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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本标

准附录A、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广州市空间地理信息与物联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主参标单位：广东省车联网产业联盟、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智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珠海骏驰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广东长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优保爱驾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脉畅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南方卫星导航仪器有限公司。

次参标单位：联通智网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思林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前海车米云图科技有限

公司、河南护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广州通信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化龙、岳浩、石光明、高立志、罗广、胡坚耀、张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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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营运车辆智能网联终端相关研发、生产、安装与验收，解决监控平台之间资料共享、互联互。

通，实现标准化管理、方便系统的维护与升级，使广东省投入运行的营运车辆智能网联终端符合《汽车

行驶记录仪》（GB/T 19056-2012）和《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GB 7258-2017）的要求，并兼顾

《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GB/T 20851-2019）等相关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

制定本标准。《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通用技术规范》(DB44/T 578-2009)执行十年后为适应新的应

用场景和实际需求进行修订。

本标准对营运车辆智能网联终端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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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车辆智能网联终端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营运车辆智能网联终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安装、标志和包装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记录、存储、显示、打印输出营运车辆有关行驶状态信息的带通信定位功能的汽车终

端设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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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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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423.1-201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2016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

GB/T 2423.5-2019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10-2019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9056-2012 汽车行驶记录仪

GB/T 19951-2019 道路车辆 电气/电子部件对静电放电抗扰性的试验方法

GB/T 20851-2019 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

GB/T 21437.2-2008 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2部分:沿电源线的电瞬态传导由传

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GB/T 21437.3-2012 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3部分:除电源线外的导线通过容性

和感性耦合的电瞬态发射

GB/T 28046.1-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1部分:一般规定

GB/T 30038-2013 道路车辆 电气电子设备防护等级

DB44/T 578-2009 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通用技术规范

QC/T 413-2002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T/CSAE 53-2017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车用通信系统应用层及应用数据交互标准

JT/T 794-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808-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3 术语和定义

3.1 定义

3.1.1

http://www.zggjbz.com/p_29232.html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MTMDMlEfjywl_dlM-aLC16LDRArjCgPAEZJvC0jh1c_LNMNzKuPxXIreaVHN88tHY.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19951-2019&v=19951$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19951-2019&v=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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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车收费系统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ETC

3.1.2

移动数据终端 Mobile Data Terminal ，MDT

本规范中特指车载智能网联终端。

3.1.3

主车 Host Vehicle， HV

装有车载单元且运行应用程序的目标车辆。

3.1.4

远车 Remote Vehicle， RV

与主车配合能定时广播 V2X 消息的背景车辆。

3.1.5

车载单元 On-Board Unit， OBU

安装在车辆上的可实现 V2X 通讯，支持 V2X 应用的硬件单元。

3.1.6

路侧单元 Road Side Unit， RSU

安装在路边的可实现 V2X 通讯，支持 V2X 应用的硬件单元。

3.1.7

车载单元与其他设备通讯 Vehicle to Everything ，V2X

车载单元与其他设备通讯，包括但不限于车载单元之间通讯（V2V），车载单元与路侧单元通

讯（V2I），车载单元与行人设备通讯（V2P），车载单元与网络之间通讯（V2N）。

3.2 缩略语

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 the 4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the 5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BS——制动防抱死系统 Anti-lock Braking System

AVW——异常车辆提醒 Abnormal Vehicle Warning

BSM——基本安全消息 Basic Safety Message

BSW/LCW——盲区预警 / 变道预警 Blind Spot Warning / Lane Change Warning

CAV——防撞距离 Collision Avoidance Range

CSAE——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of China

DME——专用短程通信管理实体 DSRC Management Entity

DNPW——逆向超车预警 Do Not Pass Warning

DSM——专用短程通信短消息 DSRC Short Message

DSRC——专用短程通信 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

DTI——到交叉口的距离 Distance-to-Intersection

EBW——紧急制动预警 Emergency Brake Warning

HMI——人机交互界面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MDT——智能网联终端（兼顾DB44/T 578-2009）

VRUCW——弱势交通参与者碰撞预警 Vulnerable Road User Collision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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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I——车载单元与路侧单元通讯 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V2P——车载单元与行人设备通讯 Vehicle to Pedestrians

V2V——车载单元之间通讯 Vehicle to Vehicle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组成

智能网联终端(MDT)主要由如下几部分组成：

——主机：包括微处理机、数据存储器、(卫星)定位模块、车辆状态采集模块、无线通信传输模块、

实时时钟、显示器、操作键、打印机、数据通信接口等装置。如果主机本体上不包含显示器、打印机、

则应留有相应的信息显示和打印输出接口。

——车速传感器。

——数据分析软件。

——定位天线和通信天线。

以及下面的部分或全部模块：

——车辆控制模块。

——语音提示模块。

——图像采集模块。

——显示模块。

4.1.2 显示

对配备显示器的MDT，其显示器的技术指标应符合GB/T 19056-2012中4.4.1.5的要求。

4.1.3 操作与控制

对 MDT 各组成部件的任何操作与控制不应引起车辆设备损坏及造成车辆电路系统故障。

4.1.4 外观

产品的外观应无锈蚀、锈斑、无裂纹、褪色、污迹、变形、镀涂层脱落，亦无明显划痕、毛剌；塑

料件应无起泡、开裂、变形；灌注物应无溢出等现象；文字、符号、标志和各种显示应清晰；结构件与

控制组件应完整，无机械损伤。各种标志应清晰、完整。

4.1.5 标志

4.1.5.1 铭牌

产品应有清晰耐久的铭牌标志。铭牌应安装在主机外表面的醒目位置，铭牌尺寸应与主机结构尺寸

相适宜。

铭牌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及规格；

b) 产品制造厂名及商标；

c) 产品出厂年月及编号；

d) 产品执行标准代号。

4.1.5.2 其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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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面板按键、接口等应有标志。

产品使用的文字、图形、标志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耐久、醒目、规范；

b) 操作说明、铭牌、标志中的文字应使用中文，根据需要也可以同时使用其他文字。

4.2 功能要求

4.2.1 ETC 功能

4.2.1.1 ETC 支付功能

MTD应支持ETC支付功能。

符合 GB/T 20851-2017相关国家标准，满足交通部《收费公路联网电子不停车收费技术要求》所规

定的与电子标签（OBU）有关的技术要求，必须通过交通运输部交通工程监理检测中心的物理层测试、

协议和互操作测试，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4.2.1.2 安全要求

内置ESAM安全模块，ESAM安全模块符合国标相关要求。

4.2.1.3 防拆卸与恢复

a) ETC 模块应具备物理防拆卸装置，一旦被拆卸，应当立即在 ETC 模块内的相应信息存储区中设

置相应标志字节/标志位。防拆卸装置不应被电磁铁等其他磁性物质干扰而失效；

b) 当非法拆卸时，ETC 模块 即时失效并具有报警指示信息。因拆卸而引起的 ETC 应用失效应能

够通过软件设置的方式得到恢复；

c) ETC 模块天线应支持安装在前挡风玻璃内侧。

4.2.2 自动驾驶营运车辆 V2X 功能（可选）

4.2.2.1 摩托车靠近

描述：基于车车和车路通信，摩托车发出的提示信息（如：位置、速度、方向等），自动驾驶营运

车辆主动进行针对摩托车的安全策略控制以避免碰撞。

通信方式：V2V。

前置条件：

 摩托车具备广播 V2X 消息的能力，与周边车辆建立通信联系；

 时延要求：20ms；

 V2X 消息频率：10Hz；

 车位置定位精度要求：1m；

 覆盖范围≥300m。

图 1 摩托车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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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慢速车辆

描述：当主车在车道上行驶，主车的左右及前方有大货车、拖拉机等车辆慢速靠近，两车的横向距

离及车距小于安全距离，自动驾驶车辆调整车距。

通信方式：V2V。

前置条件：

 主车车具备广播 V2X 消息的能力，与后车、左右邻车建立通信联系；

 时延要求：20ms；

 V2V 消息频率：10Hz；

 车位置定位精度要求：＜5m；

 覆盖范围：≥300m；

 安全等级：高。

图 2 慢速车辆

4.2.2.3 弱势交通参与者碰撞预警

描述：主车在行驶中，与周边行人（含义拓展为广义上的弱势交通参与者，包括行人、自行车、电

动自行车等，以下描述以行人为例）存在碰撞危险时，该应用将对车辆驾驶员进行预警，也可对行人进

行预警。本应用适用于城市及郊区普通道路及公路的碰撞危险预警。

该应用辅助驾驶员避免或减轻与侧向行人（P）碰撞危险，提高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

通信方式：V2P/V2I。

需求：

 主车车速范围 0 km/h ～ 70 km/h；

 通信距离≥150m；

 数据更新频率≥5Hz；

 系统延迟≤100ms；

 定位精度≤5m。

图 3 行人检测示意图

4.2.2.4 逆向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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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主车行驶在车道上，检测前向有逆向行驶车辆，自动驾驶车辆采取紧急制动或者便道避免碰

撞。

通信方式：V2V。

前置条件：

 车具备广播 V2X 消息的能力，与前后车建立通信联系；

 时延要求：20ms；

 V2V 消息频率：10Hz；

 车位置定位精度要求：＜1m。

图 4 逆向行驶

4.2.2.5 前向碰撞预警

描述：主车在车道上行驶，与在正前方同一车道的远车（RV）存在追尾碰撞危险时，FCW 应用将对

HV 驾驶员进行预警。本应用适用于普通道路或高速公路等车辆追尾碰撞危险的预警。

前向碰撞预警应用辅助驾驶员避免或减轻前向碰撞，提高道路行驶安全。

通信方式：V2V。

需求：

 主车车速范围 0km/h～130km/h；

 通信距离≥300m；

 数据更新频率≤10Hz；

 系统延迟≤100ms；

 定位精度≤1.5m。

图 5 碰撞预警示意图

4.2.2.6 盲区预警/变道预警

描述：当主车的相邻车道上有同向行驶的远车出现在HV盲区时，盲区预警/变道预警应用对主车驾

驶员进行提醒；当主车准备实施变道操作时（例如激活转向灯等），若此时相邻车道上游同向行驶的远

车处于或即将进入主车盲区，该应用对主车驾驶员进行预警。本应用适用于普通道路或高速公路等车辆

变道存在碰撞危险的预警。

通信方式：V2V。

需求：

 主车车速范围 0km/h～ 130km/h；

 通信距离≥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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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更新频率≤10Hz；

 系统延迟≤100ms；

 定位精度≤ 1.5m。

图 6 盲区检测应用示意图

4.2.2.7 紧急制动预警

描述：主车行驶在道路上，与前方行驶的远车存在一定距离，当前方远车进行紧急制动时，会将这

一信息通过短程无线通信广播出来。主车检测到远车的紧急制动状态，若判断该远车事件与主车相关，

则对主车驾驶员进行预警。本应用适用于城市郊区普通道路及高速公路可能发生制动追尾碰撞危险的预

警。EBW 应用辅助驾驶员避免或减轻车辆追尾碰撞，提高道路行驶通行安全。

通信方式：V2V

需求：

 主车车速范围 0km/h～130km/h；

 通信距离≥150m；

 数据更新频率≤10Hz；

 系统延迟≤100ms；

 定位精度≤1.5m。

4.2.2.8 交叉路口碰撞预警

描述：主车驶向交叉路口，与侧向行驶的远车存在碰撞危险时，交叉路口碰撞预警将对主车驾驶员

进行预警。本应用适用于城市及郊区普通道路及公路的交叉路口、环道入口、高速公路入口等交叉路口

碰撞危险的预警。

通信方式：V2V/V2I。

需求：

 主车车速范围 0km/h～70 km/h；

 通信距离≥ 150m；

 数据更新频率≤10Hz；

 系统延迟≤100ms；

 定位精度≤1.5m。

图 7 交叉口来车提醒应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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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9 道路施工提醒

描述：基于车路通信，当前方道路施工时，通过路侧设备向周边广播道路施工告警信息，提示后方

车辆及时减速避让，防止发生事故，如过是自动驾驶车辆会收到施工范围，自动驾驶车辆减速并通过其

他感知手段避开施工区域。

通信方式： V2I。

前置条件：

 路侧设备具备广播 V2X 消息的能力，与周边车辆建立通信联系；

 周边车辆能够接收、识别并基于特定规则转发该告警信息；

 时延要求：≤100ms；

 V2X 消息频率：≥5Hz；

 覆盖范围：300m；

图 8 道路施工提醒

4.2.2.10 前方事故提醒

描述：路边基础设施告知车辆，前方有交通事故发生，注意避让，以免发生次生事故。

通信方式：V2I。

前置条件：

 车具备广播 V2I 消息的能力以表明其车况和活动状态，并具备与路边基础设施进行单播通

信的能力，能够实现信息的收发；

 路边基础设施具备搜集周围车辆行驶信息，定期向驶过的车辆广播前方的道路交通信息的

能力；

 时延要求：100ms；

 V2I 消息频率：≥5Hz；

 事故车位置精度要求：＜2m。

图 9 前方事故提醒

4.2.2.11 火车靠近/道口提醒

描述：路边基础设施告知车辆，前方有一个铁路交叉口或者有火车正在前方行驶，避免发生汽车与

火车发生碰撞事故。

通信方式：V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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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

 车具备广播 V2I 消息的能力以表明其物理属性和活动状态，并具备与路边基础设施进行广

播通信的能力，能够实现信息的收发；

 路边基础设施具备搜集周围铁路行驶信息，定期向驶过的车辆广播前方的铁路运行信息的

能力；

 时延要求：100ms；

 V2I 消息频率：≥5Hz；

 路侧采集到或者位置精度要求：＜10m。

图 10 火车靠近/道口提醒

4.2.2.12 限高/限重/限宽提醒

描述：RSU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广播车辆限制消息，如限高、限重、限宽等，以减少车辆超限可能造

成的道路事故。

通信方式：V2I。

前置条件：

 RSU 具备广播 V2X 消息的能力，可以向管辖范围内的车辆发送车辆限制消息；

 车辆具备接收 V2X 广播消息的能力，并比较自身车辆的参数信息，根据结果及时向驾驶员

示警；

 时延要求：100ms；

 V2I 消息频率：≥5Hz；

 覆盖范围：300m。

图 11 限高/限重/限宽提醒

4.2.2.13 减速/停车标志提醒

描述：路边基础设施(RSU)在其管辖范围内广播减速/停车标志消息，如标志类型、标志位置等，提

前让司机获知前面标志以减少可能的道路事故,如果是自动驾驶车辆则收到消息后自动减速

通信方式：V2I。

需求：

 道路管理部门能通过路边基础设施定期向驶过的车辆广播附近减速/停车标志提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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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将收到的减速/停车标志位置信息结合车自身位置做出判断，告知司机；

 时延要求：100ms；

 V2I 消息频率：≥5Hz；

4.2.2.14 交通信息及建议路径

描述：RSU或基站向周边车辆发送交通异常信息(如拥塞，交通管制等)，并在发生异常时推荐行驶

路线。

通信方式：V2I，V2N。

前置条件：

 基站及路边单元具备周期性广播交通信息，推荐行驶路线的能力；

 车载终端具备解析基站和路边单元周期性广播消息的能力，并可在必要时，通过点对点的

通信进行地图更新及下载。

 V2I 时延要求：100ms；

 V2I 消息频率：≥5；

 车位置定位精度要求：≤1.5m；

 覆盖范围：V2I 300m,V2N 5km。

图 12 交通信息及建议路径

4.2.2.15 闯红灯预警

描述：主车经过有信号控制的交叉口（车道），车辆存在不按信号灯规定或指示行驶的风险时，闯

红灯预警应用可对驾驶员进行预警。

通信方式：V2I。

前置条件：

 主车车速范围 0km/h ～ 70km/h；

 通信距离≥ 150m；

 数据更新频率≥ 5Hz；

 系统延迟≤ 100ms；

 定位精度≤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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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信号灯相位提醒应用示意图

4.2.2.16 专用道动态使用

描述：该用例考虑对专用车道进行动态分配，例如公交车道在不同时段允许某些车辆在一定条件下

获得临时的使用权。自动驾驶车辆在或者授权后可以行驶在专用车道上，反之就避开专用车道。

通信方式：V2I。

通信模式：周期广播消息，由交通管理实体触发授权消息。

需求：

 路边单元向路过车辆广播使用专用车道权利的规则；

 车辆接收和处理相关消息；

 最大时延要求：100ms；

 V2I 消息频率：≥5Hz。

图 14 专用车道动态使用

4.2.2.17 禁入及绕道提示

描述：提醒接近的车辆附近道路禁入（例如：道路封闭，临时交通管制等），提供限制相关数据或

者实施进入控制。可能提供一些绕道建议/路径信息（路标）以避免车辆进入管制区域，自动驾驶车辆

收到信息后重新规划行驶路径，绕开进入路段。

通信方式：I2V。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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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边单元周期性广播相关消息，提供道路禁入信息和条件、以及绕道提示；

 车具备接收和处理 V2X 消息的能力，通知司机进入条件或者禁入信息；

 最大时延要求：100ms；

 最小 V2I 消息频率：≥5Hz；

图 15 禁入及绕道提示

4.2.2.18 协同式车队

描述：该应用适用于车队（Platoon），仅头车有驾驶员，后车无驾驶员中的动态道路安全；基于

V2X实现车队内部车辆之间速度、位置、状态的动态交互信息，提高车队行驶安全。

通信方式：V2V。

需求：

 车具备广播 V2X 消息的能力以表明其属性和活动状态，并具备与邻近的车进行单播通信的

能力，能够实现信息的收发；

 时延要求：20ms；

 V2V 消息频率：10Hz；

 车位置定位精度要求：＜1m。

图 16 自适应车队（后车无驾驶员）

4.2.2.19 充电站目的地引导

描述：基于车-互联网通信，自动驾驶车辆在需要充电时候，自动查询到附近的充电站信息，通过

地图快速定位、导航到目的地充电站。

通信方式：V2N。

需求：

 车具备 V2N 消息的能力，与平台建立通信联系；

 时延要求：500ms；

 准确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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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覆盖范围：全国；

 定位精度要求：＜5m。

4.2.2.20 电动汽车自动泊车及无线充电

描述：通过定位技术，电动汽车自动行驶到附近的充电站，充电桩通过V2I技术向自动驾驶车辆广

播位置及充电标准等信息，自动驾驶车辆自动行驶到指定车位，并进行无线充电。

通信方式：V2I，V2N。

需求：

 车具备 V2I/V2N 消息的能力，与路边设施以及平台和网络建立通信联系；

 时延要求：100ms；

 准确率：＞95%；

 定位精度要求：＜1m；

 V2I 消息频率：≥5Hz 。

4.2.2.21 地图管理，下载/更新

描述：基于车与基础设施通信，在路侧RSU端预先存储本地地图，车辆可以在RSU通信范围内通过短

程通信的方式，例如LTE-V PC5的通信方式下载当地的地图更新。

通信方式：V2I/V2N。

需求：

 车具备广播 V2I/V2N 消息的能力，与网络/基础建立通信联系；

 时延要求：＜100ms；

 车位置定位精度要求：＜5m；

 业务覆盖范围：全部车辆；

 V2I 消息频率：≥5Hz。

4.2.2.22 卸货区管理

描述：卸货区域以电子坐标的方式存储在RSU内、自动驾驶车辆行驶到卸货区域，自动接收到卸货

区域范围，可以全自动化完成卸货需求。

通信方式：V2I/V2N

需求：

 车具备广播 V2I/V2N 消息的能力，与网络/基础建立通信联系；

 时延要求：＜100ms；

 车位置定位精度要求：＜1m。

4.2.2.23 绿波车速引导

描述：当装载车在单元（OBU）的主车驶向信号灯控制交叉路口，收到由路侧单元发送的道路数据

集信号灯实时状态数据时，该应用将给驾驶员一个建议车速区间，以使车辆能够经济地、舒适地（不需

要停车等待）通过信号路口本应用适用于城市及郊区普通道路信号灯控制路口。

该应用能辅助驾驶应用，提高车辆通过交叉路口的经济性和舒适性，提升交通系统效率。

通信方式：V2I。

需求：

 车辆速度范围 0km/h～70km/h；

 通信距离≥150m；

 道路数据集更新频率≥1Hz；

 信号灯数据集更新频率≤5Hz；

 系统延迟≤1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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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精度≤5m。

4.2.2.24 一键救援

当车辆发生严重的触发安全气囊的车祸，车辆向智能路侧基站发出紧急呼叫，路侧基站将信息上报

至后台，后台预先与医院及公安系统对接，接收到车辆上报的信息后，将信息传送给医院、警方系统，

以便医、警及时收到事故车辆位置信息并对事故作出响应。

在车辆车载终端设置一键报警按钮，当车辆受到挟持或遇到其他紧急事故，驾驶员为清醒状态但无

法与外界通话时，可在车载设备上一键报警，报警信息通过车路通信传送到路侧基站，路侧传送到后台

并于公安系统对接，以便公安部门及时收到车辆位置信息并作出响应。

4.2.2.25 GPS/北斗定位监控管理

利用车路协同终端设备，实现对营运车辆实时位置的监控，支持车辆即时定位，查询车辆当前时间

的位置，也支持对车辆进行连续定位，并在地图上画出轨迹，同时还可实现轨迹回放和数据保存，回放

一段时间内的车辆运动轨迹并将轨迹数据保存在服务器上。

同时，车载设备对车辆的运行状况进行实时检测，当出现异常状况、故障和潜在安全隐患时，及时

提醒驾驶员，同时将预警信息发送至路侧设备和调度监控中心，以便接收到路侧设备提醒的周围车辆主

动采取措施，保障交通行车安全，提高车辆安全运营系数，降低事故发生率，加快事故发生后的响应速

度。

4.2.3 自检功能

MDT在通电开始工作时，应首先进行自检，自检结果上报运营管理中心并在本地显示。

4.2.4 鉴权功能

4.2.4.1 驾驶员身份记录功能

MDT应能实现驾驶人身份记录功能，应能记录驾驶人代码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

证号。

4.2.4.2 驾驶员人脸身份识别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通过监测驾驶员状态的摄像头，对驾驶员的人脸进行自动拍照，与终端或后台

预绑定的驾驶员人脸照进行身份比对识别，并将比对结果（含比对照片）在平台上反映。

4.2.5 疲劳驾驶

由于驾驶员缺少休息或长时间驾驶等原因，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而出现的驾驶过程中反

应时间变慢、视力与协调性变差、或处理外界信息延迟，该驾驶状态包括但不限于持续打哈欠、眯眼等

现象的驾驶状态。

4.2.6 设置维护功能

终端应支持本地和平台远程查看、指令下发设置各相关设备参数的功能，设备参数应包括高级驾驶

辅助系统参数、驾驶员状态监测参数、报警提醒语音设置与音量调整以及与终端相关的其他参数。

4.2.7 报警证据采集

终端应具备触发报警时，采集报警证据的功能。报警证据包含并不限于报警点前后一路以上视频通

道的图片和视频、报警点前后车辆状态信息等，其中车辆状态采集方式为终端触发报警时，终端应记录

报警点前后不少于10s的车辆状态密集数据（最大采集密度或比常规密度大五倍的较小者），并生成车

辆状态数据记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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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固件升级

终端应当能够具备远程固件升级功能，其升级功能除满足JT/T 794中5.10相关要求外，还应具备通

过JT/T 808中终端控制指令对终端和外设进行固件升级的功能，使用终端控制制定对终端进行升级时，

终端应先判断是否满足升级条件，然后再下载对应的升级文件。固件升级操作还应要满足以下安全要求：

a) 终端升级固件只能来源于唯一备案或者受控的服务器，不可采用第三方服务器；

b) 终端固件的远程下发只能通过唯一受控的移动通讯网络进行。

4.2.9 报警提示功能

智能视频监控报警技术系统终端及外设应当为驾驶员提供相应的报警提示设备，以听觉或视觉等形

式给出的危险状态报警提示，报警方式应在各种环境下清楚识别。

4.3 性能要求

4.3.1 整体性能要求

MDT应具备以下性能要求：

a) MDT及固件应设计为7×24h持续稳定工作，在正常运行时无须外部干预；

b) MDT支持断点续传，在网络恢复正常时能及时将通信网络故障期间存储的重要信息重新发送至

运营管理中心；

c) 可靠性：MDT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最低为：3000h；

d) 可扩展性：应能支持USB和RS232／RS485外部数据通信接口；

e) 可维护性：支持远程设置和配置。

4.3.2 定位模块

4.3.2.1 接收灵敏度

卫星定位模块（不含天线）的接收灵敏度优于-120dBm。

卫星定位天线增益应大于30dB。

4.3.2.2 定位精度

定位模块所确定的车辆位置与实际位置的偏差不大于5m。增加惯导功能，包含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4.3.2.3 刷新频率

位置信息更新频率不小于1Hz。

4.3.2.4 首次定位时间

冷启动：从系统（无星历数据）加电运行到实现捕获时间不大于120s。

热启动：实现捕获时间不大于20s。

4.3.3 无线通信传输模块

4.3.3.1 协议支持

应能支持基于通用GSM、CDMA或TD-SCDMA等多种无线通信网络传输机制下的通信模式，如SMS、GPRS、

EDGE、CSD、CDMA-1X等之一种或多种。

4.3.3.2 误码率

通信模块的误码率或误块率等无线信道质量参数应符合相应通信行业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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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 最大发射功率

通信模块的最大发射功率应符合相应通信行业标准的要求。

4.3.4 电气部件

4.3.4.1 电源

MDT 的主电源应为车辆电源，应提供备用电池供电，备用电池工作时间不少于 10min。

4.3.4.2 连接线

MDT连接线要整齐布置，并用线夹、电缆套、电缆圈固定，线束内的导线要有序编扎。电源导线，

红色连接电源正极，黑色连接电源负极。

4.3.4.3 连接器

使用插接器时，插头两端的线色应一致。两个以上非通用接口应有明显标识，插头间应不能互换。

在接插完毕后，插头和插座的连接应牢固可靠，不应有松动、接触不良现象。

4.3.5 接口要求

MDT应同时配置以下标准接口：

a) 主模式USB（通用串行总线）标准接口，可以挂接至少一个USB外设；

b) 标准RS232C（或RS485） DB9针接口，如非DB9针接口，需选配DB9针接口的转换器；

c) 预留扩展其它功能附件的数据通信接口，以便能输出位置或其它系统信息，并接收其它外部设

备所获取的状态信息；如外接视频图像采集设备、营运小汽车计价器设备，或OBD及MBUS等。

在具备上述通信接口的基础上，本标准不限制同时使用其他通信方式。

4.3.6 电气性能

4.3.6.1 电源电压适应性

在按表1给出的电源电压波动范围进行电压适应性试验时，试验后MDT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表 1 电气性能试验参数

标称直流电源电压(V) 电源电压波动范围 极性反接试验电压(V) 过电压(V)

12 9～16 14±0.1 24

24 18～32 28±0.2 36

36 27～48 42±0.2 54

4.3.6.2 耐电源极性反接性能

在表1规定的标称电源电压极性反接试验下，MDT应能承受1min的极性反接试验，除熔断器外（允许

更换烧坏的熔断器）不应有其它电气故障。试验后MDT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4.3.6.3 耐电源过电压性能

在表1规定的过电压下，MDT应能承受1min的电源过电压试验。试验后MDT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4.3.6.4 断电保护性能

当MDT断电，应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断电前存储的信息能至少保持15d。

4.3.6.5 低电压保护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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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辆主电源电压低于门限值时，终端应自动关闭主电源取电，以保护车辆电源。当车辆主电源电

压恢复超过低压门限值上限时，终端应从备用电池切换回从车辆主电源取电。

低压门限值要求如下：

——12V 电源：8.5V±0.5V；

——24V 电源：17.0V±1.0V；

——36V电源：25.5V±1.5V。

4.3.7 功耗

4.3.7.1 最小状态功耗

MDT在待机状态下功耗应符合厂家承诺值（厂家声明的状态）。

4.3.7.2 最大状态功耗

MDT在工作状态下功耗应符合厂家承诺值。

4.4 车速传递系数的设定

车速传递系数的设定在以下情况时进行：

a) 新车出厂时；

b) 由授权部门进行周期性检验或校准时；

c) 其它经有关部门授权的特殊情况。

4.5 数据通信协议

数据通信协议应符合附录A和附录B的要求。

4.6 信息安全性

MDT应防止信息被更改或删除，应从终端硬件和信息接口系统两个方面来实现：

a) MDT内车辆行驶速度、位置、里程、驾驶时间、行驶轨迹等原始信息不能通过外部设备进行任

何改写或删除操作；

b) 信息接口系统对车辆识别号、车牌号码、车牌分类、车速传递系数、驾驶员代码、驾驶证号码

等重要参数，一般情况下只能读，不能更改或删除。在MDT初始化调试、校准、维修或其它特

殊情况下需对上述重要参数进行设置操作时，需经授权操作。

4.7 气候环境适应性

MDT 在承受各项气候环境试验后，应无任何电气故障，机壳、插接器等不应有严重变形；其记录功

能、显示功能、打印功能等应保持正常；试验前存储的信息不应丢失或改变。试验后 MDT 应满足 4.2.3

和 4.2.7 的要求。

4.7.1 高温试验

a) 高温工作：在高温+70℃下，工作72h，工作无异常；

b) 高温存储：在高温+85℃下，放置8h，工作无异常。

4.7.2 低温试验

a) 低温工作：在温度-20℃下，接入0.85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1h通电，1h断电，持续72h，

工作无异常；

b) 低温存储：在温度-40℃下，放置8h，工作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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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温度冲击

能承受-40℃～+85℃的高低温温度冲击，工作无异常。

4.7.4 湿热

MDT 应承受温度为+40℃、相对湿度为 93%非冷凝、试验周期为 48h 的恒定湿热试验，在试验结束前

加电测试，工作无异常。

4.7.5 耐盐雾

根据 GB/T 2423.17-2008 要求，将样品置于密闭的箱内，试验参数如下：

中性盐雾（NSS)试验：溶液用化学纯的氯化钠和蒸馏水按浓度（50±5）g/L 配制，pH 值用化学纯

的盐酸或氢氧化钠调整为 6.5～7.2；试验温度为（35±2）℃。试验时间 48h。

4.7.6 混合气体腐蚀试验

根据 GB/T 28046.4-2011 第 5.8 条款要求，将样品置于密闭的箱内，试验参数如下：

气体浓度：

H2S 浓度为（7.1±3.5）ppb；

NO2 浓度为（106±10.6）ppb；

Cl2 浓度为（3.4±1.7）ppb；

SO2 浓度为（76±7.6）ppb；

温度：（+25±1）℃；

湿度：（75±3）%RH；

优选试验持续时间分别为：10d。

4.8 机械环境适应性

MDT 在承受各项机械环境试验后，应无永久性结构变形，零部件应无损坏，应无电气故障，紧固部

件应无松脱现象，插头、通信接口等接插件不应有脱落或接触不良现象，其记录功能、显示功能、打印

功能等应保持正常，试验前存储的信息不应丢失。试验后 MDT 应满足 4.2.3 和 4.2.7 的要求。

4.8.1 振动实验

振动频率从 5Hz ～300Hz，扫频速度 1otc/min。其中 5Hz～11Hz 频段范围内，振幅为 10mm；11Hz～

300Hz 频段范围内时，振动加速度值为 50m/s
2
，试验应按 X、Y、Z 三个互相垂直的轴线上每个轴向进行

8h，工作无异常。

4.8.2 冲击实验

设备应能承受峰值加速度为 490m/s
2
，脉冲持续时间为 11ms，除面板外各个面各冲击三次，工作

无异常。

4.9 外壳防护等级

按QC/T 41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MDT不通电，主机（不含显示、打印部分）防护等级应符合IP43

的要求。

试验后通电检查MDT的信息记录、通信功能应正常，试验前存储的信息不应丢失。

4.10 抗汽车电点火干扰

MDT在进行汽车点火干扰时，不应出现异常现象，记录功能、显示功能、打印功能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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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电磁兼容

4.11.1 静电放电抗扰度

试验中及试验后MDT不应出现电气故障，信息记录功能应正常，存储的信息不应丢失或发生变化；

在试验中允许显示器和打印机出现功能异常现象，但在试验结束后功能应恢复正常。

4.11.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试验中及试验后MDT不应出现电气故障，信息记录功能应正常，存储的信息不应丢失或发生变化；

在试验中允许显示器和打印机出现功能异常现象，但在试验结束后功能应恢复正常。

4.11.3 沿电源线的电瞬态传导抗扰度

试验中及试验后MDT不应出现电气故障，信息记录功能应正常，存储的信息不应丢失或发生变化；

在试验中允许显示器和打印机出现功能异常现象，但在试验结束后功能应恢复正常。

4.11.4 耦合电瞬态发射抗扰度

试验中及试验后MDT不应出现电气故障，信息记录功能应正常，存储的信息不应丢失或发生变化；

在试验中允许显示器和打印机出现功能异常现象，但在试验结束后功能应恢复正常。

4.12 表面抗腐蚀

MDT文字标识用蘸有汽油（90号以上）的干净棉布连续擦拭15s，其文字、图形、标志符号无变化。

5 试验方法

5.1 一般要求

在本章中没有规定具体实验方法的可通过目测，图、文、物核对，操作演示或按厂家产品规范中规

定的方法进行。

5.1.1 测试环境要求

如未标明特殊要求，所有试验均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15℃～+35℃；

——环境相对湿度：45%～75%；

——标准大气压：86kPa～106kPa；

——供电电源为标称电源电压。

5.1.2 环境试验项目

环境试验前测试项目、中间测试项目、环境试验结束测试项目：MDT自检正常，并在定位后能自动

发送位置信息到中心，位置的最大偏移应小于15m。

5.2 功能测试

按符合4.2规定的方法进行。

5.2.1 ETC功能测试

连接ETC读头，在适当距离进行读写100次，成功率应该达到99%。

5.2.2 V2X功能测试

按照4.2.2的应用场景配置环境，相应功能应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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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自检

上电或按复位按钮，系统应能自检，自检应包括通信卡、OBD连接等是否正常，有显示终端的应有

自检列表和结果清单。显示必选功能的状态。

5.2.4 鉴权

通过指纹、密码或IC（ID）卡识别操作者权限，有条件的应能远程鉴权，具体操作..驾驶员相关信

息应有相应途径追溯到公安部门。

5.2.5 设置维护

通过规定的通信接口，实现对其参数和信息的输入、设定、存储，并逐项完成4.2.5中功能体现。

5.3 性能测试

按符合GB/T 19056-2012中5.4规定的方法进行。

5.3.1 整体性能测试

MDT 连续工作 24h 工作正常。遍历所有功能。

5.3.2 卫星模块

5.3.2.1 接收灵敏度检测

在MDT所属卫星接收模块中接入标准的卫星信号，从-100dBm开始逐步减小输入信号，直到不能输出

定位信息为止。此时信号的大小即为接收机的灵敏度。

5.3.2.2 卫星定位模块定位精度

连续测试超过1000组数据，卫星定位模块所确定的车辆位置至少95%与实际位置的偏差不大于15m。

5.3.2.3 设备热启动定位时间检测

MDT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标称电源电压，在MDT正常工作后，使用软件发送复位命令，查看MDT从启

动到定位的时间间隔，应满足4.3.2.3的要求。

5.3.2.4 设备冷启动定位时间检测

MDT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标称电源电压，使用软件查看MDT从启动到定位的时间间隔应满足4.3.2.4

的要求。

5.3.3 无线通信传输模块

参照无线通信传输模块测试方法，列出对应标准如表2所示。

表 2 无线通信传输模块测试方法

模块支持标准类别 接收灵敏度 最大发射功率

GSM 参照 YD1215 中 6.2.4.1 进行测试 参照 YD1215 中 6.2.3.2 进行测试

CDMA 参照 YD1050 中 4.2.3.1 进行测试 参照 YD1050 中 4.3.2 进行测试

TD-SCDMA 参照 YD1367 中 8.4.1 进行测试 参照 YD1367 中 8.3.1 进行测试

4G 模块

5G 模块

LTE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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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电气部件检查

目视检查记录仪的各连接线、连接线的接插器、熔断器等应符合本标准 4.3.4 的要求。

5.3.5 接口

目视检查记录仪的各连接线、连接线的接插器、熔断器等应符合本标准 4.3.5 的要求。

5.3.6 电气性能

5.3.6.1 电源电压适应性试验

——MDT 标称电源电压为直流 12V 时，将供电电压调至 9V 和 16V，分别连续工作 1h，其间输入操

作指令，检查 MDT 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 4.2.7 的要求；

——MDT 标称电源电压为直流 24V 时，将供电电压调至 18V 和 32V，分别连续工作 1h，其间输入操

作指令，检查 MDT 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 4.2.7 的要求；

——MDT 标称电源电压为直流 36V 时，将供电电压调至 27V 和 48V，分别连续工作 1h，其间输入操

作指令，检查 MDT 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 4.2.7 的要求。

5.3.6.2 耐电源极性反接试验

对MDT的电源线施加与标称电源电压极性相反的试验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12V时，施加14V±0.1V

的反向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24V时，施加28V±0.2V的反向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36V时，施加42V±0.2V

的反向电压；以上试验持续时间均为1min。

试验后检查MDT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2.7的要求。

5.3.6.3 耐电源过电压试验

MDT标称电源电压为12V时，对其施加24V的工作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24V时，对其施加36V的工作

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36V时，对其施加54V的工作电压；以上试验持续时间均为1min。

试验后检查 MDT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2.7的要求。

5.3.7 功耗

5.3.7.1 设备最小功耗检测

MDT在待机状态下，测试MDT功耗，应满足4.3.7.1的要求。

5.3.7.2 设备最大功耗检测

MDT在最大功耗模式（定位、通信功能，开启所有外设）下，测试MDT功耗，应满足4.3.7.2的要求。

5.4 车速传递系数设定

按符合4.4要求的方法进行。

5.5 数据通信协议

对应附录A和附录B的协议要求，应能在对应的网络协议中完成主要的功能。

5.6 信息安全性试验

按符合4.6规定的方法进行。

5.7 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

按符合4.7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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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高温工作试验

5.7.1.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2的要求。

5.7.1.2 试验方法

预处理：MDT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接入1.25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

将连接完毕的MDT放入高温试验箱，在+70℃±2℃的温度下连续放置72h，其间MDT 1h接通电源，1h

断开电源，连续通、断电循环直至试验结束。试验中及试验后均应符合本标准4.7.1的要求。

5.7.2 高温放置试验

5.7.2.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2的要求。

5.7.2.2 试验方法

将连接完毕的MDT放入高温试验箱，在+85℃±2℃的温度下连续放置8h。试验后恢复至室温接通标

称电源电压，接入信号正常工作，检查其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7.1的要求。

5.7.3 低温试验

5.7.3.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1的要求。

5.7.3.2 试验方法

预处理：MDT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0.85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

将连接完毕的MDT放入低温试验箱，在-20℃±2℃的温度下连续放置72h，其间MDT 1h接通电源，1h

断开电源，连续通、断电循环直至试验结束。试验中及试验后均应符合本标准4.7.2的要求。

5.7.4 低温放置试验

5.7.4.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1的要求。

5.7.4.2 试验方法

将连接完毕的MDT放入高温试验箱，在-40C±2C的温度下连续放置8h。试验后恢复至室温接通标

称电源电压，接入信号正常工作，检查其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7.2的要求。

5.7.5 高低温冲击试验

5.7.5.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1和GB/T 2423.2的要求。

5.7.5.2 试验方法

在本试验结束，设备恢复到正常环境条件下后，设备应符合本标准 4.7.3 的要求。本试验按以下程

序循环试验，总时间为 24h：

——在 2.5h 内降温至-40℃2℃。

——保持温度-40℃2℃，时间为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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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h 内升温至+85℃2℃。

——保持+85℃2℃，时间为 2h。

——1.5h 内降温至+23C5C。

5.7.6 恒定湿热试验

5.7.6.1 试验要求

试验装置应符合GB 2423.3的要求。

5.7.6.2 试验方法

记录仪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将连接完毕并处于不通电状态的记录仪主机放入试验箱。记录仪

在干球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0%～95%非冷凝环境中保持24h后，接通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

在正常工作状态再保持24h。

试验中及试验后，设备应符合本标准4.7.4的要求。

5.8 机械环境试验

5.8.1 振动试验

5.8.1.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应符合GB 2423.10的要求。

5.8.1.2 试验方法

按4.8.1条件进行试验，试验过程及试验后，设备应满足4.2.1.1功能测试要求。

5.8.2 冲击试验

5.8.2.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应符合GB 2423.5的要求。

5.8.2.2 试验方法

按4.8.2条件进行试验，试验后，设备应满足4.2.1.1功能测试要求。

5.9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按QC/T 41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的MDT不通电，MDT主机防护等级应符合IP31的要求。

5.10 抗汽车点火干扰试验

按4.10条件进行试验，试验后，设备应满足4.2.7功能测试要求。

5.10.1 试验设备

汽车点火模拟器应符合如下要求：

放电电极间距为 1cm～1.5cm；

——放电频率为 12 次/s～200 次/s；

——放电电压为 10kV～20kV。

5.10.2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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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T与试验设备共电源连接，在工作状态置于以放电电极为中心20cm半径的平面范围内，且放电电

极距MDT底面5cm～10cm时，以12次/s～200次/s的放电频率扫频，若有异常，在异常频率点持续工作5min，

若无异常则在60次/s的放电频率上试验持续时间为10min。

试验中检查MDT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2.1.1要求。

5.11 电磁兼容

5.11.1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5.11.1.1 试验装置

试验用静电放电发生器应符合GB/T 17626.2-2018中第6章的要求。

5.11.1.2 试验方法

受试MDT通电正常工作，机壳按使用要求接地。按GB/T 19951-2019规定的方法对受试MDT进行接触

放电和空气放电试验。放电点选择为在正常使用MDT时操作人员易触及的表面，试验速率为2s放电1次，

每个放电点应对正极性或负极性各放电10次，试验等级为类别1、严酷级别为L4。

试验中及试验后试样应符合4.11.1的要求。

5.11.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5.11.2.1 试验装置

试验用设备应符合GB/T 17626.3-2016中第6章的要求。

5.11.2.2 试验方法

试验按GB/T 17626.3-2016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等级为3级，试验中及试验后试样应符合4.11.2

的要求。

5.11.3 沿电源线的电压瞬态传导抗扰度

5.11.3.1 试验装置

试验用设备应符合GB/T 21437.2-2008中第5章的要求。

5.11.3.2 试验方法

试验按GB/T 21437.2-2008中第4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受试MDT处于工作状态，依次施加GB/T

21437.2-2008中表A.1或表A.2中Ⅲ级要求的脉冲波形1、2a、3a、3b。其中试验脉冲1、2a各进行5000

个脉冲，试验脉冲3a、3b试验时间为1h。试验中及试验后试样应符合4.11.3的要求。

5.11.4 耦合电瞬态发射抗扰度

5.11.4.1 试验装置

试验用设备应符合GB/T 21437.3-2012中第4章的要求。

5.11.4.2 试验方法

试验按GB/T 21437.3-2012中第3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受试MDT处于工作状态，依次施加GB/T

21437.3-2012中表B.1或B.2中Ⅲ级要求的脉冲波形。试验中及试验后试样应符合4.11.4的要求。

5.12 表面抗腐蚀

按4.12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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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本标准规定的检验为：

a) 型式检验；

b) 质量一致性检验。

6.2 检验条件

6.2.1 大气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本标准规定的所有检验均应在下列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下进行：

温度：15℃～35℃；

——环境相对湿度：45%～75%；

——标准大气压：86kPa～106kPa；

——供电电源为标称电源电压。

6.2.2 仪表和设备

本标准规定检验所用测试仪器仪表、设备（包括控制或监视试验参数的试验设备和仪器）应按国家

有关计量检定规程或有关标准经检定或计量合格，并在有效期内。所用测试仪表、设备应具有足够的精

度和稳定度，其精度应高于被检测指标精度一个数量级或三分之一。

6.3 型式检验

6.3.1 检验时机

对已开发或生产的各种设备，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型式检验应包括本标准的全

部内容。

a) 试制的新产品；

b) 设计、工艺或所用原材料、元器件有重大改变时。

连续生产每二年进行一次；

间隔一年以上再生产；

异地生产时；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公安部门提出要求时。

6.3.2 样品数量

型式检验的样品数量一般不少于2台。

6.3.3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3。

表 3 检验项目和顺序表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

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要求的章

条号

检验方法

章条号
逐批检验

周期检验
逐台检验 抽样检验

1. 组成 ○ ○ 4.1.1 5.1

2. 显示 ○ ○ 4.1.2 5.1

3. 操作与控制 ○ ○ 4.1.3 5.1

4. 外观 ○ ○ 4.1.4 5.1

5. 标志 ○ ○ 4.1.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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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

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要求的章

条号

检验方法

章条号
逐批检验

周期检验
逐台检验 抽样检验

6. 铭牌 ○ ○ 4.1.5.1 5.1

7. 文字、图形、标志 ○ ○ 4.1.5.2 5.1

8. 功能要求 ○ ○ 4.2 5.2

9. 实时监控 ○ ○ 4.2.1.1 4.2.1.1

10. 定时监控 ○ ○ 4.2.1.2 4.2.1.2

11. 定距监控 ○ ○ 4.2.1.3 4.2.1.3

12. 速度监控 ○ ○ ○ 4.2.1.4 4.2.1.4

13. 区域监控 ○ ○ 4.2.1.5 4.2.1.5

14. 线路监控 ○ ○ 4.2.1.6 4.2.1.6

15. 设备自检功能 ○ ○ ○ 4.2.2 4.2.2

16.
实时时钟、日期及驾驶时间的采集、记

录、存储
○ ○ 4.2.3 4.2.3

17. 事故疑点信息 ○ ○ 4.2.4.1 4.2.4.1

18. 行驶状态信息 ○ ○ 4.2.4.2 4.2.4.2

19. 记录误差 ○ ○ ○ 4.2.4.3 4.2.4.3

20. 车辆行驶里程的测量、记录、存储 ○ ○ 4.2.5 4.2.5

21. 驾驶员身份记录功能 ○ ○ ○ 4.2.6 4.2.6

22. 打印方式 ○ ○ 4.2.7.1 4.2.7.1

23. 打印内容 ○ ○ 4.2.7.2 4.2.7.2

24. 显示器 ○ ○ 4.2.8.1 4.2.8.1

25. 显示内容 ○ ○ 4.2.8.2 4.2.8.2

26. 操作按键 ○ ○ ○ 4.2.8.3 4.2.8.3

27. 数据输入输出功能 ○ ○ 4.2.9 4.2.9

28. 疲劳驾驶提醒 ○ ○ ○ 4.2.10 4.2.10

29. 信息服务功能（可选） △ 4.2.11 4.2.11

30. 语音通话功能（可选） △ 4.2.12 4.2.12

31. 紧急报警 ○ ○ ○ 4.2.13 4.2.13

32. 基本参数设置 ○ ○ 4.2.14.1 4.2.14.1

33. 远程参数设置 ○ ○ 4.2.14.2 4.2.14.2

34. 控制终端状态 ○ ○ 4.2.14.3 4.2.14.3

35. 视频图像功能（可选） △ 4.2.15 4.2.15

36. 语音输出功能（可选） △ 4.2.16 4.2.16

37. 系统扩展功能（可选） △ 4.2.17 4.2.17

38. 整体性能要求 ○ ○ 4.3.1 5.3.1

39. 卫星定位模块接收灵敏度 ○ ○ 4.3.2.1 5.3.2.1

40. 卫星定位模块定位精度 ○ ○ ○ 4.3.2.2 5.3.2.2

41. 刷新频率 ○ ○ ○ 4.3.2.3 5.3.2.3

42. 首次定位时间 ○ ○ 4.3.2.4 5.3.2.4

43. 无线通信传输模块协议支持 ○ ○ 4.3.3.1 5.3.3

44. 无线通信传输模块误码率 ○ ○ ○ 4.3.3.2 5.3.3

45. 无线通信传输模块最大发射功率 ○ ○ ○ 4.3.3.3 5.3.3

46. 电源 ○ ○ 4.3.4.1 5.3.6

47. 连接线 ○ ○ 4.3.4.2 5.3.4

48. 连接器 ○ ○ 4.3.4.3 5.3.4

49. 接口要求 ○ ○ 4.3.5 5.3.5

50. 电源电压适应性 ○ ○ ○ 4.3.6.1 5.3.6.1

51. 耐电源极性反接性能 ○ ○ 4.3.6.2 5.3.6.2

52. 耐电源过电压性能 ○ ○ 4.3.6.3 5.3.6.3

53. 断电保护性能 ○ ○ ○ 4.3.6.4 4.3.6.4

54. 低电压保护性能 ○ ○ 4.3.6.5 4.3.6.5

55. 设备最小功耗检测 ○ ○ ○ 4.3.7.1 5.3.7.1

56. 设备最大功耗检测 ○ ○ ○ 4.3.7.2 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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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

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要求的章

条号

检验方法

章条号
逐批检验

周期检验
逐台检验 抽样检验

57. 车速传递系数设定 ○ ○ 4.4 5.4

58. 数据通信协议 ○ ○ 4.5 5.5

59. 信息安全性 ○ ○ 4.6 5.6

60. 高温工作试验 ○ ○ ○ 4.7.1 5.7.1

61. 高温放置试验 ○ ○ ○ 4.7.1 5.7.2

62. 低温试验 ○ ○ ○ 4.7.2 5.7.3

63. 低温放置试验 ○ ○ ○ 4.7.2 5.7.4

64. 温度冲击 ○ ○ ○ 4.7.3 5.7.5

65. 湿热 ○ ○ ○ 4.7.4 5.7.6

66. 振动实验 ○ ○ ○ 4.8.1 5.8.1

67. 冲击实验 ○ ○ ○ 4.8.2 5.8.2

68. 外壳防护等级 ○ ○ 4.9 5.9

69. 抗汽车电点火干扰 ○ ○ 4.10 5.10

70. 静电放电抗扰度 ○ ○ 4.11.1 5.11.1

71.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 ○ 4.11.2 5.11.2

72. 沿电源线的电瞬态传导抗扰度 ○ ○ 4.11.3 5.11.3

73. 耦合电瞬态发射抗扰度 ○ ○ 4.11.4 5.11.4

74. 表面抗腐蚀 ○ ○ 4.12 5.12

注：“○”表示必做项目； “△”表示按合同规定的选做项目

6.3.4 检验方案

采用全数检验。

6.3.5 合格判据

如果被抽取检验的样本单位有型式检验不合格项目时，允许重新抽取新的样本单位重新试验。如果

抽取的3个样本中有一个或更多样本单位未能通过型式检验的任一项试验时，则判为不合格。但是，允

许重新抽取双倍样本单位就不合格项目进行试验，如果都能通过试验，则可判定为合格；如果仍有任何

一个样本单位不能通过试验，则应判为不合格。

6.3.6 样品处理

经过型式检验的样品，一般不得作为产品交付。

如果合同或订单另有规定可以交付时，承制方应负责对试验样品和所发现的或潜在的所有缺陷和损

伤进行修复，更换已消耗全部或大部分设计使用寿命的零、部件，并经过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按合同

或订单交付。

6.4 质量一致性检验

6.4.1 检验分类

质量一致性检验分为逐批检验和周期检验。逐批检验又分为逐台检验和抽样检验。

6.4.2 检验分组

质量一致性检验分为三组：

a) 逐台检验；

b) 抽样检验；

c) 周期检验。

6.4.3 检验批的形成

检验批的形成应符合GB/T 2828.1-2012中6.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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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检验项目

质量一致性检验项目见表3。

6.4.5 不合格的分类

按产品质量特性及不符合的严重程度分为A类、B类、C类不合格（见表4）。当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不

合格项目的单位产品称为不合格品，按不合格品类型可分为A类、B类、C类不合格品。

A类缺陷：致命缺陷 编号1～9；

B类缺陷：重大缺陷 编号101～199；

C类缺陷：轻微缺陷 编号201～299。

表 4 缺陷分类表

分类 检查项目 缺陷编号

一

般

要

求

组成 1

显示 101

操作与控制 102

外观 201

文字、图形、标志 202

铭牌 203

卫星定位模块定位精度 103

刷新频率 104

性

能

要

求

首次定位时间 204

协议支持 205

误码率 105

最大发射功率 206

电源电压适应性 106

耐电源极性反接性能 107

耐电源过电压性能 108

断电保护性能 109

低电压保护性能 110

功耗 207

实时监控 111

功

能

要

求

定时监控 208

定距监控 209

速度监控 210

区域监控 211

道路监控 212

设备自检功能 112

事故疑点信息 213

行驶状态信息 214

记录误差 215

车辆行驶里程的测量、记录、存储 216

驾驶员身份记录功能 113

打印方式 217

打印内容 218

显示器 219

显示内容 114

操作按键 220

数据输入输出功能 221

疲劳驾驶提醒 115

信息服务功能（可选） 222

语音通话功能（可选） 223

紧急报警 116

基本参数设置 117

远程参数设置 224

控制终端状态 225

视频图像功能（可选）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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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检查项目 缺陷编号

语音输出功能（可选） 227

系统扩展功能（可选） 228

车速传递系数的设定 118

数据通信协议 229

其

他

要

求

信息安全性 119

气候环境适应性 120

机械环境适应性 121

外壳防护等级 230

抗汽车电点火干扰 231

电磁兼容 232

表面抗腐蚀 233

6.5 逐台检验

6.5.1 检验方案

对提交的批产品按表3所列项目进行全数检验。

6.5.2 合格判据

根据检验结果对逐台检验作出如下判定：

试验由公司的质检部门对出厂的每一台产品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由质检部门签发合格证后方可

入库，不合格产品不许出厂。

出厂试验的项目必须全部合格，否则予以返修或报废。

按规定的项目、顺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不合格分类判定样品是否合格，如果有一项不符合要

求则为不合格品。

6.5.3 样品处理

经逐台检验合格的批中，对发现有缺陷的产品，生产方应负责修复并达到规定后，可作为合格品交

付。

6.6 抽样检验

6.6.1 抽样方案

从交验的合格批中，随机抽取样本按表3所列项目进行检验，抽样方案按GB/T 2828.1-2012中的有

关规定：

a) 抽样方案类型：采用一次正常抽样；

b) 检验水平：采用一般检验水平Ⅱ；

c) 接收质量限（AQL）规定为：

A类不合格品：AQL为0.65；

B类不合格品：AQL为6.5；

C类不合格品：AQL为15。

6.6.2 合格判据

根据检验结果，若发现的三类不合格品数均不大于规定的合格判定数，则判检验合格，否则为不合

格。

6.6.3 重新检验

若抽样检验不合格，生产方应对该批产品进行分析，找出缺陷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后，经试验证明

问题已经解决，方可重新提交检验。重新检验时，对于重新提交的批应按GB/T 2828.1-2012中13.3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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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进行处理。若重新检验合格，仍判抽样检验合格，若重新检验不合格，仍判该批产品抽样检验不合

格，拒收。

6.6.4 样品处理

同6.5.3。

6.7 周期检验

周期检验是在生产方周期性地进行的从逐台检验和抽样检验合格的某个批或产品中随机抽取样本

进行的检验，以判断在规定周期内生产过程的稳定性是否符合规定的质量指标。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周期检验：

a) 连续生产的产品，每年不少于一次，具体要求由产品规范规定；

b) 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6.7.1 抽样方案

除非另有规定，周期检验抽样方案按GB/T 2829-2002判别水平Ⅱ的一次抽样方案进行，不合格质量

水平（RQL）和判定数组见表5。

表 5 不合格质量水平（RQL）和判定数组

不合格品 样本大小 RQL 判定数组

A类 6 40 AC=0， Re=1

B类 6 65 AC=1， Re=2

C类 6 80 AC=2， Re=3

注：AC----合格判定数 Re----不合格判定数

6.7.2 合格判据

根据检验的不合格品数，按抽样方案中的判定数组要求判定合格或不合格。若有一组不合格则应暂

停交货，分析原因，采取改进措施，重新进行周期检验。合格后，产品方可交货。

当周期检验不合格，对已生产的产品和已交付的产品由生产方采取纠正措施。

6.7.3 样品处理

经周期检验的样品不能作为正品出厂。

7 安装

参见附录C。

8 包装、运输、贮存

8.1 包装

单个包装盒内应有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保修卡及其它附件。

根据产品大小选用合适规格的包装纸（木）箱。包装箱上应有“小心轻放”、“防潮”及生产厂名、

产品型号和名称、数量、出厂日期及重量等标志。

还应在设备包装箱上印如下内容：

a)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商标；

b) 设备名称和型号规格；

c) 重量：XXX kg；

d) 外形尺寸：长×宽×高mm；

e) 包装储运图标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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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运输

包装好的MDT应在不受雨、雪和烈日的直接影响下，适用于公路、铁路、水路、空中等单一运输或

上述任何一种组合运输。

8.3 贮存

包装好的MDT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10℃～+45℃，相对湿度不大于80%，无酸碱腐蚀、无强烈机械振

动和无强磁场作用的库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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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ETC 模块和主机间通信约定

A.1 通信接口

物理通讯方式

 异步串行通讯：波特率 115200bit/s，无奇偶校验，8 位数据，1个停止位。

 涉及数据均以高字节在前的方式。

通讯帧格式

STX RSCTL LEN CMD TYPE DATA BCC

说明如下：

字段 描述

STX 帧开始标志，2字节，取值为 AA55H；

RSCTL

帧序列号，1个字节；

(1)帧序列号的低半字节为 0～7，高半字节保留；

(2)帧序列号每次加一，用于标识每一次的通信。

LEN DATA域的长度，1个字节

CMD 指令类型，1个字节

TYPE 参数类型，1个字节

DATA 发送的数据；

BCC 异或校验值，从 RSCTL到 DATA所有字节的异或值；

接口协议的工作模式

外部设备与ETC模块通讯时，应当遵循接口协议的工作模式。

默认情况下，ETC模块会一直接收外部设备的指令并响应。当响应第一条指令后可视为进入接口协

议的工作模式。外部设备不再需要操作接口进行通讯时，应当下发“退出接口工作模式”指令。令ETC

模块退出并恢复接口操作的工作现场，以便保证下一次通讯。若不下发“退出接口工作模式”指令。ETC

模块将在距上一指令2s后自动退出。

A.2 通信数据格式

通信指令分为广播指令、设置指令和读取指令五大类：

 广播指令： 用于广播 OBU 的工作状态、余额、资费等信息；

 设置指令： 设置 OBU 的工作模式以及相关参数；

 读取指令： 读取 OBU 内卡片余额等相关信息；

 透传指令： 透传主机与其他外设的指令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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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触发： OBU 通知外部设备有特定事件发生。

指令名称 指令代码 流程说明 指令应答

广播指令 00H （1）OBU定时或状态触发是发送 无需应答

设置指令 01H （1）主机发送设置指令

（2）OBU发送设置执行结果
11H

读取指令 02H （1）主机发送读取指令

（2）OBU回复所需信息
12H

主动读指令 03H （1）OBU发送读取指令

（2）主机回复所需信息
13H

事件触发 04H （1）有特定事件发生时 OBU发送 无需应答

广播指令—00H

位置 字节数 数据元 数据内容

0 2 STX AA55H

2 1 RSCTL 帧序号

3 1 LEN 通信帧数据域长度

4 1 CMD 指令代码，此处取值 00H

5 1 TYPE 参数类型，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 n DATA 参数类型，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n 1 BCC 异或校验值

主机应答 无需应答

设置指令—01H

位置 字节数 数据元 数据内容

0 2 STX AA55H

2 1 RSCTL 帧序号

3 1 LEN 通信帧数据域长度

4 1 CMD 指令代码，此处取值 01H

5 1 TYPE 参数类型，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 n DATA 参数类型，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n 1 BCC 异或校验值

主机应答 OBU以读取指令答应帧（CMD = 11H）返回处理结果

读取指令—0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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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字节数 数据元 数据内容

0 2 STX AA55H

2 1 RSCTL 帧序号

3 1 LEN 通信帧数据域长度

4 1 CMD 指令代码，此处取值 02H

5 1 TYPE 参数类型，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 n DATA 参数类型，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n 1 BCC 异或校验值

主机应答 OBU以读取指令答应帧（CMD = 12H）返回主机所要求的数据

主动读指令—03H

位置 字节数 数据元 数据内容

0 2 STX AA55H

2 1 RSCTL 帧序号

3 1 LEN 通信帧数据域长度

4 1 CMD 指令代码，此处取值 03H

5 1 TYPE 参数类型，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 n DATA 指令数据，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n 1 BCC 异或校验值

主机应答 OBU以透传指令答应帧（CMD = 13H）返回数据给主机

事件触发指令—04H

位置 字节数 数据元 数据内容

0 2 STX AA55H

2 1 RSCTL 帧序号

3 1 LEN 通信帧数据域长度

4 1 CMD 指令代码，此处取值 04H

5 1 TYPE 参数类型，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 n DATA 参数类型，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n 1 BCC 异或校验值

主机应答 无需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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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指令应答—11H

位置 字节数 数据元 数据内容

0 2 STX AA55H

2 1 RSCTL 帧序号

3 1 LEN 通信帧数据域长度

4 1 CMD 指令代码，此处取值 11H

5 1 TYPE 参数类型，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 n DATA 参数内容，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n 1 BCC 异或校验值

读取指令应答—12H

位置 字节数 数据元 数据内容

0 2 STX AA55H

2 1 RSCTL 帧序号

3 1 LEN 通信帧数据域长度

4 1 CMD 指令代码，此处取值 12H

5 1 TYPE 参数类型，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 n DATA 参数内容，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n 1 BCC 异或校验值

主动读指令应答—13H

位置 字节数 数据元 数据内容

0 2 STX AA55H

2 1 RSCTL 帧序号

3 1 LEN 通信帧数据域长度

4 1 CMD 指令代码，此处取值 13H

5 1 TYPE 详细请见“指令参数列表”

6 n DATA 响应数据

6+n 1 BCC 异或校验值

A.3 指令参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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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类型

（TYPE）

应用指令

(CMD)

参数内容

（DATA）

应答内容

（DATA）
备注说明

00H 版本信息

00H 版本信息 ASCII码 — 广播信息

02H 无

执行状态（1Byte 00H成功，其

他失败）

版本信息 ASCII码（nBtye）

01H 标签状态及余

额

00H/04H

标签状态(1Byte）
卡片类型(1Byte）
卡片余额(4Byte）

—
广播信息/
事件通知

02H 无

执行状态（1Byte 00H成功，其

他失败）

标签状态(1Byte）

卡片类型(1Byte）

卡片余额(4Byte）

02H 消费信息 04H
扣款状态(1Byte）
扣款金额(4Byte）

— 事件通知

05H 透传指令 02H

IC卡编号：1Byte
Bit7: 1-复位；

0-正常读取

Bit(6:0): 1- IC卡

2-ESAM

……

指令编码：N Bytes

（若 IC卡编号为复位

状态时，指令编码为

1Byte，其中 0表示复

位，1表示关闭）

执行状态（1Byte 00H成功，其

他失败）

卡片返回数据(nByte)

06H ID及 SN号 02H 无

执行状态（1Byte 00H成功，其

他失败）

ID号(4Byte）

SN号(8Byte）

07H 随机数 02H 随机数个数（1Byte，
升级取 8byte）

状态(1Byte 00H成功，其他失败)
随机数内容(nByte)

08H 认证指令 01H 认证数据：8Byte

认证结果：1Byte
0：成功

1：失败

09H 初始化升级 01H

ID：4Byte
SIZE：4Byte（升级文

件大小，单位 Byte）

状态:1Byte
0：成功

1：失败

最大帧长度：2Byte

0AH 升级帧传输 01H

ID：4Byte
帧编号：2Byte

传输数据：nByte

状态：1Byte
0：成功

1：失败

0BH 升级帧结束 01H 无
升级状态：1Byte

0：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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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失败

0CH 专用卡指令 04H

卡片类型：1Byte
卡片状态: 1Byte

数据内容：n Byte

具体见专用卡指令说

明

— 事件通知

0EH 广播开关 01H

Data（1Byte）
0：打开广播

1：关闭广播

执行状态（1Byte 00H成功，其

他失败）

10H 字符显示 04H

字符内容：n Byte
字符和数字：ASCII

码

中文：GB2312

FFH 退出接口工作

模式

01H - 执行状态（1Byte 00H成功，其

他失败）

04H 退出类型(1Byte) - 事件通知

卡片类型

卡片类型 参数

储值卡 16H

记账卡 17H

标签状态字节说明

位置 “1” “0”

Bit0 电量低 电量正常

Bit1 标签被拆卸 标签未被拆卸

Bit2 已写入口 未写入口

Bit3 IC卡出错 IC卡正常

Bit4 逻辑加密卡 CPU卡

Bit5 车牌不一致 车牌正常

Bit6 系统正常 程序丢失

Bit7 不存在 IC卡 存在 IC卡

标签被拆卸会导致标签失效，影响实际通车。

注：上表仅对状态字解析的应用说明，实际显示内容应当与各地客户要求显示内容一致。

扣款状态字节说明

数值 状态说明

0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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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异常，显示“操作失败”

2 联系运营商，显示“联系运行商”

3 无卡，显示“请插卡”

A.4 升级流程

程序升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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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V2X 基础参数及测试方法

B.1 基础参数

通信距离

通信距离反映了V2X技术的感知范围，影响应用场景的效果。V2X通信距离在高速公路应大于600m，

在城区道路应大于300m。

定位频率

定位频率反映了车辆向外部报告自身位置、速度、行驶方向等信息的实时性。定位频率越高，则车

辆能够更实时的跟新周边车辆的信息。但更高的频率对系统处理能力、带宽的要求也更高，此外，定位

数据频率也受限于GNNS模块；现阶段，定位信息频率应≥10Hz。

定位精度

定位精度影响到车辆相对位置的判断，进而影响碰撞类场景的性能，是极其关键的参数之一。定位

精度应＜1m。

通信时延

通信时延标定了信息的实效性，在移动车辆网系统中，车辆高速移动的特性要求系统的整体时延需

要尽量的低，在V2X系统中，通信时延应≤5ms。

丢包率

在有效通讯距离内，以10Hz的频率发送BSM，丢包率应≤1%。

B.2 自动驾驶营运车辆V2X基本功能测试方法

通信距离

选取空旷长直道路，以接收端丢包率＜10%情况下的距离计做有效通信距离，测量设备的通信距离。

定位频率

可通过系统自带工具进行测量。具体方法为：

在Linux系统中输入gpsmon或cgps命令，即可打印GNSS模块输出的解析后的定位数据，查看数据间

隔以此确定更新频率。

定位精度

使用第三方高精度设备的观测数据与待测设备的定位数据进行对比，得出定位精度。同时，可使用

定位芯片/模组厂商提供的专业软件如Ublox的U-center等，进行定位点的偏移测量。

通信时延

测试通信时延时，如超出100毫秒则认为是无效数据（体现到丢包率指标中），因此仅统计时延≤

100ms包的时延情况。同时，应设置在不同距离、不同相对速度下通信时延的具体用例进行计算测量。

计算的指标为：均值和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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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某个相对速度，假设总共有M 个连续时间段能够同时满足该相对速度，其中第m（ Mm 1 ）

个连续时间段长度为 mt ，其中收到了 mN
满足收发时延小于等于100ms的数据包，各数据包的时延记为

m
nd
（ mNn 1

），则

 时延均值 d 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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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包率

丢包率测试中，对同一个相对速度和距离下的多个时间段进行丢包率统计。

针对某个相对速度和距离区间，假设总共有M 个连续时间段能够同时满足该相对速度和距离区间，

其中第m （ Mm 1 ）个连续时间段总发包数为 mt ，其中收到了 mN
个满足收发时延小于等于100ms

的数据包，则丢包率 PER 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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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MDT 安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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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 MDT 安装的人员要求、环境要求、操作要求、检测规则等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 MDT 安装操作规程。

C.2 要求

一般要求

安装人员要求

人员资质

安装人员应具有汽车机电维修资质。

人员着装

安装人员应着装整洁，服饰材料应具备抗静电性；

安装人员应避免穿著带任何金属质地的工服以及佩戴金属物品（如手表、戒指、项链等），以免造

成操作过程中的短路或对车体内外部的损伤。

安装环境要求

安装环境应符合 JT/T 3144-91《汽车运输企业行车安全管理标准》的要求；

安装过程如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如大雨、沙尘暴、冰雹、大雪等）干扰而存在安全隐患时应

不得进行。

安装操作要求

安装操作应符合 GB/18344-2001《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中的要求；

严禁在安装现场吸烟；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易腐蚀物品进入安装现场；

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严禁用汽油、易挥发溶剂擦洗设备、衣物、工具及地面等；

严禁堵塞消防信道及随意挪用或损坏消防设施；

严禁损坏安装区内各类防爆设施。

安装保密性

应避免非工作人员在 MDT 安装现场；

应妥善保管设备安装的相关信息，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口述或书面方式向第三方透露。

安装准备要求

C.2.1.1 安装流程

安装流程图明确规定安装中的各个环节和过程及了工作步骤；

安装工作应按照所规定流程进行，“安装流程图”见图 C.1。

C.2.1.2 安装准备

应提前至少两个工作日完成安装计划的书面确认，并保留复印件；

安装环境应符合对应规范的要求；

安装人员应了解所安装车辆的详细信息；

准备相关的报告及文件，“车辆检查清单”见表 C.1，“安装报告”见表 C.2 ；

准备相关的安装工具，“安装工具清单”见表 C.3。

C.2.1.3 安装前检查

在 MDT 及附属配件安装前，安装人员应与车辆管理人员共同对车辆进行检查。对于任何现存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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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应取得共识并在“车辆检查清单” 上注明，并签字确认，“车辆检查清单”见表 C.1；

检查 MDT 及附属配件的外包装，应符合 8.1 条规定。

MDT设备安装

C.2.1.4 MDT主机安装

位置

MDT 应安装在远离碰撞、过热、阳光直射、废气、水、油和灰尘的地方；

MDT 应远离气囊控制器、音响系统、ABS 系统和其它敏感的电子设备；

MDT 要安装在隐蔽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MDT 安放应牢固，应至少要用 2 到 3 个螺丝或尼龙扎带与车辆加以固定，防止松动；

MDT 各连接埠的朝向应便于操作和维护。

电源

MDT 的电源应为车辆电源，取自车辆现有相关电路或车辆电瓶；

电气性能参数应符合 4.2.6 条规定。

布线

MDT 连接线要整齐布置，并用线夹、电缆套、电缆圈固定，线束内的导线要有序编扎；

对应埠的电线颜色应与车辆线路颜色要求保持一致；

电线的接入应使用焊接或卡线帽方法；

在避免紧拉与摩擦的前提下，布线距离应尽可能短；

布线应采用阻燃的辅助材料。

保险

MDT 主机电路系统应安装相适应的插片式保险，应符合 QC/T 417《汽车用片式插接件》和 QC/T 418

《汽车用片式插接器技术条件》；

保险应安装在保险盒里，保险盒的位置尽量接近车辆的电源、地线和点火源。

C.2.1.5 天线安装

位置

天线应安装在水平面上，信号接收面朝上且具有良好天空视角的位置；

天线信号接收面方向应避免金属物品的直接遮挡；

天线应远离安全气囊控制装置、音响系统、ABS 系统和其它敏感的电子设备；

天线应与 MDT 位置尽量接近，并确保没有活动的零件或物体对天线电缆线和接插件造成损害。

固定

天线应采用背磁或双面胶固定；

天线电缆盘绕直径应在 10cm 以上，采用尼龙扎带固定。

C.2.1.6 附属配件安装

紧急按钮

安装位置应便于操作，且避免无意碰到和被无关人员轻易发现；

安装位置应避开有液体溢出或有水直接喷溅的区域。

安装后恢复

安装结束后应确认 MDT 安装位置正确且牢固，安装线路整齐，各节点连接符合要求，应将车辆中多

余的线头、胶带等清理干净，并擦拭干净；并将拆装后的车辆恢复为原状；

在 MDT 及附属配件安装后，安装人员与车辆管理人员共同重复车辆检查工作，以确认安装工作没有

对车辆原系统产生影响，并签字确认，“车辆检查清单”见表 C.1；

填写完成“安装报告”，并签字确认，“安装报告”见表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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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MDT 及附属配件安装位置示意图”，“MDT 及附属配件安装位置示意图”见图 C.2。

C.3 检验规则

检验项目

安装后 MDT 测试，应符合 4.3 规定；

检验合格

检验应符合检验规则中 6.5 相关要求；

检验不符合检验规则 6.5.2 中任何一项，均判定为安装不合格。安装不合格时，应对其进行重新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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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安装流程图

到达现场

检查车载终端设备

及附属配件

在“车辆检查清单”上记录并签字确认

安装车载终端及附属配件

检查安装并进行测试

安装后恢复，检查车辆

在“车辆检查清单”上记录并要求用户签字

填写完成安装报告并确认

车辆 车载终端设备及附属配件

安装人员

清理现场

运营控制中心客户预约

完成安装

检查工具 检查车辆

运营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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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车辆检查清单

车 辆 状 况

NO. 项目 安装前 安装后 NO. 项目 安装前 安装后

1 边前灯 24 音响系统

2 后尾灯 25 音响系统代码

3 近光灯 26 收音机天线

4 远光灯 27 时钟 (重新设定)

5 刹车灯 28 仪表板照明

6 前辅灯 29 碰撞警报灯

7 后雾灯 30 警报灯指示

8 倒车灯 31 主要灯光指示器

9 右转指示灯 32 里程表 (重设)

10 左转指示灯 33 内灯

11 危险报警灯 34 启动/加载灯

12 前雨刷 35 安全警报

13 后雨刷 36 前车加热

14 前屏冲刷 37 头灯洗/擦

15 后屏冲刷 38 空调

16 后车加热 39 发动机

17 前电动窗 40 ABS 系统

18 后电动窗 41 仪器和显示

19 电控镜 42 安全带

20 电动车顶棚 43 外部车体

21 电动座椅 44 内部整洁

22 中心门锁 45 顶层衬套

23 喇叭 46 号牌灯

注：状况良好划“√ ”，有问题划“×”

安装前客户签字： 日期：

安装后客户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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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安装报告

客户号

运营中心

销售负责人

报告单序号

部分 1 – 客户信息

公司名称 电话:

安装地点

车辆负责人姓名 电话: 手机:

司机姓名 电话: 手机:

部分 2 – 车辆信息

车型 颜色

车牌号 发动机号

里程表 底盘号

部分 3 – 初次安装信息

手机号 卡号 车载终端设备序号 车载终端设备安全号 车载终端设备号

初装日期

部分 4 – 安装位置

车载终端设备 紧急按钮 碰撞传感器

天线 状态开关 门检开关

部分 5 – 成功安装确认

车载终端设备检测人姓名 软件测试人员姓名

检测时间 点火测试

检测位置 卫星定位 测试

部分 6 – 备注

附属配件 1 电池电压 伏特

附属配件 2 终端电压 伏特

附属配件 3 保险丝 安培

部分 7 – 车载终端设备更换信息

车载终端设备序号 卡号

安全号 手机号

部分 8 – 注解/发现故障

部分 9 – 客户同意（车载终端设备安装／维修后，车况良好，无异常）

验收单位 验收人员签名 日期

部分 10 – 安装人员详细信息

安装公司 安装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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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安装工具清单

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1 工具箱 402030cm

2 电缆盘 50M

3 电钻 300W、4.2mm

4 万用表 量程要求覆盖汽车电路

5 逆变器 300W

6 电烙铁 30W

7 焊锡丝 0.5mm

8 尖嘴钳 15cm

9 扁口钳 15cm

10 方口钳 15cm

11 拨线钳 15～20cm

12 接线端子冷压卡钳 YT-11

13 套筒板手 至少包括 8mm 套筒两把

14 活动扳手 8mm 至 19mm

15 十字螺丝刀 6寸

16 一字螺丝刀 6寸

17 钟表螺丝刀 内含 2mm 一字

18 大号尼龙扎线带 50mm

19 小号尼龙扎线带 300mm

20 黑色绝缘胶带 黑色防水

21 双面胶带 40mm1mm

22 壁纸刀 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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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 MDT 及附属配件安装位置示意图

位置 Ref. 位置 Ref.

仪表盘下端 – 右边 1 后座 – 中间 15

仪表盘下端 – 中间 2 后座 – 左边 16

仪表盘下端 – 左边 3 后车门内饰 – 左边 17

脚踏板 – 副司机 4 后行李架 – 右边 18

变速杆控制台 5 后行李架 – 左边 19

脚踏板 – 司机 6 后行李舱 – 前边 20

前车门内饰 – 右边 7 后行李舱 – 右边 21

前座 – 右边 8 后行李舱 – 后边 22

前座之间 – 过道 9 后行李舱 – 左边 23

前座之间 – 杂物箱 10 顶梁 – 前右 24

前座 – 左边 11 顶梁 – 前左 25

前车门内饰 – 左边 12 顶梁 – 后左 26

后车门内饰 – 右边 13 顶梁 – 后右 27

后座 – 右边 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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