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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标委发[2019]29 号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三批

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计划项目编号 20193390-T-339，标准项目名称《驾驶员注意

力监测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xxxxxxxxxx 等。 

(二)工作过程 

任务下达后，汽标委智能网联汽车分标委根据单位申请情况成立标准起草项目组，确定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任务和分工，积极开展标准的研究、

调研、起草、研讨等工作。 

2017年11月～2018年8月，启动标准项目预研，确定标准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制订

了标准的总体框架和制定计划。 

2018年3月～8月，收集并分析国内外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相关的法规、标准、文献资料等，

开展了相关技术研究。 

2018年9月～2020年6月，经过标准起草项目组合理分工和反复讨论，起草了标准草案，

同时在2019年10月，标准项目正式获批立项。 

2019年11月～2020年6月，开展了两轮标准试验验证工作，并根据试验数据讨论和完善

标准文本。 

2020年5月～8月，对标准草案组织专家进行了研讨和多次修改，形成工作组内征求意见

稿，并面向ADAS工作组内各成员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2020年8月～9月，根据工作组内征求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标准编制说明。 

2020年9月，完成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 

1. 项目组第一次会议 

2018 年 1 月 23 日在杭州召开标准项目组第一次会议，会议介绍了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

统行业现状和未来趋势，初步明确标准草案的完成日期、试验验证计划安排、标准草案讨论

计划、标准修订计划、标准报批完成计划等。 

2. 项目组第二次会议 



2018 年 8 月 1 日在长春召开了第二次项目组会议，主要对《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性

能要求及试验方法》标准草案进行讨论，明确标准范围兼顾乘用车和商用车辆，只关注功能

实现而不关注技术路线，并对于草案内容进行了修改。 

3. 项目组第三次会议 

2018 年 10 月 25 日在天津标准项目组第三次会议，会议依据第二次项目组会议反馈意

见修改后形成的草案进行讨论，同时基于功能要求以及试验方法部分对于草案进行了修改与

完善。 

4. 项目组第四次会议 

2019 年 3 月 6 日在上海召开标准项目组第四次会议，会议依据第三次项目组会议反馈

意见修改后形成的草案进行讨论，明确在编制说明中增加说明“该标准主要基于摄像技术”，

对检出率添加计算公式进行描述，并对于草案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5. 项目组第五次会议 

2019 年 9 月 4 日在北京召开标准第五次会议，会议就草案条款、试验方法及评价指标

进行讨论，明确零部件试验指标的要求引用对应标准，区分商用车和乘用车的部分要求，同

时确定 11 月底在重庆车检院进行试验验证。 

6. 项目组第六次会议 

2019 年 11 月 6 日在杭州召开标准第六次会议，会议就草案条款、试验方法及评价指标

进行讨论，确定将中科院的研究工作和成果纳入考虑范畴，以试验结论为基准明确标准草案

的试验方案、评价指标及摄像头角度要求，系统以统一标准的模型仿真进行试验（功能具体

指标的确认）和真人试验（有无功能判断）综合进行试验。 

7. 项目组第七次会议 

2020 年 6 月在重庆召开标准第七次会议，与会专家（包括以网络会议形式参加的专家）

围绕驾驶员注意力监测标准的第二次试验验证情况及标准草案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并对下一

步工作做出了计划。 

8. 项目组第八次会议 

2020 年 8 月-9 月进行了 ADAS 工作组内意见征求工作，并于 09 月 23 日在上海召开标准

第八次会议，针对收集到的 32 个单位 146 条意见和建议进行了逐一讨论并提出处理意见，

其中采纳 49 条，部分采纳 23 条，未采纳 74 条，并依据反馈意见修改标准草案。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项目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 xxxxxxxx 单位共同起草。在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多次组织行业专家进行了



研讨，得到了相关单位的支持、协助与配合，取得了大量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编写符合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 

2）综合标准制定前期调研成果，结合试验验证情况确定本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为： 

3）在项目组内对标准内容广泛征求意见，并在项目组会议上充分讨论； 

4）起草过程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主要依据行业技术积

累和国际可公开获得的技术资料，同时根据 GB 7258、GB 34660-2017、GB 10810.3 等国家

标准及其他相关国家标准对相关技术要求进行调整，保证相关技术标准间的协调一致。 

5) 标准充分考虑了汽车主机厂、汽车零部件厂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意见，在不偏离

国际和国内当前行业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前瞻性地考虑技术发展方向；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要求和试验方法及规范性附录等

内容组成，相关国际标准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进行编制，主要内容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的术语和定义、要求及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安装有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 

2.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参考了GB/T 39263-2020《道路车辆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术语

及定义》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讨论并明确文件涉及的相关术语和定义。 

3. 技术要求  

系统应具备监测注意力分散的功能，按功能试验要求进行试验，系统应按功能要求发出

提示信息，正确识别比例满足标准要求。同时，还需要按性能要求进行试验，检出率及准确

率应大于 95%。 

4. 试验方法 

由于以自然人为对象进行试验能够有效监测系统对于真实自然人的反应，同时试验可行

性较为容易，因此功能试验以自然人为对象进行；但人类无法采用完全相同方式复现执行规

定试验动作，为了保证检出率和准确率的可测量、可记录，使用与人类面部特征相同的仿真

机器人目标物为对象进行相应试验。 

4.1 功能试验 



1）监测对象 

试验监测对象为 3 名成年人。 

2）试验过程 

检测对象于安装有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的车辆驾驶区域完成标准表 1 所示的行为动

作，每人每个行为动作执行 3 次；期间系统处于激活状态且单次行为动作间隔 5s 以上。记

录每组动作是否发出提示信息。 

4.2 性能试验 

1）监测对象 

试验监测对象为满足要求的仿真机器人。 

2）试验过程 

在安装有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的驾驶室中，采用仿真机器人作为监测对象，在驾驶区

域完成根据表 2 所示内容完成制定动作；单次行为动作间隔 5s 以上。试验过程中记录系统

所发出的提示信息及提示信息发出时间。 

4. 附录 A（仿真机器人） 

为了保证标准相应试验的可复现性以及科学性，需要对于所用设备提出基础要求。由

于性能要求试验对象明确为仿真机器人，因此附录部分对于仿真机器人提出了相关的要求，

包括尺寸要求、安装要求等。 

三、 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一）试验情况概览 

试验时间：2019年11月、2020年06月 

试验样件：项目组成员单位根据标准需要，选取了不同厂家和不同品牌的系统。 

试验单位与地点：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试验具体情况 

3.1   第一次试验 

3.1.1 试验设备 

    为保证试验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重复性，在室内搭建车辆驾驶环境，模拟不同光线条件，

采用仿真机器人模拟人的驾驶行为对系统进行试验，试验设备满足以下要求： 

a) 模拟车辆驾驶环境至少包括仪表台、方向盘、座椅、安全带、座椅后方背景，并能模拟

车辆由于路面不平引起的震动； 



b) 光线模拟光谱满足太阳光光谱范围，照度及角度可调； 

c) 仿真机器人能反映自然人的特征，并根据指令做出闭眼、打哈欠、左右转头、抬头、低

头、抽烟、接打手持电话等动作，可佩带眼睛、墨镜等。 

3.1.2 试验内容 

1）闭眼试验 

试验人员保持正常驾驶姿势，完全睁开眼睛 3s，然后闭上眼睛持续 3s，保持完全睁开

眼睛 3s，视为一个完整的闭眼试验。试验人员裸眼、佩戴眼镜、佩戴墨镜、佩戴帽子各进

行闭眼试验 25 次，连续的两次动作之间间隔 5s，期间光线条件覆盖白天（照度>2000 lux）、

夜晚（照度<1 lux ）、顺光、侧光、逆光，车辆震动随机变化。 

2）打哈欠试验 

    试验人员保持正常驾驶姿势，正常合嘴，然后张嘴打哈欠，持续 3s 后合嘴，20s 内打 3

个哈欠，视为一个完整的打哈欠试验。试验人员裸眼、佩戴眼镜、佩戴墨镜、佩戴帽子各进

行打哈欠试验 25 次，连续的两次动作之间间隔 5s，期间光线条件覆盖白天（照度＞2000 lux）、

夜晚（照度＜250 lux ）、顺光、侧光、逆光，车辆震动随机变化。 

3）头部姿态异常试验 

试验人员保持正常驾驶姿势，头部保持向正前方状态 3s，然后头部向左偏转大于 30°

或向右偏转大于 45°或向上偏转大于 20°或向下偏转大于 20°持续超过 3s 后将头转回正

前方保持 3s，视为一个完整的头部姿态异常试验。试验人员头部向左、右、上、下情况下

各进行头部姿态异常试验 25 次，期间光线条件覆盖白天（照度＞2000 lux）、夜晚（照度＜

250 lux ）、顺光、侧光、逆光，车辆震动随机变化。 

4）抽烟试验 

试验人员保持正常驾驶姿势，手持香烟送入嘴中，然后将香烟拿开，整个过程持续时间

超过 3s，视为一个完整的抽烟动作。试验人员裸眼、佩戴眼镜、佩戴墨镜、佩戴帽子各进

行闭眼试验 25 次，连续的两次动作之间间隔 5s，期间光线条件覆盖白天（照度＞2000 lux）、

夜晚（照度＜250 lux ）、顺光、侧光、逆光，车辆震动随机变化。 

5）接打手持电话试验 

试验人员保持正常驾驶姿势，手持香烟送入嘴中，然后将香烟拿开，整个过程持续时间

超过 3s，视为一个完整的抽烟动作。试验人员裸眼、佩戴眼镜、佩戴墨镜、佩戴帽子各进

行闭眼试验 25 次，连续的两次动作之间间隔 5s，期间光线条件覆盖白天（照度＞2000 lux）、

夜晚（照度＜250 lux ）、顺光、侧光、逆光，车辆震动随机变化。 



3.1.3 试验结果 

项目 次数 误报率(%) 漏报率(%) 准确率(%) 检出率(%) 

闭眼 100 2 3 98 97 

打哈欠 100 0 0 100 100 

头部姿态异常 100 2 1 98 99 

抽烟 100 0 4 100 96 

打电话 100 0 2 100 98 

 

3.2 第二次试验 

1）功能试验 

检测试验对象为于安装有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的车辆，当系统处于激活状态且功能正

常，在驾驶区域完成标准中表 1 所示的行为动作，每人每个行为动作执行 3 次；期间系统处

于激活状态且单次行为动作间隔 5s 以上。记录每组动作是否发出提示信息。 

2）试验结果 

被测样品 行为 准确率(%) 检出率(%) 

1 

闭眼 100 100 

打哈欠 100 100 

头部姿态异常 100 100 

抽烟 100 100 

打电话 100 100 

2 

闭眼 100 100 

打哈欠 100 100 

头部姿态异常 100 100 

抽烟 100 100 

打电话 100 100 



3 

闭眼 100 100 

打哈欠 100 100 

头部姿态异常 100 100 

抽烟 100 100 

打电话 100 100 

3）性能试验 

在安装有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的驾驶室中，采用仿真机器人作为监测对象，在驾驶区

域完成闭眼、打哈欠、头部姿态异常、接打手持电话、抽烟五种行为动作。每种行为单次试

验定义如标准中表 1 所示，每种行为在不同穿戴条件以及不同光照条件的试验次数如表 2

所示，单次行为动作间隔 5s 以上。试验过程中记录报警提醒是否及时有效。 

4）试验结果 

被测样品 行为 准确率(%) 检出率(%) 

1 

闭眼 98 97 

打哈欠 100 98 

头部姿态异常 98 96 

抽烟 100 97.5% 

打电话 100 100 

2 

闭眼 96 97 

打哈欠 98 98 

头部姿态异常 97 99 

抽烟 97.5 97.5 

打电话 100 100 

3 

闭眼 97 96 

打哈欠 99 97 

头部姿态异常 97 96 

抽烟 95 95 

打电话 100 97.5 

 

 



（三）试验验证总结与分析 

1) 验证试验首次使用了功能试验和性能试验相结合的试验验证方式中，其中各功能试

验试验对象为3个成年人，为定性试验，合计试验项5个，试验次数15次；性能试验的试验对

象为仿真机器人，合计试验项5个，试验次数380次。 

2) 通过试验验证，确认本标准的技术要求各品牌系统均能够落地实施，不存在技术壁

垒。 

3) 通过试验验证，确认本标准的试验方法试验方法均可实际操作并能达到很好的试验

一致性。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为行业安全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撑，引导零部件、系统和汽车

整车生产企业满足行业安全防范要求，推动主动安全防范系统的大规模应用，大大提升我国

车辆的安全技术水平。 

我国每年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约为 10 亿元左右。其中驾驶员注意力分

散造成的财产损失占很大比重，而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的广泛应用，可以大幅降低车辆行

驶中的安全风险，能够大幅减少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具有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矛盾。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鉴于本标准规定的汽车安全技术要求。根据标准化法和有关规定，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

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首先应在实施前保证本标准文本的充足供应，使每个制造厂、设计单位以及检测机构等

都能及时获得本标准文本，这是保证新标准贯彻实施的基础。 

本次制定的《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不仅与生产企业有关，而且

与设计单位、检测机构等相关。对于标准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疑问，起草单位有义务进行

必要的解释。 

可以针对标准使用的不同对象，如制造厂、质量监管等相关部门，有侧重点地进行标准

的培训和宣贯，以保证标准的贯彻实施。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