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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

系统，包括通过互联网相互连接的VIN读取识别

设备群和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将机动车在

生产制造时的车辆识别代号和发动机代号的打

刻信息也同步到本系统的云服务器端，确保机动

车的打刻信息能全环节地追溯查询复核。本发明

将打刻在机动车上的车辆识别代号和发动机号

码数字化、信息化、物联网化、互联网化，便于存

储、查询、追溯、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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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通过互联网相互连接的VIN读

取识别设备群和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

所述VIN读取识别设备群包括若干VIN读取识别设备，所述VIN读取识别设备包括设有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控制器以及与所述控制器相互连接的代号采集系统、交互系统和电源系

统；所述代号采集系统包括相机系统及其检测系统和三基色组合光源，所述检测系统基于

三基色组合光源检测车身颜色及代号位置距离数值发送给相机系统，相机系统根据检测系

统不同的光源和距离数值调节镜头拍取车辆识别代号的彩色图片；所述交互系统包括人机

界面，用于与控制器进行逻辑控制和数据交换；所述电源系统为控制器进行供电；所述控制

器上设有若干端口，所述嵌入式操作系统内设有控制软件和端口驱动软件，所述控制器通

过所述端口驱动软件控制驱动端口与各系统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所述控制软件控制读取

代号图片信息并进行字符识别、提取相关特征值和判别结果，从而将这些图片数据信息通

过端口上传到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

所述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包括设在服务器上两两相互连接的云存储模块、云处理

模块和云计算模块，所述云计算模块通过互联网与所述VIN读取识别设备连接，将其上传的

图片数据新型进行云端处理和计算，对这些图片、数据信息、判别结果进行复核，并将复核

结果反馈给上传的VIN读取识别设备，同时，对原有识别、判定和评级结果进行更新记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相机系

统为设有自动调焦镜头的相机，所述检测系统包括激光测距传感器和颜色检测传感器，所

述激光测距传感器测出打刻车辆识别代号的位置距离相机镜头表面的高度数值，将这个数

值发送给控制器，控制器根据此高度数值来调节相机的自动调焦镜头；所述颜色检测传感

器用于测量机动车的车身颜色，相机和控制器根据颜色调取不同的光学字符识别配置模板

进行光学字符识别。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交互系

统还包括触发按钮，通过端口连接控制器进行信号交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VIN读

取识别设备还包括通过端口与控制器连接的存储卡，用于存储本机的图片和数据信息，且

用于异常追溯分析处理，在网络异常时先本地存储，在网络恢复正常时再上传服务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端口包

括通讯端口、输入输出端口、存储接口、电源接口、4G/5G端口和无线通讯端口，所述相机系

统及其检测系统和人机界面通过所述通讯端口与所述控制器交互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输

入输出端口对三基色组合光源进行控制，所述三基色组合光源通过通讯端口与控制器进行

数据交换，所述触发按钮通过输入输出端口与控制器交互连接，所述存储卡通过存储接口

与控制器连接，所述电源系统通过电源接口为控制器供电，所述VIN读取识别设备通过4G/

5G端口和无线通讯端口与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软

件采用控制算法对车辆识别代码进行图片处理、字符处理、字符辨识、特征提取、特征分项

数值化处理，并将这些图片、数据信息通过无线通讯端口、4G/5G端口上传到VIN云存储处理

计算系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VIN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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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识别设备经过无线交换机及路由器或4G/5G基站，再经过互联网与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

统相连接通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云服务

器上的配置文件和信息数据支持互联网浏览器访问、手机应用程序访问、读取和辨识设备

上访问。

9.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VIN读取识别设备放置到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的车身处，测量传感器测出打刻车辆

识别代号的位置距离相机镜头表面的高度数值，相机根据这个值自动调整相机镜头的焦

距，同时三基色组合视觉光源，根据不同车身的颜色及材质，三基色组合视觉光源不断自动

切换参数配置以便给出不同颜色的光源，相机根据不同的光源拍取图片；

VIN读取识别设备运用智能光学字符识别法自动识别车辆识别代号，同时给出相关识

别结果的评分，识别系统可以将设定评分阈值，识别相关结果的评分结果超过设定阈值则

识别过程结束，若评分结果低于设定阈值，三基色组合光源再次调整参数配置，相机再次拍

照自动识别，并将此图片文档进行存档，同时这些图片和文档资料都直接放置到云端；

在自动识别车辆识别代号时，同时调取整车厂打标车辆识别代号的图片及文档资料，

将此图片及文档资料与原整车厂文档进行比较，并给出比较的评分结果，便于后期甄别、比

对时给出相似度数值；

使用VIN读取识别设备读取可疑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时，VIN读取识别设备给出识别结

果和相关信息数据，并将读取信息数据上传到云端，云端利用智能识别算法及大数据对几

次数据进行比较，并给出比较和评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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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车辆识别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及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机动车有两个重要的身份编号，一个为车辆识别代码，另一个为发动机号码。它们

是机动车的身份确定和分辨的重要支撑依据。

[0003] 目前我国在获取车辆识别代号的字符特征时，主要使用的为拓印技术，通过拓印

方法将车辆识别代号拓印到拓印纸上。通常是在整车工厂的总装车间，由操作人员手动拓

印取得，通常拓印两份，用于存档保存，在售卖之前一直随机动车而放，并随机动车而移动。

在售卖之后，机动车到车辆管理所上牌时，车辆管理部门人员需要再次采用拓印方法获取

车身识别代号和发动机号码的拓印件，这些拓印件都将保存在机动车上牌时的所在地车辆

管理部门，用于后期调取、比对、校验等，来验证机动车的真实合法身份信息。

[0004] 机动车到车辆管理所申请车辆牌照时，需要将其机动车的发动机号码和车辆识别

代号的打刻字符的字迹特征从发动机和车身上直接获取，并按照1∶1的比例拓印并记录在

档案里，在机动车年检或过户时仍旧将该机动车的发动机号和车辆识别代号的字迹特征再

次从发动机和车身上直接获取，与档案里的记录内容进行比较，以辨识和确认机动车的身

份是否真实；只有其字迹的字形、尺寸大小、字符间距、车身颜色、打刻位置等特征与记录完

全一致，才能证明该机动车的真实合法身份。

[0005] 目前获取车辆识别代号使用的是传统拓印技术，通过纸质的拓印纸存档保存。当

异地需要调取车辆识别代号和发动机号码的拓印件时，通常是拓印地的交管所将原版的拓

印纸复印或传真给需求地，由于原本通过拓印技术就很难获得车辆识别代号所有相关特征

信息，而且复印件在传输过程中或传真件在传真过程中可能存在信息丢失，故很难保证将

原有信息都全部发送至需求端。而且随着机动车数量不断快速地增加，纸质拓印纸保存时

间和保存空间都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及方法，将车辆识别代号

数字化、信息化、物联网化、互联网化，便于存储、查询、追溯、比对和分析。

[0007] 本发明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包括通过互联网相互连接的VIN读取识别设

备群和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

[0009] 所述VIN读取识别设备群包括若干VIN读取识别设备，所述VIN读取识别设备包括

设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控制器以及与所述控制器相互连接的代号采集系统、交互系统和电

源系统；所述代号采集系统包括相机系统及其检测系统和三基色组合光源，所述检测系统

基于三基色组合光源检测车身颜色及代号位置距离数值发送给相机系统，相机系统根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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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系统不同的光源和距离数值调节镜头拍取车辆识别代号的彩色图片；所述交互系统包括

人机界面，用于与控制器进行逻辑控制和数据交换；所述电源系统为控制器进行供电；所述

控制器上设有若干端口，所述嵌入式操作系统内设有控制软件和端口驱动软件，所述控制

器通过所述端口驱动软件控制驱动端口与各系统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所述控制软件控制

读取代号图片信息并进行字符识别、提取相关特征值和判别结果，从而将这些图片数据信

息通过端口上传到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

[0010] 所述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包括设在服务器上两两相互连接的云存储模块、云

处理模块和云计算模块，所述云计算模块通过互联网与所述VIN读取识别设备连接，将其上

传的图片数据新型进行云端处理和计算，对这些图片、数据信息、判别结果进行复核，并将

复核结果反馈给上传的VIN读取识别设备，同时，对原有识别、判定和评级结果进行更新记

录。

[0011] 优选的，所述相机系统为设有自动调焦镜头的相机，所述检测系统包括激光测距

传感器和颜色检测传感器，所述激光测距传感器测出打刻车辆识别代号的位置距离相机镜

头表面的高度数值，将这个数值发送给控制器，控制器根据此高度数值来调节相机的自动

调焦镜头；所述颜色检测传感器用于测量机动车的车身颜色，相机和控制器根据颜色调取

不同的光学字符识别配置模板进行光学字符识别。

[0012] 优选的，所述交互系统还包括触发按钮，通过端口连接控制器进行信号交互。

[0013] 优选的，所述VIN读取识别设备还包括通过端口与控制器连接的存储卡，用于存储

本机的图片和数据信息，且用于异常追溯分析处理，在网络异常时先本地存储，在网络恢复

正常时再上传服务器。

[0014] 优选的，所述端口包括通讯端口、输入输出端口、存储接口、电源接口、4G/5G端口

和无线通讯端口，所述相机系统及其检测系统和人机界面通过所述通讯端口与所述控制器

交互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输入输出端口对三基色组合光源进行控制，所述三基色组合光

源通过通讯端口与控制器进行数据交换，所述触发按钮通过输入输出端口与控制器交互连

接，所述存储卡通过存储接口与控制器连接，所述电源系统通过电源接口为控制器供电，所

述VIN读取识别设备通过4G/5G端口和无线通讯端口与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

[0015] 优选的，所述控制软件采用控制算法对车辆识别代码进行图片处理、字符处理、字

符辨识、特征提取、特征分项数值化处理，并将这些图片、数据信息通过无线通讯端口、4G/

5G端口上传到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

[0016] 优选的，所述VIN读取识别设备经过无线交换机及路由器或4G/5G基站，再经过互

联网与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相连接通讯。

[0017] 优选的，所述云服务器上的配置文件和信息数据支持互联网浏览器访问、手机应

用程序访问、读取和辨识设备上访问。

[0018] 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将VIN读取识别设备放置到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的车身处，测量传感器测出打刻

车辆识别代号的位置距离相机镜头表面的高度数值，相机根据这个值自动调整相机镜头的

焦距，同时三基色组合视觉光源，根据不同车身的颜色及材质，三基色组合视觉光源不断自

动切换参数配置以便给出不同颜色的光源，相机根据不同的光源拍取图片；

[0020] VIN读取识别设备运用智能光学字符识别法自动识别车辆识别代号，同时给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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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识别结果的评分，识别系统可以将设定评分阈值，识别相关结果的评分结果超过设定阈

值则识别过程结束，若评分结果低于设定阈值，三基色组合光源再次调整参数配置，相机再

次拍照自动识别，并将此图片文档进行存档，同时这些图片和文档资料都直接放置到云端；

[0021] 在自动识别车辆识别代号时，同时调取整车厂打标车辆识别代号的图片及文档资

料，将此图片及文档资料与原整车厂文档进行比较，并给出比较的评分结果，便于后期甄

别、比对时给出相似度数值；

[0022] 使用VIN读取识别设备读取可疑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时，VIN读取识别设备给出识

别结果和相关信息数据，并将读取信息数据上传到云端，云端利用智能识别算法及大数据

对几次数据进行比较，并给出比较和评定结果。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硬件设备形式结构紧凑，形式简单，便于携带，操

作方便；本发明利用激光测距技术、视觉光源技术、视觉识别技术等，使车辆识别代码和发

动机号码的读取和识别率高；本发明将识别系统的图片、文件、数据等数字信息化，与现有

的拓印保存相比，便于保存、查询、追溯、比对和分析，不但物理保存空间小，而且保存时间

长；本系统的信息数据即使同步到本系统的云服务器端，同时利用云计算处理能力强大的

优点，快速、实时、准确地给出车辆管理部门对比、复核车辆识别代码和发动机号码的结果；

本系统是柔性的开放系统，可以将机动车在生产制造时的车辆识别代号和发动机代号的打

刻信息也同步到本系统的云服务器端，确保机动车的打刻信息能全环节地追溯查询复核，

便于机动车管理部门或二手车购买人员更便捷地查询和复核，从而可以大大降低机动车被

盗取并篡改车辆识别代号和发动机号码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24]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0025] 图1是本发明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VIN读取识别设备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操作控制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识别系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分别为

VIN读取识别设备群108和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110。VIN读取识别设备部分由控制器1、

嵌入式操作系统2、相机系统3、颜色检测4、激光测距5、HMI(人机界面)6、三基色组合光源7、

触发按钮8、存储卡9和电源系统10组成。

[0029] 具体的，读取识别设备部分完成拍取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号的彩色图片和拍取机

器视觉识别的图片并进行字符识别和提取相关特征值，并将这些图片、数据信息通过无线

通讯端口17、4G/5G通讯端口18上传到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110。

[0030] 鉴于车身材质及油漆成分和颜色的多样性，开发独特的视觉光源来解决不同车身

颜色及其反光等问题。这种针对开发的视觉光源是基于三基色组合的视觉光源，可以根据

车身颜色来配置相应的颜色光源组合，以便实现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与车身背景色之间显

著区分。激光测距传感器可以测出打刻车辆识别代号的位置距离相机镜头表面的高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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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这个数值发送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此高度数值来调节相机的可控制的调焦镜头，

以保证车辆识别代号刚好处在相机的正焦距上，这样相机才能获取最清晰的图像图片。激

光测距传感器有指示测距点的红色指示镭射灯，便于操作人员观察测距点是否在车辆识别

代号的打刻范围之内，进而确保相机拍取的车辆识别代号的视野在合适的范围之内。颜色

传感器用于测量机动车的车身颜色，便于相机根据颜色调取不同的光学字符识别配置模

板。具体而言，就是不同的模板配置不同的曝光强度、不同曝光时间、不同的图像处理技术

工具、不同的智能控制算法、不同的特征值提取工具等。拍取图片主要依靠视觉光源技术、

自动调焦镜头或可控制的调焦镜头、激光测距传感器和颜色检测传感器。相机系统包括自

动调焦镜头或可控制的调焦镜头，从而保证相机拍取的图片始终在正焦距上，从而保证图

像的清晰度。利用相机系统直接拍取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号的彩色图片，拍取的图片为真

彩色RGB图像，主要从人的视觉角度更清晰地反映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的相关信息，便于人

的视觉比对和校验。这个图片包含了车辆识别代号周围的车身信息特征，以及车辆识别代

号打刻信息特征。这些图片信息主要用于存档，将与车辆信息一起存档在服务器中保存。车

辆管理部门(交管所或交通警察部门)随时可以调取查看，以便核实机动车信息是否真实合

法。特别警察部门发现车辆可疑时(可能存在被盗车辆，车辆识别代号已被篡改)，此时车辆

管理部门可以立刻调取存档图片进行二次人工辅助甄别、辨识、比较和核实。

[0031] 具体的，控制器1即嵌入式控制系统主要由嵌入式处理器、静态存储器、动态存储

器、Flash储存器、定时器、中断系统、显示处理电路、电源电路、嵌入式操作系统2、通讯端口

13、输入输出端口14、储存接口15、电源接口16、无线通讯端口17、4G/5G通讯端口18组成。嵌

入式处理器、静态存储器、动态存储器、Flash储存器、定时器、中断系统、显示处理电路、电

源电路、嵌入式操作系统2组成控制系统的核心部分，对车辆识别代码进行图片处理、字符

处理、字符辨识、特征提取、特征分项数值化处理等智能控制算法和最优控制算法都集成在

这个控制系统中。通讯端口13用于与相机系统3、颜色检测4、激光测距5、人机界面6、三基色

组合光源7进行连接通讯，用于对它们进行逻辑控制和数据交换；输入输出端口14用于与三

基色组合光源7、触发按钮8进行连接，用于逻辑控制；存储接口15用于与存储卡9相连接，这

个存储卡是大容量的存储卡，可以本机的图片、数据信息先存储在本设备中，既可以用于异

常追溯分析处理，也可以在网络异常时先本地存储，在网络恢复正常时再上传服务器。

[0032] 控制器1中嵌入式控制系统视觉字符辨识主要分为拍取图片、图片处理、字符识别

等视觉技术，它们与对应的视觉配置模板更紧密相关，视觉配置模板主要包括曝光时间、曝

光强度、图像处理方式、光学字符识别的智能控制算法。其他还包括自主开发的图像过滤和

修复算法，以提高车辆识别代号字符在整个图像中更加突出和显著，以便于增加车辆识别

代号字符的视觉识别率。拍取图片就是使用专业相机结合定制光源拍取车辆的车辆识别代

码的图像，从而获取对应的数字化图片，这个图片不同于前述拍取的图片，这个图片主要从

机器的视觉角度出发，为了更清晰地反映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的相关信息，便于机器视觉

技术的图像处理、字符识别等。从视觉技术来看，主要分为视觉光源技术、灰度图像处理、人

工智能和模式识别等技术的综合等。主要利用图像处理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及通过数字化

处理，根据像素分布、亮度、颜色等信息，来进行尺寸、形状、布局、颜色等的辨识、提取特征

信息等。进而利用智能控制算法和最优控制算法等对车辆识别代码进行字符处理、字符辨

识、特征提取、特征分项数值化处理等，从而实现车辆识别代码和发动机号码的光学字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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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另外应用模糊控制、专家系统、神经网络控制

等智能控制方法自主开发和改进的对比识别算法来对车辆识别代号字符识别，结合后期人

工校正，从而实现提高字符的识别通过率。

[0033] 具体的，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110部分主要由云存储101、云处理102、云计算

103、互联网接口104组成。它主要将车辆读取识别设备的上传图片、数据信息进行云端处理

和计算，利用云计算和处理的强大能力，以及利用云端的智能识别算法及大数据对这些图

片、数据信息、判别结果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过反馈给上传读取识别设备，同时对原有识

别、判定、评级结果进行更新记录。这些云服务器上的配置文件和信息数据也支持互联网浏

览器访问、手机应用程序(APP)访问、读取和辨识设备上访问等。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

110与车辆识别代号读取识别设备通过互联网105连接进行数据交换，通常的路径见图1，

VIN读取识别设备108经过无线交换机及路由器106或4G/5G基站107，再经过互联网105与云

存储处理计算系统110相连接通讯。这些云服务器上的配置文件和信息数据也支持互联网

浏览器访问、手机应用程序(APP)访问、读取和辨识设备上访问等。

[0034] VIN云存储处理计算系统110还支持机动车整车企业将机动车在生产制造时打刻

的车辆识别代号和发动机号码的图片及识别信息上传功能，机动车到车辆管理所上牌时，

车辆管理所人员可以调取生产制造时的打刻信息，并与上牌时拍取的打刻信息进行比对和

校验，云端的计算系统或本地的读取和识别系统都可以给出两次拍取信息的相似度及分

值，这些相似度及分值既包括整体相似度及分值也包括各分项的相似度分值。

[0035] 本发明的车辆识别代号的读取方法和系统应用的设备具体形式为便携的手持式

读取设备和可移动的台式读取设备。便携的手持式读取设备便于操作人员的携带操作。

[0036] 具体操作控制流程见图3，操作人员首先输入管理用户及密码，选择汽车品牌及型

号，然后将手持读取识别设备放置到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的车身处，测量传感器测出打刻

车辆识别代号的位置距离相机镜头表面的高度数值，相机根据这个值自动调整焦距，以便

拍取最好的车辆识别代号图片，用于存档及追溯。同时三基色组合视觉光源，根据不同车身

的颜色及材质，三基色组合视觉光源不断自动切换参数配置以便给出不同颜色的光源，相

机根据不同的光源拍取图片，运用智能光学字符识别法自动识别车辆识别代号，同时给出

相关识别结果的评分，识别系统可以将设定评分阈值，识别相关结果的评分结果超过设定

阈值则识别过程结束，若评分结果低于设定阈值，三基色组合光源再次调整参数配置，相机

再次拍照自动识别。并将此图片及可缩放矢量图形(SVG：Scalable  Vector  Graphics)或其

他格式文档进行存档，同时这些图片和文档资料都直接放置到云端，便于远程查询和追溯

使用。在自动识别车辆识别代号时，同时调取整车厂打标车辆识别代号的图片及文档资料，

将此图片及文档资料与原整车厂文档进行比较，并给出比较的评分结果，便于后期甄别、比

对时给出相似度数值。车管部门或交通警察发现可疑车辆时，直接使用手持读取识别设备

读取可疑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或发动机号码，读取识别设备给出识别结果和相关信息数

据，并将读取信息数据上传到云端，云端利用智能识别算法及大数据对几次数据进行比较，

并给出比较和评定结果。

[0037] 另外，根据不同车型以及不同车身颜色，控制系统通过内部总线给出相应的最佳

的光源配置，这些光源配置都保存在云服务器端的大数据中，当原有配置的光源不能给出

较高的评分数值，控制系统将申请调取云服务器端大数据中的相应优选配置再次触发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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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以便实现车辆识别代号字符在整个图像图片中更突出显著，有利于车辆识别代号的

光学字符识别并取得较高的评分数值。同时将最新的配置上传到云服务器上，云服务器根

据识别结果及各分项的评分数值来优选。若可以进入前二十名，将更新到云服务器对应的

优选配置中，并放置对应评定位置。换而言之，云服务器中各个相应的优选配置始终保持评

分数值最佳的前二十个。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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