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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区间测速系统检定规程》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机动车区间测速系统检定规程》是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福建省

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项目（闽市监计量〔2019〕45号），该规范的主要

起草单位为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参与起草的单位为：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三明市计量所。 

二、本规程的起草背景与必要性 

道路测速执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焦点在于其取证结果的准确性和

公正性，归根结底是警用测速仪的计量问题。传统的测速技术如移动式雷达、固

定式雷达、地感线圈等，都是将检测机动车在某一点的瞬时速度作为超速执法依

据，目前都已有计量检定规程覆盖，但单点测速方法在实际道路执法中还存在一

定局限性，因此，各地公安交警部门逐步开展区间测速的试点应用，即测量机动

车在某一段道路上的平均速度作为超速执法依据，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超速违法行

为发生的比例。 

机动车区间测速系统是用于区间测速的仪器，其被测量、工作原理与一般单

点测速仪不尽相同，因此不能依据现有规程进行检定。这种状况导致交警部门的

执法结果缺乏计量依据，其合法性与公正性得不到保障。我省机动车区间测速系

统应用具有覆盖范围广、保有数量较多等特点，据统计截止至 2018 年底我省机

动车区间测速系统的应用覆盖全省九地市共计 400多套。根据我省“十三五”综

合交通运输发展专项规划，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围绕构建多层次、高标准、覆

盖广、便捷化的公安交通网络格局，继续完善高速公路网，着力改造普通国道，

统筹干线公路与城市道路网络建设，加强干线公路与城市道路的有效衔接，持续

改善农村公路，促进城乡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发展，全面提升公路服务品质。

由于机动车区间测速系统监控范围大、测速精度高、“反监控”能力强、监控效

果显著、可拓展性更强等优点，在总队完善交通网络的规划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机动车区间测速系统建设需求。针对上述原因，提出起草机动车区间测速系统检

定规程，为法制计量提供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与公正执法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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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对国外区间测速技术及其法制计量管理办法的调研与了解，国际

建议文件 OIML R91《机动车雷达测速仪》目前也正处于修订中，新版的 R91 将

把雷达、激光、区间测速三种测速仪纳入该建议文件中，因此本规程的起草也符

合国际上的法制计量发展趋势，但目前在 R91 的修订工作组中，对区间测速的技

术要求、检定方法都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因此本规程只能针对福建省内的实际应

用情况提出相对合理的计量性能要求和检定方法，与交管部门形成共识。 

三、规程编制依据 

本规范的编写格式依据 JJF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计量

术语符合 JJF 1001-2010《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符合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的要求，主要参考 JJG 527-2015《固

定式机动车雷达测速仪》、GB/T 21255-2019《机动车测速仪》和 GA/T 959-2011

《机动车区间测速技术规范》技术规范。 

本检定规程属于首次制定。 

四、规程制定原则 

4.1  被检系统特点分析 

区间测速系统的原理是在一段道路上布设两个监控点，构成一个行驶路段唯

一确定、限速值恒定的测速区间，基于车辆特征识别技术判断并记录同一辆汽车

进入和离开区间的时刻，从而计算该车辆通过区间的行驶时间、平均速度。 

其原理公式为：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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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为区间测速系统的平均速度，s为区间测速系统区间距离设定值，1t 为

起点终端在计时开始的时刻示值， 2t 为终点终端在计时结束的时刻示值， 2 1t t 为

被测车辆的区间行驶时间。 

与一般测速仪相比，区间测速系统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1）被测量是机动车在一定时间及空间内的平均速度，是通过对上述参数

进行测量，通过计算得到的测量结果，比一般测速仪所监测的瞬时速度更加难以

准确复现； 

（2）系统直接测量的是机动车在区间内的行驶时间，主要受系统的时间间

隔测量误差、当前时刻同步误差的影响；而区间距离在系统安装后，正常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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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认为是一个常量。 

（3）在硬件上至少包括两个监控终端、一个中心控制设备及相应的通信网

络、软件，分布在不同地点且至少相距数公里，具有明显的网络化、远程化特征；

部分系统还存在相邻多个监控终端互相组合成多个区间的情况，在本规程中将每

种组合视作一套单独的系统； 

（4）部分系统的监控终端同时具有单点速度检测功能，起点、终点两个瞬

时速度与区间平均速度三个测量结果，其中一个超速即判定为车辆超速，这种情

况应认为是三套测速系统的结合，对单点测速功能的检定应执行其他对应规程。 

4.2  关键参数的典型值与影响因素 

从区间测速系统的原理公式可知，影响系统整体计量性能的关键参数是区间

距离与行驶时间。 

（1）区间距离 

典型值：部分厂家推荐的区间距离典型值为（5～20）km或（10～15）km，

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实际使用中有从 0.5km 至 50km不等的区间。国外一般要

求区间距离下限为 500 m、不设上限，但在实际应用中有若干因素限制着区间距

离不能太长，一是行驶道路的唯一性要求区间不能跨越过多的道路出入口，二是

国外最早应用也是最常见应用区间测速的是隧道，一般长度有限。 

考虑我省实际情况，将规程适用范围定为（0.5～50）km。区间太短，车辆

在端点触发位置的不确定性、时刻同步误差等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过大，容易

造成测量不准确；区间太长，现场测速试验的成本和难度比较高，但检定方法本

身没有问题。 

具体影响因素分析：对于安装好的区间测速系统，区间距离是固定的，在系

统中设定后一般情况下不再改变（应有防止随意修改的措施）。但实际道路上由

于弯道、行车变线等因素，从区间起点到终点的实际行驶距离不是固定的。包括

OIML R91 工作组，目前对于区间距离的定义、测量方法也还没有科学、合理的

规定，关键是给出一个合理的定义和可操作的测量方法。 

GA/T 959-2011中要求区间距离不能有正误差。理论上，区间存在一个行驶

距离最短的路线，但必须在行驶过程中来回跨越车道行驶，在实际交通状态下是

有违交通安全的；而且这个“最短路线”也无法准确划定、准确复现。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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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两车道、三车道道路上，沿最左侧车道、最右侧车道、车辆“自由行驶”

（自由超车和变道）三种行驶路线，测得的不同行驶距离之间的偏差一般不超过

0.5%。 

在区间距离的检测中，区间距离的测量值与区间中弯道的数量、弯道的曲率

半径、驾驶员的驾车习惯、区间中行使车辆的数量均有关系，但是，无论哪种情

况，其在不进行变道的情况下测得的区间距离与实验车辆自由行使（自由变道和

超车）的情况下测得的区间距离的偏差一般不超过 0.5%，小于区间测速允许误

差（-6%）的十分之一，故起草组认为采用每条车道区间距离测量值的最小值作

为区间距离的参考值是合理的。检定方法采用试验车进行道路测量，只考察在按

车道行驶的情况下可能的行驶距离，不考虑变换车道的情况。 

（2）区间行驶时间 

典型值：以（0.5～50）km的区间距离、（20～180）km/h的测速范围计算，

对应的行驶时间典型值为 10 s～9000 s。 

具体影响因素分析：行驶时间由中央服务器根据起点、终点两处监控终端分

别记录的时刻进行计算后得到，因此其影响因素包括终端本身计时的误差以及两

个终端之间的时间同步误差。终端本身的计时误差由晶振性能决定，一般日差在

±1.0s/d 以内。两个终端之间的时间同步，目前绝大部分系统的解决方案是由交

警的智能交通管控系统通过网络对区间测速系统进行授时，理想状态下各个终端

的时刻示值与北京时间之间的误差不超过±1 s；但实际上由于网络拥堵等问题，

经常出现几秒或十几秒的延迟，对于短区间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针对延

时的问题，已有少部分系统改用 GPS/北斗卫星系统进行授时，可减少系统的当

前时刻误差。但需要注意的是，直接影响测量结果准确与否的，是两个终端之间

的同步误差，对终端各自的当前时刻误差可以不作过高要求。也就是说，从保证

测速准确的角度出发，可以允许整个系统（起点、终点、中心控制设备）出现相

同程度的延时，使规程指标更适合目前的技术水平。 

4.3  规程设计思路 

根据以上分析以及现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调研参考了国外的相关技

术及法制计量管理办法，确定本规程的各项指标要求及内容。对区间测速系统的

指标要求与检定方法设计，采用与其他测速仪检定规程类似的“模拟测速结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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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测速”的思路： 

（1）模拟测速主要考察被检系统在理想状态下、整个测量范围内的计量性

能，即不考虑实际通行汽车的情况下，对影响系统测量准确度的关键参数进行检

定。对于区间测速系统而言，该关键参数是区间行驶时间。由于区间测速系统的

计时涉及两个时钟在两地分别进行，因此检定方法的设计考虑了时间间隔测量误

差。参考 JJG 527《固定式机动车雷达测速仪》、GB/T 21255《机动车测速仪》、

GA/T 959《机动车区间测速技术规范》等规程，模拟测速误差确定为<100 km/h

时，(-4~0) km/h；≥100 km/h时，(-4~0)%。根据区间距离、模拟检定的速度点，

可计算出模拟检定所需的计时时间间隔。 

（2）现场测速是在模拟测速的基础上，在一个速度点上以实车试验的方式

对系统计量性能进行验证。参考 GB/T 21255-2019，现场测速误差确定为<100 

km/h时，(-6~0) km/h；≥100 km/h时，(-6~0)%。 

（3）区间距离误差应考虑在首次检定中确定，维修后的区间测速系统应重

新进行区间距离的检定。参考 GA/T 959-2011 并考虑对最终测量结果的误差贡献

以及标准器的量传关系，将误差要求定为(-2~0)%。 

五、关键条文说明 

5.1 概述 

简述机动车区间测速系统的测量原理。关键内容是要求测速区间的“行驶路

段唯一确定、限速值恒定”，前者是为了确保从起点到终点只有唯一一条道路，

区间距离是唯一确定的；后者是 GA/T 959-2011 中的要求，也是超速执法的要求。 

5.2  检定用设备 

检定用主要设备包括时间频率（标准时钟）、长度（具有车载移动测距功能

的标准测速仪）两个领域的计量标准。标准器的计量性能要求按以下原则确定： 

（1）标准时钟的计量性能，按照一般时间频率计量标准的要求，比被检系

统的相应性能指标高一个数量级，因此要求其日差不超过±0.1 s/d。目前通过北

斗系统授时的标准时钟的授时精度可达到 100 ns，且时钟本身计时的准确度可以

达到 1×10-8量级，可以满足本规程的检定要求。标准器的主要技术难度在于其

显示装置，本规程检定方法为车载触发拍摄，对标准时钟的输出频率、显示装置

的刷新频率都有较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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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测速仪的测距计量性能按照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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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的原则确定，同时也符合

目前主流标准器的技术水平。对于 100 km/h 以上的速度，现场测速允许误差为

（-6～0）%；而对于 100 km/h以下的速度，（-6～0）km/h的指标比（-6～0）%

更宽松，因此在计算不确定度时，可以在整个测量范围内都用（-6～0）%来计算，

就能保证整个测量范围内都满足要求。按此原则，则现场测速的误差限半宽为

3%，因此要求现场测速试验的扩展测量不确定度 Ur优于 1%。 

按照本规程所采用的现场测速方法，不确定度来源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标

准测速仪测距引入的不确定度 )( 0r su ，二是标准时钟计时引入的不确定度 )(r tu  ： 

标准测速仪测距最大允许误差为±0.5%，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r su =0.5%/1.732=0.29% 

标准时钟日差为±0.1 s/d，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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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r vu  =0.29% 

取 k=2，则现场测速试验的扩展不确定度 rU =0.58%＜1%，符合量传要求。 

5.3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为全项目，后续检定可不检区间距离误差，使用中检验可只针对通

用技术要求检查、现场测速误差进行。 

5.4 测速范围及模拟测速误差的检定 

规程中设计的模拟测速方法是模拟被检系统对车辆的计时方式，在被检区间

系统的中心控制设备处进行检定，使其显示出两个监控终端的当前时刻示值。设

置标准时钟及显示装置与北京时间同步。开始检定，同时记录标准时钟与起点监

控终端的当前时刻示值
01t 、

1t ；经过时间间隔 ts后，同时记录标准时钟与终点监

控终端的当前时刻示值
02t 、

2t ，计算模拟测速误差的值。这种检定方法中，我们

并不关心被测系统显示时刻与北京时间时刻之间的同步误差，只关注系统采用的

时间间隔是否准确。 

具体操作上，比较简便的实现方法是直接在交管控制中心的后台进行检定。

如后台不具备检定条件，也可采用其他等效的方法，如将标准时钟先后在起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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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终点位置通过触发终端拍照的方式进行对时，或使用两个性能一致的标准时

钟分别在起点、终点进行对时等。 

检定点的设置参考其他测速仪检定规程中模拟检定的速度点确定。考虑到实

际操作的问题，模拟测速误差在每个检定点进行一次检定。 

5.5 区间距离误差的检定 

采用实车试验，车上安装标准测速仪及显示装置，在车辆驶过起点、终点时

触发被检系统拍照，直接在特征图片上读取行驶距离。不考虑行驶过程中变换车

道的情况，每次按一条车道行驶，把区间道路的全部车道测一次，取其最小值与

系统中的区间距离设定值进行比较。 

5.6 现场测速误差的检定 

现场测速采用实车试验，车上安装标准测速仪、标准时钟以及显示装置，两

个标准器的输出都显示在显示装置上，在车辆驶过起点、终点时触发被检系统拍

照，直接在特征图片上读取行驶距离、行驶时间，按原理公式直接计算平均速度

的标准值。全部采用拍摄读数的好处是减少检定员手动操作的不确定性。 

考虑到实际操作的问题，现场测速检定进行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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