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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 

1.1 安全智能防控行业背景介绍 

汽车和物流已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发展命脉。但目前保有的数千万营运

车则是交通事故高发群体。其中，营运车辆每年因风险事故造成 2万驾驶员的死亡，财

产损失达到了数千亿元，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危害更是怵目惊心。而现在国内 90%以

上的财产保险公司的物流快递等营运车辆的保险都呈现严重亏损。 

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2016 年全国共发生货车责任道路交通事故 5.04 万起，造

成 2.5 万人死亡、4.68 万人受伤，分别占汽车责任事故总量的 30.5%、48.23%和 27.81%，

远高于货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比例。 

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使用科技手段在道路运输安全生产领域中应用,全面提升

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水平,切实预防道路运输事故发生、减少人员伤亡。 

1.2 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简介 

安全智能监控平台提供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终端报警数据存储及查询、主动安全态势

分析、车辆实时状态监控、车辆报警信息处理、驾驶员安全档案库及车辆安装信息管理

等基础功能。同时企业安全监控平台服从政府安全监管平台的管理，以及跨域车辆所属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上车辆主动安全报警信息的查询与管理。 

二、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设计要求 

2.1 设计原则 

 技术先进性 

整个系统选型、软硬件设备的配置均要符合高新技术的潮流，位置数据协议采用交

通部标《JTT 808-2013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兼容车载终端通讯协议技术规

范》，视频数字化，压缩、解压、码流、传输均符合《JTT 1078—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

星定位系统 视频通讯协议》，车载终端设备符合《JTT 1076—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

定位系统 车载视频终端技术要求》并通过交通的检验；系统平台的技术要求符合《JTT 

796-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JTT 1077—2016 道路运输车

辆卫星定位系统 视频平台技术要求》并通过交通部相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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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内外工程建设中被广泛采用的技术与产品。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系统设计

具有先进性，并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的先进性。 

 架构合理性 

采用先进成熟的技术来架构各个子系统组成稳定可靠大系统，使其能安全平稳地运

行，有效地消除各子系统可能产生的瓶颈，选用合适的设备来保证各子系统具有良好的

扩展性。稳定性和安全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只有稳定可靠的系统才能确保各设备的

正常运行；只有良好的数据共享，实时的故障修复，实时备份等才能形成完整的管理体

系。 

 产品主流 

在设备选型时，主要依据我市的实际情况结合目前我国市场上的占有率高的各类产

品中选择具有最优性能价格比和扩充能力的产品。 

 系统高扩展性 

随着系统的扩容，用户数量会不断扩大，对新功能的要求也将不断增加。这要求系

统具备良好的可扩性，因而在建设初期，除了满足现有要求之外，还必须考虑系统的可

扩容性，以保证今后发展的需求，为后期系统的扩展奠定技术基础。 

3.2 设计思想 

为了使整个系统具有快速反映、快速布置及监控管理的作战思维，在设计上采用了

模块化结构方式，基本数据（静状）采用一次录入，定期自动修改的模式，固化数据结

构，建立人员、设备、车辆、传感器四者的模型关系，将四者建立在数据库支持系统中，

从而建立业务数据库基础，在处理方式上以数据采集和分析为主设计方向，围绕数据采

集形成和分析开展技术设计，动态数据及数学模型建立在数据分析配置上，利用基础数

据与动态数据的综合分析，进行设备的调度和出勤。 

在整个系统的设计上，采用高度集中原则，所有传感器数据均通过车载终端上报到

平台，并且车载终端后期还为接入更多的传感器做好了扩展。车载终端兼容性好，扩展

功能不会更换设备或者多安装设备。平台兼容车载终端和厂门口外来车辆监控以及调度

远程对讲机定位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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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集成方案 

3.1 系统集成架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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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监控系统由物联网云平台、视频车载终端、ADAS（高级驾

驶辅助系统）、DSM（司机行为识别仪）等组成。 

还可根据情况扩展油量、油耗仪、脉冲里程、胎压、载重等传感器数据对车辆进行

更全方位的监控。 

3.2 系统功能介绍 

 

3.2.1 司机驾驶行为监控功能 

采用安装 DSM（司机行为识别仪），可以检测驾驶员非正常的闭眼、打哈欠和低头等

现象。出现非正常的闭眼、打哈欠和低头后，实时上报到平台，包含报警信息、图片或

视频等。便于随时监控驾驶员的疲劳情况，及时处理，降低或避免出现交通事故的概率。

当出现异常行为时，设备主动上报到平台，同时发出语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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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ADAS（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 采用视频智能识别方式，可以感知车辆的一些非正常操作，提醒驾驶员注意；

跟车过近报警、障碍物报警、前方行人报警、违规变道报警、频繁变道报警等。提高驾

驶安全性。 

 

      

3.2.3 APP 

安卓版手机 APP，主要是显示定位、传感数据、报警功能、流媒体实时查看及通话

等。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技术方案 

 8

四、中心系统平台技术介绍 

4.1 平台遵守的标准与规范 

 交通部位置服务相关标准与规范 

《JTT 796-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 

《JTT 808-2013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兼容车载终端通讯协议技术规

范》； 

《JTT 809-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数据交换》； 

《JTT 1076—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视频终端技术要求》； 

《JTT 1077—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视频平台技术要求》； 

《JTT 1078—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视频通讯协议》； 

《GBT-19056-2012-汽车行驶记录仪》 

 软件技术标准与规范 

《GB 8566-1995 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  

《GB/T 11457-1995 软件工程术语》 

《GB/T 14085-1993 信息处理系统计算机系统配置图符号及约定》 

《GB/T 15538-1995 软件工程标准分类法》 

《GB/T 18491.1-2001 信息技术软件测量功能规模测量第 1部分：概念定义》 

《GB/T 18492-2001 信息技术系统及软件完整性级别》 

《GB/T 18905.1-2002 软件工程产品评价第 1部分: 概述》 

《GB/T 18905.2-2002 软件工程产品评价第 2部分: 策划和管理》 

《GB/T 18905.3-2002 软件工程产品评价第 3部分: 开发者用的过程》   

《GB/T 18905.4-2002 软件工程产品评价第 4部分: 需方用的过程 》  

《GB/T 18905.5-2002 软件工程产品评价第 5部分: 评价者用的过程》 

《GB/T 18905.6-2002 软件工程产品评价第 6部分: 评价模块的文档编制》 

《GB/T 15853-1995 软件支持环境》 

《GB/T 16260-1996 信息技术软件产品评价质量特性及其使用指南》 

 软件开发过程中遵从的标准与规范 

《GB/T 12504-1990 计算机软件质量保证计划规范》 

《GB/T 12505-1990 计算机软件配置管理计划规范》 

《GB/T 15532-1995 计算机软件单元测试》 

《GB/T 16680-1996 软件文档管理指南》 

《GB/T 17544-1998 信息技术软件包质量要求和测试》 

《GB/T 18234-2000 信息技术 CASE 工具的评价与选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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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8566-2001 信息技术软件生存周期过程 》 

《GB/T 9385-1988 计算机软件需求说明编制指南》 

《GB/T 9386-1988 计算机软件测试文件编制规范》 

《GB/Z 18493-2001 信息技术软件生存周期过程指南》 

《GB/Z 18914-2002 信息技术软件工程 CASE 工具的采用指南》 

《HB 6464-1990 软件开发规范》 

《HB 6465-1990 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HB 6466-1990 软件质量保证计划编制规定》 

《HB 6467-1990 软件配置管理计划编制规定》 

《HB 6468-1990 软件需求分析阶段基本要求》 

《HB 6469-1990 软件需求规格说明编制规定》 

《HB 6698-1993 软件工具评价与选择的分类特性体系》 

《HB/Z 177-1990 软件项目管理基本要求》 

《HB/Z 178-1990 软件验收基本要求》 

《HB/Z 179-1990 软件维护基本要求》 

《HB/Z 180-1990 软件质量特性与评价方法》 

《HB/Z 182-1990 状态机软件开发方法》 

《SJ 20778-2000 软件开发与文档编制》 

《SJ/T 10367-1993 计算机过程控制软件开发规程》 

《SJ/T 11234-2001 软件过程能力评估模型》 

《SJ/T 11235-2001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 

4.2 平台功能特点 

 快速录入功能； 

 极速录入功能； 

 扫码录入功能； 

 永不会错的 SIM 卡功能； 

 SIM 卡流量不超量功能； 

 无限层级组织机构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vanced Driver-Assistant System) 

 DSM 驾驶员状态监测 (Driving State Monitoring) 

 电子围栏 

 电子围栏之行政区域 

 电子围栏之线路基础功能 

 电子围栏之轨迹生成线路围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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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轨迹导出、导入功能 

 电子围栏之圆形区域 

 电子围栏之矩形区域 

 电子围栏之多边形区域 

 电子围栏之点标注 

 电子围栏之导航路线 

 企业组织机构无限分级功能 

 监控对象包含人、车、物； 

 点名功能 

 位置追踪功能 

 拍照功能 

 录像功能 

 监听功能 

 实时车辆行驶平滑移动功能 

 车辆轨迹回放平滑移动功能 

 部标设备指令设置功能 

 透传指令下发功能 

 全方位报警功能 

 偏离路线报警（车载终端实现） 

 偏离路线报警（平台软件实现） 

 进、出围栏报警（车载终端实现） 

 进、出围栏报警（平台软件实现） 

 进、出路线报警 

 超速报（预）警 

 疲劳驾驶报（预）警（部标） 

 紧急报警 

 GNSS 故障报警（模块故障、天线未接或断、天线短路） 

 终端电源报警（欠压、电源掉电） 

 终端 TTL 模块故障报警 

 终端 LCD 或显示器故障报警 

 摄像头故障报警 

 道路运输证 IC 卡模块故障报警 

 超时停车报警 

 车辆 VSS 故障报警 

 路段行驶时间不足/过长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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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侧翻报警 

 疲劳驾驶报警（司机面部检测：闭眼、打哈欠） 

 抽烟报警 

 驾驶员异常行为报警 

 前车碰撞报（预）警 

 加油上报 

 车辆漏油及时报警 

 温度检测异常报警（温度过高、温度过低） 

 精准油量 

 精准里程 

 温湿度监测 

 正反转检测 

 载重监测 

 工时检测 

 无限 IO 传感检测 

 IO 传感接错输入口自动纠正功能 

 IO 传感常开、常闭均适应功能 

 全方位统计报表 

 行驶里程统计 

 停驶报表 

 上线率统计 

 报警信息统计 

 超速统计 

 工时统计 

 里程油耗统计 

 工时油耗统计 

 疲劳驾驶分析（面部识别方式） 

 前车碰撞分析 

 进出围栏统计 

 日志查询 

 动态燃料价格功能 

 车辆聚合功能 

 车牌避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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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台框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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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结构说明： 

系统在逻辑上分成五个层次： 

基础设备层：基础设备层是平台所有数据和逻辑处理资源的来源，包含了各种传感

器设备、物联网卡、和各种车载终端设备； 

协议解析层：协议解析层是整个平台的通讯处理中心，与各种车载终端及其它卫星

定位系统实现数据交换、报文解析、链路维持等；从车载终端以及其它卫星定位系统接

收的数据经过报文解析后，以 Netty 方式发送给业务处理层进行业务处理；接收来自于

业务处理层的各种车载终端控制命令，按各类终端或其它卫星定位系统的协议要求形成

通讯报文发送给车载终端。 

数据处理层：数据处理层是整个平台的数据处理中心，对所有来自于协议解析层的

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并送往数据层进行数据存储；接收来自于业务功能层各种命令，并

对这些命令进行各种数据处理，对于下行数据则需送往通讯服务器，最终命令车载终端

执行相关命令。 

平台业务层：平台业务层是整个平台业务功能及应用的实现，如实时监控服务、轨

迹回放服务、车辆管理、报表管理等。 

应用服务层：应用服务层指各种实际的企业级应用和管理，以及各种细分行业的实

际使用，包括实时监控、历史轨迹回放、报表管理、里程管理、工时管理、油量管理、

油耗管理、行业化管理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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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统子功能详细介绍 

5.1 系统的规范性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是完全达到交通部相关标准，数据通讯满足《JTT 

808-2013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兼容车载终端通讯协议技术规范》和《JTT 

809-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数据交换》，视频数字化，压缩、解压、码流、

传输均符合《JTT 1078—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视频通讯协议》，车载终端

设备符合《JTT 1076—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视频终端技术要求》并通

过交通的检验；系统平台的技术要求符合《JTT 796-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

台技术要求》、《JTT 1077—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视频平台技术要求》并通

过交通部相关检验。 

所选的车载视频定位终端和系统平台能正常与交通部货运车辆管理监控平台（又称

国货平台）进行对接，系统平台能通过交通部规范《JTT 809-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

定位系统平台数据交换》与两客一危管理监控平台进行对接。 

是目前唯一一个货运平台运营、两客一危平台运营、视频监控平台三位一体的平台。 

5.2领导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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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看板是平台核心指标数据的直观体现。实时显示动态数据，为科学、高效的防

控作业管理提供支持；作为大数据平台特色、功能的宣传展示及业务拓展使用。 

5.3 信息录入功能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不仅提供了基础的流程录入和快速录入两个功能；还

开创性的实现了极速录入和扫码录入两个特殊功能。 

 流程录入 

 

流程录入按照步骤一步一步进行新建或选择监控对象、分组、终端、SIM 卡等操作，

把这些因素进行关联。 

 快速录入 

快速录入只需在界面中录入或选择监控对象、终端、通讯类型、卡号、分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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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速录入 

极速录入是在平台上没有任何信息，车载终端设置号 ID、手机号及服务器 IP 地址

后，设备会主动注册，平台在后台取出这些注册信息，然后进行展示，只需一键就能新

建所有监控对象、终端、通讯类型、卡号，达到极速录入的功能。 

 
极速录入 

 扫码录入 

通过扫描枪可以进行快速、批量录入相关信息，使设备能能快速上线，并且卡号和

设备不出错。大大节省时间，是平常录入的 3-5 倍效率。 

 

扫码录入 

5.4 企业组织管理 

企业组织管理中包含【组织与用户管理】、【分组管理】、【角色管理】、【从业人员】

四个功能模块。 

 组织与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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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分级的组织机构：使用户组织多元化，更加灵活的设置和运用组织；每个组织

还有运营资质类别设置，用户可以自行定义这些类别。 

 

组织与用户管理 

 分组管理 

分组为用户监控哪些车辆的分配进行管理。 

 

分组管理 

 角色管理 

角色为用户分配系统平台上的监控权限管理。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技术方案 

 18

 
角色管理 

 从业人员管理 

管理各类型的从业人员，人员的岗位类型可以自行定义设置。并与车辆或组织进行

关联，符合任何业务的变化要求。 

5.5 监控对象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可以对人、车、物三种监控对象进行监控管理； 

 车辆管理 

有车型管理、燃料管理和车辆管理三个子模块。 

 
车型管理 

根据实际车型录入到平台，便于车辆分类和管理；帮助各种业务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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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管理 

车辆管理中有车辆型号的分类，还有车辆用途的分类；不用车辆用途模块的收起来

即可。 

 人员管理 

针对调度对讲人员监控的管理，可以设置对人的管理； 

 物的管理 

平台系统可以进行对物的监控，便于后续系统的扩展；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技术方案 

 20

5.6 设备管理 

 终端管理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可以支持标准的部标 2011 版和 2013 版协议；同时支

持天禾 X、移为、博实结 A5、康凯斯有线协议、艾赛欧超待协议和 F3 专用超待协议的

设备。 

终端列表可以是在本界面新增，也可以是快速录入、极速录入、扫码录入时自动生

成的终端。 

 

终端管理 

 SIM 卡管理 

SIM 卡列表可以是在本界面新增，也可以是快速录入、极速录入、扫码录入时自动

生成的 S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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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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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实时监控 

 
监控主页面 

 定位精度： 

D5M 车载终端内置有高精度北斗和 GPS 双模定位模块，同时有振动传感器，判断车

辆是否在运行，能更好的消除定位漂移功能；针对运输车辆，定位精度大约在 5-10 米

范围；而工程机械，原地工作有振动，这时振动传感器检测振动，但是实际目标没有移

动，这样就不能很好的消除定位漂移，故定位精度略低，会有 20 米的误差，极端情况

下甚至会超过 20 米。 

 聚合功能： 

当地图缩小到一定程度时，车辆汇集过多，则采用聚合功能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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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功能 

 车牌避让： 

当车辆汇集过多，显示车牌号时，避让功能不会使车牌号重叠。 

 

车牌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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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地图最大功能 

可以把[车辆组织树]和[车辆信息列表]两个区域隐藏起来，达到监控地图最大化

（全屏）功能。 

 

监控地图最大化 

 最新上线车辆提示功能 

新上线的车辆提示，便于人工及时监控。 

 

车辆上线提示功能 

 

 实时报警功能： 

设备报警，在实时监控界面能第一时间收到，并做声音和图标提示。 

可以在实时监控界面能对报警信息进行查看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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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报警功能 

 

 区域查车功能 

自定义一个矩形区域，自动查询出来哪些车辆在本矩形区域中。 

 

 

 

 

 

 全面的右键操作功能 

自定义一个矩形区域，自动查询出来哪些车辆在本矩形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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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右键功能 

 

 全面的地图操作功能 

 

 

 车辆行驶平滑移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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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电子围栏 

 导航路线功能 

导航直接生成路线，输入起点（或者地图上获取起点）、输入终点（或者地图上获

取终点），就能生成导航路线，从而生成轨迹路线。还可以输入（获取）多个途径点，

调整导航路线。 

 

导航路线 

 

 标注 

在地图上标注点。 

 

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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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 

在地图上设置路线。 

 

线路设置 

 

 矩形围栏 

在地图上设置矩形区域作为围栏，区域类型可以是指为普通区域、危险区域、违规

区域、休息区、接驳点等。不同区域类型可以实现不同业务；比如危险区域就做出车贷

行业中的风控点报警功能。 

 

矩形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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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形围栏 

在地图上设置圆形区域作为围栏，区域类型可以是指为普通区域、危险区域、违规

区域、休息区、接驳点等。不同区域类型可以实现不同业务；比如危险区域就做出车贷

行业中的风控点报警功能。 

 

圆形区域 

 

 多边形围栏 

在地图上设置多边形区域作为围栏，区域类型可以是指为普通区域、危险区域、违

规区域、休息区、接驳点等。不同区域类型可以实现不同业务；比如危险区域就做出车

贷行业中的风控点报警功能。 

 

多边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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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区域围栏 

在地图上直接根据行政区域设置成区域围栏，不用人员点击设置，直接选择区域名

称则直接生成围栏。同时可以实现进（出）省（市）报警功能，实现不同的业务功能。 

 

行政区域 

围栏与车辆绑定可以设定是终端报警还是平台软围栏报警； 

起作用的开始日期、结束日期；起作用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限速要求等各种功能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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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驶轨迹直接生成路线 

在轨迹回放中，一段行驶的轨迹可以直接生成路线。 

 

轨迹生成路线 

 矩形、圆形围栏自动生成区域属性 

平台根据矩形、圆形区域的位置，自动判断本区域属于哪一个市。这是围栏就有区

域属性。比如车贷行业中的风控点数据属于哪个市，是本市内还是本市外。 

 

5.9 轨迹回放 

 实时监控直接查看轨迹回放 

在实时监控页面，选择一个车后可以直接查看本车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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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控穿越轨迹回放 

 大数据极速查询 

3 秒内查询单车一个月的轨迹（位置数据）。 

 

极速查询轨迹数据 

 

 单月轨迹索引功能 

单车在一个月内的每一天索引出里程。 

针对超长待机设备，索引出位置点数量。 

 
 

 多途径查看轨迹 

可以快速选择一天的轨迹。 

也可以选择时间段查看车辆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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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迹播放速度无级调速 

实现速度条拖动，无级调节轨迹的播放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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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级调速 

 

 播放、暂停、停止、快进功能 

 

 

 任意位置点播放起始 

可以选择从任意点开始播放轨迹。 

 

随意起始点 

 轨迹自动生成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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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的行驶轨迹自动生成路线，方便用户不用手动通过点击方式生成轨迹。 

 

 

 轨迹回放地图最大化功能 

通过一键可以是轨迹回放地图最大化，提高体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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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实时指令 

针对部标协议设备，做了完整的指令参数设置和下发功能。 

 通讯参数设置及下发 

 终端参数设置及下发 

 终端控制-无线升级设置及下发 

 终端控制-服务器设置 

 位置汇报参数 设置及下发 

 终端属性查询 

 电话参数 

 视频拍照参数 

 GNSS 参数 

 时间设置 

 电话本设置 

 信息点播设置 

5.11 主动安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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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司机驾驶行为监控 

采用安装 DSM（司机行为识别仪），可以检测驾驶员非正常的闭眼、打哈欠和低头、

抽烟、打电话、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本技术采用视频识别技术，通过异常的脸部特征

进行区分。DSM 由智能计算盒子（AIBOX）和智能摄像头两部分组成。 

        

出现非正常的闭眼、打哈欠和低头后，实时上报到平台，包含报警信息、图片或视

频等。便于随时监控驾驶员的疲劳情况，及时处理，降低或避免出现交通事故的概率。

当出现异常行为时，设备主动上报到平台，同时发出语音报警。 

报警类型有：打哈欠、闭眼、低头、打电话、抽烟、注意力不集中、故意遮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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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运营车辆抓拍图片 

5.11.2 ADAS（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 采用视频智能识别方式，可以感知车辆的一些非正常操作，提醒驾驶员注意；

跟车过近报警、障碍物报警、前方行人报警、违规变道报警、频繁变道报警等。提高驾

驶安全性。 

 

5.11.3 主动安全管理 

 风险等级管理 

针对上报的各类型报警事件，设置数据字典和风险事件展示，分别对终端上报的风

险进行事件定义设置和等级定义设置。 

 风险信息设置 

从用户操作体验角度出发，该页面将风险等级设置、风险参数设置、多媒体参数

设置这三类内容融合为了一个页面统一进行设置，每一类内容又按照4种风险类型的维

度进行区分。 

5.11.4 事件证据库 

事件证据库是围绕图片、视频、音频三类四种证据为中心的查询及下载界面，包

括查询区（查询下载）和内容区（预览展示）两个模块，最小的查询下载单元为【风险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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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其他报警 

 报警参数设置 

 预警 参数设置 

包含危险预警、超速预警、疲劳驾驶预警、碰撞预警、侧翻预警； 

 

 驾驶员引起的报警 参数设置 

包含紧急报警、超速报警、疲劳驾驶、当天累计驾驶超时、超时停车、凌晨 2-5 点

行驶报警、进出区域报警、进出路线报警、路段行驶时间不足/过长、路线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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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报警 参数设置 

包含车辆 VSS 故障、车辆油量异常、车辆被盗、车辆非法点火、车辆非法位移、车

辆非法开门报警。 

 

 故障报警 参数设置 

包含 GNSS 模块发生故障、GNSS 模块未接或被剪断、GNSS 天线短路、终端主电源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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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终端主电源掉电、终端 LCD 或显示器故障、TTS 模块故障、摄像头故障、道路运输

证 IC 卡模块故障。 

 

 车机疑似屏蔽报警 参数设置 

 
 

 报警查询 

报警查询是把每一条报警查询出来，便于后续的处理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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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有： 

 报警来源 

 

表示是车载终端上报的报警，还是平台通过平台软件系统产生的报警。 

 按照分组 

 按着监控对象（车、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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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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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范围 

 

 

 处理状态 

 

 

 其它特殊报警功能 

 软围栏进出区域报警 

平台利用软件计算分析监控对象进出围栏进。 

这种方式平台不参与计算分析，只是展示报警内容。 

由于成本原因，有的车载终端的处理器比较弱，同时存储器容量限制，车载终端不

能实现硬件自己检测和判断进出围栏的报警，这时 F3 平台利用终端上报的定位位置数

据实时计算分析，监控对象的进出区域信息，从而产生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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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离路线软报警 

平台利用软件计算分析监控对象是否偏离路线。 

由于成本原因，有的车载终端的处理器比较弱，同时存储器容量限制，车载终端不

能实现硬件自己检测和判断车辆是否偏离路线，这时 F3 平台利用终端上报的定位位置

数据实时计算分析，监控车辆是否偏离路线，从而产生报警。 

 

 加油、漏油报警上报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物联网平台对接了油杆传感器，实时检测油箱的加油和漏油；当

有加油或漏油时，及时上报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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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报表统计 

 14.1 大数据报表 

 

大数据报表一个月的数据会在 5秒内处理完毕。可以实现各种类型大数据报表。 

 行驶里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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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驶报表 

 上线率统计 

 报警统计 

 日志查询 

 超速报表 

 多媒体报表 

 进出围栏查询和统计 

 风控报表 

 司机评分报表 

 综合数据分析报表 

5.14 手机 APP 

实时监控 

轨迹回放 

车辆查询 

实时报警和查询 

传感器数据实时显示和查询（统计） 

查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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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可扩展功能 

油量监控（偷油报警时录像拍照） 

油耗监控 

温湿度监控 

原车脉冲里程监控 

载重：检测运输车辆的载重。 

正反转传感器：混凝土罐车专业检测装置； 

胎压监控：检测轮胎的压力，在过高或高低时会产生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