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以下简称动

态汽车衡）在交通领域应用超过20 年，也随着公路

交通里程增长不断发展壮大。动态汽车衡的国际标

准有OIML R134 和ASTM E1318，新的动态汽车衡系

列标准GB/T 21296 综合参考了两者标准，和旧版标

准相比有一定的突破，本文就新旧标准对比分析其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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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1 年9 月天津彩虹大桥使用动态汽车衡作为称

重设备进行计费管理，2010 年前后全国高速公路普

遍在出口处安装动态汽车衡进行计重收费，2020 年

全国高速公路按照交通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

入口治超工作的通知》要求取消计重收费，在入口

处安装动态汽车衡，称重结果符合GB 1589《汽车、

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的车

辆，发卡放行，驶入高速公路。对超载的货车，禁

止驶入高速公路。动态汽车衡称重与公路的管理密

切相关。

截至2022 年我国公路总里程已达528 万公里，其

中高速公路里程约为16 万公里，公路交通网络的发

展带动促进了动态汽车衡行业的发展与成长，新型

结构形式、不同称重原理的动态汽车衡不断出现。

原有的国家标准GB/T 21296-2007 已经滞后于产品的

发展，新的GB/T 21296.1/.2/.3/.4/.5 标准系列于2020

年正式发布实施，GB/T 21296.6 也在制定中，本文通

过对新旧标准的学习，结合日常的检定、检测工作

等探讨其新的变化。

1  GB/T 21296 新旧标准的差异

新的GB/T 21296 系列标准在准确度等级，分度

值与准确度等级对应关系，安装场所要求等方面做

了部分的变化，具体如下：

1）准确度等级变化

新标准在保留原有准确度等级0.2，0.5，1，2，

5，10 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加准确度等级7，15。新

增准确度等级与美国ASTM E1318《高速公路行驶称

重系统规格以及用户要求和试验方法》标准中类型

Ⅱ，整车允许误差±15%；类型Ⅲ，整车允许误差

±6% 基本一致。

2）分度值与准确度等级对应关系变化较大

以最大秤量40t 轴重式动态汽车衡为例，按照GB/

T 21296-2007 标准划分，若分度值介于50kg 和200kg

之间，分度数介于50和1000之间，可以是：Max=40t，

d=50kg， 或Max=40t，d=100kg， 或Max=40t，d=200kg，

准确度等级可以选择为2级，或5级，或10级。

若按照GB/T 21296.1-2020 标准划分，最大秤量

40t 轴重式动态汽车衡，若分度值d 为50kg，准确度

等级只能是2 级；若分度值d 为100kg，准确度等级只

能是5 级；若分度值d 为200kg，准确度等级只能是10

级；若分度值d 为500kg，准确度等级只能是15 级。

相同的规格（最大秤量）、分度值，旧的标准可以选

择不同准确度等级，新的标准下便固化了准确度等

级，这是新旧标准间较大的差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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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整车称重最大允许误差分析（假定车辆总重为30t，3轴）

标准 规格 整车称重最大允许误差

GB/T 21296-2007
Max=40t，d=50kg，或Max=40t，
d=100kg，或Max=40t，d=200kg

2 级：±300kg
5 级：±750kg

10 级：±1500kg

GB/T 21296.1-2020

Max=40t，d=50kg 2 级：±300kg

Max=40t，d=100kg 5 级：±750kg

Max=40t，d=200kg 10 级：±1500kg

3）以速度界定衡器分类

新的标准中按照速度不同划分为：低速WIM 衡

器（0~10km/h），中速WIM 衡器（0~40km/h）和高

速WIM 衡器（0~100km/h）。

4）增加了安装场所的要求和限制

所有型式WIM 衡器安装区域应遵循下列原则：

（a）安装区域前后路况应保持一致；（b）不应在高

压电线下或靠近无线电发送站和铁路轨道安装；（c）

安装区域的混凝土路面施工应按交通行业相关要求

实施；（d）安装区域的沥青路面施工应按交通行业

相关要求实施。

中、高速WIM 衡器安装区域还应遵循：（a）应

安装在远离平交路口500m 以外的区域；（b）安装区

域要避免车道数的变化，以免车辆频繁换道；（c）

衡器前150m 范围内应无遮挡驾驶员视线的障碍物；

（d）衡器安装位置与同一路段上公路隧道进出口距

离分别不小于2km 和1km。

2  标准仍需进一步细化的内容

动态汽车衡主要有三种试验：静态试验、动态试

验和模拟试验。动态试验主要是车辆运行过程中计

量性能测试，三种车型下整车称量最大允许误差应

符合其对应准确度等级的要求。静态试验和模拟试

验有相似点，模拟试验是静态试验，但静态试验并

不是模拟试验。静态试验主要依据是否具有静态称

重功能，这是由制造商确定和申明的，对于没有静

态称重功能的动态汽车衡，可以不做静态测试。

模拟试验是指在整机或局部上所进行的模拟称

量操作的一种试验。对于整机上试验，可以理解为

和安装现场一致的整机状态。但是，由于动态汽车

衡是安装在路面上，并且部分结构形式如石英晶体

式、弯板式等是与路面融为一体工作的，因此在整

机上进行试验，可操作性较差。模拟试验采用的局

部结构上的试验，其核心是称重传感器及相关的承

载结构如何与动态汽车衡相匹配和吻合。由于模拟

试验主要有干扰测试、影响因子测试和量程稳定度

测试，应遵循必要的原则：

（a）模拟试验用称重传感器应与实际使用相一

致；（b）尽量构建所有硬件结构的测量系统（包括

称重传感器、数据采集器、称重显示仪表）。

当称重传感器和称重显示仪表均通过型式批

准，符合产品标准及型式评价大纲时，考虑到模拟

试验是静态实验，借鉴JJF1834 非自动衡器兼容性核

查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事实上，动态汽车衡为动态测量过程，称重传

感器、称重显示仪表均为动态信号的获取和处理，

若模拟试验是动态信号的捕获和比较测量，则模拟

试验将更加符合动态汽车衡的使用情况，但目前称

重传感器、称重显示仪表的动态测试要求及方法仍

处于不断研究中。

3  标准中的一些探讨点

新的GB/T 21296 系列标准提出了数据符合度的

概念，即型式试验、现场试验（或使用中检查时），

WIM 系统测量数据符合规定允差要求的数据比例不

得低于95%，这一点在ASTM E1318 中也有所表述，

但是与我们熟悉的JJF 1094《测量仪器特性评定》和

衡器产品还是有较大的区别。

JJF 1094《测量仪器特性评定》明确了测量仪器

的计量特性以及稳定性等概念；测量仪器随着使用

时间的变化，其计量性能本身也会发生变化，这是

测量仪器的特性，因此在检定和使用中检查上做了

区分和关联。衡器领域大多规定使用中检查，最大

允许误差是检定中最大允许误差的两倍，动态汽车

衡也是如此。在JJF1834《非自动衡器通用技术要求

中》，对于稳定性（耐久性）做了试验规定，即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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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50% 最大秤量载荷下重复加载和卸载100000 次，

其允许误差变化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考

虑到极限情况，实际上最大的测量误差等同于使用

中检查的最大允许误差。

数据符合度可能会发生混淆掉大于允许误差数

据的情况，造成不合格数据被允许的情况，这一点

值得关注。

4  结论

通过对动态汽车衡新旧标准的学习和分析，发

现新标准在辅助准确度等级、分度值与准确度等级

对应关系、以速度进行WIM 衡器分类、安装场所

的要求和限制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调整。针对模拟

试验，仍需进一步细化模拟试验中局部结构的具体

结构形态和要求，使其更加吻合动态汽车衡。对数

据符合度应重点关注，避免不合格数据被允许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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