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CN 11088940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3.17
(21)申请号 201911028479 .9
(22)申请日 2019 .10 .28
(71)申请人 东南大学
地址 210096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四牌楼2
号
(72)发明人 高朝晖

钱振东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众联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2206
代理人 蒋昱
(51)Int .Cl .
G06K 9/32(2006 .01)

G07B 15/06(2011 .01)

CN 110889408 A

权利要求书1页

(54)发明名称
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属于
PC、
车辆识别设备、
图像
ETC系统技术领域，
包括，
对比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车道控制器、道闸、
车辆与线圈，
线圈包括车牌识别触发线圈和栏杆
机落杆线圈 ，
能够与车辆感应辅助判断车辆位
置，
车辆包括有ETC卡与OBU，
线圈与道闸连接，
道
闸与车道控制器连接，
车道控制器包括有出入口
控制机、
OBU天线读取器、IC卡读写模块，
车道控
制器与停车场管理系统连接，
停车场管理系统与
PC连接，
PC与车辆识别设备连接。本发明采用集
中式管理、
分布式架构的设计思路，
全面实现停
车流程的一体化管理，
运用ETC天线以及车牌识
别技术，
解决固定用户的自动化管理问题，
实现
对临时用户的自动车牌识别，
完成车辆快速出入
停车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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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包括PC、车辆识别设备、
图像对比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车
道控制器、道闸、
车辆与线圈，
其特征在于：
所述线圈包括车牌识别触发线圈和栏杆机落杆
线圈，
能够与车辆感应辅助判断车辆位置，
所述车辆包括有ETC卡与OBU的车辆，
所述线圈与
道闸连接，
所述道闸与车道控制器连接，
所述车道控制器包括有出入口控制机、
OBU天线读
取器和IC卡读写模块，
所述车道控制器与停车场管理系统连接，
所述停车场管理系统与PC
连接，
所述PC与车辆识别设备连接，
所述车辆识别设备包括有车道信息显示屏，
所述车辆识
别设备与图像对比系统连接，
所述图像对比系统包括有车牌照抓拍单元、
车辆检测器和ETC
微波天线；
所述停车场管理系统中部署有中央管理子系统，
前端负责内部车辆信息的登记办理、
限制车辆的录入，
后端负责将整个出入口数据进行汇总，
实现现金、
非现金结算，
并将内部
车辆信息、
限制车辆信息下发到指定车道，
并辅助强大的数据报表功能和人性化的系统配
置功能，
为停车场管理人员提供集中式、智能化的管理平台，
所述停车场管理系统包括查询
系统模块、
统计与报表模块、入/出口信息采集监控模块和车辆名单管理模块，
所述查询系
统模块提供各类信息查询，
包括车辆进出信息查询和车牌识别图片的调阅，
所述统计与报
表模块负责汇总流量与消费收入的，
并生成对账报表，
统计生成停车场的日、周、月、
季、年
相应财务报表和异地车辆统计报表，
还具有任何车辆的查询统计，
并提供了多种功能的数
据报表，
入/出信息采集监控模块负责采集入/出口内各软、硬件、参数版本相关信息，
车辆
名单管理模块管理系统可设置内部车辆、
VIP车辆及黑名单车辆。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ETC微波天线具有精
准的校区分割和AVI识别及同步技术。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出入口控制机实现
对进出口设备的管理和控制，
下载准入车辆、计费标准及黑名单，
进行图像抓拍，
并保存60
天的收费、
图像相关数据，
所述出入口控制机主要由工业控制机、接口板、
电源和设备机箱
组成。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牌照抓拍单元可
自动抓拍车辆图像，
并按照用户要求记录车辆信息，
包括时间信息、
车头整体图像、
车牌号
牌、
车牌颜色等，
车牌照抓拍单元的抓拍摄像机采用200万像素1/1 .8″彩色CCD，
最大分辨率
1600×1200。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OBU为车载单元，
就
是采用DSRC技术，
与RSU进行通讯的微波装置，
在ETC系统中，
OBU放在车上，
路边架设路测单
元，
相互之间通过微波进行通讯。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ETC卡卡内记载用户
和车辆信息，
是用于高速公路通行费支付的IC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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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ETC系统技术领域，
具体是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进步，
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不断向各种领域渗透，
当今的
停车场管理系统已经向智能型的方向转变 ,其中将ETC技术应用于车辆出入门禁管理和智
能停车场中，
实行停车场不停车收费，
可以向车主用户提供良好的通行体验，
同时提高管理
者的管理水平，
ETC是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
ETC专用车道是给那些装了ETC车载器的车辆使
用的，
采用电子收费方式，
不停车收费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通过安装
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电子标签与在收费站 ETC 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的微波专用短
程通讯，
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
从而达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
需停车而能交纳路桥费的目的。
[0003] 现有的ETC系统在使用时存在一定的弊端，
目前停车场车牌采集有两种主流技术：
基于视频图像的车牌自动识别技术和基于DSRC通讯的ETC技术，
而两者的技术并没有进行
融合，
以具有更快的工作效率，
不具有既能解决固定用户的自动化管理问题，
又能实现对临
时用户的自动车牌识别的功能，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目前技术中的不足，
提供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采用集中式管理、
分布式架构的设计思路，
全面实现停车流程的一体化管理，
运用ETC天线
以及车牌识别技术，
解决固定用户的自动化管理问题，
实现对临时用户的自动车牌识别，
完
成车辆快速出入停车场的目标。
[0005] 技术方案：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提供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包括PC、
车辆识别
设备、
图像对比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
车道控制器、
道闸、
车辆与线圈，
其特征在于：
所述线
圈包括车牌识别触发线圈和栏杆机落杆线圈，
能够与车辆感应辅助判断车辆位置，
所述车
辆包括有ETC卡与OBU的车辆，
所述线圈与道闸连接，
所述道闸与车道控制器连接，
所述车道
控制器包括有出入口控制机、
OBU天线读取器和IC卡读写模块，
所述车道控制器与停车场管
理系统连接，
所述停车场管理系统与PC连接，
所述PC与车辆识别设备连接，
所述车辆识别设
备包括有车道信息显示屏，
所述车辆识别设备与图像对比系统连接，
所述图像对比系统包
括有车牌照抓拍单元、
车辆检测器和ETC微波天线；
所述停车场管理系统中部署有中央管理子系统，
前端负责内部车辆信息的登记办理、
限制车辆的录入，
后端负责将整个出入口数据进行汇总，
实现现金、
非现金结算，
并将内部
车辆信息、
限制车辆信息下发到指定车道，
并辅助强大的数据报表功能和人性化的系统配
置功能，
为停车场管理人员提供集中式、智能化的管理平台，
所述停车场管理系统包括查询
系统模块、
统计与报表模块、入/出口信息采集监控模块和车辆名单管理模块，
所述查询系
统模块提供各类信息查询，
包括车辆进出信息查询和车牌识别图片的调阅，
所述统计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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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模块负责汇总流量与消费收入的，
并生成对账报表，
统计生成停车场的日、周、月、
季、年
相应财务报表和异地车辆统计报表，
还具有任何车辆的查询统计，
并提供了多种功能的数
据报表，
入/出信息采集监控模块负责采集入/出口内各软、硬件、参数版本相关信息，
车辆
名单管理模块管理系统可设置内部车辆、
VIP车辆及黑名单车辆。
[0006] 优选的，
所述ETC微波天线具有精准的校区分割和AVI识别及同步技术，
有效抑制
旁道干扰、跟车干扰机天线背板干扰，
支持多OBU高速并行处理，
基于DES加密技术，
保障资
金安全，
能够在几十毫秒内快速读写电子标签内的相关数据信息。
[0007] 优选的，
所述出入口控制机实现对进出口设备的管理和控制，
下载准入车辆、
计费
标准及黑名单，
进行图像抓拍，
并保存60天的收费、
图像相关数据，
所述出入口控制机主要
由工业控制机、
接口板、
电源和设备机箱组成。
[0008] 优选的，
所述车牌照抓拍单元可自动抓拍车辆图像，
并按照用户要求记录车辆信
息，
包括时间信息、
车头整体图像、
车牌号牌、
车牌颜色等，
车牌照抓拍单元的抓拍摄像机采
用200万像素1/1 .8″彩色CCD，
最大分辨率1600×1200。
[0009] 优选的，
所述OBU为车载单元，
就是采用DSRC技术，
与RSU进行通讯的微波装置，
在
ETC系统中，
OBU放在车上，
路边架设路测单元，
相互之间通过微波进行通讯。
[0010] 优选的 ，
所述ETC卡卡内记载用户和车辆信息，
是用于高速公路通行费支付的IC
卡。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车辆检测器检测到车辆触发车牌
照抓拍单元与ETC微波天线，
对车牌照信息进行抓取记录，
并将车牌照信息传递给车辆识别
设备，
车辆识别设备对车辆牌照信息进行识别，
并将识别后的信息传递给PC，
PC端由后台工
作人员进行人工监视把控，
PC与停车场管理系统相连接，
安装OBU的车辆可实现远距离电子
标签识别，
系统可添加车牌白名单库实现指定车辆的不停车通行，
无须人工干预，
用户通过
在系统内提前录入白名单放行的指定车辆车牌，
以达到指定车辆/固定车辆的高效进出，
对
于未安装OBU的车辆，
可通过车牌识别、
图像对比并结合岗亭管理工作人员询问、核查的人
工确认方式进行临时车辆出入管理，
非白名单库内的OBU车辆，
系统可设置通过ETC微波天
线识别，
但车道不放行的形式由人工介入，
以符合安保需要，
由OBU天线读取器对车辆的OBU
进行读取，
IC卡读写模块对ETC卡实现扣费，
扣费后由出入口控制机打开道闸实现放行，
本
方案综合视频图像的车牌自动识别技术和基于DSRC通讯的ETC技术，
能快速、
准确的识别车
辆身份，
系统采用ETC微波天线以及车牌识别技术，
既能解决固定用户的自动化管理问题，
又能实现对临时用户的自动车牌识别，
完成车辆快速出入停车场的目标。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
进一步阐明本发明，
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
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
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
“后”、
“左”、
“右”、
“上”和“下”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
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
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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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图1所示，
一种ETC车牌管理系统，
包括，
PC、车辆识别设备、
图像对比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
车道控制器、道闸、
车辆与线圈，
线圈包括车牌识别触发线圈和栏杆机落
杆线圈，
能够与车辆感应辅助判断车辆位置，
车辆包括有ETC卡与OBU，
线圈与道闸连接，
道
闸与车道控制器连接，
车道控制器包括有出入口控制机、
OBU天线读取器、
IC卡读写模块，
车
道控制器与停车场管理系统连接，
停车场管理系统与PC连接，
PC与车辆识别设备连接，
车辆
识别设备包括有车道信息显示屏，
车辆识别设备与图像对比系统连接，
图像对比系统包括
有车牌照抓拍单元、
车辆检测器、
ETC微波天线；
停车场管理系统中部署有中央管理子系统，
前端负责内部车辆信息的登记办理、
限制
车辆的录入，
后端负责将整个出入口数据进行汇总，
实现现金、
非现金结算，
并将内部车辆
信息、
限制车辆信息下发到指定车道，
并辅助强大的数据报表功能和人性化的系统配置功
能，
为停车场管理人员提供集中式、智能化的管理平台，
停车场管理系统包括查询系统模
块、
统计与报表模块、
入/出口信息采集监控模块、
车辆名单管理模块，
查询系统模块提供各
类信息查询，
包括车辆进出信息查询，
车牌识别图片的调阅等，
统计与报表模块负责汇总流
量与消费收入的，
并生成对账报表，
统计生成停车场的日、周、月、季、年等财务报表和异地
车辆统计报表，
还具有任何车辆的查询统计，
并提供了多种功能的数据报表，
入/出信息采
集监控模块负责采集入/出口内各软、硬件、参数版本等信息，
车辆名单管理模块管理系统
可设置内部车辆、
VIP车辆及黑名单车辆。
[0015] ETC微波天线具有精准的校区分割和AVI识别及同步技术，
有效抑制旁道干扰、跟
车干扰机天线背板干扰，
支持多OBU高速并行处理，
基于DES加密技术，
保障资金安全，
能够
在几十毫秒内快速读写电子标签内的相关数据信息；
出入口控制机实现对进出口设备的管
理和控制，
下载准入车辆、
计费标准及黑名单等，
进行图像抓拍，
并保存60天的收费、
图像等
数据，
出入口控制机主要由工业控制机、接口板、
电源和设备机箱组成；
车牌照抓拍单元可
自动抓拍车辆图像，
并按照用户要求记录车辆信息，
包括时间信息、
车头整体图像、
车牌号
牌、
车牌颜色等，
车牌照抓拍单元的抓拍摄像机采用200万像素1/1 .8″彩色CCD，
最大分辨率
1600×1200；
OBU为车载单元，
就是采用DSRC技术，
与RSU进行通讯的微波装置，
在ETC系统
中，
OBU放在车上，
路边架设路测单元，
相互之间通过微波进行通讯；
ETC卡卡内记载用户和
车辆信息，
是用于高速公路通行费支付的IC卡。
[001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当车辆行驶至线圈感应范围内时，
线圈对车辆的位置进行辅
助判断，
并通过无线信号连接的方式将信息传递图像对比系统，
车辆检测器检测到车辆触
发车牌照抓拍单元与ETC微波天线，
对车牌照信息进行抓取记录，
并将车牌照信息传递给车
辆识别设备，
车道信息显示屏是车辆识别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主要用于播报和显示车
辆进出场的实时信息，
车辆识别设备对车辆牌照信息进行识别，
并将识别后的信息传递给
PC，
PC端由后台工作人员进行人工监视把控，
PC与停车场管理系统相连接，
安装OBU的车辆
可实现远距离电子标签识别，
系统可添加车牌白名单库实现指定车辆的不停车通行，
无须
人工干预，
用户通过在系统内提前录入白名单放行的指定车辆车牌，
以达到指定车辆/固定
车辆的高效进出，
对于未安装OBU的车辆，
可通过车牌识别、
图像对比并结合岗亭管理工作
人员询问、核查的人工确认方式进行临时车辆出入管理，
非白名单库内的OBU车辆，
系统可
设置通过ETC微波天线识别，
但车道不放行的形式由人工介入，
以符合安保需要，
车道控制
器主要为管理系统起到扣费管控的作用，
由OBU天线读取器对车辆的OBU进行读取，
IC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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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模块对ETC卡实现扣费，
扣费后由出入口控制机打开道闸实现放行。
[0017]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
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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