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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汽车衡作为一种准确、方便、快捷的称重计量设备被越来越多地应用

在煤炭、冶金、建材、电力等各行各业中。但作弊行为也应运而生，严重影响了公平的

贸易结算，同时给相关企业或个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本文从主要对电子汽车衡的作弊

方式进行分析，提出如何现场勘查的办法，进而给出如何去防止和避免作弊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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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电子汽车衡作为一种准确、方便、快捷的称重计量设备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煤炭、

冶金、建材、电力等各行各业中。因其具有计量迅速，安装调试便捷，工作稳定可靠，

计量准确度高等优点，成为大宗物料贸易结算的重要依据，因此受到大中型企业及物流

单位的青睐和普遍应用。然而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在很多地区出现

了电子汽车衡在计量过程中进行称重作弊的现象，采用各种方式在车辆计量毛重、皮重

时做手脚，造成少则几百公斤、多则几吨的计量偏差，从中非法牟利。本文主要从对电

子汽车衡的作弊方式进行分析，提出如何现场勘查的办法，进而给出如何去防止和避免

作弊行为的发生。 

二、电子汽车衡的工作原理 

电子汽车衡的工作原理：载重汽车或被称重货物置于承载器台面（秤台）上，承载

器将重力传递给称重传感器，称重传感器受压而弹性体产生变形，粘贴于弹性上的电阻

应变计阻值变化，由该电阻应变计组成的惠斯通电桥失去平衡，输出与重量数值成正比

的电信号。信号经仪表处理后显示重量值。 

模拟式电子汽车衡是将模拟式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通过模拟接线盒传递给称重

仪表，经过仪表处理后显示出被称物体的重量数据。另外仪表再将数据传送给打印机、

大屏幕、计算机中的模拟称重软件等辅助设备。 

数字化电子汽车衡是将模拟式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通过数字化接线盒转换成数

字信号，再按预定的协议传递给数字式称重仪表(或 RS232-RS485 转换器，转换器将信

号直接给计算机中的数字式称重软件显示出重量数据)，经过仪表处理后显示出被称物

体的重量数据。另外仪表再将数据传送给打印机、大屏幕、计算机中安装的模拟称重软

件等辅助设备。 

数字式电子汽车衡是将数字式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数字信号按照预定协议传递给数

字式称重仪表（或 RS232-RS485 转换器，转换器将信号直接给计算机中的数字式称重

软件显示出重量数据），经过仪表处理后显示出被称物体的重量数据。另外仪表再将数

据传送给打印机、大屏幕、计算机中安装的模拟称重软件等辅助设备。 

数字化、数字式和模拟式的本质区别就在于 A/D 转换的次序发生了变化，它们在实



际的应用当中具有很大的差别。称重传感器直接输出数字信号的数字式称重传感器 受

欢迎和推崇。 

三、电子汽车衡的常见作弊类型 

电子汽车衡的作弊类型从大方面分为两种：非电路部分作弊和电路部分作弊。非电

路部分的作弊无论是对模拟式、数字化、还是数字式电子汽车衡都适用。对于电路部分

作弊，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 

1、非电路部分作弊 

（1）将承载器的限位螺栓调整到承载器无法自由活动，在承载器周边用石子或其

他物品卡住，用其它物体支撑承载器或称重传感器的安装位置。这样一般都会造成称量

值的偏低。这种作弊方式比较容易，也较少出现。 

（2）车未完全上秤，造成称量值偏小；多车压秤，造成称量值偏大。大的载重汽

车或挂车长度一般较长，由于称重车辆排队等候较多，磅房视角的不开阔，很难判断后

轮或前轮的位置时往往出现车未完全上秤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后车跟车太近，前轮压

上承载器造成多车压秤的情况。此种情况一般在称重比较繁忙、车辆大小层次不齐、承

载器长度较长的情况偶有发生。 

（3）计量员或司磅员的人为作弊。假若内外串通，有一定的利益关系，计量员或

司磅员往往也想尽一切办法改变称量结果。比如将仪表后面的线拔掉，将准备好的模拟

器插上调到相应的值打印或传送。 

（4）通过仪表或软件的操作进行作弊。部分仪表制造企业生产带有扣率的仪表，

通过按相关的组合键后会使称量值变小或者变大。称重软件也是鱼龙混杂，有的在编写

软件时已经做好手脚，通过按键来改变称量值。这种作弊方式一般是电子汽车衡的安装

者与衡器或仪表制造者相互串通。 终的受害者是货主。这种作弊手段的 大特点是隐

蔽性非常强，去查的时候不会发现任何问题，真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 

2、电路部分作弊 

电子汽车衡一般采用无基坑地上衡形式，承载器下沿高出地面，两侧留有一定量的

空隙，以方便调试、检修传感器及线缆。不法分子恰恰钻了这个空子利用承载器空隙，

在称重传感器线缆、接线端子上加入电路装置，以改变称重传感器向称重仪表输入的称

重信号。 

（1）模拟式电子汽车衡 

这里给出四种典型的作弊电路原理和两种典型的作弊电路方式。实际上再复杂或经

演变的电路和方式万变不离其宗。 

1）典型的作弊电路原理 

A．串入电阻法。电子汽车衡传感器的内部设计为应变计电桥，如图 1 所示。E+和

E-之间输入 12V 激励电压，由于 R1～R4 阻值相同，信号端 S+和 S-之间输出电压为 0。

当称重时弹性体受压发生变化时，R1～R4 阻值即发生改变而失去平衡，信号端将有一

个响应的电压输出，该信号电压通过仪表显示出重量值。当信号输出端的 2 根信号线中

的一根被切断串入一个电阻 R 时，就相当于加大了传感器内阻，这时仪表接受到的信号



电压为： = - ·R BU OU OI
其中： 串入作弊电阻后输出的信号电压； 传感器输出信号电压； 传感器

输出信号电流；R 串入的作弊电阻。显然，作弊后信号电压下降，称重显示按比例减少。 
BU OU OI

串入电阻的方法同样也可用于传感器输入电压电路中。 

 

图 1  串入电阻作弊电路示意图 

B．并入电阻法。将作弊电阻并联于传感器信号导线两端，相当于为传感器增加了

负载电阻，而仪表的输入信号取自于该电阻上的压降，因此： = ·R BU iI
其中： 作弊时的信号电压； 传感器输出信号电流；R 作弊电阻。 BU iI
并入电阻的方法同样也可用于传感器输入电压电路中。 

C．串入信号法。作一个简单的作弊直流电压信号源，串联于传感器信号输出线缆

两端的某一根中，如图 2 所示。如果正、负极正向相连，这时 + ，仪表将接收到

一个实际重量信号加作弊信号的数值，显然，称重显示比实际重量大。如果正、负极反

向连接， - ，称重显示下降，从而达到买时秤低，卖时秤高的作弊目的。 

OU BU

OU BU

 

图 2  串入信号作弊电路示意图 



D．并入信号法。作弊信号源并联于传感器信号输出线缆两端，构成复杂直流电路，

当正、负极正向连接，称重显示比实际重量大。反向连接时，称重显示下降。 

2）典型的电路作弊方式 

A．开关作弊法。这是一种 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电器开关来实现作弊电路的

接入或退出，即时作弊，即时恢复正常状态。在串入电阻法作弊电路中，电阻的两端并

接一个开关 K 就可达到目的，如图 3 所示：闭合 K 就等于短接了 R，电路恢复正常。

当 K 打开时，R 串入，电子汽车衡处于作弊状态。 

 

图 3  接入开关作弊电路示意图 

在并入电阻法作弊电路中，将开关串入电阻的一边同样可达到作弊的效果。当开关

K 闭合，R 并入汽车衡称重电路，处于作弊状态，打开 K 解除作弊电路而恢复正常称重

状态。 

 

图 4  电子汽车衡作弊遥控器 

B．遥控作弊法。目前遥控作弊法是 普遍的一种作弊方法。遥控器种类繁多。如

图 4 所示为几种遥控作弊器。电子汽车衡中的称重传感器供桥电压一般为 10V 左右，作

弊器件利用了该电源，因此体积大大缩小，如图 5 所示。有一种遥控器是将遥控接受器

和作弊电路合装于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塑料盒子里，并有 3 个电压调节孔，可在作弊前适

当改变作弊电压值。这类作弊器一般有多个电压档，利用遥控器多个功能档控制，可以

改变电压方向，又可选择适当的作弊数值。假如一种作弊 1 档为正向输出 2.2mv，那么

在 100t 的汽车衡上称重 40t，指示将为 44t。2 档为反向输出 2.2mv，称重 40t，将指示

为 36t。3 档、4 档又是 2 个方向相反的 3mv 信号。从而实现了买进称少，卖出称大的



多档作弊目的。几组作弊数值电压方向不变，用遥控器的一档专门设定作弊电压方向也

会收到同样效果。汽车遥控器同样可以用于串、并入电阻作弊法中，并可实现多档作弊。

在串、并入电阻作弊法中无论选用哪一档都是按称重的比例作弊，而在串、并入信号作

弊法中增减的是重量数值。 

 

 

图 5  汽车衡遥控器作弊电路示意图 

 

作弊遥控器一般安装在传感器电缆上、接线盒内部、总线电缆上或称重仪表内。 

（2）数字化、数字式电子汽车衡 

数字式和数字化的电子汽车衡在电路部分作弊的难度较大，数字化电子汽车衡在传

感器到接线盒部分若采取作弊也是基于模拟式的原理，只是在接线盒到仪表端的与数字

式相同。数字式电子汽车衡不同于模拟式和数字化电子汽车衡，靠改变阻抗和电压无法

改变称重值，电压过低无非就是称重传感器不工作而已。 

由于作弊会带来一定的牟利，有人专门从事相关的工作，对于数字式电子汽车衡来

讲也未能幸免，他们通过监听、解密等手段获取数字式称重传感器的通讯协议，通过遥

控手段对其输出的码值进行篡改，可以按照线性或预定值进行增加或减少。2010 年在长

沙举办的中国国际衡器展上，一些电子技术爱好者在进行技术交流时，谈到已经能够完

成对数字式电子衡器的作弊要求。这同时也给更多的数字传感器生产厂家敲响了警钟。

这也充分表明数字化和数字式的产品在防止作弊方面虽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作弊的

可能。所以必须结合 AES 加密技术、电子印章等方式共同提高电子衡器的防作弊能力。 

三、电子汽车衡作弊现场的勘查 

1、观察法 

用力在水平方向蹬承载器，看承载器是否晃动灵活，确保量值的准确传递。观察承

载器四周及下部的称重传感器引出线及线缆上有无塑料袋、纸张等包裹物，或作弊器用



胶带粘贴或用磁铁吸附于承载器台面下，电缆上是否有破口，以及接线盒内接线柱螺丝、

插件有无异常。称重仪表及计算机外围线路及插头进行检查。 

2、测试法 

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电缆有无断路、短路现象，检查称重传感器组输入端和输出端

的阻抗是否在参数范围内。要以实际使用的传感器数据为准，对阻值异常的传感器及其

线缆要重点检查。 

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检测传感器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并与仪表提供的电压进行比

较。检测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电压是否稳定，检测每只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电压是否偏差过

大。 

3、替代法 

当发现电子汽车衡工作不正常，但又无法准确判断时，可以通过替代法来对可疑或

作弊概率大的元件进行检测。比如用同型号同规格的称重传感器、接线盒、称重仪表替

换使用中对应的器件，检查称量结果是否恢复正常。一般替代法多用于称重仪表的检查，

确定称重仪表内部是否加装了作弊电路。 

4、排除法 

在无法判定故障问题的情况下，为不能影响正常工作，只能通过排除法逐一检查相

关器件。比如在无法判断是称重传感器还是接线盒的问题时，又没有相关的替代元件，

可通过逐一拆除称重传感器、调换接线盒中的接线位置等方式观察称量结果，以便准确

的判断究竟是在哪个元件上加装了作弊电路或作弊元件。 

四、防止电子汽车衡作弊的措施 

从电子汽车衡的作弊分类和作弊方式中，我们不难知道，对作弊现场的勘察并不能

完全杜绝作弊行为的发生，例如在非电路部分作弊中的仪表或软件作弊、人员作弊等，

隐蔽性非常强，无法察觉。但我们要 大限度的降低和减少必须重视下述几点。 

1、在设计承载器时必须采用材质好的穿线管，中间不应有连接间隙，称重传感器

出线位置（出线口到穿线管的位置）加装保护盖板或侧向保护板，并用非标螺杆紧固。

穿线管内穿线时尽量拉紧，以便杜绝作弊者拉扯电缆外接作弊装置。 

2、承载器过长的大衡或磅房视野不开阔的情况，多方位加装摄像头。通过视频来

确定车是否完全上秤，或者是否有多车压秤的情况。在无人值守的电子汽车衡应用系统

中，摄像头是重要的监测设备。它是判定称量结果准确性的关键设备。 

3、称重仪表和接线盒必须加铅封，不能随意打开并定期检查。一是可以避免非法

人员加装相关电路，也可以杜绝内部人员受非法利益的影响对衡器的重新标定。 

4、计量法制部门对计量员、司磅员进行法制培训，加强法制意思。或者频繁的进

行轮岗换位。 

5、使用信誉好的正规企业所生产的称重仪表和称重软件。一般信誉好的企业和大

的企业肩负着一定的使命，也不会为了蝇头小利在仪表上预留作弊的可能。 

6、条件允许的情况尽量使用数字式电子汽车衡。增加不法分子的作弊难度和成本。



数字式汽车衡采用相关的通讯协议传送数据，这些通讯协议的特性在于有一定的防作弊

能力，破解难度大，作弊成本高，能够有效遏制作弊现象。同时简单的模拟器对数字式

称重仪表不适用，不能随意打印和传送相关数据。 

7、尽量对承载器周边进行 24 小时监控，发现可疑人员及时制止，让不法分子没有

时间靠近。严格的监控会让不法分子无从下手。只要不去做手脚，就能保证称量结果的

准确性。目前市面上有人扬言不在汽车衡上加装任何装置可干预称重结果的遥控装置。

据悉，这种方式可能是靠干扰晶振，但无法保证和控制称量结果，可能会多也可能会少。

试问哪有人会做没有预期的事情？ 

8、除了每年度的法制检定之外，经常进行校准和比对。如果没有人为因素的内部

作弊行为，经常校准和比对不但能防止作弊，也能随时判断衡器本身是否出现相关故障。 

五、结束语 

电子汽车衡作弊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公平的贸易结算，给相关企业和个人带来巨大的

损失，这将势必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希望我们从事衡器制造行业的同仁积极参与到防止

作弊中来，恪守职业道德，为推进公平交易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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