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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简述 

 
FZZ-1513汽车轴（轮）重试验台（简称整备质量试验台）适合汽车制造厂、

汽车维修企业、机动车检测站、以及科研等部门，是为了配合 GB 21861-2014《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的实施而研制的新型全电脑控制的机动车轴(轮)

重试验台，该试验台具有自动打印（需另配打印机）全部测量结果的功能，除此

之外该试验台仪表还具有 RS-485/232计算机通讯接口，能与通用微机联网组成

全自动机动车检测线。 

 

 

 

 

1.1、设备参数和主要指标 
序号 主要技术指标 

(1)  使用环境 

环境温度 (0～40)℃ 

大气压力 (86.0～106.0)KPa 

相对湿度 不大于 85％ 

电源电压 AC220(1±10％)V 

电源频率 50(1±1％)Hz 

允许通过最大轴荷 13000kg 

允许汽车车距 (1100～2600)mm 

(2)  测量范围 0～最大轴荷 13000kg 

(3)  示值误差 不超过±2％ 

(4)  零点示值误差 不超过 10kg 

(5)  最小分度值 1kg 

(6)  电源功率 100W 

(7)  外型尺寸 
台架尺寸 (4420×1400×360)mm 

仪表尺寸 (1500×400×700)mm 

(8)  整机重量 
台架重量 2710kg 

仪表重量 2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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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配件 

序号 名称/图号 数量 备注 

1 机动车检测设备仪表 1  

2 汽车轴（轮）重试验台 1  

3 安装附件 若干  

 

图 2.1 

如图 2.1 所示，轴（轮）重试验台主要由显示仪表和台架等两部分组成。 

2.1、显示仪表结构及其作用 

显示仪表(见图 2.3)主要由箱体、仪表后盖板、电源开关、对插安装板等组

成。其中箱体(见图 2.2)装有仪表主控板、主控线路板、继电器板、显示板、按

键板、开关稳压电源、12V风扇等。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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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1）仪表后盖板主要作用是用来封盖仪表后窗口以防仪表各线路板受灰尘的

污染； 

（2）箱体主要作用是用来安装开关电源、12V风扇、按键条、显示板及各线

路板； 

（3）箱体外侧电源开关作用是控制仪表电源的通断，检测前最好先按通电源

开关给仪表通电预热 30分钟，以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每次下班之前应将仪

表电源开关关掉。 

（4）箱体内开关电源主要作用是为仪表箱内各线路板提供稳压电源 ( +5V、

-12V、+12V)； 

（5） 按键板的作用是给用户操作，输入各种检测命令； 

（6） 12V风扇主要作用是给箱体内部散热； 

（7） 显示板主要作用是用来显示被测机动车的各轴重量； 

（8）主控线路板是整个检测台的控制中心，左轮重、右轮重的显示，各种模

拟量、数字量的输入输出以及处理等都是由主控线路板控制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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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台架结构及其作用 

称重板

称重传感器

感应光电管

底架

 
图 2.4 

如图 2.4所示：轴（轮）重试验台主要由称重板、称重传感器、感应光电管

和底架等组成，各组件及其作用如下： 

（1）底架主要作用是用来安装压力传感器和固定称重板，保护内部传感器

和线路； 

（2）称重传感器主要作用是将其所受的重力转变为电信号，方便显示仪表

处理； 

（3）称重板主要作用是用来将其所受的重力分成四部分，分别传到四个压

力传感器上，通过压力传感器变为电信号，方便显示仪表处理； 

（4）感应光电管主要作用是判断测量车辆的进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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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安装附件 

序

号 
名称 用途 图样 

(1)  铁笔 

拆开包装汽车轴（轮）重试验台台

架的木箱、卸掉其运输木架以及辅

助水平调整 
 

(2)  吊环 将台架吊到安装地基内 

 

(3)  地脚螺栓 与基础浇灌在一起，用来固定设备 

 

(4)  安装垫片 
用于支承于台架四个角水平螺丝底

部，调整水平 
 

(5)  
激光水平仪

（自备） 
调整设备水平位置用 

 

(6)  卷尺（自备） 调整设备水平位置用 

 

(7)  
水平尺（自

备） 
调整设备水平位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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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装步骤 

3.1、安装前检查 

3.1.1、地基检查： 

如图 3.1所示：根据地基图纸检查台架地基尺寸是否正确，预埋管是否布置

正确（若地基不符合要求，立即整改）。 

 
  图 3.1 

3.1.2、设备的清点 

使用铁笔等工具，拆开 FZZ—1513汽车轴（轮）重试验台台架的木箱、卸掉

其运输木架，检查设备的配置是否与销售单位提供的设备清单（见图 3.2）相符，

如果不符，请及时向销售单位反映，解决问题。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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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硬件安装 

3.2.1、地基划线： 

如图 3.3所示：根据布局图及地基图纸，结合现场情况确定检测线的行车中

线，并在地基坑的前后位置做好标记，以便后续台架调整时用。 

 

图 3.3 

3.2.2、吊装设备 

（1）、如图 3.4所示：将安装吊耳（M20）拧紧在台架对应位置上，用钢丝绳

或布带穿过台架的四个安装吊耳； 

（2）、通过吊车或叉车将台架吊起，然后在台架两侧安装地脚螺栓的四个孔上，

配合 M20螺母、弹簧垫圈以及平垫圈穿上地脚螺栓； 

（3）、最后将台架吊到安装地基内（注意设备方向：两台架实际出线孔位应在

同一侧，且必须对应地基的出线孔位；两台架的到位光电传感器则应相向而对）。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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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台架调整： 

（1）、如图 3.5所示：用卷尺量出左右台架前后中心点的位置 A1、B1、A2、

B2，并做好标记； 

（2）、在地基坑前后位置的中心点标记处拉一根棉线（见图 3.5）； 

（3）、利用铁笔等工具移动台架，使左右台架的前后中心点 A1、B1、A2、B2

到棉线的距离都为 900mm(见图 3.5，两台架的中心距为 1800mm)，并使左右台架

在地基前后位置上也居中且保证两个台架在前后位置平齐。 

 

图 3.5 
（4）、如图 3.6所示：使用六角扳手打开左右两台架的前后盖板，在台架左

右两侧的调整螺栓正下方放置一块 5mm厚的垫片，使用激光水平仪结合卷尺（或

水平尺）观察（用激光水平仪结合卷尺时，用卷尺测量台架外框四周，卷尺显示

的高度基本一致即可；用水平尺时，水平尺的液泡基本居中即可），通过旋拧调

整螺栓使台架外框整体水平，同时还需调整台架外框与地面基本在同一水平面且

左右两台架外框要在同一水平面（调整台架水平时，应先调好一个台架，再以此

台架的外框表面为基础水平面，调整另一个台架的外框表面与基础水平面平齐）。 

 
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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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整完台架外框水平后还要检查测量框四个角是否存在间隙及测量框

是否水平： 使用外力按压测量框的四个角位，观察是否存在间隙。若有间隙，

则拆开对应角位的台架外框边盖板，用活动扳手先将称重传感器上的六角螺母拧

松，再通过旋拧六角螺柱，直至间隙消除为止（见图 3.7）。使用激光水平仪结

合卷尺（或水平尺）观察测量框是否水平（用激光水平仪结合卷尺时，用卷尺测

量测量框四周，卷尺显示的高度基本一致即可；用水平尺时，水平尺的液泡基本

居中即可），是否与台架外框大致在同一水平面上。若测量框整体水平且与台架

外框大致在同一水平面上，则完成所有调整；否则，可通过旋拧台架四个角位称

重传感器上的六角螺柱（见图 3.7）对测量框进行水平调整。 

 

图 3.7 
（6）、两个测量框的前后左右 4边每边各有 2个顶紧螺栓（见图 3.7），在台

架安装完成后，需对这 16颗顶紧螺栓重新进行调整。先用扳手松开顶紧螺母然

后用扳手扭紧顶紧螺栓，再把顶紧螺栓反转 1/4～1/2圈（给测量框留一定活动

量，防止顶紧螺栓顶紧台架而影响轮重测量结果），最后再用扳手卡紧顶紧螺母。 

（7）、因为在调整台架外框整体水平的过程中可能会移动台架位置，所以在

调整完台架外框整体水平后，最好再次检查左右台架的前后中心点 A1、B1、A2、

B2到棉线的距离是否都为 900mm，如果不为 900mm，则利用铁笔等工具移动台架，

使左右台架的前后中心点 A1、B1、A2、B2到棉线的距离都为 900mm。 

（8）、当台架内部的相关线缆连接好后，将线缆通过地基内的预埋管拉到电

缆沟。当线缆经过地基内要浇灌混凝土浆的位置时，必须用 PVC 管套住线电缆，

避免因浇灌混凝土浆而有水分进入电缆，或混凝土浆凝固后电缆亦随之被固定而

给后续的维修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2.4、台架二次浇灌 

（1）、二次浇灌前建议使用台架包装的透明薄膜遮盖台架表面及标定螺纹孔，

并将台架四周的穿线孔封堵好，避免二次浇灌时，混凝土进入台架内部及堵塞标

定螺纹孔（设备发货时已用透明薄膜遮盖好台架，防止运输过程中台架进水，台

架拆箱后建议将透明薄膜保管好，以便二次浇灌时用来遮盖台架）； 

（2）、二次浇灌前建议用砖头或木方固定台架四周，避免二次浇灌过程中台架

移动位置； 

（3）、二次浇灌过程中，应有人员在场监督，确保二次浇灌的质量； 

（4）、待二次浇灌混凝土凝固后，应及时清理台架表面的灰尘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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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电气安装 

3.3.1、显示仪表安装 

（1）、如图 3.8所示：拆开显示仪表的后盖板，用膨胀螺栓将显示仪表固定

在检测车间相应位置（显示仪表底部穿线孔应对准预埋管出口位置）。 

 

图 3.8 

（2）、如图 3.9和图 3.10所示：将线缆从台架的出线管口引出到显示仪表。 

 
图 3.9 

 

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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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图 3.11 所示：台架安装盒为孔式接头，显示仪表安装板为针式插

头，按表 1的接线关系将台架内部安装盒与显示仪表的安装板连接起来。 

 
图 3.11 

表 1 台架安装盒与显示仪表安装板的接线关系 

序号 图号 名称 
连接关系 插头

芯数 针式插头 孔式插头 

1.  N185-HJ8 扭力传感器连接线 1-A 2-A 5芯 

2.  N185-HJ8 扭力传感器连接线 1-B 3-A 5芯 

3.  N175-HJ17 到位信号连接线 1-C 2-C 5芯 

4.  N177-HJ3 到位开关左右线盒连接线  
3-B 

5芯 
2-B 

（4）、如图 3.12所示：从总电源开关拉一条 220V三芯电源线到显示仪表箱

内给显示仪表供电（红色接火线，白色接零线，黑色接地线）。同时还需要用 DB-9

母头焊接一条 RS—232通讯线（白色线对应焊接到 DB—9的 2上，绿色线对应焊

接到 DB—9的 3上，黑色线对应焊接到 DB—9的 5上）连接到主控电脑，从而实

现显示仪表与主控电脑间的 RS—232通讯功能。 

 
图 3.12 



 

12 
佛山分析仪有限公司 

  地 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建新路 97 号 

  电 话：0086-757-83826800  0086-757-83829800  E-mail fofen@fofen.com  www.fofen.com 
 

四、标定调试 

4.1 仪表操作 

4.1.1、仪表通电 

（1）、如图 4.1所示：按通显示仪表的电源开关，此时显示仪表的界面从

欢迎界面进入测量界面，待显示仪表显示数值稳定后（约 5秒）再按“ESC”键

复位一次（测量前最好让显示仪表通电预热 30min，以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每次下班之前应将显示仪表电源关掉）。 

 
图 4.1 

4.1.2、仪表界面功能说明 

 主界面 标定选择界面 标定过程界面 调零界面 校准界面 

显

示 

     

按

键 

功能 

ESC 无 退回上一步 退回上一步 退回上一步 退回上一步 

↑ 无 移动光标 移动光标 无 设定值+10 

↓ 
6 次进入标定

界面 

移动光标 移动光标 无 设定值-10 

← 无 无 无 无 设定值-100 

→ 无 无 无 无 设定值+100 

OK 

 进入标定过程

界面 

进入标定设值

界面 

进入取 10 次

当前 AD 的平

均值 

进入取 10 次

当前 AD 的平

均值 

AD：00000      
kg ：00000 

左：00000kg    
右：00000kg 

左： 
右： 

AD：00000      
kg ：00000 

调零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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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标定步骤 

4.2.1、标定所需设备 

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 

10t千斤顶（3个）   

标定反力架及垫块（3套）   

带仪表称重传感器（3套） 5t  

砝码（若干）   

带通讯串口电脑 1台   

4.2.2、标定工具安装 

（1）、按图 4.2所示安装好所有的标定工具。  

 
图 4.2 

4.2.3、设备调试工具使用 

（1）、佛分设备串口调试工具 DeviceTest.exe操作界面如图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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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2）、操作界面说明： 

1为选择设备型号，根据标定的检测试验台进行选择（此时选择 FLZ/FZZ—15）； 

2为串口号选择，此选择是电脑与显示仪表连接的通讯串口号； 

3为波特率、校验位、地址的设置，波特率默认值为 19200，校验位为 None，地

址出厂设置为 1； 

4为发送命令循环时间（不能小于 20ms），取实时测量数据时使用； 

5 完成参数设置后点击“打开串口”按钮，此时调试软件可以与显示仪表通讯； 

6为指令选择下拉菜单窗口，根据需要，可选择相应指令进行测试； 

7 为标定选项下拉菜单，当标定某一项完成后，在 6 中选择保存标定数据，7 变

为可选，可选择下一项进行标定； 

8为标定试验台数值的主要功能区。 

（3）、如图 4.4所示：打开标定软件，按图 4.3设好参数，点“打开串口”。

选择“读程序版本信息”，点击“执行指令”，如接收内容的对话框处有指令返回，

则通讯成功，可以开始标定调试。 

 
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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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图 4.5 所示：指令选择“调零”、“左轮重”（调零时，应确保台架

为空载状态，并保持设备稳定），点击“执行指令”，同时将传感器配套仪表调零。 

 
图 4.5 

（5）、如图 4.6所示：“调零”完成后，指令选择“读原始 AD”，并勾选“循

环执行指令”，点击“清空”，将标定点和曲线清空（对于 FZZ—1513汽车轴重试

验台，建议标定 0、3000kg、6000kg、9000kg、1200kg、15000kg这 6个点）。 

 
图 4.6 

（6）、如图 4.7所示：在千斤顶不施加载荷的状态下，往左轮重写入“0”，

然后点击“取值”，取得标定点“0”对应的 AD值“2000”，然后点击“新增”，

将标定点“0”及其对应的 AD值“2000”增加到标定坐标系中。 

 
图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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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过 3个千斤顶均匀的对左测量板施加载荷（见图 4.2），观察 3个

传感器配套仪表的示数，当示数总和达到 3000kg左右时（即单个传感器配套仪

表示数达到 1000kg左右），千斤顶停止施加载荷，然后在左轮重写入“3000”，

待 AD值相对稳定后，点击“取值”，此时取得 AD 值为 18250，再点击“新增”，

将标定点“3000”及其对应的 AD值“18250”增加到标定坐标系中（见图 4.8）。 

 
图 4.8 

（8）、参考步骤（7），继续通过 3个千斤顶加载，使传感器配套仪表示数总

和达到 6000kg，9000kg，12000kg，15000kg，然后分别对各点进行“取值”与

“新增”（此时标定曲线应是直线，如果标定曲线不是直线，则重新标定），然后

点击“拟合”与“保存”，最后选择指令“写轮重标定数据”，并“执行指令”（见

图 4.9），将标定数据写入单片机中，完成左轮重标定。 

 
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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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如果在标定过程中出现 AD值超出量程（新蓝色主板 AD值满量程为

131071，旧绿色主板 AD值满量程为 65535）的现象，请用小一字螺丝刀调节对

应通道的电位器（见图 4.10，顺时针方向拧电位器调大 AD值，逆时针方向拧电

位器则调小AD值，满量程15000Kg对应的AD值建议调到110000～120000之间），

然后重新标定。

 
图 4.10 

（10）、卸除 3个千斤顶施加的载荷，然后执行“调零”指令，同时将传感

器配套仪表调零。然后用 3个千斤顶继续给左测量板施加载荷，如果 3个传感器

配套仪表显示的数值总和与显示仪表显示的数值两者示值误差在 2%以内，则说

明标定满足要求。否则重新标定，直至标定满足要求为止。 

（11）、右轮重标定与左轮重标定类似，可以参照左轮重的标定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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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备保养与故障检修 

5.1、设备保养 

(1)  日常维护 

车辆或杂物不能长时间停留在设备上面，以免损坏传感器 

车辆过轴（轮）重台时，车速不能超过 4km/h 

在轴（轮）重台上面停留被测车时，刹车和起动不能太猛，以

免造成较大的冲击而损坏传感器 

(2)  每周保养 

检查轴（轮）重台的限位螺栓是否松动，如松动则紧固之 

检查轴（轮）重台的限位螺栓与地基壁之间的距离是否适合，

较佳的距离为 3mm 

检查四个传感器座是否都与地基贴紧，以便保持四个传感器受

力一致 

(3)  每月保养 

打开轴（轮）重台两侧的小盖板，检查传感器的紧固螺栓是否

松动，如松动则紧固之并重新标定 

检查轴（轮）重台面是否平稳、平衡及水平，若不够平稳、平

衡及水平，可打开盖板，调节里面的四个传感器座螺栓以使其

保持平稳、平衡及水平 

(4)  每季保养 

打开轴（轮）重台两侧的小盖板，检查台架里面的四个传感器

座，观察其是否到位、是否生锈、是否脏污及活动是否灵活，

应及时进行清洁、除锈和调整，以使之达到较佳状态 

查线路是否被破坏、是否有鼠迹出现，应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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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简单故障处理 

序

号 
故   障   现   象 解  决  方  法 

(1)  
打开仪表电源开关，显

示板不亮，主板等上的

指示灯不亮 

（1）检查220V交流电是否正常 

（2）检查保险管是否烧毁 

（3）检查开关电源输出是否正常（DC5V及DC12V） 

（4）检查线路板连接线是否松动 

(2)  

标定时轴（轮）重台左

右测量数据相差较大

（即轴（轮）重台的左

右偏差不合格） 

（1）打开盖板，检查里面的四个传感器座

是否到位、是否生锈、是否脏污及活动是否

灵活，可进行清洁、除锈和调整，以使之达

到较佳状态； 

（2）检查传感器是否匹配（在四个角上加

同样的力，看差别有多大），若不匹配，在

上一步骤无效的情况下更换不匹配的传感

器并使其匹配。 

(3)  标定的数据显示出线

性较差 

（1）对台架重新调进行标定； 

（2）若标定后仍不能满足要求，则对传感器的

线性进行检查，如不满足要求则更换传感器。 

（2）  
键盘板按键接触不灵或

按键完全失灵 

拆开按键压帽，如是机械故障更换整个按键，如

果触点锈蚀可刮净。也可整个更换键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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