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ca 956



1. 恭喜！

使用电子 座椅秤 seca 956 ，您就是拥    
有了一台高精度且坚固耐用的设备。 
170 多年来，seca 始终致力于保健服务
业，作为世界多个国家的市场领头羊，凭
借着度量衡的创新发展，不断引领新标
准。 
按照国家规定，电子 座椅秤 seca 956 主    
要适用于医院、诊所和住院部。 这种座椅 
秤属于 1 级药品，精度 III 级。  
几 秒内就可完成测重。 

这款 seca 956 装有滚轮，可移动；且由   
于耗电低，可超长时间移动使用。  
座椅秤 seca 956 是为那些行动不便的人   
创造的。 在称重时，为使您有安全 感，  
座椅秤采用稳固的管架和紧固的座椅。
轮子摩擦小便于座椅秤移动。 轮锁定装 
置与旋转扶手和脚踏连接提高了坐下时
的安全性。
这款座椅秤非常结实耐用，为您提供长期
可靠的服务。 操作简单，大显示屏易于阅 
读。 

2. 安全

使用新秤前，请花些时间阅读下面的安全提示。 

警告
• 调节座椅秤的高度时，注意螺旋脚，

螺丝旋进架最小 15 mm。 如螺旋脚旋
进架子幅度小于 15 mm，螺旋脚会折断
导致座椅秤上的人员受伤。

• 不要将 seca 956 座椅秤当成运输工具
使用。 不要使用 seca 956 座椅秤运送
人员或物品。 如使用座椅秤运送人员
或物品会发生严重损伤。

• 不要将 seca 956 座椅秤放在有坡度的
地面上。 轮锁装置可能会 松动。 

• 确保座椅秤不会随意滚离。 坐下和站
起时，使用锁定装置，有效帮助那些
缺乏安全的人员。

提示
• 注意使用说明中的提示。

• 仔细保存使用说明及其所包括的符合
性声明。

• 定期进行维护和校准（见 “维护 /校
准” 第 9 页）。

• 只能使用指定型号电池（见 “打开包
装” 第 3 页）。

≧ 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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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确使用前 ……  

打开包装 
包装里的配件包括： 

• 完整安装后的座椅秤

• 电池盒及 6 节电池  
型号 Mignon AA 1.5 V 

• 1 份使用说明

供电
座椅秤只能由电池供电。 

– 打开显示器外壳底部的电池盒。 
– 将电缆连接到电池支架上。 
– 将支架放入电池盒。
– 再次关闭电池盒盖。

LC 显示器耗电量小－－一组电池约可称重 4,000 次。

如电池电量不足，显示器先显示电池图标  ，提示电池电量所剩无几。

如电池电量不足，显示器显示 bAtt ，则不能再进行称重。
型号 956 3CN



4. 座椅秤放置和调整 

– 将座椅秤放到坚实的地面上。
– 使用下面的两个滚花螺母（1和2）和两

个可调脚（3 和 4）调整座椅秤，直到
气泡标志位于水准器（5）中心。  使  
用上面的锁紧螺母（6、7、8 和 9）可
确保调整工作安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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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

控制要素和显示
显示区控制要素

 座椅秤开关

 显示归零，启用 /禁用除皮

 启用 /禁用保持功能

其他控制要素
座椅秤扶手可向后旋转， 便于称重人员坐下。 

– 折叠起来时，注意不要夹住肢体或衣
服。

– 固定后轮时，只需将轮子上的两个止动
杆按下去。 

kg 0.0

止动杆
型号 956 5CN



– 要称重的人员坐下后，将脚踏向后折
叠。 此时，病人的脚才能放到脚踏 
上。

正确称重
– 座椅秤无负重时，按下开始键。

显示器陆续显示 se(A、 8.8.8.8.8. 和  
0.0。 之后，座椅秤自动归零，可投入 
使用。

– 让病人坐到座椅秤上。
– 病人的脚离开地面后，才能确定体重。

因此，称重过程中，注意病人的脚要一
直放在脚踏上。

– 读取数字显示器上的 称重结果。
– 座椅秤的负重超过 200 kg 时，显示器   

显示 SToP。
LC显示器显示 SToP时，卸载座椅秤负
重。

– 再次按下开始键，关闭座椅秤。

自动关机 /节能模式
无负重的座椅秤约 3 分钟后自动关机。 启动除皮、保持功能时或最小负重为 10 kg     
时，约 2 分钟后关机。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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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皮重量显示（除皮） 
如称重时不应考虑附加重物（如覆盖物），则使用除皮功能。

请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 座椅秤无负重时，按下 开始键。

– 首先将附加重物（如覆盖物）放到座椅
秤上，再按下 除皮 键启动除皮功能。

显示器再次归零。 显示器显示 0.0。  
显示器显示 “NET”。 

– 此时，让病人和附加重物一起到座椅秤
上。
座椅秤测量除附加重量外的病人的体
重。 现在，可随意进行多次称量。

– 再次按键，禁用除皮功能；座椅秤再次
进入普通模式并删除除皮值。

– 关闭座椅秤的同时，也会删除除皮值。

重量值的保存（保持）
测得的重量值在卸载负重后也会继续显示。 记录重量值前，也可先照顾病人： 

– 座椅秤负重时，快速按下 保持 键。

数字显示器上显示 “HOLD”。 自动关机 
前，显示器一直保存该数值。 

带感叹号的三角形表示，显示锁定时，不
能对不受控制的附加装置进行操作。

– 再次按下 保持 键，可关闭保持功能。
座椅秤无负重时，显示器显示 0.0 或当前  
重量值。  “保持” 显示消失。

提示： 如之前使用的是除皮功能，现在也 
可以使用保持功能。

6. 清洁

如需要，可使用家用清洁剂或商用消毒剂 
清洗座椅外皮和外壳。 注意生产商的提示。

决不能使用研磨或腐蚀性清洁剂、酒精、汽油或同类产品进行清洗。 这些清洁剂会对高 
品质表面造成损伤。

kg 0.0
NET

kg 63.5
  HOLD
型号 956 7CN



7. 出现下列问题怎么办……

…… 不显示重量？ 
– 打开座椅秤了吗？
– 检查电池。

…… 称重前不显示 0.0？
– 通过开始键，关闭座椅秤再重启——此时，座椅秤不能有负重，且座椅秤的脚只能与

地面接触。

…… 某部分一直或根本不亮？
– 相应位置出现故障。 通知维修服务。

…… 显示  ？
– 电池电量减弱。 应在几天内更换电池。

…… 显示 bAtt？
– 电池没电。 放入新电池。

…… 显示 SToP？
– 超过最大负重。 卸载座椅秤负重。

…… 显示闪烁？
– 已启动保持 / 除皮功能，请等待，直到座椅秤识别出恒定重量值。 显示停止闪烁。 
– 如之前并未启动任何功能，那么，卸载座椅秤负重并等待，直到显示 0.0，然后再次 

称重。

…… 显示 Er 和某个数字（如 Er:12）？

– 使用开始键关闭座椅秤，再重启。 之后，座椅秤将再次正常工作。  
如不是这样，则短时间取出电池，断开电源。 如果这种措施仍没有结果，通知维修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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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护 / 校准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进行校准。 维护和校准只能由授权人员进行。 如一个或几个安全标  
记损坏，必须进行校准。 联系您的服务合作伙伴或 seca- 售后服务。

9. 技术参数

最大负重 200 kg

最小负重 2 kg

精度 100 g

尺寸

高： 866 mm +35.7 mm 
宽： 563 mm  
深： 946 mm 
座椅高度： 480 mm

精度 20 mm

自重 约 22.4 kg

温度范围 +5 ° C 至 +40 ° C

供电 电池

电池 6 节电池型号 AA，1.5 V

消耗电流 约 25 mA

标准符合条例 
2014/31/EC: 医疗标准， 级

医药产品符合条例 
93/42/EEC I 级

EN 60 601-1:

电子医疗设备，B型 :

初调精度 2-50 kg 范围 : ±50 g

50-200 kg 范围： ±100 g

功能 除皮、保持
型号 956 9CN



10.清除垃圾

设备垃圾清除
如设备不再使用，垃圾处理协会乐意为您
提供清除垃圾的必要措施相关信息。

电池
不要将废旧电池扔进生活垃圾桶内。 通 
过您附近的收集处清除电池。 购买新电 
池时，选择无汞（Hg）、镉（Cd）和无铅
（Pb）的低污染电池。

11.担保

产品交付后，材料或工艺出现问题，保修
期为两年。  所有可更换部件，如电池、  
电缆、电源、蓄电池等除外。 保修范围内 
的问题，客户出具购买收据即可享受免费
维修。 其他要求不予考虑。 如设备未在  
客户所在地，则运费由客户承担。 只有完 
全使用原包装运输且按照原包装条件确
保设备安全，并对设备进行固定，在运输

过程中出现的损坏才在保修范围内。 因 
此请保存好所有包装件。 
如设备由未获得 seca 明确授权的人员打
开造成的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国外客户遇到保修问题请直接联系所在
国家的销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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