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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

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及系统，该停车方法包括

如下：采集每个停车场的车位位置；将车位位置

形成停车位地图；车主获取车辆附近的停车位信

息，并通过车主端预约定位停车位，计费，导航到

位；交警通过巡查端接收云端车位信息及车主信

息，对车辆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控及处理；监护人

员通过接收云端天气预报的灾情信息对相关停

车场及车主端公布预警信息。上述的集寻车、公

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能够形成

停车位地图，便于用户清晰地了解到周围停车场

的停车状况，以解决停车难问题，用户可以在车

主端上看到预警信息，保证安全出行，交警通过

巡查端监控各停车场的停车位，便于做出临时的

应急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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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采集每个停车场的车位位置；

S2：将车位位置通过后台服务器处理后形成停车定位地图，并标记已被占用或者未被

占用的停车位信息；

S3：将停车定位地图通过云端发送至车主端、巡查端及监控端；

S4：车主向后台服务器发送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获取车辆附近的停车位信息，并通过

车主端预约定位停车位，计费，导航到位；

S5：交警通过巡查端接收云端车位信息及车主信息，对车辆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控、处理

及应急调控；

S6：监控人员通过监控端接收云端天气预报的灾情信息对相关停车场及车主端公布预

警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4中预约定位停车位前需要会员注册登录，记录会员基本资料，绑定车牌号。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4中计费是从预约定位的时间开始计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1中车位位置包括室外停车位、道路停车位及室内停车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2中停车位信息包括停车场名称、车位编号、收费标准、具体位置及停车时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5中异常情况包括违章停车、未缴费监控、车辆超时停车及错位停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6中预警信息包括高温提示、低温提示及灾害信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车主端为移动端APP、WAP、基于微信平台开发等等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中的一种；所

述巡查端为移动端APP、WAP、基于微信平台开发等等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中的一种；所述监控

端为移动端APP、WAP、基于微信平台开发等等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中的一种。

9.一种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数据交互云端，用于车辆信息基础信息的收集，停放信息、天气信息、灾情信息的收集、

存储、处理及输出；

停车场模块，用于采集每个停车场的车位位置；

后台服务器，用于将车位位置进行存储、处理、标记及发送；

用户端模块，用于消费者的注册登记、停车位的预约定位及计费；

巡查端模块，用于交警对车辆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控及对路面需求做出应急调控；

监控端模块，用于监控人员对停车场提供防灾预警信息。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系统，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应急预案调度模块，所述应急预案调度模块用于车位的临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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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停车场管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

的智能停车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直线上升，在一些大中城市“停车难”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城市

在建设中考虑不全面，基础设施不配套，造成停车位的严重不足，停车泊位缺口严重，需求

与供给的空间不平衡，还有原因就是机动车数量的增长，进一步的加剧了“停车难”。缓解城

市停车难，已经成为服务民生，改善人居环境的必然要求。

[0003] 停车难的主要体现有：车主不知道哪里有车库，哪里有车位，所以经常导致有车无

位和有位无车，其直接原因在于：

[0004] 1、无论露天和室内停车位不公开，数量不透明，位置不清晰，造成用户找不到车位

或者出现有位无车、有车无位的情况；

[0005] 2、由于露天和室内停车具有偏僻和热闹的区别，并存在车位存量不明确，两者间

价格具有差异等问题；

[0006] 3、交警部门对露天及室内监管有难度，难以做出临时应急调度；

[0007] 4、室内停车作为国防人防建设，肩负防空，避灾责任，交警部门对室内停车场位

置、空间监控尤为重要，如城市水灾预警、人防预留空间及战备空间预留。

发明内容

[0008] 基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解决

停车难问题，节省人力，提高停车效率，让车主能够准确快速地找到空余的车位。

[0009]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系统。

[0010]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1] 一种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S1：停车场系统采集每个停车场的车位位置；

[0013] S2：将车位位置通过后台服务器处理后形成停车定位地图，并标记已被占用或者

未被占用的停车位信息；

[0014] S3：将停车定位地图通过云端发送至车主端、巡查端及监控端；

[0015] S4：车主向后台服务器发送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获取车辆附近的停车位信息，并

通过车主端预约定位停车位，计费，导航到位；

[0016] S5：交警通过巡查端接收云端车位信息及车主信息，对车辆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控、

处理及应急调控；

[0017] S6：监护人员通过监控端接收云端天气预报的灾情信息对相关停车场及车主端公

布预警信息。

[0018] 上述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能够形成停车位地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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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已被占用或者未被占用的停车位信息，便于用户清晰地了解到周围停车场的停车状

况，以解决停车难问题，通过车位预约的方法，以保证车辆到达时有位置停，提高了停车效

率，让车主能够准确快速地找到空余的车位，进一步的，用户可以在车主端上看到预警信

息，保证安全出行，交警通过巡查端监控各停车场的停车位，便于做出临时的应急调度。

[0019]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4中预约定位停车位前需要会员注册登录，记录

会员基本资料，绑定车牌号。

[0020]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4中计费是从预约定位的时间开始计费。

[0021]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1中车位位置包括室外停车位、道路停车位及室

内停车位。

[0022]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2中停车位信息包括停车场名称、车位编号、收费

标准、具体位置及停车时长。

[0023]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5中异常情况包括违章停车、未缴费监控、车辆超

时停车及错位停车。

[0024]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6中预警信息包括高温提示、低温提示及灾害信

息。

[0025]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车主端为移动端APP、WAP、基于微信平台开发等等的第

三方应用程序中的一种；所述巡查端为移动端APP、WAP、基于微信平台开发等等的第三方应

用程序中的一种；所述监控端为移动端APP、WAP、基于微信平台开发等等的第三方应用程序

中的一种。

[0026] 一种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系统，包括：

[0027] 数据交互云端，用于车辆信息基础信息的收集，停放信息、天气信息、灾情信息的

收集、存储、处理及输出；

[0028] 停车场采集模块，用于采集每个停车场的车位位置；

[0029] 后台服务器，用于将车位位置进行存储、处理、标记及发送；

[0030] 用户端模块，用于消费者的注册登记、停车位的预约定位及计费；

[0031] 巡查端模块，用于交警对车辆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控；

[0032] 监控端模块，用于监控人员对停车场提供防灾预警信息。

[0033] 上述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系统还包括应急预案调度模

块，所述应急预案调度模块用于车位的临时调用。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的

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

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

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的理解更加透彻全面。

[0036]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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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

[0037] 本发明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S1：停车场系统采集每个停车场的车位位置；

[0039] 室内停车场安排结合ap布点定位系统，室外停车场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准确

定位每辆车停放局域、位置。

[0040] S2：将车位位置通过后台服务器处理后形成停车定位地图，并标记已被占用或者

未被占用的停车位信息；

[0041] S3：将停车定位地图通过云端发送至车主端、巡查端及监控端(监控端包括人防监

控端及应急监控端)；

[0042] S4：车主向后台服务器发送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获取车辆附近的停车位信息，并

通过车主端预约定位停车位，计费，导航到位；

[0043] S5：交警通过巡查端接收云端车位信息及车主信息，对车辆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控、

处理及应急调控；

[0044] S6：监护人员(监护人员包括人防监护人员和应急监护人员)通过监控端接收云端

天气预报的灾情信息对相关停车场及车主端公布预警信息。

[0045] 上述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能够形成停车位地图，并

标记已被占用或者未被占用的停车位信息，便于用户清晰地了解到周围停车场的停车状

况，以解决停车难问题，通过车位预约的方法，以保证车辆到达时有位置停，提高了停车效

率，让车主能够准确快速地找到空余的车位，进一步的，用户可以在车主端上看到预警信

息，保证安全出行，交警通过巡查端监控各停车场的停车位，便于做出临时的应急调度。

[0046] 可选的，步骤S1中停车场包括居住区、写字楼、商场及其他公共场所内所设置的停

车场。步骤S1中车位位置包括室外停车位、道路停车位及室内停车位。这是一个大数据融合

的过程，将室内室外以及道路上所有的车位智能上传到云端，通过移动端或者其他应用端

直接看到所有车位信息，如车位楼层、区域、编号图等等。

[0047] 所述步骤S4中预约定位停车位前需要会员注册登录，记录会员基本资料，绑定车

牌号。会员基本资料主要包括消费者姓名、年龄、手机号等相关资料，绑定车牌号主要指车

牌号码与消费者信息进行绑定，也可以临时绑定车牌号，即当消费者驾驶别人的车辆进行

停车时，需要临时绑定车牌号，用完之后可直接解除。

[0048] 步骤S4中计费是从预约定位的时间开始计费，即可以通过买时间的方式让自己获

得车位，以保证车辆到达时有位置可以停。车位信息会及时更新，可以很精确的知道停车场

中每一辆车还剩下多长的停车时间，时间快到了，系统会及时提醒车主续费。

[0049] 步骤S2中停车位信息包括停车场名称、车位编号、收费标准、具体位置及停车时

长。当车辆去到对应的停车场，可以扫码进场，结账后，可以扫码离场，销户。

[0050] 步骤S5中异常情况包括违章停车、未缴费监控、车辆超时停车及错位停车。交警在

巡查端上发现车辆有异常情况，会对异常车辆进行跟踪与处理，系统也会进行提示，以便于

车主尽快处理，防止车辆阻碍别人停车。

[0051] 整个监管过程描述：首先所有的车位数据(包括室内、室外、道路车位数据)上传至

云端，当消费者行驶至某一区域，需要停车时，可以通过手机APP直接看到哪里有车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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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少，以及车位的具体导航，同时也可以线上提前预约车位，每个车位都有相应编号，直

接停在相对应编号的车位上即可，如果停错车位，APP上提示你停错车位，巡警端也会监控

到相关信息，如不及时进行纠正，会进行贴牌罚款，停车超时未进行续费，APP上也会进行提

示，巡警端可通过APP直接观察车辆是否停错，交警监管端的管控。

[0052] 步骤S6中预警信息包括高温提示、低温提示及灾害信息。灾害信息如暴雨警报：室

内，高温；风沙警报：室外，发布、预警；使场方、消费者避免人员、财物损失。

[0053] 车主端为移动端(手机、平板、卫星导航系统等等)APP、WAP、基于微信平台开发等

等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中的一种；所述巡查端为移动端(手机、平板等等)APP、WAP、基于微信

平台开发等等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中的一种；监控端为移动端(手机、平板等等)APP、WAP、基

于微信平台开发等等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中的一种。

[0054] 本发明的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方法的有益效果包括如下：

[0055] 1、融合所有停车场的车位数据，车主通过一款停车软件(如app、小程序、WAP、或基

于微信等第三方平台开发)，利用卫星定位系统，知道附近所有室内室外停车场的位置，并

且知道每个停车场还剩下多少空位，可以通过移动端直接进行预约定位，以保证车辆到达

时有位置可以停，本次操作从预约定位的时间开始计费，即可以通过买时间的方式让自己

获得车位，车位信息会及时更新，可以很精确的知道停车场中每一辆车还剩下多长的停车

时间，时间快到了，软件会及时提醒车主续费。

[0056] 2、每辆车和车主都是实名认证，车的信息和车主信息都在系统里面保存，在进入

停车场时，车主如果没有预约交费，通过鉴定识别，车主无法进入停车场内，另外，如果是驾

驶别人的车，可以临时将自己的信息和车辆信息进行绑定，也可以进行停车。

[0057] 3、进入相应停车场后，这个停车场的平面图就看可以直接获取，停车场哪个位置

还有空闲的停车位就一目了然，方便车主直接找到最近的停车位。

[0058] 4、交警端：与交警端合作实现信息交互，交警端可准确获知哪些用户或者车主没

有交费，一旦出现本来应该空闲的停车为上出现停车车辆，交警端可直接对相对应车辆进

行处罚或者通知车主。

[0059] 5、人防、应急端：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与天气预报端进行合作，可以

获取所有停车场天气信息，如果该段停车场下暴雨，该停车场的位置可能被水淹，用户就直

接可以在APP端看到相关信息，就避免了再将车挺入该停车场，体现本发明的防灾预警性，

保证用户安全出行。

[006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系统，包括：

[0061] 数据交互云端，用于车辆信息基础信息的收集，停放信息、天气信息、灾情信息的

收集、存储、处理及输出；

[0062] 停车场采集模块，用于采集每个停车场的车位位置；

[0063] 后台服务器，用于将车位位置进行存储、处理、标记及发送；

[0064] 后台服务器是信息汇合的平台，同时也是交警、人防部门的监护后台。(后台有，停

车场、工作人员、交警、人防、应急)

[0065] 用户端模块，用于消费者的注册登记、停车位的预约定位及计费；

[0066] 巡查端模块，用于交警对车辆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控及对路面需求做出应急调控；

[0067] 监控端模块，用于监控人员对停车场提供防灾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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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在另一实施例中，集寻车、公安、人防和应急于一体的智能停车系统还包括应急预

案调度模块，所述应急预案调度模块用于车位的临时调用。

[0069] 智能停车系统还包括智能车位筛选模块，用于根据条件匹配适合的停车位，如按

条件选定停车场、空余车位号码、停车位置(室内或者室外)、停车位价格等等。

[0070] 智能停车系统还包括防伪识别模块，用于对车牌号进行识别，确定车牌是否为伪

造车牌，以通过巡查端模块告知交警。

[0071] 智能停车系统还包括智能路线匹配模块，用于根据车辆类型规划匹配的车位及路

线，如根据车辆为中型巴士，智能路线匹配模块根据登记的车牌号，识别车辆类型，然后寻

找多条的较近合适停车位，以供车主选择，根据车主的选择进行导航，即系统会匹配最合适

停车场的路线信息，如与车辆当前位置距离最近、车流最少的停车场的路线信息。

[0072] 智能停车系统还包括车辆牌照拍摄模块及发卡模块，车辆牌照拍摄模块主要用于

拍摄记录车牌号；发卡模块主要用于用户的身份再次识别，记录用户车牌号与发送的卡号

相同，并录入车辆进入停车场的时间，以确保车辆在停车场内的安全。

[0073] 智能停车系统还包括离线导航模块，主要是为了防止在停车场的信号不好，车主

找不到车所停位置，系统会在车主选择停车位置后，会将车位附近的地图下载在手机内，并

且会在系统内显示车的具体停车位置，以便于车主的寻找。在其中一实施例中，离线导航模

块包括离线停车场位平面地图，该离线停车场位平面地图包括停车场的名称、停车场的经

纬度、停车场的楼层信息、停车场每个车位的位置信息、停车场每个车位的车位号特征信

息、停车场中道路信息及停车场设施信息。停车场每个车位的车位号特征信息包括停车场

车位号的模板、停车场车位号字段或者数字的意义、停车场车位号的长度；停车场车位号的

模板是根据停车场车位号字段或者数字的意义及停车场车位号的长度信息所建立。

[0074] 为了避免车位信息采集出现数据误差，智能停车系统还包括超声波探测器及地感

式车流量采集器，超声波探测器安装在每个车位上，用于精确采集每个车位的占用信息；地

感式车流量采集器设置在每个车位对应区域出入口，用于采集每个车位对应区域的车位占

用信息，如根据进出停车场的车辆数据，进一步统计该停车场的空余车位及已被占用车位

的数量。

[0075] 工作时，采集模块采集各停车场的车位信息，反馈给后台服务器，后台服务器进行

处理、标记，以便于用户查看，消费者通过用户端模块进行注册登记，填写会员信息，绑定车

牌号，资料填完后，可以对停车位进行预约定位，此时，已经开始计费，通过导航，导航至该

停车位的停车场，获取停车场的平面图，通过鉴定识别，扫码，进入停车场内，找到对应的停

车位，系统会对停车超时预警，车辆违停提示，错位停车提示，车辆超时、未缴费提示，当用

户事情处理完后，结账，离场；在停车期间，交警通过巡查端模块对车辆进行监控，并收集车

辆、人员信息，若发现车辆排队造成堵塞，会安排人员进行车辆调配，不定时，指定巡查路

线，对巡查路线上的停车场的停车信息收集，还会进行异常车辆号码比对，跟踪，停车超时

记录，车辆违停记录，并对应急停车临时调度；巡查端模块会进行人防空余位置指标监控，

应急灾害信息发布，灾害产生数据提示，方便救援，并会进行应急预案调度，演习预告，避免

人员的财物损失。

[0076]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一种用户利用该智能停车系统的智能停车方法，描述如

下：车主通过移动端APP/微信公众号/wap信息录入等方法寻找到本发明的智能停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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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停车系统进行注册登录，新用户需要绑定车牌或者临时车牌、车主信息等等，旧用户若

之前绑定的车牌跟先开的车不同，需要重新绑定车牌信息。

[0077] 登录后，停车系统会根据车位置或者目的地的位置，搜索附近停车场，进行卫星定

位及导航，或者按照调节选定停车场，如输入停车场的名称，或者该停车场所在的大厦；系

统会显示该停车场的空余车位数量、车位号码及价格，车主根据需求及条件，对车位进行预

约停车(此停车为额定距离、固定时间)或者马上停车，服务器进行数据采集与计算，将车位

信息通过车主端反馈给车主，导航，将客户导航至预约的停车位，车主端从预约停车开始计

时收费。

[0078] 同时，在车主端及巡查端上更新停车位的实时信息，停车场管理员及交警对其进

行监控、管理，对违停监管，并通过车主端对客户进行提醒，交警会根据情况进行处理和处

罚，遇到紧急情况时，交警会对车位进行应急调度；人防、应急监控端会在车主端上公布该

停车场的灾情预警；若为室外停车，停车场通过识别器确定QR码，确认后，让其进入，停完车

后，自动计算时长；若为室内停车，停车场通过牌照识别确定QR码，确认后，开闸，让其进入，

停完车后，通过牌照识别确定QR码计算时长出闸；室外室内均按时结算，支付方法为绑定信

用卡或者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支付完成后，将结账信息反馈给客户。

[0079]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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