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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位科技一直致力于解决行业瓶颈问题，未来物联网中一定会采用大量

的传感器，如果不能解决物联网流量卡在传输中的痛点问题，不能解决传

感器与终端设备、以及终端设备与平台之间的通讯标准问题，就没办法快

速的产生增值服务。中位曾经通过一台一台设备的测试，将终端设备 13位

物联网卡不兼容的问题解决了，将移动物联网基地核心短信网关对车联网

的不兼容问题解决了，与移动物联网基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让物联网卡

顺利进入到我们这个行业，扩大市场的同时也给行业带来更多的生机，这

一次我们更是将从起草到不断修订完善历时一年多的 F3 标准协议全部贡

献出来，并联合厂商进行了 F3 传感器、F3 硬件终端的实车测试，力求让

F3协议更加完美，成为物联网行业的通讯标准。 

中位 F3 物联网监控平台正是基于 808 部标扩展 F3 标准协议的平台级

解决方案，是可完全独立部署、开源代码、大数据架构的平台。自 2016年

初开始规划、开发及测试，耗资千万打造出的 F3平台，采用行业领先的大

数据处理架构，进行大数据分布式计算和存储，目前已达到交通部过检要

求的秒级最高 10000 台设备的并发，查询一辆车一个月内每天的里程数据

可以实现毫秒级别的显示响应，下一步更将达到秒级 10 万台设备的并发。 

为了实现行业更多细分市场的业务需求，F3 平台针对油耗、里程、温

湿度和正反转的业务场景进行了细致的调研和科学的研究，创新发明了一

套精准的算法，并建立知识产权，让整个行业增值服务可以快速的产生，

从而孵化出更多在行业中具有强劲竞争力的产品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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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中位 F3 物联网监控平台介绍 

中位科技作为国内标准化位置服务的开拓者，开创和引领了多项行

业标准，并牵头联合制定了行业“F3”标准协议（传感器到硬件终端，

硬件终端到平台之间的协议）。 基于 JT/T808 部标扩展 F3 标准协议的

F3 中位物联网监控平台，是可完全独立部署、开源代码、大数据架构

的平台，通过对监控对象、终端及各类传感器的管理，结合实时监控、

轨迹回放、实时视频、视频回放以及电子围栏、报警中心等功能，为用

户提供位置行业最后一公里的服务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行业更多

细分市场的业务需求，让整个行业增值服务可以快速的产生，从而孵化

出更多在行业中具有强劲竞争力的产品和企业。 

1.2 常用术语 

监控对象：对位置服务行业中车辆、人员、物品的统称。 

所属企业：指监控对象的资产拥有者，F3平台默认监控对象的所属

企业具有唯一性。 

车辆类型：指车辆的一种具体分类，如大型普通客车，重型厢式货

车等。 

车辆类别：对相同车辆类型的归类，比如中型封闭货车和重型厢式

货车的车辆类别为货运运输车辆等。 

绑定：指在平台上把监控对象（如：车辆）和终端、SIM卡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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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来确认和管理监控对象上对应安装的某终端和 SIM卡。 

解除绑定：指在平台上把监控对象（如：车辆）和终端、SIM卡解除

关联的操作，解除关联后，监控对象、终端和 SIM卡信息在平台对应功

能模块中依然存在。 

2 系统登录  

2.1 如何进入本系统 

打开浏览器，输入 F3平台地址 http://www.zoomwell.cn 进入登录界

面。 

备注： 

F3平台采用 H5标准，支持所有主流浏览器，包括： 

1）Trident 内核代表产品 Internet Explorer，又称其为 IE 内核。（IE 浏览器、360

等） 

2）Gecko 内核代表作品 Mozilla FirefoxGecko。（火狐浏览器） 

3）WebKit内核代表作品 Safari、Chromewebkit。（苹果系统自带浏览器、谷歌浏览器） 

4）Presto 内核代表作品 OperaPresto。（Opera 浏览器） 

F3平台支持 IE9.0 级以上版本的 IE浏览器，360浏览器访问请采用极速模式。 

http://www.zoomwel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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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登录页面 

 

登录界面采用滑动验证方式，保证安全性的同时让用户可以更方便快

捷的登录。为保证验证功能不受第三方的影响，规避安全隐患，中位自主

开发滑动验证功能，并保证功能的独立使用。 

2.3 定制式首页 

 

首页现在一共可以设置 12个快速导航窗口，其中 4个为固定入口，

包括实时监控、轨迹回放、实时视频和视频回放，另有 8个支持用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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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设置（移入窗口模块在两侧顶部有操作按钮），且支持对窗口模块

进行个性化命名。 

2.3.1 菜单列表 

【首页】：快速导航窗口，实现快速进入业务操作。 

【信息配置】：快速录入，流程录入，极速录入，扫码录入，查看信息

列表。 

【企业管理】：组织与用户、分组、讨论组管理、角色管理、从业人员

管理。 

【监控对象】：车辆信息（车辆管理、车型管理、燃料管理、品牌机型

管理、车辆保险管理、旅游客车行程管理和危险货物运输趟次管理）、人

员信息、物品信息管理，对物联网中的人、车、物等进行监控。 

【设备管理】：终端管理、SIM卡管理。 

【监控管理】：实时监控、轨迹回放、实时指令、实时视频、视频回

放、视频参数设置。 

【报警中心】：报警参数设置、报警查询。 

【应用管理】：传感器配置、载重管理、油量管理、油耗管理、里程监

测、工时管理、开关信号监测、温度监测、湿度监测和正反转管理。  

【系统管理】：808平台转发配置、809平台转发配置、平台个性化配

置、日志查询、聊天记录查询。 

【报表管理】：大数据报表、行驶里程报表、停驶报表、上线率报表、

报警信息报表、超速报表、超速报警报表、工时报表、油量报表、油耗报

表、里程报表、温度报表、湿度报表、正反转报表、多媒体管理、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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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查询、音视频流量报表、离线查询报表、客流量报表、连续性分析报

表、开关信号报表、载重报表、查岗督办报表、服务到期报表。 

【山西报表】：疲劳驾驶报警明细、疲劳驾驶违章统计、超速报警明

细、超速违章统计、定位数据合格率、漂移数据报表、凌晨 2-5点运行报

表、异常轨迹报表等。 

【四川报表】：持续超速统计、车辆异动统计、车辆调度信息统计、车

辆在线率统计、用户在线时长统计、车辆里程统计。 

2.4 首页顶栏 

1. 平台 LOGO 

位于平台左上角位置显示的是平台 logo，支持在系统管理模块里的平

台个性化配置中进行修改，如图： 

 

2. 导航菜单显示控制 

点击图标 支持展开/收起菜单栏，实时监控模块在进入的时候默认

收起菜单栏。 

3. 平台名称 

平台名称显示，支持在系统管理模块里的平台个性化配置中进行修

改。 

4. 讨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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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标 弹出讨论组窗口，如图： 

 

左侧显示当前用户已加入的讨论组列表，中间为对话区域，支持文字

和表情的发送，右侧为对应讨论组的用户列表，并对在线和离线状态进行

区分。 

备注： 

当收到新提醒时图标会有红点提示。 

5. 到期提醒 

平台的到期提醒包括车辆保险即将到期、车辆运输证即将到期、车辆

行驶证即将到期、车辆保养到期、服务即将到期，点击 弹出消息列表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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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当收到新提醒时图标会有红点提示。 

 

6. 全局报警标识 

全局报警标识显示如图： ，左上角数字代表当前平台存在未处理

全局报警的监控对象个数（比如 1个监控对象有 3个报警信息：疲劳驾

驶、超速报警、出区域，报警标识上面的数字显示为 1，即按产生报警的

监控对象个数进行显示），点击标识后当前页面跳转到报警查询，相关详

情参考报警推送设置。 

7. 用户名 

显示当前登录用户用户名称，点击后展开菜单，包括用户个人信息、

修改密码、修改字体大小和退出，如图： 

 

【用户个人信息】 

支持显示当前用户的<用户名>、<电话>、<所在部门>和<邮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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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修改密码】 

支持用户快速修改密码，如图： 

 

【修改字体大小】 

提供变更平台 UI显示大小的操作方法，包括 windows和 mac系统，如

图： 

 

【退出】 

支持退出当前用户的登录状态，直接回到登录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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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支持同一时间相同的用户名只能登录一个，如果相同用户名在其他地方登录，当前

已登录的用户将在收到提示后退回到登录页。 

8. 日历控件 

顶栏右上角的日历控件会实时显示当前登录用户的服务器时间，如图： 

 

 

2.5 系统登录的注意点 

2.5.1 用户和角色 

平台的用户角色分为三类，分别是超级管理员、普通管理员、普通用

户。 

1. 超级管理员 

 

平台顶级操作权限，只有一个账号，账号为 admin。可以新增<普通管

理员>和<普通用户>，可以为其它角色编辑任何权限，admin账号角色权

限不能编辑，默认拥有所有功能模块的权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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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管理员 

 

除超级管理员之外权限最高的角色，只能由 admin创建，可以新增<普

通用户>，默认有【组织与用户管理】和【角色管理】的权限，角色权限

支持编辑，默认拥有所有功能模块的权限，不能对 admin的权限进行编

辑，如图：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12 

 

 

3. 普通用户 

 

由 admin或者普通管理员创建，功能模块的权限可以自定义（①自定

义选择用户可以查看的功能模块。②对应功能模块的查看和编辑权限自定

义），没有【组织与用户管理】和【角色管理】的权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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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平台权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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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查看权限 

系统会根据登录的用户账号进行权限检测，没有得到授权的用户不能

查看或操作相关模块。如登录用户 A没有授权信息配置权限，则用户 A看

不到信息配置菜单和功能。未给用户 B授权车辆管理的可写权限，则 B不

能新增或编辑车辆信息。 

2.5.4 账号创建登录及操作流程 

 

1. 新增用户 

进入【企业管理】下的【组织与用户管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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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操作菜单，弹出新增按钮，点击新增后如图： 

 

提交后新增用户成功。 

2. 分配角色 

对应用户记录的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分配角色、分配分组和删除，点

击分配角色，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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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分配对应角色后，该用户就拥有对应角色的权限。如普通管理

员角色拥有所有功能模块的权限，若为用户分配普通管理员的角色，则此

用户也拥有所有功能模块的权限。 

备注： 

在为用户分配角色之前应该确认有对应模块权限的角色存在，在【角色管理】里提前添

加。 

3. 分配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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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分组是为用户分配可以查看分组的权限，点击【分配分组】勾选对

应分组名称后，该用户就拥有查看该分组下监控对象的权限，支持多选。 

3 信息配置 

3.1 信息录入 

3.1.1 快速录入 

快速录入是将监控对象、终端、SIM卡号快速绑定的录入方式，只需要

选择或录入<监控对象>、<终端>、<SIM 卡号>、<分组>就可以实现快速绑

定上线，目前支持监控对象车辆、人员和物品的录入。 

1. 监控对象（车辆） 

首先鼠标点击选择当前录入的监控对象类型为 （车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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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必填项，可以查询出系统未绑定的车辆对象，支持模糊查

询和快速清空。也可新增车辆对象，新增车辆对象的时候框体背景色为淡

红色。 

<终端号>：必填项，可以查询出系统未绑定的终端，支持模糊查询和快

速清空。也可新增终端，新增终端的时候框体背景色为淡红色。 

<终端类型>：必填项，当<终端>为新增项的时候显示，目前包括“交通

部 JT/T808-2011(扩展)”、“交通部 JT/T808-2013”、“移为”、“天禾”、

“KKS”、“BSJ-A5”、“ASO”、“BDTD-SM”、“F3超长待机”。 

<SIM卡号>：必填项，可以查询出系统未绑定的 SIM卡号，支持模糊查

询和快速清空。也可新增 SIM 卡号，新增 SIM 卡号的时候框体背景色为淡

红色。 

<分组>：必填项，下拉选择框，支持多选。选择后可以直接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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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分组的树结构满足大数据框架的展示性能，目前一个分组下监控

对象上限为 100个） 

点击【保存】后完成绑定操作。【车辆管理】、【终端管理】和【SIM卡管

理】里对应新增基础信息。 

备注： 

完成绑定操作的终端编号、终端类型和 SIM 卡号都不允许修改，如果要修改则先到信

息列表里完成解除绑定操作。 

 

2. 监控对象（人员） 

首先鼠标点击选择当前录入的监控对象类型为 （人员），如图： 

 

 
<监控对象>：必填项，可以查询出系统未绑定的人员对象，支持模糊查

询和快速清空。也可新增人员对象，新增人员对象的时候框体背景色为淡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20 

 

红色。 

<终端>：必填项，可以查询出系统未绑定的终端，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

清空。也可新增终端，新增终端的时候框体背景色为淡红色。 

<终端类型>：必填项，当<终端>为新增项的时候显示，目前包括“交通

部 JT/T808-2011(扩展)”、“交通部 JT/T808-2013”、“移为”、“天禾”、

“KKS”、“BSJ-A5”、“ASO”、“BDTD-SM”、“F3超长待机”。 

<SIM卡号>：必填项，可以查询出系统未绑定的 SIM卡号，支持模糊查

询和快速清空。也可新增 SIM 卡号，新增 SIM 卡号的时候框体背景色为淡

红色。 

<分组>：必填项，下拉选择框，支持多选。选择后可以直接点击保存。

（为保证分组的树结构满足大数据框架的展示性能，目前一个分组下监控

对象上限为 100个） 

点击【保存】后完成绑定操作，对应【人员信息】【终端管理】和【SIM

卡管理】模块中都会有相应的基础信息。 

备注： 

完成绑定操作的终端编号、终端类型和 SIM 卡号都不允许修改，如果要修改则先到信

息列表里完成解除绑定操作。 

 

3. 监控对象（物品） 

首先鼠标点击选择当前录入的监控对象类型为 （物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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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必填项，可以查询出系统未绑定的物品对象，支持模糊查

询和快速清空。也可新增物品对象，新增物品对象的时候框体背景色为淡

红色。 

<终端>：必填项，可以查询出系统未绑定的终端，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

清空。也可新增终端，新增终端的时候框体背景色为淡红色。 

<终端类型>：必填项，当<终端>为新增项的时候显示，目前包括“交通

部 JT/T808-2011(扩展)”、“交通部 JT/T808-2013”、“移为”、“天禾”、

“KKS”、“BSJ-A5”、“ASO”、“BDTD-SM”、“F3超长待机”。 

<SIM卡号>：必填项，可以查询出系统未绑定的 SIM卡号，支持模糊查

询和快速清空。也可新增 SIM 卡号，新增 SIM 卡号的时候框体背景色为淡

红色。 

<分组>：必填项，下拉选择框，支持多选。选择后可以直接点击保存。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22 

 

（为保证分组的树结构满足大数据框架的展示性能，目前一个分组下监控

对象上限为 100个） 

点击【保存】后完成绑定操作，对应【物品信息】【终端管理】和【SIM

卡管理】模块中都会有相应的基础信息。 

备注： 

完成绑定操作的终端编号、终端类型和 SIM 卡号都不允许修改，如果要修改则先到信

息列表里完成解除绑定操作。 

3.1.2 流程录入 

流程录入是按照先后顺序分别对<监控对象>、<分组>、<终端>、< SIM

卡>、<服务期限>、<从业人员>、<综合展示>进行输入和展示的录入方式，

每个流程只需要输入必填信息（用户可以选择性完善其它信息），目前支持

监控对象车辆、人员的录入。 

1. 录入监控对象 

首先鼠标点击选择录入的监控对象，图标类型 为车辆，图标类型

为人员，图标类型 为物品，如图： 

 

监控对象，必填录入项，可以在输入框内选择系统已存在，且未绑定的

监控对象，对应输入框右侧按钮为【详情】，点击详情可以查看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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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输入框内新增系统不存在的监控对象，输入后右侧按钮为【新增】，

点击新增后填写必填信息可以创建新的监控对象，所有必填信息都有默认

值，如所属企业默认为当前用户的所属企业等，支持修改，完成后点击下

一步，支持回车键进入下一步。 

2. 录入分组 

 

分组，必填录入项，点击分组下拉框选择【分组】，每个输入框只能选

择一个分组，点击 可以新增【分组】，点击 可以删除【分组】，点

击【详情】可以查看具体分组信息，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支持回车键进入

下一步。 

3. 录入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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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编号，必填录入项，可以在输入框内选择系统已存在，且未绑定的

终端编号，对应输入框右侧按钮为【详情】，点击详情可以查看具体信息。 

 

当在输入框内新增系统不存在的终端编号，输入后右侧按钮为【新增】，

点击新增后填写必填信息可以创建新的终端，所有必填信息都有默认值，

如所属企业默认为当前用户的所属企业等，支持修改，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支持回车键进入下一步。 

4. 录入 SIM卡 

 

SIM卡号，必填录入项，可以在输入框内选择系统已存在，且未绑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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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卡号，对应输入框右侧按钮为【详情】，点击详情可以查看具体信息。 

 

当在输入框内新增系统不存在的 SIM卡号，输入后右侧按钮为【新增】，

点击新增后填写必填信息可以创建新的 SIM 卡信息，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支持回车键进入下一步。 

5. 设置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必选录入项，默认为自录入时间起的一年期限，点击服务期

限日期输入框，弹出日期设置控件，如图： 

 

控件弹框内，点击日期可以设置服务期限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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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会弹出具体的时分秒控制，如图： 

 

日期控件支持快速设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如图： 

 

点击“后 30 天”，以当前的服务器时间为基准，往后推 30 天进行设

置，其它操作类似，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支持回车键进入下一步。 

同时，也支持点击右下角的【时间】按钮对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进行设

置，点击后居中显示设置弹框，如图： 

 

选择时间后确认，再次确认日期和时间范围均无误后，点击确定直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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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下一步。 

6. 录入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可选录入项，可以在输入框内选择系统已存在的从业人员信

息，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对应输入框右侧按钮为【详情】，点击详情

可以查看具体信息。 

支持绑定多个从业人员，点击 后新增从业人员输入框，如图： 

 

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支持回车键进入下一步。 

7. 综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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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录入的最终确认展示页面，可以查看和确认前面步骤输入的信息是

否准确，支持点击流程录入引导栏回到需要修改的录入内容节点进行修改，

点击【完成】后完成整个录入过程，支持回车键完成。 

3.1.3 极速录入 

极速录入是通过选择未注册设备的信息（如终端号或 SIM 卡号等），并

将未注册设备上报的原始数据（通讯类型、监控对象、SIM卡号）进行匹配

显示，支持用户对 SIM 卡号、监控对象以及分组进行再编辑的录入方式，

如图：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29 

 

 

<未注册设备>：下拉框，可以查询出向平台发送注册请求的未注册设备

数据及平台收到请求的时间（其中新设备显示为淡黄色，平台已录入设备

显示为淡蓝色），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 

选择未注册设备后，框内展开显示该设备上报关联数据，如图： 

 

<终端号>：下拉框，必填项，<未注册设备>关联数据中的终端号，支持

修改，支持模糊查询平台已录入的其他终端号，支持快速清空，当<未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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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刚好为终端号时该项不可编辑。 

<SIM 卡号>：下拉框，必填项，<未注册设备>关联数据中的 SIM 卡号，

支持修改，支持模糊查询平台已录入的其他 SIM号，支持快速清空，当<未

注册设备>刚好为 SIM卡号时该项不可编辑。 

<通讯类型>：非编辑项，显示<未注册设备>关联数据中终端号的通讯类

型，目前支持“交通部 JT/T808-2011(扩展)”、“交通部 JT/T808-2013”、

“移为”、“天禾”、“KKS”、“BSJ-A5”、“ASO”、“F3超长待机”。 

<监控对象>：下拉框，必填项，<未注册设备>关联数据中的监控对象，

支持修改，支持模糊查询平台已录入的其他监控对象，支持快速清空。 

<分组>：下拉框，必填项，默认选中当前用户权限下的第一个分组，支

持多选。选择后可以直接点击保存。 

点击极速录入页面右侧上方的 ，页面会显示针对极速录入使用方法

的指引说明，如图： 

 

 其中，使用极速录入前，必须保证终端设备上已经提前设置好与平台正

确连接的 IP（如连接 F3平台公网需设置 112.126.64.32）和对应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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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类型的接入端口（见备注），才能保证<未注册设备>在下拉时可以找到

对应的未注册设备信息（如终端号或 SIM卡号等），另不同协议的终端设备

在录入时也存在一些区别，如： 

（1） 移为、天禾、KKS协议的终端需要手动选择或新增 SIM卡号的监控对

象。 

（2） BSJ-A5、ASO 和 F3 超长待机协议的终端不允许修改 SIM 卡号，监控

对象支持选择或新增。 

备注： 

各协议设备设置连接 F3平台的端口说明如图： 

编号 协议名称 
连接方式

（TCP/UDP） 
唯一标识 F3 端口 

1 
交通部 JT/808-

2011 
TCP 设备号 6976 

2 
交通部 JT/808-

2013 
TCP 设备号 6977 

3 移为 TCP 设备号 6979 

4 天禾 TCP 设备号 6978 

5 BDTD-SM TCP 设备号 6981 

6 KKS TCP 设备号 6990 

7 BSJ-A5 UDP SIM 卡号(伪 IP) 6991 

8 ASO TCP 
SIM 卡号（终端号录入 SIM

卡号） 
6992 

9 F3-超长待机 TCP 
SIM 卡号（终端号录入 SIM

卡号） 
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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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扫码录入 

扫码录入是通过使用扫描枪或者手机等具有扫描功能的工具，按先后顺

序分别扫描终端标签上的 SIM 卡号和终端的条码实现录入的方式（监控对

象名称是按规则生成，不需要录入），并且在每次录入成功后会有提示音。 

 

如上图，点击【扫码录入】后页面新增录入框体，内容包括： 

<图标类型>：包括车辆、人员和物品。 

<分组>：下拉框，必填项，默认选中当前用户权限下的第一个分组，支

持多选。 

<通讯类型>：必填项，指终端设备的协议类型，目前包括“交通部

JT/T808-2011(扩展)”、“交通部 JT/T808-2013”、“移为”、“天禾”、“KKS”、 

“BSJ-A5”、“ASO”、“BDTD-SM”、“F3超长待机”。 

<监控对象>：非编辑项，在扫描 SIM 卡条码后由系统按规则自动生成，

当前生成规则为：“扫”+“A-Z”随机值+“SIM卡号后 5位”。 

<SIM卡号>：扫描项，点击【扫码录入】激活框体后默认光标显示的地

方，可以通过扫描 SIM 卡的条码进行录入，支持用户手工输入（输入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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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动按回车键）。 

<终端>：扫描项，扫描 SIM卡号条码后会自动切换到该框，可以通过扫

描终端号条码进行录入。支持用户手工输入（输入后需要手动按回车键自

动完成扫码录入）。 

扫码完成后，系统自动完成对监控对象、终端和 SIM卡号的绑定，并显

示在信息列表中。 

3.1.5 信息列表 

信息列表里显示所有监控对象的绑定信息，支持对绑定信息进行修改、

查看详情、解除绑定的操作，支持绑定数据的导入、导出（文件格式为

excel）。 

1. 搜索 

 

可以搜索<监控对象>、<终端编号>和< SIM卡号>，支持模糊查询和快

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导出】、【批量解除】和【导入】。 

 

点击导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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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模板截图： 

 

备注： 

<监控对象>、<终端编号>、<SIM 卡号>不允许重复，<分组>的格式为“分组名称@分组

所属企业名称”，如“研发一组@中位科技”，“研发一组”和“中位科技”一定要分别

在分组管理和组织与用户管理中提前录入，为了更好的平台性能，每个分组下面最多只

能导入 100个监控对象，每个企业组织下面最多只能导入 100个分组。 

 

导入中，如图： 

 

导入结果显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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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解除】 

批量解除信息列表中监控对象、终端号和 SIM卡号的绑定关系。（不会

删除监控对象、终端号和 SIM卡号等基本信息）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详情】和【解除】。 

 

【修改】 

支持对<监控对象>、<分组>、<终端>、<SIM卡号>、<服务期限>和<从

业人员>的修改（从平台已有的基础数据中选择），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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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分组>：分组名称。（监控对象归属某一分组后，拥有分组权限的人员

可以参看分组里的监控对象）  

<终端编号>：终端编号。 

<SIM卡号>：SIM卡号。  

<计费日期>：计费日期。 

<到期日期>：到期日期。 

<从业人员>：从业人员。  

执行修改提交后，监控对象的绑定关系会变更。 

【详情】 

可以查看监控对象绑定关系的详情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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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 

可以解除监控对象的绑定关系（监控对象、终端和 SIM卡信息在平台

依然存在），解除绑定后在平台上将无法继续对该监控对象进行监控。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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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管理 

4.1 组织与用户管理 

组织与用户管理是对企业组织、以及对应企业组织下所有用户进行管理

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企业管理】下的【组织与用户管理】，进入

组织与用户管理界面，如图： 

 

4.1.1 组织架构 

点击组织架构树左边的‘+’可展开组织架构树，点击‘-’收缩组织架

构树。选中一个组织，该组织节点右边会显示【新增】、【编辑】、【详情】、

【删除】按钮 （有下级组织的组织节点不能删除，无删除按钮），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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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组织架构支持无限分级。 

【新增】 

选中组织后，点击右侧的 新增组织，弹框如图： 

 

<组织机构名称>：输入框，组织名称，必填项。 

<组织机构代码>：输入框，组织机构代码。 

<行业类别>：下拉框，行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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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企业的经营范围。 

<经营许可证号>：企业的经营许可证号。 

<发证机关>：企业经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 

<经营状态>：企业经营状态。 

<省、直辖市>：企业所属省、直辖市。 

<市、区>：企业所属市、区。 

<县>：企业所属县。 

<行政区划代码>：企业所属省、直辖市的行政区划代码。 

<注册日期>：企业组织的注册日期。 

<企业法人>：企业组织法人。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 

<地址>：地址信息。 

<备注>：备注。 

【修改】 

选中组织后，点击右侧的 修改组织，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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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 

选中组织后，点击右侧的 显示组织详情，如图： 

 

【删除】 

选中组织后，点击右侧的 可以删除组织，但是有下级组织的组织节

点不允许删除。 

4.1.2 行业类别 

行业类别，是对企业的行业分类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模块默认隐

藏收起，点击标题栏后展开，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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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行业类别>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和【批量删除】。 

 

【新增】 

 

<行业类别>：输入框，必填项。 

<备注>：备注。 

【批量删除】 

支持删除勾选的单条或多条记录。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43 

 

 

【修改】 

 
【删除】 

删除行业类别信息。 

4.1.3 用户信息 

点击组织架构中的组织节点，用户信息列表显示对应该组织节点的所

有【用户信息】列表，如图： 

 

1.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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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用户名>、<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和<邮箱>的查询，支持模糊

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和【批量删除】。 

 

【新增】 

 

<用户名>：输入框，用户登录名称，必填项。 

<密码>：输入框，密码。 

<请确认密码>：必须和<密码>输入内容一致。 

<所属企业>：用户的所属企业。 

<状态>：用户名的状态，包括启用、停用，停用状态的用户名不允许登

录。 

<授权截止日期>：默认为创建时间的一年后截止，且不能大于用户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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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授权截止日期，截止日期到期前 10天登录会有提示。 

<真实姓名>：用户真实姓名。 

<性别>：性别。 

<电话号码>：用户的电话号码。 

<邮箱>：用户的邮箱。 

【批量删除】 

支持删除勾选的单条或多条记录。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分配角色】、【分配分组】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除了<用户名>之外的其它内容。 

【分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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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分配对应角色后，该用户就拥有对应角色的权限。如普通管理

员角色拥有所有功能模块的权限，若为用户分配普通管理员的角色，则此

用户也拥有所有功能模块的权限。 

备注： 

在为用户分配角色之前应该确认有对应模块权限的角色存在，在【角色管理】里提前添

加。 

 

【分配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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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分组是为用户分配可以查看分组的权限，点击【分配分组】勾选对

应分组名称后，该用户就拥有查看该分组下监控对象的权限，支持多选。 

【删除】 

删除勾选的用户账号信息，超级管理员账号不可删除。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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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分组管理 

4.2.1 分组管理列表 

分组管理是对企业下的所有分组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组织架构的

一个企业节点，分组管理列表对应显示该企业节点下所有的分组，如下图： 

 
 

1. 搜索 

 

支持【分组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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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分组名称>：输入框，必填项。 

<所属企业>：下拉框，默认为当前用户的企业节点。 

<联系人>：该分组的联系人。 

<电话号码>：联系人的电话联系号码。 

<描述>：略。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分组列表信息。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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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模板可下载分组列表模板，按照模板格式编辑内容（分组名

称不允许重复，否则将导入失败），点击浏览选择编辑好的文件，点击

“提交”弹出导入结果提示框。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分配监控人员】、【分配监控对象】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除<所属企业>之外的其它分组信息。 

 【分配监控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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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勾选用户来分配分组权限，如图用户名后有用户录入时的真实姓

名显示，在确认分配分组权限后，该用户在登录时就可以查看对应分组下

的监控对象。 

【分配监控对象】 

选择一个分组，点击分配监控对象，可以对该分组下的监控对象进行移

动或复制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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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将监控对象移到左侧分组时需要选中对应分组名（选中效果为背景色变蓝）。 

 

确认变更后点击提交会有确认弹框，如图： 

 

4.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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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4.3 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是对平台所有角色以及权限进行配置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

击菜单栏中的【企业管理】下的【角色管理】，进入角色管理界面，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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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角色列表 

 
1. 搜索 

 

支持<角色名称>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和【批量删除】。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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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写：勾选后，该角色可以对对应模块进行编辑。 

操作权限可以控制角色对功能模块的编辑权限。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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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角色信息。 

【预览】 

点击‘预览’可查看角色拥有的权限信息，如图：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57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4.4 从业人员管理 

从业人员管理是对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

栏中的企业管理下的从业人员管理，进入从业人员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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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组织架构 

 
 

如图为企业组织架构。 

4.4.2 岗位类型 

岗位类型是对从业人员的不同岗位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模块默认隐

藏收起，点击标题栏后展开，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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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岗位类型>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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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类型>：输入框，必填项。 

<说明>：说明或备注。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岗位类别列表信息。 

【导入】 

 
点击下载模板可下载岗位类型列表模板，按照模板格式编辑内容（岗位

类型不允许重复，否则将导入失败），点击浏览选择编辑好的文件，点击“提

交”弹出导入结果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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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删除】 

删除岗位类型。 

4.4.3 从业人员列表 

点击组织架构中的一个组织节点，从业人员列表中显示此组织下的所

有从业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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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姓名>、<身份证号>和<状态>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

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姓名>：输入框，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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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企业>：下拉菜单，企业组织树，必填项。 

<岗位类型>：下拉选择框。 

<身份证号>：输入框，不可重复。 

<状态>：下拉框，包括离职、停用。 

<入职时间>：入职时间。 

<工号>：输入框，非必填项。 

<从业资格证号>：输入框，从业资格证号。 

<发证机关>：输入框，从业资格证发证机关名称。 

<证件有效期>：从业资格证有效期。 

<性别>：单选框。 

<生日>：日期控件。 

<手机 1>：从业人员手机 1。 

<手机 2>：从业人员手机 2。 

<手机 3>：从业人员手机 3。 

<座机>：从业人员座机。 

<紧急联系人>：紧急联系人名称。 

<紧急人联系电话>：紧急联系人联系电话。 

<邮箱>：输入框，非必填项。 

<照片>：点击后上传本地图片文件。 

驾驶信息 

<操作证号>：从业人员操作证号。 

<发证机关>：从业人员操作证发证机关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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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证号>：从业人员驾驶证号。 

<发证机关>：从业人员驾驶证发证机关名称。 

<准驾车型>：准驾车型。 

<准驾有效期起>：准驾有效期生效时间。 

<准驾有效期至>：准驾有效期截止时间。 

<提前提醒天数>：准驾有效期提前提醒天数。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从业人员信息。 

【导入】 

 

点击下载模板可下载从业人员列表模板，按照模板格式编辑内容（从

业人员身份证号不可重复，否则将导入失败），点击浏览选择编辑好的文

件，点击‘提交’弹出导入结果提示框。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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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删除】 

删除从业人员记录。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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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控对象 

5.1 车辆信息 

5.1.1 车辆管理 

车辆管理是对以车辆为监控对象的基础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

菜单栏中的监控对象下的车辆信息，再点击车辆管理，进入车辆管理界面，

如图： 

 

1.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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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分组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点击分组名称后，

车辆列表显示对应分组下的所有车辆信息。 

2. 运营类别 

1） 搜索 

 

支持<运营类别>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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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类别>：运营类别，对应【车辆信息】中的字段信息。 

<备注>：备注。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运营类别信息。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运营类别相关信息内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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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对应运营类别记录。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3. 车辆列表 

1） 搜索 

 
支持<车牌号>、<终端号>和<SIM卡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

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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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基本信息】 

<车牌号>：必填项，车牌号或别名。 

<所属企业>：下拉框，默认登录用户的所属企业。 

<车辆别名>：车辆别名。 

<车主>：车主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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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类别>：车辆类别。 

<车辆类型>：车辆类型。 

<车主电话>：车主电话。 

<电话是否校验>：包括已校验和未校验。 

<车辆颜色>：车辆颜色。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燃料类型>： 燃料类型。 

<区域属性>：区域属性。 

<省、直辖市>：省、直辖市。 

<市、区>：市、区。 

<县>：县。 

<运营类别>：运营类别。 

<车辆状态>：车辆状态，包括启用、停用。 

<核定载人数>：车辆的核定载人数。 

<核定载质量>：车辆的核定载质量。 

<车辆保险单号>：车辆的保险单号。 

<车辆等级>：车辆等级。 

<技术等级有效期>：技术等级有效日期。 

<保养里程数(km)>：保养里程数。 

<保养有效期>：保养有效期。 

<备注>：备注。 

<维修状态>：车辆的维修状态，包括是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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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证信息】 

<道路运输证号>：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号。 

<经营许可证号>：车辆所属企业的经营许可证号。 

<经营范围>：车辆所属企业的经营范围。 

<核发机关>：车辆运输证的核发机关。 

<经营权类型>：车辆所属企业的经营权类型。 

<道路运输证有效期起>：车辆道路运输证有效期的起始时间。 

<道路运输证有效期至>：车辆道路运输证有效期的结束时间。 

<线路牌号>：车辆运输证信息的线路牌号。 

<始发地>：车辆运输证信息的始发地。 

<途径站名>：车辆运输证信息的途经站名。 

<终到地>：车辆运输证信息的终到地。 

<始发站>：车辆运输证信息的始发站。 

<路线入口>：车辆运输证信息的的路线入口。 

<终到站>：车辆运输证信息的终到站。 

<路线出口>：车辆运输证信息的路线出口。 

<每日发班次数>：车辆运输证信息的每日发班次数。 

<提前提醒天数>：车辆运输证有效期的提前提醒天数。 

<营运状态>：车辆的运营状态。 

【行驶证信息】 

<行驶证号>：车辆的行驶证号。 

<车架号>：车辆的车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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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号>：车辆的发动机号。 

<使用性质>：车辆的使用性质。 

<品牌型号>：车辆的品牌型号。 

<行驶证有效期起>：车辆行驶证有效期的起始时间。 

<行驶证有效期至>：车辆行驶证有效期的结束时间。 

<行驶证发证日期>：车辆行驶证的发证日期。 

<行驶证登记日期>：车辆行驶证的登记日期。 

<提前提醒天数>：车辆行驶证有效期的提前提醒天数。 

<备注>：备注。 

<载入车辆照片>：点击后上传车辆照片。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车辆信息。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 操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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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修改车辆启用或停用状态的时候，会弹出确认框，如图： 

 

【删除】 

将已选中的车辆一键删除（没有绑定关系），如有绑定关系（和终端、

SIM卡绑定），会提示已有绑定关系是否继续删除，确认后删除。 

4） 高级查询 

高级查询包括<行驶证到期状态>、<运输证到期状态>、<车辆保养到期

状态>，如图： 

 

<行驶证到期状态>：下拉框，包括全部、即将到期，默认为全部。 

<运输证到期状态>：下拉框，包括全部、即将到期，默认为全部。 

<车辆保养到期状态>：下拉框，包括全部、已到期，默认为全部。 

点击查询按钮后根据搜索框和高级查询条件综合查询，点击清空按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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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搜索框的内容并恢复<行驶证到期状态>、<运输证到期状态>、<车辆保

养到期状态>的初始条件。 

5）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6）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5.1.2 车型管理 

车型管理是对车辆类别以及车辆类别下的不同车辆类型的基础信息进

行管理的功能模块，分为车辆类别和车型列表，并且可以对车辆类别对应

的图标显示进行管理，点击菜单栏中的监控对象下的车辆信息，再点击车

型管理，进入车型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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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辆类别 

 

1）搜索 

 

支持<车辆类别>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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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和【批量删除】。 

 

【新增】 

 

<标准>：下拉框，包括通用、货运和工程机械。 

<车辆类别>：车辆类别的名称。 

<备注>：备注。 

<图标>：点击 后可以上传本地图片，选中个性化图标后的状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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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图片的删除，状态如图： 

 

备注： 

平台预置了部分个性化图标，不允许删除。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车辆类别记录。 

3）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修改车型信息。 

平台在通用标准下设置的默认车型参照《JT-T415-2006 道路运输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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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平台 编目编码规则》的内容，包括大型客车、中型客车、轿车、普通

货车、专用运输车、罐车、牵引车、危险品运输车、农用车、拖拉机、其

他车辆等。 

【删除】 

删除车型记录。 

4）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2. 车辆类型 

 

1）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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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车辆类型>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2）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和【批量删除】。 

 

【新增】 

 

<车辆类别>：下拉框，包括车辆类别中的内容项。 

<车辆类型>：输入框，必填项。 

<备注>：备注。 

备注： 

监控对象快速录入的时候车辆类型默认为“其它车辆”。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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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车型信息。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除了<车辆类别>之外的其它车辆类型信息，如图： 

 

【删除】 

删除车型记录。 

4）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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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3. 车型子类型 

 

1）搜索 

 

支持<车辆子类型>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和【批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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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车辆类型>：下拉框，包括车辆类型中的内容项。 

<车辆子类型>：输入框，必填项。 

<行驶方式>：下拉框，包括自行、运输，默认为自行。 

<车辆类型>：输入框，必填项。 

<备注>：备注。 

<图标>：点击 后可以上传本地图片，选中个性化图标后的状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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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图片的删除，状态如图： 

 

备注： 

平台预置了部分个性化图标，不允许删除。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车辆子类型记录。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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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支持修改除了<车辆类别>之外的其它车辆类型信息，如图： 

 

【删除】 

删除车辆子类型记录。 

4）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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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燃料管理 

燃料管理是对车辆不同燃料类型的基础信息进行管理，并能通过时间查

询条件和报表显示查看燃料价格趋势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监控对

象下的车辆信息，再点击燃料管理，进入燃料管理界面，如图： 

 

1. 燃料类型 

1）搜索 

 

支持<燃料类型>的查询，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2）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和【批量删除】。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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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类别>：下拉框，包括柴油、汽油、天然气。 

<燃料类型>：输入框，必填项。 

<类型描述>：描述。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人员信息。 

3）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除了<燃料类别>之外的其它燃料类型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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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燃料类型。 

2. 查询和数据展示 

1）查询条件 

 

点击时间，如图： 

 

控件弹框内，点击日期可以设置服务期限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长按

日期会弹出具体的时分秒控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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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控件支持快速设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如图： 

 

点击“前 7 天”，以当前的服务器时间为基准，往前推 7 天进行设置，

其它操作类似，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支持回车键进入下一步。 

同时，也支持点击右下角的【时间】按钮对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进行设

置，点击后居中显示设置弹框，如图： 

 

选择时间后确认，再次确认日期和时间范围均无误后，点击确定直接进

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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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区域】后点击查询，数据展示如图： 

 

点击切换左侧不同的燃料类型，右侧价格趋势图也会按照查询条件里的

日期范围进行变化。 

5.1.4 品牌机型管理 

品牌机型管理是针对车辆类型为工程机械类的车辆，进行品牌和机型基

础信息的管理，点击菜单栏中的监控对象下的车辆信息，再点击品牌机型

管理，进入品牌机型管理界面，如图： 

 

1. 品牌管理 

1）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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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品牌>的查询，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

索。 

2）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品牌>：输入框，品牌名称。 

<备注>：备注。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品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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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品牌信息，如图： 

 

【删除】 

删除品牌信息。 

2. 机型管理 

1）搜索 

 

支持<品牌>、<机型>的查询，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

速执行搜索。 

2）操作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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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品牌>：下拉框，品牌名称。 

<机型>：输入框，机型名称。 

<备注>：备注。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机型信息。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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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除<品牌>之外的机型信息，如图： 

 

【删除】 

删除机型信息。 

5.1.5 车辆保险管理 

车辆保险管理是对车辆保险单号的基础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

菜单栏中的监控对象下的车辆信息，再点击车辆保险管理，进入车辆保险

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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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保险单号>和<车牌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

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保险单号>：输入框，必填项，保险单号。 

<车牌号>：下拉框，加载【车辆管理】中的<车牌号>。（注：如车辆被

删除，和车辆有关的保单记录同时被删除） 

<保险类型>：输入框，保险类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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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输入框，保险公司名称。 

<保险开始时间>：保险的开始时间； 

<保险到期时间>：保险的到期时间； 

<提前提醒天数>：距离保险到期时间前的提前提醒天数； 

<保险金额>：保险的金额； 

<折扣率(%)>：保险的折扣率，单位为%； 

<实际费用>：保险的实际费用； 

<代理人>：保险办理的代理人名称； 

<电话>：保险办理代理人的电话号码； 

<备注>：备注。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车辆保险信息。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高级查询 

点击高级查询按钮，向下展开如图： 

 

<保单到期状态>：下拉框，包括全部、即将到期，默认为全部。 

选择对应保单到期状态后，点击查询对保险单号列表中的记录按状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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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滤，点击清空将<保单到期状态>恢复默认为全部。 

4）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车辆保险信息，如图： 

 

【删除】 

删除车辆保险信息。 

5.1.6 旅游客车行程管理 

旅游客车行程管理是针对车辆类型为客运车类车辆行程的基础信息进

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监控对象下的车辆信息，再点击旅游

客车行程管理，进入旅游客车行程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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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行程单号>和<车牌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

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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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单号>：必填项，行程单号。 

<车牌号>：下拉框，必选项，加载【车辆管理】中车辆类型为客车类的

车牌号。 

<开始时间>：行程的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行程的结束时间。 

<地点>：行程的地点名称。 

<行程内容>：行程的具体内容。 

<备注>：备注。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车辆行程信息。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 操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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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车辆行程信息，如图： 

 

【删除】 

删除车辆行程信息。 

5.1.7 危险货物运输趟次管理 

危险货物运输趟次管理是针对车辆类型为危险品运输类车辆趟次记录

的基础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监控对象下的车辆信息，

再点击危险货物运输趟次管理，进入危险货物运输趟次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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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名 

1）搜索 

 

支持<品名>的查询，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

索。 

2）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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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必填项，品名的名称。 

<危险品类别>：危险品类别，见《JT-T415-2006道路运输电子政务平台 

编目编码规则》。 

<单位>：品名的单位，包括 kg和 L。  

<备注>：备注。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品名信息。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103 

 

【修改】 

支持修改品名信息，如图： 

 

【删除】 

删除品名信息。 

2. 趟次列表 

1）搜索 

 

支持<车牌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

搜索。 

2）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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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车牌号>：下拉框，必选项，加载【车辆管理】中车辆类型为危险品运

输类的车牌号。 

<品名>：危险品类别，加载【品名】中已录入的品名列表。 

<危险品类别>：非编辑项，关联对应品名的类别。  

<单位>：非编辑项，关联对应品名的单位。 

<数量>：趟次信息的品名数量。 

<运输类型>：趟次信息的运输类别，包括营运性、非营运性。 

<运输日期>：趟次信息的运输日期。 

<起始地点>：趟次信息的起始地点。 

<途径地点>：趟次信息的途径地点。 

<目的地点>：趟次信息的目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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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运员>：下拉框，加载【从业人员管理】中的从业人员名称。 

<从业资格证号>：非编辑项，关联从业人员的资格证号。 

<电话>：非编辑项，关联从业人员的电话号码。 

<备注>：备注。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趟次信息。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5.2 人员信息 

5.2.1 人员列表 

人员信息是对监控对象为人员的基础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

单栏中的监控对象下的人员信息，进入人员信息管理界面，如图： 

 

1.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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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分组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点击分组名称后，

人员列表显示对应分组下的所有人员信息。 

2. 搜索 

 

支持<人员编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3.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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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人员编号，必填项。 

<所属企业>：默认和当前用户所属企业一致。 

<姓名>：姓名。 

<身份证号>：人员的身份证号码。 

<性别>：性别。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必填项。  

<邮箱>：邮箱。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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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4.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人员相关信息内容，如图： 

 

【删除】 

删除对应人员记录。 

4）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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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5.3 物品信息 

5.3.1 物品列表 

 物品信息是对监控对象为物品的基础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

单栏中的监控对象下的物品信息，进入物品信息管理界面，如图： 

 

1.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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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分组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点击分组名称后，

物品列表显示对应分组下的所有物品信息。 

2. 物品列表 

1） 搜索 

 
支持<物品编号>、<终端号>和<SIM 卡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

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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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编号>：输入框，必填项，物品编号。 

<物品名称>：输入框，物品名称。 

<所属企业>：下拉框，默认为当前用户的所属企业。 

<物品类别>：下拉框，必选项，默认为其他物品。 

<物品类型>：下拉框，必选项，默认为其他物品。 

<品牌>：输入框，品牌名称。 

<型号>：输入框，物品的型号。 

<主要材料>：输入框，物品的主要材料。 

<物品重量(kg)>：输入框，物品的重量，单位为 kg。 

<规格>：输入框，物品的规格。 

<制造商>：输入框，物品的制造商名称。 

<经销商>：输入框，物品的经销商名称。 

<产地>：输入框，物品的产地。 

<生产日期>：日期控件，物品的生产日期。 

<备注>：输入框，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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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图片>：点击上传物品图片。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物品信息。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后导入。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修改物品记录。 

【删除】 

删除物品记录。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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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管理 

6.1 终端管理 

 终端管理是对平台内所有终端设备的基础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

击菜单栏中的设备管理下的终端管理，进入终端管理界面，如图： 

 

6.1.1 终端列表 

1. 搜索 

 
支持<终端号>和<监控对象>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

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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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终端编号>：终端编号，必填项，输入长度限制为 7 到 20 位，支持输

入字母、数字。 

<终端名称>：终端名称。 

<制造商 ID>：制造商 ID。 

<终端型号>：终端型号。 

<所属企业>：所属企业，默认当前用户的所属企业。 

<是否视频>：单选项。 

<通讯类型>：终端通讯类型，包括“交通部 JT/T808-2011(扩展)”、“交

通部 JT/T808-2013”、“移为”、“天禾”、“BDTD-SM”、“KKS”、 “BSJ-

A5”、“ASO”、“F3超长待机”，必选项。 

<功能类型>：终端功能类型，含“简易型车机”、“行车记录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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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设备”、“超长待机设备”和“定位终端”，必选项。 

<条码>：条码，必填项。 

<通道数>：通道数。 

<启停状态>：单选项，控制服务器解析端是否处理上传数据。 

<制造商>：制造商，非必填项。 

<安装时间>：选填项，终端的安装时间。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终端信息。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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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已和车辆绑定的终端，其终端编号和终端类型不能进行修改，如果要修改需要先解除和

车辆的绑定。 

【删除】 

将已选中的终端进行删除（没有绑定关系），如有绑定关系，会提示先解

除绑定（到信息录入里的信息列表解除绑定）。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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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6.2 SIM 卡管理 

SIM卡管理是对平台内所有 SIM卡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并且支持

对 F3协议的终端下发相关参数，实现智能化管理，点击菜单栏中的设备管

理下的 SIM卡管理，进入 SIM卡管理界面。 

6.2.1 SIM 卡列表 

 

1. 搜索 

 
支持<SIM 卡号>、<监控对象>和<终端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

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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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SIM卡号>：SIM卡号，支持 7到 13位的数字输入。 

<所属企业>：下拉框，默认为当前用户的所属企业。 

<启停状态>：SIM卡的启停状态，包括启用和停用。 

<ICCID>：SIM卡的 ICCID号码。 

<IMEI>：SIM卡的 IMEI号码。 

<IMSI>：SIM卡的 IMSI号码。 

<运营商>：运营商名称，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 

<套餐流量>：SIM卡的套餐流量。 

<当日流量>：SIM卡当日流量，可从 M2M卡平台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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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流量>：SIM卡当月流量，可从 M2M卡平台获取。 

<当月流量截止日>：SIM卡当月流量截止日，可从 M2M卡平台获取。 

<修正系数>：选填项，缺省值为 100。 

<预警系数>：选填项，缺省值为 90。 

<月预警流量>：选填项，等于月流量阈值*预警系数。 

<流量月结日>：默认每月 1号。 

<小时流量阈值>：卡小时流量阈值。 

<日流量阈值>：卡日流量阈值。 

<月流量阈值>：卡月流量阈值。 

<激活日期>：卡激活日期。 

<到期时间>：卡到期时间。 

<真实 SIM卡号>：真实 SIM卡号，支持输入 11-13位的整数。 

<备注>：备注。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 SIM卡信息。已经与监控对象绑定的 SIM卡，不能直

接删除，必须先解除与监控对象的绑定后才能删除。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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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未绑定监控对象的 SIM卡信息，如图： 

 

备注： 

已和监控对象绑定的 SIM 卡，其 SIM 卡号不能进行修改，如果要修改需要先解除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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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的绑定。 

【下发参数】 

下发已设置的 SIM卡参数到终端设备（具体参考实时监控页面的下发

指令<获取 SIM卡信息>），“下发状态”列会同步显示下发的状态，下发状

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终端接收失败、终端处理中、参

数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终端接收失败：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超时未应答（60秒内）。 

终端处理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返回通用应答但未返回参数设置

应答。 

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

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设置失败或

超时未返回参数设置应答。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并且终端应答参数设置成

功。 

【删除】 

将已选中的 SIM 卡进行删除（没有绑定关系），如有绑定关系，会提示

先解除绑定（到信息录入里的信息列表解除绑定）。 

4.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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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7 监控管理 

7.1 实时监控 

实时监控是对平台内所有已绑定监控对象进行监控管理的功能模块，点

击菜单栏中的监控管理下的实时监控，进入实时监控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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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地图操作模式，监控对象不是片段式跳动，而是连续移动，拥有

更加流畅的体验感。 

监控对象异步加载，全面展示监控对象的实时状态和数据信息，让用户

一目了然。 

与轨迹回放功能无缝切换，更好的用户体验。 

7.1.1 监控对象 

1. 功能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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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鼠标移入时，在线状态的监控对象右侧会有<轨迹回放>和<实时视

频>2个图标，点击后当前的实时监控会跳转到对应页面，如果跳转到轨迹

回放页面，会直接查询该监控对象的历史轨迹，如果跳转到实时视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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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该监控对象同时满足 JT/T1076 硬件要求，会下发请求实时音视频查看。

不在线状态的监控对象在鼠标移入时只显示<轨迹回放>图标。 

2. 监控对象统计 

包含【全部】、【在线】和【不在线】3种状态统计，实时刷新数据，其

中，【不在线】状态包括离线和从未上线 2种情况，离线对象在勾选后会

在状态信息栏里显示最后一次上报定位数据的信息。 

3. 搜索栏 

 

支持<监控对象>、<终端号>、<SIM卡号>、<分组>和<从业人员>的模糊

搜索和快速清空，如图： 

 

为了保证搜索效率和用户体验，支持关键字的延时搜索。 

4. 监控对象状态 

<心跳>：监控对象没有上传位置数据，只上传心跳包。 

<未定位>：监控对象上线，终端设备上传状态是未定位。 

<行驶>：监控对象处于行驶状态。 

<报警>：监控对象处于报警状态。 

<停止>：监控对象处于停止状态。 

<超速>：监控对象处于超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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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A. 当监控对象同时处于【报警】和其它状态时，监控对象优先显示的状态为【报警】。 

B. 点击状态图标可以筛选对应状态的监控对象，如图： 

 

C. 搜索栏右侧的刷新按钮可以刷新监控对象状态，并清除筛选状态，如图： 

 

5. 功能面板点击操作 

【名词解释】 

监控：指接收监控对象的位置数据，显示在信息面板的状态信息列表

并置顶。 

聚焦：指将监控对象显示在平台的地图页面范围内，并居中显示。 

跟踪：指对特定的监控对象实时跟踪，如果对象超出地图范围会拉回

到地图中间。 

置顶：指监控对象对应的记录显示在第一行。 

1）功能面板上对一个监控对象（如：车牌号）可以勾选、单击和双

击。 

2）勾选：即监控。在信息面板的【状态信息】栏进行显示，地图上显

示（聚焦，但不会跟踪），如图： 。 

3）没有勾选的单击：选中效果（背景是淡蓝色），如图：

。 

4）初次勾选后单击：在信息面板的【状态信息】栏置顶显示，地图上

显示（聚焦，但不会跟踪），同时取消其它车的跟踪，背景是淡蓝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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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5）已勾选后单击：地图上显示（聚焦，但不会跟踪），同时取消其它

车的跟踪，背景是淡蓝色，如图： 。 

6）双击：同时实现对监控对象的监控、聚焦和跟踪（背景是淡黄

色）。在信息面板的【状态信息】栏置顶显示，在地图中心显示并跟踪，

超出地图会拉回到地图中心，如图： 。 

左键点击地图上的监控对象，弹出动态信息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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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信息框的内容包括： 

<时间>：监控对象最新上报位置数据的时间。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如果监控对象是车辆，后面会附加车牌颜色

信息。 

<终端号>：监控对象的终端编号。 

<SIM卡号>：监控对象的 SIM卡号。 

<行驶状态>：监控对象的行驶状态，包括在线行驶、在线停车等。 

<行驶速度>：监控对象在该时间点的速度。 

<位置>：监控对象的位置描述信息。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名称。 

<所属分组>：监控对象的所属分组名称（可能多个）。 

<对象类型>：监控对象的对象类型。 

<ACC>：监控对象在该时间点的 ACC状态。 

<当日里程>：监控对象的当日里程。 

<北纬>：监控对象的北纬坐标。 

<东经>：监控对象的东经坐标。 

<总里程>：监控对象的总里程。 

<报警信息>：监控对象上报的报警类型（可能多个）。 

<方向>：监控对象位置附加信息中的方向。 

<记录仪速度>：监控对象位置附加信息中记录仪的速度。 

<高程>：监控对象的高程。 

<电子运单>：监控对象上报的电子运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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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监控对象的从业人员名称。 

<从业资格证号>监控对象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证号信息。 

<运营/停运状态>：监控对象状态位信息中的运营/停运状态。 

<车辆油路状态>：监控对象状态位信息中的油路状态。 

<车辆电量状态>：监控对象状态位信息中的电量状态。 

<车门加解锁状态>：监控对象状态位信息中的车门加解锁状态。 

功能按钮包括： 

【轨迹】 

点击后当前页面跳转到【轨迹回放】功能模块，可以查询监控对象对

应的历史轨迹。 

【跟踪】 

点击后设置跟踪参数，对监控对象下发临时位置跟踪。 

【点名】 

点击后对监控对象下发单次回报，终端上报最新一次位置数据。 

【视频】 

 点击后当前页面跳转到【实时视频】功能模块，可以查看监控对象对

应的音视频窗口。 

6. 信息面板 

 

1）状态信息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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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定位时间>：监控对象上报位置信息的时间。 

<服务器时间>：平台收到监控对象上报最新位置信息的时间。 

<所属分组>：监控对象所属分组。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为车辆时，车牌颜色信息。 

<终端号>：监控对象绑定的终端号。 

<SIM卡号>：监控对象绑定的 SIM卡号。 

<从业人员>：当前监控对象的从业人员。 

<ACC>：监控对象的 ACC状态。 

<行驶状态>：监控对象的行驶和停止状态及对应状态的持续时长。 

<信号状态>：监控对象上报附加位置信息中的扩展信号状态信息。 

<速度>：监控对象的行驶速度。 

<方向>：监控对象的朝向。 

<电池电压>：监控对象的电池电压。 

<信号强度>：监控对象的信号强度。 

<定位方式>：监控对象的定位方式。 

<当日里程>：监控对象的当日里程统计。 

<总里程>：监控对象的总里程统计。 

<当日油耗>：监控对象的当日油耗统计（流量计式油耗）。 

<总油耗>：监控对象的的总油耗统计。 

<油量>：监控对象的油量数据。 

<高程>：监控对象的高程数据。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131 

 

<记录仪速度>：监控对象的记录仪速度。 

<位置>：监控对象的当前位置。 

7. 信息面板点击操作 

1）单击任意对象，该对象变为聚焦、跟踪（功能面板上背景色为淡黄

色，信息面板上的背景色为淡黄色），如图： 

功能面板：  

信息面板：

 

2）单击已聚焦跟踪对象，取消该对象的聚焦、跟踪（功能面板上背景

色取消，信息面板上背景色也取消）。 

功能面板：  

信息面板： 

 

3）单击其它非聚焦跟踪对象，取消当前已聚焦和跟踪的车辆状态（功

能面板上背景色取消，信息面板上背景色也取消），变更为该单击对象为

聚焦和跟踪（功能面板上背景色为淡黄色，信息面板上的背景色为淡黄

色）。 

4）双击已跟踪对象，该对象仍为聚焦、跟踪（功能面板上背景色为淡

黄色，信息面板上的背景色为淡黄色），并置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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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双击其它非聚焦和跟踪对象，取消当前已聚焦和跟踪的车辆状态

（功能面板上背景色取消，信息面板上背景色也取消），变更为该双击对

象为聚焦和跟踪（功能面板上背景色为淡黄色，信息面板上的背景色为淡

黄色），并置顶显示。  

8. 报警记录 

报警记录里显示自打开实时监控页面起，设置局部推送报警类型的监

控对象上报的报警信息，双击一条记录后当前页面跳转到报警查询模块中

该报警信息，如图：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报警时间>：监控对象的报警时间。 

<处理状态>：监控对象的处理状态，当状态为“未处理”时，点击后

可以进行报警处理。 

<所属分组>：监控对象所属分组。 

<对象类型>：监控对象的车辆类型。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报警类型>：监控对象当前报警的类型，可以多个。 

<从业人员>：监控对象绑定的从业人员信息。 

<报警位置>：监控对象的报警位置。 

9. 报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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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报警查询记录中的处理状态为“未处理”时，点击会弹出报警处理框，

其中“拍照”和“下发短信”属于提醒或取证操作，“人工确认报警”、

“不做处理”和“将来处理”属于报警处理操作，如图： 

 

根据监控对象不同的通讯协议，报警提醒和处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具

体说明如下： 

1）针对交通部 JT/T808（含 2011扩展版和 2013版）的监控对象 

【拍照】 

 点击拍照，弹出框向下延伸出参数配置界面，参数包括通道 ID、间隔

时间、拍照张数、保存标志、分辨率、图像质量、高度、对比度、饱和度、

色度，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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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下发摄像头立即拍摄命令，并将终端设备上传的图片进行保存，可

以在多媒体管理模块里查询。 

【下发短信】 

点击下发短信，弹出框向下延伸出参数配置界面，参数包括文本内容、

紧急状态、终端显示器显示状态、终端 TTS 读播状态、广告屏显示状态，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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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发后，平台下发文本信息命令。 

【人工确认报警】 

平台下发人工确认报警指令，交通部 JT/T808协议支持人工确认报警下

发处理的报警类型包括“紧急报警”、“危险预警”、“进出区域报警”、

“进出路线报警”、“路段行驶时间不足/过长报警”、“车辆非法点火”和

“车辆非法位移”，其它不支持下发指令处理的报警类型，点击后状态直

接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 并在处理方式中对应记录“人工确认

报警”方式。 

【不做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不做处理”方式。 

【将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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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将来处理”方式。 

【关闭】 

关闭报警处理弹框。 

2）针对 BDTD-SM的监控对象 

 

【人工确认报警】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人工确认报警”方式。 

【不做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不做处理”方式。 

【将来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将来处理”方式。 

【关闭】 

关闭报警处理弹框。 

3）针对 ASO的监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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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确认报警】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人工确认报警”方式。 

【不做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不做处理”方式。 

【将来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将来处理”方式。 

【关闭】 

关闭报警处理弹框。 

4）针对 F3超长待机的监控对象 

 

【人工确认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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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人工确认报警”方式。 

【不做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不做处理”方式。 

【将来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将来处理”方式。 

【关闭】 

关闭报警处理弹框。 

10. 日志记录 

在实时监控页面执行下发指令等操作，都会在日志记录中显示，如

图：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时间>：操作时间。 

<IP地址>：操作人的 IP地址。 

<操作人>：操作人的用户名。 

<内容描述>：在实时监控页面执行的操作内容和终端上传信息。 

<日志类型>：日志类型，包括平台操作、平台下发、终端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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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报警弹出框 

右下角的 是报警弹出框的初始状态，在无报警信息的时候处于此状

态，如图： 

 

右下角的 是报警弹出框的弹出状态，当监控车辆出现报警时自动

切换为该状态，发出报警声音、图标闪烁，并在右上角显示产生报警的监

控对象数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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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报警弹出框的鼠标事件 

1）左键单击 

页面下方状态栏切换至【报警记录】页签。 

2）右键单击 

弹出报警设置框，如下图： 

 

【声音】和【闪烁】按钮是针对全局的设置，通过鼠标点击启用和禁用。 

3）点击【最小化】 

将弹出框恢复到初始状态 。 

13. 地图工具栏 

 

1）地图设置 

地图设置工具包括路况、卫星地图和谷歌地图，如图： 

 

点击“路况”后显示地图上各路段的路况，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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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卫星地图”后将地图切换至卫星图，如图： 

 

点击“谷歌地图”后将地图切换至谷歌地图，如图： 

 

2）区域查询 

点击后，在地图上拉框一个区域，平台将弹框显示区域内所有监控对象

的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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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拉框放大或缩小 

点击后，在地图上拉框一个区域，以拉框区域为中心，比例尺对应的放

大或缩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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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距离量算 

点击后，选中地图上任意两个点会显示两点间的距离，如图： 

 

5）显示设置 

点击后，包括两种实时监控页面的显示设置，如图： 

 

【平滑移动】 

 生效状态：所有监控对象都有平滑移动效果。（字体背景色为淡蓝色，

复选框为勾选状态） 

取消状态：所有监控对象在当前平滑移动效果结果后取消平滑移动效果。

（字体背景色为灰色，复选框为不勾选状态） 

【标识显示】 

生效状态：所有监控对象都有标识显示和标识避让效果。（字体背景色

为淡蓝色，复选框为勾选状态） 

取消状态：所有监控对象取消标识显示和标识避让效果。（字体背景色

为灰色，复选框为不勾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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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向上】 

 生效状态：所有监控对象在地图上显示的图标不再随着行驶轨迹而产生

方向变化，始终保持横向的左右平移。（字体背景色为淡蓝色，复选框为勾

选状态） 

 取消状态：所有监控对象在地图上显示的图标继续随着行驶轨迹而

产生方向变化。（字体背景色为灰色，复选框为不勾选状态） 

14. 监控对象右键下发指令 

针对当前在线状态的、通讯协议为“交通部 JT/T808”（含 2011 扩展

版和 2013版）的监控对象，右键点击会弹出右键下发指令菜单，如图： 

 

1）获取 SIM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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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获取 SIM卡信息】后弹框，如图： 

 

弹框内容分为“终端设备数据”、“F3 平台数据”和“物联网卡平台

数据”3部分。 

<终端设备数据>：终端设备里的参数详情（含 SIM卡参数）。 

<F3平台数据>：F3平台 SIM卡管理功能模块里的 SIM卡参数。 

<物联网卡平台数据>：中位物联网卡平台中的 SIM卡参数。 

【刷新】 

点击刷新，重新获取一次终端设备、F3、M2M卡平台数据。 

【修正】 

对终端设备数据和 F3平台数据进行修正，修正流程如下： 

 

【下发】 

将修正后的数据下发到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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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取消下发并关闭弹框。 

2）设置 OBD车型信息 

点击【设置 OBD车型信息】后弹框，如图： 

 

<车型分类>：下拉框，包括乘用车和商用车。 

<车型名称/发动机类型>：下拉框，当<车型分类>为乘用车时显示车型

名称，内容包括所有乘用车的车型内容，当<车型分类>为商用车时显示发

动机类型，内容包括所有商用车的发动机内容。 

<OBD采集间隔(秒)>：输入框，下发后设置 OBD的采集间隔。 

3）单次回报（点名） 

点击下发后，终端设备接到命令后马上上报一条最新位置数据。该命令

也可以通过监控对象动态信息框内的快捷按钮下发，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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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时位置跟踪 

点击后弹框，设置<回传时间间隔(秒)>和<位置跟踪有效时间(秒)>后下

发，此命令下发成功后终端设备会按照设置的回传间隔时间频率来发位置

信息，生效时长为位置跟踪有效时间的值，如图： 

 

该命令也可以通过监控对象动态信息框内的快捷按钮下发，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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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连续回报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终端设备按照设置时间进行位置上报，连续回报设

置默认为“定时”，如图： 

 

<驾驶员未登录汇报时间间隔(秒)>：输入项，缺省值为 30。 

<休眠时汇报时间间隔(秒)>：输入项，缺省值为 120。 

<紧急报警时汇报时间间隔(秒)>：输入项，缺省值为 15。 

<缺省时间汇报间隔(秒)>：输入项，缺省值为 30。 

连续回报设置为“定距”，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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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未登录汇报距离间隔(米)>：输入项，缺省值为 200。 

<休眠时汇报距离间隔(米)>：输入项，缺省值为 20000。 

<紧急报警时汇报距离间隔(米)>：输入项，缺省值为 100。 

<缺省距离汇报间隔(米)>：输入项，缺省值为 500。 

连续回报设置为“定时定距”，如图： 

 

<驾驶员未登录汇报时间间隔(秒)>：输入项，缺省值为 30。 

<休眠时汇报时间间隔(秒)>：输入项，缺省值为 120。 

<紧急报警时汇报时间间隔(秒)>：输入项，缺省值为 15。 

<缺省时间汇报间隔(秒)>：输入项，缺省值为 30。 

<驾驶员未登录汇报距离间隔(米)>：输入项，缺省值为 200。 

<休眠时汇报距离间隔(米)>：输入项，缺省值为 20000。 

<紧急报警时汇报距离间隔(米)>：输入项，缺省值为 100。 

<缺省距离汇报间隔(米)>：输入项，缺省值为 500。 

6）设置车牌号 

设置参数并下发可修改终端上的车牌号，点击后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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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输入框，支持输入中文、字母、数字或短横杠，默认为空。 

7）监控对象-拍照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终端设备上传图像，可以在平台【报表管理】里的

多媒体管理中查看，参数设置如图： 

 

<通道 ID>：下拉框，通道数范围 1到 5。 

<间隔时间>：单位秒，0表示按最小间隔拍照，缺省值为 0。 

<拍照张数>：输入项，默认 1，最大 10。 

<保存标志>：下拉框，包含实时上传、保存。 

<分辨率>：下拉框，默认 320*240。 

<图像质量>：输入项，范围 1到 10，缺省值为 5。 

<亮度>：输入项，范围 0到 255，缺省值为 125。 

<对比度>：输入项，范围 0到 127，缺省值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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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度>：输入项，范围 0到 127，缺省值为 60。 

<色度>：输入项，范围 0到 255，缺省值为 125。 

备注： 

拍照上传成功后，可以在多媒体管理中查看。 

8）监控对象-监听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可以对监控对象进行监听，如图： 

 

<电话号码>：输入项，最长为 20字节。 

9）监控对象-录像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可以对监控对象进行录像，如图： 

 

<通道 ID>：下拉框，通道数范围 1到 5。 

<间隔时间>：单位秒，0表示一直录像，缺省值为 3。  

<保存标志>：下拉框，包含实时上传、保存，缺省值为“实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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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下拉框，缺省值为 320*240。 

<图像质量>：输入项，范围 1到 10，缺省值为 5。 

<亮度>：输入项，范围 0到 255，缺省值为 125。 

<对比度>：输入项，范围 0到 127，缺省值为 60。 

<饱和度>：输入项，范围 0到 127，缺省值为 60。 

<色度>：输入项，范围 0到 255，缺省值为 125。 

当设置间隔时间(秒)为 0的时候，下发进入持续录像的状态，需要手动

停止，如图： 

 

备注： 

拍照上传成功后，可以在多媒体管理中查看。 

10）设置超速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可以对监控对象进行限速监控，如果持续时间内都

超速将会报警，如图： 

 

<最高速度(km/h)>：指限制监控对象在围栏里的最高速度。 

<超速持续时间(s)>：指监控对象超过最高速度的允许时间，如果超过

持续时间将会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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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送原始命令 

按照交通部 808 协议里的透传下行命令 8900 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点击后弹框如图： 

 

<原始命令内容>：输入项，透传消息内容。 

12）文本信息下发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终端设备收到文本信息内容，如图： 

 

<文本内容>：输入项，最长为 1024字节。 

13）提问下发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终端设备收到提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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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电话回拨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可以对监控对象进行电话回拨，如图： 

 

15）终端复位 

下发终端复位控制命令，实现终端复位。 

16）恢复出厂设置 

下发恢复出厂控制命令，实现终端恢复出厂设置。 

17）车门加锁 

下发车辆控制命令，实现车门加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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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车门解锁 

下发车辆控制命令，实现车门解锁状态。 

19）断油断电 

点击该菜单即获取终端设备的相关状态，包括车辆控制状态（油路）、

速度和位置信息，如图： 

 

选择对应的操作（通油电或断油电），输入下发口令，点击下发后弹出

二次确认弹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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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后下发对应指令到终端设备，点击返回取消操作。 

20）行驶记录数据采集 

下发行驶记录数据采集命令，对行驶记录仪数据进行采集，相关命令字

列表见 GB/T 19056中相关要求，如图： 

 

21）行驶记录参数下传 

通过 0x8701 行驶记录仪参数下传指令下发到终端，支持修改行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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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的车辆 VIN码、车牌号及号牌分类等内容，如图： 

 

22）多媒体检索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检索终端设备的多媒体信息，可以在【报表管理】

的多媒体管理中查看，如图： 

 

<多媒体类型>：下拉选择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 

<通道 ID>：下拉选择项，包括所有、以及 1到 9个通道 ID。 

<事件项>：下拉选择项，包括平台下发指令、定时动作、抢劫报警、碰

撞侧翻报警。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158 

 

<开始时间>：设置检索的起始时间，不按时间范围则清空，缺省值为系

统日期 00:00:00。 

<结束时间>：设置检索的结束时间，不按时间范围则清空，缺省值为系

统日期 23:59:59。 

23）多媒体上传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上传终端设备的多媒体信息，可以在【报表管理】

的多媒体管理中查看，如图： 

 

<多媒体类型>：下拉选择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 

<通道 ID>：下拉选择项，包括 1到 9个通道 ID。 

<事件项>：下拉选择项，包括平台下发指令、定时动作、抢劫报警、碰

撞侧翻报警。 

<开始时间>：设置多媒体上传的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设置多媒体上传的结束时间。 

<允许删除>：删除标志。 

24）录音上传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上传录音，选择保存可以在【报表管理】的多媒体

管理中查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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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时间(秒)>：输入项，0表示一直录音。 

<保存标志>：下拉选择项，包括实时上传、保存。 

<采样率(Kbps)>：下拉选择项，缺省值为 8。 

25）查询终端参数 

选择一个监控对象，弹出右键菜单后点击下发“查询终端参数”，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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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查询原始数据 

选择一个监控对象，弹出右键菜单后点击“查询原始数据”，如图： 

 

可以查看监控对象实时上报的原始数据，便于对终端上线状态异常等情

况进行定位，支持对原始数据的复制、清空和暂停。 

备注： 

右键指令<查看原始数据>支持对离线状态的监控对象进行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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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在线或离线状态、通讯协议为“ASO”的监控对象，右键点击会弹

出右键下发指令菜单，如图： 

 

1）上报频率设置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终端设备按照设置上报频率进行上报，如图： 

 

<上报频率>：上报频率间隔设置，格式为“00小时 00分”，精确到分

钟。 

<定位模式>：下拉框，模式类型包括“基站定位+卫星定位”、“基站

定位”、“卫星定位”、“基站定位+WIFI定位”和“基站定位+卫星定位

+WIFI定位”，缺省值为“基站定位+卫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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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点和校对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终端设备按照设置上报频率进行上报，如图： 

 

<定点时间>：时间控件，点击弹出时间设置框，时间选择时、分、秒，

设置终端设备每天上报数据的时间点，如图： 

 

3）透传指令 

设置指令参数并下发后，终端设备按指令内容生效，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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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内容>：输入框，具体的指令内容。 

4）远程复位 

点击远程复位，平台会进行二次弹框确认操作，下发后对终端设备进行

复位，如图： 

 

 

针对在线或离线状态、通讯协议为“F3 超长待机”的监控对象，右键

点击会弹出右键下发指令菜单，如图： 

 

1）上报频率设置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终端设备按照设置上报频率进行上报，如图：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164 

 

 

<上报频率>：上报频率间隔设置，格式为“00小时 00分”，精确到分

钟。 

<定位模式>：下拉框，模式类型包括“基站定位+卫星定位”、“基站

定位”、“卫星定位”、“基站定位+WIFI定位”和“基站定位+卫星定位

+WIFI定位”，缺省值为“基站定位+卫星定位”。 

<上报起始时间>：时间控件，点击弹出时间设置框，时间选择时、分、

秒，设置终端设备上报数据的起始时间。 

2）定点和校对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终端设备按照设置上报频率进行上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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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时间>：时间控件，点击弹出时间设置框，时间选择时、分、秒，

设置终端设备每天上报数据的时间点，支持新增多个上报时间点，最多支

持 12个时间点的设置。 

 

3）位置跟踪 

设置参数并下发后，终端设备按照设置的位置跟踪参数上报平台，如图： 

 

<跟踪时长(秒)>：输入框，跟踪的持续时长，单位为秒。 

<时间间隔(秒)>：输入框，跟踪时上报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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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车辆上下线提醒 

在实时监控页面右上角，工具栏下发有车辆上下线提示栏，如图： 

 

当鼠标移入显示框体范围，将会展开查看更多监控对象的上下线情况，

如图： 

 

7.1.2 电子围栏 

实时监控页面，切换至“电子围栏”，勾选围栏后可以在地图上预览，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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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围栏 

【新增标注】 

 

点击【标注】右侧的绿色新增图标 后，右侧地图中出现新增提示

语，在地图上需要添加标注的地方单击左键，弹出如图对话框。输入【标

注名称】，可选择标注类型和添加描述，点击【保存】，新增的标注显示在

围栏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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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名称>：输入框，必填项。 

<所属企业>：默认创建人的所属企业，默认不显示该项，所建围栏所

属企业及下级企业可见。 

<标注类型>：下拉菜单，有普通标记、路线点。 

<描述>：略。 

 

【新增路线】 

 

点击【路线】右侧的绿色新增图标 后，右侧地图中出现新增提示

语，点击鼠标左键在地图上画出路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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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完后点击右键，弹出路线信息输入框。如图： 

 

<路线名称>：输入框，必填项。 

<路线类型>：下拉菜单。包括国道、省道、县道、高速、高架立交、

其它小路。 

<偏移量>：路宽，整数，必填项。 

<描述>：略。 

同时路线围栏也支持导入新增，点击【路线】右侧的绿色导入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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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右侧地图中出现导入操作框，如图： 

 

输入<围栏名称>和<偏移量>后，导入路线拐点的坐标文件提交后即成

功新增路线围栏。 

 

【新增矩形区域】 

 

点击【矩形】右侧的绿色新增图标 后，右侧地图中出现新增提示

语，将左键按住在地图上拖拽画出矩形区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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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松开左键弹出新增框，如图： 

 
<区域名称>：输入框，必填项。 

<区域类型>：下拉菜单。包括普通区域、危险区域、违规区域、休息区、

接驳点。 

<描述>：略。 

<左上点经、纬度>：输入框，经纬度。支持用户自己输入，默认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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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点经、纬度>：输入框，经纬度。支持用户自己输入，默认隐藏。 

 

【新增圆形区域】 

 

点击【圆形】右侧的绿色新增图标 后，右侧地图中出现新增提示语，

鼠标左键长按，在地图上拖拽画出圆形区域，如图： 

 

画完区域后移开鼠标左键弹出新增框，如图：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173 

 

 

<区域名称>：输入框，必填项。 

<区域类型>：下拉菜单。包括普通区域、危险区域、违规区域、休息区、

接驳点。 

<描述>：略。 

<中心点纬度>：输入框，纬度。支持用户自己输入。 

<中心点经度>：输入框，经度。支持用户自己输入。 

<半径(米)>：输入框，半径值。支持用户自己输入。 

 

【新增多边形区域】 

 

点击【多边形】右侧的绿色新增图标 后，右侧地图中出现新增提示语，

用左键在地图上确定几个点画出多边形区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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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点击右键弹出新增框，如图： 

 

<区域名称>：输入框，必填项。 

<所属企业>：默认创建人的所属企业，默认不显示该项，所建围栏所

属企业及下级企业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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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类型>：下拉菜单。包括普通区域、危险区域、违规区域、休息区、

接驳点。 

<描述>：略。 

<顶点 1经纬度>：输入框，经纬度。支持用户自己输入。 

<顶点 2经纬度>：输入框，经纬度。支持用户自己输入。 

<顶点 3经纬度>：输入框，经纬度。支持用户自己输入。 

<顶点 4经纬度>：输入框，经纬度。支持用户自己输入。 

同时多边形围栏也支持导入新增，点击【多边形】右侧的绿色导入图

标  后，右侧地图中出现导入操作框，如图： 

 

输入<围栏名称>后，导入多边形的坐标文件提交后即成功新增多边形围

栏。 

 

【新增行政区划】 

 

点击【行政区划】右侧的绿色新增图标 后，右侧地图中出现新增行政

区划框，输入对应的省、市、区和名称等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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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省、市、区的过程中，地图自动预览，如图： 

 

保存后完成行政区划围栏设置。 

 

【新增导航路线】 

 

点击【导航路线】右侧的绿色新增图标 后，右侧地图中出现新增导航

路线框，输入对应的路线名称、起点、（途经点）、终点、偏移量等信息，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177 

 

如图： 

 
 

在输入起点、（途经点）、终点的过程中，地图自动预览，如图： 

 

 

点击 可以增加途经点，点击 删除途经点，如图： 

 

起点、（途经点）、终点可以直接在地图上右键设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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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后完成导航路线的设置。 

 

 

2. 围栏操作 

 

如上图，围栏操作从左至右包括：绑定、修改、详情和删除。 

1） 绑定操作 

先选中一个围栏（可在地图上看见预览），点击 绑定图标后，弹出围栏

绑定框，选择需要进行绑定的监控对象（支持模糊搜索），确认点击 移

至右侧列表后编辑参数，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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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里绑定详情包括： 

<围栏名称>：围栏列表里选定的围栏名称。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列表里选定的对象名称。 

<围栏类型>：围栏列表里选定的围栏对应类型，包括标注、线、矩形、

圆形、多边形。 

<下发类型>：单选项，按照交通部 808协议包括更新、追加和修改。 

<开始日期>：生效日期，指围栏从这个日期开始有效。 

<结束日期>：失效日期，指围栏超过了该日期就无效。 

<开始时间>：生效时间，指围栏从某个时间开始有效，比如早上 8:00。 

<结束时间>：失效时间，指围栏在每天的某个时间后无效。 

<驶入报警给平台>：指监控对象进入围栏后，终端向平台发送报警。 

<驶出报警给平台>：指监控对象离开围栏后，终端向平台发送报警。 

<驶入报警给驾驶员>：指监控对象进入围栏后，终端报警给驾驶员。 

<驶出报警给驾驶员>：指监控对象离开围栏后，终端报警给驾驶员。 

<最高速度(km/h)>：指限制监控对象在围栏里的最高速度。 

<超速持续时间(s)>：指监控对象超过最高速度的允许时间，如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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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将会报警。 

<行驶时间过长阈值(s)>：针对围栏类型为路线，如果超过设置的阈值

触发行驶时间过长报警。 

<行驶时间不足阈值(s)>：针对围栏类型为路线，如果没有达到设置的

阈值触发行驶时间不足报警。 

<允许开门>：设置监控对象是否允许开关门，如果和设置不一致将会有

报警。 

<进区域开启通信模块>：设置监控对象是否在进区域的时候开启通信模

块。 

<进区域不采集 GNSS 详细定位数据>：设置监控对象是否在进区域的时

候不采集 GNSS详细定位数据。 

 

【依例全设】 

设置好绑定详情里任意一条绑定信息的参数并勾选这条记录，然后点击

依例全设，其它记录的参数（驶入报警给平台、驶出报警给平台、驶入报

警给驾驶员、驶出报警给驾驶员、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开始时间、结束

时间、最高速度、超速持续时间等）会同步更新为和勾选记录一样的参数。 

 

备注： 

在绑定详情列表里，勾选记录后点击 可以将绑定关系从绑定详情中移除。 

 

【保存】 

确认后点击保存，可以绑定列表在进行修改、下发和解除绑定，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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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围栏名称>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

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下发】和【批量解除】。 

 

【批量下发】 

勾选单条或多条围栏绑定记录，点击后下发围栏。 

【批量解除】 

勾选单条或多条围栏绑定记录，点击后解除围栏绑定。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围栏下发】和【解除绑定】。 

 

【修改】 

 支持除了<围栏名称>、<围栏类型>和<报警来源>之外的其他围栏相关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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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修改，如图： 

 
 

【围栏下发】 

点击后下发围栏。 

 

【解除绑定】 

解除监控对象和围栏的绑定，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2） 修改操作 

【修改路线】 

地图上会显示围栏的位置描点，拖动描点可以变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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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后点击右键后弹出路线信息编辑框，如图： 

 

修改保存后完成。 

【修改矩形】 

矩形区域显示在地图上，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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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地图上重新画一个矩形区域，移开左键，弹出对话框如图： 

 

修改保存后完成。 

【修改圆形】 

圆形区域显示在地图上，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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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圆心可移动圆形区域的位置，点击半径圈可改变圆形区域的大小。 

单击右键，弹出对话框，如图： 

 

修改保存后完成。 

【修改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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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形区域显示在地图上，如图： 

 

点击描点可进行拖拽来修改多边形区域，确认后单击右键，弹出对话框，

如图： 

 

修改保存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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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不支持修改。 

 

【修改导航路线】 

导航路线轨迹显示在地图上，如图： 

 

可以在导航路线输入框内通过修改起点、（途经点）、终点的方式修改导

航路线，如图： 

 

或者直接在地图上点击右键重新标记起点、（途经点）、终点的方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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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路线，如图： 

 

修改保存后完成。 

 

3） 查看详情 

点击 可以查看围栏详情，如图： 

 

围栏详情包括： 

<名称>：围栏名称。 

<类型>：围栏的区域类型。 

<形状>：围栏形状。 

<创建人>：围栏的创建人。 

<创建时间>：围栏的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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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 

4） 删除操作 

【删除】 

单个删除：点击围栏所对应的删除按钮。 

批量删除：勾选多个围栏，点击操作菜单下的批量删除。 

备注： 

如果围栏和车辆已绑定，需要先解除绑定后才能删除。 

 

5） 分路段限速监控 

选择一条路线围栏，点击路线上一点，弹出选项，选择“分段”，如图： 

 

如果需要分多个路段，可以点击继续，确认后弹框，如图为 2 个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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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量>：路段宽度，输入项，单位为米。 

<路段行驶过长阈值>：输入项，单位为秒。 

<路段行驶不足阈值>：输入项，单位为秒。 

<路段最高速度(km/h)>：路段限制行驶的上限速度，输入项。 

<超速持续时间(秒)>：指监控对象超过最高速度的允许时间，如果超过

持续时间将会报警。 

 

用户也可以自己对拐点左边进行编辑，点开 后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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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好分段后点击提交，下发路线围栏即生效。 

路段速度区间颜色说明： 

A） 0 – 40 km/h：绿色 

B） 40 – 80 km/h：黄色 

C） 80 – 100 km/h：橙色 

D） 100 km/h以上：红色 

效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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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线路关键点报警 

选择一条路线围栏，点击路线上一点，弹出选项，选择“关键点”，如

图： 

 

点击后弹框编辑内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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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输入项，关键点名称。 

<到达时间>：输入项，设置关键点的到达时间。 

<离开时间>：输入项，设置关键点的离开时间。 

<描述>：文本框，描述。 

 

添加了关键点后，点击显示详情（支持删除关键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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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置好关键点的路线围栏下发后，在到达时间和离开时间的时间段以

内，如果车辆到达关键点，平台提示“到达关键点报警”，如果车辆没到

达过关键点，平台提示“未到达关键点报警”，如果时间段内车辆到达过

关键点且提前离开，平台不提示。 

7.2 轨迹回放 

轨迹回放是对平台内所有监控对象的历史轨迹信息进行查询和管理的

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监控管理下的轨迹回放，进入轨迹回放管理界

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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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日历 

 

选中监控对象后，日历会查出该监控对象在日历上有行驶轨迹的日期，

淡蓝色背景色标出，并在下方显示当日里程数。 

备注： 

A. 监控对象为车的时候，有轨迹的日历背景色为淡蓝色，日期下方数字为当日里程数。 

B. 监控对象为人的时候，有轨迹的日历背景色为淡红色，日期下方数字为当日里程数。 

C. 监控对象为物的时候，有轨迹的日历背景色为淡绿色，日期下方数字为当日里程数。 

D. 监控对象为超待设备的时候，有轨迹的日历背景色为淡黄色，日期下方的数字为当

日的轨迹点总数。 

 

点击有里程的日期，会直接查询当日整天（00:00:00 到 23:59:59）的

轨迹，并在地图上和列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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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功能面板 

 

1）监控对象搜索框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 

2）面板内的对象为单选框,当选中一个监控对象后，日历会查询并标注出

该监控对象有里程值的日期并统计出对应日期的里程数或轨迹点。 

3）侧面有查询按钮，点击后向右展开如图： 

 

点击日期控件可以设置轨迹查询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长按日期会弹

出具体的时分秒控制，如图：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197 

 

日期控件支持快速设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如图： 

 

点击“前 7 天”，以当前的服务器时间为基准，往前推 7 天进行设置，

其它操作类似，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支持回车键进入下一步。 

同时，也支持点击右下角的【时间】按钮对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进行设

置，点击后居中显示设置弹框，如图： 

 

选择时间后确认，再次确认日期和时间范围均无误后，点击确定直接进

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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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地图 

 

【播放器】 

：上个点 —— 回退到前一条轨迹记录。 

：播放 —— 播放。 

：暂停 —— 暂停。 

：重置 —— 回到第一条轨迹记录。 

：下个点 —— 跳转到下一条轨迹记录。 

：播放速度的倍率，默认为中速。 

【地图设置】 

 地图设置包括路况、卫星地图和谷歌地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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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路况”后地图上道路显示实时路况，勾选“卫星地图”或“谷歌

地图”后地图对应显示勾选的地图样式。 

7.2.4 行驶数据 

选择监控对象，查询历史轨迹后地图上显示监控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行

驶记录，如图： 

 

行驶数据包括：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定位时间>：监控对象的定位时间。 

<间隔时间>：相邻两条行驶记录的间隔时间。 

<所属分组>：监控对象所属的分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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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号>：监控对象的终端号。 

<SIM卡号>：监控对象的 SIM卡号。 

<状态>： 监控对象的行驶状态。 

<ACC状态>：监控对象的 ACC状态。 

<速度>：监控对象的速度，单位为 km/h。 

<方向>：监控对象位置信息中上报的方向。 

<总里程>：监控对象的总里程。 

<卫星颗数>：监控对象位置附加信息中上报的 GNSS定位卫星数。 

<经度>：位置经度。 

<纬度>：位置纬度。 

<位置>：位置信息描述。 

7.2.5 停止数据 

选择监控对象，查询历史轨迹后地图上显示监控对象在时间范围内的停

止记录，在地图上以标记“P”的方式出现，并在点击记录后在地图上动态

跳动，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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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数据包括：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定位时间>：监控对象的定位时间。 

<间隔时间>：相邻两条行驶记录的间隔时间。 

<所属分组>：监控对象所属的分组名称。 

<终端号>：监控对象的终端号。 

<SIM卡号>：监控对象的 SIM卡号。 

<状态>：监控对象的停止状态。 

<ACC状态>：监控对象的 ACC状态。 

<速度>：监控对象的速度，单位为 km/h。 

<方向>：监控对象位置信息中上报的方向。 

<总里程>：监控对象的总里程。 

<卫星颗数>：监控对象位置附加信息中上报的 GNSS定位卫星数。 

<经度>：位置经度。 

<纬度>：位置纬度。 

<位置>：位置信息描述。 

备注： 

停止点记录默认以相同的经纬度进行单条统计，在勾选标签栏中“显示所有停止点”

后显示所有的停止点明细（默认为不勾选），状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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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报警数据 

选择监控对象，查询历史轨迹后地图上同步显示轨迹中的所有报警点信

息，点击报警点可以查看具体报警情况，如图： 

 

报警数据包括：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产生报警的监控对象名称。 

<所属分组>：报警监控对象所属的分组。 

<报警类型>：报警类型的名称，如超速报警等。 

<处理状态>：报警信息的处理状态，包括已处理、未处理。 

<处理人>：报警信息的处理人。 

<报警开始时间>：报警的开始时间。 

<报警开始位置>：报警的开始位置点。 

<报警结束时间>：报警的结束时间。 

<报警结束位置>：报警的结束位置点。 

<围栏类型>：如果报警类型为围栏类报警，显示围栏的类型名称。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203 

 

<围栏名称>：如果报警类型为围栏类报警，显示围栏的名称。 

备注： 

停止点记录默认以相同的经纬度进行单条统计，在勾选标签栏中“显示所有停止点”

后显示所有的停止点明细（默认为不勾选），状态如图： 

 

7.2.7 定时定区域查询 

选择单个监控对象，设置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点击【定时定区

域查询】后在地图上拉框一个区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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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框结束后，弹出查询列表，显示出该时间范围里该区域所有的监控对

象信息，点击一条监控对象信息，弹出该监控对象在该时间范围内的所有

进出区域明细。 

7.2.8 电子围栏 

在轨迹回放页面，选择监控对象后，地图上的围栏图标会将该监控对象

已绑定的围栏信息进行加载，如图： 

 
 

勾选围栏后，地图上显示该围栏，如图： 

 

7.2.9 导出轨迹 

平台轨迹回放支持 3种类型的轨迹导出，包括导出谷歌轨迹、轨迹生成

路线、以及导出轨迹列表数据。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205 

 

1. 导出谷歌轨迹 

导出谷歌轨迹功能可以导出 kml文件，支持导入谷歌 earth软件进行轨

迹查看。 

监控对象弹框内的“导出谷歌轨迹”功能，如图： 

 
 

点击“导出谷歌轨迹”，弹出 kml文件保存框提示，如图： 

 

2. 轨迹生成路线 

轨迹生成路线功能可以将监控对象的历史轨迹生成路线围栏，监控对象

弹框内的“轨迹生成路线”功能，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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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轨迹生成路线”，弹出新增路线围栏框，如图： 

 

<路线名称>：输入框，必填项。 

<路线类型>：下拉菜单。包括国道、省道、县道、高速、高架立交、

其它小路。 

<偏移量>：路宽，整数，必填项。 

<描述>：略。 

3. 导出列表数据 

导出列表数据功能可以将监控对象的轨迹数据按“行驶数据”、“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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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报警数据”3 种分类以不同的标签内容进行导出，功能按钮在

标签栏的右侧，如图： 

 

 当列表中的位置描述未加载完的时候（显示“点击获取位置信息”，支

持手动点击加载），点击 后弹出提示，如图： 

 

当列表中的位置描述加载完毕后，点击 即可保存，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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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实时指令 

实时指令是对平台内监控对象执行指令下发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

单栏中的监控管理下的实时指令，进入实时指令管理界面，如图： 

7.3.1 组织架构 

 

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筛选 

 

点击后展开“协议类型”，默认显示“交通部 JTB808”，组织树显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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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协议为 808 部标的监控对象，逐步支持其它协议的筛选，如“移为”、

“天禾”等。 

3. 点击监控对象事件 

1）选中监控对象，但不勾选（ ）： 

【指令设置列表】显示所有该监控对象已经设置好的下发指令，可以直

接在列表中进行下发等操作。 

2）不选中监控对象，勾选（ ）： 

【指令设置列表】不会显示该监控对象设置过的下发指令，但勾选后的

对象可以进行【指令参数设置】。 

3）选中监控对象，并且勾选（ ）： 

【指令设置列表】显示所有该监控对象已经设置好的下发指令，并且勾

选后的对象可以进行【指令参数设置】。 

备注： 

“选中”只是进行查询列表中之前已设置过的指令，而“勾选”是进行指令参数设置

的前提。 

7.3.2 指令参数设置 

前置条件：需要先勾选监控对象，相关设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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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需要设置指令参数的监控对象，勾选并选中对应的指令参数，把参

数填充完毕点击【提交】，就可以在【指令设置列表】中看到对应的记录，

如图： 

 
 

备注： 

【指令参数设置】中指令参数架构的点击事件和【组织架构】一样，选中是显示该指令

参数明细，勾选是进行设置和绑定。 

【指令参数设置】 

通讯参数、终端参数、终端控制、无线升级、控制终端连接指定服务器、

位置汇报参数、终端属性查询、电话参数、视频拍照参数、GNSS参数、事

件设置、电话本设置、信息点播菜单、基站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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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指令设置列表 

 

选中【组织架构】中的监控对象，列表中会显示该对象已经设置过的指

令，可以进行修改、删除和下发。 

以“通讯参数”为例，点击【修改】，如图： 

 

修改后点击提交，平台保存更新后的指令参数设置，下发后生效，如

果曾经有下发过指令，修改保存操作后，之前的下发状态将被清空，意味

着新设置的指令参数未被下发。 

【删除】 

删除监控对象对应的指令参数设置，如果需要下发指令，可以在【指令

参数设置】里重新设置。 

【下发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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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已设置好的指令参数到终端设备，“下发状态”列会同步显示下发

的状态，下发状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终端接收失败、

终端处理中、参数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终端接收失败：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超时未应答（60秒内）。 

终端处理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返回通用应答但未返回参数设置

应答。 

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

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设置失败或

超时未返回参数设置应答。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并且终端应答参数设置成

功。 

7.4 实时视频 

实时视频是按照 JT/T1078-2016 视频通讯协议开发，满足 JT/T1077 视

频平台技术要求的系列功能模块之一，对平台内满足 JT/T1076硬件的监控

对象进行音视频监控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监控管理下的实

时视频，进入实时视频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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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监控对象 

 

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延时搜索，点击右侧刷

新按钮初始化组织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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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控对象状态 

<不在线>：监控对象处于不在线状态（含离线和未上线）。 

<在线>：监控对象处于在线状态。 

<心跳>：监控对象处于心跳状态。 

备注： 

“心跳状态”说明： 

1） 终端通过注册鉴权后只发送心跳数据。（如：天线未接） 

2） 终端离线后（包括终端主动离线，和平台主动断开）向平台发送心跳数据。（如果

终端与平台断开连接，再次连接平台时会向平台重新注册鉴权，同 1） 

3） 终端在线时，平台 5 分钟以内只接收到心跳，且没有其他任何消息(平台判断该终

端上一条上报数据间隔是否有 5 分钟，上一条上报数据是否是心跳数据，该情况可能

为硬件异常)。 

3. 监控对象信息 

 

<监控对象>：当前选中的已双击订阅的监控对象名称。 

<定位时间>：监控对象上报的定位时间。 

<终端号>：监控对象绑定的终端号。 

<SIM卡号>：监控对象绑定的 SIM卡号。 

<从业人员>：监控对象绑定的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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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监控对象上报的速度值，单位 km/h。 

<位置>：监控对象上报的位置信息。 

4. 监控对象信息的加载及控制 

 

（1） 鼠标双击监控对象节点，节点背景色为淡黄色，监控对象名称的

颜色与状态颜色一致，【监控对象信息面板】加载对应监控对象的

相关数据（同一时刻只加载一个监控对象的数据，即当前双击的

监控对象），【地图面板】上对该监控对象实现聚焦和跟踪功能。

（参考实时监控页面双击功能） 

（2） 已有双击监控对象时，鼠标单击其他没有双击过的监控对象节点

（监控对象名称的颜色为黑色），单击的监控对象的背景色为淡黄

色，名称为黑色，【监控对象信息面板】不加载单击监控对象的数

据，【地图面板】不加载单击的监控对象，仍然保留上一个双击的

监控对象的信息，及聚焦跟踪效果。 

（3） 已有双击监控对象时，鼠标单击之前双击过的监控对象节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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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对象名称的颜色与状态颜色一致），当前单击的监控对象的背景

色为淡黄色，监控对象名称与状态颜色一致，【监控对象信息面板】

加载当前单击监控对象的数据，【地图面板】加载当前单击的监控

对象，且在地图上是聚焦跟踪效果。 

（4） 没有双击监控对象时，鼠标单击监控对象节点，对应监控对象加

下划线，【监控对象信息面板】不加载数据，【地图面板】不加载

数据。 

（5） 当清除双击状态的监控对象在音视频面板上加载的所有音视频数

据后，取消该监控对象在组织树上的双击效果（监控对象的颜色

与状态颜色一致的效果）。 

（6） 面板中<监控对象>、<定位时间>、<终端号>、<SIM卡号>、<从业

人员>、<速度>、<位置>的含义同实时监控页面。 

（7） 监控对象展开后的支持对单独的通道号进行双击，双击后对应通

道号颜色有变化，并对这个监控对象执行订阅逻辑，音视频面板

只加载双击的通道号窗口，其他操作参照已订阅监控对象操作。 

备注： 

双击后的监控对象，当鼠标移入后右侧会有 图标，点击图标对该监控对象的所有通

道号下发关闭音视频传输指令关闭掉音视频面板上的该监控对象所有的窗口，同时取

消该监控对象的订阅。同时监控对象的名称颜色恢复黑色。 

离线的监控对象不支持双击。 

5. 右键菜单 

对应不同状态的监控对象，右键菜单内容不同，如下： 

【不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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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线状态的监控对象节点，不能鼠标右键点击。 

【在线】 

 

鼠标右键点击在线状态的监控对象节点，弹出右键菜单，包括“对讲”、

“监听”、“广播”、“通道号设置”、“查询音视频属性”和“休眠唤醒

设置”。 

【心跳】 

 

鼠标右键点击心跳状态的监控对象节点，弹出右键菜单，包括“对讲”、

“监听”、“广播”、“通道号设置”、“查询音视频属性”、“休眠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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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和“休眠唤醒”。 

备注： 

如果监控对象在【休眠唤醒设置】中“手动唤醒”的设置为“停用”，则右键点击“休

眠唤醒”的时候弹出提示“ 请在设置休眠唤醒 指令里启用手动唤醒并下发”。 

1）指令说明 

【对讲】 

（1） 点击“对讲”后在页面中间弹出对讲框，如图： 

 

连接过程中弹框内显示“连接中…”状态文字，点击按钮下发关闭

双向对讲指令。 

备注： 

如果该监控对象没有“音频”类型的逻辑通道号，点击对讲后提示“当前监控对象

没有音频通道号，请在 设置通道号 指令里设置音频类型的通道并下发”。 

（2） 连接成功后，开始计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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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文字变更为“正在对讲 时间：X秒”，时间以连接成功后开始

计时。 

（3） 连接失败后，如图： 

 

（4） 关闭对讲后，因要操作音频文件的上传，如果在上传结束之前再

次点击“对讲”提示“刚结束对讲，请稍后再试”。 

【监听】 

点击后在地图底部弹出监听控制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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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成功后，开始计时，弹框状态如图： 

 

<状态>：显示“正在监听”。 

<时间>：从连接上终端后开始从 0计时。 

连接失败，弹框状态如图：  

点击 之后再次下发监听指令，如果“连接失败”状态持续 5s后没

操作关闭弹框。 

操作说明： 

（1） 点击“监听”对当前操作的监控对象对应的“音频”逻辑通道号（默

认监控对象在【视频参数设置】中音视频通道里的<通道类型>为“音

频”的逻辑通道号）下发监听指令。 

（2） 点击“监听”并弹框即进入下发及保持链路过程，点击【停止】后平

台主动断开链路（不下发指令），弹框消失。 

备注： 

如果该监控对象没有“音频/音视频”类型的逻辑通道号，点击监听后提示“当前监控

对象没有音频/音视频通道号，请在 设置通道号 指令里设置音视频类型的通道并下

发”。 

【广播】 

针对任一监控对象点击后弹出广播框（初始状态下弹框左侧组织树将该

监控对象默认勾选），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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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1） 广播弹框分为左侧的监控对象树和右侧的监控对象连接状态，初始

弹框状态下，右侧的监控对象和连接状态表格显示为空，监控对象树

只显示在线状态的对象（“在线”和“心跳”），不显示离线状态对象，

支持搜索和批量勾选，广播的对象只能为“已勾选”的监控对象。  

（2） 勾选监控对象后，点击【开始】按钮，对当前操作的监控对象对应的

“音频”逻辑通道号（默认监控对象在【视频参数设置】中音视频通

道里的<通道类型>为“音频”的逻辑通道号）下发广播指令，弹框内

右侧的监控对象及连接状态数据加载，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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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开始】进入下发及保持链路过程中，点击【停止】后平台主动

断开链路（不下发指令）但不关闭弹框，点击【关闭】后主动断开链

路并关闭弹框。 

【通道号设置】 

 

<物理通道号>：下拉框，范围 1~16，不允许重复，按顺序从 1 开始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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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点击 增加后默认为顺位递增且不能重复。  

<逻辑通道号>：下拉框，必填项（前面加星号），范围 1~37（14~32 是

预留，实际一共 16个通道号），不允许重复。点击 增加后默认空。 

<通道类型>：下拉框，包括“音视频”、“音频”和“视频”，默认为

“音视频”。 

<是否连接云台>：单选项，包括“是”和“否”，当<通道类型>为“音

视频”和“视频”的时候显示该项（否则取消显示），默认为“是”。 

点击 后增加通道号和通道类型的关联配置，点击 后删除对应

通道号和通道类型的关联配置。 

备注： 

A. 物理通道号和逻辑通道号的匹配设置不允许重复，如果出现重复，提示“请选

择未设置的通道号”。 

B. 当逻辑通道号选择 33、36 和 37 时，通道类型固定为“音频”，且不显示“是

否连接云台”项。 

【查询音视频属性】 

点击后对当前操作的监控对象下发查询音视频属性指令，消息体为空。

终端的音视频属性应答日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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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休眠唤醒】 

针对在线和心跳状态的监控对象，点击后弹框，如图： 

 

【手动唤醒】 

下拉框，包括启用和停用。启用生效后，可以在【实时视频】页面对心

跳状态的监控对象右键菜单“休眠唤醒”下发休眠唤醒时长。 

【条件唤醒】 

“条件唤醒”属于唤醒联动操作，当触发相应报警的时候触发唤醒，原

理为平台将唤醒条件类型下发到终端，终端按照平台已下发成功的条件唤

醒参数设置触发报警联动唤醒，其中，需要下发触发条件唤醒的报警类型

包括“紧急报警”、“碰撞侧翻报警”和“车辆开门”。 

【定时唤醒】 

当设置“定时唤醒”为启用时，可以设置<定时唤醒日设置>，原理为平

台将唤醒条件类型下发到终端，终端按照平台已下发成功的定时唤醒参数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225 

 

设置触发唤醒，相关说明如下： 

<定时唤醒日设置>：多选项，包括“周一”、“周二”、“周三”、“周

四”、“周五”、“周六”和“周日”一共 7项。 

对应每一项，都有如下 4组时间段设置，其中支持通过勾选来控制对应

时间段是否为生效状态，各时间段不能重叠，说明如下： 

<时间段 1唤醒/关闭时间>：时间点选择，单位为时分，格式为“HH:MM”。 

<时间段 1唤醒/关闭时间>：时间点选择，单位为时分，格式为“HH:MM”。 

<时间段 1唤醒/关闭时间>：时间点选择，单位为时分，格式为“HH:MM”。 

<时间段 1唤醒/关闭时间>：时间点选择，单位为时分，格式为“HH:MM”。 

【休眠唤醒】 

针对心跳状态且手动唤醒状态为“启用”的监控对象，点击后弹框，如

图： 

 

<透传消息类型>：下拉框，包括 GNSS 模块详细定位数据、道路运输证

IC 卡信息、串口 1 透传、串口 2 透传和用户自定义透传，默认为“用户

自定义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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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ID>：当<透传消息类型>选择“用户自定义透传”时显示，否则

隐藏，输入框，必填项（前面加星号），范围 0~255，框内为空的时候框内

提示语“范围：0~255”。 

<唤醒时长(分钟)>：输入框，必填项（前面加星号），范围 0~65536，0

表示一直处于唤醒状态，框内为空的时候框内提示语“0 表示一直处于唤

醒状态”。 

7.4.2 音视频窗口 

鼠标双击监控对象，下发实时音视频请求指令，音视频窗口会默认加载

该监控对象的所有已配置的音视频通道（满足【视频参数设置】中已设置

的音视频通道），如图： 

 

1） 选中一个处于“音视频实时传输状态”的视频窗口，右键点击弹出

控制菜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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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视频>：关闭当前操作逻辑通道号的视频通道（注：不关闭该通

道的音频），音视频窗口仍然保留部分 OSD字幕信息（监控对象名称、物

理通道号等）。 

<关闭所有视频>：关闭当前打开的所有逻辑通道号的视频（注：不关

闭所有通道的音频），音视频窗口仍然保留部分 OSD字幕信息（监控对象

名称、物理通道号）。 

<清除视频>：关闭当前操作逻辑通道号的视频和音频，并清除音视频

窗口的 OSD字幕信息。  

<清除所有视频>：关闭当前打开的所有逻辑通道号的视频和音频，并

清除所有的 OSD字幕信息。  

<暂停视频>：暂停当前操作逻辑通道号的所有流的发送。 

<暂停所有视频>：暂停当前打开的所有逻辑通道号窗口中所有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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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 

<恢复视频>：恢复当前暂停逻辑通道号暂停前流的发送，与暂停前的

流类型一致。 

<恢复所有视频>：恢复当前所有暂停逻辑通道号暂停前流的发送，与

暂停前流类型一致。 

<主码流>：切换当前打开的逻辑通道号的视频流为主码流（0x9102）。 

<子码流>：切换当前打开的逻辑通道号的视频流为子码流（0x9102）。 

<显示比例>：调整当前打开的视频窗口显示比例，包括“原始比例”、

“4:3”和“16:9”，无下发指令。  

<拍照>：对当前操作的逻辑通道号，下发 0x8801指令。 

<静音>：对当前操作的逻辑通道号，下发 0x9102指令（只关闭该通

道有关的音频，保留该通道有关的视频）。 

备注： 

A. 平台 0x9101 下发实时音视频请求的同时，也要将音视频数据存储到 FTP服务器

中。 

B. 所有和通道连接有关的指令操作，如关闭视频，清除视频等必须通过连接判断是

否执行下发，如果同一时间同一监控对象有多人进行实时音视频请求，必须都关

闭通道才进行下发。 

C. 音视频面板上关闭监控对象的所有通道号连接后（如主动清除操作，5min 无任

何操作后的清除操作），对应监控对象也取消订阅。 

D. 一定时间内（缺省设置 5min）无任何操作，提醒用户确认继续实时调用，否则

视频平台与车载视频终端自动断开远程视频监控功能，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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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yes 后，关闭弹框（不进行任何操作），点击 no 或 5 秒内无任何操作，自

动关闭弹框，下发和关闭音视频面板上所有的通道号连接，并取消监控对象订阅。 

7.4.3 报警信息 

【报警记录】里的报警类型记录包括 1078-2016 音视频报警和 JT/T-

808报警，如图： 

 

1） 面板中<序号>、<监控对象>、<报警时间>、<处理状态>、<所属分

组>、<对象类型>、<车牌颜色>、<从业人员>、<围栏类型>、<围栏名称>、

<报警位置>的含义同实时监控页面。 

2） 报警类型除了 JT/T-808 中的报警之外，还包括 1078-2016 中的音

视频报警，一共 7个包括“视频信号丢失”、“视频信号遮挡”、“存储

器故障”、“其他视频设备故障”、“客车超员”、“异常驾驶行为”和

“报警存储超限”。当 7个报警有上报对应逻辑通道号（逻辑通道号范围

参照 JT/T1078-2016）时，需要进行组合显示，如“存储器故障报警（主，

灾备）”或“视频信号丢失（通道 1）”等。 

报警处理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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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日志信息 

在实时视频页面的操作行为会记录在日志中，如图： 

 

1） 面板中<序号>、<时间>、<IP地址>、<操作人>、<内容描述>、<日

志类型>的含义同实时监控页面。 

2） 日志内容新增“平台操作”、“终端上传”如下： 

类型 命令内容 内容示例 

平台操作 

订阅 
监控对象(渝A12345)_请求实时音视

频 

对讲 监控对象(渝 A12345)_对讲 

关闭对讲 监控对象(渝 A12345)_关闭对讲 

监听 监控对象(渝 A12345)_监听 

广播 监控对象(渝 A12345)_广播 

通道号设置 监控对象(渝 A12345)_设置通道号 

查询音视频属性 
监控对象(渝A12345)_查询音视频属

性 

休眠唤醒设置 监控对象(渝A12345)_设置休眠唤醒 

休眠唤醒 监控对象(渝 A12345)_休眠唤醒 

 

云台操作（包括上下左

右、变焦、变倍、光圈、

灯光、雨刷）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上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下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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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左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右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焦距调大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焦距调小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倍数调大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倍数调小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光圈调大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光圈调小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红外补光停止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红外补光开启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雨刷停止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云台

操作：雨刷开启 

 音视频面板右键操作 

监控对象(渝 A12345)_关闭通道号 1

视频 

监控对象(渝A12345)_关闭所有视频 

监控对象(渝 A12345)_清除通道号 1

视频 

监控对象(渝A12345)_清除所有视频 

监控对象(渝 A12345)_暂停通道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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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监控对象(渝A12345)_暂停所有视频 

监控对象(渝 A12345)_恢复通道号 1

视频 

监控对象(渝A12345)_恢复所有视频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切换

主码流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切换

子码流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拍照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道号 1静音 

终端上传 

终端上传乘客流量 监控对象(渝A12345)_上传乘客流量 

终端上传音视频属性 
监控对象(渝A12345)_上传音视频属

性 

通用应答 监控对象(渝 A12345)_通用应答 

备注： 

日志中的通道号均指物理通道号。 

其中，“终端上传”类型可以点击弹框查看上传内容，如下： 

【上传乘客流量】 

 

<开始时间>：协议格式 YY-MM-DD-HH-MM-SS，显示格式为“YY-MM-DD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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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时间>：协议格式 YY-MM-DD-HH-MM-SS，显示格式为“YY-MM-DD 

HH:MM:SS”。 

<上车人数>：协议数据类型 WORD，从开始时间到结束时间的上车人数。 

<下车人数>：协议数据类型 WORD，从开始时间到结束时间的下车人数。 

【上传音视频属性】 

 

<输入音频编码方式>：协议数据类型 BYTE，编码类型参照 JT/T1078-

2016表 12。 

<输入音频声道数>：协议数据类型 BYTE，编码类型参照 JT/T1078-2016。 

<输入音频采样率>：协议数据类型 BYTE，包括 0：8kHz，1：22.05kHz，

2：44.1kHz，3：48kHz。  

<输入音频采样位数>：协议数据类型 BYTE，包括 0：8 位，1：16 位，

2：32位。 

<音频帧长度>：协议数据类型 WORD，范围 1~429496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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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支持音频输出>：协议数据类型 BYTE，包括 0：不支持，1：支持。 

<视频编码方式>：协议数据类型 BYTE，编码类型参照 JT/T1078-2016表

12。 

<终端支持的最大音频物理通道数量>：协议数据类型 BYTE。 

<终端支持的最大视频物理通道数量>：协议数据类型 BYTE。 

7.4.5 操作面板 

面板菜单包括云台控制、视频画面控制、屏幕分割控制、布局控制，如

图： 

 

（1） 云台控制 

图标：  

点击后弹框如图（具体参照设计图）： 

 

操作包括： 

A. 云台状态调整功能 

方向调整（上下左右和斜向）、变焦、变倍、光圈、灯光、雨刷、速

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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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预置点功能（暂无） 

包括设置、删除和调用。 

<预置点>：输入和下拉框，支持新增，点击 <设置>对当前操作的

状态进行保存，点击<删除>对当前选择的预置点执行删除，点击<调用>

执行调用对应预置点的操作状态。 

操作说明： 

<上下左右>：云台旋转方向控制，对当前操作的逻辑通道号执行 0x9301

指令。 

<速度>：云台旋转速度控制，对当前操作的逻辑通道号执行 0x9301 指

令。 

<变焦>：云台调整焦距控制，对当前操作的逻辑通道号执行 0x9302 指

令。 

<变倍>：云台变倍控制，对当前操作的逻辑通道号执行 0x9306指令。 

<光圈>：云台调整光圈控制，对当前操作的逻辑通道号执行 0x9303 指

令。 

<灯光>：红外补光控制，对当前操作的逻辑通道号执行 0x9305指令。 

<雨刷>：云台雨刷控制，对当前操作的逻辑通道号执行 0x9304指令。 

*<预置点>：输入和下拉框，支持新增，点击<设置>后将云台控制状态

保存，并和当前预置点进行绑定，点击<删除>后删除预置点以及绑定的云

台控制状态数据，点击<调用>控制云台将所有的云台状态调整到当前预置

点绑定的云台控制状态数据。 

（2） 视频画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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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点击后弹框，视频画面控制是针对当前所有展开的视频进行画面调整，

不需要下发指令，如图（具体参照设计图）： 

 

<亮度>：视频亮度，范围 0~255，默认为 128。 

<色度>：视频色度，范围-127~127，默认为 0。 

<对比度>：视频对比度，范围-127~127，默认为 0。 

<饱和度>：视频饱和度，范围 0~255，默认为 128。 

<音量>：视频音量，范围 0~100，默认为 50。 

（3） 屏幕分割控制 

图标：  

屏幕分割控制是针对音视频面板进行画面的分割调整，不需要下发指令，

如点击图标“4”即显示 4个窗口，“16”为显示 16个窗口。 

【4窗口】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237 

 

 

【6窗口】 

 

【9窗口】 

 

【10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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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窗口】 

 

（4） 布局控制 

图标：  

控制平台当前页面面板的布局， ：只显示音视频面板和地图面板，

：只显示音视频面板。 

地图左上角按钮可以控制音视频面板和地图面板的显示，点击 将地

图面板向左延展并隐藏音视频面板，之后按钮切换为 ，点击后恢复音

视频面板和地图面板的初始布局，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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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地图 

鼠标双击监控对象后，除对监控对象下发实时音视频请求指令之外，同

时对监控对象进行订阅，在地图上可以查看到监控对象当前位置，如图： 

 

备注： 

不在线的监控对象不支持地图显示。 

7.5 视频回放 

实时视频是按照 JT/T1078-2016 视频通讯协议开发，满足 JT/T1077 视

频平台技术要求的系列功能模块之一，对平台内满足 JT/T1076硬件的监控

对象进行音视频资源检索、回放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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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下的视频回放，进入视频回放的管理界面，如图： 

 

7.5.1 查询条件 

 

<资源获取来源>：下拉框，包括“终端资源”和“FTP服务器”，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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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资源”。 

<监控对象>：下拉框，单选项，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延时搜

索，如图： 

 

【高级查询】 

 点击 进入高级查询页面，如图： 

 

<时间>：日期控件，包括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当月 1号到当前

服务器日期，当<资源获取来源>选择“终端资源”时，支持清空开始时间

或结束时间。 

<报警类型>： 下拉框，复选项，支持多选，包括 JT/T808 里的报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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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参考【报警查询】中的报警类型，去掉 F3传感器报警和平台报警）加

上 1078-2016音视频的 7个报警。 

<通道号>：下拉框，单选项，物理通道号，根据选择的监控对象来判断

物理通道号个数和信息。 

<资源类型>：下拉框，单选项，包括音视频、音频、视频、视频或音视

频，默认“音视频”。 

<码流类型>：下拉框，单选项，包括所有码流、主码流、子码流，默认

“所有码流”。 

<存储器类型>：下拉框，单选项，包括所有存储器、主存储器、灾备存

储器，默认“所有存储器”。 

<查询>：查询该监控对象在选择的对应存储上（终端资源或 FTP服务器

资源）的资源文件，并按查询条件查询出资源文件并按日期统计后在日历

显示。 

备注： 

如果资源来源选择的是 FTP服务器资源，则高级查询中的“资源类型”、“码流类型”和

“存储器类型”不支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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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日历 

 

1) 通过对监控对象音视频资源目录的加载，对应时间后展示在日历中，时

间范围查询默认当月 1日到当前服务器日期。 

2) 背景色为绿色的日期，代表当天有音视频资源，支持点击快速执行查询，

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点击日期的00：00：00到23:59:59。 

3) 点击后按选择的日期加载音视频信息到列表信息，并同时加载该监控

对象的轨迹到地图面板。 

7.5.3 播放列表 

点击查询或点击日历上有资源显示的日期，加载对应时间段内的所有资

源列表到【播放列表】，包括通道号信息和音视频资源列表数据，且列表记

录按通道号的升序排列，如图： 

 

【通道号选择】：复选框，包括全部和其他通过查询资源列表获取的终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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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逻辑通道号，取消勾选后，列表中对应逻辑通道号的行记录取消显示。 

<通道号>：当前查询资源列表的监控对象的通道号，可以通过【通道号

选择】勾选进行过滤。 

<资源播放表>：音视频控件，时间轴对应日历选择日期的 0点到 24点，

表中颜色标记部分为有音视频数据的部分，支持标记线段的拖动，点击播

放按钮以标记线段的位置为播放开始时间，如果当前标记线段在有音视频

数据的部分，播放后对应各个通道号在音视频面板进行播放，如果当前标

记线段位置没有数据，按时间进度进行空播放。 

7.5.4 资源列表 

【资源列表】页签下显示了满足查询条件和时间段内的所有资源列表数

据，当资源获取来源为 FTP服务器资源时，如图： 

 

当资源获取来源为终端资源时，如图： 

 

<序号>：记录排序。 

<操作设置>：当资源获取来源为“FTP服务器”时，包括文件下载。当

资源获取来源为“终端资源”时，包括文件上传、暂停/继续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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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包括“上传中”、“已暂停”、“上传成功”和“上传失败”。 

<监控对象>：当前操作的监控对象名称。 

<终端号>：当前操作监控对象的终端号。 

<SIM卡号>：当前操作监控对象的 SIM卡号。 

<通道号>：资源列表中对应的通道号。 

<开始时间>：资源列表中对应的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资源列表中对应的结束时间。 

<报警类型>：资源列表中对应的报警类型。 

<文件大小(M)>：资源列表中对应的文件大小，单位为 MB，保留 2位小

数。 

<资源类型>：资源列表中对应的资源类型。 

<码流类型>：资源列表中对应的码流类型。 

<存储器类型>：资源列表中对应的存储器类型。 

操作说明： 

点击【文件上传】后弹出文件上传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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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 服务器 IP>：输入框，输入范围 7~15，框内为空时框内提示语为

“请输入 IP地址”，默认为平台设置的 FTP服务器 IP。 

<端口>：输入框，输入范围 0~65535，框内为空时框内提示语为“请输

入端口号”， 默认为平台设置的 FTP服务器端口。 

<用户名>：输入框，范围 1~20，框内为空时框内提示语为“请输入用

户名”，默认为平台设置的 FTP服务器用户名。 

<密码>：输入框，范围 1~20，框内为空时框内提示语为“请输入密码”，

默认为平台设置的 FTP服务器密码。 

<文件上传路径>：输入框，范围 1~50，框内为空时框内提示语为“请

输入文件上传路径”，默认为平台设置的 FTP服务器文件上传路径。 

<执行条件>：复选框，必选项，包括“WiFi”、“LAN”和“3G/4G”，

不允许取消全部勾选，默认全部勾选。 

<通道号>、<时间>、<资源类型>、<码流类型>、<存储位置>对应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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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上传文件的格式包括 mp4 或 avi，平台支持不同厂商设备的文件上传,

文件名格式统一的格式为“01_180129180000_180129180100.avi”，即“通

道号_开始时间_结束时间.avi”。 

7.5.5 音视频窗口 

音视频窗口是显示视频资源回放的面板窗口，初始状态没有通道号信息，

如图： 

 

在播放前，列表的通道号展示个数可以通过通道号选择栏进行控制，如

图： 

 

点击播放 ，音视频窗口加载【列表信息】中勾选的通道号并对窗口

进行屏幕分割，同时向终端下发远程录像回放请求指令，终端返回资源目

录后通过音视频服务器开始播放每个通道号对应开始时间最早的那条记录，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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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载通道号和音视频窗口 

 

1）播放列表 

当通道号信息和列表信息加载结束，点击播放按钮 ，以标记线段的

位置为播放开始时间开始加载音视频资源数据到音视频面板，且每个通道

号对应一个音视频窗口。 

播放过程中可以通过播放控制按钮操作，如图（具体参照设计图）： 

 

从左至右的操作说明： 

当资源获取来源为“终端资源”时，需要在播放前选择下发的回放请求

方式：下拉框，包括“正常回放”、“快进回放”、“关键帧快退回放”、

“关键帧播放”和“单帧上传”。 

选择回放请求方式后，点击 下发远程录像回放请求，同时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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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变为 （暂停）， 对应的回放控制分别对应开

始回放/暂停回放，关键帧播放，结束回放，关键帧快退回放和快进回放，

倍数控制图标为 ，默认 x1，快进倍数包括 x1、x2、

x4、x8、x16，快退倍数包括 x1、x1/2、x1/4、x1/8、x1/16。 

操作说明： 

A. 初始状态下，仅 可以点击，以及倍数可以调整，其他按钮禁用。 

B. 播放前选择回放方式后，点击 按照对应回放方式下发远程录像

回放请求，同时激活其他按钮。 

C. 点击 关键帧播放的时候， 恢复初始状态。 

 

2）资源列表 

资源列表的播放控制功能和播放列表一致，但没有播放前回放方式下

拉选择框，支持双击资源列表记录直接播放音视频，当没有选中资源列表

中记录，点击播放控制功能的时候，提示“请选择文件后点击播放或直接

双击文件播放”。 

（2）操作交互 

如果视频回放的资源来源为“终端资源”，在【播放列表】和【资源

列表】两个页签之间相互切换的时候会各自保持切换前的回放状态，如果

视频回放的资源来源为“FTP服务器”，在切换页签时会将切换前所在页

签的回放状态暂停，再次切换回去后自动继续回放。 

7.5.6 地图 

点击播放按钮 以标记线段的位置为播放开始时间点下发远程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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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请求指令，并加载音视频窗口的同时，地图上的监控对象也跳转到距

离标记线段所标记的时间点最近的上个轨迹点，如图： 

 

在视频回放过程中，地图上的监控对象为静止状态，在回放暂停或结束

的时间点，监控对象又跳转到距离暂停或结束时间点最近的上个轨迹点，

并将回放开始时的轨迹点与播放暂停或结束时间点的轨迹点之间的轨迹线

路以高亮颜色标识出来，代表该回放的时间段内，监控对象所运行的历史

轨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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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如果播放暂停或结束时间点在上一个暂停或结束时间点之前，则该标识功能不生效，保

持上一个标识状态。 

7.6 视频参数设置 

视频参数设置是按照 JT/T1078-2016视频通讯协议开发，满足 JT/T1077

视频平台技术要求的系列功能模块之一，对平台内满足 JT/T1076硬件的监

控对象进行音视频参数设置、下发等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监

控管理下的视频参数设置，进入视频参数设置的管理界面，如图： 

 

7.6.1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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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分组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2. 筛选 

 

点击 后弹框，单选项，目前只支持对交通部 JT/T808 通讯类型

的筛选滤，选择对应通讯协议后，报警参数设置列表中的所有监控对象都

满足选择的通讯类型。  

7.6.2 视频参数设置 

点击选中组织架构中的分组后，视频参数设置列表显示该分组下所有的

监控对象，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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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设置】、【批量下发】和【批量恢复】。 

 

【批量恢复】 

勾选一条或多条监控对象记录（已设置视频参数），点击批量恢复后将

视频参数恢复系统缺省状态。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恢复默认】和【下发参数】。 

初始状态： 

 

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恢复默认】和【下发参

数】按钮功能同时激活，如图： 

 

【设置】 

点击后弹出视频参数设置框，监控对象对应选择需要设置的项目，可以

选择参考对象，平台支持设置和下发的视频参数类型，包括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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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参数】 

 针对逻辑通道号（全部或单个）进行音视频参数设置，设置项包括【实

时流设置】、【存储流设置】、【OSD字幕叠加设置】和【其他】，如图： 

 

<逻辑通道号>：单选项，包括“全部”和“单个通道号”内容，缺省选

中“全部”，单个通道号内容为下拉框，范围 1~37（14~32 是预留，实际

一共 16 个通道号），默认为“1(驾驶员)”。（关于<逻辑通道号>的信息，

参考交通部 JT/T1076协议 5.2.2） 

1）实时流设置 

<实时流编码模式>：下拉框，包括“CBR(固定码率)”、“VBR(可变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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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ABR(平均码率)”，默认为“CBR(固定码率)”。 

<实时流分辨率>：下拉框，包括“QCIF”、“CIF”、“WCIF”、“D1”、

“WD1”、“720P”和“1080P”，默认为“CIF”。 

<实时流关键帧间隔(帧)>：输入框，必填项（前面加星号），输入范围

1~1000 帧，单位为帧，默认为 8，当输入框为空的时候在框内显示提示语

为“范围 1~1000”。 

<实时流目标帧率(帧/s)>：输入框，必填项（前面加星号），输入范围

1~120帧/s，单位为帧/s，默认为 8，当输入框为空的时候在框内显示提示

语为“范围 1~120”。 

<实时流目标码率(kbps)>：输入框，必填项（前面加星号），输入范围

1~ 4294967295，单位为 kbps，默认为 329。 

2）存储流设置 

<存储流编码模式>：下拉框，包括“CBR(固定码率)”、“VBR(可变码

率)”和“ABR(平均码率)”，默认为“CBR(固定码率)”。 

<存储流分辨率>：下拉框，包括“QCIF”、“CIF”、“WCIF”、“D1”、

“WD1”、“720P”和“1080P”，默认为“CIF”。 

<存储流关键帧间隔(帧)>：输入框，必填项（前面加星号），输入范围

1~1000 帧，单位为帧，默认为 8，当输入框为空的时候在框内显示提示语

为“范围 1~1000”。 

<存储流目标帧率(帧/s)>：输入框，必填项（前面加星号），输入范围

1~120帧/s，单位为帧/s，默认为 8，当输入框为空的时候在框内显示提示

语为“范围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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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流目标码率(kbps)>：输入框，必填项（前面加星号），输入范围

1~ 4294967295，单位为 kbps，默认为 329。 

3）OSD字幕叠加设置 

<日期和时间>：单选项，包括启用和停用。启动后【实时视频】中播放

的视频页面上会有实时与终端同步的日期和时间，默认为启用。 

<车牌号码>：单选项，包括启用和停用。启动后【实时视频】中播放的

视频页面上会有当前监控的车牌号码，默认为启用。 

<逻辑通道号>：单选项，包括启用和停用。启动后【实时视频】中播放

的视频页面上会有当前监控对象的逻辑通道号，默认为停用。 

<经纬度>：单选项，包括启用和停用。启动后【实时视频】中播放的视

频页面上会有当前监控对象的经纬度，默认为启用。 

<行驶记录速度>：单选项，包括启用和停用。启动后【实时视频】中播

放的视频页面上会有当前监控对象的行驶记录速度，默认为启用。 

<卫星定位速度>：单选项，包括启用和停用。启动后【实时视频】中播

放的视频页面上会有当前监控对象的卫星定位速度，默认为停用。 

<连续驾驶时间>：单选项，包括启用和停用。启动后【实时视频】中播

放的视频页面上会有当前监控对象的连续驾驶时间，默认为停用。 

4）其他 

<是否启用音频输出>：单选项，包括是和否。当<逻辑通道号>选择“全

部”的时候出现该项，否则隐藏，默认为启用。 

备注： 

A. 在逻辑通道号选择单个通道号选项时，如果当前逻辑通道号的参数有变更，切换其

他逻辑通道号进行编辑前，会弹出提示，确认是否保存已编辑的逻辑通道号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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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B. 当逻辑通道号选择“全部”时，下发 0x8103（参数 ID 为 0x0075），当逻辑通道号

选择其他单个逻辑通道号时，下发“0x8103（参数 ID为 0x0077）”，每次下发都以最

近一次的参数设置为准。 

 

【音视频通道】 

针对当前监控对象设置物理通道号和逻辑通道号的关联关系，以及通道

类型和云台连接控制，其中<物理通道号>关联设置个数默认为 1 组，支持

新增和删除，新增的个数上限为 16个，缺省设置为一组配置（物理通道号

1，逻辑通道号 1<驾驶员>，通道类型<音视频>，是否连接云台<是>），页面

示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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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通道号>：下拉框，范围 1~16，不允许重复，按顺序从 1 开始递

增。点击 增加后默认为顺位递增且不能重复。  

<逻辑通道号>：下拉框，必填项（前面加星号），范围 1~37（14~32 是

预留，实际一共 16个通道号），不允许重复。点击 增加后默认空。 

<通道类型>：下拉框，包括“音视频”、“音频”和“视频”，默认为

“音视频”。 

<是否连接云台>：单选项，包括“是”和“否”，当<通道类型>为“音

视频”和“视频”的时候显示该项（否则取消显示），默认为“是”。 

点击 后增加通道号和通道类型的关联配置，点击 后删除对应

通道号和通道类型的关联配置。 

备注： 

A. 物理通道号和逻辑通道号的匹配设置不允许重复，如果出现重复，提示“请选择未

设置的通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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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逻辑通道号选择 33、36和 37时，通道类型固定为“音频”，且不显示“是否连

接云台”项。 

【报警参数】 

 对音视频报警类型推送进行控制，包括视频信号丢失、视频信号遮挡、

存储器故障、其他视频设备故障、客车超员、异常驾驶行为、报警存储超

限，默认推送状态为“局部”，如图： 

 

<客运车辆核定载客人数>：输入框，非必填项，数字，范围 1~100，当

框内为空时在框内显示提示语“范围 1~100”，默认为 20。 

<视频分析疲劳驾驶报警阈值>：输入框，非必填项，数字，范围 0~100，

当框内为空时在框内显示提示语“范围 0~100”，默认为 10。 

<报警录像占用主存储器阈值>：输入框，非必填项，数字，单位为百分

比，范围 1~99，当框内为空时在框内显示提示语“请输入存储阈值百分比”，

默认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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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录像的最长持续时间>：输入框，非必填项，数字，单位为分钟，

范围 1~60，当框内为空时在框内显示提示语“范围 1~60”，默认为 5。 

<报警发生前进行标记的录像时间>：输入框，非必填项，数字，单位为

分钟，范围 1~60，当框内为空时在框内显示提示语“范围 1~60”，默认为

1。 

备注： 

 推送功能参照【报警参数设置】。 

 报警类型中除了“报警存储超限”之外，其他的都属于持续性报警。 

 异常驾驶行为属于一类报警，包括疲劳、打电话、抽烟。当产生该类报警的时候需

要标记对应具体类型，如“异常驾驶行为（抽烟）”，如果是疲劳报警，需要显示对应

的疲劳值，如“异常驾驶行为(疲劳 10)”。 

 带参数的报警类型（客车超员、异常驾驶行为）要下发 0x8103 指令（参数 ID 为

0x007B）。 

 “报警录像占用主存储器阈值”、“报警录像的最长持续时间”和“报警发生前进

行标记的录像时间”要下发 0x8103 指令（参数 ID为 0x0079）。 

 勾选了屏蔽复选框的报警类型要下发报警屏蔽字，下发 0x8103 指令（参数 ID 为

0x007A）（见 JT/T1078 协议表 1）。 

【休眠唤醒】 

 休眠唤醒模式包括“手动唤醒”、“条件唤醒”和“定时唤醒”，每一

项都为下拉框，选项包括“启用”和“停用”，默认“手动唤醒”为启用，

“条件唤醒”和“定时唤醒”为停用，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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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休眠唤醒模式启用后，如图： 

 

1）手动唤醒 

下拉框，包括启用和停用。平台通过 0x8103 指令（参数 ID：0x007C，

见 1078协议表 9）下发，启用生效后，可以在【实时视频】页面对心跳状

态的监控对象右键菜单“休眠唤醒”下发休眠唤醒时长。 

2）条件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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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唤醒”属于报警联动操作，当触发相应报警的时候触发唤醒，原

理为平台通过 0x8103 指令（参数 ID：0x007C，见 1078 协议表 9）将唤醒

条件类型下发到终端，终端按照平台已下发成功的条件唤醒参数设置触发

报警联动唤醒，其中，需要下发触发条件唤醒的报警类型包括“紧急报警”、

“碰撞侧翻报警”和“车辆开门”。 

3）定时唤醒 

当设置“定时唤醒”为启用时，可以设置<定时唤醒日设置>，原理为平

台通过 0x8103 指令（参数 ID：0x007C，见 1078 协议表 9）将唤醒条件类

型下发到终端，终端按照平台已下发成功的定时唤醒参数设置触发唤醒，

相关说明如下： 

<定时唤醒日设置>：多选项，包括“周一”、“周二”、“周三”、“周

四”、“周五”、“周六”和“周日”一共 7项。 

对应每一项，都有如下 4组时间段设置，其中支持通过勾选来控制对应

时间段是否为生效状态，各时间段不能重叠，说明如下： 

<时间段 1唤醒/关闭时间>：时间点选择，单位为时分，格式为“HH:MM”。 

<时间段 1唤醒/关闭时间>：时间点选择，单位为时分，格式为“HH:MM”。 

<时间段 1唤醒/关闭时间>：时间点选择，单位为时分，格式为“HH:MM”。 

<时间段 1唤醒/关闭时间>：时间点选择，单位为时分，格式为“HH:MM”。 

8 报警中心 

8.1 报警参数设置 

报警参数设置是对平台内监控对象的不同协议类型进行报警参数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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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推送方式，并执行参数下发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警

中心下的报警参数设置，进入报警参数设置管理界面，如图： 

 

8.1.1 组织架构 

 

1. 搜索 

 

支持<分组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2. 筛选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264 

 

 

点击 后弹框，单选项，支持对通讯类型的筛选过滤，选择对应

通讯协议后，报警参数设置列表中的所有监控对象都满足选择的通讯类型。  

8.1.2 报警参数设置 

点击选中组织架构中的分组后，报警参数设置列表显示该分组下所有的

监控对象，如图： 

 

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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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设置】、【批量下发】和【批量恢复】。 

 

【批量设置】 

勾选一条或多条监控对象记录，点击批量设置报警参数。 

【批量下发】 

勾选一条或多条监控对象记录（已设置报警参数），点击批量下发后下

发参数到终端。 

【批量恢复】 

勾选一条或多条监控对象记录（已设置报警参数），点击批量恢复后将

报警参数恢复系统缺省状态。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恢复默认】、【下发参数】和【联动策略】。 

初始状态： 

 

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恢复默认】和【下发参

数】按钮功能同时激活，如图： 

 

1）针对交通部 JT/T808 的监控对象 

【设置】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266 

 

点击后弹出报警参数设置框，监控对象对应选择需要设置的项目，可以

选择参考对象，平台支持设置和下发的报警参数类型，包括以下几类： 

【预警】 

 交通部 JT/T808 协议中按“预警”进行分类的报警类型，包括危险预

警、超速预警、疲劳驾驶预警、碰撞预警和侧翻预警，如图： 

 

<危险预警>：危险预警。 

<超速预警>：参数设置项，超速预警差值，单位为 km/h。 

<疲劳驾驶预警>：参数设置项，疲劳驾驶预警差值，单位为秒。 

<碰撞预警>：参数设置项，包括碰撞时间（单位为毫秒），碰撞加速度

（单位为 0.1g，范围为 0到 79）。 

<侧翻预警>：参数设置项，侧翻角度，单位为度。 

【驾驶员引起报警】 

交通部 JT/T808协议中按“驾驶员引起报警”进行分类的报警类型，包

括紧急报警、超速报警、疲劳驾驶、进出区域、进出线路、路段行驶时间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267 

 

不足/过长、当天累积驾驶超时、超时停车和路线偏离报警，如图： 

 

<紧急报警>：紧急报警。 

<超速报警>：参数设置项，包括最高速度（单位为 km/h），超速持续时

间（单位为秒）。 

<疲劳驾驶>：参数设置项，包括连续驾驶时间门限（单位为秒），最小

休息时间（单位为秒）。 

<进出区域>：进出区域报警。 

<进出线路>：进出线路报警。 

<路段行驶时间不足/过长>：路段行驶时间不足/过长报警。 

<当天累计驾驶超时>：参数设置项，当天累计驾驶时间门限，单位为秒。 

<超时停车>：参数设置项，最长停车时间，单位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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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2-5点行驶报警>：主要针对两客一危，平台报警。 

<路线偏离报警>：路线偏离报警。 

【车辆报警】 

交通部 JT/T808协议中按“车辆报警”进行分类的报警类型，包括车辆

VSS故障、车辆油量异常、车辆被盗、车辆非法点火、车辆非法位移和非法

开门报警，如图： 

 

<车辆 VSS故障>：车辆 VSS故障。 

<车辆油量异常>：车辆油量异常，之后平台有更精细的相关管理。 

<车辆被盗>：车辆被盗。 

<车辆非法点火>：车辆非法点火。 

<车辆非法位移>：参数设置项，车辆非法位移，位移半径单位为米。 

<非法开门报警>：非法开门报警。 

【故障报警】 

交通部 JT/T808协议中按“故障报警”进行分类的报警类型，包括 G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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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发生故障、GNSS天线未连接或被剪断、GNSS天线短路、终端主电源欠

压、终端主电源掉电、终端 LCD 或显示器故障、TTS 模块故障、摄像头故

障和道路运输证 IC卡模块故障，如图： 

 

<GNSS模块发生故障>：GNSS模块发生故障。 

<GNSS天线未接或被剪断>：GNSS天线未接或被剪断。 

<GNSS天线短路>：GNSS天线短路。 

<终端主电源欠压>：终端主电源欠压。 

<终端主电源掉电>：终端主电源掉电。 

<终端 LCD或显示器故障>：终端 LCD或显示器故障。 

<TTS模块故障>：TTS模块故障。 

<摄像头故障>：摄像头故障。 

<道路运输证 IC卡模块故障>：道路运输证 IC卡模块故障。 

【F3传感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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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 JT/T808 协议扩展 F3 协议中按“传感器报警”进行分类的报警

类型，包括温度报警、湿度报警、超速报警(F3)、加漏油报警、胎压报警、

反转报警、工时报警和载重报警，如图： 

 

<温度报警>：F3传感器上报的温度报警，包括高温报警和低温报警。 

<湿度报警>：F3传感器上报的湿度报警，包括高湿度报警和低湿度报警。 

<超速报警>：平台根据 F3传感器上报的速度值判断的超速报警，速度单

位为 km/h。 

<加漏油报警>：F3传感器上报的加漏油事件，包括加油和漏油。 

<胎压报警>：F3 传感器上报的胎压报警，包括胎压过高、胎压过低、胎

温过高、胎压传感器异常、胎压不平衡和轮胎慢漏气。 

<反转报警>：F3传感器上报的反转事件。 

<工时报警>：F3传感器上报的工时报警。 

<载重报警>：F3 传感器上报的载重事件，包括空载、半载、满载、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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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装载和卸载。 

【I/O报警】 

 根据 F3 平台开关信号监测中开关信号管理设置的开关状态位判断的报

警类型，包括终端 I/O、I/O 采集 1 和 I/O 采集 2 下的所有开关信号位报

警，如图： 

 

【平台报警】 

由 F3 平台进行判断的报警类型，包括进出区域、进出线路、关键点报

警、围栏内超速报警、路线偏离报警、疲劳驾驶、违章报警、异动报警、

预警报警、超速报警和车机疑似屏蔽报警，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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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区域>：包括进区域和出区域报警。 

<进出线路>：包括进线路和出线路报警。 

<关键点报警>：指监控对象达到或未到达关键点的报警类型。 

<围栏内超速报警>：指监控对象在设置好的电子围栏内超速引起的报警。 

<路线偏离报警>：指监控对象偏离设置好的线路围栏引起的的报警。 

<疲劳驾驶>：指监控对象保持10km/h以上速度且持续时长4小时以上，

且休息时间（速度小于 10km/h）小于 20分钟引起的报警。（山西标准） 

<违章报警>：持续 30秒（不含）以上的超速定位点引起的超速报警。 

<异动报警>：包括通用标准、山西标准和四川标准，选择“禁行时段”

和“禁行日期”，在时段或日期内移动引起的报警，其中山西标准为车辆

持续运行 10 分钟（不含）以上且速度达到 40km/h 以上，四川标准为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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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运行 5分钟（不含）以上且速度达到 10km/h以上。 

<预警报警>：指监控对象的速度达到超速预警差值引起的报警。 

<超速报警>：包括通用标准、山西标准和四川标准，参数设置项，当监

控对象行驶速度超过已设置的最高速度后引起的报警，单位为 km/h，其中

山西标准遵循山西运营考核平台标准的算法，四川标准遵循四川运营考核

平台标准的算法，包括道路类型的限制值设置等。 

<凌晨 2-5点行驶报警>：主要针对两客一危，当监控对象在凌晨 2-5点

时间范围内行驶引起的报警。 

<车机疑似屏蔽报警>：故意屏蔽，离线时间超过时间报警，单位为秒。

包括起始时间（单位为时、分）、结束时间（单位为时、分）。 

2）针对 BDTD-SM的监控对象 

【设置】 

点击后弹出报警参数设置框，监控对象对应选择需要设置的记录，可以

选择参考对象，平台接收所有勾选并下发的报警类型，包括以下几类： 

【BDTD-SM】 

 BDTD-SM 协议中按终端上报报警进行分类的报警类型，包括 SOS 报警，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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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报警>：SOS报警。 

【平台报警】 

由 F3 平台进行判断的报警类型，包括进出区域、进出线路、围栏内超

速报警、路线偏离报警，如图： 

 

<进出区域>：包括进区域和出区域报警。 

<进出线路>：包括进线路和出线路报警。  

<围栏内超速报警>：指监控对象在设置好的电子围栏内超速引起的报警。 

<路线偏离报警>：指监控对象偏离设置好的线路围栏引起的的报警。 

3）针对 ASO的监控对象 

【设置】 

点击后弹出报警参数设置框，监控对象对应选择需要设置的记录，可以

选择参考对象，平台接收所有勾选并下发的报警类型，包括以下几类： 

【ASO】 

 ASO中按终端上报报警进行分类的报警类型，包括拆机报警、伪基站报

警，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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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机报警>：拆机报警。 

<伪基站报警>：伪基站报警。 

【平台报警】 

由 F3 平台进行判断的报警类型，包括电量不足报警、风控点报警，如

图： 

 

<电量不足报警>：电量不足报警。 

<风控点报警>：风控点报警。 

4）针对 F3超长待机的监控对象 

【设置】 

点击后弹出报警参数设置框，监控对象对应选择需要设置的记录，可以

选择参考对象，平台接收所有勾选并下发的报警类型，包括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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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超长待机】 

 F3 超长待机协议中按终端上报报警进行分类的报警类型，包括车机被

拆除、RTC异常、安装按钮未闭合、设备暴露，如图： 

 

<车机被拆除>：车机被拆除报警。 

<RTC异常>：RTC异常报警。 

<安装按钮未闭合>：安装按钮未闭合报警。 

<设备暴露>：设备暴露报警。 

【平台报警】 

由 F3 平台进行判断的报警类型，包括电量不足报警、风控点报警，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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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不足报警>：电量不足报警。 

<风控点报警>：风控点报警。 

【恢复默认】 

针对可以让用户自己设置参数并下发的报警类型，有的存在系统缺省值，

点击后可以将设置值恢复为缺省值。 

【下发参数】 

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如果存在有监控对象没有设置报警参

数，平台弹出提醒。下发状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参数

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应答失败。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应答成功。 

4）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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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报警推送设置 

平台的报警推送设置与报警参数设置在同一个页面，如图： 

 

报警推送方式包括 3种：无、局部推送和全局推送，点击横线上的节点

（对应推送说明），或者直接点击报警类型文字（效果为变淡蓝色）都可以

切换至对应的推送方式，所有报警类型的初始推送方式默认为“局部”，

如图： 

 

<无>：不推送对应的报警类型。 

<局部>：推送对应的报警类型到实时监控页面。 

<全局>：推送对应的报警类型到全局，其中统计数目是按满足有设置全

局推送、且未处理的报警类型的监控对象个数进行统计（注：一个监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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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能存在多个报警类型），如图： 

 

 

备注： 

点击 后当前页面会跳转到报警查询模块，并快速查询出满足条件的报警记录。 

8.1.4 报警联动设置 

【报警中心】中的报警参数设置里的操作设置增加“联动策略”，目前

支持通讯类型为交通部 JT/T808的监控对象，如图： 

 

点击联动策略按钮，弹框设置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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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为“报警类型”树结构，支持复选，报警类型包括所有 JT/T808的

报警，加上音视频特殊报警。 

右侧包括<监控对象>、<参考对象>以及 3类联动事件（拍照、录像和实

时视频），说明如下： 

<拍照>：参数及下发逻辑参考【实时监控】右键菜单“监控对象-拍照”。 

<录像>：参数及下发逻辑参考【实时监控】右键菜单“监控对象-录像”。 

<实时视频>：无参数，触发后下发实时音视频请求指令。  

操作说明： 

（1） 报警类型支持复选，选中和勾选状态进行区分，初始化进入页面时默

认选中第一个被勾选的报警类型，选中后右侧显示对应选中报警类

型的联动策略参数，勾选代表该报警类型的联动策略生效。单次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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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个报警类型，不支持批量勾选设置为和选中的报警类型同样的

联动策略参数，即每个报警类型的联动策略参数相互独立，提交保存

后对勾选状态的报警类型采取的联动策略生效（勾选状态的报警类

型，可以不选择联动策略，同样支持提交保存）。 

（2） 支持监控对象的参考，选择参考对象后，左侧报警类型勾选与右侧参

数设置与参考的监控对象一致，页面默认选中左侧第一个已勾选的

报警类型。 

（3） 每项联动事件的参数支持编辑。 

（4） 报警类型对应的联动事件参数支持保存，如果之后平台检测到相关

报警则以保存的参数下发指令。 

备注： 

满足勾选“实时视频”策略的报警类型在触发后，无须等待人工确认即主动下发实时

音视频请求指令，并在当前页面弹出提示框如下： 

 

如果弹框过程中有其他监控对象也同时产生报警，更新弹框内容。点击确定后页面跳转

到实时视频页面（如果当前为实时视频页面则不跳转），并同时自动加载最新一条报警

的监控对象的音视频、地图及监控对象信息。 

8.2 报警查询 

报警查询是对平台内监控对象的报警记录进行查询的功能模块，点击菜

单栏中的报警中心下的报警查询，进入报警查询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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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组织架构 

 

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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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报警查询 

 

1. 查询条件 

<报警来源>：包括全部、终端报警和平台报警。 

<通讯类型>：包括全部、交通部 JT/T808、BDTD-SM、ASO、F3超长待机。 

<报警类型>：包括全部和报警参数设置中的所有报警类型。 

<处理状态>：下拉选择项，包括全部、未处理、已处理。 

<时间>：设置报警的开始查询时间和结束查询时间。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2. 列表数据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报警的监控对象。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标识颜色。 

<所属分组>：报警监控对象所属的分组。 

<从业人员>：从业人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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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状态>：报警的处理状态，包括已处理、未处理。 

<报警类型>：报警参数设置中的所有类型，包括预警、驾驶员引起报警、

车辆报警、故障报警、F3传感器报警、平台报警、音视频特殊报警以及其

它协议报警。 

<严重程度>：川标要求中对超速报警严重程度的描述。 

<报警来源>：包括终端报警、平台报警。 

<报警开始速度>：监控对象产生报警时的速度，单位为 km/h。 

<报警开始时间>：监控对象产生报警时的时间。 

<报警结束时间>：监控对象结束报警时的时间。 

<报警开始经度>：监控对象产生报警时的经度。 

<报警开始纬度>：监控对象产生报警时的纬度。 

<报警结束经度>：监控对象报警时的经度。 

<报警结束纬度>：监控对象结束报警时的纬度。 

<报警开始位置>：监控对象产生报警时的位置描述。 

<报警结束位置>：监控对象结束报警时的位置描述。 

<围栏类型>：触发围栏类报警时围栏的类型。 

<围栏名称>：触发围栏类报警时围栏的名称。 

<处理人>：报警的处理人。 

<处理时间>：报警处理的时间。 

<处理方式>：具体的报警处理方式，包括拍照、下发短信、人工确认报

警、不作处理、将来处理。 

3. 报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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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报警查询记录中的处理状态为“未处理”时，点击会弹出报警处理框，

如图： 

 

根据监控对象不同的通讯协议，报警处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具体说明

如下： 

1）针对交通部 JT/T808（含 2011扩展版和 2013版）的监控对象 

【拍照】 

点击拍照，弹出框向下延伸出参数配置界面，参数包括通道 ID、间隔时

间、拍照张数、保存标志、分辨率、图像质量、高度、对比度、饱和度、

色度，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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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下发摄像头立即拍摄命令，并将终端设备上传的图片进行保存，可

以在多媒体管理模块里查询，并在处理方式中对应记录“拍照”方式。 

【下发短信】 

点击下发短信，弹出框向下延伸出参数配置界面，参数包括文本内容、

紧急状态、终端显示器显示状态、终端 TTS 读播状态、广告屏显示状态，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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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下发文本信息命令，并在处理方式中对应记录“下发短信”方式。 

【人工确认报警】 

平台下发人工确认报警指令，交通部 JT/T808协议支持人工确认报警下

发处理的报警类型包括“紧急报警”、“危险预警”、“进出区域报警”、

“进出路线报警”、“路段行驶时间不足/过长报警”、“车辆非法点火”和

“车辆非法位移”，其它不支持下发指令处理的报警类型，点击后状态直

接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 并在处理方式中对应记录“人工确认

报警”方式。 

【不做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不做处理”方式。 

【将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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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将来处理”方式。 

【关闭】 

关闭报警处理弹框。 

2）针对 BDTD-SM的监控对象 

 

【人工确认报警】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人工确认报警”方式。 

【不做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不做处理”方式。 

【将来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将来处理”方式。 

【关闭】 

关闭报警处理弹框。 

3）针对 ASO的监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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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确认报警】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人工确认报警”方式。 

【不做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不做处理”方式。 

【将来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将来处理”方式。 

【关闭】 

关闭报警处理弹框。 

4）针对 F3超长待机的监控对象 

 

【人工确认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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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人工确认报警”方式。 

【不做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不做处理”方式。 

【将来处理】 

平台直接将报警处理状态从“未处理”变更为“已处理”，并在处理方

式中对应记录“将来处理”方式。 

【关闭】 

关闭报警处理弹框。 

9 应用管理 

应用管理里包括传感器配置、油量管理、油耗管理、里程监测、工时管

理、开关信号监测、温度监测、湿度监测和正反转管理等功能模块，所有

功能都对接 F3 协议的设备或传感器，通过 F3 协议，将平台、终端设备、

外设传感器互联互通，体现出强大的便捷管理、数据处理和展示能力，从

而能够快速孵化行业中的各项增值应用。 

9.1 传感器配置 

9.1.1 外设管理 

外设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外设传感器基本信息进行管

理的功能模块（具体内容参考附件一《F3-终端设备外设传感器协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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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传感器配置，再点击外设管理，进入外设管理

界面，如图： 

 

1. 搜索 

 

支持<外设名称>、<外设 ID >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

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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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设名称>：车辆外设名称，不允许重复。 

<外设 ID>：F3协议中车辆外设对应 ID，输入范围为 0x00~0xFF。 

<外设消息长度>：F3协议中车辆外设对应的消息长度。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全部车辆外设数据。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 操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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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车辆的外设信息，如图： 

 
【删除】 

删除车辆外设信息。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1.2 外设轮询 

外设轮询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设置传感器类型和轮询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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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具体内容参考《F3-终端设备外设传感器协议》），点击菜单栏中

的应用管理下的传感器配置，再点击外设轮询，进入外设轮询界面，如图： 

 

1. 组织架构 

 

支持<分组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 

2.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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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下发】和【批量解除】。 

 

【批量下发】 

勾选单条或多条外设绑定记录，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批量解除】 

勾选单条或多条外设绑定记录，点击后解除外设和车辆绑定。 

4.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下发参数】和【解除绑定】。 

初始状态： 

 

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下发参数】和【解除绑

定】按钮功能同时激活，如图： 

 

【设置/修改】 

 

<监控对象>：选择组织架构中的分组后，该分组下的监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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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对象>：可以参考传感器参数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类型>：外设管理中已录入的车辆外设信息。 

<轮询时间>：设置传感器的轮询时间。 

备注： 

可以选择【参考对象】，快速选择同类型车辆的传感器型号。所有传感器的轮询时间都

和第一个传感器类型的轮询时间一致。 

【下发参数】 

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下发状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终端接收失败、终端

处理中、参数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终端接收失败：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超时未应答（60秒内）。 

终端处理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返回通用应答但未返回参数设置

应答。 

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

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设置失败或

超时未返回参数设置应答。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并且终端应答参数设置成

功。 

【解除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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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监控对象和传感器的绑定，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5.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6.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2 载重管理 

9.2.1 载重传感器管理 

载重传感器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载重传感器基本信息

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载重管理，再点击载

重传感器管理，进入载重传感器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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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传感器型号>：输入框，必填项，支持输入中文、字母、数字或特殊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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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_、#。 

<滤波系数>：下拉选择框，必选项，包括平滑、平稳和实时，默认为平

滑。 

<波特率>：下拉选择框，必选项，默认为 9600。 

<奇偶校验>：下拉选择框，必选项，默认为无校验。 

<补偿使能>：下拉选择框，必选项，默认为使能。 

<备注>：备注。 

【导入】 

 

模板样式如图： 

 
点击“启用编辑”后，按照模板里示例给出的格式进行编辑，保存后导

入。（需要删除示例）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载重传感器记录。 

【导出】 

导出查询出的列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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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载重传感器内容，如图： 

 

【删除】 

删除载重传感器记录，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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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载重管理设置 

载重管理设置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设置载重传感器的绑定关

系并支持下发参数以及信息读取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

的载重管理，再点击载重管理设置，进入载重管理设置界面，如图： 

 

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

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下发】和【批量解除】。 

 

【批量下发】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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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解除】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解除传感器和车辆绑定。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和【详情】。 

初始状态： 

 

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

和【其他】按钮功能同时激活，如图： 

 

【设置/修改】 

 

<监控对象>：已选定监控对象的名称。 

<参考对象>：可以参考参数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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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型号>：载重传感器管理中的传感器型号。 

<波特率>：载重传感器的波特率，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型号

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滤波系数>：载重传感器的滤波系数，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补偿使能>：载重传感器的补偿使能，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奇偶校验>：载重传感器的奇偶校验，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个性参数】 

<载重测量方法>：包括单计重、双计重和四计重。 

<传感器重量单位>：包括 0.1kg、1kg、10kg和 100kg，默认 1kg。 

<空载阈值(kg)>：载重传感器的空载阈值，单位 kg，默认为空。 

<空载阈值偏差(%)>：载重传感器的空载阈值偏差，默认为 10%。 

<轻载阈值(kg)>：载重传感器的轻载阈值，单位 kg，默认为空。 

<轻载阈值偏差(%)>：载重传感器的轻载阈值偏差，默认为 10%。 

<满载阈值(kg)>：载重传感器的满载阈值，单位 kg，默认为空。 

<满载阈值偏差(%)>：载重传感器的满载阈值偏差，默认为 10%。 

<超载阈值(kg)>：载重传感器的超载阈值，单位 kg，默认为空。 

<超载阈值偏差(%)>：载重传感器的超载阈值偏差，默认为 10%。 

当监控对象未绑定传感器的时候，按钮为【设置】，设置内容见上图。

当监控对象绑定了传感器后，按钮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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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振动传感器型号，提交后绑定。 

备注： 

可以选择【参考对象】，快速选择同类型车辆的传感器型号。 

【导入标定数据】 

 点击后弹框如图： 

 

点击导入文件，将已编辑好的标定数据导入平台（标定数据模板见

【标定模板下载】） 

【标定模板下载】 

 点击后下载标定模板，打开后如图： 

  
 备注： 

 第一组实际载重值必须为 0。 

【标定设置】 

 点击标定设置，弹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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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获取当前 AD值”按钮可实时获取传感器当前的 AD值及对应实

际载重值，点击“新增”按钮支持将显示在<AD值>和<实际载重(kg)>框

内的标定数据添加到列表显示。（前提：需要先在列表显示中填写实际载

重为 0时对应的 AD值） 

【解除绑定】 

解除监控对象和传感器的绑定，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下发参数】 

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下发状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终端接收失败、终端

处理中、参数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终端接收失败：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超时未应答（60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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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处理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返回通用应答但未返回参数设置

应答。 

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

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设置失败或

超时未返回参数设置应答。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并且终端应答参数设置成

功。 

【详情】 

显示绑定关系的详细信息。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3 油量管理 

9.3.1 油位传感器管理 

油位传感器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油位传感器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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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油量管理，再点击油

位传感器管理，进入油位传感器管理界面，如图： 

 

1. 搜索 

 

支持<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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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型号>：输入框，必填项，支持输入中文、字母、数字或特殊符

号*、-、_、#。 

<传感器长度(mm)>：输入框，数字，必填项，最多输入 5位。 

<滤波系数>：下拉选择框，缺省值：平滑。 

<波特率>：下拉选择框，缺省值：9600。 

<奇偶校验>：下拉选择框，缺省值：无校验。 

<补偿使能>：下拉选择框，缺省值：使能。 

<备注>：备注。 

【导入】 

 
模板样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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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启用编辑”后，按照模板里示例给出的格式进行编辑，保存后导

入。 

备注： 

红色标注为必填。传感器型号组合规则：品牌+型号+长度，如：“soway-01-500”。滤波

系数如不填默认“平滑”，波特率默认“9600”，奇偶校验默认“偶校验”，补偿使能默

认“使能”。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全部油位传感器数据。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油位传感器内容，如图： 

 

【删除】 

删除油位传感器记录，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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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3.2 油箱管理 

油箱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油箱基本信息进行管理的功

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油量管理，再点击油箱管理，进入

油箱管理界面，如图： 

 

1.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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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油箱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油箱型号>：输入框，必填项，支持中文、字母、数字、*、-、_、和

（）。命名规则：品牌+型号+出厂批次+形状+“-”+功率/排量。 

<油箱形状>：下拉菜单，长方体、圆柱形、D形、椭圆形。 

<长度(mm)>：输入框，数字，必填项，最多输入 5位。 

<宽度(mm)>：输入框，数字，必填项，最多输入 5位。 

<高度(mm)>：输入框，数字，必填项，最多输入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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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厚(mm)>：输入框，数字，必填项，缺省值为 3。 

<下圆角半径(mm)>：当<罐仓形状>为长方体时要求输入，下圆角半径。 

<上圆角半径(mm)>：当<罐仓形状>为长方体时要求输入，上圆角半径。 

<理论容积(L)>：根据长、宽、高、壁厚自动算出。 

<油箱容量(L)>：输入框，数字，非必填项。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全部油箱数据。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模板样式如图： 

 

点击“启用编辑”后，按照模板里示例给出的格式进行编辑，保存后导

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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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标注为必填。壁厚如果不填写，默认 3mm。油箱型号组合规则：车牌品牌+车辆型

号+出厂批次+油箱形状+“-”+功率/排量，如：“一汽解放 J6L201612 方-170KW”。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详情】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油箱内容，如图： 

 

【详情】  

支持查看油箱参数详情，如图： 

 

【删除】 

删除油箱记录，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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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3.3 油量管理设置 

油量管理设置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设置油位传感器和油箱的

绑定关系并支持下发参数以及信息读取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

管理下的油量管理，再点击油量管理设置管理，进入油量管理设置界面，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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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架构 

 

支持<分组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 

2.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和<油箱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

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3.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下发】和【批量解除】。 

 

【批量下发】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批量解除】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解除传感器和车辆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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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和【其他】。 

初始状态： 

 

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

和【其他】按钮功能同时激活，如图： 

 

【设置/修改】 

 

<监控对象>：已选定监控对象的名称。 

<参考对象>：可以参考参数的监控对象名称。 

1）油箱数据 

<油箱型号>：油箱管理中的油箱数据，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 

<油箱形状>：油箱的形状，选择油箱型号后，根据油箱型号默认显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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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能编辑。 

<长度（mm）>：油箱的长度，单位为 mm，选择油箱型号后，根据油箱型

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宽度（mm）>：油箱的宽度，单位为 mm，选择油箱型号后，根据油箱型

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高度（mm）>：油箱的高度，单位为 mm，选择油箱型号后，根据油箱型

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壁厚（mm）>：油箱的壁厚，单位为 mm，选择油箱型号后，根据油箱型

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理论容积（L）>：油箱的理论容积，单位为 L，选择油箱型号后，根据

油箱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油箱容积（L）>：油箱的容积，单位为 L，选择油箱型号后，根据油箱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2）传感器数据 

<传感器型号>：油位传感器型号，油位传感器管理中的数据。 

<传感器长度>：油位传感器的长度，单位为 mm，选择油位传感器型号

后，根据传感器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滤波系数>：油位传感器的滤波系数，选择油位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

感器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波特率>：油位传感器的波特率，选择油位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奇偶校验>：油位传感器的奇偶校验，选择油位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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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补偿使能>：油位传感器的补偿使能，选择油位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

感器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3）个性参数 

<标定组数>：输入框，油箱标定组数，计算标定后的显示组数。 

<自动上传时间（S）>：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自动上传时间设置，单

位为秒。 

<输出修正系数 K>：F3协议中针对油量标定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K。 

<输出修正系数 B>：F3协议中针对油量标定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B。 

<加油时间阈值（S）>：F3协议中设置的加油时间阈值，单位为秒，监

测加油事件的重要参数。 

<加油量阈值（L）>：F3 协议中设置的加油量阈值，单位为 L，监测加

油事件的重要参数。 

<漏油时间阈值（S）>：F3协议中设置的漏油时间阈值，单位为秒，监

测漏油事件的重要参数。 

<漏油量阈值（L）>：F3 协议中设置的漏油量阈值，单位为 L，监测漏

油事件的重要参数。 

备注： 

当监控对象未绑定传感器的时候，按钮为【设置】，设置内容见上图。当监控对象绑定

了传感器后，按钮为【修改】。 

 

选择油箱型号，可执行以下操作： 

【计算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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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油箱的长度、宽度、高度、壁厚计算。 

【查看标定】 

 

可以编辑<液位高度>和<油量值(升)>。 

备注： 

<标定组数>：默认 20(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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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标定】：满足存在油箱的长度、宽度、高度、壁厚，以及传感器的量程后，按钮

激活，点击后计算出标定数据，可以点击【标定数据】进行查看和编辑。 

【导入标定数据】：用户须先导出标定模板，按照模板格式进行编辑后再保存文件导入，

可以点击【标定数据】查看和编辑。 

 

【导入标定数据】 

A. AD值标定法 

 

 

B. 标尺标定法 

 

【选择模板】 

模板分为<AD值标定法>和<标尺标定法>。 

 

【解除绑定】 

解除监控对象和油箱的绑定，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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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参数】 

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下发状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终端接收失败、终端

处理中、参数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终端接收失败：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超时未应答（60秒内）。 

终端处理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返回通用应答但未返回参数设置

应答。 

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

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设置失败或

超时未返回参数设置应答。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并且终端应答参数设置成

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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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包括【详情】、【读取传感器参数】、【读取常规参数】、【读取通讯

参数】、【读取标定数据】、【私有参数设置】和【传感器远程升级】。 

【详情】 

 显示包括油箱和传感器所有参数信息，如图： 

 

【读取传感器参数】 

 

<监控对象>：传感器绑定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型号>：传感器的型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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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传感器的公司名称信息。 

<产品代码>：传感器的产品代码信息。 

<硬件版本号>：传感器的硬件版本号信息。 

<软件版本号>：传感器的软件版本号信息。 

<设备 ID>：传感器的设备 ID信息。 

<客户代码>：传感器的客户代码信息。 

【读取常规参数】 

 

<监控对象>：传感器绑定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型号>：传感器型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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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上报参数与平台设置参数对应数据： 

<传感器 ID>：传感器 ID信息。 

<补偿使能>：传感器的补偿使能信息。 

<滤波系数>：传感器的滤波系数信息。 

<自动上传时间>：传感器的自动上传时间。 

<输出修正系数 K>：传感器的输出修正系数 K。 

<输出修正系数 B>：传感器的输出修正系数 B。 

<传感器长度>：传感器的长度。 

<燃料类型>：传感器绑定监控对象的燃料类型。 

<油箱形状>：传感器绑定油箱的形状。 

<油箱长度>：传感器绑定油箱的长度。 

<油箱宽度>：传感器绑定油箱的宽度。 

<油箱高度>：传感器绑定油箱的高度。 

<加油时间阈值>：传感器绑定油箱的加油时间阈值。 

<加油量阈值>：传感器绑定油箱的加油量阈值。 

<漏油时间阈值>：传感器绑定油箱的漏油时间阈值。 

<漏油量阈值>：传感器绑定油箱的漏油时间阈值。 

将传感器上报参数与平台设置参数进行比对，可以选择“以传感器为

准”或“以平台设置为准”，点击选择后执行下发，支持下发状态的监

控。 

【读取通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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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传感器绑定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型号>：传感器型号信息。 

传感器上报参数与平台设置参数对应数据： 

<传感器 ID>：传感器 ID信息。 

<波特率>：传感器的波特率数据。 

<奇偶校验>：传感器的奇偶校验状态。 

【读取标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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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传感器绑定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型号>：传感器型号信息。 

传感器上报参数与平台设置参数对应数据： 

 <序号>：记录排序。 

<液位高度>：传感器上报的液位高度，单位为 mm。 

<油量值>：传感器上报的液位高度对应油量值，单位为升。 

将传感器上报参数与平台设置参数进行比对，可以选择“以传感器为

准”或“以平台设置为准”，点击选择后执行下发，支持下发状态的监

控。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327 

 

【私有参数设置】 

 

<监控对象>：传感器绑定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型号>：传感器型号信息。 

<下发内容>：传感器私有参数下发的设置内容。 

<返回内容>：传感器私有参数下发后的返回内容。 

【传感器远程升级】 

 

<监控对象>：传感器绑定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型号>：传感器型号信息。 

参数信息： 

<拨号用户名>：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拨号用户名。 

<拨号密码>：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拨号密码。 

<地址>：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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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端口>：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 TCP端口。 

<固件版本>：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固件版本信息。 

<升级状态>：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升级状态，下发后可以进行监

控。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3.4 油量标定 

油量标定是对已接入 F3协议的监控对象的油箱油量进行标定并支持下

发参数修正油量标定数据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油量

管理，再点击油量标定，进入油量标定界面，如图： 

 

油量标定分为实时修正、重新标定和追溯修正，结合不同的应用场景

对液位高度对应的油量值进行修正，达到优化油箱油量数据标定的目的。 

1. 实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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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配合监控对象实时加油行为进行标定的方法，针对加油开始和加

油结束 2个时间点进行操作，标定的时候需要注意保证油位平稳，页面如

下图： 

 

【操作步骤】 

1）选择监控对象。 

提示内容： 

如果有其它用户在标定，提示“当前车辆已经有用户在标定，不能重

复标定”。 

2）加油之前，点击【加油前点我】按钮，获取加油前的液位高度（精度

0.1mm）及对应的油量值。 

3）加油之后，点击【加油后点我】按钮，获取加油后的液位高度（精度

0.1mm）及对应的油量值。 

4）输入【实际加油量】。 

5）点击【修正下发】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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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量标定修正公式】 

提交后，计算 K值（K=实际加油量/[加油后油量<测>-加油前油量<

测>]），替换的油量值 = 原油量值*K（K=实际加油量/[加油后油量<测>-

加油前油量<测>]）。 

备注： 

当前用户选择需要进行标定操作的监控对象后，该车辆进入标定编辑状态，其它人选择

同一个车辆后提示“当前车辆已经有用户在标定，不能重复标定”，且【加油前点我】

按钮禁用，直到当前用户保存标定、刷新页面、页面关闭或其它异常导致标定操作中断

时，才可再次标定。 

 

2. 重新标定 

一种需要提前将油箱内的油量全部放空，再逐步按用户自定量进行加

油，同时进行标定的方式，页面如下图： 

 

【操作步骤】 

1）选择监控对象。 

提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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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其它用户在标定，提示“当前车辆已经有用户在标定，不能重

复标定”。 

2）点击【刷新最新值】按钮，获取最新的液位高度（精度 0.1mm）及对

应的 AD值。 

3）输入【实际加油量】。 

4）点击【提交】。 

【标定规则】 

1）提交后，油量标定数据列表的第一组值，对应油量值为<实际加油

量>，并获取当前液位高度，插入标定列表。 

2）之后每次加油，点击提交按钮，都获取液位高度和油量值，油量值等

于<实际加油量>，高度为传感器上传当前液位高度，最新提交的一组标定

数据在最上方。 

3）点击【保存下发】后保存标定数据并下发。 

备注： 

当前用户点击【刷新最新值】按钮后，该车辆进入标定编辑状态，其它人选择同一个车

辆后提示“当前车辆已经有用户在标定，不能重复标定”，且【刷新最新值】按钮禁用，

直到当前用户保存标定、刷新页面、页面关闭或其它异常导致标定操作中断时，才可再

次标定。 

 

按钮说明： 

【提交】 

提交一组标定数据，最新提交的一组标定数据在最上方。 

【撤销】 

撤消最后提交的一组标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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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下发】 

保存标定并下发。 

备注： 

标定数据最少为 2组，最多 50组。 

3. 追溯修正 

一种根据过去一段时间油量变化的报表查询情况，由用户在曲线上进

行标定的方式，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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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选择监控对象。 

提示内容： 

如果没有绑定油箱和油位传感器，提示“未绑定油箱和传感器，请先

绑定”。 

如果有其它用户在标定，提示“当前车辆已经有用户在标定，不能重

复标定”。 

2）选择时间段，查询后展示图形。 

图形上会按规则默认将加油前和加油后的液位高度及油量值显示出

来，并在加油数据的对应栏位中显示。 

3）输入【实际加油量】。 

4）点击【修正下发】后完成。 

备注： 

在对某个时间段的数据作了追溯修正后，之后只能选择那个时间段之后的时间进行修

正，防止重复修正造成标定数据不准确的情况出现。 

9.4 油耗管理 

9.4.1 流量传感器管理 

 流量传感器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流量传感器基本信息

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油耗管理，再点击流

量传感器管理，进入流量传感器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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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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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传感器型号>：输入框，必填项，输入中文、字母、数字或特殊符

号*、-、_、#。 

<奇偶校验>：下拉选择框，缺省值：无校验。 

<滤波系数>：下拉选择框，缺省值：平滑。 

<波特率>：下拉选择框，缺省值：9600。 

<补偿使能>：下拉选择框，缺省值：使能。 

<备注>：备注。 

【导入】 

 
模板样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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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启用编辑”后，按照模板里样板（应删除）给出的格式进行编辑，

保存后导入。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流量传感器记录。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流量传感器的信息，如图： 

 

【删除】 

删除流量传感器记录，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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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4.2 油耗管理设置 

油耗车辆设置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设置流量传感器的绑定关

系并支持下发参数以及信息读取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

的油耗管理，再点击油耗车辆设置管理，进入油耗车辆设置界面，如图： 

 

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

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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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下发】和【批量解除】。 

 

【批量下发】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批量解除】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解除传感器和车辆绑定。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和【其他】。 

初始状态： 

 

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

和【其他】按钮功能同时激活，如图： 

 

【设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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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已选定监控对象的名称。 

<参考对象>：可以参考参数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数据】 

<流量传感器型号>：流量传感器管理中的传感器型号，支持模糊搜索和

快速清空。 

<波特率>：流量传感器的波特率，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型号

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补偿使能>：流量传感器的补偿使能，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奇偶校验>：流量传感器的奇偶校验，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滤波系数>：流量传感器的滤波系数，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个性参数】 

<自动上传时间（S）>：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自动上传时间设置，单

位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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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修正系数 K>：F3协议中针对油量标定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K。 

<输出修正系数 B>：F3协议中针对油量标定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B。 

 

当监控对象未绑定传感器的时候，按钮为【设置】，设置内容见上图。当

监控对象绑定了传感器后，按钮为【修改】。 

选择振动传感器型号，提交后绑定。 

备注： 

可以选择【参考对象】，快速选择同类型车辆的传感器型号。 

 

【解除绑定】 

解除监控对象和传感器的绑定，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下发参数】 

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下发状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终端接收失败、终端

处理中、参数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终端接收失败：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超时未应答（60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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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处理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返回通用应答但未返回参数设置

应答。 

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

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设置失败或

超时未返回参数设置应答。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并且终端应答参数设置成功。 

【其他】 

其他包括【详情】和【传感器远程升级】。 

【详情】 

 显示传感器基本参数和个性参数信息，如图： 

 

【传感器远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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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传感器绑定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型号>：传感器型号信息。 

参数信息： 

<拨号用户名>：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拨号用户名。 

<拨号密码>：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拨号密码。 

<地址>：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地址。 

<TCP端口>：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 TCP端口。 

<固件版本>：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固件版本信息。 

<升级状态>：传感器远程升级地址的升级状态，下发后可以进行监

控。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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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里程监测 

9.5.1 轮速传感器管理 

轮速传感器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轮速传感器基本信息

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里程监测，再点击轮

速传感器管理，进入轮速传感器管理界面，如图： 

 

1. 搜索 

 

支持<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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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轮速传感器型号>：输入框，轮速传感器型号，支持输入中文、字母、

数字或特殊符号*、-、_、#。 

<奇偶校验>：下拉选择框，缺省值：无校验。 

<滤波系数>：下拉选择框，缺省值：平滑。 

<波特率>：下拉选择框，缺省值：9600。 

<补偿使能>：下拉选择框，包括禁用、使能，缺省值：使能。 

<备注>：备注。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轮速传感器记录。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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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样式如图： 

 

点击“启用编辑”后，按照模板里样板（应删除）给出的格式进行编辑，

保存后导入。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轮速传感器的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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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轮速传感器记录，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5.2 轮胎规格管理 

轮胎规格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轮胎规格基本信息进行

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里程监测，再点击轮胎规

格管理，进入轮胎规格管理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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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轮胎种类>、<轮胎规格>和<轮胎滚动半径>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

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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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种类>：输入框，轮胎种类，包括斜交轮胎、子午线轮胎。 

<轮胎规格>：输入框，轮胎规格，支持数字、字母和短杠“-”。 

<轮胎滚动半径（mm）>：输入框，单位是 mm。 

<备注>：备注。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轮胎规格数据。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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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样式如图： 

 

点击“启用编辑”后，按照模板里样板（应删除）给出的格式进行编辑，

保存后导入。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轮胎规格数据，如图： 

 

【删除】 

删除轮胎规格数据，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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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5.3 里程监测设置 

里程监测设置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选择对应的里程测量方案

和传感器信息并支持下发参数以及信息读取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

应用管理下的里程监测，再点击里程监测设置，进入里程监测设置界面，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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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架构 

 

支持<分组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 

2.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3.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下发】和【批量解除】。 

 

【批量下发】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批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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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解除传感器和车辆绑定。 

4.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和【详情】。 

初始状态： 

 

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

和【详情】按钮功能同时激活，如图： 

 

【设置/修改】 

当<里程测量方案>选择“02、轮速传感器”（默认方案）时，设置页面

如图： 

<

监控对象>：已选定监控对象的名称。 

<参考对象>：可以参考参数的监控对象名称。 

<里程测量方案>：包括“01、原车脉冲”、“02、轮速传感器”、“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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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总线”。 

当<里程测量方案>选择“01、原车脉冲”时，设置页面如图： 

 

【传感器数据】 

<传感器型号>：里程传感器管理中的传感器型号，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

清空。 

<补偿使能>：里程传感器的补偿使能，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奇偶校验>：里程传感器的奇偶校验，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波特率>：里程传感器的波特率，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型号

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滤波系数>：里程传感器的滤波系数，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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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参数】 

<自动上传时间（s）>：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自动上传时间设置，单

位为秒。 

<轮胎规格>：轮胎规格管理中的规格。 

<轮胎滚动半径>：轮胎规格对应的滚动半径，选择轮胎规格后，根据轮

胎规格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滚动半径修正系数>：轮胎滚动半径的修正系数，缺省值 10000。 

<输出修正系数 K>：F3协议中针对传感器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K。 

<输出修正系数 B>：F3协议中针对传感器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B。 

<IG后桥速比>：F3协议中针对传感器设置的 IG后桥速比，输入范围为

1.00-20.00。 

<脉冲数比例>：F3 协议中针对传感器设置的脉冲数比例，输入范围为

1-20。 

<修正系数>：F3协议中针对传感器设置的修正系数，输入范围为 0.97-

1.01。 

<速比>：F3协议中针对传感器设置的速比，速比的值等于 IG后桥速比、

脉冲数比例和修正系数的乘积。 

 

当<里程测量方案>选择“02、轮速传感器”时，设置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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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数据】 

<传感器型号>：里程传感器管理中的传感器型号，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

清空。 

<补偿使能>：里程传感器的补偿使能，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奇偶校验>：里程传感器的奇偶校验，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波特率>：里程传感器的波特率，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型号

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滤波系数>：里程传感器的滤波系数，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个性参数】 

<自动上传时间（s）>：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自动上传时间设置，单

位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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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规格>：轮胎规格管理中的规格。 

<轮胎滚动半径>：轮胎规格对应的滚动半径，选择轮胎规格后，根据轮

胎规格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滚动半径修正系数>：轮胎滚动半径的修正系数，缺省值 10000。 

<输出修正系数 K>：F3协议中针对油量标定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K。 

<输出修正系数 B>：F3协议中针对油量标定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B。 

当监控对象未绑定传感器的时候，按钮为【设置】，设置内容见上图。当

监控对象绑定了传感器后，按钮为【修改】。 

选择振动传感器型号，提交后绑定。 

备注： 

可以选择【参考对象】，快速选择同类型车辆的传感器型号。 

 

【解除绑定】 

解除监控对象和传感器的绑定，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下发参数】 

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下发状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终端接收失败、终端

处理中、参数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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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终端接收失败：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超时未应答（60秒内）。 

终端处理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返回通用应答但未返回参数设置

应答。 

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

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设置失败或

超时未返回参数设置应答。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并且终端应答参数设置成功。 

【详情】 

显示绑定关系的详细信息。 

5.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6.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5.4 里程标定 

里程标定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里程值进行标定并支持下发

参数修正里程标定数据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里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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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再点击里程标定，进入里程标定界面。 

里程标定针对支持 F3 协议的传感器，通过修正传感器中的相关参数，

达到优化数据采集和里程统计的目的。 

 

图表上各颜色曲线的代表对象： 

 
 

【操作步骤】 

1）选择监控对象。 

提示内容： 

如果没有绑定里程传感器，提示“未绑定传感器，请先绑定”。 

如果有其它用户在标定，提示“当前车辆已经有用户在标定，不能重

复标定”。 

2）选择时间段，查询后展示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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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上会按规则默认将开始里程和结束里程显示出来，并在里程数据

的对应栏位中显示。 

3）输入【实际里程（km）】。 

4）点击【修正下发】后完成。 

备注： 

在对某个时间段的数据作了里程标定后，之后只能选择那个时间段之后的时间进行修

正，防止重复修正造成标定数据不准确的情况出现。 

9.6 工时管理 

9.6.1 工时传感器管理 

工时传感器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工时传感器基本信息

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工时管理，再点击工

时传感器管理，进入工时传感器管理界面，如图： 

 

1. 搜索 

 

支持<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出】、【批量删除】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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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传感器型号>：输入框，必填项，支持输入中文、字母、数字或特殊符

号*、-、_、#。 

<检测方式>：下拉选择框，包括电压比较式、油耗流量计式。 

<滤波系数>：下拉选择框，缺省值：平滑。 

<波特率>：下拉选择框，缺省值：9600。 

<奇偶校验>：下拉选择框，缺省值：无校验。 

<补偿使能>：下拉选择框，缺省值：使能。 

<备注>：备注。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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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样式如图： 

 
点击“启用编辑”后，按照模板里示例给出的格式进行编辑，保存后导

入。（需要删除示例）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工时传感器记录。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工时传感器内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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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工时传感器记录，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6.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7.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6.2 工时管理设置 

工时管理设置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设置工时传感器的绑定关

系并支持下发参数以及信息读取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

的工时管理，再点击工时管理设置管理，进入工时管理设置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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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

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下发】和【批量解除】。 

 

【批量下发】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批量解除】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解除传感器和车辆绑定。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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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状态： 

 

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

和【详情】按钮功能同时激活，如图： 

 

【设置/修改】 

 

<监控对象>：已选定监控对象的名称。 

<参考对象>：可以参考参数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基本参数】 

<传感器型号>：工时传感器管理中的传感器型号。 

<检测方式>：工时传感器的检测方式，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补偿使能>：工时传感器的补偿使能，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奇偶校验>：工时传感器的奇偶校验，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365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波特率>：工时传感器的波特率，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型号

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滤波系数>：工时传感器的滤波系数，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个性参数】 

<持续时长阈值（s）>：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持续时长阈值设置，单

位为秒。 

<工作阈值（V）>：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工作阈值设置，单位为伏特。 

当监控对象未绑定传感器的时候，按钮为【设置】，设置内容见上图。

当监控对象绑定了传感器后，按钮为【修改】。 

选择振动传感器型号，提交后绑定。 

备注： 

可以选择【参考对象】，快速选择同类型车辆的传感器型号。 

  

【解除绑定】 

解除监控对象和传感器的绑定，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下发参数】 

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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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状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终端接收失败、终端

处理中、参数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终端接收失败：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超时未应答（60秒内）。 

终端处理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返回通用应答但未返回参数设置

应答。 

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

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设置失败或

超时未返回参数设置应答。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并且终端应答参数设置成

功。 

【详情】 

显示绑定关系的详细信息。 

6.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7. 自定义显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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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7 开关信号监测 

9.7.1 检测功能类型 

检测功能类型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 I/O 基本信息进行管理

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开关信号监测，再点击检测功

能类型，进入检测功能类型管理界面，如图： 

 

1. 搜索 

 

支持<功能 ID>和<功能类型>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

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入】、【导出】和【批量删除】。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368 

 

 

【新增】 

 

<功能 ID>：输入框，必填项，F3 协议中开关信号对应的功能 ID。（具

体参照《F3-808-2013终端设备通讯扩展协议》） 

<检测功能类型>：输入框，必填项，检测功能类型名称。 

<状态 1>：输入框，必填项，开关检测功能类型的其中一种状态，示例：

“开启”。 

<状态 2>：输入框，必填项，开关检测功能类型的另一种状态，示例：

“关闭”。 

<备注>：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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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全部开关类传感器数据。 

【导入】 

 

先下载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内容编辑，然后导入。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检测功能类型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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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开关类传感器信息，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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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开关信号管理 

开关信号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设置对应开关信号功能类

型并支持信号高低电平信息读取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

的开关信号监测，再点击开关信号管理，进入开关信号管理界面，如图： 

 

1. 组织架构 

 

支持<分组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 

2.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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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监控对象>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

行搜索。 

3.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恢复】。 

 

【批量恢复】 

勾选单条或多条开关类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批量清空监控对象和传

感器的绑定关系。 

4.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和【恢复默认】。 

初始状态： 

 

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恢复默认】按钮功能同

时激活，如图： 

 

【设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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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非编辑项，对应列表记录的监控对象。 

默认显示终端 I/O和 2个 I/O采集板的参数设置，如图： 

 

其中，终端 I/O指车载终端的 4个 I/O输入检测（从 I/O 0到 I/O 3），

I/O 采集器最多支持接入 32 个 I/O 输入检测（默认显示 16 个 I/O 输入检

测，即从 I/O 0到 I/O 15，剩下的 I/O通过交互增加，见后面说明），说

明如下： 

<I/O 0 – I/0 n>：下拉框，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数据来源为

【检测功能类型】，默认为空，当框内为空时提示“请选择检测功能类

型”，其中“终端I/O”只有4个I/O，I/O采集1和I/O采集2最多支持32个

I/O，默认显示16个。 

<高低电平状态>：当监控对象在线时，获取到I/O高低电平状态后会对

应I/O位显示高低电平状态，并将当前对应的高低电平状态进行高亮显

示，用户再根据实时的高低电平状态设置<开关状态>。 

<开关状态>：下拉框，下拉内容包括2个为【检测功能类型】中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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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1>和<状态2>的内容，支持用户根据当前对应I/O上报的高、低电平状态

来选择当前I/O检测功能类型是<状态1>还是<状态2>。 

<刷新>：点击刷新下发0x8201指令获取所有接入I/O功能检测实时的

高、低电平状态，用户可根据当前实际的I/O状态设置平台的<状态>，下

发时需判断当前监控对象在离线状态以及下发失败后提示（参照实时监控

页面树结构右键功能【获取SIM卡信息】）。  

<提交>：对各项参数的输入类型和范围进行校验并保存。 

<关闭>：关闭弹框且不执行任何数据操作。 

备注： 

可以选择【参考对象】，快速选择同类型车辆的传感器型号。所有传感器的轮询时间都

和第一个传感器类型的轮询时间一致。 

【恢复默认】 

点击确认后清空监控对象和开关类传感器的绑定。 

5.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6.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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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温度监测 

9.8.1 温度传感器管理 

温度传感器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温度传感器基本信息

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温度监测，再点击温

度传感器管理，进入温度传感器管理界面，如图： 

 

1. 搜索 

 

支持<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入】、【导出】和【批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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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传感器型号>：输入框，必填项，支持输入中文、字母、数字或特殊符

号*、-、_、#。 

<滤波系数>：下拉选择框，缺省值：平滑。 

<补偿使能>：下拉选择框，缺省值：使能。 

<备注>：备注。 

【导入】 

 
模板样式如图： 

 

点击“启用编辑”后，按照模板里示例给出的格式进行编辑，保存后导

入。（需要删除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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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温度传感器记录。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温度传感器内容，如图： 

 

 

【删除】 

删除温度传感器记录，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4.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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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8.2 温度监测设置 

温度监测设置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设置温度传感器的绑定关

系并支持下发参数以及信息读取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

的温度监测，再点击温度监测设置，进入温度监测设置界面，如图： 

 

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

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下发】和【批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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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下发】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批量解除】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解除传感器和车辆绑定。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和【详情】。 

初始状态： 

 

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

和【详情】按钮功能同时激活，如图： 

 

【设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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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已选定监控对象的名称。 

<参考对象>：可以参考参数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数据】 

<传感器型号>：振动传感器管理中的传感器型号。 

<补偿使能>：振动传感器的补偿使能，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滤波系数>：振动传感器的滤波系数，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个性参数】 

<自动上传时间（s）>：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自动上传时间设置，单

位为秒。 

<超出阈值时间阈值(s)>：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超过温度报警上阈值或

下阈值的允许时间，如果超过阈值时间阈值将会报警。 

<输出修正系数 K>：F3协议中针对传感器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K。 

<输出修正系数 B>：F3协议中针对传感器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B。 

<温度报警上阈值(℃)>：F3 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最高温度报警值，当

满足超过该值并且同时满足超出阈值时间阈值时报警。 

<温度报警下阈值(℃)>：F3 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最低温度报警值，当

满足低于该值并且同时满足超出阈值时间阈值时报警。 

 

当监控对象未绑定传感器的时候，按钮为【设置】，设置内容见上图。

当监控对象绑定了传感器后，按钮为【修改】。 

选择温度传感器型号，提交后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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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可以选择【参考对象】，快速选择同类型车辆的传感器型号。 

 

温度监测支持同时设置监控对象和最多 5 个温度传感器的绑定，如图： 

 

点击 可以新增温度传感器 3到温度传感器 5的型号绑定，如图： 

 

【解除绑定】 

解除监控对象和传感器的绑定，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下发参数】 

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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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状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终端接收失败、终端

处理中、参数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终端接收失败：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超时未应答（60秒内）。 

终端处理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返回通用应答但未返回参数设置

应答。 

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

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设置失败或

超时未返回参数设置应答。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并且终端应答参数设置成

功。 

【详情】 

显示绑定关系的详细信息。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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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9 湿度监测 

9.9.1 湿度传感器管理 

湿度传感器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湿度传感器基本信息

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湿度监测，再点击湿

度传感器管理，进入湿度传感器管理界面，如图： 

 

1. 搜索 

 

支持<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入】、【导出】和【批量删除】。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384 

 

 
【新增】 

 

<传感器型号>：输入框，必填项，支持输入中文、字母、数字或特殊符

号*、-、_、#。 

<滤波系数>：下拉选择框，缺省值：平滑。 

<补偿使能>：下拉选择框，缺省值：使能。 

<备注>：输入框，非必填项。 

【导入】 

 
模板样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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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启用编辑”后，按照模板里示例给出的格式进行编辑，保存后导

入。（需要删除示例）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湿度传感器记录。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湿度传感器内容，如图： 

 

【删除】 

删除湿度传感器记录，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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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9.2 湿度监测设置 

湿度监测设置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设置湿度传感器的绑定关

系并支持下发参数以及信息读取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

的湿度监测，再点击湿度监测设置，进入湿度监测设置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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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

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下发】和【批量解除】。 

 

【批量下发】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批量解除】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解除传感器和车辆绑定。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和【详情】。 

初始状态： 

 

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

和【详情】按钮功能同时激活，如图： 

 

【设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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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已选定监控对象的名称。 

<参考对象>：可以参考参数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数据】 

<传感器型号>：振动传感器管理中的传感器型号。 

<补偿使能>：振动传感器的补偿使能，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滤波系数>：振动传感器的滤波系数，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个性参数】 

<自动上传时间（s）>：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自动上传时间设置，单

位为秒。 

<超出阈值时间阈值(s)>：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超过湿度报警上阈值或

下阈值的允许时间，如果超过阈值时间阈值将会报警。 

<输出修正系数 K>：F3协议中针对传感器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K。 

<输出修正系数 B>：F3协议中针对传感器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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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报警上阈值(%)>：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最高湿度报警值，当满

足超过该值并且同时满足超出阈值时间阈值时报警。 

<湿度报警下阈值(%)>：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最低湿度报警值，当满

足低于该值并且同时满足超出阈值时间阈值时报警。 

 

当监控对象未绑定传感器的时候，按钮为【设置】，设置内容见上图。

当监控对象绑定了传感器后，按钮为【修改】。 

选择湿度传感器型号，提交后绑定。 

备注： 

可以选择【参考对象】，快速选择同类型车辆的传感器型号。 

 

湿度监测支持同时设置监控对象和最多 4 个湿度传感器的绑定，如图： 

 

点击 可以新增湿度传感器 3到温度传感器 4的型号绑定，如图： 

 

【解除绑定】 

解除监控对象和传感器的绑定，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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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参数】 

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下发状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终端接收失败、终端

处理中、参数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终端接收失败：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超时未应答（60秒内）。 

终端处理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返回通用应答但未返回参数设置

应答。 

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

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设置失败或

超时未返回参数设置应答。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并且终端应答参数设置成

功。 

【详情】 

显示绑定关系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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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10 正反转管理 

9.10.1 正反转传感器管理 

正反转传感器管理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的正反转传感器基本

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下的正反转管理，再

点击正反转传感器管理，进入正反转传感器管理界面，如图： 

 

1.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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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导入】、【导出】和【批量删除】。 

 
【新增】 

 

<传感器型号>：输入框，必填项，支持输入中文、字母、数字或特殊符

号*、-、_、#。 

<补偿使能>：下拉选择框，缺省值：使能。 

<备注>：输入框，非必填项。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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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样式如图： 

 

点击“启用编辑”后，按照模板里示例给出的格式进行编辑，保存后导

入。（需要删除示例） 

【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已勾选的正反转传感器记录。 

【导出】 

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删除】。 

 

【修改】  

支持修改正反转传感器内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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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删除正反转传感器记录，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9.10.2 正反转车辆设置 

正反转车辆设置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的监控对象设置正反转传感器的绑

定关系并支持下发参数以及信息读取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

理下的正反转管理，再点击正反转车辆设置，进入正反转车辆设置界面，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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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传感器型号>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

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下发】和【批量解除】。 

 

【批量下发】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批量解除】 

勾选单条或多条传感器绑定记录，点击后解除传感器和车辆绑定。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设置/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和【详情】。 

初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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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置参数并保存后，【设置】变更为【修改】，【解除绑定】、【下发参数】

和【详情】按钮功能同时激活，如图： 

 

【设置/修改】 

 

<监控对象>：已选定监控对象的名称。 

<参考对象>：可以参考参数的监控对象名称。 

【传感器数据】 

<传感器型号>：振动传感器管理中的传感器型号。 

<补偿使能>：振动传感器的补偿使能，选择传感器型号后，根据传感器

型号默认显示数据，不能编辑。 

<备注>：备注，不能编辑。 

【个性参数】 

<自动上传时间（s）>：F3协议中传感器数据的自动上传时间设置，单

位为秒。 

<输出修正系数 K>：F3协议中针对传感器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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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修正系数 B>：F3协议中针对传感器的输出修正系数值 B。 

当监控对象未绑定传感器的时候，按钮为【设置】，设置内容见上图。

当监控对象绑定了传感器后，按钮为【修改】。 

选择正反转传感器型号，提交后绑定。 

备注： 

可以选择【参考对象】，快速选择同类型车辆的传感器型号。 

 

【解除绑定】 

解除监控对象和传感器的绑定，点击后会有二次弹框确认，如图： 

 

【下发参数】 

点击后下发参数到终端设备。 

下发状态分为：参数下发中、终端离线未下发、终端接收失败、终端

处理中、参数消息有误、参数不支持、参数未生效、参数已生效。 

 参数下发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还未应答。 

终端离线未下发：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离线。 

终端接收失败：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超时未应答（60秒内）。 

终端处理中：平台已执行下发，终端返回通用应答但未返回参数设置

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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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消息有误：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消息有

误。 

参数不支持：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不支持。 

参数未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终端应答参数设置失败或

超时未返回参数设置应答。 

参数已生效：平台已成功下发参数到终端，并且终端应答参数设置成

功。 

【详情】 

显示绑定关系的详细信息。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10 系统管理 

10.1 808 平台转发配置 

10.1.1 转发平台 IP 管理 

转发平台 IP 管理是对 F3 平台通过 808 转发数据到其他目标平台进行

IP管理的功能模块，包括转发目标平台的 IP和端口等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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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索 

 

支持<平台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和【批量删除】。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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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名称>：转发目标平台的名称，如不填写默认为 IP地址。 

<状态>：连接转发目标平台的状态控制，包括开启、关闭。 

<IP地址>：转发目标平台的 IP地址。 

<端口>：转发目标平台的端口号。 

【批量删除】 

勾选多条记录，点击执行批量删除。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修改平台连接设置。 

【删除】 

删除平台连接设置。 

4.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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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10.1.1 接入平台 IP 管理 

接入平台 IP管理是对通过 808转发将数据转到 F3平台的其他平台（上

级平台或同级平台）进行 IP管理的功能模块，包括接入平台的 IP等信息，

如图： 

 

1. 搜索 

 
支持对<平台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

速执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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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和【批量删除】。 

 

【新增】 

 

<平台名称>：接入平台名称，用户自定义，默认为 ip地址。 

<平台类型>：接入平台的类型，包括上级平台、同级平台。 

<状态>：连接接入平台的状态控制，包括开启、关闭。 

<IP地址>：接入平台的 IP地址。 

【批量删除】 

勾选多条记录，点击执行批量删除。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和【删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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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平台连接设置。 

【删除】 

删除平台连接设置。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10.1.2 监控对象转发管理 

 

【查询】 

<平台名称>：下拉选择项，可以选择平台 IP 管理里已经设置好的转发

平台名称。 

<监控对象>：下拉选择项，可以选择需要转发数据的监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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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转发列表】 

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和<平台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

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 

勾选多个监控对象，点击执行批量解除对应记录监控对象与转发平台的

连接。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解除】。 

 

【解除】 

点击后，解除对应记录监控对象与转发平台的连接。 

4.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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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10.2 809 平台转发配置 

10.2.1 转发平台连接 

转发平台连接是对 F3 平台通过 809 转发数据到上级平台进行主从链路

IP地址、用户名、密码、接入码等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模块，包括 809连

接参数设置、申请交换指定车辆定位信息和日志列表等内容，支持对多个

上级平台进行转发，如图： 

 

1. 搜索 

 
支持<平台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

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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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菜单包括【新增】和【批量删除】。 

 

【新增】 

 

<平台名称>：上级平台名称，如不填写默认为主链路 IP地址。 

<协议类型>：转发上级平台所采用的协议类型，包括 796-809（标准 809）、

1078-809（809音视频扩展）、山西-809、西藏-809和黑龙江-809。 

<所属企业>：809连接标识的所属企业。 

<企业属性>：809连接标识的企业属性。 

<主链路 IP地址>：连接上级平台的主链路 IP地址。 

<端口>：连接上级平台的主链路端口号。 

<从链路 IP地址>：上级平台连接下级平台的从链路 IP地址，支持输入

多个 IP，多个 IP以#隔开。 

<用户名>：连接上级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连接上级平台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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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码>：下级平台接入码，上级平台给下级平台分配的唯一标识号。 

<m>：m参数。 

<ia>：ia参数。 

<ic>：ic参数。 

<经营许可证号>：平台的经营许可证号。 

<行政区号>：平台的行政区号。 

<平台 ID>：平台 ID。 

<版本号>：平台版本号。 

【批量删除】 

勾选多条记录，点击执行批量删除。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修改】、【删除】和【其他】。 

 

【修改】 

修改上级平台连接设置。 

【删除】 

删除上级平台连接设置。 

【其他】 

 包括详情、开启服务、关闭服务、主链路连接、主链路注销、从链路

注销和发送时效口令。 

<详情>：查看主从链路 IP地址、用户名、密码和接入码等详细信息。 

<开启服务>：开启 809连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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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服务>：关闭 809连接服务。 

<主链路连接>：下级平台向上级平台发送主链路连接请求。 

<主链路注销>：下级平台向上级平台发送主链路注销请求。 

<从链路注销>：下级平台收到上级平台发送从链路注销请求后返回注

销应答。 

<发送时效口令>：针对 1078-809音视频协议，发送时效口令给上级平

台。 

4. 申请交换指定车辆定位信息 

操作下级平台与上级平台信息交换的功能模块，包括申请交换指定车

辆定位信息、取消交换指定车辆定位信息、补发车辆定位信息和补发终端

位置信息，如图： 

 

<平台名称>：下拉选择项，支持选择【809连接参数设置】中已添加的

平台信息。 

<车牌号>：需要申请或取消交换的车牌号。 

<时间>：需要申请或取消交换的时间范围，包括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5. 日志列表 

查看下级平台与上级平台连接状态日志的功能模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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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名称>：下拉选择项，支持选择【809连接参数设置】中已添加的

平台信息。 

<消息 ID>：当前下级平台和上级平台数据交互的 809消息 ID。 

<消息流水号>：当前下级平台和上级平台数据交互的 809消息流水

号。 

<操作内容>：当前下级平台和上级平台数据交互的 809内容。 

<备注>：备注。 

6. 刷新 

 

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7.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10.2.2 监控对象转发管理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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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名称>：下拉选择项，可以选择转发平台连接里已经设置好的转发

上级平台平台的名称。 

<监控对象>：下拉选择项，可以选择需要转发数据的监控对象。 

【监控对象转发列表】 

1. 搜索 

 

支持<监控对象>和<平台名称>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支持

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2.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包括【批量删除】。 

 

【批量删除】 

勾选多个监控对象，点击执行批量解除对应记录监控对象与转发平台的

连接。 

3. 操作设置 

操作设置包括【解除】。 

 

【解除】 

点击后，解除对应记录监控对象与转发平台的连接。 

4.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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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清空搜索过滤条件，刷新列表数据。 

 

5. 自定义显示列 

 

可以自定义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10.2 平台个性化配置 

平台个性化设置是对平台信息中的登录页、首页等信息进行管理的功能

模块，支持修改平台个性化图标，平台登录页设置等功能。平台初始化时

默认一套个性化图标，包括登录页 Logo、网页标题 ico图片、首页 Logo以

及文本标题等信息，当上级企业变更个性化设置后，所有下级企业同步变

更，当下级企业变更个性化设置后，会同步变更下级企业的所有下级组织

个性化设置，但不对上级企业的设置产生影响，具体设置页面如图： 

 

10.2.1 平台信息设置 

1. 登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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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点击选择照片后，选择本地图片，图片要求：图片大小建议 689*123（保

证显示效果）。 

2. 平台首页 

 

1）平台网页 ico 标题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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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照片后，选择本地图片，图片要求：格式要求为 ico文件。 

2）平台首页 LOGO 

【修改】 

 

点击选择照片后，选择本地图片，图片要求：大小建议 240*80（保证显

示效果）。 

3）平台首页置顶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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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内容>：平台首页置顶标题显示的内容。 

4）平台首页置底信息 

【修改】 

 

<版权信息>：平台版权。 

<官网域名>：平台官网域名。 

<备案编号>：平台备案编号。 

5）平台登录页设置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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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标题，平台登录页设置。 

<内容>：下拉框，点击后展开平台上的功能模块列表，选择提交后生效。 

备注： 

仅针对 admin账号，登录页和平台首页列表的操作设置为修改、设为默认和恢复默认； 

<设为默认>：将当前对应列的内容（图片或文字）设为平台的默认内容。 

从而实现任一未修改内容（图片或文字）的企业用户，在首次登录平台时都会显示平台

默认的内容（图片或文字）。 

10.2.2 监控对象图标 

监控对象图标是对不同类型的监控对象支持用户个性化修改展示图片

（支持用户自己上传图片）的功能模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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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架构 

 

支持【监控对象】的查询，支持模糊查询和快速清空。 

2. 监控对象图标 

 

点击 后可以上传本地图片，选中个性化图标后的状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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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图片的删除，状态如图： 

 

备注： 

平台预置的个性化图标，不允许删除。 

 

3. 操作步骤 

（1）在组织架构里选择要设置个性化图标的监控对象。 

（2）选择监控对象图标，或上传个性化图标后点击选中，点击“提交”

后生效。 

（3）如果要恢复监控对象默认显示图标，点击“恢复默认图标”后生

效。 

备注： 

图标大小建议 67*37。 

10.3 日志查询 

日志查询是对平台上各功能模块中的操作记录进行查询的报表模块，点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418 

 

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日志查询，进入日志查询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时间>：设置日志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操作用户>：日志的操作人。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 

<操作内容>：日志的内容。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日志列表】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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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时间>：日志记录对应的操作时间。 

<IP地址>：操作人的 IP地址。 

<操作用户>：操作人。 

<操作内容>：操作内容。 

<日志来源>：日志来源，包括平台操作、终端上传。 

10.4 聊天记录查询 

聊天记录查询是配合平台页面置顶处的讨论组功能的查询类报表，点击

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聊天记录查询，进入聊天记录查询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时间>：设置聊天记录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用户名>：发起聊天的用户名，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 

<聊天内容>：聊天内容，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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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列表记录。 

【日志列表】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聊天时间>：聊天记录的服务器时间。 

<用户名>：发起聊天内容的用户名。 

<讨论组>：讨论组名称。 

<聊天内容>：聊天内容。 

11 报表管理 

11.1 大数据报表 

大数据报表是对所属企业内、包括下级企业的所有监控对象，统计当月

及上月的行驶时长、停驶时长、超速、里程、轨迹分布、排行榜及周期对

比的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大数据报表，进入大数据报

表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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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统计 

 

【组织名】：当前用户所属企业。 

【总里程】：所有监控对象的里程总和。 

【组织车辆总数】：监控对象总数。 

【平均里程】：【总里程】/【组织车辆总数】。 

组织可以进行切换，点击【更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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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驶时间统计 

 

【名称】：行驶时间。 

【行驶时长】：组织企业下所有车辆的总行驶时长。 

【平均】：平均行驶时长。等于总行驶时长/总车辆数。 

3. 停驶时间统计 

 

【名称】：停驶时间。 

【停驶时长】：组织企业下所有车辆的总停驶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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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平均停驶时长。等于总停驶时长/总车辆数。 

4. 超速统计 

 

【名称】：超速次数。 

【超速次数】：组织企业下所有车辆的超速次数。 

【平均】：平均超速次数。等于总超速次数/总车辆数。 

5. 周期对比 

 

对象：【组织统计】里选定的组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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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曲线：本月（蓝色）和上月（橙色）的里程统计折线图。 

横坐标：日期。 

纵坐标：里程。 

6. 里程对比 

 

对象：【组织统计】里选定组织下的所有车辆。 

显示曲线：本月所有车辆的里程统计柱状图。 

横坐标：监控对象。（默认显示 20辆） 

纵坐标：里程。 

7. 里程月统计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425 

 

对象：【里程对比】里选定的车辆。【里程对比】里的柱状图可以点

击，点击一个车辆作为这里的数据对象。 

显示曲线：该车辆在本月内的里程月统计折线图。 

横坐标：日期。 

纵坐标：里程。 

8. 散点图 

 

对象：【组织统计】里选定组织下的所有车辆。 

【统计数据】 

到过最东（南、西、北）的地方：位置数据坐标点比对。  

城市轨迹信息点月分布排名：位置数据按城市统计，精确到地级市。 

9. 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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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组织统计】里选定组织下的所有车辆。 

【统计数据】 

本月最勤奋的车：本月内有里程数据的天数最多、里程数最大的车辆。  

本月最懒惰的车：本月内有里程数据的天数最小、里程数最小的车辆。  

本月开得最多的车：本月内里程数最大的车。 

本月几乎没动的车：本月内里程数最小的车。 

本月最守规则的车：本月内（超速报警次数/里程数）比值最小的车，

如果超速报警次数为 0，则为里程数最大的车。（前提：参与排名的车辆里

程数不为 0。优先级：优先从超速报警次数为 0的车里选择） 

本月最危险的车：本月内（超速报警次数/里程数）比值最大的车（前

提：参与排名的车辆里程数不为 0，超速报警次数不为 0。 优先级：优先

从超速报警次数不为 0的车里选择） 

11.2 行驶里程报表 

行驶里程报表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的行驶里程及耗油情况进行统

计的报表模块，包括行驶里程、油耗等信息，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

的行驶里程报表，进入行驶里程报表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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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行驶里程统计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图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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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监控对象统计，柱状图展示。 

横坐标：监控对象。 

纵坐标：里程值。 

鼠标移入柱状图，会弹出悬浮框统计数据。 

【行驶统计】 

 

搜索框： 

 

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输入内容后直接回车键快

速执行搜索。 

列表：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操作>：行驶明细按钮，点击后跳转并查看对应监控对象的【行驶明

细】。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所属企业名称。 

<分组>：监控对象所属分组。 

<标识颜色>：监控对象的标识颜色。 

<对象类型>：监控对象的对象类型。 

<行驶时长>：监控对象的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的总行驶时长。 

<行驶里程(km)>：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的总行驶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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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耗(L)>：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行驶过程中的总油耗。 

<行驶次数>：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的总行驶次数。 

【行驶明细】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操作>：位置明细按钮，点击后跳转并查看对应监控对象行驶记录的

【位置明细】。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开始时间>：监控对象在该段连续行驶过程中的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监控对象在该段连续行驶过程中的结束时间。 

 <行驶时长>：监控对象在该段连续行驶过程中的行驶时长。 

 <行驶里程(km)>：监控对象在该段连续行驶过程中的行驶里程。 

 <累计里程(km)>：监控对象对应行驶明细记录的累计里程。 

 <油耗(L)>：监控对象在该段连续行驶过程中的油耗值。 

 <开始位置>：监控对象在该段连续行驶过程中的开始位置。 

 <结束位置>：监控对象在该段连续行驶过程中的结束位置。 

【位置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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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定位时间>：监控对象上报数据的定位时间。 

 <ACC>：监控对象上报数据的 ACC状态。 

 <油量(L)>：监控对象上报数据的油量值。 

 <位置>：监控对象上报数据的位置。 

11.3 停驶报表 

停驶报表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停驶情况进行统计的报表模块，包括

停驶的时长、次数、最后位置等信息，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停驶

报表，进入停驶报表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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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停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停驶列表】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分组>：监控对象所属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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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从业人员。 

<停车时长>：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的总停车时长。 

<停车次数>：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的总停车次数。 

<停车位置>：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的最后一次停车位置。 

11.4 上线率报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上线率统计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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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图形展示】 

按监控对象统计，柱状图展示。 

横坐标：监控对象。 

纵坐标：上线天数。 

鼠标移入柱状图，会弹出悬浮框统计数据。 

【上线率】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 

<上线天数>：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的上线天数。 

<总天数>：查询时间范围总天数。 

<上线率>：上线天数/总天数*100%。 

<所属分组>：监控对象所属分组。 

<从业人员>：从业人员。 

支持输入监控对象关键字查询，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

键快速执行搜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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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报警信息报表 

报警信息报表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多种报警信息进行统计的报表

模块，包括紧急报警、超速报警、进出区域等报警，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

管理下的报警信息报表，进入报警信息统计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信息统计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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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报警统计列表】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所属分组>：监控对象所属分组。 

<从业人员>：从业人员。 

<报警类型>：包括紧急报警、超速报警、疲劳驾驶报警、超时停车、

进出区域、进出线路、路线偏离、GNSS模块发生故障、GNSS天线未接或

被剪断、GNSS天线短路、终端主电源欠压、终端主电源掉电。 

支持输入监控对象关键字查询，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

键快速执行搜索，如图： 

 

11.6 超速报表 

超速报表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超速信息进行统计的报表模块，包括

超速的次数、最大速度、最小速度和平均速度等信息，点击菜单栏中的报

表管理下的超速报表，进入超速报表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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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超速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超速列表】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分组>：监控对象所属分组。 

<从业人员>：从业人员。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437 

 

<超速次数>：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的超速统计次数。 

<最大速度>：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的最大速度。 

<最小速度>：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的最小速度。 

<平均速度>：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的平均速度。 

11.7 油量报表 

油量统计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油位传感器的监控对象统计一段时间内油

量、里程、速度、燃油温度、环境温度、空调和 ACC 状态的报表模块，点

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油量统计，进入油量统计界面，如图： 

 

 

图表上各颜色曲线的代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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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监控对象>：选择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油量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图形展示】 

按天统计，折线图展示。 

横坐标：日期，精确到天。 

纵坐标：包括油量、里程、速度、温度和空调状态。 

鼠标移入折线图，会显示悬浮框统计出各项数据。 

【数据展示】 

【全部数据】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选择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监控对象的数据上传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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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该监控对象在该时间点的 ACC开关状态。 

<总油量>：油箱 1和油箱 2的总油量值。 

<油量 1>：油箱 1的油量值。 

<油量 2>：油箱 2的油量值。 

<油箱 1加油量>：油箱 1的加油量。 

<油箱 2加油量>：油箱 2的加油量。 

<油箱 1漏油量>：油箱 1的漏油量。 

<油箱 2漏油量>：油箱 2的漏油量。 

<燃油温度 1>：油箱 1的燃油温度。 

<环境温度 1>：油箱 1的环境温度。 

<燃油温度 2>：油箱 2的燃油温度。 

<环境温度 2>：油箱 2的环境温度。 

<总里程>：监控对象在截止当前时间点的总里程值。 

<速度>：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速度。 

<位置>：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位置。 

【加油数据】 

显示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段内的所有加油数据。 

【漏油数据】 

显示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段内的所有漏油数据。 

11.8 油耗报表 

油耗统计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流量传感器的监控对象统计一段时间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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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里程、速度、温度和空调状态的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

下的油耗统计，进入油耗统计界面，如图： 

 
 

图表上各颜色曲线的代表对象：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监控对象>：选择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油耗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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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图形展示】 

按天统计，折线图展示。 

横坐标：日期，精确到天。 

纵坐标：包括总油耗、总里程、速度、温度和空调状态。 

鼠标移入折线图，会显示悬浮框统计出各项数据。 

【数据展示】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的名称。 

<起驶时间>：监控对象开始有速度的时间点。 

<停驶时间>：监控对象没有速度的时间点。 

<行驶时间>： 停驶时间和起驶时间的间隔。 

<耗油(L)>：行驶时间段内的耗油量。 

<行驶里程(km)>：行驶时间段内的里程值。 

<百公里油耗(L/100km)>：行驶时间段内的油耗量/100km。 

<开始位置>：起驶时间点的位置。 

<结束位置>：停驶时间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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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里程报表 

里程统计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里程传感器的监控对象统计一段时间内里

程、速度和 ACC状态的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里程统计，

进入里程统计界面，如图： 

 
 

图表上各颜色曲线的代表对象：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监控对象>：选择监控对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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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里程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图形展示】 

按天统计，折线图展示。 

横坐标：日期，精确到天。 

纵坐标：包括总里程、速度、ACC状态。 

鼠标移入折线图，会显示悬浮框统计出各项数据。 

【数据展示】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监控对象更新位置数据的时间点。 

<ACC>： 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 ACC状态。 

<总里程>：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总里程。 

<速度>：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速度。 

<位置>：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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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工时报表 

工时报表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工时传感器的监控对象统计一段时间内工

作状态、速度、电压和工作阈值等信息显示的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

报表管理下的工时报表，进入工时报表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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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选择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工时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图形展示】 

按天统计，折线图展示。 

横坐标：日期，精确到时分秒。 

纵坐标：速度和电压。 

鼠标移入折线图，会显示悬浮框统计出对应时间点的工时状态。 

【数据展示】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名称。 

<工作状态>：监控对象在对应时间点的工作状态。 

<时间>：监控对象工时数据上报时间。 

<状态持续时长>：监控对象工作状态持续时长。 

<电压>：监控对象在对应时间点的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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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监控对象在对应时间点的位置。 

11.11 温度报表 

温度报表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温度传感器的监控对象统计一段时间内里

程、速度和传感器温度状态的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温

度报表，进入温度报表界面，如图： 

 
 

图表上各颜色曲线的代表对象：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监控对象>：选择监控对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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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温度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图形展示】 

按天统计，折线图展示。 

横坐标：日期，精确到时分秒。 

纵坐标：包括总里程、速度、温度状态。 

鼠标移入折线图，会显示悬浮框统计出各项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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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数据】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监控对象更新位置数据的时间点。 

<总里程>：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总里程。 

<速度>：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速度。 

<温度传感器 1>：监控对象绑定的温度传感器 1在当前时间点的温度

值。 

<温度传感器 2>：监控对象绑定的温度传感器 2在当前时间点的温度

值。 

<温度传感器 3>：监控对象绑定的温度传感器 3在当前时间点的温度

值。 

<温度传感器 4>：监控对象绑定的温度传感器 4在当前时间点的温度

值。 

<温度传感器 5>：监控对象绑定的温度传感器 5在当前时间点的温度

值。 

<位置>：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位置。 

【高温数据】 

1）该页签内的列数据显示与【全部数据】相同。 

2）该页签内只显示监控对象绑定的传感器中，温度值超过设置的温度报警

上阈值的记录。 

3）点击一条记录，会在【图形展示】中标记处该记录对应时间点的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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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低温数据】 

1）该页签内的列数据显示与【全部数据】相同。 

2）该页签内只显示监控对象绑定的传感器上报数据中，温度值超过设置的

温度报警下阈值的记录。 

3）点击一条记录，会在【图形展示】中标记处该记录对应时间点的温度值，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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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湿度报表 

湿度报表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湿度传感器的监控对象统计一段时间内里

程、速度和传感器温度状态的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湿

度报表，进入湿度报表界面，如图： 

 
 

图表上各颜色曲线的代表对象：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监控对象>：选择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湿度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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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图形展示】 

按天统计，折线图展示。 

横坐标：日期，精确到时分秒。 

纵坐标：包括总里程、速度、湿度状态。 

鼠标移入折线图，会显示悬浮框统计出各项数据。 

【全部数据】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监控对象更新位置数据的时间点。 

<总里程>：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总里程。 

<速度>：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速度。 

<湿度传感器 1>：监控对象绑定的湿度传感器 1在当前时间点的湿度

值。 

<湿度传感器 2>：监控对象绑定的湿度传感器 2在当前时间点的湿度

值。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452 

 

<湿度传感器 3>：监控对象绑定的湿度传感器 3在当前时间点的湿度

值。 

<湿度传感器 4>：监控对象绑定的湿度传感器 4在当前时间点的湿度

值。 

<位置>：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位置。 

【高湿度数据】 

1）该页签内的列数据显示与【全部数据】相同。 

2）该页签内只显示监控对象绑定的传感器中，湿度值超过设置的湿度报警

上阈值的记录。 

3）点击一条记录，会在【图形展示】中标记处该记录对应时间点的湿度值。 

【低湿度数据】 

1）该页签内的列数据显示与【全部数据】相同。 

2）该页签内只显示监控对象绑定的传感器上报数据中，湿度值超过设置的

湿度报警下阈值的记录。 

3）点击一条记录，会在【图形展示】中标记处该记录对应时间点的湿度值。 

11.13 正反转报表 

正反转报表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正反转传感器的监控对象统计一段时间

内里程、速度和旋转速度(*方向)状态的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

理下的正反转报表，进入正反转报表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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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上各颜色曲线的代表对象：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监控对象>：选择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正反转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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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图形展示】 

按天统计，折线图展示。 

横坐标：日期，精确到时分秒。 

纵坐标：包括总里程、速度、温度状态。 

鼠标移入折线图，会显示悬浮框统计出各项数据，如图： 

 

【全部数据】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监控对象更新位置数据的时间点。 

<旋转状态>：监控对象的旋转状态，包括运行和停转。 

<旋转速度>：监控对象运行状态下的旋转速度，单位为转/分钟。 

<旋转方向>：监控对象运行状态下的旋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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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方向持续时间(分钟)>：监控对象单旋转状态下的持续时长。 

<旋转总时间(小时)>：监控对象旋转时的总累计时长。 

<总里程>：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总里程。 

<速度>：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速度。 

<位置>：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位置。 

【正转数据】 

1）该页签内的列数据显示与【全部数据】相同。 

2）该页签内只显示监控对象绑定的传感器上报数据中，旋转状态为正转的

记录。 

【反转数据】 

1）该页签内的列数据显示与【全部数据】相同。 

2）该页签内只显示监控对象绑定的传感器上报数据中，旋转状态为反转的

记录。 

11.14 超速报警报表 

超速报警报表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超速报警信息进行统计的报表

模块，报警来源包括终端报警和平台报警，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

超速报警报表，进入超速报警统计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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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超速报警统计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超速列表】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分组>：监控对象所属分组。 

<报警来源>：报警来源，包括终端报警、平台报警。 

<报警开始时间>：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报警的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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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开始位置>：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报警的开始位置。 

<开始车速>：监控对象在报警开始时间的车速。 

<报警结束时间>：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报警的结束时间。 

<报警结束位置>：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报警的结束位置。 

<结束车速>：监控对象在报警结束时间的车速。 

<时长>：监控对象在查询时间范围内累计的报警时长。 

11.15 多媒体管理 

多媒体管理模块内容包括对图片、音频和视频的查询和管理，不同内容

格式展示方式也有区别，如图：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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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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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监控对象>：选择监控对象，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 

<时间>：设置多媒体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媒体类型>：包括图片、音频、视频。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多媒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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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监控对象，按天数统计，显示图片、音频或视频。 

内容：显示监控对象在单天的多媒体信息，支持翻页查看。 

顶部：支持监控对象的切换。  

【多媒体信息列表】 

<操作设置>：支持预览和删除。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 

<所属分组>：监控对象所属分组。 

<多媒体名称>：多媒体的名称。 

<多媒体类型>：多媒体的类型，包括图片、音频、视频。 

<操作人>：多媒体操作人。 

11.16 音视频日志查询 

音视频日志查询是仅针对平台上实时视频、视频回放中的音视频操作记

录进行查询的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音视频日志查询，

进入查询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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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时间>：设置日志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操作用户>：日志的操作人。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 

<操作内容>：日志的内容。支持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日志列表】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操作时间>：日志记录对应的操作时间。 

<IP地址>：操作人的 IP地址。 

<操作人>：操作人。 

<监控对象>：操作的监控对象名称（车）。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音视频操作频次>：操作人在查询时间范围内对该监控对象进行音视

频操作的总次数。 

<操作内容>：操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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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来源>：日志来源，包括平台操作、终端上传。 

11.17 音视频流量报表 

音视频流量报表是仅针对平台上实时视频、视频回放中的音视频下发和

终端文件上传所消耗流量的统计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

音视频流量报表，进入流量报表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流量统计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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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流量列表】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对应【查询条件】中<组织>勾选的与【搜索框】中的监控

对象取交集，一个监控对象只对应一条记录。 

<所属分组>：监控对象的所属分组名称。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SIM卡号>：监控对象绑定的 SIM卡号。 

<预览时长(秒)>：监控对象所有逻辑通道号累加的预览时长，单位为秒。 

<音视频流量(M)>：根据【查询条件】中所选时间段统计得到的监控对

象音视频统计的流量，单位为 MByte。 

备注： 

查询时段内的流量是通过平台对终端上传和平台下发的音视频流量进行统计得到的理

论值。 

11.18 离线查询报表 

离线查询报表是对当前处于离线状态的监控对象满足离线时长查询条

件进行查询的报表模块，包括离线时长、最后在线时间、最后在线位置等

信息，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离线查询报表，进入报表查询界面，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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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离线时长(天)>=>：设置监控对象的离线天数。 

【查询按钮】 

<查询>：根据离线时长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离线列表】 

 

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序号>：记录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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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当前为离线状态的监控对象。 

<所属企业>：当前为离线状态的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分组>：当前为离线状态的监控对象的分组。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终端号>：当前为离线状态的监控对象绑定的终端号。 

<SIM卡号>：当前为离线状态的监控对象绑定的 SIM卡号。 

<离线时长>：当前为离线状态的监控对象距离上一次最后在线状态的时

长。 

<最后在线时间>：当前为离线状态的监控对象距离当前最近一次在线的

时间。 

<最后在线位置>：当前为离线状态的监控对象距离当前最近一次在线的

位置。 

11.19 连续性分析报表 

连续性分析报表是用于查询车辆定位数据中断，排除人为屏蔽的情况，

可以对单车进行历史数据连续性的分析，将中断的时间节点、位置信息等

以表格的方式展现出来，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连续性分析报表，

进入连续性分析报表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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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单选。 

<中断时长(s)>=>：输入框，输入类型限制为正整数，输入值范围 30-

86400，默认为 180，单位为秒。 

<时间>：时间控件，包括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当天，且查询

范围限制一天。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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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导出已查询出的数据列表。 

【图形展示】 

执行查询后默认展开，图形展示为地图，显示查询时间段内的轨迹，

同时将中断点之间的轨迹以其他颜色标识出来，当点击【数据列表】中的

一条记录时，在轨迹上对应显示跳动图标，代表该时间点的车辆位置。 

【全部数据】 

<序号>：记录排序。 

<监控对象>：车牌号。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分组>：监控对象的分组。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监控对象的车辆类型。 

<中断开始时间>：中断开始时间点的上报定位时间点。 

<中断结束时间>：中断结束时间点的上报定位时间点。 

<中断时长>：中断结束时间点减去开始时间点计算时长，展示样式参照

轨迹回放页面的<间隔时间>，如“16 秒”、“2 分 0 秒”、“1 小时 0 分

0秒”。 

<中断经度>：判定为中断时间点的经度。 

<中断纬度>：判定为中断时间点的纬度。 

<中断位置>：判定为中断时间点的位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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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客流量报表 

客流量报表是仅针对平台上音视频功能，在终端上报客流量信息后进行

查询统计的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客流量报表，进入客

流量报表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客流量统计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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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量列表】 

 

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序号>：记录排序。 

<监控对象>：1076协议类型的监控对象名称。 

<所属企业>：1076协议类型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名称。 

<分组>：1076协议类型监控对象的分组名称。 

<车牌颜色>：1076协议类型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1076协议类型监控对象的车辆类型。 

<起始时间>：1076协议终端上传客流量数据的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1076协议终端上传客流量数据的结束时间。 

<上车人数>：1076协议终端上传客流量数据在时间范围内的上车人数。 

<下车人数>：1076协议终端上传客流量数据在时间范围内的下车人数。 

11.21 载重报表 

载重报表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载重传感器的监控对象统计一段时间内速

度、瞬时载重、空载、轻载、重载、满载和超载等状态的报表模块，点击

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载重报表，进入载重报表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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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上各颜色曲线的代表对象：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监控对象>：选择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载重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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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图形展示】 

按时间统计，折线图展示。 

横坐标：时间，精确到时分秒。 

纵坐标：包括速度、瞬时载重。 

鼠标移入折线图，会显示悬浮框统计出各项数据，如图： 

 

【全部数据】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的名称。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所属企业名称。 

<载重状态>：监控对象在对应时间点的载重状态。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472 

 

<时间>：监控对象上报数据的时间点。 

<状态持续时长>：监控对象在对应时间点时某状态持续时长。 

<瞬时载重(kg)>：监控对象在对应时间点的瞬时载重，单位 kg。 

<位置>：监控对象在对应时间点的位置。 

11.22 开关信号报表 

开关信号报表是对已接入 F3 协议开关信号类型的监控对象统计一段时

间内速度、里程和开关信号状态的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

的开关信号报表，进入开关信号报表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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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监控对象>：选择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开关信号状态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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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图形展示】 

按开关信号类型分为终端 I/O、I/O采集 1和 I/O采集 2，以不同页签

区分（并与数据列表的 3类页签进行联动切换），每个页签下显示【开关

信号管理】中设置的 I/O位对应的检测功能类型，如图： 

 

<终端 I/O>：显示里程、速度以及最多 4个检测功能类型； 

<I/O采集 1>：显示里程、速度以及最多 32个检测功能类型，超出部

分显示第二行； 

<I/O采集 2>：同<I/O采集 1>。 

坐标图形按时间统计，里程、速度用折线图展示，开关信号有 3种状

态，包括状态 1、状态 2和无，以粗直线展示。 

横坐标：时间，精确到秒。 

纵坐标：包括里程（单位为 km）、速度（单位为 km/h）。 

【全部数据】 

<序号>：记录显示排序。  

<监控对象>：对应监控对象的名称。 

<时间>：对应监控对象上报定位数据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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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功能类型 1-n>：监控对象当前设置的最新的全部检测功能类

型，列表数据加载监控对象在【开关信号管理】中设置的对应终端 I/O、

I/O采集 1和 I/O采集 2下 I/O位的状态 1和状态 2内容，并根据当前时

间点上报的高低电平状态显示状态 1/状态 2，如果没有状态则显示为空。 

<总里程>：对应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总里程，单位 km，精度

0.1km。 

<速度>：对应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速度值，单位 km/h，精度

0.1km/h。 

<位置>：对应监控对象在当前时间点的位置描述。 

11.23 809 查岗督办报表 

809 查岗督办报表是针对上级平台对下级平台进行查岗或督办请求进

行记录的报表模块，并支持对查岗和督办的处理，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

理下的 809查岗督办报表，进入 809查岗督办报表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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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业务类型>：下拉框，包括全部、JTT平台查岗、JTT报警督办、西藏

企业查岗、西藏企业督办。 

<处理状态>：下拉框，包括全部、未处理、已处理、已过期。 

<时间>：设置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数据列表】 

<序号>：记录排序。 

<操作设置>：包括处理（功能按钮，点击后可处理查岗或督办记录）、

已处理和已过期。 

<业务类型>：上级平台下发的请求业务类型。 

<时间>：上级平台下发请求业务类型的时间。 

<内容>：上级平台下发请求业务类型的内容。 

<应答时间>：下发平台应答上级平台业务请求的时间。 

<应答人>：下发平台应答上级平台业务请求的用户名。 

<应答内容>：下发平台应答上级平台业务请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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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服务到期报表 

服务到期报表是统计平台已绑定监控对象服务期限（未到期、即将到期、

已到期）情况的报表模块，点击菜单栏中的报表管理下的服务到期报表，

进入服务到期报表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企业，支持多选。 

<服务到期状态>：下拉框，包括全部、未到期、即将到期、已到期。 

<时间>：设置查询的时间，默认当天。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服务到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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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序号>：记录排序。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名称。 

<对象类型>：上级平台下发的请求业务类型。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名称。 

<分组>：监控对象的分组名称。 

<服务到期状态>：监控对象的服务到期状态。 

<剩余/已到期天数>：监控对象服务剩余或已到期天数。 

<服务到期时间>：监控对象的服务到期时间。 

12 山西报表 

山西报表是对适用于山西标准的报警监控对象，按照《山西联网联控系

统考核指标算法和服务商平台功能升级要求》实现独立查询、统计和管理

的报表模块，包括疲劳驾驶报警明细、疲劳驾驶违章统计、超速报警明细、

超速违章统计、定位数据合格率、漂移数据报表、凌晨 2-5 点运行报表和

异常轨迹报表，具体说明见后文。 

12.1 疲劳驾驶报警明细 

疲劳驾驶报警明细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的疲劳报警明细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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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的报表模块，包括疲劳报警的时间、位置等信息，点击菜单栏中的山

西报表下的疲劳驾驶报警明细，进入报警明细查询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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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记录排序。 

<监控对象>：车牌号。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分组>：监控对象的分组。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监控对象的车辆类型。 

<报警时间>：监控对象产生疲劳驾驶行为的时间。 

<报警位置>：监控对象产生疲劳驾驶卫星的位置。 

<从业人员>：监控对象的从业人员名称。 

<电话>：从业人员的电话。 

12.2 疲劳驾驶违章统计 

疲劳驾驶违章统计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的疲劳驾驶违章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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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的报表模块，包括疲劳驾驶的开始时间、开始位置、疲劳驾驶的次数

等信息，点击菜单栏中的山西报表下的疲劳驾驶违章统计，进入违章统计

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违章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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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记录排序。 

<监控对象>：车牌号。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分组>：监控对象的分组。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监控对象的车辆类型。 

<疲劳驾驶开始时间>：查询时间范围内监控对象首次产生疲劳驾驶行为

的时间。 

<疲劳驾驶开始位置>：查询时间范围内监控对象首次产生疲劳驾驶行为

的位置。 

<疲劳驾驶次数>：查询时间范围内疲劳驾驶的次数。 

<从业人员>：监控对象的从业人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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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从业人员的电话。 

12.3 超速报警明细 

超速报警明细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的超速报警信息，按照限速类型

进行查询的报表模块，包括超速报警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最高速度、

持续时长、开始位置、结束位置等信息，点击菜单栏中的山西报表下的超

速报警明细，进入超速报警明细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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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速类型>：下拉框，包括全部、常规限速、夜间限速、道路级别限

速和自定义区域限速。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记录排序。 

<监控对象>：车牌号。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分组>：监控对象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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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监控对象的车辆类型。 

<限速类型>：包括常规限速、夜间限速、道路级别限速、自定义区域限

速。 

<报警开始时间>：监控对象超速报警的开始时间。 

<报警结束时间>：监控对象超速报警的结束时间。 

<最高速度（km/h）>：监控对象超速报警的最高速度。 

<持续时长>：超速报警结束时间减去报警开始时间的时长。 

<报警开始位置>：监控对象超速报警开始的位置。 

<报警结束位置>：监控对象超速报警结束的位置。 

<从业人员>：从业人员名称。 

<电话>：从业人员的电话。 

<超速报警时长>：此次报警超速的总持续时长。 

12.4 超速违章统计 

超速违章统计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的超速违章信息进行统计的报

表模块，包括超速违章的开始时间、开始位置、超速次数等信息，点击菜

单栏中的山西报表下的超速违章统计，进入超速违章统计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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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487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记录排序。 

<监控对象>：车牌号。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分组>：监控对象的分组。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监控对象的车辆类型。 

<超速开始时间>：查询时间范围内监控对象首次产生超速行为的时间。 

<超速开始位置>：查询时间范围内监控对象首次产生超速行为的位置。 

<超速次数>：查询时间范围内超速的次数。 

<从业人员>：监控对象的从业人员名称。 

<电话>：从业人员的电话。 

<超速时长>：查询时间范围内累积超速的时长。 

12.5 定位数据合格率 

定位数据合格率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的定位数据进行合格率分析

的报表模块，包括不合格定位数据、总定位数据和定位合格率等信息，点

击菜单栏中的山西报表下的定位数据合格率报表，进入定位数据合格率的

统计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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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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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记录排序。 

<监控对象>：车牌号。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分组>：监控对象的分组。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监控对象的车辆类型。 

<不合格定位数据(条)>：查询时间范围内监控对象上报数据为“未定位”

状态的数据条数。 

<总定位数据(条)>：查询时间范围内监控对象上报的总数据条数。 

<定位数据合格率(%)>：（总数据条数-未定位数据条数）/总数据条数

*100。 

12.6 漂移数据报表 

漂移数据报表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的漂移点信息进行统计的报表

模块，包括漂移点数等信息，点击菜单栏中的山西报表下的漂移数据报表，

进入漂移数据报表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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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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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记录排序。 

<监控对象>：车牌号。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分组>：监控对象的分组。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监控对象的车辆类型。 

<漂移点数>：查询时间范围内该车辆的漂移点数。 

<从业人员>：监控对象的从业人员名称。 

<电话>：从业人员的电话。 

12.7 凌晨 2-5 点运行报表 

凌晨 2-5 点运行报表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的处于凌晨 2-5 点异动

报警进行查询的报表模块，包括异动报警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持续时

长、位置等信息，点击菜单栏中的山西报表下的凌晨 2-5 点运行报表，进

入报表查询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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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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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记录排序。 

<监控对象>：车牌号。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分组>：监控对象的分组。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监控对象的车辆类型。 

<开始时间>：监控对象凌晨 2-5点运行的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监控对象凌晨 2-5点运行的结束时间。 

<持续时长>：结束时间减去开始时间。 

<开始位置>：监控对象凌晨 2-5点运行开始的位置。 

<结束位置>：监控对象凌晨 2-5点运行结束的位置。 

<从业人员>：从业人员名称。 

<电话>：从业人员的电话。 

12.8 异常轨迹报表 

异常轨迹报表是对监控对象一段时间内的轨迹缺失情况进行统计的报

表模块，包括轨迹缺失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缺失次数、连续率和位置

等信息，点击菜单栏中的山西报表下的异常轨迹报表，进入异常轨迹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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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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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监控对象>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记录排序。 

<监控对象>：车牌号。 

<所属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分组>：监控对象的分组。 

<车牌颜色>：监控对象的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监控对象的车辆类型。 

<轨迹缺失开始时间>：监控对象轨迹缺失的开始时间。 

<轨迹缺失结束时间>：监控对象轨迹缺失的结束时间。 

<轨迹缺失次数>：查询时间范围内所有轨迹缺失的次数。 

<轨迹连续率>：连续里程/全部里程 

<开始位置>：监控对象轨迹缺失开始的位置。 

<结束位置>：监控对象轨迹缺失结束的位置。 

13 四川报表 

四川报表是对适用于四川标准的报警监控对象，按照《四川省道路运输

车辆卫星定位系统企业监控平台软件功能要求》实现独立查询、统计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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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报表模块，包括持续超速统计、车辆异动统计、车辆调度信息统计、

车辆在线率统计、用户在线时长统计和车辆里程统计，具体说明见后文。 

13.1 持续超速统计 

持续超速统计包括持续超速道路运输企业统计表、持续超速车辆统计表、

持续超速车辆明细表，点击菜单栏中的四川报表下的持续超速统计，进入

持续超速统计界面。 

1. 持续超速道路运输企业统计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企业，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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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道路运输企业>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

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道路运输企业>：报警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20%以下、20%(含)-50%、50%(含)以上>：指超过超速设置值的20%、

20%-50%、50%。 

<5分钟以下、5(含)-10分钟、10(含)分钟以上>：指超速行为持续时

长。 

<合计>：该道路运输企业所有超速次数累加值。 

2. 持续超速车辆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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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车牌号>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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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车牌号>：产生超速报警的监控对象。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车辆类型。 

<20%以下、20%(含)-50%、50%(含)以上>：指超过超速设置值的20%、

20%-50%、50%。 

<5分钟以下、5(含)-10分钟、10(含)分钟以上>：指超速行为持续时

长。 

<合计>：该道路运输企业所有超速次数累加值。 

3. 持续超速车辆明细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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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车牌号>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车牌号>：产生超速报警的监控对象。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车辆类型。 

<所属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超速开始时间>：监控对象产生超速报警的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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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结束时间>：监控对象结束超速报警的结束时间。 

<最高速度>：监控对象超速报警持续过程中的速度最大值。 

<持续时间(s)>：监控对象超速报警的持续时长，单位秒。 

<超速开始位置>：监控对象超速报警开始的位置描述。 

<超速结束位置>：监控对象超速报警结束的位置描述。 

13.2 车辆异动统计 

车辆异动统计包括车辆异常行驶道路运输企业统计表、车辆异常行驶统

计表、车辆异常行驶明细表，点击菜单栏中的四川报表下的车辆异动统计，

进入车辆异动统计界面。 

1. 车辆异常行驶道路运输企业统计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企业，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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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道路运输企业>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

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道路运输企业>：报警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客运车禁行>：产生异动报警的、车辆类型为客运类的车辆在查询时

间范围内的异动报警次数。 

<山区公路禁行>：产生异动报警的、报警区域在山区公路的车辆在查

询时间范围内的异动报警次数。 

<合计>：客运车禁行次数加上山区公路禁行次数。 

2. 车辆异常行驶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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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车牌号>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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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车牌号>：产生异动报警的监控对象。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车辆类型。 

<所属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客运车禁行>：产生异动报警的、车辆类型为客运类的车辆在查询时

间范围内的异动报警次数。 

<山区公路禁行>：产生异动报警的、报警区域在山区公路的车辆在查

询时间范围内的异动报警次数。 

<合计>：客运车禁行次数加上山区公路禁行次数。 

3. 车辆异常行驶明细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报警类型>：包括全部、异动报警（客运车）和异动报警（山路）。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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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车牌号>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车牌号>：产生异动报警的监控对象。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所属单位>：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时间>：监控对象产生异动报警的报警时间。 

<速度>：监控对象产生异动报警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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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速>：监控对象异动报警时的限速值。 

<报警类型>：包括异动报警(客运)、异动报警(山路)。 

<位置>：监控对象产生异动报警的位置描述。 

13.3 车辆调度信息统计 

车辆调度信息统计包括车辆调度信息道路运输企业统计月报表、车辆调

度信息统计月报表、车辆调度信息明细表，点击菜单栏中的四川报表下的

车辆调度信息统计，进入车辆调度信息统计界面。 

1. 车辆调度信息道路运输企业统计月报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企业，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的年月。  

【查询按钮】 

<本月>：点击后直接查询本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上个月>：点击后查询上个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查询>：根据设置的年月进行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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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道路运输企业>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

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日调度次数>：统计每个自然日该企业下的监控对象调度次数。 

<合计>：每个自然日的日调度次数之和。 

2. 车辆调度信息统计月报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的年月。  

【查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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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点击后直接查询本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上个月>：点击后查询上个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查询>：根据设置的年月进行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车牌号>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车牌号>：有调度记录的监控对象。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车辆类型。 

<所属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日调度次数>：统计每个自然日该企业下的监控对象调度次数。 

<合计>：每个自然日的日调度次数之和。 

3. 车辆调度信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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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车牌号>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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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车牌号>：有调度记录的监控对象。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车辆类型。 

<所属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内容>：调度内容。 

<发送>：下发调度内容的时间。 

<发送人员>：下发调度内容的用户。 

13.4 车辆在线率统计 

车辆在线率统计包括车辆在线率道路运输企业统计月报表、车辆在线率

统计月报表、车辆在线明细表，点击菜单栏中的四川报表下的车辆在线率

统计，进入车辆在线率统计界面。 

1. 车辆在线率道路运输企业统计月报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企业，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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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按钮】 

<本月>：点击后直接查询本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上个月>：点击后查询上个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查询>：根据设置的年月进行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道路运输企业>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

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日在线率>：统计每个自然日该企业下的监控对象日在线率。 

<合计>：统计该企业下的监控对象月在线率。 

2. 车辆在线率统计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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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的年月。  

【查询按钮】 

<本月>：点击后直接查询本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上个月>：点击后查询上个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查询>：根据设置的年月进行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车牌号>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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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在线的监控对象。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车辆类型。 

<所属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日在线率>：统计每个自然日该企业下的监控对象日在线率。 

<合计>：统计该企业下的监控对象月在线率。 

3. 车辆在线明细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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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操作】 

 

支持<车牌号>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车牌号>：在线的监控对象。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车辆类型。 

<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在线时间段>：监控对象在线的开始时间点到结束时间点。 

<时间段定位条数>：监控对象在线时间段的定位数据统计条数。 

13.5 用户在线时长统计 

用户在线时长统计包括道路运输企业在线时长统计月报表、用户在线时

长统计月报表、道路运输企业用户登录明细报表，点击菜单栏中的四川报

表下的用户在线时长统计，进入用户在线时长统计界面。 

1. 道路运输企业在线时长统计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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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企业，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的年月。  

【查询按钮】 

<本月>：点击后直接查询本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上个月>：点击后查询上个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查询>：根据设置的年月进行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道路运输企业>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

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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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排序编号。 

<道路运输企业>：用户的所属企业。 

<日在线时长>：统计每个自然日该企业下的用户日在线时长。 

<合计>：统计该企业下的用户日在线时长之和。 

2. 用户在线时长统计月报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企业，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的年月。  

【查询按钮】 

<本月>：点击后直接查询本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上个月>：点击后查询上个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查询>：根据设置的年月进行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用户名>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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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用户>：在线的用户名。 

<所属道路运输企业>：用户的所属企业。 

<日在线时长>：统计每个自然日用户的日在线时长。 

<合计>：统计用户日在线时长之和。 

3. 道路运输企业用户登录明细报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报警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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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用户名>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道路运输企业>：用户的所属企业。 

<用户>：在线的用户名。 

<上线时间>：用户的上线时间。 

<下线时间>：用户的下线时间。 

<在线时长>：上线时间和下线时间的时间差。 

13.6 车辆里程统计 

车辆里程统计包括车辆里程统计表和车辆日里程报表，点击菜单栏中的

四川报表下的车辆里程统计，进入车辆里程统计界面。 

1. 车辆里程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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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企业，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列表操作】 

 

支持<车牌号>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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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车牌号>：车牌号。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车辆类型。 

<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行驶时间段>：车辆行驶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行驶里程数>：车辆行驶的里程数。 

2. 车辆日里程报表 

 

【查询条件】 

<组织>：下拉菜单，选择监控对象，支持多选。 

<时间>：设置统计的年月。  

【查询按钮】 

<本月>：点击后直接查询本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上个月>：点击后查询上个月内所有自然日的统计数据。  

<查询>：根据设置的年月进行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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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操作】 

 

支持<车牌号>的模糊搜索和快速清空，支持回车键快速执行搜索。 

 

<刷新>：点击后清空列表搜索框的关键字条件，并重新加载列表数

据。 

<自定义显示列>：支持对列表显示的字段列进行显示过滤。 

【数据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车牌号>：产生超速报警的监控对象。 

<车牌颜色>：车牌颜色。 

<车辆类型>：车辆类型。 

<所属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对象的所属企业。 

<日里程统计>：统计每个自然日该监控对象的里程。 

<合计>：该监控对象的日里程统计之和。 

14 APP 管理 

APP管理是对基于平台的 APP软件（F3物联网移动监控应用系统，简称

“F3监控”）进行定制化管理及相关信息查询的功能模块，包括 APP信息

配置、意见反馈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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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APP 信息配置 

APP信息配置是针对 APP端进行定制化设置的功能模块，包括登录设置、

个人中心、性能、报警类型、综合统计和主动安全等 6 大模块，点击菜单

栏中的 APP管理下的 APP信息配置，进入 APP信息配置界面，如图： 

 

【登录设置】 

<登录页 Logo>，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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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上传小于 400kb的 png/jpg格式图片。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上传图片设为 app默认登录页 logo。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登录页 logo恢复为默认图片。 

<登录页标题>，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支持修改登录页标题显示内容。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内容设为 app默认登录页标题内容。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登录页标题内容恢复为初始内容。 

<登录页标题>，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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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修改登录页标题显示内容。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内容设为 app默认登录页标题内容。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登录页标题内容恢复为初始内容。 

<平台网址>，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支持修改登录页平台网址显示内容。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内容设为 app默认登录页平台网址显示内容。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登录页平台网址显示内容恢复为初始内容。 

<关于登录提示>，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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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修改登录提示内容。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内容设为 app默认登录提示显示内容。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登录提示显示内容恢复为初始内容。 

<忘记密码提示>，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支持修改忘记密码提示内容。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内容设为 app默认忘记密码提示显示内容。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忘记密码提示内容恢复为初始内容。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526 

 

【个人中心】 

<用户组织头像>，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支持上传小于 200kb的 png/jpg格式图片。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上传图片设为 app默认用户组织头像。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用户组织头像恢复为默认图片。 

<关于我们显示内容(个人中心)>，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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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修改关于我们显示内容(个人中心)。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内容设为默认关于我们显示内容(个人中心)。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关于我们显示内容(个人中心)恢复为初始内容。 

【性能】 

<开始聚合对象数量(手机地图)>，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支持修改 app手机地图上开始聚合的对象数量。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内容设为默认开始聚合对象数量(手机地图)。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开始聚合对象数量恢复为默认值。 

<最多查询时间范围(历史数据)>，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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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修改 app最多查询时间范围(历史数据)，目前包括 3天、7天。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内容设为默认最多查询时间范围(历史数据)。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最多查询时间范围(历史数据)恢复为默认值。 

<最多查询时间范围(报警查询)>，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支持修改 app最多查询时间范围(报警查询)，目前包括 7天、30天。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内容设为默认最多查询时间范围(报警查询)。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最多查询时间范围(报警查询)恢复为默认值。 

<最多选择对象数量(综合统计)>，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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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修改 app最多选择对象数量。 

点击设为默认，可将内容设为默认最多选择对象数量。 

点击恢复默认，可将最多选择对象数量恢复为默认值。 

【报警类型】 

<报警类型>，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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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织>：当前用户所属企业。 

<参考组织>：除<当前组织>之外的上下级企业。 

<报警类型>：包括驾驶员引起报警、车辆报警、F3传感器报警、平台报

警、视频报警、I/O报警。 

【综合统计】 

<综合统计功能内容>，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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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织>：当前用户所属企业。 

<参考组织>：除<当前组织>之外的上下级企业。 

<统计功能>：包括报警排名、报警处置、上线统计和超速统计。 

【主动安全】 

<是否开启主动安全功能>，点击修改后，弹框如图： 

 

支持对 app端主动安全功能的开启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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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意见反馈查询 

意见反馈查询是查询 APP 端用户意见反馈内容的功能模块，点击菜单

栏中的 APP管理下的意见反馈查询，进入意见反馈查询界面，如图： 

 

【查询条件】 

<时间>：设置查询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APP用户>：输入框，APP用户名。 

【查询按钮】 

<今天>：点击后直接查询今天的数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默认为今

天的 00:00:00到 23:59:59。 

<前一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一天的数据。 

<前三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三天的数据。 

<前七天>：点击后查询<开始时间>为基准的前七天的数据。 

<查询>：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 

<导出>：导出查询出来的所有列表记录。 

【意见列表】 

<序号>：排序编号。 

<APP用户>：提交意见反馈的APP用户名。 



 F3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533 

 

<意见内容>：意见内容。 

<发送时间>：意见反馈的发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