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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初始置零范围”
山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立人

【摘  要】对于电子衡器来讲，提出“初始置零范围”要求的目的是保护衡器使用和计量性能，

但是按照 R76 国际建议对于大型衡器的“初始置零范围”的检查，是一项非常麻烦且不好完成的工作。

本文提出了按照衡器所配置的模块参数，在初步计算的情况下采用模拟传感器对称重指示器进行模

拟检测。同时认为，“初始置零范围”是衡器设计者应该于产品设计时考虑的问题，没有必要在型

式评价试验时进行检查。

【关键词】R76  初始置零范围  检查方法

一、引言

“初始置零装置”是指：衡器接通电源时，并在准备使用前将示值自动置为零点的装置。也就是讲，

如果初始置零范围是 ±10% 分布的，对于承载器重量不超过 10%Max 的电子衡器，接通电源后，应

该能够顺利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而超出 10%Max 重量的承载器，不能顺利进入工作状态。

在 R76 国际建议中 4.5.1 明确规定：

a) 任何置零装置的效果均不得改变衡器的最大秤量。

b) 置零装置和零点跟踪装置的总范围不得大于衡器最大秤量的 4%；初始置零装置不大于最大秤

量的 20% 。

c) 如果衡器对规定范围内经初始置零装置补偿后的任一载荷，能够满足最大允许误差、称量结

果间的允许误差、鉴别力和由影响量和时间引起的变化的要求，允许衡器有一个较宽的初始置零范围。

1. 为什么要规定 20%Max 的初始置零范围

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保证衡器的安全使用方面考虑；一是从保证衡器的称

量性能方面考虑。

⑴ 保证衡器的安全使用方面，应该从小型衡器和大型衡器两个角度来分析

① 小型衡器

一般小型衡器产品，都是选择使用一只称重传感器作为量值传递的元件，称重传感器抗过载的

裕度比较小，例如，最大秤量 15kg 的电子案秤，采用一只最大秤量 Emax 大约为 20kg 的称重传感器，

如果再考虑 1kg 左右的承载器重量，预留的安全余量就所剩不多了。如果这时再出现超过 10% 的正

向部分的初始置零范围，此台衡器所剩的抗过载能力就了了无几了。所以 R76 专门指出：初始置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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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大于 20%Max 的衡器，应进行以置零范围上限为零点的附加称量试验。

一台最大秤量 Max=15kg 的电子案秤，承载器自重 DL=1kg，其选用了 1 只额定输出 C=2mV/V、

最大秤量 Emax=20kg 的称重传感器，称重指示器的激励电压 Uexc=12V。

测量范围信号电压

承载器自重 ( 静载荷 ) 所占信号电压的计算也是同样：

承载器静载荷信号电压

②大型衡器

大型衡器产品由于必须考虑到不均匀分布载荷，在设计时选择称重传感器的裕度比较大。例如，

最大秤量 150t 的汽车衡，不论是选择几只称重传感器组合，称重传感器的最大秤量 Emax 最小也是

40t。这样对于可能出现的较大过载的情况，和超出 10%Max 的正向部分的初始置零范围，也有了较

大的安全系数。

例如：一台最大秤量 Max=150t 的电子汽车衡，承载器长度为 18m，承载器自重 DL=14t，其选

用了 8 只额定输出 C=2mV/V、最大秤量 Emax=40t 的称重传感器，称重指示器的激励电压 Uexc=12V。

测量范围信号电压

承载器自重 ( 静载荷 ) 所占信号电压的计算也是同样：

汽车衡承载器静载荷信号电压

⑵ 保证衡器的称量性能方面考虑

称重传感器在制造过程中，是按照其最大秤量 Emax 作为检测对象的，即，Emax-Emin/nLC；而衡器

制造商则是按照最大载荷 Dmax 作为设计参数的，即，Dmax-Dmin/ne。最大载荷 Dmax 应不小于 Emax 的

90%，但不大于 Emax，在实际设计时对于小型衡器，这个 Dmax 是比较接近最大秤量 Emax 的，如前面提

到的电子案秤。在实际设计时对于大型衡器，由于考虑到不均匀分布载荷的问题，这个 Dmax 就会比

最大秤量 Emax 小比较多，如前面提到的汽车衡。

这样，本来按照其最大秤量 Emax 作为检测对象的误差包络线，对于小型衡器来讲变化不会很大，

而对于大型衡器来讲这个变化就比较大了。因为大型衡器中的称重传感器实际只是使用了其中的比

较小的一部分，误差的允许范围被压缩了一半甚至更小。如果再考虑到初始置零范围的超出问题，

在某些秤量点的误差可能将超出允许范围。

2. 对于大型衡器是否需要测试？ 

⑴对于大型衡器来讲，是无法在使用现场进行“初始置零范围”的负向部分的测试的，因为其

承载器无法取下来，即使能够将承载器取下来，相应重量的砝码也没有地方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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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个功能主要是测试的是“一台电子衡器的称重指示器与数只称重传感器组合之后所

产生的一个固有参数”，完全可以采用传感器模拟器单独对称重指示器进行。

从称重指示器设计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初始置零装置”和“零点跟踪装置”的范围不一定是正、

负对称的 ( 当然，如果设计时规定正、负置零范围相同，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仅仅检测“置零范围

正向部分”，而不检测“置零范围负向部分”，是不能判定出这个“置零装置”的总效果的。

⑵对于扣除皮重的衡器，考虑到载荷的不均匀分布、超载等影响和不同需要，而设计的承载器

重量大小为了确保电子衡器所选用的称重传感器的使用寿命，而规定初始置零装置的置零范围不大

于最大秤量的 20%。其可以分为初始置零范围正向部分和初始置零范围负向部分，但两者不一定是

相等的。按照 R76 中规定的“初始置零范围正向部分”是承载器空载时，重复在承载器是施加试验

载荷并关闭电源进行检测判定的，“初始置零范围负向部分”可以通过取下承载器进行检测判定的。

二、问题

1. 问题之一：对于电子衡器来讲，只进行单侧“初始置零范围正向部分”的检测，既然无法判

定出这个“置零范围”的总效果，还要检测“初始置零装置”的范围有什么意义呢？ 

2. 问题之二：按照国际建议 R76 规定的检测方式，对于大型衡器不但需要搬动大量载荷或砝码，

而且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从设计角度来看，这个指标是设计衡器一个重要的参数、选择称重指

示器的参数、称重传感器的参数与承载器所匹配后产生的一个固有的参数，是不一定需要在现场采

用搬动大量载荷来检测的，所不同的是不同规格衡器产品的“置零装置”总效果，与选择的称重传

感器的最大秤量和数量，与承载器的重量有关。

例如，一台 150t 的电子汽车衡，承载器长度为 18m，自重 14t，使用 6 只传感器，称重指示器的

激励电压为 12V。

汽车衡测量范围最大信号电压

20%Max 初始置零装置范围的信号电压 =20%×15mv=3mv

如果该汽车衡改为 8 只额定输出 2mV/V、最大秤量 40t 的称重传感器，

汽车衡测量范围最大信号电压

20%Max 初始置零装置范围的信号电压 =20%×11.25mv=2.25mv

承载器自重所占信号电压的计算也是同样：

6 只称重传感器，

汽车衡承载器静载荷信号电压

8 只称重传感器，

汽车衡承载器静载荷信号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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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束语

1. 在 NIST44 号手册 [8] 的技术规范中，规定准确度等级为Ⅰ级、Ⅱ级、及Ⅲ级的衡器，“初始

置零装置”的范围不得超过配置容量的 20%，但是，在同一个文件中的试验中，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

作为一个标准如果只是提出要求，而没有规定试验方法，是一个不完整的标准。也给我们一个可以

不必要正视的暗示。

2. 其他 R50《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皮带秤）》、R51《自动分检衡器》、R61《重力式自动装料

衡器》、R106《自动轨道衡》、R107《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累计料斗秤）》、R134《动态公路车

辆自动衡器》几个国际建议 [2] [3] [4] [5] [6] [7]，也按照 R76 的模式要求对初始置零范围和零点跟踪范围进

行检查。不过 R50《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皮带秤》只提出了零点跟踪范围要满足 4%Max 要求，没有

对初始置零范围提出 20%Max 的要求。

自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与非自动衡器中的大型衡器一样，其承载器是不易拆卸的，

初始置零范围的负向部分是无法获取的。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和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其承载器主要

是料斗结构，更加是无法从衡器上拆卸的，所以这些衡器的初始置零范围的负向部分同样不可获取的。

那么，要获取这些衡器的初始置零范围的负向部分的唯一方法，就是采用“传感器模拟器”单

独对称重指示器进行。R61《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国际建议在确定置零范围的试验中指出：如果无

法通过拆除衡器部件的方法来得到初始置零范围的负向部分，则可使用试验载荷对衡器进行临时的

重新校准一次。( 临时校准的试验载荷必须大于允许的初始置零范围负向部分，负向范围可根据正向

范围试验结果计算得到 )。  

3. 从以上所谈到的情况和我们制造企业自身对产品结构的深切体会，实际上“初始置零范围”

是设计者必须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作为型式评价试验的项目进行检查是一个可以商榷的，因为一

台衡器的初始置零范围不能达到其技术要求，会影响到衡器的计量性能，更加严重的情况下会影响

衡器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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