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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介绍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相关国家、行业和地方

标准的协调关系； 

2. 介绍国内外相关技术发展动态、拟纳入本标准的技术

先进性、成熟程度以及是否涉及专利等； 

3. 根据需要，拟开展哪些必要的专题研究、试验、测试

等 

见附 4. 

 

 

 

 

 

 

 

 

 

 

 

 

 

 

 

 

 

 

 

 

 

 

 

 

 

 

 

 

 

 

 

 



附 1： 

1、 项目由来、必要性 

根据《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通用技术规范》的相关条款，典型产品及系统包

含整车式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轴重式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弯板式动态公

路车辆自动衡器以及石英式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共计四种。在《动态公路车辆

自动衡器通用技术规范》对弯板传感器定义中：以行车方向上的宽度小于 100mm

时称为窄条传感器。由于窄条传感器在车行方向上的宽度小于 100mm，这样的结构

特点导致行驶中的车轮始终只有部分与窄条传感器接触，不能直接测量完整的车

轮载荷，而是以连续累加算法获得公路车辆轮载荷，以此计算出车辆的单轴载荷、

轴组载荷以及车辆总重量。其传感器结构、称量原理、测试方法等都与标准《动

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弯板式》所列行车方向宽度大于 100mm 的典型弯板传感器有

所不同。无论是传感器的偏载测试、称量测试，还是动态测试，都需要针对窄条

式的称重特点单独规定。 

目前窄条式动态汽车衡以及窄条式称重传感器在国内外均有相关产品出现，在

国内也现存超过 1000 条由窄条式称重传感器构成的窄条式动态汽车衡，其中北京

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和生产的窄体式动态汽车衡提供了 800 条车道，覆盖

了全国 20 多个省市和地区，是窄条式动态汽车衡应用范围最广的厂家。为了适应

窄条式动态汽车衡的产品特点，规范窄条传感器及窄条式动态汽车衡的产品结构、

参数要求、系统构成、安装方法、检验标准等，特申请编制《动态公路车辆自动

衡器-窄条式》产品标准。 

2、技术路线和工作过程： 

主要编制单位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相关单位共同成立标准编制组。编制组

进行相关资料的查阅和收集工作，收集目前已发布的汽车轴重动态检测仪相关法

律法规及汽车轴重动态检测仪行业状况、相关衡器标准编写标准实施情况、国外



相关法规标准等有关资料，并对汽车轴重动态检测仪行业技术水平进行了调研。 

2019年 10 月起，在北京、重庆、河南等地进行调研或测试，其中包括：弯板式

汽车轴重动态检测仪、压电式（石英、压电薄膜、压电电缆）汽车轴重动态检测

仪、秤台式汽车轴重动态检测仪等，覆盖了国内目前的汽车轴重动态检测仪类型，

测试道路类型涵盖了高速公路、国省道和城市道路等，以评估不同环境影响下所

引起的结果差异。 

窄条传感器是利用电阻应变效应设计，其输出的电压信号与受载压时产生的形

变大小成正比，由于窄条传感器有效称重宽度较窄，其满载时瞬时承受力最大只

有轮胎实际重量的 1/5 左右，所以传感器的使用寿命，非常适用于动态称重。在

动态称重时，获取的称重特征波行宽度也较窄，为了提高系统称重精度，需扩展

窄条传感器的称重特征波行宽度，增加窄条传感器的布设数量。为保证称重的精

确度，防止出现丢车和丢轴现象，依据传感器的称重尺寸，应采用道路断面全覆

盖和交错布局的方法，保证所有窄条传感器无缝衔接 ，实现无缝称重。根据安装

位置和用途的不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的传感器布局类型分为单车道布局和

多车道布局。2020 年 3 月起，在北京各个地点进行调研测试，包括 2 车道、3 车

道、4 车道的高速称重，以评估不同布局下称重的精确度差异。 

2020 年 8 月完成中国衡器协会团体标准编写开题论证。中国衡器协会团体标

准编写开题论证会后，编制组开始分析整理试验数据，并与相关业主、计量院、

路政、交警等单位管理和技术专家交流，形成中国衡器协会团体标准征求意见初

稿。 

2020年 8 月至 2019年 11月，需要多次召开小组内部审查会，逐步完善征求意

见初稿。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2 月，将征求意见初稿发送相关使用单位、行业专家、

计量专家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成中国衡器协会团体标准编写征求意



见稿和编制说明等文件。主要理清标准与规程的边界，国外标准规程与国情的切

合等。 

2021年 4 月，根据征求意见会专家意见修改完善规程征求意见稿，形成中国衡

器协会团体标准。 

 

 

 

 

 

 

 

 

 

 

 

 

 

 

 

 

 

 

 

 



附 2：主要技术内容和范围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窄条式》产品标准是《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通

用技术规范》的配套标准，标准的编写主要结合窄条式动态汽车衡的产品技术和

使用特点，突出与整车式、轴重式、石英晶体式和弯板式的不同之处。将作为正

在编制的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系列标准的补充。使《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通

用技术规范》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1、标准范围： 

    该标准适用于 WIM 衡器的法制应用和非法制应用。法制应用产品不但要符合

本标准要求，还应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该标准适用于以嵌入路面的安装方式，安装于称量控制区的单个或多个窄条

传感器组合的 WIM衡器。采用重力作用原理以连续累加算法获得公路车辆轮载荷，

以此计算出车辆的单轴载荷、轴组载荷以及车辆总重量。 

2、主要技术内容： 

该标准将详细规定窄条式称重传感器及窄条式动态汽车衡的产品结构、参数要

求、系统构成、安装方法、检验标准等。 

如：窄条传感器偏载的测试方法 

    窄条传感器的最大载荷与窄条式衡器的最大秤量的测试方法 

    现场检验-动态秤量测试方法等 

 

 

 

 

 

 



附 3：标准章节的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应用、计量要求、技

术要求、 布局和安装要求、测试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250、GB/T 21296.1-20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产品应用 

主要修订应用领域与分类、型号规格、产品构成等。 

5. 计量要求 

主要从计量的准确度等级、附加准确度等级、动态试验的最大允差、分度值、

最小称量、指示装置和打印装置的一致性、影响量、测量结果的单位、运行速

度等方面进行修订。 

6. 技术要求 

包含通用技术要求、生产和安装要求、传感器计量要求及其他要求。 

7. 布局和安装通用要求 

布局方面主要修订布局类型、沿车道宽度方向上的要求、及其他一下典型布局。

安装通用要求主要是修订一般要求、规划设计、道路、基槽清理、传感器定位、

锚固安全、接地、排水、分道装置设置等方面。 

8. WIM 衡器系统功能要求 

主要修订系统功能的一般要求和车辆违规提示。 

9. 系统数据的保存、处理和传输 

符合 GB/T 21296.1-2019《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通用技术规范》10的规定。 

10. 测试方法 



测试在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使用现场进行。首先进行测试前的环境测试、安

装情况及外观检查等，然后动态称重测试。 

11. 检验规则 

主要修订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型式试验时，应对本标准规定的全部计量要求、

技术要求进行检验试验，难以直接测试的项目，应采用模拟试验法。在出厂前，

应对各部件进行检验，确保其符合本标准要求及各自特定的验收标准的要求。 

12.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主要包括说明性标志、检定标记。包装应确保产品在正常装卸运输、仓库

贮存等过程中不发生损坏、丢失、锈蚀、长霉、降低准确度等情况。尽可能使

包装件重心靠中和靠下，包装箱内应进行支撑、垫平、卡紧，并加以固定，以

防碰撞造成损伤或变形。内包装箱与外包箱之间应有一定的间隙，并采取有效

措施，以防止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窜动和碰撞，应符合 GB/T 191《包装储运

图示标志》的规定。所有包装材料不应引起产品油漆或电镀件等表面色泽改变

或锈蚀，应符合 GB/T 13384《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产品运输

时应小心轻放，禁止抛掷、碰撞和倒置，防止剧烈震动和雨淋。传感器、称重

仪表、电器设备等应贮存在相应使用说明书规定的贮存温度和相对湿度范围内，

且室内不得含有腐蚀性气体。 

 

 

 

 

 

 

 



附 4： 

1、国内外产业情况 

为了避免超限超载车辆对公路造成提前破坏，提高公路行驶的安全性，提高

社会综合经济效益，除了建立有效的管理和规章制度外，设置公路称重站，建立

超载超限称重系统，随时对超载车辆进行检查和处罚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如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公路运输中也普遍存在超限超载现象，据调查，德国大

型载货车辆中超载车辆数量达到 50%，日本达到 20%，美国达到 40%~60%，为了减

少超限超载对道路带来的危害，国外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就开始对车辆超载超

限检测技术进行了研究。从国外发展的情况来看，车辆动态称重系统的应用大大

抑制了车辆超载超限造成的危害。 

美国有关专家曾对美国维吉尼亚州、马里兰州、亚利桑那州等 7 个州进行了

研究，研究表明在车辆称重检查系统完善的地区，车辆超载率明显较低。 

在我国，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飞速发展，至 2017年底，国

内货运车辆保有量达 1400 万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无疑对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公路运输车辆超限超载现象极为普遍，车辆超限超载

运输对交通安全、运输市场、车辆生产秩序及路桥基础设施造成了极大危害。 

动态称重的研究起源于美国，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开始着手研究车辆在正常行

驶速度下测定车重的动态称重系统；到 70 年代和 80 年代，嵌入式或外置式道路

传感器进入商业应用；90 年代中期动态称重系统开始成为美国联邦公路局的研究

目标。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各国也开始开发动态称重系统，并于 1992 按照欧盟运

输委员会的程序框架进行了 COST323计划。 

自 2003 年起，江苏、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先后实施公路计重收费，受到市场的

激励，中国动态称重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的机遇。但是由于高速公路计重收费对于

动态公路自动衡器速度适应性的要求不高，仅要求通行速度 20km/h以下，因此国



内在通行速度 20km/h 以上的动态公路自动衡器方面发展较慢。随着高速公路计重

收费的全面铺开，以及普通公路的停止收费，大量超载超限车辆涌入普通公路，

普通公路的超载超限治理情况不容乐观。 

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外一种基于压电石英称重传感器的不完全称重型动态公

路自动衡器进入市场，彼时，该型动态公路自动衡器能够在 20~50km/h 的速度下

对车辆进行称量。该型动态公路自动衡器于 21世纪初被引进中国。其被引进之初，

由于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冲突以及本身存在的技术缺陷无法适应国内公路超载超限

治理。同时被引进用于 20km/h以上的动态公路自动衡器，还有弯板式动态公路自

动衡器，但是弯板型动态称重系统由于使用寿命上的原因同样无法适应国内公路

超载超限治理。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于 2011 年联合中航电测仪

器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窄条式动态称重传感器并于 2012年应用于动态公路自动衡器，

该传感器采用承载部分车轮的动态力的形式提高了动态公路自动衡器的使用寿命，

同时克服了当时石英式动态公路自动衡器的技术缺陷。该型动态公路自动衡器自

推出以来，经过五年的发展，至 2018年已经在国内超过 800 个车道进行安装和使

用，应用反馈良好。几乎在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窄条式动态称重传感

器的同一时间，美国 intercomp 公司也推出了采用类似技术的窄条式动态称重传

感器并将其应用在动态公路自动衡器上，在 2016年前后被引进中国市场，中国浙

江的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与 2015年前后推出了自己的窄条式动态称

重传感器并由相关厂家采用其传感器形成动态公路自动衡器。目前三个厂家的动

态称重传感器及动态公路自动衡器已经应用超过了 1000个车道，随着国内对超限

超载治理的进一步加强，窄条式动态公路自动衡器的市场应用会进一步长足发展，

预计下一个五年，至 2023 年，国内市场应用会超过 4000个车道。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万集科技、股票代码：300552）成



立于 1994 年 11 月 2 日，注册资本 10829.6 万元，是专业从事智能交通系统（ITS）

技术研发、产品制造、技术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万集科技专注于对动态

称重技术的探索，并将其应用于交通检测领域。二十余年来，基于对动态称重技

术的成熟应用，推出了秤台式、弯板式、联体秤、轴组秤、整车式、便携式等系

列产品，覆盖高速公路计重收费、公路超限超载治理、道路桥梁保护、道路安全

执法等应用领域，并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系统解决方案。凭借雄厚的研发实力、

多年的技术积淀和大量的研发投入，万集科技在传感器设计、数据采集、核心算

法及系统控制等技术方面取得创造性突破，已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动态称重设备

供应商之一。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衡器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全国衡

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同时也是国内外最早提出和应用窄条式称重传感

器和窄条式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的衡器厂家。 

2、国内外标准情况 

目前，动态公路自动衡器有一个国际建议：OIML-R134 国际建议《动态公路车

辆称重和测量轴载自动衡器》（Automatic instruments for weighing road 

vehicles in motion and measuring axle loads），该国际建议规定了对动态公

路车辆自动衡器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针对动态公路自动衡器提出 ASTM E 1318《根据用户要求

的公路承重监测器系统和测试方法标准规范》（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Highway Weigh-In-Motion (WIM) Systems with User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欧洲科技委员会推出了 COST 323《欧洲动态称重系统规范》（EUROPEAN 

WIM Specification）.  

目前国内动态公路自动衡器的标准为 GB/T 21296《动态公路自动衡器》

（Automatic instruments for weighing road vehicles in motion）. 

2012 年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了衡器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其中



包含《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国标的制定计划，已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及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2016 年 9 月 20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了该

项目的立项通知，予以立项，项目编号为：20161299-T-607。2016 年 12月 1 日，

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达了国衡标秘【2016】13 号文件，正式启动该标准

的制定工作。 

标准制定工作之初，提出制定《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通用技术规范》和整

车式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轴重式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弯板式动态公路车

辆自动衡器以及石英式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共计四种典型产品的国家标准。但

随着动态称重技术的发展，基于窄条式称重传感器窄条式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在技术上和市场上都趋向于成熟，因此有必要建立窄条式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的产品标准予以补充。 

根据需要，拟开展： 

1）多次召开小组内部审查会，逐步完善中国衡器协会团体标准。 

2）组织用户、检定机构、行业主管、运营单位进行相关的探讨和研究，分别

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进行完善补充标准。 

3）路面状况称量准确性的专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