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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海 鼎 科 技 — — 高 速 发 展 的 领 军 品 牌

       海鼎科技专注动态称重自动化、工业设计、加工制造、安装服务的科技型企业，

公司成立之初战略定位于技术创新、科技主导、高端品质、创优品牌、销售遍及全国

矿山、冶金、港口、建材等行业。

海鼎科技重心立足矿山骨料和港口散料二大市场，已形成立足江苏走向全国的销售和

服务网络，良好的产品品质深受用户的高度赞扬，作为深耕细分市场，更是专业的领

跑者，从优秀到卓越，已列入散料动态称重的第一梯队。

      海鼎品牌的力量、品质的创新已形成企业最大核心竞争力！

      海鼎科技按国家标准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通过了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

认证，ISO1400环境体系认证，同时在网络营销战术中得到了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

获得中国信用企业体系认证五星好评！

强大的产品研发能力，自主创新计量编程、产品设计从1.0到5.0跨绩发展，产品差异

必和应对各种砂机个性化设计，满足中高端生产的条性需求。精品设计、精湛制造、

精工匠装及全方位服务。

       一言九鼎文化、三级贸易结算、五星级诚信，热忱欢迎八方来客，真诚期待与您

的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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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真诚期待与您的合作！！
地址：江苏省靖江市工业园区润新大道8号             网址：www.jschengxiang.com 
电话：0523-84338598                                         邮箱：haihua1988@qq.com
传真：0523-84335472   
微信同号手机号：13338881644

4



1、强大的研究团队，自主研发动态计量编程、并每年不断继续升级；

2、拥有 PCB 仪表主板制造生产线、老化试验车间；

3、拥有国内排名前二、5‰国家型式批准证书，实际使用最高可达1‰；

4、自主研发生产机械秤体、应对各种场景型号多达 8 种类型；

5、拥有国内为数不多的皮带秤试验样机、与江苏省质量技术管理局共同 

技术交流试验；

6、拥有远程技术诊断团队、2 小时内回应并处理售后问题。

六大优势

六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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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l 矿山计量港口装卸示意图
l 客户利益

l 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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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目标

稳定性
免维护

防作弊
三级管理

安全性
无线传输

高精度
1-5‰

个性化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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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工设计、匠心制造、
持续创新、确保产品
贸易结算公平公正

高精度难，稳定性更难，
东态变量太多，消弭动载
外因，把产品做到极致

防作弊有人为主动和被
动两种，密码三级管理，
黑匣子程序，人机沟通
性能增强

生命安全是产品设计的最
重，采用无线传输双仪表，
室内室外同步操控

针对各种类型输送机，变
速变角斗轮等个性化设计，
满足客户柔性需要



矿山计量港口装卸示意图

8



客户利益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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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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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客户满意度 计量损失 作弊损失 数据安全 投入产出比

散料称重系统解决方案实施前后对比

项目实施前 项目实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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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单向性
l 懂操作

l 多物料

l 流量变化

l 实物校验
l 秤机联动

l 安全隐患

l 稳定性

解决方案

l 泥水沾带 l 作弊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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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秤精度/稳定性的 10 大痛点及解决方案

序号 关键词 痛点

1 稳定性 初次效验精度较高、但稳定性不佳出现误差！

2 单向性 国家标准计量精度都有正负、但用户期望单一方向！

3 懂操作 仪表操作需要认真专业、普通操作工基础知识储备不够！

4 多物料 骨料采销为多种物料、常规皮带秤、多物料计量误差大！

5 泥水沾带 皮带输送存在砂含水、石含泥沾皮带，导致计量不准且空皮带计数！

6 流量变化 间断性给料，流量不均匀，输送角度在10-25，变幅影响计量精度！

7 实物校验 后期出现误差、实物效验有点烦、需要车人协同作业！

8 秤机联动 装船机皮带秤晃动、整体移动、船有大小影响计量稳定！

9 安全隐患 水有潮落，船有满空，岸高不一，打印查询，人员安全隐患风险

10 作弊隐患 操作工是否作弊、及时维护、误差报警等避免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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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解决方案

中国航科航天股份

德国 HBM公司

全悬浮秤体

一、海鼎科技工程师稳定性解决方案

稳定性 单向性 懂操作 多物料 泥水沾带 流量变化 实物校验 秤机联动 安全隐
患

作弊隐
患

1、主机称重传感器性能、长期稳定的线性工作对于计量精度及稳定性起到绝对性的影响因

素，海鼎科技只使用根据自有动态称重核心技术沉淀基础、定制中国航科航天、德国 

HBM、两大公司的高精度称重传感器。

2、秤体设计全悬浮无机械连接点、更好的避免机械应力所产生的后期使用影响、单传感器

设计中心架构有效解决了皮带跑偏、输送机主架因强度不够、震动所产生计量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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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解决方案

二、海鼎科技工程师单向性解决方案

受力示意图：

稳定性 单向性 懂操作 多物料 泥水沾带 流量变化 实物校验 秤机联动 安全隐
患

作弊隐
患

1、海鼎科技自有研发高处理性能积分仪表、底层程序架构参考德国西门子、德国申克、日

本大和为蓝本经过 20 年发展、逐年换代、在动态运算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2、通过双频谱分析选取有效称量段信号值、锁定

数据链、使计量参数始终稳定在恒定的采样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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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解决方案

三、海鼎科技工程师懂操作解决方案

操作页面示意图：

稳定性 单向性 懂操作 多物料 泥水沾带 流量变化 实物校验 秤机联动 安全隐
患

作弊隐
患

1、目前市场皮带秤仪表还处于数码管显示状态、实际操作人员需要看懂程序代码、操作非

常繁琐、尤其是年龄稍长的操作员更是不懂、导致误操作，从而使用皮带秤不准的现象。

2、海鼎科技经过 5 代仪表升级、目前已全面支

持全中文液晶显示仪表、还有高端触摸屏操作仪

表、理论上来说、只要认识中文汉字及会使用手

机，那么操作仪表毫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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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解决方案

四、海鼎科技工程师多物料解决方案

多物料程序界面：

稳定性 单向性 懂操作 多物料 泥水沾带 流量变化 实物校验 秤机联动 安全隐
患

作弊隐
患

1、常见在多种物料、同一机秤重时，不同物料比重不一样、成正比，这就是为什么安装一

台皮带秤校准完毕过黄砂和石子精度不一样（黄砂流量比石子大）、出现有时准有时误差

大、从而大家对皮带秤就失去信心觉得这个计量载具不准确。

2、海鼎科技研发多物料皮带秤程序、通过仪表可以选择黄砂及石子、仪表内部对应不同的

零点不同的程序，   自动跟着皮带的张力大小，彻底解决了这一多物料计量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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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解决方案

五、海鼎科技工程师泥水沾带解决方案

自动死区校准界面：

稳定性 单向性 懂操作 多物料 泥水沾带 流量变化 实物校验 秤机联动 安全隐
患

作弊隐
患

1、散料在含水率的关系、物料极易沾捏在皮带上导致皮带空转跑数字、那样不用校验都知

道皮带秤不准确，海鼎科技研发自动死区校准、自动跟踪沾料情况、自动报警、当发现问

题只需要运行仪表内部的死区校准就可以解决空皮带跑数字的问题、傻瓜式的操作、不需

要像普通仪表那样由专业的厂家运算出数据在输入到仪表中去、保持皮带秤精度及稳定性。

16



十大解决方案

六、海鼎科技工程师流量变化解决方案

多组计量单元示意图：

稳定性 单向性 懂操作 多物料 泥水沾带 流量变化 实物校验 秤机联动 安全隐
患

作弊隐
患

1、港机上料、一定存在间断性给料情况、理论上来说、间断性次数越多误差越大。

2、海鼎科技根据常年经验分析出、皮带宽度大于 800mm、速度大于 1.5 米每秒、输送

机角度大于 10 度、满足以上任一条件都必须选择海鼎科技组阵式皮带秤、至少两组计量

单元、预算足够的情况下最好 4 组，乃至于更多组分来增加计量长度、减少间断性给料所

带来的影响、增加皮带秤的计量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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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解决方案

七、海鼎科技工程师实物校验解决方案

稳定性 单向性 懂操作 多物料 泥水沾带 流量变化 实物校验 秤机联动 安全隐
患

作弊隐
患

自动计算系数界面：

1、效验麻烦问题本身在于仪表操作不便利性、因为当跟地磅比对数据后、需要调试仪表、

普通皮带秤需要先自行运算出数据在输入到仪表中、甚至操作人员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用地

磅数值除以皮带秤数值，还是反之相除，很是苦恼。

2、因为一旦算错又得重新来过、海鼎科技研发自动运算系数功能、操作人员只需要傻瓜式

的把地磅及皮带秤数据输入仪表、点击计算，仪表会自动运算自动保存，非常方便、在也不

需要操作人员有多高的操作水平才可以校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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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解决方案

八、海鼎科技工程师秤机联动解决方案

稳定性 单向性 懂操作 多物料 泥水沾带 流量变化 实物校验 秤机联动 安全隐
患

作弊隐
患

装船选择软件界面：

1、针对于装船机皮带秤、工况及其复杂，涵盖了皮带秤使用情况下所有不利于计量的条件，

皮带秤在使用时要求振动越小越好、但是大船一定会因为风浪摆动、而且在每抓斗放料的时

候，由于重量高达 15-25 吨，当物料落下的一刹那整个输送机都在晃动、同时为了装小船，

物料均匀装在船舱内、一般都需要移动输送机。

2、皮带的张力实时变化，极易导致计量不准确，不稳定、海鼎科技针对此结构设计全新悬

浮式秤体、加大传感器量程规格、增强抗偏载性能、加入多档位选择程序、仪表可以选择 

800 吨、1000 吨等多个档位来减少输送机移动所带来的影响、同时通过开发的橡胶缓冲专

用连接件减少由于输送机本身的振动带来计量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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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解决方案

九、海鼎科技工程师安全隐患解决方案

稳定性 单向性 懂操作 多物料 泥水沾带 流量变化 实物校验 秤机联动 安全隐
患

作弊隐
患

无线操作终端示意图：无线传输可达 2000 米

1、企业运营最大就是安全保障、海鼎科技针对装船机皮带秤的特性研发设计了无线远程控

制终端、跟普通无线传输最大的区别在于、可实现远程校零、远程校秤、远程查看数据、远

程  USB 导出计量数据（包含了船号、吨位、时间等重要数据、形成 EXEL 报表财务做账）

2、同时可以在线打印榜单、避免每次装卸船都得跑到输送机看数据、打印数据、校零、校秤

的   烦恼，毕竟输送机在移动、人员配合不好容易出现危险、最大限度保障操作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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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解决方案

稳定性 单向性 懂操作 多物料 泥水沾带 流量变化 实物校验 秤机联动 安全隐
患

作弊隐
患

十、海鼎科技工程师作弊隐患解决方案

防作弊内置黑匣子程序： 1、海鼎科技研发了、内置黑匣子程序、在仪表使用中默默记录操作轨迹、包括改秤的大小、

计量参数、都可以记录并且有超级密码管理，只有企业直接领导人可以看到见，这样就预

防人为捣鬼因素。

2、我们仪表支持 USB 导出功能，领导可以导入 U 盘到办公室用电脑慢慢看，如果发现问

题这就是证据，方便企业管理，同时仪表内置多个关键数据监测功能，原则上只要仪表主

界面没有任何数据出现红颜色报警，那么这台皮带秤就是准确的，增加了人机沟通功能，

在也不用猜测当前皮带秤是否准确了。增加了使用皮带秤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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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l专利技术

l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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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仪表
选用工业级元器件设计，配以多种抗干扰措施，一体化结构将工业设计理念与仪表设计完美

融合，做工精良美观。

液晶大屏显示，具有多种显示功能，可显示累积量、瞬时流量、皮带机运行参数及报警内容，

而且亮度可自行调节。

高性能MCU，搭配先进的控制算法，响应更加快速，更准确跟踪目标流量，满足用户多种流

量控制要求。

全中文操作界面，输入输出有关参数时，可使用软键以菜单形式进入，操作简单易懂。

称重 使用进口高精度高耐用拉式传感器，综合精度高，充分保障重量监测精度和长期使用稳定性。

优质合金钢材质，采用激光焊接密封，结构紧凑，防护等级可达IP67，具有良好的防水、防

湿、防腐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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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测速
测速装置采用海鼎科技专利产品HD-H5测速传感器，该测速传感器为双轮小车结构，一圈发

射360个脉冲信号，在检测皮带速度上具有实时采集的优势，增加测量的精度。

通过复杂的内部结构设计将皮带速度传递给内部的进口欧姆龙高精度编码器来实现监测真正

的滚轮转速，而不是落伍的通过监测滚轮上的空隙的通过次数来测速，测速精度提升2%。

软件 软件功能强大，具备一切产量监测功能。

软件界面美观，使用微软最高端编程语言.net开发，稳定性及可移植性非常好。

有专业的软件开发团队对软件不断改进升级，保障客户长期优良使用体验。

服务 7x24h客服，产品巡检制度，项目经理制度，网点服务制度，四大保障免除客户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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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双称架结构适用精度要求05%-1%

四秤架结构适用精度要求0.2%-0.5%

八称架结构适用精度要求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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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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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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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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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案例

l案例

l业绩

l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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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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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

31



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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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浙江省交工集团上虞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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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江苏润华物流定量装船皮带秤现场 江西金牛矿业有限公司货场

34



业绩

1、矿山骨料行业部业绩
序号 客户名称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000 6套

2 江西金牛矿业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5套

3 江苏港发矿业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8套

4 安徽凤阳石英矿业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6套

5 洛阳宏发建材骨料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10套

6 舟山市亳州建材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CM-700 3台

7 浙江交投矿业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650 7套

8 宁波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3套

9 浙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4台

10 浙江易昌升集团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8套

11 山西太原矿业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000 4套

12 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QXF-1200 5台

13 贵州顺安矿石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650 9套

14 重庆拓创矿业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000 5套

15 广西大通矿业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DH-ICS-1200 6台

16 安徽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DS 10套

17 常州嘉华混凝土有限公司 全悬浮电子皮带秤 HD-ICS-1000 2套

18 苏州立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全电子皮带秤 HD-ICS-800 2套

19 无锡宏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2套

20 常州市中天混凝土材料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2套

21 常州市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000 2套

22 济民可信（高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TX 7套

23 靖江智利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电子皮带秤 HD-ICS-1000 2套

24 无锡市张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DS 10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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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云南旺邦工贸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BMP12测速装置BMP12-CS 1套

26 江西恒众实业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QXF 3套

27 湖南常德顶量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QXF-1200 1套

28 南通利远建材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DH-ICS-1200 1套

29 无锡市宏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Z-D-40T 8套

30 江阴市隆烽混凝土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CM-700 1套

31 溧阳达业建材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650 1套

32 无锡高山机械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1套

33 江西恒众实业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1只

34 南通丰誉混凝土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800 1套

35 张家港兴港混凝土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700 1套

36 张家港兴港混凝土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1套

37 无锡宏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CG-300 2套

38 襄阳汇鑫湾石业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700-1000 3台

39 无锡西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1套

40 无锡市张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100套

41 淮安经济开发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4套

42 江西恒众实业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2套

43 江苏胜朗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CM-701 1套

44 临朐昌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CTDL0616-50T/H 1套

45 九江宸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TG-800 1套

46 苏州久鼎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CM-800 1套

47 无锡市刚强建材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CM-500 1套

48 天津沐恒称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TG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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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江阴港禹砂石集散中心有限公司 全电子皮带秤 HD-CM-700 3台

2 镇江盛华港务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1套

3 常熟长江港务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ZC-1400 1套

4 镇江盛华港务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ICS-ZC-1400 2套

5 江西丰瑞港务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ICS-ZC-1000 1套

6 扬中市长旺港务 张幼忠 装船机皮带秤 HD-ICS-ZC-1200 1套

7 常熟新泰港务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1套

8 泰州市港强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ICS-ZC-TJ-1400 1套

9 江苏大通国际港务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1套

10 上海弘达码头管理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ICS-1400 2套

11 泰州市港柠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ZCJ-1000 1套

12 南通华浮港务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CM-700 1套

13 芜湖三山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LH700 1套

14 浙江大盈建设有限公司 高精度皮带秤 HD-ICS-ZCJ-500 1套

15 常熟市鑫润工业石膏制品有限公司 全电子皮带秤 HD-ICS-700 1套

16 江阴江宏海物流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ICS-ZC-1400 2套

17 南通利远建材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ZCS-ZC-1400 1套

18 南通拓通建材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ZCS-ZC-1400 1套

19 上海亘鑫装卸服务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000 1套

20 江苏祥瑞港机设备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ICS-800 2套

21 靖江市夹港物资中转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ICS-1400 2套

22 江阴江宏海物流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ICS-ZC-1200 3套

23 江苏骐迹港务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CM-700 2台

24 上海瑞塍实业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ZC-1400 2套

25 镇江盛华港务有限公司 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2套

26 上海企维胶带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ZC-1200 2套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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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舟山市鑫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全电子皮带秤 HD-ICS-650 1套

28 泰兴虹桥仓储有限公司 全电子皮带秤 HD-ICS-ZC-1200 6套

29 无锡市凯宏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ZC-1200 2套

30 江阴江宏海物流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ICS-ZC-1200 2套

31 河北恒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2套

32 江苏祥瑞港机设备有限公司 装船机皮带秤 HD-ICS-ZC-TJ-1400 1套

33 江苏东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全悬浮电子皮带秤 HD-ICS-1000 1套

34 江西省鑫湘建材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1套

35 江苏恒大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 定量给料机皮带秤 HD-DL-650 1套

36 江阴新西港码头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1套

37  张家港市海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1套

38 上海瑞塍实业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ZC-1400 2套

39 江苏五联港务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1套

40 南通利远建材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1套

41 南通通江物流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2套

42 海门市源耀建材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2台

43 湖北可夫建材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3套

44 江苏扬泰中天管桩有限公司 全悬浮高精度皮带秤 HD-ICS-1200 1套

45 广西南宁传冠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皮带秤 HD-ICS-800 1套

46 岳阳柏奎电磁机械有限公司 多托辊阵列式秤体 HD-ICS-1200 2台

47 杭州易格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皮带秤 HD-ICS-1200 1套

48  常德顶量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电子皮带秤 HD-ICS-1000 1套

49 安徽江北金山港储运有限责任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ZC-1400 1套

50 江苏禾枫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全悬浮电子皮带秤 HD-ICS-800 1套

51 南通瑞诚物流有限公司 装船机电子皮带秤 HD-ICS-1400 1套

52 常州市南盛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不锈钢仪表更换 HD-700 1套

53 合肥东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全悬浮电子皮带秤 HD-ICS-650 1套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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