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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我国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主要按《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 1186-
2014）、《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GA 801-2019）、《机动

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 38900-2020）、《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业务信息系统及联网规范》（GB/T 
26765-2011）进行勘察、设计、施工建设，并按其要求

传递、存储检验数据及监控视频图像、照片信息。安

验机构实现市场化后 , 个别安检机构人员受金钱、物质

等诱惑 , 不按标准方法进行检验，篡改检验数据和检验

机构授权签字人审核把关不严等情况比较严重。因此 ,
对安检机构检验过程进行视频联网监控 , 就显得非常重

要 , 通过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实现对检验过程视频信息的

实时监控、采集、存储及分析，为机动车行业监管部

门杜绝检车不彻底、来车不检、漏检、篡改和伪造检

验数据等问题提供了技术保障。而安检机构视频联网

监控系统工程的质量是机动车行业监管部门监管质量

的主要保障。

1    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架构

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和公安车辆监管部门的

中心平台组成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管系统。安检

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指在安检机构站内安装检验系

统数据接口、数据采集设备、监控存储设备、传输设备、

视频监控摄像头、业务操作计算机和相关业务资料照

片采集设备及检验业务管理软件、视频联网监管软件、

检验业务控制软件等通过公安 VPN 专网联网组成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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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研究

杨永东
（甘肃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以下简称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是通过实时上
传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以下简称安检机构）的检验数据、检验过程视频及照片等资料信息到公安车
辆监管部门的中心平台，使安检机构出具的检验数据、报告更加真实、准确、可靠，既规范了安检机构的
检验流程，又提高了行业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和公正性。本文通过现场调研甘肃省 200 多个安检机构视频
联网监控系统工程，总结工程在设计、施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机动车；视频联网监控系统；质量

统。主要由交换机、视频服务器（NVR 或磁盘存储阵

列）、数据服务器、摄像设备、云台或 360 度可旋转球

机、点阵屏、无线发射器、外检 PDA 智能终端查验设备、

稳压电源、高拍仪、打印设备等组成。中心平台指在公

安车辆监管部门安装防火墙、三层网络交换机、视频

服务器、数据存储服务器、电视墙等设备及配套的通讯、

应用、数据处理设备和检验业务管理软件、视频联网

监管软件等通过公安 VPN 专网联网组成的系统。

安检机构将检验数据、检验过程视频、检验过程抓

拍照片等通过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实时上传到

公安车辆监管部门的中心平台，实现检验业务管理软

件、视频联网监管软件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业务系统

间以 WebService 接口方式数据关联共享；实现安检机

构检验数据与公安网车管数据实时交换；实现公安车辆

监管部门对机动车安检机构的检验数据、检验过程视

频实时监控和业务监管；实现监管部门对安检过程的远

程和实时监控。既增加了监管手段，又提高了监管的 
效率。

2    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功能

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将安检机构各工位检验

过程视频、抓拍照片、报告单数据信息上传至辖区内公

安车辆监管部门视频存储服务器内，并在安检机构本

地保存检验过程的视频录像，实现检验视频、检验数据、

检验照片的信息整合，为公安车辆监管部门对机动车

检验全过程、全方位的远程监控提供技术保障。主要

功能模块包括系统管理、监管数据查询、视频信息查

询、照片信息查询、远程业务审核、远程发送打印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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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查验及监控信息整合等业务。

（1）系统管理、记录、查询。具有对系统管理及用

户的添加、删除、编辑及密码设置、修改和操作日志

记录、查询等功能。 
（2）信息录入、识别。具有机动车基本信息录入，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信息的录入和查询，车

辆号牌自动识别等功能。允许工作人员对号牌识别结

果进行手工修改，同时在操作日志中保存该修改过程

和相关内容。

（3）联网查询。可查询机动车的登记信息、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道路交通事故情况，以及机动车的

检验过程数据、检验时的视频及照片信息、路试结果等。

（4）外检智能查验。根据不同的车辆拍摄或录制不

同的车辆外观查验部位照片或视频，在外检 PDA 智能

终端查验设备上直接对车辆进行外观检验，查验结束

后提交上传到辖区内公安车辆监管部门的中心平台。

（5）自动抓拍、录像。实现对检验线外检、底盘动

态、地沟、外廓、整备质量、制动、轮重、灯光、侧滑、

路试车道、驻车等工位及机房、业务大厅、打印工位重

要区域进行实时监控（或自动抓拍）、录像等功能，并

自动上传到辖区内公安车辆监管部门的中心平台。

（6）存储、回放。实现视频存储服务器按存储的视

频路数、存储格式、存储时间完整保存各检验工位的

检验过程视频图像、抓拍图片、照片信息，并使视频

图像信息能连续回放，能防止删改图像资料，确保视

频资料能够保存两年。

（7）打印、审核。实现远程打印队列发送、远程业

务审核功能。

（8）资料上传。可以把申请表、保险单、外检表、

报告单、行驶证、路试单、委托证及车船税等资料通

过高拍仪上传到辖区内公安车辆监管部门的中心平台。

（9）统计分析。具有检验结果、人员工作量、检验

合格率等指标的统计分析功能。

3    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建设实现目标

（1）检验工作的点对点监管。实现安检机构通过公

安 VPN 专网与属地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对外服务平台、

公安厅边界接入平台的安全对接联网。

（2）检验过程全程监控、检验数据比对、远程核

发合格证。监管视频图像相关资料信息能在检验机构

本地存储或辖区内公安车辆监管部门的中心平台保存，

视频信息可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时调阅存储、查看、

核验、比对、监管。

（3）监管机制创新。由原来的驻站民警人工查验

车辆部分数据转为由监管中心远程查验并确认车辆相

关信息，方便群众，节约警力，避免检验工作人为 
因素。

（4）车辆信息实时比对、重点监控。实现受检机

动车在上线检测前，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信

息数据、交通违法数据、黑名单数据的自动实时比对，

剔除不能上线车辆，重点监控车辆联动报警，紧急处置。

（5）实现一站式服务的目标。监管中心全程监管，

根据综合审验结果远程在线打印、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群众在安检机构即可办结车辆检验业务。

（6）减少隐患，提高社会效益。实现机动车检测过

程的视频监控，从源头减少机动车重大安全隐患，降

低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率，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社会效益显著。

（7）杜绝检验人员违法行为。杜绝检车过程不彻

底、来车不检、漏检检验项目、篡改和伪造检验数据等 
问题。

4    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工程质量普遍存在的

问题

甘肃省各地域经济发展不同，各地域机动车保有数

量和机动车检测线数量也不同，省、市、县视频监管经

费也不一样，各地辖区内公安车辆监管部门监管要求也

有差异，以及安检机构实现社会化以后，很多机构负责

人以营利为目的，对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投入经

费很少，设计、施工单位对系统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质

量把关不严，造成工程质量差异化比较大，不能满足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业务信息系统及联网规范》（GB/
T 26765-2011）、《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 
38900-2020）、《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管系统通用技术

条件》（GA 1186—2014）、《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GA 
801-2019）标准的要求。通过现场调研甘肃省 200 多个

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工程，查阅相关技术标准、

法规、设计方案、工程检验报告等资料，发现安检机

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工程质量在设计、施工过程中普

遍存在如下问题：

4.1    前端监控摄像机安装位置不合理，视频清晰度达

不到要求

机动车检测线地沟、底盘动态、路试车道等工位

上安装的监控摄像机位置不能满足监视目标范围要求，

监控视频不能清晰显示被检车辆与检验工位位置关系，

不能清晰地观察到被检车辆的检验全过程。部分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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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上传的检验项目照片、图像不满足 24 位真彩图像 ,
编码、存贮格式多样化，分辨率小于 1280×720 像素点，

甚至一些建设较早的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还在

用模拟信号的摄像机，分辨率已不能满足监管部门查

验的要求。

4.2    机动车检测线前端监控摄像机数量不足

少数机动车检测线路试车道和驻车坡道工位共用同

一个摄像机，外廓和整备质量（地磅）工位共用同一个

摄像机，均不能清晰地观察到被检车辆的检验全过程。

4.3    设备金属外壳、配线架、机架、光缆加强筋、机

柜等设施均未进行有效的等电位连接且接地体阻值不

满足标准要求

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工程监控中心（机房）

中的 NVR 硬盘录像机、交换机、机架、配线架未用接

地母线是黄绿双色线的铜导体进行有效等电位连接，且

未与接地体连接。接地体阻值不能满足《安全防范工

程技术标准》（GB 50348-2018）中规定的阻值要求。 
4.4    监控中心（机房）的自身防护达不到要求

监控中心（机房）出入口未设置门禁系统，部分安

检机构机房内部没有安装视频监控设施，监控中心（机

房）作为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的“大脑”，尤其

甘肃省 2021 年 5 月以后建成的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

系统工程存储各工位检验过程视频、抓拍照片、报告

单数据信息的视频存储服务器存放于安检机构内部（原

存储于辖区内公安车辆监管部门监控中心），监管视频

和照片信息极其重要，未能对进入人员及其行为进行

实时监控和门禁控制。

4.5    监控中心（机房）的环境达不到要求

站内监控中心（机房）地面未铺设光滑、防尘、平

整的静电地板，内部未安装控制温度、湿度的设施。

4.6    强弱线缆走线不规范，尾线标识不清晰

电源线与通讯线未进行分管道走线或未穿管，缆线

两端未贴尾线标识，缆线有扭绞、打圈、接头等现象。

4.7    检验数据信息和照片信息存储时间不能满足车辆

检验 2 个周期

监管视频图像相关资料信息应在当地检验机构或辖

区内公安车辆监管部门的中心平台保存，但安检机构

内部配备的 NVR 硬盘录像机（16 路）与硬盘数量、容

量不能满足视频存储两年的需求。

5    提升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工程质量的对策

5.1    建立健全标准、法规体系

当前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系统工程仅在《机动车安

全技术检验监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 1186-2014）
规定了检验数据信息和照片信息存储时间能满足车辆

检验 2 个周期和监管那些检验工位、《机动车查验工作

规程》（GA 801-2019）中规定了安检机构需上传的视

频信息质量和格式，但均未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视

频监控系统站内监控室（机房）、设备的安装、系统

安全性、防雷与接地措施做出明确的规定。国内目前

有浙江、河南、山东等地均已出台了相关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视频联网监控系统相关地方性联网标准、规

范。地方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规范机动车检验

机构的检测行为，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公正，对机

动车检测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并给行业监管部门提供了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技术 
支撑。

5.2    加强设计、施工环节的质量检查，提升工程质量

设备安全性和防雷与接地措施是对设备、传输和人

员的安全性进行保障。设备安装质量决定着上传的检验

照片和回放视频的清晰度，站内监控室（机房）是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视频监控系统的传输的核心。引进

具有检验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工程质量的检验（验

收），是提升工程质量的重要环节，是客观、公正反映

工程质量的有力保障。

5.3    统一行业各地域监管尺度，程序化、制度化监管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行业属于属地化管理，甘肃省

14 个地州市及兰州新区机动车保有量各不相同，辖区

内的机动车检测线数量也不同，辖区内的公安车辆监

管部门监管要求也有差异化，造成安检机构具备同样

的检验能力、同样的检测设备，却配备不同的摄像机

数量和 NVR 硬盘硬盘录像机，监控中心（机房）的自

身防护和环境要求也不一样。因此，统一行业各地域

监管尺度，程序化、制度化监管势在必行。

5.4    加强设计、施工人员技术培训

严格按施工规范、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规范化的施

工是对工程质量有效的保障。在施工、设计过程中对工

程质量进行有效控制 , 从事后工程质量出问题、解决问

题转化为施工、设计前和过程中的控制和预防，做到 “事

后解决问题为辅，事前和事中预防为主”。将质量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加强设计、施工的重要环节和关键点

人员技术力量培训，是提高工程质量的前提条件，而

且意义重大。

5.5    加强施工材料和设备的质量管控

施工材料、设备的质量合格与否，是决定工程质量

和进度的先决条件。因此，施工材料、设备在进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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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须严格把关，确保合格后才能进入施工现场。加

强施工材料、设备的保管与存储，防止损伤，影响施

工质量。甘肃省地域跨度比较大，海拔、气温差异化

较高，如交换机设备在高海拔、低温度地方是不能正常

工作的，造成视频联网监控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影响安

检机构正常检验工作。故而在设备采购过程中，要进

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实地考察，才能保证工程质量的 
提升。

6    结语

高质量的安检机构视频联网监控系统是消除机动

车检验监管盲区，提高行业监管效能，杜绝违规检验，

规范机动车检验及核发审验工作的技术保障，更能全

面、科学地堵塞工作漏洞，防止擅自减少检验项目、

不按标准方法进行检验、篡改和伪造检验数据等突出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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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其判定为不合格，应将发动机卸下，并安装满足

第三阶段内容且与原发动机型号相同的发动机。

 
6    结语

综上所述，机电类特种设备使用时，必须根据相关

规定要求定期对其进行检验，及时寻找出设备存在的

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方式予以处理，以提升设备的

使用效果。为了提升设备检验效率，检验人员须对检

验中常见疑难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针对现代规章制度

的要求，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应对这些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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