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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国内路桥收费站越来越多 ,作者研制了一套利用 IC 卡的不停车自动收费
系统 ,它不仅提高收费效率 ,而且数据统计实现计算机化 ,大大提高管理水平 ,具有较高的实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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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在国内 ,随着现代交通的迅速发展 ,路桥

车载台由刷卡器和通讯机组成。 路站由
微机系统、通讯机、路障及监控系统组成。
该自动收费系统的工作原理如下:

收费站不断增多。目前 ,这些收费站大多采用

预先将购买的 IC卡插入车载台 ,当车辆

停车人工收费 ,这不仅给收费站和司机带来
极大的不便 ,经常引起交通堵塞 ,而且收费站

经过收费站时 ,路站向车载台 (收费器 )发出
握手信号 ;收费器收到信号后读取 IC 卡中的

每天处理大量的小额现金 ,管理亦很不方便。

内容 ,并向路站发回相应的应答信号 ; 在确认

作者研制的路桥自动收费系统 ,采用目

IC卡有效后 ,路站根据识别的车型向收费器

前已成熟并开始在国内外推广应用的 IC卡
为收费载体 ,辅之计算机管理、无线数据传送

发出收费指令 (包括收费金额 ) ,收费器完成
收费操作后 (即从 IC 卡中减去相应的金额 ) ,

及遥控遥测技术 ,可实现不停车自动收费及

将收费完成的信号反馈给路站 ,路站则对该

管理计算机化 ,成功地解决了人工收费中存
在的一些弊病。 它不仅使车辆通过收费站的

车放行 ,并记录下收费情况 ,整个过程不超过
1秒钟。 由于车载台与路站之间采用无线通

时间大大缩短 ,减少交通堵塞 ,而且提高了公

讯 ,所以上述过程可在不停车的状态下完成。

路的管理水平。

若是有车闯关 ,或是 IC卡用完失效 ,路站系

二、系统构成及工作原理

统将启动路障及摄像机 ,把闯关车辆拍摄下
来 ,并发出报警信号。 当 IC 卡中的金额用完

该收费系统主要由车载台 (收费器 )及路

后 ,可由售卡部门回收 ,再写入一定的金额。

站系统构成。 如图 1所示。

路站系统除了完成自动收费及写卡外 ,还具
有统计和打印报表的功能。

三、硬件的实现
1. 车载台 (收费器 )
( 1)车载台主要由刷卡器和通讯机组成 ,
如图 2所示。
刷卡器实际上是一个单片机系统 ,它采用
应用较普遍的 8031。 它的 P1. 4、 P1. 5接显示
图 1 路桥自动收费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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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由 4个数码管及其它电路组成 ) ,为节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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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这里采用串行结构。显示器用来显示 IC卡
中剩余的金额及一些其它信息 (例如 IC卡用

介绍车辆通过检测装置、通讯前端、写卡器和
监控装置。

完后显示 no; 没有插入或插入无效 ,卡则显

( 1)车辆通过检测装置

示出错信息 Err; 卡中剩余值少于 10时在金
额前显示 A提示准备换卡 )。

如图 3所示。

图 2 收费器

图 3 车辆通过检测装置

( 2) IC卡 由 EEPROM 和加 密 电路 构
成。 EEP ROM 具有能在断电情况下保存数

当车辆通 过路站时 ,光 束被遮断 ,从 A
输出一个低电平信号。 为了防止人或其它体

据而不需保护电源的特点。 IC卡与磁卡比

积较小的物体通过时产生误动作 ,这里采用

较 ,具有读写速度快、无机械磨损、抗振动、抗
粉尘等优点 ,其可靠性及安全性比磁卡更高。

两套完全一样的装置 ,相隔 2米 ,它们输出的
信号经过“或”后再送到微机接口电路。 当 C点

国外已广泛地把 IC卡用于各种信用卡 ,它是
一种理想的收费载体。 在该 IC卡中 ,采用串

出现下降沿时 ,表示有车要通过收费站。路站检

行 EEPROM 93LC46,它 体积小、价廉、电 路
连接简单 ,不占用系统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

测到此信号后 ,就向车载台发出握手信号。
( 2)通讯前端
如图 4所示。

( 3)通讯机由红外发射接收电路及无线
电波发射电路组成。 路站与车载台的握手信
号及收费指令采用红外传送方式。 这种方式
具有速度快、抗干扰性强的特点 ,但通讯距离
较短 ,因 此车辆过收费站 时 ,车速不能 太快
(不能超过 25公里 /小 时 )。 车载台与路站的
通讯过程中 ,车辆可能已超出红外通讯范围 ,
所以收费过程车载台与路站之间的通讯采用
无线电波通讯。路站与车载台之间的通讯 ,经
过打包后采用编码调制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该收费器的电源利用汽车上的+ 12V 直
流电源 ,经过稳压电路后得到稳定的+ 5V 电
压 ,供给单片机系统。
2. 路站系统

图 4 通讯前端

通讯前端包括红外发射接收电路及无线
电波发射接收电路。 红外部分用来进行握手信
号及收费指令的通讯。 无线电波发射接收部分
是用来完成与车载台之间的通讯联系。 发射接

路站由车辆通过检测装置 ,通讯前端、微

收的数据流经接口卡与微机总线连接 ,由计算

机、接口卡、写卡器、监控装置组成。这里主要

机完成收费过程 ,放行车辆 ,并修改数据库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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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情况 (收费金额、时间 )记录下来。
( 3)写卡器
写卡器是用来制作 IC卡的。 将 IC卡插
在写卡器上 ,通过电脑可往其中写入卡号、售
卡日期、金额及一些密码信息。

编语言编写 ,路站的软件采用 C语言和关系
数据库 Fox pro 编写 ,它的结构如图 5所示。

五、结束语
该自动收费系统经实验运行稳定 ,它与

( 4)监控装置

人工收费相比 ,速度快 ,管理方便 ,具有较高

监控装置包括摄像机、红绿灯、栏杆、警

的实用价值。

笛等。 摄像机用来将车辆的图像送给微机进
行识别 ,微机根据不同的车型决定不同的收
费值。当有车闯关时 ,放下栏杆 ,启动摄像机 ,
拍下闯关车辆 ,并通过警笛 ,红灯报警。

四、软件部分
图 5 路站软件模块图

在该系统中 ,收费器的软件用 51系列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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