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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

停车位管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智能手机APP

应用与停车位收费系统关联，形成APP预约停车

位的架构，构建智能手机APP节点，当用户登录

APP应用时，APP将用户停车需求信息传送至APP

应用信息采集服务器；APP根据APP应用信息采集

服务器中的区域信息、小区信息和单个停车位信

息筛选出符合用户停车需求信息的空闲停车位；

用户通过手机APP支付停车费；本发明通过APP预

约车位，减少了人工的投入，有利于智能停车场

管理的实现，还能够有效的提高开放式小区内的

车位利用率，增加私人停车位拥有者的收入。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1页

CN 106971606 B

2019.12.31

CN
 1
06
97
16
06
 B



1.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将智能手机APP应用与停车位收费系统关联，形成APP预约停车位的架构，构建

智能手机APP节点，每个APP节点代表一个APP注册用户；

步骤B：当用户登录APP应用时，APP将用户停车需求信息传送至APP应用信息采集服务

器；

步骤C：APP根据APP应用信息采集服务器中的区域信息、小区信息和单个停车位信息筛

选出符合用户停车需求信息的空闲停车位；

步骤D：用户在选定的停车位停车，用户通过手机APP支付停车费；

所述的步骤D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D1：用户进入开放式小区时，小区大门档杆摄像头扫描车牌；

步骤D2：用户选择支付区间，所述的支付区间包括急即停车、天天停车和拼拼停车；

步骤D3：用户选择支付方式，所述的支付方式包括支付宝和微信；

步骤D2中所述的急即停车的方法为：针对临时停车的用户设定，停车时间在24小时以

内，按时收费，若用户实际停车时长超过预约停车时长，则用户需支付超时费用；

步骤D2中所述的天天停车的方法为：针对长期停车的用户设定，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

按天收费；

步骤D2中所述的拼拼停车的方法为：针对停车时间互补的两个或者多个用户设定，两

个或者多个车主可以通过APP协商停车的时间，采用天天停车的方式按天收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A中所述的停车位收费系统中的停车位信息为开放式小区内的私人停车位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B中所述的用户停车需求信息包括用户需停车位置信息和用户需停车时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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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停车位管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停车问题日益突出，现有停车位无法满足更多的车辆

停车,  一些汽车侵占机动车道、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停车,  使得本不宽敞的机动车道变得

更为狭窄，造成交通拥挤，车速下降，同时妨碍了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高峰时间,  繁华地

段停车占道更加影响交通；但是目前开放式小区内的停车位使用比较规律，停车位空闲时

间长，停车资源浪费严重，因此开放式小区内的私人停车位拥有广阔的出租市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方法，用于解决

小区内的停车位资源浪费严重，而小区外停车位稀缺的不平衡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A：将智能手机APP应用与停车位收费系统关联，形成APP预约停车位的架构，

构建智能手机APP节点，每个APP节点代表一个APP注册用户；

[0007] 步骤B：当用户登录APP应用时，APP将用户停车需求信息传送至APP应用信息采集

服务器；

[0008] 步骤C：APP根据APP应用信息采集服务器中的区域信息、小区信息和单个停车位信

息筛选出符合用户停车需求信息的空闲停车位；

[0009] 步骤D：用户在选定的停车位停车，用户通过手机APP支付停车费。

[0010] 步骤A中所述的停车位收费系统中的停车位信息为开放式小区内的私人停车位信

息。

[0011] 步骤B中所述的用户停车需求信息包括用户需停车位置信息和用户需停车时长信

息。

[0012] 所述的步骤D包括以下步骤：

[0013] 步骤D1：  用户进入开放式小区时，小区大门档杆摄像头扫描车牌；

[0014] 步骤D2：用户选择支付区间，所述的支付区间包括急即停车、天天停车和拼拼停

车；

[0015] 步骤D3：用户选择支付方式，所述的支付方式包括支付宝和微信。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方法，通过APP预约车位，

在提高用户预约车位便捷程度的同时，减少了人工的投入，有利于智能停车场管理的实现，

还能够有效的提高开放式小区内的车位利用率，增加私人停车位拥有者的收入；同时，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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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利用APP采集的停车位应用信息和用户停车需求应用信息，利用APP向用户推荐最优停车

位，节约了用户到达停车位的时间，最大程度的保护了用户的利益。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区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1]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22] 步骤A：将智能手机APP应用与停车位收费系统关联，形成APP预约停车位的架构，

构建智能手机APP节点，每个APP节点代表一个APP注册用户。

[0023] 定义以下收据采集：

[0024] 1、APP节点，每个APP节点代表一个APP注册用户，数据分别为N1、N2、N3……。

[0025] 2、区域：停车位所述区域的划分，对应城市的实际区域划分，数据分别为F1、F2、

F3……。

[0026] 3、小区：从属与区域，每个区域有多个开放式小区，数据分别为R1、R2、R3……。

[0027] 4、单个停车位：每个停车位的具体信息，包括停车位的地理位置信息、停车位的序

号信息和停车位是否空闲的信息，数据为L1、L2、L3……。

[0028] 所述的停车位收费系统中的停车位信息为开放式小区内私人停车位的停车位信

息，开放式小区内私人停车位的拥有者通过APP工作人员将停车位信息采集至APP应用信息

采集服务器，私人停车位安装有智能地锁。

[0029] 在使用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方法时，首先初始

化所有的区域信息、开放式小区信息和单个停车位信息，并开启APP应用信息采集服务器；

所述的单个停车位信息包括停车位何时空闲的信息。

[0030] 步骤B：当用户登录APP应用时，APP将用户停车需求信息传送至APP应用信息采集

服务器，所述的用户停车需求信息包括用户需停车位置信息和用户需停车时长信息；

[0031] 步骤C：APP根据APP应用信息采集服务器中的区域信息、小区信息和单个停车位信

息筛选出符合用户停车需求信息的空闲停车位；

[0032] 步骤D：用户在选定的停车位停车，用户通过手机APP支付停车费，主要包括以下三

个步骤：

[0033] 步骤D1：用户进入开放式小区时，小区大门档杆摄像头扫描车牌，有利于对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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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进出的车辆进行管理，以便以后查询；

[0034] 步骤D2：用户选择支付区间，支付费用通过预约时间到离开时间确定，主要分为以

下三个支付区间：

[0035] 1、急即停车：针对临时停车的用户设定，停车时间在24小时以内，按时收费，若用

户实际停车时长超过预约停车时长，则用户需支付超时费用。

[0036] 2、拼拼停车：针对停车时间互补的两个或者多个用户设定，两个或者多个车主可

以通过APP协商停车的时间，采用天天停车的方式按天收费。

[0037] 3、天天停车：针对长期停车的用户设定，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按天收费。

[0038] 步骤D3：用户选择支付方式，所述的支付方式包括支付宝和微信

[0039] APP可与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方式关联，以便于用户快捷支付。

[0040] 以下采用三个实施例对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方

法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0041] 实施例1：用户N1登录智能手机APP应用，N1通过智能手机APP应用输入需停车位置

信息和需停车时长信息；N1需停车位置为F1，需停车时长为两个小时；APP应用信息采集服

务器筛选出F1区域内R1小区内有两个空闲停车位L1和L2，用户N1选择空闲停车位L1并预约

停车两个小时，APP根据急即停车收费标准提示用户N1支付费用，APP应用信息采集服务器

采集用户N1的预约信息；用户通过APP预约停车，到达目的地后即可随时停车，不仅避免了

用户寻找停车位的麻烦，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

[0042] 实施例2：用户N1在F1区域内R1小区内只需晚上停车；用户N2在F1区域内R1小区只

需白天停车；用户N1和用户N2由于停车时间互补，因此可共同使用空闲停车位L1，并在APP

上利用拼拼停车协商停车时间，采用天天停车的方式按天收费。

[0043] 实施例3：用户N1在F1区域内R1小区内拥有私人停车位L1，但是用户N1只需晚上停

车，此时，用户N1通过工作人员将停车位L1白天空闲的信息采集至APP应用信息采集服务

器，其他APP注册用户可通过APP筛选出停车位L1白天空闲的信息，并可采用急即停车的方

式预约停车，不仅能够提高空闲车位的利用率，还能够为私人停车位的拥有者创造经济效

益，利于推广。

[0044]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应用的停车位管理方法，通过APP预约车位，

在提高用户预约车位便捷程度的同时，减少了人工的投入，有利于智能停车场管理的实现，

还能够有效的提高开放式小区内的车位利用率，增加私人停车位拥有者的收入；同时，本发

明利用APP采集的停车位应用信息和用户停车需求应用信息，利用APP向用户推荐最优停车

位，节约了用户到达停车位的时间，最大程度的保护了用户的利益。

[0045]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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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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