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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GA/T 1028《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与GA 1026《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

GA 1027《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监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 1029《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及其设施设置

规范》、GA/T 1030《机动车驾驶人考场使用验收规范》和GA/T 1458《机动车驾驶人考场监督检查规范》

共同构成支撑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作的系列标准。

本文件是GA/T 1028《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的第2部分。GA/T 1028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驾驶理论考试系统；

——第 3 部分：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系统；

——第 4 部分：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系统。

本文件代替 GA 1028.2—2017《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第 2 部分：驾驶理论考试系

统》，与 GA 1028.2—2017 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内容变化如下：

a) 更改了一般规定（见 4.1，2017 年版的 4.1）；

b) 增加了组成（见 4.2）；

c) 增加了考试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见 4.3.1）；

d) 更改了考试管理模块的运行环境要求（见 4.3.2，2017 年版的 4.2）；

e) 增加了考试过程管理功能的要求（见 4.3.2.4）；

f) 增加了考试信息交互功能的要求（见 4.3.2.5）；

g) 更改了考试成绩管理功能的要求（见 4.3.2.6，2017 年版的 4.3.3.2）；

h) 增加了考试异常处置功能的要求（见 4.3.2.7）；

i) 更改了扩展接口的要求（见 4.3.2.9，2017 年版的 4.3.8）；

j) 更改了数据安全管理的要求（见 4.3.2.10，2017 年版的 4.3.6）；

k) 删除了考试监管的要求（见 2017 年版的 4.3.4）;

l) 增加了考生答题模块的基本要求（见 4.4.1）

m) 更改了考生答题模块的运行环境要求（见 4.4.2，2017 年版的 4.2）；

n) 更改了系统自检功能的要求（见 4.4.3.1，2017 年版的 4.3.7）；

o) 更改了考生身份认证功能的要求（见 4.4.3.2，2017 年版的 4.3.1）；

p) 更改了成绩评判和提示功能的要求（见 4.4.3.3，2017 年版的 4.3.2.3）；

q) 更改了运行环境的试验方法（见 5.1，2017 年版的 5.2）；

r) 更改了功能测试的试验方法（见 5.2，2017 年版的 5.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7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伟祥、何晓亮、周浩群、江海龙、高建平、王立忠、卢梦奇、李想、黄泽林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A 1028.2—2012；

——GA 1028.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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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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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落实《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62号）关于应用考试系统进行机动车驾驶

人考试的要求，制定本文件，GA/T 1028旨在规范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设计、开发和应用，根据考试

科目不同，分为四个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目的在于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的通用要求。

——第 2 部分：驾驶理论考试系统。目的在于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驾驶理论考试系统的具体要求。

——第 3 部分：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系统。目的在于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系统的具体

要求。

——第 4 部分：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系统。目的在于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系统的具体

要求。

为规范、指导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应用，2012年配合公安部令第111号《机动车

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修订工作，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第2部分：驾驶理论

考试系统》（GA/T 1028.2），并在2017年进行了修订。标准在规范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产品总体结

构、软件要求和应用管理，落实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相关要求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技术发展和公安交管业务工作的推进，标准内容与考试管理需求有不适应之处，与制修订的部

令以及相关行业标准的考试内容和要求也存在不一致性。为进一步规范驾驶理论考试系统的应用开发、

落实严密防范考试作弊、规范驾驶理论考试终端管理等要求，有必要修订完善GA/T 1028.2—2017，以

适应部令的新需求，从装备技术层面保障考试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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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第 2 部分：驾驶理论考试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驾驶理论考试系统的要求、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理论考试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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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 1026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

GA/T 1028.1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第1部分：总则

公信通[2007]第139号 公安信息通信网联网设备及应用系统注册管理办法

公信通[2007]第191号 公安信息通信网边界接入平台安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A/T 1028.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驾驶理论考试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应符合 GA 1026 中有关科目一和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

的相关规定。

4.1.2 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应符合 GA/T 1028.1 的相关要求。能实现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

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统一管理要求。

4.1.3 系统部署在公安信息通信网的，计算机设备管理应符合公信通[2007]第 139 号的要求；系统部

署在专用局域网的，信息交换应符合公信通[2007]第 191 号的要求。

4.1.4 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性能应不低于以下要求：CPU主频2GH、内存4G、网卡速率1000Mbit/s。

4.2 组成

系统由考试管理模块和考生答题模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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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考试管理模块

4.3.1 基本要求

4.3.1.1 考试管理模块应集成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管理系统中，具有考试员身份认证、考试座位

分配、考试生成、考试信息交互、考试成绩管理和考试异常处置等功能。

4.3.1.2 用于考试员管理的计算机，应连接打印机、身份证阅读器、摄像头、电子手写板等辅助

管理设备。

4.3.2 功能要求

4.3.2.1 考试员身份认证

能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对考试员身份进行确认，比对响应时间应小于或等于 1s。

4.3.2.2 考试座位分配

能通过计算机随机派位程序选择考位分配给考生。

4.3.2.3 试卷生成

试卷生成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考试试卷能按照GA 1026的规定通过计算机随机算法抽取产生，选择题选项随机打乱顺序显示；

b) 生成的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考试试卷能打印成纸质试卷。

4.3.2.4 考试过程管理

考试过程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能由考试员启动考试；

b) 能由考试员结束考试；

c) 能由考试员暂停、取消和恢复某个考位的考试；

d) 能由考试员能实时抽查考生考试过程中拍摄的考生面部图像照片信息和考生登记照片。照片

信息包含考位编号、拍摄时间；

e) 能由考试员对考生的考试预约信息、考位注册信息与考试座位随机分配信息进行一致性验证。

4.3.2.5 考试信息交互

考试信息交互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能将随机抽取产生的考试题下发到指定考位；

b) 能实时接收考生在考试过程中的考试答题信息并加密保存；

c) 能实时接收通过摄像头随机拍摄的考生考试过程中面部图像信息并保存到数据库中；

d) 能实时接收考生交卷信息，计算考试成绩、告知考试结果，将考试结果信息加密保存到数据库

中。

4.3.2.6 考试成绩管理

考试成绩管理要求如下：

a) 能批量和自助打印考试合格成绩单，系统应支持在线远程查询考生面部图像信息；

b) 能手工录入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纸质试卷的考试成绩；

c) 能终止考试、取消作弊考生的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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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具备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直辖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车辆管理所对考场的监管功能。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直辖市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能实时终止违规考场的考试、取消违规考试员资格；

e) 具备电子手写板签名信息采集、电子成绩单打印功能；

f) 系统应支持在科目一考试成绩合格后，能批量和自助打印学习驾驶证明和学车专用标识。

4.3.2.7 考试异常处置

考试异常处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能终止考试、取消作弊考生的考试成绩；

b) 对于因考试用计算机异常导致不能正常考试的，能由考试员人工调整考生到随机确定的其他考

位继续考试，考试可用时间按剩余时间倒计时；

c) 对于因考试系统异常导致不能结束考试的,能由考试员人工结束考试。

4.3.2.8 查询统计

查询统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能查询考生考试成绩信息、考生考试过程中拍摄的考生面部图像照片信息；

b) 能查询和打印考生的考试试卷及答题信息；

c) 能查询系统运行日志信息；

d) 能按照管理部门、考场、考位、考试车型、考试原因、考试员、驾校等项目对考试信息进行统

计分析；

e) 能统计分析题库试题使用情况。

4.3.2.9 扩展接口

扩展接口要求如下：

a) 系统应提供考生的签到信息写入功能；

b) 系统应提供考生的考位随机分配信息查询功能。

4.3.2.10 数据安全管理

数据安全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数据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满足 GA/T 1028.1 中的要求；

b) 题库试题加密后保存，能防止减少、屏蔽题库试题；

c) 考场代码、考试员代码等相关参数下载后加密存储在本地数据库；

d) 考试预约、考试过程信息加密保存，能防止篡改；

e) 考试成绩和电子签名成绩单加密保存，能防止篡改。

4.4 考生答题模块

4.4.1 基本要求

考试答题模块应安装部署在考生考试用计算机上，具有系统自检、考生身份认证、成绩评判和提示

等功能。

4.4.2 软硬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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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考生考试用计算机不应安装与考试无关的软件，并采用防止远程控制的软件和硬件设备。

IP 地址应保持固定、考试局域网内保持唯一。

4.4.2.2 考生考试用计算机应支持键盘、鼠标或触摸屏等操作方式。键盘宜采用专用小键盘，按

键应包括交卷、开始考试、上一题、下一题、定位第一题、定位第四十一题、定位最后一题、对、

错、A、B、C、D、确认交卷、向下翻页等。专用小键盘和普通键盘的按键对应参见图 1。

a)普通键盘 b）专用小键盘

图 1 小键盘键值对应图

4.4.2.3 考生考试用计算机应安装考生视频采集设备,视频清晰能满足识别考生面部特征的要求，

分辨率大于或等于( 320×240 )像素点,拍摄角度和清晰度能分辨脸部特征。

4.4.2.4 考生考试用计算机应安装杀毒等安全防护软件。

4.4.2.5 考生考试用计算机应不能使用 USB、光驱、软驱等设备。

4.4.2.6 考生考试用计算机宜连接电子手写板，支持考生在考位上进行电子成绩单签名。

4.4.3 功能要求

4.4.3.1 系统自检

系统自检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考试计算机启动时，系统能检查考位状态，有问题时显示详细故障信息；

b) 考试计算机启动后，系统能检测考生答题模块版本信息和在线升级；

c) 考试计算机启动后，系统能检测运行环境的安全性，有问题时显示详细预警信息、暂停考试；

d) 考试过程中如出现断电、死机等异常情况，重新开机后能继续考试。

4.4.3.2 考生身份认证

考生身份认证要求如下：

a) 系统应采用二代身份证、人脸识别系统对考生身份进行确认，比对响应时间应小于或等于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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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统应在考生登录考试用计算机开始考试前进行人脸比对，宜在考试过程中随机抓拍考生面部

图像照片进行人脸比对。

4.4.3.3 成绩评判和提示

成绩评判和提示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能自动评判并提示评判结果；

b) 支持多种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文字；

c) 能提供友好的操作界面引导考生进行答题；

d) 能在考试操作界面上动态显示考试剩余时间，并在考试结束前 5min 进行提醒。

5 试验方法

5.1 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试验方法如下：

a) 登录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及考试用计算机，检查系统运行环境配置是否满足要求；

b) 目测考生考试用计算机，检查是否有光驱、软驱等设备；

c) 登录考生考试用计算机，检查是否不能使用远程桌面服务、未安装与考试无关的系统软件。

5.2 功能测试

功能测试的试验方法如下：

a) 模拟系统运行环境，通过实际操作检查各项功能及相关要求；

b) 手工删减考试题库，检查系统出题时是否正确验证；

c) 手工修改考试预约、考试过程信息，检查系统是否进行正确验证；

d) 手工修改考场代码、考试员代码等相关参数信息，检查系统是否正确验证；

e) 手工修改考试成绩信息并操作成绩上传功能，检查系统是否允许正确验证，不允许上传成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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