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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会

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不得

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联网及内

部网络等。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

标准化协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复制该标准。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483019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http://www.china-c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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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的有关要求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人：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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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代驾平台公司安全运营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互联网代驾平台公司安全运营的基本要求、相关方安全管理、代驾信息服务平台

产品安全、安全投诉与响应以及评价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互联网代驾平台公司的安全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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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AS 390—2019 互联网代驾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T/CAS 390—20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使用方便，重复列出了 T/CAS 

390—2019 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用户 user 

车主、或临时拥有车辆驾驶与管理权的人员。 

3.2  

代驾司机 designated driver 

为用户（3.1）提供临时驾驶服务的人员。 

3.3  

互联网代驾服务 designated driving services on internet 

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在道路上专业从事代替用户（3.1）驾驶车辆的经营行为。 

3.4  

代驾信息服务 designated driv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驾服务公司（3.7）、代驾司机（3.2）以及具有代驾需求的用户（3.1）

提供信息撮合及相关配套服务的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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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代驾信息服务平台 platform of designated driv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代驾平台公司（3.6）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驾服务公司（3.7）、代驾司机（3.2）以及具有

代驾需求的用户（3.1）提供信息撮合及相关配套服务的、应用于智能手机的可视化网络信息平台。 

3.6  

代驾平台公司 designated driving platform company 

依法成立的通过运营代驾信息服务平台（3.5）从事提供代驾信息服务（3.4）并收取信息服务费

用的公司。 

3.7  

代驾服务公司 designated driving services company 

依法成立的从事提供代驾服务（3.3）并收取代驾服务费用的公司。 

3.8  

代驾服务订单 designated driving service order 

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在用户（3.1）和代驾服务公司（3.7）、代驾司机（3.2）之间所形成的合同。 

4 基本要求  

4.1 代驾平台公司应有提供代驾信息服务相应的技术条件。 

4.2 代驾平台公司应设置安全管理机构，确定公司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

员。 

4.3 代驾平台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应具备安全管理能力并取得相关合格证明。 

4.4 代驾平台公司应建立安全责任制及安全管理考核机制，明确各岗位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

标准。 

4.5 代驾平台公司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并依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以及实际

运行情况及时修订，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开展宣贯和培训工作。 

4.6 代驾平台公司应设立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建立台账，专款专用。 

4.7 代驾平台公司应建立相应保险制度，为每个代驾服务订单投保责任保险。 

5 相关方安全管理 

5.1 代驾服务公司 

5.1.1 代驾平台公司应对代驾服务公司定期进行资质资格审核，并对其落实安全工作的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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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代驾平台公司应对入驻平台的代驾服务公司提出安全管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应有提供代驾服务的人员以及相应的管理能力； 

——应与代驾司机建立劳务或劳动关系； 

——应规范代驾司机管理，依据 T/CAS 390—2019中 4.3的要求，明确代驾司机准入标准； 

——应建立代驾司机安全档案，及时清退不具备安全条件的代驾司机； 

——应对代驾司机开展岗前、日常和回溯安全培训，并对执行情况如实记录； 

——应制定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应制定安全投诉处理、安全事件处置流程，及时处置安全投诉、安全事件； 

——应建立相应服务质量监督、投诉处理机制。 

5.2 代驾司机 

5.2.1 代驾平台公司应制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定代驾司机安全服务水平。 

5.2.2 代驾平台公司应对代驾司机服务过程中安全防护服务装备的佩戴提出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佩戴骑行安全头盔； 

——穿着统一带有反光条的服装； 

——使用合规的代步工具。 

6 代驾信息服务平台产品安全 

6.1 一般要求 

6.1.1 代驾平台公司应对代驾信息服务平台安全产品功能充分了解和熟练使用。 

6.1.2 代驾平台公司应在代驾司机登录端口、听单时进行身份识别，身份识别可采用人脸识别、声

纹识别等技术手段，对身份识别不一致的代驾司机应暂停服务。 

6.2 功能要求 

6.2.1 代驾信息服务平台的产品功能设置应充分考虑安全问题。 

6.2.2 代驾信息服务平台的安全产品功能应可迭代升级。 

6.2.3 代驾信息服务平台功能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醒目、便捷的 110 报警功能：紧急情况下，端内、语音、硬件触发一键报警，在语音通话

不便的场景下，由平台提供实时定位信息、求助人/同车人信息和音频、视频供警方使用； 

——行程分享功能：主动分享或设置系统自动分享订单、定位、行驶轨迹等信息给第三方； 

——紧急联系人功能：设置紧急联系人，遇紧急情况时，可主动分享行程或设置系统自动分享

行程给紧急联系人； 

——在线即时通讯、虚拟号码功能：保证用户和代驾司机在不泄露真实手机号的情况下与对方

进行通话，虚拟中间号应在订单支付 30分钟后失效； 

——行程录音功能：经用户授权，每次行程自动录音，录音文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通过加密

保护技术以及严格的录音采集和调取规范，保障司乘隐私。如无行程纠纷，将于 7 日后自

动永久删除； 

——评价功能：代驾服务结束后，用户可针对代驾服务过程中的安全质量问题，对司机进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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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打分评价，代驾平台公司不应删除用户评价。 

6.2.4 代驾信息服务平台宜采用技术手段对代驾司机超速、疲劳驾驶、急加速、急减速、急转弯等

危险驾驶行为进行监测，并将驾驶风险评估及时反馈代驾服务公司、提示代驾司机。 

6.2.5 代驾信息服务平台宜设置气象灾害预警、日常安全提示等功能。 

注：日常安全提示包括订单过程中、等单期间安全注意事项，如系安全带、危险路段提醒等。 

6.2.6 代驾信息服务平台宜具备异常停留、行驶路线偏移、疲劳驾驶等风险场景识别能力。对于识

别的风险场景，代驾平台公司应提醒代驾司机或用户，反馈代驾服务公司并协助处理。 

7 安全投诉与响应 

7.1 安全投诉 

7.1.1 代驾平台公司应建立安全投诉处理制度，并为用户、代驾司机提供便捷的安全投诉途径，如

电话热线等。 

7.1.2 代驾平台公司应协调用户、代驾司机、代驾服务公司投诉处理，必要时提供法律援助以维护

用户、代驾司机的合法安全权益。 

7.2 安全响应 

7.2.1 代驾平台公司应编制与代驾服务公司相衔接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7.2.2 代驾平台公司接到安全事件信息后，应同步至代驾服务公司，并及时协助、跟踪处理进度。 

7.2.3 代驾平台公司如遇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可暂停服务，并在代驾信息服务平台提前公告。 

7.2.4 代驾平台公司应督促和协助代驾服务公司及时受理、核实安全事件，开展事件调查，并及时

获取处理结果。 

8 评价与改进 

8.1.1 代驾平台公司应按照内部安全管理考核机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绩效考核。 

8.1.2 代驾平台公司应针对代驾安全有关问题，主动公开征集社会公众意见和建议。 

8.1.3 代驾平台公司应针对涉及平台安全运营的有关问题进行改进，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服务相关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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