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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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对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提供量值传递，保证超偏载装置计量车量值统一、准确
可靠，国家轨道衡计量站建立了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检定装置。根据 JJF 1059.1《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
表示》的规定，结合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检定装置多参数测量的特点，采用 GUM 法对其每一参数进
行不确定度评定，分析结果表明满足量值传递和溯源的要求。
【关键词】计量；超偏载装置计量车；不确定度评定。

１． 引言
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全天候检测通过铁路货车的装车质量，及时发现并处理超载、偏载、
偏重等情况，是保障中国铁路运输安全的重要计量设备。为使其溯源至国家基准，确保检测数据准
确可靠，国家轨道衡计量站研究建立了国铁集团计量标准：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检定装置（以下简称
“检定装置”），用于检定超偏载装置计量车，确保检定超偏载装置计量车偏重差、整车重心偏离量、
转向架重心偏离量和整车重量四个参数准确可靠，并能够溯源至国家基准。本文根据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和 JJG（铁道）208-2017《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检定规程对偏载装
置计量车的测量结果进行不确定度评定。
2．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检定装置结构组成和工作原理
检定装置包括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标准轨道衡和机车车辆轮对内距尺（以下简称“内距尺”）。
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由 8 个独立称重单元、过渡区及计算机组成（见图 1），每个称重单元由称重台
面、称重传感器、称重指示器构成，静态测量超偏载装置计量车的轮重，内距尺测量超偏载装置计
量车的轮对内距，标准轨道衡测量超偏载装置计量车的整车质量。综合测量并计算出偏重差、前（后）
转向架重心偏离量、整车重心偏离量、整车质量等参数。

1~8 分别为 1~8 号称重单元 9—称量轨 10—检定轨 11—过渡区 12—秤房
图 1 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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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是铁路特种车辆，通过调整超偏载装置计量车车内的配重块位置，经超偏载
装置计量车检定装置测量并计算出超偏载装置计量车偏重差、前（后）转向架重心偏离量、整车重
心偏离量等技术参数，用于检定铁道货车超偏载检测装置。
3．不确定度评定
依据检定规程，在规定环境条件下采用检定装置对超偏载装置计量车进行测量，测得 4 个参数，
因此需分别对每一个参数的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本文以测量 T6DK 8066308 超偏载装置计量车为例，对偏重差、转向架重心偏离量、整车重心
偏离量、整车重量进行不确定度分析评定。
按照 JJG（铁道）208-2017《超偏载装置计量车》的计量要求，超偏载装置计量车的最大允许误
差依次为：
偏重差：±130 kg；转向架（整车）重心偏离量：±10 mm；整车重量：±3.0×10-4。
3.1 测量数学模型

图 2 超偏载装置计量车 1 位、2 位示意图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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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式中：mQLj—前转向架左侧第 j 次称量值（kg）， j=1，2，3；
mQRj—前转向架右侧第 j 次称量值（kg）， j=1，2，3；
mHLj—后转向架左侧第 j 次称量值（kg）， j=1，2，3；
mHRj—后转向架右侧第 j 次称量值（kg）， j=1，2，3；
mZLj—整车左侧第 j 次称量值（kg）， j=1，2，3；
mZRj—整车右侧第 j 次称量值（kg），j=1，2，3；
L —同轴两车轮踏面基点之间的距离（mm），L= 轮缘内测距离 +140；
p—超偏载装置计量车偏重差，kg；
m—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整车质量值，kg；
I—标准轨道衡的示值，kg；

∆ x —标准轨道衡在此称量点时的修正值，kg。
注：车辆行进方向为参考，公式中下角标 Q 表示前转向架，H 表示后转向架，L 表示左侧，R
表示右侧。
3.2 偏重差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3.2.1 不确定度分量的分析
（6）
（6）
根据数学模型分析，可知偏重差是通过前（后）转向架重量值计算得来，有前（后）转向架重
量值 2 个不确定度分量；前（后）转向架重量值主要有 3 个不确定度来源，即重复性、分辨力和标
准超偏载检测装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3.2.2 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c
用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称量超偏载装置计量车的前（后）转向架重量，重复称量 10 次，偏重差
测量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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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8，2900，2896，2882，2876，2896，2886，2888，2936，2894（单位：kg）。
则重复性可利用贝塞尔公式（7）计算，
n

uc =

∑ ( y − y)
i =1

i

2

（7）

n −1

uc=16.37 kg
3.2.3 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转向架 4 个称重单元）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1）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数字仪表的分辨力为 2 kg，其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是一个区间
的半宽为 d/2 的均匀分布。

（2）上一级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上一级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包括其计量性能的标准不确定度和不稳定性引入的不确
定度。根据《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检定规程可得到最大允许误差为 ±20 kg，则标准不确定度

从稳定性考核记录最大差值不超过 6 kg，因此上一级标准器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3）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转向架 4 个称重单元）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因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不相关，所以
3.2.4 偏重差标准不确定度
因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不相关，且偏重差由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的两个四台面组合得出，所以

3.2.5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2，即：
3.2.6 不确定度分析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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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转向架偏重差测量结果不确定度分析一览表

超偏载装置计量车偏重差最大允许误差：±130kg，由计算得到：
3.3 转向架重心偏离量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3.3.1 不确定度分量的分析
用内距尺测得轮对内距为 1353.3 mm，则同轴两车轮踏面基点之间的距离 L=1353+140=1493.3
mm，根据公式（2），可计算前转向架重心偏离量。

（8）
根据数学模型分析，可知前转向架重心偏离量是与前转向架左（右）侧重量值和同轴两车轮踏
面基点之间的距离有关，主要有 3 个不确定度来源，即测量结果的重复性、分辨力、内距尺和标准
超偏载检定装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3.3.2 测量结果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c
用标准装置对超偏载装置计量车进行重复测量 10 次，前转向架重心偏离量测量结果如下：
（单位：
mm）
前转向架：-7.4，-7.2，-6.1，-5.4，-5.1，-6.0，-7.1，-7.2，-7.3，-7.4。则前转向架重复
性引入不确定度为：

后转向架：32.6，33.1，31.6，31.6，31.3，31.2，32.7，33.0，32.5，31.5。则后转向架重复性引
入不确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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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取其最大值，uc=0.88 mm。
3.3.3 内距尺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L
（1）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δ
所使用的内距尺的分辨力为 0.1 mm，则区间的半宽为 d/2 的均匀分布，则有

（2）上一级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BZ
根据内距尺检定证书查得：上级计量标准 U=0.3 mm，k=2，则

（3）稳定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W

（4）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L

3.3.4 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转向架重心偏离量）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1）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转向架单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a 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数字仪表的分辨力为 2 kg，则区间的半宽为 d/2 的均匀分布，则有

b 上一级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BZ
上一级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包括其计量性能的标准不确定度和不稳定性引入的不确
定度。根据《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检定规程可得到转向架单侧单侧最大允许误差质量允差为 ±10
kg，则

c 稳定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W
从稳定性考核记录最大差值不超过 3 kg，因此标准器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

d 转向架单侧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T
因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不相关，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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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超偏载检定装置转向架重心偏离量标准不确定度 uZXJ
令 A=C-D，B=C+D，则公式（8）变为公式（9）。
（9）
因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不相关，所以

uZXJ=0.053 mm
3.3.5 合成不确定度
3.3.6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2，即：U=k×u=1.8mm
3.3.7 不确定度分析汇总

转向架重心偏离量最大允许误差：±10 mm，由其计算得到 U=1.8 ＜ 1/3×10 ＝ 3.3 mm（k=2）。
3.4 整车重心偏离量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3.4.1 不确定度分量的分析
用内距尺测得轮对内距为 1353.3 mm，则同轴两车轮踏面基点之间的距离 L=1353+140=1493.3
mm，根据公式（4），可计算整车重心偏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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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数学模型分析，可知整车重心偏离量是与整车左（右）侧重量值和同轴两车轮踏面基点之
间的距离有关，主要有 3 个不确定度来源，即测量结果的重复性、分辨力、内距尺和标准超偏载检
测装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3.4.2 测量结果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c
用检定装置对超偏载装置计量车进行重复测量 10 次，整车重心偏离量测量结果如下：（单位：
mm）
11.8，12.2，12.0，12.4，12.4，11.9，12.0，12.1，11.9，11.3。
则重复性可利用贝塞尔公式（7）计算，uc=0.32 mm。
3.4.3 内距尺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L
从 3.3.3 分析得知 uL=0.18 mm。
3.4.4 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整车重心偏离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Z
（1）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整车单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F
①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δ
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数字仪表的分辨力为 2kg，则区间的半宽为 d/2 的均匀分布，则有

②上一级标准器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BZ
上一级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包括其计量性能的标准不确定度和不稳定性引入的不确
定度。根据《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检定规程可得到整车单侧最大允许误差为 ±20 kg，则

③稳定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W
从稳定性考核记录最大差值不超过 6 kg，因此标准器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④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整车单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F
因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不相关，所以

（2）标准超偏载检测装置整车重心偏离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Z
令 A=C-D，B=C+D，则公式（10）变为公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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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因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不相关，所以

3.4.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3.4.6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2，即：
3.4.7 不确定度分析汇总

整车重心偏离量最大允许误差：±10 mm，由其计算得到
U=0.8 mm ＜ 1/3×10 ＝ 3.3 mm（k=2）。
3.5 整车重量不确定度评定
3.5.1 不确定度分量的分析
根据数学模型公式（5），分析可知整车重量测量结果不确定度主要有 3 个不确定度来源，即测
量结果的重复性、分辨力和标准轨道衡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3.5.2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用检定装置的设备标准轨道衡重复称量超偏载装置计量车 10 次，整车测量结果如下：（单位：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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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60.8，82161.2，82160.7，82160.9，82160.9，82161.0，82160.8，82160.7，82160.8，82160.8。
则重复性可利用贝塞尔公式（7）计算，u(x)=0.15 kg。在实际称量过程中，称量两次，取其平均
值，则

3.5.3 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δ
标准轨道衡数字仪表在 40 t 以上的分辨力为 0.5 kg，其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是一个区
间的半宽为 d/2 的均匀分布，则有

3.5.4 标准轨道衡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BZ
在用 F2 等级砝码检定标准轨道衡 40 t~84 t 的称量点，标准轨道衡检定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满足：
U≤

1
MPE
3

。最大允许误差

kg

标准轨道衡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从标准轨道衡稳定性考核记录最大差值不超过 5 kg，因此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标准轨道衡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3.5.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3.5.7 扩展不确定度 k=2, 即：U=k×u=3.4kg
3.5.8 不确定度分析汇总

超偏载装置计量车整车重量的最大允许相对误差为 ±3.0×10-4，因此在 82160 kg 时，其最大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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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误差为 24.6 kg。
由此可计算得到：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和计算，超偏载装置计量车的偏重差、转向架重心偏离量、整车重心偏离量、整
车重量的测量结果不确定度分别为 34 kg、1.8 mm、0.8 mm、8.2 kg，k=2，均小于其最大可接受扩展
不确定度，满足计量检定规程的量值传递和溯源要求，能够开展超偏载装置计量车的检定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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