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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移动通信的高速公路

不停车收费系统及方法，包括：车载移动通信终

端、出/入口收费站端和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的中

心平台数据库；在车辆进站前，入口收费站端通

过无线信号发射器提前检测车辆车牌号，直接放

行车辆，并将车辆进站信息和中心平台数据库中

的车辆绑定信息引入本地实时数据库；出口收费

站端通过无线信号发射器提前检测车辆车牌号，

在车辆进站前计算车辆通行费，并在车辆进站

时，扣取相应费用并放行车辆。整个通行过程无

需用户停车，仅通过无线网络实现信息的快速交

互，在车辆进站前进行身份核验和费用计算、扣

除，实现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提高高速公路收

费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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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移动通信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车载移动通信终

端、出/入口收费站端和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的中心平台数据库；出/入口收费站端包括：本地

业务管理服务器、本地实时数据库、无线信号发射器、车道控制器、车道闸、车牌识别设备；

其中，

车载移动通信终端，用于为用户提供显示信息的窗口，以及通过无线网络与设置在出/

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的无线信号发射器交互，接收无线信号发射器发射的检测信号，

并根据检测信号反馈应答信号；检测信号包括：无线信号发射器所在收费站编号和无线信

号发射器地址；应答信号包括：车载移动通信终端ID和车牌号；

中心平台数据库，用于存储用户上传的付费账户信息、车辆信息和移动通信终端ID和

各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上传的车辆通行记录；

无线信号发射器，设置于出/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用于定期向通信范围内发送检

测信号，并接收车载移动通信终端反馈的应答信号，并将接收到的应答信号上传出/入口收

费站收费的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

车牌识别设备，设置于出/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并与对应车站的本地业务管理服

务器相连；车牌识别设备用于采集、识别进站车辆的车牌号，并将识别的车牌号发送给对应

车站的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

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与所在收费站的无线信号发射器、车牌识别设备和车道控制器

通过有线或无线链路连接，接收无线信号发射器上传的应答信号和车牌识别设备上传的车

牌号，根据应答信号和车牌号生成对应车辆的授权信息，并下发给车道控制器；以及，生成

车辆通行记录，并上传至中心平台数据库；出/入口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均具备访问本地实

时数据库的接口；

车道控制器与车道闸相连，根据授权信息打开或关闭车道闸；

本地实时数据库，与中心平台数据库交互，存储从中心平台数据库引入的车辆身份信

息，以及入口收费站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上传的车辆进站信息和出口收费站端本地业务管

理服务器上传的车辆出站信息；

车辆进站信息包括：入口收费站编号、车辆车牌号、车辆进站时间；

车辆出站信息包括：出口收费站编号、车辆车牌号、车辆出站时间、车辆通行费缴费金

额和扣费时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移动通信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载移动通信终端为智能手机终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移动通信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牌识别设备包括：具备车牌识别功能的抓拍摄像机和地感线圈；地感线圈埋设在收

费车道的入口，并与抓拍摄像机相连；地感线圈检测到车辆经过后，立即触发抓拍摄像机抓

拍并识别车牌。

4.一种基于移动通信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1)构建如权利要求1至3任意一项所述的基于移动通信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

(2)在车辆上设置车载移动通信终端，用户预先在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的中心平台数据

内开设付费账户，并将付费账户与车载移动通信终端ID和车辆信息绑定；

(3)入口收费站放行进站车辆，包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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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车辆在进入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的无线信号发射器的通信范围内时，接收

无线信号发射器发射的检测信号，并根据检测信号生成应答信号反馈给对应的无线信号发

射器；

(3-2)入口收费站的无线信号发射器将接收到的应答信号传递给所在入口收费站的本

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根据应答信号中的移动通信终端ID号检索中心平

台数据库，并将中心平台数据库中对应移动通信终端的绑定信息引入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

的本地实时数据库；

(3-3)车辆进入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时，车牌识别设备识别车辆车牌号并发送给

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

(3-4)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根据应答信号和车牌识别设备发送的车牌号生成直接放行

对应车辆的授权信息，并下发给车道控制器；以及生成车辆进站信息，存入本地实时数据

库；

(3-5)车道控制器根据收到授权信息控制车道闸开启，直接放行获得授权的车辆；

(4)出口收费站收取通行费并放行车辆，包括步骤：

(4-1)车辆在进入出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的无线信号发射器的通信范围内时，接收

无线信号发射器发射的检测信号，并根据检测信号生成应答信号反馈给对应的无线信号发

射器；

(4-2)出口收费站的无线信号发射器将接收到的应答信号传递给所在出口收费站的本

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本地业务管理器检索本地实时数据库中该车辆的进站信息和付费账户

信息，计算车辆的通行费金额；

(4-3)车辆进入出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时，车牌识别设备识别车辆车牌号并发送给

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

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从该车辆对应的付费账户中扣除通行费后，生成直接放行对应车

辆的授权信息，并下发给车道控制器；以及生成车辆出站信息，存入本地实时数据库；

(4-4)车道控制器根据收到授权信息控制车道闸开启，直接放行获得授权的车辆；

(5)本地实时数据库在车辆出站后，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将车辆的进站信息、出站信息

和缴费信息打包为车辆通行记录上传中心平台数据库。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6971429 B

3



一种基于移动通信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交通收费领域，尤其是一种基于移动通信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

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的高速公路收费一般通过两种方式：

[0003] 1、人工收费方式：即车辆在高速公路入口车道取卡，在出口车道通过现金或手机

扫码的方式完成缴费支付。

[0004] 2、ETC不停车收费方式：首先车辆需要加装OBU单元，并预充值。车辆需要从ETC专

用车道进入并从ETC专用车道驶出。驶出高速公路的时候自动扣费，无需停车。

[0005] 这两种收费方式中，人工收费方式耗时较长，收费效率较低，ETC不停车收费方式

需要加装特定的OBU单元，ETC专用车道中也需要加装专用检测设备，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无需加装OBU单元、且可实现高速公路不

停车收费的高速公路收费方案。

[0007] 为实现上述技术效果，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基于移动通信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包括：车载移动通信终端、出/入

口收费站端和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的中心平台数据库；出/入口收费站端包括：本地业务管理

服务器、本地实时数据库、无线信号发射器、车道控制器、车道闸、车牌识别设备；其中，

[0009] 车载移动通信终端，用于为用户提供显示信息的窗口，以及通过无线网络与设置

在出/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的无线信号发射器交互，接收无线信号发射器发射的检测

信号，并根据检测信号反馈应答信号；检测信号包括：无线信号发射器所在收费站编号和无

线信号发射器地址；应答信号包括：车载移动通信终端ID和车牌号；

[0010] 中心平台数据库，用于存储用户上传的付费账户信息、车辆信息和移动通信终端

ID和各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上传的车辆通行记录；

[0011] 无线信号发射器，设置于出/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用于定期向通信范围内发

送检测信号，并接收车载移动通信终端反馈的应答信号，并将接收到的应答信号上传出/入

口收费站收费的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

[0012] 车牌识别设备，设置于出/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并与对应车站的本地业务管

理服务器相连；车牌识别设备用于采集、识别进站车辆的车牌号，并将识别的车牌号发送给

对应车站的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

[0013] 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与所在收费站的无线信号发射器、车牌识别设备和车道控

制器通过有线或无线链路连接，接收无线信号发射器上传的应答信号和车牌识别设备上传

的车牌号，根据应答信号和车牌号生成对应车辆的授权信息，并下发给车道控制器；以及，

生成车辆通行记录，并上传至中心平台数据库；出/入口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均具备访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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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时数据库的接口；

[0014] 车道控制器与车道闸相连，根据授权信息打开或关闭车道闸；

[0015] 本地实时数据库，与中心平台数据库交互，存储从中心平台数据库引入的车辆身

份信息，以及入口收费站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上传的车辆进站信息和出口收费站端本地业

务管理服务器上传的车辆出站信息；

[0016] 车辆进站信息包括：入口收费站编号、车辆车牌号、车辆进站时间；

[0017] 车辆出站信息包括：出口收费站编号、车辆车牌号、车辆出站时间、车辆通行费缴

费金额和扣费时间。

[0018] 进一步的，所述车载移动通信终端为智能手机终端。

[0019] 进一步的，所述车牌识别设备包括：具备车牌识别功能的抓拍摄像机和地感线圈；

地感线圈埋设在收费车道的入口，并与抓拍摄像机相连；地感线圈检测到车辆经过后，立即

触发抓拍摄像机抓拍并识别车牌。

[002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基于移动通信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方法，包括步骤：

[0021] (1)构建上述基于移动通信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

[0022] (2)在车辆上设置车载移动通信终端，用户预先在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的中心平台

数据内开设付费账户，并将付费账户与车载移动通信终端ID和车辆信息绑定；

[0023] (3)入口收费站放行进站车辆，包括步骤：

[0024] (3-1)车辆在进入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的无线信号发射器的通信范围内时，

接收无线信号发射器发射的检测信号，并根据检测信号生成应答信号反馈给对应的无线信

号发射器；

[0025] (3-2)入口收费站的无线信号发射器将接收到的应答信号传递给所在入口收费站

的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根据应答信号中的移动通信终端ID号检索中

心平台数据库，并将中心平台数据库中对应移动通信终端的绑定信息引入本地业务管理服

务器的本地实时数据库；

[0026] (3-3)车辆进入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时，车牌识别设备识别车辆车牌号并发

送给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

[0027] (3-4)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根据应答信号和车牌识别设备发送的车牌号生成直接

放行对应车辆的授权信息，并下发给车道控制器；以及生成车辆进站信息，存入本地实时数

据库；

[0028] (3-5)车道控制器根据收到授权信息控制车道闸开启，直接放行获得授权的车辆；

[0029] (4)出口收费站收取通行费并放行车辆，包括步骤：

[0030] (4-1)车辆在进入出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的无线信号发射器的通信范围内时，

接收无线信号发射器发射的检测信号，并根据检测信号生成应答信号反馈给对应的无线信

号发射器；

[0031] (4-2)出口收费站的无线信号发射器将接收到的应答信号传递给所在出口收费站

的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本地业务管理器检索本地实时数据库中该车辆的进站信息和付费

账户信息，计算车辆的通行费金额；

[0032] (4-3)车辆进入出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时，车牌识别设备识别车辆车牌号并发

送给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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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从该车辆对应的付费账户中扣除通行费后，生成直接放行对

应车辆的授权信息，并下发给车道控制器；以及生成车辆出站信息，存入本地实时数据库；

[0034] (4-4)车道控制器根据收到授权信息控制车道闸开启，直接放行获得授权的车辆；

[0035] (5)本地实时数据库在车辆出站后，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将车辆的进站信息、出站

信息和缴费信息打包为车辆通行记录上传中心平台数据库。

[0036]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势：

[0037] 本发明可通过无线网络实现信息的快速交互，在车辆进站前进行身份核验和费用

计算、扣除，实现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提高高速公路收费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本发明中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布设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0] 图1为本发明中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布设图，包括：车载移动通信终端、出/

入口收费站端和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的中心平台数据库；出/入口收费站端包括：本地业务管

理服务器、本地实时数据库、无线信号发射器、车道控制器、车道闸、车牌识别设备；其中，

[0041] 车载移动通信终端，用于为用户提供显示信息的窗口，以及通过无线网络与设置

在出/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的无线信号发射器交互，接收无线信号发射器发射的检测

信号，并根据检测信号反馈应答信号；检测信号包括：无线信号发射器所在收费站编号和无

线信号发射器地址；应答信号包括：车载移动通信终端ID和车牌号；

[0042] 中心平台数据库，用于存储用户上传的付费账户信息、车辆信息和移动通信终端

ID和各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上传的车辆通行记录；

[0043] 无线信号发射器，设置于出/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用于定期向通信范围内发

送检测信号，并接收车载移动通信终端反馈的应答信号，并将接收到的应答信号上传出/入

口收费站收费的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

[0044] 车牌识别设备，设置于出/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并与对应车站的本地业务管

理服务器相连；车牌识别设备用于采集、识别进站车辆的车牌号，并将识别的车牌号发送给

对应车站的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车牌识别设备包括：具备车牌识别功能的抓拍摄像机和

地感线圈；地感线圈埋设在收费车道的入口，并与抓拍摄像机相连；地感线圈检测到车辆经

过后，立即触发抓拍摄像机抓拍并识别车牌；

[0045] 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与所在收费站的无线信号发射器、车牌识别设备和车道控

制器通过有线或无线链路连接，接收无线信号发射器上传的应答信号和车牌识别设备上传

的车牌号，根据应答信号和车牌号生成对应车辆的授权信息，并下发给车道控制器；以及，

生成车辆通行记录，并上传至中心平台数据库；出/入口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均具备访问本

地实时数据库的接口；

[0046] 车道控制器与车道闸相连，根据授权信息打开或关闭车道闸；

[0047] 本地实时数据库，与中心平台数据库交互，存储从中心平台数据库引入的车辆身

份信息，以及入口收费站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上传的车辆进站信息和出口收费站端本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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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服务器上传的车辆出站信息；

[0048] 车辆进站信息包括：入口收费站编号、车辆车牌号、车辆进站时间；

[0049] 车辆出站信息包括：出口收费站编号、车辆车牌号、车辆出站时间、车辆通行费缴

费金额和扣费时间。

[0050] 在本实施例中，车载移动通信终端优选为加载有高速公路缴费APP应用的智能手

机终端。高速公路缴费APP主要实现以下功能：用户注册和管理、车辆信息绑定、支付绑定和

充值、账户查询、结算和扣费、路径查询和导航、路况提醒及智能诱导、位置反馈、业务查询

等、社会征信情况。

[0051] 高速公路缴费APP分为前端应用系统和后台管理系统，APP前端应用系统和后台管

理系统通过数据交换平台与周边子系统进行接口调用与数据交换。其中，前端应用系统整

个平台的客户接触点、业务数据的呈现及客户人机交互的窗口，后台管理系统进行实现后

台服务的提供。后台服务主要包括用户管理、收费管理、结算管理、资源管理以及系统管理

等几部分，实现与手机APP系统相关的人、财、物的统一管理。

[0052] 用户管理主要包括：用户的增删改查、权限管理、密码管理、角色管理等；

[0053] 社会征信数据管理包括：社会征信不良用户管理、对逃费用户的管理。

[0054] 收费管理主要包括：车辆通行管理、充值管理、预付卡管理、会员管理、资源管理

等；

[0055] 结算管理主要包括：费用管理、票据管理、对账管理、账单管理、结算管理等；

[0056] 资源管理主要包括：基础信息管理、设备管理、资源管理等；

[0057] 系统管理主要包括：权限管理、人员管理、组织机构管理、角色管理、日志管理等。

[0058] 上述中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应用方法为：

[0059] (一)在车辆上设置车载移动通信终端，用户预先在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的中心平台

数据内开设付费账户，并将付费账户与车载移动通信终端ID和车辆信息绑定；

[0060] (二)入口收费站放行进站车辆，包括步骤：

[0061] 1)车辆在进入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的无线信号发射器的通信范围内时，接收

无线信号发射器发射的检测信号，并根据检测信号生成应答信号反馈给对应的无线信号发

射器；

[0062] 2)入口收费站的无线信号发射器将接收到的应答信号传递给所在入口收费站的

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根据应答信号中的移动通信终端ID号检索中心

平台数据库，并将中心平台数据库中对应移动通信终端的绑定信息引入本地业务管理服务

器的本地实时数据库；

[0063] 3)车辆进入入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时，车牌识别设备识别车辆车牌号并发送给

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

[0064] 4)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根据应答信号和车牌识别设备发送的车牌号生成直接放

行对应车辆的授权信息，并下发给车道控制器；以及生成车辆进站信息，存入本地实时数据

库；

[0065] 5)车道控制器根据收到授权信息控制车道闸开启，直接放行获得授权的车辆；

[0066] (三)出口收费站收取通行费并放行车辆，包括步骤：

[0067] 1)车辆在进入出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的无线信号发射器的通信范围内时，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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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信号发射器发射的检测信号，并根据检测信号生成应答信号反馈给对应的无线信号发

射器；

[0068] 2)出口收费站的无线信号发射器将接收到的应答信号传递给所在出口收费站的

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本地业务管理器检索本地实时数据库中该车辆的进站信息和付费账

户信息，计算车辆的通行费金额；

[0069] 3)车辆进入出口收费站收费车道入口时，车牌识别设备识别车辆车牌号并发送给

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从该车辆对应的付费账户中扣除通行费后，生

成直接放行对应车辆的授权信息，并下发给车道控制器；以及生成车辆出站信息，存入本地

实时数据库；

[0070] 4)车道控制器根据收到授权信息控制车道闸开启，直接放行获得授权的车辆；

[0071] 5)本地实时数据库在车辆出站后，本地业务管理服务器将车辆的进站信息、出站

信息和缴费信息打包为车辆通行记录上传中心平台数据库。

[007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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