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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

安全监管系统，包括：车载移动终端和后台应用

服务端；所述车载移动终端和后台应用服务端通

过无线通信方式通信；所述车载移动终端安装有

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所述后台应用服务端

安装有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行政许可模块、安

全监管与分析模块。本发明基于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的运营模式，实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合法

性核查、车辆运行势态与驾乘信息监控，能有效

地保障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公众出行安全；系统

采用模块化设计，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安全监

管部门、营运企业、驾驶员，根据角色需要选择其

中一个或多个模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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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安全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车载移动终端和后台

应用服务端；所述车载移动终端和后台应用服务端通过无线通信方式通信；所述车载移动

终端安装有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所述后台应用服务端安装有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

行政许可模块、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

所述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用于接收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的派单，并回复订单接

收信息；启动订单交易后，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实时上传车辆运行信息，包括经纬度、

速度信息至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

所述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用于对于营运车辆、营运驾驶员、营运企业进行登记，并递

交其行政许可申请至行政许可模块；分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数据、撮合网约订单供需

关系，分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订单给合适的车辆；上传车辆运行信息、驾乘人员信息、订单

信息至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请求安全评估与判定；发送安全预警信号至营运服务移动客

户端模块，车载移动终端显示并播报安全预警信息；

所述行政许可模块，用于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

资格证进行审查，执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并将审批结果下发营运服务

管理端模块；

所述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用于发送行政许可核查请求至行政许可模块，检查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合规性，行政许可模块回复营运许可核查结论；分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多个

运行安全因素，包括驾驶员是否长时间疲劳驾驶、车辆运行工况是否稳定、车辆行驶路线是

否合理，营运许可是否合规，将营运安全分析结论下发至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的营运安全监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如下：

步骤一：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对于营运车辆、营运驾驶员、营运企业进行登记，并递交

其行政许可申请至行政许可模块；

步骤二：行政许可模块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

格证进行审查，执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并将审批结果下发营运服务管

理端模块；

步骤三：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分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数据、撮合网约订单供需关

系，分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订单给合适的车辆；

步骤四：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接收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的派单，并回复订单接收

信息；启动订单交易后，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实时上传车辆运行信息，包括经纬度、速

度信息至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

步骤五：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上传车辆运行信息、驾乘人员信息、订单信息至安全监管

与分析模块，请求安全评估与判定；

步骤六：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发送行政许可核查请求至行政许可模块，检查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合规性，行政许可模块回复营运许可核查结论；

步骤七：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分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多个运行安全因素，包括驾驶

员是否长时间疲劳驾驶、车辆运行工况是否稳定、车辆行驶路线是否合理，营运许可是否合

规，将营运安全分析结论下发至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

步骤八：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发送安全预警信号至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车载移

动终端显示并播报安全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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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安全监管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安全监管系统及方法，属于智能交通领域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运输服

务。出租汽车分为传统巡游出租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其中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通过移动

互联网等技术实现远程召车、便捷支付，提供便捷舒适的乘坐环境，已成为出行者优选的一

种交通方式。

[0003] 由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数量庞大且营运活跃，需严格保证其营运安全性。一般

而言，出租汽车的营运安全监管有如下手段：一是通过核查出租汽车营运合法性，提高其营

运安全水平；二是通过监控车辆运行势态，对不安全的驾乘行为进行预警，保障车辆运营行

驶安全性。

[0004] 但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缺乏有效的营运安全监管，驾乘人员以及车辆存在较大的

安全隐患。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运作模式区别于一般的运营车辆，传统的出租汽车营运安

全监管方法并不适用。具体而言，它采用“乘客-租车平台-司机”的交易方式，部分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司机是由私家车司机注册而成，同时部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未装载车辆行驶监控

终端设备，因此车辆营运合法性、运行安全状况难以监管。

[0005] 综上所述，基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运营模式，实现其营运合法性核查、车辆运行

势态与驾乘信息监控，能有效地保障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公众出行安全。因此，本发明提供

一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安全监管方法及系统，并以此区别于已有的出租汽车营运安全

监管产品或方案。

发明内容

[0006] 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套能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驾驶人员、运营企业合法性进行管理、核查，同时又能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行为实时监

管的系统与方法，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安全合规准入、车辆运行安全监控两个方面保障其

营运安全性。

[0007] 本发明所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安全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车载移动终

端和后台应用服务端；所述车载移动终端和后台应用服务端通过无线通信方式通信。

[0008] 所述车载移动终端是放置在车上、随车移动的智能装置，并安装部署营运服务移

动客户端模块。

[0009] 所述智能装置是安装于车上的定制化智能终端，或者驾驶员随身携带的智能终端

中的一种。智能装置需具有语音功能、定位功能、界面显示功能、按键功能，提供软件部署安

装环境。优选地，移动手机或平板电脑作为智能装置使用。

[0010] 所述的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安装部署于智能装置中，提供与后台应用服务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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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联通功能，上传车辆运行信息至后台应用服务端，接收后台应用服务端的回复，并播

报安全预警信息。

[0011] 所述的后台应用服务端包括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行政许可模块、安全监管与分

析模块，以软件的形式部署于数据中心。

[0012] 所述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用于审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辆与驾驶员的注册信息、

撮合网约订单供需关系、分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数据、接受车载移动终端上传的所有

信息并给予应答；递交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辆与驾驶员的注册信息至行政许可模块，并接收

行政许可模块的应答信息；同步传输当前订单的驾乘人员信息、车辆运行信息、网约订单信

息至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并接收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的应答信息。

[0013] 所述行政许可模块，用于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企业、营运车辆、驾驶员进行行

政许可，核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接收营运服

务管理端模块、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的行政许可申请请求及核查请求，并予以应答。

[0014] 所述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用于对车辆运行安全性进行监控、营运许可安全核查，

挖掘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行的潜在不安全因素。负责接收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上传的数

据，并向其回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安全分析结论；向行政许可模块发送行政许可核查请

求，并接收其应答。

[0015] 针对所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安全监管系统的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工作步

骤如下：

[0016] 一、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对于营运车辆、营运驾驶员、营运企业进行登记，并递交

其行政许可申请至行政许可模块。

[0017] 二、行政许可模块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

格证进行审查，执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并将审批结果下发营运服务管

理端模块。

[0018] 三、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分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数据、撮合网约订单供需关

系，分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订单给合适的车辆。

[0019] 四、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接收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的派单，并回复订单接收

信息。启动订单交易后，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实时上传车辆运行信息，包括经纬度、速

度信息至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

[0020] 五、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上传车辆运行信息、驾乘人员信息、订单信息至安全监管

与分析模块，请求安全评估与判定。

[0021] 六、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发送行政许可核查请求至行政许可模块，检查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合规性，行政许可模块回复营运许可核查结论。

[0022] 七、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分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多个运行安全因素，包括驾驶

员是否长时间疲劳驾驶、车辆运行工况是否稳定、车辆行驶路线是否合理，营运许可是否合

规等，将营运安全分析结论下发至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

[0023] 八、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发送安全预警信号至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车载移

动终端显示并播报安全预警信息。

[0024]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安全监管系统及方法，基于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的运营模式，实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合法性核查、车辆运行势态与驾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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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监控，能有效地保障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公众出行安全。系统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思路，

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安全监管部门、营运企业、驾驶员，根据角色需要选择其中一个或多

个模块应用。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8] 实施例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安全监管系统

[0029] 如图1所示：包括车载移动终端和后台应用服务端；所述车载移动终端和后台应用

服务端通过无线通信方式通信。

[0030] 所述车载移动终端是放置在车上、随车移动的智能装置，并安装部署营运服务移

动客户端模块。

[0031] 所述智能装置是安装于车上的定制化智能终端，或者驾驶员随身携带的智能终端

中的一种。本实例选择移动手机或平板电脑作为智能装置使用。

[0032] 所述的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安装部署于智能装置中，提供与后台应用服务端

的数据联通功能，上传车辆运行信息至后台应用服务端，接收后台应用服务端的回复，并播

报安全预警信息。

[0033] 所述的后台应用服务端包括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行政许可模块、安全监管与分

析模块，以软件的形式部署于云数据中心。

[0034] 所述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用于审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辆与驾驶员的注册信息、

撮合网约订单供需关系、分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数据、接受车载移动终端上传的所有

信息并给予应答；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递交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辆与驾驶员的注册信息至行

政许可模块，并接收行政许可模块的应答信息；同步传输当前订单的驾乘人员信息、车辆运

行信息、网约订单信息至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并接收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的应答信息。

[0035] 所述行政许可模块，用于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企业、营运车辆、驾驶员进行行

政许可，核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接收营运服

务管理端模块、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的行政许可申请请求及核查请求，并予以应答。

[0036] 所述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用于对车辆运行安全性进行监控、营运许可安全核查，

挖掘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行的潜在不安全因素。负责接收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上传的数

据，并向其回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安全分析结论；向行政许可模块发送行政许可核查请

求，并接收其应答。

[0037] 实施例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安全监管方法，如图2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38] （一）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对于营运车辆、营运驾驶员、营运企业进行登记，并递交

其行政许可申请至行政许可模块。

[0039] （二）行政许可模块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

格证进行审查，执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并将审批结果下发营运服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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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端模块。

[0040] （三）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分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数据、撮合网约订单供需关

系，分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订单给合适的车辆。

[0041] （四）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接收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的派单，并回复订单接收

信息。启动订单交易后，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实时上传车辆运行信息，包括经纬度、速

度信息至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

[0042] （五）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上传车辆运行信息、驾乘人员信息、订单信息至安全监

管与分析模块，请求安全评估与判定。

[0043] （六）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发送行政许可核查请求至行政许可模块，检查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合规性，行政许可模块回复营运许可核查结论。

[0044] （七）安全监管与分析模块分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多个运行安全因素，包括驾驶

员是否长时间疲劳驾驶、车辆运行工况是否稳定、车辆行驶路线是否合理，营运许可是否合

规等，将营运安全分析结论下发至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

[0045] （八）营运服务管理端模块发送安全预警信号至营运服务移动客户端模块，车载移

动终端显示并播报安全预警信息。

[004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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