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TE3 DOTE3 Model

数字式扭力扳手检测仪
DOTE3型

使用说明书

为了正确与安全地使用扭力扳手，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销售店或东日制造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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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Precautions安全注意事项

致用户：请仔细阅读此使用说明书后，并按要求正确使用此产品。

若有任何问题，请与销售店或东日制造所联系。请将保管好此说明书。

安全注意符号

此符号提示“安全注意事项”，请注意此标识符号，请按照警示内容

采取预防措施。

信息提示语
  

信息提示语是表示对确保人身安全与设备上的应知项目。按照对人的安全危及程度，可将符号文字划分

为“危险”、“警告”、“注意”。使用的安全注意符号，表示为如下状况：

危险：重大故障将导致危险。

警告：重大故障将产生潜在危险。

注意：虽然不至于发生重大故障，但存在潜在危险。

警告

(1) 如果使用期间闻到不正常的气味、冒烟或异响，需立即停止使用。

如果在非正常状态下使用，将导致触电或火灾。

若发生以上情况，需立即停止使用，并将AC变压器插头拔下，尽快联系销售商或东日制作所。

(2) 请勿私自拆卸安装此测试仪。

否则将导致危险，功能降低，缩短仪器寿命，甚至损坏。

(3) 若有其他物质或液体（如：水）进入仪器，应立即停止使用。

否则将导致触电或火灾危险。

(4) 请勿在手湿润的情况下插、拔AC变压器。

否则将导致触电危险。

(5) 请勿在仪器规格规定电压范围（AC100V～240V±10%)外使用。

否则将导致触电火灾危险。
(6) 请勿使用电线损坏的AC变压器。

否则将导致触电火灾危险。

请按以下方法使用电源电缆：

请勿损坏、延长或加热电源电缆。
请勿猛拉电源电缆，或负载重物，甚至裁剪。

请勿弯曲或扭曲电缆。

请勿使用产品原配以外的电缆。

请勿原装电缆在其他产品上使用。
(7) 谨慎使用AC变压器。

错误使用可能导致火灾。

请在AC变压器插到电源插座之前，清除异物，如：灰尘。

请确认电源插头完全插入电源插座上。

(8) 请紧握变压器部分，从电源插座上拔出AC变压器。

请勿拉扯电源线，否则将会损坏电源线，甚至导致触电或火灾。

(9) 请勿将此仪器放在不水平或不稳固的地方，如，摇摆不定的桌面或斜面。
否则仪器及其附件将会掉落，导致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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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请勿将此仪器至于有易燃液体或气体的环境中使用。

否则将导致触电或火灾。

(11)请使用符合仪器规格的附件或选购件。
否则将发生意外或直接伤害。

注意

(1) 请勿将此仪器放置在湿气或灰尘较多的场所，或者直接受水或阳光影响的场所，或者湿度和温度变化

较大的场所。

否则将会导致触电，火灾，故障，性能退化，甚至失灵。

(2) 请定期清理AC变压器。在清理之前，应该将插头从电源插座上分离，然后清理插头根部和两跟插脚间

的部分。

电源插头上堆积灰尘容易导致短路，造成火灾。

(3) 若长期不使用该仪器，应该将AC变压器断离电源插座。

(4) 若需将仪器移至别处，请先关闭电源，将AC变压器断离电源插座，并将所有附件卸下。当移动仪器本

体时，避免撞击或震动仪器。

否则会损坏AC变压器或连接电缆，导致火灾、触电或故障。

(5) 请勿在该仪器的测量范围外使用。

基于安全和操作有效性，请在仪器测量范围内使用。

过载使用将会导致意外或者损坏仪器。

(6) 检查所有可能损坏的部件。

请在使用之前，检查仪器本体，附件和其他易损部件，确认仪器能够正常使用，所有功能都能正常运
作。

检查附件和仪器各部分是否正确放置，安装位置，等等。

如果需要更换或维修损坏部件时，请联系附件的销售商或者东日制作所。

使用注意事项

(1) 请勿在额定电压100-240V以外使用AC变压器

(2) 请勿在使用说明书规定以外的使用场所进行使用。

(3) 请勿私自拆卸安装此检查仪。

(4) 请在使用之前，检查仪器设定情况并进行试验。

(5) 若此仪器被水或油脂沾湿，可能导致损坏，甚至引起火灾。

小心放置此仪器，请勿让其掉落至水或油脂里。

(6) 请勿让此仪器坠落，否则将损坏仪器。

(7) 请在仪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测量范围内使用。

(8) 请定期对仪器检测。

(9) 在使用仪器测量之前，请先确认零位显示“0”。

如果此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发出异味或者失火，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将其放置安全的地方，及时联系附

近的销售商或东日制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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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 述

DOTE3型数字式扭力扳手检测仪主要用于检定扭力扳手，它具有以下特点:

(1) 无需校正扭力扳手的自重。

被检扭力扳手在检测仪上可置于水平，无需校正扭力扳手的自身重力。

(2) 平稳加载的检测条件

转动手轮，驱动“加载板”在扭力扳手有效线位置上平稳施力，保证了稳定的校准条件，并防止

出错。

(3) 数据储存/计算功能

最高可储存99个测量数据。可以对储存数据进行采样，可显示采样个数、最大值、最小值、平均

值。

(4) 数据可传输至外部设备

RS232C输出端口可供DOTE3与电脑或东日公司的打印机（EPP16M2）连接。

(5) 电源

可适用于AC100-240V±10%的电压范围，让DOTE3可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使用。

DOTE3扭力扳手检测仪可在所有欧共体成员国中使用。

(6) 获得CE认证

2、标准配置

(1)检查仪本体单元                           1pc.

(2)AC变压器（型号：BA-3）                   1pc.

(3)加载板                                   1pc.

(4)立杆组件                                 1pc.（DOTE20N3有2pc）

(5)座式转接头（200N与500N型号的不带此件）   1pc.

(6)六角转接头                               1pc.

(7)使用说明书                               1pc.

(8)操作流程的粘贴纸                         1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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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PEAK: 

     M. R: 

     A. R: 

                       : N m

    RS232C

   AC100V~AC240V ± 10%

     50/60Hz

  0~40 ºC

                                  85% RH 

    ±1% + 1

RESET MEMORY SWITCH

3、规 格

3-1共同规格参数

显示                          8位LED荧光显示管

LED高度为10.5mm

计数值                        2位数

扭矩值                        5位数

标记符显示                        随动模式

峰值模式

手动储存/复位

自动储存/复位

单位

输出

电源

环境温度

湿度低于       （不凝露）

精度 显示数位

3-2各种型号规格及其尺寸

电源面板
电源开关
电源插孔
输出端口

复位记忆开关

工作头

加载有效线

加载板

立杆组件

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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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OTE20N3 DOTE50N3 DOTE100N3 DOTE200N3 DOTE500N3 DOTE1000N3

[Nm]

2 ~ 20 5 ~ 50 10 ~ 100 20 ~ 200 50 ~ 500 100 ~ 1000

0.005 0.01 0.02 0.05 0.1 0.2

200DOTE3 500DOTE3 1000DOTE3 2000DOTE3 5000DOTE3 10000DOTE3

[kgfcm/kgfm]

20 ~ 200 50 ~ 500 100 ~ 1000 200 ~ 2000 5 ~ 50 kgfm 10 ~ 100 kgfm

0.05 0.1 0.2 0.5 0.01 0.02

200DOTE3-A 500DOTE3-A 1000DOTE3-A 2000DOTE3-A 5000DOTE3-A 10000DOTE3-A

[lbfin/lbfft]

18 ~ 180 44 ~ 440 87 ~ 870
170 ~ 1700 lbtin

36 ~ 360 lbfft 73 ~ 730 lbfft
15 ~ 150 lbtft

0.05 0.1 0.2
0.5

0.1 0.2
0.05

  [mm]
410 660 1020 1650

[mm] 9.5 12.7 19.0 25.4

[mm]

L' 511 771 1141 1771

B 263 323 394 509

H 221 278 304 361

B1 245 265

B2 221 241

L1 150

L2 5.6 15.6

H1 87 117 139 139

H2 142 162 201 222

  [kg] 11 13 24 45

[mm]

(FEMALE)
6.3 6.3  9.5 - - 19.0

(MALE)

101319

121417

172227

192430

222729

303236

3441

4650

型 号

牛顿

公制

英制

型 号

型 号

扭力扳手

有效长度

工作头

尺寸

重量

转接头

四方孔式

六角头

最小～最大

1位
最小刻度

最小～最大

1位
最小刻度

最小～最大

1位
最小刻度

精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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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外 观

4-1显示内容及按键功能

(1)计数值                显示当前储存位置计数值。

(2)扭矩值                显示扭矩测量值。

(3)随动模式              当选择RUN（随动)模式时,显示屏对应RUN上的  符亮起。

 ▼(4)峰值模式              当选择PEAK（峰值)模式时,显示屏对应PEAK上的  符亮起。

(5)手动储存/复位         当启用手动储存模式时,显示屏对应M.R上的  符亮起。▼
(6)自动储存/复位         当启用自动储存模式时,显示屏对应A.R上的  符亮起。

(7)测量单位（有两种）    显示屏亮起的  符对应的单位为当前使用的测量单位。

(8)计数进位键            按此键可让储存位置计数值向前进位。

(9)计数退位键            按此键可让储存位置计数值向后退位。

(10)清除键               在PEAK（峰值）模式下，按此键可删除峰值。还可用于删除储存的数据。

                         在RUN（随动）模式下，按此键可清零。（调整零位）

(11)统计键               按此键可对储存数据采样，可以读出采样数、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12)模式键               按此键可选择RUN（随动）模式或PEAK（峰值）模式。

(13)复位/储存键          手动储存模式下，按此键可储存当前测量值，计数值同时自动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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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E20N3~200N3 ×10.1972

DOTE500N3, DOTE1000N3 ×0.10972

4-2电源及输出端口

(1)电源开关：用于电源的闭合或断开。

(2)直流电源插孔（12V，1A，中心为正极）：连接AC变压器。

(3)RS232C输出端口。

(4)算术键（单位换算）：按下此键可将屏幕显示的测量值通过计算电路，将当前测量值乘以一个系数

                       后，并将计算结果显示在屏幕上。 （这个功能主要是用于N.m单位换算成公

                       制单位时使用,或者直接用公制单位进行测量时使用。）

型 号 换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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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               (Hl)

●               (Lo)

●               (Av)

● 

● 

● 

*

* 

5、各项功能与设定方法

数据储存：可以储存99组数据。（峰值、随动测量值）

采样数

可以从"1"到最后一个已储存的数据进行采样，并显示采样数据的个数。

最大值    ：显示被采样的数据中的最大值。

最小值    ：显示被采样的数据中的最小值。

平均值    ：显示被采样的数据中的平均值。

自动储存/复位

在测得峰值后，将负载卸载到小于DOTE3量程的2%，则会自动储存测得的峰值数据。

（当测得峰值小于量程2%时，不会自动储存测得数据。）自动储存的时间可以设为0.1～5秒。

数据测量

(1)连续显示（随动模式 Run Mode）

   按MD键选择RUN（随动）模式。当被测扭力扳手负载时，显示的扭矩测量值随之增大；

   当被测扭力扳手卸载时，显示的扭矩测量值返回至"0"。

   但当在此模式下测量扭矩时，按复位/储存键（RESET/MEMORY）则会储存当前显示值，

   储存位置计数值并向前自动进位。

(2)最大值显示（峰值模式Peak Mode）

   按MD键选择PEAK（峰值）模式。当被测扭力扳手负载时，显示的扭矩测量值随之增大；

   卸载后，仍然显示测得的最大扭矩值。

注意：

在开始测量之前，应该检查仪器的设定。

当记录的测量数据多于99个时，储存位置计数值自动循环，并将当前显示储

存位置的记录删除。若需保留更多测量数据，可连接仪器到电脑或打印机。
*

删除数据

(1)删除单个储存数据：

   通过按计数进位键或计数退位键选择需要删除的储存数据，然后按清除键（C键）删除

   该储存数据。

(2)删除从某一储存位置到另一储存位置间的所有储存数据：

   按计数进位键或退位键选择要删除的最后一个数据，然后按统计键（STAT），则会显示"ST"，

   选择需要删除的起始储存位置，再按STAT键。当屏幕出现"n"、"Hi"、"Lo"或"Av"时，同时按

   STAT键和C键，就可以删除选择区间内储存的所有数据。

(3)删除全部储存数据：

   关闭电源后，则删除全部储存在DOTE3上的数据。

注意：

删除数据之前，请先确认该数据是否要求被删除。

* 若需保存数据，请在断开电源之前，将储存数据转存到电脑或打印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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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统计（STAT）键的功能（统计处理功能）

 ▼ (1)按计数进位键  或退位键  选择需要进行数据统计处理的储存区间的结束位置。

(2)按统计（STAT）键，让屏幕显示"ST"；再按计数进位键  或退位键  选择需要进行数据统

   计处理的储存区间的起始位置。

(3)通过按统计（STAT）键，屏幕会逐项显示：采样个数"n"；区间最大值"Hi"；区间最小值

"Lo"；区间平均值"Av"。

注意：

如果测得的扭矩值小于DOTE3仪器量程的2%，则该数据不被列入区间的数据统计处理，

且储存的该数据被视为无效数据。

计数进位键  和计数退位键  的功能▲ ▼ 

(1)通过   键，使储存位置计数值进位或退位，从而查看各位置储存的扭矩测量值。

(2)长按   键，可以使储存位置计数值快速进位或退位。

(3)对DOTE3进行设定时，通过   键选择各项合适的设定（如：设定合适的复位时间。）

保持峰值

单次测量时的最大扭矩值被作为“峰值”保持显示（自动储存模式下，卸载后，同时被储存）。

闪烁显示

若测量时的负载超过DOTE3仪器量程的110%，屏幕会以显示“----”并闪烁，作为过载警告，

提示操作者应及时卸载。

错误信息提示

DOTE3有自检功能，若有故障情况发生，将会以Err1至Err9提示各种故障信息。如果错误信息

不能自动清除，请记录错误信息代码，并及时联系附近销售商或东日制作所。

当出现Err1至Err5错误信息代码时：

  关闭电源开关，然后不要按任何按键，再闭合电源开关。

    如果错误信息能够自动消失，那DOTE3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     如果错误信息没有消失，那DOTE3必须进行修理。请联系您附近的销售商或东日制作所。

当出现Err8错误信息代码时：

●     DOTE3必须进行修理，请联系您附近的销售商或东日制作所。

当出现Err9错误信息代码时：

○   在没有任何负载的条件下，按C键。

●     如果Err9错误信息能够自动消失，那DOTE3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   若Err9错误信息代码没有消失，关闭电源后，重新开机。

●     如果仍然提示Err9错误信息，那DOTE3必须进行修理。请联系您附近的销售商或东日制

    作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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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RUN（随动）模式或者PEAK（峰值）模式

按MD键选择RUN（随动）模式或者PEAK（峰值）模式

上图为RUN（随动）模式的显示界面

上图为PEAK（峰值）模式的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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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动储存/复位的设定

按"C"键→"STAT"键→"MD"键

按以上按键顺序操作后，则会显示“0.0”并闪烁。进入设定状态。

通过计数进位键  或计数退位键  在0.1至5秒范围内，选择合适的自动储存的时间。然后，▲ ▼

按STAT键确认设定。如果需要手动储存，则把时间设为“0.0”，然后按STAT键确认设定。

注意：

在设定过程中按C键可清除所有设定并返回测量模式，设定完成后应该按STAT键储存。

 *   只有在PEAK（峰值）模式下，才可以使用自动储存功能。

 *   在自动储存/复位模式下，复位/储存键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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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设定

(1)输出形式设定（出厂设定：PC输出）

   打印机输出或电脑输出形式为RS232C连接线输出形式

   通过计数进位键或计数退位键选择"Prn"为打印机输出，或者选择"PC"为电脑输出。然后，

   按STAT键进入波特率设定。

   如果按"C"键，则会删除该设定，并返回测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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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信波特率设定（出厂设定：2400bps）

   通过计数进位键或计数退位键选择“2400”，“4800”，“9600”或“19200”为通信波特率。

   然后，按STAT键进入数据长度设定。

   如果按"C"键，则会删除该设定，并返回测量模式。

(3)数据长度设定（出厂设定：7bits）

上图为通信波特率设定为2400bps的界面。

   通过计数进位键或计数退位键选择"7bit"或"8bit"的数据长度。按STAT键进入奇偶校验设定。

   如果按"C"键，则会删除该设定，并返回测量模式。

上图为数据长度设定为7bits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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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奇偶校验设定（出厂设定：none）

   通过进位键或退位键选择通信的奇偶校验功能，选择"nonE"为无奇偶校验，"EvEn"为偶校验，

   "odd"为奇校验。然后按STAT键保存设定并返回测量模式。

   如果按"C"键，则会删除该设定，并返回测量模式。

上图为通信奇偶校验设定为none的界面。

零位自动调整功能:在随动（RUN）模式下，按C键可以自动调零。

调整零位后，若扭矩负载仍大于最大扭矩测量值的5%，则会提示“Err9”错误信息。

.

当出现Err9错误信息代码时：
○   在没有任何负载的条件下，按C键。

●     如果Err9错误信息能够自动消失，那DOTE3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   若Err9错误信息代码没有消失，关闭电源后，重新开机。

●     如果仍然提示Err9错误信息，那DOTE3必须进行修理。请联系您附近的销售商或东日
    制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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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6、检定扭力扳手的方法（推荐使用）

6-1 检定的条件

6-1-1 检定的温度要求

      必须在环境温度18至28℃间的条件下进行检定，温度变化量不大于1%

6-1-2 检定之前必须检查以下情况

（1） 将DOTE3扭力扳手检测仪置于稳固的水平工作台上。

（2） 测量表盘式或指针式的扭力扳手，读数时视线必须垂直于表盘或刻度。（保证扳手水平）

（3） 对于会发出“咔嗒”响声的扭力扳手（如：QL/SP型），无需进行测量，而是在扭力扳手

      在同一使用方向上加载其最大扭力（刻扭力扳手上的额定值），连续加载5次以作磨合。

（4） 对于表盘式或指针式的扭力扳手（如：CEM/DB/F型），在正式测量之前，先将扭力扳手的

      正操作方向负载至最大扭矩，再卸载；然后确认读数或数字显示能回复至零。在其它操作

      若有其它使用方向，应在另一使用方向上重复以上的操作。

      方向重复以上的操作。

（5） 应在握手处的中心位置或者如图Fig1所示的负载标记位置上加载。

6-2 检定扭力扳手的注意事项

（1） 在检定“咔嗒”响声型的扭力扳手（如：QL/SP型），使用扭矩测试仪加载至检定的目标

      扭矩的80%时，应缓慢匀速地加载至目标扭矩，时间约为1至3秒。上述方法适用于预设式

      扭力扳手，对于单功能型扭力扳手，在使用扭矩测试仪检定时，应从低值就开始缓慢匀

      速加载至目标扭矩。

（2） 在检定表盘式或指针式的扭力扳手（如：CEM/DB/F）时，使用扭矩测试仪缓慢匀速地加

      载至检定的目标扭矩。如果加载超过扳手的检定扭矩值时，应该卸载至零位，对该检定

      点再从零位缓慢匀速加载至检定的目标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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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PP16M2

 ................................ Catalog No. 382 

                          ................................................................ Catalog No. 383

6-1 检定的方法

（1） 将DOTE3扭力扳手测试仪置于稳固的水平工作台。

（2） 将操作说明的小贴纸粘在DOTE3上。

（3） 将加载板安装在DOTE3上，并把侧面的螺丝适当拧紧。

（4） 将立杆组件安装在加载板上。

（5） 确认电源开关在断开状态下，再把AC变压器接入DOTE3。然后将变压器插头插入符合电压

      使用要求的交流电源。

（6） 闭合电源开关。（请在DOTE3开机30分钟后，再进行使用。）

（7） 设定各种功能。

      自动储存/复位，通信设定

      关于设定的详细信息，请查阅第5节“各项功能与设定方法”。

（8） 根据DOTE3型号选择适用的六角转接头或座式转接头用作检定。

（9） 根据被检扭力扳手的类型设定不同的测量模式。

      1）“咔嗒”响声型（如：QL、SP等）：峰值模式（PEAK）

      2）表盘式或指针式（如：CEM、DB、F）：随动模式（RUN）

      关于设定的详细信息，请查阅第5节“各项功能与设定方法”。

（10）进行零位自动调整。

      关于零位自动调整的详细信息，请查阅第5节“各项功能与设定方法”。

（11）请确认扭力扳手的扭矩检定点。

（12）调整立杆置于扭力扳手有效长度的标志线位置处，然后调整立杆上小支撑块的高度使得扭

      力扳手置于水平。在正式检定之前，确认扭力扳手处于被检状态。

（13）摇动DOTE3上的手轮直到听见扭力扳手发出“咔嗒”的响声（扭矩值在范围内不再变化）

      或摇动手轮至表盘式或指针式扭力扳手的扭矩检定点。

（14）完成以上操作时，松开扭力扳手的负载。如果是手动储存，则需按复位/储存键后继续下

      一次测量。如果是自动储存，当扭力扳手的负载卸至DOTE3量程的2%以下时，扭矩测量值

      会自动储存，并将储存位置计数值自动进一位，进入下一次测量。

（15）对于表盘式或指针式的扭力扳手，当达至扭矩检定点时，按复位/储存键储存测得数据，

      并使储存位置计数值进一位。

（16）重复（13）、（14）和（15）的步骤，直到完成检定的扭矩测量。

（17）完成测量后，请关闭电源开关。

7、选购件

（1） 东日打印机

（2） 东日EPP16M2打印机专用电缆

（3） 与电脑连接的电缆

      DOTE3→PC

（4） 检定DOTE的检具

      型号：DOTCL36N   （适用于DOTE20N3，50N3）

      型号：DOTCL100N  （适用于DOTE100N3）

      型号：DOTCL200N  （适用于DOTE200N3）

      型号：DOTCL700N  （适用于DOTE500N3）

      型号：DOTCL1000N （适用于DOTE1000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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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23.4kgfcm

  2 : ======kgfcm

  3     124.5kgfcm

  4 :   125.6kgfcm

  5 :   123.2kgfcm

  6 :   124.3kgfcm

  7 : ======kgfcm

  8 :   122.0kgfcm

 

  1 :   123.4kgfcm

  2 : ======kgfcm

  3     124.5kgfcm

  4 :   125.6kgfcm

  5 :   123.2kgfcm

  6 :   124.3kgfcm

  7 : ======kgfcm

  8 :   122.0kgfcm

  ------

  n=6

  HI  : 125.6kgfcm

  LO : 122.0kgfcm

  X   : 123.8kgfcm

8、部分选购件的使用方法

 1、打印机输出

（1） 实时打印输出

      采用东日公司EPP16M2打印机连接的专用电缆（目录 No.382）连接DOTE3后，按复位/储
      存键则数据会一个接一个地打印输出。但是在实时数据打印输出中，不会打印采样个数、

      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如果设定为“ALL MEMORY/RESET”，则会打印输出全部数据。

            打印样式：

      如果扭矩值太小，则会出现打印样式中的“======”。（详细请查阅第5节“各项功能与

      设定方法。）

（2） 连续打印输出

      采用东日公司EPP16M2打印机连接的专用电缆（目录 No.382）连接DOTE3。通过计数进位

      键或退位键选择需要打印的数据区间的最后一个位置，按STAT键后显示"ST"后，按进位键

      或退位键确认打印输出，则会将采样的数据、采样个数、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全部输

      出打印。

      *若在打印输出过程中，按下算术键转换扭矩值单位，则打印输出的单位以“****”表示。

            打印样式：

      如果扭矩值太小，则会出现打印样式中的“======”。（详细请查阅第5节“各项功能

      与设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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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E20N3~200N3 ×10.1972
DOTE500N3,DOTE1000N3 ×0.10972

 n=6

 MAX: 125.6kgfcm

 M I N:  122.0kgfcm

 AV E: 123.8kgfcm

 

   

R E . 0 1 . CR LF

 

（3） 统计数据的打印输出

      采用东日公司EPP16M2打印机连接的专用电缆（目录 No.382）连接DOTE3。通过计数进位

      键或退位键选择需要打印的数据区间的最后一个位置，按STAT键后显示"ST"后，按进位键

      或退位键选择需要打印的数据区间的起始位置，再按STAT键确认。当显示"n"按退位键，则

      会将采样个数、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打印输出。

型号 换算系数

9、附 录

DOTE3输出至电脑的数据格式

数据格式                  : RS232C

通信系统                  ：起停同步式

波特率                    ：2400bps

数据长度                  ：7bit

停止位                    ：1bit

奇偶校验                  ：none

样式

标题 计数值 定义符

扭矩值（带小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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