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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概述

源头治超信息监管系统作为实时监测机动车超限超载行为的重要场

所，它主要采用高精度汽车衡作为货车重量采集设备，通过在汽车衡的

车辆行进方向安装车辆分离器，轮轴识别器、车牌识别仪、网络摄像机

等设备，通过全方位采集的图片、视频，重量、轴数、轮数等信息，和

对应标准作对比，从而判断车辆是否超载，生成检测报告。对于超限车

辆，按照相应的处理流程完成整改，到达放行要求后予以放行。在站点

通过打印机打印相应检测单和处罚单等。同时源头治超站也预留接口，

方便后期与其他部门进行对接。

二、系统运行环境

1. 系统配置要求

工控机，CPU：i5 或以上；内存：8G 或以上；硬盘：120G 固态+1T 机械。

2. 操作系统

支持 windows XP、windows7 32 位或 64 位、windows10 等操作系统。

3. 运行环境

.net framework 4.0 、 sql server 2008 r2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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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主要设备

1. 现场设备实景图（以现场实际安装设备为准）

2. 重点设备要求

2.1 称重检测设备

称重仪表采用 RS232 通信，系统兼容市面绝大多数主流的称重仪表

通信协议，另外也支持配置通信协议。

2.2 轮轴识别设备

● 准确采集轮轴输出的信号，判定车辆轴数信息，并将车轴准确信息

能发送给数据采集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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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激光雷达和 AI 视频两种轮轴识别，根据场地的实际情况进

行配置。

● 激光雷达轮轴识别仪需要定期清洁激光雷达传感器镜面，保持镜面

干净，传感器正前方不能有遮挡物。

● AI 轮轴识别仪需要定期清洁摄像枪镜头，保持镜头干净，识别区

域内不能有遮挡物。

注：切勿跟车，前车未下磅，后车不能驶入轮轴仪识别区域。

2.3 车牌识别一体机设备

● 用于抓拍上磅车辆图像，并识别出车辆信息。

● 正面图像应能够清晰辨别车辆的车牌信息。

● 侧面图像应能够清晰辨别车辆车轴数。

●每副图像应叠加检测日期、检测时间、检测地点、车货总重量、防

伪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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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车头、车尾视频监控摄像枪设备

●用于抓拍前后侧面图像，至少要求有一张照片能够辨别车辆车轴数。

●视频监控摄像机应全天候对称重区，视频监控设备应截取不少于 10

秒有效取证视频。

2.5 LED 信息显示屏设备

用于显示检测数据结果，显示内容包括车牌号码、轴数、检测重量、

超载量等。

2.6 控制柜设备

内含电源开关、保险管、12V 和 24V 开关电源、交换机、IO 模块、

串口服务器、接线端子等设备，现场设备电源线、网线、信号线等需接

入控制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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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硬盘录像机设备

用于保存全天候录制称重区及出口视频，视频数据采集存储时间应

≥15 天 。

2.8 音箱设备

用于警示驾驶员，播报车辆是实时称重结果，是否驶离等信息。

2.9 道闸（选配）设备

根据现场环境车流量的需求，选配道闸设备，道闸设备应具有开、

关、停控制接口，以防止后车车辆跟车上磅通行。

四、系统使用

1. 进入系统

双击 桌面“源头治超”图标打开系统。

2. 系统组成

2.1 通道界面

通道界面，支持多通道（一个地磅为一个通道），系统根据配置的

通道数量自动加载；通道界面由号牌识别摄像枪预览窗口、地磅仪表采

集窗口、LED 屏同步显示内容、轮轴识别结果窗口、检验记录列表、检

测详细内容、设备状态栏、视频和开闸功能按钮等主要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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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牌识别摄像枪预览窗口：实时显示视频信号，能直观的观察车辆

上磅的过程。

(2) 地磅仪表采集窗口：实时采集地磅仪表数据并同步显示。

(3) 轮轴识别结果窗口：实时显示轮轴识别结果。

(4) 检验记录列表：显示过车记录。

(5) 检测详细内容：通过鼠标双击检验记录列表对应的记录，可以查看

过车记录的详细信息，包括过车记录、抓拍的图片及视频等。

(6) 设备状态栏：显示各个设备的状态，红色表示设备与系统连接故障；

(7) 视频按钮：用于打开车头车尾摄像枪视频窗口。

(8) 道闸按钮：用于手动开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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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子围栏窗口

电子围栏窗口由车牌识别摄像枪预览窗口及出厂记录列表组表。

2.3 查询统计

提供车牌、流水号、检测时间等组合综合查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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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置程序

设置程序由基本信息、接口信息、通道信息等部分组成，不建议用

户自行设置，有需要请联系我司技术人员，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设

置。

2.5 预录入车辆信息

车辆信息录入窗口，系统提供了单条记录录入和导入两种方式录入

车辆信息，导入数据的要按照模板的格式填写，带*号信息为必填项。



源头治超信息监管系统操作手册

第 9 页

五、常见故障处理

序号 问题描述 处理方法

1
外场所有设备
不工作

1、使用电笔或万用表检查控制柜是否有 AC220V 输入。

2、检查控制柜电源总开关是否跳闸、保险管是否熔断。

3、供电正常则检查控制柜交换机是否正常。

2 摄像枪不工作

1、检查线路。

2、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3、使用 ping 命令测试网络是否正常。

注：摄像枪电源线及网线均接入控制柜。

3
车牌识别摄像
枪识别率低

1、通过浏览器访问摄像枪，查看检查安装角度是及识别框设定否
正确。

2、确定车辆是否按要求行驶至指车牌识别区域。

4
激光雷达轮轴
识别仪识别率
低

1、检查激光雷达安装是否牢固、镜面是否干净，正前方是否有遮
挡物。

2、车辆上磅是否出现跟车情况。

3、车辆是否按要求驶过识别区域。

5
AI视频轮轴识
别仪识别率低

1、检查识别摄像枪安装是否牢固、镜头是否干净，视频区域是否
有遮挡物。

2、车辆上磅是否出现跟车情况。

3、车辆是否按要求驶过识别区域。

6
LED 显示屏不
显示

1、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2、使用 ping 命令测试网络是否正常。

7
道闸起杆，车
辆通过后不落

杆

检查防闸雷达工作是否正常，正常情况下，车辆通时，指示灯亮
绿色，通过后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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