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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ETC设备应用系统，其包

括：带有蓝牙模块的车载电子标签；ETC卡，所述

ETC卡插入车载电子标签内并与车载电子标签进

行通讯；ETC卡结算平台，所述ETC卡结算平台与

车辆租用者的移动终端、车载电子标签均进行通

讯；ETC发票服务平台，所述ETC发票服务平台与

ETC卡结算平台通讯，用于接收ETC卡结算平台发

送的电子发票申请信息。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实

现车辆租用者付费的方法。本发明车载电子标签

自带蓝牙功能，方便与任意终端设备进行交互，

可实现租用者及时付费至车载电子标签对应的

ETC卡中以及下载相关发票等操作，方便租用车

辆实现不停车的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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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ETC设备应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带有蓝牙模块的车载电子标签，车辆租用者的移动终端通过蓝牙模块与车载电子标签

进行通讯，以使车辆租用者通过车载电子标签读取ETC卡上最后的一次交易记录；

ETC卡，所述ETC卡插入车载电子标签内并与车载电子标签进行通讯，用于在租用车辆

通过ETC车道时，通过该ETC卡进行扣费；

ETC卡结算平台，所述ETC卡结算平台与车辆租用者的移动终端通讯，用于接收移动终

端进行移动支付的支付信息；所述ETC卡结算平台与车载电子标签进行通讯，用于将移动终

端进行移动支付的费用圈存到ETC卡中；所述ETC卡结算平台还通过交易记录中任一信息或

多个信息的组合还原相应的ETC通行记录，为该ETC通行记录生成唯一的发票提取码；

ETC发票服务平台，所述ETC发票服务平台与ETC卡结算平台通讯，用于接收ETC卡结算

平台发送的电子发票申请信息；

所述ETC发票服务平台还与车辆租用者的移动终端进行通讯，用于车辆租用者的移动

终端凭借ETC卡结算平台发送的发票提取码直接在ETC发票服务平台上下载电子发票。

2.一种通过权利要求1所述的ETC设备应用系统实现车辆租用者付费给ETC卡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其应用于租用车辆上，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租用车辆通过ETC车道时，通过该租用车辆对应的ETC卡进行扣费，所述ETC卡插

入带有蓝牙模块的车载电子标签内；

步骤2、车辆租用者利用移动终端通过蓝牙模块连接至车载电子标签，通过车载电子标

签读取ETC卡上最后的一次交易记录，所述交易记录包括ETC卡号以及交易金额和脱机交易

序列号；

步骤3、车辆租用者通过移动终端按照所述交易金额进行移动支付并将支付信息传送

至ETC卡结算平台；

步骤4、所述ETC卡结算平台通过车载电子标签将移动支付的费用圈存至ETC卡中，同

时，所述ETC卡结算平台通过交易记录中任一信息或多个信息的组合还原相应的ETC通行记

录，为该ETC通行记录生成唯一的发票提取码，并向ETC发票服务平台申请电子发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车辆租用者获取电子发票的方式为以下的任

一种：

所述ETC卡结算平台将发票提取码发送至车辆租用者的移动终端，所述车辆租用者通

过移动终端与ETC发票服务平台连接，然后输入发票提取码在ETC发票服务平台上下载电子

发票；

所述ETC卡结算平台将向ETC发票服务平台申请的电子发票直接发送到车辆租用者的

移动终端，供车辆租用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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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ETC设备应用系统及车辆租用者付费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不停车收费系统，尤其涉及一种ETC设备应用系统及其实现车辆租用

者付费至ETC卡的方法，适用于租用车辆的使用者利用车上的车载电子标签进行付费。

背景技术

[0002] ETC(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不停车收费系统)是一种路桥收费方式。通过

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电子标签(O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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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一般适用于自有车辆或者集体车辆，而对于租用车辆一般不带有

ETC设备，即使带有也是由车辆拥有者先通过自有的ETC设备进行付费，而在租用结束后再

与租用者进行结算，操作比较麻烦，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ETC设备应用系统，其

通过车载电子标签自带的蓝牙模块，可方便与任意终端设备进行交互，实现租用者可及时

付费至车载电子标签对应的ETC卡中，适用于租用车辆的使用者完成电子付费。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ETC设备应用系统，其包括：

[0007] 带有蓝牙模块的车载电子标签，车辆租用者的移动终端通过蓝牙模块与车载电子

标签进行通讯，以使车辆租用者通过车载电子标签读取ETC卡上最后的一次交易记录；

[0008] ETC卡，所述ETC卡插入车载电子标签内并与车载电子标签进行通讯，用于在租用

车辆通过ETC车道时，通过该ETC卡进行扣费；

[0009] ETC卡结算平台，所述ETC卡结算平台与车辆租用者的移动终端通讯，用于接收移

动终端进行移动支付的支付信息；所述ETC卡结算平台与车载电子标签进行通讯，用于将移

动终端进行移动支付的费用圈存到ETC卡中；所述ETC卡结算平台还通过交易记录中任一信

息或多个信息的组合还原相应的ETC通行记录，为该ETC通行记录生成唯一的发票提取码；

[0010] ETC发票服务平台，所述ETC发票服务平台与ETC卡结算平台通讯，用于接收ETC卡

结算平台发送的电子发票申请信息。

[0011] 所述ETC发票服务平台还与车辆租用者的移动终端进行通讯，用于车辆租用者的

移动终端凭借ETC卡结算平台发送的发票提取码直接在ETC发票服务平台上下载电子发票。

[0012]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上述ETC设备应用系统实现车辆租用者付费给ETC卡

的方法，其通过车载电子标签自带的蓝牙模块，可方便与任意终端设备进行交互，实现租用

者可及时付费至车载电子标签对应的ETC卡中，适用于租用车辆的使用者完成电子付费。

[0013]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14] 一种上述ETC设备应用系统实现车辆租用者付费给ETC卡的方法，其应用于租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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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上，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步骤1、租用车辆通过ETC车道时，通过该租用车辆对应的ETC卡进行扣费，所述ETC

卡插入带有蓝牙模块的车载电子标签内；

[0016] 步骤2、车辆租用者利用移动终端通过蓝牙模块连接至车载电子标签，通过车载电

子标签读取ETC卡上最后的一次交易记录，所述交易记录包括ETC卡号以及交易金额和脱机

交易序列号；

[0017] 步骤3、车辆租用者通过移动终端按照所述交易金额进行移动支付并将支付信息

传送至ETC卡结算平台；

[0018] 步骤4、所述ETC卡结算平台通过车载电子标签将移动支付的费用圈存至ETC卡中，

同时，所述ETC卡结算平台通过交易记录中任一信息或多个信息的组合还原相应的ETC通行

记录，为该ETC通行记录生成唯一的发票提取码，并向ETC发票服务平台申请电子发票。

[0019] 车辆租用者获取电子发票的方式为以下的任一种：

[0020] 所述ETC卡结算平台将发票提取码发送至车辆租用者的移动终端，所述车辆租用

者通过移动终端与ETC发票服务平台连接，然后输入发票提取码在ETC发票服务平台上下载

电子发票；

[0021] 所述ETC卡结算平台将向ETC发票服务平台申请的电子发票直接发送到车辆租用

者的移动终端，供车辆租用者下载。

[0022]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3] 本发明车载电子标签自带蓝牙功能，方便与任意终端设备进行交互，可实现租用

者及时付费至车载电子标签对应的ETC卡中以及下载相关发票等操作，方便租用车辆实现

不停车的收费。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ETC设备应用系统的结构框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实现车辆租用者付费给ETC卡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27] 请参见图1所示，一种ETC设备应用系统，其包括车载电子标签(OBU)10、ETC卡20、

ETC卡结算平台30以及ETC发票服务平台40。

[0028] 其中，车载电子标签10安装于租用车辆内(例如挡风玻璃上)，该车载电子标签10

内置有蓝牙模块11，与该车载电子标签10配套使用的ETC卡20插入车载电子标签10上设有

的插槽内，ETC卡20与该插槽内设有的读写芯片实现ETC卡20和车载电子标签10之间的通

讯，当然，ETC卡20和车载电子标签10之间的通讯可以采用无线方式实现，在租用车辆通过

ETC车道时，通过该ETC卡20进行扣费。

[0029] 车辆租用者的移动终端(例如手机)50通过该移动终端50内置的蓝牙模块与蓝牙

模块11的配合实现与车载电子标签10进行通讯，从而使得车辆租用者通过车载电子标签10

读取ETC卡20上最后的一次交易记录；最后的一次交易记录这里特指车辆租用者通过ETC通

道时产生的交易记录，而如果该车辆租用者经过二次ETC通道，则分别进行付费。该交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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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包括ETC卡号以及交易金额和脱机交易序列号。

[0030] ETC卡结算平台30，即是ETC卡结算用服务器，该ETC卡结算平台30与车辆租用者的

移动终端50通讯，用于接收移动终端50进行移动支付的支付信息；而且该ETC卡结算平台30

与车载电子标签10进行通讯，用于将移动终端50进行移动支付的费用圈存到ETC卡中；所述

ETC卡结算平台还通过交易记录中任一信息或多个信息的组合还原相应的ETC通行记录，为

该ETC通行记录生成唯一的发票提取码；ETC发票服务平台40，即是ETC发票下载服务器，其

与ETC卡结算平台30通讯，用于接收ETC卡结算平台30发送的电子发票申请信息，ETC卡结算

平台30可将其申请的电子发票直接发送给移动终端50，供车辆租用者下载。当然，车辆租用

者的移动终端50还可直接与ETC发票服务平台40进行通讯，使车辆租用者凭借ETC卡结算平

台发送的发票提取码直接在ETC发票服务平台40上下载电子发票。

[0031] 其具体实现车辆租用者付费到ETC卡的方法如图2所示，其大致包括以下步骤：

[0032] S201、租用车辆通过ETC车道时，通过该租用车辆对应的ETC卡20进行扣费；

[0033] S202、车辆租用者利用其携带的移动终端50连接通过蓝牙模块11至车载电子标签

10，通过车载电子标签10读取ETC卡20上最后的一次交易记录，所述交易记录包括ETC卡号

以及交易金额和脱机交易序列号；

[0034] S203、车辆租用者通过移动终端50按照所述交易金额进行移动支付并将支付信息

传送至ETC卡结算平台30；

[0035] S204、所述ETC卡结算平台30通过车载电子标签10将移动支付的费用圈存至ETC卡

20中，同时，所述ETC卡结算平台30通过交易记录中任一信息或多个信息的组合还原相应的

ETC通行记录，为该ETC通行记录生成唯一的发票提取码，并向ETC发票服务平台40申请电子

发票。

[0036] 车辆租用者下载电子发票的方式有以下二种：

[0037] 一是ETC卡结算平台30将发票提取码发送至车辆租用者的移动终端50，车辆租用

者通过移动终端50与ETC发票服务平台40连接，然后输入发票提取码在ETC发票服务平台40

上下载电子发票；

[0038] 二是ETC卡结算平台30将向ETC发票服务平台40申请的电子发票直接发送到车辆

租用者的移动终端50，供车辆租用者下载。

[0039] 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可根据以上描述的技术方案以及构思，做出其它各种

相应的改变以及形变，而所有的这些改变以及形变都应该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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