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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用附属的 AC 适配器以外的装置
进行充电。
否则可能引起电子线路等发生故障、火灾等。

使用 AC 适配器时，请将其牢牢插在插座
中。

绝对不要进行分解、修理或改造。

请不要使用 AC 适配器规定以外的 AC 电
源进行充电或使用。

请不要用湿手插拔 AC 适配器。

拔下 AC 适配器时，请不要拉电线。

如果插得不牢固，可能因短路而触电或发生火灾。

否则可能导致动作异常或受伤。

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触电。

否则有触电的可能。

否则可能导致拉断电线或因短路而发生火
灾。

这里所示的注意事项中包含有关安全的重大内容，请务必遵守。
标志及其含义如下。

警 告

注 意

警　告

注 意

安全注意事项

一旦误操作，极有可能造成死亡、重伤等重大事故。

一旦误操作，根据不同情况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注意测定物的飞散。 请不要使用有损伤或变形的钩子。

在破坏和折断等试验中，测定物的飞散等可能
造成人员受伤，故要充分注意周围的安全以及
佩戴防护面罩。

否则钩子有可能折断或打滑，从而导致受伤。
高负荷的计测物一旦落到脚上等，发生危险。

●阅读完使用说明书后，请务必保管在使用者能随时看得见的地方。

请不要超过额定容量。 如果显示器显示 OVR，即为
超 负 荷。 请 立 即 减 轻 负 荷。
超负荷时显示的测定值不正
确。

如果传感器发生故障，并进一步加载强负荷，因零件等
的损坏可能导致事故发生。

注 意

以下面画面所示分别说明需要遵守的内容的种类（例子）

此图形表示必须引起注意的事项（引起注意）

此图形表示禁止的事项（严禁）

此图形表示必须执行的事项（强制执行）



注 意

安全注意事项

注 意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淋水的环境
・阳光直射场所
・雾露凝结环境
・尘土、灰尘、盐分、金属粉末多的环境
・有水、油或化学药品洒落的环境
・有腐蚀性或可燃性气体的场所

使用 AC 适配器插头时不能有灰尘。 不要在以下的环境中使用或保管。

请在规定温度范围（0℃～ 40℃）
内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发生火灾。

脏了时，请用干燥柔软的布擦拭干净。或用软布浸
透稀释的中性洗涤剂，拧干后擦去污迹。请不要用
汽油、香蕉水、酒精等挥发性药品。

如果在规定温度范围以外使用，可能产生误动作。

１．不要用尖锐的物体对按键进行操作 ２．不要对计测轴施加弯曲或旋转方向的力

PEAK ZERO

MEM

UNIT

PEAK ZERO

MEM

UNIT

PEAK ZERO

MEM

UNIT

本产品只能对轴向拉伸或压缩的力进行测定。请不要施加弯曲方
向或旋转方向的力。虽然为避免传感器因不当使用而造成损害，
在内部设置了制动器，但它对冲击负荷和弯曲、旋转方向上的负
荷是无能为力的。

弯曲方向的力
旋转方向的力

建议定期点检、校正。
由于使用频度、使用荷重等，测定精度会随时间降
低。

３．请不要将测力仪跌落

请不要将测力仪跌落到地
面。否则传感器产生故障
或损坏，导致不能正确计
测。

PEA
K

ZER
O MEM

UNIT

４．请勿在溅水场所使用

本产品不具有防水装置，所
以，请勿在溅水场所使用。

PEAK
ZEROMEMUNIT

过负荷

５．关于计测微量负荷

出厂的时候跟踪功能为开启状
态，测定微量负荷的变化时，
请将跟踪功能关闭。

（⇒参照 4.4 跟踪功能）

PEAKZERO

MEM

UNIT

请在规定湿度范围（35 ～ 85%RH）内
使用。
如果在规定湿度范围以外使用，可能产生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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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确认附属品

●使用前，请确认便携盒中是否有如下物品。

１．主体

２．AC 适配器及插头

４．计测头

３．使用说明书

５．吊架

扁平接头 圆锥接头 V 槽接头 山形接头
Ｍ６用 φ12 70° 70 ゜ 70 ゜
Ｍ４用 φ ８ 60 ゜ 90 ゜ 60 ゜

FGP-0.2 ～ 0.5 使用的是 M4 的计测头，其它型号的测力仪使用
的是 M6 的计测头。

延长棒 L:92（M6 用）/L:86（M4 用）

钩子

６．USB 连接线（2.0m）

PEAK ZERO

MEM

UNIT

请确认订购产品的型号

 1. 本产品的特征

デジタル フォースゲージ

ＦＧＰ -0.2/0.5/1/2/5/10/20/50/100

●采用镍氢电池，故可长时间使用

    　→ 见 4.1. 充电 

●使用 USB，可向电脑传送数据

    　→ 见 5.9.USB 通信功能

●存储功能可存储计测数据（最多可存储 1000 条）

    　→ 见 5.6. 存储功能

●有比较功能，可判断产品是否合格（有判定结果的 I/O 输出功能）

    　→ 见 5.5. 比较功能

●额定容量 2.000N（200.0gf) ～ 1000N(100.0kgf) 之间的全系列机种

    　→ 见 9. 规格和外形尺寸

●采用简单操作可实现显示数值和显示单位倒转的倒转式显示　　　　　　　　　　　　　　　　　　　　　

　    　→见 4.6. 上下倒转显示

●一键操作可实现 N、kgf(gf)、lbf(ozf) 等各单位的切换

    →见 5.3. 单位切换功能

●可分别计测正值和负值的峰值（峰值保持）

    →见 5.2.2. 峰值保持模式

● 1000 次 / 秒的高速峰值计测

    → 见 5.2.2. 峰值保持模式

●最高可从 20 次 / 秒选择计测次数（表示周期）

    → 见 5.2.1. 通常计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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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部分的名称和作用

 3.1. 主体部分

① 計測軸 施加推拉力的螺栓。
② 液晶显示部位 显示测定负荷值和单位等。
③ PEAK 键

（峰值键）

・每按一次按键，可进行通常测定模式、正峰值保持模式、负峰值保持模式转换。
・开启 / 关闭跟踪功能模式时使用。
・设定比较・存储操作时使用。

④ UNIT 键
（单位键）

・每按一次开关，测定单位就按 N → kgf(gf) → lbf(ozf) → N 顺序切换。
・上下表示倒转时使用
・开启 / 关闭跟踪功能模式时使用。
・设定比较・存储操作时使用。

⑤ ZERO 键
（归零键）

・通常测定模式下（未显示 PEAK）, 按下本键，计测值清零。
・功能设定操作时使用。
・峰值保持模式（显示 “PEAK”）时，按下 ZERO 键后，峰值清零（不进行计测值清零操作）。需要计测值清零时，
按峰值按键，转换到通常计测模式后，按 ZERO 键进行计测值清零操作。
・设定比较・存储操作时使用。

⑥ POWER 键
（电源键）

・按一下此键，电源接通。电源接通时按一下此键，电源断开。
・上下表示倒转时使用
・开启 / 关闭跟踪功能模式时使用。
・设定比较・存储操作时使用。

⑦ MEM 键
（存储键）

・计测模式时按下本按键，可以存储计测值。
・读取存储数据时或设定上下限值时也使用本按键。
・设定比较・存储操作时使用。

⑧ AC 适配器连接端口 与附属的 AC 适配器连接后，由 AC 电源供电。
⑨ 外部连接端口 连接主计算机或登记装置（连接 RS-232C、模拟输出等）。
⑩ USB 连接端口 连接主计算机。
⑪ 安装吊架螺栓 用此螺栓安装吊架。
⑫ 安装螺丝孔 安装到试验台时使用。

②液晶显示部位

①计测轴

③ PEAK 键
（峰值键）

④ UNIT 键
（单位键）

⑤ ZERO 键
（归零键）

⑥ POWER 键
（电源键）

⑦ MEM 键
（存储键）

型号

⑫安装螺丝孔

⑪安装吊架螺栓

⑩ USB 连接端口

⑧ AC 适配器连接端口 ⑨外部连接端口

PEAK ZERO

MEM

UNIT

RE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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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显示部分

单位显示部位

数值显示部位（显示计测值）

峰值保持显示部位部

用符号和 4 位数值表示测定值。压缩方向的力以正数显示，拉伸方向的力以负数显示。
（通过功能设定（f01）可以进行正 / 负转换）
可以上下倒转显示。

 3.2.2. 数值显示部位

显示单位。过负荷的时候显示 “OVR”。电源自动关闭前 1 分钟显示 “PWR”。

 3.2.3. 单位显示部位

显示单位 

过负荷时

 3.2.4. 峰值保持显示部位

内置镍氢电池电量低
下时，“LO BAT” 闪烁。
此 时， 请 用 AC 适 配
器进行充电。

对内置镍氢电池进行充
电过程中，显示 “BAT”。
即使关闭测力仪电源，
充电中仍显示 “BAT”。

正 峰 值 保 持 模 式 时
“PEAK” 灯亮。※

负 峰 值 保 持 模 式 时
“PEAK” 灯亮。※

牛顿

对应测力仪的状态，有以下各种显示。

千克 克

电源自动关闭前
1 分钟

显示存储模式（连续、单独、标准）的统计数据时，有以下各种显示。

 3.2.5. MAX・MIN 显示部位

显示正最大值时 显示负最大值时 显示正最小值时 显示负最小值时

 3.2.1. 各部分的名称

MAX/MIN 显示部位

显示比较判断结果时显示
“ △ ” 或 “ ▽ ”。详细请
参照 “5.5.5” 比较判断结果
的液晶显示部分。

可上下倒转显示。

※以数值显示部位是否有负号来判断是负峰值保持模式还是正峰值保持模式。

比较判断显示部位

※显示 kgf 或 gf(lbf 或 ozf)，由额定容量决定。

磅 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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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计测头的安装

请根据计测目的选择合适的计测头。请将计测头轻轻拧至停止位置。
如果拧得不当，会损坏传感器，因此请注意。

请不要使用损伤或变形的
钩子

扁平接头 圆锥接头 V 槽接头 山形接头

延长棒

钩子
PEAK ZERO

 4. 使用前注意事项
 4.1. 充电

请勿使用附属的 AC 适配
器以外的装置充电。

充电时，请务必使用附属的 AC 适配器。如果使用附属的 AC 适配器以外的装置，
可能引起电子电路故障、火灾等。

产品送达客户之前，内置镍氢电池可能已被放电，所以请用附属的 AC 适配器充电后再使用。

①将附属的 AC 适配器连接到主体的 AC 适配器端口，并插到 AC 插座上。
   ( 请务必连接到 AC 适配器规定电压的插座上 )
・连接好 AC 适配器后，将从插座开始供电，并开始向内置镍氢电池充电。
   充电完成后，自动切断对内置镍氢电池的供电，结束充电。
・充电过程中显示器显示 BAT，充电完成后该显示消失。
・充电时间：最长 16 小时・使用时间：一次充电大约使用 8 小时。

②使用 AC 适配器时，若内置镍氢电池因自然放电等而电量
低下时，自动开始充电。
※频繁充电会使镍氢电池的寿命缩短，故在能够使用 AC 适配器的情
况下，推荐不要拔下 AC 适配器使用。

③充电同时也可以进行测定。

 4.3. 吊架的安装

取出吊架安装螺栓，将吊架的四角孔嵌在外壳的
凸起部位，然后拧紧吊架安装螺栓。

使用吊架，将测力仪吊在钉子或绞盘上，可
以进行简单的荷重测定。

※请使用能充分承受负荷的钉子
或绞盘。

④内置镍氢电池电量低下时，“LO BAT” 闪烁。此时，请用
AC 适配器进行充电。 

（若放任 “LO BAT” 闪烁，电池电量进一步降低，液晶显示
“PWR” 大约 1 分钟后，将强制关闭电源。）

吊架安装螺栓

吊架 

AC 适配器

请根据需要安装使用吊架。

请不要过分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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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 OFF 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PEAK 键和 UNIT 键
的同时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4.4. 跟踪功能
本产品的负荷检测传感器中使用了应变计方式的测力传感器。在这种方式下，测定值会因温度等的影响发生微小的变化。这里的跟踪是
通过软件对这个微小的变化进行取消处理。在测定微小的负荷时 , 因进行跟踪处理的缘故，测定值可能存在误差，因此，建议使用时关闭
跟踪功能。
电源关闭时，按下 PEAK 键和 UNIT 键，然后同时按下 POWER 键后三秒，放开 POWER 键

（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后，放开 PEAK 键和 UNIT 键）出现跟踪 ON/OFF 切换界面。

显示测力仪型号

转换为跟踪功能 OFF

转换为跟踪功能 ON

通常计测显示

请在液晶显示数值超过
1 秒钟后，放开 PEAK
键和 UNIT 键。

现状 跟踪功能 ON

现状 跟踪功能 OFF

 4.5. 功能设定

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 OFF 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PEAK 键和 UNIT
键的同时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显示测力仪型号 显示功能模式（f01）

请在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 钟 后， 放 开 ZERO
键。

功能模式下，有如下设定项目。
项目 单位显示部位 设定内容 初期设定

显示符号 f01 -0001（负表示）、0001（正表示）切换 0001
显示周期 f02 1、2、3、5、10、20（次 / 秒）切换 3

自动关闭电源 f03 10（10 分钟）、OFF（无效）切换 10
RS-232C 波特率 f04 2400、4800、9600、19200（bps）切换 2400

计测过滤 f05 3、20、150（msec）切换 3
外部输出切换 f06 ovEr、Hi-Lo 切换 ovEr

电源关闭时，单独按下放开 POWER 键，可以确认现在的跟踪功能设定状态。

①

②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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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操作 显示

PEAK ZERO

MEM

UNIT

每按一次

ZERO 记录全部设定后转入通常测定模式

PEAK 保留变更后转入设定 f03

按键操作 显示

PEAK ZERO

MEM

UNIT

每按一次

ZERO 记录全部设定后转入通常测定模式

PEAK 保留变更后转入设定 f02

数值显示部位显示的计测值的符号，以压计测轴为正、拉计测轴为负进行设定。

负值表示 正值表示

 4.5.2. 设定显示周期：f02
通常计测模式的计测值的显示更新周期有 1 次 / 秒、2 次 / 秒、3 次 / 秒、5 次 / 秒、10 次 / 秒、20 次 / 秒，可以切换。
设定后，每个显示周期显示周期内计测值的平均值。
UNIT 键设定显示周期（从 1、2、3、5、10、20（次 / 秒）选择）/PEAK 键转入下一个设定

1 次 / 秒 2 次 / 秒 3 次 / 秒

5 次 / 秒10 次 / 秒20 次 / 秒

按键操作 显示

PEAK ZERO

MEM

UNIT

每按一次

ZERO 记录全部设定后转入通常测定模式

PEAK 保留变更后转入设定 f04

 4.5.3. 设定电源自动关闭：f03
使用电池（内置电池）时，设定电源自动关闭功能后，电源 ON 打开状态下，超过 10 分钟没有任何操作   闲置时电源将自动关闭。（使用
交流适配器时，电源自动关闭功能不起作用）电源关闭前 1 分钟，显示单位处显示 “PWR”。UNIT 键切换电源自动关闭功能（10 分钟、无效）
/PEAK 键转入下一个操作
※表示键操作、RS-232C 通信、USB 通信、计测值无变化的状态。

10 分钟电源自动关闭 电源自动关闭无效

 4.5.1. 设定显示符号：f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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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设定 RS-232C 波特率 : f04
可设定 RS-232C 的波特率。
UNIT 键设定波特率（从 2400、4800、9600、19200(bps) 选择）/PEAK 键转入下一个设定

按键操作 显示

PEAK ZERO

MEM

UNIT

每按一次

ZERO 记录全部设定后转入通常测定模式

PEAK 保留变更后转入设定 f05

2400bps 4800bps 9600bps 19200bps

 4.5.5. 设定计测过滤 : f05
可设定下列 3 种计测过滤。
UNIT 键切换计测过滤（根据响应时间 3(msec)、20(msec)、150(msec) 来选择）　　/PEAK 键转入下一个设定

按键操作 显示

PEAK ZERO

MEM

UNIT

每按一次

ZERO 记录全部设定后转入通常测定模式

PEAK 保留变更后转入设定 f06

応答時間 3msec 応答時間 20msec 応答時間 150msec

※过滤响应时间表示从输入上升沿开始到上升沿的
90% 的响应时间。根据设定的过滤响应时间，采样
周期及模拟输出变更周期有如下变化。

按键操作 显示

PEAK ZERO

MEM

UNIT

每按一次

ZERO 记录全部设定后转入通常测定模式

PEAK 保留变更后转入设定 f01

 4.5.6. 设定外部输出切换 : f06
切换外部输出信号是过载输出信号还是比较判断输出信号。
UNIT 键切换外部输出 /PEAK 键转入 f01 设定

ZERO 键记录全部设定值后，从功能模式转到通常计测模式。
POWER 键取消全部变更并切断电源。

 4.5.7. 结束功能模式

※如果设定为 “ovEr”，则比较判定结果既不能在液晶显示也不能向外部输出。

过载输出 比较判断输出

输入（实际的荷重变化）

计测值

90% 响应时间

９０％
过滤响应时间 采样周期・模拟输出更新周期

3msec 1msec
20msec 1msec

150msec 6.7ms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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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名 动作
POWER 电源 ON/OFF
ZERO 归零（峰值保持模式时峰值复位）
PEAK 切换通常计测模式 / 正峰值保持模式 / 负峰值保持模式
UNIT 切换单位
MEM 存储模式下记录数值

操作键 动作 操作方法

PEAK ＋ UNIT
POWER 切换 跟踪 ON/OFF 电源关闭时，按下 PEAK 键和 UNIT 键，同时按下 POWER 键，放开 POWER 键。

（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后，放开 PEAK 键和 UNIT 键）

ZERO
POWER 进入功能模式

电源关闭时，按下 ZERO 键的同时按下 POWER 键，然后放开 POWER 键。
（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后，放开 ZERO 键）
功能模式时：
UNIT：设定内容
PEAK：切换设定项目
ZERO：记录设定内容

UNIT
POWER 上下倒转切换 电源关闭时，按下 UNIT 键的同时按下 POWER 键，然后放开 POWER 键。

（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后，放开 UNIT 键）

MEM
POWER 显示存储数据

电源关闭时，按下 MEM 键的同时按下 POWER 键，然后放开 POWER 键。（液晶显
示文字超过 1 秒后，放开 MEM 键）
记忆显示模式时
UNIT：显示统计数据
PEAK：结束存储数据显示
ZERO：删除一条存储数据、长按则删除全部数据
MEM：转送存储数据

PEAK
POWER

比较
进入存储设定模式

电源关闭时，按下 PEAK 键的同时按下 POWER 键，然后放开 POWER 键。
设定时
UNIT：设定内容
PEAK：切换设定项目
ZERO：设定位进位
MEM：记录设定内容

 5. 功能及操作
 5.1. 操作概要
1）基本操作

2）特殊操作

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 OFF 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UNIT 键的同
时 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将本产品安装在台子上使用时，为了能够容易读取显示数据，可以将数值显示部分和单位显示部分上下倒转显示。
切断电源，按下 UNIT 键的同时按一下 POWER 键后放开（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后，放开 UNIT 键），实现上下倒转显示。

 4.6. 上下倒转显示

请在液晶显示数值超
过 1 秒 钟 后， 放 开
UNIT 键。

显示测力仪型号

现状 通常显示

显示计测值（计测模式）

切换为倒转显示

现状 上下倒转显示 切换为通常显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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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计测推压方向的荷重和拉伸方向的荷重。
计测值显示在数值显示部位。

（1）按下 “POWER” 键后放开（放开后接通电源）。
（2）按下 “ZERO” 键后，执行归零操作
　　　显示在液晶显示部的计测值是每一个显示周期内对每 1ms　采样计测值的平均值。
　　　显示周期的初始值设定为3次/秒。为了提高对计测值变化的灵敏度，请及时变更显示周期的设定值。显示周期最高可提高到20次/秒。

（关于显示周期的更新方法，请参考 “4.5.2. 设定显示周期 ”）

每按一次 “UNIT” 键，测定单位可以按 N → kgf(gf) → lbf(ozf) → N 切换。

按下 “ZERO” 键后放开，计测值可以重新置零。由于自重、测定方向、测定夹具的重量等，测定开始时显示值会有出入，所以计测开始时
请按 “ZERO” 键，进行归零。可测定范围为从未对计测轴施加力开始到拉伸方向最大值或压缩方向最大值。如果超出测定范围则显示 “OVR”。
正峰值保持模式和负峰值保持模式时，按下 ZERO 键后放开可以使峰值（正峰值和负峰值）复位。（正峰值保持模式和负峰值保持模式时，
即使按下放开 “ZERO” 键也不能归零操作）接通电源后自动进行归零操作（如果在施加荷重的时候接通电源，则显示归零，从而不能正确
显示计测值）。

 5.2.1. 通常计测模式

 5.3. 单位切换功能

 5.4. 归零功能

 5.2.2. 峰值保持模式
显示计测荷重的峰值。荷重的采样周期为 1ms。
按 “PEAK” 键可以切换通常计测模式、正峰值保持模式和负峰值保持模式。正峰值保持模式时显示 “PEAK”。
负峰值保持模式时显示 “PEAK” 和 “-”。

按键操作 显示

PEAK ZERO

MEM

UNIT

每按一次

显示通常计测 正峰值保持模式 负峰值保持模式

正峰值保持模式和负峰值保持模式时，按 ZERO 键可以使峰值清零（不能归零）。

 5.2. 计测模式
计测模式包括通常计测模式和峰值保持模式。

按键操作 显示

PEAK ZERO

MEM

UNIT

按下后放开

显示测力仪型号 显示计测值（计测模式）显示跟踪状态

※根据计测过滤的设定（f05）有所变化。详细请参考 “4.5.5. 设定计测过滤 ”。

※根据计测过滤的设定（f05）有所变化。详细请参考 “4.5.5. 设定计测过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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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操作 状态

PEAK 转到比较下限设定

MEM 保存设定值并转到计测模式

不保存设定值并切断电源

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关闭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PEAK 键的同时
 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5.5. 比较功能

比较功能是将任意设定的上限值 / 下限值与计测值进行比较，并将判断结果液晶显示的一项功能。另外，也可以输出到外部连接端口。为
了使比较功能有效，有必要将功能设定模式中的 “ 外部输出切换 ”（f06）设定为 “Hi-Lo”（若将外部输出切换（f06）设定为 “ovEr”，则不
能将比较判定结果输出到液晶界面，也不能输出到外部连接端口）。

 5.5.1. 关于比较功能

 5.5.2. 比较 · 存储设定模式的设定方法
电源关闭时，按下 PEAK 键的同时按下 POWER 键，然后放开 POWER 键（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后，放开 PEAK 键），则进入比较・
存储设定模式。

显示测力仪型号
PEAK

PEAK

设定比较上限值

设定比较下限值

设定存储模式

PEAK

比较・存储设定模式中有下表所示的设定项目。
项目 单位显示部位 设定内容 初期设定

设定比较上限值 HI 可设定比较上限值※ 0
设定比较下限值 LO 可设定比较下限值※ 0
设定存储模式 MEM 可设定存储模式（单独存储、连续存储、标准存储）。 Std

※若上限值、下限值都设为 “0”，则比较功能无效。

 5.5.3. 设定比较上限值
（1）按下 UNIT 键后 4 位设定值全部闪烁。再次按下 UNIT 键可以选择符号。
（2）4 ～ 1 位用 UNIT 键选择数字 0、1、2、3、4、5、6、7、8、9（9 的时候按 UNIT 键返回 0），按 ZERO 键可以向右移位。这里的设
定值为通常计测时选择单位的设定值。（上限值设定后，通常计测单位变更时，上限设定值的单位不能进行换算。故单位变更后，请再次设
定上限值。）

（3）按 PEAK 键转到比较下限值的设定。
（4）按 MEM 键保存设定值并转到通常计测。
（5）若上限值、下限值都设为 “0”，则比较功能无效。

按键操作 状态 显示

UNIT 选择符号

ZERO 移位

UNIT 选择数值

ZERO 键依次
右移 1 位

在第 1 位时按下 “ZERO” 键后，返回第 5 位（循环重复）

请 在 液 晶 显 示 文 字
超 过 1 秒 后， 放 开
PEAK 键。

设定值可以设定为与额定容量无关的数值。设定为额定容量范围以外的数值时，比较功能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注意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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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设定比较下限值
（1）在设定比较上限值状态时，按 PEAK 键进入下限值设定状态。
（2）设定方法同比较上限值。
（3）按 MEM 键，将保存设定值并转到通常测定。
（4）若上限值、下限值都设为 “0”，则比较功能无效。

按键操作 状态
PEAK 转到记忆模式设定

MEM 保存设定值并转到计测模式

不保存设定值并切断电源

下限值设定模式

 5.5.5. 液晶显示比较判定结果
计测值（液晶显示值）跟比较上限值・比较下限值进行比较后，在显示单位部分显示单位后显示△▽。
计测值 > 上限设定值时，显示 “ △ ”。
计测值 < 下限设定值时，显示 “ ▽ ”。

计测值≦上限设定值时
计测值≧下限设定值时

计测值 > 上限设定值时
计测值≧下限设定值时

计测值≦上限设定值时
计测值 < 下限设定值时

计测值 > 上限设定值时
计测值 < 下限设定值时

单位为牛顿（N）时

为了使比较判定显示结果有效，有必要将功能设定模式中的 “ 外部输出切换 ”（f06）设定为 “Hi-Lo”。

 5.5.6. 输出比较判定结果
计测值（液晶显示值）跟比较上限值・比较下限值进行比较后，通过外部连接端口输出判断结果。
计测值 > 上限设定值时，比较上限输出起作用。
计测值 < 下限设定值时，比较下限输出起作用。

 5.6. 存储功能
存储模式有下列 3 种模式。各种模式的概要如下。

连续存储 从按 “MEM” 键开始到再次按 “MEM” 键为止，可存储每一个显示更新周期内的计测值，最多可存储 1000 条。此外，对
存储数据计算后显示出统计值（最大正值、最大负值、最小正值、最小负值、正峰值、负峰值、平均值、标准偏差值）。

单独存储 每按一次 “MEM” 键存储当时的显示值（通常计测时为计测值、峰值保持模式时为峰值）。最多可存储 100 条。此外，
对存储数据计算后显示出统计值（最大正值、最大负值、最小正值、最小负值、平均值、标准偏差值）。

标准存储 从按 “MEM” 键开始到再次按 “MEM” 键为止，可存储每一个显示更新周期内的计测值的统计值（最大正值、最大负值、
最小正值、最小负值、正峰值、负峰值）和最后计测值。最多可存储 50 条。

※为了使输出比较判定显示结果有效，有必要将功能设定模式中的 “ 外部输出切换 ”（f06）设定为 “Hi-Lo”。

判断与液晶显示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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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术语说明 ]
 计测值：每个显示出来的计测值
 最大正值（+MAX）：存储计测区间内已存储的计测值的最大正值※
 最大负值（-MAX）：存储计测区间内已存储的计测值的最大负值※
 最小正值（+MIN）：存储计测区间内已存储的计测值的最小正值※
 最小负值（-MIN）：存储计测区间内已存储的计测值的最小负值※

 平均值（AVE）：存储计测区间内已存储的计测值的平均值ΣＸｉ /ｎ

 标准偏差（DEV）：存储计测区间内已存储的计测值的标准偏差　 Σ（Ｘｉ－Ｘ） / ｎ

 正峰值：存储计测区间内的正峰值（采样周期 1000 次 / 秒的计测数据最大值）
 负峰值：存储计测区间内的负峰值（采样周期 1000 次 / 秒的计测数据最小值）
 最终计测值（LST）：存储计测区间结束时的计测值

 +MAX，-MAX，+MIN，-MIN 的具体例子（以连续存储为例）

［例１］

［例 2］

［例 3］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ＩＮ（０），－ＭＩＮ（－０）

＋ＭＩＮ（０），＋ＭＡＸ（０）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ＩＮ

－ＭＩＮ

存储开始

存储开始

存储开始

存储结束

存储结束

存储结束

＋

＋

＋

－

－

－

０

０

０

－ＭＩＮ（－０），－ＭＡＸ（－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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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关闭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PEAK 键的同时
　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5.6.1. 设定存储模式

电源关闭时，按下 PEAK 键的同时，使用 POWER 键接通电源。此时进入比较上限值设定模式，按 2 次 PEAK 键后进入存储设定模式。

显示测力计型号
PEAK

PEAK

设定比较上限值

设定比较下限值

PEAK

比较・存储设定模式中有下表所示的设定项目。

项目 单位显示部位 设定内容 初期设定
设定比较上限值 HI 可设定比较上限值※ 0
设定比较下限值 LO 可设定比较下限值※ 0
设定存储模式 MEM 可设定存储模式（单独存储、连续存储、标准存储） Std

※若上限值、下限值都设为 “0”，则比较功能无效。

在设定存储模式下，可以设定单独存储模式、连续存储模式、标准存储模式。
（1）UNIT 键切换存储模式（有 SinG( 单独存储模式 )、Cont( 连续存储模式 )、Std( 标准存储模式 ) 可供选择）
（2）PEAK 键转到设定比较上限值
（3）MEM 键保存设定并转到通常表示

MEM

保存设定值并
转到计测模式

UNIT

UNIT

单独存储

连续存储

标准存储

设定存储模式

液晶显示数值超过 1
秒后，请放开 PEAK
键。

①

②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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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数据登记方法
以现在设定的存储模式（单独存储、连续存储、标准存储）存储数据。

 5.6.2.1. 连续存储模式的数据登记方法  
（1）在通常计测中，按 MEM 键，则单位显示部分 “M” 闪烁，开始记录。再次按 MEM 键则结束记录，单位显示部分返回显示单位。
（2）数据过程中记忆数据条数达到 1000 条时，在显示数值处显示 “FULL”1 秒钟，结束记录并返回计测模式。

按键操作 状态 显示（“” 表示闪烁）

MEM 通常计测中

- 数据连续存储中

MEM 计测结束

存储数据数达到 1000 条

 5.6.2.2. 单独存储模式的数据登记方法
（1）通常计测时，按下 MEM 键则显示单位处 “M” 灯亮并且记录 1 条当时显示数据。
（2）记录记忆数据达到 100 条时，在显示数值处显示 “FULL”1 秒钟，返回计测模式。

按键操作 状态 显示

MEM 通常计测中

- 存储数据

存储数据达到 100 条

 5.6.2.3. 标准存储模式的存储记录方法
通常计测时，按下 MEM 键，则显示单位处 “M” 闪烁，开始记录。
再次按 MEM 键则结束记录，单位显示部分返回显示单位。

按键操作 状态 显示（“” 表示闪烁）

MEM 通常計測中

- 标准数据存储中

MEM 计测结束

存储数据达到 5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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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关闭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MEM 键的同时
　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ZERO 显示最后计测值存储数据时，按下此键会删除数据

UNIT 显示统计数据

PEAK RS-232C 输出后转到计测模式

结束显示计测值存储数据（电源关闭）

 5.7. 存储记录数据显示方法  

 5.7.1. 连续存储模式  

（1）电源关闭时，按下 MEM 键的同时按下 POWER 键，然后放开 POWER 键（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后，放开 MEM 键），则显示计测
值存储数据。

（2）从记录的最终数据开始显示，记录号码跟数据交替显示。
（3）每按一次 MEM 键，显示前一位存储号码（存储号码为 1 的时候，按下 MEM 键显示最后一个数据的存储号码）。
（4）按 PEAK 键，进行 RS-232C 输出，然后转到计测模式。（关于输出格式，请登陆本公司主页下载 “FGP 系列用 RS-232C 通信命令表 ”。
详细请参考 “6.2.2. RS-232C 通信命令 ”）

最后存储号码 最后存储号码 -1 存储号码 1
MEM MEM

交替显示 交替显示 交替显示

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
后，放开 MEM 键

 5.7.1.1. 显示计测值存储数据

①

②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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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2. 显示统计数据
（1）显示计测值存储数据时，按下 UNIT 键则显示统计数据。
（2）每按一次 UNIT 键，显示项目按最大正值→最大负值→最小正值→最小负值→正峰值→负峰值→平均值→标准偏差的顺序切换。
（3）显示统计数据时按下 MEM 键，则返回到计测值存储数据显示界面。
（4）按 PEAK 键，进行 RS-232C 输出，然后转到计测模式。（关于输出格式，请登陆本公司主页下载 “FGP 系列用 RS-232C 通信命令表 ”。
详细请参考 “6.2.2. RS-232C 通信命令 ”）

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关闭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MEM 键的同时
　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MEM 返回到计测值存储数据显示界面

PEAK RS-232C 输出后转到计测模式

结束显示统计数据（电源关闭）

最大正值 最大负值 最小正值

标准偏差（多显示一位小数点）

UNIT UNIT

UNIT

UNIT

UNIT

UNIT

UNIT UNIT

最小负值

正峰值负峰值平均值

存储号码

交替显示

存储数据

UNIT

显示统计数据

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
后，放开 MEM 键

①

②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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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关闭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MEM 键的同时
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ZERO 显示最后计测值存储数据时，按下此键会删除数据

UNIT 显示统计数据

PEAK RS-232C 输出后转到计测模式

结束显示计测值存储数据（电源关闭）

 5.7.2. 单独存储模式  

 5.7.2.1. 显示计测值存储数据

MEM MEM

MEM

最后存储号码

交替显示

最后存储号码 -1 存储号码 -1

存储数据

（1）电源关闭时，按下 MEM 键，同时按下 POWER 键，然后放开 POWER 键（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后，放开 MEM 键），则显示计测
值存储数据。

（2）从登记的最终数据开始显示，登记号码跟数据交替显示。
（3）每按一次 MEM 键，显示前一位存储号码（存储号码为 1 的时候，按下 MEM 键显示最后数据的存储号码）。
（4）按 PEAK 键，进行 RS-232C 输出，然后转到计测模式。（关于输出格式，请登陆本公司主页下载 “FGP 系列用 RS-232C 通信命令表 ”。
详细请参考 “6.2.2. RS-232C 通信命令 ”）

交替显示 交替显示

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
后，放开 MEM 键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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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2. 显示统计数据
（1）显示计测值存储数据时，按下 UNIT 键则显示统计数据。
（2）每按一次 UNIT 键，显示项目按最大正值→最大负值→最小正值→最小负值→平均值→标准偏差的顺序切换。
（3）显示统计数据时按下 MEM 键，则返回到计测值存储数据显示界面。
（4）按 PEAK 键，进行 RS-232C 输出，然后转到计测模式。（关于输出格式，请登陆本公司主页下载 “FGP 系列用 RS-232C 通信命令表 ”。详细
请参考 “6.2.2. RS-232C 通信命令 ”）

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关闭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MEM 键的同时
　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MEM 返回到计测值存储数据显示界面

PEAK RS-232C 输出后转到计测模式

结束显示统计数据（电源关闭）

最大正值 最大负值 最小正值

标准偏差

UNIT UNIT

UNITUNIT

UNIT UNIT

最小负值平均值

存储号码

交替显示

存储数据

显示统计数据

UNIT

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
后，放开 MEM 键

①

②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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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标准存储模式  
 5.7.3.1. 显示计测值存储数据

（1）电源关闭时，按下 MEM 键，同时按下 POWER 键，然后放开 POWER 键（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后，放开 MEM 键），则显示计测
值存储数据。

（2）从登记的最终数据开始显示，存储号码跟数据交替显示。
（3）每按一次 MEM 键，则显示前一位存储号码（存储号码为 1 的时候，按下 MEM 键显示最后数据的存储号码）。
（4）按 PEAK 键，进行 RS-232C 输出，然后转到计测模式。（关于输出格式，请登陆本公司主页下载 “FGP 系列用 RS-232C 通信命令表 ”。
详细请参考 “6.2.2. RS-232C 通信命令 ”）

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关闭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MEM 键的同时
　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ZERO 显示最后计测值存储数据时，按下此键会删除数据

UNIT 显示统计数据

PEAK RS-232C 输出后转到计测模式

结束显示计测值存储数据（电源关闭）

MEM

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
后，放开 MEM 键

交替显示 交替显示 交替显示

最后存储号码

最后显示值

最后存储号码 -1 存储号码 -1MEM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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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关闭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MEM 键的同时
　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MEM 返回到计测值存储数据显示界面

PEAK RS-232C 输出后转到计测模式

结束显示统计数据（电源关闭）

存储号码

交替显示

存储数据

最大正值 最大负值 最小正值
UNIT

UNIT

最小负值

UNIT

UNIT UNIT

 5.7.3.2. 显示统计数据

UNIT

负峰值 正峰值

（1）显示计测值存储数据时，按下 UNIT 键则显示统计数据。
（2）每按一次 UNIT 键，显示项目按最大正值→最大负值→最小正值→最小负值→正峰值→负峰值的顺序切换。
（3）显示统计数据时按下 MEM 键则返回到计测值存储数据显示界面。
（4）按 PEAK 键，进行 RS-232C 输出，然后转到计测模式。（关于输出格式，请登陆本公司主页下载 “FGP 系列用 RS-232C 通信命令表 ”。
详细请参考 “6.2.2. RS-232C 通信命令 ”）

 5.8. 存储登记数据的删除方法 
 5.8.1. 删除最后一条数据

（1）显示最后计测值存储数据时，按 ZERO 键删除最后一条数据。此时被删除数据之前的数据成为最后一条数据，并返回到计测值存储
数据显示界面。

（2）显示最后数据以外的数据时，如果按 ZERO 键，则在计测值显示部位显示 “Err”1 秒钟后，返回到计测值存储数据显示界面。

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关闭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MEM 键的同时
　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交替显示 ZERO

有最后数据

无最后数据

显示删除

错误提示（显示约 1 秒钟）

最后存储号码
存储号码

存储数据

UNIT

显示统计数据

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
后，放开 MEM 键す

①

②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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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删除全部数据
（1）显示最后数据时，长按 ZERO 键则消除全部数据。
（2）计测值显示部位显示 “nonE”1 秒钟后，返回计测模式。
（3）只能全部删除设定的当前存储摸式的数据。

按键操作 显示

电源关闭时

PEAK ZERO

MEM

UNIT

①按下 MEM 键的同时
②按下 POWER 键

PEAK ZERO

MEM

UNIT

放开 POWER 键

交替显示

ZERO

( 长按 5 秒钟 )

无数据

转到计测模式

存储号码

存储数据

 5.8.3. 无存储登记数据
进入计测值存储数据显示模式则显示 “nonE”。

转到计测模式

显示计测值存储数据时，如果没有登记任何一条存储数据，则显示 “nonE”
1 秒钟后转到计测模式。

 5.9. USB 通信功能

 5.9.3. USB 的使用注意事项

 5.9.1.Toriemon USB（中文版）的特征

 5.9.2. Toriemon USB（中文版）的下载步骤

使用附属的 USB 连接线连接测力仪和电脑，可以实现与电脑的数据通信（计测值的实时数据或存储数据等）。请安装与电脑通
信的专用软件 “Toriemon USB( 中文版 )”。

由于 “Toriemon USB（中文版）” 是对 Excel 的附加软件，所以测力仪的计测数据、存储数据等可以直接读取到 Excel 工作表中。　
从而很容易对读取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或制作表格等操作。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服务页面（http://www.nidec-shimpo.co.jp/support/dl/index.html），进行注册下载。注册后请使用分配的 ID
和密码登陆到下载页面，下载 “FGP- □系列数据读取软件《Toriemon USB（中文版）》”。成功下载后双击下载的文件，将在与
下载文件相同的文件夹内生成《Toriemon USB（中文版）使用说明书》，该说明书为 PDF 文件。请参考阅读该 PDF 文件了解
Toriemon USB（中文版）的安装步骤、功能说明、操作方法等。

请不要在不使用的时候长时间连接 USB 连接线。长时间连接 USB 连接线而不使用，即使关闭测力仪电源，也会很快消耗电池电量。
（连接 AC 适配器时无此限制）

液晶显示文字超过 1 秒
后，放开 MEM 键

※ Excel 是美国微软公司的注册商标。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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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外部连接端口

 6.1. 针脚分配

针脚号码 信号名
① 模拟 +

② 模拟 GND

③ RxD（RS-232C 接收数据）主电脑→本机

④ 数字 GND

⑤ 连接检测

⑥ TxD（RS-232C 发送数据）本机→主电脑

⑦ （不可连接※ 1）

⑧ 按压过载 / 比较下限输出※ 2

⑨ 拉伸过载 / 比较上限输出※ 2

⑩ 过载 / 比较输出共通口

使用端口为 HIROSE（广濑）制造的 HR12-
10RC-10SDL 型端口。

※ 1 请不要连接⑦号针脚
※ 2 过载输出 / 比较输出可在功能模式的输出切换（f06）中设定。

 6.2. RS-232C 输出
可选用 RS-232C 连接线，连接电脑后，用电脑操作本机。

 6.2.1. RS-232C 接口规格

波特率※ ：２４００，４８００，９６００，１９２００ｂｐｓ
数据长度 ：8 位
奇偶校验位 ：无
停止位长度 ：1 位
数据流控制 ：无

※请在功能设定的 RS-232C 波特率设定（f04）中设定波特率。初始值为 2400bps。请客
户根据上述参数使用本产品。以 ASCII 码中的英文字母和数字及回车键（cr）作为通信数
据使用。

109

8

7

6

5

4
3

21

RS-232C 连接线（另售）
长 2m  FGTC-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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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RS-232C 的通信命令

从主计算机到
本机的送信命
令

内容 本机返回到主计算机的命令 说明

ＡＡｃｒ 归零 ＡＡｃｒ
ＡＢｃｒ 中止数据发送 ＡＢｃｒ
ＡＣｃｒ 执行正峰值保持模式 ＡＣｃｒ
ＡＤｃｒ 执行通常计测显示 ＡＤｃｒ
ＡＬｃｒ 执行负峰值保持模式 ＡＬｃｒ
ＡＥｃｒ 正负峰值复位 ＡＥｃｒ
ＡＦｃｒ 显示千克（kg）单位系列 ＡＦｃｒ
ＡＧｃｒ 显示牛顿（N）单位系列 ＡＧｃｒ
Ａ H ｃｒ 显示磅（lb）单位系列 Ａ H ｃｒ
Ａ K ｃｒ 显示盎司（oz）单位系列 Ａ K ｃｒ
ＢＡｃｒ 要求发送一个计测数据（现在的计测值） ＢＡｃｒ　ＮＡ□□□□□□ｃｒ □□□□□□包括符号、小数点、4 位

数字。
如：NA+02.10cr

ＢＢｃｒ 要求连续发送数据（10 次 / 秒） ＢＢｃｒ　ＮＡ□□□□□□ｃｒ
ＢＢ１ｃｒ 要求连续发送数据（20 次 / 秒） ＢＢ１ｃｒ　ＮＡ□□□□□□ｃｒ
ＢＢ２ｃｒ 要求连续发送数据（50 次 / 秒） ＢＢ２ｃｒ　ＮＡ□□□□□□ｃｒ
ＢＢ３ｃｒ 要求连续发送数据（100 次 / 秒） ＢＢ３ｃｒ　ＮＡ□□□□□□ｃｒ
ＢＣｃｒ 要求发送型号 ＢＣｃｒ　ＮＥ□□ｃｒ □□为表示型号的 2 位数字。

　０２：ＦＧＰ－０．２
　０３：ＦＧＰ－０．５
　０４：ＦＧＰ－１
　０５：ＦＧＰ－２
　０６：ＦＧＰ－５
　０７：ＦＧＰ－１０
　０８：ＦＧＰ－２０
　０９：ＦＧＰ－５０
　１Ａ：ＦＧＰ－１００

ＢＤｃｒ 要求发送单位 ＢＤｃｒ　ＮＨ□ｃｒ □为表示单位的 1 位数字。
　０：Ｎ
　１：ｋｇ
　２：ｇ

ＢＥｃｒ 要求发送正峰值 ＢＥｃｒ　ＮＢ□□□□□□ｃｒ □□□□□□包括符号、小数点、4 位
数字。
如：NA+02.10cr

ＢＦｃｒ 要求发送负峰值 ＢＦｃｒ　ＮＣ□□□□□□ｃｒ

●与主计算机通信过程中，本机检测出通信错误时将发送右
边所示命令。

ＯＢｃｒ 命令格式错误（命令错误）
ＯＦｃｒ 成帧错误
ＯＨｃｒ 超越误差

■具有代表性的通信命令

表示说明：“cr” 表示回车键。

■其它通信命令

除上表所示我们还准备有其它多种命令。
请访问本公司网站服务页面（http://www.nidec-shimpo.co.jp/support/dl/index.html），进行注册下载。注册后使用分配的 ID 和密码登陆到
下载页面，下载 “FGP- □系列 RS-232C 通信命令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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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连接示例

客户自己制作 RS-232C 连接线时，请确保将针脚 5 连接到针脚 4 数字
GND 上。无此连接将不能通信。

 6.3. 模拟输出
针对可显示范围会输出 ± １Ｖ。计测值为正（按压）时输出正电压，计测值为负（拉伸）时输出负电压。按 ZERO 键归零时，输出基本
为 0V。

输出信号 ± １Ｖ（± 表示可能范围）
信号方式 12 位 D/A 转换方式
输出更新 100 次 / 秒
负载电阻 10 ｋ Ω 以上

输出精确度 ± ５０ｍＶ

计测值以 12 位 D/A 转换器变换为模拟信号，数据每秒钟更新 1000 次。  由于本机不能
调整输出 0V 电压，请客户在自己的机器上调整。负载电阻 10 ｋ Ω 以上。

使用模拟信号连接线（选用品）时，连接线接
头与本机外部连接端口相连接，红香蕉插头连
接正极，黑香蕉插头连接负极。

 6.4. 过载 / 比较输出
进行过载输出和比较输出。（对过载输出 / 比较输出的设定，在功能模式下外部输出切换（f06）中设定）

按压过载 / 比较上限输出

拉伸过载 / 比较上限输出

过载共通端口

最大允许值    电压 DC30V/ 电流 5mA
接负荷、电源时请勿超过最大允许值。

●过载输出
主体过负荷　时，输出信号。例如，安装在某装置或电动台上使用时，可以连接警报器以保护主体。按压方向上过负荷时，PC1 的光电耦
合器动作，电流通过。拉伸方向上过负荷时，PC2 的光电耦合器动作，电流通过。无过负荷时 PC1、PC2 的光电耦合器皆不动作，无电
流通过。　

●比较输出
比较上限输出 ON 时，PC2 的光电耦合器动作，电流通过。
比较下限输出 ON 时，PC1 的光电耦合器动作，电流通过。
关于比较功能（比较上限值・下限值的设定方法、比较的判断条件）的详细情况，请参考 “5.5. 比较功能 ”。

● I/F 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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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GND
连接检测

本机
 （外部连接端口）

主计算机
 （D-SUB  9pin）

模拟信号连接线（选用品）
FGTC-6001   长：1.5m

笔式打印机

红
黑

+
-

8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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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Ｔ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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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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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测过滤的设定（f05）有所变化。详细请参考 “4.5.5. 设定计测过滤 ”。

※

※当加载约为额定容量的 120%（不包含皮重）的负荷时，信号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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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主要原因 产生原因 处理

接通电源后，无施加荷重的情况下液晶屏
显示 “OVR”，按 ZERO 键也无法清零。 可能内部测力传感器已损坏。 跌落或施加过重荷重。 请拿去修理。

尽管充电超过 1 天，但是液晶屏很快显示
“LO  BAT”。 电池电压低。

· 电池达到寿命
· 电池发生故障
· 充电电路发生故障

请拿去修理。

按 POWER 键后无显示

电池电量耗尽。 电池电压降低。 请充电。

即使在充电过程中液晶屏也不显
示 “BAT”。

· 电池发生故障
· 内部电路受损
·AC 适配器受损

请拿去修理。

测定零附近的小数值时，测定值显示 “0”。 为防止 “0” 附近的波动，进行了跟
踪设定。 跟踪功能开启。 关闭跟踪功能。

（请参考 “4.4. 跟踪功能 ”）

改变主体的方向时，数值发生变化。 无故障。传感器自重。 传感器或工具自身有重量。 测 定 方 向 设 定 后， 按 下
ZERO 键归零。

已经下载 Toriemon，即使连接测力仪也
无动作。 － “Toriemon” 是 RS-232C 通

信软件，不能进行 USB 通信。
请 下 载 使 用 “Toriemon USB

（中文版）”。

问题 说明 参考

充电电池（内置镍氢电池）的寿命多长？ 可完全充放电使用 500 次以上。根据使用情况
而有所不同。

尽量在放电到液晶屏显示 “LO  BAT” 后，再
充电使用。

为什么有各种额定荷重？ 越接近额定值，计测精度越高。 使用的理想状态为超过额定值的 50%。

为什么测定值有波动？ 有各种原因，手持计测时，原因表现为手的振动。使用测试台可很大程度上减轻波动。

偏荷重对精度有多大影响？ 根据角度不同而异、偏荷重时不能正确计测。
还会对测力仪造成损伤，请勿偏荷重使用。

如何进行 ISO 校正？ 使用检定的砝码施加按压和拉伸荷重，测定数
值。 需要已取得溯源性的砝码。

用户的简单检定方法 单位设定为千克（kg），使用已知重量的砝码测
定。

用户可以更换电池吗？ 用户不能进行电池更换。 如果需要更换、修理电池，请与营业部门联系。

有 CAD 数据吗？ 有。 请与营业部门联系。

能在水中使用吗？ 不能使用。没有防水结构。 请注意防水。

 7. 常见问题

 7.2. 其它的一般问题

 7.1. 无动作、或疑为故障的问题



-29--29-

（）内表示 FGP-0.2 ～ 0.5 的尺寸。
[ ] 内表示 FGP-100。

（其它部分的尺寸全机种相同）

型号 FGP-0.2 FGP-0.5 FGP-1 FGP-2 FGP-5 FGP-10 FGP-20 FGP-50 FGP-100

额定容量（R.C.） ±2.000N ±5.000N ±10.00N ±20.00N ±50.00N ±100.0N ±200.0N ±500.0N ±1000N
(±200.0g) (±500.0g) (±1000g) (±2.000kg) (±5.000kg) (±10.00kg) (±20.00kg) (±50.00kg) (±100.0kg)

可显示范围
±2.000N
±8.00ozf
±200.0gf

±5.000N
±16.00ozf
±500.0gf

±10.00N
±2.000lbf
±1000gf

±20.00N
±5.000lbf
±2.000kgf

±50.00N
±10.00lbf
±5.000kgf

±100.0N
±20.00lbf
±10.00kgf

±200.0N
±50.00lbf
±20.00kgf

±500.0N
±100.0lbf
±50.00kgf

±1000N
±200.0lbf
±100.0kgf

显示分解度
0.01ozf/0.1gf/0.001N 0.001lbf

/1gf/0.01N
0.001lbf 
/0.001kgf 

/0.01N

0.01lbf 
/0.001kgf 

/0.01N

0.01lbf/0.01kgf/0.1N 0.1lbf
/0.01kgf

/0.1N

0.1lbf
/0.1kgf

/1N
单位 ozf ／ｇ f ／Ｎ ｌｂ f ／ｇ f ／Ｎ ｌｂ f ／ k ｇ f ／Ｎ

计测方式 通常计测、正峰值计测、负峰值计测
显示周期 1 次 / 秒、2 次 / 秒、3 次 / 秒、5 次 / 秒、10 次 / 秒、20 次 / 秒
采样周期 1000 次 / 秒     1

精度 ±0.2%R.C. 及 ±1/2digit(23℃）
温度影响 增益误差：±0.01%/LOAD/℃、零点：±0.01%/R.C./℃（零点可能通过跟踪功能取消）

显示器
显示数字：带符号的 4 位液晶显示（符号根据荷重方向可任意设定、可上下倒转显示），文字高度 12mm

显示单位：3 位液晶显示，文字高度 7mm
各种显示：① “Lo BAT”（电池电压低）② “BAT”（充电中）③ “OVR”（过载）④ “PEAK”（峰值保持模式）

过载耐量 200%R.C. 150％ R.C.
跟踪功能 有（可 ON/OFF 切换）

输出信号

USB 有  （使用专用通信软件可与 PC 实现通信。与 PC 的连接线为标准附属品），连续送信最大 100 次 / 秒
RS-232C 有  （使用专用通信命令可与 PC 实现通信。与 PC 的连接线为选用品），连续送信最大 100 次 / 秒
模拟信号 ±1V （针对可以显示的 ± 范围）、精度 ±50mV、12 位 D/A 变频方式、输出更新 1000 次 / 秒     1、可归零、负荷电阻 10 ｋ Ω 以上。
过载 / 比较 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 DC30V/5mA）过载输出或者比较输出间可任意切换

电源 AC 适配器（DC9V/200mA）和内置镍氢电池（充电式）、充电中可计测、
电池工作时间：充满电后约 8 小时、充电时间：最大 16 小时（充满电后自动结束充电）

电源自动关闭功能 10 分钟后关闭电源（连接 AC 适配器时可连续使用）

存储功能 连续存储  1000 条 / 单独存储  100 条 / 标准存储  50 条（3 种存储模式可切换），
有统计功能（最大值、最小值、峰值、平均值、标准偏差值）

比较功能 有 （上限及下限）
使用温度范围 0 ～ 40℃（但不能有结露）
使用湿度范围 35 ～ 85%RH（但不能有结露）

外形尺寸 宽 75× 厚 38× 长 147mm      2
重量 约 450g 约 500g 

附属品 6 种计测头、吊架、AC 适配器及插头、便携盒子、专用 USB 连接线
通信软件 专用通信软件（对应 USB）  可在主页免费下载

 9. 规格和外形尺寸

 8. 维护支持

 8.1. 关于修理和校正
本公司对校正实行有偿服务。为维护计测器的精度也推荐对计测器进行定期校正。关于费用、期限等请向购买商店咨询。同时，关于修理
委托，请阅读随产品附带的保证书内容。

 8.2. 保证
关于保证项目，请确认随产品附带的保证书内容。

 外形尺寸

※ 1 计测过滤（f05）设定为 150msec 时，则为 150 次 / 秒。
※ 2 外形尺寸的长度 FGP-0.2 ～ 0.5 为 141mm、FGP-100 为 14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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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测头

平面用扁平接头 φ12 凸起用山形接头：70°

线形拉伸用钩子 沟槽用 V 形接头：70°

点用圆锥街头：70°

延长棒 L=92mm

下图为 FGP-2 ～ 5（M6）配件的尺寸图。关于 FGP-0.2 ～ 0.5（M4）及 FGP-100(M6) 配件的尺寸，另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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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附带保证书，保证内容请阅读保证
书背面。

日电产新宝（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京都府長岡京市神足寺田 1　　〒 617-0833
TEL（075）958-3777 　FAX（075）958-3888

日本电产新宝株式会社

上海市江宁路 212 号凯迪克大厦 23F-D1 室

Copyright  NIDEC-SHIMPO Corporation.All Rights Reserved.

如有问题，请向以下咨询

产品咨询电话：（021）5289-5101   传真：（021）5289-5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