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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

统，包含在在云计算服务器上搭建的智慧停车管

理平台，以及与慧停车管理平台通讯连接的路侧

停车场管理系统、封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和互联

网手机APP应用系统；互联网手机APP应用系统，

是基于互联网移动端开发车主手机APP应用，通

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基于GIS地图的附近停车场信

息搜索、车位信息查看、停车场诱导、移动支付、

车位预定及缴费。该系统为紧密结合城市智能交

通管理系统中的静态诱导、动态诱导功能的，实

用性强、智能化程度高、收费灵活的停车管理系

统，能够很好的管理停车秩序，有效提升有限车

位的利用率，缓解城市找车位难、停车难、收费难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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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在在云计算服务器

上搭建的智慧停车管理平台，以及与慧停车管理平台通讯连接的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封

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和互联网手机APP应用系统；

所述的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包括路侧停车综合管理中心，以及与路侧停车综合管理中

心通讯连接的若干路侧停车子平台，路侧停车子平台与设置在其对应的路侧停车区域的手

持收费终端、巡检终端和车位检测传感器通讯连接；手持收费终端支持刷卡收费，结合路侧

停车综合管理中心，实现信息实时交互，准确记录数据；

所述的封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主要包括封闭式停车场管理中心，以及与封闭式停车场

管理中心通讯连接的若干封闭式停车场子平台，封闭式停车场子平台与设置在其对应的停

车场的带图像识别系统的出入口道闸摄像头、停车场内车位引导系统和车位检测系统通讯

连接，实现车辆身份判断、出入控制、车辆自动识别、车位检索、车位引导、图像显示、车辆校

对、反向寻车和结算功能；

互联网手机APP应用系统，是基于互联网移动端开发车主手机APP应用，通过互联网技

术实现基于GIS地图的附近停车场信息搜索、车位信息查看、停车场诱导、移动支付、车位预

定及缴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

系统还包含与智慧停车管理平台通迅连接的城市诱导发布系统；所述的城市诱导发布系统

实现引导驾驶者以最优的路径到达最优停车场；通过各类检测设备实时检测和上报车位使

用状态，汇聚到慧停车管理平台的消息中心后分发至城市诱导发布系统，由诱导发布系统

根据停车场信息进行归类和处理，形成诱导发布基础数据；包括：

一级诱导发布：在城市道路主要路段的诱导屏发布附近多个停车场的名称、位置、实际

车位状态信息，引导车辆前往最近的停车场；

二级诱导发布：在停车场入口附近诱导屏发布停车场的名称、行驶路线、实际车位状态

信息，引导车辆进入停车场；

三级诱导发布：停车场内部诱导发布停车场内部各区域名称、行驶路线、实际车位状态

信息，引导车辆进入停车场内部后，根据目的地选择就近车位停车；

车主APP诱导信息发布：将停车场实时车位信息推送到手机APP应用，基于GIS地图显示

周边停车场信息，引导车辆选择最优路径前往停车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

还包括车位定位导航系统，车位定位导航系统包括安装于各个车位的定位模块，定位模块

与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封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通讯连接，便于车主导航至车位。

4.一种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使用权利要求1-3

任意一项所述的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其方法如下：

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封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通过所设置的车位检测设备收集车位使

用数据和车辆识别信息，通过有线/无线网路经各封闭式停车场子平台、路侧停车子平台汇

聚上传至智慧停车管理平台，由应用层的封闭停车场管理中心、路侧停车综合管理中心、

POS机结算系统、诱导发布系统进行处理和分析，完成停车综合管理和费用自动结算，再由

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反馈至各路侧停车综合管理中心、封闭停车场管理中心、POS机结算系统

和车主手机APP进行提示；封闭停车场管理中心、路侧停车综合管理中心对系统产生的各类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559391 A

2



停车数据、费用结算数据、停车诱导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车主通过手机APP查看附近

停车场车位情况，进行预定和缴费，自动锁定已预定车位并改变车位使用状态，直到车主到

达车场或车主取消预定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其

步骤如下：

（1）智慧停车管理平台的服务器存储所有已注册手机停车APP的车主资料，包括姓名、

电话和车牌号，并实时记录该城市内所有的车位信息，包括已停车车位信息和空闲车位信

息；

（2）在车主需要停车时，通过手机停车APP查看附近空闲车位信息，并根据指示进行停

车，同时服务器自动锁定该车主预定的车位并改变车位使用状态，直到车辆到达或车主取

消预定信息；

（3）在车主离开时，服务器检测该车主是否离开车位，并停车时长、停车地段等信息计

算出停车费用，将停车账单发送给车主，车主进行电子支付、刷卡支付或现金支付。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

中，车主通过手机停车APP进行预充值，实现停车自动缴费，在余额不足时，服务器通过手机

停车APP自动提醒车主续费。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

还提供微信公众号服务，车主还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查找车位和接收停车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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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静态交通应用领域，特别是一种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

理系统，还涉及上述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的管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道路停车管理是当前我国城市管理和城市交通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

[0003] 道路停车是城市静态交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城市道路停车的客

观必然性来源于小汽车快速增长与专业停车设施建设滞后之间的矛盾。近年来，汽车拥有

量快速增长，尤其是私人小汽车数量猛增，与此同时，专业停车场发展却相对滞后，停车泊

位严重短缺，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每辆车需有1.3个车位计算，像南京市停车泊位缺少70%左

右，缺少总数超过60万个，在此情况下，不论白天还是夜间占用道路停车都具有客观必然

性，并且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这一状况都难以改变。

[0004] 当前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自发形成的道路停车规模较

大；经公安交管部门施划的停车泊位数量远远少于自发形成的停车泊位；二是超范围停车

现象普遍存在；三是道路停车收费与支出管理欠合理。总体收费水平偏低，差别化费率力度

偏小，乱收费、收费不付票据等违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城市道路的

通行能力，加剧了道路交通拥堵状况，更导致了大量公共收益流失，据测算，像南京市每年

应收而未收的道路停车费总额高达2亿元以上。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依据云计算技术、

面向服务模型、实现对城市停车管理的基于SAAS模式（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

务）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了上述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

管理系统的管理方法。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是一种基于

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包含在在云计算服务器上搭建的智慧停车管理平台，

以及与慧停车管理平台通讯连接的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封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和互联网

手机APP应用系统；

所述的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包括路侧停车综合管理中心，以及与路侧停车综合管理中

心通讯连接的若干路侧停车子平台，路侧停车子平台与设置在其对应的路侧停车区域的手

持收费终端、巡检终端和车位检测传感器通讯连接；手持收费终端支持刷卡收费，结合路侧

停车综合管理中心，实现信息实时交互，准确记录数据；

所述的封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主要包括封闭式停车场管理中心，以及与封闭式停车场

管理中心通讯连接的若干封闭式停车场子平台，封闭式停车场子平台与设置在其对应的停

车场的带图像识别系统的出入口道闸摄像头、停车场内车位引导系统和车位检测系统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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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实现车辆身份判断、出入控制、车辆自动识别、车位检索、车位引导、图像显示、车辆校

对、反向寻车和结算功能；

互联网手机APP应用系统，是基于互联网移动端开发车主手机APP应用，通过互联网技

术实现基于GIS地图的附近停车场信息搜索、车位信息查看、停车场诱导、移动支付、车位预

定及缴费。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对于以上

所述的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该系统还包含与智慧停车管理平台通迅连

接的城市诱导发布系统；所述的城市诱导发布系统实现引导驾驶者以最优的路径到达最优

停车场；通过各类检测设备实时检测和上报车位使用状态，汇聚到慧停车管理平台的消息

中心后分发至城市诱导发布系统，由诱导发布系统根据停车场信息进行归类和处理，形成

诱导发布基础数据；包括：

一级诱导发布：在城市道路主要路段的诱导屏发布附近多个停车场的名称、位置、实际

车位状态信息，引导车辆前往最近的停车场；

二级诱导发布：在停车场入口附近诱导屏发布停车场的名称、行驶路线、实际车位状态

信息，引导车辆进入停车场；

三级诱导发布：停车场内部诱导发布停车场内部各区域名称、行驶路线、实际车位状态

信息，引导车辆进入停车场内部后，根据目的地选择就近车位停车；

车主APP诱导信息发布：将停车场实时车位信息推送到手机APP应用，基于GIS地图显示

周边停车场信息，引导车辆选择最优路径前往停车场。

[0009]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对于以上

所述的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该系统还包括车位定位导航系统，车位定

位导航系统包括安装于各个车位的定位模块，定位模块与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封闭式停

车场管理系统通讯连接，便于车主导航至车位。

[0010]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一种基于

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方法，该方法使用以上所述的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

管理系统，其方法如下：

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封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通过所设置的车位检测设备收集车位使

用数据和车辆识别信息，通过有线/无线网路经各封闭式停车场子平台、路侧停车子平台汇

聚上传至智慧停车管理平台，由应用层的封闭停车场管理中心、路侧停车综合管理中心、

POS机结算系统、诱导发布系统进行处理和分析，完成停车综合管理和费用自动结算，再由

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反馈至各路侧停车综合管理中心、封闭停车场管理中心、POS机结算系统

和车主手机APP进行提示；封闭停车场管理中心、路侧停车综合管理中心对系统产生的各类

停车数据、费用结算数据、停车诱导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车主通过手机APP查看附近

停车场车位情况，进行预定和缴费，自动锁定已预定车位并改变车位使用状态，直到车主到

达车场或车主取消预定信息。

[0011]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对于以上

所述的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方法，其步骤如下：

（1）智慧停车管理平台的服务器存储所有已注册手机停车APP的车主资料，包括姓名、

电话和车牌号，并实时记录该城市内所有的车位信息，包括已停车车位信息和空闲车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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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2）在车主需要停车时，通过手机停车APP查看附近空闲车位信息，并根据指示进行停

车，同时服务器自动锁定该车主预定的车位并改变车位使用状态，直到车辆到达或车主取

消预定信息；

（3）在车主离开时，服务器检测该车主是否离开车位，并停车时长、停车地段等信息计

算出停车费用，将停车账单发送给车主，车主进行电子支付、刷卡支付或现金支付。

[0012]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对于以上

所述的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方法，该方法中，车主通过手机停车APP进行预充

值，实现停车自动缴费，在余额不足时，服务器通过手机停车APP自动提醒车主续费。

[001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对于以上

所述的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方法，该方法还提供微信公众号服务，车主还可

通过微信公众号查找车位和接收停车订单。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基于SAAS模式，依据云计算技术、面向服务模型，搭建一

套智慧停车SAAS平台，该平台具备大数据管理、共享能力接口功能，通过设置的前端多种车

位检测传感器、车牌自动识别和控制设备收集整个城市的车位使用数据和车辆识别信息，

包括开方式停车位和封闭式停车位，便于对整个城市的车位进行集中管理与分配，便于车

主查找空闲车位和车位费用收取；同时，该系统开发有车主手机APP，便于车主通过手机APP

查看附近停车场车位情况，进行预定和缴费，后台自动锁定已预定车位并改变车位使用状

态，直到车主到达车场或车主取消预定信息，大大缩短车主的停车时间，提高车位的利用

率。该系统能够很好的管理停车秩序，有效提升有限车位的利用率，缓解城市找车位难、停

车难、收费难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系统框图；

图2为本发明的移动支付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附图，对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

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

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参照图1-2，一种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包含在在云计算服务器

上搭建的智慧停车管理平台，以及与慧停车管理平台通讯连接的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封

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和互联网手机APP应用系统；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用于管理开放式停

车场的车位，包括将开放式停车场的车位使用状况传送给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对开放式停

车场内车辆的出入进行收费、管理；封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用于管理封闭式停车场的车位，

包括将封闭式停车场的车位使用状况传送给服务器，对封闭式停车场内车辆的出入进行收

费、管理；互联网手机APP应用系统用于提供车主使用的手机APP，便于车主通过手机APP查

找空闲的停车位，以及进行停车的预定及缴费；停车数据诱导发布系统用于在停车场、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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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区域对车位信息进行显示，便于车主更直观的了解到各区域的停车情况，方便车主就近

选择停车；智慧停车管理平台通过网络与各个系统连接，用于协调各个系统稳定运行，接收

开放式停车场管理系统、封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内对车位的监控，实时将车位信息的变化

情况更新到手机APP以及停车数据诱导发布系统，便于车主实时了解车位信息，以最优路径

前往有空位的停车场。

[0018] 本发明基于SAAS模式，依据云计算技术、面向服务模型，搭建一套智慧停车SAAS平

台，该平台具备大数据管理、共享能力接口功能。SAAS是指Software-as-a-service，翻译为

软件即服务。SAAS提供商为企业搭建信息化所需要的所有网络基础设施及软件、硬件运作

平台，并负责所有前期的实施、后期的维护等一系列服务，企业无需购买软硬件、建设机房、

招聘IT人员，即可通过互联网使用信息系统。

[0019] 前端多种车位检测传感器、车牌自动识别和控制设备（如地磁检测器、视频检测相

机、道闸等）收集车位使用数据和车辆识别信息（如车位使用状态、进出场车辆基本信息

等），通过有线/无线网路上传至路侧/封闭停车场管理中心，经各子节点汇聚后，由应用层

的封闭停车场管理中心、路侧停车场管理中心、POS机结算系统、行车和停车诱导等控制等

模块进行处理和分析，完成停车综合管理和费用自动结算，由中心反馈至各停车管理子系

统、POS机结算系统和车主手机APP进行提示，各子系统可对系统产生的各类停车数据、费用

结算数据、停车诱导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车主通过手机APP查看附近停车场车位情

况，进行预定和缴费，后台自动锁定已预定车位并改变车位使用状态，直到车主到达车场或

车主取消预定信息。

[0020] 一种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方法，主要设计思路是提供一个基于SAAS

模式的智慧停车系统，实现对城市停车管理。

[0021] 该管理方法是通过SAAS模式，提供城市级的智慧停车管理方法；通过SAAS

（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模式，在云计算服务器上搭建智慧停车系统，进行

城市级的智慧停车管理，该系统包括智慧停车场云平台、智慧停车管理平台、收费APP、车主

微信公众号服务；搭建云计算数据中心，具备大数据存储与处理能力，能够支撑城市级的停

车数据存储与处理；实现对城市的路侧停车场、封闭停车场进行管理；实现自动识别车辆驶

入驶出停车泊位和停车场；提供电子支付功能；提供城市级停车诱导功能；通过智能视频检

测技术，自动识别车辆驶入、驶出停车泊位的过程，自动识别车辆特征、号牌号码，并自动生

成停车订单。车主微信公众号服务会将停车订单发送给车主；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支付、优惠

券、账户余额进行电子支付；通过道路诱导、入口诱导、停车场内诱导、APP诱导，提供城市级

的停车诱导服务。

[0022] 该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包含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即开放式停车场管理系统、封闭

式停车场管理系统、互联网手机APP应用系统、停车数据诱导发布系统以及停车场数据采集

系统：

1、路侧停车场管理系统，由手持PDA收费终端、巡检终端、地磁探测器、诱导屏、路侧停

车子平台和停车综合管理平台等构成，手持PDA收费终端支持刷卡收费，结合停车管理系

统，实现信息实时交互，准确记录数据，有效解决逃单、乱收费等问题，并为欠逃车辆追缴提

供依据，有效提高停车管理监管力度，该系统建设成本较低，利用车位探测技术，辅助人工

收费，通过车位检测信息为诱导信息发布提供实时支撑数据，为政府单位提供车位占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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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统计分析，提供决策的数据支撑。

[0023] 2、封闭式停车场管理系统主要包括出入口道闸摄像头加入的图像识别技术，可以

实现包括了车辆身份判断、出入控制、车辆自动识别、车位检索、车位引导、图像显示、车辆

校对、反向寻车，再根据费率标准自动结算，可以实现车辆进出场不停车快速实现，大大减

少了现有出入场和缴费的等待时间，真正实现场车辆的智能化管理，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

停车场资源来超大程度满足车辆的停泊需求，在监督工作人员更尽心尽责工作的同时，帮

助管理者提高管理的便捷性和使用的可靠性。

[0024] 3、互联网手机APP应用系统，基于互联网移动端开发车主手机APP应用，通过互联

网技术实现基于GIS地图的附近停车场信息搜索、车位信息查看、停车场诱导、移动支付、车

位预定及缴费，基于手机APP提供附近洗车服务、4S店、加油、汽车维修、周边娱乐等服务信

息，并支持用户在线进行账户充值，实现停车自动扣费。

[0025] 主要实现方案设计：

基于互联网GIS地图显示各类停车场信息、道路拥堵信息、停车场诱导以及附近的其他

服务信息；

基于第三方聚合支付系统，实现对接银联系统、停车管理平台储值系统、微信平台支

付、支付宝平台支付的多种支付方式；

基于互联网短信注册方式，实现用户在线注册，登录系统；

基于移动支付技术，实现车主钱包管理功能和自助停车缴费功能；

基于互联网后台支撑服务，与停车综合管理平台进行实时交互，实现车位预定及支付

和车主服务信息查询，包含有充值、补交、发票申请，投诉意见、账户明细、违章记录，停车信

息等功能；

通过APP应用主动推送停车资讯信息。

[0026] 4、城市诱导发布系统，为了有效引导驾驶者以最优的路径到达最优停车场，从而

节约驾驶者的时间，提高停车场的利用率，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通过各类检测设备实时检测和上报车位使用状态，汇聚到消息中心后分发至停车数据

诱导发布系统，由诱导发布系统根据停车场信息进行归类和处理，形成诱导发布基础数据：

一级诱导发布，在城市道路主要路段的诱导屏发布附近多个停车场的名称、位置、实际

车位状态信息，引导车辆前往最近的停车场；

二级诱导发布，在停车场入口附近诱导屏发布停车场的名称、行驶路线、实际车位状态

信息，引导车辆进入停车场；

三级诱导发布，停车场内部诱导发布停车场内部各区域名称、行驶路线、实际车位状态

信息，引导车辆进入停车场内部后，根据目的地选择就近车位停车；

车主APP诱导信息发布，将停车场实时车位信息推送到手机APP应用，基于GIS地图显示

周边停车场信息，引导车辆选择最优路径前往停车场；

以上实现了基于SAAS模式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方法，通过该方法能够很好的管理停车

秩序，有效提升有限车位的利用率，缓解城市找车位难、停车难、收费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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