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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冈条码秤下发说明

适配型号：寺冈 SM-80 SM-100 SM-110 SM-110N SM-120
下发商品资料：项目代码（FF 称重识别码）、商品条码、秤编码 PLU、商品名称、价格、计

重/计件、条码格式、（保质期 销售日期 包装日期）打印时间为当天、默认允许秤临时变

价。不支持单位

下发热键：支持下发热键排序，寺冈预设键编号

软件要求：银豹电脑收银 V4.66.2.159 以上版本 生鲜称重行业

寺冈秤管理软件说明

型号：SM110n/SM120 开机版本 STE57 使用@Label 或 LabelNet
型号：SM80/SM100/SM110 开机版本 STE47 或更低 使用 TOP2000 或 Digi2015
下载【LabelNet】 下载【Digi2015】

传秤商品资料要求

商品条码位数限制

当银豹云后台开启门店秤重识别码功能时，FF + WWWWW
识别码为 2 位数，则商品条码必需为 5 位数

通常需要下发的商品条码必须为 7 位数 首位不为 0 ，FFWWWWW

设置秤编码（PLU）

秤编码（PLU）通常为 4 位数或 5 位数，用于条码秤上直接输入秤编码匹配对应的商品资料

称重打印标签。可以在云后台或者收银端商品资料进行编辑。

收银端编辑秤编码

收银端 【全部菜单】-【商品编辑】-双击编辑商品

在【扩展】栏目下填写秤编码

https://www.pospal.cn/downcenter.aspx
http://imgk.pospal.cn/docs/%E7%94%9F%E9%B2%9C%E7%A7%B0%E9%87%8D/%E5%AF%BA%E5%86%88 %E6%9D%A1%E7%A0%81%E7%A7%A4%E4%BC%A0%E7%A7%A4%E4%B8%8B%E5%8F%91/%E5%AF%BA%E5%86%88%E7%A7%A4%E7%AE%A1%E7%90%86%E8%BD%AF%E4%BB%B6/LabelNet v2.01b09.zip
http://imgk.pospal.cn/docs/%E7%94%9F%E9%B2%9C%E7%A7%B0%E9%87%8D/%E5%AF%BA%E5%86%88 %E6%9D%A1%E7%A0%81%E7%A7%A4%E4%BC%A0%E7%A7%A4%E4%B8%8B%E5%8F%91/%E5%AF%BA%E5%86%88%E7%A7%A4%E7%AE%A1%E7%90%86%E8%BD%AF%E4%BB%B6/Digi2015_Standard_MUI.zip


云后台编辑秤编码/计价方式

云后台-【商品】-【商品资料】-编辑商品

注：也可以通过导入功能，批量导入秤编码、计价方式。云后台所属行业必须选择生鲜称重



计价方式与单位说明

计价方式和单位都是在商品资料进行编辑。

计重：条码秤称重商品打印标签，寺冈条码秤适配为计重：称重 单位匹配为千克（kg）
计数：条码秤计数商品打印标签，寺冈条码秤计数商品适配为计重：非称重

设置秤 IP 地址

传秤下发需要将秤与收银机连接同一个网络环境且 ip 地址为同一个网段（例如

192.168.0.XXX），通常连接同一个路由器即可。

建议先查看当前收银机 IP 地址，再设置秤 IP。

查看收银机 ip地址

运行银豹收银软件，点击【全部菜单】-【系统设置】-【账号管理】可以查看收银机当前连

接网络 ip 地址。

注：也可以通过查看网络连接详细信息、cmd 命令、路由管理界面等方式查看确认 IP 网段

将秤连接网络

首先将条码秤接通电源，拨动开关，开机。



将秤网线与操作传秤下发的收银机连接到同一个路由器。

如果网络中有用交换机，需确认交换机在同一个路由器下进行连接，确保同一个网段。

查看/更改寺冈条码秤 IP地址

修改 IP 前三段

按“方式”键 4 次，Z 模式下

按住置零键不松然后按 0416，然后松开屏幕上即显示出该秤的 IP 地址。

输入新 IP 地址可以改 IP 前三段，如 192168000(不需要输点，都为三位数)
项目代码键保存

修改 IP 最后一段（秤号）

按“方式”键 4 次，Z 模式下，按住置零键不松然后按 141
输入 135╳
输入新秤号（即 IP 地址四段中最后一段）按打印键

按项目代码键保存

注：设置完成后重启秤即可

银豹传秤下发操作步骤

访问 https://www.pospal.cn/downcenter.aspx

下载银豹电脑收银下载新功能 beta版
需要 V4.66.2.159 以上版本，登录账号、工号、选择生鲜称重行业

勾选条码秤格式

点击【全部菜单】-【系统设置】-【称重设备管理】-【条码秤设置】

选择条码秤格式，此格式用于收银识别条码格式、预包装打印

https://www.pospal.cn/downcenter.aspx


注：条码格式字符含义可以参照图片中的系统消息说明

下发条码格式说明

银豹传秤下发功能适配 4 种常用的类型条码格式，当选择这 4 种条码格式时，下发对应寺冈

秤的条码格式类型编号，直接打印出对应格式，不需要使用寺冈秤管理软件操作自定义条码。

适配打印条码效果：



选择其他条码格式，下发条码类型编号为 33 ITF 需使用寺冈秤管理软件设置发送自定义条码

格式。

请参照后面的寺冈管理软件自定义条码操作说明。

新增电子秤

点击【新增电子秤】进入秤设置界面，填写电子秤参数

自动下发：每次运行软件登录工号后自动执行一次下发传秤操作



手动下发：需要点击【下发传秤】才会执行下发传秤操作

备注：用于填写这个设备的备注信息

下载并配置条码秤

电子秤参数填写后，点击【下载并配置条码秤】自动下载用于支持下发传秤功能的 SDK 文

件。

勾选下发商品

先勾选商品分类，右边只显示勾选的分类下有设置秤编码（PLU）的商品，再点击勾选需要

下发商品。



注：如果商品资料未设置秤编码，勾选商品分类后不显示无秤编码的商品。

设置热键

热键是指秤键盘上数字对应的商品排序，寺冈秤名为：预设键

点击【自动生成热键】会根据当前勾选的商品排序依次生成热键。

点击热键数字区域，弹出设置键选项热，可以单独编辑商品的热键。



至此新增条码秤设置完成，点击【保存】，保存当前秤设置。

下发传秤

上述步骤全部设置完成，保存后，点击【下发传秤】，即可将商品资料和热键排序下发至当

前设置的条码秤。



下发成功！

现在秤上有了下发的商品资料和热键排序。可以在这台条码秤上进行称重打印标签。

具体打印标签格式，请参照下方说明使用寺冈秤管理软件进行编辑标签格式。



LabelNet

寺冈条码秤型号：SM110n/SM120 开机版本 STE57
使用寺冈条码秤管理软件 LabelNet 或@Label

安装 LabelNet

使用电脑点击下载【LabelNet】安装包

解压后双击运行文件夹里的 setup.exe文件

在安装界面，点击【OK】开始安装

点击图标，进行安装（注意安装位置路径）

点击【Continue】继续安装

http://imgk.pospal.cn/docs/%E7%94%9F%E9%B2%9C%E7%A7%B0%E9%87%8D/%E5%AF%BA%E5%86%88%20%E6%9D%A1%E7%A0%81%E7%A7%A4%E4%BC%A0%E7%A7%A4%E4%B8%8B%E5%8F%91/%E5%AF%BA%E5%86%88%E7%A7%A4%E7%AE%A1%E7%90%86%E8%BD%AF%E4%BB%B6/LabelNet%20v2.01b09.zip


安装过程中有多次弹出提示，可以直接选点击【Yes】

安装成功。



注：安装成功后，不会在桌面自动创建软件图标，需要打开软件安装所在的位置运行

LabelNet.exe文件，便于操作，可以点击右键发送到然后发送桌面图标，

双击运行 LabelNet 根据需要连接的秤型号，选择型号点击 OK



在打开软件界面，参照说明进行使用

《LabelNet For SM101/SM100 软件帮助》说明

《LabelNet For SM120 软件帮助》说明

新建区/机器

首次使用 LabelNet 需要点击【商店】，新建【区】再新建【机器】

http://imgk.pospal.cn/docs/%E7%94%9F%E9%B2%9C%E7%A7%B0%E9%87%8D/%E5%AF%BA%E5%86%88%20%E6%9D%A1%E7%A0%81%E7%A7%A4%E4%BC%A0%E7%A7%A4%E4%B8%8B%E5%8F%91/%E5%AF%BA%E5%86%88%E7%A7%A4%E7%AE%A1%E7%90%86%E8%BD%AF%E4%BB%B6/LabelNet%20For%20SM101SM100%E8%BD%AF%E4%BB%
http://imgk.pospal.cn/docs/%E7%94%9F%E9%B2%9C%E7%A7%B0%E9%87%8D/%E5%AF%BA%E5%86%88%20%E6%9D%A1%E7%A0%81%E7%A7%A4%E4%BC%A0%E7%A7%A4%E4%B8%8B%E5%8F%91/%E5%AF%BA%E5%86%88%E7%A7%A4%E7%AE%A1%E7%90%86%E8%BD%AF%E4%BB%B6/LabelNet%20For%20SM120%E8%BD%AF%E4%BB%B6%E5


新建机器

机器添加完成



打印秤热键插片

打印秤热键插片需要先接收/导入 PLU 秤端的 PLU数据信息，然后编辑预设键进行打印。

注：LabelNet 没有回收秤热键功能。编辑以软件为准。在银豹传秤时不要设置热键排序下发。

接收/导入 PLU

点击商店栏目里的项目，然后再点击【数据】-【接收】将秤上数据回收到软件。



将接收的 PLU导入到软件

完成导入后，点击【关闭】

编辑预设键

主界面点击商店，选择机器，再点击【工具】-【编辑预设键】



编辑预设键

注：LabelNet 不支持回收秤预设键，编辑以软件为准。在银豹传秤时不要设置热键排序下发。



打印/安装预设键插片

打印完成，裁剪安装热键插片。

编辑秤标签格式

主界面点击【数据】再点击【工具】-【编辑标签格式】

点击【接收】秤上的标签格式，然后编辑修改标签格式，再发送到秤。



自定义条码格式

查看传秤条码格式

寺冈条码标签秤当选择以下四种【条码秤格式】，适配下发，无需操作自定义条码。

FFWWWWWNNNNNC
FFWWWWWEEEEEC
FFWWWWWNNNNNEEEEEC
FFWWWWWEEEEENNNNNC
适配打印条码效果：

当选择这四种之外的其它条码秤格式，银豹传秤下发条码类型编号 33 IFT，匹配寺冈秤管理



软件设置自定义条码格式 1，然后【发送】到寺冈条码秤。

自定义条码格式

主界面点击【数据】再点击【工具】-【编辑自由条形码】

根据条码格式定义，自定义条码格式。然后发送到秤。

注：自定义条码文件号必须选择 1
发送完成，称重打印自定义条码格式

Digi2015

寺冈条码秤型号：SM80/SM100/SM110 开机版本 STE47 或更低。

使用寺冈条码秤管理软件 Digi2015 或 TOP2000

安装 Digi2015

使用电脑点击下载【Digi2015】安装包

解压后双击运行 Digi2015_Standard_MUI.exe文件

http://imgk.pospal.cn/docs/%E7%94%9F%E9%B2%9C%E7%A7%B0%E9%87%8D/%E5%AF%BA%E5%86%88%20%E6%9D%A1%E7%A0%81%E7%A7%A4%E4%BC%A0%E7%A7%A4%E4%B8%8B%E5%8F%91/%E5%AF%BA%E5%86%88%E7%A7%A4%E7%AE%A1%E7%90%86%E8%BD%AF%E4%BB%B6/Digi2015_Standard_MUI.zip


根据安装界面说明一直点击 下一步进行安装

等待安装



安装完成后，此时桌面会有两个软件图标

Digi2015 是寺冈秤管理工具

Labformat 是秤标签编辑器

双击运行 Digi2015 图标，登录页面输入默认用户名 admin 密码不用填写

点击 确认即可进入软件主界面



添加段/秤

首次使用 Digi2015 需要先添加【段】再添加【秤】

点击【设置】-【秤设置】打开秤配置页面，添加要管理的寺冈条码秤

添加段

添加秤



秤添加完成

打印秤热键插片

打印秤热键插片需要先回收/更新秤端的 PLU数据信息，然后再回收预设键进行编辑打印。

回收/更新 PLU数据

点击【通讯】-【接收 PLU】操作将秤上数据回收到软件。



在当前页面点击更新 PLU数据，更新回收的商品信息。

回收/更新 PLU 信息完成。



回收/编辑预设键

点击【工具】-【预设键工具】打开预设键编辑器，选择要编辑的秤，点击【回收预设键】

将银豹下发的热键排序回传到软件。

编辑



打印/安装预设键

打印预设键

打印完成，裁剪安装热键插片。



编辑秤标签格式

双击运行桌面图标 Labformat，或者点击【工具】-【标签格式工具】

在标签编辑器 Labformat 界面，可以点击【从秤接收格式】图标按钮，在选择秤窗口勾选之

前添加的秤，将秤现有的的格式模板回传，进行编辑。



编辑回传的标签格式

将编辑好的标签格式发送到秤



现在，在秤上操作称重打印发送的标签格式



自定义条码格式

查看传秤条码格式

寺冈条码标签秤当选择以下四种【条码秤格式】，适配下发，无需操作自定义条码。

FFWWWWWNNNNNC
FFWWWWWEEEEEC
FFWWWWWNNNNNEEEEEC
FFWWWWWEEEEENNNNNC
适配打印条码效果：

当选择这四种之外的其它条码秤格式，银豹传秤下发条码类型编号 33 IFT，匹配寺冈秤管理



软件设置自定义条码格式 1，然后【发送】到寺冈条码秤。

自定义条码格式

点击【工具】-【自定义条码工具】根据条码格式定义，自定义条码格式。然后发送到秤。

注：自定义条码文件号必须选择 1
发送完成，称重打印自定义条码格式。



常见问题解答

下发报错：调用传秤失败，请查看网络配置！

排查步骤

1. 检查网络，是否与秤连接同一个路由器，ip 地址是否同一个网段，网络是否连通

2. 检查条码秤参数，IP 地址是否与条码秤 IP 一致，是否为同一个网段

3. 检查下发功能支持文件是否有下载，点击秤设置界面的【下载并配置条码秤】，确认有

下载条码秤 SDK 成功！

下发报错：未配置条码秤 SDK！

排查步骤

1.点击【参数设置】条码秤设置界面里的【下载并配置条码秤】，确认下载条码秤 SDK 成功！

2.检查银豹软件安装根目录下 BarcodeScaleDevice 文件里是否有 digicon.exe文件

寺冈条码秤操作手册说明书

SM-100 操作手册.pdf
SM-110 操作手册.pdf
SM5100 说明书.pdf
SM8090 说明书.pdf
寺冈条码秤维护人员培训资料.pdf
接口说明文档 readme-cn.pdf

http://imgk.pospal.cn/docs/%E7%94%9F%E9%B2%9C%E7%A7%B0%E9%87%8D/%E5%AF%BA%E5%86%88 %E6%9D%A1%E7%A0%81%E7%A7%A4%E4%BC%A0%E7%A7%A4%E4%B8%8B%E5%8F%91/%E5%AF%BA%E5%86%88%E7%A7%A4%E8%AF%B4%E6%98%8E%E4%B9%A6/SM-100%E6%93%8D%E4%BD%9C%E6%89%8B%E5%86%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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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冈/DIGI 条码秤常用设置说明

条码秤内时间的设定：

1.按 3 下“方式”键,切换到 S 模式。显示：S1àPLUFILE
2.按“8”、“*”进入时间设定

3.输入你现在的正确日期（YYMMDD）,再按“*”键
4.输入你现在的正确时间（HHMM），再按“*”键返回

5.按“方式”键退出

更改条码秤 IP 地址：

1.按“方式”键 4 次，Z 模式下，按住置零键不松然后按 141
2.输入 135╳
3.输入新秤号（即 IP 地址四段中最后一段）按打印键

4.按项目代码键保存

5.按“方式”键 4 次，Z 模式下

6.按住置零键不松然后按 0416，然后松开屏幕上即显

示出该秤的 IP 地址。

7.输入新 IP 地址可以改 IP 前三段，如 192168000(不需

要输点，都为三位数)
8.项目代码键保存

自动打印功能:
1.按一下键盘上的自动键；显示上的三角灯从 M 移到 P
2.输入商品的货号或快捷键

3.如果是按份卖的请直接按打印键；如果是按公斤卖的请

把商品放在秤盘上，连续放即可

4.如不需要自动功能，再按一下自动键退出。

技巧：按份卖的商品，把条码纸拉出来打印，可实现条码

机的功能

打印数据位置整体上下移动：

1.按“方式”键 4 次，Z 模式下，按置零不松按 514
2.默认值为 0，输入正数是往上移动，输负数往下移。

3.按项目代码键保存

4.按几次走纸键查看走纸效果

注：输负数的方法是先按数，后按负号。

清除内存:
1.关机

2.按“方式”键 4 次，Z 模式下，

3.按置零不松按 230，按提示操作即可

注：清除内存将清掉所有商品所据，快捷捷，标签格式。原有基本设置将会保留，传标签格

式时，请先做清除内存。可以修复 readfile,writefile，等异常错误。



开放前台人员临时变价功能和重量与份自动转换功能（如不开放这个设置可以设置登陆密

码，输入正确密码方可进入设置）：

1.按置零键不松同时按 141，然后按 41X，输入 0，按打印

（此项可改为重量和按份销售商品自动转换，放上东西自动按斤卖不放东西即按份卖）

2.按 42X 然后输入 0 按打印可开放前台人员临时变价功能。（使用方法输入 0 商品编号，项

目代码，输入新价格，按打印即可

3.按项目代码键保存。

四舍五入的设置:
1.按“方式”键 4 次，Z 模式下，按置零键不松然后按 3752
2.按置零键不松然后按 142
3.按 629X 然后输入 3 按打印键

4.按项目代码键保存。

注：将 629 项改为 0，即不要四舍五入。

联系寺冈

寺冈秤带有售后服务，更多秤设备问题可以联系卖家。

或者访问寺冈官方网站技术支持

https://www.digisystem.com.cn/cn/contact/

如果遇到其他问题，请在博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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