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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产品描述

晶瑞传感智能机床调平仪ML200是一种具有独立显示终端的高精度双轴倾斜测量仪器。设备操作

便捷，携带方便，适用于多种类型的机床水平调节。

独立测量仪器：

液晶指示倾斜方向：箭头指向或方块增加方向，即为被测量面倾斜度高的方向

：表示测量台面水平0mm/m ：在任一方向上增加1格，在该方向倾斜度≦0.2mm/m

：在所指方向上倾斜度>0.2mm/m

测量仪器参数：

分辨率 最大允许误差 测量范围 电 源 持续工作时间 产品尺寸

0.01mm/m ±0.02mm/m ±0.5mm/m DC3.3V-5.0V >15h
100mm*100mm

*78mm(h)

手机APP下载二维码 产品蓝牙编号（手机连接）

手持端连接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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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手机APP下载

手机扫码下载APP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方式一：手机浏览器下载

第1步：

打开手机浏览器，点击浏览器首页

上方镜头图标，如下图：

第2步：

左右滑动选择“扫码”，将手机对

准二维码，进入APP下载界面。

如右图：

注：由于APP未在应用市场上

线，手机出于安全风险保护极

有可能弹出安全提示，可忽略

继续下载安装。

方式二：微信扫码下载

第1步：

打开微信扫一扫

第2步：

点击界面右上角“•••”

第3步：

选择“在浏览器打开”

第4步：

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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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备和启动

启动前
在使用晶瑞传感智能机床调平仪之前，请阅读本手册，您将获得该测量仪器和手持显示终端的所有

功能概述及熟悉产品使用方法。

2.1 电池组

2.1.1 电池安装

逆时针旋转电池盖打开测量仪器电池仓，确定电池正负极方向无误后安装电池，启动仪器。

3AAA 电池安装（3 节 7 号）：使用平头电池架串联安装后，将电池组安装到仪器上。

正负极安装示意图 电池架示意图

2.1.2 电量提醒

测量仪器电量显示在仪器液晶屏右下方，同时显示在手机 APP 中，当电池电量等于或小于 20%时，

APP 将会弹出电量预警，显示符号为“ ”, 需及时更换电池。

作为最终用户，法律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使用过的电池。含污染物的锂电池/蓄电池标有警示符号，

清楚地表明禁止通过家庭垃圾处理，符号如下：

您可以在您的社区、我们的分销合作伙伴或每个销售电池/蓄电池的收集地点免费处理您使用过的

电池/蓄电池。

3 设备启动

使用前

① 在无外界干扰情况下，可连接范围≥10米；

② 使用设备前，请使用无尘纸擦拭机床台面和仪器测量面，以免灰尘、油脂等影响测量精度；

③ 使用前请进行校准操作，需将仪器放至于相对平整的台面上进行操作（见本手册第7页）(校准注

意事项见本手册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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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连接终端显示

3.1.1 开机

3.1.2 蓝牙连接

打开手机蓝牙，打开手机软件“GR调平仪”，点击“蓝牙连接”。

进入连接列表，选择所要连接的仪器；校准测量仪器后，再进行水平检测。

蓝牙连接前，可点击APP首页上方“ ”查看产品操作指南；点击“语言”，切换APP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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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机应用说明

4.1 调平

4.1.1 蓝牙连接状态

蓝牙连接成功后，显示“ ” 蓝牙断开后，将显示“ ”。

4.1.2 单位切换

点击“单位切换”按钮，可进行单位“mm/m”或“°”的切换。

4.1.3 保存数据

根据自身需求点击界面中的“数据保存”按钮，实时保存测量数据。

4.1.4 放大显示

点击数显与水泡界面或机床水平象限可放大显示。

连接蓝牙信号强度

调平仪电量显示

单位切换

数显与水泡界面

机床水平象限

机床水平方位参照

蓝牙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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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

4.2.1 数据导出

点击向下箭头“ ”，导出单日数据表。

4.2.2 数据删除

点击“全部删除”删除单日测量保存的全部数据；点击数据后方对应的“ ”可删除单项数据；

如手动删除单项或全部数据后，将无法找回。

4.2.3 搜索日期

点击“搜索日期”，即可调出所保存的单日测量数据表。

数据表对应日期

测量数据记录表

单天数据全部删除

数据单项删除

单位切换 mm/m或°

搜索日期

调出单天数据表

下载单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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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校准

使用前需进行仪器校准，原则上在连续使用过程中不需要反复校准。如果仪器时间较长未使用，或

环境温差变化较大（变化大于5℃），需重新校准。温差大于5℃时手机应用跳出弹窗提示。

请根据手机应用中的步骤提示，进行校准操作。校准时请尽可能避免：仪器底部有杂质或油脂堆积、

旋转不到位、台面不平整、有震动、旋转/翻转后仪器底部没有紧贴校准初始接触的台面等影响因

素，必要时请借助直角尺辅助测量仪器旋转到位。

4.4 设置与退出

4.4.1 操作指南

包含手机应用操作流程说明。

4.4.2 关于我们

包含APP版本、公司名称、联系方式、公司邮箱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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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语言切换

可切换调平仪手机APP界面的中文或英文状态。

4.4.4 蓝牙连接

进入蓝牙连接列表，切换手机所连接的晶瑞调平仪设备编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当蓝牙意外断开

无法自动连接时，可点击“蓝牙连接”进行手动连接。

4.4.5 退出应用

点击APP界面左上方“退出”，即可退出GR调平仪APP。

5 仪器维护

5.1 电池维护

建议在运输过程中或长期存储设备时卸下仪器电池。

安装电池前，请仔细阅读手册中的电池安装说明，按照指示符号定位电池正极（+）和负极（-）

的安装方向，确保正确插入电池。用干净的橡皮擦或布轻轻摩擦，保持电池触点的清洁。

请使用设备制造商指定的电池尺寸和类型更换电池。注意将电池储存在常温下干燥的地方。

请正确处理废旧电池，禁止给电池充电，除非特别注明“可充电”，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破裂或漏

液，极端情况可能会发生爆炸。

5.2 仪器维护

建议在运输过程中或长期存储设备时卸下仪器电池。

安装电池前，请仔细阅读手册中的电池安装说明，按照指示符号定位电池正极（+）和负极（-）

的安装方向，确保正确插入电池。用干净的橡皮擦或布轻轻摩擦，保持电池触点的清洁。

请使用设备制造商指定的电池尺寸和类型更换电池。注意将电池储存在常温下干燥的地方。

请正确处理废旧电池，禁止给电池充电，除非特别注明“可充电”，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破裂或漏

液，极端情况可能会发生爆炸。

5.3 工作与储存环境

工作温度：10℃(32℉)~40℃(104℉)

运输或储存温度：-20℃(-4℉)~to70℃(158℉)

工作湿度：≤85%

电磁兼容(EMC)：Clas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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