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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前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长，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存在

着一些问题。车辆违法行为层出不穷，交通事故频频发生，都给城市交通管理造

成了一定的难度。在“向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效率”的今天，充分利用高科技手

段，开发和研制出可以纠正遏制交通违法行为，有效实现交通管理，提高交通运

输效率的产品显的十分必要。目前国内外虽有类似产品先后被研发出并面世，但

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不足之处。产品大多采取工控机＋高清摄像机的方式实现对违

法车辆的记录，虽然价格低廉，但稳定性欠缺，故障率较高，增加了维护成本和

工作量。国外产品较为稳定，但功能相对比较单一，价格十分昂贵，不适宜全面

推广，大多只应用在一些要求非常严格的高端智能测速抓拍领域。

针对上述情况，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推出了新一代

嵌入式一体化雷达测速抓拍仪（以下简称雷达测速仪）DH-HWS800A。它相对

大华第一代测速仪有了很大的改进，像素提高到 800万，雷达在原来单纯测速基

础上增加了车道识别和车型判定功能，增加了 ICR 自动切换功能，可增配红外

补光灯用于夜间红外补光，实现无光污染抓拍，同时二代雷达测速仪设计更加简

单轻便，更加灵活，并且增加了一些智能调节功能。该系统紧密结合公安业务需

求，综合吸收了国内外产品的优点，采用全嵌入式结构，系统稳定可靠、功能强

大、安装方便，适宜全面推广。系统的设计还充分利用了公司在安防监控行业的

技术优势，实现了安防监控与智能交通的完美结合，随着该系统的推出，将真正

的解放警力，提高交警的工作效率，实现“科技强警”。

1.2.设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3.《公路交通安全实施设计技术规范》 （JTJ074-2003）

4.《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497-2009）

5.《公安交通指挥系统工程建设通用程序和要求》 （GA/T651-2006）



6.《公安交通管理外场设备基础施工通用要求》 （GA/T652-2006）

7.《公安交通指挥系统工程设计制图规范》 （GA/T515-2004）

8.《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50348—2004）

9.《安全防范系统雷电浪涌防护技术要求》 （GA/T670-2006）

10.《交通电视监视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A/T514-2004）

11.《机动车超速自动监测系统》 （JJG527-2007）

12.《机动车雷达测速仪》 （JJG528-2004）

13．《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 （GA/T832-2009）

14．《机动车测速仪》 （GB/T 21255 2007）

15. 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

1.3.设计原则

1、标准化：

系统按照公安部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设计，各软硬件模块和协

议接口等都按照国际和国家等相关标准。同时，在采用高清摄像技术方面又进行

了功能和性能上的扩展。

2、扩展性和兼容性：

由于用户以后的需求会不断增加，系统建设的规模将随之扩大，在设计上，

既要在功能上推陈出新，又要兼容旧的系统，以保护用户的投资，因此我们采用

模块化设计，模块间数据传输均采用标准的传输协议，任何一个模块的升级短期

内都不会影响到其它模块的正常应用。

3、易用性：

雷达测速仪采用嵌入式一体化设计，模块化的设计使安装使用非常方便。用

户只需简单的接线，并按相应的调试程序进行安装调试就可达到最佳的应用效果。

所有超速抓拍、实时上传等工作，均为完全智能控制，不用单独设置。系统功能

充分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人机界面友好，易于使用、管理、维护、扩展。系统

设计、选材、选型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法规政策，与用户及上级管理部门的管

理制度相适应，与用户在经济承受能力方面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4、先进性：

充分利用科技进步成果，采用先进设备和软件，使系统具有完备的功能，并



且易于升级换代，在保证其先进性的前提下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

5、可靠性：

采取选用高集成设备，采用自动检测、自动报警、自动监控和容错等技术来

保证可靠性。系统具有防病毒，防误操作特性，有较强的抗干扰、抗静电能力，

同时提供数据备份、恢复措施。系统还将提供用户等级权限保护，有效排除人为

因素的干扰。

6、经济性：

在满足系统功能需求的前提下，采用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技术，不盲目追求新、

奇、特。同时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采用低功耗设计，减小系统能耗，使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2.系统优势

2.1.可靠性

2.1.1. 全嵌入式结构稳定可靠

目前国内大多数雷达测速抓拍系统均采用工控机＋高清摄像机的方式实现

图像的抓拍，这种方式在研发上较为便捷，容易实现，但稳定性欠缺，体积庞大，

使用不便，此外，计算机病毒以及操作系统的漏洞等都将会给系统的稳定性造成

不良后果。而 DH-HWS系列雷达测速仪系统设计充分利用大华在视频图像监控

领域的技术优势，主机硬件上采用大华已在安防领域有成熟应用的硬件平台，并

根据测速抓拍实际应用的需要，对硬件电路进行了改进和优化，在元器件选择上

全部采用工业级或军工级芯片，降低了功耗，确保了系统在恶劣条件下的长时间

可靠运行。DH-HWS系列雷达测速仪采用 Linux 操作系统，并专门针对雷达测

速抓拍功能的需要对代码进行了裁减和优化，软件功能较为“专一”，提升了 CPU

的工作效率和整机的工作稳定性，而且采用软硬件双重看门狗技术，绝对避免了

系统死机。

工控机模式与嵌入式模式对比

2.1.2. 高可靠接插件质量保证

功耗低，连接可靠，保证了系统在恶劣条件下全天候无故障运行。系统在硬

件电路设计上采用工业级器件，整机功耗低、性能可靠，锂电池工作时间可达



8h。在连接器件的选择上，系统采用进口高可靠性接插件，如采用 LEMO接插

件，进一步保证了设备的可靠性。

嵌入式一体化主机详图

2.1.3. 图片防篡改设计更安全

系统采用 800 万像素 CCD摄像机对违法车辆进行抓拍取证，图片上叠加车辆

速度、抓拍时间、抓拍地点等信息，并且在图片生成最初时，便将水印内嵌于照

片之内，实现从源头上的图片防篡改加密，任何对图片的篡改都可以被检测到，

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图片的有效性。

2.1.4. 断点续传确保数据完整

系统支持在网络故障或者中心异常的情况下，将相关数据在本地存储中缓存，

故障排除后，再将这些数据回传至中心，保障重要数据完整的传输到后端，不出

现丢失的情况。

2.2.先进性

2.2.1. 窄波雷达测速准确性更高

系统采用大华公司自主研发的窄波平板雷达，测速精度优于国标要求，窄波

束保证雷达不易被“电子狗”侦测到，并可同时监测多条来向和去向车辆。窄波束

雷达之所以被称之为窄波雷达，是因为其自身雷达发射波瓣角非常窄；从其运用



的角度而言，也被称之为单车道雷达，因其波瓣角比较窄，正装时，可在雷达有

效测量范围，将雷达波只限定在一个车道，有效的避免了相邻车道的车辆速度干

扰；其又被称之为平板雷达，是用户从外观上给出的直观的名称，普通雷达的发

射天线是喇叭型，而窄波束雷达测速仪的发射天线是平板型的，比起普通的宽波

雷达，其优越性在于其能有效的避免相邻车道车辆的速度干扰，确保执法取证的

正确性、严肃性、唯一性。同时可以保证测速的精确性。

窄波雷达与普通雷达对比

2.2.2. 车道可识别，证据更充分

传统的雷达只能对车辆速度进行测量，因此当多辆车同时经过而其中一辆车

因为超速被抓拍时，无法确定哪辆车速度超标，无法形成处罚。

大华新一代 DH-HWS系列雷达测速仪不仅可以对目标速度进行精确测量，

还可以同步输出车辆距离，准确定位出车辆行驶的车道，从而实现抓拍车道的定

位，解决上述问题，使处罚数据有效性大幅提高。

2.2.3. 车型可判定，执法更严谨

近年来，大型车辆长期占用超车道的现象突出，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效率，

并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而国家法规还没有对此进行规定，因此国内部分省份已

经通过立法的方式来限制这种行为。

传统雷达只测速，不区分车型，无法根据车辆类型进行限速抓拍，DH-HWS

系列雷达测速仪可以在输出车辆速度的同时，同步输出车辆类型，从而实现特定

车型的抓拍，达到严谨执法，保障通行的目的。



2.2.4. ICR切换图像成像效果好

DH-HWS系列雷达测速仪内置双滤光片切换模块，可选择手动切换或者自

动切换，自动切换模式根据采集图像的光亮进行判定，亮度强就使用日用滤光片，

减小不可见光和红外光的影响，改善白天偏色问题，亮度弱就由内部电机切换为

红外滤光片，不仅可以提升图像效果，而且可以减小光污染。

2.3.易用性

2.3.1. 人机交互接口简单易用

为便于操作使用，系统采用全中文操作界面设计，支持两种方式的交互：

一、采用触摸液晶屏设计，界面经过专业人员设计，简洁易懂，充分考虑触

摸屏用户操作习惯。这种界面，特别适合便携式测速系统使用，可以有效配合户

外复杂的工作环境，方便的实时观看抓拍到的违法车辆图像及超速车辆通过的时

间、速度等违法信息。

触摸操作界面

二、采用系统内置WEB服务器，可以直接通过网页方式实现对系统的综合

管理和远程维护功能。这种界面，特别适合固定式测速系统使用，技术人员可以

通过网络远程对设备进行调试和控制。



内置 web界面

2.3.2. 全模块化设计维护便利

系统各主要部分都采用模块化设计，各硬件部分通过高可靠接插件连接，整

个系统牢固可靠，维护便利快捷。同时系统具有综合管理与远程维护功能，可以

通过网络对系统进行远程故障自动诊断、故障报警和修复，真正减少了用户的维

护工作量。



2.3.3. 接口丰富扩展配套方便

系统支持 12V电流输出接口，可为其他配套设备供电。

系统支持双闪光接口和频闪接口，最大接入 2个闪光灯和 1个 LED频闪灯，

方便用户根据现场情况进行。

系统支持 USB接口，可以插入 U盘等存储设备用以数据导出备份。

2.3.4. 固定便携转换操作简便

DH-HWS系列雷达测速仪集高清抓拍摄像机、控制主机、触摸液晶显示屏、

电源、测速雷达、SD卡存储等为一体，整个系统结构紧凑，体积小巧。嵌入式

一体化的设计方便用户在固定式和便携式间相互转换，数根连接线之间的接插即

可完成便携式跟固定式之间的转换。

便携式与固定式转换图

2.3.5. 精美制造工艺集成度高

做为一款平时需要便携式携带的设备，系统的集成度、体积和重量都是直接

影响使用的重要因素，所以大华雷达测速仪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在

现有技术条件下，高度集成各个功能模块。DH-HWS 系列雷达测速仪具有体积

小，重量轻，功能齐全和可独立工作等特点。单台雷达测速仪具备车辆检测、图

像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大容量存储和传输等功能，内置锂电池，可独立工作。



大华一体化测速仪 6F测速仪

大华测速仪与 ROBOT测速仪比较图

2.3.6. 多种组网方式灵活简便

系统除了可以使用以太网、光纤等物理连接的方式进行组网外，还可采用

CDMA/GRPS/3G等无线方式组建网络，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对安装位置的依赖。

2.4.经济性

2.4.1. 超低功耗设计节能减排

系统整机平均功耗较小，设备主机内置锂电池，并可额外配置锂电池，完全

保证日常出勤需要。系统的超低功耗设计，可支持太阳能供电，配合 3G无线传

输完全解决了施工取电组网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无线”。



太阳能供电实际安装图

2.4.2. 虚/实结合安装节省造价

根据国际上测速仪的使用经验，实点及虚点的合理比例为 4：1，平均 25公

里布置一个实点，平均 5公里布置一个虚点，在每个箱体前后 500米各立一块警

示牌，一年之内就可以治理好该路段的超速问题，降低事故。

全嵌入式一体机在任何一个箱体内轮换都非常方便，为整个项目大大的节约

了成本，提升了效果。



3.系统方案介绍

3.1.原理简介

3.1.1. 雷达测速测距原理

雷达测速原理：

测速仪的工作原理为多普勒雷达原理：当雷达发射一固定频率的脉冲波对空

扫描时，如遇到活动目标，反射波的频率与发射波的频率之间的差值，称为多普

勒频率。根据多普勒频率的大小，可测出目标对雷达的径向相对运动速度。

当雷达测速仪正常工作时，测速捕获雷达会对来车区域不停发射高频雷达波，

当有车辆车辆进入扫描区域时，雷达会根据发射波和反射波之间的差值计算车辆

速度，根据抓拍策略，当速度高于或者低于某个设定数值时，雷达会发送触发抓

拍信号给抓拍摄像机，摄像机在接收到信号后对相应车辆进行抓拍，处理芯片会

对图片进行处理、存储和传输。

雷达原理图



雷达测距原理：

采用对雷达发射信号进行调制，接收信号进行解调，从而获得车辆目标的距

离信息，此时，雷达测得的距离是车辆的斜距离 R，雷达安装角度已经提前设

置，所以，车道宽度方向对应的车辆距离为 sin( )R  ，每个车道的宽度、雷达与

第一车道安装距离已经提前测量。所以，可以区分车辆坐落在哪个车道上。

雷达车道识别原理示意图

雷达车型识别原理：

车辆进入雷达波束，记录时间 t1，车辆离开雷达波束，记录时间 t2，车辆的

速度为 v，则车辆的长度：

=V * (t2 -t1 )-Rl车 波 束

其中：波束的距离可以通过算法计算。

根据车辆的长度，按照国家规定大小车类型的划分，则容易识别车型。



雷达车型识别原理示意图

3.1.2. 车辆号牌识别原理

车牌识别是基于图像分割和图像识别理论，对含有车辆号牌的图像进行分析

处理，从而确定牌照在图像中的位置，并进一步提取和识别出文本字符。

识别的具体步骤分为车牌定位、车牌提取、字符识别。在自然环境中，相机

首先对采集到的视频图像进行大范围相关搜索，找到符合汽车牌照特征的若干区

域作为候选区，然后对这些侯选区域做进一步分析、评判，最后选定一个最佳的

区域作为牌照区域，并将其从图象中分割出来。

完成牌照区域的定位后，再将牌照区域分割成单个字符，然后进行识别，车

牌识别算法采用基于模板匹配算法，首先将分割后的字符二值化,并将其尺寸大

小缩放为字符数据库中模板的大小，然后与所有的模板进行匹配，最后选最佳匹

配作为结果，通过这种多次比对的方式极大了提高了车牌识别的准确率。

运行流程如下图所示：



车牌识别原理示意图

图像采集：通过高清摄像抓拍主机对卡口过车或车辆违章行为进行实时、不

间断记录、采集。

预处理：图片质量是影响车辆识别率高低的关键因素，因此，需要对高清摄

像抓拍主机采集到的原始图像进行噪声过滤、自动白平衡、自动曝光以及伽马校

正、边缘增强、对比度调整等处理。

车牌定位：车牌定位的准确与否直接决定后面的字符分割和识别效果，是影

响整个车牌识别率的重要因素。其核心是纹理特征分析定位算法，在经过图像预

处理之后的灰度图像上进行行列扫描，通过行扫描确定在列方向上含有车牌线段

的候选区域，确定该区域的起始行坐标和高度，然后对该区域进行列扫描确定其

列坐标和宽度，由此确定一个车牌区域。通过这样的算法可以对图像中的所有车

牌实现定位。



字符分割：在图像中定位出车牌区域后，通过灰度化、灰度拉伸、二值化、

边缘化等处理，进一步精确定位字符区域，然后根据字符尺寸特征提出动态模板

法进行字符分割，并将字符大小进行归一化处理。

字符识别：对分割后的字符进行缩放、特征提取，获得特定字符的表达形式，

然后通过分类判别函数和分类规则，与字符数据库模板中的标准字符表达形式进

行匹配判别，就可以识别出输入的字符图像。

结果输出：将车牌识别的结果以文本格式输出。

3.2.系统组成

大华机动车雷达测速系统主要可分为便携式和固定式两类，固定式测速仪配

置专用集成防暴机箱。

系统主要由嵌入一体化雷达测速仪、辅助补光设备、三脚架支撑设备、移动

电源、防暴机箱和相关附件组成，并有 USB2.0、RS232、以太网等各种丰富的

数据接口，便携式测速仪标配锂电池，并可根据需要配置一到多块备用电池，完

全可以满足正常的测速抓拍需求。系统核心设备为嵌入式一体化雷达测速抓拍仪，

该主机为大华自主研发设计，采用 Linux操作系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集

图像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存储和传输于一体，前端无需放置工控机，结构简单、

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它相比于工控机系统结构更能满足智能交通产品在室

外全天候 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要求。

测速抓拍仪组成图：

系统组成结构图



测速抓拍仪实图：

主机带屏幕正面图

3.2.1. 雷达单元

雷达所发射的高频信号作用于移动车辆时，其反射频率会有改变（多普勒效

应），这种多普勒频移正比于移动目标的速度，测速抓拍主机通过检测所发频率

跟反射频率的变化及时间，并结合测速现场的车道宽度、雷达与车道的安装距离

和安装角度等，计算移动车辆的速度、距离和大小。

大华自主研发的平板雷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测速精度高，能提供狭窄的

辐射场型，保证狭窄的探测区域。在正常情况下雷达发送触发信号时，对应的车

辆所在的位置会在±1.5m的探测区域之内。这种工作模式保证触发信号和速度值

属于同一辆车，保证了测速抓拍主机的捕获准确率和图片的有效性。

平板雷达外形

平板雷达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振荡频率：24.00GHz～24.25GHz



发射功率：小于 10mW

波瓣角：水平 6度（-3db），垂直 28度（-3db）

雷达反应时间：小于 0.1秒

3.2.2. 摄像单元

采用逐行扫描 CCD 芯片，图像分辨率达 3296*2472（含 OSD信息）。当检

测到有超速车辆经过时，摄像单元拍摄设定数量（可选 1/2张）的高清照片，保

证违法证据的可用性。摄像单元集成了最新的镜头设计技术，在偏振镜的帮助下，

通过特殊的光学镀膜处理可使得在同一个照片中清晰的显示司机面容和车辆牌

照。

3.2.3. 显示单元

高清晰高亮度的显示单元保证了在阳光照射下仍可以看清系统操作界面；密

封面板的设计使得系统具有可靠的防尘、防潮性能；触摸屏使得在野外实际操作

时更简单方便；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3万小时充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轻触式操

作按键，可对亮度、对比度、色度等参数进行调整以满足各种使用要求。在非现

场处罚使用条件下，调试完成后可按轻触式电源开关关闭显示器电源，以便节省

电量。

触摸显示界面

显示单元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安装方式：面板式安装

 输入信号：VGA

 控制：前面板 OSD



 系统支持：Linux/Windows

 显示尺寸：8.4" TFT

 亮度：600cd/㎡

 类型：类比式

 分辨率：连续

 透光率：79%以上

 控制：USB

 寿命：100万次

3.2.4. 补光单元

在环境光线较弱或者夜晚时，要使摄像机拍摄到清晰的照片，需使用辅助光

源进行补光，本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和应用环境选用不同的闪光灯，包括白光闪

光灯和红外闪光灯等，在保证图片效果的前提下，减少对司乘人员的影响。

3.2.4.1.便携式设备直流补光

直流闪光灯

 总输出能量：200焦；

 闪光持续时间：1/2000s；

 最短闪光间隔：65ms；

 触发方式：干接点触发；

 工作温度：-30℃～+70℃；

 防护等级：IP65；



 可选红外补光；

3.2.4.2.固定式设备交流补光

交流闪光灯

 回电时间：<80ms，满足 2张连拍需求；

 触发方式：干接点触发；

 闪光灯寿命：300万次以上

 工作温度：-30℃～ +70℃；

 防护等级：IP65；

 可选红外补光；

3.3.系统部署结构

3.3.1. 测速系统整体结构

大华机动车雷达测速抓拍系统主要有图像采集子单元、网络传输子单元和中

心管理子单元三部分。前端图像采集子单元主要由测速抓拍仪、补光设备和辅助

支撑设备组成，测速抓拍仪分固定式和便携式两种安装方式；网络传输子单元主

要由交换机、光纤收发器或者无线路由器组成，完成数据的有线或无线传输；中

心管理子单元主要由中心管理软件和硬件设备组成，完成数据的后期挖掘和应用。

作为整个系统的核心，DH-HWS 系列雷达测速仪产品自推出以来，其稳定

性，实用性，操作方便性等各方面的突出特点，得到用户的广泛好评。

DH-HWS800A雷达测速仪主要负责前端的图像采集、信息识别和叠加、抓拍控

制、数据存储和传输等，其配备的 800万像素 CCD高清摄像机，可提供优质的



违法车辆图片，在补光灯的辅助下，白天和夜晚可清晰分辨违法车辆的车牌号码、

车辆信息、现场情况及驾驶员面貌特征。前端数据可通过有线网络（如光纤），

或无线网络（如 3G、4G）回传中心。在取电不便的点位，可部署太阳能、风能

等独立供电系统。

整体系统结构图

3.3.2. 便携式测速系统前端结构

便携式测速仪主要由 DH-HWS系列雷达测速仪、补光灯、三脚架、蓄电池

和传输设备等组成，系统结构简单，体积小巧，操作简便。白天使用时，只需携

带测速仪主机即可，主机内置锂电池，配合备用锂电池，可满足日常执勤需要。

数据可通过无线网络回传，也可取回设备后，人工下载。便携式补光灯采用直流

供电，符合流动布点的需要。



便携式测速仪前端结构图

3.3.3. 固定式测速系统前端结构

固定式测速仪主要由 DH-HWS系列雷达测速仪、补光灯、防暴机箱和传输

设备等组成，系统安装方便，便携固定之间转换迅速。系统采用交流供电，可满

足野外长时间使用的需要，在取电不便的点位可采用太阳能进行供电。数据可通

过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回传数据。

固定式测速仪结构图

3.4.系统组网设计

3.4.1. 有线组网模式

 适用范围

此组网方式需要周围已有一定有线组网基础的，如测速抓拍点位距离光纤接

入点距离近，数据传输到指定的地点进行违章处理。

 优点

系统组网简单，数据传输稳定，适合大流量数据的传输。

 缺点

对组网需要的基础条件要求较高，若周围无光纤接入点，系统的组网费用较

高。

 组网方式介绍

前端数据通过以太网经交换机传输到光纤收发器，光纤收发器将数据信号转

换成光信号，通过公安光网络传输到指定地点进行处理和存储。



有线组网方式图

3.4.2. 无线组网模式一

 适用范围

该模式适用于交警的本地实时执法模式，例如，抓拍仪安装于公路某一地点，

交警位于抓拍仪前方一段距离处，当有车辆违章时，抓拍仪抓拍下该车图片，并

通过无线网络实时发送到交警笔记本上安装的处罚软件中，交警接收到该图片后，

可拦截该车并进行处罚。也可进行远距离的实时数据传输，如将便携式测速仪放

在某路段，操作人员可在办公地点实时接收数据。

 优点

实时性高，可以对违章车辆时行实时处罚；安装配置简单，无需要复杂的联

网模式和数据库支持。

 缺点

该模式中前端无线路由器使用动态域名，与客户端间的网络连接稳定性受域

名提供商影响，当域名提供商提供的域名解析功能不稳定时，客户端与抓拍主机

间无法建立连接。解决办法：1）可以采用付费域名；2）可与电信运营商协商，

对无线路由器提供固定 IP与 SIM/UIM绑定模式。

 组网方式介绍

前端测速仪通过无线模块绑定固定的公网域名或 IP地址，后端客户端通过

公网域名或 IP地址连接前端设备，雷达测速仪在抓拍到照片后，将照片实时回

传后端。



无线组网模式一前端示意图

无线组网模式一组网示意图

3.4.3. 无线组网模式二

 适用范围

后端有一个固定的公网 IP可以与服务器绑定作为接收端，而前端每次都分

配不同 IP的环境。后台平台软件需要设置为序列号模式。

 优点

无线路由器和抓拍主机设置简单，后端接入服务器支持接入的抓拍设备数量

只受接收服务器限制，适合大规模无线组网。

 缺点

后端必须从网络运营商处获得一个固定的公网 IP，且从安全性考虑，后端

在接收服务器前还需要安装一台硬件防火墙（可选）。



 组网方式介绍

后端数据接收服务器配置固定公网 IP，前端设备通过固定公网 IP地址上传

实时抓拍的数据。

无线组网模式二前端示意图

无线组网模式二组网示意图

3.4.4. 虚实结合组网

在固定式测速系统部署建设时，可根据“虚实结合”的策略进行统一规划和

部署。在购置真实测速设备的同时，根据一定的比例购置测速仪虚点设备。

该虚点设备可以通过雷达获取车辆速度，对经过监控截面的超速车辆，触发



闪光灯进行超速预警，对超速司机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从而降低超速违章行为

的发生频率。同时，对经过监控路段的超速车辆进行流量统计，提交给交警部门

参考，以决定是否将虚点设备变更为实点测速仪来进行有效的违章抓拍和处罚。

虚点设备集雷达、闪光灯、控制器和无线报警模块于一体，功能强大，实用

性强，成本低廉。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虚点设备和实点设备进行

调整互换，这样 “以假乱真”，既可以节约系统总体成本，也能起到震慑超速，

治理交通保障安全的目的。

3.5.系统供电设计

由于雷达测速仪使用环境的特殊性和地域的广阔性，系统的供电设计作为一

个辅助部分却显的十分重要。针对实际使用需要、系统的低功耗特性及整体系统

的先进性，我们提供三种模式的供电解决方案。

3.5.1. 锂电池供电设计（便携式）

雷达测速仪以便携式模式使用时，由于需要随身携带和更换地点，因此我们

采用锂电池供电方式。采用标配的锂电池搭配备用电池交换为雷达测速仪供电，

可以满足一次出警的时间需要。

雷达测速仪主机锂电池

锂电池优点：

1、能量比较高。具有高储存能量密度，是铅酸电池的约 6-7倍；

2、使用寿命长。使用寿命可达到 6年以上，有可以使用 10000次的记录；

http://baike.baidu.com/view/4950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8310.htm


4、具备高功率承受力；

5、自放电率很低，这是该电池最突出的优越性之一；

6、重量轻，相同体积下重量约为铅酸产品的 1/5-6；

7、高低温适应性强，可以在-20℃--60℃的环境下使用，；

8、绿色环保，不论生产、使用和报废，都不含有、也不产生任何铅、汞、

镉等有毒有害重金属元素和物质。

3.5.2. 市电供电设计（固定式）

雷达测速仪在固定式安装时，如果条件允许，采用市电供电为最为便利和稳

定的解决方案。在机箱内由工业级电源适配器将 220V 市电转化为 19V 直流电直

接给雷达测速仪供电。此适配器具有防雷、稳压作用，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由于整套系统为嵌入式一体化设计，在某些市电电压不稳或者出现经常断电

的点位，只需要配置一套小功率 UPS 便可以有效解决供电的问题。

整体市电供电解决图

3.5.3. 太阳能供电设计（固定式）

在比较偏僻的野外环境，若采用市电供电方式，在施工的成本及的难度上

都很难接受。本方案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系统的供电要求的苛刻性，在无市电

接入点的点位可采用太阳能供电。本系统在整体设计时，充分考虑到系统的低功

耗特性，整体系统功率低，非常适合使用进行太阳能供电。

 太阳能供电原理

太阳能电池的主要原理是通过使用半导体材料，将较薄的 N型半导体置于

较厚的 P型半导体上，当光子撞击该装置的表面时，P型和 N型半导体的接合面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44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3667.htm


有电子扩散产生电流，可利用上下两端的金属导体将电流引出利用。

 太阳能供电系统组成

太阳能供电原理系统图

太阳能供电系统主要由太阳能电池板、控制器、直流/交流逆变器和蓄电池

组成。各部分功如下：

 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板主要由晶体硅组成，用于太阳光能的收集，

可把太阳光能转换成电信号

 太阳能控制器：太阳能控制器负责对整个太阳能电路的管理，具有调节

功率和电路保护功能，同时通过液晶屏实时显示整个系统的各部分状态。

 蓄电池：用于存储电量，确保夜间和阴雨天的情况下，系统可正常工作。

 直流/交流逆变器：由于太阳能所供电在未经过变换之前为直流电，所以，

在负载为交流电，必须使用逆变器，使电流变换，适应负载的需要。

 太阳能设备参数计算

太阳能供电系统的最重要技术参数为，太阳能电池板的总功率、逆变器的功

率和蓄电池电容量。详细的技术参数需要根据每个点位的日照时间，通过专用的

太阳能计算工具计算出。

1、太阳能电池板的总功率

太阳能电池板总功率=负载功率×特定系数

特定系数：根据各地光照的不同，有所差异，大约在 10左右。

2、逆变器的功率



逆变器功率=负载功率/逆变系数

逆变系数：逆变器的转换效率

3、蓄电池容量

蓄电池容量=阴雨天需要供电的 AH数

3.6.系统数据接入

雷达测速仪数据回传中心后主要分为两种处理方式：1、使用大华平台进行

管理，数据无特殊格式要求；2、数据接入其他的第三方平台。

3.6.1. 大华平台接入

在没有部署非现场处罚平台的项目中，雷达测速系统的数据可以接入大华自

主研发的平台软件中。

大华平台软件采用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通过定义良好的服务接口来实现子

系统间的松耦合，其主要功能包括设备的管理、数据的接收、信息的识别、信息

的分类存储和数据的后期发掘应用等。

3.6.2. 第三方平台接入

在已经部署非现场处罚平台的项目中，雷达测速系统的数据需要接入相应的

平台软件中，由于我公司在设计产品时，充分考虑数据的兼容和系统的扩展性，

在数据接口的设计上都已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为准绳，可与现在所有开放的公

安非现场处罚平台对接。

DH-HWS系列雷达测速仪设备已内置相关数据接口方式，只需要简单的参

数设置，即可完成相应数据格式的转换，如 ROBOT 的数据格式等。在与特殊的

非现场处罚平台对接时，只需要简单的二次开发即可完成。



4.系统功能

4.1.业务功能

4.1.1. 超速低速车辆捕获功能

系统设备可在不同路段进行固定、移动两种方式进行执法拍摄，采用高频窄

波平板雷达，可监测 1-6车道，检测速度范围 20-250km/h，对超速车辆（高于最

高限速）和低速车辆（低于最低限速）进行抓拍，。每条违章记录由 2张图片组

成，符合处罚依据。

抓拍效果示例

4.1.2. 卡口过车捕获功能

系统支持对监测区域内的所有来向和去向车辆车辆进行卡口式抓拍，每个过

车抓拍一张 800万高清全景图片记录。



抓拍效果示例

4.1.3. 高清图像抓拍功能

系统能自动测量通过车辆的瞬时速度，根据用户设定的限速值等参数（测速

范围为 20km/h～250km/h），可自动区分车辆行驶方向，进行超速和低限速的来

去向抓拍。系统对每辆超速车辆抓拍多张全景高清图片，所抓拍的图片能清晰显

示车辆的车牌号码、车身颜色和驾驶人员的面貌特征，并在照片上叠加通行时间、

地点、车速、限速、超速百分比以及行驶方向等信息。

4.1.4. 高清视频预览功能

系统支持 1600*1200高清视频实时输出，提供动态实时预览功能，可通过触

摸显示屏（便携式）和WEB客户端实时监控车道的动态信息。

4.1.5. 高清录像存储功能

系统支持高清录像，录像采用标准的 H.264编码。

系统支持根据项目需求灵活选择录像方式，包括 24小时全天候录像、时间

段录像和违章短录像等。



4.1.6. 黑名单白名单功能

系统支持黑名单和白名单功能，且最大支持 10000条记录。

4.1.7. 车辆布控报警功能

系统支持在车辆被抓拍后现场报警，如配备传输模块也可实现远程报警。若

配合后端中心软件，可实现黑名单布控和实时报警功能，进行功能的扩展。

4.1.8. OSD定制叠加功能

系统支持对日期、时间、地点、行驶方向、车牌号码、车牌颜色、车型、车

速、限速、雷达方向、违章类型、设备编号、标定到期时间及防伪码等信息进行

自定义的 OSD叠加，满足不同客户不同项目的个性化需求。

4.1.9. 流量统计功能

系统提供车辆统计功能，可统计出某一时间段内的超速违法车辆数量，也可

以统计出某一时间段内所有车辆数量，并以报表的形式输出，为交通的有效管理

提供依据，提高交通通行效率。同时提供信息检索功能，按不同权限对数据库进

行操作，并提供模糊查询、数据备份。

4.2.基本功能

4.2.1. 车牌识别功能

系统采用国内领先的图像识别算法，对所有通过车辆自动进行车辆号码识别、

号牌颜色识别及车型等自动识别。

1）号牌结构识别

系统能识别的号牌结构包括：

单排字符结构的号牌，如军队用小型汽车号牌、GA36-2007中的小型汽车号

牌、港澳入出境车号牌、教练汽车号牌等；

武警用小型汽车号牌；

警用汽车号牌；



双排字符结构的号牌，如军队用大型汽车号牌、武警用大型汽车号牌、

GA36-2007中的大型汽车号牌、挂车号牌、低速汽车号牌等。

2）号牌字符识别

识别的字符包括:

①数字：0~9；

②字母：A~Z；

③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京、津、晋、冀、蒙、辽、吉、黑、沪、苏、

浙、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川、贵、云、藏、陕、甘、青、

宁、新、渝；

④2012式军牌用字符：字头如 V、H、K、B、N、G、J、S、L、C，字头号

如 A、B、C、D、K、P等，间隔符如“■”；

⑤号牌分类用汉字：警、学、领、试、挂、港、澳、超、使；

⑥武警号牌特殊字符：WJ、00~34、练。

3）号牌颜色识别

系统能识别蓝、黄、白、黑四种底色的机动车号牌。系统采用车牌颜色和视

频检测技术结合的方法对车辆进行分型，能自动识别黑、蓝、黄、白四种车牌底

色。对于民用车来说，蓝颜色车牌表示的是小型车辆，而黄颜色车牌表示的是大

型车辆。因此，我们首先利用车牌颜色判断车辆类型，对于无法根据车牌颜色判

别车型或者无法判断车牌颜色的情况，就利用图像分析技术来辅助区分车辆的类

型。

4）车辆号牌识别

号牌识别信息包含号牌结构、号牌字符、号牌颜色等信息。

系统识别的车牌类型部分示例：



车牌样例

4.2.2. 车道识别功能

大华新一代 DH-HWS 系列雷达测速仪通过对雷达发射信号进行调制，接收信

号进行解调，从而获得车辆目标的距离信息，而由于安装场景已经提前设置，所

以可以区分车辆坐落在哪个车道上，解决了传统雷达只能对车辆速度进行测量，

但是当多辆车同时经过而其中一辆车因为超速被抓拍时，无法确定哪辆车速度超

标，无法形成处罚的问题，使处罚数据有效性大幅提高。

4.2.3. 车型判定功能

系统采用高性能测速测距雷达，可以在输出车辆速度的同时，同步输出车辆

目标的距离，定位车辆所在车道，同时输出车辆长度，区分出车辆类型。

大华新一代DH-HWS系列雷达测速仪通过记录车辆进入雷达波束的时间和车

辆离开雷达波束的时间，以及测得的车辆的速度，计算出车辆的长度，结合国家

规定大小车类型的长度标准，从而识别出车辆类型，实现根据车型进行抓拍，使

处罚更严谨。

4.2.4. 双快门专利技术

系统主机采用专门的双快门技术，抓拍和视频采用独立的图像预处理技术，

可设置独立的快门和增益，满足视频录像和图片效果的不同需求，保证抓拍的图

像质量和视频效果达到最优。

4.2.5. 补光灵活可选功能

系统可根据需求选择多种补光方式，白天采用闪光灯进行补光，夜间采用红

外闪光灯补光。

4.2.6. ICR自动切换功能

系统内置双滤光片切换模块，可选择手动切换或者自动切换模式，自动切换



模式可根据采集图像的光亮进行判定，亮度强就使用日用滤光片，亮度弱则自动

切换为红外滤光片。

4.2.7. 曝光自动调节功能

系统能够根据光线变化自动调节相机曝光，保证系统可在多种条件下清晰的

抓拍违章车辆图像，包括车牌颜色、车辆类型及驾驶人员的面貌特征等。

在强光条件下，相机会自动调整曝光参数，具备强光抑制和逆光补偿的功能，

可实时适应环境的变化，确保在各种环境下可抓拍到清晰图片。

4.2.8. 断点续传功能

前端大容量存储充当网络中断或平台故障时的缓存池，在网络恢复后进行数

据的断点续传，使得整个系统不会因为相关设备的故障而影响前端数据的采集抓

获与存储，确保重要数据安全不丢失。

4.2.9. 本地存储功能

系统支持大容量 SD卡，可存储几十万张违法数据图片。当使用便携式雷达

测速仪时，方便进行图片临时的存储，可在取回测速仪后进行图片的下载。在做

固定模式时，前端大容量存储充当网络中断时的缓存池。

4.3.运维功能

4.3.1. 日志查询功能

系统提供关键日志记录，用户可通过查询相关日志信息进行故障诊断等，方

便用户进行设备维护和管理。

4.3.2. 自动维护功能

系统具备自动维护功能，自动维护周期可根据需要进行配置，自动维护时对

设备的参数重新初始化后可恢复到之前工作状态。



4.3.3. 软件升级功能

系统提供主机软件远程升级和本地升级功能，当升级完成后系统能自动复位。

4.3.4. USB备份功能

考虑到违法数据的获取方便，系统除具备通过网络的方式下载违法车辆图片

外，还设计了 USB下载功能，用户可根据需要方便的下载违法图片到 USB移动

硬盘或者 U盘。

4.3.5. 远程维护功能

系统支持通过以太网、CDMA/GPRS及 3G等技术实现数据传输、远程访问

和远程系统维护功能，可远程通过网络对前端设备进行升级、参数设置、设备重

启和初始化等常规管理维护工作，可观察设备内部温度、关键部件运行状态。

4.3.6. 用户管理功能

系统支持对用户权限进行等级划分，并可根据用户级别增加、删除和修改用

户权限，不同等级的用户拥有不同的操作权限。在进行系统参数设置、图片删除、

系统升级等关键操作时，必须进行用户权限校验。



5.系统技术指标

 雷达频率：24.00GHz～24.25GHz

 雷达波瓣角：水平 6度（-3db），垂直 28度(-3db)

 测速范围：20km/h～250km/h；

 测速误差：全速度段，误差不超过-6km/h～0km/h；

 抓拍捕获率：≥95%；

 大小车识别率：≥90%；

 车道识别率：≥90%；

 记录模式：1/2张可选；

 抓拍图片分辨率：3296*2472；

 图像压缩方式：JPEG；

 高清视频分辨率：1600*1200；

 高清视频格式：标准 H.264 main profile 5.0；

 数据存储：SD卡，标配 32G；

 图片防篡改功能：支持，图片具备水印功能；

 车牌识别功能：支持；

 闪光灯同步接口：2个，光耦信号输出；

 LED频闪灯同步接口：1个，频率及间隔可设置；

 电源输出接口：1个，12VDC输出，最大功率 5W；

 数据接口：RS232串口 1个，USB2.0接口 1个，10M/100M 以太网接口

1个，SD卡接口 1个；

 平均功耗：＜20W；

 工作电压：DC19V；

 工作温度：-30℃～+70℃；

 相对湿度：20%～90%，无冷凝；



6.系统配置

6.1.便携式测速仪清单（单套）

物料名称 物料型号 数量 备注

800W 嵌入式一体化测

速仪
DH-HWS800A 1

图片分辨率支持 3296*2472;视

频分辨率支持 1600*1200;支持

雷达测速、测距、区分车型功能;

支持IR_CUT 切换，实现夜间红外

闪光灯补光功能

高清镜头 OPT-43C35M-MP 1
4/3 英寸 35mm手动光圈八百万

像素镜头

偏振镜 PL M30.5P0.5 1

可选配，与镜头滤镜尺寸匹配，

若要求看清车内人脸，可添加此

设备

测速仪三角架 百诺 A-2570T 1

主机三脚架云台连接

板
配套 1

替换原三脚架云台，用于固定测

速仪和三脚架

测速仪闪光灯同步线

10米
配套 1

测速仪闪光灯触发输

出线 1000mm
配套 1

测速仪闪光灯三脚架 百诺 A-1570T 1

直流闪光灯 DDC-200 1

低电平触发版本，如需配置红外

闪关灯可选用 DJC-300CR 直流双

闪红外闪光灯

测速仪 14.8V10AH 锂

电池（选配）
配套 1

可增配，标配一块，已含在主机

物料内

蓄电池充电器 XY-08H CD 1 蓄电池区域自购或客户自购

1.5 米电源线 配套 1
XY-08H CD 充电器与蓄电池的连

接线



6.2.固定式测速仪清单（单套）

物料名称 物料型号 数量 备注

800W 嵌入式一体

化测速仪
DH-HWS800A 1

图片分辨率支持 3296*2472;视频

分辨率支持 1600*1200;支持雷达

测速、测距、区分车型功能;支持

IR_CUT切换，实现夜间红外闪光

灯补光功能

高清镜头 OPT-43C35M-MP 1
4/3英寸 35mm手动光圈八百万像

素镜头

偏振镜 PL M30.5P0.5 1

可选配，与镜头滤镜尺寸匹配，

若要求看清车内人脸，可添加此

设备

中文大华白光闪

光灯
DH-ITALF-300AC 1

低电平触发闪光，如需配置红外

闪关灯可选用FT-200DR交流双闪

红外闪光灯

支架 8018 1

防暴机箱组件 DH-BXH01M2 1 冷轧板 494×480×761.5mmm



7.实际案例

7.1.浙江省高速总队项目

7.1.1. 项目简介

浙江省高速总队测速仪项目，点位遍布浙江省高速主要干道，为浙江省高速

总队重点项目。整个雷达测速抓拍系统采购雷达测速仪，用于固定式测速仪的安

装。由于安装环境供电条件较好，系统采用市电供电，为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

每套设备配置一套 UPS 设备，所有数据通过 3G无线传输到浙江省总队机房。系

统每天抓拍超速车辆上万张，可有效威慑怀有侥幸心理的驾驶人员，并对违法驾

驶者进行处罚和教育，减少了高速上的安全隐患，取得了优良的社会效应。

7.1.2. 实拍图片





7.2. 广西省高速总队项目

7.2.1. 项目简介

广西高速总队测速仪项目作为广西省违法超速治理的重点工程，得到上层领

导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全省的一个样板点，在建设上需要遵循先进性、实用性、

可靠性等原则。我司雷达测速仪作为入围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速总队及下属支队

各单位，项目包含固定式和便携式两种，并在继续采购当中。由于供电的限制，

系统采用太阳能供电，所有数据通过 3G 无线传输到后端中心，实现真正的独立

工作。系统的高稳定性和捕获率可以有效的打击高速上怀有侥幸心理的违法超速

者，减少了高速上的安全隐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得到了用户单位的肯定。



7.2.2. 实拍图片



8.售后服务承诺

作为一家长期从事计算机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在长期工程实践中，我

们深感售后服务对用户的重要性，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售后服务。“为用户提供良

好的产品、高品质的技术服务！”不但是我们一贯的口号，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

行动指南。

根据用户对售后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售后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广泛，不但要

做好设备的安装调试及维修维护工作，还要随着用户应用的深入，业务的发展，

技术的更新给用户提供如设备系统扩充升级，系统管理，应用开发等专业的咨询

服务和技术支持服务，大华凭借自身的实力和长期积累的经验，保证使用户能够

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好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以解除用户的后顾之忧。

针对本项目，我们组建了本地化的售后服务团队。可以满足客户的快速售后

响应要求。售后服务联系方式如下：

 本地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部地址： 伊宁市江苏大道公路局高层 2002 室

售后服务部经理： 徐臣贺

售后服务电话：

移动电话：

 杭州总部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87 号

售后服务联系人：唐厚龙

售后服务电话：4006728166

本公司将竭诚为用户提供“及时、专业、务实、真诚”的“四心”服务，即：

一心：当系统出现紧急问题，第一时间作出响应，并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

暖心服务；

二心：服务工程师熟练、准确、严谨地处理用户提交的任何问题的放心服务；



三心：服务工程师实事求是地解决用户提出的任何服务需求的安心服务；

四心：服务工程师积极、主动、耐心、细致、周到的贴心服务。

8.1.三级售后服务体系

本公司在全国建立了 41 个办事处的三级服务体系，产品实行全国联保。快

捷，高效，满意是我们的承诺，同时我们将针对每一客户的特别需求提供个性化

服务，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多层次要求。本公司坚持“客户第一”的经

营思想，真诚提供满意服务，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凡大华原厂出厂的设备都有唯一的电子标签作为设备的 ID标识，无论您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任何地方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大华

智能交通产品出现了保修范围内的故障时，大华服务网点以及授权维修机构都有

责任为您提供保修服务。

 大华三级服务体系

公司客户服务；



各地办事处；

代理商。

 承诺

全面打造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质量体系；

积极倾听客户需求真诚提供满意服务；

精心构建产品质量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8.2.售后服务机构和人员情况

我公司常设的服务机构是售后服务部，售后服务部负责公司承接工程项目的

保修期内服务以及保修期结束之后的售后服务工作，其针对售出产品质量保证期

前后提供技术支持与维修保养服务，售后服务部按照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进行

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包括为用户提供质量保证期内外的技术支持与系统的维修、

维护保养服务；随时记录并解答用户提出的技术和操作问题； 建立用户系统运

行档案，详细记录用户系统运行状况；建立质量回访，定期派人检查检修各系统

设备，及时解决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设备故障，并负责长期供应所有我司提供货

物的元器件及各种备件。同时广泛征集用户的意见和建议，开展技术培训，及时

有效的为业主解决问题。

售后服务工作流程

我公司的售后服务部经过多年的售后服务实践，在售后服务及维护维修方面

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目前售后服务的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负

责维修工作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均为多年从事工程实施或技术支持的技术骨干，

具有丰富的工程施工经验和故障维修经验。



售后服务人员

本公司有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已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有一支技术

过硬、学历均在大专以上的技术服务队伍。“为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为用户免

除后顾之忧”是我们的宗旨。

目前本公司配备 100 多人的专业售后服务团队，所有售后服务人员大专以上

学历，全部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具有过硬的系统故障检测排除和维修能力，能够

第一时间给客户解决系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