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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智慧停车平台 



智慧停车平台是一个提供运营管理服务，实现停车场管理方远程监管的云端服务管理平台。通过4G网络、互联网与线下智能设备进行通讯，实现数据的实时交互传输，

及时汇聚分析。实现了停车系统云管理、车场数据云存储、财务报表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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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平台为管理者提供强大的远程管理服务，同时依托微信端功能拓展了三类服务，包括“用户服务”、“商家服务”与“停车场服务”。其中微信端“用户服

务”可实现停车场导航、反向寻车（需车位引导支持）、手机支付停车费、电子发票、防盗锁车等功能；微信端“商家服务”可实现生成动态二维码扫码优惠、减免

优惠、记录查询等功能；微信端“停车场服务”可实现“车辆查询”、  “缴费记录”、  “延期记录”等功能。 

 

         远程监管智能化 

 

为停车场管理方提供运营

管理远程监管，全面掌握

车场数据与最新动态 

 
 

     

         电子支付标准化 

 

满足微信和支付宝的电子

支付并全面支持微信、支

付宝、建行和银联的无感

支付型，减少了收费人员

接触现金 

 

 
 

        数据记录清晰化 

 

各种数据记录实时更新存

储，一目了然，同时智能

分析报表为停车场管理提

供运营支持 

 

 

 

        远程监管智能化 

 

平台分别为有牌车和无牌

车的进出场自助缴费提供

了多种解决方案，减少车

场管理人员数量，有效降

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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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支付 

支持微信、支付宝、建行、招行、工行、农行、第三方聚合支付 

支持微信无感、支付宝无感、建行无感、银联无感、招行无感、工行无感、农

行无感、ETC无感支付 

 

智能二维码 

智能车道二维码可以有效解决无牌车扫码进出收费，同时也适用于有牌车出口

扫码缴费，全面支持微信、支付宝多码合一，扫码免输车牌，直接显示停车收

费信息，拒绝等待，缴费即开，更加安全智能。智能二维码支持提前张贴二维

码，管理员扫码即可绑定对应车场车道 

电子发票 

支持车主通过微信／支付宝缴费后，开具电子发票功能，车主选择选择支付订

单，输入开票相关信息，即可完成电子发票下载 

电子优惠券 

电子优惠券的生成发放方式灵活多样化，包括平台输入车牌优惠或平台生成固

定优惠码，车主扫码领券：支持微信端输入车牌优惠、微信端生成动态二维码

优惠。同时，平台支持生成批次优惠券，输入优惠张数，生成PDF文件打印发

放给车主，简单方便 

访客车管理 

访客车登记可以通过微信端商家服务模块或web端访客车管理模块输入车牌完

成，车辆在登记时间段内可任意出入车场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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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 
用户中心（微信公众号）、商家中心（微信公众号）、停车场服务（微信公众号）、微信无感（小程序）、支付宝APP、招行APP、建行APP、工行APP、移动管理终端 

 扫码支付       无感支付       电子发票       电子优惠券       智能报表 

平台层 

支付服务 远程管理 

扫码支付 
 微信    支付宝    建行   招行一网通    农行    第三方聚合支付  

无感支付 
 微信    支付宝    建行   招行    工行    农行   银联    ETC无感支付  

集团物业管理 商家服务 

对接服务 

标准业务API                                                               第三方对接 

移动互联网（4G）                      有线网络 

云服务数据交换层 

网络层 

机器人值守系统 嵌入式终端收费系统 智能二维码无人收费系统 

道闸一体机 车牌识别一体机 车牌识别摄像机 

系统 
方案层 

硬件层 

第三方平台/系统对接 

交警等公共平台对接 

第三方支付渠道平台对接 

车牌优惠 

动态码/固定码优惠券 

访客车管理 大数据图表 

智能报表 

   ...... 开放平台 

广告中心 

停车管理 

设备状态监控 

互联网对讲 

平台车牌纠正 

远程开闸 

平台缴费 

异常放行管理 

优惠券发行 

纸质优惠券 

商家收支明细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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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与全视角集团化管理 

平台通过互联网管理多个不同区域的停车场，平台数据实时监控、管理更方便快捷 

  

平台整合轻松接入 

为了兼容您自己的管理平台，全面开放数据接口，平台对接简单快捷 

  

强大的报表数据分析功能 

管理处可实时掌握各个停车场的收费运营状态，对线下各个停车场财务报表汇总分

析，实时掌握财务数据，统计工作变得更加简单 

  

资金结算实时安全 

停车场每笔收入实时到账至停车场收费方的微信、支付宝企业账户里面，可申请提

现到对公银行卡 

提供全面强大的收费报表，查询、核对简单高效、杜绝收费漏洞，省时省力更省心 

• 构建智慧停车场体系，停车场运营决策支撑 

• 采用分布式架构，系统更稳定，响应速度更快 

• 多码合一任性扫，部署简单又方便 

• 专业的研发运维和技术支持团队提供全天候服务 

车流量分析 月租车管理 自助停车 缴费流水 订单管理 

停车场状态 充值分析 报表管理 总收入分析 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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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服务为车主提供免APP安装的便捷停车服务，车主只需要打开微信公

众号进入用户中心，即可给月租车快速充值延期、查看车辆停车订单、开具电

子发票、开通无感支付车辆出场不停留。支持场内预缴费、无感支付、月租车

充值延期、车位预约导航、锁车挪车、电子优惠券、电子发票等功能，随时随

地让您享受尊贵的停车体验。 

用户中心-用户端 月租车续费 

公众号缴费 更多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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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服务为商场商铺提供便捷快速的停车费打折优惠功能，优惠方案包括

减免金额、优惠时间、打折优惠；优惠方式包括车牌优惠、车主扫码优惠、纸

质二维码优惠等。商家通过停车优惠的促销方式给车主进行停车费减免，吸引

客户来消费，提升门店客流量，让车主和商家收益。 

用户中心-商家服务 车牌优惠 

动态二维码优惠券 优惠券记录-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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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场服务为物业管理员提供多样化的查询功能，包含了临时车缴费记录、

车位续期记录、车辆查询等。 

为停车场物业管理方提供了更加方便的随时随地移动查询服务。 

用户中心-停车场服务 车辆收费记录 

月租车充值记录 固定车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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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机器人值守解决方案 

• 高清车牌识别系统（T16） 

• 智慧停车值班管理中心 

• 机器人系统 



机器人值守的收费管理系统是为用户构建一个快速高效、便捷舒适、安全

保障的停车场收费管理解决方案。是以车牌识别为技术基础，以多样化自助缴

费为收费方式，以智慧停车管理中心可视对讲和移动岗手持终端设备为应急方

案，从而实现无人值守自助停车，并将革命性的管理模式帮助您降低运营车场

的人工成本、提高车辆进出的通行效率、提升物业的管理水平。 

推荐方案一 

机器人+道闸一体机 

推荐方案二 

机器人+智慧眼V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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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牌车出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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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平台
远程管理 

多样化支付 
方式 

无牌车自助进
出场 

自助现金缴费 
红包找零 

电子发票 电子优惠券 

访客车辆管理 月租车自助充
值延期 

车位预约功能 

一键呼叫 
可视对讲 

防盗锁车 值班管理中心 

•  机器人值守取代保安值守，满足保安95%以上的收费工作，为物业减少了人工成本 

•  多样化电子支付功能取代了人工收费，杜绝收费漏洞问题 

•  无感支付、场内预付、出口快速电子支付避免车辆进出拥堵，提高车主体验度 

•  自助现金缴费，微信红包找零，为手机没电的车主、老人无智能机车主提供支付通道 

•  智慧停车平台远程管理，随时随地查看和管理停车场运营状况 

•  电子发票功能，为车主提供停车发票，正规的停车发票凭证或报销使用 

•  灵活多样的电子优惠券方案，便于商家吸引车主停车消费 

•  遇到异常情况，可一键呼叫管理远程协助，更有超时自动呼叫功能，不必担心车主不会操作的问题 

•  停电、断网、设备故障，采用手持终端机管理车辆进出，不影响停车场正常收费 

•  液晶显示屏，广告随时加，突显企业品牌和企业形象，属附加增值功能 

系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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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6高清车牌识别管理系统集成了先进的车牌自动识别技术、软硬件融合控制技术、互联网与电子支付技术于一身。该系统高度集成，布局简洁，软件支持多种

主题切换。拥有强大的报表功能，让数据分析处理更合理简便。同时人性化的将摄像机管理模块嵌入至软件，让摄像机调试维护更加简单快捷。T16系统最大的特点

就是相比于其他系统安装更简单、调试更简便、维护量更少；同时能适用于环境复杂、功能要求齐全、性能要求高的场合。 

软件登录界面 软件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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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无感支付 

完美对接ETC无感支付，车辆进出识别时与ETC读卡信息校验，提高识别率，车辆出场时自动通过ETC无感扣费出场 

在线监控对讲和值班管理中心 

在线监控或者值班管理中心支持网络对讲，在设备端主动呼叫或者被动呼叫时，设备跟软件系统直接对讲，实现软对硬的对讲功能 

多样化电子支付 

支持微信、支付宝、建行、招行等7种电子支付，支持7种无感支付；当然这里所说的多样化电子支付同时也包括场内扫码预缴费公众号缴费、出口扫码缴费等多种

支付方式 

无牌车自助扫码进出场 

车主使用微信／支付宝直接扫描车道二维码可进出停车场或根据物业方需求可设置扫码后输入车牌号进出场。同时在扫码时支持车辆检测判断功能，如车道无车辆

时则不允许扫码 

多车位多车功能 

合理的管理一个车主，多辆车对应多个月租车位情况。对同一业主停在车场，超过所买车位数的那部分车进行收费或者禁止入场管理。为物业和车主提供了完美解

决方案 

通行设置 

按照车辆类型和星期时间段设置，对某类车进行限制通行 

脱机管理 

在系统脱机状态时，车辆可以正常脱机进出收费，完全不受主机或者服务器的工作状态影响，即使是网络突然发生故障而瘫痪也能保证内车辆可以计费出场，保障 

了系统在各种突发状态下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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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值班管理中心软件是解决无人值守的应用场景下，停车场管理

员通过后台软件监管与统筹整个车场的实时车辆进出状况管理，并及时处理

车主的对讲帮助或异常事件，快速处理车道的突发情况。通过管理中心处可

手动输入车牌进出场、手动开关闸、手动匹配入场记录、修改收费金额、对

未识别车辆重新触发识别、一键远程岗亭客户端软件系统桌面等应急处理操

作，同时支持人员管理、固定车辆管理、报表查询等财务和管理员常用功能，

实现岗亭和车道无人化和集中化管理，极大的节省人力物力，给停车场管理

员带来便利，保证整个停车场系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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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路监控画面 

一台PC最多支持32路监控画面，每页16画面分两页显示，可自由切换显示 

实时监控所有车道 

值班管理中心软件车道采用动态刷图，实时显示车道“动态”画面，同时支持查看单个车道实时视频，确保第一时间发现车道异常并及时处理 

设备实时状态监视 

对停车场设备状态进行全天候监控，实时显示各车道异常信息，便于管理员分析当前车道遇到的问题，为排除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一键视频求助呼叫 

当车主遇到事故和异常等情况，可通过网络对讲，寻求管理中心的帮助。支持主动和被动呼叫、拒接和挂断呼叫地感联动（二次确认机制防误 

触发、车辆超时停留自动呼叫），可视对讲等 

远程桌面 

值班管理中心软件可直接远程停车场系统局域网的任何一台岗亭电脑，远程处理相关问题，让停车场的管理省时又省力 

完善的应急事件处理机制 

手持终端机可对停车场车道进行修改金额、模糊匹配、取消收费、开关闸、触发再次识别、手动入出场等应急处理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操作员权限管理 

根据不同管理员所属的权限组，享受对应的权限操作，保障用户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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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机器人应用于停车场无人收费场景，它解决了

车辆进出显示和播报车辆进出信息；解决了无牌车自助扫码

进出场或取二维码小票进出；解决了车辆出场自助缴费包括

扫屏幕二维码缴费、付款码被扫缴费、现金自助缴费微信红

包找零等多种自助缴费方式；通过视频对讲呼叫到监控中心

或管理员手机，处理应急事件。从而实现了停车场无人收费，

监控中心集中管理，保证整个停车场系统正常运行的同时为

物业减少人工成本，提高用户体验。 

M3机器人 M2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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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对讲 

15英寸液晶显示屏 

手机扫码进出 

无人化停车缴费 

M3机器人 M2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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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嵌入式停车收费解决方案 

• 智慧停车管理系统（EPT） 

• 嵌入式停车收费终端 

 



嵌入式停车收费系统是专为标准化车场项目打造的集成管理软件与数据库服务于一

体的一个最佳应用方案。其完美的传承了基于PC收费系统的功能全部优势，免安装调试、

免服务器、一键上云、上电就能用，实现了由原来的停车场项目型系统变革为商品化案

例的升级转型，弱化了停车场的维护技术难度，提升了产品的服务价值。（注：嵌入式

停车收费终端(英文全称：Embedded Parking Charge Terminal，缩写简称：EPT)） 

• 设备即插即用，人性化向导，调试一步到位 

• 远程运维可通过互联网直连岗亭EPT嵌入式主机 

• 支持服务器、岗亭客户端、中央收费等多种应用模式 

• 系统配置灵活，支持多进多出管理基本覆盖停车场的各类需求 

• 支持EPT嵌入式收费终端直连智慧停车平台、一键上云 

• 支持车道码支付、车场码支付场景，支持多种电子支付方式 

• 可配合智慧停车平台智能二维码技术实现无人收费的解决方案 

• 可配合PC监控管理中心软件与对讲版固定码车道电子缴费机实现无人值守解决方案 

方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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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值守场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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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收费场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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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方式 

云平台提前缴费 出口钱包付款码被扫 出口扫车道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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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停车收费终端是一款高集成度与高性价比的停车场终端产品，采用专业的嵌入式Linux系统，内置停车场收费管理应用软件和MySQL数据库，实现即

插即用，免装数据库、免装软件，真正产品化的停车收费终端产品。应用软件的页面布局简洁美观，按照用户习惯对每一个设置项进行了归类设计，让用户使用

起来更加快速掌握配置使用，它具有强大的报表功能，让财务对账，数据分析更加简单。系统支持一键远程调试，支持跨地域互联网对多个项目远程调试，减少

技术人员现场调试指导工作，为客户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登陆界面 软件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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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收费标准计费方式 

灵活设置收费标准模式，分为24小时收费模式、分白天夜间段收费模式、设定时间以及按次收费不计时四个模式，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配置 

自定义设置分时段控制补光和音量 

在软件中可自定义设置不同的时间补光灯的亮度等级，保证夜间识别率的同时，让光线柔和不刺眼，设置不同时段的音量等级，音量适宜不扰人 

摄像机设置与调试 

软件中集成了摄像机调试模块，在项目调试时，直接在软件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摄像机设置与调试，非常方便 

支持主辅相机 

对于复杂的现场环境，多方向来车，道路过宽等场景下，可使用一个口带两个摄像机，保证车辆正常识别进出场 

多车位多车功能 

合理的管理一个车主，多辆车对应多个月租车位的情况。对同一个业主停在车场，超过所买车位教的那部分车进行收费或者禁止入场管理。为物业和车主提供了完美解 

决方案 

强大报表功能 

10个报表详细分类，直观展示数据信息，让财务对账、数据分析更加简单便捷 

脱机管理 

在系统脱机状态时，车辆可以正常脱机进出收费，完全不受主机或者服务器的工作状态影响，即使是网络突然发生故障而瘫痪也能保证场内车辆可以计费出场，保障了 

系统在各种突发状态下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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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停车收费终端（EPT）是一款高集成度与高性价比的停车场终端产品，采用专业的嵌入式Linux系统，可外接VGA显示器、USB鼠标键盘、U盘等。具备两种设

备模式：服务器模式和客户端模式，可单机使用也可多进多出组网使用，内置停车场收费管理应用，实现了现有岗亭电脑收费、图像对比，开闸放行、报表查询等功能。

解决了停车场系统管理电脑故障率高、维修等烦恼，杜绝了恶意删除系统文件破坏电脑系统的问题，避免了局域网等介质带来的病毒影响。保障了系统全天候正常收费，

同时降低了维护成本，提升了物业管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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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优势 

专用于停车场管理的Linux系统 

支持出口收费、场内预缴费等多种缴费模式 

丰富外围接口，自带8网口百兆交换机 

自带服务器，免装数据库，免装软件 

支持服务器、岗亭客户端、中央收费等 

多种应用模式 

支持接入智慧停车大平台 

即插即用，人性化向导，调试一步到位 

可接入PC监控管理中心软件，实现报表、 

车辆登记等操作 

支持远程调试，一键升级维护 

分辨率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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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无线通V2.0停车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无线通V2.0停车管理系统解决方案是集成了“智慧停车设备开放

平台”、“智慧停车平台”、“智慧硬件终端”各系统优势的综合性

解决方案，其继承了智慧停车平台的运营和管理能力，同时又具有对

智慧硬件终端的在线管理能力，努力解决了设备跨地域连接与去中心

化管理的问题，赋能于停车场的实践应用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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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层 

报表服务 远程管理 

相机参数配置 支付订单详情 停车订单详情 EPT参数配置 远程开闸 

平台缴费 月租车详情 订单详情 异常放行管理 设备状态监控 

接口开放对接服务 

移动互联网（4G）                               有线网络 

高清车牌识别摄像机 嵌入式停车收费终端（EPT） 

相机终端管理模式 相机终端+嵌入式停车收费终端（EPT）管理模式 

网络层 

接口层 

方案 

硬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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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终端管理模式一 

适用于固定车辆较多、临时车辆少的简易型停车场（采用智能二维码自助停车方案，适合于纯电子支付的管理模式） 

34 



相机终端管理模式+EPT终端管理模式二 

适用于车位数量少，高峰出行流量大，跨地域部署的复杂型停车场（采用智能二维码技术加嵌入式收费终端（EPT）岗亭

管理模式，适合于电子支付和人工收费的混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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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终端管理模式+EPT终端管理模式三 

综合了模式一和模式二的停车场部署方式，根据车道类型的不同属性设置，可适用于复杂结构管理模式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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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终端直连平台模式&EPT终端直连平台模式 



多样化移动电子支付 

 

融合聚合二维码技术实现场内

扫码缴费与出口扫码缴费不同

场景，默认支持微信支付宝

APP入口的多种支付方式。同

时，满足车场的各类无感支付

要求 

财务报表云统计 

 

云平台与设备终端的订单数据

实时交互传输及时汇聚分析，

多维度的财务报表展示清晰明

了、实时查看，降低管理成本 

自助停车更简单 

 

支持无牌车主直接扫码入场或

输入临时车牌号入场，以及无

牌车主自助扫码出场缴费。有

牌车出场自助扫码极速获取订

单详情，免输车牌直接缴费放

行 

设备远程维护 

 

支持设备运行异常时云平台主

动推送消息给微信管理员，第

一时间掌握车场运行状态。登

录平台可查看设备运行状态与

异常订单信息以及人工平台开

闸等操作 

云端数据高效管理 

 

支持云平台对停车场终端设备

所有数据资源统一管理，并对

系统资源进行灵活分配、智能

调度，具备跨区域云管理能力

，实现在线停车扬的高效资源

管理 

多场景全覆盖 

 

可针对跨地域复杂结构的标准

功能型停车场，通过相机终端

与嵌入式停车收费终端(EPT)

，更加灵活的设备组合方案，

实现停车项目施工 

系统配置云端调试 

 

基于互联网技术与智能硬件技

术，实现在云端进行对车场系

统的参数管理与调试，提高了

工作效率，节约了维护成本 

数据接口开放 

 

提供完整的标准化数据开发接

口，可直接与第三方平台进行

对接，实现停车场数据二次应

用开发的增值服务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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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智能硬件 

• 高清车牌识别摄像机 

• 自助停车终端 

• 道闸一体机 

• 车牌识别一体机 



       脱机收费型摄像机是专门针对停车场行业，推出的基于嵌入式的智能高清车牌识别一体机产品，采用高清宽动态图像传感器和高稳定性处理芯片，具有高清晰度、高

帧率、低照度、高色彩还原度等特点。通过接收来自车检器、视频检测信号，对经过出入口或重要交通路口等场景车辆进行抓拍并识别，并将抓拍图片及识别号牌等信息

通过网络快速上传。产品具备高性能、多功能性、高适应性、强稳定性等特点，是停车场管理系统车牌识别功能的最佳应用产品。 

识别车牌 

支持牌照类型：普通蓝牌、黑牌、黄牌、军警车牌、新式武警车牌、使馆车牌、港澳进出大陆车牌、

民航车牌、新能源车牌、应急车牌 

识别特征：号码、颜色、类型、宽度 

输出结果：车辆特征图像、车牌图像、牌照号码、颜色、类型、通过时间 

支持输出车辆大图、车牌小图、车牌二值化图 

支持区分车辆来向，定向车牌识别，可适用混合进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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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W高清车牌识别摄像机 

摄像机特点 

车牌防伪         支持异常车牌（手机拍照、打印）告警 

车标识别         支持主流车标识别 

相机调试         支持手机APP调试 

脱机计费         支持出入场记录5w条，白名单车牌2W条 

200W高清车牌识别摄像机 

摄像机特点 

车牌防伪          支持异常车牌（手机拍照、打印）告警 

无牌车触发      支持无牌车视频触发 

军标识别         支持主流车标识别 

车款识别         支持主流车款识别（超过2100款） 

车身颜色识别  支持主流车身颜色识别 

相机调试         支持手机APP调试 

加密授权         使产品具备独立性，不兼容通用化产品 

有效期设置      给工程项目带来安全保障 

脱机计费         支持出入场记录5w条，白名单车牌2W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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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W 6mm定焦机芯 

200W 电动调焦机芯 

200W 枪机机芯 



自助停车通道机是一款应用于停车场实现自助停车缴费的智能终端产品，支持通过自助取纸票或自助扫码的无牌车进

出管理方式同时，车辆出场自助缴费支持扫屏幕二维码缴费或付款码被扫缴费两种方式。当发生异常情况时可通过设备

“帮助按钮”，联系后台管理员视频对讲寻求帮助，为车场的出入口车道管理提供完整的管理闭环，是实现无人收费停车

场的最佳应用形态。 

工作电压：AC220V±10% 

工作温度：15。C- +65。C 

相对湿度：≤95%无凝露（常温下） 

功耗：60W (MAX) 

通讯方式：TCP/IP 

软件版本：Android操作系统 

LCD显示屏：12.1英寸户外高亮液晶屏 

 

显示分辨率：800*1280px 

小票打印类别：二维码、停车场信息 

打印纸规格：58MM热敏打印纸 

切纸方式：自动切纸 

二维码读头：识别距离≤110CM 

默认显示：空闲时播放加载广告信息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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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 出口 

支持语音对讲 



       固定码车道对讲机是一款应用于停车场进出口的扫码缴费设备，采用反向扫码，被扫支付或扫灯箱二维码缴

费支付，其中被扫支付的扫码距离可达10-110CM车主无需下车即可实现手机扫码扣费；支持手机无网络扣费，

设备扣费完成自动开闸无需人工干预。 

工作电压：交流220V 

额定功率：15W 

通讯方式：TC P/IP 

扫码距离：≤110CM 

人性化操作提示 

支持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 

      立式：支持语音对讲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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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 出口 



远程对讲 

12英寸液晶显示屏 

手机扫码进出 

无人化停车缴费 

远程对讲 

广告灯箱 

手机扫码进出 

无人化停车缴费 

固定码车道对讲机 自助通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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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道I 智道III 

内置高清摄像机 

智能补光灯 

LCD液晶示屏 

真人语音播报 

内置高清摄像机 

智能补光灯 

红绿显示屏 

旋转式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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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眼I-S 智慧眼II-S 

内置高清摄像机 

智能补光灯 

红绿显示屏 

真人语音播报 

内置高清摄像机 

智能补光灯 

红绿显示屏 

真人语音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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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眼VI（定制款） 智慧眼III-S（定制款） 

内置高清摄像机 

竖排字体显示 

一体化外观设计 

真人语音播报 

高清摄像机 

智能补光灯 

红绿显示屏 

广告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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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眼V（灯箱款） 智慧眼V 

全面屏设计 

多种显示效果定制 

真人语音播报 

智能补光灯 

全面屏设计 

独特灯箱广告设计 

分时段智能补光灯 

强大预设二维码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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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视通全彩屏 优慧通I 

旋转式底座 

高清摄像机 

智能补光灯 

红绿显示屏 

高清摄像机 

智能补光灯 

全彩显示屏 

旋转式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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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 易行通I 

旋转式底座 

高清摄像机 

智能补光灯 

红绿显示屏 

旋转式底座 

简洁灵巧造型 

灰色经典喷涂 

红绿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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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辅助产品 

• ETC停车场天线 

• 手持终端机 

• 物业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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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停车场天线是一款专为停车场使用场景而定制的智能化微波读写天线。采用先进的微波识别技术与高集成度一体化设计

方案，符合金融IC卡读写规范。配合高清车牌识别系统使用，通过车牌识别与车载电子标签读卡信息双重验证，极大的提

升了识别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实现了停车场的高效与安全的自动扣费与快速通行需求。 

产品参数 

参数 规格 参数 规格 

电源输入 12-24V DC （选配件220V AC 输入） 防水等级 IP65 

交易记录存储数量 ＞10万条 使用寿命 ＞10年 

外部通信接口 支持网口、RS485通信、支持外部IO输入输出通信 平均无故障时间 ＞70000小时 

四个PSAM接口 内置符合ISO-7816、PBOC规格的PSAM卡槽 外壳材料 ABS+PC 

工作温度 -40℃～85℃ 产品重量 2KG 

存储温度 -40℃～85℃ 安装方式 正装、侧装 

•  对装有OBU电子标签的车辆实现不停车无感扣费；进出不停车，提高通行效率，减少停车油耗和车辆机械磨损 

•  ETC+车牌识别校验，提高识别率，保证车辆快速通行；一车一卡一标签，保证无感扣费安全，不存在套牌、人为操作扣

费风险 

•  高效稳定，精准的读卡区域，防止前后车干扰、邻道干扰问题；在原有的车牌识别系统上亦可改造，方便快捷 

特色功能 



手持终端机配备于停车场管理员可实现停车场的移动巡岗值班工作，综合了“智慧停车平台”、“手持机系统应用”、

“互联网对讲”的技术优势，可轻松的管理车辆进出、电子支付、查询车辆入场信息、出场订单详情，以及管理月租车

充值延期等操作。同时，也解决了系统停电、断网、设备故障时的各种应急车辆出入场管理工作。 

实现互联网对讲接听功能和开闸功能 

使用移动网络、互联网WIFI通讯，不受地理位置约束 

岗亭停电、断网、设备故障时，应急处理车辆进出收费管理 

支持识别抓拍车牌、手动输入车牌进出收费 

车辆抓拍图片和记录自动上传云平台，自动计时计费 

灵活多样的收费方式，支持宝支付、微信支付、人工现金支付 

支持停车记录查询、固定车充值延期 

支持场内车辆查询，列表大图显示，云端修改与纠正车牌 

支持蓝牙打印机，打印收费小票功能 

功能特点 

操作系统：Android7.0 

主处理器：ARM Cortex-A53 64位四核处埋器 

内存：RAM 2GB，ROM 16GB 

工作电压：DC3.7V/4000mA 

电池续航：≥12小时待机时间≥72小时 

外形尺寸：78×22×162mm(长*宽*高) 

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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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IP电话，一键远程开闸 

工作电压：DC5V/5A 

额定功率：1.5W 

网口接口：2个10/100M以太网网口，支持POE供电 

操作环境湿度：10-95% 

外形尺寸：213*157*39mm（长*宽*高） 

重量：620g 

产品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