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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通过 GPS\北斗等定位系统，对执行任务的甩挂车辆进行实时行踪
定位，实现异常实时反馈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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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据分析 2017 年全国物流业务量 401 亿件，收入 4950 亿，2020 年更有可能突破 700 亿。
在物流业务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物流车运输任务量及规模也顺势增长，已远超千万辆量级，
而如此庞大的甩挂车辆如何实时有效的进行定位、监控及管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众志物联网利用物联网定位传输技术，针对性的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 

二、应用需求介绍 

甩挂运输车由牵引车及挂车组成，挂车内按计划装载不同货物后，即匹配合适的牵引车
执行运输任务。而由于牵引车与挂车是可装卸分离的，因而挂车是否中途被更换牵引车，是
否按既定路线运输等等问题困惑运营者，影响运营效率。本系统根据应用场景特点，采用实
时挂车独立定位方式，实现挂车实时位置更新，偏航停航等异常智能提醒功能。 

 
图 1 应用布局图 

1. 定时轨迹更新 

通过在每台挂车上安装甩挂定位器，挂车的地理坐标信息会定时上报给后台系统，系统
即可实时更新相关挂车轨迹信息，以便管理者查询掌控。 

2. 双定位保障 

甩挂定位器采用“美国 GPS+中国北斗”双定位系统进行高精度定位，大大提高定位成
功率和精准度。 

3. 行踪异常提醒 

每趟行程，系统后台会自动发送指定导航线路给运输司机，若司机所行走路线有较大幅
度变差时，则被识别为异常行踪，系统发出提醒，以便管理者及时核实调度。 

4. 行车状态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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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挂定位器具备行动状态感应功能，若在执行行车任务过程中，定位器感受到长期静止
状态，则会主动上报异常，以便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并核实原因。 

5. 可循环充电 

因挂车出车任务具有不规律性，甩挂定位器采用可拆装及可充电方式，当挂车出车时再
进行匹配安装，最大程度的提高利用率。 

6. 防水防尘 
甩挂定位器安装于挂车外侧，会长期经历日晒雨淋，故采用防水防尘设计，确保耐用性。 

7. 拆卸警报 

甩挂定位器需具备防拆警报功能，当安装后，若遇到非法拆卸，则立即向后台发出警报
信息并上传对应坐标信息。 

三、系统介绍 

 
图 2 系统拓扑 

系统双定位及多检测传感器技术，实现挂车运行过程中的位置、运行状态、定位器非法
拆卸等信息得以实时更新至后台，结合货运司机 APP 路线信息，管理者可在后台系统进行
实时挂车运行状况查询及任务调整管控。 

 
 

www.wewills.com


   

 4  

众志物联网 
 

物流挂车定位管理系统 

广州众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www.wewills.com 

1. 甩挂定位器 

 
图 3 甩挂定位器示意图 

挂车单次运输可长达 2 周时间，甩挂定位器跟随挂车长期暴露在外，需具备良好的环境
可抗性。而作为挂车运行状态的监测源，甩挂定位器需具备良好的技术保障性，可实时获取
精确地理坐标，并可根据不同运行状态进行主动提示，如停车/行车状态，非法拆除，电量
预警等等。具体功能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甩挂定位器参数表 

项目 内容 备注 
定位方式 GPS+北斗，双定位  
传输方式 2G(GPRS)  

运动感应 行走、停泊状态上传  
强拆警报 使用期间非法拆下定位器，主动发出警报  
供电方式 可充电，单次充满可用 2 周以上 充电口配防水塞 
安装方式 螺丝固定 基于目前壳体 

识别方式 RFID+一维码  
尺寸 83.0×58.0×33.0mm，带安装耳  

2. 手持机 

 
图 4 手持机示意图 

手持机用于定位器维护工作人员，在甩挂定位器匹配某牵引车执行运输任务时，定位器
安装在挂车上后，工作人员贴近定位器，通过 RFID 识别定位器编码，并在手持机 APP 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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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器绑定至相应任务单上后，后续运输过程中定位器的动态信息即与任务单关联管理。当
任务执行完毕后，工作人员将手持机贴近定位器，通过 RFID 识别定位器编码，并解绑任务
单，即可合法取下定位器。 

四、软件系统 

系统采用 B/S 架构，配合系统数据服务器，可通过网页多终端并行操作，系统可根据
需求进行特定功能模块的定制。 

1. 登录界面 

 
图 5 甩挂定位管理登录示意图 

管理员可通过网页，随时登录系统进行管理。 

2. 运输总览 

 
图 6 甩挂定位管理运输总览页示意图 

系统提供整体运输任务总览页面，让管理者集中了解所有挂车任务执行情况，包括任务
总量，已完成任务的车辆及任务图中的车辆等量化信息，以便做出整体方针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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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录入 

 
图 7 车辆登记管理示意图 

牵引车及挂车及配套的甩挂定位器，通过此页面进行登记绑定，绑定后，即形成对应关
系信息记录，操作员亦可通过此界面进行对应绑定任务的启动及结束，当绑定后，该牵引车、
挂车及甩挂定位器不能被再次引用，直到任务结束，三者被解绑，则可进行下一次组合绑定。 

4. 定位跟踪 

 
图 8 轨迹信息页面示意图 

管理员可以在此界面进行每辆挂车实时运行轨迹查看，并可对历史行程通过位置列表及
轨迹图的方式进行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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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警信息管理 

 
图 9 报警信息管理示意图 

所有报警信息集中在此页面完成，包括：甩挂定位器的低电警报、甩挂定位器非法拆卸
警报、挂车行走定位轨迹异常警报、挂车无定位坐标信息警报、挂车无通信响应警报、挂车
运行中长时间停车警报等，管理员可按处理原则逐条进行查看并处理。 

五、行车 APP 

行车 APP 供运输司机及出货工作人员使用。 

1. 出货工作人员 
出货工作人员在确定出货后，将此次出货的牵引车编号、挂车编号通过 APP 录入系统

（或从系统已有安排中调出），将甩挂定位器安装在当前挂车上后，通过手持机贴近定位器，
并在手持机 APP 上点击“  识别绑定 ”，则三者即可完成任务绑定。 

而当任务完成后，工作人员在 APP 处点击解绑，即可将甩挂定位器回收下次使用。 

2. 运输司机 
运输司机准备好启程时，点击 APP 上对应任务行程的“ 启程 ”按键，APP 会提供此

次任务行程的行走路线，当行走过程中出现线路异常时，APP 及后台都会弹出提示，司机可
及时修正或与总部沟通。 

六、联系方式 

公  司：广州众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姓  名：赵文晓 
移  动：19928320889 
座  机：020-29821291 
邮 箱：zhaowenxiao@wewills.com 
地 址：广州天河区车陂东岸祠堂大街 2 号东瑞大厦 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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