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闸防砸雷达（直杆）

用户手册



安装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

感谢您选购本公司道闸防砸雷达

产品。为确保雷达能够发挥最优性能，

请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并严格按手册

安装操作。

本产品硬件、软件设计等版权受法

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为进一步提升品质与性能，本产品

规格与设计可能在未经通知情况下有所

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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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简介

道闸防砸雷达针对停车场和地下车库等出

入口管理应用需求研制，通过和闸机主控板协同

工作实现精确控制闸杆起落，同时可有效避免闸

杆“误伤”经过雷达视场的目标，实现智能防砸。

雷达采用高度集成射频芯片 SoC 方案，具有

体积小、成本低、全天时全天候工作、探测灵敏

度高、精度高、调试安装简单、稳定可靠等特点。

本雷达工作频率为 79GHz，采用线性调频连

续波形，可用带宽高达 4GHz，距离分辨率可达

4cm，测距精度优于 2cm；毫米波天线采用多发多

收方式，具有较高的角分辨率和测角精度；信号

处理和控制单元采用 DSP +ARM 双核心架构。通

过软硬件联合优化设计，本产品能够精确识别区

分经过闸杆区域的行人、车辆等目标，避免“砸

车”、 “砸人”、“不落杆”等现象。



2.性能参数

表 1 性能参数

特性 参数 技术指标

系统属性 工作电压 10-16V

(典型值 12V/1A)

工作温度 -40℃~85℃

平均功耗 < 2.5W

防水等级 IP66

通信接口 RS485

外壳尺寸 107.9*73.6*17.2mm

检测范围 出厂横向宽度 默认±0.5 米，可根据

实际情况在±1.5 米

内自定义设置。

出厂纵向长度 1-6m 可配置，默认 3m

升级调试 在线调试 RS485

在线升级 RS485

适用类型 直杆



3.产品特性

图 1 道闸雷达产品外观及尺寸

雷达外观如图 1 所示，主要特色有：

 LED 指示灯：雷达正面有两个 LED 指示灯，红

色为电源灯，接通电源后保持常亮；绿色为状

态灯，在区域内检测到目标后绿灯亮，目标消

失后绿灯熄灭；

探测区域配置：雷达的默认感应区域为正前向

3 米，可以通过电脑调试软件设置不同的检测

区域；



配置参数保存：能够自动保存探测区域等配置，

断电重启后使用最近保存的配置参数；

固件升级：免拆装，通过 485 在线升级固件，

升级完成后重启雷达后生效；

性能稳定：雷达工作不受光照、灰尘、雨雪等

外界环境的影响。

4.安装说明

本雷达需要垂直于车道（车辆进出）方向安

装在道闸箱体上(如图 2)，安装步骤如下：

第 1 步：确认雷达安装孔位

直杆内侧距雷达安装孔位 200-300mm 之间，

距车道地面（非水泥墩）650-750mm 处（小车，

厢式货车均可），750-800mm（底盘高于 700mm

大货车）；安装位置如图 2 所示。



图 2 道闸雷达安装位置示意图

第 2 步：安装开孔

使用电钻在闸箱选定位置处钻一个适用于

M16 的固定孔位，推荐开孔钻头直径为 16mm。

第 3 步：安装固定

如下图所示，雷达通过底部螺栓（扭力值小

于 20N.m）与闸箱固定。首先将雷达塞入闸箱中，



然后盖上垫片用 M16 螺丝锁紧固定，再将线束端

朝下插入雷达并将金属扣锁紧，最终安装效果如

图 4 所示。

图 3 道闸雷达安装效果图



5.接口线缆说明

表 2 接口线缆定义

线束功能与连接关系如下所述：

 电源连接

 红线“12V”接 12V 电源正极输出端；

序号 线缆标识 线缆颜色 说明

1 12V 红色 电源正极

2 GND 黑色 电源负极

3 GND 黄色 预留共地线

4 B-/RX 白色 485 B-

5 A+/TX 灰色 485 A+

6 常开 蓝色 常开

7 常开 绿色 常开

8 预留 棕色 预留

9 预留 紫色 预留

10 输入 橘色 输入



 黑线“GND”连接 12V 电源负极输出端。

 闸杆控制信号

 绿线和蓝线为继电器常开信号,连接道闸

控制盒的地感线圈端子和公共端子（不区

分正负）。

 485 线连接

 灰线接 485 线的 T/R+端；

 白线接 485 线的 T/R-端。

6.配置说明

雷达可通电脑软件调试。

电脑软件调试说明

步骤 1 使用 USB 转 485 线连接雷达与电脑，

雷达接口请参见 “5.线缆接口说明”。

步骤 2 打开调试软件，选择串口和波特率，

单击“确认”。



图 4 选择串口

步骤 3 可先点击下图获取按钮，查询雷达当

前设置参数 。

图5 参数设置

步骤 4 在对应选项中输入所需设置参数，再

点击上图选择“重设”，保存雷达参数。



表 3 雷达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最大前距离 默认 3米，需根据道闸杆的长度设置。

最小前距离 默认 0.2 米，为雷达近距离不检测范

围，可根据现场调整。

作用左范围 默认±0.5 米，直杆可根据实际情况在

±1.5 米内自定义设置。作用右范围

道闸类型 默认道闸类型为“直杆”

人车区分 默认为不区分人车模式，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自定义设置。

雷达日志 记录车辆经过时雷达继电器状态

延时 为人车区分延时，匹配落杆时间。

 单击“重设”，新设置参数在重启雷达后

生效。

 单击“获取”，获取当前雷达配置。

 单击“出厂设置”，雷达恢复默认配置。

7.注意事项



1) 供电电压稳定，以免影响雷达性能。建议

单独外接 12V/1A 电源适配器供电。

2) 雷达天线集成在内部，当雷达表面覆盖异

物(如水滴、霜冻、雨雪、灰尘等)影响雷达正

常工作，应及时清理。

3) 雷达的检测视场不能存在影响目标检测

的物体(如金属栅栏、广告牌，车牌识别摄像

机，墙体等)，以免对雷达造成干扰。

4) 不建议雷达使用在安装了栅栏和广告牌

杆型的单通道混进混出场景中。

5) 有半挂车，水泥罐车等车身空隙超过 1 米

车辆出入的场景建议采用双雷达安装方案或

遥控控制闸杆。

6) 本产品不建议在泥泞路面部署，极端天气

（暴雨，大雪）可能会影响雷达性能稳定。

7) 通常情况下请按杆长来设检测距离，检测

距离距稍小于或等于杆长，以防闸杆外有人员



或物体通过而被雷达检测。

8) 减速带等金属强散射物(如铁板)位于雷

达正前方时，雷达安装高度 750-800mm。

9) 如有特殊环境需要安装雷达请先联系我

司，再按照建议正确安装。

8.常见故障说明

1) 故障现象：安装后雷达绿灯常亮，不落杆。

可能原因：雷达检测范围内新增强反射物，

需将其移出雷达视场。

2) 故障现象：人站在雷达前方绿灯不亮。

可能原因：启用了人车区分功能，车触发雷

达绿灯亮之后，雷达才开始人车不区分检测。

3) 故障现象：雷达接道闸控制板 12V 电源后

红灯闪烁供电功率不足。

可能原因：建议外接 12V-1A 电源供电。



9.包装清单

序号 配件名称 数量

1 雷达 1

2 M16 螺母 1

3 垫片 1

4 线束 1

5 合格证 1

6 说明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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