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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包括高架轨道、智

能交通工具、动力装置、斜坡升降平台、垂直升降

平台、地面马路和智能调度系统，高架轨道设置

若干层、并架设在地面马路的上空，动力装置活

动设置在高架轨道上，智能交通工具悬挂在动力

装置上，斜坡升降平台和垂直升降平台均设置在

地面马路与高架轨道、高架轨道与高架轨道之

间，智能调度系统通过动力装置控制智能交通工

具在高架轨道上行驶，智能调度系统通过动力装

置控制智能交通工具在斜坡升降平台或垂直升

降平台进行升降。本发明的交通系统可实现完全

的无人驾驶，避免交通事故，节约能源，且可缓解

交通拥堵、解决停车困难的问题，使人们可舒适

高效地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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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高架轨道(1)、智能交通工具(2)、动力装

置(3)、斜坡升降平台(4)、垂直升降平台(5)、地面马路(6)和智能调度系统，所述高架轨道

(1)设置若干层、并架设在地面马路(6)的上空，动力装置(3)活动设置在高架轨道(1)上，智

能交通工具(2)悬挂在动力装置(3)上，斜坡升降平台(4)和垂直升降平台(5)均设置在地面

马路(6)与高架轨道(1)、高架轨道(1)与高架轨道(1)之间，智能调度系统通过动力装置(3)

控制智能交通工具(2)在高架轨道(1)上行驶，智能调度系统通过动力装置(3)控制智能交

通工具(2)在斜坡升降平台(4)或垂直升降平台(5)进行升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架轨道(1)设置2层，每

层设置2排车道，下层内侧车道为车箱货柜的正常行驶车道，下层外侧车道为车箱货柜的下

客下货车道，车箱货柜下客下货时，由下层内侧车道转行下层外侧车道，并通过斜坡升降平

台(4)下降至地面马路(6)，高架轨道(1)的上层为小汽车长途高速车道，小汽车下客时，在

距目的地一段距离前通过垂直升降平台(5)下降至下层，在下层行驶至目的地时，通过垂直

升降平台(5)下降至地面马路(6)；车箱货柜下客下货或小汽车下客时，地面马路(6)的车辆

在距下客点或下货点一段距离的位置亮红灯并等待车箱货柜或小汽车下降至地面马路

(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每层所述的高架轨道(1)包括

若干工字轨(11)，工字轨(11)之间通过第一转向轨道(13)连接，第一转向轨道(13)与工字

轨(11)的夹角<60°，工字轨(11)上设有第一转盘(12)，第一转盘(12)之间通过第二转向轨

道(14)连接，第二转向轨道(14)与工字轨(11)的夹角>60°，第一转盘(12)位于工字轨(11)

的上方，第一转盘(12)的上侧设置有转向电机(122)、下侧设置有勾状的支撑臂(121)，支撑

臂(121)的头部支撑在工字轨(11)的底部，车箱货柜或小汽车通过第一转向轨道(13)或第

二转向轨道(14)转换车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装置(3)包括驱动电

机(38)、齿轮(36)、齿轮轴(32)、轨道专用轮(31)、轨道专用轮轴(34)、连接柱(35)，调节电

机(33)和悬挂组件，驱动电机(38)通过齿轮轴(32)与齿轮(36)驱动连接，连接柱(35)分别

与齿轮轴(32)、轨道专用轮轴(34)连接，齿轮(36)设置于工字轨(11)的内侧轨道上，工字轨

(11)的内侧轨道上设置有齿条，齿轮(36)与齿条相互啮合，轨道专用轮(31)活动设置在工

字轨(11)的顶部，工字轨(11)的顶部设有用于轨道专用轮(31)转向的凸边(111)，调节电机

(33)设置在轨道专用轮轴(34)的下侧、并通过悬挂组件与智能交通工具(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挂组件包括钢丝绳

(310)、调节架(311)、电磁铁(37)和挂钩(39)，钢丝绳(310)与调节电机(33)连接，调节架

(311)连接在钢丝绳(310)的下端，电磁铁(37)设置在调节架(311)的底部，挂钩(39)设置在

电磁铁(37)的下侧，电磁铁(37)通电时控制挂钩(39)勾住或脱开智能交通工具(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机(38)和调节电机

(33)设置2个，齿轮(36)设置4个，驱动电机(38)和齿轮(36)前后设置，位于前方的驱动电机

(38)设置在齿轮轴(32)的后侧，位于后方的驱动电机(38)设置在齿轮轴(32)的前侧；钢丝

绳(310)设置4条、并前后左右对称设置，挂钩(39)设置4个、并前后左右对称设置，调节架

(311)上设置有滑轨(312)、液压装置和移动秤砣(313)，电磁铁(37)连接滑轨(312)、并连同

挂钩(39)滑动设置在滑轨(312)上，以调节挂钩(39)的前后左右距离，移动秤砣(313)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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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调节架(311)上，以调节智能交通工具(2)的前后平衡；智能交通工具(2)在斜坡升降

平台(4)升降时，前面或后面的钢丝绳(310)通过调节电机(33)进行收缩，以调节智能交通

工具(2)的平衡；动力装置(3)上设有汽油马达和电源充电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停车场(9)，停车场(9)

设置在地面马路(6)的周围，高架轨道(1)和地面马路(6)通过连接车道(91)与停车场(9)对

接，停车场(9)设置若干层、各层之间打圈连接，停车场(9)的每层均设有第二转盘(92)和若

干停车带(93)，第二转盘(92)分别与连接车道(91)、停车带(93)对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架轨道(1)通过支撑轨

道固定在地面马路(6)上，各支撑轨道的底部设有方向相反的钢筋(8)。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箱货柜上设有伸缩折叠

装置，车箱货柜通过伸缩折叠装置进行伸长或收缩折叠，高架轨道(1)设置于地面马路(6)

的中间绿化带或人行道位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调度系统

连接电子设备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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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驾驶交通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交通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无人驾驶交通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诸如汽车、货车等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交通环境压力日益增

大，交通拥堵、停车困难等问题已成常态，人们的出行效率也变得十分低下，而且交通事故

也日益增多，同时，机动车的尾气污染和噪声污染会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因此，交通

环境压力的问题成了社会的热点议题。

[0003] 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旨在提供一种可避免交通事故、节约能源、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可解

决停车困难问题、可提高出行效率的无人驾驶交通系统，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

[0005] 按此目的设计的一种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高架轨道、智能交通工

具、动力装置、斜坡升降平台、垂直升降平台、地面马路和智能调度系统，所述高架轨道设置

若干层、并架设在地面马路的上空，动力装置活动设置在高架轨道上，智能交通工具悬挂在

动力装置上，斜坡升降平台和垂直升降平台均设置在地面马路与高架轨道、高架轨道与高

架轨道之间，智能调度系统通过动力装置控制智能交通工具在高架轨道上行驶，智能调度

系统通过动力装置控制智能交通工具在斜坡升降平台或垂直升降平台进行升降。

[0006] 所述高架轨道设置2层，每层设置2排车道，下层内侧车道为车箱货柜的正常行驶

车道，下层外侧车道为车箱货柜的下客下货车道，车箱货柜下客下货时，由下层内侧车道转

行下层外侧车道，并通过斜坡升降平台下降至地面马路，高架轨道的上层为小汽车长途高

速车道，小汽车下客时，在距目的地一段距离前通过垂直升降平台下降至下层，在下层行驶

至目的地时，通过垂直升降平台下降至地面马路；车箱货柜下客下货或小汽车下客时，地面

马路的车辆在距下客点或下货点一段距离的位置亮红灯并等待车箱货柜或小汽车下降至

地面马路。

[0007] 每层所述的高架轨道包括若干工字轨，工字轨之间通过第一转向轨道连接，第一

转向轨道与工字轨的夹角<60°，工字轨上设有第一转盘，第一转盘之间通过第二转向轨道

连接，第二转向轨道与工字轨的夹角>60°，第一转盘位于工字轨的上方，第一转盘的上侧设

置有转向电机、下侧设置有勾状的支撑臂，支撑臂的头部支撑在工字轨的底部，车箱货柜或

小汽车通过第一转向轨道或第二转向轨道转换车道。

[0008] 所述动力装置包括驱动电机、齿轮、齿轮轴、轨道专用轮、轨道专用轮轴、连接柱，

调节电机和悬挂组件，驱动电机通过齿轮轴与齿轮驱动连接，连接柱分别与齿轮轴、轨道专

用轮轴连接，齿轮设置于工字轨的内侧轨道上，工字轨的内侧轨道上设置有齿条，齿轮与齿

条相互啮合，轨道专用轮活动设置在工字轨的顶部，工字轨的顶部设有用于轨道专用轮转

向的凸边，调节电机设置在轨道专用轮轴的下侧、并通过悬挂组件与智能交通工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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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悬挂组件包括钢丝绳、调节架、电磁铁和挂钩，钢丝绳与调节电机连接，调节

架连接在钢丝绳的下端，电磁铁设置在调节架的底部，挂钩设置在电磁铁的下侧，电磁铁通

电时控制挂钩勾住或脱开智能交通工具。

[0010] 所述驱动电机和调节电机设置2个，齿轮设置4个，驱动电机和齿轮前后设置，位于

前方的驱动电机设置在齿轮轴的后侧，位于后方的驱动电机设置在齿轮轴的前侧；钢丝绳

设置4条、并前后左右对称设置，挂钩设置4个、并前后左右对称设置，调节架上设置有滑轨、

液压装置和移动秤砣，电磁铁连接滑轨、并连同挂钩滑动设置在滑轨上，以调节挂钩的前后

左右距离，移动秤砣活动设置在调节架上，以调节智能交通工具的前后平衡；智能交通工具

在斜坡升降平台升降时，前面或后面的钢丝绳通过调节电机进行收缩，以调节智能交通工

具的平衡；动力装置上设有汽油马达和电源充电线。

[0011] 还包括停车场，停车场设置在地面马路的周围，高架轨道和地面马路通过连接车

道与停车场对接，停车场设置若干层、各层之间打圈连接，停车场的每层均设有第二转盘和

若干停车带，第二转盘分别与连接车道、停车带对接。

[0012] 所述高架轨道通过支撑轨道固定在地面马路上，各支撑轨道的底部设有方向相反

的钢筋。

[0013] 所述车箱货柜上设有伸缩折叠装置，车箱货柜通过伸缩折叠装置进行伸长或收缩

折叠，高架轨道设置于地面马路的中间绿化带或人行道位置。

[0014] 所述智能调度系统连接电子设备终端。

[0015] 本发明的交通系统通过设置高架轨道，并在高架轨道上设置动力装置，通过动力

装置使交通工具在高架轨道上行驶，动力装置和交通工具由智能调度系统进行全程控制，

因此实现了完全的无人驾驶，人们只需要通过手机等电子设备叫车，输入上下车地点和时

间，就可以方便高效地出行，由于交通工具在多层的高架轨道上行驶，可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的问题，并可避免交通事故，此交通系统还设有专门的停车场，停车场可打圈无限开高，可

解决停车困难的问题，动力装置由电力控制，可解决尾气污染、噪声污染的问题，并节约能

源。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无人驾驶交通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高架轨道的固定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动力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动力装置另一方位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停车场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第一转盘和工字轨的装配结构透视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第一转盘和工字轨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单层高架轨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动力装置另一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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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参见图1-图9，本无人驾驶交通系统，包括高架轨道1、智能交通工具2、动力装置3、

斜坡升降平台4、垂直升降平台5、地面马路6和智能调度系统，高架轨道1设置若干层、并架

设在地面马路6的上空，动力装置3活动设置在高架轨道1上，智能交通工具2悬挂在动力装

置3上，斜坡升降平台4和垂直升降平台5均设置在地面马路6与高架轨道1、高架轨道1与高

架轨道1之间，智能调度系统通过动力装置3控制智能交通工具2在高架轨道1上行驶，智能

调度系统通过动力装置3控制智能交通工具2在斜坡升降平台4或垂直升降平台5进行升降。

[0027] 高架轨道1设置2层，每层设置2排车道，下层内侧车道为车箱货柜等超重物的正常

行驶车道，下层外侧车道为车箱货柜的下客下货车道，车箱货柜下客下货时，由下层内侧车

道转行下层外侧车道，并通过斜坡升降平台4下降至地面马路6，高架轨道1的上层为小汽车

长途高速车道，小汽车下客时，在距目的地1公里前通过垂直升降平台5下降至下层，在下层

行驶至目的地时，通过垂直升降平台5下降至地面马路6，此小汽车的下降方式可避免影响

下层车辆的升降，地面马路6一般为2车道，小汽车直接从目的地的2层下降至地面马路6，会

影响下层车辆的升降，若地面为3车道，小汽车可从上层直接下降至地面马路6，通过垂直升

降平台5垂直升降，可节省空间；车箱货柜下客下货或小汽车下客时，地面马路6的车辆在距

下客点或下货点300米的位置亮红灯并等待车箱货柜或小汽车安全下降至地面马路6，可使

交通系统有秩序且高效地运行。

[0028] 每层高架轨道1包括若干工字轨11，工字轨11之间通过第一转向轨道13连接，第一

转向轨道13与工字轨11的夹角<60°，工字轨11上设有第一转盘12，第一转盘12之间通过第

二转向轨道14连接，第二转向轨道14与工字轨11的夹角>60°，第一转盘12位于工字轨11的

上方，第一转盘12的上侧设置有转向电机122、下侧设置有勾状的支撑臂121，支撑臂121的

头部支撑在工字轨11的底部，位于第一转盘12下方的部分工字轨11可跟随第一转盘12转

动，以实现智能交通工具2的转向，此部分工字轨11需要通过支撑臂121进行支撑，车箱货柜

或小汽车通过第一转向轨道13或第二转向轨道14转换车道。在高架轨道1上行驶的智能交

通工具2在小角度转弯时，可直接通过第一转向轨道13进行转向，并行驶至需要转行的车

道，若进行大角度转弯(急转弯)时，需要通过第一转盘12进行转向，然后通过第二转向轨道

14行驶至需要转行的车道。在高架轨道1的重要路口多增设2个第一转盘12，可供更多的智

能交通工具2能同时在重要路口处转道，防止堵车。

[0029] 动力装置3包括驱动电机38、齿轮36、齿轮轴32、轨道专用轮31、轨道专用轮轴34、

连接柱35，调节电机33和悬挂组件，驱动电机38通过齿轮轴32与齿轮36驱动连接，连接柱35

分别与齿轮轴32、轨道专用轮轴34连接，齿轮36设置于工字轨11的内侧轨道上，工字轨11的

内侧轨道上设置有齿条，齿轮36与齿条相互啮合，轨道专用轮31活动设置在工字轨11的顶

部，工字轨11的顶部设有用于轨道专用轮31转向的凸边111，调节电机33设置在轨道专用轮

轴34的下侧、并通过悬挂组件与智能交通工具2连接。车辆行驶时，驱动电机38驱动齿轮轴

32转动，使齿轮36通过与齿条的啮合在工字轨11的内侧轨道上运动，从而使齿轮轴32向前

运动，齿轮轴32向前运动时通过连接柱35带动轨道专用轮轴34向前运动，使轨道专用轮31

在工字轨11上运动，从而带动智能交通工具2向前运动；齿轮32用于卡住工字轨11，常接触

面积为齿轮面积的70％，留下空间用于转弯微调，且齿轮32可为车辆行驶提供动力和起到

刹车的作用；驱动电机38的通电由智能调度系统控制；轨道专用轮31最高点在工字轨11的

最高点，为常接触面积，非常接触面积为左右转向时的微调接触；凸边111用于轨道专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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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的转向，从而实现智能交通工具2的小角度转弯，其转向原理与火车转弯的转向原理相

同。

[0030] 悬挂组件包括钢丝绳310、调节架311、电磁铁37和挂钩39，钢丝绳310与调节电机

33连接，调节架311连接在钢丝绳310的下端，电磁铁37设置在调节架311的底部，挂钩39设

置在电磁铁37的下侧，电磁铁37通电时控制挂钩39勾住或脱开智能交通工具2。动力装置3

通过挂钩39勾住车辆，智能调度系统控制电磁铁37的通电，电磁铁37通入不同方向的电流

可改变电磁铁37的正负极方向，从而带动挂钩39往不同且相反的方向运动，从而使挂钩39

勾住或脱离车辆的勾部，实现车辆的自动上钩或自动脱钩，动力装置3勾取车辆前需检查4

根钢丝绳是否牢靠，以免车辆行驶时发生事故。调节架311上方设有四个钢桶，钢丝绳310拉

拽到底时钢桶顶住动力装置架子上四个角用于固定调节架311。

[0031] 驱动电机38和调节电机33设置2个，齿轮36设置4个，驱动电机38和齿轮36前后设

置，位于前方的驱动电机38设置在齿轮轴32的后侧，位于后方的驱动电机38设置在齿轮轴

32的前侧，前方的驱动电机38通过齿轮36拉动智能交通工具2向前运动，后方的驱动电机38

通过齿轮36推动智能交通工具2向前运动，同自行车的轴承原理一样，使驱动电机38更高效

地驱动智能交通工具2行驶，同时双电机可防止其中一个损坏而失去动力；钢丝绳310设置4

条、并前后左右对称设置，挂钩39设置4个、并前后左右对称设置，跟钢丝绳310一样，调节架

311上设置有滑轨312、液压装置和移动秤砣313，电磁铁37连接滑轨312、并连同挂钩39滑动

设置在滑轨312上(通过液压装置驱动电磁铁37和挂钩39滑动)，以调节挂钩39的前后左右

距离，因为每台调节智能交通工具2的长度宽度都不一样，需要调节挂钩39的前后距离来适

应不同长度宽度的智能交通工具2，用户在app上输入需要乘坐的智能交通工具2后，智能调

度系统通过液压装置自动调节前后挂钩39的距离；移动秤砣313活动设置在调节架311上，

移动秤砣313的中间穿有一根螺丝杆，配合液压平衡装置，运用杠杆原理，以调节智能交通

工具2的前后平衡，由于智能交通工具2行驶时的重心不在其中心(例如，小汽车装有发电机

一端较重，货柜装货物的一端较重)，因此需要移动秤砣313来调节其平衡，以免一端轻一端

重，使智能交通工具2行驶时的安全性更高，用户在app上输入需要乘坐的智能交通工具2

后，智能调度系统通过钢丝绳310自动对智能交通工具2进行称重，并控制移动秤砣313移

动，找到智能交通工具2的平衡点；智能交通工具2在斜坡升降平台4升降时，为了防止智能

交通工具2倾斜，前面或后面的钢丝绳310通过调节电机33进行收缩(上坡时前放后收，下坡

时后放前收)，以调节智能交通工具2的平衡(智能交通工具2保持水平状态)，保持智能交通

工具2的舒适感；动力装置3上设有汽油马达和电源充电线，汽油马达作为备用，以防止驱动

电机38损坏或停电时驱动电机38无法运行，动力装置3带有电池，电池可对动力装置3供电，

可防止停电时动力装置3无法运行，电池通过电源充电线连接电源进行充电；高架轨道1的

附近片区建设火力发电站，火力发电站在交通系统断电时可对系统各设备进行供电。

[0032] 还包括停车场9，停车场9设置在地面马路6的周围，高架轨道1和地面马路6通过连

接车道91与停车场9对接，停车场9设置的层数不限，可无限开高，各层之间打圈连接，停车

场9的每层均设有第二转盘92和若干停车带93，第二转盘92分别与连接车道91、停车带93对

接。此结构的停车场9可容纳非常多的车辆，以解决停车困难的问题，晚上智能交通工具2不

用时可停放在停车场，智能交通工具2进入停车场时，通过第二转盘92的转动调节以进入对

应的停车带93进行停放，第二转盘92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与第一转盘12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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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高架轨道1通过支撑轨道固定在地面马路6上，各支撑轨道的底部设有方向相反且

带混凝土7的钢筋8，利用杠杆原理，保证支撑轨道稳固不翻侧，以保证高架轨道1的安全稳

固。

[0034] 车箱货柜上设有伸缩折叠装置，车箱货柜通过伸缩折叠装置进行伸长或收缩折

叠，车箱货柜可三折式进行收缩，根据货物和乘客的数量进行伸长或收缩，以减小占用空

间，且进入停车场9时自动折叠压缩空间，以使停车场9可停放更多的车辆，车箱用于公交、

大巴或滴滴打车等；高架轨道1设置于地面马路6的中间绿化带或人行道位置。

[0035] 智能调度系统连接电子设备终端，电子设备终端可以是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

备，通过app叫车，并输入上下车地点和时间，智能交通工具2就会自动到上车地点，非常方

便；智能交通工具2带监控、喷雾，可防狼，智能交通工具2用电力驱动、内含电池，电池电量

低时可将智能交通工具2挂上高架轨道1进行连接充电，增加续航能力，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0036] 上述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

的优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

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

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

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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