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您採用手持輕巧型，電子式計數器DK-2300．
為了正確安全的使用本製品，使用前請閱讀本使用手冊．
並請妥善保管本使用手冊，以備日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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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2300

ELECTRONIC HAND TALLY COUNTER
Instruction Manual

ATTENTION

　

LINE SEIKI CO., LTD.
37-7 Chuo-cho, 2-Chome
Meguro-ku, Tokyo 152-0001 Japan
Tel: +81-3-37165151        Fax: +81-3-37104552
sales@line.co.jp
http://www.line.co.jp

Address:

Contact :
E-mail   :
Web      :

Please note that misuse of this device may lead to injury 
to the user or damage to the device.
Please observe all safety precautions and warnings in 
this instruction manual.

- 請勿在接近發出強電磁波的機器及靠近蓄積靜電氣的物體旁
 使用本製品。

-請勿摔落或撞擊本製品。

-請勿在水中及噴到水或浸到水之處使用，本製品非防水型。

-請勿在高溫、高濕度的環境中使用本製品。
 
-請注意內附電池安裝方式。 

-當產品長期間不使用時，請將電池卸下。

-請勿自行拆卸或修改本製品。 

-本製品出廠時，在液晶顯示部貼有保護膠膜。

 使 用 操 作 手 冊

注 意 事 項　
3. 電池安裝

當螢幕LCD上的數字變暗或將消失時，電池因處於低電壓的狀態下，
請更換電池。 

1. 請將本製品背後下方的螺絲卸下，並略往上推將蓋子打開。 
 
2. 從右邊到左邊滑動電池(左下圖1)和拿起電池(左下圖2)。 
 
3. 安裝新電池，從右邊到左邊將電池推入(右下圖1)
  和按下電池(右下圖2)，直到它鎖定。

v 注 意!!!
　當本製品電池耗減、需移動或更換電池時，內部記憶的資料，將會全
  部消失。

1. 功　能

2. 規　格

型　號

表　示

範 圍

電　源

認  證

＊內附電池，因生產、運輸等所需時間，將影響電池壽命，可能低於年限
  不過，若新的電池安裝壽命將如上表示。

重　量

保存溫度

使用溫、溼度範圍

DK-2300

內附3V電池型號：CR2032,使用壽命約1.5年* 

CE 認證

約 40g (含電池)

5°C ~ +40°C / 85% RH (限不結露)

-10°C ~ +60°C

主要顯示 : LCD顯示  4.5 位 (字高:10mm)
附屬顯示 : LCD顯示   4    位 (字高: 5mm)

主要顯示 : -9999 ~ 19999
附屬顯示 : -9999 ~   9999

計數操作
     功能１，計數值可同時做累加及遞減之動作。
　計數值範圍:-9999到9999，當計數值到達此最大值或最小值時，
　若超過此範圍時，畫面將會顯示Error錯誤訊息。
　目前的計數值會顯示在主要顯示區的位置上。

歸零操作
     功能１，能儲存前二次計數值，將數值移動至上方。
     當主要顯示區的計數值按歸零鍵時，數值將移動至左上方。
　再按一次歸零鍵左上數值往右上移動，右上數值將被消除，而主
　要顯示區的計數值將重新開始。
　
   
蜂鳴器
     每按一次有效的按鍵，蜂鳴器將會發出嗡嗡叫的聲音。

功能1 :  累加/遞減 計數器 (出廠時之設定)

        單一計算數量的計數器，單一值可同時做累加及遞減的計數器

　　　螢幕顯示

　現在值(主要顯示）

　　前一次值 前二次值

4.操作方法 
  DK-2300是1台具有4大功能之手持輕巧型電子式計數器。
　功能切換，請將背面下方的螺絲卸下，內藏切換開關可調整。
　當需轉換另一種功能時，首先需切換指撥開關調整至功能之定 
  位(如下表)，再將電池卸下再安裝，亦即將之前的功能釋放，  
  轉換另一個功能。 
 

功能 2
二個值(加/減算)結果

功能 1
累加/遞減 計數器

功能 4
可儲存59組計數值

功能 3
獨立三段式累加/遞減

功　能 SWITCH 1 SWITCH 2

ON ON

ON OFF

OFF ON

OFF OFF

掛鉤

正視外觀圖         內部構造
          (後方蓋子取下時)

蜂鳴器
(在背後)

附屬
顯示

　主要
　顯示

切換
開關

面盤按鈕    

　電池

卸下電池

2
1

安裝電池

2
1

按鍵顯示：

計數操作
     功能２ ，分別計數Ａ段與Ｂ段的計數值。
　Ａ段顯示在左上方，Ｂ段顯示在右上方，Ａ段與Ｂ段在計數
　時，只能做累加動作，計數值的範圍：０至９９９９，若超
　過此範圍時，畫面將會顯示Error錯誤訊息。

Ａ段與Ｂ段的運算方式
　功能２，可同步計數Ａ段與Ｂ段兩個值之合計值或相差值，
　利用運算切換(+ /-)按鍵選擇。螢幕上主要顯示為兩個計數
　值的結果，範圍:-9999至19998，您可以在Ａ段與Ｂ段計數
　的同時選擇運算方式將會自動產生結果。　
    
歸零操作
　按歸零鍵，A段與B段及兩個值之合計值或相差值，全部同時
　歸零，無法針對某一個值歸零。

蜂鳴器
     每按一次有效的按鍵，蜂鳴器將會發出嗡嗡叫的聲音。

螢幕顯示：

功能３ :  獨立三段式累加 /遞減之計數器

         獨立三段式計數器，可同時做累加或遞減之動作

現在值(主要顯示)

其他計數值

計數值之編號

1
2
3

螢幕顯示:

功能 ４ ：可儲存５９組記憶值
　　　　  可儲存５９組記憶值，計數值只能做累加動作

     功能四分成二個部份，可累加、儲存及呼叫計數值。

計數操作
  在主要顯示區，計算計數值，可作累加及歸零動作。 
　當不需要再計數時，可按記憶鍵，將資料記憶，右上角有記憶
　的編號，最多記憶５９組。
　當記憶超過５９組時，畫面將顯示MEM-FuLL，表示記憶已滿，
　無法再記憶任何數值，請將背面的螺絲卸下，電池卸下再裝上
　，將全數重新記憶，此動作將會把所有記憶值歸零。

記憶操作
　切換按鍵：指切換計數或呼叫記憶
　當螢幕ＭＥＭ字眼閃爍不停，代表目前動作為呼叫記憶值。
　可往前及往後呼叫記憶值。
　注意：當計數值被儲存或呼叫時，計數值將無法歸零及其他
　值之變更。
　

蜂鳴器
     每按一次有效的按鍵，蜂鳴器將會發出嗡嗡叫的聲音。

 現在值(主要顯示)

記憶模式 記憶編號

按鍵顯示：

螢幕顯示:

功能２： 二個計數值(加算/減算)之結果

       　 二個計數值可利用運算(加算/減算)，產生合計值或相差值

　　Ａ段與Ｂ段運算產生
　　之合計值或相差值

　Ａ段計數值
　顯示

Ｂ段計數值
顯示

運算方式
加算／減算

+

按鍵顯示：

功能 1
累加/遞減 計數器

按  鍵

累加 遞減 歸零 無功能

按鍵

功能２
二個值的運算

累加
(Ａ段計數值)

累加
(Ｂ段計數值)

歸零 運算切換
 (+/-)

按　鍵

功能４
記憶計數值

累加

呼叫前記憶

記憶

呼叫後記憶

切換歸零

當計數值在主要顯示區時，即可將計數值作累加及遞減之動作。
主要顯示區計數時，只能操作此計數值，若要更換下一段計數時
請按切換鍵切換(可保留三段)，移動的方向是採順時針模式。 

計數操作
  每一段計數皆可做累加或遞減之動作，當要計數下一段時，請
  按切換鍵。當計數值在上方時，按累加或遞減將不受影響。
  若上方的計數值需要改變時，請按切換鍵將計數值切換至主要
　顯示區，這時計數值將可以再度改變。範圍:-9999至9999。
　若超過此範圍時，畫面將會顯示Error錯誤訊息。

歸零操作
　當計數值切換至主要顯示區，按歸零鍵，計數值將歸零，但上
　方顯示的計數值將不受影響。

蜂鳴器
     每按一次有效的按鍵，蜂鳴器將會發出嗡嗡叫的聲音。

按鍵顯示：

按 鍵

功能３
獨立三段式計數器

累加 遞減 歸零 切換下一段

＊出廠模式設定為功能１(累加/遞減之計數器)

計數值超過計數範圍時，螢幕會顯示Error錯誤訊息。
當螢幕顯示Error時，將無法再做任何計數。
這時按歸零鍵，畫面Error將會消除，計數值將被歸零，
即可恢復正常使用。

當螢幕顯示Error時

　
*Specification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d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2005 LINE SEIKI CO.,	LTD. 1st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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