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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技术要求规定了城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总体架构，以及运营专用

设备、数据资源中心、监控指挥中心、电召服务中心建设的技术要求，系统安全

要求。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 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工程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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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文)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17619 机动车电子电器组件的电磁辐射抗扰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1.1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 1 部分：人的性别代码 

GB/T 3304 中国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 

GB/T 4658  学历代码 

GB/T 11714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T 12402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JT/T415 道路运输电子政务平台编目编码规则 

JT/T697.1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 第 1 部分：总则 

JT/T697.7-2007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 第 7 部分：道路运输信息基础数据元 

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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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T 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808—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JJG 517-2009  出租汽车计价器 

QC/T 413  汽车电器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QC/T 417.1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 1 部分：定义，试验方法和一般性能要求 

QC/T 420  汽车用熔断器 

GA 482-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定义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技术要求。 

3.1 术语和定义 

3.1.1 运营专用设备  special operation facilities 

特指安装在出租小轿车上的智能服务终端、计价器（含空车待租标志和停运标

志）、服务评价器、智能顶灯、摄像装置等为驾驶员、乘客提供 运营服务的专用

 

3.1.2 智能服务终端  MCU  

智能服务终端（简称 MCU）是运营专用设备的核心部件，其主要功能包括卫

星定位与监控、IC 卡从业资格证安全访问、刷卡付费、驾驶员上班签到、驾驶员

下班签退、营运数据及服务评价数据记录、电话录音、与其他设备及后台管理系

统通信、数据存储等。智能服务终端主要由主机、卫星定位装置、通信装置、卫

星定位天线、车辆控制装置、通话与录音装置、安全访问模块等组成。 

3.1.3 服务评价器 services appraise device 

一种为乘客提供驾驶员服务质量评价功能的装置，一般包括“非常满意”、“满

意”、“不满意”等选择项，并可扩展选择项。 

硬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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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智能顶灯 LED lamp 

具有发光二极管（LED）显示功能的出租汽车顶灯。通过发光二极管（LED）

可显示“出租/TAXI”、营运状态（停运、电召、预约等）等出租汽车运行状态。 

3.1.5 电召服务 dial a cab 

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为乘客提供出租汽车预约或实时叫车的服务方式。 

3.2 缩略语 

APN——接入点名称(Access Point Name) 

ABS——防锁死刹车系统 (Anti-skid Braking System) 

CAN——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 

LCD——液晶显示屏(Liquid Crystal Display) 

LED——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 

SMS——短消息服务(Short Message Service) 

TCP——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TTS——文本到语音(Text To Speech)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User Datagram Protocol) 

VSS——车辆速度传感器(Vehicle Speed Sensor) 

RSA——一种非对称密码算法（由 Ron Rivest、Adi Shamirh、Len Adleman

开发，取名来自三者的名字） 

GZIP——一个 GNU 自由软件的文件压缩程序(GNUzip) 

 

4. 系统总体框架 

城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出租汽车信息系统”）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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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数据资源中心、监控指挥中心、电召服务中心，各组成

部分依托统一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交换和发布体系，实现互联互通、数据

共享，其总体架构如图 4-1 出租汽车信息系统基本构成示意图所示： 

 

图 4-1 出租汽车信息系统基本构成示意图 

5. 智能服务终端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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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般要求 

5.1.1 外观 

智能服务终端的外观应当按照《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

载终端技术要求》的相关要求执行： 

外观应无锈蚀、锈斑、裂纹、褪色、污迹、变形、镀涂层脱落，亦无明显划痕、

毛刺；塑料件应无起泡、开裂、变形；灌注物应无溢出等现象；结构件与控制组

件应完整，无机械损伤。 

如采用铅封装置，铅封应完好。显示屏显示应清晰、完整，不得有缺损现象。 

5.1.2 铭牌 

智能服务终端的铭牌标志应当按照《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

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的相关要求执行： 

终端应有清晰耐久的铭牌标志。铭牌应安装在主机外表面的醒目位置，铭牌尺

寸应与主机结构尺寸相适宜。 

铭牌应包括下列内容： 

——终端名称、型号及规格； 

——终端制造厂名及商标； 

——终端出厂年月及编号； 

——终端执行标准代号。 

5.1.3 文字、图形和标志 

智能服务终端有关文字、图形和标志应当按照《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

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的相关要求执行： 

终端应有使用说明。面板的按键、接口等部位应有文字、图形等标志，并满足

以下要求： 

——耐久、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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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铭牌和标志中的文字应使用中文，根据需要也可以同时使用其

它文字，但应保证中文在其它文字的上面（或左面）。 

5.1.4 材质 

智能服务终端的材质应当按照《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

载终端技术要求》的相关要求执行： 

终端材质应符合无毒害、无放射性的要求。 

5.1.5 机壳防护 

智能服务终端的机壳防护应按照《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的相关要求执行： 

当主机不包含显示屏、读卡器时，机壳防护满足《QC/T 413  汽车电器设备

基本技术条件》中 IP53 的等级要求；当主机包含显示器、读卡器等设备或其中之

一时，机壳防护满足《QC/T 413  汽车电器设备基本技术条件》中 IP43 的等级要

求。 

5.2 技术功能要求 

智能服务终端的功能要求除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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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应具备以下技术功能要求： 

（1）设备自检 

——通过信号灯或显示屏明确表示运营专用设备当前主要状态，包括主电源状

态、智能服务终端工作状态，以及计价器、服务评价器、智能顶灯、摄像装置等

 

——当智能服务终端或其他外设终端出现故障时，应通过信号灯或显示屏标识

故障信息，并及时上传至监控指挥中心。 

（2）分级电源管理 

为减少电量消耗，智能服务终端应支持不同工作模式下的电源管理策略： 

外设的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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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车、电召、预约、停运等非载客营运状态下，应将服务评价器、摄像

头等外设终端关闭或使之进入低功耗工作状态； 

——当车辆熄火后，智能服务终端应向监控指挥中心发送车辆熄火信号并自动

进入休眠状态。终端在休眠状态下应关闭除无线通讯模块、卫星定位模块之外其

它不必要设备，卫星定位模块在需要上传时自动唤醒。在休眠期间，数据上传频

率可由监控指挥中心远程设置或者按照初始化时设置的参数自动持续降低数据上

传频率；在电瓶欠压报警后，转由备用电池供电。 

（3）多中心接入 

智能服务终端应支持同时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监控指挥中心，并能获取监控

指挥中心下发的信息；智能服务终端应按设置的时间间隔定期连接设定的监控指

挥中心并获取其下发的信息。 

（4）数据加解密 

——智能服务终端上传的营运数据、定位数据、刷卡消费数据可加密上传； 

——监控指挥中心下发的车辆油路电路控制指令、智能顶灯防伪密标设置指

令、计价器参数设置指令等关键性指令应加密传输，由智能服务终端解密后执行

相关指令； 

——每个智能服务终端应使用各自不同的加解密密钥。 

（5）控制器局域网络总线（CAN Bus）数据采集  

智能服务终端具备控制器局域网络总线（CAN Bus）数据采集接口，支持通过

控制器局域网络总线（CAN Bus）采集油耗、发动机工况等车辆参数信息。 

（6）智能导航  

通过动态导航显示装置，为驾驶员、乘客提供智能导航服务： 

——可根据街道、小区、单位等目的地名称，查询确定目标位置； 

——接收和显示实时交通数据，实现道路状况以及道路管制信息的无线数字接

收，并通过电子地图直观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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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道路状况信息，计算当前位置到目标位置的 优路线，并用语音提示； 

——接收电子地图增量信息，可自动下载某一区域的电子地图。 

5.3 性能要求 

智能服务终端的性能应当按照《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

载终端技术要求》的相关要求执行： 

5.3.1 整体性能 

终端及固件应保持 24 小时持续独立稳定工作，同时应满足以下性能要求： 

——设计使用寿命应大于 8 年；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MTBF）应大于 15000 小时； 

——终端突然断电后，已存储的数据不应出现丢失或修改现象；终端再次加电

后应能正常工作。 

5.3.2 显示与操作 

智能服务终端终端显示屏应满足以下要求： 

——显示分辨率不小于 192 x 64，支持中英文字和图形显示；显示文字清晰、

图片不失真； 

——支持语音播报，提示音应清晰，音量可调节；可具有多种不同的提示声音

来分辨不同操作及业务提示； 

——支持按键操作，键数、标注和布局合理，方便使用；应配备确认键、上下

移动键、取消键和业务键等便于驾驶员操作的按键；可支持触摸屏按键操作。 

5.3.3 卫星定位 

智能服务终端卫星定位模块的性能应符合《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

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相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卫星接收通道：不少于 12 个； 



 

9 

——灵敏度：优于-130dBm； 

——水平定位精度不大于 15m，高程定位精度不大于 30m，速度定位精度不

大于 2m/s；差分定位精度（可选）：1m～5m； 

—— 小位置更新率为 1Hz； 

——热启动：实现捕获时间不超过 10s。 

5.3.4 无线通讯 

智能服务终端无线通讯模块的性能应符合《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

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相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能支持基于通用 GSM、CDMA、TD-SCDMA、WCDMA、CDMA2000

或其他无线通信网络传输机制下的通信模式之一； 

——通信模块的误码率或误块率等无线信道质量参数应符合 YD/T 1214、YD/T 

1050、YD/T 1367、YD/T 1547、YD/T 1558 及其它相关标准的要求； 

——通信模块的 大发射功率应符合 YD/T 1214、YD/T 1050、YD/T 1367、

YD/T 1547、YD/T 1558 及其它相关标准的要求。 

5.3.5 电气性能 

智能服务终端的电气性能应符合《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相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5.3.5.1 电源 

（1）电源部件 

——终端的主电源为车辆电源，终端内应具有备用可充电电池，当终端失去主

电源后，备用电池工作时间不少于 2 小时，备用电池工作时间应足够终端向监控

指挥中心报警或传输必要的数据； 

——为减少电量消耗，智能服务终端应支持不同工作模式下的电源管理策略：

在智能服务终端运行，空闲，休眠等模式下，应保证智能服务终端始终处于 少

的能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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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源电压适应性 

根据表 1 电气性能试验参数电源电压波动范围进行电压适应性试验时，试验

后终端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表 1 电气性能试验参数 

标称直流电源电压 电源电压波动范围 极性反接试验电压 过电压 

12 9～16 14±0.1 24 

24 18～32 28±0.2 36 

36 27～48 42±0.2 54 

（3）耐电源极性反接 

在表 1 电气性能试验参数规定的标称电源电压极性反接时，终端应能承受

1min 的极性反接试验，除熔断器外（允许更换烧坏的熔断器）不应有其它电气故

障。试验后终端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4）耐电源过电压性 

在表 1 电气性能试验参数规定的过电压下，终端应能承受 1min 的电源过电

压试验。试验后终端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5）断电保护性能 

当终端断电，应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断电前存储的信息能至少保持 15 天。 

（6）低压保护性能 

在车辆电瓶电压低于门限值时，终端应停止从汽车电瓶取电，以延长电瓶使用

寿命，保护车辆的正常工作。 

低压门限值要求如下： 

——12V 电瓶：8.5V±0.5V； 

——24V 电瓶：17.0V±1.0V； 

——36V 电瓶：26.0V±1.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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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汽车电瓶电压恢复超过低压门限值上限时，终端应从备用电池切换回汽车电

瓶供电，恢复从汽车电瓶取电。 

5.3.5.2 连接线 

连接导线性能应符合 QC/T 730 的相关要求。终端的连接线要整齐布置，并用

线夹、电缆套、电缆圈固定，线束内的导线要有序编扎。导线颜色应符合 GB/T 

19056 的要求。电源导线上应串联熔断器，熔断器性能应符合 QC/T 420 的相关

要求。 

5.3.5.3 接插器 

接插器性能应符合 QC/T 417.1 的相关要求。连接器插头两端的线色应一致。

两个以上非通用接口应有明显标识，同时插头不能互换。 

5.3.6 环境适应性 

智能服务终端的环境适应性应符合《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

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相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5.3.6.1 气候环境适应性 

终端的存储温度至少为-40℃~85℃，工作温度至少为-20℃~70℃。 

5.3.6.2 机械环境适应性 

（1）总体要求 

终端在承受振动试验、冲击试验等机械环境试验后，应无永久性结构变形，无

零部件损坏，无电气故障，无紧固部件松脱现象，无插头、通信接口等接插器脱

落或接触不良现象，其各项功能等应保持正常，无试验前存储的信息丢失现象。 

（2）振动 

终端振动试验条件见表 2 振动试验条件表，试验中及试验后终端应符合前述

总体要求。 

表 2 振动试验条件表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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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频范围  Hz 5～300 

扫频速度  oct/min 1  

扫频循环次数（每个方向）  20 

振幅（5Hz～11Hz 时峰值）  mm 10  

加速度（ 11Hz～ 300Hz 时） 
m/s2 50 

振动试验 

振动方向 X、Y、Z 三方向 

不通电正常安装状

态 

（3）冲击 

终端冲击试验条件见表 3 冲击试验条件表，试验中及试验后终端应符合前述

总体要求。 

表 3 冲击试验条件表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工作状态 

冲击次数（X、Y、Z 每方向） 各 3 次 

峰值加速度  m/s2 490 

脉冲持续时间  ms 11 
冲击试验 

方向 X、Y、Z 三方向 

不通电正常安装状

态 

5.3.7 电磁兼容 

智能服务终端的电磁兼容特性应符合《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

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相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5.3.7.1 静电放电抗干扰度 

采用 GB/T 19951 所规定要求，按照表 4 静电放电等级测试表的测试等级，

应不低于 III级。终端试验中及试验后不应出现电气故障，试验结果评定应符合GB/T 

19951 中 B 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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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静电放电等级测试表 

严酷等级 

试验等级 放电类型 
自选等级 

Ⅰ Ⅱ Ⅲ Ⅳ 

少放电

次数
a 

接触放电 xb ±4 ±6 ±7 ±8 

空气放电 xb ±4 ±8 ±14 ±15 
3 

a   小放电间隔时间为 5s。 

b   制造商和供应商协议值。 

 

5.3.7.2 瞬态抗扰性 

终端的瞬态抗扰性应符合 GB/T 19056 的要求。 

5.3.8 抗车辆点火干扰 

智能服务终端的车辆点火干扰应符合《JT/T794-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

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相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终端在进行汽车点火干扰试验时，不应出现异常现象，各项功能应正常。 

5.4 接口要求 

——智能服务终端与其他终端设备的通讯接口应至少支持 RS232 方式；与计

价器通讯应采用独立的通讯接口； 

——智能服务终端应具有一个以上设备维护接口，接口形式为 RS232 串口或

USB 接口； 

——智能服务终端应以无线通讯方式接入后台管理系统，可支持 GPRS、

CDMA 等通信方式，并应能随着系统的升级扩展支持 3G/4G 等新一代通讯技术。 

6. 计价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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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功能要求 

计价器业务功能应符合《JJG517-2009 出租汽车计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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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程

6.2 性能要求 

——应符合《JJG517-2009 出租汽车计价器》的要求； 

——计价器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简称 CMC 认证）

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简称 3C 认证）； 

——计价器本机设计使用寿命应大于 8 年； 

——计价器本机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MTBF）应大于 15000 小时；  

——存储温度至少为-40℃~85℃，工作温度至少为-20℃~70℃。 

6.3 接口要求 

——计价器应具有与智能服务终端的通讯接口，通讯接口应至少支持 RS232

方式； 

——计价器应使用车用连接器与智能服务终端进行连接，保证连接牢固，具有

明显标记和防插错装置。 

7. 服务评价器技术要求 

7.1 技术功能要求 

服务评价器除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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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技术功能要求： 

——应支持智能服务终端状态查询指令； 

——应支持触摸屏或按键等选择方式； 

——触摸屏式服务评价器应具有休眠、自检等功能。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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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性能要求 

——设计使用寿命应大于 8 年；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MTBF）应大于 20000 小时；  

——为减少电量消耗，在空驶、暂停等状态下不供电或处于待机状态； 

——存储温度至少为-40℃~85℃，工作温度至少为-20℃~70℃。 

7.3 接口要求 

——服务评价器应具有与智能服务终端的通讯接口，通讯接口应支持 RS232

方式、RS485 或 IO 电路方式； 

——服务评价器应使用车用连接器与智能服务终端进行连接，保证连接牢固，

具有明显标记和防插错装置。 

8. 智能顶灯技术要求  

8.1 功能要求 

智能顶灯的功能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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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条件具备的地方，推荐采用双基色等显示灯管，可

明显区别空车和其它状态。 

8.2 性能要求 

——设计使用寿命应大于 8 年；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MTBF）应大于 20000 小时； 

——电气性能、电磁兼容特性应符合《QC/T 413  汽车电器设备基本技术条

件》的要求； 

——工作电压 DC12V，适应范围为 DC 9V~16 V；  

——存储温度至少为-40℃~85℃，工作温度至少为-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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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相对湿度：15~90%。 

8.3 接口要求 

——智能顶灯应具有与智能服务终端的通讯接口，通讯接口应至少支持 RS232

方式； 

——智能顶灯应使用车用连接器与智能服务终端进行连接，保证连接牢固，具

有明显标记和防插错装置。 

9. 摄像装置技术要求  

9.1 功能要求 

摄像装置的功能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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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 

9.2 性能要求 

——支持 320×240、640×480 等多种分辨率; 

——设计使用寿命应大于 8 年；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MTBF）应大于 20000 小时； 

——存储温度至少为-40℃~85℃，工作温度至少为-20℃~70℃； 

——为节省电源消耗，在非摄像状态下应处于关闭状态。 

9.3 接口要求 

摄像装置应支持视频接口，RS-232 或 RS485 通讯接口。 

10.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通讯协议与数据格式 

本部分规定了出租汽车智能服务终端与出租汽车数据资源中心（以下简称中



17 

心）、智能服务终端与其相连的运营专用设备（以下简称外设）之间的通讯协议与

数据格式。 

10.1 数据类型定义 

智能服务终端通讯协议中使用的数据类型见表 5 数据类型。 

表 5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说明 

INT8 有符号整型，1 字节 

BYTE(UINT8) 无符号整型，1 字节 

INT16 有符号整型，2 字节 

WORD(UINT16) 无符号整型，2 字节 

INT32 有符号整型，4 字节 

DWORD(UINT32) 无符号整型，4 字节 

BCD[n] 8421 码，n 字节 

BYTE[n] n 字节 

STRING GBK 编码，采用 0 终结符，若无数据，则放

一个 0 终结符 

10.2 编号编码规则 

10.2.1 设备编号编码规则 

设备编号由 5 位 BCD 码组成，组成见表 6 设备编号格式。 

表 6 设备编号格式 

厂商编号 设备类型 序列号 

1 字节 1 字节 3 字节 

其中：厂商编号由试点工程技术支持组统一分配；序列号由各厂商自定义维护。 

设备类型定义见表 7 设备类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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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设备类型定义 

设备类型代码 设备名称 

0x00 智能服务终端 

0x01 通讯模块(GPRS/CDMA) 

0x02 计价器 

0x03 出租汽车安全模块 TSM 

0x04 LED 显示屏 

0x05 智能顶灯 

0x06 服务评价器 

0x07 摄像头 

0x08 卫星定位设备 

0x09 液晶（LCD）多媒体屏 

0x0A-0xFE RFU 

10.2.2 营运 ID 编号编码规则 

营运 ID 根据进入营运状态的时间生成（计价器提供的时间）；录音 ID、照片 ID

根据动作的执行时间生成。 

ID 号类型为 UINT32，其生成规则见表 8 ID 号生成规则。 

表 8 ID 号生成规则 

项目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时间范围 2000-2064 1-12 1-31 0-23 0-59 0-59 

占用位数 6 位 4 位 5 位 5 位 6 位 6 位 

ID 号(32 位) Bit26-31 Bit22-25 Bit17-21 Bit12-16 Bit6-11 Bit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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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智能服务终端与中心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10.3.1 协议基础 

10.3.1.1 通信方式 

本协议采用的通信方式应符合 JT/T 794 中的相关规定，通信协议采用 TCP/IP

或 UDP，中心作为服务器端，智能服务终端作为客户端。当数据通信链路异常时，

智能服务终端可以采用 SMS 作为通信方式。 

10.3.1.2 传输规则 

本协议中采用大端模式(Big-Endian)的网络字节序来传递字和双字。 

字节(INT8、UINT8、BYTE、BCD)的传输约定：按照字节流的方式传输。 

10.3.1.3 消息的组成 

每条消息由标识位、消息头、消息体和校验码组成，消息结构如图 10-1 消息

结构图所示： 

 

图 10-1 消息结构图 

标识位：采用 0x7e 表示，若校验码、消息头以及消息体中出现 0x7e，则要

进行转义处理，转义规则定义如下： 

0x7e <————> 0x7d 后紧跟一个 0x02； 

0x7d <————> 0x7d 后紧跟一个 0x01； 

转义处理过程如下： 

发送消息时：消息封装——>计算并填充校验码——>转义； 

接收消息时：转义还原——>验证校验码——>解析消息； 

例：发送一包内容为 0x30 0x7e 0x08 0x7d 0x55 的数据包，则经过封装如下：

0x7e 0x30 7d 0x01 0x08 0x7d 0x02 0x55 0x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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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头内容详见表 9 消息头内容： 

表 9 消息头内容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消息 ID WORD  

2 

消息体属性 

WORD 当终端标识第一字节为’10’时，消息体属性目

前存储的为消息包的大小 

其他参见 JT/T808-2011 消息体属性定义。 

4 
终端标识 

BCD[6] 终端标识第一字节为’10’，后 5 字节为智能服

务终端 ID，其编码规则参见 10.2.1 设备编号

编码规则 

10 消息体流水号 WORD 按发送顺序从 0 开始循环累加 

12 
消息包封装项 

 当终端标识第一字节为’10’时，无该项内容 

其他参见 JT/T808-2011 消息包封装项定义。 

消息体定义参见具体命令字定义。 

检验码指从消息头开始，同后一字节异或，直到校验码前一个字节，占用 1 个

字节。 

10.3.2 通信连接 

10.3.2.1 连接的建立 

智能服务终端与中心的数据日常连接可采用 TCP 或 UDP 方式，连接建立后立

即向中心发送位置信息汇报(0x0200)消息。 

10.3.2.2 TCP 连接的维持 

智能服务终端应周期性向中心发送智能服务终端心跳(0x0002)消息，中心收到

后向智能服务终端发送中心通用应答(0x8001)消息，发送周期由智能服务终端参

数指定。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维持 TCP 连接和检测连接是否非正常断开。 

10.3.2.3 连接的断开 

中心和智能服务终端均可根据 TCP协议主动断开连接，双方都应主动判断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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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是否断开。 

 中心判断 TCP 连接断开的方法： 

——根据 TCP 协议判断出智能服务终端主动断开； 

——相同身份的智能服务终端建立新连接，表明原连接已断开； 

——在一定的时间内未收到智能服务终端发出的消息，如心跳。 

智能服务终端判断 TCP 连接断开的方法： 

——根据 TCP 协议判断出中心主动断开； 

——数据通信链路断开； 

——数据通信链路正常，达到重传次数后仍未收到应答。 

10.3.3 消息处理 

10.3.3.1 TCP 和 UDP 消息处理 

1、中心主发的消息 

所有中心主发的消息均要求智能服务终端应答，应答分为通用应答和专门应

答，由各具体功能协议决定。发送方等待应答超时后，应对消息进行重发。应答

超时时间和重传次数由中心参数指定，每次重传后的应答超时时间的计算公式见

式(1)： 

TN+1=TN ×（N+1）  …………（1） 

式中： 

TN+1——每次重传后的应答超时时间； 

TN——前一次的应答超时时间； 

N——重传次数。 

2、智能服务终端主发的消息 

（1）数据通信链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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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信链路正常时，所有智能服务终端主发的消息均要求中心应答，应答分

为通用应答和专门应答，由各具体功能协议决定。智能服务终端等待应答超时后，

应对消息进行重发。应答超时时间和重传次数由智能服务终端参数指定，每次重

传后的应答超时时间按式（1）进行计算。对于智能服务终端发送的关键报警消息，

若达到重传次数后仍未收到应答，则应对其进行保存。以后在发送其它消息前要

先发送保存的关键报警消息。 

（2）数据通信链路异常 

数据通信链路异常时，智能服务终端应保存需发送的位置信息汇报消息。在数

据通信链路恢复正常后，立即发送保存的消息。 

10.3.3.2 SMS 消息处理 

智能服务终端通信方式切换为 GSM 网络的 SMS 消息方式时，采用 PDU 八位

编码方式，对于长度超过 140 字节的消息，应按照 GSM 网络的短信服务规范 GSM 

03.40 进行分包处理。 

SMS 消息的应答、重传和保存机制同 TCP 消息，但参数应采用 SMS 应答超时

时间和 SMS 重传次数应按照表  15 查询终端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中参数

ID0x0004 及 0x0005 的相关设定值处理。 

10.3.4 协议分类 

10.3.4.1 概述 

以下按功能分类对协议进行描述。无特别指明，缺省采用 TCP 通信方式。 

10.3.4.2 智能服务终端管理类协议 

1、设置/查询终端参数 

中心通过发送设置终端参数(0x8103)消息设置终端参数，终端回复终端通用应

答(0x0001)消息。中心通过发送查询终端参数(0x8104)消息查询终端参数，终端

回复查询终端参数应答(0x0104)消息。 

2、终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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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通过发送终端控制(0x8105)消息对终端进行控制，终端回复终端通用应答

(0x0001)消息。 

10.3.4.3 位置、报警类协议 

1、位置信息汇报 

终端根据参数设定周期性发送位置信息汇报(0x0200)消息，中心回复中心通用

应答(0x8001)消息。 

根据参数控制，终端在判断到车辆拐弯时可发送位置信息汇报消息。 

2、位置信息查询 

中心通过发送位置信息查询(0x8201)消息查询指定终端当时位置信息，终端回

复位置信息查询应答(0x0201)消息。 

3、位置跟踪控制 

中心通过发送位置跟踪控制(0x8202)消息启动/停止位置跟踪，位置跟踪要求

终端停止之前的周期汇报，按消息指定时间间隔进行汇报。终端回复终端通用应

答(0x0001)消息。 

4、终端报警 

终端判断满足报警条件时发送位置信息汇报(0x0200)消息，采用 TCP 方式。

在该消息中设置相应的报警标志，该消息需要中心回复中心通用应答(0x8001)消

息。 

各报警类型见位置信息汇报(0x0200)消息体中的描述。报警标志维持至报警条

件解除的报警，在报警条件解除后应立即采用 TCP 方式发送位置信息汇报(0x0200)

消息，相应的报警标志清 0。 

终端报警判断和处理受参数控制，详见表 15 查询终端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 

10.3.4.4 信息类协议 

1、文本信息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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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通过发送文本信息下发(0x8300)消息按指定方式通知驾驶员。终端回复终

端通用应答(0x0001)消息。 

2、事件报告 

中心通过发送事件设置(0x8301)消息将事件列表发到终端存储，驾驶员在遇到

相应事件后可进入事件列表界面进行选择，选择后终端向中心发出事件报告

(0x0301)消息。 

事件设置(0x8301)消息需要终端回复终端通用应答(0x0001)消息。 

事件报告(0x0301)消息需要中心回复中心通用应答(0x8001)消息。 

3、提问 

中心通过发送提问下发(0x8302)消息将带有候选答案的提问发到终端，终端立

即显示，驾驶员选择后终端向中心发出提问应答(0x0302)消息。 

提问下发(0x8302)消息需要终端回复终端通用应答(0x0001)消息。 

10.3.4.5 电话类协议 

1、电话回拨 

中心通过发送电话回拨(0x8400)消息要求终端按指定的电话号码回拨电话，并

指定是否按监听方式(终端关闭扬声器)。 

电话回拨(0x8400)消息需要终端回复终端通用应答(0x0001)消息。 

2、设置电话本 

中心通过发送设置电话本(0x8401)消息对终端设置电话本，该消息需要终端回

复终端通用应答(0x0001)消息。 

3、通话控制 

终端应对电话呼入/呼出进行限制，除参数设定的监控指挥中心电话号码和短

号外，呼入/呼出应根据电话本进行限制。 

终端应根据参数设定对通话时间进行限制和选择终端电话接听策略。应支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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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方式接听参数指定的电话。 

4、电话控制终端 

根据参数设置，终端在判断到特定来电时可进行复位和恢复出厂设置。 

10.3.4.6 车辆控制类协议 

中心通过发送车辆控制(0x8500)消息要求终端按指定的操作对车辆进行控制。

终端收到后立即回复终端通用应答(0x0001)消息，之后终端对车辆进行控制，根

据结果再回复车辆控制应答(0x0500)消息。 

10.3.4.7 电召调度业务处理类协议 

中心通过发送订单任务下发(0x8B00)消息将订单信息发到终端，终端立即显

示，驾驶员选择抢答后终端向中心发出驾驶员抢答(0x0B01)消息。 

中心根据调度算法确定抢答成功的驾驶员，并将乘客详细信息采用下发抢答结

果消息(0x8B01)发给抢答成功的终端，终端收到后回复终端通用应答(0x0001)消

息。 

驾驶员完成该订单任务后，通过选择按键触发终端向中心发出电召任务完成确

认（0x0B07）消息，中心回复通用应答(0x8001)消息。 

如果驾驶员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完成该任务，驾驶员通过选择按键触发终端向中

心发出驾驶员取消电召任务（0x0B08）消息，中心回复通用应答(0x8001)消息。

如果乘客由于各种原因取消该订单，中心及时通过中心取消电召订单（0x8B09）

消息下发给终端，终端收到后回复终端通用应答(0x0001)消息。 

10.3.4.8 营运数据采集类协议 

对于驾驶员上班签到/下班签退数据采集，终端通过发送驾驶员签到登录

(0x0B03)消息和下班签退(0x0B04)消息向中心发起登录和签退请求，中心回复通

用应答(0x8001)消息。 

对于计价器营运数据及乘客满意度评价采集，终端通过发送计价器营运数据上

传(0x0B02)消息上传计价器营运数据，中心回复通用应答(0x8001)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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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9 多媒体类协议 

1、多媒体数据上传 

终端采用摄像头图像/视频上传(0x0800)消息上传摄像头图像/视频数据。每幅

图像/视频数据前需附加拍摄时的位置基本信息，称为位置图像/视频数据。中心根

据收到的数据包将数据内容保存到指定文件的指定位置，对终端回复中心通用应

答（0x8001），终端收到后，再通过 0x0800 指令上传下一包数据直到所有的图像

数据上传完成，若超时收不到中心应答的，终端重发该数据。 

2、摄像头立即拍摄 

中心通过发送摄像头立即拍摄命令(0x8801)消息对终端下发拍摄命令，该消息

需要终端回复终端通用应答(0x0001)消息。若指定实时上传，则终端拍摄后上传

摄像头图像/视频，否则对图像/视频进行存储。 

3、检索终端存储多媒体数据和提取 

中心采用存储图像/视频检索(0x8802)消息获得终端存储图像/视频的情况，终

端收到后首先对中心回复发送终端通用应答（0x0001），然后到内存中按条件检索

相关的记录，检索结束后，终端发送存储图像/视频检索应答(0x0802)消息给中心，

中心收到后再回复通用应答给终端。 

根据检索结果，中心可以采用存储图像/视频上传(0x8803)消息要求终端上传

指定的图像/视频，终端收到后首先回复终端通用应答(0x0001)给中心，然后终端

通过“摄像头图像/视频上传”的流程上传指定的文件。 

10.3.4.10 外设、通用数据传输类 

本协议中未定义但实际使用中需传递的消息（如多媒体屏信息发布、导航终端

在线地图更新等），可使用数据上行透传消息和数据下行透传消息进行上下行数据

交换。终端可采用压缩算法压缩较长消息，用数据压缩上报消息上传。 

10.3.4.11 城市公交一卡通交易类 

城市公交一卡通交易流程、数据传输等需结合各地市具体实现。本规范定义了

智能终端与中心的一卡通交易相关指令（范例），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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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数据格式 

10.3.5.1 终端通用应答 

消息 ID：0x0001。 

终端通用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10 终端通用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10 终端通用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应答流水号 UINT16 对应的中心消息的流水号 

14+2 应答 ID UINT16 对应的中心消息的 ID 

14+4 结果 UINT8 0：成功/确认；1：失败；2：消息有误；  

10.3.5.2 中心通用应答 

消息 ID：0x8001。 

中心通用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11 中心通用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11 中心通用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应答流水号 UINT16 对应的终端消息的流水号 

14+2 应答 ID UINT16 对应的终端消息的 ID 

14+4 结果 UINT8 0：成功/确认；1：失败；2：消息有误；  

10.3.5.3 终端心跳 

消息 ID：0x0002。 

无消息体内容。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10.3.5.4 设置终端参数 

消息 ID：0x8103. 

设置终端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12 终端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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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终端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参数项列表  详见表 13 终端参数项数据格式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表 13 终端参数项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参数 ID UINT16 详见表 14 终端参数设置各参数项定义及说

明 

2 参数长度 UINT8  

3 参数值  数据类型详见参数 ID 对应的数据类型 

若为多值参数，则消息中使用多个相同 ID 的参数项，如监控指挥中心电话号

码。 

表 14 终端参数设置各参数项定义及说明 

参数 ID 数据类型 说明 

0x0001 UINT32 终端心跳发送间隔，秒 

0x0002 UINT32 TCP 消息应答超时时间，秒 

0x0003 UINT32 TCP 消息重传次数 

0x0004 UINT32 SMS 消息应答超时时间，秒 

0x0005 UINT32 SMS 消息重传次数 

0X0006～
0X000F  预留 

0X0010 STRING 主服务器 APN，无线通信拨号访问点 

0X0011 STRING 主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用户名 

0x0012 STRING 主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密码 

0x0013 STRING 主服务器地址,IP 或域名 

0x0014 STRING 备份服务器 APN，无线通信拨号访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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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ID 数据类型 说明 

0x0015 STRING 备份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用户名 

0x0016 STRING 备份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密码 

0x0017 STRING 备份服务器地址,IP 或域名 

0x0018 UINT32 主服务器 TCP 端口 

0x0019 UINT32 备份服务器 TCP 端口 

0x001A～

0x001F  保留 

0X0020 UINT32 位置汇报策略，0：定时汇报；1：定距汇报；定时 + 定距

汇报 

0X0021 UINT32 

位置汇报方案，0：根据 ACC 状态；1：根据空重车状态；2：
根据登录状态 + ACC 状态，先判断登录状态，若登录再根

据 ACC 状态；3：根据登录状态 + 空重车状态，先判断登

录状态，若登录再根据空重车状态 

0X0022 UINT32 未登录汇报时间间隔，秒，>0 

0X0023 UINT32 ACC OFF 汇报时间间隔，秒，>0 

0X0024 UINT32 ACC ON 汇报时间间隔，秒，>0 

0X0025 UINT32 空车汇报时间间隔，秒，>0 

0X0026 UINT32 重车汇报时间间隔，秒，>0 

0X0027 UINT32 休眠时汇报时间间隔，秒，>0 

0X0028 UINT32 紧急报警时汇报时间间隔，秒，>0 

0X0029 UINT32 未登录汇报距离间隔，米，>0 

0X002A UINT32 ACC OFF 汇报距离间隔，米，>0 

0X002B UINT32 ACC ON 汇报距离间隔，米，>0 

0X002C UINT32 空车汇报距离间隔，米，>0 

0X002D UINT32 重车汇报距离间隔，米，>0 

0X002E UINT32 休眠时汇报距离间隔，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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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ID 数据类型 说明 

0X002F UINT32 紧急报警时汇报距离间隔，米，>0 

0X0030 UINT32 拐点补传角度，<180 

0X00032～
0X003F  预留 

0X0040 STRING 监控指挥中心电话号码 

0X0041 STRING 复位电话号码 

0X0042 STRING 恢复出厂设置电话号码 

0X0043 STRING 监控指挥中心 SMS 电话号码 

0X0044 STRING 接收终端 SMS 文本报警号码 

0X0045 UINT32 终端电话接听策略，0：自动接听；1：ACC ON 时自动接

听，OFF 时手动接听 

0X0046 UINT32 每次 长通话时间，秒 

0X0047 UINT32 当月 长通话时间，秒 

0X0048 UINT32 电话短号长度 

0X0049 STRING 监听电话号码 

0X004A STRING 终端设备维护密码 

0X004B UINT 终端的语音播报音量控制 0-9 0 静音 9 为 高 

0X004C～

0X004F  预留 

0X0050 UINT32 报警屏蔽字，与位置信息汇报消息中的报警标志相对应，相

应位为 1 则相应报警被屏蔽 

0X0051 UINT32 报警发送文本 SMS 开关，与位置信息汇报消息中的报警标志

相对应，相应位为 1 则相应报警时发送文本 SMS 

0X0052 UINT32 报警拍摄开关，与位置信息汇报消息中的报警标志相对应，

相应位为 1 则相应报警时摄像头拍摄 

0X0053 UINT32 
报警拍摄存储标志，与位置信息汇报消息中的报警标志相对

应，相应位为 1 则对相应报警时拍的照片进行存储，否则实

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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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ID 数据类型 说明 

0X0055 UINT32 高速度，KM/H 

0X0056 UINT32 超速持续时间，秒 

0X0057 UINT32 连续驾驶时间门限，秒 

0X0058 UINT32 小休息时间，秒 

0X0059 UINT32 长停车时间，秒 

0X005A UINT32 当天累计驾驶时间门限，秒 

0X005B～
0X006F  预留 

0X0070 UINT32 图像/视频质量，1～10，1 好 

0X0071 UINT32 亮度，0～255 

0X0072 UINT32 对比度，0～127 

0X0073 UINT32 饱和度，0～127 

0X0074 UINT32 色度，0～255 

0X0075～
0X007F  预留 

0X0080 UINT32 车辆里程表读数，1/10KM 

0X0081 UINT32 车辆所在的省域 ID，1～255 

0X0082 UINT32 车辆所在的市域 ID，1～255 

0X0090 BCD[1] 计价器营运次数限制，0-99；0 表示不做限制 

0X0091 BCD[5] 计价器营运时间限制，YYYY-MM-DD-hh，0000000000 表

示不做限制 

0X0092-0X009F  预留 

0X00A0 UINT8 智能终端录音模式（0X01：全程录音；0X02：翻牌录音） 

0X00A1 UINT8 智能终端录音文件 大时长（1-255）分钟 

0X00A2 UINT8 液晶（LCD）心跳时间间隔(单位 S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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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ID 数据类型 说明 

0X00A3 UINT8 LED 心跳时间间隔(单位 S 1-60) 

0X00AF UINT16 ACC OFF 后进入休眠模式的时间，单位 S 

0X00B0 UINT8 视频服务器协议模式 0X00：TCP；0X01：UDP 

0X00B1 STRING 视频服务器 APN，无线通信拨号访问点 

0X00B2 STRING 视频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用户名 

0X00B3 STRING 视频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密码 

0X00B4 STRING 视频服务器地址,IP 或域名 

0X00B5 UINT32 视频服务器端口 

10.3.5.5 查询终端参数 

消息 ID：0x8104。 

查询终端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15 查询终端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15 查询终端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 

终端回复 0x0104 命令应答。 

10.3.5.6 查询终端参数应答 

消息 ID：0x0104。 

查询终端参数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16 查询终端参数应答消息体数据格

式。 

表 16 查询终端参数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应答流水号 UINT16 对应的查询终端参数消息的流水号 

14+2 参数项列表  参数项格式和定义同设置终端参数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参数 ID UINT16[N] 一次可以查询多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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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7 终端控制 

消息 ID：0x8105。 

终端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17 终端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17 终端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命令字 UINT8 详见后面描述 

14+1 
命令参数  命令参数的使用见表 18 终端控制命令字说

明、表 19 无线升级命令参数格式描述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表 18 终端控制命令字说明 

命令字 命令参数 说明 

1 详见表  20 智能终

端升级结果报告消

息命令消息体数据

格式 

无线升级 

2 不使用 终端关机 

3 不使用 终端复位 

4 不使用 终端恢复出厂设置 

5 不使用 关闭数据通信 

6 不使用 关闭所有无线通信 

表 19 无线升级命令参数格式 

序号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 设备类型 UINT8  

2 厂商标识 UINT8  

3 硬件版本号 BCD  

4 软件版本号 BCD[2] 第一字节为主版本号；第二字节为副版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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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PN STRING  

6 拨号用户名 STRING  

7 拨号密码 STRING  

8 升级服务器地址 STRING  

9 升级服务器端口 UINT16  

10.3.5.8 智能终端升级结果报告消息 

消息 ID：0x0105。 

智能终端升级结果报告消息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20 智能终端升级结果

报告消息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20 智能终端升级结果报告消息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设备类型 UINT8  

14+1 厂商标识 UINT8  

14+2 硬件版本号 BCD  

14+3 软件版本号 BCD[2] 第一字节为主版本号；第二字节为副版本

号 

14+5 升级结果 UINT8 0：软件版本号一致，无需升级 

1：升级成功 

2：升级失败 

3：厂商标识不一致 

4：硬件版本号不一致 

5：下载升级文件失败 

6：升级服务器主动取消升级 

7、设备主动放弃升级（非自身程序）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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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9 位置信息汇报 

消息 ID：0x0200。 

位置信息汇报消息体由位置基本信息和位置附加信息项列表组成，消息结构图

如图 10-2 位置汇报消息结构图所示： 

 

图 10-2 位置汇报消息结构图 

根据消息头中的长度字段，确定是否存在位置附加信息项列表。 

位置基本信息数据格式见表 21 位置基本信息数据格式。 

表 21 位置基本信息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报警标志 UINT32 详见表 22 报警标志位定义 

14+4 状态 UINT32 详见表 23 状态位定义 

14+8 纬度 UINT32 1/10000 分 

14+12 经度 UINT32 1/10000 分 

14+16 速度 UINT16 1/10KM/H 

14+18 方向 UINT8 0—178,刻度为 2 度，正北为 0，顺时针 

14+19 时间 BCD[6] YY-MM-DD-hh-mm-ss 

表 22 报警标志位定义 

位 定义 处理说明 

0 1：紧急报警，触动报警开关后触发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1 1：预警 标志维持至预警条件解除或预警转化成为报警

事件 

2 1：卫星定位模块发生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3 1：卫星定位天线未接或被剪断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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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定义 处理说明 

4 1：卫星定位天线短路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5 1：终端主电源欠压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6 1：终端主电源掉电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7 1：液晶（LCD）显示终端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8 1：语音合成（TTS）模块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9 1：摄像头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10 1：计价器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11 1：服务评价器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12 1：LED 广告屏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13 1：液晶（LCD）显示屏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14 1：安全访问模块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15 1：LED 顶灯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16 1：超速报警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17 1：连续驾驶超时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18 1：当天累计驾驶超时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19 1：超时停车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20 1：进出区域/路线 收到应答后清 0 

21 1：路段行驶时间不足/过长 收到应答后清 0 

22 1：禁行路段行驶 收到应答后清 0 

23 1：车速传感器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24 1：车辆非法点火 收到应答后清 0 

25 1：车辆非法位移 收到应答后清 0 

26 1:智能终端存储异常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27~31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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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状态位定义 

位 状态 

0 0：已卫星定位   1：未卫星定位 

1 0：北纬       1：南纬 

2 0：东经       1：西经 

3 0：运营状态     1：停运状态 

4 0：未预约     1：预约(任务车) 

5～7 预留 

8 0：ACC 关      1：ACC 开 

9 0：空车        1：重车 

10 0：车辆油路正常     1：车辆油路断开 

11 0：车辆电路正常     1：车辆电路断开 

12 0：车门解锁     1：车门加锁 

13～31 预留 

位置附加信息项格式见表 24 位置附加信息项格式。 

表 24 位置附加信息项格式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附加信息 ID UINT8 1～255 

附加信息长度 UINT8  

附加信息  附加信息定义见表 25 附加信息定义 

表 25 附加信息定义 

附加信息 ID 附加信息长度 说明 

0x01 4 里程，UINT32，1/10KM，对应车上里程表读数 

0x02 2 油量，UINT16，1/10L，对应车上油量表读数 

0x03  海拔高度，INT1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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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4～0XF  预留 

0X11 1 或 5 超速报警附加信息 

0x12 6 进出区域/路线报警附加信息 

0x13 7 路段行驶时间不足/过长报警附加信息 

0x14 4 禁行路段行驶报警附加信息 

10.3.5.10 位置信息查询 

消息 ID：0x8201。 

终端回复 0x0201 命令做应答。 

10.3.5.11 位置信息查询应答 

消息 ID：0x0201。 

位置信息查询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26 位置信息查询应答消息体数据格

式。 

表 26 位置信息查询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应答流水号汇报 UINT16 对应的位置查询消息的流水号 

14+2 位置定位数据  位置信息汇报(0X0200)消息体 

10.3.5.12 位置跟踪控制 

消息 ID：0x8202。 

位置跟踪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27 位置跟踪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27 位置跟踪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属性 UINT8 

标示后面 2 字段是按时间还是距离，0X00:按
时间间隔、持续时间；0X11:按距离间隔、持

续距离；0X01:按时间间隔、持续距离；0X10:
按距离间隔、持续时间； 

0XFF：停止当前跟踪(终端忽略后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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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时间/距离间隔 UINT16 时间单位为秒，距离单位为米 

14+3 持续时间/距离 UINT32 时间单位为秒，距离单位为米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智能终端收到 0x8202 指令后，以终端通用应答回复后，

按 0x8202 中定义的方式，以 0x0202 命令进行应答。 

10.3.5.13 位置跟踪信息汇报 

消息 ID：0x0202 

使用位置信息汇报(0x0200)消息体 

10.3.5.14 文本信息下发 

消息 ID：0x8300。 

文本信息下发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28 文本信息下发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28 文本信息下发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标志 UINT8 文本信息标志位含义见表 29 文本信息标志

位含义  

14+1 文本信息 STRING 长为 499 字节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表 29 文本信息标志位含义 

位 标志 

0 1：紧急 

1 预留 

2 1：终端显示器显示 

3 1：终端语音合成播读 

4 1：广告屏显示 

5～7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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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5 事件设置 

消息 ID：0x8301。 

事件设置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30 事件设置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30 事件设置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事件项个数 UINT8 0：删除终端现有所有事件 

14+1 事件项列表 BYTE 
长度不大于 499 字节，否则分多条消息下发;
数据项组成格式见表 31 事件项组成数据格

式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表 31 事件项组成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P+0 事件 ID UINT8 若终端已有同 ID 的事件，则被覆盖 

P+1 事件内容 STRING 长为 20 字节 

P 为该项事件在数据区的起始位置。 

10.3.5.16 事件报告 

消息 ID：0x0301。 

事件报告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32 事件报告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32 事件报告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事件 ID UINT8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10.3.5.17 提问下发 

消息 ID：0x8302。 

提问下发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33 提问下发消息体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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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提问下发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标志 UINT8 提问下发标志位定义见表 34 提问下发标志

位定义 

14+1 问题 ID UINT32  

14+5 问题 STRING 长 100 字节 

 
候选答案列表  需保证消息体长度不大于 500 字节，数据格

式见表 35 候选答案组成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表 34 提问下发标志位定义 

位 标志 

0 1：紧急 

1 预留 

2 预留 

3 1：终端语音合成（TTS）播读 

4 1：广告屏显示 

5～7 预留 

表 35 候选答案组成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P+0 答案 ID UINT8  

P+1 答案内容 STRING 长为 20 字节 

P 为该项答案在数据区中起始位置。 

10.3.5.18 提问应答 

消息 ID：0x0302。 

提问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36 提问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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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提问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问题 ID UINT32  

14+4 答案 ID UINT8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10.3.5.19 电话回拨 

消息 ID：0x8400。 

电话回拨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37 电话回拨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37 电话回拨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标志 UINT8 0:普通通话；1:监听 

14+1 电话号码 STRING 长为 20 字节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10.3.5.20 设置电话本 

消息 ID：0x8401。 

设置电话本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38 设置电话本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38 设置电话本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联系人总数 UINT8 本条消息中联系人总数，0 表示删除终端上所

有存储的联系人 

14+1 联系人项  长为 499 字节，超过则采用多条消息；数

据项格式见表 39 电话本联系人项数据格式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表 39 电话本联系人项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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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 标志 UINT8 1：呼入；2：呼出；3：呼入/呼出 

P+1 电话号码 STRING 长为 20 字节 

 联系人 STRING 长为 10 字节 

P 为每项联系人信息在数据区的起始位置。 

10.3.5.21 车辆控制 

消息 ID：0x8500 

车辆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40 车辆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40 车辆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控制项 UINT8 控制指令标志位数据格式见表 41 控制指令

标志位数据格式 

14+1 控制命令 UINT8  

智能终端收到命令后应立即以终端通用应答进行应答。同时对车辆进行控制，

根据结果回复车辆控制应答 0x0500 指令。 

表 41 控制指令标志位数据格式 

位 标志 

0 0：恢复车辆油路 1：断开车辆油路 

1 0：恢复车辆电路 1：断开车辆电路 

2 0：车门解锁    1：车门加锁 

10.3.5.22 车辆控制应答 

消息 ID：0x0500。 

车辆控制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42 车辆控制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42 车辆控制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应答流水号 UINT16 对应的车辆控制消息的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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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位置信息汇报

(0X0200)消息体  根据对应得状态位判断控制成功与否 

10.3.5.23 摄像头图像上传 

消息 ID：0x0800 

摄像头图像上传数据格式见表 43 摄像头图像上传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43 摄像头图像上传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上传原因 UINT16 

该命令如果是查询上传的后续，该字段填充 0 

如果是立即拍摄命令的后续，则填充立即拍摄

命令的命令流水号。 

14+2 图像 UINT32 >0 

14+6 摄像头 ID UINT8 在此默认为 0x00 

14+7 位置图像数据大

小 UINT32  

14+11 起始地址 UINT32 本包数据在整个位置图像数据中的偏移量，第

一包数据为 0 

14+15 位置图像数据包  
终端根据自身硬件性能确定数据包的大小；后

台管理系统应能自适应。建议在网络条件不好

的情况下每个数据包不超过 512 字节。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如果接收应答超时，智能终端需重发该指令；智能终端

收到中心通用应答后再发送下一包数据，直至数据传输完成。 

10.3.5.24 摄像头立即拍摄命令 

消息 ID：0x8801。 

摄像头立即拍摄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44 摄像头立即拍摄命令消息体数

据格式。 

表 44 摄像头立即拍摄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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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摄像头 ID UINT8 >0 

14+1 拍摄命令 UINT16 0 表示停止拍摄；0xFFFF 表示录像；其它表示

拍照张数 

14+3 拍照间隔/录像时

间 UINT16 秒，0 表示按 小间隔拍照或一直录像 

14+5 保存标志 UINT8 1：保存；0：实时上传 

14+6 分辨率 UINT8 0：320*240；1：640*480；2：800*600；其

它保留 

14+7 图像/视频质量 UINT8 1～10，1 好 

14+8 亮度 UINT8 0～255 

14+9 对比度 UINT8 0～127 

14+10 饱和度 UINT8 0～127 

14+11 色度 UINT8 0～255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10.3.5.25 存储图像检索 

消息 ID：0x8802。 

存储图像检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45 存储图像检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

式。 

表 45 存储图像检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摄像头 ID UINT8 0 表示检索所有摄像头 

14+1 拍照原因 UINT8 
0:进入重车拍照 1:服务评价拍照 

2：报警拍照  3：中心主动拍照 

14+2 起始时间 BCD[6] YY-MM-DD-hh-mm-ss 

14+8 结束时间 BCD[6] YY-MM-DD-hh-mm-ss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不按时间范围则将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都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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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 

考虑到检索时间效率，终端收到该指令后先使用通用应答命令应答中心，然后

再检索存储的记录，检索完成后再发送检索应答给中心。 

10.3.5.26 存储图像检索应答 

消息 ID：0x0802。 

存储图像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46 存储图像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46 存储图像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应答流水号 UINT16 对应的车辆控制消息的流水号 

14+2 检索总项数据包

大小 UINT32 满足检索条件的图像/视频总项包数据长度，

其值为总项数×4 

14+6 
当前检索项在总

项数据中的偏移

量 
UINT32 本包数据在整个图像/视频总项中的偏移量，

第一包数据为 0 

14+10 检索项 UINT32[] 

终端根据自身硬件性能确定数据包的大小；后

台管理系统应能自适应。建议在网络条件不好

的情况下每个数据包不超过 512 字节。数据

格式见表 47 图像检索项数据格式 

中心每收到一包数据需发送通用应答信息，终端收到该应答后再发送下一包数

据。 

表 47 图像检索项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照片 ID 号 UINT32[] 符合条件的文件 ID 列表 

10.3.5.27 存储图像/音视频上传命令 

消息 ID：0x8803 

存储图像/音视频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48 存储图像/音视频上传命

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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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存储图像/音视频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类型 UINT8 0x00：照片；0x01：音频；0x02：视频 其它：

RFU 

14+1 文件 ID UINT32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10.3.5.28 订单任务下发 

消息 ID：0x8B00 

订单任务下发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49 订单任务下发命令消息体数据格

式。 

表 49 订单任务下发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业务 ID UINT32  

14+4 业务类型 UINT8 0：即时召车；1：预约召车；2：车辆指派 

14+5 要车时间 BCD[6] YY-MM-DD-hh-mm-ss 

14+11 业务描述 STRING 对乘客要车大概地点的描述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10.3.5.29 驾驶员抢答 

消息 ID：0x0B01。 

驾驶员抢答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50 驾驶员抢答命令命令消息体数据格

式。 

表 50 驾驶员抢答命令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业务 ID UINT32 对应简明业务下发(0x8B00)消息中的业务 ID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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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30 下发抢答结果信息 

消息 ID：0x8B01。 

驾驶员抢答结果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51 驾驶员抢答结果命令消息体数

据格式。 

表 51 驾驶员抢答结果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业务 ID UINT32 根据消息体长度若无后面字段表示未中标 

14+4 业务类型 UINT8 0：即时召车；1：预约召车；2：车辆指派 

14+5 乘客电话号码 STRING  

 业务描述 STRING 对乘客要车详细地点的描述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10.3.5.31 驾驶员电召任务完成确认 

消息 ID：0x0B07。 

电召任务完成确认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52 抢答任务的完成命令消息体

数据格式。 

表 52 抢答任务的完成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业务 ID UINT32 对应简明业务下发(0x8B00)消息中的业务 ID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当司机的本次电召任务完成后，司机通过按键触发终端发送该指令给中心通知

该订单完成。 

10.3.5.32 驾驶员取消订单 

消息 ID：0x0B08。 

驾驶员操作终端请求对抢答成功的订单任务取消，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53 终端请求抢答任务的取消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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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终端请求抢答任务的取消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业务 ID UINT32  

14+4 取消原因 UINT8 
0:事故  1：路堵 2：其他 

或采用下发取消原因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当司机因某种原因不能去接送乘客时，司机通过通过按键触发终端发送该指令

给中心通知中心。 

10.3.5.33 中心取消订单 

消息 ID：0x8B09。 

中心取消订单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54 中心取消订单命令消息体数据格

式。 

表 54 中心取消订单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业务 ID UINT32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当因乘客原因或司机请求取消订单时，中心发送该指令给终端通知司机订单被

取消（或取消请求被处理）。终端语音提示司机。 

10.3.5.34 上班签到信息上传 

消息 ID：0x0B03。 

上班签到信息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55 上班签到信息上传命令消息

体数据格式。 

表 55 上班签到信息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位置基本信息  详见 0x0200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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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单位代码 BCD[5]  

14+30 司机代码 BCD[6]  

14+36 车牌号 BYTE[6] 车牌号，ASCII 字符 

14+42 扩展属性 BYTE[N] 可根据实际管理需要进行扩展，当有扩展需求

时，则该项有内容，否则该项无内容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10.3.5.35 下班签退信息上传 

消息 ID：0x0B04。 

下班签退信息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56 下班签退信息上传命令消息

体数据格式。 

表 56 下班签退信息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位置基本信息  详见 0x0200 交易 

14+25 单位代码 BCD[5]  

14+30 司机代码 BCD[6]  

14+36 车牌号 BYTE[6] 车牌号，ASCII 字符 

14+42 脉冲数 BCD[2] 格式为 XXXX， 大 9999 

14+44 当班开机时间 BCD[6] YYYY-MM-DD-hh-mm 

14+50 当班关机时间 BCD[6] YYYY-MM-DD-hh-mm 

14+56 当班公里 BCD[3] 格式为 XXXXX.X 公里 

14+59 当班营运公里 BCD[3] 格式为 XXXXX.X 公里 

14+62 车次 BCD[2] 格式为 XXXX， 大 9999 

14+64 计时时间 BCD[3]  

14+67 总计金额 BCD[3] 格式 XXXXX.X 元 

14+70 卡收金额 BCD[3] 格式 XXXXX.X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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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 卡次 BCD[2] 格式为 XXXX， 大 9999 

14+74 班间公里 BCD[2] 格式 XXX.X 公里（上一班签退到本班签到的

公里数） 

14+76 总计公里 BCD[3] 格式为 XXXXX.X 公里（计价器安装后累积的

里程） 

14+79 总营运公里 BCD[3] 格式为 XXXXX.X 公里（计价器安装后累积的

里程） 

14+81 单价 BCD[2] 格式 XX.XX 元 

14+83 总营运次数 UINT32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14+87 扩展属性 BYTE[N] 可根据实际管理需要进行扩展，当有扩展需求

时，则该项有内容，否则该项无内容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10.3.5.36 运营数据上传 

消息 ID：0x0B05。 

运营数据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57 运营数据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

式。 

表 57 运营数据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空转重时车位置信息  详见 0x0200  

14+25 重转空时位置基本信

息  详见 0x0200  

14+50 营运 ID UINT32 开始营运时的时间戳，按 10.2.2 营运 ID 的生

成规则生成 

14+54 评价 ID UINT32 评价时的时间戳，按 10.2.2 营运 ID 的生成规

则生成。若没有评价，则以 0x00 填充 

14+58 评价选项 UINT8 0x00，没有做出评价；0x01，满意；0x02，
一般；0x03，不满意；0x04，投诉 

14+59 评价选项扩展 UINT16 保留，默认 0x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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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 计价器营运数据  
内容严格按照“智能服务终端与计价器通讯协

议”单次营运结束后营运数据发送指令，计价

器发往终端的数据区。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10.3.5.37 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 

消息 ID：0x8B10 

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58 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

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58 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TypeID UINT8 参见 10.2 编号编码规则，设备类型代码定义 

14+1 DataType UINT16 
参见 

表 59 DataType 属性定义 

14+3 数据包 UINT8[] 

如果采用加密模式时，建议不超过 384 个字

节，非加密模式建议不超过 512 字节。 

数据内容为通讯协议体(命令字 2 字节+数据

区)的明文或密文，终端负责协议的组包。 

应答应由透传接收方进行应答。 

表 59 DataType 属性定义 

位 状态 

0-2 压缩算法描述，000：数据无压缩；001：gz 压缩；其它：RFU 

3 1-密文，0-明文， 

4-15 预留 

10.3.5.38 外围设备指令上行透传 

消息 ID：0x0B10 

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60 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

消息体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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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 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TypeID UINT8 参见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的消息体 

14+1 厂商标识 UINT8  

14+2 命令类型 UINT16  

14+4 数据包 UINT8[]  

应答应由透传接收方进行应答。 

10.3.5.39 音频检索 

消息 ID：0x8805 

音频检索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61 音频检索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61 音频检索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录音原因 UINT8 0:正常录音 1:乘客投诉 2：报警录音 

14+1 起始时间 BCD[6] YY-MM-DD-hh-mm-ss 

14+7 结束时间 BCD[6] YY-MM-DD-hh-mm-ss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不按时间范围则将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都设为

00-00-00-00-00-00。考虑到检索时间效率，终端收到该指令后先使用通用命令应

答应答中心，然后再检索存储的记录，检索完成后再发送检索应答给中心。 

10.3.5.40 存储音频检索应答 

消息 ID：0x0805 

存储音频检索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62 存储音频检索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62 存储音频检索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应答流水号 UINT16 对应的车辆控制消息的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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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检索总项数据包

大小 UINT32 满足检索条件的音频总项包数据长度其值为

总项数×4 

14+6 
当前检索项在总

项数据中的偏移

量 
UINT32 本包数据在整个图像/视频总项中的偏移量，

第一包数据为 0 

14+10 检索项 UINT32[] 
终端根据自身硬件性能确定数据包的大小；后

台管理系统应能自适应。建议在网络条件不好

的情况下每个数据包不超过 512 字节。 

中心每收到一包数据需发送通用应答信息，终端收到该应答后再发送下一包数

据。 

10.3.5.41 音视频上传 

消息 ID：0x0806 

音视频上传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63 音视频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63 音视频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存储图像/音视频

上传命令流水号 
UINT16  

14+2 音视频 ID UINT32 >0 

14+6 位置/音视频数据

大小 UINT32  

14+10 起始地址 UINT32 本包数据在整个位置图像数据中的偏移量，第

一包数据为 0 

14+14 位置/音视频图像

数据包  
终端根据自身硬件性能确定数据包的大小；后

台管理系统应能自适应。建议在网络条件不好

的情况下每个数据包不超过 512 字节。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如果接收应答超时，终端需重发该指令；终端收到中心

通用应答后再发送下一包数据，直至数据传输完成。 

10.3.5.42 中心确认报警 

消息 ID：0x8B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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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消息体，终端回复通用应答。 

10.3.5.43 中心解除报警 

消息 ID：0x8B0B 

无消息体，终端回复通用应答。 

10.3.5.44 中心巡检设备 

消息 ID：0x8B11 

中心巡检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64 中心巡检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64 中心巡检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巡检设备类型代

码 
UINT8[N] 

N 为根据巡检设备的数量而定，N=0 时表示

对所有设备进行巡检；N 不为 0 时，表示对

指定的一个或多个设备进行巡检。 

10.3.5.45 设备巡检应答 

消息 ID：0x0B11 

终端巡检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65 终端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65 终端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TLV 嵌套形式[……]（支持同时对多种设备的巡检，当对多设备同时进行巡检时 

数据格式为多组 TLV 数据。） 

T 为设备类型，参见 10.2 编号编码规则-设备类型代码定义； 

L 为对应设备巡检结果的长度，L 的数据类型为 UINT8； 

V 为对应设备巡检内容（查询设备状态指令中，设备返回的数据区）； 

当 T=0x00 时标识对终端进行巡检，终端巡检返回的数据格式定义见表 66 终

端巡检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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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终端巡检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P+1 终端设备序列号 BCD[5]  

P+2 硬件版本号 BCD  

P+3 软件版本号 BCD[2] 主版本号，次版本号 

P+4 
终端设备状态 UNIT32 见“位置信息汇报(0x0200)消息体”中的设备

状态字 

P+5 
终端报警标志 UNIT32 见“位置信息汇报(0x0200)消息体”中的报警

标志字 

P+6 签到缓存数据条

数 
INT8 未上传成功的签到记录数 

P+7 签退缓存数据条

数 
INT8 未上传成功的签退记录数 

P+8 营运记录缓存条

数 
INT8 未上传成功的营运记录数 

P+9 一卡通交易缓存

条数 
INT8 未上传成功的一卡通交易记录数 

P 为该数据在整个 TLV 嵌套中的数据开始位置。 

10.3.5.46 一卡通交易相关数据格式范例（参考） 

以下数据格式为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相关数据格式，供参考。 

1、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上传 

消息 ID：0x0B40。 

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67 出租汽车一

卡通刷卡交易记录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67 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营运 ID UINT32  

14+4 司机代码 BC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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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单位代码 BCD[5]  

14+15 交易卡号 BCD[6]  

14+21 POS 机编号 BCD[5]  

14+26 卡内版本号 BCD[1]  

14+27 锁卡交易 BCD[1] 
0x01：正常交易 

0x00：锁卡交易 

14+28 SAM 卡卡号 BCD[5]  

14+33 终端交易流水号 UINT32  

14+37 城市代码 BCD[2]  

14+39 卡发行流水号 UINT32  

14+43 卡类型 UINT8  

14+44 交易前余额 UINT32 单位：分 

14+48 交易金额 UINT32 单位：分 

14+52 交易时间 BCD[7] YYYY-MM-DD-hh-mm-ss 

14+59 卡交易计数器 UINT16  

14+61 交易认证码 UINT32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2、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查询 

消息 ID：0x8B41。 

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查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68 出租汽车一卡通

刷卡交易查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68 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查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查询类型 UINT8 0x01：查询次数；0x02：查询明细 

14+1 起始时间段 BCD[7] YYYY-MM-DD-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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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结束时间段 BCD[7] YYYY-MM-DD-hh-mm-ss 

应答终端通用应答，为保证查询效率，查询时间范围 长为 1 周。 

终端收到该指令后先使用终端通用应答给予响应，然后再检索存储的记录，检

索完成后再发送检索应答(0x0B41 或 0x0B42)给中心。 

3、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次数查询应答 

消息 ID：0x0B41。 

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次数查询应答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69 出租汽

车一卡通刷卡交易次数查询应答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69 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次数查询应答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应答流水号 UINT16 对应的一卡通交易查询指令的流水号 

14+2 查询类型 UINT8 0x01 

14+3 刷卡次数 UINT32  

14+7 刷卡总金额 UINT32 单位：分 

14+11 交易流水号起 UINT32  

14+15 交易流水号止 UINT32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4、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列表上传 

消息 ID：0x0B42。 

应答 0x8B41 指令查询类型为 0x02 的指令 

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列表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70 出租汽

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列表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70 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列表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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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应答流水号 UINT16 对应的一卡通交易查询指令的流水号 

14+2 刷卡记录数据包

总大小 UINT32 
满足检索条件的图像/视频总项包数据长度 

其值为交易记录数×8 

14+6 当前包在总数据

包中的偏移量 UINT32 本包数据在整个刷卡记录数据包中的偏移量，

第一包数据为 0 

14+10 刷卡记录 UINT8[8×N] 

每组由“营运 ID+交易流水号”组成 

终端根据自身硬件性能确定数据包的大小；后

台管理系统应能自适应。建议在网络条件不好

的情况下每个数据包不超过 512 字节。 

中心每收到一包数据需发送通用应答信息，终端收到该应答后再发送下一包数

据。 

刷卡记录格式见表 71 刷卡记录格式： 

表 71 刷卡记录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刷卡记录 UINT8[8×N] 每条记录由营运 ID(UINT32)+交易流水号

(UINT32)两部分组成 

5、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单笔明细查询 

消息 ID：0x8B43。 

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单笔明细查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72 出

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单笔明细查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72 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单笔明细查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营运 ID UINT32  

14+4 交易流水号 UINT32  

6、出租汽车一卡通刷卡交易记录单笔明细查询响应 

消息 ID：0x0B43。 

使用 0x0B40 的消息体，但使用独立的命令字以作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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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租汽车一卡通卡交易记录日结汇总数据查询 

消息 ID：0x8B44。 

出租汽车一卡通卡交易记录日结汇总数据查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73 

出租汽车一卡通卡交易记录日结汇总数据查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73 出租汽车一卡通卡交易记录日结汇总数据查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汇总日期 BCD[4] YYYYMMDD（距当前时间不能多于 3 天） 

终端收到该指令后先使用终端通用应答给予响应，然后再检索存储的记录，检

索完成后再发送检索应答(0x0B44)给中心。 

8、出租汽车一卡通卡交易记录日结汇总数据 

消息 ID：0x0B44。 

出租汽车一卡通卡交易记录日结汇总数据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74 出租

汽车一卡通卡交易记录日结汇总数据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74 出租汽车一卡通卡交易记录日结汇总数据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汇总日期 BCD[4] YYYYMMDD（距当前时间不能多于 3 天） 

14+4 起始流水号 UINT32 汇总日期内第一条一卡通交易数据的交易流

水号 

14+8 结束流水号 UINT32 汇总日期内 后一条一卡通交易数据的交易

流水号 

14+12 司机营运汇总信

息 BCD[11]*N  

司机营运汇总信息格式见表 75 司机营运汇总数据格式。 

表 75 司机营运汇总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P+0 司机代码 BC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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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卡次 BCD[2] XXXX 

P+8 卡收金额 BCD[3] XXXXX.X 元 

P 为司机营运汇总数据在数据区的起始位置（可能存在多个司机的情况）。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终端在凌晨向后台管理系统发送本消息。对于因其它原

因导致上传失败应进行补传。 

当该消息由终端向后台管理系统自动发起时，为减少对服务器端的并发压力，

终端需对上传时间进行离散，在零点至 1 点之间完成。各终端上传时机规则：24：

00+[(ID mod 6)*10 +(ID mod 10)]分钟+Random(60)秒。 

9、一卡通交易黑名单信息查询 

消息 ID：0x0B50。 

查询后台管理系统黑名单版本，无消息体，中心使用 0x8B50 命令应答。 

10、一卡通交易黑名单信息查询响应 

消息 ID：0x8B50。 

返回需要当前服务器的黑名单版本信息。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信息查询响应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76 一卡通交易黑

名单信息查询响应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76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信息查询响应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应答流水号 UINT16 对应的中心消息的流水号 

14+2 应答 ID UINT16 对应的中心消息的 ID 

14+4 黑名单版本 BCD[3] YYMMDD，000000 表示系统当前无黑名单 

14+7 黑名单记录数 UINT32  

11、一卡通交易黑名单下载请求 

消息 ID：0x0B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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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指定版本或更新黑名单信息。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下载请求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77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

下载请求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77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下载请求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版本号 BCD[3] YYMMDD，终端本机黑名单版本号，000000
表示终端当前无黑名单 

14+3 下载类型 UINT8 0：初始化下载；1：增量数据下载 

14+4 是否支持数据压缩 UINT8 0：不支持；1：支持 

14+5 支持数据压缩算法 UINT8 0：无；1：gz；… 

14+6 请求包 ID UINT32 终端请求中心下发的黑名单的数据包 ID，第

一次请求时从 1 开始 

12、一卡通交易黑名单下载响应 

消息 ID：0x8B51。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下载响应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78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

下载响应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78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下载响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应答流水号 UINT16 对应的中心消息的流水号 

14+2 应答 ID UINT16 对应的中心消息的 ID 

14+4 黑名单版本 BCD[3] YYMMDD，000000 表示系统当前无黑名单 

14+7 下载类型 UINT8 0：初始化下载；1：增量数据下载 

14+8 是否支持数据压

缩 UINT8 0：不支持；1：支持 

14+9 支持数据压缩算

法 UINT8 0：无；1：gzip  

14+10 数据总包数 UIN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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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当前包 ID UINT32  

14+18 黑名单数据包 BCD[n] 

包的大小由后台管理系统决定，终端应能自适

应；建议消息体长度不超过 512 字节，超过

则分多条消息 

当消息体下载类型为 0 时，每条黑名单数据

占 7 字节；XXXXXXXXXXYY(x 为卡号，YY 为

等级) 

当消息体下载类型为 1 时，每条黑名单数据

占 8 字节；XXXXXXXXXXYYZZ(x 为卡号，YY
为等级，ZZ 为增量方式，01 表示新增；02 表

示删除) 

无应答信息。 

13、一卡通交易黑名单版本查询 

消息 ID：0x8B52。 

查询当前终端的黑名单版本，无消息体，终端使用 0x0B52 命令进行应答。 

14、一卡通交易黑名单版本查询响应 

消息 ID：0x0B52。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终端版本查询响应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79 一卡通交

易黑名单版本查询响应消息体数据格式。 

表 79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版本查询响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版本号 BCD[3] YYMMDD，终端本机黑名单版本号，000000
表示终端当前无黑名单 

15、一卡通交易黑名单更新通知 

消息 ID：0x8B53。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更新通知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80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

更新通知消息体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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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0 一卡通交易黑名单更新通知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14+0 版本号 BCD[3] 
YYMMDD，当前 新的黑名单版本号 ,当版

本号为’ 000000’时，表示要求终端做初始

化下载，其他为增量下载 

应答为终端通用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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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智能服务终端与外设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本部分规定了智能服务终端与外设（如出租汽车计价器、智能顶灯等）的通讯

协议。 

10.4.1 协议基础 

10.4.1.1 通讯方式 

终端与外设采用串口通讯方式，采用主从结构。波特率建议初始 9600，数据

传输为异步方式，并以字节为单位，1 个起始位，8 个数据位，1 个停止位，无奇

偶校验。 

10.4.1.2 帧格式定义 

外设与主机的通讯遵循的帧格式见表 81 帧格式定义。 

表 81 帧格式定义 

起始位 包长度 设备类型 厂商标识 命令字 数据区 校验码 结束位 

2 字节 2 字节 1 字节 1 字节 2 字节  1 字节 2 字节 

起始位为 0x55 0xAA。 

包长度定义为帧格式中从设备类型到数据区数据的字节数，第 1 字节为数据包

长度的高字节，第 2 字节为命令包长度的低字节，命令包的长度为=高字节*256+

低字节。 

设备类型参见 10.2.1 设备编号编码规则。 

命令字第一字节用以区分是标准指令与厂家自定义指令，0x00 表示标准指令，

其它为自定义指令；第二字节定义具体的指令（同一功能的发送与应答协议使用

相同的命令类型）。 

校验码定义为对协议体中从包长度到数据区数据的异或运算和。 

结束位为 0x55 0x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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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3 传输规则 

发送及应答均按规定的帧格式进行通讯。 

采用大端模式(Big-Endian)的字节序来传递帧中的字和双字。 

10.4.2 智能服务终端与计价器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10.4.2.1 计价器状态查询指令 

命令字：0x0000。 

终端发往计价器设备，获取当前计价器的运行状态，数据区格式见表 82 终端

至计价器数据区定义。 

表 82 终端至计价器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终端当前时间 BCD[7] 格式为 YYYY-MM-DD-hh-mm-ss 

计价器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83 计价器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83 计价器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设备编号 BCD[5] 参见 10.2 设备编号编码规则 

5 设备硬件版本号 BCD  

6 软件主版本号 BCD  

7 软件次版本号 BCD  

8 设备状态 UINT8 

0x00：设备正常； 

0x01: 设备限制使用（次数限制） 

0x02：设备限制使用（日期限制） 

0x04：营运数据存储满 

0x08：上下班签到签退信息满 

其他：设备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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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计价器工作状态 UINT8 

0x00：签到，已开机 

0x01：签退，未开机 

0x10：签到，强制开机 

0x11：签退，强制关机 

10 车牌号 BYTE[6] 车牌号，ASCII 字符 

16 单位代码 BCD[5]  

21 司机代码 BCD[6] 强制开机时以 0x00 填充 

27 总营运次数 UINT32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10.4.2.2 运价参数查询指令 

命令字：0x0004。 

终端发往计价器设备，获取当前计价器的运行参数设置。 

数据区无。 

计价器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84 计价器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84 计价器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参数启用时间 BCD[5] YYYY-MM-DD-hh 

5 白天往返单价 BCD[2] XX.XX 元/公里 

7 夜间往返单价 BCD[2] XX.XX 元/公里 

9 白天单程单价 BCD[2] XX.XX 元/公里 

11 夜间单程单价 BCD[2] XX.XX 元/公里 

13 白天二次空贴单价 BCD[2] XX.XX 元/公里 

15 夜间二次空贴单价 BCD[2] XX.XX 元/公里 

17 白天起步价 BCD[2] XX.XX 元/公里 

19 夜间起步价 BCD[2] XX.XX 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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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续程公里数 BCD[2] XX.XX 公里 

23 起程公里 BCD[2] XX.XX 公里 

25 单程公里 BCD[2] XX.XX 公里 

27 二次空贴公里 BCD[2] XX.XX 公里 

29 白天等候时间单价 BCD[2] XX.XX 元 

31 夜间等候时间单价 BCD[2] XX.XX 元 

33 免费等候时间 BCD[2] XX 分 XX 秒 

35 加价时间 BCD[2] XX 分 XX 秒 

37 夜间开始时间 BCD[2] XX 时 XX 分 

39 夜间结束时间 BCD[2] XX 时 XX 分 

41 RFU BYTE[22] 系统预留 

63 厂商自定义参数区 BYTE[64] 由厂商自定义扩展 

10.4.2.3 运价参数设置指令 

命令字：0x0005。 

终端发往计价器设备，用于远程参数设置。厂商实现时应具备安全机制。 

数据区格式见表 85 终端至计价器数据区定义。 

表 85 终端至计价器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参数设置 BYTE[] 参数设置应至少包括参数查询中返回的参数，

各厂商自定义数据区内容及编码。 

计价器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86 计价器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86 计价器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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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操作结果 UINT8 

0x00，参数下载成功 

0x01，参数包校验失败，设置失败 

0x02，同一版本，无需设置 

0xFF，设备不支持 

1 启用时间 BCD[5] 参数数据包中的参数启用时间，

YYYY-MM-DD-hh 

10.4.2.4 单次营运开始通知指令 

命令字：0x00E7。 

计价器发往终端，当出租汽车进入重车时触发。 

计价器发往终端数据区格式见表 87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表 87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进入重车时间 BCD[7] 格式 YYYY-MM-DD-hh-mm-ss 

终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88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88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90：执行正确 

0xFF：执行错误 

10.4.2.5 单次营运结束后营运数据发送指令 

命令字：0x00E8。 

计价器发往终端，当出租汽车由空车进入重车时触发。 

计价器发往终端数据区格式见表 89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表 89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车牌号 BYTE[6] 车牌号，ASCII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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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位代码 BCD[5]  

11 司机代码 BCD[6]  

17 上车时间 BCD[5] 格式为 YY-MM-DD-hh-mm 

22 下车时间 BCD[2] 格式为 hh-mm 

24 计程公里 BCD[3] 格式为 XXXXX.X 公里 

27 空驶公里 BCD[2] 格式为 XXX.X 公里 

29 附加费 BCD[3] 格式 XXXXX.X 元 

32 等待计时时间 BCD[2] 格式为 hh-mm 

34 交易金额 BCD[3] 格式 XXXXX.X 元 

37 当前车次 UINT32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以下一卡通交易相关数据（供参考），其数据项及长度各地市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展 

41 交易卡号 BCD[6] 现金交易时 6 字节全为 0xFF 

47 锁卡交易标志 BCD 
0x01：正常交易 

0x00：锁卡交易 

48 SAM 卡卡号 BCD[5]  

53 终端交易流水号 UINT32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57 城市代码 BCD[2]  

59 卡类型 UINT8  

60 交易前余额 BCD[3] 格式 XXXXX.X 元 

63 交易认证码 BYTE[4]  

67 卡交易计数器 UINT16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终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90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90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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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操作结果 UINT8 
0x90：执行正确 

0xFF：执行错误 

10.4.2.6 计价器营运数据补传指令 

命令字：0x00F2。 

计价器发往终端，将未传出的营运数据补传至终端。 

计价器发往终端数据区格式见表 91 计价器至智能终端数据区定义。 

表 91 计价器至智能终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计价器营运数据  参见表 89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计价器

重转空（单次营运结束）指令”  

终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92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92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90：正确 

0xFF：校验错误 

注：营运数据重传机制： 

设第 1 次出重车时的数据包为 A，发送 A 包时，如果在 3 次重试后未收到智

能终端的正确回应，则将该数据包暂存。 

第 2 次出重车时的数据包为 B，由于上次传输发生错误，则本次先传送数据包

A，成功后继续传输数据包 B，如失败，则继续将 B 暂存，以此类推下次出重车传

输数据时，首先传输数据包 B，再传输本次营运数据。 

连续一串数据传输时，任何出错的一次传输将导致后续的数据顺延到下次出重

车时传输，例如传输 ABCDEF 时，如在传输 C 时出现错误，则下次出重车时，传

输 CD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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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7 计价器开机指令（可选） 

命令字：0x00E0。 

计价器发往终端，通过出租汽车驾驶员按计价器相关按键触发开机流程。 

在空车且未签到状态下，司机按约定的键对计价器进行开机，计价器显示窗提

示“OPEN”。如果终端正确响应且操作成功，计价器正常开机，正确响应但操作

不成功（如无卡片），则提示用户重新执行开机操作；如果未响应（超过三次）并

该计价器未超过运营数据记录及时间限制，计价器强制开机，产生一条记录（主

要包括签到时间、车号）。 

计价器发往终端数据区格式见表 93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表 93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开机标识 UINT8 0x90 

终端接收到此指令后，读取驾驶员从业资格信息，并将操作结果返回给计价器。 

终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94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94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单位代码 BCD[5]  

5 司机代码 BCD[6]  

11 车牌号 BYTE[6] 车牌号，ASCII 字符 

17 刷卡时间 BCD[6] 格式为 YYYY-MM-DD-hh-mm 

23 终端状态 UINT16  

25 时间限制 BCD[5] 格式为 YYYY-MM-DD-hh，全 0 表示无时间

限制 

30 次数限制 BCD 00 表示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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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操作结果 UINT8 
0x90：执行正确 

0xFF：执行错误 

如果操作成功，计价器使用 0x00E1 命令字通知终端开机成功，数据区格式见

表 95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表 95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单位代码 BCD[5]  

5 司机代码 BCD[6]  

11 车牌号 BYTE[6] 车牌号，ASCII 字符 

17 计价器开机时间 BCD[6] 格式为 YYYY-MM-DD-hh-mm 

23 总营运次数 UINT32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27 操作结果 UINT8 
0x90：执行正确 

0xFF：执行错误 

10.4.2.8 计价器关机指令（可选） 

命令字：0x00E3。 

计价器发往终端，通过出租汽车驾驶员按计价器相关按键触发关机流程。 

在空车且已签到状态下，司机按约定的键对计价器进行关机，计价器显示窗提

示“CLOSE”。如果终端正确响应且操作成功，计价器正常关机，正确响应但操作

不成功（如无卡片），则提示用户重新执行关机操作；如果未响应（超过三次），

计价器强制关机，产生一条关机记录。 

计价器发往终端数据区格式见表 96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表 96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关机标识 UINT8 0x90 

终端接收到此指令后，读取驾驶员从业资格信息，并将操作结果返回给计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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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97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97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单位代码 BCD[5]  

5 司机代码 BCD[6]  

11 车牌号 BYTE[6] 车牌号，ASCII 字符 

17 刷卡时间 BCD[6] 格式为 YYYY-MM-DD-hh-mm 

23 终端状态 UINT16  

25 时间限制 BCD[5] 格式为 YYYY-MM-DD-hh，全 0 表示无时间限制 

30 次数限制 BCD 00 表示无限制 

31 操作结果 UINT8 
0x90：执行正确 

0xFF：执行错误 

如果操作成功，计价器使用 0x00E4 命令字通知终端关机成功，数据区格式见

表 98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表 98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单位代码 BCD[5]  

5 司机代码 BCD[6]  

11 车牌号 BYTE[6] 车牌号，ASCII 字符 

17 脉冲数 BCD[2] 格式为 XXXX， 大 9999 

19 当班开机时间 BCD[6] YYYY-MM-DD-hh-mm 

25 当班关机时间 BCD[6] YYYY-MM-DD-hh-mm 

31 当班公里 BCD[3] 格式为 XXXXX.X 公里 

34 当班营运公里 BCD[3] 格式为 XXXXX.X 公里 

37 车次 BCD[2] 格式为 XXXX， 大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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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计时时间 BCD[3]  

42 总计金额 BCD[3] 格式 XXXXX.X 元 

45 卡收金额 BCD[3] 格式 XXXXX.X 元 

48 卡次 BCD[2] 格式为 XXXX， 大 9999 

50 班间公里 BCD[2] 格式 XXX.X 公里（上一班签退到本班签到的

公里数） 

52 总计公里 BCD[3] 格式为 XXXXX.X 公里（计价器安装后累积） 

32 总营运公里 BCD[3] 格式为 XXXXX.X 公里（计价器安装后累积） 

34 单价 BCD[2] 格式 XX.XX 元 

37 总营运次数 UINT32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终端收到计价器关机成功的指令（命令字 0x00E4）后，确认应答，数据区格

式见表 99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99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31 操作结果 UINT8 
0x90：执行正确 

0xFF：执行错误 

10.4.2.9 计价器关机当班营运数据汇总补传指令（可选） 

命令字：0x00F1。 

计价器发往终端，将未传出的关机汇总数据补传至终端。 

计价器发往终端数据区格式见表 100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表 100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计价器关机汇总

数据  
参见表 98 计价器至终端数据区定义“6.2.8
计价器关机指令（可选）” 计价器至智能终端

数据区定义。 

终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01 智能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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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智能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90：正确 

0xFF：校验错误 

注：补传机制同营运数据重传机制。 

10.4.2.10 计价器心跳指令（可选） 

命令字：0x00E9。 

计价器发往终端，用于终端判断计价器工作是否正常。 

计价器发往终端数据区格式见表 102 计价器至智能终端数据区定义。 

表 102 计价器至智能终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计价器当前状态 UINT8 

bit0（ 低位）——空重车状； 

0 表示空车；1 表示重车； 

bit1——停运（签退）状态； 

0 为签退，1 为营运 

bit2——开机状态； 

0 为正常情况 1 为强制开机 

bit3——关机状态； 

0 为正常情况 1 为强制关机 

bit7（ 高位）——异常速度信号； 

0 为正常情况 1 为异常情况 

1 单位代码 BCD[5]  

6 司机代码 BCD[6]  

终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03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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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终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终端运行状态 UINT16  

2 时间限制 BCD[5] 格式为 YYYY-MM-DD-hh，全 0 表示无时间限

制 

7 次数限制 BCD 00 表示无限制 

8 RFU UINT16  

10.4.2.11 计价器固件升级指令（可选） 

命令字：0x00FF。 

终端发往计价器设备，通知计价器进入固件升级流程。 

数据区格式见表 104 智能终端至计价器数据区定义。 

表 104 智能终端至计价器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厂商标识 BCD  

1 设备硬件版本号 BCD  

2 软件主版本号 BCD  

3 软件次版本号 BCD  

计价器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05 计价器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105 计价器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00：执行正确 

0x01：设备不支持 

0x02：同一版本无需升级 

0x03：标识信息不一致，无法升级 

0xFF：执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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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器收到固件升级指令并返回“执行正确”的应答后，进入升级流程。 

10.4.3 智能服务终端与智能顶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10.4.3.1 智能顶灯状态查询指令 

命令字：0x0000。 

终端发往智能顶灯设备，获取顶灯设备的运行状态，数据区格式见表 106 终

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表 106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终端当前时间 BCD[7] 格式为 YYYY-MM-DD-hh-mm-ss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07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107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设备编号 BCD[5] 参见 10.2 设备编号编码规则 

5 设备硬件版本号 BCD  

6 软件主版本号 BCD  

7 软件次版本号 BCD  

8 顶灯设备状态 UINT8 

0x00：设备正常 

0x1X：设备工作异常（X 为厂商可自定义异

常代码） 

9 顶灯显示状态 UINT8 

0x00：空车 

0x01：重车 

0x02：停运 

0x03：电召 

0x04：报警 

0x05：显示防伪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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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是否进入夜间模

式 UINT8 
0x00：一般模式 

0x01：夜间模式 

11 RFU UINT8[5]  

10.4.3.2 智能顶灯复位指令 

命令字：0x0001。 

终端发往智能顶灯设备，通知顶灯进行复位操作，数据区无。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08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108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00：执行正确 

0x01：设备不支持此命令 

0xFF：执行错误 

智能顶灯设备接收到终端发送的复位请求，响应后，进行复位操作，将顶灯的

状态设置为复位前的正常状态。 

10.4.3.3 智能顶灯通讯波特率设置指令 

命令字：0x0003。 

终端发往智能顶灯设备终端与智能顶灯的通讯波特率设置指令，设置成功后，

下一次通讯按设置的波特率进行通讯，且设备应保存 后一次的正确设置，再次

加电时按 后一次设置的波特率进行通讯。 

数据区格式见表 109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表 109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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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波特率 UINT8 

0x00：2400 

0x01：4800 

0x02：9600（默认） 

0x03：14400 

0x04：19200 

0x05：38400 

0x06：57600 

0x07：115200 

0x08：128000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10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110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00：执行正确 

0x01：设备不支持此命令 

0xFF：执行错误 

10.4.3.4 智能顶灯固件升级指令 

命令字：0x00FF。 

终端发往智能顶灯设备，通知智能顶灯进入固件升级流程。 

数据区格式见表 111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表 111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厂商标识 BCD  

1 设备硬件版本号 BCD  

2 软件主版本号 BCD  

3 软件次版本号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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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顶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12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112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00：执行正确 

0x01：设备不支持 

0x02：同一版本无需升级 

0x03：标识信息不一致，无法升级 

0xFF：执行错误 

智能顶灯收到固件升级指令并返回“执行正确”的应答后，进入升级流程。 

10.4.3.5 营运状态设置指令 

命令字：0x0010。 

终端发往智能顶灯设备营运状态设置指令，智能顶灯应存储，维持 后一次的

设置状态。 

数据区格式见表 113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表 113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厂商标识 BCD 

0x00：空车 

0x01：重车 

0x02：停运 

0x03：电召 

0x04：报警 

0x05：显示防伪密标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14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114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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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操作结果 UINT8 

0x00：执行正确 

0x01：设备不支持 

0xFF：执行错误 

10.4.3.6 星级状态设置指令 

命令字：0x0011。 

终端发往智能顶灯设备，通过智能顶灯 LED 或指示灯的显示当班驾驶员服务

星级信息。顶灯应做存储，维持 后一次的设置状态。 

如果星级信息和出租汽车状态信息共用一块 LED 显示，则当出租汽车状态为

空车状态且星级评定为非 0x00 时显示星级。 

数据区格式见表 115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表 115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厂商标识 BCD 

0x00：未评定 

0x01：一星 

0x02：二星 

0x03：三星 

0x04：四星  

0x05：五星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16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116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00：执行正确 

0x01：设备不支持 

0xFF：执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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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7 防伪密标显示指令 

命令字：0x0013。 

终端发往智能顶灯设备，当设置出租汽车防伪密标成功后，智能顶灯防伪密标

与出租汽车运行状态交替显示（间隔 3 秒），直到收到取消显示指令为止。 

数据区格式见表 117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表 117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厂商标识 INT8[] 二进制内容（点阵数据）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18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118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00：执行正确 

0x01：设备不支持 

0xFF：执行错误 

10.4.3.8 取消防伪密标显示指令 

命令字：0x0014。 

终端发往智能顶灯设备，取消当前防伪密标的显示。 

数据区无。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19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119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00：执行正确 

0x01：设备不支持 

0xFF：执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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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9 夜间工作模式设置指令 

命令字：0x0012。 

终端发往智能顶灯设备，智能顶灯应作记忆存储。当出租汽车连续处于夜间模

式超过 12 小时而未收到终端的关闭指令，则顶灯应自动将夜间模式关闭。 

数据区格式见表 120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表 120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开启/关闭 UINT8 
0x00：关闭夜间模式 

0x01：开启夜间模式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21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121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00：执行正确 

0x01：设备不支持 

0xFF：执行错误 

10.4.3.10 夜间工作模式参数设置指令 

命令字：0x0020。 

终端发往智能顶灯设备，智能顶灯应作记忆存储。通过此指令，设置智能顶灯

的夜间模式开启关闭时的时间范围，智能顶灯可根据此参数设置在营运状态下，

自动转化夜间模式显示；在自动状态下，也可受终端的控制，进行关闭或者开启；

可根据智能终端发的查询智能顶灯状态进行自动校时（误差建议在 1min 中内）。 

数据区格式见表 122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表 122 终端至智能顶灯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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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开启/关闭 BCD[4] 

描述小时分钟 24 小时制 

HHNN（起始时间）HHNN（停止时间） 

当停止时间小于起始时间时，停止时间为第二

天的时间。 

为 0x00 0x00 0x00 0x00 时 表示由智能终端

控制顶灯的工作模式。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消息数据区格式见表 123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表 123 智能顶灯应答数据区定义 

起始字节 字段 数据类型 说明 

0 操作结果 UINT8 

0x00：执行正确 

0x01：设备不支持 

0xFF：执行错误 

11.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检测要求 

11.1 检验规则 

11.1.1 检验分类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11.1.2 型式检验 

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运营专用设备进行检测： 

1）产品新设计试生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2）转产或转厂； 

3）停产后复产； 

4）结构、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5）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明显差异时。 



 

 

86 

检验时需由申请产品检验者提供： 

1）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应提供详细的安装、操作、接线及维护说明等； 

2）检验用运营专用设备 4 套； 

3）与运营专用设备配套使用的后台管理系统软件。 

可按表 124 检验项目、顺序表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果有一项试验不符合要求，

则判定该型号产品检验不合格。 

表 124 检验项目、顺序表 

型式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1 号样

品 
2 号 
样品 

3 号 
样品 

4 号 
样品 

一 智能服务终端      
1.1 一般要求 5.1 √ √ √ √ 
1.2 功能要求 5.2 √ √   
1.3 性能要求 5.3   √  
1.4 接口要求 5.4    √ 
二 计价器      
2.1 功能要求 6.1 √ √   
2.2 性能要求 6.2   √  
2.3 接口要求 6.3    √ 
三 服务评价器      
3.1 功能要求 7.1 √ √   
3.2 性能要求 7.2   √  
3.3 接口要求 7.3    √ 
四 智能顶灯      
4.1 功能要求 8.1 √ √   
4.2 性能要求 8.2   √  
4.3 接口要求 8.3    √ 
五 摄像装置      
5.1 功能要求 9.1 √ √   
5.2 性能要求 9.2   √  
5.3 接口要求 9.3    √ 

11.1.3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由制造商按表 124 检验项目、顺序表选择，其中功能要求、接口要求为

必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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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检测条件 

如未标明特殊要求，所有试验均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15℃～+35℃； 

——环境相对湿度：25%～75%； 

——标准大气压：86kPa～106kPa； 

——供电电源为设备标称电源电压。 

11.3 检测方法 

11.3.1 智能服务终端检测方法 

11.3.1.1 一般性检查 

通过目测方式，核对智能服务终端的外观，应符合5.1.1的要求。 

通过目测方式，核对智能服务终端的铭牌，应符合5.1.2的要求。 

用蘸有汽油（90 号以上）的干净棉布连续擦拭智能服务终端的文字、图形和

标志符号 15 秒，试验后应符合本技术要求5.1.3的要求。 

通过查验产品技术资料，核对智能服务终端的材质，其结果应符合5.1.4的要

求。 

按照《QC/T 413  汽车电器设备基本技术条件》中“防护性能试验方法”所

述方法，测试智能服务终端的机壳防护要求，测试结果应符合5.1.5的要求。 

11.3.1.2 功能测试 

接通智能服务终端电源后，使用测试软件测试智能服务终端的各项功能，其功

能测试结果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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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2，本技术要求中5.2、10.1、10.2、10.3、10.4的相关要求。 

11.3.1.3 性能测试 

通过查验智能服务终端厂商提供的产品说明书，核对其设计使用寿命，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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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本技术要求5.3.1所述要求。 

按照《GB/T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

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所述方法，测试智能服务终端的平均无故障时间

（MTBF），测试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5.3.1所述要求。 

通过目测与人工操作方式，测试智能服务终端显示与操作性能，测试结果应符

合本技术要求5.3.2的要求。 

按照《GB/T 18214.1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 第 1 部分:全球定位系统(GPS) 

接收设备性能标准、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所述方法，测试智能服务终端

卫星定位性能，测试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5.3.3的要求。 

通过查阅智能服务终端无线通讯模块的型号核准证或入网许可证，核查无线通

讯性能，其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5.3.4的要求。 

按照《QC/T 413  汽车电器设备基本技术条件》中所述试验方法，测试智能

服务终端的电气性能、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及抗车辆点火干扰，测试结果应符

合本技术要求5.3.5、5.3.6、5.3.7及5.3.8的要求。 

11.3.1.4 接口测试 

将智能服务终端技术说明书与实物对照，检查各种连接线与接插器，确认是否

满足本技术要求中5.4的要求。 

通过测试软件，测试智能服务终端是否支持 RS232、USB 通讯协议，测试智能

服务终端与中心的通讯协议是否符合本技术要求10.1、10.2、10.3、10.4的要求。 

通过目测及人工操作，检查智能服务终端是否可扩展至 3G/4G无线通讯模式。 

11.3.2 计价器检测方法 

11.3.2.1 功能测试 

 通过查验计价器厂商提供的该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简称 CMC 认证）及相关检测报告，核对其是否符合相关计量功能要求。 

接通计价器电源，使用测试软件，测试计价器的各项功能。其功能测试结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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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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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 

计价器”的相关要求。 

11.3.2.2 性能测试 

通过查验计价器厂商提供的该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简称 CMC 认证）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简称 3C 认证），核对其

是否符合相关计量性能要求。 

通过查验计价器厂商提供的产品说明书，核对其设计使用寿命，其结果应符合

本技术要求6.2所述要求。 

按照《GB/T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

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所述方法，测试计价器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测

试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6.2所述要求。 

按照《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A：低

温（idt IEC 68-2-1）》、《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

验方法 B：高温（idt IEC 68-2-2）》所述试验方法，测试计价器工作温度及存储温

度范围，其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中6.2的相关要求。 

11.3.2.3 接口测试 

将计价器使用说明书与实物对照，检查各种连接线与接插器，确认是否满足本

技术要求中6.3的要求。 

通过测试软件，测试计价器是否支持 RS232 通讯协议，测试计价器与智能服

务终端的通讯协议是否符合本技术要求10.4.1、10.4.2的要求。 

11.3.3 服务评价器检测方法 

11.3.3.1 功能测试 

接通服务评价器电源，使用测试软件，测试服务评价器的各项功能。其功能测

试结果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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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3 、本技术要求中 7.1 的相关要求。服务评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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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2 性能测试 

通过查验服务评价器厂商提供的产品说明书，核对其设计使用寿命，其结果应

符合本技术要求7.2所述要求。 

按照《GB/T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

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所述方法，测试服务评价器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测试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7.2所述要求。 

按照《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A：低

温（idt IEC 68-2-1）》、《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

验方法 B：高温（idt IEC 68-2-2）》所述试验方法，测试服务评价器工作温度及存

储温度范围，其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中7.2的相关要求。 

11.3.3.3 接口测试 

将服务评价器使用说明书与实物对照，检查各种连接线与接插器，确认是否满

足本技术要求中7.3的要求。 

通过测试软件，测试服务评价器是否支持7.3所述通讯方式，测试服务评价器

与智能服务终端的通讯协议是否符合本技术要求10.4.1的要求。 

11.3.4 智能顶灯检测方法 

11.3.4.1 功能测试 

接通智能顶灯电源，使用测试软件，测试智能顶灯的各项功能，其功能测试结

果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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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4 智能顶灯”的相关要求。  

11.3.4.2 性能测试 

通过查验智能顶灯厂商提供的产品说明书，核对其设计使用寿命，其结果应符

合本技术要求8.2所述要求。 

按照《GB/T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

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所述方法，测试智能顶灯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测试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8.2所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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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QC/T 413  汽车电器设备基本技术条件》中所述试验方法，测试智能

顶灯的电气性能、电磁兼容特性，测试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8.2的要求。 

按照《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A：低

温（idt IEC 68-2-1）》、《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

验方法 B：高温（idt IEC 68-2-2）》、《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

规程 试验 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idt IEC 68-2-3）》所述试验方法，测试智能

顶灯工作温度、存储温度及湿度范围，其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中8.2的相关要求。 

11.3.4.3 接口测试 

将智能顶灯使用说明书与实物对照，检查各种连接线与接插器，确认是否满足

本技术要求中8.3的要求。 

通过测试软件，测试智能顶灯是否支持 RS232 通讯协议，测试智能顶灯与智

能服务终端的通讯协议是否符合本技术要求10.4.1、10.4.3的要求。 

11.3.5 摄像装置检测方法 

11.3.5.1 功能测试 

接通摄像装置电源，使用测试软件，测试摄像装置的各项功能，其功能测试结

果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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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5 摄像装置 ”的相关要求。  

11.3.5.2 性能测试 

通过测试软件，按照9.2所述分辨率要求拍摄示例图片，检查其结果是否符合

要求。 

通过查验摄像装置厂商提供的产品说明书，核对其设计使用寿命，其结果应符

合本技术要求9.2所述要求。 

按照《GB/T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

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所述方法，测试摄像装置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测试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9.2所述要求。 

按照《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A：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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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idt IEC 68-2-1）》、《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

验方法 B：高温（idt IEC 68-2-2）》所述试验方法，测试摄像装置工作温度及存储

温度范围，其结果应符合本技术要求中9.2的相关要求。 

11.3.5.3 接口测试 

将摄像装置使用说明书与实物对照，检查各种连接线与接插器，确认是否满足

本技术要求中9.3的要求。 

通过测试软件，测试摄像装置是否支持9.3所述通讯方式。 

12.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安装要求 

运营专用设备安装应避免改变车辆本身的电气结构与布线，保证不会因为终端

的安装而影响车辆性能和运行安全。 

运营专用设备安装应牢固、可靠、美观；对外接口应采用锁紧结构。 

各种线缆要隐蔽敷设在地板胶下面或封条内槽的空隙处，线缆要顺势自然敷

设，线缆应整齐、固定、美观、无外露。 

运营专用设备安装位置应远离碰撞、过热、阳光直射、废气、水、油和灰尘的

位置，应避开安全气囊、ABS 系统和其它敏感电子设备。 

紧急报警按钮应装在车内既便于报警又不易误动的隐蔽位置。 

智能服务终端的显示装置应安装在方便驾驶员操作的位置。智能服务终端的刷

卡消费装置应安装在方便乘客刷卡操作的位置。当操作人员对智能服务终端进行

数据读取操作时，无需拆除车辆内的其他装置。 

计价器应安装在方便驾驶员操作的位置。 

服务评价器应安装在方便乘客评价的位置。 

13. 数据资源中心建设技术要求 

数据资源中心主要包括主机存储、网络接入、数据交换、信息安全等系统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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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等运行环境，实现对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所采集的数据进行接收、存储、处

理、分析、交换和发布，并实现与其他系统间的数据资源交换与共享。 

13.1 功能要求 

数据资源中心的功能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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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 

数据资源库的建设应符合《GB 20263  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基本要

求》、《JT/T 697.7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 第 7 部分:道路运输信息基础数据元》、

《JT T 415-道路运输电子政务平台编目编码规则》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13.2 性能要求 

——单笔数据查询响应时间不超过 0.1 秒；历史轨迹回放（周期不超过 1 天），

可在 1 分钟内返回结果；多条件组合查询、统计分析，可在 10 秒内返回结果； 

——出租汽车营收、服务评价等营运数据联机存储时间不少于 5 年；位置数据

联机存储时间不少于半年； 

——建立数据备份机制，定期对数据进行增量备份与全量备份，系统数据恢复

时间不超过 5 小时； 

——数据存储方案应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13.3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 

13.3.1 数据元编制原则和分类 

13.3.1.1 数据元分类方法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的分类方法、数据元编制规则、数据元值域

引用代码编制规则符合 JT/T697.1 及 JT/T697.7 的规定。 

13.3.1.2 数据元编制规则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的编制规则引用 JT/T697.1 5 数据元编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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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根据出租汽车服务管理的基本内容和属性，出租汽车服务管理基础数据元划分

为八大类：出租汽车服务管理基本信息、出租汽车运行状态监控信息、出租汽车

日常调度管理信息、出租汽车应急指挥管理信息、出租汽车电召调度管理信息、

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档案信息、出租汽车稽查管理信息、出租汽车营运收入信

息等，具体分类如表 125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集分类表。 

表 125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集分类表 

分类编码 名称 章条 

DY01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基本信息 13.3.2.1 

DY0104 出租汽车企业基本信息 13.3.2.1.1 

DY0105 出租汽车基本信息 13.3.2.1.2 

DY0106 出租汽车驾驶员基本信息 13.3.2.1.3 

DY0113 出租汽车运价基本信息 13.3.2.1.4 

DY0309 出租汽车运行状态监控信息 13.3.2.2 

DY030901 出租汽车运行动态信息 13.3.2.2.1 

DY030902 出租汽车驾驶员上班签到信息 13.3.2.2.2 

DY030903 出租汽车驾驶员下班签退信息 13.3.2.2.3 

DY0310 出租汽车日常调度管理信息 13.3.2.3 

DY031001 出租汽车调度任务信息 13.3.2.3.1 

DY031002 出租汽车调度任务反馈信息 13.3.2.3.2 

DY031003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管理信息 13.3.2.3.3 

DY031004 出租汽车车辆远程控制信息 13.3.2.3.4 

DY0311 出租汽车应急指挥管理信息 13.3.2.4 

DY031101 出租汽车报警信息 13.3.2.4.1 

DY031102 出租汽车警情处理信息 13.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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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031103 应急运力调度信息 13.3.2.4.3 

DY0312 出租汽车电召调度管理信息 13.3.2.5 

DY031201 电召订单受理信息 13.3.2.5.1 

DY031202 电召任务调度信息 13.3.2.5.2 

DY031203 客户电召档案信息 13.3.2.5.3 

DY031204 失物查找服务信息 13.3.2.5.4 

DY031205 路线路况服务信息 13.3.2.5.5 

DY0313 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档案信息 13.3.2.6 

DY031301 乘客服务评价信息 13.3.2.6.1 

DY031302 乘客投诉管理信息 13.3.2.6.2 

DY031303 驾驶员电召服务诚信档案信息 13.3.2.6.3 

DY0314 出租汽车稽查管理信息 13.3.2.7 

DY031401 出租汽车违章信息 13.3.2.7.1 

DY031402 出租汽车违章处罚信息 13.3.2.7.2 

DY0315 出租汽车营运收入信息 13.3.2.8 

DY031501 出租汽车载客营运信息 13.3.2.8.1 

13.3.2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集 

13.3.2.1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基本信息 

13.3.2.1.1 出租汽车企业基本信息 

13.3.2.1.1.1 出租汽车企业名称 

引用 JT/T697.7 中 4.1.4.1.1 经营业户名称 

编号：DY010401001 

数据元名称：经营业户名称 

中文全拼：jing-ying-ye-hu-mi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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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道路运输企业的名称或一名个体经营者的姓名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13.3.2.1.1.2 出租汽车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引用 JT/T697.7 中 4.1.4.1.2 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编号：DY010401002 

数据元名称：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中文全拼：qi-ye-zu-zhi-ji-gou-dai-ma-zheng-hao 

定义：用于标识道路运输企业的代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9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1 

13.3.2.1.1.3 出租汽车企业通信地址 

引用 JT/T697.7 中 4.1.4.1.5 经营业户通信地址 

编号：DY010401005 

数据元名称：经营业户通信地址 

中文全拼：jing-ying-ye-hu-tong-xin-di-zhi 

定义：道路运输经营业户的邮政通信地址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13.3.2.1.1.4 出租汽车企业行政区划 

引用 JT/T697.7 中 4.1.4.1.7 经营业户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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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DY010401007 

数据元名称：经营业户行政区划 

中文全拼：jing-ying-ye-hu-xing-zheng-qu-hua 

定义：道路运输经营业户注册地所在的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的名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2 

13.3.2.1.1.5 出租汽车企业经济类型 

引用 JT/T697.7 中 4.1.4.1.9 经营业户经济类型 

编号：DY010401009 

数据元名称：经营业户经济类型 

中文全拼：jing-ying-ye-hu-jing-ji-lei-xing 

定义：道路运输经营业户的经济类型的名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3 

13.3.2.1.1.6 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范围 

编号：DY010401039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范围 

中文全拼：chu-zu-qi-che-qi-ye-jing-ying-fan-wei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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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0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4 

13.3.2.1.1.7 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字 

编号：DY010401040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字 

中文全拼：chu-zu-qi-che-qi-ye-jing-ying-ye-hu-jing-ying-xu-ke-zheng-zi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字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6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5 

13.3.2.1.1.8 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号 

编号：DY010401041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号 

中文全拼： 

chu-zu-qi-che-qi-ye-jing-ying-ye-hu-jing-ying-xu-ke-zheng-hao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号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2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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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1.1.9 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起 

编号：DY01040104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起 

中文全拼：chu-zu-qi-che-qi-ye-jing-ying-xu-ke-zheng-you-xiao-qi-qi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起始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1.10 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止 

编号：DY010401043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止 

中文全拼：chu-zu-qi-che-qi-ye-jing-ying-xu-ke-zheng-you-xiao-qi-zhi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截止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1.11 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发证机关 

编号：DY010401044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发证机关 

中文全拼：chu-zu-qi-che-qi-ye-jing-ying-xu-ke-zheng-fa-zheng-ji-guan 

定义：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13.3.2.1.1.12 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初次发证日期 

编号：DY01040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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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初次发证日期 

中文全拼： 

chu-zu-qi-che-qi-ye-jing-ying-xu-ke-zheng-chu-ci-fa-zheng-ri-qi 

定义：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的初次发证日期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1.13 出租汽车企业注册资金 

引用 JT/T697.7 中 4.1.4.1.31 经营业户注册资本 

编号：DY010401031 

数据元名称：经营业户注册资本 

中文全拼：jing-ying-ye-hu-zhu-ce-zi-ben 

定义：道路运输经营业户在工商管理机构登记的注册资本总额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20，2 

计量单位：万元 

13.3.2.1.1.14 出租汽车企业拥有车辆数 

编号：DY010401046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企业拥有车辆数 

中文全拼：chu-zu-qi-che-qi-ye-yong-you-che-liang-shu 

定义：出租汽车企业所拥有出租汽车数量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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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1.1.15 出租汽车企业法定代表人姓名 

引用 JT/T697.7 中 4.1.4.1.11 经营业户法定代表人姓名 

编号：DY010401011 

数据元名称：经营业户法定代表人姓名 

中文全拼：jing-ying-ye-hu-fa-ding-dai-biao-ren-xing-ming 

定义：道路运输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的姓名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1.1.16 出租汽车企业负责人姓名 

引用 JT/T697.7 中 4.1.4.1.16 经营业户负责人姓名 

编号：DY010401016 

数据元名称：经营业户负责人姓名 

中文全拼：jing-ying-ye-hu-fu-ze-ren-xing-ming 

定义：道路运输经营业户负责人的姓名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1.1.17 出租汽车企业联系电话 

引用 JT/T697.7 中 4.1.4.1.17 经营业户联系电话 

编号：DY010401017 

数据元名称：经营业户联系电话 

中文全拼：jing-ying-ye-hu-lian-xi-dian-hua 

定义：道路运输经营业户用于对外联络的电话号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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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an..18 

13.3.2.1.1.18 出租汽车企业企业质量信誉等级 

引用 JT/T697.7 中 4.3.1.1.8 企业质量信誉等级 

编号：DY030101008 

数据元名称：企业质量信誉等级 

中文全拼：qi-ye-zhi-liang-xin-yu-deng-ji 

定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及《机动车

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的规定，根据道路运输经营业户质量信息考

核的成绩，评定的企业质量信誉的等级的名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8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7 

13.3.2.1.1.19 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日期 

引用 JT/T697.7 中 4.3.1.1.7 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日期 

编号：DY030101007 

数据元名称：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日期 

中文全拼：qi-ye-zhi-liang-xin-yu-kao-he-ri-qi 

定义：道路运输经营业户质量信誉等级评定的日期 

数据元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1.20 出租汽车企业经营状态 

引用 JT/T697.7 中 4.3.8.2 业户状况代码 

编号：DY0308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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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业户状况代码 

中文全拼：ye-hu-zhuang-kuang-dai-ma 

定义：用于标识道路运输业户状况的代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8 

13.3.2.1.2 出租汽车基本信息 

13.3.2.1.2.1 出租汽车号牌 

引用 JT/T697.7 中 4.1.5.1 车辆（挂车）号牌 

编号：DY010500001 

数据元名称：车辆（挂车）号牌 

中文全拼：che-liang-（gua-che）-hao-pai 

定义：道路运输车辆（挂车）的牌照号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2 

13.3.2.1.2.2 出租汽车车牌颜色 

引用 JT/T697.7 中 4.1.5.3 车牌颜色代码 

编号：DY010500003 

数据元名称：车牌颜色代码 

中文全拼：che-pai-yan-se-dai-ma 

定义：用于标识道路运输车辆车牌颜色的代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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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n1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9 

13.3.2.1.2.3 出租汽车所属企业经营许可证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1.8 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号 

13.3.2.1.2.4 出租汽车厂牌型号 

引用 JT/T697.7 中 4.1.5.6 车牌厂牌及 4.1.5.7 车辆厂牌的型号 

编号：DY010500006 

数据元名称：车辆厂牌 

中文全拼：che-liang-chang-pai 

定义：道路运输车辆的车辆厂牌标识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编号：DY010500007 

数据元名称：车辆厂牌的型号 

中文全拼：che-liang-chang-pai-de-xing-hao 

定义：道路运输车辆厂牌的型号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13.3.2.1.2.5 出租汽车车身颜色 

引用 JT/T697.7 中 4.1.5.8 车身颜色 

编号：DY010500008  

数据元名称：车身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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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che-shen-yan-se 

定义：道路运输车辆的车身颜色的名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4 

13.3.2.1.2.6 出租汽车发动机号 

引用 JT/T697.7 中 4.1.5.9 车辆发动机号 

编号：DY010500009 

数据元名称：车辆发动机号 

中文全拼：che-liang-fa-dong-ji-hao 

定义：道路运输车辆的发动机号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13.3.2.1.2.7 出租汽车车架号 

引用 JT/T697.7 中 4.1.5.10 车辆车架号 

编号：DY010500010 

数据元名称：车辆车架号 

中文全拼：che-liang-che-jia-hao 

定义：道路运输车辆的车架号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13.3.2.1.2.8 出租汽车识别 VIN 码 

引用 JT/T697.7 中 4.1.5.11 车辆识别 VIN 码 

编号：DY0105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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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车辆识别 VIN 码 

中文全拼：che-liang-shi-bie-VIN-ma 

定义：道路运输车辆的识别 VIN 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7 

13.3.2.1.2.9 出租汽车燃料类型 

引用 JT/T697.7 中 4.1.5.17 车辆燃料类型代码 

编号：DY010500017 

数据元名称：车辆燃料类型代码 

中文全拼：che-liang-ran-liao-lei-xing-dai-ma 

定义：用于标识道路运输车辆燃料类型的代码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10 

13.3.2.1.2.10 出租汽车核定载客位 

引用 JT/T697.7 中 4.1.5.12 车辆核定载客位 

编号：DY010500012 

数据元名称：车辆核定载客位 

中文全拼：che-liang-he-ding-zai-ke-wei 

定义：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定的道路旅客运输车辆的 大载客人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6 



 

 

107 

计量单位：座 

13.3.2.1.2.11 出租汽车出厂日期 

引用 JT/T697.7 中 4.1.5.19 车辆出厂日期 

编号：DY010500019 

数据元名称：车辆出厂日期 

中文全拼：che-liang-chu-chang-ri-qi 

定义：道路运输车辆的出厂日期 

数据元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2.12 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字 

编号：DY01050003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字 

中文全拼：chu-zu-qi-che-dao-lu-yun-shu-zheng-zi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字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6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11 

13.3.2.1.2.13 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号 

编号：DY010500033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号 

中文全拼：chu-zu-qi-che-dao-lu-yun-shu-zheng-hao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号 



 

 

108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2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12 

13.3.2.1.2.14 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发证机构 

编号：DY010500034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发证机构 

中文全拼：chu-zu-qi-che-dao-lu-yun-shu-zheng-fa-zheng-ji-gou 

定义：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发证的发证机关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13.3.2.1.2.15 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有效期起 

编号：DY010500035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有效期起 

中文全拼：chu-zu-qi-che-dao-lu-yun-shu-zheng-you-xiao-qi-qi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有效期起始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2.16 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有效期止 

编号：DY010500036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有效期止 

中文全拼：chu-zu-qi-che-dao-lu-yun-shu-zheng-you-xiao-qi-zhi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有效期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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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2.17 出租汽车经营范围 

编号：DY010500037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经营范围 

中文全拼：chu-zu-qi-che-jing-ying-fan-wei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车辆经营范围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13 

13.3.2.1.2.18 出租汽车照片 

编号：DY010500038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照片 

中文全拼：chu-zu-qi-che-zhao-pian 

定义：出租汽车照片 

数据元类型：图片 

数据格式：jpeg 

13.3.2.1.2.19 出租汽车二级维护状态 

引用 JT/T697.7 中 4.3.8.15 车辆二级维护状态 

编号：DY030800015 

数据元名称：车辆二级维护状态 

中文全拼：che-liang-er-ji-wei-hu-zhua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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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道路运输车辆二级维护的情况的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8 

值域：——已维护   ——未维护   ——其他 

13.3.2.1.2.20 出租汽车年度审验状态 

编号：DY010500039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年度审验状态 

中文全拼：chu-zu-qi-che-nian-du-shen-yan-zhuang-tai 

定义：出租汽车的年度审验状态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14 

13.3.2.1.2.21 出租汽车经营权类型 

编号：DY010500040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经营权类型 

中文全拼：chu-zu-qi-che-jing-ying-quan-lei-xing 

定义：出租汽车经营权类型的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0—企业经营，1—个体 

13.3.2.1.2.22 出租汽车经营权有效期起 

编号：DY010500041 



 

 

111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经营权有效期起 

中文全拼：chu-zu-qi-che-jing-ying-quan-you-xiao-qi-qi 

定义：出租汽车经营权的有效期起始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2.23 出租汽车经营权有效期止 

编号：DY01050004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经营权有效期止 

中文全拼：chu-zu-qi-che-jing-ying-quan-you-xiao-qi-zhi 

定义：出租汽车经营权的有效期截止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2.24 出租汽车营运状态 

引用 JT/T697.7 中 4.3.8.4 车辆状况代码 

编号：DY030800004 

数据元名称：车辆状况代码 

中文全拼：che-liang-zhuang-kuang-dai-ma 

定义：用于标识出租汽车营运状态的代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n2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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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1.2.25 出租汽车发动机排量 

编号：DY010500043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发动机排量 

中文全拼：chu-zu-qi-che-fa-dong-ji-pai-liang 

定义：出租汽车的发动机排量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4 

计量单位：毫升 

13.3.2.1.2.26 出租汽车排放标准 

编号：DY010500044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发动机排量 

中文全拼：chu-zu-qi-che-pai-fang-biao-zhun 

定义：出租汽车排放标准等级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国Ⅲ，2—国Ⅳ，3—国Ⅴ，9—其他 

13.3.2.1.2.27 出租汽车运价类型 

编号：DY010500045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价类型 

中文全拼：chu-zu-qi-che-yun-jia-lei-xing 

定义：出租汽车运价类型的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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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1.3 出租汽车驾驶员基本信息 

13.3.2.1.3.1 出租汽车驾驶员姓名 

引用 JT/T697.7 中 4.1.6.1.1 从业人员姓名 

编号：DY010601001 

数据元名称：从业人员姓名 

中文全拼：cong-ye-ren-yuan-xing-ming 

定义：一名持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中文姓氏名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1.3.2 出租汽车驾驶员性别 

引用 JT/T697.7 中 4.1.6.1.3 从业人员性别代码 

编号：DY010601002 

数据元名称：从业人员性别 

中文全拼：cong-ye-ren-yuan-xing-bie 

定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性别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6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16 

13.3.2.1.3.3 出租汽车驾驶员出生日期 

引用 JT/T697.7 中 4.1.6.1.4 从业人员出生日期 

编号：DY010601004 

数据元名称：从业人员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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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cong-ye-ren-yuan-chu-sheng-ri-qi 

定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出生日期 

数据元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3.4 出租汽车驾驶员身份证号码 

引用 JT/T697.7 中 4.1.6.1.7 从业人员身份证编码 

编号：DY010601007 

数据元名称：从业人员身份证件编号 

中文全拼：cong-ye-ren-yuan-shen-fen-zheng-jian-bian-hao 

定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身份证件的号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n1 

13.3.2.1.3.5 出租汽车驾驶员所属企业经营许可证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1.8 出租汽车企业经营许可证号 

13.3.2.1.3.6 出租汽车驾驶员照片 

编号：DY010601023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驾驶员照片 

中文全拼：chu-zu-qi-che-jia-shi-yuan-zhao-pian 

定义：出租汽车驾驶员照片 

数据元类型：图片 

数据格式：jpeg 

13.3.2.1.3.7 出租汽车驾驶员民族 

引用 JT/T697.7 中 4.1.4.1.9 从业人员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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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DY010601009 

数据元名称：从业人员民族 

中文全拼：cong-ye-ren-yuan-min-zu 

定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所属民族的名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10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17 

13.3.2.1.3.8 出租汽车驾驶员联系电话 

引用 JT/T697.7 中 4.1.4.1.12 从业人员联系电话 

编号：DY010601012 

数据元名称：从业人员联系电话 

中文全拼：cong-ye-ren-yuan-lian-xi-dian-hua 

定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联系电话号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13.3.2.1.3.9 出租汽车驾驶员联系地址 

引用 JT/T697.7 中 4.1.4.1.14 从业人员通信地址 

编号：DY010601014 

数据元名称：从业人员通信地址 

中文全拼：cong-ye-ren-yuan-tong-xin-di-zhi 

定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邮政通信地址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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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an..100 

13.3.2.1.3.10 出租汽车驾驶员文化程度 

引用 JT/T697.7 中 4.1.4.1.19 从业人员学历代码 

编号：DY010601019 

数据元名称：从业人员学历代码 

中文全拼：cong-ye-ren-yuan-xue-li-dai-ma 

定义：用于标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学历的代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n2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18 

13.3.2.1.3.11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类别 

编号：DY010601024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类别 

中文全拼：chu-zu-qi-che-jia-shi-yuan-cong-ye-zi-ge-lei-bie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类别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19 

13.3.2.1.3.12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编号：DY010601025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117 

中文全拼：chu-zu-qi-che-jia-shi-yuan-cong-ye-zi-ge-zheng-hao 

定义：从事出租汽车服务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9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20 

13.3.2.1.3.13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初领时间 

编号：DY010601026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初领时间 

中文全拼： 

chu-zu-qi-che-jia-shi-yuan-cong-ye-zi-ge-zheng-chu-ling-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初次领取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3.14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发证日期 

编号：DY010601027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发证日期 

中文全拼： 

chu-zu-qi-che-jia-shi-yuan-cong-ye-zi-ge-zheng-fa-zheng-ri-qi 

定义：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发证日期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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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1.3.15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有效期止 

编号：DY010601028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有效期止 

中文全拼： 

chu-zu-qi-che-jia-shi-yuan-cong-ye-zi-ge-zheng-you-xiao-qi-zhi 

定义：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有效期止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3.16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发证机关 

编号：DY010601029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发证机关 

中文全拼： 

chu-zu-qi-che-jia-shi-yuan-cong-ye-zi-ge-zheng-fa-zheng-ji-guan 

定义：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发证机关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13.3.2.1.3.17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状态 

引用 JT/T697.7 中 4.3.8.17 证照状态 

编号：DY030800017 

数据元名称：证照状态 

中文全拼：zheng-zhao-zhuang-tai 

定义：道路运输证照的使用状态的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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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an..8 

值域：   ——有效   ——无效   ——挂失   ——其他 

13.3.2.1.3.18 出租汽车驾驶员诚信考核等级 

引用 JT/T697.7 中 4.3.3.3.11 从业人员诚信考核等级代码 

编号：DY030303011 

数据元名称：从业人员诚信等级代码 

中文全拼：cong-ye-ren-yuan-cheng-xin-deng-ji-dai-ma 

定义：用于标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诚信考核等级的代码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7 

13.3.2.1.3.19 出租汽车驾驶员诚信考核日期 

引用 JT/T697.7 中 4.3.3.3.12 从业人员诚信考核评定日期 

编号：DY030303012 

数据元名称：从业人员诚信考核评定日期 

中文全拼：cong-ye-ren-yuan-cheng-xin-kao-he-ping-ding-ri-qi 

定义：一个计分考核周期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诚信考核成绩评定的具体日期 

数据元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3.20 出租汽车驾驶员诚信考核机构 

编号：DY010601029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驾驶员诚信考核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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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chu-zu-qi-che-jia-shi-yuan-cheng-xin-kao-he-ji-gou 

定义：出租汽车驾驶员诚信考核机构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13.3.2.1.3.21 出租汽车驾驶员驾驶证号 

引用 JT/T697.7 中 4.1.6.2.1 从业人员驾驶证号 

编号：DY010602001 

数据元名称：从业人员驾驶证号 

中文全拼：cong-ye-ren-yuan-jia-shi-zheng-hao 

定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驾驶证编号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8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21 

13.3.2.1.3.22 出租汽车驾驶员准驾车型 

引用 JT/T697.7 中 4.1.6.2.2 准驾车型 

编号：DY010602002 

数据元名称：准驾车型 

中文全拼：zhun-jia-che-xing 

定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允许上路驾驶的车辆类型的名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4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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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2 

13.3.2.1.3.23 出租汽车驾驶员驾驶证初领时间 

引用 JT/T697.7 中 4.1.6.2.2 初次领取驾驶证日期 

编号：DY010602004 

数据元名称：初次领取驾驶证日期 

中文全拼：chu-ci-ling-qu-jia-shi-zheng-ri-qi 

定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第一次领取驾驶证的时间 

数据元类型：日期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4 出租汽车运价基本信息 

13.3.2.1.4.1 出租汽车运价执行行政区划代码 

编号：DY011301001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价执行行政区划代码 

中文全拼： 

chu-zu-qi-che-yun-jia-zhi-xing-di-qu-xing-zheng-qu-hua-dai-ma 

定义：用于标识出租汽车运价执行地区行政区划的代码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6 

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2 

13.3.2.1.4.2 出租汽车运价类型 

编号：DY01130100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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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chu-zu-qi-che-yun-jia-lei-xing 

定义：出租汽车运价类型的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2 

13.3.2.1.4.3 出租汽车运价有效期起 

编号：DY011301003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价有效期起 

中文全拼：chu-zu-qi-che-yun-jia-you-xiao-qi-qi 

定义：出租汽车运价的有效期起始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1.4.4 出租汽车昼间起步价 

编号：DY011301004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昼间起步价 

中文全拼：chu-zu-qi-che-zhou-jian-qi-bu-jia 

定义：出租汽车白天营运起步价格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元 

13.3.2.1.4.5 出租汽车夜间起步价 

编号：DY011301005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夜间起步价 

中文全拼：chu-zu-qi-che-ye-jian-qi-bu-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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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出租汽车夜间营运起步价格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元 

13.3.2.1.4.6 出租汽车起程 

编号：DY011301006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起程 

中文全拼：chu-zu-qi-che-qi-cheng 

定义：出租汽车营运起步里程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千米 

13.3.2.1.4.7 出租汽车昼间单价 

编号：DY011301007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昼间单价 

中文全拼：chu-zu-qi-che-zhou-jian-dan-jia 

定义：出租汽车昼间营运单价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元/千米 

13.3.2.1.4.8 出租汽车昼间单程加价单价 

编号：DY011301008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昼间单程加价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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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chu-zu-qi-che-zhou-jian-dan-cheng-jia-jia-dan-jia 

定义：出租汽车昼间营运单程加价单价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元/千米 

13.3.2.1.4.9 出租汽车夜间单价 

编号：DY011301009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夜间单价 

中文全拼：chu-zu-qi-che-ye-jian-dan-jia 

定义：出租汽车夜间营运单价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元/千米 

13.3.2.1.4.10 出租汽车夜间单程加价单价 

编号：DY011301010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夜间单程加价单价 

中文全拼：chu-zu-qi-che-ye-jian-dan-cheng-jia-jia-dan-jia 

定义：出租汽车夜间营运单程加价单价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元/千米 

13.3.2.1.4.11 出租汽车单程加价公里 

编号：DY0113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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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单程加价公里 

中文全拼：chu-zu-qi-che-dan-cheng-jia-jia-gong-li 

定义：出租汽车营运单程加价公里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千米 

13.3.2.1.4.12 出租汽车运价夜间时间起 

编号：DY01130101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价夜间时间起 

中文全拼：chu-zu-qi-che-yun-jia-ye-jian-shi-jian-qi 

定义：出租汽车夜间营运起始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hhmm 

13.3.2.1.4.13 出租汽车是否低速等候 

编号：DY011301013 

数据元名称：是否低速等候 

中文全拼：chu-zu-qi-che-shi-fou-di-su-deng-hou 

定义：出租汽车营运是否实施低速等候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0—不启用，1—启用 

13.3.2.1.4.14 出租汽车运价切换速度 

编号：DY011301014 



 

 

126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价切换速度 

中文全拼：chu-zu-qi-che-yun-jia-qie-huan-su-du 

定义：当车辆低于该速度是为低速状态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千米/小时 

13.3.2.1.4.15 出租汽车运价备注说明 

编号：DY011301015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价备注说明 

中文全拼：chu-zu-qi-che-yun-jia-bei-zhu-shuo-ming 

定义：描述出租汽车营运燃油附加费取费标准等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55 

13.3.2.1.4.16 出租汽车运价状态 

编号：DY011301016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价状态 

中文全拼：chu-zu-qi-che-yun-jia-zhuang-tai 

定义：描述出租汽车运价是否有效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有效，0—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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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2 出租汽车运行状态监控信息 

13.3.2.2.1 出租汽车运行动态信息 

13.3.2.2.1.1 出租汽车车牌号牌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1 出租汽车车牌号牌。 

13.3.2.2.1.2 出租汽车车牌颜色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2 出租汽车车牌颜色。 

13.3.2.2.1.3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编号 

编号：DY030901001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编号 

中文全拼：chu-zu-qi-che-che-zi-zhong-duan-bian-hao 

定义：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编号说明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 

13.3.2.2.1.4 出租汽车报警标志 

编号：DY03090100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报警标志 

中文全拼：chu-zu-qi-che-bao-jing-biao-zhi 

定义：出租汽车车报警状态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20 

值域：用位定义各种报警标志，参见表 127 出租汽车报警标志位。 

13.3.2.2.1.5 出租汽车设备运行状态 

编号：DY0309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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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设备运行状态 

中文全拼：chu-zu-qi-che-she-bei-yun-xing-zhuang-tai 

定义：出租汽车设备运行状态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20 

值域：用位定义各设备运行状态，参见表 128 出租汽车报警标志位。 

13.3.2.2.1.6 出租汽车营运状态 

编号：DY030901004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营运状态 

中文全拼：chu-zu-qi-che-ying-yun- zhuang-tai 

定义：出租汽车营运状态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0—空车，1—重车 

13.3.2.2.1.7 出租汽车纬度 

编号：DY030901005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纬度 

中文全拼：chu-zu-qi-che-wei-du 

定义：出租汽车所在纬度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6 

13.3.2.2.1.8 出租汽车经度 

编号：DY0309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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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经度 

中文全拼：chu-zu-qi-che-jing-du 

定义：出租汽车所在经度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6 

13.3.2.2.1.9 出租汽车速度 

编号：DY030901007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速度 

中文全拼：chu-zu-qi-che-su-du 

定义：出租汽车运行速度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3 

计量单位：千米/小时 

13.3.2.2.1.10 出租汽车方向 

编号：DY030901008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方向 

中文全拼：chu-zu-qi-che-fang-xiang 

定义：出租汽车行驶方向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3 

值域：0—178，刻度为 2 度，正北为 0，顺时针 

13.3.2.2.1.11 出租汽车卫星定位时间 

编号：DY0309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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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卫星定位时间 

中文全拼：chu-zu-qi-che-wei-xing-ding-wei-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卫星定位数据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2.2 出租汽车驾驶员上班签到信息 

13.3.2.2.2.1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12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13.3.2.2.2.2 出租汽车驾驶员签到车牌号牌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2.1.2.1 出租汽车车牌号牌。 

13.3.2.2.2.3 出租汽车驾驶员签到车牌颜色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2 出租汽车车牌颜色。 

13.3.2.2.2.4 出租汽车驾驶员签到地点-经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8 出租汽车经度 

13.3.2.2.2.5 出租汽车驾驶员签到地点-纬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7 出租汽车纬度 

13.3.2.2.2.6 出租汽车驾驶员签到时间 

编号：DY030902001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驾驶员签到时间 

中文全拼：chu-zu-qi-che-jia-shi-yuan-qian-dao-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驾驶员上班签到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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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2.3 出租汽车驾驶员下班签退信息 

13.3.2.2.3.1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12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13.3.2.2.3.2 出租汽车驾驶员签退车牌号牌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1 出租汽车车牌号牌。 

13.3.2.2.3.3 出租汽车驾驶员签退车牌颜色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2 出租汽车车牌颜色。 

13.3.2.2.3.4 出租汽车驾驶员签退地点-经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8 出租汽车经度 

13.3.2.2.3.5 出租汽车驾驶员签退地点-纬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7 出租汽车纬度 

13.3.2.2.3.6 出租汽车驾驶员签退时间 

编号：DY030903001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驾驶员签退时间 

中文全拼：chu-zu-qi-che-jia-shi-yuan-qian-tui-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驾驶员下班签退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3 出租汽车日常调度管理信息 

13.3.2.3.1 出租汽车调度任务信息 

13.3.2.3.1.1 出租汽车调度类型 

编号：DY031001001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调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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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chu-zu-qi-diao-du-lei-xing 

定义：出租汽车调度类型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0—信息下发，1—提问 

13.3.2.3.1.2 出租汽车调度内容 

编号：DY03100100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调度内容 

中文全拼：chu-zu-qi-che-diao-du-nei-rong 

定义：出租汽车调度内容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13.3.2.3.1.3 出租汽车调度任务发布时间 

编号：DY031001003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调度任务发布时间 

中文全拼：chu-zu-qi-che-diao-du-ren-wu-fa-bu-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调度任务发布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3.1.4 出租汽车调度任务下发范围 

编号：DY031001004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调度任务下发范围 

中文全拼：chu-zu-qi-che-diao-du-ren-wu-xia-fa-fan-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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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出租汽车调度任务下发范围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00 

13.3.2.3.1.5 调度人员姓名 

编号：DY031001005 

数据元名称：调度人员姓名 

中文全拼：diao-du-ren-yuan-xing-ming 

定义：调度人员姓名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3.2 出租汽车调度任务反馈信息 

13.3.2.3.2.1 出租汽车车牌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1 出租汽车车牌号牌。 

13.3.2.3.2.2 出租汽车调度反馈内容 

编号：DY031002001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调度反馈内容 

中文全拼：chu-zu-qi-che-diao-du-ren-wu-fan-kui-nei-rong 

定义：出租汽车调度反馈内容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0 

13.3.2.3.2.3 出租汽车调度反馈时间 

编号：DY03100200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调度反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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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chu-zu-qi-che-diao-du-fan-kui-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调度反馈内容描述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3.2.4 出租汽车调度反馈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12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13.3.2.3.3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管理信息 

13.3.2.3.3.1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任务说明 

编号：DY031003001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任务说明 

中文全拼： 

chu-zu-qi-che-che-zai-she-bei-yuan-cheng-sheng-ji-ren-wu-shuo-min

g 

定义：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任务说明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13.3.2.3.3.2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开始时间 

编号：DY03100300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开始时间 

中文全拼： 

chu-zu-qi-che-che-zai-she-bei-yuan-cheng-sheng-ji-kai-shi-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开始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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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3.3.3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结束时间 

编号：DY031003003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结束时间 

中文全拼： 

chu-zu-qi-che-che-zai-she-bei-yuan-cheng-sheng-ji-jie-shu-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结束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3.3.4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车辆列表 

编号：DY031003004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车辆列表 

中文全拼： 

chu-zu-qi-che-che-zai-she-bei-yuan-cheng-sheng-ji-che-liang-lie-biao 

定义：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远程升级车辆列表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000 

13.3.2.3.4 出租汽车远程控制信息 

13.3.2.3.4.1 出租汽车远程控制任务说明 

编号：DY031004001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远程控制任务说明 

中文全拼：chu-zu-qi-che-yuan-cheng-kong-zhi-ren-wu-shuo-ming 

定义：出租汽车远程控制任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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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0 

13.3.2.3.4.2 出租汽车远程控制类别 

编号：DY03100400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远程控制类别 

中文全拼：chu-zu-qi-che-yuan-cheng-kong-zhi-lei-bie 

定义：出租汽车远程控制类别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an1 

值域：见表 129 出租汽车远程控制类别代码。 

13.3.2.3.4.3 出租汽车远程控制开始时间 

编号：DY031004003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远程控制开始时间 

中文全拼：chu-zu-qi-che-yuan-cheng-kong-zhi-kai-shi-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远程控制开始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3.4.4 出租汽车远程控制结束时间 

编号：DY031004004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远程控制结束时间 

中文全拼：chu-zu-qi-che-yuan-cheng-kong-zhi-jie-shu-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远程控制结束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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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3.4.5 出租汽车远程控制车辆列表 

编号：DY031004005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远程控制车辆列表 

中文全拼：chu-zu-qi-che-yuan-cheng-kong-zhi-che-liang-lie-biao 

定义：出租汽车远程控制车辆列表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000 

13.3.2.3.4.6 操作人员姓名 

编号：DY031004006 

数据元名称：操作人员姓名 

中文全拼：cao-zuo-ren-yuan-xing-ming 

定义：操作人员姓名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4 出租汽车应急指挥管理信息 

13.3.2.4.1 出租汽车报警信息 

13.3.2.4.1.1 报警信息来源 

编号：DY031101001 

数据元名称：报警信息来源 

中文全拼：bao-jing-xin-xi-lai-yuan 

定义：报警信息来源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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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n1 

值域：1—驾驶员触动报警开关报警，2—驾驶员电话报警，3—其他 

13.3.2.4.1.2 报警车牌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1 出租汽车车牌号牌。 

13.3.2.4.1.3 报警车牌颜色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2 出租汽车车牌颜色。 

13.3.2.4.1.4 报警人姓名 

编号：DY031101002 

数据元名称：报警人 

中文全拼：bao-jing-ren 

定义：报警人姓名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 

13.3.2.4.1.5 报警人电话 

编号：DY031101003 

数据元名称：报警人电话 

中文全拼：bao-jing-ren-dian-hua 

定义：报警人电话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4.1.6 报警信息接收时间 

编号：DY031101004 

数据元名称：报警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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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bao-jing-kai-shi-shi-jian 

定义：报警开始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4.2 出租汽车警情处理信息 

13.3.2.4.2.1 报警确认类型 

编号：DY031102001 

数据元名称：报警确认类型 

中文全拼：bao-jing-que-ren-lei-xing 

定义：报警确认类型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0—误报警，1—真实报警 

13.3.2.4.2.2 预警确认时间 

编号：DY031102002 

数据元名称：预警确认时间 

中文全拼：yu-jing-que-ren-shi-jian 

定义：预警确认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4.2.3 警情处理结果 

编号：DY031102007 

数据元名称：警情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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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jing-qing-chu-li-jie-guo 

定义：警情处理结果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13.3.2.4.2.4 警情处理开始时间 

编号：DY031102008 

数据元名称：警情处理时间 

中文全拼：jing-qing-chu-li-shi-jian 

定义：警情处理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 

13.3.2.4.2.5 警情处理结束时间 

编号：DY031102008 

数据元名称：警情处理时间 

中文全拼：jing-qing-chu-li-shi-jian 

定义：警情处理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 

13.3.2.4.2.6 警情处理人姓名 

编号：DY031102009 

数据元名称：警情处理人姓名 

中文全拼：jing-qing-chu-li-ren-xing-ming 

定义：警情处理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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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4.3 应急运力调度信息 

13.3.2.4.3.1 应急运力调度任务来源 

编号：DY031103001 

数据元名称：应急运力调度任务来源 

中文全拼：ying-ji-yun-li-diao-du-ren-wu-lai-yuan 

定义：应急运力调度任务来源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1—出租汽车公司，2—行业管理部门 

13.3.2.4.3.2 出租汽车应急调度任务内容 

编号：DY03110300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应急调度任务内容 

中文全拼：chu-zu-qi-che-ying-ji-diao-du-ren-wu-nei-rong 

定义：出租汽车应急调度任务内容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13.3.2.4.3.3 出租汽车应急调度任务下发范围 

编号：DY031103003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应急调度任务下发范围 

中文全拼：chu-zu-qi-che-ying-ji-diao-du-ren-wu-xia-fa-fan-wei 

定义：出租汽车应急调度任务下发范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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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000 

13.3.2.4.3.4 出租汽车应急调度开始时间 

编号：DY031103004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应急调度开始时间 

中文全拼：chu-zu-qi-che-ying-ji-diao-du-kai-shi-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应急调度开始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 

13.3.2.4.3.5 出租汽车应急调度结束时间 

编号：DY031103005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应急调度结束时间 

中文全拼：chu-zu-qi-che-ying-ji-diao-du-jie-shu-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应急调度结束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 

13.3.2.4.3.6 出租汽车应急调度结果描述 

编号：DY031103006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应急调度结果描述 

中文全拼：chu-zu-qi-che-ying-ji-diao-du-jie-guo-miao-shu 

定义：出租汽车应急调度结果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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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4.3.7 应急运力调度人员姓名 

编号：DY031103007 

数据元名称：应急运力调度人员姓名 

中文全拼：ying-ji-yun-li-diao-du-ren-yuan-xing-ming 

定义：应急运力调度人员姓名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5 出租汽车电召调度管理信息 

13.3.2.5.1 电召订单受理信息 

13.3.2.5.1.1 订单类型 

编号：DY031201001 

数据元名称：订单类型 

中文全拼：ding-dan-lei-xing 

定义：订单类型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即时订单，2—预约订单，3—指派订单，4—固定点服务 

13.3.2.5.1.2 订单来源 

编号：DY031201002 

数据元名称：订单来源 

中文全拼：ding-dan-lai-yuan 

定义：订单来源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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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n1 

值域：1—人工电话服务，2—自动语音服务，3—互联网，4—固定召车点 

13.3.2.5.1.3 乘客姓名 

编号：DY031201003 

数据元名称：乘客姓名 

中文全拼：cheng-ke-xing-ming 

定义：电召乘客姓名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5.1.4 乘客性别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2 出租汽车驾驶员性别 

13.3.2.5.1.5 乘客电话 

编号：DY031201004 

数据元名称：乘客电话 

中文全拼：cheng-ke-dian-hua 

定义：电召乘客电话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5.1.6 叫车数量 

编号：DY031201005 

数据元名称：叫车数量 

中文全拼：jiao-che-shu-liang 

定义：乘客叫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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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3 

13.3.2.5.1.7 乘车地点 

编号：DY031201006 

数据元名称：乘车地点 

中文全拼：cheng-che-di-dian 

定义：乘车地点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13.3.2.5.1.8 乘车地点-纬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7 出租汽车纬度。 

13.3.2.5.1.9 乘车地点-经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8 出租汽车经度。 

13.3.2.5.1.10 来电时间 

编号：DY031201007 

数据元名称：来电时间 

中文全拼：lai-dian-shi-jian 

定义：乘客电召来电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 

13.3.2.5.1.11 乘车时间 

编号：DY031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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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预约时间 

中文全拼：yu-yue-shi-jian 

定义：乘客电召预约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 

13.3.2.5.1.12 业务描述 

编号：DY031201009 

数据元名称：业务描述 

中文全拼：ye-wu-miao-shu 

定义：订单业务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0 

13.3.2.5.2 电召任务调度信息 

13.3.2.5.2.1 订单下发时间 

编号：DY031202001 

数据元名称：订单下发时间 

中文全拼：ding-dan-xia-fa-shi-jian 

定义：电召订单下发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5.2.2 订单下发车辆列表 

编号：DY031202002 

数据元名称：订单下发车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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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ding-dan-xia-fa-che-liang-lie-biao 

定义：订单下发车辆列表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0 

13.3.2.5.2.3 抢单车辆列表 

编号：DY031202003 

数据元名称：抢单车辆列表 

中文全拼：qiang-dan-che-liang-lie-biao 

定义：抢单车辆列表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0 

13.3.2.5.2.4 成功抢单车辆号牌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1 出租汽车车牌号牌。 

13.3.2.5.2.5 成功抢单时间 

编号：DY031202004 

数据元名称：成功抢单时间 

中文全拼：cheng-gong-qiang-dan-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成功抢单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5.2.6 任务分配确认时间 

编号：DY031202005 

数据元名称：任务分配确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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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ren-wu-fen-pei-que-ren-shi-jian 

定义：任务分配确认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5.2.7 订单执行状态 

编号：DY031202006 

数据元名称：订单执行状态 

中文全拼：ding-dan-zhi-xing-zhuang-tai 

定义：电召订单执行状态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0—已执行，1—未执行 

13.3.2.5.2.8 任务完成确认时间 

编号：DY031202007 

数据元名称：任务完成确认时间 

中文全拼：ren-wu-wan-cheng-que-ren-shi-jian 

定义：任务完成确认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5.2.9 取消订单原因 

编号：DY031202008 

数据元名称：取消订单原因 

中文全拼：qu-xiao-ding-dan-yuan-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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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取消订单原因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 

13.3.2.5.2.10 任务完成评价内容 

编号：DY031202009 

数据元名称：任务完成评价内容 

中文全拼：ren-wu-wan-cheng-ping-jia-nei-rong 

定义：任务完成评价内容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非常满意，2—满意，3—不满意，4—其他 

13.3.2.5.3 客户电召档案信息 

13.3.2.5.3.1 客户类型 

编号：DY031203001 

数据元名称：客户类型 

中文全拼：ke-hu-lei-xing 

定义：客户类型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宾馆，2—公司，3—个人，4—其他 

13.3.2.5.3.2 客户等级 

编号：DY031203002 

数据元名称：客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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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ke-hu-deng-ji 

定义：客户等级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VIP 客户，2—普通客户，3—黑名单客户，4—其他 

13.3.2.5.3.3 客户名称 

编号：DY031203003 

数据元名称：客户名称 

中文全拼：ke-hu-ming-cheng 

定义：客户名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5.3.4 客户（乘客）性别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2 出租汽车驾驶员性别。 

13.3.2.5.3.5 客户常用联系电话 

编号：DY031203004 

数据元名称：客户常用联系电话 

中文全拼：ke-hu-chang-yong-lian-xi-dian-hua 

定义：客户常用联系电话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5.3.6 常用乘车地点 1 

编号：DY0312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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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常用乘车地点 

中文全拼：chang-yong-cheng-che-di-dian1 

定义：客户常用乘车地点 1 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13.3.2.5.3.7 常用乘车地点 1-纬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7 出租汽车纬度。 

13.3.2.5.3.8 常用乘车地点 1-经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8 出租汽车经度。 

13.3.2.5.3.9 常用乘车地点 2 

编号：DY031203006 

数据元名称：常用乘车地点 

中文全拼：chang-yong-cheng-che-di-dian2 

定义：客户常用乘车地点 2 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13.3.2.5.3.10 常用乘车地点 2-纬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7 出租汽车纬度。 

13.3.2.5.3.11 常用乘车地点 2-经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8 出租汽车经度。 

13.3.2.5.3.12 其它常用乘车地点 

编号：DY031203007 

数据元名称：其它常用乘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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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qi-ta-chang-yong-cheng-che-di-dian 

定义：客户其它常用乘车地点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13.3.2.5.3.13 近一次乘车地点 

编号：DY031203008 

数据元名称：其它常用乘车地点 

中文全拼：zui-jin-yi-ci-cheng-che-di-dian 

定义：客户其它常用乘车地点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13.3.2.5.3.14 近一次乘车地点-纬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7 出租汽车纬度。 

13.3.2.5.3.15 近一次乘车地点-经度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2.1.8 出租汽车经度。 

13.3.2.5.3.16 电召总次数 

编号：DY031203009 

数据元名称：电召总次数 

中文全拼：dian-zhao-zong-ci-shu 

定义：乘客电召总次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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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5.3.17 电召成功次数 

编号：DY031203010 

数据元名称：电召成功次数 

中文全拼：dian-zhao-cheng-gong-ci-shu 

定义：电召成功总次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4 

13.3.2.5.3.18 电召取消次数 

编号：DY031203011 

数据元名称：电召取消次数 

中文全拼：dian-zhao-qu-xiao-ci-shu 

定义：电召取消总次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4 

13.3.2.5.3.19 电召爽约次数 

编号：DY031203012 

数据元名称：电召爽约次数 

中文全拼：dian-zhao-shuang-yue-ci-shu 

定义：电召爽约总次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4 

13.3.2.5.3.20 近一次爽约时间 

编号：DY03120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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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 近一次爽约时间 

中文全拼：zui-jin-yi-ci-shuang-yue-shi-jian 

定义： 近一次爽约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5.4 失物查找服务信息 

13.3.2.5.4.1 客户姓名 

编号：DY031204001 

数据元名称：客户姓名 

中文全拼：ke-hu-xing-ming 

定义：客户姓名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5.4.2 联系电话 

编号：DY031204002 

数据元名称：联系电话 

中文全拼：lian-xi-dian-hua 

定义：客户联系电话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5.4.3 来电时间 

编号：DY0312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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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来电时间 

中文全拼：lai-dian-shi-jian 

定义：来电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5.4.4 失物查找需求描述 

编号：DY031204004 

数据元名称：失物查找需求描述 

中文全拼：shi-wu-cha-zhao-xu-qiu-miao-shu 

定义：失物查找需求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13.3.2.5.4.5 查找结果类型 

编号：DY031204005 

数据元名称：查找结果类型 

中文全拼：cha-zhao-jie-guo-lei-xing 

定义：查找结果类型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找到，2—未找到 

13.3.2.5.4.6 查找结果描述 

编号：DY031204006 

数据元名称：查找结果描述 



 

 

156 

中文全拼：cha-zhao-jie-guo-miao-shu 

定义：查找结果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13.3.2.5.4.7 失物查找服务结束时间 

编号：DY031204007 

数据元名称：失物查找服务结束时间 

中文全拼：shi-wu-cha-zhao-fu-wu-jie-shu-shi-jian 

定义：失物查找服务结束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 

13.3.2.5.5 路线路况服务信息 

13.3.2.5.5.1 路线路况服务需求上报途径 

编号：DY031205001 

数据元名称：路线路况服务需求上报途径 

中文全拼：lu-xian-lu-kuang-fu-wu-xu-qiu-shang-bao-tu-jing 

定义：路线路况服务需求上报途径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调度屏，2—电话 

13.3.2.5.5.2 出租汽车驾驶员姓名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1 出租汽车驾驶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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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5.5.3 出租汽车驾驶员电话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8 出租汽车驾驶员联系电话 

13.3.2.5.5.4 路线路况服务上报时间 

编号：DY031205002 

数据元名称：路线路况服务上报时间 

中文全拼：lu-xian-lu-kuang-fu-wu-shang-bao-shi-jian 

定义：路线路况服务上报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5.5.5 路线路况服务需求说明 

编号：DY031205003 

数据元名称：路线路况服务需求说明 

中文全拼：lu-xian-lu-kuang-fu-wu-xu-qiu-shuo-ming 

定义：路线路况服务需求说明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0 

13.3.2.5.5.6 服务内容反馈方式 

编号：DY031205004 

数据元名称：服务内容反馈方式 

中文全拼：fu-wu-nei-rong-fan-kui-fang-shi 

定义：服务内容反馈方式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1—下发文本，2—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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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5.5.7 服务内容反馈时间 

编号：DY031205005 

数据元名称：服务内容反馈时间 

中文全拼：fu-wu-nei-rong-fan-kui-shi-jian 

定义：服务内容反馈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6 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档案信息 

13.3.2.6.1 乘客服务评价信息 

13.3.2.6.1.1 乘客服务评价车辆号牌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1 出租汽车车牌号牌。 

13.3.2.6.1.2 乘客服务评价车辆号牌颜色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2 出租汽车车牌颜色。 

13.3.2.6.1.3 乘客服务评价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12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13.3.2.6.1.4 乘客服务评价时间 

编号：DY031301001 

数据元名称：乘客服务评价时间 

中文全拼：cheng-ke-fu-wu-ping-jia-shi-jian 

定义：乘客服务评价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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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6.1.5 乘客服务评价意见 

编号：DY031301002 

数据元名称：乘客服务评价意见 

中文全拼：cheng-ke-fu-wu-ping-jia-yi-jian 

定义：乘客服务评价意见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非常满意，2—满意，3—不满意，4—其他 

13.3.2.6.2 乘客投诉管理信息 

13.3.2.6.2.1 投诉来源 

编号：DY031302001 

数据元名称：投诉来源 

中文全拼：tou-su-lai-yuan 

定义：投诉来源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电话，2—互联网 

13.3.2.6.2.2 投诉受理时间 

编号：DY031302002 

数据元名称：投诉受理时间 

中文全拼：tou-su-shou-li-shi-jian 

定义：投诉受理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160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6.2.3 投诉处理状态 

编号：DY031302003 

数据元名称：投诉处理状态 

中文全拼：tou-su-chu-li-zhuang-tai 

定义：投诉处理状态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受理；2—处理中；3—已处理完毕，并反馈给客户 

13.3.2.6.2.4 客户姓名 

编号：DY031302004 

数据元名称：客户姓名 

中文全拼：ke-hu-xing-ming 

定义：客户姓名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6.2.5 客户联系方式 

编号：DY031302005 

数据元名称：客户联系方式 

中文全拼：ke-hu-lian-xi-fang-shi 

定义：客户联系方式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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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6.2.6 投诉车牌号码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1 出租汽车车牌号牌。 

13.3.2.6.2.7 投诉车牌颜色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2 出租汽车车牌颜色。 

13.3.2.6.2.8 投诉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12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13.3.2.6.2.9 投诉处理结束时间 

编号：DY031302006 

数据元名称：投诉处理结束时间 

中文全拼：tou-su-chu-li-jie-shu-shi-jian 

定义：投诉处理结束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6.2.10 投诉处理结果类型 

编号：DY031302007 

数据元名称：投诉处理结果类型 

中文全拼：tou-su-chu-li-jie-guo-lei-xing 

定义：投诉处理结果类型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情况不属实，不予处理；2—情况处理，已处理相关人员 

13.3.2.6.2.11 投诉处理结果 

编号：DY0313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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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投诉处理结果 

中文全拼：tou-su-chu-li-jie-guo 

定义：投诉处理结果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200 

13.3.2.6.3 驾驶员电召服务诚信档案信息 

13.3.2.6.3.1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12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13.3.2.6.3.2 电召服务总次数 

编号：DY031303001 

数据元名称：电召服务总次数 

中文全拼：dian-zao-fu-wu-zong-ci-shu 

定义：完成电召任务的总次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3 

13.3.2.6.3.3 抢单成功后未服务次数 

编号：DY031303002 

数据元名称：抢单成功后未服务次数 

中文全拼：qiang-dan-cheng-gong-hou-wei-fu-wu-ci-shu 

定义：抢单成功后未服务次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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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6.3.4 服务完成后未报告次数 

编号：DY031303003 

数据元名称：服务完成后未报告次数 

中文全拼：fu-wu-wan-cheng-hou-wei-bao-gao-ci-shu 

定义：服务完成后未报告次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3 

13.3.2.6.3.5 驾驶员电召服务诚信评价等级 

编号：DY031303004 

数据元名称：驾驶员电召服务诚信评价等级 

中文全拼：jia-shi-yuan-dian-zhao-fu-wu-cheng-xin-ping-jia-den-gji 

定义：驾驶员电召服务诚信评价等级信息，如 AAA，AA，A 等等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7 出租汽车稽查管理信息 

13.3.2.7.1 出租汽车违章信息 

13.3.2.7.1.1 违章车辆号牌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1 出租汽车车牌号牌。 

13.3.2.7.1.2 违章车辆车牌颜色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2 出租汽车车牌颜色。 

13.3.2.7.1.3 违章车辆驾驶员姓名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1 出租汽车驾驶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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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7.1.4 违章车辆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12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13.3.2.7.1.5 出租汽车违章发生时间 

编号：DY031401001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违章发生时间 

中文全拼：chu-zu-qi-che-wei-zhang-fa-sheng-shi-jian 

定义：出租汽车违章发生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7.1.6 出租汽车违章发生地点 

编号：DY031401002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违章发生地点 

中文全拼：chu-zu-qi-che-wei-zhang-fa-sheng-di-dian 

定义：出租汽车违章发生地点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13.3.2.7.1.7 出租汽车违章类别代码 

编号：DY031401003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违章类别代码 

中文全拼：chu-zu-qi-che-wei-zhang-lei-bie-dai-ma 

定义：出租汽车违章类别代码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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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23 

13.3.2.7.1.8 出租汽车违章情况描述 

编号：DY031401004 

数据元名称：出租汽车违章描述 

中文全拼：chu-zu-qi-che-wei-zhang-miao-shu 

定义：出租汽车违章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500 

13.3.2.7.2 出租汽车违章处罚信息 

13.3.2.7.2.1 违章处罚编号 

编号：DY031402001 

数据元名称：违章处罚编号 

中文全拼：wei-zhang-chu-fa-bian-hao 

定义：违章处罚编号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13.3.2.7.2.2 违章处罚依据 

编号：DY031402002 

数据元名称：违章处罚依据 

中文全拼：wei-zhang-chu-fa-yi-ju 

定义：违章处罚依据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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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an..100 

13.3.2.7.2.3 违章处罚类型 

编号：DY031402003 

数据元名称：违章处罚类型 

中文全拼：wei-zhang-chu-fa-lei-xing 

定义：违章处罚依据类型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0—当场执行处罚，2—不当场执行处罚 

13.3.2.7.2.4 违章处罚决定日期 

编号：DY031402004 

数据元名称：违章处罚决定日期 

中文全拼：wei-zhang-chu- fa –jue-ding-ri-qi 

定义：违章处罚决定日期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 

13.3.2.7.2.5 违章处罚金额 

编号：DY031402005 

数据元名称：违章处罚金额 

中文全拼：wei-zhang-chu-fa-jin-e 

定义：违章处罚金额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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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元 

13.3.2.7.2.6 证件暂扣凭证号 

编号：DY031402006 

数据元名称：证件暂扣凭证号 

中文全拼：zheng-jian-zan-kou-ping-zheng-hao 

定义：证件暂扣凭证号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13.3.2.7.2.7 执法人员姓名 

编号：DY031402007 

数据元名称：执法人员姓名 

中文全拼：zhi-fa-ren-yuan-xing-ming 

定义：执法人员姓名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30 

13.3.2.7.2.8 执法人员证件号码 

编号：DY031402008 

数据元名称：执法人员证件号码 

中文全拼：zhi-fa-ren-yuan-zheng-jian-hao-ma 

定义：执法人员证件号码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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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7.2.9 违章处罚执行部门 

编号：DY031402009 

数据元名称：违章处罚执行部门 

中文全拼：wei-zhang-chu-fa-zhi-xing-bu-men 

定义：违章处罚执行部门描述 

数据元类型：字符型 

数据格式：an..100 

13.3.2.7.2.10 处罚执行状态 

编号：DY031402010 

数据元名称：处罚执行状态 

中文全拼：chu-fa-zhi-xing-zhuang-tai 

定义：处罚执行状态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0—未执行，1—已执行 

13.3.2.8 出租汽车营运收入信息 

13.3.2.8.1 出租汽车载客营运收入信息 

13.3.2.8.1.1 出租汽车号牌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1 出租汽车车牌号牌。 

13.3.2.8.1.2 出租汽车车牌颜色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2.2 出租汽车车牌颜色。 

13.3.2.8.1.3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引用本技术要求 13.3.2.1.3.12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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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8.1.4 乘客上车时间 

编号：DY031501001 

数据元名称：乘客上车时间 

中文全拼：cheng-ke-shang-che-shi-jian 

定义：乘客上车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8.1.5 乘客上车经度 

编号：DY031501002 

数据元名称：乘客上车经度 

中文全拼：cheng-ke-shang-che-jing-du 

定义：乘客上车经度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6 

13.3.2.8.1.6 乘客上车纬度 

编号：DY031501003 

数据元名称：乘客上车纬度 

中文全拼：cheng-ke-shang-che-wei-du 

定义：乘客上车纬度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6 

13.3.2.8.1.7 乘客下车时间 

编号：DY0315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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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乘客下车时间 

中文全拼：cheng-ke-xia-che-shi-jian 

定义：乘客下车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2.8.1.8 乘客下车经度 

编号：DY031501005 

数据元名称：乘客下车经度 

中文全拼：cheng-ke-xia-che-jing-du 

定义：乘客下车经度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6 

13.3.2.8.1.9 乘客下车纬度 

编号：DY031501006 

数据元名称：乘客下车纬度 

中文全拼：cheng-ke-xia-che-wei-du 

定义：乘客下车纬度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0，6 

13.3.2.8.1.10 营运时间 

编号：DY031501008 

数据元名称：营运时间 

中文全拼：ying-yun-shi-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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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本次营运时间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4 

计量单位：分钟 

13.3.2.8.1.11 等候时间 

编号：DY031501007 

数据元名称：等候时间 

中文全拼：deng-hou-shi-jian 

定义：等候时间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4 

计量单位：分钟 

13.3.2.8.1.12 营运里程 

编号：DY031501009 

数据元名称：营运里程 

中文全拼：ying-yun-li-cheng 

定义：营运里程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千米 

13.3.2.8.1.13 空驶里程 

编号：DY031501010 

数据元名称：空驶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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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ying-yun-li-cheng 

定义：空驶里程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千米 

13.3.2.8.1.14 营运收入金额 

编号：DY031501011 

数据元名称：营运收入金额 

中文全拼：ying-yun-shou-jin-e 

定义：营运收入金额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元 

13.3.2.8.1.15 乘客刷卡类型 

编号：DY031501012 

数据元名称：乘客刷卡类型 

中文全拼：cheng-ke-shua-ka-lei-xing 

定义：乘客刷卡类型描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1 

值域：1—城市公交一卡通，2—银行卡 

13.3.2.8.1.16 乘客刷卡交易金额 

编号：DY0315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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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名称：乘客刷卡交易金额 

中文全拼：cheng-ke-shua-ka-jiao-yi-jin-e 

定义：乘客刷卡交易金额数 

数据元类型：数字型 

数据格式：n..5 

计量单位：元 

13.3.2.8.1.17 刷卡消费金额到驾驶员账户时间 

编号：DY031501014 

数据元名称：刷卡消费金额到驾驶员账户时间 

中文全拼：shua-ka-xiao-fei-jin-e-dao-jia-shi-yuan-zhang-hu-shi-jian 

定义：刷卡消费金额到驾驶员账户时间 

数据元类型：时间型 

数据格式：YYYYMMDDhhmmss 

13.3.3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值域与值域代码 

13.3.3.1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代码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代码见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

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表 126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基础数据元引用的值域与值域索引表 

序号 名称 代码标识 引用标准 

1 出租汽车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DM_ZZJGDM GB/T 11714-1995 

2 行政区划名称与代码 DM_XZQHMCYDM GB/T 2260-2002的表125 

3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DM_JJLXDM GB/T 12402-2000 

4 企业经营范围 DM_QYJYFW JT/T415-2006 的表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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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经营许可证字 DM_QYJYXKZZ JT/T415-2006 的表 1252 

6 企业经营许可证号 DM_QYJYXKZH JT/T415-2006 的 5.2.2.3 

7 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与代码 DM_ZLXYKHDM JT/T415-2006 的表 1263 

8 业户经营状态与代码 DM_YHZKDM JT/T415-2006 的表 1262 

9 车牌颜色与代码 DM_CPYSDM JT/T415-2006 的表 1282 

10 燃料类型与代码 DM_RLLXDM JT/T415-2006 的表 1275 

11 道路运输证字 DM_DLYSZZ JT/T415-2006 的表 1252 

12 道路运输证号 DM_DLYSZH JT/T415-2006 的 5.4.1 

13 出租汽车经营范围 DM_CZQCJYFW JT/T415-2006 的表 1254 

14 出租汽车年度审验状态 DM_CZQCNDSYZT JT/T415-2006 的表 1274 

15 车辆营运状态代码 DM_CLZKDM JT/T415-2006 的表 1276 

16 性别与代码 DM_XBDM 
GB/T 2261.1-2003 的表

125 

17 民族与数字代码 DM_MZZMDM GB/T 3304-91 

18 学历与代码 DM_YLDM GB/T 4658-1991的表125 

19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类别 DM_JSYCYZGLB JT/T415-2006 的表 78 

20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DM_JSYCYZGZH JT/T415-2006 的 5.9.11 

21 驾驶证号 DM_JSZH GA 482-2004 

22 车型与代码 DM_ZJCXDM JT/T415-2006 的表 1280 

23 违法类型代码 DM_WFLXDM JT/T415-2006 的 5.7.5 

13.3.3.2 出租汽车报警标志位 

用报警标志位定义各种报警状态，各报警位 0 为正常，1 为报警，每位含义说

明见表 127 出租汽车报警标志位。 

表 127 出租汽车报警标志位 

报警标志位 名称 报警标志位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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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星定位天线未接或被剪断 8 超时停车 

2 卫星定位天线短路 9 进出区域/路线 

3 终端主电源欠压 10 路段行驶时间不足/过长 

4 终端主电源掉电 11 禁行路段行驶 

5 超速报警 12 车辆非法点火 

6 连续驾驶超时 13 车辆非法位移 

7 当天累计驾驶超时   

13.3.3.3 出租汽车设备运行状态位 

用设备运行状态位定义各种设备运行状态，各报设备运行状态位 0 为正常，1

为故障，每位含义说明见表 128 出租汽车报警标志位。 

表 128 出租汽车报警标志位 

报警标志位 名称 报警标志位 名称 

1 卫星定位模块故障 7 LED 广告屏故障 

2 
智能服务终端液晶（LCD）

显示屏故障 
8 液晶（LCD）显示屏故障 

3 语音合成（TTS）模块故障 9 安全访问模块故障 

4 摄像头故障 10 LED 顶灯故障 

5 计价器故障 11 车速传感器故障 

6 服务评价器故障   

13.3.3.4 出租汽车远程控制类别代码 

代码标识为：DM_CZQCYCKZLBDM，代码见表 129 出租汽车远程控制类别

代码。 

表 129 出租汽车远程控制类别代码 

代码 名称 报警标志位 名称 

0 恢复车辆油路 3 断开车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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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断开车辆油路 4 车门解锁 

2 恢复车辆电路 5 车门加锁 

14. 监控指挥中心建设技术要求 

以数据资源中心提供的数据资源为基础，建设大屏幕显示、值班坐席、视频会

议等系统，实现对出租汽车实时定位跟踪、报警监控、轨迹回放、远程控制、投

诉认定、电子围栏、禁入管理、出城登记、应急指挥和值班会商等功能，并能够

对出租汽车异动情况进行及时预警，便于行业管理部门及时发现问题，化解矛盾。  

14.1 功能要求 

监控指挥中心的功能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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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 

14.2 性能要求 

——支持系统 7×24 小时不间断运行；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故障恢

复时间不超过 1 小时； 

——出租汽车位置信息数据上传间隔不超过 15 秒；单次载客运营完成后，营

收数据上传且延迟不超过 10 秒；驾驶员上班签到、下班签退数据上传且延迟不超

过 10 秒； 

——对出租汽车下达指令响应时间不超过 10 秒。出租汽车辆报警、提醒响应

时间不超过 3 秒； 

——对异常聚集等事件的识别率达到 95%，识别时间不超过 3 分钟； 

——系统应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可拓展支持公交、班线客运、货运等营运车辆

监控信息接入与指挥调度。 

15. 电召服务中心建设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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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市统一特服电话号码，以呼叫中心、互联网等形式，为乘客提供电召调

度、预约服务、失物查找等服务；为出租汽车司机提供路线规划、地点及里程费

用查询、路况查询、外语翻译等服务，以此减少车辆空载巡游，缓解交通拥堵，

促进节能减排。 

15.1 功能要求 

电召服务中心的功能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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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 

呼叫中心系统应具有人工坐席管理、自动语音应答、班长席管理、呼叫队列管

理、自动话务分配（ACD）、录音管理等功能。 

15.2 性能要求 

——系统支持 7×24 小时不间断运行；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故障恢

复时间不超过 1 小时； 

——高峰期阻挡率（由于线路资源不足无法接入电召服务中心）小于 1%；高

峰期排队队列 长等待时间不超过 30 秒； 

——应支持 IP 座席和模拟座席混合使用，可以灵活、方便、可靠、高性价比

地支持 IP 分布式的扩展需求，并且支持各种网络拓扑的分布式结构； 

——应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可拓展支持公交线路、客运售票、搬家服务等城市

出行信息查询服务。 

16. 系统安全要求 

16.1 总体要求 

应依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17859）、《关于印发交

通运输电子政务网络及业务应用系统建设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等规范的要

求，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加强系统安全建设，总体应符合等级保护第二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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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物理安全 

运营专用设备在安装、维护时应避免改变车辆本身的电气结构与布线，保证不

会因为终端的安装而对车辆、司乘人员造成安全隐患。 

在数据资源中心、监控指挥中心及电召服务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应从环境安全

（防火、防水、防雷击等）设备和介质的防盗窃防破坏等方面保证系统物理层安

全，具体包括：物理位置的选择、物理访问控制、防盗窃和防破坏、防雷击、防

火、防水和防潮、防静电、温湿度控制、电力供应和电磁防护等。 

16.3 网络安全 

在智能服务终端与后台管理系统通讯过程中，通讯链路应支持加密传输方式。

有条件的地市，智能服务终端与后台管理系统的通讯网络可采用安全性更高的专

用接入点（APN）网络。 

在数据资源中心、监控指挥中心及电召服务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应采用防火墙、

入侵检测等先进技术，建立健全网络防护技术体系，并从可控性和可审计性两个

方面来保障不同网络信任域之间互联的安全。 

出租汽车企业接入数据资源中心时，应通过专线、虚拟专用网络（VPN）等安

全方式，并对用户身份进行认证，保障信息的保密性和不可篡改。 

16.4 系统安全 

应采用防病毒系统、漏洞扫描等先进技术，及时防御网络病毒和恶意代码的侵

害，能够及时检测到外部入侵和非法行为，并及时做出反应。 

应重点加强关键主机的防护和加固，全面提升操作系统的安全等级。 

运营专用设备数据采集服务器（通讯网关）、业务处理服务器等关键设备应采

用服务器集群的方式，一旦某台服务器出现故障，其他服务器能自动接管其工作，

避免数据丢失或操作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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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应用安全 

应采用公钥基础设施（PKI）、动态口令、身份认证等技术保证应用系统的安全

性，防止非法用户未经授权访问系统。 

系统应记录各种用户进行的任何与安全相关的操作日志，为内部人员非法操作

或发生安全事故后的追查和审计提供依据。系统日志记录至少保持 1 年以上。 

在车辆油路电路控制指令、智能顶灯防伪密标设置指令、计价器参数设置指令

等关键性指令下发过程中，应支持非对称加密算法，保证指令的机密性、不可伪

造性与不可抵赖性。 

16.6 数据安全 

系统用户名、密码、调度指令等关键数据应加密存储。 

应采用数据库审计工具对数据库的操作进行收集和评价，以保护数据资产的安

全、数据的完整。 

每个月应对数据进行全量备份；营运数据每天增量备份；其余数据每周增量备

份。应采用磁盘阵列、磁带库等可靠存储备份介质，提高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条件允许情况下，可建设异地数据冗灾中心。异地数据冗灾中心建设距离应考虑

与数据资源中心保持 10 公里以上；异地数据冗灾中心的核心硬件设备应尽量和数

据资源中心保持一致；重要的核心业务数据冗灾策略，应考虑完全同步的方式进

行数据实时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