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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

系统和方法，包括运输轨道、匝道枢纽、运输机、

控制系统组成。运输轨道是运输机输运汽车的专

用轨道，设置双向轨道。匝道枢纽是将汽车在公

路路面和运输机之间进行移动的枢纽，由等候

室、转折通道、迎接站组成。运输机是安装在专用

轨道上运输汽车的机车，机车前部、两侧、后部装

有采光玻璃，内部配有操作台、轮胎固定器。控制

系统包括通讯网络、客户端APP、运输机控制程

序、匝道枢纽控制面板，负责整个运输系统的运

行调度和操作控制。本发明提供了一套安全快捷

的中长距离的小轿车高速输运的系统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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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运输轨道(1)、匝道枢纽(2)、运

输机(3)、控制系统四部分；

所述运输轨道(1)是运输机(3)的输运道路，为双向轨道，分别布设在高速公路(4)的两

侧，或者集中安置在高速公路(4)的中间隔离带上空；

所述匝道枢纽(2)是汽车由公路路面进入运输机(3)或从运输机(3)回到公路路面的枢

纽系统，包括等候室(2‑1)、折转通道(2‑2)、迎接站(2‑3)；

所述运输机(3)是小轿车运输系统的载体；

所述的控制系统包括通讯网络、客户端APP、运输机控制程序、匝道枢纽控制面板，是整

个运输系统的指挥和管理中心，负责整个运输系统的调度和控制功能，安置在控制室(5)

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运输轨

道(1)的轨道铺设在高架桥上，轨道高于高速公路(4)路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运输机

(3)为流线型箱体结构，尾部或侧面开启，让需要运输小轿车被装入和移出，内部安装有操

作台，地面具有可调节的固定小轿车的轮胎固定设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运输机

(3)前部和部分侧面为玻璃材质用于采光。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运输机

(3)的尺寸根据实际需要确定，要求安装必要设备之外可以容纳7座及以下的小轿车，其形

状通常为流线型箱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运输机

(3)是一种无人驾驶的智能传输系统。

7.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一种高

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S1：客户端APP行程预约；

S2：运输机(3)输运过程。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方法，其特征在于，

S1包括以下子步骤：

S11：小轿车司机在客户端APP进行形成预约，输入车辆型号及起点终点、出发时间等信

息；

S12：服务终端接收预约信息，进行计算分析，给出是否可以满足出行需求，如果满足预

约完成，如果不满足，则给与最早出行时间安排，预约人确认是否确认预约；

S13：预约完成后进行运输机(3)的调度与准备工作，运输机(3)在出发的高速公路(4)

入口做好接车准备。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方法，其特征在于，S2包括以下子

步骤：

S21：在出发地的高速公路(4)入口，小轿车驶入等候室(2‑1)；

S22：匝道枢纽将等候室(2‑1)中的小轿车移动至折转通道(2‑2)；

S23：经由折转通道(2‑2)进行旋转和移动进入迎接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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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4：匝道系统将迎接站(2‑3)的汽车移动至运输机(3)；

S25：将汽车在运输机(3)内部固定好，通过操作台完成登机确认，关闭运输机(3)舱门，

完成运输机(3)内部环境要求的设置；

S26：司机和乘客在小轿车内部落座，系好安全带，在客户端APP或操作台确认启动；

S27：运输机(3)开始高速输运，期间实时展示相关信息；

S28：运输机(3)到达终点后，匝道枢纽(2)将小轿车从运输机(3)移动至迎接站(2‑3)；

S29：在匝道系统的运移作用下，将迎接站(2‑3)的小轿车经由折转通道(2‑2)移动至等

候室(2‑1)；

S2‑10：小轿车驶离等候室(2‑1)，回到公路路面，完成输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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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系统和方法，适用于在高速公路出入口之

间输运小轿车。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电池续航能力和高速路充电桩供不应求的局面所限制，新能源汽车在中长远

距离出行上几乎是不可能实现，这也极大制约了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推广。

[0003] 当前存在小轿车中长远距离长途奔袭，高速公路运力大，交通事故频发、电动汽车

续航能力不足，充电桩供不应求等困难，特别给家庭小轿车的出行带来了严重的阻力。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高速公路小轿车出行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

输系统和方法，可以有效缓解小轿车长途远距离出行的难题，特别是家庭小轿车的长途旅

行，同时可以有效降低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发生率，有助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推广和蓬勃发

展。

[0005] 本发明是通过在高速公路两侧安装轨道或磁悬浮系统，实现小轿车乘坐“高铁”的

输运目标。

[0006] 一种高速公路小轿车汽车输运系统，包括运输轨道、匝道枢纽、运输机、控制系统；

其中运输轨道是建设在高速公路两侧或中间隔离带上方的双向轨道，可以是高铁轨道，也

可以是磁悬浮轨道。匝道枢纽由等候室、折转通道、迎接站组成，是小轿车从公路路面进入

运输机或者从运输机回到公路路面的枢纽工具。运输机是运输小轿车的载体，安装在运输

轨道上，以电力为主要驱动力。所述的运输机是一种全封闭的具有通风、采光功能的流线型

箱体结构，包含智能控制器。

[0007] 控制系统包括通讯网络、客户端APP、运输机控制程序、匝道枢纽控制面板，负责整

个运输系统的调度和控制功能。

[0008] 优选地，运输轨道是建设在高速公路两侧或隔离带上方的专用轨道，是小轿车运

输机的专有轨道。

[0009] 优选地，匝道枢纽是小轿车上下运输机和整个输运系统的枢纽工具，主要通过传

送带、转向机等自动传输设备进行小轿车的移动操作。

[0010] 优选地，运输机一种尾部或侧面开启，让被运输汽车被装入和移出，内部安装有操

作台，具备可以输入目的地，设置传输速度，调节内部温度和光照等基本功能，地面具有可

调节的固定汽车的设备。

[0011] 优选地，运输机前部和部分侧面为玻璃材质用于采光，顶部可以是玻璃也可以是

其他材质，整体具有采光、通风、通讯功能的系统。

[0012] 优选地，运输机的尺寸根据实际需要确定，要求安装必要设备之外可以容纳7座及

以下的小轿车，其形状通常为流线型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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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地，控制系统是高速运输系统的大脑和神经中枢，由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系统

组成，负责整个运输系统的调度和控制功能，通过通讯网络与客户端APP保持实时联通，通

过控制程序对整个运输系统进行控制。

[0014] 本发明提供的传输系统依托现有的高速铁路技术或者磁悬浮技术实现运输机及

其被运输汽车和人的高速运输。

[0015] 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方法，采用所述一种高速公路的小轿车运输系统，包

括以下步骤：

[0016] S1：客户端APP行程预约；

[0017] S2：运输机输运过程

[0018] 优选地，S1包括以下子步骤：

[0019] S11：小轿车司机在客户端APP进行形成预约，输入车辆型号及起点终点、出发时间

等信息；

[0020] S12：服务终端接收预约信息，进行计算分析，给出是否可以满足出行需求，如果满

足预约完成，如果不满足，则给与最早出行时间安排，预约人确认是否确认预约；

[0021] S13：预约完成后进行运输机的调度与准备工作，运输机在出发的高速公路入口做

好接车准备。

[0022] 优选地，S2包括以下子步骤：

[0023] S21：在出发地的高速公路入口，小轿车驶入等候室；

[0024] S22：匝道枢纽将等候室中的小轿车移动至折转通道；

[0025] S23：经由折转通道进行旋转和移动进入迎接站；

[0026] S24：匝道系统将迎接站的汽车移动至运输机；

[0027] S25：将汽车在运输机内部固定好，通过操控平台完成登机确认，关闭运输机舱门，

完成温度、光度等运输机内部环境要求的设置；

[0028] S26：司机和乘客在小轿车内部落座，系好安全带，在客户端APP或操作台确认启

动；

[0029] S27：运输机开始高速输运，期间实时展示位置、导航、速度、温度等相关信息；

[0030] S28：运输机到达终点后，匝道枢纽将小轿车从运输机移动至迎接站；

[0031] S29：在匝道系统的运移作用下，将迎接站的小轿车经由折转通道移动至等候室；

[0032] S2‑10：小轿车驶离等候室，回到公路路面，完成输运过程。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4] 本发明提供了一套安全快捷的中长距离的小轿车高速输运的系统与方法。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结构的示意。

[0036] 图2为小轿车在运输机内部的固定示意图。

[0037] 图3为本发明的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

[0038] 图1中1是运输轨道，2是匝道枢纽，2‑1是等候室，2‑2是折转通道，2‑3是迎接站，3 

是运输机，4是高速公路，5是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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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9] 结合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

[0040] 如图1所示，一种高速公路的汽车输运系统包括运输轨道1、匝道枢纽2、运输机3。

一种高速公路小轿车汽车输运系统，包括运输轨道1、匝道枢纽2、运输机3、控制系统；其中

运输轨道1是建设在高速公路4两侧或中间隔离带上方的双向轨道，可以是高铁轨道，也可

以是磁悬浮轨道。匝道枢纽由等候室2‑1、折转通道2‑2、迎接站2‑3等组成，是小轿车从公路

路面进入运输机3或者从运输机3回到公路路面的枢纽工具如图2所示，运输机3是运输小轿

车的载体，安装在运输轨道1上，以电力为主要驱动力。所述的运输机3是一种全封闭的具有

通风、采光功能的流线型箱体结构，包含智能控制器。

[0041] 如图3所示，控制系统包括通讯网络、客户端APP、运输机控制程序、匝道枢纽控制

面板，负责整个运输系统的调度和控制功能。

[0042] 实施例一

[0043] 当一辆小轿车需要从一个地方出发到另一个地方，可以通过一种高速公路的汽车

输运系统进行小轿车的高速运输。小轿车到达离出发地点最近的匝道枢纽2，等候室2‑1，然

后经由匝道枢纽2将小轿车移动至运输机3。然后在控制系统输入目的地，运输机3将在运输

轨道1  上开启高速运行，小轿车的司机和乘客只需要坐在小轿车内部，系好安全带，可以休

息或工作。当运输机3达到目的地的匝道枢纽2之后会驶入匝道，匝道枢纽2将小轿车从运输

机3  移动至公路路面，司机驾车驶离匝道枢纽2，完成本次小轿车输运工作。

[0044] 匝道枢纽2、运输机3的设计和研发是整个技术发明的前提和基础，本发明设计一

种可以将小轿车从公路路面移动至轨道运输机3的匝道枢纽2，用于实现小轿车“乘坐高铁”

的目的。设计一种可以装在7座及以下小轿车的箱体结构，箱体结构安装在轨道或磁悬浮系

统，通过控制系统进行控制，通过电力系统进行驱动。运输机3除满足运输功能外，还具备采

光、通风、娱乐等基本功能，保证轿车司机和乘客的舒适性。

[0045] 控制系统是高速公路汽车输运系统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主要负责运输机3的调度

和运行、安全方面。

[0046] 运输机3运输小轿车主要步骤：

[0047] 1)在出发地的高速公路匝道枢纽2入口，汽车驶入等候室2‑1；

[0048] 2)匝道枢纽2将小轿车移动至运输机3；

[0049] 3)将汽车在运输机3内部固定好，通过操作台完成登机确认，关闭运输机3舱门，完

成温度、光度等运输机3内部环境要求的设置；

[0050] 4)司机在操作台确认启动，运输机3开始高速输运，要求司机和乘客在小轿车内部

落座，系好安全带；

[0051] 5)运输机3到达终点后，离开高速运输轨道，进入出口匝道枢纽2；

[0052] 6)匝道枢纽2将小轿车移动至公路路面，完成输运工作。

[0053] 如果运输机3在输运小轿车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比如出发烟雾报警器、火灾报警

器等紧急情况，运输机3将紧急停车制动，并全线进行调度避让和暂停，同时立刻启动应急

预案，进行人员疏散，确保乘客的生命安全。

[0054] 实施例二

[0055] 本实施例的运输方法是一种依托高速公路网络进行智能化、高速化输送小轿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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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服务终端通过通讯网络系统与客户端APP、运输机3操作台实时连同，实时定位运输机

3的位置信息，控制运输机3的开启与关停。

[0056] 客户端APP行程预约步骤如下：

[0057] 1、小轿车司机在手机APP或网络客户端进行形成预约，输入车辆型号及起点终点、

出发时间等信息；

[0058] 2、服务终端接收预约信息，进行计算分析，给出是否可以满足出行需求，如果满足

预约完成，如果不满足，则给与最早出行时间安排，预约人确认是否确认预约；

[0059] 3、预约完成后进行运输机3的调度与准备工作，运输机3在出发的高速路入口做好

接车准备。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14834490 A

7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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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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