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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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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信息管理

1.1 管理员管理方式

管理员有电脑网页端，方法：通过浏览器（建议用谷歌浏览器）打开车队管家官网

（https://www.cheoa.cn/），点击注册/登录即可。

管理员还有手机 APP端，方法：通过手机应用市场搜索“车队管家”，下载安装即可，或直接

扫码以下管理员二维码下载安装。

1.2 车辆管理

车辆基本信息管理，如车牌号码、别名、车辆容量(即座位数或载货量)、型号、车架号、发动

机号、车辆图标（选择对应车辆图标，在监控页面展示用）、违章查询车辆类型（用于系统违

章查询）、行驶证照片、默认司机姓名、司机电话、累积里程数（用于里程保养提醒）、加油

类型、购置日期、GPS设备 imei码（购买定位设备后，设备上及设备盒子上有对应的 IMEI
码，输入后再将设备安装车上即可使用定位功能）、超速报警、疲劳驾驶报警、静止超时报警、

其他照片等，打*号为必填，其他选填。默认司机后，排班时候可选择默认车辆/司机，亦可以

选择其他车辆/司机。网页端支持批量导入。批量导入方法：先下载导入模板，编辑好所有信息，

点击批量导入。

配套 GPS后，每个车辆信息后面都有行程报表，可以详细查看该车每天的行驶里程数、行驶时

长、速度等。

网页端路径：网页端后台（https://tms.cheoa.cn/）-基础信息-车辆-添加车辆

https://www.cheoa.cn/
https://tms.cheo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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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路径：管理员 APP首页-车辆管理-右上角+号

1.3 司机管理

司机基本信息管理，如司机姓名、手机号、入职日期、住址、默认车辆、文件/证件照、紧急联

系人等，打*号为必填，其他选填。默认车辆后，排班时候可选择默认车辆/司机，亦可以选择

其他车辆/司机。网页端支持批量导入，批量导入方法：先下载导入模板，编辑好所有信息，点

击批量导入。添加司机成功后，自有司机即会收到系统提醒，并下载司机 APP，通过手机号+
验证码登录即可。

网页端路径：网页端后台（https://tms.cheoa.cn/）-基础信息-司机-添加司机

手机端路径：管理员 APP首页-司机管理-右上角+号
注：司机可设置为自有司机和外援司机，区别是：

自有司机可以登录司机 app，发给自有司机的任务，司机可以通过司机 APP确认任务后，并可

以点击“通知客户、到达起点、编辑行程、完成任务”等按钮。

外援司机不能登录司机 app，发给外援司机的任务，通过短信通知司机，默认司机接收任务，

并可由管理员点击“通知客户”，“完成任务”等按钮。

1.4 用车人管理

用车人基本信息管理：管理员将用车人姓名、手机号、地址、用车单位（单位可以在用车单位/
部门单独添加）等信息录入至用车人列表，选择是否允许坐班车，是否允许订车，若是需要审

批且为小程序端审批，则给该用车人的权限为允许审批权限。网页端支持批量导入。

网页端路径：网页端后台-基础信息-用车人-添加用车人

手机端路径：管理员 APP首页-用车人管理-右上角+号

https://tms.cheo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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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油卡

添加多张油卡，支持基础档案管理，自动同步中石油/中石化油卡数据，财务系统同步更新油耗

费用，同时您还可查看油卡充值明细：包括消费金额、加油金额、充值油量及相关操作人员信

息。

网页端路径：网页端后台-基础信息-油卡-添加油卡

手机端路径：管理员 APP首页-油卡-右上角+号

1.6 提醒

添加设置车辆提醒，提醒内容如年检、保险等可以随意添加，设置提醒时间，提醒周期（循环

提醒的时间周期），是否发短信提醒（选择否的话就只有 APP提醒），选择下次提醒时间。

1.7 账号

注册主账号拥有超级管理权限，可以添加其他管理员，设置管理员密码（新增管理员初次登录

密码由超级管理员设置，密码后期可修改），给管理员分配不同管理权限。还可以给每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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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菜单设置（比如不显示哪些模块，可以将勾选去掉），若超级管理员更换可以点击新管

理员后面的“转移管理员权限”按钮，将超级管理权限转移给新的管理员。

路径：网页端后台（https://tms.cheoa.cn/）-基础信息-账号-添加管理员，填写新管理员姓

名、手机号、初始密码、模块权限，其中模块权限勾选代表有该权限，取消则无该权限。

2 排班调度

2.1 添加自定义字段

管理员可以添加任何派单中所需要的字段，可以是文本、图片、列表等类型。同时可以设置为

用车人是否可见或可编辑，司机是否可见或可编辑，若用车人可见或可编辑则在用车端的小程

序或 PC端就可见或可编辑，若为司机可见或可编辑则在司机端可见或可编辑。比如“司机反

馈”字段可以选择用车人不可见且不可编辑，但司机可见且可编辑。

自定义字段在用车人端/管理员端/司机端所显示的位置可以由管理员统一设置，可删除或修改

用车人及司机可见/可编辑权限，不可修改名称，只能删除后重新添加，若自定义字段和订单类

型计价器有相关，一旦重新添加，订单类型也需要重新添加哦。

您可以根据您的具体使用场景添加相应自定义字段，如：

 货运相关，如品名、规格、净重、磅单上传等；

 客运相关，如航班号、行程安排、杂费等；

 行政用车相关，如用车事由、用车人数、行程安排等。

2.2 添加订单类型及设置任务计价器

https://tms.cheo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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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添加任何派单中所需要的类型，如车型（经济型、商务型等）、事项（公务、出差

等）等都可以。路径：登录车队管家电脑端（http://tms.cheoa.cn/），选择左侧导航“排班

调度-订单类型-添加订单类型”。

通过订单类型还可以设置排班任务的计算公式：

1）案例一：最简单的费用公式=任务公里数*系数，比如实际行驶 50公里，按每公里 5元计

算，即费用=50*5。
操作方法：将每公里的系数填入“超出里程的单价”，其他默认为 0，保存即可。若是用车人

需支付的费用请在“用车人费用计价器”处填写，若是司机工资请在“司机费用计价器”处填

写。如图：

2）案例二：费用公式=起步价（含多少公里）+超出限定公里后每公里*系数+超出限定小时

后每小时*系数。比如 50公里，2小时内起步价 100，超出 50公里后，每公里 5元，超出 2
小时后，每小时 6元，那就按下面的步骤进行。

操作方法：将起步价 100填入“起步价”框内，将起步公里数填入“起步里程（公里）”框内，

将超出公里后的每公里系数填入“超出里程的单价”框内，起步时间需折算为分钟填入“起步

时间（分钟）”框内，再将超出时间每小时系数折算为每分钟系数填入“超出时间的单价”框

内，保存即可。同样需要注意是用车人费用还是司机费用。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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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三：复杂点的费用公式=起步价+时效罚+过路费+油耗奖罚。比如 8小时内完成任务

司机工资 100，超过 8小时完成扣司机工资（按 1分钟扣 1元计）；100升油以内，每升油

奖 1元，100升油以上每升油罚 0.5元；另加过路费。

操作方法：需要先添加自定义字段，如过路费、加油量，选择整数或小数类型，再回到“订单

类型-添加订单类型”，将起步价（100）；起步时间（8小时 * 60）填入，超出时间的单价

填 -1；过路费，大于分界值的地方填 1（其他地方填 0）；加油量，分界值填 100，小于分

界值填 1，大于分界值填 -0.5。如图：

2.3 通知管理

短信通知内容可以个性化修改（高级版以上客户），路径：网页端—排班调度—通知管理—默

认通知—详情—编辑，联系客户经理并告知更改的内容，车队管家会提交运营商审批，预计 1-2
个工作日完成审批。管理员也可以添加新的短信通知模板，排班的时候默认选择默认通知模板，

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通知模板，这样就可以不同任务选择不同短信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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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通知提醒由管理员就可以直接修改保存设置，无需审核，如通知管理员审批方式，通知调度员

派车方式，通知司机接单后司机多久未及时接单触发语音提醒及提醒次数，还有任务开始前多久

提醒司机及提醒方式等等。直接勾选后保存即生效。

2.4 排班调度-调度员派单

1）调度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派单：

途径一：用车人申请/预定后调度员直接指派司机/车辆（如有需要也可以通过点击抢单按钮让

司机自己抢单）：当用车人通过小程序端或 PC端提交申请用车（或审核通过）后，调度员即

会收到派单 APP及短信提醒，通过电脑端或手机端—排班调度—编辑对应任务订单分配司机/
车辆—保存—点击“通知司机”按钮—司机通过司机 APP接单并完成任务。

途径二：调度员直接在电脑端或手机端直接添加排班再进行派单（如补录单等，网页端可批量

导入排班）：通过电脑端或手机端—排班调度—新建排班—输入排班相关行程信息如时间/地点

等—分配车辆/司机—保存—点击“通知司机”按钮—司机通过司机 APP接单并完成任务。也

可以下载导入模板，按模板要求填写后，批量导入排班数据，（若有新增自定义字段内容，记

得补充自定义字段信息）。

2）排班调度默认按排班展示，调度员可以点击全部排班，快速筛选出未分配司机、已完成任

务等不同状态下的订单。同时可以选择按车辆、按司机展示排班，可以快速知道近期车辆/司机

派单情况。调度员指派司机/车辆时，可以看到司机/车辆当天的任务情况，防止排班冲突。红

色表示冲突，黄色表示可能冲突，蓝色不冲突，灰色已完成。

3）排班系统防漏单机制：在分配司机任务后，司机在管理员设置的接单时间内，未及时接收

任务，系统会触发语音电话及时通知司机，相关提醒设置在管理员电脑端—排班调度—通知管

理中可以逐一设置并调整（参考通知管理）。此外若司机在任务开始前 2小时仍未点击接收任

务，系统会再次触发语音电话提醒司机，若司机在任务开始前 1小时仍未点击接收任务，系统

则会触发语音电话提醒分配该任务的调度员，以便及时调整司机，防止漏单。

4）管理员电脑端—排班调度—列表页中勾选多趟任务可以进行批量通知司机、批量完成任务

等批量操作。可以在全部排班处选择对应的排班状态，还可以按车辆，按司机查看排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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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司机通过司机 APP接收任务，并在点完成任务前编辑行程输入行程相关数据，如过路费、

停车费等等，最后，司机点完成任务按钮，系统根据管理员设置的订单类型计算公式自动计算

该任务费用。

6）司机完成任务后，调度员可以对已完成的任务进行收车更新，将任务内容（如司机忘记更

新或填写的内容有误等）进行收车完善，如无需更新则不点“收车更新”即可。

7）排班列表中“更多操作”点开后会有“查看轨迹”（即查看该趟任务的行驶轨迹，统计时

间为司机点开始任务到点完成任务）、“操作历史”（从申请用车到派单到接单等均有记录可

依）、“复制排班”（复制同样的排班行程内容）等按钮。

8）删除后的排班会保存在网页端—排班调度—右上角的回收站中。针对误删除排班通过勾选

对应排班—点击上面恢复按钮可以恢复回去。

2.5 查看排班报表

管理员可以按日期、按司机、按车辆、按用车单位分别查看排班报表，且网页端点击右侧导出

按钮可以将数据导出。如图：

网页端路径：排班调度—排班报表；手机端路径：首页—报表信息—排班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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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班车管理

轻松创建班车排班，步骤如下：

1)添加班车：登录车队管家网页端，左侧导航排班调度—班车管理—右侧添加班车，如图：

2) 录入班车信息，路线名（如滨江-余杭方向，用车人在班车时刻表界面可看到该名称），联

系人（如遇到问题时，司机可联系的公司联系人），班车的周期，时间，起点终点等。若需要

展示路线信息，可以在备注信息中添加，如杭州西站—西溪湿地—杭州东站，备注信息在用车

人端班车时刻表中可以展示出来，填完内容保存。如图：

3) 创建班车站点，路径：排班调度-班车管理-班车站点-添加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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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地图上直接选地址，也可以搜索框搜索站点，再地图上核对位置，输入站点名称，地址，

备注等信息保存即可。注：“站点名”是用车人在班车定位界面看到的名称。

4）添加班车站点信息：在对应班车列表右边点击站点信息，添加该班车对应站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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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成班车排班：对应班车前打钩，选择好班车时间周期（建议初次先测试几天，没有问题

再生成长期班车），点击生成排班按钮，班车任务就会出现在排班调度里。如图：

6)在排班调度中查看已生成的班车排班，已生成的班车排班默认为已通知客户的状态（实际无

通知短信），可以对已生成的班车排班重新编辑后修改或新增司机，一旦编辑保存后需要重新

点通知司机按钮，并且需要司机在司机APP端接收任务。车辆的座位数在车辆信息—车辆容量

里添加，班车二维码也是在车辆信息—详情—生成二维码生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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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班车报表

班车报表：可以按日期或按路线名查看报表，如查看某时间段内或某路线的预定数，取消数，

上车数等，还可以查看用车人明细，点击右上角乘客明细，还可以按路线统计，点击右上角路

线统计按钮。

2.8 评价报表

公车用车后管理员可以查看用车人评价报表，选择查看时间段，查看某司机的平均评分，总订

单数，还可以点击详情查看所有评分和评价内容，还支持数据导出报表和导出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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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用车审批

用车审批有两种选择方案：

方案一：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审批，此方案仅需在用车人列表将对应审批人设置为允许审批即

可，此方案适用于审批人多数为部门领导等情况；

方案二：通过管理员 APP端或电脑网页端审批，此方案仅需在添加管理员时给予审批权限即可，

此方案适用于审批人多数为车队管理中心人员的情况；

3 定位监控

3.1 关联并安装设备

1） 在基础信息—车辆信息添加或编辑车辆时，将设备IMEI码一并填入车辆信息中即可关联，设

备码在设备上有体现。

2） 安装设备：OBD设备自己就可以安装，参考安装视频：https://www.cheoa.cn/guide_13.html；
接线设备建议安排懂车辆电路的人员进行安装，也可以选择车队管家上门安装增值服务，参

考安装视频：https://www.cheoa.cn/guide_14.html；

3.2 查看定位

管理员通过网页端/手机端可以实时监控所有车辆的位置、车辆状态（绿色代表行使中，黄色代

表静止，红色代表离线，离线状态可能是设备被拆除，或设备处于无信号地段，恢复信号后会

自动更新位置，当设备离线/恢复系统会自动提醒管理员。）、车辆任务状态（红色任务中，绿

色空闲中）等。点击某辆车，还可查看对应地址，司机姓名，电话，车牌，有效期，车辆状态，

最近一趟任务信息，分配任务，查看轨迹等。

网页端点击右下角全屏按钮可以查看地图全屏。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定位监控-定位监控。手机端路径：监控。

手机端点击车辆还有分享定位按钮，可以将定位分享给微信好友，设置分享时长。

https://www.cheoa.cn/guide_13.html
https://www.cheoa.cn/guide_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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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看轨迹

在监控页面点击需要查看轨迹的车，再点击“查看轨迹”按钮，选择查看轨迹的日期（最多可

查看 5天内轨迹），点击确定即可。通过查看轨迹可以看到车辆的运行轨迹，运行速度，运行

公里数，运行时长，起点/终点时间，期间停留时间点，轨迹回放等等。轨迹颜色不同代表速度

不同，如蓝色，速度>60，青色，速度>40，黄色，速度>20，红色，速度<20。
还可以点击轨迹回放，选择回放速度。

3.4 实时路况

点击监控页面右上角实时路况，即可查看当前路况。

3.5 测量距离

点击监控页面右上角测量距离，选中地图地址，可以选择多个地址，单击鼠标右键结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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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监控分组

路径：定位监控—监控列表页—右上角“添加一级监控分组”，如图：

点击该分组右边“…”按钮可以进行编辑、添加子分组、删除等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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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添加电子围栏

设置车辆的电子围栏后，当车辆进出电子围栏均会触发提醒管理员。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定位监控—电子围栏—添加围栏—在地图上选择地点成为围栏中心—点

击水滴状按钮设置围栏名称、报警范围等，保存即可。

手机端路径：监控—右上角设置按钮—电子围栏—右上角“+”号添加围栏—在地图上选择地

点成为围栏中心—点击水滴状按钮设置围栏名称、报警范围等，确认即可。

3.8 路径规划

管理员根据任务合理规划路线（如班车、货车等），若车辆偏移预设好的路径，系统将自动报

警提醒，提升任务的时效性，操作步骤如下：

1）添加路径：网页端—定位监控—路径规划—添加路径。如图：

2）选择小车或货车，添加起点、终点、途径点，选择最佳路径（如费用最低、时间最短、距离

最短），并设置路径名称，分组权限（无分组选择默认分组即可），选择报警开关，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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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车辆：在对应的路径名称右侧点击编辑车辆，勾选未在该路径上的车辆，点击保存即

可。添加后，在用车人微信小程序端就会显示该班车排班的站点信息。

3.9 行程报表

通过行程报表可查看某时间段内，某车辆的总运行时长，总运行公里数等。还可以按日期、按

司机、按车辆分别查看数据报表。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定位监控—行程报表。

手机端路径：首页—报表信息—行程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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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结算

4.1 财务结算

含排班订单收入、排班订单支出、非订单类收入、非订单类支出，支持自定义添加费用类型，

如维修、保养、油费等等。所有收入/支出有详情按钮，可以查看该收入/支出的费用详情。其

中订单收入/支出还有查看订单按钮，可以查看对应订单详情。在详情页面右上角有相关编辑、

删除、已结清、重置为未结清（当费用已结清状态时，对应的任务订单将不能做删除处理，需

重置为未结清）等操作。

支持司机端 APP提交费用申请并多人审批，支持查看某司机/某客户的相关费用。网页端/APP
端均支持。

4.2 费用审批

当司机提交费用申请后，审批人在费用审批中进行审批。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财务结算—费用审批。

手机端路径：首页—审批信息—费用审批。

4.3 财务报表

财务结算报表分析，可按日期、按司机、按客户、按类型进行筛选统计。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财务结算—财务报表。

手机端路径：首页—报表信息—财务报表。

5 违章管理

5.1 实时查询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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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端路径：管控台—违章管理—实时查询（前提是车牌号、车架号、发动机号务必填写准确）

--点击对应车辆后面的操作“查询”按钮即可。

5.2 批量查询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违章管理—违章配置。可以选择每月查询日期，勾选或全选车辆—点击

“设置违章自动查询日期”即设置成功，每月系统会自动查询车辆违章。

5.3 违章报表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违章管理—违章报表，可以查看历史查询过的违章信息。点详情可以查

看每条违章信息以及处理情况。

6 考勤维保

6.1 请假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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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 APP端提交请假申请后，管理员可以在请假审批中进行审批。

6.2 请假统计

可以查看全部请假，也可以查看某司机的请假，管理员还可以帮司机添加请假信息：添加请假

—选择请假类型信息等保存即可。

6.3 维保审批

司机APP端提交车辆维保申请后，管理员可以在维保审批中进行审批。

6.4 维保统计

可以查看全部车辆维保，也可以查看某车辆的维保，管理员还可以帮车辆添加维保信息：添加

车辆维保—选择维保类型信息等保存即可。

7 其他管理

7.1 消息提醒管理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右上角“消息”。手机端路径：首页—右上角消息标志。管理员可以查

看所有消息提醒，如 GPS异常提醒（车辆处于信号不好的地方）、系统消息提醒等。

7.2 网页端修改密码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右上角账号—修改密码。如图：

7.3 短信/语音使用查询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右上角账号—剩余短信：XXX条。点击进入后，管理员可以查看剩余量、

每天使用情况及使用明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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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违章使用查询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右上角账号—可查违章：XXX次，点击进入后，可以查看违章查询使用

情况及明细等。

7.5 完善资料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右上角账号—完善资料送福利，完善资料后系统自动送200条短信通知服

务。

7.6 设置

网页端路径：管控台—右上角账号—设置。管理员可以自助更新单位小程序 logo（展示在小程

序端）、设置是否展示司机端费用、用车类型、用车备注（展示在小程序端用车人提交用车申

请时，如审批流等告知）、轨迹查看时长、车队联系号码（展示于小程序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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