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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证信息查询 

请求数据格式 

数据项标识 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 

serviceCode String Y X15 

plateNumber String Y 车牌号 

plateType String Y 号牌种类（详见附

录） 

 

返回数据格式 

数据项标识 类型 备注 

code String 200，详情见返回码表 

以下字段只有在 code=200 的时候才有返回 

tradeNo String 流水号 

resultMsg String 查询结果描述 

resultCode String 二级返回码（1001 查得数

据，2001 未查得数据） 

brandName String 品牌名称 

bodyColor String 车身颜色 

useType String 使用性质 

vehicleModelc String 车牌型号 

vehicleType String 车辆类型 

engineNumber String 发动机号 

engineModel String 发动机型号 

vin String 车架号 

firstIssueDate String 初次登记日期 

validityDayEnd String 检验有效期止 

owner String 机动车所有人 

vehicleStatus String 车辆状态 

passengers String 核定载客数 

retirementDate String 强制报废期止 

fuelType String 燃料种类（详见附录） 

cc String 排量 

ppsDate String 出厂日期 

maxJourney String 最大功率（KW） 

shaft String 轴数 

wheelBase String 轴距 

frontTread String 前轮距 

rearTread String 后轮距 

crossWeight String 总质量 

curbWeight String 整备质量 

loadWeight String 核定载质量 

 

请求数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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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Code":"X15", 

  "plateType":"02", 

  "plateNumber":"沪 NC9606" 

} 

 

返回数据范例 

{ 

 "code": "200", 

 "data": { 

  "resultCode": "1001", 

  "resultInfo": { 

   "bodyColor": "白", 

   "crossWeight": "1860", 

   "wheelBase": "2770", 

   "useType": "非营运", 

   "ppsDate": "2016-04-27 00:00:00", 

   "vehicleModelc": "BH7184PAV", 

   "vin": "LVGBH42K2CG718391", 

   "vehicleType": "小型轿车", 

   "owner": "张*华", 

   "cc": "1797", 

   "loadWeight": "", 

   "brandName": "北京现代", 

   "engineModel": "G4NB", 

   "passengers": "5", 

   "retirementDate": "2099-12-31 00:00:00", 

   "validityDayEnd": "2018-05-31 00:00:00", 

   "plateType": "小型汽车", 

   "engineNumber": "GW628799", 

   "plateNumber": "粤 P8J665", 

   "rearTread": "1577", 

   "frontTread": "1567", 

   "MaxJourney": "105", 

   "fuelType": "A", 

   "curbWeight": "1441", 

   "firstIssueDate": "2016-05-17 00:00:00", 

   "vehicleStatus": "正常", 

   "shaft": "2" 

  }, 

  "resultMsg": "查得数据" 

 }, 

 "end": "", 

 "message": "请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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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Num": "", 

 "pageSize": "", 

 "param": "", 

 "result": "", 

 "start": "", 

 "total": "", 

 "tradeNo": "20180521092642_3wgGd5Pc_1129646" 

} 

 

附录 号牌种类 

代码 含义 

01 大型汽车 

02 小型汽车 

03 使馆汽车 

04 领馆汽车 

05 境外汽车 

06 外籍汽车 

07 普通摩托车 

08 轻便摩托车 

09 使馆摩托车 

10 领馆摩托车 

11 境外摩托车 

12 外籍摩托车 

13 低速车 

14 拖拉机 

15 挂车 

16 教练汽车 

17 教练摩托车 

20 临时入境汽车 

21 临时入境摩托车 

22 临时行驶车 

23 警用汽车 

24 警用摩托 

51 新能源大型车 

52 新能源小型车 

 

 

燃料种类 

代码 含义 

A 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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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柴油 

C 电驱动（电能驱动汽车） 

D 混合油 

E 天然气 

F 液化石油气 

L 甲醇 

M 乙醇 

N 太阳能 

O 混合动力 

Y 无（仅限全挂车等无动力的） 

Z 其他 

P 插电式混合动力 

Q 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