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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依据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

写规则》、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并参照 JJF 1118-2004《全球定位系

统（GPS）接收机（测地型和导航型）》、JJF 1403-2013《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接收机

（时间测量型）》、GB/T 19056-2012《汽车行驶记录仪》、GB/T 19392-2013《车载卫星导航设

备通用规范》、JT/T 794-2019《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JT/T 1253-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检测方法》的内容制定。 

本规程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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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以下简称终端）的首次检定、后续

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F 1118-2004  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机（测地型和导航型） 

JJF 1403-2013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接收机（时间测量型） 

GB/T 19056-2012  汽车行驶记录仪 

GB/T 19392-2013  车载卫星导航设备通用规范 

JT/T 794-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1253-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检测方法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 

3.1 捕获灵敏度 acquisition sensitivity 

终端在冷启动条件下，捕获导航信号并正常定位所需的最低信号电平。 

3.2 热启动时间 hot start time to first fix 

用户设备在星历、历书、概略时间和概略位置已知的状态下，从开机到正常定位所需的

时间。 

4 概述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是指安装在道路运输车辆上，具备卫星定位功能，

可实时采集、存储车辆状态及定位信息，并通过无线方式与监控中心进行信息交互，实现车

辆监测与管理的装置。根据不同类型运输车辆监管要求，终端分为危险品运输车辆终端、货

运车辆终端、客运车辆终端、挂车终端四类。 

终端主机主要包括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卫星定位模块、车辆状态信息采集模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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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通信传输模块、实时时钟、数据通信接口等。外部设备主要包括卫星定位天线、无线通信

天线、应急报警按钮、语音报读装置等。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卫星接收通道数量 

卫星接收通道数量：不小于 12个。 

5.2 捕获灵敏度 

终端捕获灵敏度优于-130dBm。 

5.3 定位误差 

5.3.1 水平定位误差 

终端水平定位误差≤15m。 

5.3.2 高程定位误差 

终端高程定位误差≤30m。 

5.3.3 差分定位误差 

终端差分水平定位误差≤1m。 

5.3.4 测速误差 

终端速度误差≤1m/s。 

5.4 最小位置更新率 

终端最小位置更新率：1Hz。 

5.5 热启动时间 

终端热启动时间≤10s。 

6 通用技术要求 

终端表面应无影响设备正常工作的锈蚀、裂纹、变形等缺陷，结构件与控制组件完整。

铭牌应安装在主机外表面的醒目位置，文字、图形及标志应清晰、完整。 

7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7.1 检定条件 

7.1.1 环境条件 

7.1.1.1 实验室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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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温度满足：（20~25）℃±2℃； 

7.1.1.2 实验室环境相对湿度 

实验室环境相对湿度：≤80%。 

7.1.1.3 电磁环境与振动环境 

无影响仪器正常工作的电磁干扰和机械振动。 

7.1.2 检定用设备 

主要检定设备及技术要求见表 1。 

表 1 检定用设备 

序号 检定项目 
主要检定设备 

名称 技术要求 

1 卫星接收通道数量 GNSS信号模拟器 

输出频率支持被检终端所适用的 GNSS系统；可定义
检定所需标准场景。 

射频信号载波频率MPE：±100 Hz 
误差控制：伪距分辨力＜0.1 m 
伪距率分辨力＜0.1 m/s 
内部通道延迟＜15 ns 

内部时基：频率准确度优于 5×10-8 
1 s频率稳定度优于 1×10-8 

2 捕获灵敏 GNSS信号模拟器 同 1 

3 
定位

误差 

水平定位误差 

GNSS信号模拟器； 
差分卫星定位接收机

GNSS信号模拟器同 1； 
差分卫星定位接收机定位精度不低于 0.25m 

高程定位误差 
差分定位误差 

测速误差 

4 最小位置更新率 GNSS信号模拟器 同 1 
5 热启动时间 GNSS信号模拟器 同 1 

注:允许使用技术指标不低于表 1的其他检定设备。 

7.2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的项目见表 2。 

表 2 检定项目一览表 

序号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1 通用技术要求 ＋ ＋ － 

2 卫星接收通道数量 ＋ ＋ － 

3 捕获灵敏度 ＋ ＋ ＋ 

4 
定位

误差 

水平定位误差 ＋ ＋ ＋ 

高程定位误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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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4 
定位

误差 

差分定位误差 ＋ ＋ － 

测速误差 ＋ ＋ ＋ 

5 最小位置更新率 ＋ ＋ － 

6 热启动时间 ＋ － － 

注：“＋”表示应检项目，“－”表示可不检项目。 

7.3 检定方法 

7.3.1 通用技术要求 

通过实际操作和观察对终端的通用技术要求进行检查，结果应符合第 6章的要求。 

7.3.2 卫星接收通道数量 

将 GNSS信号模拟器与终端相连，使 GNSS信号模拟器输出大于 12颗的卫星信号，查看

终端的卫星接收通道数 d，应满足 5.1的要求。 

7.3.3 捕获灵敏度 

采用模拟器法，检定步骤如下： 

a) 将 GNSS信号模拟器与终端相连接，终端开机，使所有先验导航数据和时间信息失败，

然后断电； 

b) 打开模拟器，开启灵敏度测试场景（此场景为静态场景，可见卫星不少于 6 颗，卫星

均匀分布在天顶上空，仿真时间为 60min，模拟器输出功率为-130dBm），开始仿真； 

c) 终端开机，等待 5min，若终端能够输出定位信息，则终端的的捕获灵敏度优于-130dBm； 

d) 终端开机，等待 5min，若终端不能输出定位信息则操作 GNSS信号模拟器以 1dBm的

步长依次增加输出信号功率，直到终端能够输出定位信息，记录此时 GNSS 信号模拟器

的输出功率P，即为终端的捕获灵敏度。 

7.3.4 定位误差 

可使用场地实测法或模拟器法。 

7.3.4.1 场地实测法 

a) 将安装固定好、正常工作的终端和差分卫星定位接收机同时安装在试验车上； 

b) 试验车以不低于 30km/h 的速度行驶，连续测试时间不少于 30min，测试路段无明显

影响连续定位的屏蔽或干扰； 

c) 连续测试超过 500组数据，对比终端与差分卫星定位接收机的定位信息，以差分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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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接收机为标准，按式（1）、（2）、（3）分别计算终端的水平定位误差、高程定位误差和测

速误差（将接收机输出的坐标和 GNSS 模拟器输出的坐标都转换到站心坐标系下，转换方法

参照附录 A），至少 475组终端数据的水平定位误差、高程定位误差和测速误差应符合 5.3的

要求。 

( ) ( )2 2

0 0i ipi i iE E N Nδ = − + −                        （1） 

0i ih iU Uδ = −                                 （2） 

0i iv iv v∆ = −                                 （3） 

式中： 

ipδ ——第 i组水平定位误差，m； 

iE ——终端第 i组 X坐标测量值，m； 

iN ——终端第 i组 Y坐标测量值，m； 

0i
E ——差分卫星定位接收机（或 GNSS模拟器）给出的第 i组 E坐标标准值，m； 

0i
N ——差分卫星定位接收机（或 GNSS模拟器）给出的第 i组 N坐标标准值，m。 

ihδ ——第 i组高程定位误差，m； 

iU ——终端第 i组高程测量值，m； 

0i
U ——差分卫星定位接收机（或 GNSS模拟器）给出的第 i组高程标准值，m； 

iv∆ ——第 i组测速误差，m/s；） 

iv ——终端第 i组速度测量值，m/s； 

0i
v ——差分卫星定位接收机（或 GNSS模拟器）给出的第 i组速度标准值，m/s。 

注：（ iE ， iN ， iU ）与（ 0i
E ， 0i

N ， 0i
U ）的坐标系为站心坐标系，场地实测法：静态时以选取的

参考点坐标作为站心，动态时以出发点的位置坐标为站心。 

7.3.4.2 模拟器测试法 

a) 将 GNSS信号模拟器与终端相连接，终端开机； 

b）在终端正常工作后将其复位，待终端启动完毕后确认其定位状态信息为卫星未锁定，

位置信息为空； 

3）打开 GNSS 信号模拟器，配置动态场景：静止 60s，120s 内匀加速至 30m/s，3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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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速行驶持续 120s，120s 内匀减速至 0m/s，静止 30s，共 7.5min；按前 7min 终端的定位信

息与模拟器设置坐标并按式（1）、（2）、（3）计算出终端的水平定位误差、高程定位误差、测

速误差，取最大值作为终端的定位误差，应符合 5.3要求。 

注：（ iE ， iN ， iU ）与（ 0i
E ， 0i

N ， 0i
U ）的坐标系为站心坐标系，模拟器测试法：静态时以模拟

器输出的坐标作为站心，动态时以模拟器输出的第一个位置坐标作为站心。 

7.3.5 最小位置更新率 

可使用场地测试法或模拟器法。 

7.3.5.1 场地测试法 

在终端以不小于 30km/h 的速度沿近似直线连续移动并保持定位的条件下，行驶 2min，

观测并记录终端的位置数据输出组数，按（4）计算终端的位置更新率，应满足 5.4的要求。 

 
1 2 0

af =                                      （4） 

式中： 

f ——最小位置更新率； 

a——2min内终端输出位置数据组数。 
7.3.5.2 模拟器测试法 

设置终端的定位信息采集速率为 1 次/s，并将定位信息存储到文件。将 GNSS 信号模拟

器与终端连接，在终端正常工作后将其复位，待终端启动完毕后确认其状态信息为卫星未锁

定，位置信息为空，速度为 0m/s。打开 GNSS信号模拟器，2min后记录存储文件中终端输出

的位置数据组数，按公式（4）计算终端的位置更新率，应满足 5.4的要求。 

7.3.6 热启动时间 

采用模拟器测试法，检定步骤如下： 

a) 将 GNSS信号模拟器与终端相连接，打开 GNSS信号模拟器，开启热启动时间测试场

景（此场景为静态场景，可见卫星不少于 6 颗，卫星均匀分布在天顶上空，信号功率置为

-120dBm或按厂家接口电平指标，仿真时间 60min），模拟器开始仿真； 

b) 规定时间（如 1min）后，终端开机； 

c) 终端正常定位 20min后，终端断电 5s或规定时间； 

d) 终端重新开机，并记录从开机至输出第一个有效定位值得时间间隔 t，作为终端的热

启动时间，应满足 5.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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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检定结果的处理 

按本规程要求检定合格的终端，出具检定证书；检定不符合的终端，出具检定结果通知

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7.5 检定周期 

终端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一年。修理或调试后的终端应重新进行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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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坐标系转换公式 

1、直角坐标系与大地坐标系之间的相互转换 

直角坐标系（X，Y，Z）以地心 O作为坐标原点，其 Z轴指向协议地球北极，X轴指向

参考子午面(格林尼治子午面)与地球赤道的一个交点，XYZ三轴一起构成右手直角坐标系。 

大地坐标系(Φ,λ,h)，又称为纬经高(LLA)坐标系。 

由(Φ,λ,h)转(x,y,z)，得： 

                                （A.1） 

由(x,y,z)转(Φ,λ,h)，h与Φ需要迭代计算，得： 

                            （A.2） 

2、直角坐标系与站心标系之间的相互转换 

站心坐标系通常以用户所在的位置 P 为坐标原点，三个坐标轴分别是相互垂直的东向、

北向和天向，也称为东北天(ENU)坐标系。站心坐标系的天向与大地坐标系的高程方向一致。 

 设直角坐标系 P点(x,y,z)作为站心坐标原点，测得直角坐标系 S点(x
(s)
,y

 (s)
,z

(s)
)。计算

得到观测矢量。 

                                 （A.3） 

从直角坐标系坐标转为站心坐标系坐标，由坐标轴两次旋转完成：首先，绕直角坐标系 Z

轴旋转λ+90°，然后再绕新的 X轴旋转 °90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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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站心坐标系坐标(e,n,u) 

                                 （A.5） 

                         （A.6） 

其中 S为一个单位正交矩阵，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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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检定记录（推荐）格式 
一、通用技术要求 

检定结果 不合格项目 

  

 
二、卫星接收通道数量：        个。 
 
三、捕获灵敏度：         dBm。 
 
四、水平定位误差、高程定位误差、测速误差及差分定位误差 
    水平定位误差和高程定位误差 

定位标准值 定位测量值 水平定位误差 高程定位误差 

0i
B (°) 0i

L (°) 0i
H (m) iB (°) iL (°) iH (m) 

ipδ (m) 
ihδ (m) 

        
        
        
        

M M M M M M M M 

        
差分定位误差 

定位标准值 定位测量值 水平定位误差 

0i
B (°) 0i

L (°) iB (°) iB (°) ipδ
(m) 

     
     
     
     

M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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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速误差 

测速标准值 0i
v （m/s） 测速测量值 iv （m/s） 测速误差

iv∆ （m/s） 

   
   
   
   

M M M 

   
 
五、最小位置更新率 

终端输出数据组数 最小位置更新率（Hz） 
  

 
六、热启动时间：_______s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JJG（渝）XXX-201X 

 12

附录 C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1 通用技术要求  

2 卫星接收通道数量  

3 捕获灵敏度  

4 定位误差 

水平定位误差  

高程定位误差  

差分定位误差  

测速误差  

5 最小位置更新率  

6 热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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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1 通用技术要求  

2 卫星接收通道数量  

3 捕获灵敏度  

4 定位误差 

水平定位误差  

高程定位误差  

差分定位误差  

测速误差  

5 最小位置更新率  

6 热启动时间  

 

不合格项目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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