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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1）任务情况
根据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度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制制订计划的通知》（公科
信标准[2020]37 号）的要求，由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负责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车辆
图像识别-车辆特征数据》
（项目计划号：2020BZ096）的制定工作。
（2）目的意义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 号)中指出：“要建设面向人工智能的公共数
据资源库、标准测试数据集、云服务平台等，形成人工智能算法与平台安全性测试评估的方法、
技术、规范和工具集。促进各类通用软件和技术平台的开源开放。要逐步建立并完善人工智能基
础共性、互联互通、行业应用、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技术标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指出
要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超级计算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推进数据
资源赋能交通发展，构建泛在先进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标准化的车辆特征数据，是推动更深层
次的数据共享、智能应用的交通信息基础软设施。《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GA/T
833-2016）重点对机动车的号牌识别及其他基础信息识别项提出了技术要求，并规定了试验方法，
但并未对数据本身进行约束。
车辆作为交通场景中的主要行为个体，对其进行全方位感知和智能化分析是公安大数据智能
化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从外观上来说，车辆具有车型车款、车身颜色等整体性特征以及车牌
号码、天窗、年检标、挂件、摆件、喷涂以及驾乘人员等个体化特征， 这些所有的属性信息组合
起来形成了车辆独一无二的“车辆特征”，“车辆特征”作为车辆身份的判定依据，比单纯的车牌
号码更加可靠。 车辆识别是从车辆外观图片中提取车辆的多维度属性特征，并将各个特征结构化
表示的过程。 该技术在公安刑侦、违法监测、缉查布控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广泛的应
用前景。目前，基于人工智能的车辆特征识别技术在公安交管行业已经落地应用，但存在以下三
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同厂家建设的系统识别粒度不一致。建设较早的仅能识别号牌及基础车型，
较新的除了外观基础信息，还能识别车内驾驶人有无系安全带，有无使用手机等行为特征。第二，
不同厂家建设的系统识别结果不能互通。对于号牌号码、号牌种类等有标准明确规定的信息项可
以做到数据互通，但对于驾驶人使用手机等无标准进行明确规定的信息项，各个系统定义不同，
无法做到数据互通。第三，个别系统开发方缺乏对车辆相关信息的知识储备，对车辆属性定义混
乱，不利于实际应用，例如：部分系统将大货车、小轿车等车辆规格维度的概念以及救护车、出
租车等车辆使用性质维度的概念均作为“车辆类型”中的一种。
因此，为适应人工智能车辆识别技术的发展趋势，针对国家交通强国建设纲要需求，为支撑
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建设、支撑不同车辆图像识别系统间的数据交换、加强车辆特征识别实战应用
效果、统一车辆特征数据标准，需要制定《车辆图像识别 车辆特征数据》
，从特征数据定义、类
型、格式规范等方面着手，为行业内适用于各种机动车的车辆识别技术与产品提供技术规范。
2、起草单位情况
（一）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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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二）标准起草单位工作情况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交科所”）
：总体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组织形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等各个版本的标准文本、编制说明，以及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等材料；收集整理全国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标准制定意见建议。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参与标准制定工作，负责从识别能力等技术角度提出标准制定意
见建议。
3、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蔡岗、王金桥、张森、郭海云、黄淑兵、张慧辰、李小武、尤冬海、
陈盈盈。各主要起草人所做工作见下表：
序号

1

单位名称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
学研究所

起 草 人

蔡

岗

张

森

主要工作
负责标准制订技术内容的总体框架、总体
内容的制定、全面把握以及标准文本编写、
统稿、校核
参加标准文本的编写，负责标准术语和定
义的研究。
参加标准文本的编写，负责车辆特征数据
总要求的研究。
参加标准文本的编写，负责像素、角度等
车辆图像要求的研究。
参加标准文本的编写，负责位置、号牌、
车型等特征要求的研究。
参加标准文本的编写，负责车辆区域要求
的研究
参加标准文本统稿，负责车辆特征数据总
要求的研究
参加标准文本的编写，负责车辆特征数据
格式的研究
参加标准文本的编写，负责车辆图像格式
的研究

黄淑兵
张慧辰
李小武
尤冬海
王金桥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

郭海云
陈盈盈

4、主要工作过程
第一阶段：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7 月，标准制定预研申请立项。在此期间，交科所成立标
准制定预研小组，重点研究了与车辆图像识别相关的标准，主要包括：《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
（VIN）
》（GB 16735-2019）、《道路车辆 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MI）
》（GB 16737-2019）、《道路交
通管理 机动车类型》（GA 802-2019）、《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GA/T 833-2016）、
《公安视频图像分析系统 第 2 部分：视频图像内容分析及描述技术要求》（GA/T 1399.2-2017）。
通过对相关现有标准的研究分析，完成了预研申请立项。
2020 年 7 月立项批准后，根据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交标委”）
通知要求，交科所作为牵头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为标准参加单位，成立了 9 人组
成的标准起草组，商讨制定工作事项。2020 年 7 月起，标准起草组深入调研各大系统集成商、车
辆识别算法开发公司车辆识别结果数据定义现状，总结车辆特征数据分类和定义的宝贵经验。
第二阶段：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3 月，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
根据要求，标准起草组制定了项目实施计划表。标准起草组在收集国内车辆识别相关信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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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资料的基础上，积极与海康、大华、宇视、华为、以萨、商汤、格灵深瞳等系统集成商、
车辆识别算法开发公司专家沟通，对标准制订草案进行探讨，收集汇总对于标准制订草案的意见
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标准起草组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2、科学性原则
术语和定义部分，将车辆特征划分为两个层级共计 36 个维度特征，条理清楚、层次清晰，符
合对车辆特征的认知。
“4 车辆图像要求”部分，明确提出了对车辆图像的质量要求，有效保证了满足质量要求的
数据都是可用的。
“5 车辆特征数据格式”部分中，已有现行标准明确定义过代码值的数据项，引用现行标准；
无现行标准明确定义过代码值的数据项，依照相关标准进行定义。号牌种类、号牌颜色、号牌号
码取值引用 GA/T 833 相关定义，号牌规格依照 GA 36 相关描述定义，车辆类型、车辆子类型依
照 GA 802 关于车辆规格和类型的描述定义。
以上，都体现了本标准的科学性。
3、先进性原则
标准化的车辆特征数据，能够支撑不同车辆图像识别系统间的数据交换、加强车辆特征识别
实战应用效果。
在数据格式方面，针对部分将来存在扩展可能的信息项，定义了公共数据格式。在公共数据
格式的基础上通过键值字典区分不同的特征数据，为将来可能的数据项扩充提供便利。
以上，都体现了本标准的先进性。
三、标准内容的起草
1、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和依据
（1）标准的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辆特征数据的分类方法及数据格式，应用于车辆图像识别算法识别结果的表
述、不同车辆图像识别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参照了《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
（GA/T 833-2016）以及《公安视频图像分析系统 第2部分：视频图像内容分析及描述技术要求》
（GA/T 1399.2-2017）。
（2）术语和定义
“监控图像”。为明确车辆特征数据所描述的车辆图片的来源，确保原始图片的质量，首先
明确定义了明确定义了“监控图像”是符合《道路车辆智能检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T
497）标准的系统所拍摄的过车图片，或从视频监控设备中获取的图片。
“车辆图像”。由于车辆在监控图像中只占一部分，同时为了规范不同系统之间信息交换时
车辆图像的具体范围，定义了“车辆图像”是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车辆检测算法，从“监控图像”
中，检测出的车辆所在矩形区域的图片。
“目标”。对挂件、摆件、纸巾盒等客观存在的物体进行数据格式定义时，存在抽象的公共
数据格式，为便于对公共数据格式进行描述，定义了“目标”，其包括机动车，车内挂件、摆件、
纸巾盒等监控图像中可观察到的、客观存在的物体。
“车辆特征数据”是利用车辆特征识别技术，从“车辆图像”中识别出的特征信息。由于车
辆特征维度多，每个维度的属性多，为了清晰、完整地表达可识别的车辆特征，定义了由位置特
征、号牌特征、车型特征、驾驶行为特征、个性化特征和车辆特征向量六部分组成的车辆特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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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时对每一部分进行进一步的细分。位置特征分为车辆位置、拍摄方向。号牌特征参考GA 36
中关于机动车号牌外观的描述以及GA/T 833中关于号牌识别信息项的要求，结合识别算法可达到
的技术水平，细分为了号牌状态、号牌种类、号牌颜色、号牌规格、号牌号码。车型特征参考GA
802中关于机动车规格、类型的定义，结合识别算法能够达到的分类粒度，细分为了车辆类型分类、
车辆类型子分类、车身颜色和品牌型号。驾驶行为特征主要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违法公安行政管理行为的名称及适用意见》、《道路交通管理信息代码 第31部分：交通
违法行为类别代码》（GA/T 16.31-2017）等法律、文件、标准中关于违法驾驶行为的规定，结合
识别算法能够达到的识别粒度，细分为了有无系安全带、有无使用手机等11类。个性化特征主要
根据各地交警在实战用经常用于甄别车辆的外观特征，结合算法实现可行性，细分为粘贴物、破
损、天窗等10类。
“姿态”。为了便于对车辆图像做出具体的角度要求，定义了车辆姿态，具体分为水平转动
角、俯仰角和倾斜角。
（3）车辆图像要求
为了确保实际应用中车辆特征数据的可用性、准确性，对车辆图像的像素、角度、质量以及
图像格式做出了具体要求。主要参考了《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GA/T 833-2016）
中的图像要求。
（4）数据格式要求
为便于不同信息系统间的交换和理解，使用JSON字符串表示车辆特征数据，JSON字符串中
的key值一律使用拼音缩写。
根据术语及定义中关于车脸特征数据的定义，规定了6大类36小类信息项及其key值，同时对
每一个小类的具体数据格式进行了定义。对存在共性的信息项，抽象出了位置信息格式、行为特
征数据格式、以及个性化特征数据格式等3类公共数据格式。不同类型目标的位置信息数据格式是
公共位置信息格式在不同类型目标的具象化；不同的行为特征数据格式是公共行为特征数据格式
在不同行为特征的具象化；不同的个性化特征数据格式是公共个性化特征数据格式在不同个性化
特征的具象化。
已有现行标准明确定义过代码值的数据项，引用现行标准；无现行标准明确定义过代码值的
数据项，依照相关标准进行定义。例如：号牌种类、号牌颜色、号牌号码取值引用GA/T 833相关
定义，号牌规格依照GA 36相关描述定义，车辆类型、车辆子类型依照GA 802关于车辆规格和类型
的描述定义。
（5）附录
本标准包括1个规范性附录：号牌特征代码集以及2个资料性附录：车型特征代码集和个性化
特征代码集。
号牌特征代码集对多个维度的号牌特征信息项进行了规定，包括：“表A.1号牌状态代码表”、
“表A.2号牌种类代码表”
、
“表A.3号牌颜色代码表”
。其中号牌种类代码表符合GA/T 16.7的规定。
车型特征代码集对多个维度的车型特征信息项进行了规定，包括：“表B.1车辆类型分类代码
表”、“表B.2车辆类型子分类代码表”、“表B.3车身颜色代码表”。
个性化特征代码集对多个维度的个性化外观特征信息项进行了规定，包括：“表C.1车窗粘贴
物颜色代码表”、
“表C.2摆件类别代码表”、
“表C.3天窗形态代码表”、
“表C.4倒车镜缺失形态代码
表”。
2、标准中英文内容的汉译英情况
本标准的标题、术语和定义的英文表述经交科所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员工张进核对，认为英
文较准确地表达了中文的真实意思，翻译语句通顺，符合英文习惯。
四、主要试验验证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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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五、标准水平分析
本标准从特征数据定义、类型、格式规范等方面着手，从多个维度详细定义了机动车特征数
据，条例清晰、层次分明，为行业内各种机动车车辆识别技术与产品提供技术规范，能够支撑不
同车辆图像识别系统间的数据交换、加强车辆特征识别实战应用效果、统一车辆特征数据标准。
依托全国版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中车辆特征智能识别模块可以有效保证标准的实用性、实战性
及先进性，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国内外并无相关标准，
《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
（GA/T 833-2016）中存在对机动
车的号牌识别及其他基础信息识别项的技术要求，并规定了试验方法，但并未对数据本身进行规
范性约束。
六、采标情况
无。
七、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号牌特征的分类以及车辆类型的分类分别遵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GA
36-2018）以及《道路交通管理 机动车类型》（GA 802-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
（GA 36-2018）对机动车号牌的分类、规格、颜色进行了定义，
本标准中号牌特征部分关于号牌种类、号牌颜色完全按照 GA 36 中的定义进行划分，号牌规格参
照 GA 36 中号牌规格，结合实际识别算法能力进行了简化。
《道路交通管理 机动车类型》
（GA 802-2019）对机动车类型从结构、规格、使用性质等方面
进行了定义。本标准结合实际识别算法能力，进行了适当简化，具体来说：（1）车辆类型分类参
照 GA 802 中关于机动车的规格分类进行简化。（2）车辆类型子分类参照 GA 802 中关于机动车的
结构分类进行简化。举例来说：由于实际识别算法识别粒度不足，将重型货车与中型货车作为重
中型货车，摩托车不区分普通和轻便，但总体符合 GA 802 中的规格分类；重中型货车进一步分为
罐式、箱式、栏板式、平板式，与 GA 802 中的货车结构分类符合。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
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标准。本标准主要规定了
车辆图像特征识别应用场景中，车辆特征数据内容及格式的一般要求，不直接涉及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国家安全，不属于强制性标准的范围，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建议标准起草单位结合“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中的“车辆特征智能识别及图片检索比对
系统”，开展标准的实际应用。
建议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时组织标准的宣贯培训工作。
建议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积极开展基于标准化车辆特征数据开发的“车辆特征智能识别及
图片检索比对系统”的应用，在实际的车辆轨迹分析、嫌疑车辆分析研判中贯彻应用该标准。
十一、废止、替代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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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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