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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要声明 

一、 感谢您购买我司设计的“称重管理软件”。请在使用“称重管理软件”之前务必

认真详细阅读本说明书，以便了解管理软件的优越性能和强大的功能，当您开始使用

“称重管理软件”时，本公司认为您已经认真阅读了本说明书。 

二、 由于不同的客户需求不尽相同，本手册的部分内容描述可能会与您手中的实物不

尽相同，有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第二章 系统说明 

一、系统要求 

1.1、个人计算机配置 

硬件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电脑主机 个人计算机（不支持苹果） 工控机 

CPU Celeron4 1.7以上 酷睿 I3及以上 

内存 1G 4G 

硬盘 500G 1T 

显示器 19寸液晶显示器 23.5寸液晶显示器 

光驱 52X 52X 

串口（9针） 1个（或配置串口卡，不推荐

使用USB转串口的线缆） 

4个以上 

USB接口 2个 4个 

操作系统 Windows7（32位） Windows7（3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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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接口配置 

串口（九针）即RS-232 接口。计算机至少需要配置1 个空闲的串口来连接称重显示器（称

重仪表）。 

USB 接口，计算机至少需要配置一个空闲的USB 接口来连接软件狗（加密锁）。需要使用了

USB 转串口的连接线，则需要多配置一个USB 接口。 

1.3、设备支持说明（视频支持、大屏幕支持、语音支持） 

我司系统目前支持的硬件如下： 

 视频设备： 

海康威视、大华常见型号的网络摄像机及硬盘录像机。 

 大屏幕： 

采用点阵式LED的大屏幕。 

 语音播报：（需要计算机上带有声卡接口与音箱设备） 

采用电脑微软语音库Microsoft SpeechSDK 开发，支持音箱接口直接输出语音。 

1.4、操作系统需求 

本软件推荐使用简体中文Windows7 操作系统 32 位或64 位（繁体或其他语言版本，可能

有些文字无法正常显示）能够稳定运行本软件。 

如果需要使用语音播报功能， Windows7 系统必须检查控制面板中是否有存在“语音”功

能。 

二、软件简单运行步骤 

2.1、称重软件安装 

打开计算机，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Windows 操作系统，放入称重软件安装光盘（或有插入有

安装程序的U 盘），启动称重软件安装程序，根据相应提示，完成软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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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安装路径选为非系统盘中（如D：、E：、F：）这样可避免在重装操作系统的时候导

致数据丢失。 

 

2.2、启动称重软件 

 在称重软件安装完毕后，在桌面上会出现一个“称重管理系统”的图标。双击运

行它。 

  “请插入加密狗” 

加密狗是软件的版权保护硬件，不使用加密狗，将在软件测试期结束后，无法进

行称重操作。首次插入加密狗时，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程序，如果未插入加密狗、系

统无法安装驱动程序（一般是USB 接口损坏）或者加密狗指示灯不亮(一般为加密狗

损坏)，那么系统将提示“请你插入加密狗！”。 

注：已经提前插入加密狗时不会上述提示。 

 在首次登录称重系统的时候，默认的用户名有“管理员”和“过磅员”；默认密

码均为【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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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登录系统后及时将修改管理员的默认密码。 

 

注：初始的“管理员”用户无法删除(可以修改名称)，且拥有最高管理权限。

（请不要把管理员账户更改为普通权限的账户） 

初始“过磅员”用户，只拥有数据查询、打印磅单和打印报表的权限（没有修

改记录、系统设置等权限）。 

2.3、称重仪表与计算机的连接 

①根据仪表说明书，制作仪表连接线 

以下常用仪表接线方法仅供参考： 

计算机串口 9芯公头 2（RXD）接收 3（TXD）发送 5（SG）信号地 

仪表名称 接口类型 仪表发送(TXD) 仪表接收(RXD) 仪表信号地(SG) 

上海耀华 15芯 7 6 8 

宁波科力 9芯 3 2 5 

托利多 25芯 2 3 7 

杭州衡天 9芯 7 6 8 

杭州四方 9芯 4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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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系统开机顺序（提示打开串口失败或鼠标乱跑） 

正常的开机顺序为，打开计算机->打开称重软件->打开外围设备(称重仪表等) 

注：如果打开称重软件后立即提示“打开仪表串口失败”或者出现鼠标游走无法

操作的现象。请关闭仪表电源，将计算机重新启动，然后先打开称重软件，再将称重

仪表电源开启。 

③确认称重仪表参数及计算机的端口号 

查看称重仪表内串口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参数（一般仪

表默认波特率为2400~9600 之间，数据位：8，停止位：1，奇偶校验：无校验）将

仪表的通讯方式设置为连续发送方式（一般仪表默认为连续发送方式）。 

④查看计算机的端口号 

在系统属性->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设备的串口号（多个端口则需要自行逐一判断） 

 

⑤软件与仪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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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称重软件->系统维护->仪表连接设置 

在称重仪表与计算机连接后，正确选择连接端口，仪表设置窗体右侧将显示仪表

发送过来的数据。默认都采用十进制来查看数据（波特率和仪表信号未配置，一般也

会有数据） 

 端口：仪表连接计算机的串口号。 

 波特率： 仪表与计算机串口的通讯时的速率。 

 仪表设置： 根据称重仪表型号配置相应的通讯接口。 

 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 ： 某些特殊的仪表通讯格式。（一般采用默认设置即可） 

 检查间隔 ：调整数据接收的频率，如果仪表传输数据过快，可以适当降低检查间隔，以稳定

读数。 

 自定义仪表设置 

有些仪表的发送的格式与标准的格式不太一样，那么可以将仪表型号选择为：“自定义仪

表”，例如仪表发送过来的数据位[=003200 $%^=003200 $%^=003200 $%^ ]自定义选择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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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ASCII 码”，起始位“=”，截取位1（从“=”后面第一位开始），数据长度7，小数点

0，“正序”截取数据。 

 仪表计量单位 

仪表计量单位：当前称重仪表上显示重量的单位（例如一个人≈80 公斤，仪表显示【80】表

示仪表的单位为公斤，仪表显示【0.08】表示仪表的单位为吨） 

软件计量单位：称重软件上保存重量数据的单位。 

注：当仪表计量单位设置为公斤，软件计量单位设置为吨的时。系统会将仪表获取的重量直

接除以1000。当仪表计量单位设置为吨，软件计量单位设置为公斤的时。系统会将仪表获取的重

量直接乘以1000。 

显示格式：0 表示显示的内容没有小数点，0.00 表示显示内容有2 位小数点。 

仪表分度值：类似称重仪表的分度显示。（例如：分度值为20，则显示的数据就是逢20 进一

次位,如12720 或者80，不会出现12710 和70 公斤的数字） 

2.4、标准称重操作说明（常规操作） 

点击称重界面“系统管理”的“称重操作”按钮，则进入称重主界面 



《称重管理软件－使用说明书》第 10页 

 

 重量显示： 

在仪表设置正确后，称重界面上会有仪表的称重值、传输标志和信号标志。（传输表示闪烁

时候表示正在与称重仪表通讯中；当重量不断在变化，则稳定状态为红色。当默认2 个单位量(一

般为400ms 左右)重量不发生变化时候，稳定状态为绿色。 

软件计量单位，系统默认软件计量单位为公斤（可以根据需求，更改为吨；系统会自动单位

转换） 

 过磅类型： 

填入车号（必填）和其他基础数据后，可以选择过磅类型分为采购过磅、销售过磅、内部过

磅和其他过磅；称重界面上显示“重车”和“空车”按钮， 

1) 采购过磅 

车辆先过重车再过空车，则在第一次过磅的时候就点击“重车”按钮，再点“保存”，即

保存一条重车记录；过空车的时候，就点击“空车”按钮，再点击“打印”，即同时保存

称重记录并打印过磅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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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销售过磅 

车辆先过空车再过重车，则在第一次过磅的时候就点击“空车”按钮，再点“保存”，即

保存一条空车记录；过重车的时候，就点击“重车”按钮，再点击“打印”，即同时保存

称重记录并打印过磅单据。 

3) 内部过磅和其他过磅 

a) 如果称重车再过皮重，则在第一次过磅的时候就点击“重车”按钮，再点“保存”，

即保存一条重车记录；回皮的时候，就点击“空车”按钮，再点击“打印”，即同时

保存称重记录并打印过磅单据。 

b) 如果称空车再过重车，则在第一次过磅的时候就点击“空车”按钮，再点“保存”，

即保存一条空车记录；过重车的时候，就点击“重车”按钮，再点击“打印”，即同

时保存称重记录并打印过磅单据。 

A. 称重操作，在仪表数据稳定后， 

B. 第二次称重时，如果这次称的是重车，系统会自动查找车号相同，并且第一条只有空车的记

录，加入重车数据，并进行计算净重的操作。如果这次称的是空车，系统会自动查找车号相

同，并且第一条只有重车的记录，加入空车数据，并进行计算净重的操作。点击保存按钮，

便完成一条完整的称重记录，或者点击打印，直接打印出磅单且保存数据； 

C. 输入车号的时候，可以点击右边的第一个按钮，方便的输入城市简称。在输入车号、客户名

称、发货单位等数据的时候，可以点击输入框右边的下拉按钮，快捷的输入数据。 

D. 扣重功能，只要输入你要扣除的重量，点击保存即可。净重－扣重＝实重；（如需要按扣率

进行扣重，净重*（1-扣率%）=实重，操作详见后面章节） 

E. 单价，如果要计算当前实重的价格，只要在单价栏输入每公斤（吨）的价格，即可保存到数

据库当中。实重×单价＝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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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如果当前数据输入错误，可以点击“清空”按钮，清空所有输入的内容； 

第三章 称重软件功能说明 

一、 系统管理 

 

1.1 用户管理 

1.1.1 切换用户 

退出当前用户的登录状态（交接班的时候使用）。 

1.1.2 更改密码 

更换用户的密码。 

1.1.3 用户信息 

显示本系统的所有用户，在此对所有用户进行添加或删除。 

 

 

 添加用户 － 点击“新增”按钮，然后在文本框中输入用户编号、用户名，选择用户角色

（不同的角色对应不同的软件权限）、用户类型，然后点击保存添加，便添加一个新的用

户。（注：同样的用户名不能重复添加，用户密码默认为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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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用户 － 选定你要删除的用户，然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该用户。 

（注：初始管理员用户无法删除，且永久享有用户管理权限。防止系统处于无管理员状态，但你

可将该管理员用户改名或修改密码。） 

1.1.4 角色信息 

角色权限的分配。 

可以新增一个角色，对此角色分配相应的权限。 

1.2 系统操作 

1.2.1 称重操作 

显示人工称重操作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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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自动称重 

显示自动称重操作的界面。 

 

1.2.3 退出系统 

退出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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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管理 

 

2.1 基础信息 

2.1.1 磅点信息 

 

2.1.2 日志信息 

 

2.1.3 车辆信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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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手动补单 

 

2.2 销售信息维护 

2.2.1 收货单位充值 

 

当前金额：该客户预存的金额（或者数量），在每次称重后扣减相应的数量，当

数量不足时候，则使用该收货单位无法完成过磅操作（该功能需要在软件系统设置中

开启）。 

信用额度：该客户允许的欠款额度（当信用额度为负数时，表示该用户余额低于

该数值视为余额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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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充值历史查询 

 

查询查看收货单位充值及消费操作的明细 

2.2.3 货名维护 

 

单价：该货名对应的单价。 

折方系数：该货名对应的折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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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客户单价维护 

 

客户单价：针对个别客户区分与其它客户的单价。 

2.3 视频监控 

 

2.4 报表信息 

2.4.1 数据记录查询 

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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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 

 

2.4.2 作废记录查询 

三、系统维护 

 

3.1 仪表设备设置 

仪表一、仪表二：上文中有讲解。 

3.2 外围设备设置 

3.2.1 视频监控设置 

支持海康、大华等品牌的摄像机和硬盘录像机，设置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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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语音播报设置 

 

对语音播报速度进行设置；输入内容，播报相应的内容 

3.2.3 屏幕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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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软件系统设置 

3.3.1 即时界面 

 

界面配置：配置称重界面中所显示的文本框位置。 

显示名称：文本框所对应的字段名称。 

3.3.2 系统参数 

3.3.2.1 基本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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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使用单位、电话号码，将在称重界面下方的状态栏中显示。 

3.3.2.2 称重设置 

 

 称重 

 使用预制皮重：在完成一次皮重称重后，自动将该车辆的皮重信息存入预制信息表，或者

调用预制皮重，下次称重时，不需要过皮重，直接采用所记录的皮重信息； 

 使用扣率代替扣重：关闭模式下，所填的扣重数值，为直至扣除量【实重=毛重-皮重-扣

重】，开启后为扣除比例【实重=(毛重-皮重)×(1-扣重/100)】； 

 自动保存预制信息：与自动记录车皮类型，自动将称重完毕的相应预制信息（如：货名、

收货单位、发货单位等）存入预制信息表，便于下次直接选择（关联车号）； 

 回零后在过磅：开启后强制每辆车过磅保存完毕后，必须下磅，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次的称

重操作（小于等于回零重量，默认为已下磅）； 

 不稳定也允许保存：开启后，在重量不稳定的情况下（在允许波动范围内），也可以保存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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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修改单价及系数：允许用户可以在称重界面手工输入修改单价或折方系数，关闭后只

能通过预制信息表里面修改； 

 按过磅类型筛选（称重）；开启后按照过磅类型过磅（采购过磅、销售过磅、内部过磅、

其他过磅）；关闭后所有车辆都归为其他过磅； 

 流水号 

根据需求调整流水号的规则。 

 功能 

 启动皮重超差预警：开启后，如果该车辆的皮重与预制信息表中的皮重误差过大（超过皮

重超差范围%的设置范围），将无法过磅； 

 启用收费单位扣费：开启后，将限制余额不足（金额<当前金额+信用额度）的收货单位进

行过磅。任何名称的收货单位都必须满足余额； 

 与最近一次扣费数据对比：在判断本次扣费（或扣数量）是否充足之前，先与该车之前一

次扣费（或扣数量）进行对比，判断余额是否满足条件。 

 启用重量曲线：开启后，在称重界面的仪表显示画面背后，会出现该仪表重量变化的曲线

图； 

 使用补单标志：手工添加的称重记录，会在“备用 14”文本框中填入“手工补单”的字

样； 

 记录剩余量：将会使用“备用 15”文本框，记录该收货单位的余额； 

 自动删除历史记录：开启后，自动删除限定时间内（默认为 24 小时以外）的未完成称重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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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参数设置 

 

 回零重量：小于等于设定值默认为车辆已经下磅； 

 稳定次数：大于等于设置值的稳定次数才可以保存重量； 

 最小上磅重量：大于等于设定值方可保存重量，小于设定值为不可保存重量； 

 最大量程：地磅可以称的重量最大值为设定值，超过设定值为超载，不允许保存重量； 

 皮重超差范围（%）：在开启“启用皮重差超报警”，所过的皮重误差范围<=预制皮重*设定

值%，方可保存； 

 允许波动范围：在开启“不稳定也允许保存”，重量值在正负设定值波动，可以保存重量； 

 超时复位：异常情况下，超过设置时间，系统复位，恢复为初始化；  

 重复过磅间隔：同一辆车的两次进厂，间隔不得低于指定范围，否则无法过磅；单位小时 

 二次过磅间隔上下限：第二次过磅的时间与第一次过磅时间，超出指定范围将无法过磅。 

 金额计算方式：金额=单价*实重、金额=单价*方量； 

 识别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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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仅有读卡器：仅使用读卡器识别车辆信息 

ii. 仅有车牌：仅使用车牌识别一体机识别车辆信息 

iii. 车牌与读卡器一体：读卡器识别和车牌识别结果比对验证，两者都一致方有效； 

 锁定称重界面查询条件：锁定查询条件 

3.3.2.4 自动清空选项 

自动清空表示，在称重完毕后需要进行自动清空的文本框。 

3.3.2.5 公式编辑 

公式设置：可以设置该文本框，在称重过程中，根据自定义的公式格式，计算数值。 

 

例如客户有一个需求：需要一个结算重量，这个重量需要先扣减一个比例，然后再单独扣减

两项数值。比如公式： [净重]×(1-[备用6]/100)-[备用7]-[备用8] 

在称重操作的时候，在备用6 文本框中填入第一项扣率值（例：5），在备用7 文本框中填入

第二项扣重值（例：300），在备用8 文本框中填入第三项扣重值（例：50）在净重为33760 

时，最终的结算重量（备用9），数值为31722。如果不需要尾数的2，将分度值改为10。 

如果需要直接进位变成31730，将进位方式改为只入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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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项目 

在每次过磅结束时，进行数据的汇总统计，并将统计的结果存入某个字段中： 

 

按图中所示的结果是：把之前所有与本次输入的发货单位和货名相同的车辆进行统计，统计

的车辆累计数存入备用15 字段里。 

3.3.3 过磅费 

 

 按毛重收费 

例如当前毛重为67.21 吨，皮重为21.68 吨，净重为45.53 吨。保底消费设置为5 元。 

收费金额如下： 

【按毛重收费】【不按重量分阶收费】 

如果先过皮重，则预收保底消费金额（默认为5 元）。 

过毛重的时候显示最终收费金额： 

67.21 吨×1.5 元=100.815 元，四舍五入后结果为101 元。 

【按毛重收费】【按重量分阶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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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先过皮重，则预收保底消费金额（默认为5 元）。 

过毛重（67.21 吨）的时候显示最终收费金额： 

前10 吨（0~10 吨）收费为5 元，中间40 吨（10～50 吨）收费40 元，剩下17.21 吨（50～

100 吨）收费25.815 元，共计70.815 元，四舍五入后结果为71 元。 

 按净重收费 

【按净重收费】【不按重量分阶收费】 

第一次过磅的时候，则预收保底消费金额（默认为5 元）。 

第二次过磅的时候，45.53 吨×1.5 元=68.295 元，四舍五入后结果为68 元。 

【按净重收费】【按重量分阶收费】 

第一次过磅的时候，则预收保底消费金额（默认为5 元）。 

第二次过磅的时候（45.53 吨）： 

前10 吨（0~10 吨）收费为5 元，中间40 吨（10～50 吨）收费35.53 元，共计40.53 元，四

舍五入后结果为41 元。 

 按毛重+皮重收费 

【按毛重+皮重收费】【不按重量分阶收费】 

 例子1: 

第一次过磅为毛重(67.21 吨)，收费： 

67.21 吨×1.5 元=100.815 元，四舍五入后结果为101 元。 

加上皮重的预收保底消费金额（默认为5 元），合计106 元。 

第二次过磅为皮重(21.68 吨)，收费： 

毛重费用101 元 +（21.68 吨×1 元/吨）=122.68 元，四舍五入后结果为123 元 

 例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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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过磅为皮重(21.68 吨)，收费： 

21.68 吨×1 元/吨 = 21.68 吨，加上毛重的则预收保底消费金额（默认为5 元），合计27 元。 

第二次过磅为毛重(67.21 吨)，收费： 

皮重费用22 元+(67.21 吨×1.5 元)= 22+101 元 = 123 元。 

【按毛重+皮重收费】【按重量分阶收费】 

第一次过磅毛重（67.21 吨）的时候显示最终收费金额： 

前10 吨（0~10 吨）收费为5 元，中间40 吨（10～50 吨）收费40 元，剩下17.21 吨（50～

100 吨）收费25.815 元，共计70.815 元，四舍五入后结果为71 元。 

加上皮重的则预收保底消费金额（默认为5 元），合计76 元。 

第二次过磅皮重（21.68 吨）的时候： 

前10 吨（0~10 吨）收费为5 元，中间40 吨（10～50 吨）收费11.68 元，共计16.68 元，四

舍五入后结果为17 元。 

毛重收费 71 元+17 元= 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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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硬件系统设置 

3.4.1 读卡器 

 

支持 M1 卡和 6C 卡；RFID 读卡器支持地感触发、无地感触发、重量触发等方式

获取卡号信息。 

3.4.2 车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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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PLC 设置 

 

四、附加工具 

 

4.1 计算器 

打开 Windows 的计算器组件 

4.2 打印设置 

 

按 F7 进入磅单设置，采购、销售、内部周转和其他过磅类型磅单格式可以分开设置 



《称重管理软件－使用说明书》第 32页 

 

4.3 邮件发送 

 

五、帮助 

软件版本信息、软件使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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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统皮肤 

软件界面皮肤更改，几十种皮肤任意选择。 

第四章 数据库的使用 

 

采用服务方式开启数据库； 

通过数据库软件附加数据库文件； 

 

本地数据库使用“.”，异地使用 IP 地址，并修改相应的数据库登入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