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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安全变得更简单
EVERY LITTLE LIGHT FOR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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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规范包括下列产品的详细规格和性能：

2 产品技术参数
2.1 简要说明

台州星标交通有限公司提供易于安装，操作方便，醒目的雷达测速标志，可以有效的减慢驾驶员的速度。

2.2 特征
2.2.1 坚固耐用的材质制成，面板使用喷塑工艺，防氧化，防风雨，使用寿命更长。适用于多种天气条件。

2.2.2 反复测试表明：

雷达限速标志预警超速车辆应提前减速：超速车辆平均降速幅度为30%-60%。

2.2.3 鲜明的颜色，动态数位和警闪灯（模拟超速抓拍）显示，警示效果强。

2.2.4 LED灯珠配备特殊的光学透镜，具有高透光率且能防止眩光。

2.2.5 支持车速统计功能。

2.2.6 支持车流量计数功能（可选）。

2.2.7 可与拖车产品配套使用，方便移动，适用范围更广。

2.2.8 可与ELLUMIN云警示平台联结使用，实现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和大数据采集、分析。

2.2.9 可启用蓝牙功能，在手机APP上实现监控雷达产品运行状态、调整设备状态、设备数据下载等功能。

2.3 技术信息
2.3.1 产品型号： SID-002-C

2.3.2 材质： 镀锌板或铝(可选)

2.3.3 显示模式： 三位数LED显示

2.3.4 产品尺寸： (宽)861mm x (高)1310mm x (厚)108mm

2.3.5 产品显示尺寸： (宽)861mm * (高)1310mm

2.3.6 操作环境温度： -20℃到+80℃

2.3.7 测度单位： km/h(可选）

2.3.8 工作电压： 12V DC

2.3.9 待机功耗：1.2W； 最大功耗：20W

2.3.10 防水等级： IP65

2.3.11 可视距离： 80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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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雷达信息-ERD-O1L
* 建议适用于多车道

2.4.1 天线类型： 平板整列天线

2.4.2 工作频率： 24.150GHz

2.4.3 工作电流： 70mA

2.4.4 光束宽度： 水平20°，垂直16°

2.4.5 相对温度： -40℃到+65℃

2.4.6 相对湿度： +95%（非冷凝状态）

2.4.7 测速范围： （1～400）km/h

2.4.8 目标捕获范围： 0-200m

2.4.9 内部精准度： ±0.1km/h

2.4.10 外部精准度： ±0.1km/h

2.4.11 外部精准度校验： 频率调节器（K频）

2.4.12 响应时间： ≤20ms

2.4.13 供电电压： DC 8V～20V

2.4.14 通信接口: RS232，RS485接口

2.4.15 通信: GSM/GPRS可选

2.4.16 自动区分方向，可以设置来向，去向，双向输出。

2.4.17 锁定跟踪时间：同步跟踪，无错误输入

2.4.18 反极保护： 直列式二极管保护。

2.4.19 电子元件： 固态集成电路和晶体管及其它配件

2.4.20 透镜类型： 地面反射

2.4.21 极性： 正极循环

2.4.22 接收类型： 向下肖特基散粒发射，阻挡混合型发光二极管

2.4.23 微波信号： 电容式二极管

2.4.24 测速仪微波安全漏能值：≤3μw/cm2

2.5 雷达信息-ERD-O2A(可选)

* 建议适用于单车道/双车道

2.5.1 雷达类型： FMCW 多普勒雷达

2.5.2 工作频率： 24GHz

2.5.3 工作电流： 15mA（DC12V状态下）

2.5.4 工作温度： -20ºC to +60ºC

2.5.5 测速范围： （11～160）kph（用户可通过RS232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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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目标捕获范围： 60-100米

2.5.7 供能方式： DC5.5~15V

2.5.8 检测方向可设定： 来向，去向，双向输出

2.5.9 检测输出： x2 FET/ x1 RS232

2.5.10 优势: -低能耗设计，12DC状态下电流数据为15mA

-实现在单车道或双车道精准的速度检测功能

-实现在单车道环境下精准的车辆计数功能

-使用旋转开关，设置方便简单

2.6 显示信息
2.6.1 LED灯珠： Φ5毫米

2.6.2 显示颜色： 黄色

2.6.3 灯珠有效可视角度：30°

2.6.4 面板显示：

SID-002-C雷达测速标志监测并显示车辆的实际速度。

此款雷达监测到未超速车辆时，最上方数字会显示车辆的实际速度；当监测到超速车

辆时，最上方的数字显示车辆的实际速度，配有4个黄色的闪光灯和黄色的“超速”

文本警示。

2.7 电能信息（太阳能款）
2.7.1 供能方式： DC12V 80W太阳能模块（可定制）

2.7.2 电池： 12V 36Ah

2.8 电能信息（接线款）
2.8.1 供能方式： AC 110-240V

3 产品展示

显示-超速时 显示-未超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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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
4.1 应用地点（参考）

- 城市快速道路，限速道路，高速公路，郊区等。

4.2 安装方法
4.2.1 按测速需求将雷达显示屏用抱箍固定到安装柱体上(建议离地高度为2.5米），调整好角度后，再用模块

连接件将雷达显示屏固定牢固。

4.2.2 将AC/DC电源线通过箱体后侧穿线孔穿入箱体，连接到相应的AC/DC空开上。

4.2.3 确认接线无误后，闭合空开给产品上电，LED数字屏全亮（持续约5秒关闭），模组屏进入自检模式，即

为启动成功。

（雷达ERD-O1L安装示意图）

（雷达ERD-O2A安装示意图）



产 品 说 明 书

修订日期:2020-05-16 © 台州市星标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页码：7/11

5 配套系统-云警示平台
5.1 云警示平台简介
ELLUMIN云警示平台系统是智能城市组成的重要部分，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轻松监控集群管理下的ELLUMIN产品运行状态；

同时该系统自带数据采集功能，对于大数据的应用、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5.2 功能阐述
5.2.1 数据反馈

①实时抓取，过滤，汇总，分析和汇总生成当天专业的数据报告

②历史数据支持表格形式导出

（车速统计图）

（车流量统计图-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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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监控设备运行状态

地图化监控设备的实时运行状态，支持后台筛选精准查询设备

5.2.3 在线控制设备运行

远程激活设备，在线控制设备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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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工作周期表指令控制设备

用户可以自定义设备的工作周期表来对设备进行控制（适用学校，商业和工业施工时间表）

5.2.5 云警报

当极度危险的交通情况发生时，或者设备发生损坏、欠压、失联等特殊情况都会第一时间通过手机端、网页端同时报警通

知相关负责人和维修人员，大大提高解决交通安全隐患的效率、缩短维修周期、减少警力巡逻成本。同时，警报方式可选

择；警报内容可自定义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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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套系统-蓝牙（选配）
6.1 蓝牙功能阐述
用户下载我司自主开发的APP并使用蓝牙将其与雷达设备连接，在手机APP上实现监控雷达产品运行状态、调整设备状态、设备

数据下载等功能。

6.1.1 监控设备运行状态（设备工作温度，设备电压等）

6.1.2 在线控制设备运行状态（设备开启/关闭，设备限速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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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历史数据支持表格形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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