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热线：400-805-1991

常州市幸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纺织工业园凤凰南路 11 号

邮编：213162

电话：+86-（0）519-88856044 88800736
传真：+86-（0）519-88800792
HTTP://www.xingyundianzi.com

用户手册

密度天平

http://www.czxydz.com


目录
一 产品规格...........................................................................................01

二: 使用环境 ........................................................................................01

三:操作要求............................................................................................01

四:仪器校准............................................................................................01

五: 装配图.............................................................................................03

六:面板和图标........................................................................................04

七:密度测试模式....................................................................................05

八:操作步骤............................................................................................05

九: 密度设置.........................................................................................07

十: 部分样品密度参照表........................................................................08

十一: 打印.............................................................................................09

十二: 单位选择......................................................................................09

十三: 装箱单..........................................................................................09

液体密度选择：

SLD 名称 密度

01 水 （25℃） 0.997048

02 水 （4℃） 1.0000

03 酒精 0.78

04 煤油 0.82

05 水银 13.60

06 自定义

07 自定义

08 自定义

09 自定义

10 自定义

十一：打印机

请选择特殊的打印机，在密度测试结束后，显示密度值的状态下按“功能”键，打印机将会

打印相应的测试结果。

十二：单位选择

在称重模式下按 “单位 ”键即可选择相应的称重单位：g\oz\ct。

十三：装箱单

密度计主机---1 台 说明书---1分 秤盘---1个 电源适配器---1个

标准砝码 ---1 只 保修卡---1 张 密度架---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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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密度设置 : 1) 选择密度设置状态 S-Sd-6 到 10 ,按“去皮”键确认进入设置状态，

按 “ 校准” 进入设置,再按”F”增加数值,按”去皮”减少数值,按 “校正” 确认当前数值并进

入下个设置.

结束设置按”去皮”确认,并按”校准“返回上一级页面。

2.液体密度设置

在密度测试状态按“功能”键，选择到: SLd ,根据参考样品设置其对应的密度.
*按“去皮”键,将出现: S-Ld-XX,再按“去皮”键进入设置 ,,选择对应 XX ,01-10。

对应的 10组密度值地址;(6-10 号地址是客户自定义设置 )

*按“去皮”键,选择所需对应的密度,接下来的密度测试将以这次选择为基准样。

自定义密度设置: 1)密度选择状态下，选择 S-Ld-6 到 10中任意一组 ,按“去皮”确认

进入，再按“校准”进入设置, 其中按”F”增加数值,按”去皮”减少数值,按 “校准” 确认当前数

值并进入下个设置.

结束设置按”去皮”确认,并按”校准“返回上一级页面。

十：密度参考表

固体密度选择：

SSD 名称 密度

01 石蜡 0.9

02 铝 2.7

03 不锈钢 7.8597

04 银 10.5

05 黄金 19.3

06 自定义

07 自定义

08 自定义

09 自定义

10 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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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电子天平由微电脑和高精度电子天平组合而成.具有称量、单位转换、

存贮、统计计算、打印等多种功能，本产品采用进口集成电路，性能稳定可靠，

读数迅速，称量准确。该检测仪器广泛应用科研和企事业单位。

型号规格及参数

一：型号和规格

型号 称重范围 最小读数 秤盘尺寸

JA602M 0～610g 10mg 160x70mm

二．使用环境

温度界限： 0℃~40℃ 最大功耗：10W

温度波动度：5℃/h 电 源：220V±10%,50HZ±1HZ

相对湿度：50%~85%

三、操作要求

(1)使用时应将随机所附的专用连接电缆分别插到电子天平的 RS232C输出口和

打印机输入插口。

（2）电子天平使用时应放置在平稳的工作台上，避免机械震动、阳光直射、气

流等影响。轻轻装上随机所带的支架,调整二只水平脚螺丝,使天平后部水平泡

位于圆圈中央。

(3)将电子天平和打印机接上电源，打开电源开关此时天平显示窗口顺次显示

“-203-“=¸=¸=¸……=”，最后显示“0.000”的称量模式。

四：仪器校准

(1) 标定要求

当密度计称重有明显偏差时，应对天平进行重新标定，使称量准确。被校天

平放在平稳的工作台上，周围应无震动气流及电磁波干扰。为保证天平称重准确

性，请在天平开机预热 20 分钟以后再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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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准步骤

通电开机显示密度状态后，按住“校准”键返回称重状态，再按住“校准”数秒，显

示 CAL时放手，显示“200.000”，放上等值标准砝码数十秒后，显示“= = = = = =-”，

当再次出现“200.000”时取下砝码，这时出现“= = = = = =”，等到出现“0.000”
时，表示校验结束，显示自动回零。此刻天平校准结束。如称量仍有较大误差，

按上述方式重新校准即可。

3) 多点步骤

当一点校准无法保证密度计准确称量时，可以测试多点校准。

按开机键后，迅速松手按住“校准”键数秒，显示 CAL时放手，

显示“200.000”闪烁，放上等值标准砝码数十秒后，显示“= = = = = =-”，当再次出

现“200.000”时取下砝码，这时出现“= = = = = =”；
显示“100.000”闪烁，放上等值标准砝码数十秒后，显示“= = = = = =-”，当再次出

现“100.000”时取下砝码，这时出现“= = = = = =”；
显示“50.000”闪烁，放上等值标准砝码数十秒后，显示“= = = = = =-”，当再次出现

“50.000”时取下砝码，这时出现“= = = = = =”；
等到密度计归零位显示“0.000” 表示校验结束，显示自动回零。此刻天平校准结

束。如称量仍有较大误差，按上述方式重新校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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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显示: PODR-2,当显示粉末重量的时候，放上加满水的比重瓶，这时将显示原有粉

末重量和加满水的比重瓶的重量和；

再次按“去皮”键，将显示: PODR-3 ,去掉盘上所有物品，按“单位、”，将比重瓶中的液体

倒出一部分，然后把粉末加入比重瓶，然后再加满水，把混入粉末的比重瓶再次放到秤

盘上称重，带到称重读数稳定以后，再按 “ 去皮” 键，将显示 :PODR-4 ,然后出现的结

果即为被测粉末的密度:D means g/cm3;

按“校准”,返回上一级界面。

*在测试过程中按“校准,将会返回上一级的称重。

5. 吸水性物体密度测试

*首先测试吸水性物体密度，必须先设置液体的密度值，具体参考九：密度设置。

*密度测试模式下选择 ABSO ,按“去皮”键进入密度测试;

*当显示 ABSO-1,接着归置 0.000g,把被测物放在上部的秤盘上称重，等到称重稳定后按

住“去皮”键,然后并且取下被测物;

*接着显示: ABSO-2,把被测物放入液体中（如果被测物浮在水上，请用抗浮架）,等到称

重稳定后，按“去皮“键，

*然后显示: ABSO-3 ,取出充分吸水的样品，待其沥到不滴水时，放到上部秤盘称重，等

到称重读数稳定后，按 “ 去皮”键

*将显示 :ABSO-4 然后显示的结果即为吸水性物质的密度值。

按“校准”,返回上一级界面。

*在测试过程中按“校准”,将会返回上一级的称重。

九：密度设置

*本机默认液体密度为：0.998229g/cm3,(20°C 水).

1.固体密度设置

在密度测试状态按“功能”键，选择到: SSd ,根据参考样品设置其对应的密度.
*按“去皮”键,将出现: S-Sd-XX,再按“ENTER”键进入设置 ,,选择对应 XX ,01-10。

对应的 10组密度值地址;(6-10 号地址是客户自定义设置 )

*按“去皮”键,选择所需对应的密度,接下来的密度测试将以这次选择为基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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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金密度测试

*密度测试模式下选择模式到 GOLD ,按“去皮” 进入测试模式;

*接着显示: GOLD-1,然后显示 0.000g,把被测物放在上方秤盘上,等到读数稳定后按“去

皮”键;

*接着显示:GOLD-2,取下被测物，显示重量 0.000g,把样品放入液体中,等到读数稳定后

再按“去皮”键;

*这是密度计显示 GOLD-3,然后显示黄金对应的 K值，如果不属于正常 K值范围，结果

将显示为 OOR。

按“校准”,返回上一级界面。

*在测试过程中按“校准”,将会返回上一级的称重。

3. 液体密度测试

*首先测试液体密度，必须先设置固体参照物的密度值，具体参考九：密度设置。

*密度测试模式下选择模式到 Liquid ,按“去皮” 进入测试模式;

*接着显示 Liquid-1,等到称重稳定显示 0.000g,把标准参考物放在上方秤盘上称重，等到

读数稳定后,按“去皮”键;

*将显示: Liquid-2,当显示稳定后，取下被测物显示到 0.000g,将标准样放入液体中,等到

称重稳定后,按“去皮”键；

*当密度计显示: Liquid-3 ,然后即显示为液体的密度值:D means g/cm3;

按“校准”,返回上一级界面。

*在测试过程中按“校准”,将会返回上一级的称重。

4. 粉末密度测试

*首先测试粉末密度，必须先设置液体参照物的密度值，具体参考九：密度设置.

测试粉末状物体密度需用到比重瓶.(此项功能无需密度架即可测试)

*密度测试状态下，选择到 PODR ,按“去皮”键进入粉末密度测试;

*接着显示 PODR-1,当读数稳定显示 0.000g,把被测的粉末放在秤盘上,等到称重稳定后,

按“去皮”键,请不要移开此时放在秤盘上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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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装配图

密度测试架安装顺序:

1-2-3-4-5-6

1.密度架 2.水槽

3.安装孔 4.托盘

5.衔接套

6.密度计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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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板和按键

按键名称 功能说明

开机、关机

POWER
开机关机

功能

F/SET
密度测试模式下 用于选择标准样密度，上调功能

去皮

ENTER/TARE

1. 称重模式：去皮功能

2. 密度测试模式下：进入和确认

校准

CAL

1. 称重模式：校准功能

2. 密度测试模式：返回称重模式

3. 设置密度：确认 下一步

单位

→0←

1. 称重模式：长按 进入密度测试

2. 密度测试模式：去皮功能

1. 固体和黄金密度测试步骤标识 液体密度测试步骤标识

粉末密度测试标识

2. 称重图标 “+” 和”-” , 3. 测试模式和称重数值. 4.单位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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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密度测试功能

请与代理商确认产品型号和功能.

我们提供 5种不同种类的样品密度测试功能

根据不同规格提供不同功能，不是所有功能

都作为标准配置.

单位 D 表示： g/cm3.

默认模式是固体密度测试模式.

称重模式下长按“功能”键进入密度测试模式

按“功能”键选择所需的测量模式：

Solid（固体）、Gold（黄金）、

liquid（液体）、Podr (粉末)、

ABSO) (吸水性)、

按“去皮”确认选择.

密度测试状态下 “校准”键是返回的作用;

八：使用步骤

1.固体密度测试

*密度测试模式下选择模式到 SOLID ,按“去皮” 进入测试模式;

*接着显示: SOLID-1,然后显示 0.000g,把被测物放在上方秤盘上,等到读数稳定后按“去

皮”键;

*接着显示:SOLID-2,取下被测物，显示重量 0.000g,把样品放入液体中,等到读数稳定后

再按“去皮”键;

*这是密度计显示 SOLID-3,然后显示物体的密度值。

按“校准”,返回上一级界面。

*在测试过程中按“校准”,将会返回上一级的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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