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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的停车场动态模型研究1
田佩龙， 庄亮东， 孟 欣， 胡振中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北京 10084）

【摘 要】因驾驶员对停车场内部状况缺乏了解造成停车困难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现有的停
车场管理系统不能与建筑内其他系统进行有效的信息共享。BIM 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
供了新的途径。通过研究基于 IFC 的停车场内部道路拓扑模型自动生成方法，停车位动态信息
获取与集成方法，最优路径生成方法等，建立基于 BIM 的停车场动态模型。同时，开发基于
BIM 的停车场智能管理原型系统，实现了车辆出入库管理、车位状态的可视化显示、泊车引导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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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汽车数量日益增多，停车问题也一直被社会所关注。由于停车场内部缺乏引导机制，
驾驶员对停车场内部状况缺乏了解，加上视线受阻，在寻找空余停车位时往往会出现困难，在较大型的地
下停车场内这种现象更为严重。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邓应伟[1]提出了基于遗传
算法的停车场最短路径搜索方法，并开发了车辆自动识别系统；孔郁斐等[2]提出了考虑停车场内寻车时间、
停车时间和开出时间的广义最短路径算法；金春嫣[3]研究了基于 ZigBee 和红外检测的停车位监控关键技术，
并进行了原型系统的开发。
但是，一方面现有的研究大多以某个停车场为背景，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停车场系统往往也需要针
对具体停车场进行定制，通用性较差，功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便于进行扩展；另一方面，停车场管理数
据也仅仅局限于停车场管理系统内部，不能与建筑内的其他管理系统有很好的互动，进行信息共享，无法
为驾驶员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造成上述困难的原因在于停车场系统中没有一个较为完善、通用的信息模
型作为信息共享的基础。
近几年来，BIM 技术迅速发展，为建筑内的数据共享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也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
供了一种新的方案。该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 BIM 的停车场动态模型，并阐述了该动态模型的建立过程。该
动态模型对于建立一个完善的、扩展性强、交互性强的停车场管理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停车场管理系统分析

1.1 停车场管理系统功能分析
停车场是用于保管停放车辆，包含一个或多个入口和出口的相对封闭的场所。停车场管理系统是基于
电子和信息技术，利用专业设备实现对停车场内车辆出入和动态控制的网络管理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的
主要功能包括以下几部分：
（1）车辆出入场管理：利用门禁系统、道闸控制器、车辆感应器、摄像机等实现对车辆出入停车场
的控制；
（2）计时计费及收费管理：通过记录车辆出入时间，按照计费规则计算停车费用；
（3）车辆识别功能：利用图像识别等技术识别出入场车辆的车牌、颜色、车型等，并记录车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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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停车场收费和安全管理的基础；
（4）停车位状态监控功能：采用传感器或图像识别等技术，自动监控停车场内的停车位是否被占用，
便于管理人员进行管理；
（5）泊车引导功能：能够自动计算最优停车路线，并以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引导新入场车辆驶入最适
宜的停车位；
（6）视频监控功能：利用摄像机对停车场内进行实时视频监控。
1.2 停车场管理系统信息分析
停车场管理系统在完成各项功能时，所需要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1
功能

停车场管理系统中所需信息

信息

备注

车辆出入场管理

通行卡信息

通行卡ID、通行卡类型、关联的车牌号等

计时计费及收费管理

停车时间信息

入场时间、出场时间

车辆识别功能

车辆信息

车牌号、车牌类型、车辆颜色、车型、车辆照片

停车位状态监控功能

停车位信息

停车位编号、停车位位置、停车位尺寸、是否被占用

泊车引导功能

道路信息、停车位状

停车场内道路、停车位状态、最优停车位及到达路径

态信息
视频监控功能

摄像机信息、监控视

摄像机位置、摄像机IP、摄像机监控范围、监控视频

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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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的停车场动态模型

2.1 概述
在对停车场管理系统中信息需求分析的基础上，
该研究提出了如图 1 所示的基于 BIM 停车场动态模型，
用于进行停车场管理系统中信息的组织与共享。该动态模型主要包含停车场内部道路拓扑模型、停车位模
型、车辆信息模型等几部分。
停车场内部道路拓扑模型是泊车引导功能实现的基础。内部道路拓扑模型中包含路段和节点，路段包
含道路的几何属性及与节点的连接信息等，另外，可根据需求，对路段附加额外的信息，如行驶所需时间
等；节点分为出入口节点、道路转折节点和停车位节点。停车位模型是基于 BIM 的停车场动态模型中的基
本单元，也是停车场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信息单元，停车位模型中的信息包括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两部分，
静态信息包括停车位编号、位置、尺寸、三维表示等，动态信息包括车位状态、车辆信息、实时监控视频
等。车辆是停车场管理系统中的管理对象，车辆信息模型中应包含车牌号、车牌类型、车辆颜色、车型、
车辆照片、三维表示、关联的通行卡等。

图1

基于 BIM 的停车场动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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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停车场基础模型建立
停车场模型采用 Autodesk Revit 建立，Revit 是由 Autodesk Revit 公司开发的适用于建筑、结构、机电
建模及设计软件，也是目前常用的 BIM 建模软件之一，支持导出成工业基础类（IFC）[4]格式。
在 Autodesk Revit 中编辑创建自定义的停车位族，为停车位添加停车位编号、停车位长、宽等属性，
利用自定义的停车位族建立停车场模型，并为停车位实例赋予编号等信息，以便之后进行停车位的识别与
定位。最后，将停车场模型导出为 IFC 格式的模型文件，共享给下一阶段使用。
2.3 停车场内部道路拓扑模型自动生成
利用 Autodesk Revit 导出的 IFC 格式的停车场模型文件中包含停车场的建筑物信息、出入口信息、停
车位几何信息及属性信息等，但是缺乏停车场内部道路信息，而内部道路信息是进行泊车引导的必需信息，
也是停车场动态模型中的关键信息。该研究提出了一种停车场内部路径生成算法，用于自动生成停车场内
部道路拓扑模型。
基于清华大学课题组开发的 IFC 文件解析接口[5]，可将 IFC 中的模型信息解析成可识别的包含几何信
息和扩展属性的模型构件信息，利用扩展属性识别出停车位模型信息，经过以下步骤，自动生成停车场内
部道路拓扑模型，如图 2 所示。
（1）识别停车场中非道路区域：根据 IFC 模型构件（停车位、柱、停车场外墙等）的几何信息提取
其平面轮廓，通过设定阈值，将两两之间距离较近的平面轮廓融合到一起，从而形成非道路区块平面信息，
其中含编号的区块部分为停车场内非道路区域，停车场外轮廓为停车场边界；
（2）分割形成局部道路矩形块：将道路区域按照与非道路区域的相邻条件划分为不同的矩形块，首
先生成包含两条与非道路区域相邻的边的矩形块，然后用矩形块填充剩余道路区域。不同矩形块的边界条
件不同，矩形块中与非道路区域相邻的边为不可通边，与其余道路矩形块相邻的边为可通边，与部分非道
路区域相邻的边为半可通边；
（3） 生成局部道路信息：根据局部道路矩形块的不同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生成矩形块内道路信息，
取局部道路区块的可通边中点或半可通部分中点为该局部道路一个出口点，将矩形块中心点依次与所有出
口点相连，形成局部道路信息；
（4）建立整体道路拓扑模型：将局部道路相互连接，同时，根据停车位的开口方向将其映射到最近
的道路上，从而建立整体道路拓扑模型。

(a) 停车场 Revit 模型

(b) 停车场中非道路区域

(c) 道路区域分割成局部道路矩形块
图2

(d) 道路拓扑模型

停车场内部道路拓扑模型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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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停车位动态信息获取与集成
停车位的编号、位置、尺寸等属于停车位的静态信息，而要完成停车场的日常管理功能，还需要停车
位状态（是否被车辆占用）
、通行卡信息（卡号等）
、车辆信息（车牌号、车辆颜色、车型、车辆照片等）
、
停车位实时监控视频画面等动态信息，这些动态信息可通过与停车位关联形成统一的停车位动态模型，作
为基于 BIM 的停车场动态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停车位状态信息获取的方式包括传感器识别和图像识别两种。传感器识别中常用的方式包括红外检
[3]
测 、地感线圈[6]、地磁感应[7]等；图像识别主要是利用摄像机拍摄图像，对比停车位被占用前后图像特征
变化识别停车位状态[8-9]。获取的停车位状态信息以属性的方式关联到停车位模型中，当停车位状态变化时，
实时更新该状态值，同时，更新停车位的模型表现。在本研究中，车辆信息的获取主要采用图像识别[1]的
方式，利用车牌识别一体机等设备，在车辆入场时获取车牌、车辆颜色、车型和车辆照片信息，并与已存
的车辆三维模型进行比较，提取相似的模型关联到该车辆信息中，在车辆占用停车位时，将车辆三维模型
同时显示在停车位上。通行卡信息在车辆入场时从读卡器获取并关联到车辆信息上。
2.5 最优路径信息生成
当车辆进入（驶离）停车场时，需要能找到最优的到达可用车位（出口）的路径。最优路径信息可采
用实际最短路径，也可采用考虑实际停车时间[2]、灰熵[10]的广义最短路径。最短路径算法常采用 Dijkstra
算法[11]、Floyd 算法[12]和遗传算法[1]等。
基于 BIM 的停车场动态模型中包含整体道路拓扑模型，在拓扑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实现最短路径算法，
生成最优路径信息，也可以给道路拓扑模型中的路段或节点赋予时间等属性，实现广义最短路径算法，生
成最优路径信息，集成到动态模型中。在本研究中，利用 Dijkstra 算法对上述理论进行验证。在实际使用
中，可通过指示牌、手机应用等方式将最优路径信息传达给驾驶员，用于泊车引导等。

3

应用案例

为了验证基于 BIM 的停车场动态模型的有效性，作者在清华大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基于 BIM 技术的机
电设备智能管理系统（BIM-FIM）[13]的基础上设计开发了基于 BIM 的停车场智能管理原型系统。同时，
利用一体化摄像机、网关、服务器等搭建小型的停车场服务系统，进行应用测试，如图 3 所示。

图3

案例应用情况

首先利用 Revit 编辑创建自定义停车位族，利用该族创建停车场基础模型，导出成 IFC 格式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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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在 BIM-FIM 中解析 IFC 中的停车场模型信息并自动生成内部道路拓扑信息，利用 Dijkstra 算法生成
车位到停车场出入口的最短路径，利用外部监测设备获取车位状态信息并集成到静态模型中，最终形成基
于 BIM 的停车场动态模型。利用该动态模型，进行车辆出入库管理、车位状态查询、泊车引导等。

4

结

论

本研究在对停车场管理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其内部包含信息内容，提出了基于 BIM 的停车场动态
模型。同时，通过研究基于 IFC 的停车场内部道路拓扑模型自动生成方法，停车位动态信息的获取与集成
方法，最优路径信息的生成方法等，给出该动态模型的建立路线。最后，通过在 BIM-FIM 的基础上设计
开发基于 BIM 的停车场智能管理原型系统，
实现了车辆出入库管理、
车位状态的可视化显示、泊车引导等，
对该动态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
因为时间仓促，
该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最优路径信息生成方面，
在原型系统中实现 Dijkstra
算法，对其它优化算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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