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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佛山市出租汽车车载终端技术检测验收规程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交通运输部《城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试点工程总体技术要求》，为切实落实我市出租汽车车载设备满

足《佛山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总体技术要求》、《佛山

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总体技术要求补充说明》及《佛山

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的技术

功能要求，确保我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质量和效果

符合上级要求，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的佛山市出租汽车车载终端设备必须

按照本规程通过检测验收，对不通过检测验收的出租汽车，不得

投入运营。 

第三条  车载终端标准符合性检测验收工作应当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和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全市出租汽车

车载终端设备的技术检测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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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检测验证 

第五条  本市出租汽车企业安装出租汽车车载终端设备前，

必须按照以下流程实施： 

（一）辖区内出租汽车企业向辖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车

载设备符合性检测验证资料（见附件 1），资料包括以下材料和

实物： 

⒈一体化车载设备样品 2 套（按照《佛山市出租汽车服务管

理信息系统总体技术要求》完整提供，包括主机、计价器、智能

顶灯、服务评价器、视频头等）； 

⒉车载终端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 

⒊车载终端的《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⒋车载终端产品完整设计文件； 

⒌提供检测样品的型号规格、结构尺寸、出厂编号、出厂日

期、生产单位信息； 

⒍送样型号的中文使用说明书； 

⒎送样型号的结构布置图； 

⒏核心部件（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卫星定位模块、实时

时钟设备、信息采集模块、无线通信传输模块、数据通信模块）

的品牌型号、生产厂家等信息。 

⒐由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根据《城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

系统试点工程总体业务功能要求（暂行）（厅运字〔20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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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城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试点工程总体技术要

求（暂行）（厅运字〔2011〕210 号）》及 JT/T794-2011《道路

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出具《出租车运营专

用设备（车载终端）》的检验报告。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必须是

通过交通运输部资格审查、评审通过，并公布的道路运输车辆卫

星定位系统标准符合性审查检测机构。 

⒑运维承诺书。承诺书必须承诺车载终端设备发生故障后，

1 小时内响应，并派人到现场维修，5 小时内恢复正常；对于不

能维修的，当天内必须更换，保证设备正常运作等（承诺书由产

品提供或服务商向出租车企业作出书面承诺，由出租车企业报交

通运输管理部门）。 

（二）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以上检测验证材料进行查核，

并签具意见后，一并报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三）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对实物和材料进行

技术核验，并会同第三方技术机构根据《佛山市出租汽车服务管

理信息系统总体技术要求》、《佛山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

统总体技术要求补充说明》及《佛山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

统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的技术要求等对实物进行一体化设

备技术融合性测试和数据入网压力测试。测试机构必须符合以下

条件： 

⒈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并经依法认

定，取得相关资质认定证书；并且认定的技术能力范围涵盖本规

程的相关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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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具有满足实验室质量管理要求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从

事车载终端检测的人员应接受过产品检测所必需的教育和培训，并

掌握相关的标准、技术规范的要求，具备必要的产品检测能力； 

⒊具有承担车载终端检测活动所需的计量设备、设施，且所

有设备、设施通过计量检定或者校准，并在有效期内； 

⒋具有健全的车载终端检测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相应的

测试规程等质量文件和技术文件。 

（四）根据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一体化设备技术融合性测试和

数据入网压力测试报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送审车载终端设

备出具安装意见。 

第六条  出租车运输企业根据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的同

意安装意见，实施采购和安装。 

第七条  出租车运输企业采购和安装的车载终端必须与送检

测验证的车载终端设备规格性能一致。 

 

第三章  入网验收 

第八条 出租车运输企业按照检测验证要求采购安装一致的

车载设备后，必须经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使用前入网技术

验收，通过后才能投入运营，入网验收流程如下： 

（一）出租车运输企业向辖区内区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

验收申请，并提交以下验收材料： 

⒈验收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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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验收车辆清单； 

⒊车载设备采购安装合同； 

⒋数据入网压力测试报告； 

⒌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的安装意见。 

（二）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以上材料进行查核，并签具意

见后，一并报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三）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验收资料进行审核，并组织技

术人员从外观、安装位置、产品性能、入网数据质量等方面进行

技术验收，验收通过的，则出具验收报告，并同意车辆正式投入

运营。 

 

第四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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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佛山市出租汽车车载终端检测验证资料 

 

 

 

 

 

 

 

      出租车企业 

产品服务商 

终端类别                                    

设备型号                                     

报送日期                         

初验意见 

 

（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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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清单 

 

⒈车载设备样品 2 套； 

⒉车载终端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 

⒊车载终端的《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⒋车载终端产品完整设计文件； 

⒌提供产品信息表。包括检测样品的型号规格、结构尺寸、

出厂编号、出厂日期、生产单位信息； 

⒍送样型号的中文使用说明书； 

⒎送样型号的结构布置图； 

⒏核心部件（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卫星定位模块、实

时时钟设备、信息采集模块、无线通信传输模块、数据通信模块）

的品牌型号、生产厂家等信息。 

⒐由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根据《城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

息系统试点工程总体业务功能要求（暂行）（厅运字〔2011〕75

号）》、《城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试点工程总体技术要

求（暂行）（厅运字〔2011〕210 号）》及 JT/T794-2011《道路

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出具《出租车运营专

用设备（车载终端）》的检验报告。 

⒑运维承诺书（必须承诺车载终端设备发生故障后，1小时

内响应，并派人到现场维修，5小时内恢复正常；对于不能维修

的，当天内必须更换，保证设备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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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服务商承诺书 

 

本单位对本次送检产品及后续服务郑重承诺： 

⒈对所送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⒉完全配合为检测认证所作的必要的安排，包括送检文件、

查阅所有记录和项目； 

⒊仅在获得标准符合性检测认证的终端作为提供佛山市出

租汽车的车载终端； 

⒋当标准符合性检测验证未通过或被撤销时，承诺遵循检测

验证技术意见，立即停止在佛山市出租汽车上安装使用该产品； 

⒌产品通过检测验证，获得出租车企业采购安装后，我们郑

重承诺： 

（1）提供本地化全天候运维服务，车载终端设备发生故障

后，1 小时内响应并派人到现场检测维修，5 小时内恢复正常；

对于不能维修的，当天内必须更换，保证设备正常运作等 

（2）完全遵循执行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关于出租车服务管

理信息化的要求，开放设备通信协议，执行技术要求，实现入网

数据稳定、准确、可靠； 

（3）设备技术如有改动并影响入网数据质量的，承诺提前

3 天报备市服务管理平台，并按市平台技术要求实施。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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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验证信息表 

单位名称  

产品生产商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有效期至  

进网许可证号  有效期至  

产品所有者名称  地址  

产品生产商地址  邮编  

生产商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质量主管姓名  职务  电话  

研发人数  
国内年销

售数量 
 

国外年销

售数量 
 

申请单位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申请单位负责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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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终端规格说明文件 

产品名称  

设备型号  

微处理器  

数据存储器  

卫星定位模块  

实时时钟设备  

信息采集模块  

数据通信模块  

无线通信模块  

图像显示模块  

外围设备 （摄像头、评价器、智能顶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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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内维修网点清单 

区 地址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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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佛山市出租汽车车载终端验收申请书 

 

 

 

 

 

 

 

 

 

申请单位        （营业执照登记的名称）          

申请日期                           

 

 

（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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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清单 

 

⒈验收申请书； 

⒉验收车辆清单； 

⒊车载设备采购安装合同； 

⒋数据入网压力测试报告； 

⒌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送审车载终端设备出具安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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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申请单位负责人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申请验收车辆数  申请验收日期  

申请验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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