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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宁波朗科精工技术有限公司最新推出的 ACS/SCS/TCS/LCS 系列防爆电

子称重系统备有三种结构模式，其中： 

（A） 模式 

由 LP71□□□型系列防爆称重传感器、 LP731□B-□-□型防爆接线

盒、 XK3150-Exd 型防爆型电子称重仪表组成。 

   （B）模式 

由 LP71□□□型系列防爆称重传感器、  LP731□B-□-□ 型防爆接

线盒组成。另需外配 YB9□□ 型安全栅及 XK3150 型电子称重仪表。 

   （C）模式 

由 LP71□□□型系列防爆称重传感器、  LP731□B-□-□ 型防爆接

线盒、XK3150-Ex/ XK3150B-Ex 型本安型电子称重仪表组成。或另需

外配 LP7350-S12/ LP7350-S9 型本安型输出电源。 

  系统产品经国家级仪器仪表防爆安全监督检验站检验认可。产品符合国家防

爆标准 GB3836“防爆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的有关要求。 

 

   系统防爆标准为 A) 模式：Ex db ia ⅡB T4 Gb；       

B）模式：Ex ia ⅡC T4 Ga； 

        C) 模式：Ex ib ⅡC T4 Gb（采用电池组供电时 Ex ib ⅡC T3 Gb） 

防爆合格证号为 GYB19.2399X。 

   用户可根据使用现场要求，选配相应模式应用于相应防爆性危险场所。 

 



2、工作原理 

 2.1、系统结构模式               （如下图所示） 

     防爆电子称重系统组成如下各所示： 

                              危险区                     安全区 

 

 

 

 

                

A) 模式 

                      危险区                     安全区 

 

 

            

                                   

                                     

B) 模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LP71□□□ 

型防爆称重传感器 

LP731□B-□-□ 

型防爆接线盒 
XK3150-Exd 

防爆型电子称重仪表 

LP71□□□ 

型防爆称重传感器 

 

LP731□B-□-□ 

型防爆接线盒 

XK3150 型 

电子称重仪表 

YB9□□ 

型安全栅 



                    

危险区                     安全区 

 

 

                     内置电池 

  

 

                

C) 模式 

注：当称重传感器数量为 1 时，不需要接线盒。 

 2.2 防爆称重传感器 

系统中所选用的防爆称重传感器均已取的国家防爆检验机构的认可，其特

点是激励电压范围宽、功耗低、性能稳定，桥路工作时几乎没有温升，完全符

合 T 温度组别；称重传感器能承受 500Ⅴ（有效值）以上绝缘强度试验，完全

符合本安防爆要求。 

 2.3防爆接线盒 

     称重传感器的信号经防爆接线盒连接到仪表；传感器的信号并联输出当

各传感器的电阻相等时，总输出电压为传感器输出电压的算术平均值。各传感

器通过一个电阻均衡网络中的可调电阻进行调整。按线盒在系统中只起信号联

接作用，系统中采用的接线盒具有结构轻巧、密封性能好、使用方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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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电子称重仪表 

     本称重系统中选用的电子称重仪表具有三种结构型式，分别用于不同系

统结构模式。其中 A)模式中，采用防爆型电子称重仪表，它内置安全栅用于

连接现场称重传感器；B）模式中采用的则是一般非防爆的电子称重仪表，它

安装在安全场所；C)模式中采用的则是本安型电子称重仪表，它备有两种供电

方式，即内置电池组供电及外接本安输出电流供电，它在危险场所可以带电操

作、维修。 

 2.5安全栅 

     在 A）模式和 B)模式中采用的安全栅是防爆电子称重系统中起安全保护

作用的一个关键的部件，它其备两个重要功能；首先通过它对现场称重传感器

桥路供电及接受传感器输出信号；另一个是防止安全区（或防爆型电子称重仪

表腔内）在事故状态时高能量窜入危险场所，系统中选用的安全栅的电路结构

可排除共模交直流对测量的影响。产品也同样取得国家防爆检验机构的认可。 

 2.6 本安输出电源 

C）模式中采用的本安输出电源既是本安型电子称重仪表的关联设备，又

是它的必备的供电电源，它安装在安全场所，可直接接上交流 220Ⅴ电压而直

接取出本安直流电压供电子称重仪表使用。 

 2.7系统的接地 

      从系统的安全性能考虑，在安全区的控制室一侧设置一单独的接地棒

（直径不小于Φ 60mm 铜棒为优）；传感器的屏蔽线经过接线盒接出，最后连接

到安全栅内部的接地端子上，然后接到位于控制室内的接地棒上，控制室内的

电子称重仪表的电源地线也接到接地棒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接地系统。 



 2.8秤体的安全设计及接地 

     在防爆电子称重系统中，所有的机械部件包括秤体等必须防止机械碰撞

产生火花；或因摩擦等原因使之部件产生危险高温；另外，系统中均采用铜板

限位螺栓，结构部件良好接地以防止静电放电引起的危险事故。 

3、产品型号规格及技术性能 

  3.1 防爆电子称重系统的型号，规定如下： 

                    □CS—□B 
A:电子案秤、电子天平 

S:电子地上衡、电子汽车衡                                防爆型 

T:电子台秤、叉车秤                              最大秤量（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单位 kg;t） 

L:电子料斗秤、称重模块、灌装秤                   示值形式（数字） 

                                              传力结构特征 

最大秤量：可为 100g~1000t。 

 3.2 技术性能 

●称重传感器 

          型号：  LP71□□□   ；    

激励电压：≤15ⅤDC 

              满量程输出：≤3mⅤ/Ⅴ 

● 信号电源长度：≤50m 

● A 模式下系统供电电压：220ⅤAC（-10%～+15%），B 和 C 模式下供电

电压见产品使用注意事项。 

● 电源频率：50Hz±2% 

● 防爆合格证号后缀“X”表明产品具有安全使用特殊条件：1、涉及隔

爆接合面的维修须联络产品制造商。2、当系统配用称重传感器为铝



合金材质，且作为 Ga 级设备使用时，应防止由于冲击或摩擦引起的

点燃危险。 

● 系统准确度：国家 ○Ⅲ  级计量标准 

● 工作环境：控制室部分 

a) 温度  -10℃～+40℃ 

b) 湿度  ≤85%RH 

             现场环境 

a) 使用环境温度  -10℃～+40℃ 

b) 湿度  ≤85%RH 

c) 危险场所    1区、2 区场所 

4、安装及调试 

  4.1 安装调试准备 

     ●在安装调试之前须认真阅读相应产品使用说明书；以保证所有连接于

本系统的电气支路是切断的 ，以防触电事故。 

     ●安装中如遇到技术问题，请于制造商技术服务部门联系。 

     ●安装环境中任何检查到的影响安全性能的情况必须排除。 

例如：线路铺设经过受机械损伤、震动、高温、电磁干扰、腐蚀或积尘的场所；

危险区域的设备须按国家电气安全规程检查其安全性能、如部件的绝缘性能、

密封性能、电气性能等的损坏，必须予以改正。 



● 危险区域等级检查 

用户现场环境的危险场所的级别和危险区域的等级须得到当地有关

部门的认可；称重系统防爆标志所能应用的危险物质及环境等级在 

安装前必须得到用户主管部门的认可。 

4.2、系统的安装与接线 

     称重传感器、接线盒、安全栅及电子称重仪表（含本安电源）的安装接

线必须严格按照防爆检验机构审查认可的接线图进行，安全栅的安装必须遵守

使用说明书规定。 

4.3、加电前检查 

   ●检查系统中所有的连接，接线正确无误； 

   ●检查传感器的短路及开路情况，检查安装是否正确； 

   ●检查安全栅的接线是否正确； 

   ●检查系统的屏蔽线及接地线； 

   ●检查隔离墙的布线导管和墙洞应严格隔绝密封，避免危险性能体渗入安

全区。 

4.4、系统的调试与设定 

按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书规定，为系统加电，进行系统的设定和调试，

以便进入系统正常运行状态。 



4.5、维护和保养 

   ●定期检查各部分完好性； 

   ●定期检查系统内各接点的连接牢固性，器件有否损坏的迹象。 

   ●经常清除接地棒、外壳、秤体、传感器等部件上的积尘，以确保系统的

整体安全性能。 

4.6、使用注意事项 

   ●用户应明确使用现场环境危险区域的划分和危险物质等级，并经上级主

管部门认可。核定其防爆标准后，才可订购本防爆电子称重系统。 

   ●现场电源布线尽开能排除外界电磁干扰的影响，其电源分布参数控制在 

检验机构规定的范围内。 

   ●用户不符自行随意及改系统的配置。 

●产品使用环境温度：-10℃～+40℃ 

●产品最高电压Um=250V 

●A模式工作电压为220VAC；B模式下本安参数为：Ui=15V、Ii=560mA、

Pi=1.1W、 Ci=16.08nF、 Li=69.3uH； C模式下本安参数为： Ui=13V、

Ii=500mA、Pi=3.8W、Ci=0uF、Li=0mH。 

●产品外壳设有接地端子，用户在安装使用时应可靠接地。 

●安装现场不存在对铝合金有腐蚀作用的有害气体。 

●现场使用和维护时必须严格遵守“严禁带电开盖”（或“有爆炸性气体



请勿开盖”）的原则。 

●用户不得自行更换该产品的零部件，应会同产品制造商共同解决运行中

出现的故障，以杜绝损坏现象的发生。 

●A模式下引入电缆外径应为Φ 6~7mm，现场使用应有效夹紧引入电缆。 

● 产 品 的 安 装 、 使 用 和 维 护 应 同 时 遵 守 产 品 使 用 说 明 书 、

GB/T3836.13-2021“爆炸性环境 第13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

改造”、 GB/T 3836.15-2017“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

计、选型和安装”、GB/T 3836.16-2017“爆炸性环境 第16部分：电气装

置的检查和维护”、GB/T 3836.18-2017 “爆炸性环境 第18部分：本质

安全电气系统”、GB50257-2014“电气设备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

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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