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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JJG XX-2018《机动车区间测速监测系统检定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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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础性系列规范和 GB/T 21255-2007《机动车测速仪》、GA/T 

959-2011《机动车区间测速技术规范》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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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区间测速监测系统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固定安装在道路上、区间距离在（1～30）km 的机动车区间测速监

测系统（以下简称区间测速系统）测速计量性能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区间测速系统的终端同时具有单点测速功能的，其单点测速计量性能的检定按照相应

规程执行。 

2  引用文件 

·GB/T 21255-2007  《机动车测速仪》 

·GA/T 959-2011  《机动车区间测速技术规范》 

·JJG 527-2015  《固定式机动车雷达测速仪》 

·JJG 528-2015  《移动式机动车雷达测速仪》 

·JJG 1122-2015  《机动车地感线圈测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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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 

本规程中所用的术语与《国际计量基本词汇与通用术语》（VIM-1993年版）、《法制

计量词汇》（VIML-2000 年版）相一致。此外，本规程还采用以下仅适用本规程的专用

术语和定义。 

3.1  机动车区间测速监测系统     point-to-point vehicle speed monitor systems   

检测机动车通过给定距离测速区间的平均速度的监测系统。 

3.2  区间行驶时间 travel time between two points 

机动车通过给定距离测速区间的时间间隔。 

3.3  区间距离 section distance  

区间测速系统中对测速区间道路长度的设定值。 

4  概述 

机动车区间测速监测系统通常由起点和终点监控终端、通信网络、中心控制设备

及软件等组成。该类系统在行驶路段唯一确定、且限速值恒定的一段道路上布设两个

固定监控点及相应的监控终端，两个监控点之间构成一个测速区间。起点和终点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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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终端先后被同一行驶车辆触发，自动记录该车辆的通过时刻、车辆特征等信息，并

通过通信网络传送到中心控制设备，根据区间行驶时间计算其平均速度，如公式（1）

所示。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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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 •
−

=
）（ 12                                  （1） 

式中： 

v ——区间平均速度，km/h； 

S ——区间距离，m； 

t1、t2 ——被测车辆进入、离开区间的时刻，××h××min××s； 

（t2-t1）——即为被测车辆的区间行驶用时，单位为 s； 

k ——单位换算常数，k = 3.6 km·s·m-1·h-1。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测速范围 

至少应满足（20～180）km/h。 

5.2  区间距离误差 

（-3～0）%。 

5.3  区间行驶用时测量误差 

不大于 1s或 1%，取两者中较大值且不能出现负偏差。 

5.4  现场测速误差  

＜100 km/h时，（-6～0）km/h； 

≥100 km/h时，（-6～0）%。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 

6.1.1  区间测速系统应有铭牌，标明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及编号、制造厂家、出厂日期

等信息。区间测速系统应在道路上有明确的预告、起点、终点和全程区间测速告知标志，

并应符合 GB5768.2-2009中 7.2.5.5的规定。 

6.1.2  区间测速系统各部件不应有影响正常使用的机械损伤，不应有影响监测效果的故

障；电缆线的接插件应接触良好。 

6.2  功能 

6.2.1  区间测速系统应具有与北京时间同步的功能，后台服务器应具备标准授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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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区间测速系统应能查询当前时刻、区间距离、被测车辆平均速度、特征图片等

内容，并有保护措施防止系统被随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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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定用设备（见表 1） 

表 1 检定用设备 

序号 检定项目 
主要检定设备 

名称 技术指标要求 

1 区间距离 标准测速仪及显示装置 测距分辨力优于 1 m，最大允许误差：±0.5%。 

2 
区间行驶

用时 
标准时钟及显示装置 具有与北京时间同步的功能，显示分辨力日差：±0.1s/d。 

7.1.2  环境条件 

7.1.2.1  温度：（-25～55）℃。 

7.1.2.2  相对湿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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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技术要求检查 + + + 

2 区间行驶用时 + + - 

3 区间距离误差 + + - 

4 现场测速误差 + + + 

注：1、“+”表示需检项目，“-”表示不需检项目； 

2、后续检定中，如现场确认杆件点位没有变动,可不进行区间距离误差检定； 

3、后续检定中，对于前端设备具有自动授时功能的,可不进行区间行驶用时检定。 

7.3  检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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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通用技术要求检查 

区间测速系统开机后应能正常工作，用手感、目测等方法进行检查，结果应符合

6.1、6.2的要求。 

7.3.2  区间距离的检定 

将具有车载测距功能的标准测速仪，标准时钟以及显示装置按使用要求安装在试

验车上，调整使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试验车保持在同一车道内驶过整个区间，标准

测速仪显示试验车的行驶距离，标准时钟显示标准时间。通过测速区间起点和终点时，

被检测速系统的监控终端对试验车进行拍摄。按照公式（2）计算实测距离 iS ，依次对

区间内每条车道测量一次，取所有测量结果中的最短距离 minS ，按照公式（3）计算区

间距离误差，结果应符合 5.2的要求。 

sei - SSS =∆                                   （2） 

式中： 

iS∆ ——第 i次实测区间距离，m； 

sS ——起点照片显示的距离值，m； 

eS ——终点照片显示的距离值，m。 

  %100
min

min ×
∆

∆−
=

S
SS

sδ                            （3） 

式中： 

sδ ——区间距离误差，%； 

S  ——被检系统中设定的区间距离，m； 

minS∆ ——实测行驶距离的最小值，m。 

7.3.3  区间行驶用时的检定 

选取在 7.3.2步骤中最短距离的用时作为标准用时，即当实际距离为 minS∆ 时，记

录起始、结束照片上标准计时装置显示屏的时间（T1、T2 ）与被检的区间测速系统的

起始、结束时间（t1、t2）按式（4）计算用时误差，结果应符合 5.3.2的要求。 

( ) ( )1212 TTttT −−−=∆                        （4） 

式中： 

T∆ ——区间用时误差，s； 

21,tt ——距离为 minS∆ 时，区间测速系统的起始、结束时间，××h××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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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TT ——距离为 minS∆ 时，标准计时装置的起始、结束时间，××h××min××s。 

7.3.4  现场测速误差的检定 

首次检定时，调整区间距离使其与标准值 minS∆ 相符。进行一次同步授时，使区间

系统时间与标准北京时间相符。将标准测速仪、标准时钟以及显示装置均按照使用要

求安装在试验车上，调整使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驾驶试验车通过整个区间，根据实

际道路限速值情况，将行驶速度控制在标准值附近，标准测速仪测量并显示试验车的

行驶距离，标准时钟显示当前时刻。被检的区间测速系统测量试验车的平均速度，并

对试验车及显示装置的示值进行拍摄。按照公式（5）计算试验车的平均速度标准值 v0。 

k
T
Sv

o

o
o •

∆
∆

=                            （5） 

式中： 

v0 ——试验车的平均速度标准值，km/h； 

oS∆  ——标准测速仪测量的区间距离，m； 

oT∆  ——试验车通过区间起点与终点时，标准时钟测得的时间间隔，s； 

k ——单位换算常数，k = 3.6 km·s·m-1·h-1。 

按公式（6）、（7）计算现场测速误差，现场测速误差应符合 5.4的要求。 

V＜100km/h时： 

                       ov v v∆ = −                               （6） 

式中： 

Δv ——现场测速误差，km/h； 

v ——被检区间测速系统的速度示值，km/h； 

v0 ——试验车平均速度的标准值，km/h。 

V≥100km/h时 

 

                    %100×
−

=
o

o
v v

vv
δ                          （7） 

式中： 

vδ  ——现场测速相对误差，%； 

v ——被检区间测速系统的速度示值，km/h； 

v0 ——试验车平均速度的标准值，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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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重复 7.3.4步骤，首次检定选定限速值 50%、100%左右两个速度点各做两次；后

续检定选定 100%左右速度点，进行至少两次检定。每次现场测速误差均应符合 5.4 的

要求。 

7.4  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区间测速系统发给检定证书；经检定不符合本规程要求

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7.5  检定周期 

区间测速系统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一年。经过调整或维修后的区间测速系统必

须重新进行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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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机动车区间测速监测系统检定记录（推荐）格式 

送检单位                                                                    

制造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号规格                        

起点监控终端出厂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装位置                         

终点监控终端出厂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装位置                         

环境温度__________℃   相对湿度_________%  检定地点                         

检定依据：_________________ 检定性质：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一、通用技术要求 

        合格£ 不合格£ 

二、区间距离误差的检定 

被检系统

设定距离 
（m） 

实测距离（m） 

误差 
（%） 

1 2 3 4 

Ss Se ΔS1 Ss Se ΔS2 Ss Se ΔS3 Ss Se ΔS4 

              

被检系统

设定距离

（m） 

5 6 7 8 
误差 
（%） Ss Se ΔS5 Ss Se ΔS6 Ss Se ΔS7 Ss Se ΔS8 

              

三、区间行驶用时误差的检定 

四、现场测速误差的检定 

检定结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检定证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检定员：__________  核验员：__________  检定日期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最短区间距离

的用时 

被检区间测速系统时间 
（hh：mm：ss） 

标准计时装置显示时间 
（hh：mm：ss） 

误差 T∆  
（s） 

t1 t2 T1 T2 

测量值      

被检系统速度示值

（km/h） 
行驶距离ΔSo（m） 时间间隔 T∆ o（s） 速度标准值 v0

（km/h） 
误差 Δv 
（km/h） 

相对误差 v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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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机动车区间测速监测系统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检定证书编号： 

一、检定使用的主要计量标准器具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二、检定条件： 

地点：                  温度：             相对湿度： 

三、检定项目： 

序号 检定项目 技术要求 检定结果 

1 通用技术要求   

2 区间距离误差   

3 区间行驶用时误差   

4 现场测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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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机动车区间测速监测系统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检定结果通知书编号： 

 

一、检定使用的主要计量标准器具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二、检定条件： 

地点：                  温度：             相对湿度： 

 

三、检定项目： 

序号 检定项目 技术要求 检定结果 

1 通用技术要求   

2 区间距离误差   

3 区间行驶用时误差   

4 现场测速误差   

 

四、检定不合格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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