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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关村智通智能交通产业联盟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交通通信信

息中心、交通运输通信信息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北京中交信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

心有限公司、北京掌行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星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君云

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网靖（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中天安驰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博实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亚夫、郭永峰、甘家华、董萧、曹坤、高峰、王醒、冯焱、王维、杨健、石

秀、吴琼、于鹏、党利冈、刘梦辉、杨珍珍、郭胜敏、吴参毅、李波、李翔、陈文隆、田俊涛、张立博、

郗冲、陈世栋、魏静仪、张图南、马春香、付俭伟、王薇、邹斌、加永峰、何元元、周子剑、夏亚楠、

廖海波、千富文、袁兵、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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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智能网联系统平台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用车智能网联系统平台架构以及功能要求、性能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客车、货车等商用车辆智能网联系统企业监控平台的建设及管理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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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T 35658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 

JT/T 808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JT/T 1077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视频平台技术要求 

JT/T 1078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视频通信协议 

T/CSAE 53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车用通信系统应用层及应用数据交互标准 

T/CSAE 157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车用通信系统应用层及应用数据交互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658、JT/T 808、JT/T 1077、JT/T 107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智能车载终端  active safety terminal for intelligent connected system 

智能网联系统智能车载终端是指安装在车辆上满足工作环境要求，具备行车记录仪、卫星定位、车

载视频监控、V2X车路协同、前向碰撞预警、驾驶员状态监测等其中多项功能，并支持与其他车载电子

设备进行通信，提供主动安全管理与服务所需信息的车载设备。 

 

企业监控平台  enterprise active safety management platform 

企业监控平台提供智能车载终端报警数据存储及查询、主动安全态势分析、车辆实时状态监控、车

辆报警信息处理、驾驶员安全档案库及车辆安装信息管理等功能。同时企业监控平台服从行业管理平台

的管理。 

 

行业管理平台  government active safety management platform 

是指用于政府部门对辖区车辆进行动态监管、对辖区企业、下级行业管理部门进行考核监管的系统

平台。 

 

行业应用平台  application service platform 

是指接入企业监控平台采集的数据，为物流运输、公众出行、金融、保险等应用场景提供信息服务

和创新增值产品的系统平台。 

 

车路协同系统  vehicle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ve systems 

车路协同系统是指利用车载终端在全时空动态交通信息采集与融合的基础上开展车辆主动安全控

制和道路协同管理的系统功能，包含数据采集、设备监控、信息下发等功能。 

 

前向碰撞预警系统  forward collision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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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安装在车上的传感器，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实时感应周围的环境，收集数据，并进行运算与分析，

能够预先让驾驶员觉察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并提醒驾驶员的设备或功能。 

 

驾驶员状态监测  driver state monitoring 

利用安装在车上的传感器，在驾驶员驾驶过程中，通过接触或非接触的方式，实时监控驾驶员的状

态，能够检测到驾驶员危险驾驶行为，并提醒驾驶员的设备或功能。 

 

胎压监测系统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s；TPMS 

能实时监测轮胎气压参数，并以视觉信号（也可包括听觉信号）进行显示和报警，以提高汽车行驶

安全性，并减少因汽车胎压不足或胎压过高造成轮胎加速磨损和车辆能耗增加的辅助系统。 

 

盲区检测  blind spot detection 

用于对驾驶员变换车道时可能引发的车辆或行人碰撞进行报警，通过检测车辆后方和侧方的车辆，

对变化车道操作进行辅助的系统。系统相关术语定义符合ISO 17387标准相关定义要求。  

 

系统架构  system architecture 

商用车智能网联系统包含行业管理平台、行业应用平台、企业监控平台和智能车载终端。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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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车载终端与企业监控平台之间

通过无线通信网络连接。通过各组成之间的通讯网络和数据交换协议规范实现互联互通，实现车辆位置

监控、视频监控、主动安全预警、车路协同预警以及数据存储、分析、交换和共享。系统架构如见图1。 

 

 

图1 系统架构 

4 平台功能要求 

基本约定 

本文件只对企业监控平台的技术要求进行约定。行业管理平台和行业应用平台沿用GB/T 35658相

关要求。 

企业监控平台基础功能 

企业监控平台基本功能应满足GB/T 35658中第6章描述的所有功能，且视频相关功能应符合JT/T 

1078标准要求。 

设备监控扩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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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设备运行状态监控 

平台应具备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的功能，功能包括设备是否在线、设备磁盘占用率、设备故障状

态等。 

4.3.2 设备信息管理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设备信息新增、修改、删除、查询和导入导出功能。 

4.3.3 设备报警管理 

企业监控平台具备接收路侧设备、车载设备上报的报警、故障信息。同时，平台应能根据业务需求

对报警、故障信息的上报内容和上报路径进行配置。 

智能网联扩展功能 

4.4.1 车辆监控功能 

基于电子地图实现车辆运行状态、设备运行状态以及报警信息等查询和展示功能。 

4.4.2 报警类型 

企业监控平台应支持接收由智能车载终端触发前向碰撞报警、车道偏离报警、车距过近报警、疲劳

驾驶报警、分神驾驶报警、接打电话报警、抽烟报警、驾驶员异常报警、胎压异常报警等。 

同时具备T/CSAE 53、T/CSAE 157所述的场景功能，包括盲区预警、交叉路口碰撞预警、逆向超车

碰撞预警、紧急制动预警、异常车辆提醒、车辆失控预警、高速合流辅助、左转辅助、道路危险状态提

醒、前方拥堵提醒等功能。 

4.4.3 报警信息实时监控及处理 

企业监控平台应实现对车辆主动安全报警信息的实时处理，终端根据车速与报警参数将报警分为

一级报警和二级报警，具体分级策略参见终端技术规范，平台接收到报警时应区分报警级别进行处理，

具体措施如下： 

a) 平台接收到一级报警时，应当记录报警信息并存档； 

b) 如车辆在单位时间内上报一级报警达到一定数量，平台应产生一条驾驶员分神驾驶的二级报

警； 

c) 平台接收到二级报警时，应记录报警信息并存档，同时应以声音或图像的方式提醒监控人员。 

d) 企业监控平台应能够存储平台内车辆报警时刻上传的报警相关信息，报警信息包含报警类型，

报警等级，报警开始时间，报警结束时间，报警时车速，经纬度，高程，以及报警时刻的视频、

图像信息。 

4.4.4 报警查询 

企业监控平台应能够实现对所有相关企业车辆报警信息的查询，按照需求生成不同类型的查询报

表，具体要求如下： 

a) 支持按驾驶员查询报警信息； 

b) 持按车辆牌照查询报警信息； 

c) 支持按照报警类型、报警等级查询报警信息； 

d) 支持按时间段查询报警信息； 

e) 支持对所查询报警信息相关音视频、照片证据的回放及导出； 

f) 支持查询信息报表生成功能，生成包含查询时间段、查询发起方身份、详细报警信息等在内的

查询报表，并应支持报表的导出功能。 

4.4.5 报警信息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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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监控平台应能够实现对所有相关企业车辆报警信息的分析，按照需求生产不同的类型分析报

告，具体要求如下： 

a) 支持对企业报警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可直观展现各种类型报警变化趋势和相对比例； 

b) 支持对企业内驾驶员关联报警进行分析，可形成驾驶员驾驶行为统计报表； 

c) 支持对企业内车辆关联报警进行分析，形成车辆报警统计分析图。 

4.4.6 接收信息与展示 

企业监控平台应具备接收行业管理平台下发的信息，并能够提示企业管理人员。 

4.4.7 车辆终端信息管理 

企业监控平台应当支持对智能车载终端安装信息的管理。所有入网车辆所安装的智能车载终端品

牌及型号应当在企业监控平台中详细记录。平台应支持按照车牌号、所安装智能车载终端的品牌型号等

条件查询相关车辆信息，且支持对于车辆安装信息的更新、修改及删除。 

4.4.8 终端在线升级 

企业监控平台应支持车载终端的在线升级服务，当有车载终端软件升级包时，平台向终端发送升级

包，终端根据升级包对终端固件、各个模块及外设进行自动升级，并在升级成功后向平台发送升级成功

指令，平台同时记录升级后的终端软件版本信息。 

平台支持在线升级策略管理，包含单位批次数量、定时升级任务以及选定设备手动升级等功能。 

4.4.9 驾驶员身份识别功能 

企业监控平台应支持人脸识别功能，当车载终端发送驾驶员身份识别指令时，平台应根据指令上报

的驾驶员身份识别信息以及驾驶员照片进行比对，当身份识别信息与驾驶员照片不对应时，则平台记录

一条驾驶员身份不匹配的报警信息，同时提醒企业监控人员进行处理。 

当上报的驾驶员照片信息无法识别，则平台提醒企业监控人员进行人工核对。 

4.4.10 驾驶员分析 

企业监控平台应支持根据驾驶员相关驾驶行为数据、百公里报警数据对驾驶员驾驶行为进行综合

分析及评价的功能，平台应能够按照相应指标对驾驶员驾驶行为进行周期性评分，评分结果应能保存到

驾驶员档案库中，平台用户可按照不同标准对驾驶员评分进行排序、筛选操作。 

4.4.11 驾驶员档案管理 

企业监控平台应当设立驾驶员档案库。支持将驾驶员信息录入驾驶员档案库的功能。驾驶员档案库

信息应包含驾驶员个人信息、驾照信息、正面照等相关信息。 

5 性能与技术指标 

报警信息响应时间 

报警及报警信息处理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急与报警信息响应时间不超过 10min； 

b) 优先保证报警信息及报警处理信息显示。 

终端接入性能 

终端接入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具有主动安全报警数据高并发处理能力：平均 1000条/s、峰值 3000条/s； 

b) 平台能支持至少 10000 台智能车载终端接入。  

平台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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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并发用户数达到其系统设计要求时，各事务平均响应时间不应超过单用户平均响应时间的五

倍。 

报警数据存储 

平台系统相关数据存储及备份要求如下： 

a) 报警信息数据存储时间不得少于 183天； 

b) 报警多媒体附件数据存储时间不得小于 60 天； 

c) 离线保存的报警多媒体数据存储时间不得小于 365天； 

d) 建立报警信息数据备份机制，每周对数据进行增量备份，每月对报警信息数据进行全量备份，

备份报警数据时间不得小于 1年，系统数据恢复时间不超过 12小时。 

安全要求 

平台部署环境安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数据库中关键数据加密存储，用户密码加密存储； 

b) 记录操作、收发数据等日志数据，至少存储 183天日志数据； 

c) 采用备份平台，主平台出现问题能自动切换到备份平台； 

d) 平台间数据交换采用加密传输方式，具体要求应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数据交

换的相关规定。 

平台总体性能 

平台总体性能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平台每周 7天 24小时不间断运行； 

b) 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故障恢复时间不超过 1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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