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Park5000S 工程施工布线规范

智能停车场系统工程
需求分析与施工布线规范

第一章

现场情况

甲方正在规划一个建筑群构成的公司基地，进入基地内共有三个出入口。其中管理车辆进出的共有两个出口，管理人员
出入的有一个出入口。现需根据甲方需要规划设计、建设基地内停车场管理系统。
基地内停车场管理要求实现如下功能：
1.

应用二进二出联网型停车场管理系统实现停车场管理要求；

2.

对内部车辆用户集中管理，统一发放进入卡片；

3.

对进出车辆实现远距离识别（5-8 米）控制，即车辆进出口，系统在 5-8 米即能感应到车辆的来到；

4.

采用混进混出不停车管理，车辆可从任一入口进入，从车场任一出口离开；

5.

对人员进出进行管理及控制；

6.

进出车辆进行图像捕捉，离开车场时进行图像比对，如图像合法则放行；

7.

对非法卡、无效卡、潜回卡进行控制，并作相应处理；

a)

非法卡：非本停车场系统卡片，不作响应并警示；

b)

无效卡：虽然是本停车场系统卡片，但由于某种原因失效的卡片，例如作废卡片、失效卡片、过期卡片、已挂

失卡片；
c)

潜回卡：无入场或出场记录，例如由于特殊情况汽车出场后无记录，再次返回时即产生警示信号。

以往的手工作业管理既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又不能够在实际意义上提高工作效率。由于基地人员出入量
大，无业闲杂人员的进入难以控制，基地内的安全不能得到保障。往往不能事先控制住治安案件的发生，保安又不能够对基
地所有人员进行识别；
停车场管理中凭计时牌或停车卡，对居住在基地内的用户每次都进行写卡、临时车辆进入手续繁杂、基地内车辆发生丢
失；基地内部消费还存在人工结算，经常为伪钞、零钱、财务管理产生烦恼等等；类似这样的管理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
大浪费、增加管理工作量，还难以保障信息采集的安全。
针对这种落后的管理模式，我们根据基地的实际情况采用二进二出内部管理型停车场方案，用户仅凭一张智能卡就能够任意
出入各个车场，还能够根据要求输出相关的资料、文件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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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功能总结分析

对停车场工程进行讨论并展开分析，总结分析如下：
一、

整个系统每人能够仅使用一张卡片完成出入任一停车场的功能；

二、 工程共需建设一个停车场，共由两个出入口。分别为临西入口（以下简称一号口），临南入口（以下简称二
号路口）以及两车道入口中间的人员出入口。
三、

二号口为主要出入口，左右车道各为 6M。左右车道各设一保安岗亭。车辆凭有效内部卡进出，不进行图像

四、

一号口为辅出入口，保安岗亭内嵌在墙体，车辆凭有效内部卡进出，需进行图像比对；

五、

八号路口为装卸货区车辆入口，主要供货车进入地下车库。车辆凭有效内部卡进出，需进行图像比对；

六、

教职员口是地下车库与地面停车场的通道。车辆凭有效内部卡进出，需进行图像比对；

比对。

七、 停车场软件管理系统对出入公司车辆进行管理以及车位控制。如地下车库车位已满则显示满位字样，并不再
提供进入功能。仅指地下车库，内部车辆依旧可凭有效内部卡片停泊在地面停车场。
八、

内部车辆实行办理内部卡片，合法卡片不停车管理。

九、

系统在使用非法卡片、遭遇破坏等意外时报警；

十、

系统具有很好的扩充性，可与摄像头、烟感探头、红外线探头、温感探头等监控设备连接；

第三章

方案概述

停车场电脑收费管理系统是现代化停车场车辆收费及设备自动化管理的统称，是将停车场完全置于计算机管理下
的高科技机电一体化产品。内含数控、电子、机械、多媒体技术。

第四章

解决方案

系统基地停车场管理系统需对内部车辆用户进行管理，针对用户需求分析和对现场的考察情况，拟采用联网型四
进四出内部管理型停车场系统进行管理。具体解决方案如下：
1、

管理中心安装停车场系统数据库系统及应用程序；

2、

对内部车辆进行登记、分配、发卡等工作；

3、

停车场前端安装 5-8 米远距离读卡器，使车辆在 5-8 米处被系统侦测到并送到工控机进行处理；

4、 一号路口、八号路口、教职员口分别安装图像比对系统，在车辆进出时进行图片捕捉,当车辆离开停车场时由
保安进行图像比对，如车号、车型、车身颜色对比符合后，进行放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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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号路口有宽约 6M 左右车道各一条，每条道安装对开道闸两个，共需四个道闸，过往车辆不进行图像比对工
作；
车辆管理解决方案：
基地内部车辆实行不停车入基地管理。内部车辆首先到管理中心进行领卡，合法使用期间内车辆可通行基地。当
车辆进入基地时，远距离读卡器对卡片进行侦测，并捕捉到入场时车辆图片。如感应到车辆内有效卡片时，系统提示欢迎信
息，并亮绿灯表示可安全通过，自动启动道闸。
当车辆安全通过后，关闭道闸并将本次车辆进入记录（时点、入口、车主姓名、车辆信息等）至电脑数据库中。车
辆出基地时，远距离读卡器对卡片进行侦测，如感应到车辆内有有效卡片且图像比对相符时，由车场保安开启道闸，当车辆
安全通过道闸后，自动落闸，并保存车辆出基地信息记录。
特种车辆进入基地，如：公安、消防、医院、抢修等车辆进入基地内，可由保安人工作业放行。
入场解决方案：
一、

车辆根据满位显示屏状态入场，进入减速坡后慢速进入口；

二、 当车辆压住地感，摄像机捕捉车辆入场图片。如车迅速通过，可判断为跟车（即前面的车辆有合法卡片，后
面的车辆和前车距离很近），警示灯工作，与此同时远距离读卡器开始侦测卡片。期间共有三种可预测情况：
a)

如车内有卡，则进入下一步；

b)

如车内无卡，警示灯告警，红绿灯亮红灯；

三、 读卡器识别到车内卡，将数据通过控制主机送入工控机，系统根据卡信号进行判断，以下卡片被视作无效卡，
并强制报警：
a)

非法卡：非本单位卡片，虽被读卡器读出内码，但不是本单位卡片；

b)

无效卡：虽属本单位卡片，但由于某种原因失效，过期、注销、遗失等原因，系统认为无效；

c)

潜回卡：这是本系统独特的功能，如用户入场后，由于某种特殊原因离开时没有感应，再次进入本停车场时，

则被视为潜回卡片；
四、

如属有效卡片，系统红绿灯亮，表示可以通过。

五、 工控机保存本次操作记录电脑，并减去停车场总车位数上减 1，如停车场总车位数为 0 的话（即无车位可供
停泊），系统满位牌显示为灯亮。
六、

电脑自动开启道闸，系统进入防砸检测阶段；

a)

车辆已过闸：道闸落下，红绿灯中绿灯熄灭；

b)

车辆未过闸：系统计时，如超时，则警示灯告警，红绿灯亮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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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解决方案:
一、

车辆进入出口；

二、 当车辆压住地感，摄像机捕捉车辆入场图片。如车迅速通过，可判断为跟车（即前面的车辆有合法卡片，后
面的车辆和前车距离很近），警示灯工作，与此同时远距离读卡器开始侦测卡片。期间共有三种可预测情况
a)

如车内有卡，则进入下一步；

b)

如车内无卡，警示灯告警，红绿灯亮红灯；

三、 读卡器识别到车内卡，将数据通过控制主机送入工控机，系统根据卡信号进行判断，以下卡片被视作无效卡，
并强制报警：
a)

非法卡：非本单位卡片，虽被读卡器读出内码，但不是本单位卡片；

b)

无效卡：虽属本单位卡片，但由于某种原因失效，过期、注销、遗失等原因，系统认为无效；

c)

潜回卡：这是本系统独特的功能，如用户出场后，由于某种特殊原因离开时没有感应，离开本停车场时，则被

视为潜回卡片；
四、 如属有效卡片，进入图像比对阶段。系统将该车入口与出口图片进行比对，如车号、车身颜色、车型相符的
话，系统红绿灯亮，表示可以通过。否则报警，并由人工处理。
五、 工控机保存本次操作记录电脑，并减去停车场总车位数上加 1，如果停车场满位牌显示为灯亮，则关闭满位
显示灯。
六、

人工点控开启道闸，系统进入防砸检测阶段；

a)

车辆已过闸：道闸落下，红绿灯中绿灯熄灭；

b)

车辆未过闸：系统计时，如超时，则警示灯告警，红绿灯亮红灯。

IC 卡工作的基本原理是：射频读写器向 IC 卡发一组固定频率的电磁波，卡片内有一个 IC 串 。
IC 卡
联协振电路，其频率与读写器发射的频率相同，这样在电磁波激励下，LC 协振电路产生共振，从而使电容内有了电荷；
在这个电荷的另一端，接有一个单向导通的电子泵，将电容内的电荷送到另一个电容内存储，当所积累的电荷达到 2V 时，
此电容可作为电源为其它电路提供工作电压，将卡内数据发射出去或接受读写器的数据。
接触式 IC 卡接口技术原理
IC 卡读写器要能读写符合 ISO7816 标准的 IC 卡。IC 卡接口电路作为 IC 卡与 IFD 内的 CPU 进行通信的唯一通道，为保
证通信和数据交换的安全与可靠，其产生的电信号必须满足下面的特定要求。
完成 IC 卡插入与退出的识别操作
IC 卡接口电路对 IC 卡插入与退出的识别，即卡的激活和释放，有很严格的时序要求。如果不能满足相应的要求，IC
卡就不能正常进行操作；严重时将损坏 IC 卡或 IC 卡读写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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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激活过程
为启动对卡的操作，接口电路应按图 1 所示顺序激活电路：
◇RST 处于 L 状态；
◇根据所选择卡的类型，对 VCC 加电 A 类或 B 类，
◇VPP 上升为空闲状态；
◇接口电路的 I/O 应置于接收状态；
◇向 IC 卡的 CLK 提供时钟信号(A 类卡 1～5MHz，B 类卡 1～4MHz)。
在 t’a 时间对 IC 卡的 CLK 加时钟信号。I/O 线路应在时钟信号加于 CLK 的 200 个时钟周期(ta)内被置于高阻状态 Z(ta
时间在 t’a 之后)。时钟加于 CLK 后，保持 RST 为状态 L 至少 400 周期(tb)使卡复位(tb 在 t’a 之后)。在时间 t’b，RST
被置于状态 H。I/O 上的应答应在 RST 上信号上升沿之后的 400~40 000 个时钟周期(tc)内开始(tc 在 t’b 之后)。
在 RST 处于状态 H 的情况下，如果应答信号在 40 000 个时钟周期内仍未开始，RST 上的信号将返回到状态 L，且 IC 卡
接口电路按照图 2 所示对 IC 卡产生释放。
(2)释放过程
当信息交换结束或失败时(例如，无卡响应或卡被移出)，接口电路应按图 2 所示时序释

IC 卡
放电路：
◇RST 应置为状态 L；
◇CLK 应置为状态 L(除非时钟已在状态 L 上停止)；
◇VPP 应释放(如果它已被激活)；
◇I/O 应置为状态 A(在 td 时间内没有具体定义)；
◇VCC 应释放。
通过触点向卡提供稳定的电源
IC 卡接口电路应能在表 1 规定的电压范围内，向 IC 卡提供相应稳定的电流。
通过触点向卡提供稳定的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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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卡接口电路向卡提供时钟信号。时钟信号的实际频率范围在复位应答期间，应在以下范围内：A 类卡，时钟应在 1～
5MHz；B 类卡，时钟应在 1～4MHz。
复位后，由收到的 ATR(复位应答)信号中的 F(时钟频率变换因子)和 D(比特率调整因子)来确定。

时钟信号的工作周期应为稳定操作期间周期的 40%～60%。当频率从一个值转换到另一个值时，应注意保证没有比短周
期的 40%更短的脉冲。

电 动 机：电机和减速机构一体化设计，结构紧凑、免皮带传动，免维护，终身保修。
传动部分：四连杆平衡设计，确保闸杆运行轻快、平稳、输入功率小，防止人为抬杆和压杆，将外部作用力通过传动机
构巧妙御载到机箱上。
电子控制部分：霍尔开关、机械行程开关，结构缓冲顶位三重控制。由主控制器（控制盒）、集成在减速机上的限位开
关、遥控器等组成，并具有可以连接三联按钮或其他控制设备实行开、

停、关控制的远程控制接口

防撞机构：因意外导致车辆撞击道闸闸杆时，防撞机构可使闸杆旋转 90º，从而可以避免或减轻对道闸和车辆的损坏；
主控器采用高可靠性微处理器设计制作：
系统集成度高、逻辑功能强；
主控器提供多种运行模式供用户选用；
附设有可与自动收费系统、车辆检测器、信号灯等外设相连接的接口。
核心技术：采用专门设计的 AC220V 特种转矩电机，免维护
电机可以被制动于任意位置而不会造成损坏。在两个终端极限位置时，该电机功率自动减退至约 20W，既可节省能耗，
又可避免冷凝及腐蚀，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可正常运转。
传动机构采用正弦连杆机构，去掉了普通道闸使用的减速装置，使整个结构更趋紧凑、合理，大大减少了机械故障；
特殊的电机线圈结构使它在通、断电的瞬间，不会出现普通电机不可避免的瞬间大电流和瞬间电压波动，可直接用 UPS
供电而不会影响同一电网内其他设备的正常工作。
防砸车功能：埋设感应线圈后，当车辆位于闸杆下方时，闸杆决不落杆，从而避免意外发生。

电动档车栏杆
凯帕斯智能道闸自动电动档车器的品种及规格齐全，能满足各种环境与场合的需要，其种类按车流量分标准型和快速型；
按方向又有左右之分；按闸杆形状分有直杆型、曲杆型、折叠杆型和栅栏型。同时用户还可选配遥控装置、红外线检测保护
装置或地感检测保护装置、EM 卡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等配置。其具体的特点及功能如下：
具有双向自锁功能；电动档车栏杆在开、关到位时，外力不能使道闸杆上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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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时间保护功能；当限位开关失效时，（线路断或磁敏开关损坏），通过精确设定的运行时间，使闸杆正好运行到终
点时停止。
具有软启动功能及过流、过热保护，有效保护道闸的核心部位电机的正常运转。
具有感应和按钮控制等多种方式：
采用铝合金材料的八角杆，杆体内加了整条的加强筋，质量可靠。而一般闸杆只在两端填充一小段木头以增加其强度，
在闸杆大于 4 米时和风力较大时，闸杆有断裂的可能性。
电动档车器的具体技术指标与参数
环境温度： -10℃──+45℃（标准型）
-25℃──+40℃（低温型）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90%，且不凝露
电源电压：AC220V±10% 50Hz
电机功率：250W；杆 长：≤ 6 米
起杆时间：6 秒（杆长≥4.5 米）/3 秒（杆长<4.5 米）
表面处理：喷塑
适用场所:大楼、路口、停车场

第五章

设备布置与系统布线

系统的各个设备必须合理布置，以保证车辆出入顺畅与管理方便。
说明：
1、入口控制机与入口电动挡车器之间的距离应该大于 3 米，以确保车辆在入口读卡/取卡时车辆不会受到电动挡车器的
妨碍；
2、同样的，出口收费系统中出口收费处与出口电动挡车器之间的距离也应该大于 3 米、中央收费系统中出口控制机（自
动收卡机）与出口电动挡车器之间的距离也应该大于 3 米；
3、一般情况下，电动挡车器配置的车辆检测器的检测线圈应该在电动挡车器杆的正下方，以保障电动挡车器杆在运动
中不会砸到车辆；
4、一般情况下，两个检测线圈之间的距离应该大于 2 米，以保证线圈之间不会互相干扰；
说明：
1、通讯线可以使用 2 芯屏蔽双绞线；手动按钮线可以使用 RVV6*0.5 电缆线；控制机与电动挡车器之间的控制/反馈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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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其他 8 芯电缆线；
3、本图所示为全配置的系统，无相应设备或不需要相应功能时无需布对应的线缆；例如不使用手动按钮时可不用布手动
按钮线、不需要计算机管理时不用布通讯线;
4、出/入口控制机、出/入口电动挡车器应予留所配置的检测线圈进线口；
5、PD232 车辆检测器是双路检测器，如果相邻两台设备的距离不超过 40 米，则两台设备可使用一个检测器；例如，入口
控制机与入口电动挡车器使用一个车辆检测器、出口控制机与出口

第六章

电动挡车器使用一个车辆检测器；

停车场管理系统软件

凯帕斯停车场管理系统采用稳定成熟的数据平台，适用于微软 Win2000/WinXP/SQL Server2000 数据库等操作系统，可
实时监控到出入口车辆的情况，道闸的状态、出卡机有无卡等多种信息。系统采用三层结构，各层组件能单独更新、替换、
使您能更有效降低成本，简化管理；同时可将数据处理从客户端转移到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上，适应大规模和复杂的
应用需求；具有广泛的数据库访问和复制能力；能有效提高系统并发处理能力及系统安全性。

凯帕斯停车场管理软件界面人性化设计，采用中文界面，只需会简单的电脑操作而无需专业培训即可使用。停车场系统
具有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可以对停车场管理中的各种控制参数如 IC 卡检测，IC 卡延期、图像识别等进行设置，可以
进行场内车辆查询和打印收费统计报表，并能够对停车场数据进行管理。

软件主要功能
1、故障自检功能（能自动检测道闸、地感、出卡机、显示屏、主板等工作是否正常）
2、管理人员可以在管理中心随时查询到现时停车场内停车情况；任意时刻的出入场记录并可查看相关的图像；
3、可按用户自定义的查询方案查询（万能查询），用户自定义查询方案可保存、编辑；
4、当系统满位时可向主控板发送不读卡命令，同时出卡机上的出卡按钮也失效，但通过电脑发出卡命令还是可以出卡。
5、软件可控制开、关、停闸，并且能实时检测道闸开停关状态,以及出卡机满卡、无卡、少卡、卡机出错等状态。
6、各类型的卡在满位后是否允许继续读卡、有无地感读卡、道闸关到位读卡、读卡开闸延时开闸时间可调、定点收费后
超时出场时间可调、出卡机超时未取卡自动吞卡时间可调、出卡机收卡超过收卡量的卡量可调等都是通过电脑设置来处理。
7、具有满位提示和不读卡功能。如果停车场中车位已满时，显示停车场车辆满位。同时出卡机按键取卡禁止，但电脑取
卡有效。
8、月卡用户可实现远程延期方式，主板跳线可选择月卡使用方式：1）、常规模式。2）、远程方式。3）、在出、入口进
行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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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可跳线选择是否关到位取卡、读卡，采用该方式可实现一车一卡，避免丢卡。
10、增加非法卡、非法打开道闸记录功能。
11、具有图像对比功能。
12、具有联网功能。

停车场设备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1、 读卡机所有通讯不通
1） 检查各读卡机是否正常开机 （给予正常开机）
2） 检查串口是否设置错误 （确定所使用串口）
3） 检查通讯总线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 （排除通讯线短路与断路现象）
4） RS485 通讯卡通讯芯片 75184 损坏 （更换通讯芯片 75184）
5） RS485 通讯卡损坏 （更换 RS485 通讯卡）

2、 读卡机部分通讯不通
1） 检查读卡机是否正常开机 （给予正常开机）
2） 检查读卡机机号设置是否正确 （确定机号重新设置）
3） 检查读卡板通讯芯片是否损坏 （更换通讯芯片）
4） 检查读卡板读写芯片是否损坏 （更换读写芯片）
5） 检查读卡板读写模块是否损坏 （更换读写模块）
6） 读卡板故障 （更换读卡板）

3、 读卡机正常开机后所有卡均无法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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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设备是否属有车读卡 （给予提供模拟车辆压上地感后读卡）
2） 检查读卡机时间是否正确 （给予重新加载正确时间）

4、 读卡机正常开机后部分卡无法读取
1） 检查 IC 卡是否挂失 （清除读卡机内挂失记录）
2） 检查 IC 卡是否过期 （给予 IC 卡延期）

5、 读卡机正常读卡后无法开启道闸
1） 检查读卡后读卡板有无输出开闸信号，如有开闸信号输出，说明故障在于道闸；
2） 检查读卡板与道闸之间开闸信号线是否断路 （排除断路现象）
3） 读卡板开闸输出电路光偶或三极管（9013）损坏 （更换光偶或三极管）
4）读卡板故障 （更换读卡板）

6、 进入出入管理后无进出口图像
1） 检查视频线是否插好 （插好视频插头）
2） 检查视频线接头是否老化脱焊 （重新制作视频接头）
3） 检查摄像机变压器是否损坏 （更换变压器）
4） 视频扑捉卡驱动程序的故障 （重新安装视频扑捉卡驱动程序）
5） 视频扑捉卡故障 （更换视频扑捉卡）

7、 读卡板蜂鸣器不停鸣叫
1） 读卡板存储参数错乱 （给予读卡板电池放电并重新加载参数）
2） 检查读卡板读写芯片与读写模块是否损坏 （更换读写芯片或读写模块）
3） 读卡板芯片 DS1302 损坏 （更换芯片 DS1302）
4） 读卡板故障 （更换读卡板）

8、 出卡机不出卡或不停鸣叫
1） 检查 IC 卡片是否少于应放的数量 （给予放置足量的 IC 卡片）
2） 检查地感灯是否常亮 （给予地感复位）
3） 检查 IC 卡片是否变形 （变形 IC 卡片不能放置于出卡机）
4） 出卡机线路板故障 （更换出卡机线路板）
5） 出卡机机械故障 （处理机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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