置梅特勒秤称重电气件的的串行接口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Interface]访问。 

 
1. 确认选择。 
 选项窗口弹出。 

 
未激活参数显示为灰色。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Interface] 
串行接口 
选项：未分配、内置 RS-232、选项-x RS-485-A、选项-x RS-485-B 
[Baud rate] 
数据传输波特率 
 

注意事项： 
所选值必须与所连接设备的值匹配。 

 
选项：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 
[Parity] 
在数据传输时进行奇偶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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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无、奇、偶 
[Default]软键 
重置出厂设置。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7.8.2 参数 
在本菜单项中，可配置 SMA 秤称重电气件的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Weighing point] - [Weighing 
point A] - [Parameters]访问。 

 
1. 点击[Parameters]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Settings locked] 
称重点的设置和分配只能以对应的 CAL 开关关闭的状态查看，详见 2.7.1. 
[W&M] 
法定计量的设置。 
选项：[无]、OIML、NTEP（美国）或者 NSC（澳大利亚）。说明和设置参
见 4.7.1.1.1 
[Max]（最大秤量） 
在没有空载情况下可测量的最大秤量。 
其描述和设置，见 4.7.1.2.1.1 
[Scale interval] 
称分度（d）是两个连续显示值之间的差值。 
其描述和设置，见 4.7.1.2.1.2 
[Min. weight] 
可以触发打印命令的最小重量。 
设定范围：0…9999999d。 
在法定计量中，必须设置至少 20 d 的值。 
[Update time] 
显示新重量值的时间框架。 
设置范围：0.1…2.0s。 
[Default]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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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出厂设置。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8 显示设置 
在此菜单项中，根据照明条件可配置显示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Display setting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Display settings]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Color set] 
选项：[日间]，夜间 
[Luminance] 
选项：使用[5-]到[5+]，5%步长 
[Default]软键 
重置出厂设置 
3.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9 许可证设置 
在此菜单项中，可激活功能和应用程序许可证。 
- 可以添加、激活和删除功能和应用程序许可证。 

（例如[Alibi memory license]、[OPC server license]、[Dosing 
license]等）。 

- [Application license]，见 4.9.1. 
- [Demo mode]，见 4.9.2. 
- [Default],，重置出厂设置，见 4.9.3 

 
注意事项： 
如果 CAL 开关 2 被关闭或[W&M mode]被选择，并且至少一个称重点参
数[Settings locked]被激活，那可许可证不可更改。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License settings]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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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并确认[License settings] 
 许可证设置菜单弹出 

 
4.9.1 应用程序许可证 

在此菜单项中，可激活应用程序许可证。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License settings] - 
[Application license]访问。 

 
显示 9 位主板编号 
1. 选择[Application license]并使用键盘输入 7 位许可证编号。 
 

注意事项： 
许可证编号作为证书随设备一起交付，仅对该设备/板号有效。 

 
2.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9.2 演示模式 
在此菜单项中，可为功能和应用程序的许可激活演示模式。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License settings] - [Demo 
mode]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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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Demo mode]软键选择演示模式下的应用程序。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Continue]软键启动演示模式。 
 通知窗口弹出 
表示将进行冷启动，见 2.2.3. 

 
3. 演示模式被激活时，必须输入以下相应的许可证编号（以配料为例）并

按下[Save]软键确认。 
产品 许可证编号 描述 
PR5500/91 1550459 Alibi 内存许可证 
PR5500/92 3550167 OPC 服务器许可证 
PR5500/93 9546082 剂量许可证 
PR5500/xx 1786623 通用许可证 
PR5500/81 0928277 Phase 许可证 
PR5500/83 7961243 Batching 许可证 
PR5500/86 8965110 IBC 许可证 
PR5500/87 8395383 Basic 倾斜误差许可证 

4. 执行所需的配料。 
5. 结束演示模式，按下[Finish demo]软键。 
▷ 先前输入的用于演示模式的许可证编号被删除。重新写入之前的主板号
和许可证号。  



系统设置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166 

 

4.9.3 默认（还原出厂设置） 
在此菜单项中，许可证编号将重置为出厂设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License settings]- [Default]
访问。 

 
1. 点击[Default]软键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相应软键 

4.10 用户管理 
在此菜单项中，可以管理用户或激活用户管理系统（仅当设备第一次打开
时）或禁用。 
 

注意事项： 
用户管理在默认情况下是禁用的。 

 
如果激活了用户管理并登录了“管理员”用户（admin），此用户可以： 
- [Create user]，见 4.10.1. 
- [Copy user]，见 4.10.2. 
- [Change user settings]，见 4.10.3. 
- [Remove user]，见 4.10.4. 
- [Deactivate user management]，见 4.10.5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User management]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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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并确认[User management] 
激活用户管理： 

 
此提示窗口仅在未激活用户管理时出现。 
点击[Yes]软键来激活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菜单弹出 

 
4.10.1 创建用户 

在此菜单项中，可创建新用户并配置相应的参数。 
其中，“admin”和“default”用户时自动创建的，无法删除： 
- “admin”用户（管理员）被授予所有权限，无法被限制。 
- “default”用户拥有受限制的权限。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User management] - 
[Create user]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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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Create user] 
 输入窗口弹出 

 
2. 用键盘输入用户名并确认 
 

注意事项： 
不允许使用特殊字符。 
始终遵循 IT 安全指南。 
默认设置：用户名：Admin，密码：Admin 

 
3. 使用键盘输入密码并确认。 
 选择窗口弹出。 

 
4. 选择并确认各参数。 
[User activated] 
用户（默认设置）可以登录。 
如果非活动用户登录（），显示如下错误提示： 

 
[Password] 
如果需要，可以在这里更改密码。 
[Language] 
选择所需的操作语言。 
[Screens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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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没有屏幕保护程序]、1 分钟后、5 分钟后、10 分钟后、30 分钟后、
系统默认值。 
[Logout after] 
选项：[不会自动注销]、1 分钟后、5 分钟后、10 分钟后、30 分钟后 
[Force login after screensaver] 
当屏幕保护程序激活后出现勾选框。 
屏幕保护程序开启后，只有在输入密码后才可以进行操作。 
[Change user at relogin] 
屏幕保护程序开启后，输入不同的密码也可以进行操作。 
[Need password to logout] 
需要密码注销。 
 

注意事项： 
即使其他用户已经用密码锁定了设备，管理员也可以随时登录或退出。 

 

 
系统权限： 
[Setup] 
允许用户在系统设置中更改设置。 
[Import] 
允许用户从 USB/SD 存储器导入数据到设备。 
[Export] 
允许用户将数据从设备导出到 USB/SD 存储器。 
[Calibration] 
允许用户校正称重点。 
[Operating] 
允许用户使用显示键。 
[User management] 
允许用户创建、更改和删除其他用户。 
[I/O test] 
允许用户启动、停止和测试输入和输出。 
[Maintenance] 
允许用户使用系统维护功能，包括软件更新。 
[Use functions on the website] 
用户允许使用网站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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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权限举例： 
 

注意事项： 
参见相应应用程序手册。 

 
[Operator] 
允许用户开始称重和更改订单特定的数据。 
[Supervisor] 
允许用户更改应用程序设置和特定订单的数据。 
[Administrator] 
允许用户更改固件/应用程序设置和特定订单的数据。 
[Simulation] 
允许用户模拟倾斜误差校正。 
5.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10.2 复制用户 
在此菜单项中，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具有相同权限的用户。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User management]- [Copy 
user]访问。 

 
1. 选择并确认[Copy user]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合适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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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窗口弹出。 
3.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确认，详见 4.10.1. 
4. 如有需要，可以更改用户设置，详见 4.10.3. 
5.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10.3 更改用户设置 
在此菜单项中，可以更改现有用户的参数。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User management]- 
[Change user setting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Change user settings]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合适的用户。 
如果更改是由用户“管理员”进行的，则更改密码只需要输入新的密码。 

 
如果更改是由另一个用户进行的，则更改密码需要需要旧的密码后再输入新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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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改相应的参数，详见 4.10.1. 
4. 点击[Save]软键保存更改。 

4.10.4 删除用户 
在此菜单项中，可以从用户管理中删除一个或多个用户。 
 

注意事项： 
无法删除“Admin”和“Default”用户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User management]访问。 

 
1. 选择并确认[Remove user]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合适的用户 
 提示窗口弹出。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系统设置 

173 

 

 
3. 点击相应软键。 
4. 点击[Save]软键保存设置。 

4.10.5 禁用用户管理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禁用用户管理。 
 

注意事项： 
用户管理只能由“Admin”用户停用。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User management]- 
[Deactivate user management]访问。 

 
1. 选择并确认[Deactivate user management]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相应软键。 

4.10.6 错误登录 
如果管理员用户密码丢失，可以使用主密码“202122”打开密码解锁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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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锁密码，必须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网站截屏解锁密码窗口，复制粘贴到电子邮件中，发送到

“help@minebea-intec.com”。 
▷ 生成的响应将被发送到 help@minebea-intec.com 

电子邮件正文  描述 
生成的自由数据   
时间点 "yyyymmdd-hhmmss" 制造商信息： 

生成响应的日期
和时间 

远程用户 "xxxxx.xxxxx" 制造商信息： 
编辑者 

客户 "Mr.X.Ample" 客户名称 
公司 "ExampleCompany" 公司名称 
联系 "xxxxx.xxxxx@xxxxx.com" 电子邮件地址 
主板编号 "xxxxxxxxx" 主板编号 
打开查询 "xxxxxxxxxx" 打开查询 
有效期至 "yyyy-mm-dd-hh：mm：

ss" 
有效期至：日期
和时间 

响应 "xxxxxxxxxx" 回复 
2. 解锁答案可以在电子邮件的“响应”行中找到。 

 
3. 在密码解锁窗口的“解锁答案”框中输入 10 位数字序列并确认。 
 弹出如下窗口： 

mailto:help@minebea-i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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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改管理员密码，详见 4.10.3. 

4.11 Alibi 内存 
此菜单项中，可配置用于完整 Alibi 内存的条件的参数。 
- [Tidy up records]（自动覆盖条件），见 4.11.1. 
- [Delete]（整个 Alibi 内存），见 4.11.2. 

 
注意事项： 
此功能需要许可证，见 4.9. 
如果 CAL 开关 1 被关闭，或者参数[W&M]和[Settings locked]被设置为
一个称重点，那么 Alibi 内存不能被删除，设置也不会被更改。 
Alibi 内存必须在验证称重点之前设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setup]- [Alibi memory]访问。 

 
 选择并确认[Alibi memory] 
 Alibi 内存菜单显示 

 
4.11.1 整理记录 

在这个菜单项中，可以确定如果 Alibi 内存满了，应该已何方式自动覆盖记
录。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Alibi memory] - [Tidy up 
records]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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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认[Tidy up records] 
如果 Alibi 内存已满： 
- [enabled]，最老的记录将自动被覆盖。 
- [disabled]，必须手动删除记录。 
- [by age]，记录被自动覆盖之前必须达到的最小天数。 
选项窗口弹出 

 
2. 此处选择并确认[by age] 
 输入窗口弹出 

 
3. 输入天数以指示多久之前的记录要自动覆盖。 
4. 确认输入。 
5. 按下[Save]键保存设置。 
 

注意事项： 
如果点击[Default]软键，记录的最小时间被重置为默认值（90 天）。 

 
4.11.2 删除 

此菜单项下，整个 Alibi 内存被手动删除。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Alibi memory] - [Delete]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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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Delete]软键手动删除整个 Alibi 内存。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Continue]软键确认手动删除 Alibi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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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信息 
在系统信息菜单中，显示系统信息。 
- [Show version]，见 5.1 
- [Show status] ，见 5.2 
- [Show alarm information] ，见 5.3 
- [Show HW options] （硬件选项），见 5.4 
- [Show ModBus-TCP I/O module] ，见 5.5 
- [Browse the Alibi memory] ，见 5.6 
- [Show calibration check number] ，见 5.7 
- [Show Pendeo data] ，见 5.8 
- [Show event log] ，见 5.9 
- [Print coniguration settings] ，见 5.10 

可通过 MENU - [Operation]- [System information]访问。 

 
▶ 选择并确认[System information] 
 系统信息菜单弹出。 

 
5.1 显示版本 

在此菜单项中，显示有关版本编号和创建日期的信息。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Show version]访问。 

 
1. 确认[Show version] 
 显示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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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xis4 
[Bios] 
版本编号和 BIOS 创建日期。 
[Firmware] 
版本号和固件创建日期。 
[Basic] 
相应的应用程序名称、版本编号和创建日期显示在这里。 
[Board number] 
9 位主板编号。 
2. 点击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5.2 显示状态 
在此菜单项中中显示设备状态信息。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Show statu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how status] 
 显示设备状态 

 
[Available system RAM] 
空余的工作系统内存空间 
[Available backup memory] 
空余的备份内存 
[Available settings memory] 
用于设置的空余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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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database memory] 
空余的数据库内存 
[Clock battery status] 
电池状态 
[Board temperature] 
主板温度 
[Battery status] 
[Battery charging] 
以下情况会发出警报： 
- 温度>60°C：待机电池太热，无法充电。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就必须检

查环境温度，请参阅 PR 5500 安装手册[Technical data] - 
[Environmental inluences] - [Ambient conditions] 

- 过载 
- 小于最小电压 

在出现重复错误时，会出现以下错误消息： 
"电池有故障或丢失"。 
请与茵泰科客户服务团队或专业人员联系更换电池。 
[Status battery capacity] 
充电强度显示（mA） 
显示充电强度：关，60mA，300mA。 
[CAL switch A/B] 
当安装了相应的选项时才出现。否则，将显示“n/a”（不适用）。 
显示状态。 
[CAL switch 1/2] 
显示状态。 
2. 点击 EXIT 返回上一级窗口。 

5.3 显示警告信息 
在此菜单项中，显示现有系统消息的信息.。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Show alarm 
information]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how alarm information] 
 显示现有系统消息的信息。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系统信息 

181 

 

 
2. 点击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5.4 显示硬件选项 
在此菜单项中显示有关已安装硬件选项的信息。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Show HW options]访
问。 

 
1. 选择并确认[Show HW options] 
 显示已安装硬件选项。 

 
未激活选项显示为灰色。 
 

注意事项： 
系统无法识别的选项卡会出现如下提示： 
PR xxxx/xx，不支持的选项。 
系统检测到无法识别的选项卡，显示如下： 
无法读取指定的信息。 

 
2. 选择选项卡点击[Info]软键。 
显示选项卡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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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4. 点击[Monitor]软键 
 显示当前值，比如 Option-1 RS-485-A 接口。 

 
5. 点击[RS-485]软键显示当前 option-1 RS-485-B 接口的值。 
6. 点击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5.5 显示 ModBus-TCP I/O 模块 
在此菜单项中，显示已激活应用程序的 ModBus-TCP 主机的 I/O 模块。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Show ModBus-TCP 
I/O 
module]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how ModBus-TCP I/O module] 
 显示模块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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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并确认相应模块。 
 显示如下信息。 

 
[Phoenix Module 7] 
IP 地址 
[I/O data active since] 
最后建立连接的日期和时间 
[Connection counter] 
计算每一次连接 
[I/O cycles] 
计算每一次数据交换。 
[Cycle time] 
指示数据交换的频率（此处为每 0.055）。交换的数据显示在以下带有注册
号的行中。 
3. 点击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5.6 浏览 Alibi 内存 
在此菜单项下，可在 Alibi 内存里搜索。 
以下选项可用： 
- [Search for speciic date in Alibi memory]，详见 5.6.1. 
- [Search for a given sequence number]，详见 5.6.2. 
- [Status Alibi memory]，详见 5.6.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Browse Alibi 
memory]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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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并确认[Browse Alibi memory] 
 显示 Alibi 内存菜单 

 
5.6.1 在 Alibi 内存内搜索指定日期 

在此菜单项下，通过指定日期在 Alibi 内存查找。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Browse Alibi 
memory] - [Search for speciic date in Alibi memory]访问。 

 
1. 选择并确定[Search for speciic date in Alibi memory] 

 
2. 选择并确认[Year] 
 选项窗口弹出。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系统信息 

185 

 

 
3. 选择并确认所需的年份。 

 
4. 选择并确认[Month] 
 选项窗口弹出。 

 
5. 选择并确认所需的月份 

 
6. 选择并确认[Day]。 
7. 选择并确认所需的天。 
8. 点击[Show]软键。 
显示相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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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软键滚动各个记录。 
10. 点击退出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5.6.2 查找特定序列号 
在此菜单项下，可在 Alibi 内存里查找特定序列号。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information]- [Browse Alibi 
memory]- 
[Search for a given sequence number]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earch for a given sequence number] 
 选择窗口弹出。 

 
2. 输入序列号。 
3. 点击[OK]软键。 
显示相应记录。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系统信息 

187 

 

 
4. 使用软键滚动各个记录。 
5. 按下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5.6.3 Alibi 内存状态 
在此菜单项下，可显示 Alibi 内存状态。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Browse Alibi 
memory] - [Status Alibi memory]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tatus Alibi memory] 
 显示 Alibi 内存状态信息 

 
2. 点击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5.7 显示校正检查编号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显示称重点的校正编号。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Show calibration 
check number]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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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Show calibration check number] 
 显示当前称重点校正检查编号 

 
2.点击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5.8 显示 Pendeo 数据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显示 Pendeo 传感器的信息。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Show Pendeo data]
访问。 

 
1. 选择[Show Pendeo data]并确认 
▷ 出现选择窗口 

 
2. 确认选择 
▷ 出现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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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 correction] 
在此显示使用的修正零点 
[Communication error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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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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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选择需要查看的传感器并按下[Info]软键盘 
▷ 显示传感器数据 
[Info]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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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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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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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name]软键 
如果在菜单 [System setup]- [Weighing point]- [Calibration]- [Assign 
load cell names]中指派的名称，就会在此显示。 
[by ID]软键 
显示传感器的项目号 
4. 按下 EXIT 键退回到上一级窗口 

5.9 显示事件日志 
在此菜单项下，可显示以下事件日志： 
- [System setup]（比如用户登录和退出，校验等） 
- [Device]（比如搜索 Pendeo 称重传感器） 
- [Switch on/off]（比如设备开关）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Show event log]访
问。 

 
1. 选择并确认[Show event log]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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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并确认所需的菜单项，比如系统设置 
 显示日志 

 
3. 如果需要，点击[Previous]/[Next]软键滚动日志各个项目栏。 
4. 如果需要，点击[Show text]软键显示整个文本。 
 信息窗口弹出。 

 
5. 点击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5.10 打印配置设置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打印配置的设置： 
要求： 
- 已经输入了打印参数，见 4.1.4 
- 连接了打印机，见 4.1.4 

 
注意事项： 
如果打印机未连接，会出现错误提示"无可用打印机"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information] - [Print coniguration 
settings]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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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Print coniguration settings]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Continue]软键. 
 配置被打印出来，示例详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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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维护 
 

注意 
不当操作将导致数据丢失 
▶ 数据传输只能由授权的专业人员进行。 

 
在系统维护菜单中，可配置系统维护参数。 
- [Backup]，见 6.1. 
- [Restore]，见 6.2. 
- [Export]，见 6.3. 
- [Import]，见 6.4. 
- [Alibi memory maintenance]，见 6.5. 
- [SD card maintenance]，见 6.6. 
- [Create service report]，见 6.7. 
- [Shutdown & Power of]，见 6.8. 
- [Update software]，见 6.9. 
- [Factory reset]，见 6.10. 
- [Test hardware]，见 6.11. 

通过 MENU - [Operation]- [System maintenance]访问。 

 
▶ 选择并确认[System maintenance] 
▷ 出现系统维护菜单 

 
 

注意事项： 
当启动用户管理时，已登录的用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 
- 完成系统维护， 
- 导入（导入和还原） 
- 导出（导出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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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备份 
在此菜单项下，设备的当前配置和/或数据库可以被作为备份保存到已连接
的存储介质或已启用的目录中。 
- [SD card]，见 6.1.1 
- [USB stick]，见 6.1.2 
- 共享目录（共享网络连接），见 6.1.3. 

执行备份的原因可以是： 
- 当前数据需要复制到另一个设备上。 
- 配置数据将被集中归档。 
- 配置和/或数据库可能被意外删除。 
- 可能会在无意中更改配置。 

保存的数据可以稍后还原。 
备份存储记录只能通过[还原]功能进行还原。 
 

注意事项： 
如果在创建备份时按下 EXIT 按钮，所有创建的文件都会被删除。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Backup]访问。 

 
▶ 选择并确认[Backup] 
 显示可用存储媒体列表窗口。 

 
 

注意事项： 
只有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配置之后，共享目录的连接才会在此显示。 

 
6.1.1 SD 卡 

在此菜单项下，如果需要的话，备份可以保存在 
- 这个设备，或者 
- 另一个替换的设备 

的内部 SD 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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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Backup] - [SD card]
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D card] 
 选择窗口弹出  

 
2. 点击需要的复选框，或者点击[All]软键选择所有条目，点击[None]软

键取消所有已选条目。 
3. 点击[Start]软键启动备份过程。 
 输入窗口弹出 

 
4. 使用键盘输入注释。 
 

注意事项： 
保存的数据存储在 SD 卡上的"备份"文件夹中： 
/YYYYMMDDHHMMSS/ 
其中， 
YYYYMMDDHHMMSS = 保存时间。 

 
5. 点击[Continue]软键. 
 各个项目的进度窗口依次出现和消失。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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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OK]软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6.1.2 U 盘 
在此菜单项下，如果需要在数据载体上集中存档，可以将备份保存在已连接
的 U 盘上。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Backup]- [USB stick]
访问。 

 
1. 选择并确认[USB stick] 
 

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 U 盘插入，将出现警告 
- 插入 U 盘,等待直到信息栏出现 符号。 
- 点击[Retry]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2. 点击需要的复选框，或者点击[All]软键选择所有条目，点击[None]软

键取消所有已选条目。 
3. 点击[Start]软键启动备份过程。 
 输入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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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键盘输入注释。 
 

注意事项： 
保存的数据存储在 SD 卡上的"备份"文件夹中： 
/YYYYMMDDHHMMSS/ 
其中， 
YYYYMMDDHHMMSS = 保存时间。 

 
5. 点击[Continue]软键. 
 各个项目的进度窗口依次出现和消失。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
口。 

 
6. 点击[OK]软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6.1.3 共享文件夹 
在此菜单项下，如果需要在数据载体上集中存档，可以将备份保存在共享文
件夹中。 
 

注意事项： 
只有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配置之后，共享目录的连接才会在此显示。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Backup] - （此处
为）[Backups]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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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此处选择并确认[Backups] 
 选项窗口弹出 

 
2. 点击需要的复选框，或者点击[All]软键选择所有条目，点击[None]软

键取消所有已选条目。 
3. 点击[Start]软键启动备份过程。 
 输入窗口弹出 

 
4. 使用键盘输入注释。 
 

注意事项： 
保存的数据存储在 SD 卡上的"备份"文件夹中： 
/YYYYMMDDHHMMSS/ 
其中， 
YYYYMMDDHHMMSS = 保存时间。 

 
5. 点击[Continue]软键. 
 各个项目的进度窗口依次出现和消失。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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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OK]软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6.2 恢复 
在此菜单项下，备份的数据（见 6.1）可以恢复到设备中。 
- [SD card]，见 6.2.1 
- [USB stick]，见 6.2.2 
- 共享目录（共享网络连接），见 6.2.3. 

 
注意事项： 
在还原过程中，设备上选择的所有数据都被来自备份的数据覆盖。 
而网络设置不会被覆盖。 
- 还原的设置数据将替换所有设置，即删除备份后的所有设置。 
- 还原的校正数据将替代目前的校准，即删除备份后的所有校正。 
- 还原的用户管理数据将覆盖所有用户，即删除备份后创建的所有用户。 
- 还原的应用程序数据将覆盖所有应用程序数据，即删除备份后的所有设
置。 
- 还原数据库将覆盖数据库中的所有表和条目。 
- 在以下情况下，许可证不会被覆盖： 

- CAL 开关 2 关闭 
- [W&M mode]被选中，且至少有一个称重点参数[Settings locked]
被激活。 
- 还原文件中的主板编号对应设备的主板编号。 

- 如果 CAL 开关 1 关闭或[W&M mode]被选择，并且至少一个称重点参
数[Settings locked]被激活，许可证将不会被覆盖。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Restore]访问。 

 
▶ 选择并确认[Restore] 
 显示可用存储媒体列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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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只有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配置之后，共享目录的连接才会在此显示。 

 
6.2.1 SD 卡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从内部 SD 卡中恢复备份。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Restore] - [SD card]
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D card] 
 选择窗口弹出  

 
2. 点击并确认需要的文件夹 
 选择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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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需要的复选框，或者点击[All]软键选择所有条目，点击[None]软

键取消所有已选条目。 
4. 点击[Start]软键启动恢复过程。 
 如果存储介质中的数据库表不符合当前设备的应用，会出现警告信息。 

 
5. 如有需要，选择另一个备份文件夹。 
 出现提示窗口 

 
6. 点击[Continue]软键. 
 各个项目的进度窗口依次出现和消失。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
口。 

 
7. 点击[OK]软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6.2.2 U 盘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从连接的 U 盘中恢复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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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Restore] - [USB 
stick]访问。 

 
1. 选择并确认[USB stick] 
 

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 U 盘插入，将出现警告 
- 插入 U 盘,等待直到信息栏出现 符号。 
- 点击[Retry]软键。 

 
 出现 U 盘内容 

 
2. 点击并确认需要的文件夹 
 选择窗口打开 

 
3. 选择需要的文件夹 
 选择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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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需要的文件夹 
 选择窗口打开 

 
5. 点击需要的复选框，或者点击[All]软键选择所有条目，点击[None]软

键取消所有已选条目。 
6. 点击[Start]软键启动恢复过程。 
 

注意事项： 
如果存储介质中的数据库表不符合当前设备的应用，会出现警告信息。 
如有必要，选择另一个备份文件夹。 

 
 出现提示窗口。 

 
7. 点击[Continue]软键。 
 各个项目的进度窗口依次出现和消失。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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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击[OK]软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6.2.3 共享文件夹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从共享文件夹中恢复备份。 
 

注意事项： 
只有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配置之后，共享目录的连接才会在此显示。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Restore] - （此处
为）[Backups]访问。 

 
1. 在此处，选择并确认[Backups] 
 出现选择窗口 

 
2. 点击并确认需要的文件夹 
 选择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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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需要的文件夹 
 选择窗口打开 

 
4. 选择需要的文件夹 
 选择窗口打开 

 
5. 点击需要的复选框，或者点击[All]软键选择所有条目，点击[None]软

键取消所有已选条目。 
6. 点击[Start]软键启动恢复过程。 
 

注意事项： 
如果存储介质中的数据库表不符合当前设备的应用，会出现警告信息。 
如有必要，选择另一个备份文件夹。 
 出现提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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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Continue]软键。 
 各个项目的进度窗口依次出现和消失。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
口。 

 
8. 点击[OK]软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6.3 导出 
在此菜单项下，保存在设备上的数据可以被导出到存储介质中。（例如，用
于处理数据库表）。 
- [USB stick]，见 6.3.1。 
- 共享目录（网络共享连接），见 6.3.2。 

 
注意事项： 
只有保存在设备上的数据可以使用[Save]软键导出。 

 
导出的数据以 XML 格式保存。这些文件可以在编辑器（例如 Windows 写
字板）中打开，进行详细检查，或为 XML 处理软件应用导入过滤器。。 
比如： 
- 导出所有设置，编译网络配置的的主机名，以生成设备名称列表。 
- 导出所有校正数据来生成一个报告系统中所有称重点。 
- 导出数据库，从批处理软件的报表生成统计数据。 

 
注意事项： 
导出的数据存储在介质的以下文件夹中： 
/pr5500/hostname/YYYYMMDDHHMMSS/ 
其中， 
Hostname = 网络中的设备名称 
YYYYMMDDHHMMSS = 保存时间。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Export]访问。 

 
▶ 选择并确认[Export] 
 可用存储媒介列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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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只有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配置之后，共享目录的连接才会在此显示。 

 
6.3.1 U 盘 

在此菜单项下，保存在设备上的数据被导出到一个连接的 u 盘。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Export] - [USB stick]
访问。 

 
1. 选择并确认[USB stick] 
 

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 U 盘插入，将出现警告 
- 插入 U 盘,等待直到信息栏出现 符号。 
- 点击[Retry]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2. 点击需要的复选框，或者点击[All]软键选择所有条目，点击[None]软

键取消所有已选条目。 
3. 点击[Start]软键启动。 
 输入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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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键盘输入注释。 
5. 点击[Continue]软键。 
 各个项目的进度窗口依次出现和消失。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
口。 

 
6. 点击[OK]软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6.3.2 共享目录 
在此菜单项下，保存在设备上的数据可以被导出到共享目录（网络共享连接
下）。 
 

注意事项： 
只有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配置之后，共享目录的连接才会在此显示。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Export] - （此处
为）[Exports]访问。 

 
1. 在此处，选择并确认[Export] 
 选择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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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需要的复选框，或者点击[All]软键选择所有条目，点击[None]软

键取消所有已选条目。 
3. 点击[Start]软键启动。 
 输入窗口弹出 

 
4. 使用键盘输入注释 
5. 点击[Continue]软键 
 各个项目的进度窗口依次出现和消失。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
口。 

 
6. 点击[OK]软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6.4 导入 
在此菜单项下，可将导出的数据（例如由 PC 生成的数据库表）从存储介质
导入到设备。 
- U 盘，见 6.4.1。 
- 共享目录（网络共享连接），见 6.4.2。 

导入的数据必须采用 XML 格式。格式必须与用于导出的格式相同。数据也
可以用一种已知的格式手动创建（例如用 Windows 记事本）或通过软件导
出。 
比如： 
- 创建操作参数，使系统中所有设备的参数可用。 
- 为用户管理提供数据，确保所有设备具有相同的访问权限。 
- BASIC 应用程序提供一个新的每日皮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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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在导入过程中，只会覆盖导入记录中存在的数据。 
- 导入设置数据会替换当前记录。例如，如果记录只包含操作参数，其它
设置将保持不变。 
- 导入校正数据会取代当前校准值。 
- 导入用户管理数据会替换当前记录。例如，如果记录只包含新用户，则
现有用户将保持不变。 
- 导入应用程序数据会替换当前记录。例如，如果记录只包含打印参数，
其他设置将保持不变。 
- 导入数据库表会替换当前记录中的表。如果记录只包含皮重表，则文本
表在设备中保持不变，但皮重表将被完全覆盖。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Import]访问。 

 
▶ 选择并确认[Import] 
 可用存储媒介列表显示。 

 
 

注意事项： 
只有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配置之后，共享目录的连接才会在此显示。 

6.4.1 U 盘 
在此菜单项下，可从 U 盘中导入数据。 
可从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Import]- [USB stick]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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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USB stick] 
 

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 U 盘插入，将出现警告 
- 插入 U 盘,等待直到信息栏出现 符号。 
- 点击[Retry]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所需文件夹。 
 选择窗口弹出。 

 
3. 选择并确认所需文件夹。 
选择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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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并确认所需文件夹。 
选项窗口弹出。 

 
5. 点击需要的复选框，或者点击[All]软键选择所有条目，点击[None]软

键取消所有已选条目。 
6. 点击[Start]软键启动。 
 

注意事项： 
如果存储介质中的数据库表不符合当前设备的应用，会出现警告信息。 
如有必要，选择另一个备份文件夹。 

 
 提示窗口弹出。 

 
7. 点击[Continue]软键。 
 各个项目的进度窗口依次出现和消失。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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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击[OK]软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6.4.2 共享目录 
在此菜单项下，数据可从共享目录导入（在网络共享连接下）。 
 

注意事项： 
只有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配置之后，共享目录的连接才会在此显示。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Import] - （此处
为）[Exports]访问。 

 
1. 此处选择并确认[Exports] 
 选项窗口弹出。 

 
2. 选择并确认所需文件夹.。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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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并确认所需文件夹。 
 选项窗口弹出。 

 
4. 选择并确认所需文件夹。 
 选项窗口弹出。 

 
5. 点击需要的复选框，或者点击[All]软键选择所有条目，点击[None]软

键取消所有已选条目。 
6. 点击[Start]软键启动程序。 
 

注意事项： 
如果存储介质中的数据库表不符合当前设备的应用，会出现警告信息。 
如有必要，选择另一个备份文件夹。 

 
 提示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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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Continue]软键。 
 各个项目的进度窗口依次出现和消失。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
口。 

 
8. 点击[OK]软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6.5 Alibi 内存维护 
在此菜单项下，记录以 XML 格式导出到存储介质并删除或打印后删除。 
- [Export selection of records]，见 6.5.1. 
- [Export + tidy up selection of records]（删除），见 6.5.2. 
- [Print selection of records]，见 6.5.3. 
- [Print + tidy up selection of records]（删除），见 6.5.4.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maintenance]- [Alibi memory 
maintenance]访问。 

 
▶ 选择并确认[Alibi memory maintenance]。 
▷ Alibi 内存维护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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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导出选择的记录 

在此菜单项下，Alibi 内存中选择的记录可以被导出到存储介质中。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Alibi memory 
maintenance] - [Export selection of record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Export selection of records] 
 打开一个可能导出范围的窗口。 

 
2. 点击[Browse]软键搜索第一次范围记录。 
 选项窗口弹出 

 
3. 选择并确认所需记录。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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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并确认所需记录。 
5. 点击[Show]软键。 

 
6. 点击[Previous]/[Next]软键显示所需记录。 
7. 点击[Select]软键确定范围内第一次记录。 
 另一个窗口打开，在[First sequence number]显示下列所选记录的序列
号（此处为 10） 

 
8. 根据第一个序号定义最后一个序号。 
9. 选择并确认所需输出的参数。 
[Compression] 
选项：[无压缩]，最快速度（缩小大小因数约~10，需要~10%更长时间）、
最快压缩（缩小大小因数约~20，需要~70%更长时间） 
[Destination] 
选项：U 盘、共享目录（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中配置）。 
10. 点击[Export]软键开始导出。 
 

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 U 盘插入，将出现警告 
- 插入 U 盘,等待直到信息栏出现 符号。 
- 点击[Retry]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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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窗口弹出。 

 
11. 按下[Continue]软键。 
XML 文件保存到 U 盘上。 
 在保存过程中会显示一个进度窗口。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口.。 

 
12. 点击[OK]软键返回[Alibi memory maintenance]菜单。 
 

注意事项： 
保存到 U 盘 
存储在 U 盘中的导出 XML 文件中，保存在以下目录中： 
/export/hostname/alibi 
其中， 
hostname  = 网络配置的设备名。 
文件名由日期、时间和方括号中的序列号范围以及文件扩展名组成，如
2014032014332317[27-139].xml。 
保存到共享目录 
导出的数据 XML 文件存储在共享目录中。 
文件名由日期、时间和方括号中的序列号范围以及文件扩展名组成，如
2014032014332317[27-139].xml。 

 
6.5.2 导出所选记录并清理 

在此菜单项下，Alibi 内存中选择的记录可以被导出到存储介质中，然后记
录从设备中删除。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Alibi memory 
maintenance]- [Export + tidy up selection of records]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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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Export + tidy up selection of records]。 
打开一个可能导出范围的窗口。 

 
范围的第一个记录是自动选择的，不能更改。 

 
2. 选择[Last sequence number]并点击[Browse]软键搜索范围的最后一

次记录。 
 选项窗口弹出。 

 
3. 选择并确认所需记录。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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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并确认所需记录。 
5. 点击[Show]软键。 

 
6. 点击[Previous]/[Next]软键显示所需记录。 
7. 点击[Select]软键确认范围的最后一次记录。 
 另一个窗口打开，在[Last sequence number]显示下列所选记录的序列
号（这里为 8） 

 
8. 选择并确认所需输出的参数。 
[Compression] 
选项：[无压缩]，最快速度（缩小大小因数约~10，需要~10%更长时间）、
最快压缩（缩小大小因数约~20，需要~70%更长时间） 
[Destination] 
选项：U 盘、共享目录（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中配置）。 
9. 点击[Export]软键开始导出。 
 

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 U 盘插入，将出现警告 
- 插入 U 盘,等待直到信息栏出现 符号。 
- 点击[Retry]软键。 

 
提示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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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点击[Continue]软键。 
XML 文件保存到 U 盘。 
 在保存过程中会显示一个进度窗口。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口.。 

 
11. 点击[Delete]软键删除已经从 Alibi 内存导出的记录。 
 程序完成，提示窗口弹出。 

 
12. 点击[OK]软键返回[Alibi memory maintenance]菜单。 
 

注意事项： 
保存到 U 盘 
存储在 U 盘中的导出 XML 文件中，保存在以下目录中： 
/export/hostname/alibi 
其中， 
hostname  = 网络配置的设备名。 
文件名由日期、时间和方括号中的序列号范围以及文件扩展名组成，如
2014032014332317[27-139].xml。 
保存到共享目录 
导出的数据 XML 文件存储在共享目录中。 
文件名由日期、时间和方括号中的序列号范围以及文件扩展名组成，如
2014032014332317[27-139].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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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打印所选记录 
在此菜单项下，选择的 Alibi 内存记录被打印。 
要求 
必须连接打印机，详见 4.1.4 
 

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连接打印机，则出现“没有配置打印机”提示。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Alibi memory 
maintenance] - [Print selection of record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Print selection of records] 
 将出现一个显示可能打印范围的窗口。 

 
2. 点击[Browse]软键搜索范围内的第一条记录。 
 选项窗口弹出。 

 
3. 选择并确认所需记录。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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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并确认所需记录。 
5. 点击[Show]软键。 

 
6. 点击[Previous]/[Next]软键显示所需记录。 
7. 点击[Select]软键确定范围内第一条记录。 
 另一个窗口打开，在[Last sequence number]显示下列所选记录的序列
号（这里为 31） 

 
8. 根据第一个序号定义最后一个序号。 
9. 点击[Print]软键开始打印。 
Alibi 打印输出的一个例子，详见 10.3. 
 在打印过程中显示一个进度窗口。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口。 

 
10. 点击[OK]软键返回[Alibi memory maintenance]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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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打印所选记录并删除 
在此菜单项下，Alibi 内存中选择的记录可以被打印，然后记录从设备中删
除。 
要求 
必须连接打印机，详见 4.1.4 
 

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连接打印机，则出现“没有配置打印机”提示。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Alibi memory 
maintenance]- [Print + tidy up selection of record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Print + tidy up selection of records]。 
 打开一个可能打印范围的窗口。 

 
范围的第一个记录是自动选择的，不能更改。 

 
2. 选择[Last sequence number]并点击[Browse]软键搜索范围的最后一

次记录。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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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并确认所需记录。 
 选项窗口弹出。 

 
4. 选择并确认所需记录。 
5. 点击[Show]软键。 

 
6. 点击[Previous]/[Next]软键显示所需记录。 
7. 点击[Select]软键确认范围的最后一次记录。 
8. 按下[Print]软键开始打印 
Alibi 打印输出的一个例子，详见 10.3. 
 在打印过程中显示一个进度窗口。流程完成时将显示一个信息窗口。 

 
9. 按下[Delete]软键将已打印的记录从 Alibi 内存中删除。 
▷ 过程结束后会显示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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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点击[OK]软键返回[Alibi memory maintenance]菜单。 

6.6 SD 卡维护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格式化 SD 卡，也可以从 SD 卡中删除单独的备份。 
- [Format SD card]，见 6.6.1. 
- [Cleanup backups]（删除），见 6.6.2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SD card 
maintenance]访问。 

 
▶ 选择并确认[SD card maintenance] 
 SD 卡维护窗口打开 

 
6.6.1 格式化 SD 卡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格式化 SD 卡并创建新的备份。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SD card 
maintenance] - [Format SD card]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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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Format SD card]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Continue]软键。 
 进度完成后，提示窗口弹出。 

 
3. 点击[OK]软键 
 提示窗口弹出。 

 
4. 点击[Yes]软键新建备份，返回[SD card maintenance]菜单。 

6.6.2 清空 SD 卡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查看和删除 SD 卡上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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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如果保存到 SD 卡的备份太多，就会大大减慢 SD 卡的访问速度。 
如果保存到该卡的备份超过 100 个，有些备份都可能无法访问。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SD card 
maintenance] - [Cleanup backups]访问。 

 
1. 选择并确认[Cleanup backups] 
 选项窗口弹出。 

 
2. 点击复选框或者按下[All]软键选择所有条目，按下[none]软键取消选

择所有条目。 
 

注意事项： 
最新三次的备份无法删除。 

 
3. 按下[Delete]软键删除选项。 
4. 按下 EXIT 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6.7 创建服务报告 
在此菜单项下，可生成带有以下数据的服务报告文件： 
- 所有系统设置数据。 
- 所有用户管理数据。 
- 所有 I/O 卡数据。 
- 统计数据库和 Alibi 内存使用。 
- 错误日志。 
- 日志（审计跟踪）。 
- 日志文件。 

当出现技术问题时，可以将此文件发送给客户服务进行分析。 
 

注意事项： 
联系人信息，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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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Create service 
report]访问。 

 
1. 选择并确认[Create service report] 
 打开带有可用存储媒体的选择窗口。 

 
 

注意事项： 
只有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配置之后，共享目录的连接才会在此显示。 

 
2. 此处选择并确认 U 盘。 
 

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 U 盘插入，将出现警告 
- 插入 U 盘,等待直到信息栏出现 符号。 
- 点击[Retry]软键。 

 
服务报告文件（PR5500-servicereport-设备名-日期+生成号码.xml）被保
存到存储介质上的“服务报告”文件夹中（此处为 U 盘）。 
 进度完成后，提示窗口弹出。 

 
3. 点击[OK]软键返回[System maintenance]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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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设备中取出 U 盘，插入到电脑，通过电子邮件将文件发送给客户服
务。 

6.8 关机&关闭电源 
在此菜单项下，设备准备关闭，可用于例如选项卡安装等。 
- 关机&关闭电源（无 SD 卡），见 6.8.1. 

关机前，所有数据存储在 SD 卡上，开机后自动恢复。 
- 应用程序将被关闭。 
- 数据库和所有设置将被保存。 
- 设备将被关闭。 
- 设备提示用户关机。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Shutdown & Power 
of]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hutdown & Power of] 
 提示窗口弹出。 

 
2. 按下[Continue]软键. 
 当数据保存，应用程序结束时，将出现以下提示： 
You must now switch power off! 
您现在必需切断电源！ 
3. 断开电源插头 

6.8.1 关机&关闭电源（无 SD 卡） 
 

△  ！E 警告 
可能造成数据丢失！ 
如果没有插入 SD 卡或者卡无法读取，按下[continue]键后不会保存数
据。 
▶ SD 卡必须插入设备并被设备检测到。 

 
如果没有插入 SD 卡或该卡无法读取，提示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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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Cancel]软键。 
2. 检查 SD 卡，或将卡插入。 
3. 再次按下[Shutdown & Power off]。 

6.9 升级软件 
在此菜单项下，设备上的软件可以升级到最新。 
有两种方法来更新软件： 
- 通过软键（一键更新），见 6.9.1. 
- 通过菜单。 

- [Update software]，见 6.9.2. 
- [Update software with FlashIt]，见 6.9.3. 
- [Remove application]，见 6.9.4. 
- [Restore software from SD card]，见 6.9.5.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Update software]访
问。 

 
▶ 选择并确认[Update software] 
 更新软件菜单弹出 

 
6.9.1 更新（软键） 

在此菜单项下，通过公司网络可将设备上的软件一键升级为最新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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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当来自某个部门的新软件版本在公司的中央网络上提
供时，这些版本将由授权的操作员安装。通过软键更新软件，必须满足下列
条件： 
- 在[Operating] - [System setup] -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创建了共享连接”ONECLICKUPDATE”。 
- 如果这些文件存在，它们必须有以下名称： 

- pr5500-bios.bin 
- pr5500-firm.bin 
- pr5500-appl.bin 
- pr5500-labl.bin（可选） 

- 每个称重点的[W&M]参数都设置为“无”。 
- 每个称重点的[Settings locked]参数必须为禁用 
- 所有 CAL 开关必须打开。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Update]访问。 

 
1. 点击[Update]软键 
 提示窗口弹出 

 
已安装和可升级的软件被列出 

绿色： 安装和可用的版本是相同的 
红色： 安装和可用的版本是不同的 

2. 点击[update]软键。 
 在 SD 卡上的临时文件夹中创建数据库备份。 
软件被加载到设备上。该设备冷启动。从临时备份恢复数据库。 

6.9.2 更新软件 
在此菜单项下，设备上的软件可以升级到最新。 
软件可以从额外的存储介质或共享目录进行更新： 
- [SD card]，见 6.9.2.1 
- [SD card (factory data)]，见 6.9.2.2 
- [USB stick]，见 6.9.2.3 
- 共享目录（网络共享连接），见 6.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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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只有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配置之后，共享目录的连接才会在此显示。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Update software] - 
[Update software]访问。 

 
▶ 选择并确认[Update software] 
 显示列出可用存储媒体的窗口。 

 
6.9.2.1 SD 卡 

在此菜单项下，保存在 SD 卡上的软件版本将被恢复。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Update software] - 
[Update software]- [SD card]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D card]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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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选择并确认[Current] 
 选项窗口弹出。 

 
3. 此处选择并确认[3 binary files] 
 选项窗口弹出。 

 
上面列出了设备上已安装的和 SD 卡上可用的软件。 
选择软件，见 6.9.2.3. 
4. 点击[Start]软键开始更新。 
 提示窗口弹出。 

 
5.点击[Continue]软键 
软件在设备上更新。该设备冷启动。 

6.9.2.2 SD 卡（出厂默认数据） 
在此菜单项下（软件更新），设备上的软件恢复到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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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Update software] - 
[SD card (factory data)]访问。 

 
1. 选择并确认[SD card (factory data)] 
 选项窗口弹出。 

 
2. 此处选择并确认[software] 
 选项窗口弹出。 

 
3. 此处选择并确认[2 binary files] 
 选项窗口弹出。 

 
列出了设备上安装的软件和 SD 卡上的出厂设置。 
选择软件，见 6.9.2.3. 
4. 点击[Start]软键开始更新。 
 提示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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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Continue]软键。 
 软件在设备上更新。该设备冷启动。 

6.9.2.3 U 盘 
在此菜单项下，保存在 U 盘上的软件版本被恢复。 
 

注意事项： 
软件文件名不能更改！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Update software] - 
[Update software]- [USB stick]访问. 

 
1. 选择并确认[USB stick] 
 

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 U 盘插入，将出现警告 
- 插入 U 盘,等待直到信息栏出现 符号。 
- 点击[Retry]软键。 

 
 选项窗口弹出。 

 
以上为示例内容 
2. 此处选择并确认[Software]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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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处选择并确认[4 binary files] 
如果存储介质包含 BIZ 文件： 
 提示窗口弹出 

 
4. 点击[Yes]软键 
 选择窗口弹出 

 
上面列出了设备上安装的软键和 U 盘上可用的软件。 
如果有不同的版本，可以选择要安装的版本。 
 

注意事项： 
检查版本：如 02.10 固件与 02.00 BIOS 组合时，无法启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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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 BIOS 和固件必须更新，应用程序必须保留 
5. 选择并确认第三行。 
 选项窗口弹出。 

 
6. 选择并确认所需文件。 

 
7. 点击[Start]软键开始更新。 
 提示窗口弹出。 

 
8. 点击[continue]软键 
▷BIOS 和固件在设备上更新。应用程序被保留。该设备冷启动。 

6.9.2.4 共享目录 
在此菜单项下，将恢复保存在共享目录（网络共享连接下）中的软件版本。 
 

注意事项： 
只有在[Operating]- [System setup]- [Network share connections]菜单
中配置之后，共享目录的连接才会在此显示。 

 
要求： 
- 软件文件必须在文件夹中可用（此处为[Software]）。 

通过 MENU - [Operating]- [System maintenance]- [Update software]- 
[Update software]访问，此处为[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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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选择并确认[Software] 
 选择窗口弹出 

 
2. 此处选择并确认[3 binary files] 
 选项窗口弹出 

 
设备上的软件安装和可用的网络共享连接（此处为“软件”文件夹）被列出
来。 
选择软件，详见 6.9.2.3. 
3. 点击[Start]软键开始更新 
 提示窗口弹出 

 
4. 点击[Continue]软键 
 软件在设备上更新。设备冷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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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用 FlashIt 更新软件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用笔记本/PC 电脑上的 FlashIt 更新软件。 
要求： 
笔记本/PC 上必须安装了 FlashIt 程序（随光盘提供的） 
设备必须直接或通过网络连接到笔记本/PC 
软件文件必须保存在笔记本/PC 上.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Update software] - 
[Update software with FlashIt]访问。 

 
1. 选择并确认[Update software with FlashIt]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Continue]软键 
 弹出显示窗口 

 
设备开始等待从笔记本/PC 上启动更新。 
3. 在“资源管理器”中双击相应的文件。 
 “FlashIt”打开，[Select]右边显示文件。 

 
文件的安装顺序如下： 
- PR5x00-Firm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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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5x00-Biosxx（只有在需要固件的时候） 
- 应用程序（此处为 PR5x00-Basicxx） 

4. 选择[Network] 
5. 输入设备 IP 地址（显示在设备窗口上）. 
6. 点击[Flash]启动程序。 
 更新 BIOS 时将出现确认提示 

 
7. 点击[OK] 
 程序启动 
将文件加载到设备后，该窗口将出现在设备显示器上。 
8. 然后可以加载下一个文件 
 加载最后一个文件后，窗口再次出现在设备显示器上. 
9. 按下 EXIT 键停止程序。 
 设备冷启动 

6.9.4 删除应用程序 
在此菜单项下，可删除现有的应用程序以及此应用程序的所有设置和数据
库。 
将 PR 1750 加载到设备上开发应用程序时，必须进行此步骤。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Update software]- 
[Remove application]访问。 

 
1.选择并确认[Remove application] 
 提示窗口弹出 

 
3. 点击[Continue]软键 
 删除应用程序、设置和数据库表。设备冷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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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从 SD 卡还原软件 
在此菜单项下，如果在替换设备中使用软件，可从 SD 卡恢复软件。 
应用程序软件和相关的设置和数据库表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被加载到设备
上，参见 PR5500 安装手册中的[Repair and maintenance]- [Repair]- 
[Replace device]。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Update software]- 
[Restore software from SD card]访问。 

 
1. 选择并确认[Restore software from SD card]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Continue]软键 
 带有相关设置和数据库表的应用程序软件被加载到设备上。设备冷启
动。 

6.10 恢复出厂设置 
在此菜单项下，以下数据重置为出厂设置： 
- 校准数据 
- 所有系统设置（包括许可证和用户管理） 
- Alibi 内存记录 
- 数据库表 

 
注意事项： 
设备只有在覆盖保护失效时才能复位到出厂设置，见 2.7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Factory reset]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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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并确认[Factory reset] 
 提示窗口弹出 

 
2. 点击[Yes]软键 
 设备使用出厂设置重新启动 

6.11 测试硬件 
在此菜单项下，可对显示器、键盘和输入/输出卡进行测试。 
- [Display test]，见 6.11.1 
- [Keyboard test]，见 6.11.2 
- [I/O cards test]，见 6.11.3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Test hardware]访
问。 

 
▶ 选择并确认[Test hardware] 
 显示测试硬件窗口。 



系统维护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244 

 

 
6.11.1 显示测试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测试显示器.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Test hardware]- 
[Display test]测试。 

 
1. 选择并确认[Display test] 
 信息窗口弹出 

 
2. 点击相应的键测试显示 
3. 点击 OK 键返回测试菜单 

6.11.2 键盘测试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测试键盘.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Test hardware] - 
[Keyboard test]访问。 

 
1. 选择并确认[Keyboard test] 
 显示设备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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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每个键测试键盘 
 按下的键在显示屏上以绿色（亮/深绿色）勾出。 

 
当所有的键都被选中时，会出现一个信息窗口 

 
错误显示在红色/黄色叉号和问号中 

 
显示 原因 
红/黄十字架 按键被绕过（例如：箔盖键盘短路） 
红/黄问号标记 未知键位的问号（例如键盘连接不正确） 

3. 点击 EXIT 键三次返回测试菜单 
6.11.3 I/O 卡测试 

在此菜单项下可以对输入/输出卡进行测试。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Test hardware]访
问。 

 
▶ 选择并确认[I/O cards test] 
 选项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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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因卡的功能不同而不同. 
- 对于不同的[Test mode]，见 6.11.3.1. 
- 例如 PR 5500/W1，见 6.11.3.2. 
- 调整模拟输出 PR 5500/07，见 6.11.3.3. 
- 例如 PR 5500/12，见 6.11.3.4. 

6.11.3.1 测试模式 
测试模拟和数字输入和输出有不同的模式： 
- 测试模式 1：监测测试模式[Monitoring] 
- 测试模式 2：内部测试模式[Internal test] 
- 测试模式 3：外部测试模式[External test] 

 
注意事项： 
如果当前加载的应用程序不使用该卡，则自动选择测试模式 3[External 
test]。在这种情况下，[Monitoring]和[Internal test]测试模式不可用。 

 
测试模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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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模式 2 

 
PLC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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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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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模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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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3.2 例如 PR 5500/W1 
模拟输入卡的测试举例。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Test hardware]- [I/O 
cards test]访问，此处为 PR 5500/W1。 

 
1. 选择并确认所需要的卡（此处为 PR 5500/W1）. 
 信息窗口弹出 

 
[Gross]、[Net]、[Tare] 
显示当前值 
[Zero correction] 
显示已使用的零点设置范围 
[Input Voltage] 
显示值乘以输入电压（例如 12 V）给出了要测量的值。请参阅 PR 5500 安
装手册[Device installation] - [Accessories] - [PR 5500/07 analog input 
and output]。 



系统维护 Maxxis 4 过程控制器 PR 5500 

248 

 

[Dead load voltage] 
显示为空载的校正值 
2. 点击[Analog test]软键 
 信息窗口弹出 

 
3. 如果需要在增加的分辨率中显示重量值（10 倍），点击[10x Res.]软

键。再次点击软键，关闭增加分辨率（10 倍）功能. 
4. 点击 EXIT 键返回上一级窗口 

6.11.3.3 调整模拟输出：PR 5500/07 
模拟输入输出卡的测试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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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Test hardware]- [I/O 
cards test]访问，此处为 PR 5500/07。 

 
1. 选择并确认所需要的卡（此处为 PR 5500/07） 
 信息窗口弹出 

 
测试模式 1[Monitoring]激活 
2. 点击[Extern]软键 
 信息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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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模式 3[External test]激活 
3. 点击[Adjust]软键 

 
4. 输入并确认例如[measured]下连接的 PLC 测量的值为 4 mA 
 将显示第二个值的信息窗口(20 mA) 

 
5. 输入并确认例如[measured]下连接的 PLC 测量的值为 20 mA 
 提示窗口弹出 

 
6. 点击[Yes]软键保存设置或者 
7. 点击[Reset]软键重置出厂设置（4 mA 和 20 mA） 
 提示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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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击[Yes]软键重置出厂设置 
9. 按下 EXIT 键回到卡测试菜单 

6.11.3.4 例如 PR 5500/17 
数字输入/输出卡的测试举例。 
通过 MENU - [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Test hardware] - 
[I/O cards test]访问，此处为 PR5500/17。 

 
1. 选择并确认所需要的卡（此处为 PR 5500/17） 
 信息窗口弹出 

 
测试模式 1[Monitoring]激活 
显示 PLC（应用程序）当前的输入和输出值，见 6.11.3.1. 
 

注意事项： 
如果应用程序不使用该选项，测试模式 3 激活，值无法更改 

 
2. 点击[Intern]软键 
3. 使用键盘输入值并确认，输入：0 和 1（比如：1111、0010） 
 信息窗口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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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模式 2[Internal test]激活 
模拟输入以测试 PLC（应用程序）的功能，见 6.11.3.1 
4. 点击[Entern]软键 
5. 使用键盘输入输出值并确认。输入：0 和 1（如 1111、0010） 
 信息窗口弹出 

 
测试模式 3[External test]激活 
物理输入和输出（硬件）在没有 PLC（应用程序）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测
试，见 6.11.3.1. 
6. 点击 EXIT 键返回卡测试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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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odbus 协议 
7.1 一般描述 

在设备中实现的 ModBus 协议支持 PC 或 SPS 与最多 127 台设备之间快
速、简单和可靠的通信。 
ModBus 协议允许访问相关应用程序 SPM 表中发布的所有数据。 
补充： 
支持功能 1、2、3、4、5、6、8、15 和 16。 
位数只能单独读取或设置，也可以每 8 位一组读取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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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总线接口 
8.1 一般描述 

通过在 1/FB 插槽中插入一个总线接口，可以将 PR 5500 转换为总线从机。 
这使得一个或多个设备可以包含在一个通信主机下（例如，Siemens S7 
ProfiBus）。 
更新速度为 50 毫秒。 
在设备中进行接口配置[System setup] - [Fieldbus parameters]，见 4.6。 
现场总线循环地与每个从属节点交换数据。这意味着：在每个周期中，即使
数据内容没有变化，但整个数据范围被写入和读取，有两种不同的访问协
议： 
秤协议 
8 字节用于简单的秤功能：读取重量和状态。 
SPM 协议 
这个更宽泛的接口可用于访问各个应用程序 SPM 表中描述的所有数据。 
概念定义 

条款/缩写 描述 
Master 现场总线主机，一般为 SPS 
Slave 现场总线设备 
MOSI 主机出从机进=数据通过现场总线从 SPS 写入设备 
MISO 主机进从机出=数据通过现场总线从设备返回到 SPS。 

8.2 秤协议 
如果配置了 A 秤，则接口将使用 8 字节写窗口和 8 字节读窗口。 
 

注意事项： 
所有的现场总线数据只有在“Read_Value_Selected”映射的情况下才
有效。 

 
8.2.1 数据交换范围 

概述     
字符 0, 1, 2, 3 4 5 6，7 
MOSI 写数据 Read_Value_Select Write_Value_Select 控制位 
MISO 读数据 Read_Value_Selected 状态位 状态位 

写窗口（MOSI） 
字符 字段 描述 
0 Write data (MSB) 包含要写入的数据，例如模拟输

出。 1 Write data 
2 Write data 
3 Write data (LSB) 
4 Read_Value_Select 选择读取数据的功能 
5 Write_Value_Select 选择用于写入数据的功能 
6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在直接访问中，控制位独立于写

或读请求。“空”位是特定于应
用程序 

7 空 空 Res 
Powe
 

Res 
Test 

Set 
Test 

Res 
Tare 

Set 
Tare 

Set 
Zero 

 Bit 7 Bit 6 Bit 5 Bit 4 Bit 3 Bit 2 Bit 1 Bi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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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大小 功能 
Write data 4 字节 将数据写成带正负号的二进制 32 位值。 

数据类型：DINT 
Read_Value_Select 1 字节 选择读请求的功能 
Write_Value_Select 1 字节 选择写请求的功能 
ResPower 1 位 断电复位 
ResTest 1 位 测试工作模式完成 
SetTest 1 位 测试工作模式启动。 

现在可以通过读取毛重读出测试值 
ResTare 1 位 重置皮重 
SetTare 1 位 称重点去皮 
SetZero 1 位 称重点清零 
读窗口（MISO） 
字符 字段 描述 
0 Read data (MSB) 包含要写入的数据，例如

毛重值 1 Read data 
2 Read data 
3 Read data (LSB) 
4 Read_Value_Selected 如果“读取数据”中的数

据可用，写入窗口中的
Read_Value_Selected
（功能）镜像 

5 Write 
Active 

Power 
Fail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在直接访问中，状态位独
立于写或读请求 
"空"位是特定应用程序 6 Cmd 

Busy 
Cmd 
Error 

空 空 空 Tare 
Active 

Cal 
Chan-
ged 

Test 
Active 

7 OutOf 
Range 

Stand- 
Still 

Inside 
ZSR 

Center 
Zero 

Below 
Zero 

Over- 
load 

Above 
Max 

ADU 
Error 

 Bit 7 Bit 6 Bit 5 Bit 4 Bit 3 Bit 2 Bit 1 Bit 0  
 

字段 大小 功能 
Read data 4 字节 将数据读取为带正负号的二进制 32 位值。 

数据类型：DINT 
Read_Value_Selected 1 字节 确认发送的功能编号 
WriteActive 1 位 用 Write_Value_Select 选择的功能已经执行了一次。 

如果 Write_Value_Select 设置为 0，则删除该位。 
PowerFail 1 位 在打开设备时设置。 

通过从 0-1 转换的还原 ResPower。 
CmdBusy 1 位 设备正忙着执行一个功能（例如，等待停止等待执行） 
CmdError 1 位 该设备中断执行命令（例如，在规定的停止时间内无法达

到稳定）。 
错误号可以从“LASTERROR”中读取，见 8.2.5.4。 

Tare_Active 1 位 秤已去皮 
Cal_Changed 1 位 该设备已校正。 

当位数为 1 时，必须重新读取称重点参数（EX-
PO/UNIT/STEP+FSD）。 
打开电源后设置，读取 FSD 后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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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大小 功能 
Test_Active 1 位 该设备执行 ADC 测试。读取的重量值不是毛重值，而是

测试值 
OutOfRange 1 位 零点以下或最大值以上(FSD) 
Standstill 1 位 秤稳定 
InsideZSR 1 位 毛重值在零点设定范围以内 
CenterZero 1 位 重量值在中心零点（0 ± 0.25 d）以内。 
BelowZero 1 位 重量值为负值（毛重 < 0 d）。 
Overload 1 位 重量值超出了测量范围。没有指定有效的重量数据（毛

重 >FSD + 过载） 
AboveMax 1 位 重量值超过了最大值（FSD），但仍在最大值+允许过载

范围内，（毛重 ≤ FSD + 过载） 
ADUError 1 位 AD 转换错误，见 8.2.5.1 

 
8.2.2 用功能编号读写数据 
8.2.2.1 读取数据 

步骤： 
1. 在写入窗口 Read_Value_Select 的字节 4 写入功能号（例如，9 = 净

重）。 
2. 等待读取窗口的 4 字节 Read_Value_Selected 等于写入窗口的

Read_Value_Select 
▷ 所请求的值以 0-3 的字节形式提供 

主机行为 从机反应 
写入功能号到 Read_Value_Select  
 将请求的数据写入 Read_Data（字

节 0-3） 
 复制 Read_Value_Select 到

Read_Value_Selected 
等待 Read_Value_Selected = 
Read_Value_Select 

 

在 Read_Data（字节 0-3）中读取
要求数据 

 

8.2.2.2 写入数据 
步骤 
1. 等待读取窗口中的 Write_Active = 0（从机准备好了接收新数据）。 
2. 在写入窗口的字节 0-3 写入值 
3. 在写入窗口的 Write_Value_Select 字节 5 写入功能数字，（比如

"Basic”应用程序：190 = 模拟输出 1） 
4. 等待读取窗口中的 Write_Active = 1 
5. 在字节 5 写入 0(Write_Value_Select) 
 Write_Active 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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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行为 从机反应 
在 Write_Data 写入数据（字节 0-
3） 

 

将功能号写入 Write_Value_Select  
 从 Write_Data（字节 0-3）读取数

据 
 设置 Write_Active 位 
等待 Write_Active 设置  
在 Write_Value_Select 里写入 0  
 重置 Write_Active 位 

8.2.2.3 写入位 
除了 6/7 字节的控制位之外，如果需要还可以设置其他位，直接设置
Write_Value_Select 即可。 
设置 80 到 127 位时，直接将相应的功能编号写入 Write_Value_Select 即
可。（见 8.2.5）。 
重置 80 到 89 位时，可将相应的功能数量+128（208 至 217）写入
Write_Value_Select。 

主机行为 从机反应 
写的数据位地址作为功能编号写入
Write_Value_Select 

 

 Write_Value_Select 的位得到设置
并运行相应的功能。 

 设置 Write_Active 位 
等待 Write_Active 设置  
在 Write_Value_Select 里写入 0  
 重置 Write_Active 位 

8.2.2.4 读取位 
只有使用相应的功能编号和读取窗口的 Read_Data（字节 0-3）中的数
据，才可以读取不直接包含在读取窗口中的各个位。在这些字节中，必须分
别评估这些位。 
步骤与 8.2.2.1 所述相同 

8.2.3 直接读写数据位 
读取状态位和写入直接控制位不需要任何步骤。始终提供一般状态位，而无
需请求。直接控制位也可以连续使用。 

8.2.3.1 读状态位 
读取窗口的状态位（字节 5-7）总是可用的，并且可以由主机直接读取。 

8.2.3.2 写入控制位 
一些设备功能可以通过在字节 6 和 7 直接设置写入的窗口（控制字节）来
执行。 

主机行为 从机反应 
在控制字节中写入位  
 执行功能 
在控制字节中重置位  

8.2.4 等待行为的结果 
启动一个需要更长时间的操作时，也可以等待执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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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行为 从机反应 
设置位，见 8.2.2.3 或 8.2.3.2.  
 设置 CmdBusy 位 
 执行功能 
 在有错误的情况下：设置

CmdBusy 位和 LastError 字符 
 如果功能执行或超时：重置

CmdBusy 位 
等待直到 CmdBusy = 0  
检查 CmdError 位  
如果 CmdError 已设置： 
评估 LastError（功能编号 4，见
8.2.5.4） 

 

设置 ResetError 位（功能编号
121，见 8.2.5.10） 

 

 ResetError 位被重设 
 CmdError 位被重设 

8.2.5 功能编号 
功能编号由主程序（SPS）写入 MOSI，并由 PR 5500 映射到 MISO 中。 
根据已安装的应用程序不同，可提供带有应用程序数据的额外功能编号（请
参阅应用程序手册）。 
- 功能编号 1：秤状态（读取），见 8.2.5.1 
- 功能编号 4：校正信息，错误位（读取），见 8.2.5.4 
- 功能编号 5：设备类型和软件版本（读取），见 8.2.5.5 
- 功能编号 6：称重点连续数（读取），见 8.2.5.6 
- 功能编号 8-15：重量数据（读取），见 8.2.5.8 
- 功能编号 80-89：状态控制行为位（写入），见 8.2.5.9 
- 功能编号 112-119、121：过渡控制行为位（写入），见 8.2.5.10 

8.2.5.1 功能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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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Of 

Range 
Stand
still 

Inside 
ZSR 

Center 
Zero 

Below 
Zero 

Overload Above 
Max 

ADU 
Error 

字节 1    E9 E6 E1 E3 E7 
字节 2      PowerFail Action 

Active 
CmdError 

字节 3      Tare 
Active 

Cal 
Changed 

Test 
Active 

 
 

注意事项： 
在输出区域字符 0 对应字符，字符 1 中 7 重量错误，见第 9 章表格。 

 
字段 功能 
ADUError AD 转换错误（或功能位 E1、E3、E7） 
AboveMax 重量值超过了最大值（FSD），但仍在最大值+允许过载范

围内，（毛重 ≤ FSD + 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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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功能 
Overload 重量值超出了测量范围。没有指定有效的重量数据（毛

重 >FSD + 过载）；错误 2 
BelowZero 重量值为负值（毛重 < 0 d）。 
CenterZero 重量值在中心零点（0 ± 0.25 d）以内。 
InsideZSR 毛重值在零点设定范围以内 
Standstill 秤稳定 
OutOfRange 零点以下或最大值以上(FSD) 
E7 测量信号为负；错误 7 
E6 检测电压不存在或过低；错误 6 
E3 测量信号 > 36mV；错误 3 
E1 计算错误（过载）；错误 1 
E9 和 xBPI 秤无通讯；错误 9 
CmdError 执行错误(CmdError)；例如，秤不稳定，所以“去皮”操

作没有被处理。错误存储在 LastError（功能 4）中 
次位与 ResetError 一起重置（功能编号 121，见
8 2 5 10） ActionActive 设备正忙着执行一个功能（例如，等待停机等待执行） 

PowerFail 电源故障；总是在电源打开后设置。Powerfail 位与
ResetPWF 位（功能编号 85，见 8.2.5.9）一起重置，“重
启电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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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_Changed 该设备已校正。 
当位数为 1 时，必须重新读取称重点参数（EX-
PO/UNIT/STEP+FSD）。 
打开电源后设置，读取 FSD 后重设 

Tare_Active 秤已去皮 
 

8.2.5.2 功能编号 2：仅供内部使用 
8.2.5.3 功能编号 3：仅供内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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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4 功能编号 4：校正信息，错误字节（读取） 
字符 描述 
0：EXPO 小数点位置的字节。十进制形式内容：0 到 255 
 0 = 000000 
 1 = 00000.0 
 2 = 0000.00 
 3 = 000.000 
 4 = 00.0000 
 5 = 0.00000 
1：UNIT 重量单位字节。十进制形式内容：0 到 255 
 1 = mg（毫克） 
 2 = g（克） 
 3 = kg（千克） 
 4 = t（吨） 
 5 = lb（磅） 
 9 = oz（盎司） 
2：STEP 秤分度字节，十进制形式内容：0 到 255 
 1 = 秤分度"1" 
 2 = 秤分度"2" 
 5 = 秤分度"5" 
 10 = 秤分度"10" 
 20 = 秤分度"20" 
 50=秤分度"50" 
3：LASTERROR 最后错误字节，详见 CmdError 位，LASTERROR

编号 
 8 = 未达到稳定（比如去皮时）. 
 13 = 无法清零，秤已经去皮 
 18 = 去皮和 W&M 模式开启时重量值为负 
 147 = 无法清零；重量不再清零范围内 
 255 = 一般错误命令 

 
注意： 
不可能出现其他错误 

 
8.2.5.5 功能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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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符 0 TYPE MSB  
字符 1 TYPE LSB  
字符 2 MAINVERSION  
字符 3 SUBVERSION  

例如 PR 5500 Rel.1.00 = 55000100hex 
8.2.5.6 功能编号 6：称重点序列号（读取） 

 位 7 位 6 位 5 位 4 位 3 位 2 位 1 
字符 0 MSB 序列号 
字符 1 序列号 
字符 2 序列号 
字符 3 LSB 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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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48388723=08D83B73hex 
8.2.5.7 功能编号 7：仅供内部使用 
8.2.5.8 功能编号 8 到 15：重量数据（读取） 

毛重、净重、皮重以 DINT 固定点的形式存储，实际值数据来自以下 DINT
和 EXPO： 
实际值 = 读取 DINTx10（-EXPO） 
功能编号 8 当前毛重值 
功能编号 9 如已去皮，为当前净重值，否则为毛重 
功能编号 10 如已去皮，为当前皮重值，否则为 0 
功能编号 11 由应用程序支持：选择当前毛重/净重 

否则：预定供内部使用 
功能编号 12 内部分辨率下的当前毛重值（1/100d） 
功能编号 13 内部分辨率下的当前皮重值（1/100d） 
功能编号 14 Max（满量程偏转） 
功能编号 15 Min 

8.2.5.9 功能编号 80-89：状态控制行为位（写入） 
 

注意： 
设置位见 8.2.2.3. 

 
只能设置和重置单个位。 
将位从 0 更改为 1 时，相应的动作开始。处理完命令后，必须将该位复
位。应用程序：主机周期性写入。 
该位被设置为具有指定编号的 Write_Value_Select（见 8.2.2.3）。 
该位在指定的数字+128 处复位。 

功能编号 80 SetZero 将毛重设置为零 
功能编号 81 SetTare 称重点已去皮 
功能编号 82 ResetTare 重置皮重 
功能编号 83 SetTest 启动 ADC 测试 
功能编号 84 ResetTest 完成 ADC 测试 
功能编号 85 ResetPwf 重置 PowerFail 位（功能编号 1；

“接通电源”后设置此位） 
功能编号 86 SetFixTare 用数字地址 D31 中的"FixTare"重

量去皮 
功能编号 87 GetFixTare 将当前毛重值复制到数字地址 D31 
功能编号 89 ResetError 重置 CmdError 错误位 

 
8.2.5.10 功能编号 112-119，121：过渡控制行为位（写入） 

设置数据位，见 8.2.2.3. 
一旦该位被设置，就在内部对其进行复位并执行该过程。此过程是过渡控制
的（用于一个写入操作）。 
该位被设置为具有指定编号的 Write_Value_Select（见 8.2.2.3）。 

功能编号 112 SetZero 
功能编号 113 SetTare 
功能编号 114 ResetTare 
功能编号 115 SetTest 
功能编号 116 ResetTest 
功能编号 117 ResetPwf 
功能编号 118 SetFixTare（功能编号 86，见 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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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编号 119 GetFixTare（功能编号 87，见 8.2.5.9） 
功能编号 121 ResetError 

 
8.2.6 示例：读取毛重值 

输入范围(MOSI) 
字节 值        描述 
0          
1          
2          
3          
4 08        从功能数字 8

开始读取毛重
（见 8.2.5.8） 

5          
6          
7          
输出范围(MISO) 
字节 值        描述 
0 00        毛重 – 字节

0(MSB) 
1 00        毛重 – 字节 1 
2 04        毛重 – 字节 2 
3 D2        毛重 – 字节

0(LSB) 
4 08        毛重要求检测 
5 Write 

Active 
Power 
Fail       直接访问，状

态位与读写要
求无关。 6 Cmd 

Busy 
Cmd 
Error    Tare 

Active 
Cal 
Active 

Test 
Active 

7 OutOf 
Range 

Stand- 
Still 

Inside 
ZSR 

Center 
Zero 

Below 
Zero 

Over- 
load 

Above 
Max 

ADU 
error 

 Bit 7 Bit 6 Bit 5 Bit 4 Bit 3 Bit 2 Bit 1 Bit 0  
 

毛重（hex：000004D2<=>1234）可以从字节 0…3 读取 
在第二个补码中输出负值。 

8.2.7 DeviceNet 和 EtherNet IP 的特别标记 
通过这些现场总线类型，字节顺序（仅适用于字和单个字节）被反转。 
长话来说，由于固件的补偿，不会出现此问题。 
数据字节序列 0…3： 

标准序列 DeviceNet 和 EtherNet-IP 序列 
字符 0 读取数据 0

（MSB） 
字符 0 读取数据 3（LSB） 

字符 1 读取数据 1 字符 1 读取数据 2 
字符 2 读取数据 2 字符 2 读取数据 1 
字符 3 读取数据 3（LSB） 字符 3 读取数据 0（MSB） 

因此，在使用“DeviceNet”和“EtherNetIP”现场总线类型时，必须更改
PLC 端上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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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SPM 协议 
8.3.1 数据交换范围 
概述 

字节 0 1，2 3 4 5，6 7 8… 
MOSI rdfun rdadr rdlen wrfun wradr wrlen wrdata… 
MISO rdfun rdadr rdlen wrfun wradr wrlen rddata... 

写窗口（MOSI） 
字段 尺寸 功能 
rdfun 1 字节 选择读取数据的功能 

只允许读取功能代码 
rdaddr 2 字节(MSB:LSB) 提供用于读取的地址 
rdlen 1 字节 提供读取的数量（位/字节/单词） 
wrfun 1 字节 选择用于写入数据的功能。只允许编写功能代码 
wraddr 2 字节(MSB:LSB) 提供用于写取的地址. 
wrlen 1 字节 提供读取的数量（位/字符/单词） 
wrdata 1…FB-Size-8 包含要写入的数据 

读窗口（MISO） 
字段 大小 功能 
rdfun 1 字符 如果数据在 rddata 窗口可用，那么 rdfun，

rdaddr，和 rdlen 将被储存起来 rdaddr 2 字符(MSB:LSB) 
rdlen 1 字符 
wrfun 1 字符 如果数据别写入 wrdata，那么写窗口的 wrfun，

wraddr，和 wrlen 将别储存起来 wraddr 2 字符(MSB:LSB) 
wrlen 1 字符 
rddata 1…FB-Size-8 Rddata 包含读数据 

8.3.2 功能编号 
功能编号由主机（SPS）写入 MOSI，并由 PR 5500 在 MISO 中使用。 

编号 功能 模式 
0x00 空闲 n.a.（未激活） 
0x01 读取位 单次 
0x02 读取字节（8 位值） 单次 
0x04 读取单词（16 位值） 单次 
0x08 读取 d 单词（32 位值） 单次 
0x41 写入位 单次 
0x42 写入字节（8 位值） 单次 
0x44 写入单词（16 位值） 单次 
0x48 写入 d 单词（32 位值） 单次 
0x81 读取位 循环 
0x82 读取字节 循环 
0x84 读取单词 循环 
0x88 读取 d 单词 循环 

"读取位"可以读取 
- 个位（rdlen == 1） 
- 多位 

rdlen 和 rdadr 必须是 8 的倍数. 
通过"读取字符"读取相应的字符，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 
"写入位"可以写入 
- 个位（wrle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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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wrdata <> 0，设置位 
如果 wrdata == 0，删除位 
- 多位 

wrlen 和 wradr 必须是 8 的倍数. 
通过"写入字符"读取相应的字符，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 

8.3.3 错误编码 
如果检测到错误，将向 MISO.rdfun 或 MISO.wrfun 写入错误代码。 
只有在 MISO.rdfun 或 MISO.wrfun 中输入“0”才能重置。 

编码 错误 
0xFF 未知功能编号 
0xFE 不可用地址/长度 

- 超出 SPM 范围 
- 访问位的不可用地址/长度 
- 相关区域的访问禁止 

0xFD 不可用长度 
总线尺寸 rddata/wrdata 超出 

0xFC 功能编号锁定，不可用（比如：
MOSI.rdfun：=0x41，0x41 已经写入） 

 
8.3.4 数据交换模式 

下面的图表说明了主机和从机在数据交换期间的操作 
“单次”模式 
单次写入 

 
M = 主机 
S = 从机 
单次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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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主机 
S = 从机 
触发单个读取或写操作。这样可以确保握手完成后当前数据是同步的。 
“循环读取”模式 

 
M = 主机 
S = 从机 
* = 不断异步 
循环模式只允许用于读取数据。主从之间不会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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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错误 
主机 从机 
… … 
 发现错误 
 设置 MISO.xxfun: = 错误编码 
识别 MISO.xxfun == 错误编码 等待 MOSI.xxfun == 0 
设置 MOSI.xxfun: = 0  
 识别 MOSI.xxfun == 0 
 设置 MOSI.xxfun: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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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错误信息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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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和可能原因 远程显示 
Arith. error 内部算术溢出： 

- 错误校正值 
Error 1 

Overload 测量信号大于 Max+(x d)： 
- 设置错误 
- 秤上重量过大 

Error 2 

No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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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exceeds display 重量值不显示： 
- 例如：30,000 kg 的重量，重量单位切换为 mg 
- > 9999000 mg（=9,999 kg），出现此错误信息 

Error 4 

No sense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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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gative input 负测量信号： 
- 传感器信号极性错误 
- 供电电压极性错误 

Error 7 

Incompatible units 不兼容的重量单位： 
- 由于错误校正造成的错误校正值 

Error 8 

No values from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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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 Active 无毛重值： 
- 测试未结束 

Error 10 

Wrong serial number 
Only appears when 
CAL switch is closed. 

- 校正后称重电子板改变 
- 设备未校正 

Error ? 

Read conig failed 保存到配置和校正数据不能被读取。 
- 恢复备份数据（菜单[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Restore] - [SD 
card]）（见 6.2.1）。. 
- 第一次设置称重电气件（例如[internal 
weighing point])）设置为[not assigned]，保
存，然后重新分配。 

Error A 

Warmup 123 设备仍在预热阶段，大约需要 30 s。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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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xBPI 秤错误信息 
 

显示 错误和可能原因 远程显示 
Overload 测量信号大于 Max+(x d)： 

- 设置错误 
- 秤上重量过大 

Error 2 

Value exceeds display 重量值不显示： 
- 例如：30,000 kg 的重量，重量单位切换为 mg 
- > 9999000 mg（=9,999 kg），出现此错误信息 

Error 4 

No weight value 重量值无显示 
- 设置过多位 

Error 5 

Incompatible units 不兼容的重量单位： 
- 由于错误校正造成的错误校正值 

Error 8 

No values from scale 与 xBPI 秤无通讯： 
- 线缆断开 
- 内部秤错误 
- 秤没有连接电源 

Error 9 

Wrong coniguration - 皮重禁用 
- 不允许 2 次去皮 
- 应用皮重过大 

Error 13 

E:Not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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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秤的序列号与仪器设定不符 Error ？ 
Read conig failed 保存到配置和校正数据不能被读取。 

- 恢复备份数据（菜单[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Restore] - [SD 
card]）（见 6.2.1）。. 
- 第一次设置称重电气件（例如[internal 
weighing point])）设置为[not assigned]，保
存，然后重新分配。 

Error A 

 

9.3 Pendeo 传感器错误信息 
 

显示 错误和可能原因 远程显示 
Overload 测量信号大于 Max+(x d)： 

- 设置错误 
- 秤上重量过大 

Error 2 

Value exceeds display 重量值不显示： 
- 发送过多位 

Error 4 

Incompatible units 单位不匹配： 
- 由于例如错误校正引起的错误校正值 

Err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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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错误和可能原因 远程显示 
No values from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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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ong coniguration 传感器数量与配置不符 Error 13 
Scale not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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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rong serial number 秤的序列号与仪器设定不符 Error ？ 
Warmup 123 传感器仍在预热阶段，大约需要 30 s。 Error @ 
Read conig failed 保存到配置和校正数据不能被读取。 

- 恢复备份数据（菜单[Operating] - 
[System maintenance] - [Restore] - [SD 
card]）（见 6.2.1）。. 
- 第一次设置称重电气件（例如[internal 
weighing point])）设置为[not assigned]，保
存，然后重新分配。 

Error A 

 

9.4 PR-Net 称重点的错误信息 
显示 错误和可能原因 远程显示 
Wrong coniguration 没有 IP 地址或没有主机名称 Error 13 

 

9.5 “梅特勒秤”称重点的错误信息 
显示 错误和可能原因 远程显示 
Arith. error 内部算术溢出： 

- 参数/校正值与梅特勒秤不匹配 
Error 1 

 

9.6 校正时的错误信息 
- 确定最大秤量（Max），见 9.6.1。 
- 确定秤分度，见 9.6.2。 
- 确定空载，见 9.6.3。 
- 用砝码校正，见 9.6.4。 

9.6.1 确定最大秤量(Max) 

 
显示以下错误消息的示例。 
错误显示 可能原因 
Set Max failed. 
> phys. Max. 

秤的最大秤量可以追溯增加。 
当给定最大秤量的测量信号超过允许的输入
电压时，将显示此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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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显示 可能原因 
Set Max failed. 
below calibration weight 

秤的最大秤量可以追溯增加。 
但是，当秤量减小时，如果新的最大秤量低
于校准重量（“校准于”），则会出现此消
息。 

Set Max failed. 
not enough d 

如果选择的分辨率太低（如 5 kg），会显
示此信息。 

Set Max failed. 
too many d 

如果选择的分辨率太高，每个秤分度(d)小
于 0.8 内部计数时，会显示此信息。 

Set Max failed. 
Max does not correspond to 
a multiple of the scale 
interval 

如果最大秤量[Max]不是秤分度(1 d)的整数
倍时，会显示此信息。 

Set Max failed. 
The weight cannot be 
adapted to the scale. 

重量单位不匹配，例如将[Max]从 kg 改为
mg 时，会出现此信息。 

Set Max failed. 
not enough μV/d for 
veriiable scale 

如果选择的分辨率非常高，当按照
OIML/NSC 在法定计量中使用时，可用小于
0.8μV/e，则会出现此消息。 

9.6.2 确定秤分度 

 
如果称重范围的最大秤量[Max]不是秤分度整数倍，则出现此消息。 

9.6.3 确定空载 

 
 
错误显示 可能原因 
Set dead load failed. 
> phys.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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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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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显示 可能原因 
Set dead load failed. 
No stand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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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dead load failed. 
Dead load <-0.1 mV/V 

用[by load]确认空载时，如果测量信号为
负，会显示此信息 
原因： 
传感器极性连接错误，或秤存在机械损坏。 

Set dead load failed. 
Arithmetic error 

以 mV/V 输入的空载高于 5 mV/V 时，显示此
信息。 

9.6.4 用砝码校正 

 
显示以下错误消息的示例。 
错误显示 可能原因 
Set SPAN failed. 
Not enough μV/d for scale 
to be permissible in legal 
metrology 

如果[W&M]被选中并且秤分度太小，则会出
现此消息。 
补救措施： 
输入更大的秤分度。 

Set SPAN failed. 
No stand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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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SPAN failed. 
Current load is below dead 
load 

在输入重量值后，秤上的重量小于空载，会
显示此信息 

Set SPAN failed. 
Weight >Max 

当试图以比[Max]更重的砝码去校正秤时，会
出现此消息。 

9.7 "LAST_ERROR"的错误状态 
带有设置_零点和设置_皮重等操作的最后_错误变量中发生错误。 
可能的错误数字是： 
错误号 原因 
0 “OK” ok 
1 “no wpt”，定义的称重点不可用 
2 称重点被占用 
3 “not tared”，如果没有去皮，不能获得皮重和净重 
4 错误重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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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ange error”，重量范围错误 
6 测试激活，无重量 
7 校正激活，无重量 
8 秤未稳定 
9 “in reactor”，反应中 
10 无可用称重电气件 
11 秤不在配料模式 
12 称重点没有保留 
13 去皮激活 
14 称重点没有测试. 
15 重量不可用于法定计量(< 0 或> Max) 
16 重量错误 
17 秤未准备好 
18 在零点以下不可去皮 
101 秤拒绝了不正确的命令 
102 发送命令到秤时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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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打印输出 
10.1 配置打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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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测试打印输出 

 
 
1. 可测试行距，如有需要可更改。 
2. 检查行编码，必要时更换打印机。 
 

注意事项： 
打印机可能无法输出所有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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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Alibi 打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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