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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取卡装置及其控制方

法，特点是包括位移组件、机械夹手组件、控制器

组件及监控组件；机械夹手组件设在位移组件

上；控制器组件与位移组件及机械夹手组件电连

接，控制器组件控制位移组件工作使机械夹手组

件将卡机上的车卡夹至人手方向。其具有由机械

夹手组件帮助取卡，能加快车辆通过收费站的速

度，减少交通拥挤的情况，避免司机停车位置不

佳需下车取卡的麻烦，降低了收费成本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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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取卡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位移组件及机械夹手组件（9）；所述机械夹手组件（9）设在位移组件上；以及

控制器组件（13）及监控组件（14）；所述控制器组件（13）与位移组件及机械夹手组件

（9）电连接，控制器组件（13）控制位移组件工作使机械夹手组件（9）将卡机（3）上的车卡夹

至人手方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取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移组件包括：

纵向支架（2）、横向支架（4）、纵向动力装置（6）及纵向传动结构（11）；在所述纵向支架

（2）上设有纵向定向结构（21），所述横向支架（4）设在纵向定向结构（21）上并能沿纵向定向

结构（21）纵向移动，所述纵向动力装置（6）设在纵向支架（2）上，纵向动力装置（6）通过纵向

传动结构（11）带动横向支架（4）沿纵向定向结构（21）纵向移动；

安装座（1）、横向动力装置（5）及横向传动结构（12）；在所述横向支架（4）上设有横向定

向结构（41），所述安装座（1）设在横向定向结构（41）上并能沿横向定向结构（41）横向移动，

所述横向动力装置（5）通过横向传动结构（12）带动安装座（1）沿横向定向结构（41）横向移

动；

转动台（7）、转向动力装置（10）及转向传动装置（13）；所述转动台（7）设在安装座（1）上

并能转动，所述转向动力装置（10）设在安装座（1）上，转向动力装置（10）通过转向传动装置

（13）带动转动台（7）转动；

伸缩装置（8）；所述伸缩装置（8）设在转动台（7）上，伸缩装置（8）的输出端与机械夹手

组件（9）连接；

所述控制器组件（13）分别与监控组件（14）、纵向动力装置（6）、横向动力装置（5）、转向

动力装置（10）、伸缩装置（8）电连接，控制器组件（13）控制纵向动力装置（6）、横向动力装置

（5）、转向动力装置（10）及伸缩装置（8）工作使机械夹手组件（9）将停车卡夹至人手方向。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取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动力装置（6）是第二电

机，所述第二电机设在纵向支架（2）上，所述纵向传动结构（11）是纵向丝杠，所述纵向丝杠

设在纵向支架（2）上并能转动，所述横向支架（4）与纵向丝杠啮合，第二电机的输出端与纵

向丝杠轴连接从而带动横向支架（4）沿着纵向定向结构（21）纵向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自动取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定位结构（21）是纵向

导轨，所述横向支架（4）设在纵向导轨上并能沿纵向导轨纵向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取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动力装置（5）是第一电

机，所述第一电机设在横向支架（4）上，所述横向传动结构（11）是横向丝杠，所述横向丝杠

设在横向支架（4）上并能转动，所述安装座（1）与横向丝杠啮合，第一电机的输出端与横向

丝杠轴连接从而带动安装座（1）沿着横向定向结构（41）横向移动。

6.根据权利要求2或5所述的自动取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定向结构（41）是横向

导轨，所述安装座（1）设在横向导轨上，并沿着横向导轨横向移动。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取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动力装置（10）是第三电

机，所述转向传动装置（13）包括从动轮（131）、传动带（132）及主动轮（133），所述主动轮

（133）设在第三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从动轮（131）设在转动台（7）的转轴（71）上，所述传动

带（132）设在从动轮（131）及主动轮（133）上使第三电机带动转动台（7）转动。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取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装置（8）是电缸组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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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机械夹手组件（9）设在电缸组件的输出端上，从而使电缸组件带动机械夹手组件（9）移

动。

9.一种自动取卡装置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

当车辆开入闸门（15）区域时，监控组件（9）检测有车进入指定区域，并判断司机离监控

组件（9）的前后距离、左右距离及车辆的种类，从而判断司机的高度，监控组件（9）将信号传

送至控制器组件（13）中；

步骤二

监控组件（9）将信号传送至控制器组件（13）后，控制器组件（13）发出指令给卡机（3）出

卡，然后控制器组件（13）控制位移组件将机械夹手组件（9）移动至卡机（3）的位置，机械夹

手组件（9）夹取卡机（3）上的卡后，控制器组件（13）通过监控组件（9）传送的司机位置将卡

送至司机的方向从而方便司机取卡；

步骤三

当司机取卡后，机械夹手组件（9）传输信号给控制器组件（13），控制器组件（13）收到信

号后，控制器组件（13）控制闸门（15）打开让车辆可以通过闸门；

步骤四

当车辆通过闸门后，监控组件（14）检测到车辆离开指定位置后，将车辆离开的信号传

输给控制器组件（13），控制器组件（13）控制闸门（15）关闭。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自动取卡装置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组件（14）包

括人体监控组件（141)及车辆监控组件（142）；所述人体监控组件（141）可以检测判断司机

的位置，所述车辆监控组件（142）可以判断车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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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取卡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取卡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简称为ETC系统；ETC系统是一种先进的道路收费系

统，它利用微波或红外或射频技术，通过安装在ETC车道上的路侧单元（RSU）与安装在车辆

上的车载标签（OBU）之间的专用短程通信，在不需要停车的情况下，自动完成收费处理全过

程，真正实现无人值守，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0003] 截至2017年2月底，全国29个联网省份(西藏、海南除外)累计建成ETC专用车道

14285条；建成自营服务网点1115个、合作代理网点37502个，县(区)级已全部覆盖；ETC用户

数突破了4767.44万， 交易量日均810万笔，占高速公路通行量的31.17%。

[0004] 由以上数据可知，我国ETC普及率处于较低的水平，说明目前大多数的收费方式依

然是人工收费。人工收费方式采取的是人工给卡的，而人工给卡的弊端是给卡时间过长，还

因为司机停车的位置，车辆的高度都将导致取卡困难，而取卡时间长就是导致交通拥堵的

重要原因。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由机械夹手组件帮助取卡，能加

快车辆通过收费站的速度，减少交通拥挤的情况，避免司机停车位置不佳需下车取卡的麻

烦，降低了收费成本的自动取卡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其是一种自动取卡装置，包括：

位移组件及机械夹手组件；所述机械夹手组件设在位移组件上；以及

控制器组件及监控组件；所述控制器组件与位移组件及机械夹手组件电连接，控制器

组件控制位移组件工作使机械夹手组件将卡机上的车卡夹至人手方向。

[0007]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位移组件包括：纵向支架、横向支架、纵向动力装置及纵向

传动结构；在所述纵向支架上设有纵向定向结构，所述横向支架设在纵向定向结构上并能

沿纵向定向结构纵向移动，所述纵向动力装置设在纵向支架上，纵向动力装置通过纵向传

动结构带动横向支架沿纵向定向结构纵向移动；

安装座、横向动力装置及横向传动结构；在所述横向支架上设有横向定向结构，所述安

装座设在横向定向结构上并能沿横向定向结构横向移动，所述横向动力装置通过横向传动

结构带动安装座沿横向定向结构横向移动；

转动台、转向动力装置及转向传动装置；所述转动台设在安装座上并能转动，所述转向

动力装置设在安装座上，转向动力装置通过转向传动装置带动转动台转动；

伸缩装置；所述伸缩装置设在转动台上，伸缩装置的输出端与机械夹手组件连接；

所述控制器组件分别与监控组件、纵向动力装置、横向动力装置、转向动力装置、伸缩

装置电连接，控制器组件控制纵向动力装置、横向动力装置、转向动力装置及伸缩装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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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机械夹手组件将停车卡夹至人手方向。

[0008]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纵向动力装置是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设在纵向支架上，

所述纵向传动结构是纵向丝杠，所述纵向丝杠设在纵向支架上并能转动，所述横向支架与

纵向丝杠啮合，第二电机的输出端与纵向丝杠轴连接从而带动横向支架沿着纵向定向结构

纵向移动。

[0009]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纵向定位结构是纵向导轨，所述横向支架设在纵向导轨上

并能沿纵向导轨纵向移动。

[0010]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横向动力装置是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设在横向支架上，

所述横向传动结构是横向丝杠，所述横向丝杠设在横向支架上并能转动，所述安装座与横

向丝杠啮合，第一电机的输出端与横向丝杠轴连接从而带动安装座沿着横向定向结构横向

移动。

[0011]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横向定向结构是横向导轨，所述安装座设在横向导轨上，并

沿着横向导轨横向移动。

[0012]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转向动力装置是第三电机，所述转向传动装置包括从动轮、

传动带及主动轮，所述主动轮设在第三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从动轮设在转动台的转轴上，

所述传动带设在从动轮及主动轮上使第三电机带动转动台转动。

[0013]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伸缩装置是电缸组件，所述机械夹手组件设在电缸组件的

输出端上，从而使电缸组件带动机械夹手组件移动。

[0014] 为了达到目的，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其是一种自动取卡装置的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

当车辆开入闸门区域时，监控组件检测有车进入指定区域，并判断司机离监控组件的

前后距离、左右距离及车辆的种类，从而判断司机的高度，监控组件将信号传送至控制器组

件中；

步骤二

监控组件将信号传送至控制器组件后，控制器组件发出指令给卡机出卡，然后控制器

组件控制位移组件将机械夹手组件移动至卡机的位置，机械夹手组件夹取卡机上的卡后，

控制器组件通过监控组件传送的司机位置将卡送至司机的方向从而方便司机取卡；

步骤三

当司机取卡后，机械夹手组件传输信号给控制器组件，控制器组件收到信号后，控制器

组件控制闸门打开让车辆可以通过闸门；

步骤四

当车辆通过闸门后，监控组件检测到车辆离开指定位置后，将车辆离开的信号传输给

控制器组件，控制器组件控制闸门关闭。

[0015]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监控组件包括人体监控组件及车辆监控组件；所述人体监

控组件可以检测判断司机的位置，所述车辆监控组件可以判断车辆的类型。

[001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为：由机械夹手组件帮助取卡，能加快车辆通过收

费站的速度，减少交通拥挤的情况，避免司机停车位置不佳需下车取卡的麻烦，降低了收费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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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工作状态图；

图2是本发明的自动取卡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图4是图3的A-A剖视放大图；

图5是本发明的自动取卡装置的仰视位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图2中删除纵向支架及横向支架保护板后的结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的控制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

这些实施方式的说明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此外，下面所描述

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互相结合。

[0019] 在本发明描述中,术语“上”、“下”、“纵向”及“横向”、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要求本发明必须以特定

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术语“第一”及“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

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1] 如图1至图7所示，其是一种自动取卡装置，包括：

位移组件及机械夹手组件9；所述机械夹手组件9设在位移组件上；以及

控制器组件13及监控组件14；所述控制器组件13与位移组件及机械夹手组件9电连接，

控制器组件13控制位移组件工作使机械夹手组件9将卡机3上的车卡夹至人手方向。

[0022] 使用时，当车辆开入闸门15区域时，监控组件9检测有车进入指定区域，并判断司

机的位置及车辆的种类，监控组件9将信号传送至控制器组件13中；监控组件9将信号传送

至控制器组件13后，控制器组件13发出指令卡机3出卡，然后控制器组件13控制位移组件将

机械夹手组件9移动至卡机3的的位置，机械夹手组件9夹取卡机3上的卡后，控制器组件13

通过监控组件9传送的司机的位置将卡送至司机的人手方向从而方便司机拿去卡；当司机

取卡后，机械夹手组件9传输信号给控制器组件13，控制器组件13收到信号后，控制器组件

13控制闸门15打开使车辆可以通过闸门15；当车辆通过闸门15后监控组件14检测到车辆离

开指定位置后传输信号给控制器组件13，控制器组件13控制闸门15关闭。

[002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位移组件包括：纵向支架2、横向支架4、纵向动力装置6及纵向

传动结构11；在所述纵向支架2上设有纵向定向结构21，所述横向支架4设在纵向定向结构

21上并能沿纵向定向结构21纵向移动，所述纵向动力装置6设在纵向支架2上，纵向动力装

置6通过纵向传动结构11带动横向支架4沿纵向定向结构21纵向移动；

安装座1、横向动力装置5及横向传动结构12；在所述横向支架4上设有横向定向结构

41，所述安装座1设在横向定向结构41上并能沿横向定向结构41横向移动，所述横向动力装

置5通过横向传动结构12带动安装座1沿横向定向结构41横向移动；

转动台7、转向动力装置10及转向传动装置13；所述转动台7设在安装座1上并能转动，

所述转向动力装置10设在安装座1上，转向动力装置10通过转向传动装置13带动转动台7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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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伸缩装置8；所述伸缩装置8设在转动台7上，伸缩装置8的输出端与机械夹手组件9连

接；

所述控制器组件13分别与监控组件14、纵向动力装置6、横向动力装置5、转向动力装置

10、伸缩装置8电连接，控制器组件13控制纵向动力装置6、横向动力装置5、转向动力装置10

及伸缩装置8工作使机械夹手组件9将停车卡夹至人手方向。

[002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纵向动力装置6是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设在纵向支架2上，

所述纵向传动结构11是纵向丝杠，所述纵向丝杠设在纵向支架2上并能转动，所述横向支架

4与纵向丝杠啮合，第二电机的输出端与纵向丝杠轴连接从而带动横向支架4沿着纵向定向

结构21纵向移动。

[002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纵向定位结构21是纵向导轨，所述横向支架4设在纵向导轨上

并能沿纵向导轨纵向移动。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横向动力装置5是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设在横向支架4上，

所述横向传动结构11是横向丝杠，所述横向丝杠设在横向支架4上并能转动，所述安装座1

与横向丝杠啮合，第一电机的输出端与横向丝杠轴连接从而带动安装座1沿着横向定向结

构41横向移动。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横向定向结构41是横向导轨，所述安装座1设在横向导轨上，

并沿着横向导轨横向移动。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转向动力装置10是第三电机，所述转向传动装置13包括从动

轮131、传动带132及主动轮133，所述主动轮133设在第三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从动轮131

设在转动台7的转轴71上，所述传动带132设在从动轮131及主动轮133上使第三电机带动转

动台7转动。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伸缩装置8是电缸组件，所述机械夹手组件9设在电缸组件的

输出端上，从而使电缸组件带动机械夹手组件9移动。

[0030] 如图1至图7所示，其是一种自动取卡装置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

当车辆开入闸门15区域时，监控组件9检测有车进入指定区域，并判断司机离监控组件

9的前后距离、左右距离及车辆的种类，从而判断司机的高度，监控组件9将信号传送至控制

器组件13中；

步骤二

监控组件9将信号传送至控制器组件13后，控制器组件13发出指令给卡机3出卡，然后

控制器组件13控制位移组件将机械夹手组件9移动至卡机3的位置，机械夹手组件9夹取卡

机3上的卡后，控制器组件13通过监控组件9传送的司机位置将卡送至司机的方向从而方便

司机取卡；

步骤三

当司机取卡后，机械夹手组件9传输信号给控制器组件13，控制器组件13收到信号后，

控制器组件13控制闸门15打开让车辆可以通过闸门15；

步骤四

当车辆通过闸门后，监控组件14检测到车辆离开指定位置后，将车辆离开的信号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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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控制器组件13，控制器组件13控制闸门15关闭。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监控组件14包括人体监控组件141及车辆监控组件142；所述

人体监控组件141可以检测判断司机的位置，所述车辆监控组件142可以判断车辆的类型。

[0032]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出详细说明，但本发明不局限于所描述的实

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旨的情况下对这些

实施方式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及变形仍落入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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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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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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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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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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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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