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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THPL--A 微机配料系统采用先进的计量技术及控制手段，提高物料配比
精度，严格按比例控制各物料配比，为提高生产创造有利条件。
THPL--A 配料系统主要由储料、计量皮带秤、测力传感器及工业 PC 计算
机、强电、弱电控制柜组成。具有连续出料，异常情况报警、暂停配料等功能。
连续工作，重量配比准确，是取代人工配料，提高产、质量的理想设备。
二、工作原理及系统组成
启动调速秤电机,由于皮带拉力和物料重力的作用,秤上运转的皮带自动将
物料按一定的厚度及宽度均匀拉出。称重传感器将测量段皮带的物料重量转换成
标准电信号送到计算机;测速传感器测量皮带从动轮转动一圈所需时间,由计算机
算出皮带的线速度,计算机按照公式 W=K G(t) × V(t) × dt, 计算各秤瞬
时流量和累积流量。(式中 Gt--瞬时重量,Vt--瞬时线速度,K--线性系数)计算机按
设定的配比,计算各秤的设定流量，将各秤的瞬时流量与设定流量比较，得出差
值，据差值大小，计算机送出相应的控制信号到变频器(调速控制器)，改变变频
器的频率(调速控制器的转速)来调整皮带的线速度，由皮带的速度来改变其输送
量，使测量流量等于给定流量。
三、系统功能及技术参数
１、各物料自动按比例配比，连续下料，具备手动／自动控制切换功能。
２、皮带速度和料层厚度连续可调，设定台产及修改配比极为方便。
３、 具有下料不足暂停配料功能；当某秤因出料不畅，皮带料层过薄或断
料时，自动停转其它秤，计算机发出报警，并给该秤 2V 控制电压继续运行，直
到该秤布料正常时自动恢复系统正常运行。
４、静态计量精度 0.5 级，动态计量精度 1.0 级适用于散粒、块状物料计量，
粒度一般不大于 50mm。
５、计量秤计量精度，静态：0.5 级，动态：1.0 级。
６、计量秤电机功率：0.75～2.2KW，工作电压:AC380V±
10%，频率：
50Hz ± 1Hz。
７、使用环境温度：-10℃ ~+55℃ 。
四、开、停机顺序
1、开机顺序：
将“手/自动操作箱”上的“开”的按钮开关按下，给系统送电，合上各变
频器空气开关给变频器送电，将手/自动操作箱上“手动”、“自动”开关切换至
“自动”位置（给电机通电，把调速控制器手/自动开关切换至“自动”，再把调
速控制器电源开关切换到“开”的位置），然后压下显示器及计算机电源开关，
此后计算机自动进入配料系统主菜单。若不修改班次、时间、配比、台产的话，
按下变频器面板上启动按钮，用光标键点亮“启动系统”条目，按“回车(ENTER)”
键，进入开机画面，按 F1 启动系统，计算机开始自动配料，完成开机步骤。
２、停机顺序：
① 正常停机：
正常停机过程正好与开机顺序相反，当接车间停机通知，且停机时间较长，
按下列顺序停机：
按 F1 停车按钮，再按 ESC 退出运行画面→关显示器及计算机电源→关手/
自动操作箱电源→关变频器电源。
② 掉电停机：
当电网电压太低或电网断电，此时计算机无法正常工作，停止配料，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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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正常停机顺序，关掉各电源开关。
五、正常操作
１、键盘使用说明：
本系统使用标准 101 或 104 键盘，最右边 17 个键称为小键盘，左边键盘称
为大键盘。在线修改移动光标可用小键盘与大键盘之间的方向键来完成，数字可
用大键盘上或小键盘的数字键。本系统常用键的用途如下：
.
－－－小数点键；
１、２……９、０ －－－数字键用于改配比和台产
Pause －－－计算机暂停工作键，切勿压下；
ESC －－－作为停车及退出菜单使出；
F1、F2… …F10－－功能触发键；
←→↑↓－－光标键，作为在线(在运行画面修改配比及台产)修改数据时
移动光标用；
CapsLock－－切勿压下，以免键盘失灵；
NumLock－－小键盘功能键，必须保持 NumLock 灯亮，否则系统数字键失
效。
２、“启动系统”之前的设定：
①更换班次：接班时按“F1”停机，再按“ESC”键退出运行画面，计算机
回到主菜单，点亮“班次设置”，按“回车（ENTER）”键，用数字键输入自己
所属班次，按回车键确认自动返回主菜单。此时累计重量被清零，本班产量从‘０’
开始累计。
②设置时间：若发现显示器显示时间、日期与实际时
间、日期不符，先按“F1”停机，再按“ESC”键退出运行画面，点亮该条目，
按“回车（ENTER）”键进入，输入正确的时间。
③修改流量：当需要改变台产或配料比例时，先按
“F1”停机，再按“ESC”键退出运行画面，点亮“修改流量”条目，按“回车
（ENTER）”键进入。移动光标，输入新的配比、台产。
３、启动系统的操作：
启动系统之前，须将手/自动操作箱上“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应放在“自
动”位置，若皮带上尚无物料，应先将手/自动操作箱上“手动／自动”开关打
在“手动”位置，按下变频器运行按钮，手动调整输出让皮带秤转起来等皮带布
上一层物料后，将手/自动操作箱打入“自动”位置。
（调速控制器“手动／自动”
转换开关应放在“自动”位置。若皮带上尚无物料，应先将调速控制器“手动／
自动”开关打在“手动”位置，调整手动输出让皮带布上一层物料后，将调速控
制器打入“自动”位置。）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之后，用光标键点亮“启动系统”
条目，进入运行画面，按 F1 启动系统，计算机开始配料。
４、系统运行正常与否的判别：
按设置的台产及配比情况下运行，观察各变频器的指示值（调速控制器转
速）及稳定情况，当频率输出（转速反馈）适中且稳定，则说明系统工作正常；
若转速偏低或偏高时，应适当调整秤出料门的高低来调整料层厚度，从而改变转
速。料层厚度受传感器有效线性范围的限制，因此皮带上“段重”值应小于传感
器量程 Kg 值减去皮重 Kg 值之差的两倍。
当料门高度固定，皮带上物料正常，其段重就在某一固定范围内变化，当偏
离这一范围较大时，应分析产生的原因并作相应处理。当物料温度过高，皮带发
软将使测量值偏小，应控制物料温度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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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接班注意事项
①接班后用电吹风或毛刷清扫秤体皮带内环，避免脏物影响测量准确性。
②打扫室内卫生，保证主控室清洁。
③严禁人踩在秤上，否则将损坏称重传感器。
④记录好本班配料系统 运行情况，特别应将不正常运行情况记录下来，备
检修人员处理时用。
七、系统测试与维护
系统维护工作的好与坏直接影响了各物料配比准确性，对配料的质量指标的
长期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操作工人应精心操作，掌握系统简单故障的判断
和处理，做好本职工作，各维护工掌握自已所管范围设备的维护。利用计算机提
供的各种检测画面，可以方便地检查各个输入／输出口的硬件工作状态，操作工
人可以打开系统测试画面检查传感器的输出值是否正常，根据画面提示检查输出
控制通道工作情况。通过零点测试、实物测试、自动测试画面能够确定秤体计量
及转速控制所必需的数据。
1、各种菜单的操作与作用
、各种菜单的操作与作用
1.1 更换班次：接班后，点亮本条目并按回车(ENTER)键确认，进入班次
更换画面，输入自己所属班次并按回车键，计算机自动返回主菜单。此时，各秤
累计产量及总累加产量被清零。
1.2 设置时间：当计算机显示时间与实际时间不相符时，点亮本条目，即
可修改，方法与“更换班次”相同。
1.3 修改流量：当物料的配比或产量需要修改时，点亮本条目，进入修改
画面，输入新的比例或台产，但各秤的设定配比总和必须等于 100％。
1.4 启动系统：当配比台产已设置，传感器、变频器、调速电机、振动电
机均送电情况下， 点亮本条目并按回车键，进入运行画面，按“F1”计算机开
始进行配料。
1.5 在线修改：在运行画面下，可根据提示直接修改配比及台产，而不需
停止配料，退回到主控菜单下修改。
1.6 系统测试：可直接观察到传感器、测速开关、输出控制通道是否发生
故障。
①当计算机报警并停止配料时，点亮该条目，按回车键进入系统测试画面，
在传感器读入一栏里可以查看各秤传感器读入数据码值是否大于－2047 并且小
于 2047 的有效范围之内，并留意观察平时秤上无料及正常配料时的读数。传感
器在电源通电下，读数为－2047 或 2047 均说明传感器或输入处理或 A/D 转换可
能有问题，应及时处理。
②在开关量输入一栏里可以察看测速开关是否完好，但必须把秤转起来或
用磁片感应一下测速开关的感应面。当测速开关被磁片感应到时，测速开关出线
处的灯亮，此时开关量输入栏里相应的方框内的灯也亮了；如果计算机读不到测
速开关送过来的信号，则测速开关可能损坏，应及时处理。
③在控制器输出一栏里可以测试输出是否正常。按 F1 键触发控制器输出功
能，用小键盘上的“＋”和“－”送给各秤变频器（调速控制器）的有效电压值
为 0.0~5.0 V，对应变频器上的指示频率为 0~50Hz（对应的调速控制器转速为
0~1200 转／分）。
1.7 系统参数：当需要对传感器稳定性、模数、实物标定、速度、电压关
系进行测定时，点亮该条目，按回车键后输入正确口令，即可进入下一级菜单，
用光标键点亮各分条目，按回车键进入相应测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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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零点测试：本条目用于检查传感器的静态稳定性，空秤下传感器的平
均零点及静态挂码标定求取各秤的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的转换系数--简称模数。
（模数单位：公斤/100 码）
1.9 物料测试：当秤体长期运行，皮带发生老化造成测量段重量对传感器
的压力值与静态挂码标定形成误差时，通过实物测量，求取校正系数，以确保秤
的计量准确性。
1.10 自动测试：新安装秤体、更换调速器或更换链轮和减速机后，应进
行自动测试。目的在于计算控制电压与秤体皮带线速度关系及空秤下不同速度的
平均动态零点。当自动测试完毕后按 F1 键确认，测试结果自动存入系统参数表。
1.11 调试参数：点亮本条目，按回车键计算机自动进入调试参数表，本
条目用于存放各秤运行的有关参数，严禁随意改动参数，以免引起计量误差。
2. 标定
2.1 动零测试：首先要关闭仓底闸板阀，先手动让秤皮带上料走完，将操作
箱（调速器）上手动／自动开关打到手动位置，根据各秤速度调整电位器控制输
出频率（转速）。快的秤应开慢点，慢的秤应开快点。然后将光标移到“零点测
试” 条目，按回车键，计算机提示进入零点测试图，屏幕显示如下：
请输入点数（2~200）
请输入秤号（0~8）
零点测试取输入点数为 200，再按回车键，秤号发须是对应的秤（如果输入
为“0”则是对全体秤进行零点测试）。屏幕显示如下：

当测试完毕后，将上表中 Average 作为秤的皮重值应填入调试参数表。差值
Vati 一般应小于 100，当皮带太厚、太硬 Vati 一般应小于 180，运行一段时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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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可降至 80 左右。当秤体在静止不动的条件下，各秤的动态零点测试值差值
Vati 应小于 3，根据差值大小，判断引起的原因，采取相应措施。Vati 值的大小
与传感器、放大器、皮带状态均有直接关系。
2.2 模数（单位：公斤／100 码）：按同样方法进入零点测试图，输入点数
选 200，秤皮带在静止下情况下将标定杆放在托辊支架上，待显示屏幕上输入码
值稳定后，将砝码（每个 2Kg）放在标定杆上，待输入码值稳定后，再放一个，
观察码值变化，如此将所有砝码放上后（一般 5～10 个），再一个一个拿下来。
下表是整个码值变化过程:

上表中，第 1~10 点读数是放上标定杆后，放大器的读数变化过程；第 11~20
点读数是表示放上 2Kg 砝码读数变化过程；第 21~30 点读数表示放上 4Kg 砝码
读数变化过程；第 31~40 点读数是表示放上 6kg 砝码读数变化过程；第 41~50
点读数是表示退下１个砝码后读数变化过程；第 61~70 点读数是表示退下３个砝
码后读数变化过程,由此可以计算出秤的模数和回差:
回差＝丨 540－539 丨＝1 本系统回差一般不允许超过 3
（6kg×
×100×
×2）×
）×2
2400kg
）×
模数＝ ——————————— ＝ ————
580－
－460＋
＋580－
－459 码
241 码
＝2.489kg/100 码
按同样方法对其余各秤进行标定，计算回差及模数，在标定过程中，即可检
查传感器和放大器的稳定性，正常情况下，当秤内实物不变情况，取 100 个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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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值不超过 3 码，超过且读数变化较大，则说明传感器或放大器不正常，或者
是周围设备运行振动以及动力设备干扰引起，应请有关人员处理。标完各秤并算
出模数之后，退出动零测试图，将光标移到“系统参数”栏目，并按回车键，进
入控制系统调试参数表，将计算的各秤模数输入相应位置，取代原模数。皮重的
修改在本表中，皮重测试方法已在“2.1 ”中说明。
2.3
实物标定
当光标移到“物料测试”栏目并按回车键，进入物料测试画面，按提示先
按 F5 输入秤号，F3 确认；再按 F6 输入台产，当用标准砝码模拟实物时，操作
箱（调速器）应打到“手动”位置，根据秤体速度，调整手调电位器让秤体在适
宜的速度下运行，台产可设为 2t/h 或 3t/h，也可为其它值。若用实物标定，操作
箱（调速器）应打在“自动”位置。输入台产后，按 F3 确认。此时按 F1 启动标
定程序，观察段重指示值及研究流量变化趋势，皮带滚筒每转过一周，累计流量
值刷新一次，并在表格右上角显示转过的圈数。在空秤情况下，累计流量应始终
在“0”值附近，当累计值往正或负方向不断增加时，说明实际皮重与计算机所
存的皮重相差较大，应按 2.1 要求重新测试皮重并存入参数表，再按上述步骤重
新开始测试。如果皮带不稳定，正处于跑偏过程，皮重不易稳定下来，此时应将
皮带拉紧并让皮带稳定不跑偏后，再标定。砝码的放入和取出应在测量段之外（砝
码最好选用 5Kg／个），尽可能放在皮带的中心，在皮带测量段内放置砝码的数
量，最好与实际工作时物料段重相当。在砝码全部流出皮带后，按 F1 键，当接
近开关再一次被感应时，自动停止标定过程，读取累计显示值，计算校正系数：
砝码值(kg)
砝码值
K 新= ——————— × K 原
累计显示值(kg)
累计显示值
按 F2 键调出原来校正系数，将新的校正系数输入取代旧的值,并按 F3 键即可存
入计算机， 按上述步骤重新标定直到砝码值基本上等于累计显示值。F1 为启／
停按键,启动时按一次,要停止时按一次。连续按 F1 键将造成提前停止或不能及时
终止。
用实物进行标定,应将变频器打在“自动”位置,台产尽量设低,这样秤在标
定时的转速较低,目的是使过冲量尽量小,应估算过冲距离,按标定时段重计算过
冲量,该过冲量不被计入计算机中的累积显示流量。
、故障和对策
3、故障和对策
故
障
对
策
①计算机报警 “下料 1 秤皮带上料层太薄，开大料门
不够”
2 秤皮带上断料（a 启动振打电机 b 仓内料搭拱严重，
人工振打 c 仓内料空，及时送料。）
3 传感器故障，更换。
4 台产设置太高，降低台产值
5 物料库内搭拱
6 有大块料卡住
②计算机报警 “段重 1 可能塌库
过大”
2 秤皮带上料层过厚，关小料门
3 传感器故障，更换
④ 零点测试中静
1 放大器、传感器插头松动或插头内粉尘潮湿
态零点不稳定
2 放大器、传感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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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干扰源干扰幅值较大
4 滤波电容有效值下降，更换信号虑波电容
⑤ 计算机死机
按计算机主机箱复位键“Reset”重新启动
⑥ “回差”大或模数 1 传感器或放大器坏，更换
不稳定
2 传感器积尘太多，清除
3 传感器安装有缺陷，调整
⑦ 按键失灵
1 键盘粉尘过多，个别键卡死，轻敲键盘
2 键盘插头松动
3 传感器安装位置有缺陷，调整
⑧ 显示屏出现英文提 1 CMOS 设置丢失，请技术员重新设置
示，无法进入运行画面 2 程序文件损坏，请有关人员处理
八、备品备件清单
1、调速电机
2、蜗轮减速机
3、环形计量皮带
4、变频器（励磁调速控制器）
5、称重传感器
6、称重放大器
7、测速开关
8、专用传感器电源
9、振动电机
10、工业机主板及 A/D、D/A 转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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