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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第 ! 部分!运营专用设备

!"范围

!"#"$%& 的本部分规定了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运营专用设备的基本构成和设备的一般要

求!业务功能要求!技术功能要求!性能要求!接口要求以及设备通信协议与数据格式!检测!安装及远程

升级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运营专用设备的设计!开发!检验与安装"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低温

'(#")*)+,)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高温

'(#")*)+,+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012&恒定湿热试验

'(#"&%3%,4 设备可靠性试验.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

'(#"-3)-*,-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566%.第 - 部分&全球定位系统$'76%.接收设备性能标

准!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8 汽车行驶记录仪

!"#"4$*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3)&,) 90卡道路运输证件.第 ) 部分&90卡技术要求

!"#"$%&,- 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第 - 部分&总体技术要求

!!'&-4 出租车计价器

:0#"*-+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术语和定义

!"#"$%&,- 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75&接入点名称$1;;<==>?@ABA1C<%

/(6&防锁死制动系统 $1AB@D=E@F 2G1E@AH=I=B<C%

0/5&控制器局域网络$;?ABG?JJ<G1G<1A<BK?GE%

'L97&一个'5M自由软件的文件压缩程序

90&集成电路$@AB<HG1B<F ;@G;N@B%

96M&智能服务终端$@AB<JJ@H<AB=<GO@;<N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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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Q&液晶显示屏$J@RN@F ;GI=B1JF@=>J1I%

PSQ&发光二极管$J@HTB<C@BB@AHF@?F<%

U6/&一种非对称密码算法

6V6&短消息服务$=T?GBC<==1H<=<GO@;<%

"07&传输控制协议$BG1A=C@==@?A ;?ABG?J>G?B?;?J%

""6&文本到语音$B<WBB?=><<;T%

MQ7&用户数据报协议$N=<GF1B1HG1C>G?B?;?J%

X66&车辆速度传感器$O<T@;J<=><<F =<A=?G%

UYM&保留供将来时候用$G<=<GO<F Z?GZNBNG<N=<%

,"运营专用设备基本构成

运营专用设备应包括96M!计价器!服务评价器!摄像装置和智能顶灯#其中#96M!计价器和服务评

价器为必选设备#摄像装置!智能顶灯为可选设备"

运营专用设备按照标准接口协议以 96M为核心节点连接成有机整体#96M与数据资源中心通过无

线通信方式实时发送和接收数据#实现出租汽车营运数据!乘客评价数据和营运状态数据等信息的采

集#其他设备接收96M指令#并实现车辆营运状态!驾驶员服务质量等级等信息显示"

运营专用设备连接及数据流见图 -"

图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连接及数据流图

*"智能服务终端

*,!"一般要求

*,!,!"组成

96M由主机!显示屏构成#可采用分体设置#其中#主机由 '76 模块!通信模块!中央处理单元!录音

模块!存储模块!90卡读写和安全访问装置等构成"

*,!,#"外观

96M的外观应满足以下要求&

1%.外观无锈蚀!锈斑!裂纹!褪色!污迹!变形和镀涂层脱落#亦无明显划痕!毛刺'塑料件无起泡!

开裂和变形'灌注物应无溢出等现象'结构件与控制组件完整#无机械损伤'

2%.如采用铅封装置#铅封完好"

*,!,$"铭牌

96M的铭牌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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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清晰耐久的铭牌标志'

2%.铭牌安装在主机外表面的醒目位置#铭牌尺寸与主机结构尺寸相适宜'

;%.铭牌包括&名称!型号及规格!制造厂名及商标!出厂年月及编号!执行标准代号和产品质量认

证标识"

*,!,,"文字"图形和标志

96M的文字!图形和标志应满足以下要求&

1%.有使用说明'

2%.面板的按键!接口等部位有文字!图形等标志#并满足以下要求&

.-%.耐久!醒目'

.)%.使用说明!铭牌和标志中的文字使用中文#根据需要也可以同时使用其他文字#但保证中文

在其他文字的上面$或左面%"

*,!,*"材质

96M的材质应符合无毒害!无放射性要求"

*,!,-"机壳防护

机壳防护应包含&

1%.当主机不包含显示屏!读卡器时#机壳防护满足:0#"*-+ 中97&+ 的等级要求'

2%.当主机包含显示器!读卡器等设备或其中之一时#机壳防护满足 :0#"*-+ 中 97*+ 的等级

要求"

*,#"业务功能要求

*,#,!"定位监控功能

96M的定位监控功能应包含&

1%.定时监控#按照时间间隔周期汇报位置信息#最小时间间隔可达 -='

2%.定距监控#按照行驶距离周期汇报位置#最小距离可达 &%C'

;%.根据车辆点火状态#空驶或载客状态和防劫报警状态等以不同的周期汇报位置信息'

F%.根据系统的指令#立即返回位置信息并进行车辆跟踪'

<%.定位精度优于或等于 -&C"

*,#,#"无线通信功能

96M的无线通信功能应包含&

1%.无线通信功能采用模块化设计#预留可不用更换主机升级通信模块的接口'

2%.支持位置报告信息的盲区补报#可缓存至少 -% %%% 笔位置汇报信息'

;%.支持虚拟专网$X75%连接'

F%.支持域名解析'

<%.支持主#副服务器连接切换"

*,#,$"驾驶员./卡从业资格证管理功能

驾驶员90卡从业资格证应符合!"#"3)&,) 的有关规定#并应具备以下功能&

1%.90卡从业资格证密钥及数据文件安全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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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刷90卡从业资格证实现上班签到!下班签退'

;%.签到签退数据通过96M传输到数据资源中心'

F%.当通信故障时#96M能将签到签退数据通过本地串口!M6(口等方式导出"

*,#,,"乘客刷卡消费功能

乘客刷卡消费功能为可选功能#96M的刷卡消费功能包含&

1%.支持刷卡消费#至少支持包括逻辑加密卡$V-%!非接触式07M卡两种卡片'

2%.实现刷卡消费密钥及数据文件安全访问'

;%.刷卡消费数据通过96M传输到结算中心或数据资源中心'

F%.支持在线或离线方式有效性验证#离线方式至少支持 )% %%% 条无效卡名单的存储'

<%.刷卡消费金额宜 )*T内转账到驾驶员个人账户#并可通过96M显示屏或短信的方式及时告知

驾驶员'

Z%.当通信故障时#96M能将刷卡消费数据通过本地串口!M6(口等方式导出"

*,#,*"营运数据采集功能

96M的营运数据采集功能应包含&

1%.通过与计价器数据接口#实时采集营运状态及营运数据'

2%.营运数据通过96M传输到数据资源中心'

;%.当通信故障时#96M能将营运数据通过本地串口!M6(口等方式导出"

*,#,-"警示提醒功能

96M的警示提醒功能应包含&

1%.紧急报警#触动报警开关后触发#报警开关应隐蔽安装#并方便驾驶员触发'

2%.预警功能#经值班人员确认后正式转入报警状态'

;%.自动报警功能#应包括以下五类&

.-%.超速提醒!连续驾驶超时提醒和当天累计驾驶超时提醒'

.)%.进出设定区域$电子围栏%提醒'

.+%.卫星定位模块发生故障提醒!卫星定位天线未接或被剪断提醒'

.*%.车辆蓄电池电压不足提醒!主电源掉电提醒!显示屏故障提醒和计价器故障提醒'

.&%.车辆非法点火报警!车辆非法位移报警"

F%.自动语音提醒对服务进行评价"

*,#,0"电召服务和车辆调度功能

96M的电召服务和车辆调度功能应包含&

1%.接收并显示电召服务中心下发的电召指令#并可通过相关按键及时进行抢答!应答!任务完成

确认及订单申请'

2%.接收并显示监控指挥中心!电召服务中心或出租车公司下发的调度指令#并可通过相关按键

及时反馈信息"

*,#,1"车辆控制指令管理功能

在车辆静态状态下#接收并下发对车辆油路!电路的控制指令#96M收到后立即回复应答#96M对车

辆进行控制#并根据结果将控制应答消息回复到后台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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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管理功能

录音管理为可选功能#96M的录音管理功能应包含&

1%.对车内进行实时录音#录音应清晰#可辨析驾驶员与乘客的对话'

2%.根据参数设置#在特定条件$如报警状态等%触发录音开始和结束'

;%.接收系统指令实时录音#并上传录音文件'

F%.根据需求存储录音数据#录音存储格式要求按照 -%,+,3,) 的规定"

*,#,!)"拍照管理功能

拍照管理为可选功能#96M的拍照管理功能应包含&

1%.根据参数设置#在特定情况下#在96M控制下启动拍照或录像'

2%.接收系统指令实时拍照#并上传'

;%.根据需求存储拍照数据#照片存储格式要求按照 -%,+,3,+ 的规定"

*,#,!!"通话管理功能

96M的通话管理功能应包含&

1%.根据参数设置#在特定条件$如报警状态等%下实现通话监听'

2%.操作相关按键#启动与监控指挥中心!电召服务中心指定电话号码的通话'

;%.根据参数设定#对通话时间进行限制和电话接听策略'

F%.通过远程!本地方式调节扬声器音量"

*,#,!#"设备维护管理功能

96M的设备维护管理功能应包含&

1%.以远程!本地$串口或M6(口%等方式对运营专用设备进行维护和管理'

2%.具有调试串口功能#用于运营专用设备的现场调试!运行维护!安全模块的初始化'调试串口

技术要求按照 -%,+,4 规定'

;%.设置#查询96M参数'

F%.对96M及与之相连的外设固件程序升级'固件程序升级技术要求按附录/的规定'

<%.导出96M中的历史数据#例如营运记录!签到签退记录!刷卡交易记录!音频!视频!照片等数

据#导出技术要求按照 -%,+,8 的规定'

Z%.控制96M复位'

H%.控制96M恢复出厂设置'

T%.根据参数设置#96M在判断到特定来电或接收到特定短信时#可进行复位或恢复出厂设置"

*,$"技术功能要求

*,$,!"设备自检

通过信号灯或显示屏明确表示运营专用设备当前主要状态#包括主电源状态!96M工作状态#以及

计价器!服务评价器!智能顶灯!摄像装置等设备的工作状态" 当96M或其他设备出现故障时#通过信号

灯或显示屏标识故障信息#并及时上传至监控指挥中心"

*,$,#"分级电源管理

在非载客营运状态下#将服务评价器!摄像头等设备关闭或使之进入低功耗工作状态" 当车辆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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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96M向监控指挥中心发送车辆熄火信号并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96M在休眠状态下应关闭除无线通信

模块!卫星定位模块之外其他不必要设备#卫星定位模块在需要上传时自动唤醒" 在休眠期间#数据上

传频率可由监控指挥中心远程设置或者按照初始化时设置的参数自动持续降低数据上传频率'在蓄电

池欠压报警后#转由备用电池供电"

*,$,$"多中心接入

96M支持同时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监控指挥中心"

*,$,,"数据加解密

监控指挥中心下发的关键性指令加密传输#由 96M解密后执行相关指令" 每个 96M使用各自不同

的加解密密钥"

*,$,*"/23总线数据采集$可选功能%

控制器局域网络总线数据采集为可选功能#96M可具备控制器局域网络总线数据采集接口#支持通

过控制器局域网络总线采集油耗!发动机工况等车辆参数信息"

*,$,-"智能导航

智能导航为可选功能#智能导航功能应包含&

1%.根据街道!小区或单位等目的地名称#查询确定目标位置'

2%.接收和显示实时交通数据#实现道路状况以及道路管制信息的无线数字接收#并通过电子地

图直观显示'

;%.参照道路状况信息#计算当前位置到目标位置的最优路线#并用语音提示'

F%.接收电子地图增量信息#并自动下载某一区域的电子地图"

*,,"性能要求

*,,,!"整体性能

96M及固件应保持 )*T持续独立稳定工作#同时应满足以下性能要求&

1%.设计使用寿命大于八年'

2%.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V"(Y%大于 -& %%%T'

;%.96M突然断电后#已存储的数据不出现丢失或修改现象'96M再次加电后能正常工作"

*,,,#"显示与操作

96M显示与操作应满足以下要求&

1%.显示分辨率不小于 -$) [8*#支持中英文字和图形显示'显示文字清晰!图片不失真'

2%.支持语音播报#提示音清晰#音量可调节'可具有多种不同的提示声音来分辨不同操作及业务提示'

;%.支持按键操作#键数!标注和布局合理#方便使用'配备确认键!上下移动键!抢答键!取消键和

业务键等便于驾驶员操作的按键'可选支持触摸屏按键操作"

*,,,$"卫星定位

96M卫星定位模块的性能应符合!"#"4$* 的相关规定"

*,,,,"无线通信

96M无线通信模块的性能应符合!"#"4$* 的相关规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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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性能

*,,,*,!"电源

96M的电源应满足以下要求&

1%.96M的主电源为车辆电源#96M内应具有备用可充电电池#当失去主电源后#备用电池工作时

间不少于 )T'

2%.在96M运行!空闲!休眠等状态下#处于最低的能耗状态'对于与其他设备#96M可根据使用状

态确定是否对其他设备供电'

;%.电源电压适应性!耐电源极性反接!耐电源过电压性!断电保护性能和低压保护性能应符合

!"#"4$* 的相关要求"

*,,,*,#"连接线

连接线性能应符合!"#"4$* 中的相关规定"

*,,,*,$"接插器

接插器性能应符合!"#"4$* 中的相关规定"

*,,,-"环境适应性

*,,,-,!"气候环境适应性

96M的存储温度为\*%] 3̂&]#工作温度为\)%] 4̂%]"

*,,,-,#"机械环境适应性

*,,,-,#,!"振动

96M振动试验条件见表 -#试验中及试验后96M应符合!"#"4$* 中的有关规定"

表!"振动试验条件表

试 验 名 称 试 验 参 数 工 作 状 态

振动试验

扫频范围$_̀%

扫频速度$?;B#C@A%

扫频循环次数$每个方向%

振幅$&_̀ -̂-_̀ 时峰值%$CC%

加速度$--_̀ +̂%%_̀ 时%$C#=

)

%

振动方向

& +̂%%

-

)%

-%

&%

!!"!#三方向

不通电正常安装状态

*,,,-,#,#"冲击

96M冲击试验条件见表 )#试验中及试验后96M应符合!"#"4$* 中的有关要求"

表#"冲击试验条件表

试 验 名 称 试 验 参 数 工 作 状 态

冲击试验

冲击次数$!!"!#每方向%

峰值加速度$C#=

)

%

脉冲持续时间$C=%

方向

各三次

+%%

--

!!"!#三方向

不通电正常安装状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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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电磁兼容

96M的电磁兼容特性应符合!"#"4$* 中的相关规定"

*,,,1"抗车辆点火干扰

96M的抗车辆点火干扰应符合!"#"4$* 中的相关规定"

*,*"接口要求

96M应符合以下接口要求&

1%.与其他设备的通信接口至少支持U6)+) 方式#与计价器通信采用独立的通信接口'

2%.具有一个以上设备维护接口#接口形式为U6)+) 串口或M6(接口"

-"计价器

-,!"功能要求

计价器的功能要求包括&

1%.计价器应符合!!'&-4 的功能要求'

2%.根据系统指令#计价器应能及时返回计价器工作状态!计价器运价参数!历史营运数据等

信息'

;%.根据系统指令#计价器应能判断永久时钟的误差并将结果及时返回96M'

F%.单次营运结束后#计价器应将营运数据及时传输至96M'

<%.在与96M通信故障情况下#计价器应能至少缓存 -&F营业状态的数据#并在通信恢复后自动补

传"

-,#"性能要求

计价器性能要求如下&

1%.计价器应符合!!'&-4 中的性能要求'

2%.计价器本机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V"(Y%应大于 -& %%%T'

;%.存储温度范围& \*%] 3̂&]'

F%.工作温度范围& \)%] 4̂%]"

-,$"接口要求

计价器接口要求如下&

1%.计价器应符合!!'&-4 的接口要求'

2%.计价器应具有与96M的独立通信接口#通信接口应至少支持U6)+) 方式'

;%.计价器应使用车用连接器与96M进行连接#保证连接牢固#具有明显标记和防插错装置"

0"服务评价器

0,!"功能要求

服务评价器功能要求如下&

1%.至少应支持(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个评价结果按键#可扩展其他评价结果按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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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配置相关遮挡装置#避免让驾驶员看到评价结果'

;%.服务评价数据通过96M传输至数据资源中心'

F%.安装位置应方便乘客操作'

<%.应支持触摸屏或按键等选择方式'支持触摸屏选择方式的评价器应具有休眠!自检和状态查

询等功能"

0,#"性能要求

服务评价器性能要求如下&

1%.设计使用寿命应大于八年'

2%.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V"(Y%应大于 -& %%%T'

;%.存储温度范围& \*%] 3̂&]'

F%.工作温度范围& \)%] 4̂%]"

0,$"接口要求

服务评价器接口要求如下&

1%.服务评价器应具有与96M的通信接口#通信接口应支持U6)+) 方式!U6*3& 或9a电路方式'

2%.服务评价器应使用车用连接器与96M进行连接#保证连接牢固#具有明显标记和防插错装置"

1"智能顶灯

1,!"功能要求

智能顶灯应满足以下功能要求&

1%.出租汽车智能顶灯外壳应清晰标识(出租#"/b9)#并能够在夜间通过顶灯内部的照明装置使

顶灯明显可见'

2%.在空车!有客!电召!换班或停运等状态下能正确显示标识'

;%.在空驶时#能正确显示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

F%.可接收系统指令#显示防伪密标'

<%.推荐采用双基色显示灯管#可明显标识车辆状态"

1,#"性能要求

智能顶灯应满足以下性能要求&

1%.设计使用寿命大于八年'

2%.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V"(Y%大于 )% %%%T'

;%.应符合:0#"*-+ 中有关电气性能!电磁兼容特性的规定'

F%.工作电压范围&Q0$X -̂8 X'

<%.存储温度范围& \*%] 3̂&]#工作温度范围& \+%] 4̂%]'

Z%.工作环境相对湿度&-&c $̂%c'

H%.亮度可调节"

1,$"接口要求

智能顶灯接口要求如下&

1%.智能顶灯应具有与96M的通信接口#通信接口支持U6)+) 或U6*3& 方式'

2%.智能顶灯应使用车用连接器与96M进行连接#保证连接牢固#具有明显标记和防插错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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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装置

(,!"功能要求

摄像装置应满足以下功能要求&

1%.具有红外夜视!背光补偿和自动白平衡等功能'

2%.支持!7S'图像格式'

;%.根据系统指令#切换照片!视频流等工作模式'

F%.根据参数设置#在特定情况下$如报警等%#在96M控制下启动拍照或录像"

(,#"性能要求

摄像装置应满足以下性能要求&

1%.支持 +)% [)*%!8*% [*3% 等多种分辨率'

2%.设计使用寿命大于 3 年'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V"(Y%大于 )% %%%T'

F%.存储温度范围& \*%] 3̂&]'

<%.工作温度范围& \)%] 4̂%]'

Z%.在非工作状态下应处于休眠状态"

(,$"接口要求

摄像装置应支持视频接口!U6)+) 或U6*3& 通信接口"

!)"出租汽车运营专用设备通信协议与数据格式

!),!"数据类型定义

96M通信协议中使用的数据类型见表 +"

表$"数 据 类 型

数 据 类 型 说..明

95"3 有符号整型#-2IB<

(d"S$M95"3% 无符号整型#-2IB<

95"-8 有符号整型#)2IB<

eaUQ$M95"-8% 无符号整型#)2IB<

95"+) 有符号整型#*2IB<

QeaUQ$M95"+)% 无符号整型#*2IB<

(0Q*$+ 3*)- 码#$2IB<

(d"S*$+ $2IB<

6"U95' '(f编码#采用 % 终结符#若无数据#则放一个 %W%% 终结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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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编码规则

!),#,!"设备编号编码规则

设备编号由五位(0Q码组成#组成见表 *" 其中#厂商编号由行业管理部门统一分配#序列号由各

厂商自定义维护"

表,"设 备 编 号 格 式

厂 商 编 号 设 备 类 型 序.列.号

-2IB< -2IB< +2IB<

设备类型定义见表 &"

表*"设 备 类 型 定 义

设 备 类 型 代 码 设 备 名 称

%W%% 96M

%W%- 通信模块

%W%) 计价器

%W%+ 出租汽车安全模块

%W%* PSQ显示屏

%W%& 智能顶灯

%W%8 服务评价器$后排%

%W%4 摄像装置

%W%3 卫星定位设备

%W%$ 液晶$P0Q%多媒体屏

%W-% 96M人机交互设备

%W-- 服务评价器$前排%

其他 UYM

!),#,#"营运.4编号编码规则

营运9Q根据进入营运状态的时间生成$计价器提供的时间%'录音 9Q!照片 9Q根据动作的执行时

间生成"

9Q号类型为M95"+)#其生成规则见表 8"

表-".4号 生 成 规 则

在9Q号$+) 位%占位位置 占 用 位 数 时 间 范 围

2@B)8 ^2@B+- 82@B 年$dddd% % 8̂* 分别表示#)%-% )̂%4+

2@B)) 2̂@B)& *2@B 月$VV% %- -̂)

2@B-4 2̂@B)- &2@B 日$QQ%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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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在9Q号$+) 位%占位位置 占 用 位 数 时 间 范 围

2@B-) 2̂@B-8 &2@B 时$__% %% )̂+

2@B8 2̂@B-- 82@B 分$VV% %% &̂$

2@B% 2̂@B& 82@B 秒$66% %% &̂$

!),$".56与中心通信协议及数据格式

!),$,!"协议基础

!),$,!,!"通信方式

通信协议采用"07方式#中心作为服务器端#96M作为客户端" 当数据通信链路异常时#96M可以

采用 6V6作为通信方式"

!),$,!,#"传输规则

本协议中采用大端模式$(@HDSAF@1A%的网络字节序来传递字和双字"

字节$95"3!M95"3!(d"S!(0Q%的传输约定&按照字节流的方式传输"

!),$,!,$"消息的组成

每条消息由标识位!消息头!消息体和校验码组成#消息结构见图 )"

图 !#消息结构图

标识位&采用 %W4<表示#若校验码!消息头以及消息体中出现 %W4<#则要进行转义处理"

转义规则定义如下&

,,,%W4< %W4F后紧跟一个 %W%)'

,,,%W4F %W4F后紧跟一个 %W%-"

转义处理过程如下&

,,,发送消息时&

!"" !""

消息封装 计算并填充校验码 转义'

,,,接收消息时&

!"" !""

转义还原 验证校验码 解析消息"

..示例!

发送一条内容为 %W+% %W4<%W%3 %W4F %W&& 的数据包#则经过封装如下&%W+% %W4F %W%) %W%3 %W4F %W%- %W&&"

消息头内容见表 4"

表0"消 息 头 内 容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消息9Q eaUQ

) 消息体属性 eaUQ .消息体属性为消息包的大小

* 96M标识 (0Q*8+

.96M标识第一字节为 (-%)#后五个字节为

96M的9Q号#其编码规则按照 -%,),- 的规定

-% 消息体流水号 eaUQ .按发送顺序从 % 开始循环累加

消息体定义参见具体命令字定义"

检验码指从消息头开始#同后一字节异或#直到校验码前一个字节#占用一个字节"

)-

%&'&()*+###)!,



!),$,#"通信连接

!),$,#,!"连接的建立

96M与中心的数据日常连接采用 "07方式#连接建立后立即向中心发送位置信息汇报$%W%)%%%

消息"

!),$,#,#""07连接的维持

96M应周期性向中心发送心跳$%W%%%)%消息#中心收到后向96M发送中心通用应答$%W3%%-%消息#

发送周期由96M参数指定"

!),$,#,$"连接的断开

中心和96M均可根据"07协议主动断开连接#双方都应主动判断"07连接是否断开"

中心判断"07连接断开的方法如下&

1%.根据"07协议判断出96M主动断开'

2%.相同身份的96M建立新连接#表明原连接已断开'

;%.在一定的时间内未收到96M发出的消息#如心跳"

96M判断"07连接断开的方法如下&

1%.根据"07协议判断出中心主动断开'

2%.数据通信链路断开'

;%.数据通信链路正常#达到重传次数后仍未收到应答"

!),$,$"消息处理

!),$,$,!""07消息处理

"07消息处理分为中心主发的消息处理和96M主发的消息处理"

!),$,$,!,!"中心主发的消息处理

所有中心主发的消息均要求96M应答#应答分为通用应答和专门应答#由各具体功能协议决定" 发

送方等待应答超时后#应对消息进行重发" 应答超时时间和重传次数由中心参数指定#每次重传后的应

答超时时间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式中&%

&'-

,,,每次重传后的应答超时时间'

%

&

,,,前一次的应答超时时间'

&,,,重传次数"

!),$,$,!,#"96M主发的消息处理

数据通信链路正常时#所有96M主发的消息均要求中心应答#应答分为通用应答和专门应答#由各

具体功能协议决定" 96M等待应答超时后#应对消息进行重发" 应答超时时间和重传次数由 96M参数

指定#每次重传后的应答超时时间按 -%,+,+,-,- 中的公式进行计算" 对于 96M发送的关键报警消息#

若达到重传次数后仍未收到应答#则应对其进行保存" 后续在发送其他消息前要先发送保存的关键报

警消息"

数据通信链路异常时#96M应保存需发送的位置信息汇报消息" 在数据通信链路恢复正常后#立即

发送保存的消息"

!),$,$,#"6V6消息处理

96M通信方式切换为'6V网络的 6V6消息方式时#采用7QM八位编码方式#对于长度超过 -*%2IB<

的消息#应按照'6V网络的短信服务规范'6V%+,*% 进行分包处理"

6V6消息的应答!重传和保存机制同 "07消息#但参数应采用 6V6 应答超时时间和 6V6 重传次

数#应按照表 -+ 查询96M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中参数9Q%W%%%* 及 %W%%%& 的相关设定值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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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分类

!),$,,,!"96M管理类协议

!),$,,,!,!"设置#查询96M参数

中心通过发送设置参数$%W3-%+%消息设置 96M参数#96M回复 96M通用应答$%W%%%-%消息" 中心

通过发送查询参数$%W3-%*%消息查询96M参数#96M回复查询参数应答$%W%-%*%消息"

!),$,,,!,#"96M控制

中心通过发送96M控制$%W3-%&%消息对96M进行控制#96M回复96M通用应答$%W%%%-%消息"

!),$,,,#"位置!报警类协议

!),$,,,#,!"位置信息汇报

96M根据参数设定周期性发送位置信息汇报$%W%)%%%消息#中心回复中心通用应答$%W3%%-%

消息"

根据参数控制#96M在判断到车辆拐弯时可发送位置信息汇报消息"

!),$,,,#,#"位置信息查询

中心通过发送位置信息查询$%W3)%-%消息查询指定 96M当时位置信息#96M回复位置信息查询应

答$%W%)%-%消息"

!),$,,,#,$"位置跟踪控制

中心通过发送位置跟踪控制$%W3)%)%消息启动#停止位置跟踪#位置跟踪要求 96M停止之前的周

期汇报#按消息指定时间间隔进行汇报" 96M回复96M通用应答$%W%%%-%消息"

!),$,,,#,,"96M报警

96M判断满足报警条件时发送位置信息汇报$%W%)%%%消息#采用 "07方式" 在该消息中设置相应

的报警标志#该消息需要中心回复中心通用应答$%W3%%-%消息"

各报警类型见位置信息汇报$%W%)%%%消息体中的描述" 报警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的报警#在

报警条件解除后应立即采用"07方式发送位置信息汇报$%W%)%%%消息#相应的报警标志清 %"

96M报警判断和处理受参数控制#见 -%,+,&,*"

!),$,,,$"信息类协议

!),$,,,$,!"文本信息下发

中心通过发送文本信息下发$%W3+%%%消息下发到 96M#96M按指定方式向驾驶员显示或播报信息

内容#并回复96M通用应答$%W%%%-%消息"

!),$,,,$,#"事件报告

中心通过发送事件设置$%W3+%-%消息将事件列表发到96M存储#驾驶员在遇到相应事件后可进入

事件列表界面进行选择#选择后96M向中心发出事件报告$%W%+%-%消息"

事件设置$%W3+%-%消息需要96M回复96M通用应答$%W%%%-%消息"

事件报告$%W%+%-%消息需要中心回复中心通用应答$%W3%%-%消息"

!),$,,,$,$"提问

中心通过发送提问下发$%W3+%)%消息将带有候选答案的提问发到96M#96M立即显示#驾驶员选择

后96M向中心发出提问应答$%W%+%)%消息"

提问下发$%W3+%)%消息需要96M回复96M通用应答$%W%%%-%消息"

!),$,,,,"电话类协议

!),$,,,,,!"电话回拨

中心通过发送电话回拨$%W3*%%%消息要求96M按指定的电话号码回拨电话#并指定是否按监听方

式$96M关闭扬声器%"

电话回拨$%W3*%%%消息需要96M回复96M通用应答$%W%%%-%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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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电话本

中心通过发送设置电话本$%W3*%-%消息对 96M设置电话本#该消息需要 96M回复 96M通用应答

$%W%%%-%消息"

!),$,,,,,$"通话控制

96M应对电话呼入#呼出进行限制#除参数设定的监控指挥中心电话号码和短号外#呼入#呼出应根

据电话本进行限制"

96M应根据参数设定对通话时间进行限制和选择电话接听策略" 应支持按监听方式接听参数指定

的电话"

!),$,,,,,,"电话控制96M

根据参数设置#96M在判断到特定来电时可进行复位和恢复出厂设置"

!),$,,,*"车辆控制类协议

中心通过发送车辆控制$%W3&%%%消息要求96M按指定的操作对车辆进行控制" 96M收到后立即回

复96M通用应答$%W%%%-%消息#之后 96M对车辆进行控制#根据结果再回复车辆控制应答$%W%&%%%

消息"

!),$,,,-"电召调度业务处理类协议

中心通过发送订单任务下发$%W3(%%%消息将订单信息发到96M#96M立即显示#驾驶员选择抢答后

96M向中心发出驾驶员抢答$%W%(%-%消息"

中心根据调度算法确定抢答成功的驾驶员#并将乘客详细信息采用下发抢答结果消息$%W3(%-%发

给抢答成功的96M#96M收到后回复96M通用应答$%W%%%-%消息"

驾驶员完成该订单任务后#通过选择按键触发 96M向中心发出电召任务完成确认$%W%(%4%消息#

中心回复通用应答$%W3%%-%消息"

驾驶员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完成该任务时#可通过选择按键触发 96M向中心发出驾驶员取消电召任

务$%W%(%3%消息#中心回复通用应答$%W3%%-%消息" 如果乘客由于各种原因取消该订单#中心及时通

过中心取消电召订单$%W3(%$%消息下发给96M#96M收到后回复96M通用应答$%W%%%-%消息"

!),$,,,0"营运数据采集类协议

对于驾驶员上班签到#下班签退数据采集#96M通过发送驾驶员签到登录$%W%(%+%消息和下班签退

$%W%(%*%消息向中心发起登录和签退请求#中心回复通用应答$%W3%%-%消息"

对于计价器营运数据及乘客满意度评价采集#96M通过发送 %W%(%) 消息体上传相关数据#中心回

复通用应答$%W3%%-%消息"

!),$,,,1"多媒体类协议

!),$,,,1,!"多媒体数据上传

多媒体数据上传协议包含以下内容&

1%.96M采用摄像头图像#视频上传$%W%3%%%消息上传数据'每幅图像#视频数据前需附加拍摄时

的位置基本信息'

2%.中心根据收到的数据包将数据内容保存到指定文件的指定位置#对 96M回复中心通用应答

$%W3%%-%'

;%.96M收到后#再通过 %W%3%% 指令上传下一包数据#直到所有的图像数据上传完成#若超时收不

到中心应答的#96M重发该数据"

!),$,,,1,#"摄像头立即拍摄

摄像头立即拍摄协议包含以下内容&

1%.中心通过发送摄像头立即拍摄命令$%W33%-%消息下发拍摄命令'

2%.96M回复96M通用应答$%W%%%-%消息'

;%.若指定实时上传#则96M拍摄后上传摄像头图像#视频#否则对图像#视频进行存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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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索96M存储多媒体数据和提取

检索96M存储多媒体数据和提取协议包含以下内容&

1%.中心采用存储图像#视频检索$%W33%)%消息获得96M存储图像#视频的情况'

2%.96M收到消息后#首先对中心回复发送96M通用应答$%W%%%-%#然后到内存中按条件检索相关

的记录#96M发送存储图像#视频检索应答$%W%3%)%消息给中心'

;%.中心收到消息后回复通用应答给 96M'根据检索结果#中心可以采用存储图像#视频上传

$%W33%+%消息要求96M上传指定的图像#视频'

F%.96M收到后首先回复96M通用应答$%W%%%-%给中心#然后通过(摄像头图像#视频上传)的流

程上传指定的文件"

!),$,,,("外设!通用数据传输类

本协议中未定义但实际使用中需传递的消息$如多媒体屏信息发布!导航在线地图更新等%#可使

用数据上行透传消息和数据下行透传消息进行上下行数据交换" 96M可采用压缩算法压缩较长消息#

用数据压缩上报消息上传"

!),$,*"数据格式

!),$,*,!"96M通用应答

消息9Q&%W%%%-"

96M通用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3"

表1".56通用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应答流水号 M95"-8 对应的中心消息的流水号

-* g) 应答9Q M95"-8 对应的中心消息的9Q

-* g* 结果 M95"3 %&成功#确认'-&失败')&消息有误

!),$,*,#"中心通用应答

消息9Q&%W3%%-"

中心通用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中心通用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应答流水号 M95"-8 对应的96M消息的流水号

-* g) 应答9Q M95"-8 对应的96M消息的9Q

-* g* 结果 M95"3 %&成功#确认'-&失败')&消息有误.

!),$,*,$"96M心跳

消息9Q&%W%%%)"

无消息体内容"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设置参数

消息9Q&%W3-%+"

设置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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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参数项列表 见表 --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参数项数据格式见表 --"

表!!"参数项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参数9Q M95"-8 见表 -)

) 参数长度 M95"3

+ 参数值 数据类型详见参数9Q对应的数据类型

若为多值参数#则消息中使用多个相同9Q的参数项#如监控指挥中心电话号码"

参数设置和各参数项定义及说明见表 -)"

表!#"参数设置和各参数项定义及说明

参.数.9Q 数 据 类 型 说..明

%W%%%- M95"+) 96M心跳发送间隔#单位为秒$=%

%W%%%) M95"+) "07消息应答超时时间#单位为秒$=%

%W%%%+ M95"+) "07消息重传次数

%W%%%* M95"+) 6V6消息应答超时时间#单位为秒$=%

%W%%%& M95"+) 6V6消息重传次数

%W%%%8 %̂W%%%Y 预留

%W%%-% 6"U95' 主服务器/75#无线通信拨号访问点

%W%%-- 6"U95' 主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用户名

%W%%-) 6"U95' 主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密码

%W%%-+ 6"U95' 主服务器地址#97或域名

%W%%-* 6"U95' 备份服务器/75#无线通信拨号访问点

%W%%-& 6"U95' 备份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用户名

%W%%-8 6"U95' 备份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密码

%W%%-4 6"U95' 备份服务器地址#97或域名

%W%%-3 M95"+) 主服务器"07端口

%W%%-$ M95"+) 备份服务器"07端口

%W%%-/ 6"U95' 一卡通主服务器地址#97或域名

%W%%-( M95"+) 一卡通主服务器"07端口

%W%%-0 6"U95' 一卡通备份服务器地址#97或域名

%W%%-Q M95"+) 一卡通备份服务器"07端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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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参.数.9Q 数 据 类 型 说..明

%W%%-/ %̂W%%-Y .预留

%W%%)% M95"+) .位置汇报策略#%&定时汇报'-&定距汇报')&定时g定距汇报

%W%%)- M95"+)

.位置汇报方案#%&根据/00状态'-&根据空重车状态')&根据登录状

态g/00状态#先判断登录状态#若登录再根据/00状态'+&根据登录

状态g空重车状态#先判断登录状态#若登录再根据空重车状态

%W%%)) M95"+) 未登录汇报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W%%)+ M95"+) /00aYY汇报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W%%)* M95"+) /00a5汇报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W%%)& M95"+) 空车汇报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W%%)8 M95"+) 重车汇报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W%%)4 M95"+) 休眠时汇报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W%%)3 M95"+) 紧急报警时汇报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W%%)$ M95"+) 未登录汇报距离间隔#单位为米$C%

%W%%)/ M95"+) /00aYY汇报距离间隔#单位为米$C%

%W%%)( M95"+) /00a5汇报距离间隔#单位为米$C%

%W%%)0 M95"+) 空车汇报距离间隔#单位为米$C%

%W%%)Q M95"+) 重车汇报距离间隔#单位为米$C%

%W%%)S M95"+) 休眠时汇报距离间隔#单位为米$C%

%W%%)Y M95"+) 紧急报警时汇报距离间隔#单位为米$C%

%W%%+% M95"+) 拐点补传角度# h-3%i

%W%%%+) %̂W%%+Y 预留

%W%%*% 6"U95' 监控指挥中心电话号码

%W%%*- 6"U95' 复位电话号码

%W%%*) 6"U95' 恢复出厂设置电话号码

%W%%*+ 6"U95' 监控指挥中心 6V6电话号码

%W%%** 6"U95' 接收96M6V6文本报警号码

%W%%*& M95"+)

.96M电话接听策略#%&自动接听'-&/00a5时自动接听#aYY时手动

接听

%W%%*8 M95"+) 每次最长通话时间#单位为秒$=%

%W%%*4 M95"+) 当月最长通话时间#单位为秒$=%

%W%%*3 M95"+) 电话短号长度

%W%%*$ 6"U95' 监听电话号码

%W%%*/ 6"U95' 96M设备维护密码

%W%%*( M95"3 96M的语音播报音量控制&% $̂ $% 为静音#$ 为最高%

%W%%*0 %̂W%%*Y 预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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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参.数.9Q 数 据 类 型 说..明

%W%%&% M95"+)

.报警屏蔽字#与位置信息汇报消息中的报警标志相对应#相应位为

-#则相应报警被屏蔽

%W%%&- M95"+)

.报警发送文本 6V6 开关#与位置信息汇报消息中的报警标志相对

应#相应位为 -#则相应报警时发送文本 6V6

%W%%&) M95"+)

.报警拍摄开关#与位置信息汇报消息中的报警标志相对应#相应位为

-#则相应报警时摄像头拍摄

%W%%&+ M95"+)

.报警拍摄存储标志#与位置信息汇报消息中的报警标志相对应#相应

位为 -#则对相应报警时拍的照片进行存储#否则实时上传

%W%%&& M95"+) 最高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EC#T%

%W%%&8 M95"+) 超速持续时间#单位为秒$=%

%W%%&4 M95"+) 连续驾驶时间门限#单位为秒$=%

%W%%&3 M95"+) 最小休息时间#单位为秒$=%

%W%%&$ M95"+) 最长停车时间#单位为秒$=%

%W%%&/ M95"+) 当天累计驾驶时间门限#单位为秒$=%

%W%%&( %̂W%%8Y 预留

%W%%4% M95"+) 图像#视频质量#- -̂%#- 最好

%W%%4- M95"+) 亮度#% )̂&&

%W%%4) M95"+) 对比度#% -̂)4

%W%%4+ M95"+) 饱和度#% -̂)4

%W%%4* M95"+) 色度#% )̂&&

%W%%4& %̂W%%4Y 预留

%W%%3% M95"+) 车辆里程表读数#%,-EC

%W%%3- M95"+) 车辆所在的省域9Q#- )̂&&

%W%%3) M95"+) 车辆所在的市域9Q#- )̂&&

%W%%$% (0Q*)+ 计价器营运次数限制#% $̂$$$'% 表示不做限制

%W%%$- (0Q*&+ 计价器营运时间限制#ddddVVQQ__#%%%%%%%%%% 表示不做限制

%W%%$) 6"U95' 出租车企业营运许可证号

%W%%$+ 6"U95' 出租车企业简称

%W%%$* /6099*8+ 出租车车牌号码$不包括汉字%

%W%%$& %̂W%%$Y 预留

%W%%/% M95"3 96M录音模式$%W%-&全程录音'%W%)&翻牌录音%

%W%%/- M95"3 96M录音文件最大时长#- )̂&&#单位为分钟$C@A%

%W%%/) M95"3 液晶$P0Q%心跳时间间隔#- 8̂%#单位为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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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参.数.9Q 数 据 类 型 说..明

%W%%/+ M95"3 PSQ心跳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W%%/Y M95"-8 /00aYY后进入休眠模式的时间#单位为秒$=%

%W%%(% M95"3 视频服务器协议模式#%W%%&"07'%W%-&MQ7

%W%%(- 6"U95' 视频服务器/75#无线通信拨号访问点

%W%%() 6"U95' 视频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用户名

%W%%(+ 6"U95' 视频服务器无线通信拨号密码

%W%%(* 6"U95' 视频服务器地址#97或域名

%W%%(& M95"+) 视频服务器端口

!),$,*,*"查询96M参数

消息9Q&%W3-%*"

查询96M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查询.56参数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参数9Q M95"-8*$+ 一次可以查询多个参数

96M回复 %W%-%* 命令应答"

!),$,*,-"查询96M参数应答

消息9Q&%W%-%*"

查询96M参数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查询.56参数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应答流水号 M95"-8 对应的查询96M参数消息的流水号

-* g) 参数项列表 参数项格式和定义同设置96M参数

!),$,*,0"96M控制

消息9Q&%W3-%&"

96M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56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命令字 M95"3 .详见后面描述

-* g- 命令参数
.命令参数的使用见表 -8#无线升级命令参数

格式见表 -4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96M控制命令字说明见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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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控制命令字说明

命.令.字 命 令 参 数 说..明

- 见表 -4 无线升级

) 不使用 96M关机

+ 不使用 96M复位

* 不使用 96M恢复出厂设置

& 不使用 关闭数据通信

8 不使用 关闭所有无线通信

无线升级命令参数格式见表 -4"

表!0"无线升级命令参数格式

序..号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设备类型 M95"3

) 厂商标识 M95"3

+ 硬件版本号 (0Q

* 软件版本号 (0Q*)+ 第一字节为主版本号#第二字节为副版本号

& /75 6"U95'

8 拨号用户名 6"U95'

4 拨号密码 6"U95'

3 升级服务器地址 6"U95'

$ 升级服务器端口 M95"-8

!),$,*,1"96M升级结果报告消息

消息9Q&%W%-%&"

96M升级结果报告消息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3"

表!1".56升级结果报告消息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设备类型 M95"3

-* g- 厂商标识 M95"3

-* g) 硬件版本号 (0Q

-* g+ 软件版本号 (0Q*)+ 第一字节为主版本号'第二字节为副版本号

-* g& 升级结果 M95"3

%&软件版本号一致#无需升级

-&升级成功

)&升级失败

+&厂商标识不一致

*&硬件版本号不一致

&&下载升级文件失败

8&升级服务器主动取消升级

4&设备主动放弃升级$非自身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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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位置信息汇报

消息9Q&%W%)%%"

位置信息汇报消息体由位置基本信息和位置附加信息项列表组成#消息结构图如图 + 所示"

图 $#位置汇报消息结构图

根据消息头中的长度字段#确定是否存在位置附加信息项列表"

位置基本信息数据格式见表 -$"

表!("位置基本信息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报警标志 M95"+) 见表 )%

-* g* 状态 M95"+) 见表 )-

-* g3 纬度 M95"+) %,%%%-j

-* g-) 经度 M95"+) %,%%%-j

-* g-8 速度 M95"-8 %,-EC#T

-* g-3 方向 M95"3 % -̂4$#每刻度为两度#正北为 %#顺时针

-* g-$ 时间 (0Q*8+ ddVVQQ__VV66

报警标志位定义见表 )%"

表#)"报警标志位定义

位 定..义 处 理 说 明

% -&紧急报警#触动报警开关后触发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预警 标志维持至预警条件解除或预警转化成为报警事件

) -&卫星定位模块发生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卫星定位天线未接或被剪断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卫星定位天线短路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96M主电源欠压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8 -&96M主电源掉电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4 -&液晶$P0Q%显示96M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3 -&语音合成$""6%模块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摄像头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计价器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服务评价器故障$前后排%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PSQ广告屏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液晶$P0Q%显示屏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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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位 定..义 处 理 说 明

-* -&安全访问模块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PSQ顶灯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8 -&超速报警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4 -&连续驾驶超时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3 -&当天累计驾驶超时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超时停车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进出区域#路线 收到应答后清 %

)- -&路段行驶时间不足#过长 收到应答后清 %

)) -&禁行路段行驶 收到应答后清 %

)+ -&车速传感器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车辆非法点火 收到应答后清 %

)& -&车辆非法位移 收到应答后清 %

)8 -&96M存储异常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4 -&录音设备故障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3 -&计价器实时时钟超过规定的误差范围 标志维持至报警条件解除

)$ +̂- 预留

车辆状态位定义见表 )-"

表#!"车辆状态位定义

位 状..态

% %&已卫星定位'-&未卫星定位

- %&北纬'-&南纬

) %&东经'-&西经

+ %&运营状态'-&停运状态

* %&未预约'-&预约$任务车%

& %&默认'-&空转重

8 %&默认'-&重转空

4 预留

3 %&/00关'-&/00开

$ %&空车'-&重车

-% %&车辆油路正常'-&车辆油路断开

-- %&车辆电路正常'-&车辆电路断开

-) %&车门解锁'-&车门加锁

-+ %&车辆未锁定'-&车辆锁定

-* %&未到达限制营运次数#时间'-&已达到限制营运次数#时间

-& +̂- 预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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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附加信息项格式见表 ))"

表##"位置附加信息项格式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附加信息9Q M95"3 - )̂&&

附加信息长度 M95"3

附加信息 附加信息定义见表 )+

附加信息定义见表 )+"

表#$"附 加 信 息 定 义

附加信息9Q 附加信息长度 说..明

%W%- * 里程#M95"+)#%,-EC#对应车上里程表读数

%W%) ) 油量#M95"-8#%,-P#对应车上油量表读数

%W%+ ) 海拔高度#95"-8#单位为米$C%

%W%* %̂WY 预留

%W-- - 或 & 超速报警附加信息

%W-) 8 进出区域#路线报警附加信息

%W-+ 4 路段行驶时间不足#过长报警附加信息

%W-* * 禁行路段行驶报警附加信息

!),$,*,!)"位置信息查询

消息9Q&%W3)%-"

96M回复 %W%)%- 命令做应答"

!),$,*,!!"位置信息查询应答

消息9Q&%W%)%-"

位置信息查询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位置信息查询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应答流水号汇报 M95"-8 对应的位置查询消息的流水号

-* g) 位置定位数据 位置信息汇报$%W%)%%%消息体

!),$,*,!#"位置跟踪控制

消息9Q&%W3)%)"

位置跟踪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96M收到 %W3)%) 指令后#以 96M通用应答回复后#按 %W3)%) 中定义的方式#

以 %W%)%) 命令进行应答"

!),$,*,!$"位置跟踪信息汇报

消息9Q&%W%)%)"

使用位置信息汇报$%W%)%%%消息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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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位置跟踪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属性 M95"3

对后面两个字段进行标示&

%W%%&按时间间隔!持续时间

%W--&按距离间隔!持续距离

%W%-&按时间间隔!持续距离

%W-%&按距离间隔!持续时间

%WYY&停止当前跟踪$96M忽略后面字段%

-* g- 时间间隔或距离间隔 M95"-8 时间单位为秒$=%#距离单位为米$C%

-* g+ 持续时间或持续距离 M95"+) 时间单位为秒$=%#距离单位为米$C%

!),$,*,!,"位置汇报数据补传

消息9Q&%W%)%+"

位置补传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8"

表#-"位置补传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位置消息块 (d"S*$+

.位置消息块见位置信息汇报$%W%)%%%消息体

中的位置基本信息" 消息体长度为 $ k)& [&

2IB<$&宜小于 3%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文本信息下发

消息9Q&%W3+%%"

文本信息下发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4"

表#0"文本信息下发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标志 M95"3 文本信息标志位含义见表 )3

-* g- 文本信息 6"U95' 最长为 *$$2IB<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文本信息标志位含义见表 )3"

表#1"文本信息标志位含义

位 标..志

% -&紧急

- 预留

) -&显示装置显示

+ -&语音合成播读

* -&广告屏显示

& 4̂ 预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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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设置

消息9Q&%W3+%-"

事件设置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事件设置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事件项个数 M95"3 .%&删除96M现有所有事件

-* g- 事件项列表 (d"S

.长度不大于 *$$2IB<#否则分多条消息下发'

事件项组成数据格式见表 +%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事件项组成数据格式见表 +%"

表$)"事件项组成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7g% 事件9Q M95"3 若96M已有同9Q的事件#则被覆盖

7g- 事件内容 6"U95' 最长为 )%2IB<

.注!7为该项事件在数据区的起始位置"

!),$,*,!0"事件报告

消息9Q&%W%+%-"

事件报告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事件报告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事件9Q M95"3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1"提问下发

消息9Q&%W3+%)"

提问下发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提问下发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标志 M95"3 .提问下发标志位定义见表 ++

-* g- 问题9Q M95"+)

-* g& 问题 6"U95' .最长 -%%2IB<

候选答案列表
.需保证消息体长度不大于 &%%2IB<#候选答案

组成见表 +*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提问下发标志位定义见表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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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提问下发标志位定义

位 标..志

% -&紧急

- 预留

) 预留

+ -&语音合成$""6%播读

* -&广告屏显示

& 4̂ 预留

候选答案组成见表 +*"

表$,"候 选 答 案 组 成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7g% 答案9Q M95"3

7g- 答案内容 6"U95' 最长为 )%2IB<

.注!7为该项事件在数据区的起始位置"

!),$,*,!("提问应答

消息9Q&%W%+%)"

提问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提问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问题9Q M95"+)

-* g* 答案9Q M95"3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电话回拨

消息9Q&%W3*%%"

电话回拨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8"

表$-"电话回拨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标志 M95"3 %&普通通话'-&监听

-* g- 电话号码 6"U95' 最长为 )%2IB<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设置电话本

消息9Q&%W3*%-"

设置电话本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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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设置电话本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联系人总数 M95"3

.本条消息中联系人总数#% 表示删除 96M上

所有存储的联系人

-* g- 联系人项
.最长为 *$$2IB<#超过则采用多条消息'电话

本联系人项数据格式见表 +3"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电话本联系人项数据格式见表 +3"

表$1"电话本联系人项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7g% 标志 M95"3 -&呼入')&呼出'+&呼入#呼出

7g- 电话号码 6"U95' 最长为 )%2IB<

联系人 6"U95' 最长为 -%2IB<

.注!7为每项联系人信息在数据区的起始位置"

!),$,*,##"车辆控制

消息9Q&%W3&%%"

车辆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车辆控制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控制项 M95"3 控制指令标志位数据格式见表 *%

-* g- 控制命令 M95"3

96M收到命令后应立即以96M通用应答进行应答" 同时对车辆进行控制#根据结果回复车辆控制

应答 %W%&%% 指令"

控制指令标志位数据格式见表 *%"

表,)"控制指令标志位数据格式

控.制.项 控 制 命 令

% %&恢复车辆油路'-&断开车辆油路

- %&恢复车辆电路'-&断开车辆电路

) %&车门解锁'-&车门加锁

+ %&车辆解除锁定'-&车辆锁定

!),$,*,#$"车辆控制应答

消息9Q&%W%&%%"

车辆控制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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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车辆控制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应答流水号 M95"-8 对应的车辆控制消息的流水号

-* g)

位置信息汇报

$%W%)%%%消息体
根据对应得状态位判断控制成功与否

!),$,*,#,"摄像头图像上传

消息9Q&%W%3%%"

摄像头图像上传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摄像头图像上传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上传原因 M95"-8

.该命令如果是查询上传的后续#该字段填充 %'

.如果是立即拍摄命令的后续#则填充立即拍

摄命令的命令流水号

-* g) 图像 M95"+) . l%

-* g8 摄像头9Q M95"3 .在此默认为 %W%%

-* g4 位置图像数据大小 .M95"+)

-* g-- 起始地址 M95"+)

.本包数据在整个位置图像数据中的偏移量#

第一包数据为 %

-* g-& 位置图像数据包

.96M根据自身硬件性能确定数据包的大小'

.后台管理系统应能自适应#在网络条件不好

的情况下每个数据包不超过 &-)2IB<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如果接收应答超时#96M需重发该指令'96M收到中心通用应答后再发送下

一包数据#直至数据传输完成"

!),$,*,#*"摄像头立即拍摄命令

消息9Q&%W33%-"

摄像头立即拍摄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摄像头立即拍摄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摄像头9Q M95"3 . l%

-* g- 拍摄命令 M95"-8

.% 表示停止拍摄'%WYYYY表示录像'其他表示

拍照张数

-* g+ 拍照间隔#录像时间 M95"-8 .秒$=%#% 表示按最小间隔拍照或一直录像

-* g& 保存标志 M95"3 .-&保存'%&实时上传

-* g8 分辨率 M95"3

.%&+)% [)*%'-&8*% [*3%')&3%% [8%%'其他

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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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4 图像#视频质量 M95"3 .- -̂%#- 最好

-* g3 亮度 M95"3 .% )̂&&

-* g$ 对比度 M95"3 .% -̂)4

-* g-% 饱和度 M95"3 .% -̂)4

-* g-- 色度 M95"3 .% )̂&&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存储图像检索

消息9Q&%W33%)"

存储图像检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存储图像检索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摄像头9Q M95"3 % 表示检索所有摄像头

-* g- 拍照原因 M95"3

%&进入重车拍照

-&服务评价拍照

)&报警拍照

+&中心主动拍照

-* g) 起始时间 (0Q*8+ ddVVQQ__VV66

-* g3 结束时间 (0Q*8+ ddVVQQ__VV66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不按时间范围则将起始时间#结束时间都设为&%% \%% \%% \%% \%% \%%"

考虑到检索时间效率#96M收到该指令后先用通用应答命令回复中心#然后再检索存储的记录并在

检索完成后发送存储图像检索应答给中心"

!),$,*,#0"存储图像检索应答

消息9Q&%W%3%)"

存储图像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存储图像应答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应答流水号 M95"-8 .对应的车辆控制消息的流水号

-* g) 检索总项数据包大小 M95"+)

.满足检索条件的图像#视频总项包数据长度#

其值为总项数[*

-* g8

当前检索项在总项

数据中的偏移量
M95"+)

.本包数据在整个图像#视频总项中的偏移量#

第一包数据为 %

-* g-% 检索项 M95"+)*+

.96M根据自身硬件性能确定数据包的大小'

后台管理系统应能自适应#在网络条件不好的

情况下每个数据包不超过 &-)2IB<#数据格式见

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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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每收到一包数据需发送通用应答信息#96M收到该应答后再发送下一包数据"

图像检索项数据格式见表 *8"

表,-"图像检索项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照片9Q号 M95"+)*+ 符合条件的文件9Q列表

!),$,*,#1"存储图像#音视频上传命令

消息9Q&%W33%+"

存储图像#音视频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4"

表,0"存储图像'音视频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类型 M95"3 .%W%%&照片'%W%-&音频'%W%)&视频'其他&UYM

-* g- 文件9Q M95"+)

-* g& 起始位置 M95"+)

.本包数据在整个位置图像数据中的偏移量#

第一包数据为 %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订单任务下发

消息9Q&%W3(%%"

订单任务下发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3"

表,1"订单任务务下发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业务9Q M95"+)

-* g* 业务类型 M95"3 %&即时召车'-&预约召车')&车辆指派

-* g& 要车时间 (0Q*8+ ddVVQQ__VV66

-* g-- 业务描述 6"U95' 对乘客要车大概地点的描述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驾驶员抢答

消息9Q&%W%(%-"

驾驶员抢答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驾驶员抢答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业务9Q M95"+) 对应简明业务下发$%W3(%%%消息中的业务9Q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下发抢答结果信息

消息9Q&%W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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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抢答结果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驾驶员抢答结果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业务9Q M95"+) 根据消息体长度若无后面字段表示未中标

-* g* 业务类型 M95"3 %&即时召车'-&预约召车')&车辆指派

-* g& 用车时间 (0Q*8+ ddVVQQ__VV66#全零表示不启用

-* g-- 乘客位置经度 M95"+) %,%%%-j#填充为零表示不启用

-* g-& 乘客位置纬度 M95"+) %,%%%-j#填充为零表示不启用

-* g-$ 目的地位置经度 M95"+) %,%%%-j#填充为零表示不启用

-* g)+ 目的地位置纬度 M95"+) %,%%%-j#填充为零表示不启用

-* g)4 电召服务费 (0Q*)+ 格式为bbbDb#全 % 表示无服务费

-* g)$ 乘客电话号码 6"U95'

业务描述 6"U95' 对乘客要车详细地点的描述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驾驶员电召任务完成确认

消息9Q&%W%(%4"

驾驶员电召任务完成确认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表 &-"

表*!"驾驶员电召任务完成确认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业务9Q M95"+) 对应简明业务下发$%W3(%%%消息中的业务9Q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当驾驶员本次电召任务完成后#驾驶员通过按键触发96M发送该指令给中心通知订单完成"

!),$,*,$$"驾驶员取消订单

消息9Q&%W%(%3"

驾驶员操作96M请求对抢答成功的订单任务取消#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驾驶员操作.56请求对抢答成功的订单任务取消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业务9Q M95"+)

-* g* 取消原因 M95"3 %&事故'-&路堵')&其他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当驾驶员因某种原因不能去接送乘客时#驾驶员通过按键触发96M发送该指令通知中心"

!),$,*,$,"中心取消订单

消息9Q&%W3(%$"

中心取消订单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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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心取消订单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业务9Q M95"+)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

当因乘客原因或驾驶员请求取消订单时#中心发送该指令通知驾驶员订单被取消$或取消请求被

处理%" 96M语音提示驾驶员"

!),$,*,$*"上班签到信息上传

消息9Q&%W%(%+"

上班签到信息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上班签到信息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位置基本信息 详见 %W%)%% 交易

-* g)& 企业经营许可证号 (d"S*-8+ /6099字符#长度不足 -82IB<#右补 %W%%

-* g*-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d"S*-$+ /6099字符#长度不足 -$2IB<#右补 %W%%

-* g8% 车牌号 (d"S*8+ 车牌号#/6099字符#不包含汉字

-* g88 开机时间 (d"S*8+ ddddVVQQ__VV

-* g4) 扩展属性 (d"S*$+

.可根据实际管理需要进行扩展#当有扩展需

求时#则该项有内容#否则该项无内容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下班签退信息上传

消息9Q&%W%(%*"

下班签退信息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下班签退信息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位置基本信息 详见 %W%)%% 交易

-* g)& 企业经营许可证号 (d"S*-8+ /6099字符#长度不足 -82IB<#右补 %W%%

-* g*-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 (d"S*-$+ /6099字符#长度不足 -$2IB<#右补 %W%%

-* g8% 车牌号 (d"S*8+ 车牌号#/6099字符

-* g88 计价器f值 (0Q*)+ 格式为bbbb#最大 $$$$

-* g83 当班开机时间 (0Q*8+ ddddVVQQ__VV

-* g4* 当班关机时间 (0Q*8+ ddddVVQQ__VV

-* g3% 当班里程 (0Q*++ 格式为bbbbb,b#单位为千米$EC%

-* g3+ 当班营运里程 (0Q*++ 格式为bbbbb,b#单位为千米$EC%

-* g38 车次 (0Q*)+ 格式为bbbb#最大 $$$$

-* g33 计时时间 (0Q*++ 格式为__VV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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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总计金额 (0Q*++ 格式为bbbbb,b#单位为元

-* g$* 卡收金额 (0Q*++ 格式为bbbbb,b#单位为元

-* g$4 卡次 (0Q*)+ 格式为bbbb#最大 $$$$

-* g$$ 班间里程 (0Q*)+

.格式为bbb,b$上一班签退到本班签到的距

离%#单位为千米$EC%

-* g-%- 总计里程 (0Q**+

.格式为bbbbbbb,bEC$计价器安装后累积

的里程%#单位为千米$EC%

-* g-%& 总营运里程 (0Q**+

.格式为bbbbbbb,bEC$计价器安装后累积

的里程%#单位为千米$EC%

-* g-%$ 单价 (0Q*)+ .格式bb,bb#单位为元

-* g--- 总营运次数 M95"+)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 g--& 签退方式 (d"S .%W%%&正常签退'%W%-&强制签退

-* g--8 扩展属性 (d"S*$+

.可根据实际管理需要进行扩展#当有扩展需

求时#则该项有内容#否则该项无内容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0"运营数据上传

消息9Q&%W%(%&"

运营数据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8"

表*-"运营数据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空转重时车位置信息 .见 %W%)%% 消息体数据格式

-* g)& 重转空时位置基本信息 .见 %W%)%% 消息体数据格式

-* g&% 营运9Q M95"+)

.开始营运时的时间戳#按 -%,),) 营运 9Q

的生成规则生成

-* g&* 评价9Q M95"+)

.评价时的时间戳#按 -%,),) 营运 9Q的生

成规则生成" 若没有评价#则以 %W%% 填充

-* g&3 评价选项 M95"3

.%W%%&没有做出评价' %W%-&满意' %W%)&

一般'

.%W%+&不满意'%W%*&投诉

-* g&$ 评价选项扩展 M95"-8 .保留#默认 %W%%%%

-* g8- 电召订单9Q M95"+) .%&正常营运数据'非 % 标识电召营运数据

-* g8& 计价器营运数据

.内容严格按照(96M与计价器通信协议)单

次营运结束后营运数据发送指令#计价器发

往96M的数据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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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1"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

消息9Q&%W3(-%"

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4"

表*0"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I><9Q M95"3 .见表 &

-* g- Q1B1"I>< M95"-8 .见表 &3

-* g+ 数据包 M95"3*+

.采用加密模式时#不超过 +3*2IB<'采用非加

密模式时#不超过 &-)2IB<"

.数据内容为通信协议体$命令字 )2IB<g数据

区%的明文或密文#96M负责协议的组包

应答应由透传接收方进行应答"

Q1B1"I><属性定义见表 &3"

表*1"4787&9:;属性定义

位 状..态

% )̂ 压缩算法描述&%%%&数据无压缩'%%-&H̀压缩'其他&UYM

+ -&密文'%&明文

* -̂& 预留

!),$,*,$("外围设备指令上行透传

消息9Q&%W%(-%"

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

表*("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I><9Q M95"3 参见外围设备指令下行透传的消息体

-* g- 厂商标识 M95"3

-* g) 命令类型 M95"-8

-* g* 数据包 M95"3*+

应答应由透传接收方进行应答"

!),$,*,,)"音频检索

消息9Q&%W33%&"

音频检索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8%"

应答为96M通用应答#不按时间范围则将起始时间#结束时间都设为&%% \%% \%% \%% \%% \%%"

96M收到该指令后#先用通用应答命令回复中心#然后再检索存储的记录#并在检索完成后发送存储音

频检索应答给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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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音频检索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录音原因 M95"3 %&正常录音'-&乘客投诉')&报警录音

-* g- 起始时间 (0Q*8+ ddVVQQ__VV66

-* g4 结束时间 (0Q*8+ ddVVQQ__VV66

!),$,*,,!"存储音频检索应答

消息9Q&%W%3%&

存储音频检索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8-"

表-!"存储音频检索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应答流水号 M95"-8 .对应的车辆控制消息的流水号

-* g) 检索总项数据包大小 M95"+)

.满足检索条件的音频总项包数据长度其值为

总项数[*

-* g8

当前检索项在总项

数据中的偏移量
M95"+)

.本包数据在整个图像#视频总项中的偏移量#

第一包数据为 %

-* g-% 检索项 M95"+)*+

.96M根据自身硬件性能确定数据包的大小'

后台管理系统应能自适应#在网络条件不好的

情况下每个数据包不超过 &-)2IB<

中心每收到一包数据需发送通用应答信息#96M收到该应答后再发送下一包数据"

!),$,*,,#"音视频上传

消息9Q&%W%3%8"

音视频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见表 8)"

表-#"音视频上传命令消息体数据格式

起 始 字 节 字..段 数 据 类 型 说..明

-* g%

存储图像#音视频上

传命令流水号
M95"-8

-* g) 音视频9Q M95"+) . l%

-* g8 位置#音视频数据大小 M95"+)

-* g-% 起始地址 M95"+)

.本包数据在整个位置图像数据中的偏移量#

第一包数据为 %

-* g-*

位置#音视频

图像数据包

.96M根据自身硬件性能确定数据包的大小'

后台管理系统应能自适应#在网络条件不好的

情况下每个数据包不超过 &-)2IB<

应答为中心通用应答" 如果接收应答超时#96M需重发该指令'96M收到中心通用应答后再发送下

一包数据#直至数据传输完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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