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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用户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购买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高清雷达测速仪！ 

     在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您能成为我们的用户，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为了使您尽快掌握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高清雷达测速仪的

使用方法，我们特为您编写了此说明书，我们对产品说明书的编制力求全面简洁，从中您可以获得有关本产品

的相关配置及基本使用方法等方面的知识。 

     本说明书提供最初使用高清雷达测速仪时所需的基本信息。 

     如您未按本说明书的要求操作高清雷达测速仪而引起设备损坏，我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为了提高产品的性能，对说明书内容的更改不予事先通知。 

     如果您在使用本产品的过程中出现疑问或者问题，请拨打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阳光服务热线：

400-060-2856（售后服务部）。 

谢谢您的合作！ 

                                                  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 

 

目  录 
一、系统概述 ............................................................................................................................................................................. 1 
二、系统功能 ............................................................................................................................................................................. 4 

2.1 测速功能： ................................................................................................................................................................ 4 
2.2 车辆类型识别： ........................................................................................................................................................ 4 
2.3 网络传输： ................................................................................................................................................................ 4 
2.4 数据下载： ................................................................................................................................................................ 5 
2.5 自动控制： ................................................................................................................................................................ 5 
2.6 夜间抓拍功能： ........................................................................................................................................................ 5 

三、系统组成 ............................................................................................................................................................................. 6 
3.1、主要功能部件： ..................................................................................................................................................... 6 
3.2、系统实图： ............................................................................................................................................................. 7 

四、软件操作 ............................................................................................................................................................................. 8 
4.1．软件启动界面： ...................................................................................................................................................... 8 
4.2．选择或删除地点信息： .......................................................................................................................................... 9 
4.3．添加地点信息： .................................................................................................................................................... 10 
4.4．修改地点信息： ..................................................................................................................................................... 11 
4.5．系统主界面............................................................................................................................................................ 12 
4.6．系统设置：............................................................................................................................................................ 14 
4.7．图片管理：............................................................................................................................................................ 17 

五、设备安装 ........................................................................................................................................................................... 19 
5.1．系统路侧安装图 .................................................................................................................................................... 20 
5.2．系统正面安装图 .................................................................................................................................................... 22 

六、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 24 
七、售后服务 ........................................................................................................................................................................... 25 



                                            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 

 

一、系统概述 

WEP-H5 高清雷达测速仪，是本公司在充分理解公安交警部门业务需求的基础上，针对公安交警部门不

断提高的业务要求，新推出的新一代的智能超速违法抓拍系统。该系统中心控制系统采用超低功耗凌动 CPU 处

理器，图像处理采用专业的 DSP 图像处理器，测速部分采用目前行业内最流行的窄波拍照雷达。因此该系统具

有功能强大、性能稳定、功耗低，扩展性强、操作简便等特点，对提高交通纠违效率、倡导科学执法、文明执

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系统主要由超速抓拍、车牌识别、图像处理、网络传输、夜间补光等几大部分组成。系统采用高性能

锂电池供电，可对过往车辆进行速度监控，自动分辨大小车辆，对相应超速车辆进行自动抓拍。系统适合于公

路固定安装，也可以用于路边临时安装使用，装卸简单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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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体积小巧，成像清晰度高，安装方便、快捷，操作简单、容易，界面简洁，功能完善，只需轻点按

钮就可方便的操作本系统，从而大大提高值勤民警的办案效率； 

2、 举证唯一性，该雷达能准确捕捉超速目标，快速给出响应； 

3、 抓拍速度高，对于 10～240km/h 车速，适应多车道同时抓拍（适应 3～4 车道，12 米宽距）； 

4、 在供电设计部分，设备采用高性能锂电池供电，整个系统采用 12V 输入电压，避免采用 220V 强电带来

的车内安全隐患（若在下雨潮湿等情况下极易发生漏电危险）； 

5、 界面直观、易懂，操作简单，功能强大； 

6、 24 小时全天候稳定可靠工作； 

多种安装方式，道路上方安装或路旁安装使用，安装简单快捷。 

因此，本系统具有实用、稳定、可靠、机动、灵活、监测范围广、实时性强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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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主要技术参数： 

图像分辨率 ≥200万像素。 

车辆捕获率 ≥96%。 

捕获有效率 ≥95%。 

系统响应时间 ≤0.3s。 

雷达工作频率 24.150±0.045GHz。 

雷达响应时间 ≤40ms。 

测速范围 10～250km/h。 

测速误差 
速度＜100km/h时，误差范围 -3km/h～0km/h；  

速度≥100km/h时，误差范围 -3%～0%。 

产品执行标准 GB/T 21255-2007、GA/T 832-2014 

工作温度 -20℃~60℃ 

环境湿度 10%-90% 

工作电压 DC 10.8V～12.6V。 

功率 ≤1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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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功能 

2.1 测速功能： 

本系统可自动分辨车辆行使方向，并对所测方向的车辆进行监测，当车辆行驶速度超过路段限速时，系统

将自动对违法车辆拍照取证，触发报警并合成记录相应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 

2.2 车辆类型识别： 

    本系统采用先进的车牌检测算法，可以自动区分大小型车辆，通过对当前违法路段大小车分别限速，分别

抓拍。识别速度快，识别结果准确。 

2.3 网络传输： 

系统可通过网络等方式将采集到的违法车辆数据自动传输到后端指挥中心，或者直接传输到前方执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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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下载： 

系统在检测到 U 盘时，可根据要求自动将当天的数据下载 U 盘，并自动删除已经下载过的旧的数据。也可

以通过网络下载到笔记本电脑。 

2.5 自动控制： 

系统在开机后会按照预先设定的参数自动开始工作，主控制系统会自动调节相机、雷达、闪光灯等相关设

备协调工作。无需人工干预。 

2.6 夜间抓拍功能： 

系统采用夜间补光系统，实现真正的全天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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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组成 

3.1、主要功能部件： 

编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主控制系统 1套  

2 测速雷达 1台  

3 高清晰工业相机 1台  

4 三脚支架 1个  

5 锂电池 1个 可根据需要适当增配 

6 充电器 1个  

7 闪光灯 1个 选配 

8 设备箱 1个  

备注：以上部件清单谨供参考。客户请根据实际配置或合同配置检查所配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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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系统实图： 

 

 

 

 

 

 

 

 

 

 

固定安装效果图 便携安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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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软件操作 

4.1．软件启动界面： 

系统开机后启动软件，进入系统启动

界面。如右图： 

这里可以对执勤地点进行添加、修改、

删除等操作。 

如果非第一次使用该系统，且执勤地

点信息都没有发生改变，则直接点“确定”

按钮，直接进入系统主界面，系统自动进

入正常工作状态，开始检测超速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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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选择或删除地点信息： 

点执勤地点后面的下拉框，可以选择

系统中已经输入的某个地点信息为当前地

点信息。 

点“删除地点”按钮可以从系统中删

除所选择的地点。 

点“修改地点”按钮可以对所选择的

地点进行编辑修改。 

点“确定”按钮，系统则以所选择的

地点为当前执勤地点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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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添加地点信息： 

在系统启动界面，点“添加地点”按

钮，系统进入可编辑状态，如右图： 

这里可以增加新的地点信息，依次输

入地点编号，新的地点名称，该地点检测

车辆的行驶方向，相应地点的大车限速值，

大车触发值，小车限速值，小车触发值。 

按 按钮可以开启手写输入，

可以手写输入中文信息。设置好后点“保

存地点”按钮保存已录入信息。点“取消”

按钮可以取消本次添加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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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修改地点信息： 

在系统启动界面，点“修改地点”按钮，

系统进入可修改状态，如右图： 

修改相应需要修改的项，点“保存修

改”按钮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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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系统主界面 

在上述登陆界面点“确定”按

钮进入主工作界面。如右图： 

系统此时进入自动工作界面开

始工作。当发现指定方向上的超速

车辆，系统自动抓拍并保存相关违

法证据。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可

按实际使用情况，对相关的参数初

始化设定。 

图中左边区域为图片抓拍显示

区域，双击该区域，可以切换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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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监控画面。可以对相机角度等进行调整。此时系统不会自动抓拍，要进入自动抓拍状态，需要再次双击该区

域或者按下面自动拍摄按钮。正常情况下这里显示最后一张违法车辆的图片信息。 

图中右边区域为信息显示区。这里显示了当前抓拍的违法车辆记录信息，设备状态信息，时间信息等。 

图中下面区域为系统操作按钮区域。包括抓拍测试、系统设置、图片管理等操作。可以对系统进行相应的

操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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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系统设置： 

在系统主界面中，点系统设置，进入到右图系统设置画

面，这里可以对系统进行一般参数设置，相机设置，雷达设

置。 

A、雷达设置：如图所示，设置雷达需要首先按“进入

配置状态”按钮进入设置模式，这里可以设置雷达监测方向、

修正角度、灵敏度等设置，根据选用的雷达品牌不同，操作

可能略有差异。设置完毕后需要点“退出设置状态”按钮退

出配置状态，系统才能正常工作。 

点“雷达检定”按钮，系统进入计量院检定模式。如果

按下该按钮并成功进入此模式后，需要退出软件，关闭系统

电源，再重新上电开机，系统自动进入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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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相机设置： 

在系统设置界面上点相机设置页，切换到相机雷达设

置界面，如右图，这里可以对相机常用参数进行调整。 

此设置在出厂时已做最优化设置，系统自动按最佳设

置进行调整工作。用户一般不需要进行设置。如果随意调

整可能对拍摄质量造成影响，请谨慎操作。 

窗口上半部分为快门、增益、图像平均亮度等参数设

置。 

窗口下部为闪光灯设置。通常情况下便携设备不需要

晚上使用的情况下选择“手动关闭”选项，将闪光灯关闭。

如固定安装的设备，可将其设置为“自动控制”选项，此

时系统将自动控制闪光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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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般设置： 

在系统设置界面上点“一般设置”页面，切换到一

般设置页面。这里可以对设备一般参数进行配置。 

设备编号框可以设置测速仪的设备编号，编号将叠

加在图片上。 

图像保存地址可以修改违法图片的保存路径。 

用户可以自行设置系统对每个违法车辆保存图片的

张数（1-3 张），出厂设置默认为 2。 

上面设置完毕后点保存，系统按新的配置工作。 

U 盘自动下载图片选项，选择后当插入 U 盘，系统

自动将上面设置的图片路径下的所有图片下载到 U 盘内，

不需要做任何操作。下载完毕后原图片会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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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图片管理： 

在主工作界面，点”图片管

理”按钮，进入到图片管理界面。 

图片操作按日期操作，打开

界面时默认显示为当天的图片资

料，图片显示区域显示抓拍的最后

一张图片。下面进度导航条幅可以

前进/后退查看不同的违法车辆信

息。 

右边信息栏最上方选择日期

区域可以选择其他日期的图片来

查看、操作。当前图片信息位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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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当前显示的图片的检测时间、车辆类型、速度、限速值等相关信息。 

为了方便用户进行表格统计查询，下方“导出 EXCEL 表”按钮可以导出当前说选择日期的全部违法记录

的 EXCEL 表格。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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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备安装 

设备使用前首先需要确认电池电量是否充足，否则需先将电池充满电。电池在充满状态下，设备一般可以

持续工作 8 小时以上。 

为了达到较好的使用效果，在设备的使用环境上，我们一般要求选择在相对比较平缓的路段，前方尽量

避免大型建筑物或大型遮挡物。在选择好合适执勤地点后，先架设好三角架，将设备固定在三脚架上，检查电

源是否连接正常。如果是夜间操作，同时需要将闪光灯连接线连接好，将闪光灯放置在设备前方 5-10 米的区

域内，调整好闪光灯角度，闪光灯架设角度应该使闪光灯与路面交汇点与设备正前方与路面的交汇点保持一

致。一切准备就绪后，按开机按钮开启系统。注意设备安装时不要倾斜，保证雷达前面板与地面垂直。在主机

箱体上已经标记了角度标示，按照箱体上标记的角度调整好设备摆放角度。我们要求雷达发射方向与车辆行使

方向夹角为 25°左右。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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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系统路侧安装图 

 

 

 

 

 

 

 

 

 

 

 

图 5.1  路旁安装拍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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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  路旁安装拍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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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系统正面安装图 

 

 

 

 

 

 

 

 

 

 

 

图 5.3  正面安装拍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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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正面安装拍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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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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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售后服务 

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一贯奉行“用户至上”的方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质量保证及其售后服务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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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技术服务队

伍，在全国大部分区域内都有完善的售后服务网络： 

 

 

400 客服电话：4000602856 

电子警察售后电话：0755-83160728-132  

售后联系人：胡先生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横坑河西村 2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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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横坑河西村 227 号 

邮编：518110 

电话：4000602856               传真：0755-83160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