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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系

统、方法及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子通讯技术领域，特别涉及基

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系统和方

法。当通行信号、确认信号与收费通道完全对应

时，控制电子标识阅读器发出与该收费通道对应

的频率信号以识别汽车电子标识信息。此时电子

标识阅读器和汽车电子标识之间的通讯频率与

收费通道对应，无需占用通用频率通讯，可以合

理地分配电子标识阅读器工作的时间和频率。并

且使用与收费通道对应的红外信号进行通讯确

认，可以避免电子标识阅读器接收到多个汽车电

子标识的信号时可能引起的收费系统的误操作。

对于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方

法，可以通过建立功能模块，组合成功能模块构

架，由存储在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的计算机程

序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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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识别各收费通道上的车辆通行信息，若识别到有车辆进入收费通道，则发出包含该

收费通道信息的通行信号；

(2)控制与该通行信号对应的收费通道上的红外发送装置发出红外信号，该红外信号

包含该红外装置所在的收费通道信息；

(3)汽车电子标识内部的红外接收装置根据接收到的红外信号发出确认信号，该确认

信号包含该红外接收装置接收到的红外信号中的收费通道信息；

(4)若检测到通行信号包含的收费通道信息和确认信号包含的收费通道信息一致，则

控制与该收费通道信息对应的收费通道上的电子标识阅读器和发出该确认信号的汽车电

子标识通信；

(5)根据汽车电子标识中的行车信息生成收费任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根

据收费通道上设置的地磁传感器检测是否有车辆通过。

3.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车辆识别模块，其识别各收费通道上的车辆通行信息；

通行信号发送模块，若识别到有车辆进入收费通道，则其发出包含该收费通道信息的

通行信号；

红外信号发送模块，其控制与该通行信号对应的收费通道上的红外发送装置发出红外

信号，该红外信号包含该红外装置所在的收费通道信息；

红外信号接收模块，其根据接收到的红外信号发出确认信号，该确认信号包含该红外

接收装置接收到的红外信号中的收费通道信息；

通信控制模块，若检测到通行信号包含的收费通道信息和确认信号包含的收费通道信

息一致，则其控制与该收费通道信息对应的收费通道上的电子标识阅读器和发出该确认信

号的汽车电子标识通信；

收费任务执行模块，其根据汽车电子标识中的行车信息生成收费任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

括车辆检测模块，其根据收费通道上设置的地磁传感器检测是否有车辆通过。

5.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系统，包括服务器和安装有车辆检测装置、

电子标识阅读器的收费通道，车辆检测装置和电子标识阅读器分别与服务器通信，服务器

根据车辆检测装置识别到的车辆通行信息发出通行信号，电子标识阅读器根据接收到的通

行信号识别汽车电子标识信息并生成车辆信息给到服务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与服务器通

信的红外发送装置，所述红外发送装置根据接收到的通行信号发出红外信号，汽车电子标

识的红外接收装置根据接收到的红外信号发出确认信号，服务器接收该确认信号并发送给

对应的收费通道上的电子标识阅读器，电子标识阅读器根据接收到的通行信号和确认信号

发出与收费通道对应的频率信号以识别汽车电子标识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车辆检测装置为地磁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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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系统、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通讯技术领域，特别涉及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

系统和方法。对于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方法，可以通过建立功能模块，组

合成功能模块构架，由存储在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的计算机程序来实施。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汽车拥有率不断增加，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

自驾的出行方式，而陡增的车辆给高速收费系统带来极大的负担，高速交通拥堵问题越来

越严重。目前，高速公路出入口主要采取人工/ETC收费模式，人工收费模式效率低，而ETC收

费模式必须与OBU设备配套使用才能实现不停车收费，普及率不高。因而使用寿命长、读取

距离远、标签上数据可以加密、存储信息更改自如等优点的汽车电子标识收费模式在高速

收费管理系统中得到推广。但是，由于各汽车电子标识具有相同的识别频率，当电子标识阅

读器接收到多个汽车电子标识的信号时，可能引起收费系统的误操作，给高速公路收费管

理带来困扰。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避免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基于汽车电子标

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方法，以避免电子标识阅读器接收到多个汽车电子标识的信号时可

能引起的收费系统的误操作。

[000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提供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识别各收费通道上的车辆通行信息，若识别到有车辆进入收费通道，则发出包

含该收费通道信息的通行信号；

[0007] （2）控制与该通行信号对应的收费通道上的红外发送装置发出红外信号，该红外

信号包含该红外装置所在的收费通道信息；

[0008] （3）汽车电子标识内部的红外接收装置根据接收到的红外信号发出确认信号，该

确认信号包含该红外接收装置接收到的红外信号中的收费通道信息；

[0009] （4）若检测到通行信号包含的收费通道信息和确认信号包含的收费通道信息一

致，则控制与该收费通道信息对应的收费通道上的电子标识阅读器和发出该确认信号的汽

车电子标识通信；

[0010] （5）根据汽车电子标识中的行车信息生成收费任务。

[0011] 其中，根据收费通道上设置的地磁传感器检测是否有车辆通过。

[0012] 其中，所述红外信号包括红外发射方向的角度信息，该红外发射方向的角度信息

与收费通道对应。

[0013] 对于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方法，可以通过建立功能模块，组合

成功能模块构架，由存储在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的计算机程序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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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还提供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系统，包括服务器和安装有车辆检

测装置、电子标识阅读器的收费通道，车辆检测装置和电子标识阅读器分别与服务器通信，

服务器根据车辆检测装置识别到的车辆通行信息发出通行信号，电子标识阅读器根据接收

到的通行信号识别汽车电子标识信息并生成车辆信息给到服务器，包括与服务器通信的红

外发送装置，所述红外发送装置根据接收到的通行信号发出红外信号，汽车电子标识的红

外接收装置根据接收到的红外信号发出确认信号，服务器接收该确认信号并发送给对应的

收费通道上的电子标识阅读器，电子标识阅读器根据接收到的通行信号和确认信号发出与

收费通道对应的频率信号以识别汽车电子标识信息。

[0015] 其中，所述车辆检测装置为地磁传感器。

[0016] 其中，所述红外信号包括红外发射方向的角度信息，该红外发射方向的角度信息

与收费通道对应。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识别到有车辆进入收费通道时，发出包含该收费通道信息

的通行信号并控制与该通行信号对应的收费通道上的红外发送装置发出红外信号，红外接

收装置识别红外信号中的收费通道信息并发出对应的确认信号，当检测到通行信号包含的

收费通道信息和确认信号包含的收费通道信息一致，则控制与该收费通道信息对应的收费

通道上的电子标识阅读器和发出该确认信号的汽车电子标识通信。此时电子标识阅读器和

汽车电子标识之间的通讯频率与收费通道对应，可以避免电子标识阅读器的通讯频率冲

突，合理地分配电子标识阅读器工作的时间和通讯频率。并且使用与收费通道对应的红外

信号进行通讯确认，可以避免电子标识阅读器接收到多个汽车电子标识的信号时可能引起

的收费系统的误操作。

附图说明

[0018] 利用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

制，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以下附图获得

其它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实施例的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施例的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结合以下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2] 如图2所示的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系统，包括服务器、安装有车

辆检测装置和电子标识阅读器的收费通道，在收费通道上还有红外发送装置，执行如图1所

示的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方法。本实施例的收费站包括6条收费通道，每

条收费通道距离收费站横杆一个车位的地面上安装有作为车辆检测装置的地磁传感器，当

有车辆从地磁传感器上面经过时，地磁传感器识别当前车辆通行信息并发送给服务器，该

车辆通行信息中包括车辆型号信息，可以作为验证汽车电子标识是否正确的一种检验手

段。服务器根据地磁传感器识别到的车辆通行信息发出通行信号给到对应收费通道的红外

发送装置和电子标识阅读器，红外发送装置安装在每条收费通道的侧边，电子标识阅读器

安装在每条收费通道上方的检测杆上。红外发送装置一接收到通行信号就发出红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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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红外信号包括红外发射方向角信息，每条收费通道的红外发送装置的红外发射方向角都

与其所在的收费通道对应，按通道顺序依次设为0°、30°、60°、90°、120°和150°。汽车电子标

识中包括红外接收装置，该红外接收装置根据接收到的红外信号中的红外发射方向角信息

确定车辆通过的收费车道信息，并发出确认信号给到服务器。服务器把红外接收装置发出

的确认信号发送给对应的收费通道上的电子标识阅读器，电子标识阅读器根据接收到的通

行信号和确认信号发出与收费通道对应的频率信号以识别汽车电子标识信息。

[0023] 车辆通过本实施例收费站的第三收费通道离开高速，车辆行驶到距离收费站横杆

一个车位的位置时，该收费通道的地磁传感器即刻检测到有车辆需要进行缴费，并把该信

息传递给服务器。服务器得知第三收费通道需要进行缴费操作，就控制该通道的红外发送

装置发出红外信号给到汽车电子标识中的红外接收装置。红外接收装置识别红外信号中的

红外发射方向角为60°，并把该红外发射方向角信息加入确认信号中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

接收到确认信号后，得知该汽车电子标识位于第三收费通道，就发出确认信号给第三收费

通道的电子标识阅读器。该电子标识阅读器被服务器激活，根据接收到通行信号和确认信

号发出与第三收费通道对应的频率信号来与该车辆的汽车电子标识通信。

[0024] 通过红外信号的红外发射方向角特征确定汽车电子标识所在的收费通道信息，当

收费车道检测到的车辆通行信号和汽车电子标识的确认信号对应的收费通道一致时，电子

标识阅读器才被激活，避免了电子标识阅读器接收到多个汽车电子标识的信号时可能引起

的收费系统的误操作。而电子标识阅读器发出与该收费通道对应的频率信号以识别汽车电

子标识信息，可以避免电子标识阅读器的通讯频率冲突，合理地分配电子标识阅读器工作

的时间和通讯频率。

[0025] 电子标识阅读器把汽车电子标识中的进入高速的入口、车辆行驶路径、行驶时间

等行车信息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以此生成收费信息，并在确认车辆按照该收费信息完成

缴费后控制收费通道的横杆放行。

[0026]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地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

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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