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效供应链管理云平台

车辆注册 APP 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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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简 介

维特衡器是一家具有 66年发展历史的集科研、生产、销售物联网衡

器及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拥有智能化标准厂房、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经过多年的自主

研发,产品指标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与太原理工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建立紧密的技术合作关系。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4 件、实用新型

专利 25件、软件著作权 12件。

公司生产的商用衡器、工业衡器、特种计量器具，获得了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局颁发的制造许可证。而且在产品质量上多次获取荣誉和嘉奖。

维特衡器是中国衡器协会副理事长单位，省高新技术企业、省智能

制造试点企业，长期关注企业计量、物流的信息化领域，应用“互联网+

衡器”模式，以智能物流计量管理平台为核心，依托 “物流云、信息云、

衡器云”，应用先进的物联网称重、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技术为煤炭、

化工、电力等企业提供计量物流过程的智能管控的物联网衡器产品及衡

器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为政府监管部门和第三方物流提供数据增值服

务。

维特衡器秉承"公平铸就诚信，准确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 以“智

能、物联、融通、运程运维”为创新点建立了基于客户需求的高效研发、

制造及服务体系，坚持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树立公司的品牌和形象，

以成为“智能物联网衡器设备制造服务商”，打造百年维特为目标，实现

维特衡器从制造业向制造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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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1、司机下载（斯菲尔物流）APP 注册填写信息时，请认真

填写并核对各项信息（特别是单双桥和身份证）如果注册时信

息有误引起的后果司机和派车人员自负。

2、司机需扫码长治市机动车环保检验二维码，办理注册登

记手续后，方可进场。

3、灌装车注册（斯菲尔物流）APP 时必须填写荷载重量，

车型必须选择罐装车。

4、司机注册斯菲尔物流和登记环保检验，需在进场前半小

时完成，注册时间尽可能提前注册，审核有时间，以免在现场

等待影响行程。

车辆审核时间：7:00-12:00 13:00-18:00 19:00-22：00

5、车辆入场后，上磅过程中需按限速 5 公里时速过磅，由

于车速过快造成系统错误，由司机负责。车辆上磅时驾驶室内

只能保留司机一人，其他随车人员不得在车上，如有违反，按

规定进行处罚。

6、运输车辆原车出厂、订单余量不足变更合同订单需到磅

房联络操作人员进行人工操作。司机身份证无磁在自助发卡终

端无法领卡时，需到领卡室办理人工领卡。

7、严禁装货的运输车辆到出场汽车衡试磅，车辆试磅需到

成品库外汽车衡进行试磅。

8、运输车辆接到运输任务后，由于其他原因未完成运输任

务，司机应联络派车人员取消派车任务，没有取消上一次的派

车任务，其他客户或该客户无法对该车辆进行再次派车。

9、司机上磅时，需观察大屏幕提示，大屏幕显示为“等待

刷卡”方可刷卡上磅。如大屏幕显示其他信息或上磅挡车器未

落杠时，不得上磅，请司机联络磅房人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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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耀集团运输车辆出入场流程

各位司机朋友，请仔细阅读运输车辆出入场流程，按照该流程规范

出入场地，详细的流程说明和注意事项见第四章。

重点注意事项：

1、司机注册车辆和司机信息时，应保证车辆信息和司机信息完整并

正确，重点注意车辆车型，罐装车辆应在车型一栏中选择罐装车，并在

载重一栏填写罐体荷载重量。六轴运输车填写轴型数据时，因根据车辆

实际类型选择六轴单桥和六轴双桥，因轴型填写错误，造成过磅亏吨情

况由司机自行负责。

2、派车人员派车时应核对运输车辆承担本次运输任务的司机信息，

如果身份证信息和来车司机身份证信息司机填写身份证信息必须一致，

司机信息不一致，司机到场凭身份证不能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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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机刷身份证信息，自助取卡机未发放卡时，司机应等待或立即

与领卡室操作人员联络处理。

4、运输车辆领卡后，进场时按照排队大屏幕提示信息进场，运输原

料的车辆，进场上 2 号磅，出厂回皮上 4 号磅。运输产品的车辆，进场

上 3 号磅，出场上 1 号磅。司机刷卡上错磅，进出场磅大屏幕显示磅号

错误，不能上磅。

5、运输车辆在过磅过程中，车速低于 5Km/h,车速过快造成系统错误，

由司机自行解决。

6、车辆过磅过程中，出现订单余量不足、车辆超载等情况时，司机

应按照大屏幕提示步骤进行处理，如大屏幕显示联络系统管理员时，司

机按下图所示的呼叫管理员进行处理。

按呼叫按钮
和系统管理
员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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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耀集团运输车辆注册物流 APP 使用说明

1.车辆注册说明

每辆运输车辆必须进行司机端 APP 注册，未注册车辆无法进行派

车业务。供应商、销售商客户端进行派车时要选择车辆及司机，司机

进场需持身份证到自动发卡机领取南耀过磅 ID 车辆身份卡。同一车

辆默认注册司机一名，可添加多名随车司机。

2.车辆注册步骤

2.1 司机端 APP 安装

第一步：应用商店搜索（斯菲尔物流），下载安装，或者扫描二维码

进行下载安装时所有选项选择允许。

第二步：安装结束后，进入 APP 界面，点击右上角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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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PP 注册

第一步：输入司机真实手机号，获取验证码，身份选择：选个体。

第二步：设置登录密码，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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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实名认证，依次输入信息。

第四步：点击右下角—我的按钮，完善司机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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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在货源大厅页面，点击“我的车辆”，完善车辆信息。

特别提醒：车辆所有信息必须全部填写，否则无法审核通过，其中

行驶证、车头照、道路运输许可证可通过手机拍照上传。

审核通过车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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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当车辆配有多个随车司机时，需在“我的车辆”下点

击“司机”页面，通过“添加司机”按钮，填写司机信息，如下面

所示。

（特别提醒：所有司机信息必须完整填写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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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耀集团运输车辆注册环保 APP 使用说明

1、扫描环保注册二维码，点击识别二维码。

2、在长治市机动车环保检验小程序里点击车辆登记按钮。

点击车辆登记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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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弹出车辆信息填报界面。在企业名称里输入南耀集团，选择

南耀集团昌晋苑焦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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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行驶证识别通过相机或文件上传，行驶证，后系统自动

填入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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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车牌颜色和出厂日期后，上传行驶证照片和随车清单照

片，上传成功后，点击保存按钮，系统提示登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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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输车辆出入场流程和注意事项

1、所有运输车辆在入场前半小时之前，应办理完成斯菲尔物流

司机端注册和长治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手机端登记工作后，司机通知派

车人员派车。派车人员在平台派车后，司机收到派车短信。

注意：司机收到派车短信 5 到 10 分钟后，自助发卡终端接收到

派车信息，因此严禁司机到场注册。

注意：灌装车辆注册时，车辆类型必须选择罐装车，必须填写罐

体荷载重量。

2、司机收到派车短信 10分钟后，到门卫室进行登记后，方可到

南耀领卡室的自助发卡终端办理领卡手续。

注意：身份证号码错误、不是派车信息中的身份证信息都会造成

读取信息失败，系统无该车辆信息。司机此时应和派车人员联系确定

身份信息或者重新上传身份证信息后，让派车人员取消派车后重新派

车。

3、司机刷在自助发卡终端刷身份证，系统调用合同信息，调用

车辆车型，司机应仔细确定车辆轴型，车辆轴型正确后，自助发卡终

端发放车辆通行卡，打印检验票据或装车票据，司机应取卡、取票后

离场。

注意：司机选择车辆轴型错误，照成车辆亏吨情况，由司机和派

车人员负责。司机未取化验票或装车票，需返回领卡室人工补打。



16

4、运输车辆领卡后，进场时按照排队大屏幕提示信息进场，运

输原料的车辆，进场上 2 号磅，出厂回皮上 4号磅。运输产品的车辆，

进场上 3 号磅，出场上 1号磅。

注意：车辆未注册长治市环保检验登记工作，车辆不能入场。

注意：所有产品运输车辆试磅到成品库外，试磅汽车衡试磅，严

禁到出场磅试磅。车辆到出场磅上磅，造成车辆过磅信息保存，司机

必须出场，不能再次装载物料。

5、运输车辆上进场磅，司机应对照大屏幕仔细核对信息，车号

信息不正确或车辆轴型不正确，请司机不要上磅。信息正确司机在上

磅。司机应参看司机手机端注册信息是否正确，不正确司机应重新注

册车辆，等待本地数据同步后，方可上磅。

注意：司机未注意车辆轴型错误，照成车辆亏吨情况，由司机和

派车人员负责。

6、运输车辆到达装卸场地后，缴纳装车票据和检验票据后，方

可进入装卸环节，司机需试磅，防止车辆超载到产品库的汽车衡试磅，

严禁到出厂磅试磅。

7、运输车辆到达装车仓库，无货或其他原因，不能装载货物，

需空车出厂，司机将车辆开到出场磅，联系磅房人员和派车人员。由

磅房人员办理原车出厂流程后，方可上磅。司机下磅后走正常流程出

厂。

注意：未按照原车出厂流程办理出厂，造成系统保存数据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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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减订单，由司机和派车人员负责。

8、运输车辆出厂，司机过出场磅，遇到挡车器不起时，大屏幕

会提示相关错误信息。请司机根据大屏幕提示处理。

8.1 大屏幕显示车辆超载和车辆毛重，提示该车辆的毛重或灌装

车的罐体荷载重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此时司机需倒车下磅，卸载超

载重量后，重新上磅。

8.2 大屏幕显示未达到保存下限，是车辆装载货物较少，请司机

倒车下磅后，联系磅房操作人员，调整保存下限后，重新上磅。

8.3 大屏幕显示合同量不足，是该车辆合同订单余量不足，请司

机倒车下磅后，司机联系磅房操作人员，变更合同订单后，重新上磅。

8.4 车辆因其它原因未装载货物需原车出厂时，车辆上磅大屏幕

显示未到达核销出厂标准或净重为负值时，联系磅房人员，货物净重

值超过 80kg ，需按正常出厂流程，扣减合同订单量，方可出厂。

8.5 大屏幕显示数据保存错误，请司机咨询磅房人员，按照磅房

人员要求完成过磅。

9、平台给车辆派车，显示该车辆有派车任务未结束，无法重复

派车，请联络派车人员联络该司机，司机明确有派车任务，未到场取

卡的情况，请司机到场取卡后，告知派车人员再派车。司机也不清楚

为何有派车任务的情况下，请司机联络平台服务人员，报车辆号码和

短信的运单号由平台查询该车辆的派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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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菲尔物流司机端 APP 长治市机动车环保检验

山西长治维特衡器有限公司

Shanxi Changzhi Weite Scale Co,.Ltd.

山西省长治市经济开发区锦绣街 8 号

www.sxweite.com

销售经理：0355-2026668 13696667979 （牛经理）

技术经理：0355-2026667 17703450608 （杨经理）

软件支持：18636503960（高工）

硬件支持：17703450668（王工）

平台服务：17703450669（李工）

车辆审核：17703450708（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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