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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1

平台技术规范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架构，以及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中政府监
管平台和企业监控平台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等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政府监管平台和企业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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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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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 17859-1999 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5658-2017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
JT/T 809-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
JT/T 825.2-2012 IC 卡道路运输证件 第 2 部分：IC 卡技术要求
JT/T 1077-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视频平台技术要求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技术规范（暂行）》
3

术语和定义

GB 17859-1999、GB/T 35658-2017、JT/T 809-2019、JT/T 825.2-2012、JT/T 1077-2016、《道路
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技术规范（暂行）》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intelligent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for vehicles engaged
in road transport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由行驶记录、卫星定位、实时视频、驾驶员身份识别、车辆运行监
测、驾驶员驾驶行为监测、设备失效监测等功能模块组成。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脸识别分
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政府监管和企业监控提供动态信息，实现对车辆和驾驶员实时监控、管理的综
合信息处理系统。
3.2
车载终端 vehicle terminal
车载终端(以下简称：终端)指满足车载工作环境要求，具备行驶记录、卫星定位、实时视频、驾驶
员身份识别、车辆运行监测、驾驶员驾驶行为监测、原车数据采集等功能，支持与其他车载电子设备进
行通信，并能够通过无线通信网络与平台进行信息交互的车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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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府监管平台 government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满足工作需求，实现对驾驶员、车辆、终端及企业监控平台进行监管和服务的平台。
3.4
企业监控平台 enterpris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企业自建或委托第三方技术单位建设的接受政府监管平台管理，实现与终端、政府监管平台间数据
交互，对接入车辆、驾驶员进行实时监控、查询、统计、服务和管理的平台。
3.5
处理率 processing rate
规定时间内正确处理报警事件的占比。

PPR 

N PR
 100 %
NN

式中：
PPR——处理率；
NPR——规定时间内正确处理报警事件数量；
NN——所有报警事件数量总和。
3.6
漏报率 missing report rate
单位时间内满足报警条件未报警事件的占比。

PFN 

NFN
 100 %
NP

式中：
PFN——漏报率；
NFN——满足报警条件未报警事件数量；
NP——满足报警条件事件数量总和。
4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架构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包括政府监管平台、企业监控平台、终端及相互间的通信网络。通
过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业务管理以及数据存储、统计、分析、交换、处理和共享。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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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5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架构

政府监管平台

5.1

基本功能
政府监管平台应满足 GB/T 35658-2017 中第 5 章的要求。

5.2

管理功能

5.2.1 预、报警管理
政府监管平台应能够接收企业监控平台和终端上传的原始预、报警数据，预、报警信息，报警附件，
报警处理信息，并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远程查看原始预、报警数据；
b) 查看、统计、分析企业监控平台和终端上传的预警信息、报警信息、报警附件、报警处理信息，
并支持按照需求生成不同类型的统计分析报表；
c) 对企业监控平台和终端上传的预、报警信息进行比对验证。
5.2.2

督办管理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根据管理要求对报警处理等情况进行自动督办或人工督办的功能。
5.2.3

企业监控管理评价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对企业监控平台运营、管理、使用等情况进行评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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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售后服务评价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对提供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社会化服务的平台服务商和终端厂商售后
服务等情况进行评价的功能。
5.2.5

终端运行监测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对终端运行状态与完备状态监测的功能，并支持根据管理需要从企业监控平台
或终端获取相关信息及数据。
5.2.6

离线位移监测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对终端离线时位置与再次上线时位置进行对比分析的功能，并支持对终端离线
时车辆发生位移情况进行记录、统计和分析。
5.2.7

数据补传标记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对补传数据进行标记的功能。
5.2.8

巡检功能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对企业监控平台和终端下发巡检指令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监控平台监控
人员身份识别及查岗、驾驶员身份识别、车辆运行监测、驾驶员驾驶行为监测。
5.2.9

信息发布

政府监管平台应能够根据管理要求将相关信息下发至企业监控平台和终端，下发内容包括：
a) 下发至企业监控平台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政策信息、行车路线或营运区域、临时政策性限行（禁
行）信息和风险源信息；
b) 下发至终端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用于驾驶员身份识别所需的相关信息。
5.2.10

车辆长时间离线提示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车辆离线时间超过设定时间进行提示的功能。
5.2.11

漏报监测

对于企业监控平台和终端都能触发的报警，政府监管平台应支持当监测到企业监控平台或终端出现
漏报时，将对应报警信息下发至企业监控平台，并支持对报警漏报情况和漏报率进行记录、对比、统计
和分析。
5.2.12

终端休眠异常监测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实时监测终端休眠情况的功能，并支持对终端休眠异常情况进行记录、统计和
分析。
5.2.13

异地经营监测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异地经营车辆监测的功能，并支持根据不同类型车辆设置监测规则。
5.2.14

连接监测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实时监测与企业监控平台、终端连接情况的功能，并支持对连接情况进行统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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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提示。
5.3

统计分析

5.3.1

车辆数据统计分析

政府监管平台应能够对车辆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支持按照需求生成不同类型的统计分析报表，
并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车辆统计信息展示，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入网率、车辆上线率、轨迹完整率、数据合格率、卫星
定位漂移车辆率、平均车辆超速次数、平均疲劳驾驶时长；
b) 车辆数据变化规律分析，能够以图表等直观形式展示车辆统计信息的变化规律；
c) 与运政管理系统车辆基础数据的比对校验；
d) 通过车辆、驾驶员等方式查询车辆运营信息，并支持与相关系统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e) 车辆预、报警及位置信息统计查询。
5.3.2

驾驶员驾驶行为统计分析

政府监管平台应能够对驾驶员驾驶行为进行统计分析，支持按照需求生成不同类型的统计分析报
表，并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建立驾驶员档案库，支持通过运政管理系统将驾驶员信息同步到驾驶员档案库；驾驶员档案库
应包括但不限于驾驶员姓名、所属企业、从业资格证号、发证机关、证件有效期、驾驶员人脸
信息；
b) 建立驾驶员驾驶行为档案库，驾驶员驾驶行为档案库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驾驶员身份信息、驾驶
员人脸信息和驾驶行为数据；
c) 通过对预、报警信息和车辆状态信息分析，实现驾驶员驾驶行为评分，并将评分结果计入驾驶
员驾驶行为档案库。
5.3.3

报警处理情况统计分析

政府监管平台应能够对报警处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支持按照需求生成不同类型的统计分析报表，
并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对超速报警设置持续时间阈值，支持按照超速报警持续时间阈值，对超速报警进行分析；
b) 分析选定时间段内企业监控平台所有报警响应时间、处理结果和处理率等相关信息；
c) 分析选定时间段内报修响应时间、处理结果和处理率等相关信息；
d) 分析选定不同时间段企业监控平台平均报警响应时间、处理率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并按需求以
直观图表形式展示。
5.3.4

历史数据连续性分析

政府监管平台应能够对指定车辆的历史数据连续性进行分析，支持按照需求生成不同类型的统计分
析报表，并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车辆定位数据中断情况统计分析；
b) 将中断的时间节点、位置信息等以表格、图文等方式展示，能定位到电子地图进行查看；支持
设置中断的时长，分析不同中断时长的情况，重点排查人为因素造成车辆不定位的情况。
5.3.5

途经点统计

政府监管平台应具备车辆途经点统计的功能，支持按照运输企业、车辆、车辆途经顺序等方式统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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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监控平台

6.1

基本功能
企业监控平台应满足 GB/T 35658-2017 中第 6 章的要求。

6.2

报警和报警处理

6.2.1

预、报警展示

企业监控平台应能够接收并展示由终端和平台触发的全部预、报警，并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应能自行根据业务需求触发超速报警、路线偏离报警、禁行路段/区域报警、人证不符报警等，
并支持向终端自动下发提示信息或采取人工干预方式提醒驾驶员；
b) 实时接收展示完整报警信息及附件；
c) 自动弹窗展示事故报警信息及终端上传的实时视频；
d) 报警展示提示策略设置功能，触发报警或接收到报警信息时，根据不同报警类型能够通过图标、
弹窗、提示音、发送短信等方式进行差异化提示；在单位时间或单位里程内接收到来自同一辆
车的相同报警超过一定数量，可根据策略更换提示方式。
6.2.2

预、报警处理

企业监控平台应能够对终端上传的预、报警信息和平台触发的报警信息进行处理，支持将预、报警
信息及报警处理信息实时上传至政府监管平台，响应政府监管平台下发的督办指令，并至少具备以下功
能：
a) 接收到预警时，应记录并存储预警信息；
b) 接收到报警时，应记录并存储报警信息及报警附件，同时提示监控人员；
c) 接收到 IC 卡从业资格证模块故障报警、驾驶员 IC 卡读卡失败报警时，应按实际情况进行人工
干预，核实驾驶员身份后，触发驾驶员身份识别动态比对功能；
d) 具备自动将报警信息与驾驶员、车辆、运输企业等信息进行关联的功能；
e) 具备分析、判断报警是否存在误报、漏报的功能，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人工干预；
f) 能够根据报警类型设置最大处理时间，超出时间未处理，能够进行提示。
6.2.3

预、报警查询

企业监控平台应能够对预、报警信息进行查询，并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按车辆号牌、驾驶员、报警类型、时间、终端厂商、终端型号、运输企业等需求查询预、报警
信息；
b) 报警信息及报警附件查看、播放、下载。
6.2.4

分路段限速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根据终端上传的定位信息，实时将平台中电子地图该路段对应车型限速值下发
至终端的功能。应能实现超速报警，并对超速报警进行提示、处理和按时间轴方式记录。
6.2.5

路线偏离报警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车辆在当前运次内偏离政府监管平台下发的行车路线或营运区域时触发路线
偏离报警的功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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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禁行路段/区域报警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车辆驶入企业监控平台下发的禁行路段/区域时触发禁行路段/区域报警的功
能。
6.3

驾驶员管理

6.3.1

驾驶员信息管理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建立驾驶员档案库的功能，支持通过终端获取 IC 卡从业资格证信息，并将信
息同步到驾驶员档案库。驾驶员档案库应包括但不限于驾驶员姓名、所属企业、从业资格证号、发证机
关、证件有效期、驾驶员人脸信息。
6.3.2

驾驶员身份识别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通过终端获取并存储驾驶员 IC 卡从业资格证信息，与对应车辆绑定的功能。
当下发巡检指令时，应支持接收终端采集上传的驾驶员人脸信息与驾驶员档案库中对应驾驶员人脸信息
进行比对功能，比对未通过触发人证不符报警。
6.3.3

驾驶员驾驶行为统计分析

企业监控平台应建立驾驶员驾驶行为档案库，具备通过预、报警信息和车辆状态信息对驾驶员的驾
驶行为进行统计、分析和评分的功能，支持按照需求生成不同类型的统计分析报表，并将评分结果计入
驾驶员驾驶行为档案库。
6.4

车辆管理

企业监控平台应能对车辆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按照需求生成不同类型的统计分析报表，并至少
具备以下功能：
a) 车辆统计信息展示，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入网率、车辆上线率、轨迹完整率、数据合格率、卫星
定位漂移车辆率、平均车辆超速次数、平均疲劳驾驶时长；
b) 车辆数据变化规律分析，能够以图表等直观形式展示车辆统计信息的变化规律；
c) 通过车辆、驾驶员等方式查询车辆运营信息；
d) 车辆预、报警及位置信息统计查询。
6.5

终端管理

6.5.1

终端信息管理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对终端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记录所有入网车辆安装终端的厂商、型号、ID、
序列号、软硬件版本号、生产日期、安装车辆号牌、安装时间、联系电话、运输企业、相关标准规范检
验合格日期等。应支持按照车辆号牌、厂商、型号等条件查询相关终端信息，并支持对终端信息的更新、
修改及删除。实时将相关信息上传至政府监管平台。
6.5.2

终端参数管理

企业监控平台终端参数管理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通过无线网络下发指令获取终端参数；
b) 通过无线网络下发指令修改终端参数；
c) 支持多终端同时下发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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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终端版本升级与管理

企业监控平台终端版本升级与管理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通过无线网络下发指令获取终端版本信息；
b) 终端版本文件管理；
c) 通过无线网络下发指令控制终端进行升级，支持多终端同时下发指令；
d) 终端升级策略设置，实现终端定时、分批次升级，同时能够跟踪终端升级结果。
6.5.4

终端运行监测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对终端运行状态与完备状态监测功能，并支持根据管理需要从终端获取相关信
息及数据。
6.6

业务功能

6.6.1

历史数据连续性分析

企业监控平台应能够对指定车辆的历史数据连续性进行分析，支持按照需求生成不同类型的统计分
析报表，并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车辆定位数据中断情况统计分析；
b) 将中断的时间节点、位置信息等以表格、图文等方式展示，能定位到电子地图进行查看；支持
设置中断的时长，分析不同中断时长的情况，重点排查人为因素造成车辆不定位的情况。
6.6.2

车辆长时间离线提示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车辆离线时间超过设定时间进行提示的功能。
6.6.3

车辆在线时长统计分析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车辆在线时长统计功能，可按照运输企业、车辆、行政区域等方式统计，并支
持按照需求生成不同类型的统计分析报表。
6.6.4

数据补传标记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对补传数据进行标记的功能。
6.6.5

信息交互

企业监控平台应能与政府监管平台和终端之间进行信息交互，并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接收并处理政府监管平台下发的相关信息；
b) 按要求上传相关信息至政府监管平台；
c) 下发相关信息至终端，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政策信息、行车路线或营运区域、临时政策性限行（禁
行）信息和风险源信息。
6.6.6

连接监测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实时监测与政府监管平台、终端连接情况的功能，并支持对连接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和提示。
6.6.7

漏报监测

对于企业监控平台和终端都能触发的报警，应支持当监测到终端出现漏报时，将对应提示信息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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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终端。同时将漏报报警信息上传政府监管平台，并支持对报警漏报情况和漏报率进行记录、对比、统
计和分析。
6.6.8

离线位移监测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对终端离线时位置与再次上线时位置进行对比分析的功能，并支持对终端离线
时车辆发生位移情况进行记录、统计和分析，同时提示相关人员。
6.6.9

用户使用日志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记录、存储用户使用日志的功能，并支持根据巡检指令上传用户使用日志。
6.6.10

巡检功能

企业监控平台巡检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
b)

6.6.11

向终端下发巡检指令，包括但不限于驾驶员身份识别、车辆运行监测、驾驶员驾驶行为监测；
接收政府监管平台下发的巡检指令，包括但不限于监控人员身份识别及查岗；支持采集监控人
员人脸信息上传政府监管平台，并接收巡检结果信息。
途经点统计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车辆途经点统计的功能，支持按照运输企业、车辆、车辆途经顺序等方式统计。
6.6.12

报修功能

企业监控平台接收到终端上传的设备失效报警时，自动生成报修信息，经监控人员确认后，生成维
修单并通知相关人员进行处理，支持将报修信息及报修处理信息实时上传至政府监管平台。报修信息及
报修处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终端厂商、型号、故障类型、车辆号牌、运输企业、报修日期、完成维修日
期。
7

性能与其他要求

7.1

平台总体性能
总体性能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 7×24 小时不间断运行；
b) 在无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故障恢复时间不超过 120min；
c) 终端在非休眠状态下上传车辆动态数据时间间隔为 5s；
d) 单个界面完全打开时间不超过 3s；
e) 单条历史报警信息查询响应时间不超过 5s。

7.2

报警处理时间
企业监控平台报警处理时间不超过 10min。

7.3

平台车辆接入性能
平台车辆接入性能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政府监管平台具备智能视频监控预、报警数据及定位数据高并发处理能力：平均 10 000 条/s、
峰值 50 000 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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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7.4

企业监控平台具备智能视频监控预、报警数据及定位数据高并发处理能力：平均 2 000 条/s、
峰值 6 000 条/s；
政府监管平台能支持至少 500 000 台终端接入，支持显示超过 100 000 个动态目标；
企业监控平台能支持至少 20 000 台终端接入，支持超过 20 000 个动态目标的监控能力。

平台响应时间

最大并发用户数达到系统设计要求的并发要求用户数时，各事务平均响应时间不应超过单用户平均
响应时间的 5 倍。
7.5

地图数据质量
电子地图数据质量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电子地图应使用国家测绘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电子地图；
b) 电子地图更新频率不少于每季度 1 次。

7.6

网络传输
政府监管平台与企业监控平台之间通过互联网或者专线网络形式进行连接。
政府监管平台与终端之间通过无线通信网络连接。
企业监控平台与终端之间通过无线通信网络连接。

7.7

数据存储和备份
数据存储和备份要求如下：
a) 政府监管平台全量数据存储 1 年；
b) 企业监控平台全量数据存储不少于 183 天，违法驾驶信息存储 3 年；
c) 建立数据备份机制，每周对数据进行增量备份，每月对数据进行全量备份，备份数据存储时间
不得少于 3 年，系统数据恢复时间不超过 5h。

7.8

安全要求
平台安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满足 GB/T 35658-2017 中 7.4 的要求；
b) 满足 GB/T 22239-2019 第 3 级及以上安全要求；
c) 采用日志对操作、接收及发送的数据记录，至少存储 1 年日志数据，对违法驾驶信息的操作日
志存储时间不少于 3 年。

7.9

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通信网关、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独立部署；
b) 数据库服务器能支持大数据量存储与检索；
c) 局域网网络数据交换速度应不低于 1G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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