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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公司针对目前市场的发展情况，以及广大客

户的需求，开发了专门针对化工、医药、冶金、水泥、路基、钢厂、高速公路等行业

称重控制产品。一直以来，如何有效的降低称重作弊，降低消耗，有效的控制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企业生产信息化管理水平，将相关数据传输到中心控制机房，都

是各企业管理人员所想的。

称重管理系统，引入最新传感理念，结合行业规范，大大提供生产效率，同时也

提升了企业形象。在生产过程实时计量数据，可以根据生产要求做生产控制、数据存

储、生产数据报表，提供数据分析。

二、工作原理

1. 传感器：CY 系列才用的传感器根据惠更斯电桥工作原理，将粘贴（扩散）在应变

梁上的四个应变电阻连接桥路，内部连线已接好，当弹性应变梁受外力时，粘贴

（扩散）在梁上的应变电阻，阻值发生变化，电桥失去平衡，从输出端获得一个

与外力成正比的电压信号。

2. 接线盒：防尘式不锈钢接线盒有四处进线口与四支称重模块相连接，把信号汇总

后由一根屏蔽信号线输出，智能的对集成信号时的损耗进行补偿，防尘等级高。

3. 智能称重控制仪表：CY 系列智能称重控制仪是一种多用途仪表，采集速度快、精

度高、抗干扰性能优异。此外，它拥有的峰值、谷值检测及保持功能，变送输出

模拟量信号(如：4-20mA、-0-10V 等)、通讯串口（如：RS-232、RS-485）可供选

择，正负信号双极性处理能力很适合与拉压传感器、扭矩传感器等配接，广泛用

于生产物料配比、试验机控制设备等。

三、称重系统的组成

通常每套称重系统由：3支或 4支 CY 系列称重模块、1支防尘接线盒、1台称重

控制仪组成，可根据工况选择彩色触摸屏、PLC、DCS 分散控制系统、配料控制编程。

四、系统的设计原则

1. 可靠性：本系统是一个长期运行的称重系统，保证系统稳定可靠的运行是首要考

虑，设计时，称重传感器选择采用德国进口应变片，保证测量的稳定，可靠；接

线盒采用密封生产、抗干扰能力强的 CY-J4接线盒，保证信号传输的稳定及低损

耗；仪表采用 100次/秒的计数，6位数窗口显示的 CY-B5系列显示控制仪表，保

证了数据的准确性和高精度。

2. 可扩展性：企业的生产是有一个过程的，需求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为了满

足客户的需求，CY-B5仪表预留变送输出、通讯串口及打印接口。

3. 标准化和优势的确立：本系统所使用的称重产品为我公司所生产的生熟标准产

品，经过市场多年的使用经验。

4. 维护性：我公司可根据公司的制度规定或客户行业的要求，对称重系统进行有周

期的维护、调试、校准，以此确保产品满足客户使用的要求。

5. 安全性：产品使用的安全性是客户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公司会在产品安装

使用的时候进行指导安装、提供使用说明并定期对客户使用情况进行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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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称重模块的定义

称重模块是一种采用新型结构的称重部件，它由称重传感器、负载传递装置、各连

接件等组成，称重模块解决了因现场安装不当所造成的称重误差及对传感器使用寿命的

影响，确保了传感器的精度及长期稳定性。

二．称重模块的分类

2.1称重模块分为两类

分类 应用环境

静载称重模块 侧向力较小的静载荷称重场合，静载称重模块可以非便捷的安装在各种形状的容

器上。

动载称重模块 承受水平作用力的机械装置，如流水线、传送带等另外动载称重模块还可用于机

械水平秤的改造。

钢球结构称重模

块

侧向力较大的称重场合，如反应釜配料、混凝体搅拌站、料罐等带搅拌的各种形

状的容器上。

2.2称重模块的品种和特点

型号名称 规格 工作特征 适用场合

静载/钢球结构模块 0.5t、1t、2t、3t、5t、
8t、10t

防倾覆功能：使用时固定式、半

浮动式、全浮动式为一组，防止

罐体微变形功能等

可用于各种容器、反应釜、槽罐、

料斗等

动载模块 0.5t、1t、2t、3t、5t、
8t、10t

带有水平限位，适用有水平冲击

力的静态称量

可用于滚道、机械衡、全电子改

造汽车衡、轨道衡等

不锈钢模块 0.25t、0.5t、1t、2t、
5t、10t、20t、30t、
50t、100t

所有部件均为不锈钢材质，具有

静载模块功能

静载场合使用，更适合有腐蚀性

和潮湿性的恶劣条件下使用

波纹管模块 5kg、10kg、20kg、
50kg、100kg、200kg

有地狱腐蚀性物质侵蚀，为全不

锈钢结构，具有防止倾覆功能，

维护方便，有保护电源浪涌冲击

传感器功能

可静载荷动载场合使用，适用于

小容量的灌、斗、槽罐、滚道和

平台，适合恶劣环境使用

摇柱式/轮辐式称重

模块

20t、30t、50t、100t 密封焊接，防倾覆装置，侧向限

位，接地为铜线

可静载荷动载场合使用，适用于

大容量的灌、斗、槽罐、滚道和

平台

防爆称重模块 0.25t、0.5t、1t、2t、
5t、10t、20t、30t、
50t、100t

在有爆炸性危险气体混合物的

场合中使用

可用于各种容器、反应釜、槽罐、

料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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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称重模块

3.1称重模块的选择

3.1.1动载和静载称重模块的选择

加料方式决定称重模块种类，当物料是以垂直方式用输送机或者泵向斗、罐、反应釜和槽罐送

料时，这种情况使用静载模块；当以水平力把物料送到秤台或容器内时，产生水平冲击力，这种情

况选择动载模块；如滚道、机械衡、全电子改造汽车衡、轨道衡等使用动载模块。

3.1.2称重模块数量的选择

圆柱形容器采用三点支撑，三只模块为一组（固定式、半浮动式、浮动式各一支），长方形容

器以四点支撑为宜（固定式、半浮动式各一支、浮动式二支），特殊情况下可以增加容器的支撑点，

在四支模块基础上增加的模块均为浮动式模块。

3.1.3称重模块量程的选择

单支称重模块的容量W≥1.5K(W0 + Ws)/n

举例：

若空罐重量：Wo=5000kg
满量程时最大载荷：20000kg
标准安全系数：F=1.5
附加安全系数：K=1(假定风力，冲击和震荡很小)
称重模块数量 n=4
则单个传感器的容量：

W≥1.5K(W0 + Ws)/n
W≥1.5*1(5000kg + 20000kg)/4
W≥9735kg
因此每个传感器容量选择 10T即可

3.1.4称重模块材质及选择

本公司提供两组材质的称重模块，碳钢材质适用于一般环境，不锈钢材质适用于具有腐蚀性和

潮湿性的恶劣环境，不锈钢称重模块用于和腐蚀性物质直接接触和潮湿的环境。

四．称重模块使用注意事项

4.1安装静载称重模块时需考虑的若干问题

4.1.1支架结构要求

在罐秤（斗秤）系统中，支架结构的倾斜会影响传感器的精度和重复性，因此称重模块支架结

构的设计有以下三点要求：

(1) 称重模块支架的偏斜和和水平夹角不能大于 0.5度
(2) 称重模块的基座支架结构扭转或偏斜而引起和水平线的夹角不能大于 0.5度
(3) 称重模块的基座支架结构偏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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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三个图表示支架偏斜对传感器造成的影响：

最大偏角 0.5°

最大偏角 0.5°

图 a 图 b 图 c

图 a: 称重模块上支架不水平，有侧向力作用在传感器上。

图 b: 称重模块上支架和基座支架调整成一条直线，无侧向力作用在传感器上。

图 c: 称重模块基座支架不水平，有侧向力作用在传感器上。

一台罐秤的支架结构挠度应尽可能小，所以支点的挠度应一致（图 d）。过大的挠度或引起罐体入口

和出口挠度的变化，从而造成线性误差。当个点挠度不一致时，可能造成重复性误差以及由于蠕变而产生

的回零误差。

图 d
在某些情况下，罐体在称重状态时，罐体的支柱会发生挠度（图 a-1）,如果挠度过大，会影响测量的

精度和出现读数不稳定现象。此时你可以加固支架，使它们有足够的刚度（图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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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图 a-2
4.1.2称重模块和支撑梁的统一调整

加在传感器是载荷的中心线应与称重模块支撑梁的中心线相吻合，理想的安装状态如图 b-1

图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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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支撑梁在加载时扭转，应增加加强腹板（图 b-2）

图 b-2

4.1.3加强支架结构

当加在金属装置上的载荷增加时，支承部分容易弯曲而增加挠度。挠度过大会影响垂直罐体的精确

度，当称重模块安装在支撑梁中间时，产生的挠度最大（图 c-1），若这种安装方式不可避免，则需要

价格支撑梁，使挠度最小。如：图 c-2 图 c-3是最常见的加固方法。

图 c-1 图 c-2 图 c-3

减少挠度最好的方法是把称重模块安装在靠近立柱的地方，确保在相同尺寸的结构梁上安装模块，以

免不同的挠度在此重复性误差和回零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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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4 图 c-5
推荐安装的位置，靠近立柱 不推荐安装位置，水平梁中间

图 c-6和图 c-7表示详细的安装方法：

图 c-6结构梁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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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7 结构梁支承

4.1.4灌之间的相互影响

当两台罐秤相互紧挨着安装时，如果使用公共的安装基础，其称量会结果会相互干扰。图 d-1
至图 d-4为 4种安装方式，其中图 d-1 相互干扰最小，图 d-4相互干扰最大。

图 d-1 图 d-2
最好的一种选择，安装在混凝土上，

由于混凝土挠度很小，二台罐之间 几乎

没有影响。

较好的一种选择，将称重模块安装

在立柱附件，每个罐有独立的支架结构，

限止挠度，可以减少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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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3 图 d-4
较差的一种选择，安装在水平梁中

间，挠度较大，但每个罐有各自独立支

撑梁减少影响。

最差的一种选择，称重模块安装在水

平梁中间，而且两台罐安装在同一根水平

梁，挠度大，相互影响最大。

4.1.5安全性的考虑

为了确保罐秤的安全性，防止罐体由于受到风力，冲击力，震荡等影响而倾覆，同常采用的方

法是增加限位制动杆或防倾覆螺栓，必要时可同时使用，如图 e,限位制动杆通过安装在罐体中心的

上方，限制罐体水平移动，使之免于旋转或倾覆。

图 e带有限位制动杆和防倾覆螺栓的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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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限位制动杆的安装要与罐体相切，杆子端部的螺帽和罐壁上的之间之间要有一定的间隙，以免因

罐体热胀冷缩所造成的称量误差。限位制动杆应水平安装，以免影响称量读数，同时防倾覆螺栓和支架

间要有一定间隙，以免影响称重读数。

4.1.6管道设计及原则

任何罐体都有进料和出料管道，若果管道安装不合适可能对罐体产生拉力或推力，从而影响称重读

数。在管道设计中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当设计管道系统时，应遵循下列准则：

（1）所有和罐体相连的管道必须水平敷设，防止因管道使罐悬空。

（2）尽量减少罐体支架结构的挠度，从而减少管道挠度的变化。

（3）管道的第一个链接支撑点应设置在尽量远离罐体的地方，这样会增加管道弹性（图 e-1，L应尽

量长）

（4）在满足工艺的情况下，管道的直径越小越好，管道的规格越轻越好，这同样能增加管道的弹性。

（5）只要可能尽量使用软连接。

如图 e-1所示，一个罐安装在称重模块上面，并靠一根横梁支撑，一根与罐相连的管道固定在与罐距

离 L的另一根结构上面，当罐空载时，管道保持水平，没有理最用在罐上。当罐满载时（图 e-2）由于称

重模块和支承梁的挠曲，管道也向下挠曲△h，此时管道对罐有一个向上的作用力，影响称量精度，管道

越软这种力越小。

图 e-1空载 图 e-2满载

尤其石油多根管道连接容量较小的罐时，管道挠曲将对测量精度产生很大影响，合理的设计管道会大

大减少这种力的影响，让后你可以在校准秤时把这种力补偿掉，由于模拟器不能模拟这种力，所以校准必

须在安装好的罐秤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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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3 图 e-4

图 e-5
用一根管道作为相邻两罐放料管（图 e-6），当其中一个罐放料时对另一个罐会产生影响，为了避免

这一情况，建议采用图 e-7安装方式，每个罐的放料管单独支撑，这样放料就不会影响另一个罐的重量。

图 e-6不宜采用的放料管安装方法

图 e-7建议采用的放料管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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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避免把罐固定在和罐不想连的结构式，如上层楼面（图 f），而应把管道连接在罐的支架结构式，

以使管道和罐一起移动（图 f-1）

图 f 图 f-1
在有可能避免硬链接的情况下，使用软连接。

注意：罐和管道口之间的间隙（图 f-2），要用软的防护罩把每个连接部分封住。

图 f-2 建议在罐和管之间采用软连接

4.1.7风力的影响估算

户外安装的罐必须考虑风的影响，一般因风力而产生的附加载荷有二种：

(1) 空秤状态的上升力 （2）满载状态的附加压力

4.2安装动载称重模块时需考虑的若干问题

4.2.1保持秤体的水平

如图 f-3所示，在从零到满量程的加载过程中，秤体的承载平面在每个承载点的最大挠度应小

于整个承载平面的 1/1200，另外在整个称重过程中，同一个秤体重所有模块的安装支撑板必须处于

同一个水平面上，在加载过程中模块的底板和上班应遵循同一原则，应当用测量或计算的方法确定

传感器处的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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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3秤体变形

4.2.2环境的影响

安装在户外的电子秤需要有防雷、防冻、防风、防潮等措施，应为这些因素会造成测量误差，特

别是风速的影响。虽然本公司 CY系列模块受风力因素影响很小，但还得小心因风力影响使秤台倾覆

或移动。

4.2.3冲击和振动

如果传感器处于经常承受冲击力的环境，必须加倍注意传感器容量的选择。冲击会使称量系统发

生急剧变化，例如一重物从相当高度坠落到秤体上，必须搞清楚可能冲击秤体的最大重量（冲击源重

量和速率）不断的振动会使仪表不停的工作，从而影响称量的精度。虽然我公司的仪表因内置滤皮而

具有防振动功能，但还要采取措施从消除内、外振动源着手解决振动。如您可以在安装模块式假装防

震动装置减少内部产生的振动。

4.2.4剪力冲击

动载荷会产生相当大的水平剪力，CY系统称重模块在安装方向上的恰当配合，在水平剪力冲击

时，限位螺栓会顶到传感器端部，从而使剪力由顶板通过限位装置传输到传感器端部，最后传输到传

感器的限位螺栓上，这样承受剪力将是模块中强度最高的部分（图 f-4），一般而言，只要安装方向

正确，CY系列称重模块可以抵消相当于 1/2 模块容量的剪力，剪力由限位螺栓传递到传感器上，会

使传感器以第一个固定螺栓位支点，剪切第二个固定螺栓。

图 f-4剪力方向

4.2.5对位工具的使用

如图 f-5 所示，为确保顶板和传感器之间三个方向的限位间隙符合要求（限位间隙已在 LK 调

试好，不可再调），必须使用专门配置的对位工具装配顶板和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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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5对位工具使用

五．雷电和防护涌保护

称重模块安装好后，系统必须安装相应的雷电防护装置。由雷电产生的电流会通过传感

器使传感器损坏，因此系统必须接地。

(1) 检查和完善现有的接地系统

(2) 每只称重模块应单独接地

浪涌是电流或电压瞬间变化，可能产生于雷电或者带有大功率马达的设备，系统如

果使用不间断电源可以消除较小浪涌。

六．秤的标定

称重模块安装好后，必须用砝码进行标定，以使仪表读数准确反映所称物体的重量，

建议按满量程进行标定。

由于容器设计或大小方面的限制，放不下相当于满量程的砝码，此时可以利用替代物进行

标定。

6.1 砝码标定

用砝码进行标定最可靠。为了标定方便，容器必须装有耳架以便悬挂砝码，标定过

程如下：

6.1.1首先使容器空载，调整仪表读数使之为零。

6.1.2 检查每只模块以确保其能正常工作。依次在每只模块附近悬挂砝码并读取读数，确认

每次仪表显示的读数是否相同。

6.1.4 恢复至空载状态，逐渐增加砝码直至满量程的一半，读取仪表读数，再增加砝码至满

量程，读取仪表读数。

6.1.5 如果物料进出都需要称量，在满载状态下减少砝码，在满量程一半和空载时读取仪表

读数。

6.2 组合标定

对于许多大的称量容器，不可能完全使用砝码进行标定，此时可以使用砝码和替

代物（水）进行组合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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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读取空载时的读数后，在容器上加一定重量砝码并读取重量。

6.2.2移去砝码，加替代物直至仪表显示的读数和刚加的砝码重量相同。

6.2.3替代物仍保留在容器中，加砝码读取重量。

6.2.4重复第二、三个步骤，直至替代物的重量达到满载重量。

6.3 替代物标定

当不能用砝码标定时，可用替代物进行标定。先在另一台秤上称出替代物（如水）

重量，然后将替代物放入需要标定的秤重容器中。这种标定方式依赖于称替代物的秤的

精度和将替代物转移到容器的过程中替代物损失的大小，因此只能作为一种比较粗略的

方法。

七．维护和保养

7.1 概述

当您安装好秤体后，应周期性地对秤进行检查和标定，如果秤用于贸易结算，请向

当地的称重计量部门咨询秤的最小分度。

7.2 现场检查

检查秤是否安装在一个合适的环境里，检查与秤体的连接部位是否有变化，检查模

块的支撑是否有变化，检查秤是否过载和秤体是否过渡震动，检查秤体下面或周围是否

存在细小杂物影响秤体的自由移动。

7.3称重模块及接线盒检查

7.3.1检查传感器、连接件、限位装置是否过渡磨损。

7.3.2检查支撑螺栓和顶板的间隙（仅限于静载模块）。

7.3.3检查限位螺栓的数量及其与传感器之间的间隙（仅限于动载模块）。

7.3.4检查模块的排水系统是否正常。

7.3.5检查接线盒是否密封，各种线号是否连接牢固。

7.3.6接线盒内部或周围是否受潮或有异物存在。

7.3.7检查仪表电缆是否损坏，是否固定在秤体上。

7.3.8检查秤体移动是否自如。

八．故障诊断

8.1概述

不正确地使用秤，将有可能产生故障，检查故障是偶然发生还是经常发生，机械部分

和电气部分都可能产生故障。当故障产生时应检查秤所处的环境、核对所有的连接是否正

确、核对是否有水和腐蚀性物质存在、核对支撑是否水平、是否有过大的震动，是否有气

流影响，秤体的结构是否受损，也要核对电缆是否受损，电气连线是否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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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判断故障

8.2.1判断故障是发生在秤体部分还是发生在仪表部分。

..关掉电源，脱开仪表与秤的连线。

..连接仪表和模拟传感器（即能提供与传感器相同输出的模拟信号发生器或其他传感器）

..打开电源检查仪表，如果故障仍存在，可以判断出故障出在仪表部分。

..如果故障消除，关掉电源，脱开传感器，重新连接仪表和秤，故障仍然存在，可以判断

出故障出在秤上。

8.2.2检查电气线路

..关闭称重系统电源。

..打开接线盒的盖子，检查接线盒内部是否受潮或存在异物。

..确认接线牢固，没有绝缘物质存在于接线端。

..核对接线盒内各电缆是否按色标正确连接。

..核对所有电缆固定是否牢靠。

..检查所有连接，将松动的连接重新拧紧。

8.2.3检查传感器

..关闭称重系统电源。脱开所有传感器连线，检查传感器的输入、输出电阻。

..如果上述测试结果正常，应进行短接对称测试：

..短接信号线，将万用表的一段接在信号线上，另一端接在＋激励线上，记下万用表读数。

..脱开万用表接在＋激励线上的线，再接到－激励线上，记下万用表读数。两次读数应大

致相同。

..如果传感器通过短接测试，重新恢复传感器的连线，打开电源，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的

激励端，确认激励电压正确。

..如果激励端电压正确，脱开传感器的输出端连线，测量输出端电压是否正确，如果电压

过高或过低，这就是故障所在。满量程输出是 30MV(激励电压是 15V时)。
..如果传感器输出不正常，应卸去传感器上的载荷，测量传感器的空载输出是否正常。

..如果上述测试中任何一只传感器有问题，必须更换。

8.2.4检查秤体的机械部分

由于动载静载模块设计简单，机械部分产生故障的几率很小，在检查机械部分故障

时首先检查秤是否能够自由移动，限位是否碰到传感器，然后检查：

..秤体是否不水平或松动，如果是重新组装。

..核对连接件是否有非正常磨损，应更换磨损严重的连接件或修复连接件表面。

..检查秤上的连接部件是否正常。

..检查秤上是否有刚性的管路连接或强度较低的支撑。

8.3静载动载模块中传感器的更换

8.3.1 关闭仪表的电源，脱开连线。

8.3.2 打开接线盒盖子，找到需要更换的传感器的接线端。

8.3.3 脱开传感器接线端的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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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松开接线盒上的电缆连接件，取出电缆线。

8.3.5 仔细升起称重模块的顶板卸去传感器载荷，如果你更换的是静载模块的传感器，你

可以升起支撑螺栓，撑起空的秤体。

8.3.6 如果传感器电缆线外部有护套线管，新的电缆线应能够方便地穿过护套线管。

8.3.7 松开传感器安装螺栓，保留好螺栓待组装时再用，取出传感器。

8.3.8 从护套线管中仔细拉出传感器电缆线。

8.3.9 从传感器中取出连接件，安装在新的传感器上

8.3.10通过护套线管连接新的传感器电缆线和接线盒。

8.3.11将新的传感器安装在底板上，用力矩扳手拧紧安装螺栓。

8.3.12检查传感器下部的间隙。

8.3.13检查接线盒中电缆线长度是否合适，然后固定电缆线。

8.3.14将电缆线按色标正确连接在接线端上。

8.3.15确认承载头对准顶板，然后慢慢放下顶板直至传感器承载头正确到位。

8.3.16重新连接上仪表，按要求对秤重新进行标定。

南京驰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400 025 1066

技术热线：025-84100015、84100017

传真：025-84100065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神州路 37 号

网址：www.jsch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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