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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1.1.1 为规范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在高速公路中的建设与维护，提高车辆特征识别设备建设水平，
提升视频识别设备感知能力和识别精度，制定本规范。
1.1.2 本规范适用于高速公路，其他等级公路可参考执行。
1.1.3 本规范对车辆特征视频识别系统的系统构成、系统功能、技术要求、安装和维护要求、数据和
接口要求等。
1.1.4 车辆特征视频识别系统技术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 Expressway vehicle feature video recognition equipment
在高速公路应用场景中采用视频识别技术对车辆特征识别的设备，包括视频车牌识别设备、视
频轮轴识别设备、视频车型识别设备、治超车型轮轴识别一体机等。

2.1.2 车辆特征 vehicle feature
车辆特征是对汽车视觉可见的车辆整体外观、局部外观、车身属性等进行描述的结构化数据信
息，根据应用需求可分为基本特征和扩展特征。基本特征包括车牌号码、收费车型、轮轴（轴数、
轴型）、车辆品牌、车身颜色。扩展特征主要包括车辆指纹特征、车辆局部特征（年检标、遮阳板、
挂件、摆件、天窗、后视镜）、车辆运输特征（公务用车、私家车、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危化品运
输车辆、救护车、工程车、封闭箱式货车等）、文字特征（封闭式货车、载重吨位、危化品指示牌、
提示标志、其他字样等）、车辆属性特征（车辆类型、长宽高、交调车型、排放标准、能源类型、价
值、载客人数、额定载重）等。

2.1.3 车辆检测 video recognition
自动检测场景中的车辆并持续跟踪。

2.1.4 视频识别 video recognition

通过视频识别技术对车辆特征进行实时识别。

2.1.5 识别准确率 recognition accuracy
识别正确的结果数与总有效结果数的百分比。
2.1.6 识别结果可信度 reliability of recognition result
识别结果与标准物的相似程度，以百分比表示。
2.2 符号
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平均无故障时间；
3 基本规定
3.1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应具备车牌号码、收费车型、轮轴、品牌型号（附录 A）
、车身
颜色等基本识别功能。
3.2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应具备车辆指纹特征、局部特征、危化品、文字类型、属性特
征识别扩展功能。
3.3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技术应采用 AI 深度学习等技术，支持单帧识别和视频连续帧识别。
3.4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应采用一体化设计，与收费站融合度高。
3.5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布设在车道时，应安装在岛上或岛外。安装岛外时需要有防撞
设施，避免与安全标志牌或其他设施相互遮挡。
3.6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在车道上的安装位置距离交易线圈 15 米到 25 米，确保超长牵
引车完整识别并在交易之前上报。
3.7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应独立运行，车道或亭内不应增加其他辅助硬件。
3.8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视频识别设备布设在 ETC 门架、隧道及服务区时，应安装在门架等支架上或
专用机柜中，避免与安全标志牌或其他设施相互遮挡。
3.9 输出结果应符合特征码接口格式要求（见附件 B）
。
3.10 系统软件应采用模块化结构，具有可靠性、易用性、易维护性。
3.11 系统软件开发应符合国家开放式标准，并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3.12 系统信息安全应满足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 系统构成
4.1 高速公路车型特征视频识别系统构成
4.1.1 高速公路车辆特征识别识别系统由视频采集设备、补光设备、AI 识别单元、计算机系统、系

统软件及配套设施等构成。如图 4.1.1 所示：

4.2 视频采集设备构成
4.2.1 视频采集设备由高清摄像机、防护罩、镜头、万向节、支架、供电模块等构成。
4.3 补光设备构成
4.3.1 补光设备由 LED 补光灯、控制模块、供电模块等构成。
4.4 AI 识别单元构成
4.4.1 AI 识别单元由主板、CPU、图像处理器（GPU、NPU、VPU、AI 芯片）、内存、硬盘、供电模
块等构成。
4.5 计算机系统构成
4.5.1 计算机系统应由一台或多台管理服务器构成。
4.6 应用软件构成
4.6.1 应用软件应由视频图像处理软件、数据库软件、管理服务应用软件等构成。
4.7 配套设施
4.7.1 配套设施应包括接地、漏电保护、防雷、网络通信、安装支架、基础立柱、底座、供配电、线
缆等辅助设施。

5 系统功能
5.1 一般规定

5.1.1 系统应具备车辆号牌识别、收费车型识别、轮轴识别、品牌型号识别、车身颜色识别、指纹特
征识别、局部特征识别、共享交互、系统安全和管理等核心功能。
5.1.2 系统应用范围应支持收费站出入口、ETC 门架、隧道、服务区、道路监控、治超站、中心服务
器等应用场景。
5.2 车牌号码识别功能
5.2.1 对国内目前正在使用的各式汽车号牌进行识别。
5.2.2 可识别车牌在车辆中所处位置。
5.3 特征检测功能
5.3.1 设备应具备视频图像的检测功能。
5.3.2 检测过程应为实时检测，检测内容包括车身、车头、车尾、前脸、车头、车轮、文字等。
5.4 收费车型识别功能
5.4.1 设备应具备车型识别功能，根据《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标准（JT/T 489—2019）识
别所有车型。
5.5 轮轴识别功能
5.5.1 设备应具备车辆轮轴识别功能，识别结果包括轴数、单双轮（胎型）、轴型，轴型结果可按照
轴型编码标准输出。
5.6 车辆品牌识别功能
5.6.1 设备应具备车辆品牌型号年款识别功能，见附录 A 表 1。
5.7 车身颜色识别功能
5.7.1 设备应具备车身颜色识别功能，车身识别的颜色种类见附录 B-车身颜色定义。
5.8 车辆指纹特征识别功能
5.8.1 具备车辆指纹特征识别功能，识别车辆在图像中多个维度的全向量特征。指纹特征的采集维度
不低于 128 维，具有唯一性。
5.9 车辆局部特征识别功能
5.9.1 具备车辆局部特征识别功能，包括年检标、遮阳板、挂件、摆件、天窗、后视镜等结构化信息。

5.10 危化品车识别功能
5.10.1 具备危化品车识别功能，包括挂有危化品车牌、指示牌、警示牌的危化品车。
5.11 共享交互功能
5.11.1 识别设备应具备为其他系统提供动态、全面、高效、实时的视频感知信息功能。
5.12 系统安全和管理功能
5.12.1 识别设备应具备多级不同权限用户同时操作的功能。
5.12.2 识别设备应具备开机自检、自我诊断、状态侦测、日志上报、数据检索、时钟同步、自动报
警、数据存储、参数下发、远程升级等功能。
6 技术要求
6.1 系统技术要求
6.1.1 车辆检测功能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规定：
（1）正常光照环境的视频图像中车辆检测准确率应不小于 99%
（2）单车的特征识别时间不大于 200ms。
（3）支持多车检测，可检测图像中所有车辆。
6.1.2 号牌识别功能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规定：
（1）正常光照环境的视频图像中号牌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7%
（2）对国内目前正在使用的各式汽车号牌进行识别，包括双层号牌、个性化号牌、武警汽车号牌、
军队汽车号牌、大使馆号牌、新能源号牌、应急车号牌等。
（3）识别车辆车牌位置字段，如：相对设备的距离和水平、垂直方向的角度，判断车辆准确位置，
收费流程中用于辨别识别结果的可用性，解决后车识别结果匹配到前车的问题。
6.1.3 收费车型识别功能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规定：
（1）根据《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标准（JT/T 489—2019）识别所有车型。
（2）日间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8%，夜间（图像补光正常）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5%。
6.1.4 轮轴识别功能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规定：
（1）实时识别车辆轮轴特征，输出轴数、轴型、胎型等。
（2）支持堵车时的停车等待，倒车检测等功能，防止轮轴错乱。
（3）日间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8%，夜间（图像补光正常）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5%。
6.1.5 车辆品牌识别功能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规定：

（1）车辆品牌型号年款识别的种类包含高速公路路面所有行驶车辆
（2）支持定期更新，更新频率低于过 1 次/月，识别大品牌车辆见附录 A 表。
（3）日间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8%，夜间（图像补光正常）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5%。
6.1.6 车身颜色识别功能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规定：
（1）车身颜色识别的定义见附录 B-车身颜色定义
（2）日间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0%，夜间（图像补光正常）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80%。
6.1.6 车辆指纹识别功能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规定：
（1）车辆指纹特征可针对每一辆正拍车辆进行采集。
（2）千万级数量的图片中单张车辆的指纹特征检索速度不大于 1s。
（3）千万级数量的图片中单张车辆的指纹特征有效匹配率大于 90%
6.1.7 车辆局部特征识别功能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规定：
（1）局部特征采集包括年检标、遮阳板、挂件、摆件、天窗、后视镜等。
（2）肉眼可见特征的前提下，日间单项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0%，夜间（图像补光正常）单项识别
准确率应不小于 80%。
6.1.8 危化品车识别功能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规定：
（1）通过检测危化品标识等特征进行危化品车识别。
（2）日间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5%，夜间（图像补光正常）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0%。
6.2 设备技术要求
6.2.1 运行环境应支持 Windows、Linux、Arm 等操作系统。
6.2.2 图像的分辨率不小于 720*576 像素；高清图像的分辨率不小于 100 万像素。
6.2.3 设备应支持视频流量识别和视频车辆分离。
6.2.4 支持本地数据库保存及数据存储。
6.2.5 支持 RJ45 网络接口输出。
6.2.6 带电安全工作距离：0cm。
6.2.7 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不小于 30000 小时。
6.2.8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6.2.9 外场安装的设备工作环境温度：-20℃～+75℃，如室外最低温度低于-20℃，设备需自带加热
棒等配件设备。
6.2.10 设备保护接地和防雷接地的接地电阻不宜大于 4Ω。

6.2.11 车道场景识别设备的高度不高于 2 米。
6.2.12 车道场景识别设备安装距离距交易线圈 15-25 米。
6.2.13 设备外壳及内部结构清晰简洁，所使用元器件应为工业级。

7 安装和维护要求
7.1 安装要求
7.1.1 车辆特征视频识别系统在收费站、ETC 门架、隧道监控、道路监控安装应满足下列规定：
（1）收费站宜采用舰岛布设，不具备条件的可布设在岛外须有保护措施（防撞桶等）
。
（2）ETC 门架可部署在门架上（抱箍、支架）或门架专用机柜中。
（3）隧道监控应布设在现场机柜或就近机房中。
（4）道路监控应布设在门架或机柜中。
7.2 维护要求
7.2.1 日常维护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检查设备表面情况，检查是否堆积油污、尘土、雪、冰或者其他可以影响视频采集视野的物
质，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2）检查设备组件（及设备与安装支架的连接）是否有退化、外部是否有损坏以及其他设备是否有
故障，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3）通过数据检测软件分析设备工作温度、电压、电流、网络传输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4）检查设备识别率是否下降，镜头是否无损、虚焦，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7.2.2 定期维护应满足下列规定：
（1）定期维护周期不宜超过 1 年。
（2）定期维护包括检测设备线缆老化、是否进尘进水、接口指示灯、散热等情况，如发现问题应及
时更换或维护。
（3）检测紧固螺丝是否有松动，设备工作位置、角度是否发生偏移，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4）通过数据检测软件分析设备检测区域是否发生偏移，发现问题应及时修正。
（5）查看系统各类功能参数以及性能参数和检测精度是否下降，发现问题应及时修正。
（6）定期检查接地电阻连接是否牢固，接地电阻是否满足要求。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见车辆品牌型号
A常见车辆品牌型号见表A.1
表A.1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信息输入输出接口格式
B特征码格式定义
车辆特征码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数据类型

长度

是否强制

1

车牌号码

char

20

true

2

车牌颜色

char

2

true

3

车牌类型

char

2

true

4

车牌可信度

char

3

true

5

收费车型

char

2

true

6

收费车型可信度

char

3

true

7

轴数

char

2

true

8

轴型

char

4

true

9

轴数轴型可信度

char

3

true

10

车辆品牌

char

20

true

11

品牌可信度

char

3

true

12

车身颜色

char

2

true

13

车身颜色可信度

char

3

true

14

车辆指纹特征

char

512

true

15

年检标

char

2

true

16

年检标可信度

char

3

true

17

天窗

char

2

true

18

天窗可信度

char

3

true

19

遮阳板

char

2

true

20

遮阳板可信度

char

3

true

21

挂坠

char

2

true

22

挂坠可信度

char

3

true

23

摆件

char

2

true

24

摆件可信度

char

3

true

25

车辆运输特征

char

2

true

26

车辆运输特征可信度

char

3

true

27

文字特征

char

20

true

28

文字特征可信度

char

3

true

29

扩展特征

char

103

false

30

厂家名称算法版本

char

8

true

备注

详见以下

1 车牌（27 个字符）
1.1 车牌号码：20 个字符。
1.2 车牌颜色：2 个字符。
00-蓝，01-黄，02-黑，03-白，04-渐变绿，05-黄绿双拼，06-蓝白渐变，09-未确定，11 -绿

色，12 -红色
1.3 车牌类型：2 个字符
00-未知，01-普通蓝牌，02-单层黄牌，03-双层黄牌，04-警牌，05-武警车牌，06-军牌，07新能源绿牌，08-新能源黄牌，09-农用车牌，10-港牌，11-应急车牌。
1.4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2 收费车型（5 个字符）
2.1 收费车型：2 个字符
00-未知，01-客一，02-客二，03-客三，04-客四，11-货一，12-货二，13-货三，14-货四，15货五，16-货六，21-专项作业车一，22-专项作业车二，23-专项作业车三，24-专项作业车四，25专项作业车五，26-专项作业车六
2.2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3 轮轴（9 个字符）
3.1 轴数：2 个字符
00，01，02，03，04，05，06，07，08
3.2 轴型：4 个字符
0000-未知，0012，0122，0015，0112，0125，0115，1125，0155，0127，0147，0157，1127
3.3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4

车辆品牌（23 个字符）

4.1 名称：
按照“大品牌-子品牌-年款(备注)”格式给出，例如“三菱-欧蓝德(进口)-2010(低配
版)”，其中括号内的备注为可选，整个名称长度不超过 20 个字符。
4.2 性能：
支持品牌数目：大于常见的 7500 款车辆品牌；
4.3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5 车身颜色（5 个字符）
5.1 定义：
序号

输出值

说明

1

01

黑

2

02

白

3

03

灰

4

04

红

5

05

蓝

6

06

黄

7

07

橙

8

08

棕

9

09

绿

10

10

紫

11

11

青

12

12

粉

13

13

透明

14

99

其他

5.2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6 车辆指纹特征（512 个字符）
存储整车指纹特征，采集维度不低于 128 维，大小 512 个字符。

7 局部特征（25 个字符）
7.1 年检标：2 个字符
输出：int 值，代表数目，00，01，02，03…
7.2 年检标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7.3 天窗：2 个字符
输出：00，01（00 代表有，01 代表无）
7.4 天窗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7.5 遮阳板：2 个字符

第一位为主驾驶取值，第二位为副驾驶取值；取值 0 和 1，0 代表没有检测到遮阳板放下，1 表
示检测到遮阳板放下。
7.6 遮阳板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7.7 挂坠：2 个字符
代表数目，00，01，02，03…
7.8 挂坠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7.9 摆件：2 个字符
代表数目，00，01，02，03…
7.10 摆件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8 车辆运输特征特征（5 个字符）
8.1 危化品标记：2 个字符
00-未知，01-公务用车，02-私家车，03-客运车辆，04-货运车辆，05-危化品运输车辆，06救护车，07-工程车，08-封闭箱式货车
8.2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9 文字特征（23 个字符）
9.1 存储文字信息：20 个字符
9.2 可信度：3 个字符
取值范围 000-100

10 属性特征（103 个字符）
包括但不限定于车辆类型、长宽高、交调车型、排放标准、能源类型、价值、载客人数、额定
载重。
10.1 车辆类型：2 个字符
00-未知，01-轿车，02-SUV，03-MPV，04-面包车，05-大客车，06-微面，07-皮卡，08-封闭式

货车，09-载货车，10-自卸车，11-牵引车，12-厢式货车，13-小型客车带拖挂车（拖挂车为房车或
摩托艇）
，14-其他车型带拖挂车。
10.2 长宽高：
车辆长度（5 个字符）
：单位 mm
车辆宽度（5 个字符）
：单位 mm
车辆高度（5 个字符）
：单位 mm
10.3 交调车型（2 个字符）
：
00-未知，01-小客车，02-小型货车，03-大客车，04-中型货车，05-大型货车，06-特大型货车，
07-集装箱车，08-摩托车，09-拖拉机
10.4 排放标准（2 个字符）
：
00-未知， 01-国Ⅰ，02-国Ⅱ，03-国Ⅲ，04-国Ⅳ，05-国Ⅴ，06-国Ⅵ
10.5 能源类型（2 个字符）
：
00-未知，01-汽油，02-柴油，03-天然气，04-氢能源动力，05-油电混动，06-插电混动，07增程式，08-纯电动
10.6 价值（4 个字符）
：单位千
10.7 载客人数（2 个字符）
：人数
10.8 额定载重（4 个字符）
：单位 10kg
10.9 其他（67 字符）
：预留

12 厂家名称和算法版本号（8 个字符）
存储厂家品牌信息和算法版本号。

13 特征码文件格式
整体排序按照车牌+收费车型+轮轴+车辆品牌+车身颜色+车辆指纹特征+局部特征+车辆类型+危
化品特征+车身文字特征+属性特征+厂家名称组成，存储的特征码文件大小不超过 1Kb，一车一码。
总共固定长度为 745 个字节，其中 70 位为预留字段。

车牌(27) 收费车型(5) 轮轴特征(9) 品牌型号(23) 车身颜色(5)指纹特征(512)局部特征(25) 车辆类型(5)危化品特征(5)车身文字特征(5)扩展特征(103) 厂家信息版本号(8)

14 像素要求
14.1 输入图像：图像大于 100W 像素，视频为 AVI、H.264、H.265 格式，图片为 bmp/jpg 等格式

14.2 图像中车辆要求：
车牌像素宽度 ≥70 像素
车辆像素宽度 ≥200 像素
车辆倾斜在正负 15°范围内
局部特征≥10 像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