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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的安装 

一）设备安装位置的确定 

一体机能够快速准确的输出车牌识别结果，拍到高质量的车牌图片非常重要，所以选择

一体机的安装位置时，主要目标就是使一体机拍到完整、清晰的车牌图片。 

1、直道安装 

直的车道是较理想的安装环境，车辆在驶入识别区域时，可以获得高质量的照片。 

1) 施工时一体机和道闸可以安装在车道的同一侧，但一体机要安装在道闸前，间距不小

于 30cm，以避免设备间的相互干扰。 

2) 当采用抓拍识别和视频识别时，地感线圈距离一体机的最佳距离为 4m； 

3) 当采用视频加地感识别模式时，地感线圈距离一体机的最佳距离为 3m。 

如下图： 

 

直道安装示意图 

2、宽车道安装 

1) 如果车道特别宽，车的行驶方向不固定，车辆驶入时，车头会左右倾斜，容易影响识

别效果，可以将车道分成两条或者用锥桶、路桩等障碍物隔离开一条非机动车道，使机动车

道变窄，车行方向变正。如下图，原车道宽为 6m，增加非机动车道后，机动车道减至 4m，有

利于提高识别率。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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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非机动车道安装示意图 

2) 如果车道很宽，但不能分隔成两条车道或增加非机动车道，这种情况可以安装双相机，

即在车道的两侧各安装一台相机，这样不管车行方向偏向哪边，都可以有相机拍到车牌并识

别。 

如下图: 

 

直道双相机安装示意图 

3）如果车道很短，当车从某个方向驶来时，车身通常都是斜向一侧的，这种情况可以把

相机安装在车头所偏向的一侧，这样拍照时车头是正对相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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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车辆从两个方向驶来，可以安装双相机，每台相机拍摄一个方向的来车. 

如下图，当车辆从左侧驶入，2号相机可以抓拍到正面照片，当车辆从右侧驶入，1号相

机可以抓拍到正面照片，这样保证了车不管从哪边进入，都可以拍到车牌并识别。 

 

短车道安装示意图 

3、弯道安装 

弯道安装车牌识别设备时，车行方向指向弯道的外侧，所以一体机应安装在车道外围一

侧，这样车辆驶入识别区域时，相机就能拍到比较正的车牌照片。 

如下图： 

 
弯道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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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库安装 

当需要在地库安装一体机时，需要遵循如下原则： 

入口一体机安装在地库坡道上面水平路面上，出口一体机安装在地库坡道下面的水平地

面上。这样，可以避免当一体机无法识别车牌，造成道闸不能抬杆时，车辆只能停在地库坡

道上的问题。 

二）设备的安装 

1、立柱使用φ10mm 的膨胀螺栓固定在水平地面上； 

如果地面不是水泥或其他硬质路面，需要浇筑水泥墩来固定，安装要做到稳固、美观。 

在立杆固定时，要使立杆上的出线孔朝向一体机的后端，同时要保证万向节安装好后，

可以有一定的水平转动调节空间，方便一体机的调试。 

2、一体机用内六角螺栓固定在立柱的万向节上，一体机的角度可以通过调整万向节上的

螺丝来调节。通过调节相机角度，使图片中车牌的位置能够水平、居中偏下。 

调节方法如下图：（万向节调节效果示意图） 

 

车牌在图片中偏上  通过调节万向节两侧螺丝使车牌居中 

车牌在图片中偏右  通过调节万向节底部螺丝来使车牌居中 

   

车牌在图片中左右倾斜  通过调节万向节前后螺丝使车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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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安装注意事项：  

1）安装使用 1.2m 高的立柱； 

2）一体机的有效识别距离为 3-8m，超过该范围则无法识别； 

3）在地感线圈前面 1米必须安装减速带； 

4）选择设备安装位置与角度时，应综合考虑现场的光照条件，避免相机处在强逆光的环

境中。如下图 

 

逆光环境示意图 

当相机前方会有太阳或其他强光源直射时，会造成相机逆光拍照，这时车牌区域亮度较

暗，严重时会导致无法识别，安装时要避免这种情况。逆光对图片造成的影响如下图。 

 
逆光条件下的车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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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一体机拍照时，如有强光照射车牌，会造成车牌反光，严重时会导致无法识别。设

备安装时，要避免安装在容易发生车牌反光的环境。 

 
车牌反光造成无法识别 

6）在一体机周围的环境中，如果有物体的影子投影在车牌区域上，会造成车牌图片明暗

不均，形成了阴阳车牌，严重时也会导致一体机无法识别，设备安装时，要避免这种情况。 

 

阴阳车牌导致识别错误 

7）设备安装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工具请参考《产品说明书》附录三。 

二、镜头调节 

一）车牌图像调节 

车牌图像中车牌宽度的确认： 

使用 windows 自带的画图工具打开车牌图像，通过下图所示的方法查看车牌的宽度是否

符合标准，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节，使车牌宽度保持在 140 像素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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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下面的步骤调节车牌图像： 

1、将车辆停在识别区域，推荐水平距离相机 4米的位置，参照本章第二小节镜头调节，

调节相机的焦距和清晰度； 

2、调节相机下方的万向节，使车牌图像显示在整幅图像的中下部； 

3、调节万向节之后微调焦距和清晰度，使车牌宽度保持在 140 像素。（如下图） 

注： 

可通过移动目标车牌判断实际车牌是否保持水平，否则调节万向节使其保持水平。 

 



 

 

 

北京易泊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010‐82263186    www.eparking.com.cn

 

8

二）镜头调节 

根据下面的步骤进行调节： 

1、根据现场车辆与相机的不同位置，选择不同的远近（3米、4米、5米、6米）调节镜

头的远近和清晰度； 

注：不同距离的选择，需要根据车辆与相机的水平距离进行选择，如下图所示： 

 

 

2、勾选“是否启动自动调焦”，点击远近调节按钮（3m,4m,5m,6m），相机会根据图像清

晰度自动进行清晰度调节；若未勾选“是否启动自动调焦”，需要用户手动完成清晰度调节；

推荐勾选“是否启动自动调焦”； 

3、若已经操作过之前的步骤，图像还是未调节清晰，可以点击清晰度调节界面的“+”

或者“-”进行清晰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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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前面的步骤都进行之后，实际车牌宽度相比目标车牌还是过大或过小，点击远近调

节的“+”按钮，可以使图像显示的车牌变小，如果车牌过小则点击“-”按钮； 

5、此时图像会出现模糊，再点击清晰度调节的“+”或“-”按钮，直到图像清晰显示； 

 

6、如果实际车牌宽度与目标车牌宽度相比差别较大，重复 4、5 的步骤，直到车牌的大

小和目标车牌匹配。 



 

 

 

北京易泊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010‐82263186    www.eparking.com.cn

 

10

 

三、灯光调节 

补光是针对黑暗环境（主要是夜晚或者地下车库）提供的图像亮度补偿措施，在现场补

光灯的调节过程如下： 

1、抓拍识别模式下，补光灯在识别的瞬间爆闪一下，提高图像的亮度，闪光滑动条可以

调节爆闪的闪光值，通过调节“闪光”值，设置不同的车牌亮度。软件提供 10 个档位以满足

不同的现场环境，客户可根据具体环境选择不同的亮度值； 

2、视频识别模式和视频加地感模式下，补光灯在检测到图像的亮度低于一定的值之后会

自动常亮，在检测到图像的亮度值高于一定值之后会关闭常亮，补光灯的常亮亮度可以通过

“低亮”滑动条调节，软件提供 6个不同的档位，客户可根据具体环境调节不同的亮度值； 

 

图像过暗    图像过亮      图像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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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识别模式 

相机提供三种不同的识别模式供客户选择，分别是抓拍识别、视频识别和视频加地感模

式。客户可根据具体的现场环境选择不同的模式，也需要对不同的模式做出相应的设置和调

试，具体过程如下： 

一）抓拍识别 

抓拍识别需要安装地感线圈，当车辆经过时触发地感线圈，相机进行抓拍，识别出车牌，

需要注意的事项有： 

1、地感线圈 

地感线圈的安装位置如下图所示，推荐距离相机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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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识别参数的设置 

打开演示软件，连接相机，在【设置】--->【识别参数】选项中可设置相关的识别参数， 

1）抓拍识别设置默认选择高识别率，以提高车牌识别的正确率； 

2）车牌识别的最小宽度和最大宽度默认使用 80~400（像素），以保证识别率；如果确认

车牌宽度在 80~200（像素）之间，可以设置最小宽度为 80，最大宽度 200（像素），较小的

宽度范围会使识别速度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3）车牌的类型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需求进行增减； 

注：设置的类型越多，识别速度会相应变慢。 

4）抓拍模式下输出区域不起作用，客户可以调节识别区域，通过识别区域屏蔽栅栏或其

他有影响识别率的事物，但要使车辆经过时车牌在识别区域内部。 

具体如下图所示： 

 

二）视频识别 

视频识别不需要安装地感线圈，相机自动通过车辆的动态图像识别车牌信息，同时提供

模拟触发识别，若未识别出车牌结果，可手动点击模拟触发 进行识别。 

具体识别参数调节如下： 

1、调节图像 

具体参见【镜头调节】，推荐使用 4m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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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识别参数的设置： 

1）视频识别建议选择高识别速度，以减小车牌识别所需要的时间； 

2）车牌的最小宽度和最大宽度仅能使用 80~200（像素），可以在保证识别正确的情况下

提高识别速度； 

3）车牌的类型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注：设置的类型越多，识别速度会相应变慢。 

 

3、识别区域调节 

1）识别时，车牌必须进入识别区域才能识别，在区域以外的地方无法识别； 

2）识别区域为凸四边形，可以自由调节，出厂默认是整幅图像进行识别； 

3）识别区域可以根据现场的车道状况选择合适的大小和位置，提高识别速率和准确率； 

4、输出区域调节 

在视频识别模式下识别出车牌结果时，只有当车牌位于输出区域时才能输出识别结果，

其他位置将不输出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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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调节如下图所示： 

 

注： 

1）输出区域的高度不低于整幅图像的 1/3； 

2）如果现场有较多大型卡车出入，车牌位置相对较高，可以适当将输出区域的上边沿调

节高一些； 

3）客户可根据现场情况，选择不同的输出区域，以屏蔽栏杆等障碍物，同时能够防止跟

车时输出多个识别结果； 

4)在输出区域上边沿线处，车牌宽度应保持在 110-140 像素，宽度过小可能会导致误识

别，宽度过大可能无法识别出结果。如下图所示： 

 

5、视频识别注意事项 

1）视频识别时车牌必须是运动的，静止的图像无法进行识别； 

2）视频识别夜间补光灯常亮； 

3）同一张车牌不能在短时间识别两次，至少应该保持三十秒的时间间隔才能再次识别同一张车牌； 

4）在安装相机的时候需要注意，请尽可能保持车牌图像出现在整幅图像的下半部分，相对于车牌在

图片上半部分，识别速率会提升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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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频加地感 

视频加地感识别模式是通过视频识别方式进行识别，通过地感触发方式进行上传，同时

需要设置车牌图像在输出区域内，相比较抓拍识别和视频识别，视频加地感能够提供更快的

识别速度和更高的识别率，具体的调节过程如下： 

1、地感线圈 

安装地感线圈时，要尽量靠近相机，推荐水平距离相机 3 米； 

 

2、识别参数 

视频加地感和视频识别都选择高识别速度，具体调节方式参见【视频识别】。 

3、识别区域调节 

视频加地感和视频识别的识别区域类似，具体调节方式参见【视频识别】。 

4、输出区域调节 

视频加地感识别模式下输出区域的调节需要注意如下事项： 

1）默认输出区域为整幅图像，只有出现跟车或栅栏等问题时，可设置跟车或栅栏等在输

出区域外部，但应尽量保证输出区域最大化，若设置过小，可能会导致输出无牌车； 

2）地感线圈要包含在输出区域内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前车辆触发地感时刻的图片其

车牌一定要处于输出区域内部，否则将输出无牌车； 

3）如果出现跟车较近的现象，应该保持后面车辆的车牌图像不能进入输出区域，否则将

输出多个识别结果； 

4）地感线圈应尽可能靠近图像下部，不要高于图像 1/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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