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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

运行系统，包括高架公交车和无人驾驶微型接送

车；所述高架公交车和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可以

在同一条结构化公交车道上分层通行；城市交通

网络调控中心通过以道路感知基站、路口红绿灯

信号控制和智能车载终端网络互联的车路协同

系统，和以乘客移动网络终端的用户系统网络互

联，在全时空动态交通信息采集融合与集成数据

云处理的基础上，通过物联网平台实现对所属公

交车辆安全顺畅有序的在线系统运营管理。本发

明在不改变平面交通形态的条件下，使城市交通

立体化，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道路空间的容

量，能大大提高了城市道路运行效率，提高公交

载客量和市民乘车质量，显著改善城市的交通拥

堵，减少城市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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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包括：高架公交车；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

所述高架公交车下层是架空层，所述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可以在高架公交车下层道路上穿

行，高架公交车和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在同一条结构化公交车道上分层通行。

所述结构化公交车道包括和道路感知基站，和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和高架公交车、无人

驾驶微型接送车智能车载终端网络互联的车路协同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架公交车，其特征在于：整车车身分上下二层，上层是

乘客车厢，下层是由左右二块支撑乘客车厢的侧立板和乘客车厢底板组成的架空层，侧立

板底部装有轮毂电机车轮，通过车载计算机控制，带动整车在预埋于公交车道地面的固定

轨道上自动行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其特征在于：车厢内没有驾驶室，

只设单人单排乘客坐位，车载感应系统对隐埋于公交车道路面下的智性轨道可以感应识

别，通过车载计算机控制，车子精准沿着智性轨道线导向自动行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在

所述公交车道边与高架公交车上层乘客车厢高度相同的高架公交站台，高架公交车到站停

车后，光电感应控制自动对位，同步开合车门和站台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一

种无人驾驶微型车过街立交桥，主桥环型桥架设在纵向道路和横向道路交叉路口中心，引

桥架设在通往交叉路口的各条地面道路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隔带上，环型桥

及其连接引桥的匝道的桥体支撑是一种斜拉桥或悬索桥的结构体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把

车路协同系统和以移动网络为终端的用户线上约车、付费、服务反馈系统网络互联的城市

交通网络调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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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道路公共交通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智能

运行系统；进一步涉及车端智能、车路协同、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板块。

背景技术：

[0002] 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城市交通拥堵给人们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特别

在一些大城市中心城区，更是车满为患。虽然许多地方采取了限时限号等诸多限行措施，但

治标不治本，交通状况的日益恶化已经成为制约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0003] 传统公交车运行时需占用大量的道路资源，且其公交模式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

乘客出行需求，特别在交通高峰期，乘车难，车速慢，车内拥挤不堪，乘车质量差；而近几年

出现的快速公交，因占用专道，又使原本稀少的城市交通道路资源更加紧张。

[0004] 现在的出租车和家用小轿车一般都在5座以上，但在实际出行时座位使用率较低，

有数据反映，轿车的无效空载率一般在60％以上，这些无效空载的车体挤占了有限的城市

道路空间，不仅造成了城市道路资源的极大浪费，使得城市交通拥堵不堪，而且浪费能源，

产生大量的无效排放，严重污染了城市空气。

[0005] 修建地铁和城市高架从长远看是解决城市交通的有效办法，但建造费用高，地方

财政不堪重负，特别在一些中心城区，拆迁改造难度大、成本高，而且漫长的建设周期还会

增加新的拥堵。

[0006] 之前，本人已获得国家专利局发明专利授权有：“一种无接触供电高架公交车”(专

利号：ZL  2015  1  0252466.5)，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有：“一种自动驾驶运营车及运行方

法”(专利号：ZL  2017  2  1234592.9)；另外，本人“一种小型汽车过街立交桥”的发明申请也

已被受理(申请号：201810888904.0)；本次“一种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的专

利申请，作为一项具有独立技术特征的发明，是这三项技术在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系统立体

化运行的有机组合。

[0007] 自动驾驶技术目前已经相对成熟，但面对复杂的城市道路交通路况仍有安全漏

洞，因而限制了该技术的实际应用，而本发明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采用轨道

线路，其行驶道路是固定的结构化环境，沿路配备有统一规范的可识别的交通标志，有路端

及路侧感知基站网络和智能车载终端网络互联的车路协同系统，而且车速也相对较低，所

以对感知和控制应用要求相对简单，完全可以实现自动驾驶技术在本发明的落地应用。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建立在城市地面道路之上的新型交通系统，所述高架

公交车把乘客车厢设置在车道上空，基本不占用道路资源，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可以在高

架公交车下层道路上穿行，本发明在不改变平面交通形态的条件下，使城市交通立体化，能

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道路空间的容量，大大加快交通流量，显著改善城市的交通拥堵。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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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包括：高架公交车；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所述高架公交车下层是架空层，所述无人驾

驶微型接送车可以在高架公交车下层架空层道路上穿行，高架公交车和无人驾驶微型接送

车可以在同一条结构化公交车道上分层通行。

[0010] 所述的高架公交车整车车身分上下二层，上层是乘客车厢，下层是由左右二块支

撑乘客车厢的侧立板和乘客车厢底板组成的架空层，侧立板底部装有轮毂电机车轮，通过

车载计算机控制，带动整车在预埋于公交车道地面的固定轨道上自动行驶。

[0011] 所述的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车厢内没有驾驶室，只设单人单排乘客坐位，车身小，

车载感应系统对隐埋于公交车道路面下的智性轨道可以感应识别，通过车载计算机控制，

车子精准沿着智性轨道线导向自动行驶。

[0012] 所述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系统，包括公交行车道边与高架公交车上层乘客车

厢高度相同的高架公交站台，高架公交车到站停车后，光电感应控制自动对位，同步开合车

门和站台门，供乘客上下车；

高架公交站台的下层空间用作所述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的候车站台。

[0013] 所述的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系统，包括一种无人驾驶微型车过街立交桥，主

桥环型桥架设在纵向道路和横向道路交叉路口中心，引桥架设在通往交叉路口的各条地面

道路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隔带上，环型桥及连接引桥的匝道的桥体支撑是一

种斜拉桥或悬索桥的结构体系，基本不占用地面道路。

[0014] 所述的一种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系统，包括对道路交通流量监测、路况动态

监测的路端感知基站和路侧感知基站，以及所述感知基站系统和路口红绿灯信号控制系统

网络互联，和以高架公交车、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智能车载终端网络互联的车路协同系统。

[0015] 所述的一种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系统，包括把车路协同系统和以乘客移动网

络手机APP为终端的用户约车、付费、服务反馈系统网络互联的城市交通网络调控中心，在

全时空动态交通信息采集融合与集成数据云处理的基础上，通过物联网平台实现各系统的

数据对接，建立联动机制，实现对所属区域的高架公交车和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车辆调度、

运行线路规划、导航、车况监控等实时性、实效性和可动态保证的安全顺畅有序的在线系统

运营管理。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建立在城市地面道路之上的交通系统，在不改变平面交通形态

的条件下，使城市交通立体化，实现城市交通智能化，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道路空间的

容量，加快交通流量，显著改善城市的交通拥堵。

[0018] 本发明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能为公众出行提供更多、更快、更好的

服务，本发明所述车辆乘坐方便舒适，快捷准点，特别是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不需驾驶员，

能耗少，运营成本低，其有尊严的乘车环境和快捷、价廉的比较效应，会吸引相当部分自驾

族改乘高架公交车和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从而逐渐改变消费者的出行习惯，减少私人汽

车的使用量，有效提高城市公交的分担率，实现城市交通的良性循环。

[0019] 本发明结构化公交车道系统简单，能适应现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的道路现状，

只要对现有公交车道作标化整改，即可铺设轨道和架设过街立交桥，投资成本低，而且建设

工期短，见效快；

本发明除对高架公交车车道有一定的行车规定外，无须调整或改变现有的城市交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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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容易被社会接受，方便实施。

[0020] 有研究表明，机动车尾气排放是大气污染形成雾霾的主因，本发明城市道路公共

交通立体化系统车辆均使用新能源，没有废气排放，无污染，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交通，本发

明的实施，能减少空气污染，大大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附图说明：

[0021] 图1：高架公交车和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交通立体化示意图。图示1是高架公交车，

图示2是在高架公交车下层架空层道路上穿行的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

[0022] 图2：城市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道路交通俯视图。图示3是机动车道与非机动

车道之间的分隔带，图示4是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过街立交桥引桥入口，图示5是公共交通

立体化运行车道，图示6是非机动车道，图示7是人行道，图示8是行驶在过街立交桥引桥上

的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图示9是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过街立交桥引桥，图示10是高架公交

车，图示11是行人过街斑马线，图示12是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过街立交桥匝道，图示13是城

市道路中间隔离带。

[0023] 图3：高架公交车和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交通立体化示意图。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

在高架公交车下层双轨道双车通行。

[0024] 图4：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网络互联调控结构框架图，其中双虚线部分表

示高架公交车运行网络互联。

实施方法：

[0025] 本发明所述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车道简单，能适应现有城市许多中心城区的

道路现状，可以利用现有快速公交车道或城市道路右边车道进行结构化整改，作为公共交

通立体化车道，整改内容包括，车道道路路面、围栏、交通标志、信号灯的标化设置，铺设高

架公交车的路面轨道和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的智性轨道，架设过街立交桥。

[0026] 所述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属轨道交通，高架公交车和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行

驶时不能改道，所以应严禁其它车子在这条车道上停车，除此之外，无须调整或改变其它交

通规则；所述公交车道在交通高峰时段属公交专用，以保证公交运力，其他时段在不影响公

交行驶的前提下，也可对其他车辆开放使用。

[0027] 所述高架公交车整车宽度基本等同于城市一个车道标准宽度，车身分上下二层，

上层是乘客车厢，下层是由左右二块支撑乘客车厢的侧立板和乘客车厢底板组成的架空

层，侧立板底部装有轮毂电机车轮，通过车载计算机控制，带动整车在预埋于公交车道地面

的固定轨道上自动行驶；高架公交车把乘客车厢设置在车道上空，基本不占用道路资源，可

以取代城市现有的公交车。

[0028] 在本发明城市道路交通公交立体化系统行车道边，设置与高架公交车上层乘客车

厢高度相同的高架公交站台，高架公交车到站停车后，光电感应控制自动对位，同步开合车

门和站台门，供乘客上下车。

高架公交站台的下层空间可以用作所述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的候车站台。

[0029] 所述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车内没有驾驶室、只设单人单排坐位，车身小，车载感应

系统对隐埋于公交道路之下的智性轨道可以感应识别，通过车载计算机控制，使车子精准

沿着智性轨道线导向行驶，可以取代出租车自动接送乘客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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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在本发明城市道路交通立体化系统行车道上，无论高架公交车在行驶中或在公交

站台停车，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都可以在高架公交车下层架空层构成的隧道中穿行(附图

1)；在城区其它道路上，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可通过轨道线导向行驶，也可通过GPS、磁感应

定位等导航行驶；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车速一般控制在40km/小时左右。

[0031] 在城市道路交叉路口，架设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过街立交桥，提高其运行速度和

效率，因为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车身窄，过街立交桥的引桥可以架设在通往交叉路口的各

条地面道路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隔带上(附图2)，主桥环型桥架设在纵向道

路和横向道路交叉路口中心，环型桥及连接引桥的匝道的桥体支撑是一种斜拉桥或悬索桥

的结构体系，不占用地面道路，环型桥和匝道桥面下净空高度能保证地面交通车辆通行。

[0032] 本发明城市道路交通立体化系统所述车辆均在固定轨道上行驶，行驶过程中不存

在侧向摆动和偏移变道，所述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在高架公交车下正常行驶时，与高架公

交车下层侧板不存在碰撞的几率，左右安全间距可以相对较小，所以在高架公交车下层空

间允许的情况下，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也可以双轨道双车通行(附图3)，进一步增加道路交

通容量。

[0033] 所述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可以作为一般病人到医院就医或者学生上下学的自动

接送车，也可以设计成和残疾人轮椅配套的供残疾人出行的接送和供快递包裹物流的接送

等各种系列专用市内自动接送车。

[0034] 乘坐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的乘客通过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线上约车，如多人同时出

行，可以一次约多辆车，可以人脸识别乘车，线上自动扣费；城市交通网络互联调控中心根

据乘行要求自动调配车辆、规划行驶线路，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按规划轨道线导向自动行

驶，接送乘客到达目的地。

[0035] 本发明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所述车辆均采用新能源，可以在晚上或

其它停车时间充电以保证储能。

[0036] 在所述结构化公交车道路端和有进出口的路侧，部署带有传感器、雷达的感知基

站，感知基站系统和路口红绿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网络互联，和以高架公交车、无人驾驶微

型接送车智能车载终端网络互联，全方位实施车路动态实时信息交互和协同感应，达成盲

区预警、障碍物提前规避和路口红绿灯信号有效调控的效果，保证所述公共交通立体化运

行安全顺畅，提高通行效率。

实施例：当高架公交车行驶至距路口100～200米的地方时，路端的感知基站读取设备

就能采集到高架公交车的信息，准确定位车辆，信号灯控制设备会根据需要迅速调整信号

灯，当高架公交车辆接近路口遇绿灯时，则适当延长当前的绿灯相位时间，保证公交车辆有

充裕的时间通过路口；当高架公交车辆接近路口遇红灯时，则缩短红灯信号周期，尽可能减

少高架公交车辆在交叉口的等候时间，保证城市公交运行的快速与及时，最大程度地发挥

其运载主体的作用。

[0037] 建立城市交通网络互联调控中心(附图4)，网络互联车路协同系统和以乘客移动

网络为终端的用户约车、付费、服务反馈系统，在全时空动态交通信息采集融合与集成数据

云处理的基础上，通过物联网平台实现各系统的数据对接和建立联动机制，实现对所属区

域的高架公交车和无人驾驶微型接送车车辆调度、运行线路规划、导航、车况监控等实时

性、实效性和可动态保证的安全顺畅有序的在线系统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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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立体化运行系统，所述公交立体化、乘用车小型化、交通运行

智能化是现代城市公共交通切实可行、经济实用且能快速见效的选择，既能显著改善城市

交通拥堵，又能减少城市空气污染，是未来智慧型城市的发展方向，而汽车新能源、车路协

同、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完善，也已使本发明技术的实现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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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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