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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概述

根据用车改革的需要，根据“互联网＋车辆出行”的设计理念，

通过采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北斗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等技术，建

立提供用车出行、申请审核、调度派车、结算、监管等一站式服务的

平台体系，科学的、动态的、实时的、高效的对车辆进行调度和管理，

进一步提升公务出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

平台的技术特点采用面向服务者的 SOA 系统架构，方便管理者

未来二次开发和搭建在服务平台上的各种应用。平台提供大容量数据

分布式数据存储方式，支持扩容，同时提供容灾、备份管理，保证系

统数据安全可靠。

平台采用数字认证加密方法，提供可靠的数据安全传输方式，确

保数据安全。

目前集团企业级平台设计容量接入车辆 50000 台，可容纳在线用

户并发访问量 2000 个，可同时并发接入 100万个数据包通信。

平台功能卓越，申请流程通过后，实时自动更新最新数据。建立专门

地图服务器，提供百度图、卫星图、实景图和本地化地图，地图选择

多样，加载速度快。车辆采用最新的北斗智能车载终端，实现车与平

台互联互通，确保行车记录及驾驶安全。

平台的七大功能模块：用车管理、调度中心、经费结算、实时监

控管理、安全管理、统计分析、后台管理。这七个模块互联互通，有

机结合。在整个登录界面可以看到整体车辆分布情况、车辆信息情况、

出行费用情况、用车情况、行驶里程、各类统计报表等综合数据。



一、信息平台建设的要求

1.用车高效

通过手机、电脑等访问方式，随时随地实现用车申请、审核和调

度派车等流程，为用车管理提供无纸化办公、提高工作效率。

2.费用可控

用车信息全程在线记录，实时掌握公务用车事由、轨迹、里程和

结算等业务数据，实现出行费用清晰明了。

3.科学监管

通过车联网技术实时查看车辆运行状态、统计用车里程、日常维

修保养、费用管理等信息，实现监管规范透明。

二、信息平台建设的体系

信息平台结合用车综合服务管理和用车出行的需要，通过“车辆

管理服务标准化、出行服务标准化”使信息化平台和制度体系实现无

缝融合，有力保障全省、市、县及国有企事业参改单位用车改革顺利

实施。

三、信息平台建设的构架

车辆综合服务管理信息平台要实现对用车日常出行的精准掌握，

为车辆管理提供有效依据，实现对车辆运行的流程化、动态化、网络



化、透明化、人性化管理。主要有下列技术支持：

1、北斗智能车载终端

通过“互联网＋”属性的智能硬件终端，内置实时操作系统，快

速有效地实现对车辆行驶数据的感知、采集和云传输，实现对车辆定

位和轨迹跟踪，记录车辆违章、保险、维修、保养、加油等信息，确

保数据统计和分析更加科学高效。

2、云服务平台

采用“laas、paas、saas”三层云技术架构，提供用车“申请、

审核、调度、派车、归队、结算、服务评价”等一体的流程服务内容。

同时实现平台免安装，并通过 U盾加密登录方式，提升系统安全保障。

3、手机端和电脑端互联互通

要通过手机端和电脑端两个端口的应用，可以实现方便和快捷的

完成用车申请、用车审核、调度派车以及费用统计等，能够自由地实

现用车业务的处理、数据的查验和与云服务平台的无缝对接。

四、信息化平台建设的功能

1、车辆监督管理平台

车辆监督管理平台可以向管理部门用车管理的信息化平台，能做

到以下三个“监管”功能。



1)可以监管单位自留车辆、包含集团、分公司公务车辆的运行情

况。通过信息化平台能够查看车辆的档案信息、日常维护以及使用情

况等，用车管理清晰透明。

2)可以监管外围已经入围的租赁车辆，以及下步招标入围的租赁

公司车辆的服务质量。通过信息化平台能够核查维护、保险、加油、

年检、里程统计、出行及租赁费用等，保证用车费用节约可控。

3)可以监管用车费用节支率完成情况。信息化平台能够提供交通

经费管理、单位用车费用预警以及节支率分析等，实现监管科学有效，

为决策提供依据。

2、用车服务保障平台

用车服务保障平台是为集团单位提供“申请用车、审核、调度、

派车、结算”的一站式服务。能做到以下三个“保障”功能。

1)保障单位自留车辆使用和日常管理，通过平台规范使用车辆，

实行车辆年检、保险、维修等基础信息管理和车辆使用情况、车辆运

行费用统计分析等，确保管理。

2)保障所属分公司车辆使用和日常管理，确保用车“申请、审核、

调度、派车、归队、结算、服务评价”等一体的流程服务内容。

3)保障出行社会化租赁服务，平台可以向入围社会化租赁公司提

交用车申请，租赁公司调度派车，并实现租车费用实时结算等，确保

出行更加便捷透明。

4)保障交通费用节支管理，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实际支出费用，合



理分配公务交通经费，确保支出费用可控。

3、跨部门统一调度服务平台

跨部门统一调度服务平台是向集团、分公司公务用车服务中心提

供车辆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实现对用车单位申请的处理、结算统计的

报表打印、车辆的管理等功能，保障用车单位快捷用车、费用透明、

服务高效。

五、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模块

软件共有八个功能模块：用车申请、资源管理、车务管理、运营

管理、卫星监控、调度中心、电子围栏、系统设置

1.用车申请

用车申请



审批处理

车辆调度



2.资源管理

3.车务管理

以车辆为中心建立全面电子档案。支持集团化管理，总部可以查

看管理所有车辆，各下属机构只能管理本机构车辆，强化成本核算，

各种费用归集到车、归集到人，便于成本统计和核算，智能化高，提

供智能提醒与智能调度功能。



3.1 车辆档案管理

包括车辆档案、司机档案、车辆和司机的证照档案、往来单位档

案。实现档案电子化，并兼顾静态基本信息和动态关联信息的管理和

查看。

3.2 车辆安全管理

违章管理：违章记录、责任司机与车辆、扣分与罚款信息。



事故管理：事故记录，责任情况、损失情况、保险理赔情况。

车辆异常提醒：如发动机状态等

3.3 车辆维修，保养提醒

保险管理：续保登记、保费录入、到期提醒。

年检管理：年检登记、费用录入、到期提醒。

证照审验：审验登记、费用录入、到期提醒。

3.4 车辆运营费用管理

对车辆的维修，保养，加油，装饰，过路过桥费用进行登记和统

计，统计方式多样化

3.5 停车场管理系统（预留功能）

作为停车场管理系统，在确保车辆出入方便快捷的同时，更要确

保车辆进出的安全性。为此停车场均采用车牌识别方式进出停车场，



在系统中登记的车辆可在规定时间出入，未在系统中登记的社会车辆

进出停车场将按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规范规定进行计时收费。

每个出入口安装一个高度为 1.5-2.0 米的车牌识别专用一体机，

一体机包括专用网络摄像头、双行挂式显示屏、显示屏铁箱、电源、

控制主板、专用补光灯、语音模块、摄像机固定立柱等，该套车牌识

别一体机设备安装时需将网络摄像头镜头指向车道前方约 4.0-5.5

米的地面处对准车牌识别区域。在道闸杆下方埋设感应线圈，防止车

辆未通过道闸杆时落杆。

具体安装位置如下图所示：

车辆自动放行

通过审核调度的车辆在经过道闸的时，道闸将自动开启，

停车场车辆调配

由于停车场分布在市不同区域，各个车场停放的不同车型，为了



保证用车人就近用车，节约用车时间，提高运行效率。

当某车场内车辆过少时，系统自动提醒系统管理员，管理员查看

各市内车辆情况后，安排从其他区域往该区域调配车辆。可选择调配

车辆的属性。

社会车辆进出申请

对有进出各停车场需求的社会车辆，可在用车系统中进行预先登

记，审核通过的车辆的，可在当天进出一次，系统中留下进出记录。

4.运营管理



5.卫星监控

6.调度中心

具备用车申请、审批、调度、出车、归队分、用车评价以及满派

车单打印功能。

7.电子围栏功能

包括禁区、围栏、车库设置等



8.系统设置



9.成本费用模块

10.查询历史轨迹回放

提供轨迹智能分段、各停车点标记信息等

11.异常用车告警

包括节假日违规用车、无单违规用车。



12.车辆管理模块

车辆信息入库建档包含车辆基本信息、配置使用信息、固定资产

信息、车辆照片、行驶证正/副本照片。



13.处置申请、处置审批、报废计划、报废申请、报废审批





14.驾驶员管理

包含驾驶员基本信息、照片、驾驶证正/副本照片、工作状态管

理。

15.事故管理

具备事故时间、地点、事故责任，保险赔偿金额、事故认定书上

传等相关信息管理。



16.违章查询

闯红灯、超速等交通违章罚款。



17.具备地图展示所有车辆

18.轨迹实时跟踪、回放

轨迹回放



当天轨迹查询

19.报警信息

超速/越界/里程/油耗统计



油耗统计

20.出车、归队、用车评价

出车



归队

评价

21.统计分析子系统

统计分析系统建立在业务信息系统之

上，提供对用车业务流程各环节的综



合统计、对比分析功能，让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能够按照各自职责及时

全面地掌握用车状况、部门运行情况，进而对车辆的管理、司机管理，

费用管理等的发展规划提供辅助决策服务。

统计系统界面更加直观、友好。在传统报表展现形式的基础上，

增加了、动态图表的展现形式，也可由传统报表快捷地生成动态图表。

简单明了的可视化图表展示，为领导提供了更加便捷、直观的决策支

持。

系统做到优化数据的处理，极大提高对海量数据的查询和统计性

能。

主要功能模块方向应该包括一般统计分析和综合决策分析两部分

21.1 车辆使用信息统计

包括油耗、里程、报警信息等统计，根据时间段进行查询，并可

导出为报表打印。



21.2 车辆保有量汇总分析

针对车辆的新增，报废，拍卖，价格区间，车辆类型，进行年度

汇总统计，为公务车的新购做决策分析

21.3 车辆用车统计

针对各个单位的用车次数进行，全身用车总次数，用车类型进行

年度汇总统计。



21.4 车辆用车费用汇总

针对全集团总用车费用，各个单位用车费用，月度用车费用，进

行综合排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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