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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sign a cross road networking intelligent stereo garage,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space above the existing roads, improve space utilization, and equipped with a networking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 the intelligent car parked car stop system can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and automatic process, timely release of information
through dynamic parking the Internet,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to improve the vehicle owner to stop taking, for garage managers
ca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reduce management costs,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vehicles. How to solve the
parking problem in the limited space effectively, especially the parking problem in large c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intai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urban traffic syste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Keywords: Across the Roa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telligent, Parking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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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设计研究一种跨越道路式物联网智能化立体车库，可充分利用现有道路上方的空间，提高空间利用率，
且搭载了物联网智能化管理系统，通过智能停取车系统可实现停取车过程智能化、自动化，通过互联网及时发布停车
库动态信息，提高车主停取车辆的高效性、便捷性，对于车库管理者而言可提高其管理效率，节约管理成本，有效保
障车辆安全。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解效解决好城市停车问题，尤其是大型城市的停车问题，对维护城市交通系统的正
常运作以及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跨越道路，物联网，智能化，立体停车库

1．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汽车进入家庭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城市居
民成为“有车族”，汽车给人们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交通阻塞、噪声污染、交通
事故以及交通环境污染，更加恶化了原有的静态交通问题
—-停车问题。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解效解决好城市停车
问题，尤其是大型城市的停车问题，对维护城市交通系统
的正常运作以及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
对汽车激增所带来的的城市停车难问题进行探讨，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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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种物联网跨越道路式立体车库，以期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我国城市停车紧张的状态。[1]
1.1．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特种设备目录》
（国质检锅[2004]31 号）中，把机械式停车设备共分为
九大式，代码4D10-4D90，即：升降横移式(PSH)，垂直循
环式(PCS)、多层循环式(PDS)、平面移动式(PPY)、巷道
堆垛式(PXD)、水平循环式(PSX)、垂直升降式(PCS)、简
易升降式(PJS)、汽车专用升降机式(PQS)。总体来说，目
前国内停车场产品成熟度较低，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实际上
还不能满足更高的要求，设备没有形成主流品牌，能提供
成套设备的厂商更少，用户在设备选型时存在困难。停车
场智能系统的市场现状比较落后，大大落后于动态交通的
智能化市场发展。
这一点国内外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过去的发展重动态
交通，而轻静态交通，比如静态交通研究目前国内外都没
有一个评价指标，而动态交通则有道路拥堵指数、绿波带
等研究内容。静态交通发展的落后，已经成为了城市动态
交通的障碍，目前国内外的专家提出了解决动态交通要
“动静结合”“以静制动”的理论，在实践中已经初见成
效。未来静态交通智能化市场和动态交通智能化市场应该
平分秋色，不分伯仲，静态交通智能化市场的发展前景非
常大。[2]
1.2．现存问题分析
1.2.1．占地面积过大
汽车保有量的增加，截至201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
保有量达3.21亿辆，全部露天平面停放，S=l*b，设普通
轿车长为4.5m，宽为1.8m，根据汽车最小转弯半径的计算
公式（R=L / 2(Sinψ)；D=W+2R(1-Cosψ)；式中：R=车
辆最小转弯半径；L=车长；W=车宽；D=车辆最小转弯道宽
度；Ψ=车辆方向最大转角。）则每辆轿车所需要的最小
停车位面积为19.2 m2 。目前车辆将会占用9600万 m2 (即
90万亩)的土地。若在大中城市的核心地段建造室外停车
库，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建造成本也会增加。如果改
为立体停放，特别是高层立体车库，每辆车的占用面积将
会大为降低，例如，10层高的电梯式立体车库，每辆车的
占用面积为3.0 m2 左右，将会节省84.6%(即18-24万亩)
的土地，即使有10%的轿车停放在立体车库中，这在大城
市的繁华地带也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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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统计，开放式停车场的票款流失率在 20%--40%，从而
给国家和单位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另外，在停车位资源十
分有限的情况下，采用人工的管理方式，很难做到使有限
的车位资源被充分地利用。
1.2.3．车库信息不畅
现阶段大多停车场由于缺乏良好的信息管理、发布的
手段，造成许多的停车场的使用率并不理想。车库信息得
不到实时共享，停车诱导系统不完善等。同时，由于缺少
准确的信息指引，许多车主在寻找车位时常常要花费很长
的时间，如上海港汇广场的停车场，停车位置将近1200
个，偶尔停车的车主经常因为不清楚车场的位置以及车位
信息，从而花上半个多小时来寻找能够停放车辆的地点。
车库空位信息得不到实时共享，有时寻找到的停车场车位
已满，停车效率很低。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设计研究一种跨越道路式物联网
智能化立体车库。

2．跨越道路式车库的设计研究思路
2.1．总体思路
物联网跨越道路式立体车库分为车库本体设计研究
和物联网智能化管理系统设计研究，车库本体可充分利用
现有道路上方的空间，提高空间利用率，在有限空间内实
现停车数量最大化；搭载的物联网智能化管理系统，通过
智能停取车系统可实现停取车过程智能化、自动化，通过
互联网及时发布停车库动态信息，提高车主停取车辆、管
理者管理车辆的高效性、便捷性、安全性。
2.2．车库本体设计思路
物联网立体跨越道路式车库的车库本体是通过在道
路上方建造支撑桥梁体，然后将具有若干层停车平台的车
库框架建造在支撑桥梁体上，该车库的停车位在满足要求
的情况下排列组合紧凑，能够充分利用现有道路上方的空
间，提高空间利用率。在道路两侧分别建造一个提升机井
道，利用提升机将横移平台、智能搬运器及车辆运输至指
定层的停车平台后，横移平台带着智能搬运器及车辆在该
层的横移巷道上横向移动至指定停车位前，最后智能搬运
器将车辆送入指定停车位上，如此即可实现存车。此外每
个停车位也可以在计算机程序控制下快速移动到停车场
的出入口，极大限度的提高了存取车辆的便捷性。

1.2.2．停车管理混乱

2.3．物联网智能化管理系统设计思路

目前建立立体停车库数量过少，而大多数汽车则停放
在露天停车场，车位紧张，占道停车现象十分严重，影响
城市市容市貌，影响交通顺畅，造成交通拥堵，从而引发
交通事故。且汽车露天放置有时会导致汽车偷窃、损毁等
事故，车主经济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有些停车场同
时需要配备多名管理员才能完成对车主的停取车辆的引
导、管理及收费等过程，管理效率较低，管理成本较高。
同时，人工管理方式存在很多弊端，由于收费人员素质不
同，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票款流失的现象，据有关部门的保

跨越道路式平面移动类立体车库将搭载物联网智能
化管理系统。车库本体开设有入库口和出库口，入库口和
出库口均设置有闸机、智能刷卡机，ETC装置等；具体涉
及一种物联网智能停车系统，包括红外线光电传感器、无
线信号接收器、信号处理系统、无线网络和数据管理系统，
它们形成一个停车场网络监控系统；通过一种物联网智能
停车系统，管理员能及时指挥车主找到空车位，车主手机
有关注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方式即时了解车库空位信息，找
到最近的空车位去停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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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越道路式立体车库机械设计
3.1．设计结构
包括立体车库架体、提升机、横移平台、智能搬运器，
智能搬运器设置在横移平台上，立体车库架体包括横跨在
道路上方的支撑桥梁体、车库框架，支撑桥梁体包括横向

分布在道路上方的桥面、若干个竖向分布的桥墩，车库框
架固定在桥面上；车库框架内固定有若干层停车平台，各
层停车平台的中部均设有横移巷道，横移巷道两侧各设有
若干个停车位；立体车库架体两端分别固定有一提升机井
道，提升机井道竖向分布地固定在横移巷道两端且与各层
横移巷道相连通，提升机井道底端两侧均开设有车辆进出
口。如图1所示。

图1 结构示意图。
1-车库框架，2-支撑桥梁体，3-横移巷道，4-停车位，5-提升机井道，6-扶梯，7-人行通道室，8-车辆行驶通道，9-停车平台，10-桥面，11-桥墩，
12-地下一层井道室

3.2．设计传动路线
跨道路式平面移动类立体车库，包括立体车库架体、
提升机、与停车位相对应的横移平台、用于取放车辆的智
能搬运器，其中智能搬运器设置在横移平台上；横移平台
设置在提升机上，其特征在于：立体车库架体包括横跨在
道路上方的支撑桥梁体、固定在支撑桥梁体上的车库框架；
支撑桥梁体包括横向分布在道路上方的桥面、若干个竖向
分布地用于支撑桥面的桥墩；车库框架固定在桥面上，车
库框架内固定有若干层停车平台，各层停车平台的中部均
设有供横移平台横向往复运动的横移巷道，两侧各设置有
若干个并排分布的停车位；立体车库架体两端分别固定有
一供提升机上下升降移动的提升机井道，提升机井道竖向
分布地固定在横移巷道两端且与各层横移巷道相连通，提
升机井道底端两侧均开设有车辆进出口。
桥面底面上固定有人行通道室，两端开设有出入口，
出入口处固定有扶梯，扶梯环绕固定在提升机井道外侧壁
上；人行通道室底面、道路表面与相邻两个桥墩共同围成
车辆行驶通道。

提升机井道对应的地下建造有地下一层井道室，提升
机井道的底端延伸至地下一层井道室内，地下一层井道室
两侧开设有与车辆进出口相对应的进出通道。
3.3．优化设计
提升机井道对应的地下建造有地下一层井道室，底端
延伸至地下一层井道室内，井道室两侧开设有与车辆进出
口相对应的进出通道，有效节省停车空间，在有限的空间
内使停车数量最大化，与传统停车库相比占地面积相差20
余倍。基于计算机程序控制系统下运行速度快、维护方便，
采取电机驱动的方式，节能环保。外部人员不能随意进入，
汽车不会受到人为损伤和丢失，安全有保障，防止车辆丢
失及损坏，用完善的安全装置可保证汽车安然无恙。
3.4．具体实施方式
为了使本方案车库本体设计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
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方案进行进
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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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横移平台，2-横移巷道，3-停车位，4-车库框架，5-智能搬运器，6-提升机，7-扶梯，8-提升机井道
图2 中A-A向示意图。

1-提升机井道，2-扶梯，3-出入口，4-人行通道室，5-桥墩，6-开口
图3 中B-B向示意图。

立体车库架体建造在现有道路的上方，道路上行驶的
车辆可通过车辆行驶通道正常行驶。道路两侧的扶梯与人
参照图1至图3可知，跨道路式平面移动类立体车库，
行通道室配合，起到传统人行天桥的功能，方便行人通过
包括立体车库架体、提升机、与停车位相对应的横移平台、
人行通道室走到道路另一侧。
用于取放车辆的智能搬运器，智能搬运器设置在横移平台
车库本体框架固定在桥面上。车库框架内固定有若干
上，横移平台设置在提升机上，立体车库架体包括横跨在
层停车平台，各层停车平台的中部均设有供横移平台横向
道路上方的支撑桥梁体、固定在支撑桥梁体上的车库框架。
往复运动的横移巷道，横移巷道两侧各设置有若干个并排
支撑桥梁体包括横向分布在道路上方的桥面、三个竖
分布的停车位。[10]
向分布地用于支撑桥面的桥墩。桥面底面上固定有人行通
立体车库架体两端分别固定有一供提升机上下升降
道室，人行通道室两端开设有出入口，相邻两个桥墩之间
移动的提升机井道，提升机井道竖向分布地固定在横移巷
固定有一人行通道室，中间桥墩开设有连通两个人行通道
道两端且与各层横移巷道相连通，提升机井道底端两侧均
室的开口，出入口处固定有扶梯，扶梯环绕固定在提升机
开设有车辆进出口（图中未示出）。为方便车辆进出立体
井道外侧壁上。人行通道室底面、道路表面与相邻两个桥
车库，同时缓解车辆进出给道路交通带来的交通压力，在
墩共同围成车辆行驶通道。
提升机井道对应的地下建造有地下一层井道室，提升机井
道的底端延伸至地下一层井道室内，地下一层井道室两侧
3.4.1．车库立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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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有与车辆进出口相对应的进出通道（图中未示出）；
车辆通过地下一层井道室进出提升机井道实现存车或取
车。[3]

机上，再操控提升机沿着提升机井道降下，即可实现取车。
[4]

3.4.2．智能操作系统

4．跨越道路式立体车库物联网智能化管理系统
设计

立体车库还包括用于控制车辆存取工作的智能操作
系统，该智能操作系统包括PLC控制器、用于控制提升机
上下升降移动的提升机控制系统、用于控制横移平台在横
移巷道内横向往复移动的横移平台控制系统、用于控制智
能搬运器相对停车位取放车辆的智能搬运器控制系统，该
提升机控制系统、横移平台控制系统、智能搬运器控制系
统均通过PLC控制器进行操作控制。
该智能操作系统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提升机在提升机
井道内的上下升降移动原理、横移平台在横移巷道内的横
向往复移动原理、智能搬运器存取车辆的原理均属于传统
平面移动类立体车库的现有技术，本文不再赘述。
车辆需要存放时，通过PLC控制器操控提升机将至车
辆进出口，将车辆置于提升机上，再控制提升机上升至指
定层的停车平台，然后通过PLC控制器操控横移平台带着
智能搬运器、车辆横移至指定停车位前停下，再通过PLC
控制器操控智能搬运器将车辆放在指定的停车位上，即可
实现车辆存放。需要取车时，通过PLC控制器操控待取车
辆所在层的横移平台移动至对应的停车位前，再通过智能
搬运器将车辆搬至横移平台上，然后横移平台返回至提升

4.1．结构设计
物联网智能自动化停车库，包括前文所述跨越道路式
平面移动类立体车库本体，车库车位管理系统，车库本体
开设有入库口和出库口，入库口和出库口均设置有闸机、
用于控制闸机开启关闭的智能刷卡机或IC扫描机；车库本
体内设置有若干排车位组，各排车位组均由若干个停车位
组成，各停车位的中央位置处均设置有一地磁感应车位检
测器，感应车位检测器、路由节点单元、网关节点单元、
主控室管理平台，地磁感应车位检测器用于判断对应停车
位的停车信息，并通过无线传输方式传送给路由节点单元，
路由节点单元用于接收地磁感应车位检测器检测的停车
信息并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发送至网关节点单元进行处理，
网关节点单元连接于主控室管理平台，主控室管理平台设
有数据库、管理单元和LED显示屏；智能刷卡机连接于主
控室管理平台。主控室管理平台通过互联网将车位信息发
送给交通广播电台。各排车位组均对应设置有一个电动汽
车移动式充电机器人。各停车位均对应设置有一个电动汽
车充电桩。[6]

图4 结构示意图。
1-车库本体，2-入库口，3-出库口，4-闸机，5-智能刷卡机，6-停车位，7-地磁感应车位检测器，8-路由节点单元，9-网关节点单元，10-主控室
管理平台，11-数据库，12-管理单元，13-LED显示屏，14-交通广播电台，15-电动汽车移动式充电机器人，16-电动汽车充电桩

4.2．车位管理系统工作原理
红外线光电传感器（10）安装于每个停车位（90）上，
用于判断对应停车位的停车信息，并传送到无线信号接收
器（20）；无线信号接收器将接收的信号传送到信号处理

系统（30）；信号处理系统对接收到信号进行处理，并将
模拟信号转换成所需要的数字信号和图像信号通过无线
网络（40）发送到数据管理系统（50）；数据管理系统设
有数据库（51）、管理单元（52）、电子显示屏（53）及
微信公众号（54），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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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数据管理系统
图5 车库车位管理系统工作原理框图。

4.3．具体实施方式
参照图4可知，物联网智能自动化停车库，包括车库
本体1、车库车位管理系统，车库车位管理系统包括地磁
感应车位检测器7、路由节点单元8、网关节点单元9、主
控室管理平台10。
车库本体1开设有入库口2和出库口3，入库口2和出库
口3均设置有闸机4、用于控制闸机4开启关闭的智能刷卡
机5，；智能刷卡机5连接于主控室管理平台10。本设计方
案提供的停车库，其在车库的出库口3和入库口2都设置闸
机4和智能刷卡机5，车主持卡对着智能刷卡机5刷一下，
闸机4便自动开启，等车辆通过后闸机4自动落下，智能刷
卡机5一方面用于控制闸机4，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刷卡次
数记录车库进出车流量并传输给主控室管理平台10进行
储存便于工作人员管理。其中的闸机和智能刷卡机都属于
现有设备。[5]
车库本体1内设置有若干排车位组，各排车位组均由
若干个停车位组成，各停车位的中央位置处均设置有一地
磁感应车位检测器7；地磁感应车位检测器7用于判断对应
停车位的停车信息，并通过无线传输方式传送给路由节点
单元8，路由节点单元8用于接收地磁感应车位检测器7检
测的车辆信息并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发送至网关节点单元9
进行处理，网关节点单元9连接于主控室管理平台10，主
控室管理平台10设有数据库11、管理单元12和LED显示屏
13，主控室管理平台10通过互联网将车位信息发送给交通
广播电台14。[7]
主控室管理平台10的数据库11能把数据存储起来，管
理单元12就会根据信号来处理需要收费的情况，和提供管
理人员想要知道的停车位信息，便于管理；LED显示屏13
能实时显示现场空车位情况，引导车主快速找到空车位停
车，交通广播电台14能把该停车库现场空车位信息传递给
车主，更加方便车主停车，当该停车库没有空车位时，通
过交通广播电台发布消息，避免不知情的车主还向该停车
库处开，有助于缓解停车库附近的交通拥堵。[9]
通过一种物联网智能化管理系统，管理员能及时指挥
车主找到空车位，车主手机有关注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途
径，也能知道停车场哪里有空车位，找到最近的空车位去
停车，大大提高了停车效率，方便了管理人员管理停车场。

4.4．优化设计
智能化程度高，基于物联网智能化管理技术系统下的
停车库，智能刷卡或IC扫描机能实现存车，取车的自动化。
与互联网（电台）联动，将车库车位信息通过互联网或者
广播电台及时反馈给车主，便于车主及时掌握车库中车位
信息，及时准确的寻找到停车空位。

5．结论
该研究成果能分利用现有道路上方的空间，节约宝贵
的土地资源，在有限的空间内使停车数量最大化，基于计
算机程序控制系统下运行速度快、维护方便，车提高车主
停取车辆的高效性、便捷性，对于车库管理者而言可提高
其管理效率，节约管理成本，有效保障车辆安全，采取电
机驱动的方式，节能环保。搭载的物联网智能化管理系统，
可实现车库信息及时共享，存取车辆实现智能化、自动化，
有效缓解城市停车难的静态交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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