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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家公司胶囊检重秤介绍
方原柏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 摘要 ]  药品中的胶囊尺寸较小、重量很轻、数量巨大，但重量必须计量准确，以达到药品的质

量标准。胶囊检重秤可以高速、高准确度地逐粒检测每粒胶囊的重量，实现胶囊生产过程的质量监管。

本文介绍了胶囊检重秤的工作原理，产品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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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我们平时吃的药品中胶囊是常见的一种形态，胶囊大多是圆筒形的壳体，内装粉末状药物或含油

液态药物，由于携带方便、计量准确，药物稳定性好、可定时定位释放药物效能等特点，以这种形

态制作的药品较为常见。

但既然是药品，剂量就要求准确，剂量偏少，药物产生的效果就要打折扣，剂量偏高，有可能产

生副作用，直接损伤的是患者。所以对每一粒胶囊都不能马虎，医药行业需要对胶囊进行重量检测，

以使之达到产品质量标准。

但胶囊尺寸较小、重量很轻、数量巨大，重量检验常常是个难题。以往抽检的方法，以千分之几

的抽检率替代 100% 的产品质量检验，以点代面，以偏盖全，难以真正保证胶囊的质量。

胶囊装药后的重量一般为150mg~1 500mg，应属微小重量，由于以胶囊颗粒为计算单位，数量巨大，

通过量每小时可达数十万粒，这就使胶囊检重秤制作的

难度很大，因此生产胶囊检重秤的门槛高，生产厂商少。

由以上胶囊及其生产过程的特点决定，胶囊检重秤

采用的是在胶囊连续输送过程中的静态称重方式和多

通道检重秤的结构形式。本文将具体介绍胶囊检重秤的

工作原理，产品及应用。

2. 几家公司的胶囊检重秤

2.1 日本安立公司的胶囊检重秤

日本安立（Anritsu）公司最新推出的 KWS9001AP

系列胶囊检重秤 [1] 的外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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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S9001AP 胶囊检重秤的工作原理示意图见图 2。

图 2  KWS9001AP 胶囊检重秤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图 2 中，储槽里的胶囊经存放盒排队往下移动，在存放盒底部快门的控制下，每次一颗进入胶囊

暂存处，然后用推杆推到承载器上以静态方式称重。称重结束后，由推出器将胶囊推到输送装置上，

在剔除门 1，不合格品向下传送并在剔除门 2 分成欠重、超重两类。通过剔除门 1 的另一部分产品经

过剔除确认传感器，以确认要求的剔除动作是否完成。在报警后或系统停车后，仍停留在承载器上

的和传送通道中的所有胶囊将被强制通过剔除门 3 送入未分类收集箱。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胶囊将

作为合格品送出。

KWS9001AP 系列有 3 个型号：KWS9001AP10、KWS9001AP20、KWS9001AP30，通道数分别是

10、20、30，通过量分别是 75 000 颗 /h、150 000 颗 /h、230 000 颗 /h，测量范围是 2mg~2 000mg，

分度值是 0.1mg，样本列出的最高准确度是 0.5mg。

日本安立公司稍早推出的 KW9000AP 系列胶囊

检重秤 [2] 有 KW9002AP、KW9001AP 等型号，通道

数分别是 8、16，通过量分别是 60 000 颗 /h、120 

000 颗 /h， 测 量 范 围 是 2mg~1 000mg， 分 度 值 是

0.5mg，样本列出的最高准确度是 2.0mg。

KW9002AP 的称重显示控制器的显示画面之一

见图 3。



3

在图 3 中上中部显示了检重秤的以下信息：目标重量值 200.0mg，上限偏差值 +5mg，下限偏差

值 -5mg，合格品 6 477 颗，超重品 9 颗，

欠重品 5 颗，中间大字是第 6 通道的当前

测量值 201.5mg，下部柱状图是 16 个通道

的检测值，柱状图右侧也可见上下限的设

定值 195.0mg 和 205.0mg，其中第 2 通道的

检测值显示超上限。

另一个应用中胶囊的目标重量值设置为

820mg，下限限位值 TU1 为 805mg，上限

限位值 TO1 为 835mg，检重秤的标准偏差

σ 为 5.986mg，上下限限位值与目标重量

值相差 15mg（约等于 2.5σ）。图 4 为检

重秤运行打印报告，可见到本批次共通过

胶囊数量为 3 905 颗，合格品为 3 859 颗，

占总数的 98.8%，无超重产品，欠重产品有

46 颗，总总数的 1.2%，打印报告的下方列

出了个分区检测到的胶囊数量。

2.2 日本 Qualicaps 公司的胶囊检重秤

日本 Qualicaps 公司的 MWI 系列胶囊检重秤 [3] 的外观见图 5。

MWI 胶囊检重秤有 12 个通道，通过量分别为 100 000 颗 /h，测量范

围 0~2 000mg，样本列出的准确度在量程 0~500mg 时为 ±2mg，在量

程 500mg~2 000mg 时为 ±3mg。

MWI 胶囊检重秤的工作原理见图 6，其中关键部件转动吸盘见图

7。

图 6 中，储存在胶囊储槽的胶囊往下通过转动吸盘时，每次在吸

盘小孔上吸起一粒胶囊并送到称重装置的承载器，称重后经分选溜槽

分选，合格品经输送带送走，不合格品进入收集箱。使用抽吸和转移

方法减少了多个胶囊规格变换时改变部件的需要。



4

图 6  MWI 胶囊检重秤的工作原理图

1- 胶囊储槽；2- 转动吸盘；3- 称重托盘；4- 分选溜槽；5- 合格品输送带；

6- 不合格品收集箱；7- 称重显示控制器

图 7  转动吸盘

左：转动吸盘上的小孔；右：吸起胶囊后的转动吸盘

图 7 左为转动吸盘，吸盘上对应每个通道有一个凸起的圆盘，圆盘上均匀分布一系列小孔，当胶

囊向下移动时，被小孔内的抽气负压（约 -10kPa）吸起（见图 7 右），然后送往称重托盘称重。

Qualicaps 公司的另一个胶囊检重秤产品为 CWI[4]，通道数可为 6、12、12×2，通过量分别为 60 

000 颗 /h、125 000 颗 /h、250 000 颗 /h，样本列出的准确度 ±2mg。

2.3 美国 Key International 公司的胶囊检重秤

美国 Key International 公司新设计的 Sejong IW 系列胶囊检重秤 [5] 的测量范围为 0~1800mg，样本

列出的准确度 ±2mg。Sejong IW 系列胶囊检重秤有 4 种型号：分别是 IW-10、IW-60、IW-120、

IW-180，通过量分别是 10 000 粒 / 小时、60 000 粒 / 小时、120 000 粒 / 小时、180 000 粒 / 小时。

2.4 德国 Bosch 公司的胶囊检重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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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Bosch 公司生产的 KKE 系列胶囊检重秤 [6] 有 4 个型号：KKE1700、KKE2500、KKE2600、

KKE3800，通过量分别为 100 000 粒 / 小时、150 000 粒 / 小时、156 000 粒 / 小时、230 000 粒 / 小时，

测量范围有两种 20mg~2 000mg、20mg~20 000mg，样本列出的准确度为 ±2mg（±1mg）。

2.5 国内生产的胶囊检重秤

目前国内生产检重秤的厂家非常多，但能生产胶囊检重秤的厂商少之又少，笔者仅了解到苏州

瀚隆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为 CMC-400 全自动胶囊粒重检测机 [7]，其核心部分采用高精密称

重传感器以及 DSP 高速信号处理系统，测量范围 10mg~2000mg，样本列出的准确度 2mg~3mg，而

CMC-C01 高精度胶囊粒重检测机 [8]，测量范围 10mg~2000mg，样本列出的准确度有 0.1mg、0.5mg、

1.0mg 三档，其中高准确度档次的指标超过国外同类产品的指标。

3. 结束语

作为药品的胶囊要百分之百的逐粒检重，难度虽然很大，但又是药品生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工序，它对药品生产和质量监管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国外的胶囊检重秤的实际应

用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国内有条件的高新企业可以完善或开发胶囊检重秤产品，为国产药品中胶囊

百分之百的逐粒检重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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