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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一、本技術規範依度量衡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技術規範歷次公告日期、文號、實施日期及修正內容如下： 

公告日期 文號(經標四字) 實施日期 修正內容 

CNMV 91 

第2版 

版次 

１ 

2 

92. 06.13 

98.12.24 

第09240005540號 

第09840006640號 

92.07.01 

100.01.01 1.明訂雷達測速儀適用範圍為公務 
檢測用及其類別。 
2.配合雷達測速儀作為公務檢測用 
途，增訂一般規定。 
3.增列照相式雷達測速儀每型式於 
第一次送初次檢定時，應量測50 
km/h及 110 km/h兩點，以確認主 
機與影像紀錄裝置之速度值一 
致。 
4.針對照相式及非照相式雷達測速 
儀之發射天線水平波束寬度分別 
規定公差。 
5.檢定與檢查公差相同。 

三、本技術規範引用標準如下： 
OIML R91 Radar equipment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he speed of vehicles 

DOT HS 810 845 Speed-Measuring Device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s: Across-the-Road Radar 
Module 

公 告 日 期 
98年12月24日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實 施 日 期 
100 年01月01日 

一、 適用範圍 

1.1 本規範適用於應受檢定、檢查之公務檢測用照相式或非照相式雷達測速儀(簡稱 

雷達測速儀)。雷達測速儀係指利用都卜勒效應( Doppler effect )之頻率檢測行車速 

度之裝置。 

雷達測速儀於固定(定點)方式下，對道路上行進車輛傳送未經調變之連續微波波 

束(CW)，並檢測其所反射的都卜勒訊號，以顯示行車速度；當行車速度超過預 

設速度值時，可持續顯示該行車速度值或自動記錄車輛影像。 

本技術規範不適用於： 

(1) 發射天線輻射主波束軸與車輛移動方向平行之照相式雷達測速儀。 

(2) 調變式雷達測速儀。 

1/5 

1.2 

1.3 



(3) 移動測速功能檢測。 

二、 名詞定義 

2.1 

2.2 

2.3 

2.4 

2.5 

2.6 

2.7 

天線輻射主波束： 天線之遠場輻射場型具有最大功率值的波束。 

天線水平波束寬度： 天線在水平面上之遠場輻射場型中，主波束之半功率點間 

形成之寬度。 

都卜勒訊號： 當雷達測速儀與行進間車輛有相對運動之訊號時，其反射訊號所 

產生頻率變化量與行車速度成正比相對應關係。 

餘弦效應： 當車輛之行進方向與雷達測速儀之訊號，並非平行靠近或遠離雷達 

測速儀時，兩者之間所形成一夾角的效應。 

功率密度： 通過於垂直電磁波傳輸方向之平面，所量測的空間單位面積的微波 

功率量。 

旁波束： 天線之遠場輻射場型主波束以外的其他波束。 

不規則訊號辨識功能： 當兩部車以不同速度同時通過微波波束時，該測試結果 

應無效。 

三、 一般規定 

3.1 每型式於第一次送初次檢定時，應提供以下證明文件： 

3.1.1申請人應檢附該雷達測速儀供特定用途之證明文件。 

3.1.2檢具國內第三者公正機構出具之溫度試驗報告，其測試方式如下： 關機狀 

     態下將雷達測速儀置於恆溫箱內，以不超過1℃/min速度升溫至70℃恆溫2小 

     時，再以不超過1℃/min速度降溫至60℃後取出，立即執行第6.5節速度偵測 

     準確度檢測。其檢測準確度結果同檢定公差。 

3.1.3出具使用手冊及產品規格書(含操作使用說明書，其應記載包含雷達測速儀 

     之電氣規格、儀器的類別、測量方法、誤差範圍、完整產品組裝結構圖、 

     軟體版本及相關技術資料等)。 

3.1.3.1 天線輻射主波束軸與車輛移動方向平行之非照相式雷達測速儀，應 

        詳述： 若使用直流電源時需有低電壓指示之功能。 

3.1.3.2 天線輻射主波束軸與車輛移動方向不平行之照相式雷達測速儀，應 

        詳述： 

(1) 

(2) 

(3) 

(4) 

(5) 

(6) 

感度設定、餘弦效應及速度量測與安裝位置等相關說明。 

具有方向鑑別功能、不規則訊號辨識功能。 

若使用直流電源時需有低電壓指示之功能。 

天線輻射主波束軸與道路形成之夾角(入射角)介於15度至30度之 

間。 

須確保天線輻射方向和相機光軸之間的正確關聯性，以適當的機械 

連接方式或手冊內照片所顯示的方法確認。 

提供實測照片1張，其攝得之照片上須能明確顯示測速儀器號、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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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方向、牌照號碼、拍攝年月日時分、測得車速及量測地點等資 

訊。 

3.2 

3.3 

3.4 

雷達測速儀之型式及入射角等應依原廠使用手冊正確安裝使用，不得任意置 

換、調整或改造該裝置。 

天線輻射主波束軸與車輛移動方向平行之雷達測速儀，不得任意改裝為天線輻 

射主波束軸與車輛移動方向不平行之照相式雷達測速儀。 

雷達測速儀於檢定合格後，不得以任何軟體及硬體修改檢測模式而影響其準確 

度。 

檢定、檢查設備須提出驗證設備之系統具追溯性及不確定度評估報告。檢定、 

檢查設備應包括： 

(1) 

(2) 

5.1 

天線、頻譜分析儀及電磁場強度計：其頻段範圍應涵蓋X、Ku、K、Ka 頻帶。 

低頻訊號產生器：頻率範圍至少涵蓋100 Hz至100 kHz。 

雷達測速儀應於主機上標示以下資訊： 

(1)製造廠商之名稱或標記。 

(2)產品型號及出廠器號。 若天線與主機為分離式者，則應於天線與主機上分別 

   標示上述資料。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1 

雷達測速儀應於主機上標示所使用之電源規格。 

雷達測速儀於初次檢定時，應符合操作使用說明書之內容，整套系統送檢。重 

新檢定時，主機、天線及檢測所需附件含電源線、訊號連接線等應齊全。 

雷達測速儀主機上之所有開關、按鍵及旋鈕應操作靈活可靠，不得有接觸不 

良、鬆動和卡滯等影響操作之現象。 

雷達測速儀之速度顯示方式應以數字顯示。 

雷達測速儀顯示之速度值應清晰而可立即辨識。 

雷達測速儀之速度顯示值應以公里/小時(km/h)為單位。 

雷達測速儀之速度顯示值解析度應≦1 km/h。 

雷達測速儀所能測量之速度範圍至少應涵蓋25 km/h到199 km/h。 

雷達測速儀之構造及規格特性，依下列項目順序進行檢定、檢查之： 

(1) 構造。 

(2) 微波發射頻率。 

(3) 發射天線輻射場型。 

(4) 微波輻射功率密度。 

(5) 速度偵測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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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定及檢查設備 

4.1 

五、 構造 

六、 檢定及檢查程序 



6.2 微波發射頻率之檢測方式規定如下： 

(1)將受檢雷達測速儀置於接收天線前約2 m處，如圖1表示將兩者在同一軸線上 

相對架設。 

(2)接收號角型天線之輸出端接至頻譜分析儀。 

(3)受檢雷達測速儀及頻譜分析儀，經暖機30分鐘後，由頻譜分析儀讀取受檢雷達測速儀之 

發射訊號頻率。 

6.3 發射天線輻射場型之檢測，主要在檢測雷達測速儀輻射電磁場之主波束半功 

率寬度及旁波束與主波束之相對大小關係。其檢測方式規定如下： 

(1)此項檢測應在全電波暗室進行，如圖2所示。 

(2)在全電波暗室中，將受檢雷達測速儀置於旋轉檯上，接收天線架設於暗室另 

一端距測速儀約2 m處。 

(3)接收天線之輸出端接至暗室外之頻譜分析儀及紀錄器。 

(4)受檢雷達測速儀及頻譜分析儀，經暖機30分鐘後，使受檢雷達測速儀做360度 

   之旋轉並發射訊號。 

(5)以頻譜分析儀在各種不同角度量測受檢雷達測速儀天線所發射出之微波訊號 

   強度，並由紀錄器繪出受檢測速儀天線之輻射場型。 

(6)由所繪出之輻射場型得出受檢雷達測速儀天線之天線水平波束寬度、以及旁波束與主波 

束之相對大小。 

6.4 微波輻射功率密度之檢測方式規定如下： 

(1)將受檢雷達測速儀置於全電波暗室內並發射訊號，如圖3所示。 

(2)以電磁場強度計於受檢雷達測速儀天線前端及四周距機身5 cm處進行檢測，記錄最大之 

電磁場強度值。 

6.5 速度偵測準確度係利用低頻訊號產生器及混波器模擬都卜勒訊號之頻率，檢 

測方式規定如下： 

(1)在全電波暗室中，將受檢雷達測速儀置於暗室之一端，於相距約2 m之另一端 

   並行架設兩支號角型天線，一為接收天線、一為發射天線，如圖4所示。 

(2)受檢雷達測速儀及低頻訊號產生器經暖機30分鐘後，使受檢雷達測速儀發射 

   訊號。 

(3)接收天線接收雷達測速儀所發射之訊號，並將之輸入至混波器。混波器之另 

   一輸入端，則由低頻訊號產生器輸入都卜勒頻率。 

(4)混波器之輸出端接至發射天線，由發射天線將混波完成之訊號發射回雷達測 

   速儀，此時雷達測速儀應顯示該都卜勒頻率相對應之速度值。 

(5)天線輻射主波束軸與車輛移動方向平行時之關係式： Vd＝ 0.5×fd×λ Vd：為相 

   對應之速度(m/s) fd ：為都卜勒頻率(Hz) λ：為受檢雷達測速儀發射訊號之波長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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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線輻射主波束軸與車輛移動方向不平行時之關係式： Vd＝ 0.5×fd×λ/cosα 

α：平均有效入射角 

(7)速度準確性之檢定至少應包含25、50、60、70、90、100、110、150、199 

km/h等各點。 

(8)照相式雷達測速儀之每型式於第一次送初次檢定時，應測量50 km/h、110 km/h兩點，以 

確認主機與影像紀錄裝置之速度值一致。 

七、 檢定及檢查公差 

7.1 雷達測速儀之檢定公差如下： 

(1)微波發射頻率：工作頻率之±0.2 %以內。 

(2)發射天線輻射主波束軸與車輛移動方向不平行時，其發射天線水平波束寬 

度：-3 dB(半功率點)處不大於6度或-10 dB處不大於12度。 

(3)發射天線輻射主波束軸與車輛移動方向平行時，其發射天線水平波束寬 

度：-3 dB(半功率點)處不大於24度。 

(4)發射天線旁波束與主波束之差：大於15 dB。 

(5)微波輻射功率密度：在距離5 cm處，不大於5 mW/cm²。 

(6)速度偵測之準確度：當速度小於150 km/h時，不大於1 km/h及當速度在150 

   km/h以上時，不大於2 km/h。 

7.2 

7.3 

7.4 

雷達測速儀之檢定報告中應載明受檢雷達測速儀之器號；若天線與主機為分離 

式者，則須同時載明天線與主機各部之器號。 

雷達測速儀之各項檢查公差與檢定公差相同。 

雷達測速儀之檢定合格有效期間，自附加檢定合格印證之日起至附加檢定合格 

印證月份之次月始日起算1年止。 

雷達測速儀之檢定合格印證位置在主機上蓋明顯處黏貼檢定合格單；若天線與 

主機為分離式者，則須於天線與主機上分別貼上檢定合格單。 

檢定合格後應發給檢定合格證書。 

八、 檢定合格印證 

8.1 

8.2 

九、 實施日期 

9.1 本版次自中華民國100年1月1日施行，但於本版次修正施行前已申請初次檢定之 

雷達測速儀，於101年12月31日前，仍得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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