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驰原

CY-B5 系列智能称重控制仪

使

用

手

册

南京驰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驰原

第 1 页 共 24 页

一. 安 装

1.1 外形尺寸

以下标注的尺寸单位均为 mm（毫米）

1.2 安装方式

■ 安装到盘面

 在盘面开安装孔。

 将本仪表从盘面前面插入。

 使用仪表附带的安装支架，将本仪表固定在安装盘面上，以适当的扭矩拧紧安装螺丝固定仪表。

■ 开孔尺寸
以下标注的尺寸单位均为 mm（毫米）

 密集安装时请考虑盘面强度。

1.3 端子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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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4 尺寸仪表的可支持额外扩展 6 点开关量输入和 4 点开关量输出。用于专门定制仪表的需求，可根据用户

需求灵活定制非标功能。具体说明详见定制仪表的专用补充说明。

1.4 传感器的连接

 本仪表需配接电阻应变桥式传感器。其接线方式为：四线制接法。

具体接线方法如上节的端子图中“传感器”部分所示

端口 电源正 电源负 信号正 信号负 屏蔽线

接线 EXC＋ EXC－ SIG＋ SIG－

★ 由于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对电子噪声比较敏感的模拟信号,因此传感器接线应采用屏蔽电缆，并且与其它电缆分开铺

设，尤其是要远离交流电源；

★ 对于多传感器并联的应用，要采取措施使各传感器接入仪表时的灵敏度（mV/V）一致。

2. 基本操作

■ 面板及按键说明

序号 名称 说明

1 显示窗
在测量状态下，显示测量值

在设置状态下，显示参数符号，参数数值

2 比较输出指示灯 OUT 比较输出点的状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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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状态

指示灯

GROSS

当前显示值状态指示灯：

 Fbc 参数设置为 norm 时（标准方式）：

在测量状态下，按 DISP/K2 键切换显示：

显示总值： GROSS 灯亮

显示净值： NET 灯亮

 Fbc 参数设置为 EPm 时（试验机方式）：

在测量状态下，按 DISP/K2 键切换显示：

显示总值： GROSS 灯不亮、NET 灯不亮

显示峰值： GROSS 灯亮、 NET 灯不亮

显示谷值： GROSS 灯不亮、NET 灯亮

显示峰-谷值：GROSS 灯亮、 NET 灯亮

显示峰值过程量：GROSS 灯闪烁、NET 灯灭

显示谷值过程量：GROSS 灯灭、 NET 灯闪烁

NET

MOT 亮时表示力值在变动中

ZERO 亮时表示总值为零

4
SET/K1 键

在测量状态下，按住 2 秒以上不松开进入设置状态

在设置状态下，显示参数符号时：按住 2 秒以上不松开进入下一组参数

在设置状态下，显示参数符号时：切换到下一个参数

修改参数值时：存入修改好的参数值

5
DISP/K2 键

在测量状态下，切换显示（详见上面状态指示灯的描述）

在测量状态下，长按 2 秒，实现峰/谷值的清零

在设置状态下，显示参数符号时：调出原参数值

修改参数值时：移动修改位

6

ZERO/K3 键

在测量状态下，清零、清峰谷值

在设置状态下，显示参数符号时：切换到上一个参数

修改参数值时：增加参数的数值

7

TARE/K4 键

在测量状态下，去皮

在设置状态下，显示参数符号时：切换到下一个参数

修改参数值时：减小参数的数值

三. 参数设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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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按键操作

1. 按住 SET/K1 键 2 秒以上不松开，进入设置状态，仪表显示第 1 个参数的符号。

2. 按 ZERO/K3 键或 TARE/K4 键可以向前/向后切换至需要修改的参数。

按住 ZERO/K3 键或 TARE/K4 键不松开，可以向前/向后切换至本组第 1 个或最后 1个参数。

3. 按 DISP/K2 键调出当前参数的原设定值，闪烁位为修改位。

4. 按 DISP/K2 键移动修改位， ZERO/K3 键增加值、 TARE/K4 键减小值。

5. 按 SET/K1 键保存修改好的参数，并转到下一参数。

（若需要不保存退出，可以按住 SET/K1 键不松开直到仪表显示 ESc 后松开，按 DISP/K2 键不保存退

出，显示回到参数选择状态，显示下一个参数符号）。

6. 通过按住 SET/K1 键不松开，可以顺序进入每个参数组，仪表显示对应组第 1 个参数的符号。

7. 退出设置状态：在显示参数符号时，按住 SET/K1 键不松开，直到退出参数的设置状态。

■ 参数分组与密码检查

 密码检查：第 2 组及以后的参数受密码保护，未设置密码时不能进入。

第 1 组参数是否允许修改可以通过设置 oA1 参数（在第 2 组）选择。

该参数设为 on 时，第 1 组参数允许修改；

设为 oFF 时，第 1 组参数虽然可以进入查看，但不允许修改。

 密码设置方法： 通过前面所述的【通用按键操作】，按键进入密码参数 oA。正确的密码为 1111（可进入参

数组 2~6），密码 2027（可进入参数组 7），密码设置正确后，才可以看到和设置被密码保护的参数。

 进入设置状态后，若 1分钟以上不进行按键操作，仪表将自动退出设置状态。

四. 参数一览

第 1组参数：比较输出设定值（无比较输出功能的仪表无该组参数）

本组参数是否允许修改可以通过设置 oA1 参数（在第 2组）选择。

该参数设为 on 时，允许修改；设为 oFF 时，不允许修改。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参数名称 地址 取值范围 说明

ALo1 ～4 ALo1~4 比较方式选择 02H, 08H, 0EH, 14H 0~9 7.2

out1 ～4 oUt1~4 比较值 03H, 09H, 0FH, 15H -199999~999999 7.2

HYA1 ～4 HYA1~4 比较灵敏度 04H, 0AH, 10H, 16H 0~999999 7.2

dLY1 ～4 dLY1~4 比较延时 05H, 0BH, 11H, 17H 0~60（秒） 7.2

Av1 ～4 AV1~4 偏差比较值 06H, 0CH, 12H, 18H -199999~999999 7.2

ALS1 ～4 ALS1~4 比较数据源选择 07H, 0DH, 13H, 19H 0~7 7.2

99oA 99oA 密码 01H 0~9999 7.2

第 2 组参数： 显示参数 受密码 1111 保护，未设置密码时不能进入

序号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参数名称 地址 取值范围 说明

00 unit unit 单位选择 32H 0~5 7.1.1

01 in-d in-d 小数点位置 33H 0~5 7.1.1

02 tr-d tr-d 零点跟踪范围 34H 0~10（分度） 7.1.2

03 Zror Zror 清零范围 35H 0~99 % 7.1.2

04 FLtr FLtr 数字滤波时间常数 36H 1~20 7.1.3

05 notn notn 变动检测阈值 37H 1~10（分度） 7.1.3

06 ArmA ArmA 滑动平均滤波系数 38H 1~10 7.1.3

07 MotH MotH 测量修正判断门限 39H -199999~999999 7.1.3

08 Mov Mov 测量修正数值 3AH -199999~999999 7.1.3

09 At At 显示更新速率 3BH 1~50（次） 7.1.3

10 SPS SPS 测量速率选择 3CH 10／80（次/秒）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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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Fbc Fbc 工作方式选择 3DH 0：norm／1：EPm 7.1.4

12 mAt mAt 峰值阈值
Fbc 设为 EPm 时才

显示

（试验机模式）

3EH -199999~999999 7.1.4

13 mAb mAb 峰值回差 3FH 0~999999 7.1.4

14 mint mint 谷值阈值 40H -199999~999999 7.1.4

15 minb minb 谷值回差 41H 0~999999 7.1.4

16 di0F di0F 开关量输入功能选择 42H 0~5 7.1.1

17 oA1 oA1 比较输出密码选择 43H 0：oFF／1：on 7.1.1

18 Poc Poc 上电清零功能选择 101H 0：oFF／1：on 7.1.4

19 disp disp 上电显示内容选择 102H 0~6 7.1.3

20 trs trS 零点跟踪时间 103H 0.0~10.0 7.1.2

第 3 组参数： 变送输出参数（需选配对应硬件） 受密码 1111 保护，未设置密码时不能进入

序号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参数名称 地址 取值范围 说明

30 Aos AoS 变送输出数据源选择 44H 0~7 7.3

31 Aot Aot 变送输出类型选择 45H 0~5 7.3

32 aotH AotH 变送输出上限 46H -199999~999999 7.3

33 AotL AotL 变送输出下限 47H -199999~999999 7.3

第 4 组参数： 通讯参数（需选配对应硬件） 受密码 1111 保护，未设置密码时不能进入

序号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参数名称 地址 取值范围 说明

40 Add Add 仪表通讯地址 48H 0~99 7.4

41 bAud bAud 通讯速率选择 49H 0~6 7.4

42 oES oES 校验方式选择（仅 Modbus） 4AH 0~2 7.4

43 ctd ctd 报警输出控制权选择 4BH 0：oFF／1：on 7.4

44 ctA ctA 变送输出控制权选择 4CH 0：oFF／1：on 7.4

45 Pro Pro 通讯协议选择 4DH
0: tc-Asc/1:Modbus/

2: b1-Asc/3:b2-Asc
7.4

46 Act Act 主动发送选择（仅 tc-ASC） 4EH 0~8 7.4

47 StoP StoP 停止位选择（仅 tc-Modbus） 100H 1~2 7.4

第 5 组参数： 折线修正参数 受密码 1111 保护，未设置密码时不能进入

序号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参数名称 地址 取值范围 说明

50 FnUm FnUm 折线修正段数选择 4FH 0~10 7.5

51 F1 F1 第 1 点测量值 50H -199999~999999 7.5

52 S1 S1 第 1 点标准值 51H -199999~999999 7.5

53 F2 F2 第 2 点测量值 52H -199999~999999 7.5

54 S2 S2 第 2 点标准值 53H -199999~999999 7.5

55 F3 F3 第 3 点测量值 54H -199999~999999 7.5

56 S3 S3 第 3 点标准值 55H -199999~999999 7.5

57 F4 F4 第 4 点测量值 56H -199999~999999 7.5

58 S4 S4 第 4 点标准值 57H -199999~999999 7.5

59 F5 F5 第 5 点测量值 58H -199999~999999 7.5

60 S5 S5 第 5 点标准值 59H -199999~999999 7.5

61 F6 F6 第 6 点测量值 5AH -199999~999999 7.5

62 S6 S6 第 6 点标准值 5BH -199999~999999 7.5

63 F7 F7 第 7 点测量值 5CH -199999~999999 7.5

64 S7 S7 第 7 点标准值 5DH -199999~999999 7.5

65 F8 F8 第 8 点测量值 5EH -199999~99999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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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S8 S8 第 8 点标准值 5FH -199999~999999 7.5

67 F9 F9 第 9 点测量值 60H -199999~999999 7.5

68 S9 S9 第 9 点标准值 61H -199999~999999 7.5

69 F10 F10 第 10 点测量值 62H -199999~999999 7.5

70 S10 S10 第 10 点标准值 63H -199999~999999 7.5

71 FmV FmV 折线物理量选择 80H 0：oFF／1：on 7.5

第 6 组参数： 标定参数 受密码 1111 保护，未设置密码时不能进入

序号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参数名称 地址 取值范围 说明

80 cALm cALm 标定方式选择 64H 0：norm／1：tEmP 6.3

81 cALt cALt 标定时间 65H 1~120（分钟） 6.3

82 mv-v mv-v
传感器灵敏度

（仅无砝码标定）
66H

0.40000~4.00000（mV／

V）
6.3

83 cAL0 cAL0 零点标定时的零点 mV 值 67H

以实时测量值为准

6.3

84 cALF cALF
增益标定时的增益 mV 值

（仅砝码标定）
68H 6.3

85 cALP cALP 增益标定对应的重量显示值 69H 1~999999 6.3

86 in-A in-A 零点修正值（仅无砝码标定） 6AH -199999~199999 6.3

87 Fi Fi 满度修正值（仅无砝码标定） 6BH 0.50000~2.50000 6.3

88 Fd Fd 显示分度 6CH 1,2,5,10,20,50 6.3

89 Fr Fr 仪表最大量程 6DH 1~999999 6.3

LocK LocK 锁定标定系数选择 6EH 0：oFF／1：on 6.3

第 7 组参数： 用户参数 受密码 2027 保护，未设置密码时不能进入

序号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参数名称 地址 取值范围 说明

90 SAvE SAvE 用户备份参数
不能通

讯设置

0：oFF／1：on 7.6

91 LoAd LoAd 恢复用户备份参数 0：oFF／1：on 7.6

92 dEF dEF 恢复出厂参数 0：oFF／1：on 7.6

VER VER 仪表版本

★：仪表显示为 6位 LED，左起前 2位显示参数序号，右边 4 位显示参数符号。

五. 标定校准

用户初次使用本仪表时，或者测量系统中的任一部分有所变化以及当前设备的标定参数不能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时，都

应该对本仪表进行标定。

标定参数在第 6 组参数中设置。（标定可以针对标定参数中的任一个或多个参数进行修改）

5.1 进入标定参数组

可参照【4. 参数设置方法】的方法操作仪表进入标定参数组（第 6组参数）。

还可以按照下述方法通过快捷键快速进入标定参数组。

 通过快捷键快速进入标定参数组

1 按一下 SET/K1 键后松开。

2 在 2 秒内按住 DISP/K2 键不松开，直到仪表显示 0000。

3 输入密码 1111 后，按 SET/K1 键，仪表显示 cALm，进入到标定参数组（即第 6 组参数）。

5.2 标定参数说明

以下参数为标定参数组内的各个标定参数的说明。

具体参数列表（参数符号、上下限、地址等），请参照【5. 参数一览】的说明。

cAlm（cALm）—— 标定方式选择

0： norm（norm）：有砝码标定 1：temp（tEmP）：无砝码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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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t（cALt）—— 标定时间（单位：分钟）

超过此时间，则仪表自动退回到测量状态。（整个第 6组参数均受此参数控制）

mv-v（mv-v）—— 传感器灵敏度（单位：mV／V）

仅用于无砝码标定，出厂默认值为 2.00000 mV／V

cAl0（cAL0）—— 零点标定时的零点 mV 值

cAlF（cALF）—— 增益标定时的增益 mV 值

仅用于有砝码标定，在完成有砝码标定后，仪表测量到该 mV 值时对应显示 cAlP（cALP）的值

cAlP（cALP）—— 增益标定对应的重量显示值

该值需小于仪表最大量程 Fr（Fr）的设定值，建议标定重量在最大量程 Fr（Fr）的 80%左右最佳

Fd（Fd）—— 显示分度

Fr（Fr）—— 仪表最大量程

 由于无砝码标定可能存在偏差，因此在无砝码标定时，可通过 in-A（in-A）、Fi（Fi）两个参数进行手动修正（有

砝码标定无此参数）。

in-A（in-A）—— 零点修正值，出厂设置一般为 0

Fi（Fi）—— 满度修正值，出厂设置一般为 1.00000

显示值 ＝（修正前的测量值 × 满度修正值）－ 零点修正值

 LocK（LocK）—— 锁定标定系数选择,出厂设置为 OFF

设置为 ON 时，锁定标定参数，即 cAL0、cALF 的数值仅可查看但不能自动标定

5.3 标定流程

■ 5.3.1 标定方式和标定过程

标定方式分为有砝码标定和无砝码标定。

有砝码标定：使用砝码标定增益。

无砝码标定：不标定增益，而是通过输入传感器灵敏度推算增益。

当现场不方便加载砝码进行系统标定时，可以使用无砝码标定。当更换了传感器或仪表，或者称重系统机构有变化时，

请重新标定。

 标定过程

1. 在标定前，先进入显示参数组，将小数点位置和单位选择参数设为所需值。

（目的是后续设置 CALP 参数和最大量程 Fr 参数时，显示值的小数点位置正常）

2. 首先按照前面的描述通过快捷键操作进入到标定参数组中，仪表显示本组首个参数“标定参数选择”的参数符

号 cALm（cALm）。

3. 按键操作进入该参数，选择需要使用的标定方式：有砝码标定或无砝码标定。选择对应的选项后，按 SET 键

保存参数。

4. 然后设置显示分度和最大量程：

短按 SET/K1 键几次直至仪表显示参数 Fd（Fd）“显示分度”。按键操作进入该参数，选择所需显示的最小

分度 1（或 2、5、10、20、50）后，按 SET/K1 键保存参数。

5. 保存上一个参数后，仪表显示下一个参数“仪表最大量程”的参数符号 Fr（Fr）。按 DISP/K2 键操作进入该参

数，将该值修改为所连接传感器的最大称重量程，按 SET/K1 键保存参数。

（★ 注意：由于仪表的显示分辨率为 1/100000，因此仪表最大量程 Fr≤显示分度 Fd×100000）

仪表显示回到标定参数组的首个参数 cALm（cALm）。

注 1：若仪表满量程显示范围不超过 Fr，则无需执行流程 5.中的 Fr 参数设置；

注 2：本仪表参数 Fd 出厂默认为 1，若无特殊要求，则无需执行流程 5.中的 Fd 参数设置

不同的标定方式，下一个参数也不同。

以下针对有砝码标定或无砝码标定分别详述标定流程：

举例说明：传感器量程 0~10000kg , 传感器灵敏度 2.00010 mV／V

 有砝码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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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面的流程 4）

6. 首先标定零点：

短按 SET/K1 键几下至仪表显示参数 cAL0 （cAL0）“零点标定时的零点 mV 值”,按 DISP/K2 键操作进入该

参数，仪表显示当前实时测量的 mV 值（不断刷新）。

7. 清空秤台，待显示稳定后，按 SET/K1 键保存零点 mV 值。

（显示不稳定时，MOT 指示灯会点亮；稳定后，指示灯熄灭）

8. 然后标定增益：

按 DISP/K2 键操作进入参数 cALF（cALF）中，仪表显示当前实时测量的 mV 值（不断刷新）。往秤台上加上 8000kg

的砝码(接近最大量程 Fr（Fr）的 80%)，待显示稳定后，按 SET/K1 键保存增益 mV 值。

9. 然后设置增益对应的重量显示值：

保存上一个参数后，仪表显示参数符号 cALP（cALP）“增益标定对应的重量显示值”。按 DISP/K2 键操作进入

该参数，将该值修改为刚才增益标定时的砝码重量。按 SET/K1 键保存参数。

 无砝码标定

（续上面的流程 4）

5. 首先输入传感器灵敏度：

保存上一个参数后，仪表显示参数 mv-v（mv-v）“传感器灵敏度”。按 DISP/K2 键操作进入该参数，将该值修

改为传感器标示的灵敏度 2.00010 mV／V。按 SET/K1 键保存参数。

6. 然后标定零点：

保存上一个参数后，仪表显示下一个参数“零点标定时的零点 mV 值”的参数符号 cAL0（cAL0）。按 DISP/K2

键操作进入该参数，仪表显示当前实时测量的 mV 值（不断刷新）。

7. 清空秤台，待显示稳定后，按 SET/K1 键保存零点 mV 值。

（显示不稳定时，MOT 指示灯会点亮；稳定后，指示灯熄灭）

8. 然后设置增益对应的重量显示值：

保存上一个参数后，仪表显示参数“增益标定对应的重量显示值”的参数符号 cALP（cALP）。按 DISP/K2 键操

作进入该参数，将该值修改为所连接传感器的最大称重量程。按 SET/K1 键保存参数。

9. 保存上一个参数后，仪表显示下一个参数“零点修正值”的参数符号 in-A（in-A）。按 DISP/K2 键跳过参数“零

点修正值”in-A（in-A）和“满度修正值”Fi（Fi）。这两个修正参数在标定时暂时先不处理，只有当测量时

发现有实际偏差时，再做二次修正才用到。

注意：无砝码标定后，检验无砝码标定效果，,在秤台上加上已知重量 800kg, 显示 800 kg，即

可使用。如果显示 801 kg，计算 800/801=0.99875，可通过满度修正值 87Fi（Fi）

设置 0.99875 调整即可。

■ 5.3.2 标定注意事项

 mV 数显示：

在标定参数下，参数 cAL0（cAL0）和 cALP（cALP）时，仪表显示实时传感器测量到的 mV 数值。该值可用于检查传

感器是否正常工作、检测传力机构的四角误差、检测传感器的线性度等：

◆ 检查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

当 mV 数随加载重量的变化时，说明传感器接线正确，传力机构工作正常；

当 mV 数为 oL（或-oL）时，表示 AD 测量溢出，说明此时传感器承受的压力过大（或过小），

进行卸载重量（或加载重量）处理后，如果处理后仍为 oL（或-oL），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

a）传力机构故障，请检查排除

b）传感器接线错误，请检查排除

c）传感器已损坏，请更换传感器

◆ 检测传力机构四角误差：

分别在秤台（或秤斗）的四角加载并记录对应 mV 数，如果存在明显的误差，请调整传力机构。

6. 功能及相应参数说明

6.1 显示设置

显示参数在第 2 组参数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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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显示单位和小数点位置

unit（unit）—— 单位选择（仪表面板上对应的指示灯会点亮）

参数值 选项 单位 参数值 选项 单位

0 kG（kG） 公斤 kg 3 kn（kn） 千牛 kN

1 t（t） 吨 t 4 n（n） 牛 N

2 G（G） 克 g 5 nm（nm） 牛·米 N·m

in-d（in-d）—— 显示值的小数点位置选择

参数值 小数点位置 参数值 小数点位置

0 000000. 3 000.000

1 00000.0 4 00.0000

2 0000.00 5 0.00000

■ 6.1.2 零点跟踪和清零

 零位跟踪：目的为了克服传感器的零点漂移。

如果在大于或等于 1 秒内，测量值在零位跟踪值设定范围内，读数将被跟踪至零。

 清零：在测量状态，测量值在清零范围内时，按 ZERO/K3 键（或开入）可使显示值清零。

（如果需通过开入清零，需要将开关量输入功能选择参数 di0F（di0F）参数设为 ZEro（ZEro））

★ 变动检测： 当测量值设定时间内的变化量超过设置的变动检测阈值时，仪表认为力值在变化中，此时不进行清零、

零位跟踪等操作。

tr-d（tr-d）—— 零点跟踪范围（单位：分度），设置 0 时零点跟踪 关闭。

trS（trS）—— 零点跟踪时间（单位：秒）

在零点附近，总重量不超过零点跟踪范围（tr-d），零点跟踪时间（trS）稳定不变时，自动清零功能。

Zror（Zror）—— 清零范围，（单位：百分比），按仪表最大量程 百分比设置。测量值在总重清零范围内， 手动

按 ZERO/K3 键（或外部开入）可使总重显示值清零。清零掉电不记忆。

测量值在总重清零范围外， 手动按 ZERO/K3 键（或外部开入）不能清零操作，显示“ALr2 ”提示无效 设

置 0 时，清零无效。

notn（notn）—— 变动检测阈值，（单位：分度）1 秒钟内，测量值变化超过该参数，为测量变动中，此时不进行

实现清零和零点跟踪功能。 设置 0 时，不进行变动判定。

 显示分度： 显示分度的说明，详见【6. 标定校准】部分。

 清零功能，对总值和净值均有效。

 零位跟踪功能，对净值无效。

■ 6.1.3 滤波、显示更新速率和仪表测量速度

FLtr（FLtr）—— 数字滤波时间常数

力值测量装置受其本身固有频率影响和外界振动的传导会产生随机振动，从而使仪表的显示值不稳定。可视其振动的

大小选择适当的数字滤波，使显示稳定。

振动小时选择较小的数字滤波值，振动大时选择较大的数字滤波值。

设定的数值越大，滤波作用越强，但对输入信号的变化反映越慢。可选范围为 1~20，出厂设置为 1。

ArmA（ArmA）—— 滑动平均滤波系数

连续取 n 个采样值作为一个队列，队列长度 n 即为本参数设置的数值。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替换掉原队列中队首的数据（先进先出原则），将队列中的全部数据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滤波结果。

滑动滤波的优点是对于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可选范围 1~10，出厂设置为 1。

 仪表内部先进行滑动平均滤波（ArmA）再进行数字滤波（FL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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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H（MotH）—— 测量修正判断门限

 Mov（Mov）—— 测量修正数值

当 测量值＜MotH 时，测量值 = 修正前测量值

当 测量值≥MotH 时，测量值 = 修正前测量值 + Mov

SPS（SPS）—— 测量速度选择

仪表 AD 的测量速度可选择：10 次/秒 或 80 次/秒

disp（disp）—— 上电显示内容选择

0：GroSS（GroSS）：总值 GROSS 1：nEt（nEt）：净值 NET

2：PEAk（PEAK）：峰值 PEAK 3：uALL（vALL）：谷值 VALL

4：P-v（P-v）：峰-谷值 P-V 5：tP（tP）：峰值过程量 tP

6：tv（tv）：谷值过程量 tv

At（At）—— 显示更新速率

表示显示刷新 1 次显示所需进行平均计算的采样个数。可选范围 1~32（次），出厂设置为 1（次）。

例如 设置为 5 时，5次采样值平均后显示更新 1次。

 仪表内部先进行滑动平均滤波（ArmA），克服周期性振动变化影响，再进行数字滤波（FLtr），克服突变噪音影响。 如

果显示还不如愿，未达到稳定显示要求，可适度设置显示更新速率（At），显示更新变慢，再次平均值处理，可获得

更好的稳定显示。

★ 对于峰值、谷值、峰值过程量、谷值过程量或峰-谷值显示无效。

★ 比较输出的控制周期仅受控于测量速度选择参数（SPS ），与显示更新速率无关。

■ 6.1.4 仪表工作方式

Fbc（Fbc）—— 仪表工作方式选择

参数值 选项 说明

0 norm（norm）
标准方式 Normal mode：有总值、净值功能

该模式下无需设置峰值/谷值阈值和回差参数（对应参数不显示）

1 EPm（EPm）

试验机方式 Experiment mode：有峰值、谷值、峰-谷值、峰值过程量、谷值过程量

功能

该模式可以设置峰值/谷值阈值和回差参数。

mAt、mAb、mint、minb（mAt / mAb / mint / minb）—— 峰值、谷值阈值和回差

当仪表工作方式设为试验机方式时，仪表有峰值、谷值和峰-谷值保持功能，相关参数如下：

mAt （mAt）： 峰值阈值：显示值超过峰值阈值后，启动峰值检测

mAb （mAb）： 峰值回差：显示值回落到峰值回差设置值后，停止峰值检测

mint （mint）： 谷值阈值：显示值低于谷值阈值后，启动谷值检测

minb （minb）： 谷值回差：显示值恢复到谷值回差设置值后，停止谷值检测

 检测流程

1. 如上图所示，当测量值超过“峰值阈值”后，仪表开始检测峰值；当测量值回落幅度超过“峰值回差”（图中 B1＝PEAK1

－“峰值回差”）后，仪表完成峰值检测。获取到峰值 PEAK1。

2. 检测到峰值后，只有当测量值回落到小于“峰值阈值”、然后再次超过“峰值阈值”，才能重新启动峰值检测过程。

★ 上图中的 PEAKn、VALLn 为峰值、谷值，tPn、tVn 为峰值过程量、谷值过程量

★ 测量值不超过“峰值阈值”，不触发峰值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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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到峰值后，只有当测量值回落小于峰值阈值设定值，然后再次超过峰值阈值设定值，重新启动峰值检测，并且覆

盖之前的峰值。

★ 谷值检测与峰值检测类似，不再单独描述。

最大最小值检测：

1. 将“峰值阈值”(或“谷值阈值”)设置为-999999（或 999999）或将“峰值回差”（或谷值回差）设置为 0时，峰值（或

谷值）实际是最大值（或最小值），一直保持增加（或减小）。只有重置峰谷值或重新上电才能清除。

手动清除峰/谷值：

长按 DISP/K2 键 2 秒，实现峰谷值及过程量的清零。

 标准方式和试验机方式下的显示切换

按 DISP/K2 键切换显示： 标准方式下： 切换显示总值／净值

试验机方式下：循环切换显示总值／峰值／谷值／峰-谷值/峰值过程

量/谷值过程量

面板上的指示灯指示当前显示的是哪个值，具体详见【3. 基本操作】的“面板和按键说明”

Poc（Poc）—— 上电清零、清峰谷值功能选择，设置 OFF 时仪表上电不自动清零、清峰谷值及过程量；设置 ON 时当

测量值在清零范围内，则仪表上电自动清零、清峰谷值及过程量

di0F（di0F）—— 开关量输入功能选择

开关量输入的功能支持自定义：

参数值 选项 说明

0 nonE（nonE） 不使用

1 ZEro（ZEro）
清零、清峰谷值及过程量：在测量状态，测量值在清零范围内时，可使显示值和峰

谷值及过程量清零

2 tArE（tArE） 去皮：在测量状态，随时可以使用去皮功能

3 Alrm（ALrm）

允许比较输出：启用此功能后，仪表只有当开关量输入有效时，执行正常比较输出

功能。否则比较输出状态锁定为当前输出状态）

★ 比较输出被禁止时，单位指示灯闪烁进行提示

4 Hold（HOLD） 锁定显示：在测量状态，可使显示锁定

5 cLPu（cLPu） 峰谷值清零：开关量有效，则可实现峰谷值及过程量清零功能

 清零与去皮

在标准工作方式下，仪表支持按 TARE/K4 键（或通过开入）去皮：

仪表支持按 ZERO/K3 键（或通过开入）总值（毛重）清零：

净值（净重）＝总值（毛重）－皮重

 清零与去皮的区别：

清零：测力装置的零点发生改变时，使用清零功能将显示清零。

显示值只有在清零范围参数设定的范围内，才能使用清零功能。

清零掉电不保持。

去皮：同时关心总重和净重时，使用去皮功能。随时可以操作去皮功能，不受范围限制。

去皮掉电不保持。

 开关量输入的识别时间

 开关量输入的有效识别时间：

信号由无效变为有效，且维持有效状态至少 10ms 以上，则识别为开关量输入有效。

否则按无效处理。

6.2 比较输出

该功能为选配功能。不同型号仪表可根据选配清单配置比较输出的点数：

160×84 尺寸仪表可选配 0/4/8 点比较输出。

98×49.5 尺寸仪表可选配 0/2 点比较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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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输出的功能在第 1组参数中设置（仅 oA1 参数在第 2 组参数中）。

有通讯功能的仪表，当 ctd 参数（比较输出控制权选择）设置为 on 时，比较输出状态与测量值无关。

比较输出是指测量值超过设定的范围时，仪表的指示灯及输出继电器的反应；

针对每输出点均可独立设置比较方式、设定值、灵敏度、延时、偏差比较值、比较数据源 6个参数。

ALS1 ~ ALS4（ALS1~ ALS4）—— 比较数据源选择

参数值 选项 对应数据源

0 GroSS（GroSS） 总值 GROSS

1 nEt（nEt） 净值 NET

2 PEAk（PEAK） 峰值 PEAK

3 uALL（vALL） 谷值 VALL

4 P-v（P-v） 峰-谷值 P-V

5 tP（tP） 峰值过程量 tP

6 tv（tv） 谷值过程量 tv

7 diSp（diSP） 显示值 DISP

★ 若设置峰值/谷值过程量报警，则仪表仅在峰值检测结束时判断报警输出，在测量值降至“峰值/谷值阈值”时，输出

全部断开，等待下次峰值检测

ALo1 ~ ALo4（ALo1~ ALo4）—— 比较方式

参数值 选项 比较方式 输出条件

0 -HH-（HH） 上限输出 比较数据源的值 ＞ 比较设定值

1 -LL-（LL） 下限输出 比较数据源的值 ≤ 比较设定值

2 -AA-（AA） 偏差上限输出 （比较数据源的值－偏差比较值）＞ 比较设定值

3 -bb-（BB） 偏差下限输出 （比较数据源的值－偏差比较值）≤ 比较设定值

4 HLPS（HLPS） 偏差绝对值上限输出 |比较数据源的值－偏差比较值|＞ 比较设定值

5 n-HL（n-HL） 偏差绝对值下限输出 |比较数据源的值－偏差比较值|≤ 比较设定值

6 -EE-（EE） 待机上限输出

7 -FF-（FF） 待机下限输出

8 -QQ-（QQ） 待机偏差上限输出

9 -rr-（RR） 待机偏差下限输出

比较方式有上述 10 种，分为基本 6 种和待机方式 4 种（偏差绝对值比较时，灵敏度参数无效）

 待机方式： 指仪表上电时比较数据源的值处于输出区间时不输出，

当比较数据源的值进入不输出区间后建立待机条件，此后正常输出。

oUt1 ~oUt4（oUt1~ oUt 4）—— 比较设定值

HYA1~ HYA4（HYA1~ HYA4）—— 比较灵敏度

灵敏度为根据需要设定的输出恢复的外延区域，可防止比较数据源的值在比较设定值附近波动时造成输出频繁 ON/OFF

dLY1 ~ dLY4（dLY1~ dLY4）—— 比较延时（单位：秒）

为防止由于短时信号波动造成的误输出，引起继电器误动作，防止引起安全联锁。每个比较点的比较延时可设置 0~60

秒延迟触发。当比较输出产生后连续设定秒内信号均处于输出状态，继电器才动作。

报警恢复不受此功能控制。

Av1~ Av4（Av1~ Av4）—— 偏差比较值

oA1（oA1）—— 比较输出密码选择（本参数在第 2组参数中设置）

该参数决定上面描述的各个比较输出参数是否允许修改：

参数值 选项 说明

0 oFF 不允许修改

1 on 允许修改

比较参数（第 1 组参数）仅在 oA1 参数设为 on 时允许修改，否则会提示“-oA1- ”，放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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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机方式  比较方式：比较灵敏度

以待机下限输出为例： 以上限输出为例：

 通过开关量输入控制比较输出

开关量输入可以设置为“允许比较输出”功能

开入闭合，判断比较输出状态，

开入断开，判断比较输出状态锁定不变，待开入再次闭合，判断比较输出状态锁定解除，再次判断比较输出状态，（详

见【■ 6.1.4 仪表工作方式】中的开关量输入功能选择的内容

6.3 变送输出

该功能为选配功能。变送输出参数在第 3组参数中设置。

模拟量输出功能的输出形式，首先取决于订货型号（详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选配规格-模拟量输出部分），

在订货规格的基础上，还受到下面所述的 Aot 参数的控制。

有通讯功能的仪表，当 cAt（变送输出控制权选择）参数选择为 on 时，仪表不进行变送输出处理。

AoS（AoS）—— 变送输出数据源选择

0：GroSS（GroSS）：总值 GROSS 1：nEt（nEt）：净值 NET

2：PEAk（PEAK）：峰值 PEAK 3：uALL（vALL）：谷值 VALL

4：P-v（P-v）：峰-谷值 P-V 5：tP（tP）：峰值过程量 tP

6：tv（tv）：谷值过程量 tv 7：diSp（diSP）：显示值 DISP

Aot（Aot）—— 变送输出信号类型选择

0：4-20 输出为(4~20)mA 1：0-10 输出为(0~10)mA 2：0-20 输出为 (0~20)mA

3：1-5v 输出为 (1~5)V 4：0-5v 输出为 (0~5)V 5：Pn-u（Pn-u）：输出为(±5)V 或 (±10)V

AotH、AotL（AotH、AotL）—— 变送输出上下限设定值。H为上限、L 为下限

变送输出信号出厂需指定

举例：变送输出， 总重量 0~100000kg. 对应 4-20mA，或对应 0-5V

参数 名称 4~20mA 设置 0-5V 设置

30Aos 变送输出数据源选择 GroSS ：总值 GroSS ：总值

 比较方式：上限输出  比较方式：下限输出

 比较方式：偏差上限输出  比较方式：偏差下限输出

 比较方式：偏差绝对值上限输出  比较方式：偏差绝对值下限输出



南京驰原

第 14 页 共 24 页

31Aot 变送输出类型选择 4-20 0-5v

32aotH 变送输出上限 100000 100000

33AotL 变送输出下限 0 0

6.4 通讯接口

该功能为选配功能。通讯参数在第 4 组参数中设置。

Add（Add）—— 仪表通讯地址，设置范围 0~99，出厂默认值为 1

bAud（bAud）—— 通讯速率选择，设置范围 0~6，依次表示 2400 / 4800 / 9600 / 19200 / 38400 / 57600 / 115200(bps)

Pro（Pro）—— 通讯协议选择

0：Tc-Asc（TC ASCII 协议） 1：modbUs（Modbus-RTU 协议）

2：b1-Asc（TC ASCII 协议且通讯数据为 5 位）

3：b2-Asc（TC ASCII 协议且通讯数据为 5 位，参数地址与旧表同）

oES（oES）—— 校验方式选择（仅当 Modbus 协议时有效）

当通讯协议选择为 Modbus 协议时，本参数才显示

0： n 无校验（None） 1：odd 奇校验（Odd） 2： EvEn 偶校验（Even）

ctd（ctd）—— 比较输出控制权选择

选择为 oFF 时，仪表按比较输出功能控制。

选择为 on 时，控制权转移到计算机，比较输出直接由计算机发出的开关量输出命令控制。

ctA（ctA）—— 变送输出控制权选择

选择为 oFF 时，仪表按变送输出功能输出。

选择为 on 时，控制权转移到计算机，变送输出直接由计算机发出的模拟量输出命令控制。

Act（Act）—— 主动发送选择

参数值 选项 说明

0 nonE（nonE） 标准通讯模式：从机模式

1 GroSS（GroSS） 主动发送：总值 GROSS

2 nEt（nEt） 主动发送：净值 NET

3 PEAk（PEAK） 主动发送：峰值 PEAK

4 uALL（vALL） 主动发送：谷值 VALL

5 P-v（P-v） 主动发送：峰-谷值 P-V

6 tP（tP） 主动发送：峰值过程量 tP

7 tv（tv） 主动发送：谷值过程量 tv

8 diSp（diSP） 主动发送：显示值 DISP

标准通讯模式为从机模式，仪表接收到发自上位机的通讯指令并作出响应，每接收到一条指令对应返回相应数据给上位

机。

如需要由仪表自主的、一直不断的连续主动发送数据给上位机（不再响应接收指令），可将 Act（Act）参数设为 1~8，

对应主动发送不同的数据。

 仪表在设为主动发送后，不再响应接收指令。如需响应上位机发送的接收指令，需要先按键操作将 Act（Act）参数

设为 nonE（nonE）。主动发送的波特率不能低于 19200BPS，否则提示 ERR

 主动发送数据的周期与仪表测量周期一致，Modbus 协议不支持主动发送模式，只支持从机模式。

 有关通讯指令的详细说明详见下文

6.5 折线修正

折线修正参数在第 5 组参数中设置。

当输入信号与显示数据呈单调上升的非线性，并且在订货时不能确定其数据，需要在标定时进行修正，可利用仪表的

折线运算功能。

单调上升是指在输入信号全范围内，输入信号增加，显示数据也增加。不会出现输入信号增加，显示数据反而下降

的情况。

FnUm（FnUm）—— 折线段数选择，决定下面的折线修正开放多少组参数供用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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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默认值为 0，表示关闭折线修正功能。

 FmV（FmV）—— 折线物理量选择，设置为 ON 时表示是针对输入 mv 与显示值的非线性修正

F1 ～F10（F1~F10）—— 测量值 01~10

S1 ～S10（F1~F10）—— 显示值 01~10

小于测量值 1（F1）的测量值，仪表按后一段的数据向下递推

大于测量值 10（F10）的测量值，仪表按前一段的数据向上递推

 折线修正

设置方法

 折线运算需要在量纲转换和调校后进行。

 先将需要进行折线修正的通道的折线段数选择参数设为 0，关闭折线运算功能。

 仪表接入输入信号后，从小到大增加输入信号，在此过程中记录下各折线点的测量值和标准值。

 将折线段数选择参数设为需要的实际修正段数，并设置各折线点的测量值和标准值。

 折线段数选择参数需设为大于 3，否则折线修正点数过少，算法不生效。

6.6 参数备份和恢复

参数备份和恢复功能在第 7 组参数中设置。

 参数备份方法：

1. 通过密码 2027 进入第 7 组参数（用户参数）。

2. 按键操作进入用户备份参数 SAvE（SAvE）中，将其修改为 on，并按 SET/K1 键确认。

3. 确认后，仪表显示“---- ”并开始备份参数，直至备份完成，显示“ok ”(ok)，并自动退出备份。

★ 在备份过程中，请勿触碰按键或断电。

 参数恢复方法和恢复出厂参数的步骤与上述参数备份方法一样，

分别进入 LoAd（LoAd）和 dEF（dEF）参数中操作即可。

6.7 仪表显示内容说明

 仪表在正常测量时，显示数值。

 当测量值数据异常时的显示：

输入信号超限造成仪表内 A/D 转换溢出： 采样正溢出时，测量数据显示 oL

采样负溢出时，测量数据显示－oL

仪表显示超出最大量程参数 Fr（Fr）的设定值的 1.05 倍：显示 oL

 设置状态下的错误提示，此类错误信息在重新标定后才会消除：

 “Err ”：表示标定参数超出设定范围或增益过低

 测量状态下的错误提示，此类错误信息在重新标定后才会消除：

 “Err2 ”：表示增增益标定时的增益 mV 值 CALF ≤ 零点标定时的零点 mV 值 CAL0

 测量状态下的警告提示，此类警告信息延时 3秒或按任意键后可消除：

 “ALr1 ”：清零操作时，当前重量显示不稳定，提示 ALr1 不执行清零操作，测量值稳定后自动消除

 “ALr2 ”：清零操作时，当前重量超过清零范围参数设定值，提示 ALr2 不执行清零操作

 “ALr3 ”：仪表最大量程 Fr 设置不合适，（Fr／Fd）＜100 或（Fr／Fd）＞100000

 “ALr4 ”：系统增益过低，导致显示值不稳定或出现明显误差，此警告信息在重新标定后才会消除。

导致 ALr4 警告的原因通常包括：

传感器灵敏度过低，或 Fr 与传感器额定载荷的比例过低，导致传感器输出 mV 值过小。

 “ALr5 ”："50FNUM"参数不为 0，但不符合折线修正的条件（有效修正点小于 3 个或不符合递增规律）时提示 ALr5

7. 通讯说明..

7.1 TC ASCII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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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关于命令集

 命令构成：

『定界符』『地址』『内容』『常数』『数据』『校验核』『结束符』

定界符： 每个命令必须以定界符开始。有 6 种有效的定界符：＃、＄、％、&、'和 "

地 址： 紧跟着定界符后面的是两位指定目标仪表的地址。 用“AA”表示

内 容： 用于指定仪表通道或参数地址。 用“BB”表示

常 数： 用于指定命令常数。 用“DD”表示

数 据： 仅设置参数命令有数据内容。 用“data”表示

校验核： 可选择附上二字符的校验核。 用“CC”表示

结束符： 每个命令必须用回车符（）0DH 结束

 命令集：

#AACC 读总值 GROSS

#AABBCC 读其它测量值

#AA0001CC 读输出模拟量值（变送输出）

#AA0002CC 读开关量输入状态

#AA0003CC 读开关量输出状态（比较输出）

'AABBCC或'AA@@BBBBCC 读仪表参数的表达符号（名称）

$AABBCC或$'AA@@BBBBCC 读仪表参数值

%AABB(data)CC或%AA@@BBBBCC 设置仪表参数值

%AA@@2302+000000CC 测量值清零，同时清峰谷值及峰谷值过程量

%AA@@2304+000000CC 峰值、谷值、峰值过程量、谷值过程量清零

&AA(data)CC 输出模拟量

&AABBDDCC 输出开关量

 上述命令中的 CC 表示可选择的二个字符的校验核。使用方法详见【8.1.2】

 仪表回答：

 回答定界符有 2类：=、!、>

以 # 作定界符的命令，回答以 = 做定界符

以 '、$、%作定界符的命令，回答以 ! 做定界符

以 & 作定界符的命令，回答以 > 做定界符

 在下列情况下仪表对命令不回答：

①.未收到有效定界符或结束符 ②.仪表地址不符

③. 波特率不符 ④. 校验和不符

在下列情况下仪表回答?AA

①.命令长度不符 ②.命令中的数据格式错

③.操作仪表硬件不支持的功能 ④.读取或设置仪表未规定的参数

⑤.当 ctd、ctA 参数为 oFF 时执行输出指令

■ 7.1.2 校验核

功 能： 校验核帮助检测从计算机至仪表的命令错误和检测从仪表至计算机的回答错误。

校验核功能在命令和回答字符串外加 2 个字符，不影响传送速率。

 设 置： 是否使用校验核不需对仪表进行设置，仪表自动判断计算机发出的命令中是否含有校验 核。

如果命令中含有校验核，则仪表回答时自动外加 2个字符的校验核。

这意味着计算机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网络中的某些仪表，或某些命令采用校验核。

 格 式： 校验核范围从 00~FFH，用 2位 40H~4FH 的 ASCⅡ码表示，

在命令或回答的结束符（）前发送。

如果计算机发出的命令中的校验核不正确，仪表将不回答。

 计 算： 命令的校验核等于所有命令 ASCⅡ码值的和，超过范围时保留余数。

回答的校验核等于所有回答 ASCⅡ码值的和再加上本仪表地址的 ASCⅡ码值，超过范围时保留余数。

例：本例说明校验核的计算方法： 命令：＃0102NF 回答：=＋123.5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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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字符串的校验核按如下计算：

校验核＝23H＋30H＋31H＋30H＋32H＝E6H

＃，0，1，0，2 的 ASCⅡ码分别为 23H，30H，31H，30H，32H。这些 ASCⅡ码的和为 E6H， 用 二 位 40 ～

4FH 的 ASCⅡ码表示为 4EH，46H，即 N、F。

回答字符串的校验核按如下计算（假设仪表地址 Ad＝1）：

校验核＝3DH＋2BH＋31H＋32H＋33H＋2EH＋5H＋41H＋30H＋31H＝203H

=，＋，1，2，3，，5，A 的 ASCⅡ码分别为 3DH，2BH，31H，32H，33H，2EH，35H，41H。这些 ASCⅡ码的和再加

上仪表地址的 ASCⅡ码 30H，31H 为 203H，余数为 03H，用二位 40~4FH 的 ASCⅡ码表示为 40H，43H，即@、C

 回答字符串中的 A 表示报警状态，说明详见【8.1.3】

■ 7.1.3 读总值 GROSS 命令

 说 明： 本命令读回指定仪表的测量值和比较状态

 命 令： #AA
#为定界符

AA（范围 00~99）表示指定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0DH）为结束符

 回 答： = (data)
=为定界符

data 为主测量值（即：总值 GROSS）及报警状态

测量值由“＋”或“－”、“ 小数点”，6位工程量值、报警状态共 9个字符组成

报警状态值的范围 40~4FH，其低 4位 D0~D3 分别表示关联到主测量值输出的第 1到

第 4 报警点的状态（注★）：

“1”表示处于报警状态

“0”表示处于非报警状态

（0DH）为结束符

★ 注 1：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报警状态字节表示的报警点并非硬件上的报警点 1~4。而是关键到主测量值的报警点 1~4。

具体取决于每个报警点选择的比较数据源是什么。

比如一台仪表设置的报警点 1 和报警点 3 的比较数据源是总值 GROSS（其它报警点不关联到总值 GROSS）,那么，本

条指令读取到的报警状态中的 D0 和 D1 位置就表示报警点 1 和报警点 3 的状态。

★ 注 2：如果关联到数据源的报警点超过 4，则本条指令只能读取到前 4 个关联的报警点状态。如需读取后面的报警点

状态，请使用读开关量输出状态的指令。

例：本命令读取地址为 01 的仪表的主测量值（总值 GROSS）： 命令：#01 回答：=+01234.5A
回答表明：测量值为+1234.5，该值对应的第 1 比较点处于输出状态

■ 7.1.4 读其它测量值命令

 说 明： 本命令读回指定仪表的测量值和比较状态

 命 令： #AABB
#为定界符

AA（范围 00~99）表示指定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BB（范围 00~07）表示需要读取的测量值类型

取值 表示 取值 表示

00 总值 GROSS 04 峰-谷值 P-V

01 净值 NET 05 峰值过程量 tP

02 峰值 PEAK 06 谷值过程量 tv

03 谷值 VALL 07 显示值 DISP

（0DH）为结束符

 回 答： =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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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界符

data 为需要读取的测量值及报警状态

测量值由“＋”或“－”、“ 小数点”，6 位工程量值、报警状态共 9 个字符组成

报警状态值的范围 40~4FH，其低 4位 D0~D3 分别表示关联到主测量值输出的第 1到

第 4 报警点的状态（注★）：

“1”表示处于报警状态

“0”表示处于非报警状态

（0DH）为结束符

★ 注 1：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报警状态字节表示的报警点并非硬件上的报警点 1~4。而是关联到需要读取的测量值类型

的报警点 1~4。具体取决于每个报警点选择的比较数据源是什么。

比如一台仪表设置的报警点 2和报警点 5的比较数据源是净值 NET（其它报警点不关联到净值 NET），那么，本条指

令读取到的报警状态中的 D0 和 D1 位置就表示报警点 2 和报警点 5 的状态。

★ 注 2：如果关联到数据源的报警点超过 4，则本条指令只能读取到前 4 个关联的报警点状态。如需读取后面的报警点

状态，请使用读开关量输出状态的指令。

例：本命令读取地址为 01 的仪表的净值 NET： 命令：#0101 回答：=+01234.5B
回答表明：测量值为+1234.5，该值对应的第 2 比较点处于输出状态

■ 7.1.5 读模拟量输出值和开关量输入、输出状态命令

 说 明：本命令读回指定仪表当前输出的模拟量值或当前开关量输入状态或当前开关量输出状态。

当仪表无该功能时，读回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命 令： #AABBDD
#为定界符

AA（范围 00~99）表示指定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BB 由 DD 决定其取值范围

DD（范围 01~03）指定读取内容

DD = 01 时，表示读取当前输出的模拟量值（变送输出）

DD = 02 时，表示读取当前开关量输入状态

DD = 03 时，表示读取当前开关量输出状态（比较输出）

（0DH）为结束符

 回 答： = data
=为定界符

① 当命令中 DD 为 01 时，BB 等于 00，表示本仪表唯一的模拟量输出通道，

“data”表示当前模拟量通道的输出值。用百分数表示，范围为-6.3% ~ +106.3%，

由“＋”或“－”、“. ”小数点、4 位模拟量值共 6个字符组成

② 当命令中 DD 为 02 时，BB 的取值范围 00~07，则，

“data”表示当前开关量输入状态。用 2 个 40~4FH 的字符表示，共 8 个开关量状态，

第 1 个字符的低 4 位 D0~D3 分别表示第 5~8 点开关量状态，

第 2 个字符的低 4 位 D0~D3 分别表示第 1~4 点开关量状态，“1”表示有效。

③ 当命令中 DD 为 03 时，BB 的取值范围 00~07，则，

“data”表示当前开关量输出状态。用 2 个 40~4FH 的字符表示，共 8 个开关量状态，

第 1 个字符的低 4 位 D0~D3 分别表示第 5~8 点开关量状态，

第 2 个字符的低 4 位 D0~D3 分别表示第 1~4 点开关量状态，“1”表示有效。

（0DH）为结束符

例：本命令读取地址为 01 的仪表当前模拟量输出值： 命令：#010001 回答：=+053.2
回答表明：输出值为+53.2%

例：本命令读取地址为 01 的仪表当前开关量输出状态：命令：#010003 回答：=@B
回答表明：第 2 比较点处于输出转改，其它比较点均未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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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输出模拟量命令

 说 明：仅适用于具有模拟量输出功能的仪表，本命令将一个值送到指定的仪表，仪表收到数据，

就将该数值转成模拟量输出。

注意应先通过设置参数命令将模拟量输出控制权转到计算机。

 命 令： &AA(data)
&为定界符

AA（范围 00~99）表示指定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BB 由 DD 决定其取值范围

data 为输出数值：由“＋”或“－”，4位数值共 5 个字符组成。数据格式为百分数，

保留小数后 1 位，范围从-6.3%到+106.3%，输出的绝对值由仪表决定。

（0DH）为结束符

 回 答： >AA
>为定界符

AA 为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0DH）为结束符

例：命令：&01＋0500 回答：>01
本命令将 50%的值，送到地址为 01 的仪表。如果仪表的输出量程为 4-20mA，收到该值后将输出 12mA（4mA＋0.50×16mA

＝12mA）

回答表示输出完成

■ 7.1.7 输出开关量命令

 说 明： 仅适用于具有数字量输出功能的仪表，本命令置单一输出通道或置全部输出通道。

注意应先通过设置参数命令将开关量输出控制权转到计算机。

 命 令： &AABBDD
&为定界符

AA（范围 00~99）表示指定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BB 表示单一通道或置全部通道

DD 当置全部通道时，由 40~47H 2 位 ASCII 码表示输出值

当置单一通道时，DD 只能为 40H，40H（表示该通道 OFF）或 40H，41H（表示该通道 ON）

（0DH）为结束符

 回 答： >AA
>为定界符

AA 为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0DH）为结束符

例： 命令：&01@B@A 回答：>01
本命令为置地址为 01 的仪表比较输出通道 2 为 1，其它通道不受影响

回答表示输出完成

■ 7.1.8 读参数符号命令

 说 明： 本命令读会指定仪表的指定参数的符号。

 命 令： 'AABB
'为定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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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范围 00~99）表示指定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BB（范围 01~6DH）表示参数的二位十六进制地址，详见【5. 参数一览】

（0DH）为结束符

 回 答： ！AA
！为定界符

(data)为参数的表示符号，共 4个字符组成

（0DH）为结束符

■ 7.1.9 读参数命令

 说 明： 本命令读回指定仪表的指定参数的值

 命 令： $AABB
$为定界符

AA（范围 00~99）表示指定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BB（范围 01~6DH）表示参数的二位十六进制地址，详见【5. 参数一览】

（0DH）为结束符

 回 答： ! (data) 
! 为定界符

data 为参数值

参数值由“＋”或“－”、“ 小数点”，6 位参数数值共 8个字符组成

（0DH）为结束符

 仪表参数与功能相关，仪表订货时没有的功能其相应参数未开放，读未开放的参数时将回答 ?AA

例：本命令读取地址为 01 的仪表的比较点 1 的比较设定值参数，参数地址为 03H

命令：$0103 回答：!+01000.0
回答表明：该参数值为+10000.0

■ 7.1.10 设置参数命令

 说 明： 本命令用于设置仪表参数

设置参数时，必须先将密码参数 oA（oA）设置为对应参数组正确的密码值。

设置工作完成后，应将密码设置为 0。

 命 令： %AABB(data)
%为定界符

AA（范围 00~99）表示指定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BB（范围 01~6DH）表示参数的二位十六进制地址，详见【5. 参数一览】

data 为参数值，由“＋”或“－”，6 位参数值，共 7个字符组成。不含小数点。

不改变原参数的小数点位置，省略了小数点。例如 0.137，1.37，13.7，137 均表示为＋0137

（0DH）为结束符

 回 答： ! AA
! 为定界符

AA 为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0DH）为结束符

 参数写入次数限制（TC ASCII 和 MODBUS-RTU）

★ 特别说明写参数最多可重复写 10 万次，编程时要特别注意！不要频繁写入！

例：本例第 1 个命令将地址为 01 的仪表密码设置为 1111，为命令 2，命令 3 做准备

第 2 个命令将仪表的数字滤波时间常数（地址为 36H），设为 20

命令：％0101＋001111 回答：！01
命令：％0136＋000020 回答：！01

■ 7.1.11 清零、清峰谷值及过程量命令

 说 明： 本命令用于测量值清零、峰值、谷值及过程量清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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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 令： %AA@@2302+000000 测量值清零、峰谷值清零、峰谷值过程量清零

%AA@@2304+000000 峰值、谷值、峰值过程量、谷值过程量清零

%为定界符

AA（范围 00~99）表示指定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2302+000000 为测量值清零、峰谷值清零、峰谷值过程量清零指令

@@2304+000000 为峰值、谷值、峰值过程量、谷值过程量清零指令

（0DH）为结束符

 回 答： ! AA
! 为定界符

AA 为仪表二位十进制地址

（0DH）为结束符

7.2 MODBUS-RTU 协议

■ 7.2.1 RTU 传输模式

 数据格式：每个字节的格式为：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1位奇偶校验位，1~2 位停止位。

 Modbus 报文 RTU 帧：

起始 地址 功能码 数据 CRC 校验 结束

≥3.5 字符 8位 8 位 N×8位 16 位 ≥3.5 字符

■ 7.2.2 命令集

本仪表支持的 Modbus 命令集如下：

命令名称
Modbus

命令类型

功能码

（16 进制）

起始地址

（16 进制）

读取总值 GROSS

读输入寄存器
04H

（或 03H）

0000H（或 8000H）

读取净值 NET 0002H（或 8002H）

读取峰值 PEAK 00004H（或 8004H）

读取谷值 VALL 0006H（或 8006H）

读取峰-谷值 P-V 0008H（或 8008H）

读峰值过程量 tP 000AH（或 800AH）

读谷值过程量 tv 000CH（或 800CH）

读取显示值 000EH（或 800EH）

读取开关量输入状态 读输入离散量 02H 0000H

读取开关量输出状态 读线圈 01H 0000H

读取模拟量输出百分比 读多个保持寄存器 03H 4402H

读取仪表参数值 读多个保持寄存器 03H 『5. 参数一览』的参数表格中

所述的地址×2修改仪表参数值 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10H

设置模拟量输出 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10H 4402H

测量值、峰值、谷值及过程量清零 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10H 0A00/4604

峰值、谷值及过程量清零 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10H 0A00/4608

输出单个开关量 写单个线圈 05H

输出多个开关量 写多个线圈 0FH

功能码为 03H、04H、10H 时，Modbus 通讯的数据格式为 32 位浮点数（IEEE-754）

■ 7.2.3 命令实例：读测量值

 发送：

AA 04 BBBB 0002 CCCC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对应起始地址 寄存器个数 CRC 校验值

BBBB：0000／0002／0004／0006／0008／000A／000C／000E

 应答：

AA 04 04 Data C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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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功能码 测量值字节数 测量值 CRC 校验值

注意上述内容都是以十六进制表达的

例：读地址为 01 的仪表的总值

命令：01 04 0000 0002 71CB

应答：01 04 04 42F6CCCD 5A9B

应答表示该仪表总值为 42F6CCCDH，即 123.4

■ 7.2.4 命令实例：读开关量输入状态

 发送：

AA 02 BBBB DDDD CCCC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开关量起始地址 开关量点数 CRC 校验值

BBBB：0000 DDDD：0001

 应答：

AA 02 01 Data CCCC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开关量字节数 输出开关量状态 CRC 校验值

注意上述内容都是以十六进制表达的

■ 7.2.5 命令实例：读开关量输出状态

 发送：

AA 01 BBBB DDDD CCCC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开关量起始地址 开关量点数 CRC 校验值

BBBB：0000~0003 DDDD：0001~0004

 应答：

AA 01 01 Data CCCC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开关量字节数 输出开关量状态 CRC 校验值

注意上述内容都是以十六进制表达的

■ 7.2.6 命令实例：读取参数值、读模拟量输出百分比

 发送：

AA 03 BBBB 0002 CCCC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参数起始地址 寄存器个数 CRC 校验值

BBBB：『5. 参数一览』的参数表格中所述的地址×2

 应答：

AA 03 04 Data CCCC

通讯地址 功能码 测量值字节数 测量值 CRC 校验值

注意上述内容都是以十六进制表达的，读模拟量输出百分比命令与上仅起始地址不同

■ 7.2.7 命令实例：设置参数值

 发送：

AA 10 BBBB 0002 04 Data CCCC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参数

起始地址

要修改的

寄存器个数
参数字节数

写入的

参数值
CRC 校验值

BBBB：『5. 参数一览』的参数表格中所述的地址×2

 应答：

AA 10 BBBB 0002 CCCC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参数起始地址 要修改的寄存器个数 CRC 校验值

 设置参数时，应先将密码设定值设为 01111（十进制）

■ 7.2.8 命令实例：清零

 发送：

AA 10 BBBB 0002 04 Data C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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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功能码
参数

起始地址

要修改的

寄存器个数
参数字节数

写入的

参数值
CRC 校验值

BBBB 为 4604（测量值、峰谷值及过程量清零）或 4608（峰谷值及过程量清零）时，Data 为 00000000

BBBB 是 0A00 时，Data 为 450AE000 表示测量值、峰谷值及过程量清零；为 45505000 表示峰值及过程量清零

 应答：

AA 10 BBBB 0002 CCCC

通讯地址 功能码 参数起始地址 要修改的寄存器个数 CRC 校验值

南京驰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400 025 1066

技术热线：025-84100015、84100017

传真：025-84100065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神州路 37 号

网址：www.jschiyuan.com

E-mail:jschiyuan@163.com

http://www.cnchuanganq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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