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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线数据终端介绍

公安移动警务通系统是以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无线移动通讯网络为承载，支持手机终端、

无线数据终端、笔记本电脑、PC机，实现在移动通信网络覆盖下的任何地方进行信息沟通和

数据传递。公安移动警务通系统是公安综合信息的无线延伸，是方便干警工作、提高工作效

率的重要手段。它基于移动通信的公安信息综合业务查询系统和指挥调度系统，满足外勤警

务人员在治安、交通、刑侦、监管、户政、经侦、边防、消防、出入境等方面信息处理的工

作需要。

宝鸡交警移动警务系统，充分根据公安外勤作业的特点，以工业级坚固型多模无线数据

终端（HM-WDT）为载体，依托第三代移动宽带智能通信技术（3G）和我国公众陆地移动电

话网（PLMN）无处不在的良好覆盖性，集语音对讲、集群调度、GPS 定位、激光条码扫描、

多媒体取证、掌上电脑等功能于一体；在信息安全保障体制下，实现公安工作的移动化。

1.1. 特点

安全性高：SQY42-A/SQY42B/SQY-D

可靠性强：工业级警用单兵装备

适用性广：业务覆盖公安、司法、武警，多部门跨警种应用

多位一体：手机/无线数据终端、多模无线通讯模块、激光条码扫描器、GPS 定位模块

1.2. 性能

IP64 标准(IP64 即：防尘等级 6，防水等级 4)：防水、防尘、防摔、防低温、防高温、防

静电

透反式液晶：便于行业用户室外阅读

双语音配置：满足户外高噪音环境下语音通讯需求

高容量电池：保障 8 小时以上的工作状态



2. 移动警务系统软件简介

2.1. 系统启动与登录

由于《移动警务系统》是在特制的移动智能终端的中文操作系统环境下运行，我们建议

您首先熟悉该款移动智能终端的使用。

在手机待机状态下您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启动《移动警务系统》：在待机主界面上将会有

我们一个“3G 警务通”的图标，点击即可进入移动警务的主界面，系统启动后，将显示如下

登录界面。



您需要首先在“菜单”里面选择“设置”打开设置界面，设置界面分两部分：“基本设置

“和”打印机设置“，在”基本设置“里面可以设置音频、视频、图片等的保存位置和服务

器地址，设置完成后需要点击”设置“按钮使其生效，在”打印机设置“界面里面点击”搜

索“将通过蓝牙搜索蓝牙打印机，发现打印机后将显示在”可用设备列表“中，点击选中改

打印机，勾选”打印测试“，点击”连接“按钮（连接成功后该按钮会变为”断开“按钮，

如图所示），这是可进行下打印测试确定是否已经连接，设置完成后同样点击”设置“按钮使

其生效。

设置完成后回到用户登录界面在该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就是干警警号（6 位），

初始密码是 1 个“0”，该用户名和密码是确认您合法使用身份的必要手段。注意：用户名不

可修改，密码登陆后可在本机上直接修改。

在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按“登录”选择键，选择接入点“宝鸡市公安局”，《移动警务

系统》将启动无线通讯程序与局方的后台服务器通讯，并进行“拨号并搜索服务器”、“初始

化加密”、“验证版本”、“验证设备”、“用户登录”、“同步时间”、“验证程序版本”，完成登录

过程，如一切无误，之后您将进入如下九宫菜单界面。



2.2. 功能模块

移动警务通目前函盖以下十一个功能模块：查询操作，简易程序，强制措施，处理通知

书，电子监控，GPS 定位，现场录音，现场拍照，现场摄像，数据字典，修改密码。



3. 移动警务系统功能——综合查询

移动警务通综合查询提供：驾驶员综合查询，机动车综合查询，违法信息查询三种不同

的方式对驾驶员和车辆的违法信息进行查询。

3.1. 驾驶员综合查询

在“查询操作”功能页面中选择并进入“驾驶员综合查询”模块。

选择“基本信息”选项卡，可以通过“证芯编号”、“驾驶证”、“档案编号”中的任意

一项实现综合查询功能，其中“证芯编号”可以通过终端顶部的激光头通过扫描驾驶证副页

上的证芯编码直接获得。填写完毕后点击“查询”将查询出次驾驶员的基本信息，点击系统

下部的“违法记录”选项卡将自动查询该驾驶员的违法记录，并以列表的形式展现，双击其

中的某条记录将展示次条记录的详细信息，同样点击“强制措施”选项卡将以列表的形式展

现强制措施，双击某条记录展示次记录的详细信息。



3.2. 机动车综合查询

在“查询操作”功能页面中选择并进入“机动车综合查询”模块。

选择“基本信息”选项卡，机动车综合查询提供两种查询方式，可以通过填写或扫描

行驶证上的证芯进行单独查询，也可以通过填写号牌号码和号牌种类的组合进行查询（号牌

号码区分大小写）。填写完毕后点击查询将展现机动车得基本信息，点击“违法记录”选项卡

展现违法记录列表，双击显示详细信息，点击“监控记录”选项卡展现监控记录列表，双击

显示详细信息，如果详细信息中显示次监控记录有图片，则可以通过点击“浏览照片”连接

浏览次条记录的图片信息。





3.3. 违法信息查询

在“查询操作”功能页面中选择并进入“违法综合查询”模块。

违法综合查询模块主要包括四个模块：违法记录、强制措施、机动车违法、监控记录。

在违法信息查询的“违法记录”和“强制措施”中除了可以通过扫描“证芯编号”和

输入“驾驶证”查询某驾驶员的违法记录外，好提供另外一种查询方式，既通过编号精确查

询，如在“违法记录”选项卡中可以通过“处罚决定书编号”，在“强制措施”选项卡中通过

“凭证编号”查询次编号对应的违法记录。

“机动车违法”和“监控记录”则重要针对机动车的违法信息，同样可以通过扫描

或输入“证芯编号”单独查询或通过“号牌号码”和“号牌种类”的组合查询。

记录都通过列表的方式展现，通过双击查看详细信息。



4. 移动警务系统功能——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是为交警在现场执法时使用的功能，当发现并拦截下违章车辆时，通过简易程

序录入便可记录和查询驾驶员及车辆的信息，同时客户端能够甄别出查询对象是否有违法记

录等。

先从九宫格主页面，选择 “简易程序”功能页面，使用流程如下：主要步骤为：填写驾

驶员和车辆信息，填写违法信息，选择处罚种类，打印处罚决定书，保存发送。

4.1. 决定书

选择“决定书”选项卡，次选项卡包含：决定书编号，执勤民警，交款方式，拒收拒签，

备注等信息，根据罚单的性质选择罚款缴费的方式等，如：选定“银行缴款”、“00：不拒收

并不拒签”如下图所示：



4.2. 驾驶员信息

在“简易程序录入”页面选择“驾驶员信息”选项卡。

可通过填写“证件号码（驾驶证号）”、“证芯编号”、“档案编号”中的任意一项进行驾驶

员信息的查询，填写完毕后点击其余的输入框将执行失焦点动作自动触发查询，（注：异地驾

驶员信息只能通过“证件号码”查询，输入“证件号码”后直接点击“异地信息”按钮查询

异地信息）其中证芯编号可利用无线数据终端自带条码扫描（一维码）模块，通过对驾驶证

的证芯条形码的扫描来获取，使用时先点击“证芯编号”输入框 ，并将“条码扫描窗口”对

准驾驶证附页的条码处，如下图：

C．一维条码扫描区



查询完毕后点击详细信息可以查看此驾驶员的详细信息，点击“返回”推出详细信息页

面。

4.3. 车辆信息

在“简易程序录入”页面选择“车辆信息”选项卡。

可通过扫描行驶证上的证芯编号利用证芯编号、发动机号、车架号中的任意一项单独查

询机动车信息，也可以利用“车牌号码”和“号牌种类”的组合查询，查询方法为填写完成

后点击界面的空白处，如输入框前面的数字处触发查询动作（注：异地信息只能通过“车牌

号码”和“号牌种类”的组合查询，输入完成后直接点击“异地信息”按钮），其中“车牌号

码”可以手工输入，也利用无线数据终端自带的数码摄像头拍照，系统通过照片自动识别出

车牌号牌进行车辆信息的查询，通过拍照识别车牌号码的时候，选择“拍照”，如下图红框指

示位置：

用摄像头对准汽车的牌照进行拍摄，如下图：



A．摄像头

通过按下终端上的“Enter”按钮进行拍照，拍照完成后系统自动识别照片并从中提取出

车牌号码，然后通过和号牌种类的组合就可以查询机动车信息。



点击“详细信息”可以查看车辆详细信息，点击“返回”退出



4.4. 违法行为

在“简易程序录入”页面选择“违法行为”选项卡，按照提示选择或输入现相应的信息，

如：违法时间、事故类型、处理时间、道路代码、违法代码等等，其中处理时间要大于违法

时间（可通过先选中需要修改的地方，如图所示选中时间中的分钟部分，通过终端上的上下

方向键来增减时间），道路代码可以通过直接输入代码和路口号获取，也可以通过点击“代码

查询”按钮进入查询界面，查询界面默认显示的是警员所在部门的管辖道路，如要显示全部

道路则点击“显示全部道路”按钮，可通过勾选“检索”框后，在输入框中填写道路代码或

道路名称中的一部分进行模糊查询，选中需要到道路代码后点击“确定”按钮回主界面。同

样违法代码也可以手动输入违法代码或通过下拉框选择，也可以通过点击“代码查询”按钮

进入查询界面，通过下面的检索查找需要的违法代码，选中后点击“确定”按钮回主界面，

然后选择处罚结果。如下图所示：



注意如果“处罚结果”选择“警告”则“决定书”中的“缴款方式”会自动变为“不交

款”，而如果“处罚结果”选择“罚款”则需要手动选择交款方式是“银行”还是“当场”

全部输入完成后可点击“打印”-“打印预览”查看决定书预览界面如下图所示，如没问

题则选择“打印”随无线数据终端附带的蓝牙票据打印机便会打印出罚单票据，决定书一式

三份，打印完成后选择“保存”按钮，执行保存操作，完成整个执法过程。



5. 移动警务系统功能——强制措施

在“功能选项”页面选择并进入“强制措施”功能页面，需录入的内容包括：凭据、车

辆信息、违法信息、收缴扣留信息、处理意见，该模块用来对违法车辆和驾驶员进行强制措

施处理，包括：扣留、收缴等措施。

5.1. 凭证

在“强制措施录入”页面选择“凭证”选项卡，并依照 4.2 节中的步骤，查询填写驾驶员

的相关信息，如下图所示：

5.2. 车辆信息

在“强制措施录入”页面选择“车辆信息”选项卡，并依照 3.3 节中的拍摄步骤，对机动

车的牌照号码识别，客户端将自动返回异常信息提示框，选择“详细信息”查看被查车辆的

资料，如下图：



5.3. 违法信息

在“强制措施录入”页面选择“违法信息”选项卡，选择并添加违法记录，气质措施的

违法记录最多可以添加 5 条，代码的添加方式如 4.4中所示，添加完一条违法代码后点击“添

加”按钮再添加下一条违法代码，如下图所示：

添加完成后，强制措施类别将根据你所添加的违法代码列出可以选择的选项，民警可根

据需求自行选择。



5.4. 收缴扣留信息

进此页会根据民警在“违法信息”选项卡中选择的强制措施类型的不同而变化，如勾选

了“收缴物品”，则可以选择收缴扣留物的类型如：非法装置、非法牌证、机动车等，

并可添加多个物品，如下图所示：

5.5. 处理意见

选择“处理意见”选项卡，可以填写违法时间、事故类型、处理时间、道路代码等（注：

处理时间仍然要大于违法时间）被罚当事人对交警处理方式的异议，和民警意见等，如下图

所示：

填写完成后，可对结果进行预览和打印，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



6. 移动警务系统功能——处理通知书

在“功能选项”页面选择并进入“处理通知书”功能页面，需录入的内容包括：凭据、

驾驶员信息、车辆信息、违法信息。

该模块可用来对违法的驾驶员开具多处理通知书，详细步骤请参照四、五节中的内容，

这里违法内容也是最多可以添加 5 条如下图所示：



7. 移动警务系统功能——电子监控

在“功能选项”页面选择并进入“电子监控”功能页面，该模块适用于驾驶员不在场的

情况下，对违章车辆进行现场取证开具罚单用如违停等，电子监控的使用流程如下图所示：

7.1. 车辆信息

在“电子监控录入”页面选择“车辆信息”选项卡，并依 4.3 节中的方法对被查车辆进行

信息查询和录入，如下图所示：



7.2. 违法信息

在“电子监控录入”页面选择“违法信息”选项卡，选填车辆违法信息，如：违法时间、

道路代码及位置、违法代码等等（注：如果针对违停需开具违停告知单的时候，需要点击“生

成单号”按钮来生成违停告知单号，如不是针对违停则不需要生成单号），如下图：

7.3. 证据照片

在“电子监控录入”页面选择“证据照片”，可通过点击“拍照”，（注：在拍照里面的“菜

单”选项选择“分辨率”将分辨率设为“640x480”或者“1280x960”）进行照片拍摄，可拍

摄三张照片，拍摄完成一张后拍照完成后通过照片边上的上下箭头来进入下一张照片的拍摄，

也可以通过下面的“浏览”直接选取已经保存在本机上的照片，如下图所示：

如果是针对违停则需要打印违停告知单，打印完成后选择保存完成整个过程。



8. 移动警务系统功能——GPS 定位

该项功能由手持机自带 GPS 模块将经纬度信息发送给交警 GIS 定位平台，确定警员位置。



9. 移动警务系统功能——现场录音、拍照、摄像

在警务通无线数据终端的功能页面中的现场录音、现场拍照、现场摄像都属于多媒体取

证类功能，如下图所示：

无线数据终端携带的数码摄像头及麦克风，实现民警现场执法的录音和录像取证、违法

车辆的抓拍取证，并完成信息的录入。

9.1. 现场录音

进入现场录音界面点击“录音”开始录制，点击“停止”结束，下面的“录音文件”

选项可以通过“选择”浏览本机上的录音或者其余音频文件进行播放。



9.2. 现场拍照

现场拍照调用本机自带摄像头可以用于拍照取证，也可以用于在不进入违法处理页面

的时候先进行多组拍照，然后集中处理

9.3. 现场摄像

现场摄像则调用外接的摄像头，进行执法过程、现场路况的录像以便作为调节纠纷的

证据或者为交通调度提供依据，从而保证民警的权益规范执法，提高路况实时处理能力。



10. 移动警务系统功能——数据字典

该功能主要为规范执法工作中的条款，以及处理方法等应用而设立，在移动警务系统的

服务器端管理页面进行配置，首次安装已经全部更新，往后的使用过程中如果再有变动民警

可以手动选择更新。



11. 移动警务系统功能——修改密码

此功能支持移动警务通用户密码在线修改功能。

在密码修改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密码输入框右上角的输入法状态，看清楚是字母输入

法 abc 还是数字输入法 123。



12. 注意事项及使用技巧

12.1.手机使用的一些注意点

1，需要经常删除一些无用的短信息，防止手机内存不足，无法使用警务通

2，如需要知道手机串号的，可以输入“*#06#”

3，如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将手机进行格式化的话，一可以通过选择手机功能键—工

具—设置—系统—出厂设定，然后输入锁码“1234”进行恢复原厂设置;二或者也可以通过在

手机界面上输入*#7370#,然后点击“是”，然后输入锁码“1234”，一般不提倡使用第二种方

法进行操作。

12.2.常见问题及处理

1. 登录

 登录用户名：民警警号；

 登录初始密码：0；

 选择接入点--宝鸡公安(搜索服务器…)；

 终端安全认证(安全认证…)；

 版本认证(版本认证…)；

 终端注册(终端注册…)；

 用户登录(身份认证…)；

 时间同步（手机、服务器时间保持一致）；

2. 身份认证失败

 用户名及口令是否正确，注意大小写；

 退出程序后，再试一次；

 尝试用本部门其他帐户登录(登录成功后立即退出!!!)；

 尝试在本部门其他手机上登录(登录成功后立即退出!!!)；

 到后台管理查询用户名/密码及权限；

3. 版本认证，设备认证，安全认证失败

 退出程序后，再试一次



 如有多个用户出现此类似情况，请联系开发商

4. 搜索服务器失败

 退出程序后，再试一次

 确认 GPRS 网络畅通.输入用户名/密码,选择接入点,登录时注意查看手机左上角信号

处是否有 GPRS 信号(是否有”双向箭头”或者”H”)如果没有,则说明是手机 SIM 卡问题.

5. 连接失败

 退出程序后，再试一次

 手机的连接设置是否被更改

 手机是否欠费

 手机是否更改过不同类型的套餐或者服务

 是否在服务区

 是否有 GPRS 服务

 如有多个用户出现此类似情况，请联系开发商

6. 登录或查询过程中超时

 请仔细阅读超时对话框的提示信息

 等待出现超时或者“无法从传输连接中读取数据”，请退出重新查询，此为网络不稳定

造成

 不正常的超时次数过多-请联系开发商

7. 确认错误只局限于一台终端

 用另一台手机登录

8.确认错误是用户口令错误

 用另一个用户名登录

 观察控制台的身份认证输出信息

9、版本认证，设备认证，安全认证失败

 向开发商汇报



 重装终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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