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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

计价实现方法，属于出租车管理和计价技术领

域。本发明中的触控机为合乘计价器的控制核

心，其触摸屏图形用户显示界面及功能均通过软

件编程实现，界面切换通过单击界面上的功能按

键进行，文本编辑框支持手写输入和拼音输入；

通过硬件配合软件编程实现根据所在城市计价

要求和出租车车型设置计价器参数，对从一到四

组乘客的单程，专车，合乘计费，显示、存储、打印

发票，密码保护、自动锁死、断电保护、无线数据

上报、非法车辆识别。本发明还具有无线数据上

报和非法车辆识别功能，有助于出租车管理和科

学运营，提高出租车的柔性载客能力和运载能

力，缓解城市打车困难的问题，使出租车司机和

乘客在合乘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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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

触控机（3）为合乘计价器（1）的控制核心，其触摸屏图形用户显示界面切换及对从一到

四组乘客的合乘计费，打印含本车管理信息的合乘发票，设置计价器基价参数，自动锁死、

非法车辆识别功能均通过对界面上的功能按键、文本编辑框的操作实现；

所述触控机（3）显示界面包括计价工作界面、参数设置界面和行车信息统计界面；

（a）触控机（3）启动后自动显示计价工作界面，对每组乘客都能单独操作，不同组乘客

用不同的颜色标识，以便在行李箱中用相应颜色的夹子区分不同组乘客的行李；

（b）管理部门通过参数设置界面的密码按键设置密码，以保护系统参数的安全性；通过

参数按键设置出租车信息、收费参数等信息，以适应于所在城市和车型；

（c）出租车司机和管理部门通过行车信息统计界面能补打一次发票；

所述触控机（3）通过软件编程实现对从一到四组乘客的计费的方法，即根据各组乘客

的上车时间自动切换白班/夜班的基价计算得到最终折后收费价；

所述触控机（3）通过软件编程实现系统锁死功能的方法，以防止司机过于追求拼车增

收而耽误车内乘客行程，系统锁死功能的实现方法是，当第一组乘客上车后在设定分钟数

内行驶路程少于设定米数，系统自动锁死，不再显示时间、里程、费用等；需要到管理部门解

锁后才能恢复原有功能；

信号处理模块（4）将来自里程脉冲传感器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得到与里程成正比例

关系的脉冲数送入单片机进行计数并转换成每秒脉冲数通过RS232接口发送给触控机（3），

同时检测打印机（6）内发票黑标位置信息，转换成高低电平状态通过RS232接口发送给触控

机（3）以便控制打印机（6）走纸到起始打印位置；

非法车辆识别功能的实现方法是，当管理部门的巡检车上的管理控制系统（2）中的电

脑（7）发出查询车牌号的无线巡检命令后，无线巡检模块Ⅱ（8）将此命令加密后通过无线信

号传输给合乘计价器（1）中的无线巡检模块Ⅰ（5），再通过信号处理模块（4）将此命令解码出

来，发送给触控机（3）进行查询，触控机（3）将本车车牌号通过RS232接口返回给信号处理模

块（4）加密，再通过无线巡检模块Ⅰ（5）发回给管理部门的巡检车，巡检车上管理控制系统

（2）中的无线巡检模块Ⅱ（8）将此车牌号解码出来，再通过USB接口传输到电脑（7），最终在

电脑（7）上显示出车牌号，巡检人员根据本车车牌号和接收到的车牌号信息进行比对，两者

一致即为授权车辆，不一致即为非法车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打

印发票包含本车管理信息、合乘里程和车费打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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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实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实现方法，属于出租车管理和计价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而打车的费用基本没有提高，打车出行的人越来越多，

城市道路资源越来越稀缺，出租车司机属于个体经营，利润太低就不愿出车，或者出现挑线

路、挑客、议价、拒载等不规范的经营行为，以至于在早晚高峰期，天气恶劣时，特殊地段人

们根本就打不到车，非法经营的黑车也随之出现。即使有车可乘，通常也是一客一车，出租

车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利用。

[0003] 我国目前仅在少数城市允许出租车合乘载客即俗称“拼车”，但必须在乘客允许的

情况下才能进行，需要司机协调乘客之间的沟通，事先谈好价钱，也无法为每个乘客打印发

票，计费不统一、不规范、不透明；少数城市已使用的出租车拼车计价器功能简单，不能很好

地规范出租车管理，没有车顶向前显示的LED显示屏，折扣计算过于简单，不能体现合乘越

多，乘客和司机实惠越多的原则。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出租车合乘科学运营的步伐。

[0004] 为解决以上问题，规范出租车运营管理，提高出租车司机服务积极性，提高出租车

使用效率，节约能源，有效缓解城市打车难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

合乘计价实现方法，为出租车管理和科学运营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实现方法，有助于出租车管理和

科学运营，提高出租车的柔性载客能力和运载能力，缓解城市打车困难的问题，使出租车司

机和乘客在合乘中受益。

[0006] 本发明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实现方法的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

系统包括合乘计价器1和管理控制系统2；合乘计价器1包括触控机3、信号处理模块4、无线

巡检模块Ⅰ5和打印机6；管理控制系统2包括电脑7、无线巡检模块Ⅱ8；

[0007] 所述触控机3分别与信号处理模块4、打印机6连接；

[0008] 所述信号处理模块4和无线巡检模块Ⅰ5相连；

[0009] 所述无线巡检模块Ⅱ8和电脑7相连。

[0010] 所述触控机3采用LJD-eWin6C触控机，信号处理模块4采用带有STC11L04E单片机

的信号处理模块，无线巡检模块Ⅰ5采用NRF24L01无线巡检模块，打印机6采用RD-T台式微型

打印机；

[0011] 所述触控机3的RS232接口COM1和信号处理模块4的RS232接口相连，触控机3的

RS232接口COM2和打印机6的RS232接口相连；

[0012] 所述信号处理模块4和无线巡检模块Ⅰ5通过SPI接口相连；

[0013] 所述无线巡检模块Ⅱ8通过USB接口和电脑7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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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触控机3具有FRAM铁电存储器和两个RS232接口。

[0015] 所述信号处理模块4含有低通滤波电路，单片机、TTL-232转换电路及RS232接口、

脉冲输入和打印机发票黑标检测电路接口、SPI接口。

[0016] 所述的无线巡检模块Ⅱ8含有单片机。

[0017] 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实现方法为：

[0018] 所述触控机3为合乘计价器1的控制核心，其触摸屏图形用户显示界面及功能均通

过软件编程实现，界面切换通过单击界面上的功能按键进行，文本编辑框支持手写输入和

拼音输入；通过硬件配合软件编程实现根据所在城市计价要求和出租车车型设置计价器参

数，对从一到四组乘客的单程，专车，合乘计费，显示、存储、打印发票，密码保护、自动锁死、

断电保护、无线数据上报、非法车辆识别。

[0019] 所述触控机3显示界面包括计价工作界面、参数设置界面和行车信息统计界面；

[0020] (a)触控机3启动后自动显示计价工作界面，包括计程、计时、折前金额和折后金额

的四组乘客的乘车信息和功能按键；对每组乘客都能执行单程、运营、待客、打印、暂停和专

车操作，不同组乘客用不同的颜色标识，以便在行李箱中用相应颜色的夹子区分不同组乘

客的行李；

[0021] (b)管理部门通过参数设置界面的密码按键设置密码，以保护系统参数的安全性；

通过参数按键设置出租车信息、收费参数等信息，以适应于所在城市和车型；

[0022] (c)出租车司机和管理部门通过行车信息统计界面查看乘客的详细乘车信息和总

行车信息，且只能补打一次发票；

[0023] (d)显示界面信息存储在触控机3的FRAM铁电存储器中，且只能通过本系统读取，

断电关机数据不丢失，用于保证数据存储的安全性。

[0024] 所述触控机3通过软件编程实现对从一到四组乘客的计费的方法，即根据各组乘

客的上车时间自动切换白班/夜班的基价，根据单程/往返设置每千米里程计费系数，根据

里程脉冲和时间自动计算每组乘客的每一段合乘行驶里程和等待时间，计算出每组乘客的

常规计费，再根据设置参数计算每组乘客的基价、等待时间、行驶里程的折扣价，从而得到

最终折后收费价；用于体现合乘越多，乘客折扣越多，司机总收费越多的原则；没有合乘时

计价收费与常规出租车计价器相同。

[0025] 所述触控机3通过软件编程将出租车计价运行数据写入FRAM铁电存储器，实现断

电保护功能，即在系统正常运行过程中如果突然断电，则系统重启后会把存储在FRAM铁电

存储器的出租车计价运行数据读出，接着断电前的状态继续工作。

[0026] 所述触控机3通过软件编程实现系统锁死功能的方法，以防止司机过于追求拼车

增收而耽误车内乘客行程，系统锁死功能的实现方法是，当第一组乘客上车后在设定分钟

数内行驶路程少于设定米数，系统自动锁死，不再显示时间、里程、费用等；需要到管理部门

解锁后才能恢复原有功能。

[0027] 所述信号处理模块4将来自里程脉冲传感器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得到与里程成

正比例关系的脉冲数送入单片机进行计数并转换成每秒脉冲数通过RS232接口发送给触控

机3，同时检测打印机6内发票黑标位置信息，转换成高低电平状态通过RS232接口发送给触

控机3以便控制打印机6走纸到起始打印位置。

[0028] 所述的非法车辆识别功能的实现方法是，当管理部门的巡检车上的管理控制系统

说　明　书 2/7 页

4

CN 105608749 B

4



2中的电脑7发出查询车牌号的无线巡检命令后，无线巡检模块Ⅱ8将此命令加密后通过无

线信号传输给合乘计价器1中的无线巡检模块Ⅰ5，再通过信号处理模块4将此命令解码出

来，发送给触控机3进行查询，触控机3将本车车牌号通过RS232接口返回给信号处理模块4

加密，再通过无线巡检模块Ⅰ5发回给管理部门的巡检车，巡检车上管理控制系统2中的无线

巡检模块Ⅱ8将此车牌号解码出来，再通过USB接口传输到电脑7，最终在电脑7上显示出车

牌号，巡检人员根据本车车牌号和接收到的车牌号信息进行比对，两者一致即为授权车辆，

不一致即为非法车辆；与此同理，当本车接收到车辆管理部门发出查询行车信息的巡检命

令后，将行车信息以无线方式发送至车辆管理部门上位机进行存储，实现无线数据上报。

[0029] 所述触控机3在乘客下车时如果需要发票则点击打印按键，通过RS232接口向打印

机6发送打印命令，打印包含本车管理信息、乘客乘车日期时间、合乘里程、计费信息和车费

打折信息的发票。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1] 本发明具有无线数据上报和非法车辆识别功能，有助于出租车管理和科学运营，

提高出租车的柔性载客能力和运载能力，使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在合乘中受益；

[0032] 本发明能规范出租车运营管理，提高出租车司机服务积极性，给打车出行的人以

方便和实惠，提高出租车使用效率，节约能源，有效缓解城市打车难的问题，同时有效识别

非法经营的黑车。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框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信号处理模块电气原理图；

[0035] 图3为本发明的计价工作界面；

[0036] 图4为本发明的行车信息统计界面；

[0037] 图5为本发明的参数设置界面；

[0038] 图1中各部分装置及模块的编号为：(1)合乘计价器、(2)管理控制系统、(3)触控

机、(4)信号处理模块、(5)无线巡检模块Ⅰ、(6)打印机、(7)电脑、(8)无线巡检模块Ⅱ。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实施例1：如图1-5所示，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实现方法中的智能型

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系统包括合乘计价器1和管理控制系统2；合乘计价器1包括触控机

3、信号处理模块4、无线巡检模块Ⅰ5和打印机6；管理控制系统2包括电脑7、无线巡检模块Ⅱ

8；

[0040] 所述触控机3分别与信号处理模块4、打印机6连接；

[0041] 所述信号处理模块4和无线巡检模块Ⅰ5相连；

[0042] 所述无线巡检模块Ⅱ8和电脑7相连。

[0043] 所述触控机3采用LJD-eWin6C触控机，信号处理模块4采用带有STC11L04E单片机

的信号处理模块，无线巡检模块Ⅰ5采用NRF24L01无线巡检模块，打印机6采用RD-T台式微型

打印机；

[0044] 所述触控机3的RS232接口COM1和信号处理模块4的RS232接口相连，触控机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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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接口COM2和打印机6的RS232接口相连；

[0045] 所述信号处理模块4和无线巡检模块Ⅰ5通过SPI接口相连；

[0046] 所述无线巡检模块Ⅱ8通过USB接口和电脑7相连。

[0047] 所述触控机3具有FRAM铁电存储器和两个RS232接口。

[0048] 所述信号处理模块4含有低通滤波电路，单片机、TTL-232转换电路及RS232接口、

脉冲输入和打印机发票黑标检测电路接口、SPI接口。

[0049] 所述的无线巡检模块Ⅱ8含有单片机。

[0050] 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实现方法为：

[0051] 所述触控机3为合乘计价器1的控制核心，其触摸屏图形用户显示界面及功能均通

过软件编程实现，界面切换通过单击界面上的功能按键进行，文本编辑框支持手写输入和

拼音输入；通过硬件配合软件编程实现根据所在城市计价要求和出租车车型设置计价器参

数，对从一到四组乘客的单程，专车，合乘计费，显示、存储、打印发票，密码保护、自动锁死、

断电保护、无线数据上报、非法车辆识别。

[0052] 所述触控机3显示界面包括计价工作界面、参数设置界面和行车信息统计界面；

[0053] (a)触控机3启动后自动显示计价工作界面，包括计程、计时、折前金额和折后金额

的四组乘客的乘车信息和功能按键；对每组乘客都能执行单程、运营、待客、打印、暂停和专

车操作，不同组乘客用不同的颜色标识，以便在行李箱中用相应颜色的夹子区分不同组乘

客的行李；

[0054] (b)管理部门通过参数设置界面的密码按键设置密码，以保护系统参数的安全性；

通过参数按键设置出租车信息、收费参数等信息，以适应于所在城市和车型；

[0055] (c)出租车司机和管理部门通过行车信息统计界面查看乘客的详细乘车信息和总

行车信息，且只能补打一次发票；

[0056] (d)显示界面信息存储在触控机3的FRAM铁电存储器中，且只能通过本系统读取，

断电关机数据不丢失，用于保证数据存储的安全性。

[0057] 所述触控机3通过软件编程实现对从一到四组乘客的计费的方法，即根据各组乘

客的上车时间自动切换白班/夜班的基价，根据单程/往返设置每千米里程计费系数，根据

里程脉冲和时间自动计算每组乘客的每一段合乘行驶里程和等待时间，计算出每组乘客的

常规计费，再根据设置参数计算每组乘客的基价、等待时间、行驶里程的折扣价，从而得到

最终折后收费价；用于体现合乘越多，乘客折扣越多，司机总收费越多的原则；没有合乘时

计价收费与常规出租车计价器相同。

[0058] 所述触控机3通过软件编程将出租车计价运行数据写入FRAM铁电存储器，实现断

电保护功能，即在系统正常运行过程中如果突然断电，则系统重启后会把存储在FRAM铁电

存储器的出租车计价运行数据读出，接着断电前的状态继续工作。

[0059] 所述触控机3通过软件编程实现系统锁死功能的方法，以防止司机过于追求拼车

增收而耽误车内乘客行程，系统锁死功能的实现方法是，当第一组乘客上车后在设定分钟

数内行驶路程少于设定米数，系统自动锁死，不再显示时间、里程、费用等；需要到管理部门

解锁后才能恢复原有功能。

[0060] 所述信号处理模块4将来自里程脉冲传感器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得到与里程成

正比例关系的脉冲数送入单片机进行计数并转换成每秒脉冲数通过RS232接口发送给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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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3，同时检测打印机6内发票黑标位置信息，转换成高低电平状态通过RS232接口发送给触

控机3以便控制打印机6走纸到起始打印位置。

[0061] 所述的非法车辆识别功能的实现方法是，当管理部门的巡检车上的管理控制系统

2中的电脑7发出查询车牌号的无线巡检命令后，无线巡检模块Ⅱ8将此命令加密后通过无

线信号传输给合乘计价器1中的无线巡检模块Ⅰ5，再通过信号处理模块4将此命令解码出

来，发送给触控机3进行查询，触控机3将本车车牌号通过RS232接口返回给信号处理模块4

加密，再通过无线巡检模块Ⅰ5发回给管理部门的巡检车，巡检车上管理控制系统2中的无线

巡检模块Ⅱ8将此车牌号解码出来，再通过USB接口传输到电脑7，最终在电脑7上显示出车

牌号，巡检人员根据本车车牌号和接收到的车牌号信息进行比对，两者一致即为授权车辆，

不一致即为非法车辆；与此同理，当本车接收到车辆管理部门发出查询行车信息的巡检命

令后，将行车信息以无线方式发送至车辆管理部门上位机进行存储，实现无线数据上报。

[0062] 所述触控机3在乘客下车时如果需要发票则点击打印按键，通过RS232接口向打印

机6发送打印命令，打印包含本车管理信息、乘客乘车日期时间、合乘里程、计费信息和车费

打折信息的发票。

[0063] 实施例2：如图1、2所示，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实现方法中的智能型

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系统由合乘计价器1和管理控制系统2共同组成；其中合乘计价器1

由LJD-eWin6C触控机3、带有STC11L04E单片机的信号处理模块4、NRF24L01无线巡检模块Ⅰ5

和RD-T台式微型打印机6共同组成；管理控制系统2由电脑7、无线巡检模块Ⅱ8共同组成；

[0064] (a)触控机3的RS232接口COM1和信号处理模块4的RS232接口P4相连，RS232接口

COM2和打印机6的RS232接口相连；

[0065] (b)信号处理模块4和无线巡检模块Ⅰ5通过SPI接口P3相连；

[0066] (c)无线巡检模块Ⅱ8通过USB接口和电脑7相连。

[0067] 所述的LJD-eWin6C触控机3具有8kB的FRAM铁电存储器和两个RS232接口。

[0068] 如图2所示，所述的信号处理模块4含有电阻R1、电容C11、C12、电阻R3构成的低通

滤波电路，STC11L04E单片机、TTL-232转换电路MAX232及RS232接口P4、脉冲输入和打印机

发票黑标检测电路接口P1、SPI接口P3。

[0069] 所述的无线巡检模块Ⅱ8含有STC11L04E单片机。

[0070] 一种智能型多功能出租车合乘计价实现方法为：

[0071] 所述LJD-eWin6C触控机3作为合乘计价器1的控制核心，其触摸屏WinCE图形用户

显示界面及功能均通过软件编程实现，界面切换通过单击界面上的功能按键进行，文本编

辑框支持手写输入和拼音输入；通过硬件配合软件编程实现根据所在城市计价要求和出租

车车型设置计价器参数，对从一到四组乘客的单程，专车，合乘计费，显示、存储、打印发票，

密码保护、自动锁死、断电保护、无线数据上报、非法车辆识别。

[0072] LJD-eWin6C触控机3显示界面包括如图3、4、5所示的计价工作界面、行车信息统计

界面和参数设置界面；

[0073] (a)LJD-eWin6C触控机3启动后自动显示计价工作界面，如图3所示，包括计程、计

时、折前金额和折后金额的四组乘客的乘车信息和功能按键；对每组乘客都可以执行单程、

运营、待客、打印、暂停和专车操作，不同组乘客用不同的颜色标识，以便在行李箱中用相应

颜色的夹子区分不同组乘客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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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b)管理部门通过如图5所示的参数设置界面的密码按键设置密码，以保护系统参

数的安全性；通过参数按键设置出租车信息、收费参数等信息，以适应于所在城市和车型；

[0075] (c)出租车司机和管理部门通过如图4所示的行车信息统计界面查看乘客的详细

乘车信息和总行车信息，可以且只能补打一次发票；

[0076] (d)显示界面信息存储在FRAM铁电存储器中，只能通过本系统读取，断电关机数据

不丢失，保证数据存储的安全性。

[0077] LJD-eWin6C触控机3通过软件编程实现对从一到四组乘客的计费的方法，即根据

各组乘客的上车时间自动切换白班/夜班的基价，根据单程/往返设置每千米里程计费系

数，根据里程脉冲和时间自动计算每组乘客的每一段合乘行驶里程和等待时间，计算出每

组乘客的常规计费，再根据设置参数计算每组乘客的基价、等待时间、行驶里程的折扣价，

从而得到最终折后收费价，如图3所示，第一个乘客上车后，基价、起步价、行驶里程和等待

时间计费与常规相同，第二个乘客上车后对第一个乘客的基价减去1元，第二个乘客基价、

起步价不变，之后的行驶里程和等待时间为二人共有，此部分计费两人合乘打8.0折，第三

个乘客上车后对第一个乘客的基价再减去1元，对第二个乘客的基价减去1元，第三个乘客

基价、起步价不变，之后的行驶里程和等待时间为三人共有，此部分计费三人合乘打6.0折，

第四个乘客上车后对第一个乘客的基价再减去1元，对第二个乘客的基价再减去1元，对第

三个乘客的基价减去1元，第四个乘客基价、起步价不变，之后的行驶里程和等待时间为四

人共有，此部分计费四人合乘打5.0折；这样体现合乘越多，乘客折扣越多，司机总收费越多

的原则；没有合乘时计价收费与常规出租车计价器相同。

[0078] LJD-eWin6C触控机3通过软件编程将出租车计价运行数据写入FRAM铁电存储器，

实现断电保护功能，即在系统正常运行过程中如果突然断电，则系统重启后会把存储在

FRAM铁电存储器的出租车计价运行数据读出，接着断电前的状态继续工作。

[0079] LJD-eWin6C触控机3通过软件编程实现系统锁死功能的方法，以防止司机过于追

求拼车增收而耽误车内乘客行程，系统锁死功能的实现方法是，当第一组乘客上车后在设

定分钟数内行驶路程少于设定米数，如图5所示，系统自动锁死，不再显示时间、里程、费用

等；需要到管理部门解锁后才能恢复原有功能。

[0080] 如图2所示，来自里程脉冲传感器的信号Pulse通过电阻R4接到三极管Q2的基极，

进行12V到3.3V的电平反相变换，再通过电阻R1、电容C11、C12、电阻R3低通滤波处理，三极

管Q1反相，得到与里程成正比例关系的3.3V脉冲数，送入STC11L04E单片机进行计数并转换

成每秒脉冲数通过TXD送到MAX232芯片进行TTL-232转换，通过RS232接口P4发送给LJD-

eWin6C触控机3，同时在打印机6走纸时检测发票黑标位置信息，转换成高低电平状态通过

RS232接口P4发送给触控机3以便控制打印机6走纸到起始打印位置；

[0081] 非法车辆识别功能的实现方法是，当管理部门的巡检车上管理控制系统2中的电

脑7发出查询车牌号的无线巡检命令后，NRF24L01无线巡检模块Ⅱ8将此命令加密后通过无

线信号传输给合乘计价器1中的NRF24L01无线巡检模块Ⅰ5，NRF24L01无线巡检模块Ⅰ5接收

到并通过SPI接口P3转发至信号处理模块4，信号处理模块4的STC11L04E单片机将接收到的

命令解码出来，通过RS232接口P4发送给LJD-eWin6C触控机3进行查询，LJD-eWin6C触控机3

收到信息后读取存储在FRAM中的本车车牌号，并将车牌号通过RS232接口COM1返回给信号

处理模块4P4加密，再通过SPI接口P3将车牌信息发送至NRF24L01无线巡检模块Ⅰ5，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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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F24L01无线巡检模块Ⅰ5发送给管理部门的巡检车，巡检车上管理控制系统2中的无线巡

检模块Ⅱ8将此车牌号解码出来，再通过USB接口传输到电脑7，最终在电脑7上显示出车牌

号，巡检人员根据本车车牌号和接收到的车牌号信息进行比对，两者一致即为授权车辆，不

一致即为非法车辆；与此同理，当本车接收到车辆管理部门发出查询行车信息的无线巡检

命令后，通过LJD-eWin6C触控机3读取存储在FRAM中的行车信息后由NRF24L01无线巡检模

块Ⅰ5将行车信息以无线加密方式发送至车辆管理部门上位机进行存储，实现无线数据上

报。

[0082] LJD-eWin6C触控机3在乘客下车时如果需要发票则点击打印按键，则通过RS232接

口COM2向打印机6发送打印命令，打印包含本车管理信息、乘客乘车日期时间、合乘里程、计

费信息和车费打折信息的发票。

[0083]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

实施方式，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

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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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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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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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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