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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途与适用范围 

ZHMSZ-600 型移动式摩托车检测线（以下简摩检线）。主要用于车辆管理

部门在车辆分散的地区进行摩托车的检测。摩检线只需要 220V 电源，具有结构

紧凑，操作简单，测试项目齐全，使用方便，测试可靠等特点。摩检线带空调活

动电脑房、空压机和发电机，可行驶到不同的地点进行检测服务。使得车辆管理

部门得以实施便民利民服务，且加强了对车辆的管理。摩检线适用于参数在表 1

范围内的两轮、正三轮及边三轮摩托车。 

表 1 适用范围 

项目 单位 参数 

轮重 kg 600 

轴距 mm 900～1700 

轮距 mm 680～1250 

轮胎宽度 mm 50～200 

轮胎直径 mm 300～750 

 

二、 摩检线的组成 

移动式摩托车检测线由承载车辆、箱体、摩托车安检设备和计算机控制系

统组成。 

(一) 承载车辆 

承载车辆为额定载质量为 2000kg 以上单排双轴载货汽车，驾驶室准乘人数

为 3 人，汽车货载平板参考尺寸（长×宽）5070mm×2300mm。 

(二) 箱体 

箱体为钢板焊接件，为安检设备安装的基础，箱体的外形尺寸为（长×宽×

高）4300mm×2200mm×2600mm（非工作状态）。箱体带液压升降机构，通过按

钮操作，实现自动装车和卸车。 

(三) 摩托车安检设备 

摩托车安检设备包括摩托车轴重制动复合台、尾气分析仪、前照灯检测仪。 

(四) 计算机控制系统 

计算机采用工业控制计算机，抗干扰能力强。软件系统符合 JT/T478-2002

《汽车检测站计算机控制系统技术规范》，具备检测与数据管理的功能。界面友

好，操作方便。报表格式符合 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和

http://www.hyjtkj.com/showstatute.asp?ID=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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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1861-2014《机动车安全检验项目与方法》的要求。 

三、 摩检设备的主要技术参数 

(一) 摩托车轴重制动速度复合台 

表 2 摩托车轴重制动速度复合台技术参数 

1 轴重台 

 称重台板尺寸 mm 1450×300  

 轴重示值误差  <±2% 

2 制动台 

 额定承载质量 kg 600 

 滚筒直径 mm Ф190 

 滚筒中心距 mm 310 

 最大轮制动力 N 2000 

 制动力示值误差/示值间差  <±3% / <±3% 

 制动测试速度 km/h 1.25  

 制动电机功率 kW 2×0.75 

 滚筒制动方式  气囊 

3 气压系统   

 使用压缩空气压力 MPa 0.4~0.7 

 空气压缩机  220 V 

4 液压升降系统   

 额定压力 MPa 10 

 油泵电机  220 V；3 kW 

 油箱容量 L 70 

 

(二) 气动系统 

气动系统实现夹板的伸缩、轮偏仪浮动台架的锁止和测速滚筒的制动。 

气动系统由气源处理二联件(过滤减压阀)、二位三通电磁阀(二位五通电磁

阀)、快速排气阀、气囊、气缸、消声器和管道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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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气动控制原理图 

1—消声器    2—电磁阀    3—单向节流阀    4—气缸 

 

(三) 液压升降系统 

液压升降系统用于箱体的升降，实现自动装车和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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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液压控制原理图 

1—油泵  2—压力表  3—电磁阀  4—单向节流阀  5—同步马达  6—举升油缸 

四、 使用前的准备工作 

（一） 摩检线箱体的升降 

操作说明： 

（K0 发电机空开、K1 总开关、K2 空压机、K3 变频器、K4 制动电机、K5 门

电机、K6升降电机、K7工控机、K8 空调开关、K9检测线照明、K10登录室

照明、K11上升、K12下降） 

1、使用发电机供电，先打开 K0 空开，再打开 K1；若使用市电供电，须关

闭 K0，打开 K1 即可。 

2、箱体升降操作：先执行第一项操作，再打开 K6启动液压电机，打开 K11、

关闭 K12整个箱体上升，打开 K12、关闭 K11 整个箱体下降。不执行此操作

或操作完成后请立即关闭 K6。 

3、箱门开关操作：先执行第一项操作，再打开 K5启动门电机，打开箱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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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按配电柜里安装的黄色手柄的上箭头，箱门关闭；按配电柜里安装的黄

色手柄的向下箭头，箱门打开；不执行此操作或操作完成后请立即关闭 K5。 

4、正常检车时，先执行 1、2、3步操作后，再打开 K2、K3、K4、K7分别给

空压机、速度电机、制动电机、工控机供电，余下动作由上位机控制。 

5、检测线房的照明由 K9控制打开及关闭；登录室的照明由 K10控制打开及

关闭。 

6、检测完毕后，请先关闭工控机后再关闭 K2、K3、K4、K7 空开。按步骤 3

关箱门，按步骤 2升降检测房车。并用锁扣锁好箱门。 

 

图 3 强电箱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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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箱体图 

（二） 检查各部分电缆及电源线，应完好无损，各接头，插头连接可靠，

无松动。 

（三） 设备所使用的电源应为 AC220×（1±10%）V。 

（四） 检查各气动元件，应连接紧固，无漏气现象。 

（五） 检查制动气囊、气缸是否动作正常，工作协调。制动力及速度测试

时，气囊下降，释放制动，夹板夹紧非测试论；轮偏测试时，锁紧

气缸缩进，放松前浮动台架，前后夹板同时伸出，夹紧车轮。 

（六） 接通电气仪表电源，预热 10 分钟以上。 

（七） 被检车辆轮胎上的水、泥、砂和胎面花纹槽内的小石子应清除干净，

轮胎气压要符合规定。 

五、 使用方法 

测试操作步骤见控制系统使用说明书。 

六、 设备标定及要求 

（一） 制动台标定 

检验台在初次使用前和在质量监督部门规定的周期，要对其示值误差进行

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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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力的标定加载方法如下: 

1、按图 5将制动标定杆安装于测力臂上。 

2、使电气仪表进入标定状态。 

3、仪表清零后，加载砝码。 

4、标定时，按下表加载和减载砝码，递增和递减各三次，仪表显示值应符

合表 4要求，否则应按相应的控制系统说明书进行调整。 

 

图 5 标定杆安装示意图 

1—制动标定杆（3kg） 2—砝码（10kg） 

 

表 4 标定点及允许误差 

序号 砝码（10N） 
标准指示值 

（10N） 

实际指示值 

（10N） 

误差 

（10N） 
备注 

1 0 0 0±1 ±1  

2 10 29.4 29.4±1 ±1 G=9.8m/s
2
 

3 20 58.8 58.8±1.8 ±1.8  

4 30 88.2 88.2±2.6 ±2.6  

5 40 117.6 117.6±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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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0 147 147±4.4 ±4.4  

7 60 174.6 174.6±5.2 ±5.2  

注：杠杆比：1：3 

4、调整方法参见“相应的控制系统操作说明书”。 

七、 开关箱门与举升液压系统操作注意事项 

（一） 开关箱门 

1、操作卷扬机开、关门前，应检查地面是否平整，门开关空间范围内是否

有物体干涉。 

2、操作前应要求所有人员和物体离开门开关空间范围外至少 1.5米。 

3、启动开门按钮后，如果门没有自动打开，应由人工辅助拉开前后门，拉

门时人员必须站在前后门开关空间范围外。 

4、使用控制盒开门时，必须等门与地面可靠接触后才能停止；关门后必须

马上锁紧门扣。 

（二） 举升液压系统 

1、使用前必须事先检查液压油位是否在标示液位内。 

2、使用前及运输过程中，必须使用附带的固定用具将发电机、气泵、灯光

仪等附属设备可靠固定。 

3、根据本地气候情况更换液压油（夏季使用 46 号液压油，冬季使用 32 号

液压油，寒冷地区还应添加防冻剂）。 

4、启动电机后及使用过程中如有异响应及时停止。 

5、执行举升、下降操作时，至少应有两人，一人使用控制盒操作，另一人

检查设备是否歪斜，系统是否存在泄露，各部件是否连接可靠。 

6、操作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机，避免长时间空转造成温度升高。 

八、 检测设备使用时注意事项 

（三） 不允许轴重大于 600 kg 的车辆检测和通过。 

（四） 不适用车速表连接在变速器输出轴上的正三轮摩托车的车速表精

度检测。 

（五） 车辆进入复合台，应沿引车线驶入，其纵向中心线与滚筒垂直。 

（六） 检测时滚筒制动装置应处于放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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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被检车辆应为空载状态。速度测试一般应在常测点 30 km/h 进行，

不宜长时间用高速进行检测。 

（八） 前轮测试时，引车员一定要操纵把手或方向盘准确地保持汽车处于

直驶状态。 

（九） 两轮、边三轮摩托车测试时，非测试车轮应可靠夹紧；正三轮摩托

车作车速表测试时须拉紧驻车制动器，并用轮胎挡块挡住后轮。测

试过程中，被检汽车的前方严禁站人或通行。 

（十） 灯光检测时，应准确地将车辆停在正确位置。 

九、 维护与保养 

（一） 使用前应保证设备清洁。检查滚筒运转是否自如。每三个月检查一

次滚筒及轴承运转有无异响、运转不平稳和损伤等情况，并在黄油

嘴处加注 2 号锂基润滑脂。 

（二） 检查夹板动作是否正常，有无卡滞。气动系统各元件是否漏气。过

滤减压阀是否正常。 

（三） 定期检查滚筒制动与夹板伸缩动作的协调情况。 

（四） 定期为圆柱导轨清除污渍，重新加油（洁净的 N32 或 N46 机械油）。 

十、 电气接口参数 

表 5 制动轴重速度复合台电气接口参数 

轴重传感器：（配备四只） 

型号 H8C-C3-1.0t-4B1 承载量 1.0T 

供电范围 5VDC-12VDC 输入阻抗 350±3.5 

输出阻抗 351±2   

传感器接线 输入：红（+）黑（-）       输出：绿（+）白（-） 

制动传感器：（配备二只） 

型号 H31A-C2-500Kg-3B 承载量 500kg 

供电范围 5VDC-12VDC 输入阻抗 450±50 

输出阻抗 352±2   

传感器接线 输入：红（+）黑（-）       输出：绿（+）白（-） 

光电开关： （配备二对） 

厂牌 G-TEK 型号 PM18T-2E 

供电电压 10V-30VDC   

传感器接线 棕：电源正         蓝：电源地          黑：输出信号 

制动电机： （配备二台） 

型号 YL80M-4（单相电机） 生产厂家 上海金昊机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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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功率 750W 额定电流 5.22A 

额定电压 220V 额定转速 1400r/min 

电磁阀：   （配备一只单电控） 

厂牌 亚德客 型号 4V310-10 

线圈电压 AC220V 压力参数 0.15-0.9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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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符合 GB/T 123—1995《移动式机动车安全检测站条件》，

GB21861-2014《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的要求，经检验合

格，准许出厂。 

 

 

产品型号                ZHMSZ-600                 

产品名称           移动式摩托车检测线            

出厂编号                                         

出厂日期                                         

检验科长                                         

检 验 员                                         

合格印章                                         

 

 

 

 

   贵州中航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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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箱 单 
ZHMSZ-600 移动式摩托车检测线（主机部分） 

包装箱外形尺寸（l×b×h），  mm： 

   毛质量，                    kg ： 

   净质量，                    kg： 

序

号 
类别 名        称 件/台 备   注 

1 
机械 

部分 
箱体（包括主机） 1 4300×2200×2600 

 

2 

安装

附件 

千斤顶(2t) 1 用于控制室支撑 

底座 1 用于控制室支撑 

灯光仪固定 1 套 
已安装 (拆卸后应妥善

保管) 

3 
标定

装置 

HNMZS-600-7101 制动标定杆 1 制动标定 

HNMZS-600-7102 砝码 6 制动标定 

4 
随机

文件 

使用说明书 1 份 

塑料袋封装 产品合格证 1 份 

产品装箱单 1 份 

 

 

装箱员： 

检验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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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箱 单 
ZHMSZ-600 型 移动式摩托车检测线（电气部分） 

名        称 数 量 备   注 

灯光仪 一台 含附件、说明书 

废气仪 一台 含附件、说明书 

升降遥控器 二只 摩检房升降用 

空压机 一台 已固定在房内 

空调(含遥控器) 一台 已固定在房内 

工控机 一台 含附件、说明书 

串口卡 一张 装入工控机内 

AD 采集卡 一套 装入采集柜内 

防水航空插头 一个 装在电气柜门上取电用 

10A 插座 一个 工控机、灯光、废气仪专用，装在工控机柜 

10A 插座 一个 显示器、打印机专用 

登录室门钥匙 六把  

工控机、电气柜钥匙 一把  

 

装箱员： 

检验员：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