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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感謝您購買可擕式計價秤 PT。為幫助您正確使用該產品，請仔細閱讀使用說明書。

2. 注意事項
◎ 請將電子秤置於穩定、平坦的安裝使用地點。 詳見 3-3 調平電子秤。
◎ 第一次使用之前請先熱機 15 分鐘。
◎ 避免在強風、震動、強電磁波的環境下使用。
◎ 嚴禁撞擊，重壓（勿超過其最大稱量為宜）
◎ 避免將電子秤置於溫度變化過大的場所使用（適合使用溫度範圍：-5℃~ 40℃）
◎ 嚴禁把電子秤浸泡在水或者其他液體之中。

3. 使用前準備工作
3-1 拆封及檢查
拆開包裝盒並檢查電子秤有沒有在運輸過程中遭受損壞。 如果有運輸損壞或者部件丟失的情況，請儘
快聯繫經銷商。 包裝盒裏面應包含：
● 秤體

● 用戶手冊

● 秤盤
3-2 配件安裝
對準孔位，將秤盤安放在秤體上即可。
3-3 調平電子秤
為了彌補使用地點的稍微傾斜或少許的不規則，我們可以調平電子秤。（如下圖所示）。

4. 產品介紹
4-1 產品規格及產品特性
產品規格
機型

PT-1506

PT-3060

最大秤量(kg)

6

15

3

6

最小感量-1(g)

2

5

1

2

1

2

0.5

1

最小感量-2(g)
（臺灣制式無）
顯示

3 個液晶顯示視窗（背光），顯示位元數 6/5/6

秤體尺寸（mm）

270X210X88

秤盤尺寸（mm）

210X190

安全超載

最大秤量的 150%

使用電源

四顆二號乾電池（不附送）

相對濕度

10% 到 85%

產品特性
◎ 具有找錢、計價、累計、免稱重商品價格累計等功能
◎ 具超載保護功能
◎ 低電提醒及自動斷電
◎ 累計 99 筆資料及 25 組記憶功能
◎ 具有軟體過濾波功能，稱重反應速度可依使用環境不同做調整
◎ 具有省電模式

4-2 顯示說明

1）單價窗口
2）單位指示符號，“ ”指示符號指向當前使用單位
3）重量窗口
4）

電池電量低指示符號

5）

扣重指示符號

6）

歸零指示符號, 歸零範圍在最大秤量的 2%以內

7）水平儀
8）“累計”累計功能開啟時，“ ”指示符號指向“累計”。
9）“穩定指示”當讀數處於穩定狀態時，“
10）總價窗口
11）鍵盤

”符號出現在“穩定指示”的上方。

4-3 按鍵說明

~

數字鍵：用於設定單價，或其他數值的輸入

鍵：①小數點鍵（按一下）；②連續按此鍵 2 次進入單位設定模式。
鍵：按此鍵清除已經輸入的單價
*如果輸入單價已經超過 2 秒，無需按此鍵，可直接鍵入新單價，系統將自動清除原單價。
鍵：按此鍵做歸零動作（歸零範圍在最大秤量的 2%以內）；
鍵：①手動扣重；②消除扣重；
鍵：①稱重模式下，按此鍵清除所有累計記錄；②按

鍵查看累計資料時，按此鍵可刪除視窗

顯示的累計記錄。
鍵：按此鍵可顯示總的累計資料及前 25 筆明細
鍵：按此鍵累加依據重量計價的商品
鍵：①有總價時按此鍵總價視窗顯示交易總額，輸入客戶所付金額，單價視窗顯示應找之餘額；
②長按此鍵可進入參數設置
鍵：進行免稱重物品的價格累加

4-4 電源
四顆二號干電池（不附送）
電池使用時間
無背光無蜂鳴器時，大約可用 1080 小時
有背光時，大約可用 200 小時
低電池提醒
當重量視窗左上角顯示“

”符號時，表示電池電量即將耗盡。

5. 操作說明
注：臺灣制式開機後可長按 重示 鍵來切換不同的背光模式。
5-1 手動扣重
1）把容器放於秤盤，按 扣重 鍵。重量視窗顯示“0.000”，扣重符號

出現，拿開容器重量視窗顯

示扣重值。
2）若要取消扣重，清空秤盤，等穩定符號出現後，按 扣重 鍵。
5-2 稱重物品計價及累計
1）把需稱重物品放於秤盤上或已扣重的容器裏。
2）用數位鍵及 ·/計價單位 鍵輸入物品單價，電子秤自動算出物品總價。
注：若有多筆物品需秤重，可使用累計功能。
3) 請按 累計

鍵即可將當筆資料記入電子秤內。

注：此時指示符號 “

” 指向“累計”，最多可累計 99 筆。

4) 按 單價清除 鍵或數位鍵即可返回稱重狀態。
5-3 免稱重物品的累計
稱重狀態下按數位鍵 0 ~ 9 輸入免稱物品的價格，按 + 鍵進行累計。
5-4 累計重示、累計清除
累計重示
按 重示 鍵顯示累計總數據及前 25 筆明細。重量視窗先顯示筆數或第幾筆，一秒鐘後顯示實際重量值，
如果是免稱重物品的累計資料顯示，重量視窗就沒有重量顯示。
累計清除
方法一：若要刪除總的累計資料或第 1-25 筆中任何一筆，按 重示 鍵至視窗顯示要刪除的資料，然後按

記憶清除 鍵。當所有的累計資料被刪除時，累計指示符號“

”消失。

方法二：在正常稱重模式下按 記憶清除 鍵刪除所有累計資料，“

”消失。

5-5 找錢功能
1）按 找錢/設定 鍵，總價視窗顯示交易物品總價
2）輸入客戶付款總金額，單價視窗顯示應找餘額
3）臺灣制式：按 記憶清除 鍵可返回稱重並清除累計資料。
5-6 單位切換功能
按 ·/計價單位 鍵兩次進入單位設置模式，按數位鍵 1 -～ 6 設置計價單位
大陸制式：
數字鍵

1

2

3

計價單位

公斤

100g

市斤

數字鍵

1

2

3

4

5

6

計價單位

公斤

100g

港斤

港兩

lb

oz

數字鍵

1

2

3

4

計價單位

kg

lb

oz

100g

數字鍵

1

2

3

4

計價單位

公斤

100 公克

台斤

台兩

香港制式：

標準制式：

臺灣制式：

注：臺灣制式重新開機後可按任意數字鍵切換到關機前的使用單位。

6. 設定說明
稱重狀態下按住 找錢/設定 鍵開啟參數設定模式。
1） 按數位鍵 0 切換背光模式。可供選項有：On、 OFF 、AUTO（自動）。
2） 按數字鍵 1 設置單價的小數點位數。可供選項有：none、1、2(固定為兩位)、Free（最多輸入 2
位小數）。
※臺灣制式無此參數，固定為 free 模式，其他制式有累計資料時不可修改此參數的選項，只能進入查看
當前選項。
3）按數位鍵 2 設置濾波等級，濾波的等級跟電子秤穩定快慢有關，可供選項有：1、2、4、8。
1：適用於十分穩定的環境，稱重速度最快
8：適用於很震動的環境，稱重速度最慢
4) 按數位鍵 3 設置自動斷電時間。 可供選項有：OFF(不斷電)、 5、10、30 、 60 (分鐘)。
5）按數位鍵 4 設置零點顯示範圍。 可供選項有：d0、d1、d2、 d3、d4 、d5。 (d= 是電子秤的最
小感量) 。
d0：第一個感量即可顯示
d1：第二個感量即可顯示，放置第一個感量的時候顯示 0。d2~d5 依次類推。
6）按數位鍵 5 選擇歸零扣重條件，可供選項有：stable、always。
stable ：穩定時按扣重或者歸零鍵才動作
always：無需穩定就可按扣重或者歸零鍵，但是到穩定後才發生動作
7）按數位鍵 6 開啟或關閉單價記憶功能，可供選項有：OFF、ON（保留關機前使用過的單價）。
8）按數位鍵 7 選擇累計條件。可供選項有：stable、always、auto。
stable ：穩定時按累計鍵才動作
always：無穩定就可按累計鍵,但是到穩定後才發生動作
auto：無穩定就可按累計鍵,無需穩定也可發生動作（臺灣制式無此選項）
9) 按數字鍵 8 設置總價的小數點位數。可供選項有：none、1、2(固定為兩位)。

※臺灣制式無此參數，固定為 none 模式，其他制式有累計資料時不可修改此參數的選項，只能進入查
看當前選項。

10）按 累計 鍵選擇穩定背光時間。可供選擇的有 2s、4s、6s、8s、10s、12s、14s、16s、18s、20s、
ever.(s=秒鐘)
ever：重量絕對值大於 9e 背光就會亮，其餘時候背光持續滅
2s～20s：稱重絕對值大於 9d 或有按鍵動作，背光開啟，但是穩定幾秒後背光自動關閉
※背光模式選為 auto 才有作用。
11）按 ·/計價單位 鍵開啟或關閉蜂鳴器響聲，可供選項有：OFF（任何情況下蜂鳴器都不響）、ON。
12）按 扣重 鍵開啟或者關閉省電模式，可供選項有：OFF、ON（開啟省電模式）
13）設定完成按 找錢/設定 鍵儲存設置並返回稱重狀態。

7. 錯誤資訊提示和故障排除
錯誤資訊

問題狀況

ERR 2

起始零點超過＋/-10%

ERR 4

EEPROM Checksum 有誤

請聯繫授權經銷商或我們的維修部門。

ERR 5

稱重物超載

將超載的部分拿開

ERR 7

累計總價超過顯示範圍或累
計總筆數超過 99 筆
低電池提醒

解決方法
1.檢查秤盤上是否有其他物品干涉，移開該物品
2.LOAD CELL 故障，請聯繫授權經銷商或我們的維修部門。

------------------換新電池

產品保證書
客戶：
機型：
產品序號：
購買日期：
承蒙選購本公司産品，不勝感激，萬一發生故障，可憑本服務卡，享有自購買日期起
一年免費服務。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雖在免費保養期間內亦得酌收材料成本費或服務費，敬請諒解。
1.服務員登府時，概出示本保證書，如有遺失或毀損， 致字跡無法辨認，需繳付費用。
2.使用不慎或錯誤而導致之損壞。
3.自行改裝而生故障。
4.經安裝後購買人自行搬移或運送所發生破損。
5.因天災地變所導致損壞。
＊電池屬耗材類，保固期為售出後 3 個月內。
＊保證期間外，售後服務時，酌情收取零件或調整校正費。
＊本保證書未經經銷商蓋章及填註購買日期者無效。

（第一聯：客戶保存）

產品保證書
客戶：
機型：
產品序號：
購買日期：
承蒙選購本公司産品，不勝感激，萬一發生故障，可憑本服務卡，享有自購買日期起
一年免費服務。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雖在免費保養期間內亦得酌收材料成本費或服務費，敬請諒解。
1.服務員登府時，概出示本保證書，如有遺失或毀損， 致字跡無法辨認，需繳付費用。
2.使用不慎或錯誤而導致之損壞。
3.自行改裝而生故障。
4.經安裝後購買人自行搬移或運送所發生破損。
5.因天災地變所導致損壞。
＊電池屬耗材類，保固期為售出後 3 個月內。
＊保證期間外，售後服務時，酌情收取零件或調整校正費。
＊本保證書未經經銷商蓋章及填註購買日期者無效。

（第二聯：經銷商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