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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行业变化

-2009 驻站民警=现场查验+签发检验合格标志。

2009 安车+临沂车管所率先推出解决方案，首次提出数据上传/视频监控/无线查验/远程签章的联网雏形。

2010.12 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公交管〔2010〕312号），提出安检机构联网要求。

2011.07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业务信息系统及联网规范GB/T 26765

2012.12 关于加强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公交管〔2012〕357号）。

2013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无锡所）试点运行“机动车查验监管系统”（推荐版）。

2014.04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公交管〔2014〕138 号），安检机构社会化。

2014.06 关于印发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管系统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公交管〔2014〕206 号），建设检验监管系统（统一版）。

2014.06 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公交管〔2014〕219 号）；撤出驻站民警等。

2017.05 关于进一步深化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改革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交管〔2017〕249号），推行“放管服”。

2017.11 公安部交管局组织车驾管便民利民优质高效服务暨深化交管改革经验交流座谈会。

2018.06 关于印发《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交管服务便利化的措施》的通知（公交管〔2018〕279号）。

2019.04 关于印发《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10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的通知（公交管〔2019〕187号）。

2019.07 公安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群众服务企业60项措施。

2020.05 关于加强机动车和驾驶证业务监管工作的通知（公交管〔2020〕135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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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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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查验

机动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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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版系统

检验监管系统

专网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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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关于转发公安部贯彻执行《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公交管
〔2014〕219号）第六条
公安部第124号令《机动车登记规定》第6条

 所有新出厂的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以及经工业和信息化部

认定免予安全技术检验的其他新出厂的机动车。

 机动车出厂（或进口）后2年内未申请注册登记的、申请注册登记前发

生交通事故的除外。

“注册登记免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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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关于转发公安部贯彻执行《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公交管
〔2014〕219号）第五条

 非营运轿车（含大型轿车）、非营运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但其中面包

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不属于免检车型

 自车辆出厂之日起，超过4年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除外

 注册登记后，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除外

“6年免检”条件（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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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关于印发《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10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的通知（公交管
〔2019〕187号）第5条

 摩托车

 自车辆出厂之日起，超过5年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除外

 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除外

“6年免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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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关于印发《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10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的通知（公交管
〔2019〕187号）第5条

 监管部门开启对应检测机构“先发后审”功能

 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暂不包括摩托车）

 安全技术性能检验合格

 检验监管系统无异常预警

 综合应用平台无违章、查封等异常状态

“先行发放检验合格标志后监督检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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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公交管〔2014〕138 号）-省内异地检验
关于印发《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交管服务便利化的措施》的通知（公交管〔2018〕279 号）
关于征求《推进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20项措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公交管〔2018〕333号）
关于印发《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10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的通知（公交管〔2019〕187号）摩托车

 小微型、中型载客汽车、大型轿车、载货汽车、挂车、专项作业车，但不包括大

型客车、校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新增摩托车

 对办理免委托跨省异地检验的，要审核行驶证、车船税和交强险

 对跨省异地申领6年内免检车辆检验标志的，要审核行驶证、车船税和交强险

“跨异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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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关于印发《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交管服务便利化的措施》的通知（公交管〔2018〕279 号）
关于征求《推进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20项措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公交管〔2018〕333号）

 《机动车牌证申请表》将不再手动填写，改由检测站打印、车主签字确认的方式

取消《机动车牌证申请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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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关于印发《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交管服务便利化的措施》的通知（公交管〔2018〕279 号）
关于征求《推进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20项措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公交管〔2018〕333号）

 针对注册登记检验，对车辆生产企业未按规定随车配发或存在拓印不清晰、与实

车不符等问题的，要予以免费拓印

免费拓印车辆识别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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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关于印发《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交管服务便利化的措施》的通知（公交管〔2018〕279 号）
关于征求《推进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20项措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公交管〔2018〕333号）

 本省的保监会已实现机动车保单电子化

 保监会的电子保单数据已同步共享给本省交警总队六合一平台

 本地/省检验监管系统已启用电子保单核查功能

 办理业务的车辆已实现电子保单

 检验业务信息系统要申请18C23电子保单数据接口并查询反馈给业务申请岗工作人员

免提供车船税、交强险凭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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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GA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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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项目（人工检验+仪器设备检验）照片要求：照片应为24位真彩图像，采用

JPEG编码，以JPEG格式存贮，分辨率应大于或等于（1280×720）像素点

 检验资料照片要求：分辨率应大于或等于300dpi（即每英寸的像素点数大于或等

于300个），采用JPEG编码，以JPEG格式存贮

 检验过程视频要求（个人建议）：分辨率为1280X720（码率1Mbps ）或

1920X1080（码率2Mbps ）；采用H.264或H.265编码，以mp4/avi等格式存储

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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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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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质检验报告单存储2年

 检验业务信息系统存储检验数据、检验照片、检验视频的时间不少于2年

 检验监管系统存储检验数据、检验照片的时间，一般为2个检验周期（4年）

 检验过程视频存储（个人建议）：2年；对非免检的“6年内免检车型”单独拷贝

存储检验视频；冗余存储

参考文件：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公交管〔2014〕138 号）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业务信息系统及联网规范（ GB/T 26765-2011 ）
《车辆管理所等级评定方法和标准》“检验过程视频、照片及其他资料信息完整规范，保存至少2个检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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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管理所等级评定方法和标准》



公安网⇌检验专网⇌检测机构网络⇌其他网络（互联网）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08

公安安全边界接入平台、网闸、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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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影响 建议

检验机构备案信息
“资格许可/计量认证有效期止”过期会直接

影响检测业务运行

建议提前1个月联系支队车管所业务科室更新；

可以通过科技部门临时处理

检验设备备案信息 “设备标定有效期止”过期会产生异常预警
建议提前1个月联系支队车管所业务科室更新；

可以通过科技部门临时处理

接口序列号有效期
接口序列号“接口调用截止日期”过期会直

接影响业务运行

建议提前1个月联系支队车管所业务科室延长

有效期；可以通过科技部门临时处理

监管系统业务账号
账号有效期、密码有效期过期会直接影响业

务
建议提前1周联系支队车管所业务科室设置

检验合格标志
检验合格标志剩余“证芯使用情况”不足会直

接影响业务
建议提前1周联系支队车管所业务科室发放

接口调用次数
接口调用次数超过日最大访问量会直接影响

业务
规范操作；可以通过科技部门临时处理

27



 1）各省交警总队陆续建设应用公安部下发的“安全监管系统”，对账号使

用、接口调用等异常行为进行预警。

 2）我们的软件也针对安全监管系统预警通报的内容，做出了升级优化：自

动阻断接口异常调用，避免因异常预警可能导致的通报、整顿等。该软件会

随GB 38900同步或提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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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检验业务信息系统申请检验监管接口序列号的业务流程：是支队车管业

务部门提交申请，总队车管业务部门审核通过，部局科研所制作下发；

 2）必要条件：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无锡所二部）承检

并颁发的软件测试报告；

 3）接口序列号到期后不再有延期了，只有重新申请；

 4）业务量增加或业务高峰导致的接口调用次数不足，需做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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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 异常车检业务类型

公安部2020年上半年 部分机动车安检机构办理大型车辆异地检验数量多、占检验总量的比例高；

部分机动车安检机构办理大型车辆异地检验业务同比增幅高；

部分机动车安检机构同一时间办理大型车辆异地检验数量较多；

部分机动车安检机构同一时间办理大型车辆异地检验数量较多，且车辆来源地高度集中

公安部2019年下半年 部分检验机构异地检验数量较高、且检验车辆来源地较为集中；

部分机动车安检机构办理摩托车异地检验数量较多，且车辆来源地高度集中、检验地与摩托车登记地相距较远

公安部2019年上半年 部分检验机构异地检验数量较高、且检验车辆来源地较为集中；

部分检验机构同一日大量检验同一型号的车辆

公安部2018年下半年 部分检验机构异地检验数量较高、且检验车辆来源地较为集中；

部分检验机构同一日大量检验同一型号的车辆

公安部2018年上半年 部分车辆涉嫌违规替检（检验日期与交通违法日期为同一天，但检验地与违法行为发生地相距较远>2000KM）；

部分检验机构检验异地车辆的比例过高（异地车辆占比>30%、单一城市占所有异地车辆>60%）；

部分检验机构初检通过率偏高（>90%）或偏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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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延时服务，已受理的申请在下班时尚未办结的，应当延长工作时间办

结，不得要求群众改日办理；

 对检测线日检测量超过200辆等业务积压的地方，要推行周末、节假日工

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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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试点工作的通知（公交管〔2020〕11 号）

《公安部服务经济社会服务企业群众60项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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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查验检验智能终端通用技术要求》（ GA/T 1434-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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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查验工作的通知》（公交管〔2018〕692 号）
关于征求《交警系统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规定（修订稿）》意见的通知（公交管〔2018〕710号）
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GA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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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GA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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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GA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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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比较常见，提示“等待5-10秒再次尝试”，俗称“断网”。分析：

（1）监管代理系统“获取车辆基本信息”的后台任务卡住了；

（2）支队车管所至总队综合应用平台间网络异常；

（3）总队综合应用平台异常；

（4）监管系统“处理车辆基本信息”后台任务卡住了。

处理办法：及时向支队车管部门反映，转总队科技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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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硬件或网络问题，可能摄像机/NVR掉电、掉网、设备损坏、更换摄像机

未修改密码通道号等；（2）程序或设置问题，可能程序bug或设置错误。

处理方法：（1）由检测站网管排查硬件、网络问题；（2）联系软件厂家处理。

对于更换摄像机、硬盘录像机监控设备的，请联系安车配合恢复视频抓拍和录像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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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除了正常的数据预警“飘红”，一般是检测控制系统对检测数据处理的

方式方法与监管系统不同导致，或者监管系统对数据处理的计算方法错误。

处理方法：如果对国标有多种解读且不存在对错的情况，建议由检测控制系统

厂商按照监管系统计算方式方法修改；如果确定是监管系统处理错误，建议联系车

管所业务管理部门，向无锡所反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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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Server数据库置疑

Oracle数据库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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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问题描述 问题原因或解决办法

1 联网软件自动停止服务 异常的检测流水号导致

2 业务申请岗找不到下线车辆 18C62检验判定结果信息接口未正常调用。

3 车管所检验审核时提取不到该车辆（车辆信息获取
标记为未获取）

登录车辆信息与公安网获取的基本信息不一致（一般是车架号），
需退办重检

4 视频录像回放失败 联网软件未正确配置

5 检测站检测车辆视频与实际的检测车辆不符 站点服务器与录像机时间不一致，建议jcxws设置与录像机自动同
步时间

6 车辆检测完成后视频下载慢 1. 检查服务器内存、cpu使用情况
2. 检查服务器与录像机网络情况
3. 建议录像机码率设置不超过2048

7 业务申请岗拍照出现卡死情况 建议使用IE8以上浏览器，安装flash插件、设置兼容性

8 启用先发后审功能后无法自动核发 登陆机、主控、站点服务器等时间与中心时间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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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机房；

空调=保证温度、湿度；

做好防水、防雷、防鼠；

稳定用电=UPS；

稳定网络：网络隔离，网络布线

管理人员及制度；

冗余备份=异地存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