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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车载交通信号识别系统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测试方法、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用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本文件规定的交通信号不包含临时交通信号灯、交通警察

的指挥信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分 通用要求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28046.3-2011 道路车辆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第 3 部分：机械负荷

GB/T 30038-2013 道路车辆电气电子设备防护等级(IP 代码)

GB 34660-2017 道路车辆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JT/T 794-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系统技术要求

JT/T1076-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视频终端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576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交通信号 traffic signal

是指在道路交叉口上无法实现交通分离的地方，用来在时间上给交通流分配通行权的交通指挥措施。

3.2

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是以规定时间交互更迭的光色讯号，设置于交岔路口或其它特殊地点，用以将道路通行权指定给车

辆驾驶人与行人，管制其行止及转向的交通管制设施。

3.3

交通标线 traffic marking

在道路的路面用线条、箭头、文字、立面标记、突起路标和轮廓标等向交通参与者传递引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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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等交通信息的标识。

3.4

交通标志 traffic sign

用图案、符号、数字和文字对交通进行导向、限制、警告或者指示的交通设施。

3.5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 Traffic Sign Recognition System, TSR

通过图像采集及图像预处理的方法获取交通信号图像，用边缘跟踪中的方法确定交通信号标识的内

容、意义和位置，把交通信号表示法转变成另外一种适当车辆控制器可识别信息的系统。

3.6

准确率 recognition accuracy

正确识别交通标识数量占应识别交通标识总数量的比例。

� = ��
��
× 100%………………………….(1)

式中：

P——准确率；

��——正确识别的交通标识数量；

��——应识别交通标识总数量。

4 技术要求

4.1一般要求

4.1.1 系统组成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应包含摄像头、实时时钟、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无线通信传输模块、数据通

信接口等组成部分。

4.1.2 系统机械结构要求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的机械结构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安装支架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所有调节和控制机构应安装正确、操作灵活。

b) 部件和所有零件壳体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能够承受正常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振动和冲

击，而不致引起仪器机械和性能受损。

4.1.3 通讯接口要求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应具有和车辆其他控制器的通讯接口。系统与车辆控制器之间的通信接口应支持

CAN或车载以太网接口。

4.2功能要求

4.2.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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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工作时满足以下要求：

a)能够在多种工况环境下，其中包括白天、夜晚、顺光、侧光、逆光、强光、树荫中阳光交替闪烁、

在一般道路上的车辆振动等，实现交通信号的识别。

b)车辆在行驶环境良好条件下，能识别车辆所处道路前方以及侧前方 40m范围内的路面、两侧和

前方的交通信号。

c)在被识别标识无污损和遮挡的情况能正常识别交通标识。

d)车辆在照度良好的条件下，交通信号识别的准确率不低于 94%。

e)车辆在雾霾天、下雨天、下雪天等环境比较恶劣的条件下，在行驶速度不大于交通法规所规定的

速度，交通信号识别的准确率不低于 80%，。

4.2.2 交通灯信号识别

车辆在行驶或停止状态时，系统应能够自动捕捉未被其他车辆或障碍物遮挡交通信号灯进行检测和

识别，并应将识别结果时时发送给车辆控制器。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应能识别交通信号灯的以下几个状态

信息：

a)系统能够识别交通信号灯的状态，如红灯、绿灯和黄灯，并能够根据交通信号灯的状态给出当前

时刻的行驶信息，例如左转、右转、直行、禁行。

b)对于显示有当前交通信号灯时长的信号灯，系统应能识别并得到当前交通信号灯的剩余时间。

c)系统应能检测和识别处于闪烁状态时交通信号灯。

d)系统能够给出每个交通信号灯在车辆坐标系下的位置信息。

4.2.3 交通标线的识别

车辆在行驶或停止状态时，系统应能够自动捕捉未被其他车辆或障碍物遮挡交通标线进行检测和识

别，并应将识别结果时时发送给车辆控制器。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应能识别交通标线的以下几个状态信息：

a）能够识别禁止标线和警告标线，并获得其含义。

b）能够识别车辆前方车道内的行驶指示标识。

4.2.4 交通标志的识别

车辆在行驶或停止状态时，系统应能够自动捕捉未被其他车辆或障碍物遮挡交通标志进行检测和识

别，并应将识别结果时时发送给车辆控制器。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应能识别交通标志的以下几个状态信息：

a）能够识别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指路标志、道路施工安全标志，并能够得到每一种

标志的含义。

b）在旅游区标识、辅助标识的识别上针对各自的需求进行识别。

4.3系统安装要求

4.3.1 总体安装要求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安装应确保不会因为系统的安装而产生车辆安全隐患，由系统安装服务商与用户

共同设计、决定系统安装方式，应不影响汽车的结构强度、电气安全性能。

4.3.2 系统主机安装要求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主机安装应根据车辆实际空间位置和系统工作条件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应远离

碰撞、过热、强磁场、高频振动、阳光直射、水、油和灰尘的位置，同时要确保主机安装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

4.3.3 车外安装要求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22096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06784&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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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如有零件需要安装在车外侧，则安装完成后应确保外设与主机之间的通讯正常，

且连接稳定，同时也要保证车外零部件安装稳定牢固。

4.3.4 摄像头安装要求

a)系统应按照制造商的推荐要求安装，应不影响驾驶员视线，且不能安装在易产生振动的部件表面。

b)不能影响乘客的乘车环境，而且需要方便固定，便于维护。

c)车身本体不能阻挡摄像头的视野。

d)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尽可能的远离车辆上温度较高或者磁场较大的地方。

4.3.5 标定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安装完成后，应对系统中每个摄像头的俯仰角、旋转角信息进行标定，摄像头标

定时，摄像头所监控的区域与视频通道号应符合 JT/T1076-2016中表 2要求。

4.4电气性能要求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及外设的电气性能应满足 GB/T 28046.2中的要求。

4.5环境适应性能要求

4.5.1 工作温度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应能在-40℃～70℃的温度环境下正常工作。

4.5.2 防护等级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车内主机的防护应符合 GB/T 30038-2013中规定，防护等级应达到的 IP5K0。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安装在车外的摄像头防护应符合 GB/T 30038-2013 中的规定，防护等级应达到

IP6K9K。

4.6电磁兼容性要求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及外设的电磁兼容性应满足 GB34660—2017中 4规定的要求。

4.7振动要求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应符合 GB/T 28046.3-2011中 4.1.2.4.3 规定的振动要求。

5 测试方法

5.1一般要求测试

5.1.1 系统机械结构要求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机械强度要求试验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a)按照 GB 4943.1-2011 中 4.2.4 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设备支架进行稳定性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



5

4.1.2 a）的要求。

b)分别按照 GB 4943.1-2011中 4.2.3规定的试验方法对系统零部件壳体进行机械强度试验，判定结

果是否符合 4.1.2 b）的要求。

5.2功能要求测试

5.2.1 模拟场景检测

5.2.1.1总则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采用模拟场景检测方法，应为不同的系统设备终端提供自适应硬件台架、完善的

视频场景库（丰富的模拟场景库）和准确的评判标准，在模拟场景中即可完成功能和性能评价。

在实施过程中，利用自适应硬件台架保证交通信号识别系统终端完全符合本产品车载安装角度情况

下，通过在产品视场角范围内指定位置播放视频场景并保证视频场景与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在车载条件采

集场景相同，为系统提供多样化的模拟环境特征，通过准确的测试结果评价算法判断交通信号识别系统

在复杂环境下能否正常工作，判断交通信号识别系统的环境适应性。

5.2.1.2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检测台架组成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检测台应该至少包含以下模块：

a)场景仿真软件：高性能图形工作站运行场景的生成软件，该软件需自动运行高保真驾驶场景，能

够保证实时和超实时计算效率；

b)视频暗箱：利用显示屏播放仿真软件中仿真输出的虚拟车辆摄像头输出图像或者播放提前录制的

道路视频，并通过交通信号识别系统进行图像采集、识别、判定；

c)交通信号识别系统：包含负责识别的硬件设备，以及处理数据信号的控制系统，以及所设计的安

装固定设备；

d)结果可视化设备：具有完整的检测结果输出界面，以实时显示交通信号识别系统的功能/性能检

测结果，并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检测台组成如图 1所示。

图 1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检测台组成图

5.2.1.3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检测台架要求

a)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模拟场景检测，需要有固定台架和安装台，以安置并固定设备（包括交通信号

识别系统的摄像头等传感器部分以及包括处理器等设备在内的控制盒部分），安装台应适应不同交通信

号识别系统厂商产出的不同种类、不同外形的产品。

b)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模拟场景检测台架中，应具备场景视频播放的操作计算机（或其他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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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供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检测的视频显示屏。

c)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模拟场景检测台架应具有三维直线平动功能，保证摄像头等传感器能够准确获

取视频信息。摄像头安装夹具应具有三维转动功能 ，以适应不同摄像头的外形参数。

d)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模拟场景检测台架中，操作计算机（或其他控制设备）应具有完整的场景视频

选择、播放、切换、关闭功能，以完整整体测试功能。

e)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模拟场景检测台架中，操作计算机（或其他控制设备）应具有完整的检测结果

输出界面，以显示交通信号识别系统的功能/性能检测结果，并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

5.2.1.4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检测对视频场景数据库要求

a)视模拟场景应包含多种环境状态，应涵盖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雾霾天等天气状态，以及白

天、黎明、傍晚和夜晚等时间状态。其中，雨天和雪天应根据雨雪量的大小分成多个等级；雾霾天

可根据能见度划分等级。

b)车辆前向场景应包含尽可能多的交通信号，交通信号（且）应包括不同速度、不同道路（宽度、

道路曲率、道路坡度）、不同角度显示下（不同距离下）的交通信号灯、交通标线和交通标志。

c)模拟场景所包含的道路应包含多种曲率和坡度、不同道路限速。

d)模拟场景应包含多个路口以及不同距离的交通灯，用以检测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是否能正确识别当

前路口交通灯状态。

e)每段视频场景应匹配有对应的场景参数说明文件。

5.2.1.5驾驶辅助视觉系统检测步骤

a)针对车辆前向任务，随机选择段测试场景视频，场景需包含 5.2.1.4中视频场景数据库所述各类

状态以及正常驾驶状态。

b)将视频播放及显示设备放置于终端检测摄像头指定区域内，完成标定；

c)开始测试，测试设备记录场景信息和终端输出信息；

d)终端运算结束后，输出其判断结果；

e)根据终端监输出结果与标准结果对比，得出设备准确率，结束试验。

5.2.1.6将终端输出结果与标准结果进行对比判别，具体判别过程如下：

a) 当对应的交通信号类型正确识别且识别时间在有效识别区间内时，为一次有效识别；

b) 当对应识别类型错误、识别时间不在有效识别区间内或对交通信号未产生识别信息时，记为一

次漏检，同时纪录此次漏检识别类型；

c) 当对正常状态测试视频发出识别时，记录为一次误识别，同时记录此次误识别类型；

d) 根据公式，系统自动计算各种类型识别的误识别率。

e) 输出测试报告

5.2.2 实车运行测试

5.2.2.1除特殊规定外，白天试验环境要求如下：

a) 能见度大于 1km。

b) 平均风速不大于 3m/s，最大风速不大于 5m/s。
c) 气温在-20℃~45℃。

5.2.2.2除特殊规定外，夜晚试验环境要求如下：

a) 当被测车辆在正常有路灯照明的道路上测试时应打开近光灯；当被测车辆在正常有路灯照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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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上测试时应打开远光灯。

b) 平均风速不大于 3m/s，最大风速不大于 5m/s。
c) 气温在-20℃~45℃。

5.2.2.3实车运行测试

a)同一个型号系统选择 3辆被测试车辆（或按照供需双方要求）进行实车运行测试。在实际道路环

境下，驾驶员处于正常驾驶状态下，测试设备运行情况。测试里程合计超过 100 km，且参与测试

的车辆行驶时间均不低于 5h，完成数据采集。

b)系统记录的数据应为未加编辑的原始数据，内容完整、连续。

c)检测结果通过人工进行判定，对记录设备所记录的数据和终端上报的报警信息进行对比，得到终

端各项功能的准确率。

5.3电气性能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电气性能试验按照 GB/T 28046.2-2019中规定试验方法进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

4.4要求。

5.4环境适应性要求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摄像头按照 GB/T28046.4-2011描述进行试验，实验结果满足 GB/T28046.4-2011
附录 A中描述的 A级气候要求。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环境系统主机按照 GB/T28046.4-2011 描述进行试验，实验结果满足

GB/T28046.4-2011附录 A中描述的 D级气候要求。

5.5电磁兼容性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电磁兼容性试验按照 GB 34660—2017中 5规定试验方法进行，判定结果是否符

合 4.6要求。

5.6振动要求

交通信号识别系统振动要求按照 GB/T28046.3-2011中 4.2.1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判定结果是否符

合 4.7要求。

6 检验规则

6.1出厂检验

6.1.1 产品检查合格后方能出厂，并应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出厂检验项目及样品数量参见表 1。

6.1.2 产品应按批进行检验，每批应保证为同一工艺方法生产的同一型号的产品。

6.1.3 在出厂检验中，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时，应将该产品退回返修，修复后进行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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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型式检验

6.2.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者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c)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d) 正常生产时，每 2年不少于一次。

e)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6.2.2 判定规则如下：

a) 型式检验中，所有项目均合格，判定为合格。

b) 若有一项不合格时，应重新抽取加倍数量的样品就该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查，如仍有不合格时，

则该批样品判为不合格。

6.3检验项目

出场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如表 1所示。

表 1 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系统机械结构

要求
4.1.2 5.1.1 — √

2 功能要求测试 4.2 5.2.1 √ √

3 实车运行测试 4.2 5.2.2 — √

4 电气性能 4.4 5.3 — √

5 环境适应性 4.5 5.4 — √

6 电磁兼容性 4.6 5.5 — √

7 振动要求 4.7 5.6 — √

注：“√”表示检验项目，“—”表示非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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