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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准确度的因素分析
薛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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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技术水平也在不断进步，在工业层面上很多领域已经实现了和国

际化接轨。在这种发展势头下，一个企业想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保证产品质量稳定，而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的准确度则直接影响到产品质量。本文围绕影响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准确度的几个因素进行探讨，首先对这种企

业中常用到的重力计量装置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影响其测量数据精准度的几种因素进行了分析，最后给出避免出

现精准度不足现象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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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应用分析

在工业生产的相关流程中，配料的生产环节是极

为重要的。在配料生产环节中，重力式自动装料系统

能够促使这项环节得到极大便利，该项系统是通过自

动称量来使得配料生产趋向于标准化，同时配料称量
的效率也更高，为了使得这项系统的工作精度更高，

应该对其进行精度调试，这是推动我国工业水平发展的

重要举措，能够实现重力式自动装料系统的商业价值 [1]。

在我国，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被广泛应用于各行
各业中，在冶炼行业、医疗药品行业、玻璃制造行业、

电力行业以及食品行业等都能够看到这种机械的身影。

其中最为典型的应用场景就是在冶炼工业中的应用。

一般企业会大量利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对散装的物
料进行定量称量，然后进行包装作业，这种智能化的

生产方式使得装料时间大幅缩短，装料工作环节的生

产效率也因此得到提升。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使用

流程主要是，通过快速地将物料填入进衡量装置中，
对衡量装置中的物料进行称量，当物料的重量达到额

定值时，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系统就会自动关闭，这

样在衡量装置中的物料质量刚好能够满足实际生产所

需。然后该项系统会根据物料的重量来预估下一轮物
料填装的时间间隔，并以这个时间间隔为周期进行周

而复始的运作。在每一个周期完成后，物料操作人员

能够通过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指示将物料导入到指

定容器中，然后开始下一阶段的物料称量。

2 影响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精准度的几个因素

2.1 称重传感器以及称重显示器出现误差

称重传感器和称重显示器所产生的误差是重力式
自动装料衡器精准度的一般影响因素，目前针对这方

面的误差记录较多，因此对于这种误差的论述已经相

当丰富。在实际情况中，为了尽量减少误差，在重力

式自动装料衡器的使用过程中需要选择稳定性较高、

精度较高的称重传感器和称重显示器 [2]。

2.2 传感器安装造成的影响

在进行传感器安装的过程中，传感器的安装不良

同样会导致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系统出现功能性问题。

这种问题主要体现在传感器的重复工作中，因其线型

功能受损，从而导致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周期反复

工作时装卸的数据出现丢失。例如在重力式自动装料

衡器卸载后，其传感器显示数据不归零现象就是这种

功能受损导致的，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对这种现象予以

足够的重视，要保证称重传感器在协同工作中所有的

数据输出类型保持一致，这样就能够降低称重传感器

故障发生的概率。

2.3 对外界环境造成的影响

对外界环境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在于承重力受力

点出现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会导致承重力受力点的

复位工程出现问题，因此应该对受力点的压头进行强

化，可以使用硬化塑料对受力点进行包装，然后将传

感器的信号线设置为屏蔽线，将屏蔽线接地，这样就

能够减少外部环境对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称量装置的

精准度影响，能够屏蔽大量的电磁干扰信号，避免因

电磁干扰造成的误差问题。

2.4 砝码或者物料影响精准度

在测定和校验计量部分时所选取的砝码或者物料，

并不能够保证整个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系统的运行精

度。在短时间内进行重复称量的结果也不具备代表性，

这就导致抽样法和重复测量法都无法应对这种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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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因此，系统开启工作后进行检定工作是十分重

要的工作环节。

3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检定方式

想要提高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系统精准度，就

需要对其精准度进行定期检验，以此来判断精度是否

符合相关需要的标准。在对物料进行实际检定的过程

中，通常会使用到两种方法对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

精准度进行检测，分别是分离式物料检定法和物料集

成检定法。

3.1 分离物料检定法

分离物料检定法主要是指将控制衡器进行分离的

物料检测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测量装料质量的

真值来判断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额定真值。通过控

制衡器的反复利用，其测量的平均值就是装料质量的

真值。在确定了物料的真值后，需要根据相关误差判

断法来统计计算结果，然后将计算结果和国家相关等

级标准制度的额定值做比较，如果符合，那么重力式

自动装料衡器就能够达到使用精度要求 [3]。

3.2 集成检定法

集成检定法是使用被测装料衡器的自有装置确定

装料质量的约定真值。集成检定法应使用被测装料衡

器的下述装置之一实施：一种是专门设计的指示装置；

另一种是可用标准砝码确定化整误差的指示装置。在

物料检定的每个装料周期内，装料衡器在装料之后和

卸料之后应中断自动运行，以进行静态称量 [4]。

4 提高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系统精度的措施

在日常使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过程中需要注

意方式方法，应该注重其操作并完全按照说明书上的

操作规程进行，同时应该规范其维护步骤，这样才能

够保障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系统精度，同时使得其工

作的精准度不受影响，这样才能够让该系统正常运转。

4.1 使用前的检查和维护工作

要想使得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系统能够始终维持

高精准度，需要在使用前对其进行检查，在使用后对

其进行维护，其检查和维护工作主要可以从几个方面

入手。首先应该保障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机身清洁

顺畅，然后要排除电路以及气路的故障问题。检修维

护的相关技术人员要按照工作流程严谨地操作，最后

通过前文提到过的几种方法来系统地排查重力式自动

装料衡器中出现的问题，检验其精确度，以此来消除

影响装料衡器系统的精准度问题以及其它的衍生问题。

4.2 定期对系统进行校验

应该按照国家相关的检定规程对重力式自动装料

衡器系统进行定期检定工作，其检定和校准工作是日

常维护工作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保障重力式自动装

料衡器系统数据精准度的主要方式。在动态情况下实

现对物料的称量主要在于校验设备，校验设备的精准

性能够直接影响到校验系统的真实数值。在动态校验

中，需要根据规定为校验工作配备一定数量的校准砝

码，这些校准砝码需要通过精准度测定，这样才能够

确保动态校验数据的精准性，然后对重力式自动装料

衡器系统进行动态校准。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为静态校准，静态校准就是在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系统停转时对该系统进行校准，

一般情况下，静态校准的精确值更高，但是这种方式

存在限制条件，就是必须要在重力式自动装料系统不

工作时才能够完成校验，因此静态校准一般是在工厂

的物料停运时才能够使用。

对于需要长期运转的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系统可

以使用动态校准进行测试，如果发现动态校准的数据

出现失准现象，那么就需要立即停止校准工作，并将

静态校准相关设备送往计量技术机构进行重新调试。

值得注意的是，装料衡器在通常使用条件下，其计量

器具标识应当是牢固可靠的，其尺寸、形状能保证清

晰易读。这些计量器具标识应集中在装料衡器的醒目

位置，可安放在装料衡器的铭牌上，也可在装料衡器

的秤体上。若标识在铭牌上时，应能对铭牌加封；若

标识在装料衡器秤体上时，应是不损坏就不能抹除 [5]。

4.3 校验工作

表 1 最大允许偏差

装料质量 F（g）
最大允许偏差

首次检定 使用时检定

F≤ 50 7.2% 9%

50＜ F≤ 100 3.6g 4.5g

100＜ F≤ 200 3.6% 4.5%

200＜ F≤ 300 7.2g 9g

300＜ F≤ 500 2.4% 3%

500＜ F≤ 1000 12g 15g

1000＜ F≤ 10000 1.2% 1.5%

如表 1所示自动装料衡器存在最大允许偏差，当

超过最大允许偏差时需要立即对其进行校验，同时日

常运行中也应该按照国家相关的检定规程对重力式自

动装料衡器系统进行定期检定工作，其检定和校准工

作是日常维护工作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保障重力式

自动装料衡器系统数据精准度的主要方式。检定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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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计量技术机构在装料衡器的安装现场进行。无

论是以检定为目的还是实际使用，装料衡器的自动称

量运行都应是相同的。

要保证检定工作可靠且方便地进行，而不必改变

正常的运行状态。相应的计量技术机构应以尽量避免

不必要的物力投入的方式进行检定。为了进行检定，

计量技术机构可要求申请人提供一定量的物料、搬运

设备和相关的人员。

在动态情况下实现对物料的称量主要在于校验设

备，物料检定的精准性能够直接影响到检定系统的真

实数值，在物料检定中，需要根据规定为检定工作配

备一定数量的校准砝码，这些校准砝码需要通过精准

度测定，这样才能够确保物料检定数据的精准性。然

后对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系统进行物料检定，物料检

定的方式有以下步骤：

（1）对于不固定且配有水平指示器的装料衡器，

应将装料衡器调至水平。（2）按照要求设置被检装料

衡器。（3）选择一个预设装料质量，如果载荷质量与

装料质量不一致的话，应设置载荷值，并记录指示的

预设值。（4）按照规定，运行装料衡器输出一定数量

的装料。（5）称量所有的装料。（6）计算所有装料

的平均值与装料预设值的误差。（7）计算每一装料与

所有装料平均值的偏差。

4.4 装料质量的测定与计算

（1）单次装料质量的测定。单次装料质量的测定

应采用规定的方法之一。（2）预设值：应记录装料衡

器指示的装料预设值 Fp。（3）装料质量和平均值：每

一个装料都应在控制衡器上进行称量，得出装料质量

F，其结果应视为装料的约定真值。记录所有装料的约

定真值，并计算这一装料预设值下所有装料的平均值。

（4）自动称量的偏差。用于确定是否满足规定的每次

装料的称量偏差，应是装料质量的约定真值与这一装

料预设值下的所有装料平均值之差。

4.5 颗粒质量修正

在物料检定中，当参考颗粒质量超过使用中检查

最大允许偏差的 0.1倍时，最大允许偏差应是从表 1中

得出的数值再加上 1.5倍的参考颗粒质量。但是，最大

允许偏差的最大值不应超过等级指定因子（X）乘以 9%。

此外要注意的是：颗粒质量修正仅适用于装料衡器的

检定，不适用于预包装商品净含量的应用。对于颗粒

质量较大的物品，建议使用组合（选择组合）衡器。

对可预设装料质量的装料衡器，装料预设值与装料的

平均质量之差，不应超过规定使用检查中每次装料与

所有装料平均值间的最大允许偏差 [6]。

5 减少使用中影响控制精准度的因素

在整个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运行过程中，系统

运转属于动力性的机械行为，机器的零部件之间发生

摩擦现象不可避免，零部件之间的摩擦必然会导致机

械发生一定轻微振动，这就对称重显示器的判断造成

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称重显示器不够精准也存在系统

自动运行过程中的一些机械运行因素。为了减少零部

件之间摩擦振动对称重显示器造成的影响，可以优化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内部的机械结构，以此来控制振

动振幅。可以提高称重传感器安装时的安装平面，使

得安装平面略高于计量斗的重心，这样就能够减少接

触面，从而使得因摩擦而产生的振动现象减少。还可

以选择缓冲面较宽或者缓冲效果较好的输送机，例如

皮带输送机或者螺旋给料机等，这样同样也能减少因

为摩擦振动对称重显示器数值精准性差异带来的损害。

6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实际应

用、检定方式、数值精准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综

合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提高该装置精准度的方法。在各

种应用到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系统的企业生产中，工

作人员首先应该正确地使用这种装置系统，然后掌握

其检测、校验技术，时刻维护好整个系统的精准度，

以此来保障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该装置的作用，为企业的发展提

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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