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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使用汉威科技系列产品，当您准备使用本产品时请务

必仔细阅读本说明。并按照所提供的有关操作步骤进行，使您能

充分享受我公司提供的服务,同时避免您的误操作而无法使用该

软件或发生其它异常。 

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便在您日后需要时能及时查阅、获得

帮助。 

版权声明 

本手册版权属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

可，本手册任何部分不得复制、翻译、存储于数据库或检索系统

内，也不可以电子、翻拍、录音等任何手段及方式进行传播。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秉承科技进步原则，不断致力于

产品改进、提高产品性能，公司保留任何产品改进而不预先通知

的权利。 

如果用户不依照本手册说明擅自删除应用文件，由此产生的

责任由用户负责。 

因操作系统、运行环境不同，软件应用界面会有些许差异。

实际使用请以当前显示界面为准。     

    如果您对我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任何疑问或不满，包

括产品技术、质量、安装维修、服务态度、收费标准等问题，请

您及时联络我们，我们将会对您的意见妥善处理。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郑州高新开发区雪松路 169 号    450001 

服务信箱：15837174082@163.com 

服务网址：http://www.hwsensor.com 

服务电话：0371-67169019 

服务传真：0371-67169072 

http://www.hwsensor.com/


机动车雷达测速仪说明书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目 录 

1. 注意事项 .............................................................................................. 1 

2. 产品介绍 .............................................................................................. 2 

2.1. 产品组成 ..................................................................................... 2 

2.2. 产品功能 ..................................................................................... 2 

2.2.1. 雷达测速功能 .............................................................................................................. 3 

2.2.2. 自动抓拍功能 .............................................................................................................. 3 

2.2.3. 手动抓拍功能 .............................................................................................................. 3 

2.2.4. 违法抓拍功能 .............................................................................................................. 3 

2.2.5. 车辆信息的保存和处理功能 ................................................................................ 3 

2.2.6. 相机参数自动调整功能 .......................................................................................... 4 

2.2.7. 抓拍车辆记录信息查询及统计功能 ................................................................ 4 

2.2.8. 现场打印功能 .............................................................................................................. 4 

2.3. 产品特性 ..................................................................................... 4 

3. 设备操作使用 ...................................................................................... 5 

3.1. 设备组装连接 ............................................................................. 5 

3.2. 软件操作 ..................................................................................... 7 

3.2.1. 简单应用 ........................................................................................................................ 7 

3.2.2. 细节设置 ..................................................................................................................... 12 

4. 常见故障处理 .................................................................................... 21 

4.1. 设备无法正常启动 ................................................................... 21 

4.2. 程序不能启动 ........................................................................... 21 

4.3. 软件界面没有正常显示 ........................................................... 21 

4.4. 相机连接失败 ........................................................................... 22 

4.5. 抓拍图片模糊不清 ................................................................... 22 

4.6. 图片中车辆占整体图片的比例过大或过小 ........................... 22 

4.7. 设备正常工作时突然中断 ....................................................... 22 

5. 装箱清单 ............................................................................................ 23 

6. 联系我们 ............................................................................................ 24 

 



机动车雷达测速仪说明书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1. 注意事项 

  警告： 人员在使用本设备之前请仔细阅读注意事项，

并遵守下列事项，以免造成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或损坏。 

（1）只有经过培训和具有使用资格的人员才能够安装、使用及

维护本设备。 

（2）在连接设备连线和使用设备之前确定设备处于安全稳定的

工作环境中，确保设备支撑物稳固，在设备工作时避免设备震荡、

暴晒、雨淋等会对设备造成损坏的不利因素。 

（3）设备正常工作电压为 12V（±20%），请确保设备在工作

时工作电压处于正常工作值。 

（4）连接设备连线时注意保护好连接线路，不要有拉扯线路等

易对设备连线造成损坏的行为。 

（5）在对设备进行清洁时需先断开电源，切勿使用液体对设备

进行清洗，切忌设备与腐蚀性物质放于一起，且防止异物进入设

备内。 

（6）切勿自行拆开设备维修，若需维修设备请与本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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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介绍 

2.1. 产品组成 

 

2.2. 产品功能 

机动车雷达测速仪是采用高清相机、窄波雷达、工业控制计

算机等设备，运用高清图像识别、自动控制抓拍、车载系统集成、

雷达信号处理及数据管理等多项高新技术于一体的公安交通智能

化车辆行驶速度检测及自动记录系统。用于抓拍超速等违章车辆

的图片作为交通执法的依据。该设备具有抓拍图片清晰、测速范

围宽、测速误差小、抓拍准确率高、使用方便等显著的特点。 

相 机 

吸盘支架 

雷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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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雷达测速功能 

能够对测速区域内的过往车辆进行速度的测试，并将超速车

辆的速度信息以文字的形式叠加到相对应车辆的图片上。 

2.2.2. 自动抓拍功能 

设备中的高清相机可自行抓拍过往车辆中的超速违章车辆，

并保存车辆的相关信息，以备查询。抓拍的图片具有高清晰度的

特点，保证了图片中车牌号码的清晰度。 

2.2.3. 手动抓拍功能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抓拍模式，手动抓拍违法车辆，

并记录车辆违法信息。 

2.2.4. 违法抓拍功能 

用户可设置抓拍模式，可以对“压黄线”、“违法停车”等违

章行为进行抓拍。 

2.2.5. 车辆信息的保存和处理功能 

抓拍到的图片会以 JPG 格式保存在磁盘内，车辆号牌、速度

等相关信息可以进行手动修改、添加、删除等操作，提供信息的

导入及导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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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相机参数自动调整功能 

本设备的高清相机的图像参数，用户可根据使用情况（白天

或夜晚）的不同，设置一个自动调整范围，如自动增益、快门速

度、亮度等，相机可自动根据光线的变化，在所设置的范围内自

动进行调节。 

2.2.7. 抓拍车辆记录信息查询及统计功能 

本系统提供数据库数据记录统计查询功能，操作员可直接对

(本地及中心)数据库中的车辆信息按照时间、地点、违章/报警类

型等内容进行关键字方式或组合(模糊)方式进行增删查改和统计

等。 

2.2.8. 现场打印功能 

本设备可以对违章的车辆进行现场开据罚单。违法单据中包

含违法车辆图片、违法时间、违法地点、违法类型和执法依据等

信息。 

2.3. 产品特性 

 采用 200 万像素高清 CCD 相机，保证了图片的质量 

 雷达测速范围广，达到 20—180km/h；测速误差小，误差

不大于±1 km/h。 

 高效的抓拍率，设备对超速车辆的抓拍正确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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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具有尺寸小、低功耗、高性能、稳定性好的特点 

 操作界面简捷、人性化，便于人员操作，使用方便。 

 设备的使用寿命长，且具有很好的售后服务。 

 

 

3.  设备操作使用 

3.1. 设备组装连接 

（1）将吸盘吸附在车辆合适的位置，并确保吸盘正确牢靠的

吸附，防止设备在正常工作时跌落造成设备损坏。 

固定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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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相机雷达设备上的固定模块与吸盘上的固定凹槽对应

好，然后拧动锁紧螺丝使设备和吸盘锁紧牢靠固定在一起。 

（3）转动吸盘上的云台，将相机雷达设备拧至水平位置，并

调整设备在水平方位上的角度至合适位置。 

（4）将设备的网线连接在工业控制机（或者笔记本）的网口

上，将设备的电源线连接到电源设备上。 

注：通电后，设备上的电源指示灯将发亮。 

 

固定凹槽 

锁紧螺丝 

电源指示灯 

按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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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软件操作 

3.2.1. 简单应用 

（1）打开工控机（或笔记本）进入操作系统界面如下图： 

 

（2）在操作系统界面中双击“测速软件”图标 ，打开

测速软件出现软件登陆对话框，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登陆角色。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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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对话框中的登陆按钮之后出现下图所示的测速软件

界面，然后点击“启动系统”图标 进入系统 

 

（4）启动系统之后，若默认为“违法模式”状态，可出现图

像，若不是则点击“违法模式”图标 。如下图所示： 

 

图像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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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违法参数”图标 进入违法参数设置对话

框，可根据需要对违法类型等参数进行设置。 

 

（6）违法类型等参数设置好之后，如遇相应违法类型的违法

车辆时点击“违法抓拍”图标 ，可进行相应违法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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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击“测速模式”图标 进入超速违章车辆的抓

拍，可按“手动抓拍”图标用户自己抓拍。如下图所示： 

 

（8）点击“测速参数”图标 可根据实际需要对雷达

限速值和相机等参数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抓拍图 

片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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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击界面右下角的“记录查询”可对抓拍图片进行查看。

如下图所示的两个文件夹，“NLJpg”文件夹存储其他违法类型的

车辆图片信息，“SpeedJpg”文件夹存储超速违章的车辆图片信息。 

 

(10)打开相应违法类型的文件夹，可看到相应违法类型文件夹

下以时间命名的图片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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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细节设置 

（1）“系统”菜单栏 

 

a) 图片存储路径 

点击“图片存储路径”选项，进入图片存储路径界面，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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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图片要存储的目录。 

 

选好路径后，点击“确定”。 

b) 修改用户密码 

点击“修改用户密码”选项，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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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好修改密码信息后，点击“修改”。 

c) 磁盘空间信息 

点击“磁盘空间信息”选项，界面如下： 

 

d) 管理用户登陆 

确保你的登录角色是管理员。再点击“管理登录用户”选项，界面如下： 

 

点击“增加用户”按钮，可以新增加一个登录用户。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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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增加”。就可以增加一个新用户。注意：点一次后，要等待提示对

话框。不要连续点击。 

如果你想“删除”或者“修改”登录用户的信息，你可以右键单击列表

栏中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选中“修改”，左键单击。出现修改用户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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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好信息后，点击“修改”按钮，即可完成修改。 

e) 打印违法单据 

点击“打印违法单据”菜单出现如下对话框，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违法车辆账单信息，并导入相应违法车辆图片。如下： 

 

（2）“相机”菜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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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连接相机设备 

点击下拉菜单中的“连接相机设备”将出现连接相机的 IP 地址对话框如

下： 

 

输入将要来连接相机的 IP 地址后点击“确定”即可连接相机。 

 

b) 设置相机时钟 

点击“设置相机时钟”出现相机内部时钟配置对话框 

 

 

c) 设置 CCD 增益 

点击“设置 CCD 增益”出现相机 CCD 增益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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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拍摄环境选择 

点击“拍摄环境选择”出现相机拍摄环境配置对话框 

 

 

设置完成以后点击“确定”即可。 

注：相机拍摄环境的设置，会更加优化相机的拍摄效果，非必须设定选

项，一般设置为“白天日光模式”即可。 

（3） “布控”菜单栏 

点击“P 布控”出现下拉菜单黑名单 

 

点击“黑名单”然后出现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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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增加黑名单 

点击对话框中的“增加黑名单”将出现“添加黑名单”对话框，如下图： 

 
根据内容提示添加车辆信息后点击“添加”即可将该车辆添加到黑名单中。 

 

b) 修改和删除黑名单 

点击查询黑名单后，将出现黑名单的列表，然后右键单击某车辆信息，

将出现“删除”和“修改”菜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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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修改”将进入修改黑名单对话框，如下图： 

 

将黑名单的错误信息修改正确后，点击“确定”即可。 

若要删除黑名单中某辆车辆的信息，点击“删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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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故障处理 

4.1. 设备无法正常启动 

a) 检查电源线是否正确连接。 

b) 查看电源电压是否在设备可以工作的范围内。若电压过低

请及时充电。 

4.2. 程序不能启动 

a) 重新启动工业控制机或笔记本 

4.3. 软件界面没有正常显示 

a) 将工控机的屏幕分辨率设为 1024×768 

桌面点击右键—属性—设置—屏幕分辨率：1024×768，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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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相机连接失败 

a) 确保工控机（或笔记本）的 IP 地址与相机 IP 地址在同一

IP 段（相机 IP 默认 IP 为 192.168.1.218）。 

b) 检查工控机与相机之间的网线正常连接。 

4.5. 抓拍图片模糊不清 

a) 将镜头护罩拧开把相机的镜头调整至合适焦距。如下图 

 

4.6. 图片中车辆占整体图片的比例过大或过小 

a) 调整设备的放置角度至合适位置 

4.7. 设备正常工作时突然中断 

a) 电源电压已不足以支撑设备正常工作，需及时充电 

b) 环境温度过高，注意散热。 

（注：若出现其他故障请联系本公司的售后服务，请勿自行拆

卸维修，售后服务电话：0371—67169019。）

镜头护罩 

镜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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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装箱清单 

编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测速设备 1 套 含设备箱 

2 笔记本 1 台 含电源鼠标 

3 专用电源 1 个 含充电器 

4 吸盘支架 1 套  

5 使用手册 1 份  

6 三包卡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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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系我们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雪松路 169 号 

电话：0371—67169019 

传真：0372—67169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