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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昌安全监控系统简介 

     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汽车的行驶速度、持续行驶里

程都在不断提高，同时随着商用车大型化的发展，商用车辆的总质量也不同程

度的增加，从而增大了汽车的行驶惯性，对车辆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商用车辆在行驶中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和运输货物的安全，越来越

得到更多的关注。 

西安正昌电子股份公司针对商用车辆行驶中的特点，从制动安全、行驶安

全、驾驶安全等多角度出发，提出了该项目的研究并实施了《安全监控系统》

的开发。 

系统的优点：    

 1、实时监控车辆制动系统的安全隐患区域，并在隐患可能发生时及时预警； 

 2、实时显示并记录车辆行驶过程中车轴温度、制动蹄温度、制动蹄磨损等相

关数据信息； 

 3、简易化显示界面，方便用户使用； 

 4、减少了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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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用车智能监控平台之安全监控系统组成、技术指标及安装要

求 

该系统部件安装的质量对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影响显著，因此安装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以下部件的安

装工艺及技术要求，坚决不允许随意操作。由于安装条件不具备或操作不当造成该系统部件损坏的我公

司概不更换。 

安全监控系统组成：安全监控盒、4.3 吋显示器、温度传感器、磨损传感器、7638 螺旋线及七芯插

座、线束和连接插件。 

（一）安全监控盒技术指标及安装要求：                                                     

 它是安全监控系统的控制核心，接收轴温传感器、蹄温传感器和摩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信息，进行

处理后，根据显示器的触发信号将温度信息实时在显示屏上显示。                             

 1、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18~30VDc。 

 温度范围：-25℃～+70℃。  

                                   

外形图和接口图：见下图 

 

            

2、安全监控盒的安装要求： 

a. 不与汽车的其它装置，尤其是运动构件发生干涉； 

b. 应当远离强磁场和较强的热源； 

c. 安装时接插件应接插方便，同时考虑与线束连接的顺畅，以及拆卸和维护的方便。                                                            

d. 选好位置后用 M6×20mm 的螺栓紧固在支架或有刚度构件上；                                         

d.严禁用自攻螺丝固定在无刚度的构件上；                          

f. 固定控制盒时应用平垫片和弹簧垫圈。  

（二）传感器的技术指标及安装要求： 

传感器在安全监控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它可以检测出制动鼓和轴承的温度，以及摩擦片的磨

损情况，并把该信号发送到轴蹄温控制单元的温度信号处理模块中。所有控制程序均由传感器的输出信

号为基准进行运算。传感器的设计保证它具有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所标定的兼容性能。 

1、传感器技术指标： 

    （1）温度传感器技术指标： 

 工作环境温度：传感器 -50℃～+400℃ ，传感器电缆 -40℃～+300℃ 

 传感器探头总长：25MM。 



西安正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监控系统安装使用说明书 
 

 3 

 传感器耐高温线长：800MM 或 1000MM 

 传感器类型：自带 M8*1.25 螺纹。 

 

（2）磨损传感器技术指标： 

 工作环境温度：传感器 -40℃～+300℃ ，传感器电缆 -40℃～+300℃ 

 传感器探头总长：17MM。 

 传感器耐高温线长：1000MM。 

2、传感器的安装要求。 

（1）传感器安装前的准备： 

a.先检查外表是否有划伤、压痕，引线是否松动、破损，铜线是否有现象； 

b.应把安装孔清洗干净； 

c.传感器阻值是否正常； 

d..传感器前端应保持清洁； 

e.如发现传感器有损坏而导致传感器不能正常使用的请更换新传感器； 

（2）传感器的安装次序： 

 

      

 

蹄温传感器的安装示意                 轴温传感器的安装示意 

             

                      磨损传感器的安装示意 

a. .焊接蹄温传感器支架时，支架的端面距离制动鼓圆弧面为 6mm，焊接轴温支架时，支架需

尽量接近轴承，但传感器安装后，不能有干涉；在距离制动鼓上表面 15mm，以轴心为中心左右±8°

的位置打两个φ 5.2 的孔，孔深 20mm。 

b. 蹄温传感器安装：先将传感器从图示相反的方向穿出，再将温度传感器加φ 8 弹垫顺畅旋入

支架内，调整好引线方向并捆扎牢固。 

c. 轴温传感器安装：先将传感器从图示相反的方向穿出，再将温度传感器加φ 8 弹垫顺畅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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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内，调整好引线方向后，再将引线捆扎牢固。     

               d. 磨损传感器安装：先将传感器从图示相反的方向穿出，再将磨损传感器表面涂覆高温固定胶，

插入两个φ 5.2 的孔内，调整好引线方向后，再将引线捆扎牢固。 

              注意：传感器线捆扎时，需要在轮毂内预留足够的长度。 

 （3）传感器引线的连接： 

a. 传感器引线离开制动底板后，用尼龙扎带捆扎在无相对运动的刚性构件上，同时考虑留有

一定余量； 

  b. 转向桥的传感器引线与线束连接时，应和制动软管捆扎在一起，考虑到转向桥制动软管的运

动状态，应将传感器线束扎在制动软管弯曲的弧线内侧，避免与轮胎边缘的摩擦，对于非转向

桥引线也同制动管连接，留有一定余量，保证车身的上下运动时不被拉断； 

c. 当传感器完全插到位以后，通过接插件上螺纹将其旋紧的； 

d. 引线在引出制动软管后，其插接件不能悬空或有甩摆现象； 

e. 凡有相对运动的部位，其线束或引线留足余量应保证不被拉断； 

   (三).显示屏的安装要求： 

  1）4.3 吋显示屏的安装要求： 

                      

 

        在驾驶室找好合适位置后，用双面胶将 4.3 吋显示屏固定在驾驶室的面板上；  

（四）线束的安装要求： 

它是控制盒和各个独立元件的信号传输部件。 

       1. 线束的安装： 

a. 线束必须固扎在纵墚或横墚的 U 型槽内，确保不要有预紧力； 

b. 应当避开发动机排气管对线束的烘烤，或在排气管处进行隔热处理； 

c. 在拐弯或有坚硬锐角处要对线束进行加固或相应处理； 

d. 避免悬空处理线束，避免油渍或有害液体长期侵蚀，线束和各独立元器件连接处留一定

余量，以便维护、保养。 

 2. 线束的对插： 

a. 线束与控制盒的对插，保证到位并锁紧； 

b. 线束与传感器引线的对插，保证螺纹旋到底部； 

c. 线束与显示屏的对插，保证插头到位并紧固； 

3.线束的捆扎： 

          a. 尽量与车辆的原有线束捆扎在一起； 

          b. 线束应分左、右，分别捆扎。每隔 20～30cm 用扎带捆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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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线束的长出部分，应捆扎牢固，不能和运动部件捆在一起； 

          d. 在桥和大梁过渡时，应当留有足够的余量，防止车辆运行时将线束拉断； 

       4. 电源线束的安装：  

          a. 严格按照图纸对接电源线。 

          b. .在总装厂设置有保险时按图接规定保险，未设置时坚决不允许直接和电源连接使用。 

          c. 地线的连接有以下要求： 

          1）接地点位置明显，不能随意接地，应使用统一接地点。 

          2）接地点要打磨，保证接地面积和接地可靠。 

          3）安装时严禁用自攻螺丝接地线，必须用螺栓、螺母、平垫的方式接地，保证接地的牢靠。 

       5. 挂车与主车 ABS 线束对接要求： 

          a. 将 ISO7638-1/141070 插座固定在挂车前部预留的安装位置上，导线按接线图要求对应连

接。 

          b. 将主车上 ISO7638-2/141070 插头与插座对插到位并锁紧。 

          c. 控制盒和显示屏采用同一接地点，不得与其他用电设备混用接地点。 

d.线束的两端已作好前、后、左、右、中的标记，请按相应标记分别对插传感器及其他接插

件。（接插要求同上） 

 二、七芯插座 

它是主车与半挂车电源线的连接部件，它内部由 7 根针组成，其连接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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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电缆螺母（上图中 2）扭紧到卡口环上（上图中 3）。 

2. 将电缆线绝缘外皮剥去约 60 毫米并穿过电缆螺母和卡口环（上图中 2 和 3）。 

3. 将电缆线的各条线芯绝缘层剥去 7 毫米长。 

4. 建议使用钢带包线端子包住线尾铜线芯。 

5. 取连接插（上图中 4）并松开 7 号端子的螺丝，将已剥去绝缘层的 7 号线的电线插入 7 号端子孔

直至底部，按此顺序重复动作连接 6 号、 5 号……到所有端子。通过轻拉电线来确定螺丝是否全部打

紧。 

6. 将座身内的密封圈涂上适量润滑剂（如硅油），将连接插（上图中心）推入座身内（上图中 1）。 

7. 将卡口环（上图中 3）的前部和密封圈涂上适量润滑剂（如硅油），将卡口环推入座身（上图中

1）并旋转卡紧；注意：一定要对准到位标识方可。 

8. 将电缆螺母（上图中 2）之固定螺帽扭紧。 

9. 作最终外观及功能检查。 

三、安全监控系统电源接线图  

技术要求: 

 1.有 ACC 和 GND 标记的导线采用线径为 1.0mm
2
，未注标记的导线线径应为 0.5～0.75mm

2
； 

2.到安全监控盒各线路的电压降必须＜0.5V； 

3.电源在主车取电时，需连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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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马四芯接插件 

 

四、线束插头定义图（正视图） 

 

                             64 针接插件 

1、三轴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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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轴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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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安全监控系统安装检查 

系统安装完后，打开点火开关，首先看到驾驶室内4.3吋显示器开启，随后进入工作界面，屏幕循环

显示六路或者四路轴承温度、蹄片温度、刹车片磨损状态，如下图所示，如果达到温度设定值和刹车片

磨损设定值，该屏幕会发出报警。 

    

             轴承温度                                    蹄片温度 

                  

                                    刹车片磨损 

六、故障一览表 

类 名称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正确操作 

显示终端 4.3 吋显示终端 

1、屏幕无显示 

2、屏幕数据不更

新 

1、没有正确通电

或通电线缆有故

障 

2、操作不当导致

死机 

1、检查线缆确

保正确通电 

2、断电后重新

上电 

控制盒 安全监控盒 

1、 显示器没有此

控制盒信息 

2、 显示部分传感

器断开 

1、 控制盒通电不

正常或线束断

开 

2、 接插件链接不

可靠 

1、 检查接电是

否正常 

2、 重新插拔对

应接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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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温度有大幅度跳

动 

传感器受外力损

坏 
更换 

刹车片传感器 错误报警 
传感器受外力损

坏 
更换 

七、日常保养一览表 

 保养零件 保养内容 处理方法 

 

 

日         

常     

保 

养     

与 

维     

护 

线束 

3 个月为一周期。观察对线束、电源

线外观是否有破损、松动，铜线裸露

等现象 

及时进行处理 

温度传感器 

保养周期与车轮保养同步进行。观察

传感器是否破损、松动、断裂、退出

等现象 

及时修复，更换 

传感器安装支架是否变形失效 更换 

磨损传感器 
1 个月为一周期，磨损传感器是否出

现报警，接插件是否连接可靠 
更换 

安全监控盒 
3 个月为一周期检查安全监控盒固定

是否牢靠，线束连接是否可靠 

固定螺丝是否松动，接插件是

否插接可靠 

4.3 吋显示屏 

3个月为一周期检查4.3吋显示屏固定

是否牢靠，屏幕显示是否清晰，蜂鸣

器工作是否正常，线束连接是否可靠 

更换、清理 

特别关注： 

1.安全监控盒、4.3 吋显示屏、传感器的故障，应到指定维修点更换，此三组件均为不可修复件。 

2.在系统电源未切断时，不可拆装系统中的导线插头或电器元件。 

3.在进行烤漆电焊时，一定要先断开安全监控系统的电源连接插头。 

4.如果磨损传感器的报警不是由外部原因引起，则是提醒司机需要更换车片。 

八、注意事项 

>用户安装调试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安装前请将各个模块的配件检查是否安装完成 

>请将系统中各个模块安装到指定位置或容许位置。在非指定定安装位置，造成的设备损坏

将不在产品保修范围之内。 

>本公司对本手册拥有最终解释权。 

八、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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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图 

 

八、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