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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一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本发 明揭示 了一种 区域车辆信息显示方法 、监控装置和车辆管理服务系统 ，上述包括步骤 ：获取用户指定 区
域 内的巳注册车辆序列号；根据序列号 ，获取相应 的车辆信 息；显示所述车辆信 息 。所述获取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巳注册车辆 的序列号具体为 ：采集用户指定区域 的边界点经纬度 ；采集 己注册车辆 的经纬度 ；对 比用户
指定区域 的边界 点经纬度和 巳注册车辆 的经纬度 ，提取在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己注册车辆序列号 。本发 明提 出
的区域车辆信息显示方法 、监控装置和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 ，通过对 比指定 区域 的边界经纬度和 巳注册车辆 的
经纬度 ，收集到该指定区域 内己注册车辆 的车辆序列号 ，使客户获取指定区域 内的车辆信 息。



区域车辆信息显示的方法、监控装置和车辆管理服务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到车辆管理技术，特别涉及到一种区域车辆信息显示的方法、

监控装置和车辆管理服务系统。

背景技术

车辆管理服务系统 目前广泛应用于私家车、运营公司、车辆生产厂家，

用于对所属车辆进行管理和服务，参照图1, 现有车辆管理服务系统通常包括

车辆移动终端2、监控中心 100和客户终端5 , 监控中心 100包括服务器3和数据

库4 , 客户所有的车辆信息数据存放在数据库4 , 客户终端5通过登录服务器3 ,

根据 自己的权限监控管理所属的所有车辆。车辆移动终端2和监控 中心 100通

过无线网络进行数据交换。

目前车辆 管理服 务 系统 广泛使 用全球 定位 系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 定位技术实现定位、监控及导航 ，即在监控 中心的电子地图上

可 以显示各个车辆的所在地及运行轨迹，但是 目前的车辆管理服务系统有一

个缺陷，无法对指定区域 内的车辆进行观察，即有时客户终端需要在电子地

图上随意指定一任意形状的区域，查看此区域 内的车辆情况并进行管理监控，

而目前的车辆管理服务系统无法做到这点。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为提供一种 区域车辆信息显示方法、监控装置和车辆

管理服务系统，可以使客户获取指定区域内的车辆信息。

本发明提 出一种 区域车辆信息显示方法，用于车辆管理服务系统，包括

步骤：

获取用户指定区域内的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根据序列号，获取相应的车辆信息；

显示所述车辆信息。

优待地，所述获取用户指定区域内的已注册车辆的序列号具体为：

采集用户指定区域的边界点经纬度；



采集 已注册车辆的经纬度 ；

对 比用户指定 区域 的边界点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辆 的经纬度 ，提取在用户

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优待地 ，所述 已注册车辆 的经纬度是通过卫星定位 系统测定

优待地 ，所述车辆信 息 包括车辆静 态信 息和车辆动态信 息，所述车辆静

态信 息包括车牌号码 ，所述车辆动态信 息包括车辆行使速度 、车辆行驶轨迹 、

车辆行驶里程数和车辆数量。

本发 明还提 出一种监控装置，用于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 ，包括：

获取车辆模块 ，用于获取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获取信 息模块 ，用于根据序列号，获取相应 的车辆信 息；

显示模块 ，用于显示所述车辆信 息。

优待地 ，所述获取车辆模块 包括 ：

区域经纬度单元 ，用于采集用户指定 区域的边界点经纬度 ；

注册车辆经纬度单元 ，用于采集 已注册车辆的经纬度 ；

对 比单元 ，用于对 比用户指定 区域 的边界点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辆 的经纬

度 ，提取在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 车辆序 列号。

本发 明还提 出一种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 ，包括车辆移动终端以及和所述车

辆移动终端进行数据 交互的监控装置 ，所述监控装置 包括：

获取车辆模块 ，用于获取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获取信 息模块 ，用于根据序列号，获取相应 的车辆信 息；

显示模块 ，用于显示所述车辆信 息。

优待地 ，所述获取车辆模块 包括 ：

区域经纬度单元 ，用于采集用户指定 区域的边界点经纬度 ；

注册车辆经纬度单元 ，用于采集 已注册车辆的经纬度 ；

对 比单元 ，用于对 比用户指定 区域 的边界点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辆 的经纬

度 ，提取在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 车辆序 列号。

优选地 ，所述 已注册车辆 的经纬度是通过卫星定位 系统测定。

优选地 ，所述车辆信 息 包括车辆静 态信 息和车辆动态信 息，所述车辆静



态信 息包括车牌号码 ，所述车辆动态信 息包括车辆行使速度 、车辆行驶轨迹 、

车辆行驶里程数和车辆数量。

本发 明提 出的区域车辆信 息显示方法、监控装置和车辆管理服 务 系统 ，

通过对 比指定 区域 的边界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辆 的经纬度 ，收集到该指定 区域

内已注册车辆的车辆数量和车辆序列号，使客户获取指定 区域 内的车辆信 息。

附图说 明

图 1为现有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的结构 图；

图2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区域车辆信 息显示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3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监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监控装置的获取车辆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本发 明 目的的实现 、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 实施例 ，参照附图做进一步

说 明。

具体 实施方式

本发 明提 出的区域车辆信 息显示方法、监控装置和车辆管理服 务 系统 ，

通过对 比指定 区域 的边界点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辆 的经纬度 ，获取在该指定 区

域 内已注册车辆 的序 列号 ，并根据上述车辆序 列号 ，搜 索监控 中心数据库数

据 ，以列表形式显示车辆的相 关信 息。

参照图 2 , 提 出本发 明实施例的区域车辆信 息显示方法，用于车辆管理

服务 系统 ，包括 ：

步骤 101 , 获取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车辆 管理服 务 系统 为车辆生产厂 商以及 购 买服 务 的其 它客 户如公 交公

司、出租车公 司、政府机构等提供车辆管理服务 ，并且根据客户购买服务的

不 同提供 不 同权 限，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 包括监控 中心和车辆移动终端 ，车辆

移动终端为类似 GPS 导航仪 的设备 ，通过 GPS 定位技术获取车辆所在地的经

纬度 ，并返 回给监控 中心，客户将所属所有车辆 的资料存放在数据库 ，通过



访 问监控 中心对所属所有车辆进行监控管理。

步骤 101 具体为：

A 、采集用户指定区域的边界点经纬度；

客户终端在登录监控 中心后 ，如欲对某区域的所属 已注册车辆进行监控 ，

则在监控 中心的电子地 图上划定一个任意形状的区域 ，监控 中心接收该 区域

信息。

监控 中心接收客户指定的区域后 ，对该 区域的边界点进行测算，采集边

界上所有点的经纬度 。

B 、采集已注册车辆的经纬度；

车辆移动终端装载在车辆管理服务系统所有 已注册的车辆上，通过 GPS

定位技术获取车辆所在地的经纬度 ，对于在车辆管理 系统 中已注册的所有车

辆，会每 隔 5 秒返回所在地的经纬度 ，监控 中心采集已注册所有车辆的经纬

度后存放于数据库 中。

C、对比用户指定区域的边界点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辆的经纬度 ，提取在用

户指定区域 内的已注册车辆的序列号。

将上述指定区域 内的边界点经纬度和车辆移动终端返回的车辆所在地的

经纬度进行对比，可获取该区域 内的所有车辆的序列号。

步骤 102, 根据序列号，获取相应的车辆信息；

根据该区域 内车辆的车辆序列号，在数据库 中获取车辆相关信息。

步骤 103 , 显示车辆信息。

可 以 以 列表形式或特定的其它形式显示指定 区域的车辆信息，上述车辆

信息包括车辆静态信息和车辆动态信息，车辆静态信息包括车牌号码 ，车辆

动态信息包括车辆行使速度 、车辆行驶轨迹 、车辆行驶里程数和车辆数量。

本发 明提 出的方法，通过对比指定区域的边界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辆的经

纬度 ，收集到该指定区域 内已注册车辆的数量和车辆序列号，使客户获取指

定区域 内的车辆信息。

参照图 3、图 4 , 提 出本发明实施例的监控装置 200, 用于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包括：

获取车辆模块 10, 用于获取用户指定区域 内的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获取信息模块 20, 用于根据序列号，获取相应的车辆信息；

显示模块 30, 用于显示所述车辆信息。

上述车辆信息包括包括车辆静态信息和车辆动态信息，车辆静态信息包

括车牌号码，车辆动态信息包括车辆行使速度、车辆行驶轨迹、车辆行驶里

程数和车辆数量。

获取车辆模块 10 包括：

区域经纬度单元 21 , 用于采集用户指定区域的边界点经纬度；

注册车辆经纬度单元 22, 用于采集已注册车辆的经纬度；

对比单元 23 , 用于对比用户指定区域的边界点经纬度和已注册车辆的经

纬度，提取在用户指定区域内的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本发明的监控装置。

车辆管理服务系统为车辆生产厂商以及购买服务的其它客户如公交公

司、出租车公司等提供车辆管理服务，并且根据客户购买服务的不同提供不

同权限，车辆管理服务系统包括监控装置 200 和车辆移动终端，车辆移动终

端为具备 GPS 导航功能的设备 ，通过 GPS 定位技术获取车辆所在地的经纬度，

并返回给监控装置 200, 客户将所有 已注册车辆的资料存放在数据库，通过访

问监控中心 200 对所属所有车辆进行监控管理。

客户终端在登录服务器后，如欲对某区域的已注册车辆进行监控，则在

监控装置 200 的电子地图上划定一个任意形状的区域。

接收客户指定的区域后，获取车辆模块 10 中的区域经纬度单元 21 对车

辆管理区域的边界点进行测算，采集边界上所有点的经纬度。车辆移动终端

装载在车辆管理服务系统所有 已注册的车辆上，通过 GPS 定位技术测定车辆

所在地的经纬度，对于在车辆管理系统中已注册的所有车辆，会每隔 5 秒返

回所在地的经纬度，注册车辆经纬度单元 22 采集已注册所有车辆的经纬度后

存放于数据库中。对比单元 23 对上述指定区域内的边界点经纬度和车辆移动

终端返回的车辆所在地的经纬度进行对比，可获取客户在在该区域 内的所有

车辆的序列号。

获取信息模块 20 根据车辆序列号，在数据库中获取车辆相关信息。显示

模块 30 以列表形式或特定的其它形式显示指定区域的车辆信息。

本发明提 出的监控装置 200, 通过对比指定区域的边界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



辆的经纬度，收集到该指定区域 内已注册车辆的数量和车辆序列号，使客户

获取指定区域内的车辆信息。

参照图 5 , 提 出本发明实施例的车辆管理服务系统，包括车辆移动终端

40 以及和车辆移动终端 40 进行数据交互的监控装置 200, 其特征在于，监控

装置 200 还包括：

获取车辆模块 10, 用于获取用户指定区域 内的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获取信息模块 20, 用于根据序列号，获取相应的车辆信息；

显示模块 30, 用于显示车辆信息。

上述车辆信息包括车辆静态信息和车辆动态信息，车辆静态信息包括车

牌号码，车辆动态信息包括车辆行使速度、车辆行驶轨迹、车辆行驶里程数

和车辆数量。

获取车辆模块 10 包括：

区域经纬度单元 21 , 用于采集区域的边界点经纬度；

注册车辆经纬度单元 22, 用于采集已注册车辆的经纬度；

对比单元 23 , 用于对比区域的边界点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辆的经纬度，提

取在用户指定区域内的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获取车辆模块 10 的结构同图 4 所示的获取车辆模块 10。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本发明的车辆管理服务系统。

车辆管理服务系统为车辆生产厂商以及购买服务的其它客户如公交公

司、出租车公司等提供车辆管理服务，并且根据客户购买服务的不同提供不

同权限，车辆管理服务系统包括监控装置 200 和车辆移动终端 40, 车辆移动

终端 40 为具备 GPS 导航功能的设备，通过 GPS 定位技术获取车辆所在地的

经纬度，并返回给监控装置 200, 客户将所属所有车辆的资料存放在数据库，

通过访问监控装置 200 对所属所有车辆进行监控管理。

客户终端在登录监控装置 200 后，如欲对某区域的已注册车辆进行监控，

则在服务器的电子地图上划定一个任意形状的区域。

接收客户指定的区域后，获取车辆模块 10 中的区域经纬度单元 21 对车

辆管理区域的边界点进行测算，采集边界上所有点的经纬度。车辆移动终端

40 装载在车辆管理服务系统内客户已注册的车辆上，通过 GPS 定位技术测定



车辆所在地 的经纬度 ，对于在车辆管理 系统 中已注册的所有车辆 ，会每 隔 5

秒返 回所在地的经纬度 ，注册车辆经纬度单元 22 采集 已注册所有车辆的经纬

度后存放 于数据库 中。对 比单元 23 对上述指定 区域 内的边界点经纬度和车辆

移动终端返 回的车辆所在地 的经纬度进行对 比，可获取客户在在该 区域 内的
所有车辆 的序列号。

获取信 息模块 20 根据车辆序列号，在数据库 中获取车辆相 关信 息。显示

模块 30 以列表形式或特定的其它形式显示指定 区域的车辆信 息。

本发 明提 出的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 ，通过对 比指定 区域 的边界经纬度和 已

注册车辆 的经纬度 ，收集到该指定 区域 内已注册车辆 的数量和车辆序 列号 ，

使客户获取指定 区域 内的车辆信 息。

以上所述仅 为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例 ，并非 因此限制本发 明的专利范围，

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 明书及 附图内容所作 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 变换 ，或直接

或 间接运用在其他相 关的技术领域 ，均 同理 包括在本发 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 区域车辆信 息显示方法，用于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步骤 ：

获取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根据序列号 ，获取相应 的车辆信 息；

显示所述车辆信 息。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区域车辆信 息显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

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车辆 的序列号具体 为：

采集用户指定 区域 的边界点经纬度 ；

采集 已注册车辆的经纬度 ；

对 比用户指定 区域 的边界点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辆 的经纬度 ，提取在用户

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区域车辆信 息显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已注

册车辆的经纬度是通过卫星定位 系统测定。

4、如权利要求 1 至 3 任一项所述的区域车辆信 息显示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辆信 息包括车辆静 态信 息和车辆动态信 息，所述车辆静 态信 息 包括车

牌号码 ，所述车辆动态信 息包括车辆行使速度 、车辆行驶轨迹 、车辆行驶里

程数和车辆数量 。

5、一种监控装置，用于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 ，其特征在于，包括：

获取车辆模块 ，用于获取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获取信 息模块 ，用于根据序列号，获取相应 的车辆信 息；

显示模块 ，用于显示所述车辆信 息。

6、如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车辆模块 包括 :

区域经纬度单元 ，用于采集用户指定 区域的边界点经纬度 ；



注册车辆经纬度单元 ，用于采集 已注册车辆的经纬度 ；

对 比单元 ，用于对 比用户指定 区域 的边界点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辆 的经纬

度 ，提取在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 车辆序 列号。

7、一种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 ，包括车辆移动终端以及和所述车辆移动终端

进行数据 交互的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装置 包括 ：

获取车辆模块 ，用于获取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车辆序列号；

获取信 息模块 ，用于根据序列号，获取相应 的车辆信 息；

显示模块 ，用于显示所述车辆信 息。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车辆

模块 包括：

区域经纬度单元 ，用于采集用户指定 区域的边界点经纬度 ；

注册车辆经纬度单元 ，用于采集 已注册车辆的经纬度 ；

对 比单元 ，用于对 比用户指定 区域 的边界点经纬度和 已注册车辆 的经纬

度 ，提取在用户指定 区域 内的 已注册 车辆序 列号。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 已注册车

辆的经纬度是通过卫星定位 系统测定。

10、如权利要求 7 至 9 任一项所述的车辆管理服务 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辆信 息包括车辆静 态信 息和车辆动态信 息，所述车辆静 态信 息 包括车

牌号码 ，所述车辆动态信 息包括车辆行使速度 、车辆行驶轨迹 、车辆行驶里

程数和车辆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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