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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汽车衡的使用寿命

内容

1 汽车衡用户的职责

2 定期的测试和维护保养

3 检查和预防性维护保养步骤

4 紧急服务

5 质量保证

一旦您的汽车衡安装调试完毕，并且通过了检定就可以正常的投入使用了，您可能会认为您的汽车衡

项目已经大功告成了。然而，当汽车衡刚投入使用，您如果花点时间来考虑规划一个汽车衡定期维护

保养计划，这样可以使您的汽车衡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也可以使您的汽车衡拥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这时候也是您借助汽车衡制造商的专业知识来讨论定期的和不定期的服务计划和衡器维修的最佳时

间。您应该在您真正需要汽车衡服务和维修之前懂得如何处理服务和维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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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度：汽车衡用户应保持汽车衡周围的清洁度，应

避免各种杂物及碎片在汽车衡周围的堆积而影响汽

车衡秤体正常的摆动，从而影响精确计量。各种杂物

和碎片包括：

•	溢出的货物和材料（石子、谷物、金属碎片等）

•	冰和雪

•	积水（确保排水系统能预期的正常工作）

•	泥土，灰尘和沙子

交通流量控制：汽车衡用户应该控制汽车上下衡的时

间。您的汽车衡供应商能根据您的实际使用情况制定

合理的汽车上衡和下衡的速度。最重要的是，这样可

以确保汽车衡安全工作，同样也可以确保汽车和司机

的安全。第二，瞬间刹车或启动会使汽车衡的部件和

汽车衡基础遭受严重的磨损。这将导致称量不准确

和汽车衡的损坏，从而导致汽车衡经常需要修理。

提醒：汽车衡用户应该了解汽车衡是如何工作的，以

及汽车衡的易损易耗件总归是需要定期更换的。举例

来说，汽车轮胎属于易损件，需要周期性更换，大多

数的司机都会有在旧轮胎真正失效之前更换成新的

掉。同理：对汽车衡来说，比如传感器连接件，限位

系统零部件和秤体之间的连接件也属于易损件，经过

一段时间的使用，零件磨损后需要更换，以防止汽车

衡突然失效。通常来讲，来自汽车衡制造商的专业技

术人员是评判这些零部件是否需要更换的最佳人员。		

	 1	汽车衡用户的职责

保持称量区域的清洁度将有效防止由于各种碎片引起的称量问题

	 2	定期的测试和维护保养

对一台贸易结算用的汽车衡来讲，用户大致有两种定

期的维护保养或测试项目。

计量检定机构的核查/校准/换发新证：

在中国，新的汽车衡一定要由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

合格并颁发合格证书后才允许使用。计量检定机构会

在预订的时间间隔内（通常为每年一次）对汽车衡进

行复检。

在其它一些国家或地区，衡器供应商被允许对新安装

的汽车衡进行首次检定和准确度检测。然而，通常60

天后，当地权威的计量检定机构会对该汽车衡进行再

一次检定。该检定通常有如下三种方式：

1)计量检定机构利用自己的技术人员和检衡车对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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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衡进行检定

2)衡器服务提供商对汽车衡进行检定，但是必须在

计量检定机构的监督下完成

3)衡器服务提供商对汽车衡进行检定，汽车衡用户

需提供计量检定数据和结果给当地的计量检定

机构

汽车衡供应商将会建议您所在的区域是如何完成

这些检定工作的。在中国，通常是第	

•	种情况。	

小贴士：请记住，标准计量检定和换发新证只确保

您的汽车衡的准确度是在法定误差之内，不能承诺

您的汽车衡的准确度是完美的。为了监测您的汽车

衡的准确度，请要求您的汽车衡服务提供商提供该

汽车衡的准确度数据，即调整前的数据和校准调整

后的数据.	这将有助于您留意与汽车衡性能有关

的问题，并将利润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	汽车衡制造商推荐的预防性维护保养措施

	 您的汽车衡制造商可能会向您提供一份维护保养

实施项目，该项目包括制造商会定期委派技术人员

对您的汽车衡进行检测和预防性维护保养。预防性

维护保养并不是计量检定法所强制要求的，对大多

数汽车衡用户来讲，预防汽车衡意外的停机才能增

加利润来源。此类预防性维护保养项目有可能覆盖

计量检定的要求，也可能不完全覆盖计量检定的全

部要求。请注意汽车衡供应商可能要求将预防性维

护保养作为汽车衡质保的一个内容。

汽车衡测试

技术人员或检定机构将会把配备标准砝码的检衡车

发运到用户现场，从而对汽车衡进行检定或测试。这

些标准砝码将会按照特定的量程段放置在汽车衡秤

台上的不同位置，技术人员将会读取仪表显示的重量，

从而判断汽车衡的准确度和一致性。技术人员将会将

秤的误差数据，和检测中发现的问题整理在服务报告

中提供给用户。

如果该汽车衡未能通过计量检定机构的检定，将会

发生什么？

如果汽车衡的误差超过法定允许的最大范围，计量检

定机构可能会出示黄色或者红色标签（或类似的物

件）。如果出示的是黄色标签，这就意味着该汽车衡

已经被警告，计量检定机构要求汽车衡用户须在一段

时间内（通常是60天）通过服务供应商对该汽车衡进

行重新标定，该汽车衡还是可以在此段时间内正常使

用。相比之下，如果出示的是红色标签，那就意味着

该汽车衡必须立即停止使用。该汽车衡必须经过重新

标定后才可以重新使用。为了避免汽车衡被出示红色

标签，汽车衡用户希望对汽车衡进行预防性的维护

保养。

当讨论维护保养项目时，用户可以要求服务供应商提

供服务的详细范围。通常可以问：

	 •	汽车衡检查的周期是多长？	

		 		每次检查需要多少时间？

	 •	测试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	汽车衡测试的周期如何？

	 •	当我们发现问题后，汽车衡重新检定麻烦		

										吗？

根据汽车衡的类型、配置、应用环境，称重频次的不

同，预防性维护保养的项目将有所差异。通常，维护

保养除了包含计量检定的测试外，同时应该包含一年

之内最少一次对汽车衡进行彻底的服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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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车辆衡的精确性十分重要，但是您可能也

会希望确保车辆衡的可靠性和持久性。当车辆衡出现

故障或者最终损坏时，原因通常与车辆衡及其组件的

物理状况相关。	

车辆衡的某些组件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进行更换。与您

车上的一套轮胎相似，负责任的车辆衡业主应当在部

件出现故障前将其更换。从实际的角度看，这允许您

在方便时对这些流程进行规划，以免在最不方便的时

间因紧急维修而花费大量资金。

一致的检测和预防性维护流程可降低车辆衡所有者

的成本并延长车辆衡的使用寿命。以下列表涵盖了全

面上门服务所涉及的一般检查点，不过某些流程会因

您的车辆衡设计和配置而不同。

预防性维护保养步骤至少应该包括以下的步骤：

汽车衡秤台和基础部分

•	检查汽车衡引坡是否有损坏

•	检查汽车衡和基础，查看秤台和基础之间是否有杂

物卡住

•	检查汽车衡的四周角落，查看是否有异物（如石头

等）

•	检查汽车衡秤体下部的区域，查看是否有散料的聚

集

•	检测排水泵（如有），同时检查排水系统

•	检查秤台是否存在裂纹、腐蚀、局部变形和焊缝开

裂现象

•	检查秤台模块的连接处的搭接头是否有损坏

•	检查护栏是否有损坏	（如有）

•	检查秤体是否能自由晃动

•	检查限位系统，查看纵向和横向限位间隙是否正常，

如果需要的话，请按需调整

传感器

•	用千斤顶顶起秤台，拆除传感器进行检查

•	检查传感器支承头是否因偏载后出现的磨损迹象

•	在传感器的支承面加适当的润滑油

•	检查传感器的安装板，如有需要请紧固

•	检查传感器电缆是否有损坏，并拧紧可能松动的电

缆

•	检查接地和防雷系统的零部件（如有）

 3 检查和预防性维护保养步骤

接线盒（如有）

•	打开每一个接线盒，检查是否有杂物和潮湿现象

•	确保接线盒上电缆线的可靠连接

•	检查接线盒的密封垫情况，如需请更换

仪表和汽车衡工作

•	检查错误信息和数据日志（如有配置）

•	确保仪表接地正常

•	检查计量检定机构的铅封是否完好

•	按照用户的要求，执行系统集成工作

	定期检查传感器，连接件和其它关键件的磨损情况

传感器支承面需要定期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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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请注意：对于一些汽车衡制造商来说，他们的利润模式来源于服务。这些汽车衡制造商在前期以很低的价

格把汽车衡卖给用户，但是他们希望通过以后的服务和维修来补充获利。一些用户因低廉的设备价格而购

置汽车衡，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实际上他们购买了一个依赖于服务的汽车衡，只好每年预算相当大的资金来

支付维修保养和服务。所以建议用户：再购置新秤时不要一味考虑较低的设备价格，应该综合考虑后续的

服务和维修费用。

谁可以对我的汽车衡提供服务或维护保养？

一个有资质，声誉好的汽车衡服务供应商应有能力对

各类汽车衡提供维护保养。您可能希望得到几种不同

的维护保养项目的报价，但是请比较维护保养项目所

涵盖的细则，不要只停留在报价金额上。服务报价的

不同，也就意味着服务响应级别和专业程度不同。您

可以就维护保养项目问以下的问题：

•	是否有服务热线电话？

如果您的汽车衡由于意外状况而停机，那么您的业务

会受到较大的损失。您肯定希望服务提供商利用合

适的工具，设备，专业知识和备件一次就把汽车衡修

好。	

您可以向您的服务提供商问以下问题：

•	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备件清单？

•	从服务提供商当地到现场需要多少时间？

•	当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后，对这台有问题的汽车衡，

技术人员会做哪些测试？步骤如何？测试需要多少

时间？

•	更换损坏的零部件，比如传感器，电缆，液压管路

	 4	应急服务

或打印机需要多少时间？

•	服务提供商会在一天24小时响应服务吗？

•	衡器制造商多长时间可以把备件送到当地的服务

机构？

•	当地的服务机构有什么检测设备？有没有千斤顶，

测试设备，检衡车，吊机和焊机？

•	有没有可能提供远程诊断，而不是现场服务？

与有良好声誉的衡器服务提供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将使用户最大功效地使用汽车衡！

•	关于服务请求电话，是否有保证的响应时间？

•	技术服务人员的资质如何？

•	如何采购更换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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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所有的汽车衡最终都需要服务和维护保

养。大多数的汽车衡用户都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服

务提供商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同时都会制定一个服

务和维护保养计划来使汽车衡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

花点时间制定一个合理的服务和维护保养计划，心里

踏实，高枕无忧！

衡器制造商通常会为出厂的汽车衡配套质保。作为汽

车衡用户，您应该花点时间认真研究一下质保条款，看

看质保承诺的具体内容。某些汽车衡制造商仅提供很

有限的质保，如果需要增加质保范围，用户需要额外增

加费用。

质量保证包含哪些内容？

和衡器制造商沟通各类质保条款的具体细节：

•	质保包含的零部件

•	质保覆盖的故障类型

•	更换备件的清单

•	现场服务的人工

•	技术人员差旅费

•	遭受雷击（一般来说在质保条款内有专门阐述）

在汽车衡的整个供货范围里，也会有部分零部件是不

包含在质保范围内的，或者这些零部件有自己专门的

质保期，比如打印机。

衡器制造商对质保服务范围是如何响应的？

•	衡器制造商是否在当地有销售组织/服务机构或者

分销商？

•	如果没有，衡器制造商是否能从外地派遣人员为当

地用户提供服务，响应时间如何？一旦派遣不及时，是

否有应急响应机制？

	 5	质量保证

梅特勒-托利多
工业/商业衡器及系统	地址：江苏省常州
市新北区太湖西路111号	邮编：213125
电话：0519-86642040
传真：0519-86641991
E-mail:	ad@m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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