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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WGJ 微型计量秤，是由调速稳流螺旋和恒速计量螺旋构成，采用优质无逢

钢或不锈钢管精心制造，全封闭锁风效果好。WGJ-2W型螺旋喂料机进出料口中

心距可达10m，根据工艺要求任意选定，倾角一般在300以下。WGJ-2J 型计量螺

旋秤，螺旋直径一般在50--100mm 之间，根据需要配置，进出料口中心之后有

100--2000mm 之间，一般情况下应控制在2.0米以内。本计量系统设计合理，工

艺先进，结构紧凑，性能优良，精度高，同时采用微机控制系统，使得该产品计

量准确，操作方便适应性好。是水泥，煤炭，化工，矿山，冶金，粮食及其他行

业无粘性粉状及小颗粒物料计量，喂料和配料使用的一种较为理想的计量设备。

本设备由秤体和仪表俩部分组成，秤体由调速螺旋输送机，恒速计量螺旋秤体俩

部分组成。

二、额定给料量的计算方法

额定给料量由下列决定：

Q=60π/4（D2-ｄ2）（s-δ）nφ.c.γ

式中：Q—额定给料量（t/h）

D—螺旋叶片直径(m)

d—螺杆直径(m)

S—螺距(m)

δ—螺旋叶片厚度（m）

n—螺旋转速（r/min）

C—倾斜系数

φ—物料填冲系数

γ—物料密度

三、 主要性能指标

a) 静态计量误差： ≤0.25%

b) 动态累计误差： ≤1%

c) 控制准确度： 优于1%

d) 灵敏度： 优于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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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给料量： 0.5—100t/h

f) 电源： AC380V+10% 50HZ+1HZ

g) 功率： 0.75—7.5KW（因规格不同而异）

h) 使用环境温度： —10℃ — +40℃

i) 湿度： 5%—90%

j) 压力： 常压

四、 设备技术参数

型号规格 喂料量(kg/h) 螺旋直径(mm) 进出口中心距（m） 电压（v ）

WGJ-0.01 0.01 Ф30 0.5-1.0 380、220
WGJ-0.05 0.05 Ф30 0.5-1.0 380、220
WGJ-0.1 0.1 Ф30 0.5-1.0 380、220
WGJ-0.5 0.5 Ф30 0.5-1.0 380、220
WGJ -1 1 Ф30 0.5-1.0 380、220
WGJ -2 2 Ф30 0.5-1.0 380、220
WGJ -3 3 Ф30 0.5-1.0 380、220
WGJ - 5 5 Ф30 0.5-1.0 380、220
WGJ -10 10 Ф50 0.5-1.0 380
WGJ -20 20 Ф50 0.5-1.0 380
WGJ-50 50 Ф50 0.5-1.0 380
WGJ -80 80 Ф80 1.0-2.0 380
WGJ -100 100 Ф80 1.0-2.0 380
WGJ -200 200 Ф100 1.0-2.0 380
WGJ –300 300 Ф100 1.0-2.0 380

五、 使用条件

a) 环境温度范围： 仪表0-40℃ 秤体-20℃-55℃

b) 相对湿度： 仪表≤85% 秤体≤90%

c) 对被计量的物料要求：无粘性颗粒直径小于2毫米的粉状物料。如水泥，化

工，煤粉，粉煤灰等粉体材料。

六、 工作原理

螺旋秤体以恒定速度运行时，若皮重等于零，其输送物料流量对应等于螺旋

输送管内的物料流量。

WGJ 列螺旋计量秤体分上下二部分，上部为调速喂料螺旋，根据电脑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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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定量调节喂料。下部为恒速计量螺旋，是秤体的计量部分。以十字簧片为支点

悬臂式称量结构，安装有荷重传感器。正常工作时，计量螺旋转动带动物料通过

计量筒，由于物料的重力作用，压力传感器受力输出电压信号。信号大小与物料

的流量成正比，由仪表通过采样计数和累加计算。即能显示物料的瞬时流量和累

计量。另一方面瞬时流量与给定量比较，偏差经 PI数字调节运算后输出调节信

号，通过调速控制仪控制调速电机的转速，以达到定量给料的目的。

Q=K1。G .................................................(1)

式中： Q—物料流量

G—螺旋管内物料的流量

K1——仪表动态系数

在时间 T内，秤体输送物料流量的总量 W为：

W=K1。G. T ...............................................(2)

若管内物料瞬时重量随时间变化,则有:

W=∫T/OW(t)=K1∫T/OG(t).dt...............................(3)

实际运行时,皮重不为零且随输送量的大小变化,故(3)式的实际形式为:

W=∫T/OW(t)=K1∫T/O{G(t)— GP(t)}.dt ...................（4）

式中 GP(t)：瞬时皮重

当电网频率发生变化时，螺旋叶片恒速运转的条件发生变化，为此还应加入

修正系数 K2：

W=∫T/OW(t)=K1 K2∫T/O{G(t)— GP(t)}.dt..................（5）

（5）式与（3）式相比，（5）式具有较高的精度，该型螺旋定量给料秤正是

以此为基础进行测量运算的。

七、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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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秤体吊装运输时应拧紧支撑螺栓，以保护十字簧片，待安装完毕，通电试

车时再松开支撑螺栓。

b) 螺旋输送管及标定支架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受到外力撞击，挤压等，以免变

形。吊装时钢绳只能穿过吊装环，不应固定在秤的其它位置。

c) 现场安装时，秤的安装支座尽可能水平。

d) 秤架上的配重已调好配重位置，如有松动，应恢复原来的位置并拧紧螺栓。

e) 进出料口与其它设备之间的软联接安装完毕时应不对秤的平衡产生影响。

f) 电机与接线盒之间的电源引线安装时应松脱自然，不影响秤的平衡。

g) 安装接线时应注意螺旋轴的转动方向，站在电机端面对秤体，上筒的转向

应是顺时针旋转，下筒的转向应是逆时针旋转。

h) 安装时应注意不论用那种方法进出料，螺旋秤体的上下进出料系统都不能

有不定的风压存在。否则将严重影响计量精度。

八、 调整及使用

使用前应仔细检查各处接线是否正确后，方可开机试运转，观查察两螺旋轴

运转是否平稳，有无异响，观察轴的转向是否正确。确定后，方可进入零点标定

和量程标定，标定后方可开启进料阀门，进行试排料。为了克服传感器在起始端

的非线性，也为了减少绞刀旋转时的振动而影响计量精度。可以用调节配重块位

置的方法使荷重传感器在计量筒空载时就有预压力，预压力的大小为荷重传感器

额定载荷的10%左右。预压力的大小可以通过测传感器的毫伏信号来推算，并记

录保存零点毫伏值，此值用于检测计量筒内是否有存料，零点标定后可用砝码进

行量程标定，秤体的去皮及标定方法详见 UN-100智能称重计量控制仪说明书。

九、 维护保养

a) 定期给减速机加润滑油，给螺旋轴注黄油。

b) 保持设备清洁，十字簧片及秤框处应无灰尘堆积。

c) 防止荷重传感器受潮，必要时可用塑料袋包裹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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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秤体检修或短期不用时，应急时锁好传感器保险，防止传感器受损。

e) 粉状物中不能混有铁订，铁丝等杂物，以免杂物卡住螺旋轴引起电机烧毁。

十、注意事项：

a) 日常使用时停机时间短（如交接班时），应先停喂料螺旋，2—3秒后停计量螺

旋，恢复开机时先开计量螺旋，2—3秒后开喂料螺旋即可。

b) 日常使用时停机时间长，为防止螺旋结料必须关闭给料闸门，将计量螺旋及

输送螺旋内的物料排空，恢复开机时先按上述方法去皮后再打开闸门送料。

c) 计量螺旋内有料时不能去皮。

d) 安装完毕后，为了保证计量准确不要碰撞计量螺旋。

郑州益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红旗路 21号 邮编：450002
电话：0371-63913951 传真：0371-63913950
网址：http://www.zzynjckj.com E-mail:zzynjck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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