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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 OIML R106（2005-1CD 版）《自动轨道衡》国际建议（以下简称 R106）与 JJG234-1990

《动态称量轨道衡》（以下简称 JJG234），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并提出采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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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ML R106“自动轨道衡”是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的出版物，综合规定了自动轨道衡所

需的计量特性及检验其达到要求的方法和设备。是国际自动轨道衡界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同时也是

世界各国轨道衡检定规程的样本。JJG234-90《动态称量轨道衡》是我国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检定

规程，迄今已使用逾 20 年，主要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指标以及试验方法都与国际建议存在一定差

距，正在修订之中。 

一、OIML R106 国际建议（2005-1CD）版 

R106-1 计量与技术要求部分共计 90 页内容，给出了 7 个类别总共近 100 个术语和定义。通过

概述，计量性能要求，技术要求，电子轨道衡要求，计量控制和试验方法五章内容详细的规定了自

动轨道衡所需的计量特性并提供了检验其达到要求的方法和设备。 

R106-2 型式批准报告针对 R106-1 计量和技术要求中对于型式评价工作提出的检定项目和试验

方法制定了对应的一整套型式评价报告格式，共计 60 页，囊括了对自动轨道衡进行的各项考核内

容，并且给出了检定记录、证书内页和型式批准报告的详细格式和内容。 

1、准确度等级和分度值 

R106 中对应准确度等级的分度值可以是规定范围内取满足要求的任意值（表 1）。 

表 1  OIML R106-2005 分度值表 

(最大车辆质量)/d 
车辆准确度等级 

d 

(kg) 最小值 最大值 

0.2 ≤ 50 1000 5000 

0.5 ≤ 100 500 2500 

1 ≤ 200 250 1250 

2 ≤ 500 100 600 

 

2、动态称量最大允许误差（MPE） 

R106 对自动轨道衡计量性能的要求是以误差与标准值之间的百分比来进行判别的，并且对试验

数据的重复性做出了明确要求。首次检定时，不超过 10％的称重值可以超过表 2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



差，但不得超过该误差的 2 倍。 

R106 中规定车辆称重的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下列最大者： 

（1）根据表 2 计算，圆整到最接近的分度值； 

（2）根据表 2 计算最大车辆质量 35％的允许误差，圆整到最接近的分度值，该处相当于一节

空车质量； 

（3）1 d。 

表 2  OIML R106 最大允许误差表 

首次检定 使用中检验 

±0.10 % ±0.20% 

±0.25 % ±0.50% 

±0.50 % ±1.00% 

±1.00 % ±2.00 % 

3、误差分配 

R106 中规定当需要对轨道衡或系统的模块单独试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单独试验模块的误差

限值应等于轨道衡最大允许误差或示值允许差值的分量pi 。组成轨道衡的模块误差分量应视作与轨

道衡同一准确度等级。 

误差分量应满足下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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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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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分量pi由模块制造商选取并进行相关试验予以证实。当多个模块影响误差时，单一模块误

差分量不得小于 0.3 或大于 0.8。 

4、对轨道衡软件的技术要求 

R106 在技术要求中对衡器使用的适用性和操作的安全性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并对各个组件

（模块）提出了具体的安全保证功能要求。特别 2005 版本中对自动轨道衡部件密封、界面、预控

制和软件的要求和规定，在国内现行的自动轨道衡标准和检定规程中还是空白。在信息爆炸，软件

技术突飞猛进的 21 世纪如何更好的控制轨道衡的安全使用，预防利用软件篡改称重结果进行贸易

欺诈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1）如果不开封，自动轨道衡的相关计量软件不得改变，或者软件的任何改变应自动给出标

识码。 

（2）软件应指定一个固定版本号。软件变化时版本号不变，软件变化会影响轨道衡功能和准

确度。 

（3）对于内嵌软件的模块或轨道衡，制造商说明或声明该轨道衡或模块的软件属内嵌式，即

应用于固定的硬件和软件环境下，采取保护措施和检验后不会通过任何界面进行调试或升级。 

5、动态试验参考车辆 

（1）标准砝码。动态试验标准试验砝码的误差，不应大于表 2 规定的首次检定最大允许误差

的 1/3。 



（2）试验用参考车辆应选取代表称量中主要车型的车辆。参考车辆的选取应尽可能覆盖轨道

衡规定的称量范围。 

（3）如果动态称量轨道衡用于称量装载液态或重心变化货物的车辆，应该用类似的车辆作为

参考车辆。如果动态称量轨道衡不用于此目的，应打上如下标记：不用于称量液态货物或车辆运动

时重心变化的货物。 

（4）试验列车中至少有 5 辆参考车辆（通常不超过 15 辆）。应有两列试验列车，一列包含空

载参考车辆，另一列含有满载或部分装载参考车辆。如果参考车辆数量少于试验列车总车辆数，参

考车辆应遍布整个列车。每一列车应在两个方向（如果需要）反复称量，车辆质量示值不少于 60

个或相当于整列车质量。试验列车中参考车辆的分布数量应符合表 3。 

表 3  R106 参考车辆分布要求 

试验列车中参考车辆分布数量 

试验列车中参考车辆总数 (n) 参考车辆最低数量 

n ≤ 10 n 

10 < n ≤ 30 10 

30 < n 15 

 

6、型式评价 

R106-2 型式批准报告针对 R106-1 计量和技术要求中对于型式评价工作提出的检定项目和试验

方法制定了对应的一整套型式评价报告格式，共计 60 页，囊括了对自动轨道衡进行的各项考核内

容，并且给出了检定记录、证书内页和型式批准报告的详细格式和内容。 

二、JJG234-1990《动态称量轨道衡》 

JJG234-90《动态称量轨道衡》是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包括概述、技术要求、检定

条件、检定项目、检定方法、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和附录七个部分。是指导我国轨道衡检定工

作的核心文件。 

1、准确度等级和分度值 

JJG234 按准确度等级给出固定的分度值（表 4）。 

表 4  JJG234-1990 分度值表 

准确度等级 分度值 e 

0.2 50kg 

0.5 100kg 



2、动态检定最大允许误差 

JJG234 检定规程是以一定的称量点作为转折点，对其上和其 段分别规定固定的最大允

许误差作为判定计量性能是否合格的依据。 

5  JJG234-1990 最大允许误

下的称量

表 差表 

允差 

称量 m 

0.2 0.5 

e5.0±  m=0 

 0＜m≤500e e0.2±

500e＜m≤2000e e0.3±  e0.4±  

3、对于计算机控制的轨道衡 

JJG234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轨道衡增设混编和调量试验项目进行抽检。 

4、检定用计量标准器（参考车辆） 

（1）社会

符合JJG567-89《检衡车》检定规程规定的T6F型检衡车和T6D型检衡车组。 

相似，可作为临时计

量标

修订而来，1991 年

实施 久，与 OIML·R106（2005-1CD）版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正在修订之中，如

何将

了使用标准砝码和建立临时标准进行动态试验的方法。由于国外没有统一制造

并定

准器（T6F、T6D检衡车）和建立临时标准进行动态轨道

衡检

公用计量标准器 

（2）临时标准器 

符合铁路运输要求、质量稳定的四轴货车，其装载物的性质和正常称量物

准车。该车只能在当次检定中使用。 

三、分析比较 

JJG234-90《动态称量轨道衡》是在 JJG234-81《动态称量轨道衡》基础上

以来已使用 18 年之

R106 国际建议的内容吸收进来，尤其是检定方法和计量性能要求方面，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1、试验用标准器（参考车辆）的确定 

（1）R106 提供

期进行量值传递的检衡车，因此普遍采用在设备安装地点，利用受检轨道衡或附近的轨道衡作

为集成式控制轨道衡或分离式控制轨道衡，通过整车称量方式确定每辆参考车辆质量约定真值，建

立临时标准进行动态检定试验。 

（2）JJG234 规定了使用社会公用计量标

定试验。我国用于固态货物称量的自动轨道衡检测时，使用的参考车辆是固定的，每列是由五



辆检衡车组成，这些车辆每年由国家轨道衡计量站按量值传递体系进行检定。满足动态轨道衡量值

传递要求，也能够同时满足R106 中对动态试验用标准砝码的准确度要求和参考车辆的技术要求。 

2、动态称量试验最大允许误差 

根据 R106 和 JJG234 动态检定最大允许误差表画出动态轨道衡（0.5）级首次检定最大允许误

差比较图（动态称量）（最大称量 100t，分度值=100kg），如图所示。 

 
图  动态轨 =100kg）。 

35％的允许误差，

圆整到最 20t

左右。图

近于 R106 对应准确度等级使用中检验的最大允差要求。而 R106 规定不超过 10％的动态试验数据可

以超

的最大允许误差都小于 JJG234，并且至少 90%称量值的 R106 的

最大

分离式控制轨道衡，都必须事

先将该轨道衡的准确度控制在±0.05%以内，即使顺利的情况也需要 2-3 天时间，无论从成本还是

时间 家轨道衡计量站按量值传

道衡（0.5）级最大允许误差比较图（动态称量）（最大称量 100t，分度值

 

（1）R106 动态称量最大允许误差（MPE）规定根据表 2 计算最大车辆质量

接近的分度值。并说明该处相当于一节空车质量，而我国铁路的实际情况是空车质量在

1 中按 R106 规定执行。 

（2）现行的检定规程 JJG234-1990 对于首次检定和使用中检定采用同一允差标准，而且是接

过表 2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但不得超过该误差的 2 倍（使用中检验最大误差）。如图所示，

只有在 40～50t 和大于 80t 的称量点的 R106 最大允许误差可能大于 JJG234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而其它的称量点称量值的 R106 规定

允许误差只有 JJG234 允差的 1/2 甚至更低。也就是说，对于 90%的动态试验数据，R106 首次

检定和后续检定的最大允许误差要求比 JJG234 严格了一倍以上。 

四、采标建议 

1、将我国现行检定方法中采用一组 5 辆标准检衡车组的内容写入 

在检定现场建立临时标准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一是要选择一定数量且可能覆盖轨道衡规定的

称量范围的车辆；二是要向车辆中加装一定量值的货物，如果是称量液态货物的车辆，还需要向其

中加装水或相关液态货物；三是不论是采用集成式控制轨道衡，还是

上都是不经济的。而我国的标准检衡车是按照C62车型设计，每年由国



递体

有近 30 台不合格。JJG234

在修 业在改进自动轨道衡的设计上下功

夫；

的规定严格运作。

采纳 数据，有利于

我国

 

系进行检定，准确度优于±0.03%，高于临时标准，因此使用标准检衡车组检定称量固态货物

的动态轨道衡无论在成本和质量上都是要优于建立临时标准方法的。 

2、采用 OIML·R106（2005-1CD 版）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R106 中同样等级的自动轨道衡其最大允许误差，比 JJG234 规定的要严格许多。曾有轨道衡从

业人员对 100 台 0.5 级动态轨道衡的检定数据作过统计分析，这些数据均符合 JJG234-90《动态称

量轨道衡》0.5 级的允差要求。运用 OIML·R106 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最大误差要求进行统计分析，

几乎全军覆没，即使按照 R106 使用中检验最大误差要求进行统计，仍然

订时积极采用 R106 的计量指标，会变成一个动力，促使企

也会让使用单位在安装自动轨道衡之前，能多考虑具体的安装条件问题。 

3、采用 OIML R106（2005-1CD 版）提供的型式评价方法及型式评价报告格式 

国内相关文件中关于型式评价的内容较少，考察深度不够，亟需一整套先进的考核方法对新型

式的轨道衡产品进行综合性试验，从而将轨道衡产品质量控制在出厂前的各个生产阶段，实现产品

质量从源头抓起的目标。 

型式试验结果要想获得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的认可，必须按 OIML 相关

R106 关于型式评价的内容，可以为国内的自动轨道衡产品提供国际认可的试验

轨道衡产品走出国门；也更加有利于我国轨道衡计量检定相关工作获得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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