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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
本文件代替 ＧＢ／Ｔ１３５６４—２００５《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 》，与 ＧＢ／Ｔ１３５６４—２００５ 相比 ，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ａ） 更改了“范围”（见第 １ 章 ，２００５ 年版的第 １ 章）；
ｂ） 增加了“滚筒反力式汽车举升加载制动检验台 ”“主滚筒 ”“副滚筒 ”“显示装置分辨力 ”“第三滚
筒”和“滑移率”的术语和定义（见第 ３ 章）；
ｃ） 增加了“分类”（见 ４．１）；
ｄ） 增加了“环境适应性”的要求（见 ５．１．１）；
ｅ） 增加了“轮制动力量程”和“驱动电机额定功率”的要求（见 ５．１．２．１、５．１．２．２）；
ｆ） 更改了“滚筒线速度”“滚筒直径”“滚筒中心距”和“主滚筒和副滚筒高度差”的要求 （见 ５．１．２．１，
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１）；
ｇ） 增加了“计量单位”的要求（见 ５．１．３）；
ｈ） 更改了“显示装置分辨力”的要求（见 ５．１．３，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７．２．４）；
ｉ） 增加了“功能要求”（见 ５．２）；
ｊ） 更改了“静态示值误差”的要求（见 ５．３．１，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２．１）；
ｋ） 更改了 “示值间差 ”“重复性 ”和 “零位漂移 ”的要求 （见 ５．３．３、５．３．４、５．３．５，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２．３、
５．２．４、５．２．５）；
ｌ） 删除了“鉴别力（阈）”的要求（见 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３）；
ｍ） 增加了“主滚筒上母线高度差和副滚筒上母线高度差”的要求（见 ５．４．１．３）；
ｎ） 增加了“第三滚筒”的要求（见 ５．４．２）；
ｏ） 删除了“指针式显示装置”的要求（见 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７．１）；
ｐ） 删除了“耐久性及可靠性”的要求（见 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８）；
ｑ） 增加了“电气系统响应误差”的要求（见 ５．４．４．１）；
ｒ） 更改了“数据采样”的要求（见 ５．４．４．２，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４．１）；
ｓ） 增加了电气系统“耐电压”的要求（见 ５．４．４．４．１）；
ｔ） 删除了“指示灯 、按钮和导线颜色”的要求（见 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５．９．３）；
ｕ） 增加了“加载制动台的特殊要求”（见 ５．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 。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 。
本文件由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４７）归口 。
本文件起草单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石家庄华燕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成保股份发展
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凌志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士柏实业有限公司 、
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驰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弥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科大
微机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肥市强科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厦门市计量检定测
试院 、南通市汽车综合性能检测中心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仝晓平 、刘元鹏 、邸建辉 、高建国 、张浩 、王平 、贺宪宁 、敬天龙 、唐向臣 、梁泳坚 、
徐益东 、刘梅 、江涛 、罗文博 、王建 、张 、杨华西 、曲盛林 、张强 、宗成强 、区传金 。
本文件于 １９９２ 年首次发布为 ＧＢ／Ｔ１３５６４—１９９２，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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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的分类与型号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以及标
志 、包装 、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
本文件适用于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的设计 、生产 、检验和使用 ，滚筒反力式摩托车制动检验
台参照使用 。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 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
本文件 。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１３３０６ 标牌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ＪＴ／Ｔ１２７９ 机动车检测用轴（轮）重仪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３．２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 狉狅犾犾犲狉狅狆狆狅狊犻狋犲犳狅狉犮犲狊狋狔狆犲犪狌狋狅犿狅犫犻犾犲犫狉犪犽犲狋犲狊狋犲狉
通过测定作用在主滚筒上的车轮制动力的反力 ，检测汽车制动性能的装置 。

滚筒反力式汽车举升加载制动检验台 狉狅犾犾犲狉狅狆狆狅狊犻狋犲犳狅狉犮犲狊狋狔狆犲犪狌狋狅犿狅犫犻犾犲犾犻犳狋犾狅犪犱犻狀犵犫狉犪犽犲狋犲狊狋犲狉
采用举升装置使被测车轴升至规定高度 ，增大该轴静态轴荷 ，通过测定作用在主滚筒上的车轮制动
力的反力 ，检测汽车制动性能的装置 。
３．３
主滚筒 犿犪犻狀狉狅犾犾犲狉
由电机驱动 ，并通过减速机构直接带动旋转的滚筒 。
３．４
副滚筒 犪狌狓犻犾犻犪狉狔狉狅犾犾犲狉
与主滚筒平行 ，并由主滚筒通过同步装置带动旋转的滚筒 。
３．５
显示装置分辨力 狉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犪犱犻狊狆犾犪狔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显示仪表能有效辨别的显示示值间的最小差值 。
３．６
第三滚筒 狋犺犻狉犱狉狅犾犾犲狉
独立且位于主滚筒和副滚筒之间 ，用于检测被测车轮轮边线速度的滚筒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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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额定承载质量 狉犪狋犲犱犾狅犪犱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允许承载受检车辆的最大轴质量 。
３．８
滚筒滑动附着系数 狊犾犻狆犪犱犺犲狊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狉狅犾犾犲狉
滚筒附着系数测试仪的测试轮在主滚筒上母线抱死滑移时 ，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测得的车
轮制动力与轮荷之比 。
３．９
空载动态零位误差 犻犱犾犻狀犵犱狔狀犪犿犻犮狕犲狉狅犲狉狉狅狉
空载稳定运转状态下 ，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仪表显示的最大零位偏离值 。
３．１０
示值间差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狏犪犾狌犲
同一测试点 ，左 、右滚筒组测得的制动力示值误差之差的绝对值 。
３．１１
滚筒等效位置 犲狇狌犪狋犲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狉狅犾犾犲狉
滚筒表面或滚筒轴线的延长线上且靠近滚筒侧的位置 。
３．１２
滑移率 狊犾犻狆狉犪狋犲
主滚筒线速度和第三滚筒线速度之差与主滚筒线速度的比值 。
４ 分类与型号
４．１ 分类
４．１．１ 按额定承载质量 ，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分为 ３ｔ、１０ｔ和 １３ｔ三个级别 。
４．１．２ 按结构和功能 ，滚筒反力式汽车制动检验台（以下简称 “制动台 ”）分为滚筒反力式普通汽车制动
检验台和滚筒反力式汽车举升加载制动检验台 。
４．２ 型号
制动台的型号表示方法见图 １。






 
 改进设计序号 ，用 Ａ、Ｂ、Ｃ…… 表示


额定承载质量 （ｔ），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单位为吨 （ｔ）


产品代号 ，ＦＺ——— 制动台 ，ＦＺＪ——— 加载制动台

企业名称代码
图 １ 型号表示方法
示例 １：
制动台型号为 ××××ＦＺ３Ｃ，代表额定承载质量为 ３ｔ、第三次改进设计的制动台 。
示例 ２：
加载制动台型号为 ××××ＦＺＪ１３Ａ，代表额定承载质量为 １３ｔ、第一次改进设计的加载制动台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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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１．１ 环境适应性
在以下环境条件下 ，制动台应能正常工作 ：
ａ） 温度 ：０℃～４０℃ ；
ｂ） 相对湿度 ：不大于 ８５％ ；
ｃ） 工作电源 ：ＡＣ１９８Ｖ～２４２Ｖ，ＡＣ３４２Ｖ～４１８Ｖ，４９Ｈｚ～５１Ｈｚ；
ｄ） 工作现场的电磁干扰应对测试结果无影响 。
５．１．２ 技术参数
５．１．２．１ 制动台技术参数
制动台技术参数应符合表 １ 的要求 。
表 １ 技术参数
额定承载质量
ｔ
参数
３
１０
１３
轮制动力量程ａ／ｄａＮ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滚筒线速度／（ｋｍ／ｈ）
２．５±０．３
滚筒直径／ｍｍ
２４５±５
滚筒中心距／ｍｍ
４３０±１０
４５０±１０
４７０±１０
主滚筒和副滚筒高度差／ｍｍ
３０±２
滚筒滑动附着系数
≥０．７０
ａ 其他额定承载质量的制动台 ，轮制动力量程应不小于犿 ×犵 ×６０％ （犿 为额定承载质量 ，单位为千克 （
ｋｇ）；犵 为
２０
重力加速度 ，取 ９．８ ｍ／ｓ２）。

５．１．２．２ 驱动电机额定功率
５．１．２．２．１ 额定承载质量为 ３ｔ、１０ｔ和 １３ｔ的制动台 ，滚筒驱动电机额定功率应符合表 ２ 的要求 。
表 ２ 驱动电机额定功率
３

额定承载质量
ｔ
１０

１３

≥５．５

≥１１

≥１５

参数
驱动电机额定功率
ｋ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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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２．２ 其他额定承载质量的制动台 ，滚筒驱动电机额定功率应符合公式（１）的要求 。
犿 ×犵 ×犞
…………………………（１ ）
犘ｄ ≥ ３００×
１．９×３６００
式中 ：
犘ｄ ——— 驱动电机额定功率 ，单位为千瓦（ｋＷ）；
犿 ——— 制动台额定承载质量 ，单位为吨（ｔ）；
犵 ——— 重力加速度 ，取 ９．８ ｍ／ｓ２；
犞 ——— 滚筒线速度 ，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５．１．３ 计量单位及显示装置分辨力
制动台显示及输出的制动力计量单位为 １０ 牛顿（ｄａＮ），显示装置分辨力应符合表 ３ 的要求 。
表 ３ 显示装置分辨力
额定承载质量
ｔ
≤３
１０
≥１３

显示装置分辨力
ｄａＮ
≤１
≤３
≤５

５．２ 功能要求
５．２．１ 制动台应具有车轮制动力和车轮阻滞力的检测功能 ，并具有检测数据和制动力制动时间过程曲
线的显示 、输出功能 。
５．２．２ 制动台应具有通信功能 ，包括通信接口 、接口定义和通信协议 。
５．２．３ 制动台应便于车辆的驶入和驶出 ，可配备车轮举升装置 。
５．２．４ 制动台应配备第三滚筒 ，并具有被测车轮滑移率监测功能 。
５．２．５ 加载制动台应具有被测车轴（轮）的称重和显示功能 。
５．３ 性能要求
５．３．１ 静态示值误差
制动台的静态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４ 的要求 。
表 ４ 静态示值误差
测量范围
ｄａＮ
≤１０％ （Ｆ·Ｓ）
＞１０％ （Ｆ·Ｓ）
注 ：Ｆ·Ｓ 为满量程 。

５．３．２ 空载动态零位误差
制动台的空载动态零位误差应符合表 ５ 的要求 。
４

静态示值误差

±０．３％ （Ｆ·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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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空载动态零位误差
额定承载质量
ｔ
≤３
＞３
注 ：Ｆ·Ｓ 为满量程 。

空载动态零位误差

±０．６％ （Ｆ·Ｓ）
±０．２％ （Ｆ·Ｓ）

５．３．３ 示值间差
在同一载荷的作用下 ，制动台左 、右滚筒组的示值间差应不大于该校准点最大允许静态示值误差的
绝对值 。
５．３．４ 重复性
在同一载荷的作用下 ，示值重复性应不大于该校准点最大允许静态示值误差绝对值的二分之一 。
５．３．５ 零位漂移
３０ｍｉｎ 内 ，制动台的零位漂移应不超过显示装置分辨力 。
５．４ 部件与总成
５．４．１ 滚筒
５．４．１．１ 滚筒表面径向圆跳动应不大于 ２ｍｍ。
５．４．１．２ 滚筒平行度应不大于 １ｍｍ／ｍ。
５．４．１．３ 主滚筒上母线高度差和副滚筒上母线高度差应不大于 ２ｍｍ。
５．４．２ 第三滚筒
５．４．２．１ 第三滚筒应转动灵活 ，无卡滞现象 。
５．４．２．２ 驱动电机自动停机时的滑移率应为 ２５％～３５％ 。
５．４．２．３ 第三滚筒应与被测车轮可靠接触 ，被测车轮制动时 ，第三滚筒不应因跳动而与被测车轮脱离
接触 。
５．４．３ 显示装置
数字式显示应稳定 ，无缺划 、闪烁现象 ，对于单机使用的制动台 ，所测数据保持时间应不少于 ８ｓ。
５．４．４ 电气系统
５．４．４．１ 电气系统响应误差
电气系统应具有消除台架振动 、电磁干扰等无效信号的滤波功能 ，制动台的电气系统响应误差应不
超过 ±３％ 。
５．４．４．２ 数据采样
制动力的采样频率应不低于 １００Ｈ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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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４．３ 数据处理
在第三滚筒停机控制不起作用的条件下 ，制动力的连续采样时间不少于 ３ｓ。 最大制动力应在制动
检测全过程中所采集到的全部采样点中甄别并显示 。
５．４．４．４ 安全防护
５．４．４．４．１ 电气系统应能经受 ５０Ｈｚ、１．５ｋＶ，历时 １ｍｉｎ 的耐压试验 ，不应出现击穿 、飞弧等现象 。
５．４．４．４．２ 电气系统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５ＭΩ。
５．４．４．４．３ 电气系统应根据负荷的大小装有熔断器或断路器 ；驱动电机控制应有过载 、断相保护装置 。
５．４．４．４．４ 电气系统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和明显的接地标志 ，制动台安装使用时应可靠接地 。
５．４．４．４．５ 电气系统应有紧急停止手动按钮 。
５．５ 加载制动台的特殊要求
５．５．１ 加载装置
加载制动台应具有台架举升装置 ，并可在规定的举升高度准确 、可靠结束举升动作 。
５．５．２ 举升高度误差
加载制动台的举升高度允许误差为 ０ｍｍ～５ｍｍ。
５．５．３ 左 、右滚筒组举升高度差
加载制动台举升至规定高度时 ，左 、右滚筒组的举升高度差应不大于 ２ｍｍ。
５．５．４ 举升稳定性
５．５．４．１ 在不小于 ５０％ 额定承载质量的负荷下 ，加载制动台举升至最高点时 ，１０ｍｉｎ 的下降量应不大
于 ２ｍｍ。
５．５．４．２ 加载制动台举升台架的前 、后 、左 、右方向应具可调节的限位装置 。
５．５．４．３ 加载制动台举升 、下降时应运行平稳 ，无卡滞现象 。
５．５．５ 称重要求
与加载制动台复合安装的轴（轮）重仪应符合ＪＴ／Ｔ１２７９ 的要求 。
５．６ 外观质量
５．６．１ 制动台外表面应平整 、光洁 ，不应有明显的磕伤 、划痕 ；涂装表面均匀 、附着力强 。
５．６．２ 螺栓 、螺母均应经过表面处理 ，并连接牢固 。
５．６．３ 焊接件焊点应平整 、均匀 ，不应有焊穿 、裂纹 、脱焊等缺陷 ，并清除焊渣 。
５．６．４ 制动台气路 、油路应密封良好 ，不应有泄漏现象 。
５．６．５ 电气元件 、插接件装配牢靠 ，布线合理整齐 ，焊点光滑 ，无虚焊 。
５．７ 校准装置
５．７．１ 制动台应随机配备专用校准装置 ，并标明力臂比值 ，校准装置应能在制动台滚筒或滚筒等效位
置进行制动力示值误差的校准 。
５．７．２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专用校准装置安装 、使用及校准的详细说明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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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验条件
６．１．１ 制动台应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进行试验 ：
ａ） 环境温度 ：０℃～４０℃ ；
ｂ） 相对湿度 ：不大于 ８５％ ；
ｃ） 工作电压 ：ＡＣ１９８Ｖ～２４２Ｖ，ＡＣ３４２Ｖ～４１８Ｖ，４９Ｈｚ～５１Ｈｚ。
６．１．２ 试验前 ，制动台应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时间进行预热 。
６．１．３ 试验用仪器 、设备应经计量检定／校准 ，并在有效期内 ，主要仪器 、设备见表 ６。
表 ６ 试验仪器设备
序号
１

名称
标准转速计

３
４
５
６

π尺
卡钳
长量爪游标卡尺
激光扫平仪
钢直尺

７

高度尺

２

８ 滚筒附着系数测试仪
９ 砝码
１０ 测力传感器及仪表
１１ 专用校准装置
１２ 信号发生器
１３ 秒表
１４ 百分表
１５ 滑移率测量装置
１６ 耐电压测试仪
１７ 绝缘电阻测量仪
注 ：ＭＰＥ 为最大允许误差 。

准确度等级 、不确定度或分度值
０．１ 级
５０ｍｍ～５００ｍｍ
ＭＰＥ：±０．０５ｍｍ
—

１级
１ｍｍ／５ｍ
２级
ＭＰＥ：±０．１０ｍｍ
分度值 ：０．２０ｍｍ
ＭＰＥ：±０．０３
Ｍ２
０．３ 级
—
ＭＰＥ：±１％
日差 ：±０．５ｓ

１级
ＭＰＥ：±２％
５级
１０ 级

６．２ 基本要求
６．２．１ 技术参数
６．２．１．１ 轮制动力量程
在静态示值误差试验时 ，检视加载至满量程时显示仪表的制动力示值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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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２ 滚筒线速度
６．２．１．２．１ 对试验车进行配载 ，使被测轴质量不小于制动台额定承载质量的 ５０％ 。
６．２．１．２．２ 启动制动台驱动电机 ，采用标准转速计或其他测速装置测量主滚筒转速 。
６．２．１．２．３ 计算主滚筒表面的线速度 。
６．２．１．３ 滚筒直径
采用 π 尺或其他量具分别测量每侧主滚筒长度方向 １／２ 处和距滚筒两端面 ３０ｍｍ 处的直径 ，见
图 ２。

单位为毫米

图 ２ 滚筒直径测量位置

６．２．１．４ 滚筒中心距
采用长量爪游标卡尺分别测量左 、右主滚筒和副滚筒两端轴头的内侧尺寸 （犾Ａ ）和轴头直径 （犱），犾Ａ
值与 犱 值之和即为滚筒中心距 ，见图 ３。

图 ３ 滚筒中心距试验

６．２．１．５ 主滚筒和副滚筒高度差
６．２．１．５．１ 调整制动台至水平状态 。
６．２．１．５．２ 将激光扫平仪放置在地面适当位置 ，调整其水平并发出水平光束 。
６．２．１．５．３ 将钢直尺分别垂直置于同侧主滚筒和副滚筒上母线的中央位置 ，读取钢直尺上激光光束照
射点的数值 ，并计算主滚筒和副滚筒间的高度差 。
６．２．１．６ 滚筒滑动附着系数
６．２．１．６．１ 将滚筒附着系数测试仪的测试轮停放于任一滚筒的上母线中央位置 ，并在测试轮上方配重 ，
配重质量 犠 为（４０±５）ｋｇ。
６．２．１．６．２ 启动制动台驱动电机 ，待滚筒转速稳定后 ，对滚筒附着系数测试仪的测试轮实施制动 ，使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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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轮在被测滚筒上处于滑动状态 ，连续测量六次 ，取六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 。 见图 ４。

标引序号说明 ：
１——— 测试轮 ；
２——— 制动器 ；
３——— 被测滚筒 。

图 ４ 滚筒滑动附着系数试验

６．２．１．７ 驱动电机额定功率
通过查阅电机铭牌信息或说明书 ，检查驱动电机额定功率 。
６．２．２ 计量单位及显示分辩力
６．２．２．１ 检视制动台显示及输出的制动力计量单位 。
６．２．２．２ 调整制动台显示仪表的显示零位 。
６．２．２．３ 将专用校准装置安装在制动台滚筒或其等效位置 ，按不小于 １０％（Ｆ·Ｓ）的载荷进行加载 。 待
显示仪表示值稳定后 ，逐渐增加载荷 ，观察并记录显示仪表示值变化的最小增量 ，再逐渐减少载荷 ，观察
并记录示值变化的最小减量 。
６．３ 功能要求
６．３．１ 检查制动台的检测参数 、显示参数以及制动过程曲线输出功能 。
６．３．２ 检视通信接口 。
６．３．３ 采用试验车（乘用车）验证车辆驶入和驶出的便利性 。
６．３．４ 检视第三滚筒及其测速装置 。
６．３．５ 检视加载制动台的称重装置和显示装置 。
６．４ 性能要求
６．４．１ 静态示值误差及示值间差
６．４．１．１ 砝码校准法
６．４．１．１．１ 将专用校准装置安装在制动台滚筒上或其等效位置 ，并将其置于水平状态 ，制动台显示仪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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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零 ，见图 ５。

标引序号说明 ：
１——— 校准臂 ；
２——— 主滚筒或其等效位置 ；
３——— 水准器 ；

４——— 砝码 ；
５——— 固定装置 。

图 ５ 砝码校准法
６．４．１．１．２ 在制动台示值满量程内，选择０％（Ｆ·Ｓ）和约０％（Ｆ·Ｓ）、３０％（Ｆ·Ｓ）、５０％（Ｆ·Ｓ）、８０％（Ｆ·Ｓ）
和 １００％（Ｆ·Ｓ）作为校准点 。
６．４．１．１．３ 按规定的校准点依次加载砝码至满量程 ，记录制动力示值 犉犔（犚）犻犼 ，每个校准点重复三次
试验 。
６．４．１．１．４ 静态示值误差计算
ａ） 当加载力小于或等于 １０％（Ｆ·Ｓ）时
δ犔（犚）犻犼 ＝犉犔（犚）犻犼 －犉′犔（犚）犻犼 …………………………（２ ）
式中 ：
δ犔（犚）犻犼 ——— 第犻 校准点 ，第犼 次试验左 （右 ）轮制动力示值误差 ，犼 ＝１、２、３，单位为 １０ 牛顿
（ｄａＮ）；
—
—
—
犉犔（犚）犻犼 第犻 校准点 ，第犼 次试验左（右）轮制动力测量值 ，单位为 １０ 牛顿（ｄａＮ）；
犉′犔（犚）犻犼 ——— 第犻 校准点 ，第犼 次试验左（右）轮制动力实际加载值 ，单位为 １０ 牛顿（ｄａＮ）。
ｂ） 当加载力大于 １０％（Ｆ·Ｓ）时
δ犔（犚）犻犼 ＝犉犔（犚犉）犻犼′犔－（犚犉）犻犼′犔（犚）犻犼 ×１００％ …………………………（３ ）
式中 ：
δ犔（犚）犻犼 ——— 第犻 校准点 ，第犼 次试验左（右）轮制动力示值误差 ，犼＝１、２、３。
６．４．１．１．５ 示值间差计算 ：
…………………………（４ ）
δ犻犼 ＝ δ犔犻犼 －δ犚犻犼
式中 ：
δ犻犼 ——— 第犻 校准点 ，第犼 次试验左（右）轮制动力示值间差 ，单位为 １０ 牛顿（ｄａＮ）或以 ％ 表示 ；
δ犔犻犼 ——— 第犻 校准点 ，第犼 次试验左轮制动力静态示值误差 ，单位为 １０ 牛顿（ｄａＮ）或以 ％ 表示 ；
δ犚犻犼 ——— 第犻 校准点 ，第犼 次试验右轮制动力静态示值误差 ，单位为 １０ 牛顿（ｄａＮ）或以 ％ 表示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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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２ 仪表校准法
６．４．１．２．１ 将专用校准装置安装在制动台滚筒或其等效位置 ，同时安装测力传感器及仪表 ，调整校准杠
杆水平 。 见图 ６。
６．４．１．２．２ 在制动台示值满量程内 ，选择 ０％ （Ｆ·Ｓ）和约 １０％ （Ｆ·Ｓ）、３０％ （Ｆ·Ｓ）、５０％ （Ｆ·Ｓ）、
８０％（Ｆ·Ｓ）、１００％（Ｆ·Ｓ）作为校准点 。
６．４．１．２．３ 采用加载装置按规定的校准点依次加载 ，记录制动力示值 犉犔（犚）犻犼 ，每个校准点重复三次
试验 。
６．４．１．２．４ 静态示值误差及示值间差的计算按 ６．４．１．１．４ 和 ６．４．１．１．５。

标引序号说明 ：
１——— 校准臂 ；
２——— 标准测力传感器 ；
３——— 制动台力臂 ；

４——— 制动台测力传感器 ；
５——— 减速机 。

图 ６ 仪表校准法

６．４．２ 空载动态零位误差
６．４．２．１ 制动台空载 ，显示仪表清零 。
６．４．２．２ 分别对制动台滚筒的左 、右测力传感器进行加载 ，使制动台显示仪表示值稳定在 １００ｄａＮ 以上
的某一数值 ，显示仪表清零 。
６．４．２．３ 启动左 、右滚筒组驱动电机 ，待滚筒转速稳定后 ，读取显示仪表左 、右制动力示值偏离零位的最
大值 。 重复三次试验 ，其中偏离零位的最大值即为空载动态零位误差 。
６．４．３ 重复性
重复性试验可与静态示值误差试验同步进行 ，根据 ６．４．１ 的试验数据 ，分别按公式 （５）和公式 （６）计
算重复性 。
ａ） 当加载力小于或等于 １０％（Ｆ·Ｓ）时
…………………………（５ ）
φ犻 ＝δ犻ｍａｘ犆－δ犻ｍｉｎ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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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φ犻 ——— 第犻 校准点的重复性 ，单位为 １０ 牛顿（ｄａＮ）；
δ犻ｍａｘ ——— 第犻 校准点 ，３ 次试验中示值误差的最大值 ，单位为 １０ 牛顿（ｄａＮ）；
δ犻ｍｉｎ ——— 第犻 校准点 ，３ 次试验中示值误差的最小值 ，单位为 １０ 牛顿（ｄａＮ）；
犆 ——— 极差系数 ，取 １．６９。
ｂ） 当加载力大于 １０％（Ｆ·Ｓ）时
φ犻 ＝δ犻ｍａｘ犆－δ犻ｍｉｎ ×１００％ …………………………（６ ）
式中 ：
φ犻 ——— 第犻 校准点的重复性 ；
δ犻ｍａｘ ——— 第犻 校准点 ，３ 次试验中示值误差的最大值 ，以 ％ 表示 ；
δ犻ｍｉｎ ——— 第犻 校准点 ，３ 次试验中示值误差的最小值 ，以 ％ 表示 。
６．４．４ 零位漂移
６．４．４．１ 制动台空载 ，显示仪表清零 。
６．４．４．２ 分别对左 、右测力传感器加载 ，使显示仪表示值稳定在 １００ｄａＮ 以上的某一力值 ，显示仪表再
次清零 。
６．４．４．３ ３０ｍｉｎ 后读取显示仪表偏离零位的最大示值 。
６．５ 部件与总成
６．５．１ 滚筒
６．５．１．１ 滚筒表面径向圆跳动
缓慢转动滚筒 ，采用百分表分别测量滚筒两端和中间位置的径向圆跳动 。 必要时 ，可在百分表上加
装专用触头测量（犕 为螺纹代号），见图 ７。

标引序号说明 ：
１——— 百分表 ；
２——— 磁性表座 ；
３——— 滚筒 ；

４——— 制动台台架 ；
５——— 根据百分表触头尺寸确定 ；
６——— 专用触头 。

图 ７ 滚筒表面径向圆跳动试验

６．５．１．２ 滚筒平行度
采用长量爪游标卡尺或其他量具分别测量左 、右主滚筒和副滚筒两端金属表面的内侧母线距离（滚
筒表面粘砂 ，且两端未留有金属表面的 ，测量滚筒两端轴头的内侧母线距离），分别计算其差值与滚筒长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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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单位为米（ｍ）］之比 。 示意图见图 ８。

标引序号说明 ：
１～４——— 左 、右主滚筒和副滚筒两端金属表面的内侧母线距离 ；
５～８——— 左 、右主滚筒和副滚筒两端轴头的内侧母线距离 。

图 ８ 滚筒平行度试验

６．５．１．３ 主滚筒上母线高度差和副滚筒上母线高度差
６．５．１．３．１ 调整制动台至水平状态 。
６．５．１．３．２ 将激光扫平仪放置在地面适当位置 ，调整其水平并发出水平光束 。
６．５．１．３．３ 将钢直尺分别垂直置于主滚筒 （左 、右 ）、副滚筒 （左 、右 ）距滚筒两端面 ５０ｍｍ 处的上母线
上 ，读取钢直尺上激光光束照射点的数值 ，并分别计算左 、右主滚筒上母线间的高度差和左 、右副滚筒上
母线间的高度差 。
６．５．２ 第三滚筒
６．５．２．１ 检视第三滚筒转动状况 ，应灵活 ，无卡滞现象 。
６．５．２．２ 控制驱动电机自动停机的滑移率按以下方法试验 。
ａ） 将滑移率测量装置的靠轮放置在主滚筒和第三滚筒之间 ，启动制动台驱动电机 ，待转速稳定
后 ，测取当前主滚筒表面线速度狏０，取出靠轮 。
ｂ） 调节滑移率测量装置的电机 ，使第三滚筒线速度保持 狏０，其后使该速度逐渐降低直至制动台
驱动电机自动停机 ，记录此时刻第三滚筒表面线速度狏犻。 重复试验 ３ 次 ，按公式 （７）计算驱动
电机自动停机时刻的滑移率 。
…………………………（７ ）
φ ＝ 狏犻狏－０狏０ ×１００％
式中 ：
φ ——— 驱动电机自动停机时的滑移率 ；
狏犻——— 驱动电机自动停机时 ，３ 次试验测得的第三滚筒表面线速度 （犻＝１、２、３），单位为千米每
小时（ｋｍ／ｈ）；
狏０——— 制动台主滚筒表面线速度 ，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６．５．２．３ 解除第三滚筒停机功能 ，将试验车驶上制动台 ，启动滚筒驱动电机 ，缓慢踩下制动踏板实施制
动 ，检视有无因第三滚筒跳动而与被测车轮脱离接触的情形 。
６．５．３ 显示装置
６．５．３．１ 检视制动台显示装置 ，应稳定 ，无缺划 、闪烁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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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２ 将试验车驶上制动台 ，启动滚筒驱动电机并实施制动 ，采用秒表测量显示装置上制动力数据的
保持时间 。
６．５．４ 电气系统
６．５．４．１ 电气系统响应误差
６．５．４．１．１ 断开制动台测力传感器和第三滚筒的信号输出 ，将信号发生器信号输出端与制动力信号的
系统输入端相连接 ，制动台显示仪表切换至标定状态并调零 ，信号发生器输出与约为 ５０％ （Ｆ·Ｓ）制动
力量值相当且恒定的电压（Ｖ），读取制动力的显示值 ，重复试验三次 ，计算平均值（犉犔（犚）０ ）。
６．５．４．１．２ 将制动台显示仪表切换到检测状态并调零 ，信号发生器输出上述电压 （Ｖ），持续时间为
１２０ｍｓ，读取制动力的显示值 ，重复试验三次 ，计算平均值（犉犔（犚）），按公式（８）计算电气系统响应误差 。
犉犔（）
犚 －犉犔 （）
犚 ０
………………（８ ）
×１００％
δ犔（）
犚 ＝
犉犔（）
犚 ０
式中 ：
δ犔（犚） ——— 电气响应误差 ；
犉犔（犚） ——— 检测状态下 ，三次制动力显示值的平均值 ，单位为 １０ 牛顿（ｄａＮ）；
犉犔（犚）０ ——— 标定状态下 ，三次制动力显示值的平均值 ，单位为 １０ 牛顿（ｄａＮ）。
６．５．４．１．３ 重复 ６．５．４．１．１ 和 ６．５．４．１．２ 的步骤 ，对另一侧滚筒组进行电气系统响应误差试验 。
６．５．４．２ 数据采集
检查系统软件的数据采集频率 。
６．５．４．３ 数据处理
６．５．４．３．１ 解除第三滚筒停机功能 ，缓慢踩下试验车制动踏板 ，时间不少于 ５ｓ，通过 “制动力制动时间
过程曲线”检查制动力的连续采样时间 。
６．５．４．３．２ 检查所测得并显示的最大制动力量值 ，应与 “制动力制动时间过程曲线 ”中的最大制动力量
值一致 。
６．５．５ 安全防护
６．５．５．１ 将耐电压测试仪按使用说明书规定方法与制动台电气系统连接 ，施加 １５００Ｖ、５０Ｈｚ交流电
压 ，持续 １ｍｉｎ，观察是否有击穿或飞弧现象 。
６．５．５．２ 在断电状态下 ，用 ５００Ｖ 绝缘电阻测量仪测量用绝缘材料隔开的两导电体之间 、系统与金属外
壳之间的电阻值 。
６．５．５．３ 检视电气系统的熔断器或断路器 ，以及驱动电机过载 、过热和断相保护装置 。
６．５．５．４ 检视电气系统的接地装置和标志 。
６．５．５．５ 检视电气系统的紧急停止手动按钮 。
６．６ 加载制动台的特殊要求
６．６．１ 台架举升装置
检视加载制动台的台架举升装置 ，并进行举升运行检查 。
６．６．２ 举升高度误差
６．６．２．１ 调整加载制动台至水平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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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２．２ 对试验车进行配载（或采用重物对加载制动台配载 ），使被测轴质量 （或重物质量 ）不小于加载
制动台额定承载质量的 ５０％ ，加载后的左 、右轮质量之差 （或左 、右滚筒组配载质量之差 ）应不大于
１００ｋｇ，试验车正直 、居中驶上加载制动台 。
６．６．２．３ 将激光扫平仪放置在地面适当位置 ，调整其水平并发出水平光束 。
６．６．２．４ 在未举升状态 ，将钢直尺分别垂直 、居中置于加载制动台各滚筒上母线处 ，读取并记录钢直尺
上激光光束照射点的数值 。
６．６．２．５ 加载制动台举升高度不低于 ６０ｍｍ，将钢直尺分别垂直 、居中置于各滚筒上母线处 ，再次读取
并记录钢直尺上激光光束照射点的数值 。
６．６．２．６ 分别计算举升至规定高度时 ，各滚筒相对于未举升状态的升程 ，该升程与规定高度之差即为举
升高度误差 。
６．６．３ 左 、右滚筒组举升高度差
根据 ６．６．２ 的试验结果 ，分别计算举升至规定高度时 ，各滚筒相对于未举升状态的升程 ，各滚筒间
的升程之差即为举升高度差 。
６．６．４ 举升稳定性
６．６．４．１ 对试验车进行配载（或采用重物对加载制动台配载 ），使被测轴质量 （或重物质量 ）不小于加载
制动台额定承载质量的 ５０％ ，加载后的左 、右轮质量之差 （或左 、右滚筒组配载质量之差 ）应不大于
１００ｋｇ。在此负荷下 ，台架举升至最高位置 ，以制动台外框架上平面为基准 ，用高度尺或激光扫平仪测
量副滚筒上母线中心位置的初始高度 ，１０ｍｉｎ 后再次测量 ，并计算差值 。
６．６．４．２ 检查加载制动台台架前 、后 、左 、右方向的限位装置 ，并进行调节操作 。
６．６．４．３ 检视台架举升和下降时的运行状态 。
６．６．５ 称重要求
按照ＪＴ／Ｔ１２７９，对加载制动台的称重性能进行试验 。
６．７ 外观质量
制动台涂装表面附着力试验采用“井”字画线法 ，所检部位涂层不应脱落 。 其他项目试验通过目视 、
手感进行 。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型式检验
７．１．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进行型式检验 ：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
ｂ） 正式生产后 ，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ｃ） 正常生产 ，每两年或积累 ５００ 台产量时 ；
ｄ） 产品停产一年 ，恢复生产时 ；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
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或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时 。
７．１．２ 型式检验内容为第 ５ 章的全部条款 。
７．１．３ 型式检验的抽样基数不少于三台 ，抽样样品数一台 。
７．１．４ 在型式检验中出现不合格项时 ，应在抽样基数中加倍抽样并对不合格项复检 ，复检合格 ，判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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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检验合格 ，否则 ，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
７．２ 出厂检验
７．２．１ 制动台经生产企业质检部门检验合格 ，并签发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
７．２．２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７。
７．２．３ 出厂检验项目中 ，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 。
表 ７ 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检验项目
滚筒直径
滚筒中心距
静态示值误差及示值间差
空载动态零位误差
滚筒表面径向圆跳动
滚筒平行度
主滚筒上母线高度差和副滚筒上母线高度差
第三滚筒
显示装置
安全防护
举升高度误差
举升高度差
称重要求
外观质量

技术要求
５．１．２．１
５．１．２．１
５．３．１、５．３．３
５．３．２
５．４．１．１
５．４．１．２
５．４．１．３
５．４．２．１、５．４．２．３
５．４．３
５．４．４．４．２、５．４．４．４．４
５．５．２
５．５．３
５．５．５
５．６

试验方法
６．２．１．３
６．２．１．４
６．４．１
６．４．２
６．５．１．１
６．５．１．２
６．５．１．３
６．５．２．１、６．５．２．３
６．５．３
６．５．５．２、６．５．５．４
６．６．２
６．６．３
６．６．５
６．７

８ 标志 、包装 、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产品标志
８．１．１．１ 产品标牌应固定在制动检验台的醒目位置 ，标牌应符合 ＧＢ／Ｔ１３３０６ 的规定 。
８．１．１．２ 产品标牌应包括下列内容 ：
ａ） 制造厂名 ；
ｂ） 产品名称及型号 ；
ｃ） 商标 ；
ｄ） 制造日期和出厂编号 ；
ｅ） 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 ；
ｆ） 执行文件编号 。
８．１．２ 包装标志
包装图示标志符合 ＧＢ／Ｔ１９１ 的有关规定 ，应包含下列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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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产品名称及型号 ；
ｂ） 制造厂名 ；
ｃ） 易碎物品 ，小心轻放 ；
ｄ） 向上 ，严禁倒置 ；
ｅ） 怕雨 ；
ｆ） 总质量 ；
ｇ） 包装箱外形尺寸（长 × 宽 × 高）；
ｈ） 收 、发货单位 。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包装应符合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的规定 。
８．２．２ 装箱时应具有下列技术文件 ：
ａ） 装箱单 ；
ｂ） 产品合格证 ；
ｃ） 产品使用说明书 ；
ｄ） 其他有关技术文件 。
８．３ 运输和贮存
８．３．１ 在运输中 ，应对制动台采取防潮 、防震和防冲击措施 。
８．３．２ 制动台应在干燥 、通风 、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内贮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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