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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览

1、功能： ◆ 加密 （1）加密数字传感器 - 可同时加密多只传感器

（2）加密数字仪表

◆ 解密 配套电脑软件实现 DS8/DS10 仪表随机码解码，方便可控

2、接口： 电源接口：12V 直流供电。

通讯接口：RS232-9 针 D 型连接器。

管脚定义兼容上海耀华数字仪表接口，具体定义如下：

-T   -R +T  +R 

 +E  -E 

3、外形： 204×100×35mm。

4、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0~40℃，工作湿度：<85%。

5、唯一性： 数字系统加密工具均为定制生产，实名登记。

数字仪表加密后，只能连接同一加密工具加密过的传感器；

数字传感器加密后，只能连接同一加密工具加密过的仪表。

仪表经加密工具配置成使用随机码后，只能使用同一加密工具计算解密码。

★ 加密工具是数字称重系统唯一定制和身份识别设备，请妥善保管！

二、连接说明

附赠连接线： 1、传感器连接线一根（鳄鱼夹）、

2、仪表加密线一根（15 芯连接器）、

3、电脑配置通讯线一根。

1、加密仪表：使用仪表加密线，一端接加密器 9 芯接口，一端联接仪表 15 芯连接器。

2、加密单只传感器：使用传感器连接线，一端接加密器 9 芯接口，一端使用鳄鱼夹连接相应

传感器线。

3、加密多只传感器：将传感器总线连接到加密器 9 芯接口。

4、连接电脑软件：将标有电脑的一端连接到电脑串口，标有加密器的一端连接到加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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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说明

1、开机自检

DS-TS201 接通电源后，会进行自检，如果各项检测均正常，蜂鸣器长鸣提醒。如果有错

误，蜂鸣器发出短促滴滴声。

2、加密传感器

连接数字传感器，最多 16 只，进入加密传感器界面后，选择传感器通讯加密方式：

【兼容协议】可以连接所有支持耀华通讯协议的数字仪表，包括 DS3、DS6、DS8 等；

【定制协议】只支持第三版传感器，加密后无法连接使用兼容协议的数字仪表，只能连

接使用定制协议加密过的 DS8 仪表，或者使用高级动态加密的 DS8 仪表。

蜂鸣器长鸣表示加密成功，短促滴滴表示加密失败。

第三版传感器配合 DS8 仪表使用时，建议使用定制协议，提高系统防作弊能力。

3、加密数字仪表

（1）使用仪表加密线连接加密器和数字仪表；

（2）操作仪表，进入加密界面：打开仪表标定开关，按【设置】，输入【33】，按【输入】；

（3）按仪表型号和需要采用的加密方法，按不同的加密按键。

4、随机码解锁

注意：只能对同一加密器加密过的仪表进行解码。

操作方法：使用电脑通讯线，连接加密器和电脑，打开 TS201 配套电脑软件，进行解码

操作。将解密码输入仪表，可以进入仪表相应功能。

解密码种类有：定时关机解密码、安全功能解密码、诊断功能解密码、电子铅封解密码、

电流采样解密码、传感器采样解密码。

四、DS8/DS10 加密选项说明

1、“兼容”：

内容：加密仪表，所有安全配置都由仪表设置。

特点：可连接所有版本传感器，安全设置灵活，安全等级低。

2、“定制”：

内容：加密仪表，传感器通讯接口固定高级动态加密，其它安全配置由仪表设置。

特点：只能连接 V3 版传感器，安全设置灵活，安全等级中。

3、“配置一”：

内容：加密仪表，进入安全需要随机码，通讯使用 AES 动态加密，其他安全配置由仪表

设置

特点：只能连接 V3 版传感器，安全设置灵活，安全功能受随机码保护，安全等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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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置二”：

内容：加密仪表，所有安全参数都固化，通讯使用普通动态加密，无需随机码。

特点：连接 V1/V2 传感器，所有采样都需要通过加密器，安全参数都固化，安全等级高。

5、“配置三”：

内容：加密仪表，所有安全参数都固化，通讯使用 AES 动态加密，无需随机码。

特点：只能连接 V3 版传感器，所有采样都需要通过加密器，安全参数都固化，安全等级

高。

6、“自定义”：

由 DS-TS201 配套软件通过通讯串口下载配置到加密器，配置方法见软件说明。

五、DS-TS201 配套软件说明

（一）、软件界面：

使用电脑通讯连接线，连接电脑与加密器，选择对应串口，点击“打开”，开始后续操作。

（二）随机码解密说明：

将仪表显示的随机码输入软件输入框，点击“解密”，等待加密器返回解密码，成功解密后会

在软件上显示解密码的类型及具体解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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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定义加密方式设置说明：

DS-TS201 有断电记忆功能，自定义加密方式配置后，会存储在加密器中，断电不会丢失。

参数设置方法：在软件上选择好参数后，点击“设置”，可以将自定义配置下载到加密器。

六、自定义加密参数说明：

1、安全功能控制

选择仪表按【安全】键进入安全功能时，是否需

要随机码解密码。

无论是否需要随机码，进入安全功能前都需要输

入标定密码。

随机码使用说明：

选择使用随机码时，仪表进入相应功能前，会显

示“S******”，S 表示随机码类型，******表示 6 位

的随机码。使用厂家定制 DS-TS2 加密器，进入【随

机码解锁】功能，将这 6 位随机码输入，加密器将会显示对应解密码。将此解密码输入仪表，

即可进入相应功能。

2、电子铅封功能

为防止不法分子打开仪表外壳，更改仪表部件，DS8 仪表在原有机械铅封的基础上，增

加了电子铅封功能。当仪表外壳被打开后，电子铅封就处于打开状态，在打开状态被清除前，

仪表会发出警报。下面为电子铅封功能的相关参数：

（1）电子铅封报警方式

使用仪表配置时，加密器不会修改仪表的报警参

数，可以在仪表上设置和修改；

使用加密器固化配置时，将会固化报警方式。固

化后仪表只能查看，不能修改。需要改变报警方式时，

只有通过加密器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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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铅封清除方式

电子铅封被打开后，需要清除才能退出报警状

态。

清除方法有两种：（1）使用加密器给仪表加密时

自动清除（2）通过仪表，使用随机码清除。

当清除方式配置成【禁止随机码清除】时，只能

通过第一种方法清除。

3、阻抗匹配功能

配置后，仪表通过检测称重系统阻抗变化，可以实时监控系统的工作状态，并对系统的

故障（短路、断路等）、软损坏（漏电、阻抗下降等）和被加装作弊器等异常状态发出警报，

提示使用者及时检查系统，避免造成额外损失。

在称台安装调试完成后，应采样称重系统的阻抗，作为检测依据。

（1）阻抗匹配采样方式

选择【配置参数时采样】，操作仪表，设置阻抗

匹配门限后自动采样系统阻抗。

另外，加密器给仪表加密时、通过仪表手动操作

采样时，仪表也会采样当前系统阻抗。

（2）阻抗匹配报警门限

门限可以使用仪表配置，或者用加密器固化配

置。

门限设置范围 0-6，门限设置越小，检测要求越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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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阻抗匹配检测模式

阻抗匹配检测模式：非 V3 版检测适用于所有版

本传感器，V3 版检测只适用于第三版传感器。V3
版检测更为严格。

（4）阻抗匹配报警方式

使用仪表配置时，加密器不会修改仪表的报警

参数，可以在仪表上设置和修改；

使用加密器固化配置时，将会固化报警方式。

固化后仪表只能查看，不能修改。需要改变报警方

式时，只有通过加密器重新配置。

4、传感器匹配和校验功能

仪表通过实时对比传感器信息，可以检测传感器是否被非法更换，以及传感器参数信息

是否丢失，防止称量不准确造成损失。

在称台安装调试完成后，应采样数字传感器信息，作为对比依据。

（1）传感器匹配和校验采样

选择【配置参数时采样】，设置传感器匹配和校

验报警方式时，仪表会采样当前连接的传感器的信

息。

另外，加密器给仪表加密时、通过仪表手动操作

采样时，仪表也会采样当前传感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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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感器匹配和校验报警

使用仪表配置时，加密器不会修改仪表的报警参

数，可以在仪表上设置和修改；

使用加密器固化配置时，将会固化报警方式。固

化后仪表只能查看，不能修改。需要改变报警方式时，

只有通过加密器重新配置。

5、数字传感器接口加密方式

为防止不法分子在数字系统中添加各种转接作

弊器，DS8 仪表可以按不同的级别将传输数据加密，

当数据加密后，接入转接作弊器时，仪表将不会识别，

并报警。

设置时请注意确认数字传感器版本，只有第三版

传感器可以使用后两种加密方式。

【使用仪表配置】：加密器不修改此参数，可进

入仪表安全功能配置此参数。

【固定不加密】：对通讯数据不进行加密，可连接所有版本传感器，防作弊能力弱。

【固定普通动态加密】：通讯数据加密，可连接所有版本传感器。

【固定高级动态加密】：配合 V3 版数字传感器固有特性实施特殊加密，只能连接第三版

传感器。

【固定 AES 动态加密】：在高级加密基础上增加 AES 加密，只能连接第三版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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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定时关机功能

（1）定时关机错误号设置

选择【使用默认提示信息】时，定时关机

报警显示“ERR 26”。

选择【自定义错误号】时，根据设定的错

误号 001-225，定时关机报警显示“ERR 001”-

“ERR 255”。

（2）定时关机随机码解锁方式

定时关机密码丢失时，可以选择使用随机

码解锁码进入定时关机设置功能。

当选择【使用仪表随机码解锁】时，无法

使用加密器随机码解锁。

当选择【使用加密器随机码解锁】时，无

法使用仪表随机码解锁。

当选择两者都使用时，两种方式任意一种

都可以解锁。

两种解锁方式的区别：

（1）使用仪表随机码：需要将仪表显示的随机码告知公司服务人员，确认身份后可

取得相应的解密码。由于是经过人工确认，一方面时间较长，不能随时随地解密，另一

方面冒用身份的存在，使得加密安全性也得不到完全的保障。

◆ 注：仪表随机码获得的解密码，可以进入定时关机功能，也可以进入标定功能。

（2）使用加密器随机码：只需要将仪表上显示的加密器随机码输入相应的加密器，

就可以取得解密码，无需经过第三方。而且每个加密器都是定制的，其他厂家的加密器

无法与已加密仪表匹配，无法获得正确的解密码。只要保证加密器的安全，就能确保解

密权限的安全。

◆ 注：加密器随机码获得的解密码，只能用于进入定时关机功能，不能进入

标定功能。如果只选择【使用加密器随机码解锁】，标定密码丢失时，将无

法进入标定功能，只能返厂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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