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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车辆超载是造成公路加速损坏和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

我国交通和公安等部门对超限超载的执法力度不断加强。为了给我国交通管理部门提供一个

便捷准确的执法手段，依据交通部及有关部委对车辆轴类型及轴载质量的标准，我们在2000

年研制了符合我国管理规范要求的便携式动态轴重超限检测仪，为交通管理部门实施有效的

超限超载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几年来，本系统按照使用经验和政策调整不断升级，本

版本是其第六版。由于产品升级和国家政策调整，用户收到的实物功能与本说明可能会有一

些出入，敬请谅解。  

动态称重是称重领域的“顶尖”技术，本厂长期从事动态轴重称量的研究、开发与生产，

早在1998年就开发成功了具有轴计量功能的XK3101M1称重显示器，并因其极好的可靠性和动

态称重精度在动态称重领域具有权威地位，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态

系统开发单位之一。本系统在XK3101M1的基础上作了多项改进, 动态计量精度和性能更好。  

 

二.特点：  

◆ 用户可自行设置适应路政和交警不同法规的多种工作模式；  

◆ 优良的动态检测性能，精度高；  

◆ 背光点阵液晶显示，白天晚上清晰可见；  

◆ 全汉字显示和打印，用户界面友好；  

◆ 可方便地输入包含省、市名的完整车号；  

◆ 可输入检测单位名称和检测员姓名；  

 

◆内置汉字打印机，打印完备的检测凭单；  

◆ 自动判明是否超限；  

◆ 可存储多达1300辆车的检测记录（扩展后）；  

 

◆检索及统计功能；  

◆ 交直流两用,实时显示电池容量,电池可维持工作40小时，并能自动关机；  

◆ 可使用汽车电源（点烟器）供电和充电；  

◆ 检测仪表既可独立工作，又可随时向计算机上传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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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技术指标  

(1)满量程温度系数 5ppm/℃  

(2)内分辨率 24位  

(3)采样率 50-400次/秒可设置  

(4)显示更新速度 12.5次/秒  

(5)系统非线性 ＜0.01%  

(6)传感器激励电源 DC 5V±2%  

(7)额定工作温度 0℃--40℃  

(8)允许工作温度 -20℃--60℃  

(9)电源消耗(不含传感器): 70mA(不打印,关闭背光),1000mA(打印时)  

(10)电源 内置 6V/10AH 铅酸蓄电池,可外接直流电源（7.5V/1A 或 12V/1A） 

四.面板和外部电路连接 

1.面板图  

 

2.通信接口(选配)  

与计算机的通信接口为一个五芯航空插座，引脚分配如下:  

1:GND 2:GND 3:TXD 4:RXD 5:空  

3.传感器连接  

本仪表配置了2个与传感器连接的四芯航空插座，内部并联因而秤台可以插入任意一个插座。

引脚分配如下：  

1:供桥(-) 2:供桥(+) 3:信号(-) 4: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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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流电源和充电接口  

本仪表提供了二个直流电源接口, 一个为12V汽车电源接口，系3芯航空插座，引脚分

配如下: 1:12V电源正极 2:空 3:12V电源负极  

另一个为耳机插孔, 使用本厂配置的充电器充电时插入此孔。  

五.称重仪表使用方法  

有三种工作模式，这里以模式一为例说明，模式二和模式三的使用方法见附录二。  

1.开机  

打开电源前，必须保证秤台无车辆及行人。 

 

2. 检测操作  

每次检测必须输入的内容：车号，轴型 

只需在第一次检测时输入的内容：检测员, 检测路线 

既可输入，也可不输入的内容：检测编号 

以下分别叙述上述参数的输入方法。 

（1）设置车号 

按【车号】，光标亮起并停留在车号第1位： 

车号: 000000 轴型：0000 检测员：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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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相应的省代号，仪表即显示对应省名，若有误可按【纠错】重新输入。XXXXXX为6

位车号,包括字母和数字，其中数字直接输入即可,字母需按2个键输入：先按包含该字母的

键，再按该字母在该键所在的位置（1或2或3），如需输入“A”，先按【ABC】，再按【1】，

再如输入“E”则按【DEF】再按【2】。  

例: 苏A12345 输入“1”“1”“ABC”“1”“1”“2”“3”“4”“5”  

宁AF4058 输入“3”“0”“ABC”“1”“DEF”“3”“4”“0”“5”“8”  

确认无误按再按一次【车号】，有错误可按【纠错】修改。 

（2）输入轴型  

按【轴型】，光标亮起并停留在轴型第1位： 

车:苏A12345 轴：0000 检测员：00 

按待检车辆的各轴型依次输入，如待检车有3组轴,轴型分别为1(单轴单胎)，5(双联轴

双胎)，5(双联轴双胎)，则输入“155”，确认无误再按一次【轴型】，否则可按【纠错】修

改。  

轴型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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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检测员号  

按【检测员】，光标亮起并停留在检测第1位：  

车:苏A12345 轴:1550 检测员：00  

输入检测员号,确认无误再按一次【检测员】，否则按【纠错】修改。 

（4）设置检测编号  

按【编号】，仪表上排显示不变,下排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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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修改直接按【编号】退出，否则输入新编号(最多6位)，确认无误再按一次【编号】，

否则可按【纠错】修改。  

本系统并不一定要设置检测编号，若不设置则每过一辆车自动在原编号上加1，打开电

源时其值为上次关电时的编号。  

（5）设置检测路线  

按【路线】,仪表显示: 

 

表示检测线路为104国道。可按以下原则输入:道路等级代号(1位：国道为0,省道为1,县

乡道路为2),道路代号(3位), 如324省道输入1324。输入路线后按【路线】，仪表转而显示里程

数： 

 

输入当前检测位置所在公里数后按【路线】即完成整个路线设置。 

（6）车辆检测 

每次检测必须设置车号和轴型，检测员号、检测路线只需开机时设置一次，其他参数

一般无须设置，上述设置应在车辆上台前设置。车辆全部轮轴通过秤台后，仪表即自动打印

出检测凭单。同时显示本次检测结果： 

 

可按【置零】回到称重状态。  

打印格式有二种可选，分别适用于按照交通部2000年2号令和七部委2004联合文，可由

您的供货商为您设置。可随时在供货商指导下更改打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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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按照交通部2000年2号令的打印格式如下：  

高速公路管理处  

轴载检测单  

----------------------------  

编号：000715  

日期：2004/06/15  

时间：11:20  

车号：苏A12345  

检测员：张三  

司机：  

------------------  

整车重：29650kg  

轴总超限：13650kg  

---------------------------  

第一轴 轴型: 1  

轴重 7200kg  

超限 1200kg  

---------------------------  

第二轴 轴型: 2  

轴重 22450kg  

超限 12450kg  

---------------------------  

检测路线：G104线1234K  

适用于按照2004年七部委文件的打印格式如下：  

高速公路管理处 

轴载检测单  

----------------------------  

编号：000715  

日期：2004/06/15  

时间：11:20  

车号：苏A12345  

检测员：张三  

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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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超限： 9650kg  

整车限重：20000kg  

整车重： 29650kg  

---------------------------  

第一轴 轴型: 1  

轴重 7200kg  

---------------------------  

第二轴 轴型: 2  

轴重 22450kg  

---------------------------  

检测路线：G104线1234K 

表头中“单位名称”可由用户通过按键输入(见附录一:汉字输入方法)。表中“检测员”栏内

需打印具体检测员姓名时应事先输入检测员号与姓名二者间的对照表，若未输入对照表则打

印输入的检测员代号。整车限重由输入的轴型自动产生。打印的检测路线中字母G代表国道，

S表示省道，而X代表县乡道路。 

注：若已存储了624(或1300)个记录, 显示“内存满”,不能存入和打印。  

3.仪表的其它功能  

(1)内存显示  

按【序号】,显示区下部显示当前仪表已存储的检测次数及最大存储量（一车为一次）： 

 

其中分子表示已存储的检测数，分母为最大的存储量（624或1300次）。  

应关注内存使用情况以免检测完毕不能保存，内存将存储满时应及时清除内存。 

(2)清除存入的检测值  

仪表存满或不再需要所存数据时应清除所存重量。 

按【总清】，显示器上排显示不变，下排提示： 

 

若确认清除则按一次【总清】，否则按其他键。 

注: 本机对称重数据实行可靠保护, 关电后数据不会丢失,需人工清除。 

(3)清除刚存入的检测值  

若发现刚存人的检测数据不应保存时, 按【单清】，显示器上排显示不变，下排提示: 

 

若确认清除则再按一次【单清】，否则按其他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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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新打印检测报表  

(a)补打检测报表  

若车辆开过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打印报表，可按【打印】，即可重新打印一份该车的检

测报告。同时仪表显示对应的检测结果。 

(b)打印以前某车的检测报表  

本系统可打印内存中任一次检测报告，设置好要打印的车号（方法见“设置车号”），然

后依次按【总计】【车号】【打印】，打印机即打印该车号的检测结果，若该车号内存中有

多次记录则依次全部打出。打印期间显示器依次显示各次检测结果。 

(c)打印按检测员汇总表  

需要汇总各检测员检测记录时用此功能，先设置好要打印的检测员号，然后按【总计】【检

测员】【打印】,打印机即打印给定检测员的所有检测记录。  

(d)打印按日期汇总表  

打印当日汇总表 ：按【总计】【日期】【打印】（年份用2位数，下同）  

打印当月汇总表 ：按【总计】【日期】【日期】【打印】  

打印其它日期汇总表：按【日期】【××××××】【日期】, 其中××××××为要汇 

总的日期，再按【总计】【日期】【打印】 

(e)打印多参数组合报表  

有时需要统计的参数有二个或二个以上，比如需打印某检测员某日的检测记录汇总，这

时就是按照检测员和日期二个参数来统计，本系统提供了多参数汇总打印的功能, 而这些功

能以前通常也只出现在配置微机的系统中。 

设置好要统计的参数,然后按【总计】【参数1,参数2,…】【打印】即可。 

例:要打印张三(检测员号06)在2002年3月28日的所有检测记录，这里有二个参数:检测

员号、日期，操作如下：  

设置统计检测员号：【检测员】,【06】,【检测员】  

设置要统计的日期：【日期】,【020328】,【日期】  

输入分类统计命令:【总计】【检测员】【日期】【打印】  

用户不难据此例类推出其他组合的报表打印操作。 

注意：打印汇总表时，若重新设置过日期, 则日期实际被修改，应及时改回，以免造成

日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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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查询/打印各次重量  

该功能用于查询或重新打印称量单，按倒序查询。 

按【单次】，显示器按倒序显示存入的各次检测结果。若该次记录需打印, 按一次【打印】，

即打印出一份完整检测单。  

每按一次【单次】显示下一个检测记录，内存重量都显示完后显示“尾记录”。若需中止单

次显示, 只需按【置零】。 

(g)置零  

若空秤时毛重显示不为０或零位指示灯不亮可按【置零】，使显示为０，同时零位指示灯

亮。【置零】也同时解除锁定的轴重量。注: 置零范围为2%F.S  

(h)显示/设置时间  

仪表内置高精度时钟,按【时间】即在重量窗显示当前时间,若时间准确无需调整,再按

【时间】即退出时间显示，否则依次键入新时间(24时制)后按【时间】即可。如现为12:08:20,

键入“120820”,中间“0”不能省略。  

(I)显示/设置日期  

仪表内置日历，按【日期】显示当前日期, 若不修正按【日期】即退出日期显示，否则输

入新日期后按【日期】。如2000年3月28日应输入“000328”。  

注：若输入日期或时间错误(未输满6位或输入不正确的值)则不修正日期或时间并发一长声

告警，回到正常称重态。  

仪表内时钟用可充电电池供电, 关电后可维持计时6个月, 开机后自动充电。机内电池

失效会造成时间、日期、原存储称重数据丢失，但不会影响称重精度和其它设定的参数。  

六.自动关闭  

本仪表具有自动关机功能。若30分钟无操作, 仪表即自动关闭; 若开启背光，则30秒无

操作背光关闭，但按键操作会自动恢复背光。  

七.公路检测软件的使用  

本仪表配套软件使用非常方便，进入相应程序后按提示操作即可，详见软件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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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充电和外部直流供电  

将配套的充电模块输出线插入仪表充电插孔，即可对机内电池充电，打开或关闭仪表电

源不影响充电。充足电大约需要12小时。由于仪表内置铅酸电池，为避免过放电损坏，应及

时充电。  

本仪表也允许使用12V的汽车电瓶供电和充电，事先需自行购置一个与用户汽车配套的

点烟器，将本厂配置的三芯航空插头线与点烟器焊接好（注意极性），使用时将仪表与点烟

器接通即可。  

九.使用维护要点  

1.每次开电源时，必须保证秤台无车辆及行人；  

2.为保证准确检测，车速不宜超过5km/h，车速愈慢检测精度愈高；  

3.检测时应尽量保持匀速垂直通过秤台,避免制动、加油门、打方向等动作；  

4.按键操作请勿过分用力以延长薄膜开关使用寿命；  

5.为延长电池使用时间，白天使用时请关闭背光；  

6.禁止雨淋和用化学溶剂清洗仪表表面；  

7.尽量避免阳光直射液晶显示器以延长其寿命；  

8.仪表为精密仪器，搬运时应小心轻放，严禁抛掷。  

十.售后服务  

产品出现故障，请详细电告故障现象，由本厂安排或指导维修，用户请勿自行拆机。产

品保修一年，终身维修。 

附录一.称重仪表汉字输入方法  

本系统仪表中允许用户输入不超过9个汉字的用户单位名称，今后每份检测单将自动打

上用户输入的单位名称，同时允许用户输入最多90个检测员姓名，检测单打印时仪表会打印

相应的姓名。本仪表采用区位码输入法，单位名称的输入方法与检测员姓名输入方法又不相

同，因此操作难度较大，最好请您的供货商为您设置或培训。特别需指出：汉字输入不是必

需的，不输入不影响仪表正常工作；汉字输入又是一次性的，输入后永久保存,因此一般检

测员无需掌握这部分内容。  

1.用户单位名称的输入  

(1)按【时间】，然后输入密码:“832427”，再按【时间】即进入单位名称输入

态, 重量窗最高位显示0，等候输入区位码。  

(2)按区位码表依次输入汉字区位码, 如欲送“常州宏力”，查表得:“常”区位码为

1903,“州”为5461,“宏”为2674,“力”为3361。依次送入各字的区位码，每送4个数(1个汉字)

重量窗最高位自动加1, 送完后按【时间】退出。  

注意:请勿随意进入用户名称输入状态,否则将造成原名称的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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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检测员姓名的输入  

本仪表共可存入90个检测员姓名，编为0-89号，输入方法：  

(1)按【时间】，然后输入密码:“999999”，再按【时间】即进入检测员姓名输入态，重量窗

熄灭等候输入。  

(2)按以下格式送入数据：HHXXXX  

其中高二位“HH”为检测员编号,“XXXX”为该字的区位码  

例:以下对照表 编号 姓名  

01 张三  

02 付立阳  

则输入为:015337(张) 014093(三)  

022422(付)023302(立) 024984(阳)  

每个汉字或符号需送6个数字，送完即自动存入, 每个姓名允许输入3个汉字，超过无

效，输入顺序不一定要按检测员号大小排列因而也可随时修改任一个检测员的姓名。  

(3)表格输完后按【时间】，仪表即退出检测员姓名输入状态，若挂接了打印机则同时

打出输入的对照表，格式如下：  

00  

01 张三  

02 付立阳  

 

···  

89  

应仔细校对打印出的对照表，若有错误只需重新用密码“999999”进入，修改相应内容

即可, 未重新设置的检测员保持原内容(出厂为空白)不变, 最多可输入90个检测员姓名(对

应0-89号)。 

附录二、操作速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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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路政模式)的操作  

1． 设置检测路线  

2． 设置检测员  

3． 设置检测编号  

4． 设置车号  

5． 设置轴型  

6． 车辆以不超过5km/h匀速通过检测台  

7． 仪表自动打印检测单  

 

其中步骤1-3只需开机时设置一次即可。后续检测只需步骤4-7。  

模式二（交警模式）的操作  

1． 设置车号  

2． 设置限重（车货核定总重量），方法：按【限重】，仪表显示原设置的总重量（默认

40吨），然后输入核定总重量，再按【限重】。  

3． 设置核定载重量，方法：按【ABC】,仪表显示原核定载质量(默认为10t),然后输入实

际核定载质量, 再按【限重】。  

4． 车辆以不超过5km/h匀速通过检测台  

5． 车辆全部通过后需按【存入】，仪表即自动打印检测单，格式如下：  

交巡警大队  

轴载检测单  

-------------------  

 

编号：000092  

日期：2004/06/02  

时间：08:51  

车号: 苏A12345  

-------------------  

实测总质量: 44510kg  

核定总质量: 300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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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载质量: 20000kg  

超载质量: 14510kg  

超载率: 70.3%  

-------------------  

执法人员:  

车主:  

本模式与模式一相比，由于不输入轴型，特别强调检测时车辆允速通过检测台以确保仪

表准确判断车辆轴型。  

模式三（七部委模式）的操作  

1． 设置车号  

2． 车辆以不超过5km/h匀速通过检测台  

3． 车辆全部通过后需按【存入】，仪表即自动打印检测单，格式如下：  

交巡警大队  

轴载检测单  

-------------------  

 

编号：000092  

日期：2004/06/02  

时间：08:51  

车号: 浙A34500  

-------------------  

实测总质量: 44510kg  

核定总质量: 30000kg  

核定载质量: 20000kg  

超载质量: 14510kg  

超载率: 70.3%  

-------------------  

执法人员:  

车主:  

与模式二类似，本模式也不输入轴型，特别强调检测时车辆匀速通过检测台以确保仪

表准确判断车辆轴型。本模式的车货总重限定值也自动产生，因此操作最简单，打印也最简

洁。可视需要在模式一与本模式间选用以适应七部委文件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