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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称重检测分析设备在卷烟生产企业中是很重要的检测分析设备工具，其检测精度对卷
烟生产企业中的工艺检测部门起着关键的作用。烟丝在线振动分选机是用来检测卷烟生产企业烟
丝生产水平的检测设备，其通过分层振动筛分烟丝实时称重得到烟丝中不同等级烟丝的含量，从
而来分析烟丝生产的工艺水平，因此其设备中的称重部分是关键所在，称重部分精度对检测分
析数据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详细分析了称重部分的滤波分析处理功能，并提出了可靠的解决
方案，实际应用效果明显，提升了称重部分的精度，提升了卷烟生产企业工艺检测部门的检测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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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ighing detection analysis equipment is an important tool in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detection equipment, the detection accuracy for detecting technology in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sector plays a key role. Tobacco vibration separator system is a equipment for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the layered vibration screening tobacco real-time weighing is different grades of tobacco
in tobacco, analyze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of tobacco production, Therefore the weighing part is the key
in the equipment, the weighing precision of the analysis data plays a key rol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weighing part of the filtering function of processing, and put forward the reliable solution, the actual
application effect is obvious, improve the part accuracy weighing, enhance the detection level of the
cigarette production process testing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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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丝在线振动分选机是卷烟生产企业工艺质
检部门用来 检测分析烟 丝生产工艺 水准的检测 分
析系统。该系统通过多层不同尺寸的筛网振动筛分
得到不同层次的烟丝，然后通过实时称重得到每层
烟丝种类的重量，从而来分析评鉴烟丝生产的工艺
水准。因此该系统中的称重部分是核心所在，只有
称重部分数 据精准，才 能保证得到 的数据可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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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从而能保证卷烟生产企业工艺质检部门检测水
准的有效性。
本文针对烟丝振动分选机系统的称重核心部分
做了详细地分析，对称重部分存在的干扰、波动、
滤波等做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并提出了相应有效的
解决技术，从而提升烟丝振动分选系统数据的可靠
有效性，提升称重部分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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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称重技术和烟丝振动分选机系统简介

1.1

称重技术
称重传感器位于称体之中，是整个硬件系统的
起始部分，是构成系统信息输入的主要窗口，为系
统提供赖以处理和决策控制所必需的原始信息。它
将称重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其性能好坏直接影响
整个系统的计量精度和稳定性。
传感器的选择主要依据称重数量、量程、精准
度、环境、介质性能等方面。测量重量的传感器有
很多种，按工作原理分有弹性力平衡式压力传感器、
感应式传感器、应变式传感器、压电式传感器、霍尔
式压力传感器、电容式、光纤式、数字式传感器等。
1.2 烟丝振动分选机系统
烟丝振动分选机系统是用来检测分析卷烟生产
企业烟丝生产水准的检测分析系统。该系统通过多
层不同筛网振动筛分得到烟丝中不同等级的烟丝，
然后通过实时称重得到各类烟丝的重量，从而来评
鉴分析烟丝生产工艺水平。

护，这样可以更加合理的使用传感器。图 2 是具有
防撞限位保护的电容式称重传感器图。

图1

称重铸铁缓冲支撑架图

该系统中称重部分是核心所在，称重系统的精准
度直接关系到称重数据的可靠有效性，直接关系影响
到卷烟生产企业工艺质检部门的检测分析效果。

2
2.1

称重信号滤波分析与处理

称重信号干扰分析
称重信号的干扰源很多，主要包括环境、称重
本体、信号转换、信号传输等干扰影响。
环境影响主要是温度与振动对称重部分的影
响，温度的变换会引起称重弹性体的变换，同时外
部的振动也会对称重部分产生干扰；称重体本身的
线性水准也会对称重产生影响；信号 A/D 转换精度
也会对称重产生影响；同时信号传输过程也会对称
重信号产生干扰。
2.2 称重信号滤波分析处理
针对外部环境的信号干扰，称重支撑架采用铸
铁机械件，铸铁可以吸收部分外部振动源，减少外
部振动对称重体的干扰，从而减少外部振动对称重
体的影响。图 1 为称重铸铁缓冲支撑架图。
针对称重传感器本身的性能稳定性，在设计选
型中选用不锈钢工业级电容式传感器，该传感器相
比传统的电阻式传感器具有稳定性好、抗干扰能力
强、计量精度高、过载保护好、测量速度快等优点，
能很好的满足本系统的要求。同时针对传感器保护，
在设计中也 对传感器做 了防撞保护 和过载限位 保

图2

具有防撞限位保护的电容式传感器

针对称重信号传输过程信号干扰、衰减、扰动
等干扰情况，在设计中采用就地采集计算分析信号，
通过网络传输信号结果的方式，这样可以减少信号
衰减、干扰等不安全因素，提升了信号的可靠度，
同时使用网络传送也简化了整体的布局，方便可靠。
图 3 为信号就地采集分析处理，网络传送结果的整
体方案图。

图3

信号采集计算分析传送方案图

同时为了能更好的提升称重信号质量，在信号
分析处理中，采用低通滤波算法抵制高频干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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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判断滤波算法可以抵制失真信号、平滑滤波算
法抵制白噪声，这样可以提升信号的质量，提升分
析检测效果。
2.3 系统实际应用
称重信号采集分析处理部分在烟丝振动分选机
系统中是核心部分，该部分的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系
统检测分析数据的有效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烟厂工
艺检测部分的检测效果。
通过对称重支撑架的改进，采用可靠的不锈钢
工业级电容式专用称重传感器，采用就地信号采集
分析网络传送的方案，同时通过软件算法滤波抵制
不可靠信号，大大提升了系统的称重传感器信号的
可靠度。产品在实际现场使用中，效果也得到了提

图5

3

升，检测分析数据比较可靠稳定，图 4 为实际称重
传感器原始值，图 5 中实际应用称重数据，料斗 1、
2、3、4 分别放置标准砝码 200 克、200 克、100 克、
50 克，实际检测称重符合精度要求。

图4

称重传感器原始值

实际应用称重数据图

结论

参考文献

烟丝在线振动分选机系统是广泛应用于烟草生
产企业工艺检测部门的检测分析系统，该系统通过
分层筛分烟丝，通过实时称重得到不同等级的烟丝

[1]
[2]

重量，分析计算得出烟丝生产工艺质量，从而评价
[3]

烟丝生产的水平。
该系统中称重部分是核心，称重部分的精度可

[4]

靠性直接关系到检测效果。因此本文针对称重部分，
详细分析了各种滤波的方案，并将方案应用于实际

[5]

的产品中，实际应用证明通过改进后的称重部分，

烟丝振动分选机技术标准[S]. 北京：国家烟草专卖
局, 2012.
WAGO 模块化现场总线产品技术手册[Z]. 天津：万
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2010.
称重传感器产品技术手册[Z]. 江苏常州：梅特勒-托
利多（常州）称重设备系统有限公司, 2010.
刘光斌. 单片机系统实用抗干扰技术[M]. 北京：人
民邮电出版社, 2003.
烟丝在线振动分选机技术手册[Z]. 南京：大树智能
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2010.

检测分析数据可靠，大大提升了检测效果，从而提

作者简介

升了卷烟生 产企业工艺 检测部门的 检测分析的 水

袁

平。

京）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

92

2014 年第 2 期

兴（1981-），男，硕士，澳大利亚独资企业大树智能科技（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