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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cars have begun to spread in
urban families in China. It has brought more and more serious pressure on urban traffic,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number of motor vehicles in large cities in China has expanded rapidly, the urban traffic environment has gradually deteriorated, and parking problems
hav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people. The parking problem in the ci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refore, 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solving the parking
problem, and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explore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parking system for
larg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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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小汽车开始在我国城市家庭中普及。给城市交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压力，
尤其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国大城市机动车数量迅速膨胀，城市交通环境逐渐恶化，停车问题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解决好大城市的停车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应该充分认识解决好停车问题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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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探索出合理有效的大城市停车对策体系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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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停车难已成为各国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亟待解决的交通问题。根据《2017 中国智慧停车行业
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传统停车位数量达到 8000 万以上，而停车位的需求数量则高达 2.8 亿，
预测 2020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3.7 亿，供需缺口进一步加大。而要缓解停车供需矛盾，明显光靠加大车位
的供应量还远远不够。从空置率来看，2016 年我国停车平均空置率达到 51.3%，这说明现有的车位并没
有充分利用起来。其中，上海和重庆的现有车位使用率分别达到 40%和 48%。并且调查表明，城市路网
中有 30%的交通量是由寻找停车位造成的[1]。因此，提高车位利用率对于缓解停车矛盾的重要性，绝不
亚于新建停车场。城市机动车增速过快和公共停车位配建比例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停车拥挤的主
要原因。停车诱导系统是现阶段解决停车难的重要手段[2]。面向大众的群体式停车诱导虽然有助于帮助
驾驶员进行停车泊位选择，但却容易引发寻泊交通流[3]。随着各种停车 APP 的出现，个性化的停车诱导
成为必然趋势。

2. 系统分析
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城市停车系统信息化程度不够。我国各大城市对停车信息管理与停车诱导系统
的研究与建设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现有的停车信息管理与诱导系统在城市范围内缺乏系统的规划
和管理，尚未建立起全市统一的停车信息管理与停车诱导系统；同时，现有停车诱导各自独立且覆盖面
小，造成现有全市停车信息资源缺乏合理的共享、管理和利用。
本系统实现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用户端 app 获知目的地停车场的详细数据，包括位置，泊位数/ 剩余
泊位数，是否存在充电桩，是否存在共享汽车停放点等；app 也会智能推送最佳停车场供用户参考，可以
直接调用第三方地图导航；app 内具备绑定车牌，手机号功能，若车辆进入某停车场，绑定手机号将会收
到短信通知；用户随时可以打开 app 进行停车费支付，若离开停车场时已支付完停车费将无需等待直接
离开。
通过对当前停车诱导系统的现状以及结合车主对其的实际反馈进行功能分析，停车诱导系统主要功
能应该包括：查询目的地停车场、根据条件筛选指定范围内停车场，显示停车场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停
车场的费用标准、泊位数以及实时的剩余泊位数等。
根据停车场信息查询功能的需要，本文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为了完成用户信息管理、客户端对
停车场查询以及接入停车费支付等功能。具体的功能模块划分如图 1 所示。
根据用户管理、车辆管理以及处警单管理的功能,本文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为了完成用户信息管
理，车辆信息管理，管理员角色权限管理，查询处警单，自动处理处警单，人工处理处警单以及处警单
数据汇总可视化等功能。具体的功能模块划分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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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unction module diagram of parking guidance system
图 1. 停车诱导系统功能模块图

Figure 2. Search parking function display
图 2. 搜索停车场功能展示

3. 系统设计
停车诱导系统采用微信小程序实现，为车主提供停车场查询服务。车主出行前可以通过小程序查询
目的地址附近的停车场信息，可以通过筛选停车时长，综合车位数、费用以及距离等条件选择最佳停车
场，并直接导航到目的地。用户也可以绑定自己的车牌号，当车辆进入合作停车场时，可以直接在线支
付和远程支付。
用户打开小程序，即进入停车场地图主页面，查看自己附近的停车场。用户可以通过缩放地图的方
式或者点击搜索按钮搜索地名的方式定位目的地，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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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选择停车场之后，点击导航按钮，可以调用系统自带地图软件或者第三方地图软件进行导航，
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Navigate to the parking
图 3. 导航到停车场

用户可以再个人中心管理自己的车牌号，并且设置车辆进入停车场时是否有短信通知。一个车牌支
持多个用户绑定，但是由于车辆位置与个人位置的相关性，个人位置又涉及到个人隐私，因此只有验证
了车辆归属的用户才可以接收短信通知，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Parking fee payment page
图 4. 停车费用支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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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停车诱导系统不仅能缓解广大车主出行时面对停车难的痛苦，也可以提高停车设施利用率，打通各
个停车场的信息孤岛，使得城市停车场信息可以得到有效的共享与互惠，并在未来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
对停车诱导系统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探索出更多商业应用或者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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