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高速动态公路自动衡在非现场执法

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参数选择不合理，

型式试验方法不切合实际，造成了型式试验场地选

择困难等问题。本文通过对公路车辆的载荷、速度

统计分析，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以期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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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速称重的动态公路自动衡器（以下简称 “高

速WIM 衡器”）被广泛应用于非现场执法系统，是

公路治超的重要装备，然而高速WIM 衡器在做型式

试验时，试验场地的选择一直是衡器生产厂家非常

头疼的事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生产

厂家提出的衡器称量范围过大；二是衡器的称量车速

过高；三是试验方法脱离实际。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做以下分析:

1  称量范围问题

目前用于非现场执法领域的动态公路自动衡

器，均选用高速WIM 衡器。全国各省市在招标时选

择的称量范围，对于轴重称量方式的衡器，单轴秤

量选用30t 的较为普遍，有些甚至选用40t 以上；对

于整车称重方式的衡器，最大秤量一般选择100t，还

有些选用120t，甚至150t。

这样的参数是否选择合理呢？

国家标准GB 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

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规定，货运车辆最

大单轴载荷不得超过11.5t，三联轴组的最大载荷不

得超过24t，货运汽车最大总质量不得超过49t（见图

1、图2、图3 标准截图）。

我们曾经做过测试，给一辆限载49t 的六轴半挂

车辆强行装载82t 砝码，车货总重达到98.8t，超载率

超过100%，测得其最大单轴载荷为18.7t。因此，轴

计量设备最大秤量选30t、甚至40t 确实与实际脱离较

大，有哗众取宠之嫌。考虑到公路上会有超载车辆

存在，衡器的称量范围可以适当地给予富余量。我

们认为，对于单轴称量的衡器，其单轴最大秤量取

（15 ～20）t 较为合理。整车称量的衡器，其最大秤

量取（80 ～100）t 较为合理。

诚然，在公路运输中存在着大件货物运输，然

而大件运输采用特种车辆运输，其轴数较多，轴载

荷并不是很大。大件运输车辆行驶速度也不高，我

们建议称量大件运输车辆采用静态衡器或中、低速

WIM 衡器。

2  称量车速的问题

2.1  公路上行驶车辆速度真实情况

目前用于非现场执法的动态公路自动衡器，其

称量车速通常为80km/h；100km/h；120km/h。这样的

速度是否切合实际呢？

我们在某高速公路和某路况较好的二级公路边

架设测速仪，对过往的货运车辆行驶速度进行了测

量统计，结果见表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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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GB 1589-2016中4.2.1条及表3截图

图2  GB1589-2016中4.3条及表4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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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GB 1589-2016中表4截图

表1  高速公路货运车辆速度分段统计表

速度v（km/h） 50 ≤v ≤60 60 ＜v ≤70 70 ＜v ≤80 80 ＜v ≤100 ≥100 车辆总数（辆）

轻车 0 35 129 63 0 227

占比 0　 15.4% 56.8% 27.8% 0　

重车 13 146 73 0 0 232

占比 5.6% 62.9% 31.4% 0　 0　 　

表2  二级公路货运车辆速度分段统计表

速度v（km/h） v ≤40 40 ＜v ≤50 50 ＜v ≤60 60 ＜v ≤70 ≥70 车辆总数（辆）

轻车 2 72 183 44 1 301

占比 0.7% 23.9% 60.8% 14.6% 0.3% 　

重车 32 188 38 0 0 258

占比 12.4% 72.9% 14.7% 0 0 　

注：表中的轻车、重车划分是根据目测车辆载货多少划分的，轻车是指空车或装载货物重量较轻的车辆，重车是指装

载货物较多的车辆，由于采用目测法，可能会有一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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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到：

a) 高速公路上空车或装载量较轻的车辆，速度

通常不会超过100km/h，速度密集区在（70 ～80）

km/h，占比56.8%；在（80 ～100）km/h 的车辆占比

27.8%。

b) 高速公路上重车的速度通常不超过80km/

h，速度密集区在（60 ～70）km/h，占比62.9%，

（70 ～80）km/h 也有一定比例，约31.4%。

c) 在二级公路上装载较轻的车辆，速度通常在

70km/h 以下，只有极个别车辆速度会超过70km/h，

速度密集区在（50 ～60）km/h，占比达到60.8%；

（40 ～50）km/h 速度段占比23.9%；（60 ～70）km/

h 速度段占比仅有14.6%。

d) 在二级公路上，重车速度通常不会超过60km/

h。速度密集区在40 ～50km/h，占比达到72.9%；速

度低于40km/h 和高于50km/h 的车辆明显减少，分别

占比只有12.4% 和14.7%。

2.2  高速WIM 衡器称量速度应如何选择

目前，我国的公路治超工作主要有几种方案：

a）高速公路入口、出口称重治超

在高速公路入口车道或入口站外广场安装WIM

衡器，对需要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进行称重检测。

进入收费站入口车道的车辆速度一般不高于20km/

h，而进入站外广场的车辆速度通常也不会高于

40km/h；出口在车道或站内广场安装WIM 衡器，

对出口车辆进行称重检测，车辆进入出口车道的速

度一般不高于20km/h，在站内广场车速通常不高于

40km/h。

b）高速公路中间设置专门超载检测站，将货运

车辆引入检测站检测。

车辆由匝道进入超限站，不停车通过检测衡

器，通常车速在（30 ～50）km/h，检测方便安全可

靠。

c）二级公路设置非现场执法检测点

非现场执法检测衡器安装于公路路面，对正常

行驶的车辆不停车称重。

d）二级公路设置专门超限检测站

二级公路或城市道路设置的超限检测站通常安

装低速WIM 衡器，或静态衡器，其检测速度低，精

度高。

通过对公路货运车辆的行驶速度、载荷测量、

统计、分析，以及治超方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

到：尽管货车轻车在高速公路上速度可以达到

（80 ～100）km/h，但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在高速

公路主路设置治超点。在所有的治超方案中，二级

公路非现场执法点车速最高（重车：60km/h；轻车

70km/h），所以用以治超的高速WIM 衡器称量车速

60km/h 即可满足使用要求。轻车虽然速度可以超过

60km/h，但轻车不超载，不在治超范围内。如果需

要考虑一点富余量，则最高称量车速70km/h 足矣。

3  型式试验方法分析

依据目前的检定规程，型式试验选取三种参考

车辆进行试验。型评机构通常要求是一辆2 轴刚性车

辆、一辆3轴（或4轴）刚性车辆、一辆5轴（或6轴）

铰接车辆。这三种车辆是目前公路货运车辆的典型

代表。

型式试验中有一项试验要求用一辆车，车货总

重达到或接近衡器最大秤量，且以达到或接近最高

称量速度通过衡器进行试验。通常试验中选用5 轴

（或6 轴）铰接车辆来完成本项试验。如果衡器的最

大秤量为100t，最高称量速度为80km/h，则要求车辆

总重要达到或接近100t，以接近或达到80km/h 的速度

进行试验。

假设我们用一辆6 轴铰接车辆来完成这项试验。

GB 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

寸、轴荷及质量限值》，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 年12

号令《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

路管理规定> 的决定》中明确规定，6 轴铰接车辆最

大限载为49t。显然型式试验的要求与之不符，违反

了GB 1589-2016 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 年12 号令的

规定，超载率达到100%。再则，6 轴铰接车辆车货

总重接近100t 时，在二级公路上无法将速度提高到

80km/h，即使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可以强行达到，也

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4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

早在国内治理货车超载之初，有人提出“高速

预检”的概念，主张在公路上安装高速称重设备，

对过往货车进行称重检测，疑似超载车辆令其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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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限站重新检测。当时，由于有关部门认识不足， 

WIM 衡器检测准确度与运行稳定性较低，满足不了

公路治超要求。

随着动态称重技术的发展以及治超工作的普

及，高速且高稳定性的WIM 衡器也应运而生。高速

WIM 衡器诞生之初，因为没有认真进行车辆速度

调研、分析，盲目地提出了较高的称量速度要求。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生产厂家为了宣传自己

的产品技术，争相宣传自己的产品称量速度高，甚

至为了给其他厂家设置障碍，去说服业主在招标文

件中制定出称量速度更高的参数。一些业主由于缺

乏计量专业知识，也未对产品使用工况进行认真地

研究分析，受到蛊惑，认为称量车速越高、量程越

大，产品技术越先进，适用面越广，于是片面追求

高速及大量程。一些WIM 衡器厂家也因过分追求高

速指标及最大量程指标，而忽略了如何在日常运行

中保持设备的称重准确度与运行稳定性。如此恶性

循环，就造成了目前的困局。

5  几点建议 

5.1  目前，非现场执法已经成为公路治超的

重要方式，然而对非现场执法设备如何选型、怎样

确定技术参数，没有相应的标准与规定，这是造成

非现场执法设备选型混乱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尽

快制定出相关标准，对设备的技术参数进行规范，

以引导非现场执法设备沿着科学的、理性的方向发

展。

5.2  从车辆的速度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

载荷较重的车辆行驶速度较低，载荷轻的车辆才有

可能高速行驶。而现有的检定规程规定，在做型式

试验现场试验时，车辆要装载最重的载荷，以最高

的速度行驶，严重脱离实际，从而造成公路自动衡

器型评场地选择困难，这种规定也与有关车辆限载

标准、公路安全法规相抵触。因此，检定规程应尽

快修改。

我们建议，衡器的高速计量性能应该用空车或

载荷较轻的车辆进行检定。当车辆载荷接近或达到

GB 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

轴荷及质量限值》规定的限载值时，行驶速度应该

遵守衡器安装路段的限速规定；在进行满量程测试，

衡器最大秤量超过车辆限载值时，车辆应以确保安

全的较低速度进行试验。

5.3  应多举办有关动态公路自动衡器知识及有

关安全法规的研讨学习论坛，提高广大治超管理人

员的业务水平，从而能够在选择设备时做出科学合

理的选择。

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动态

公路自动衡器一定会走上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以上是我们的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妥之处，

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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