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解 

决 

方 

案 
 

 

 

 

 

 

 

 

 

 

兰 州 盛 欣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通达街永新华世界湾 2 号楼 1 单元 3202 室   

  



 

目录 

 

一、系统简介......................................................................................................................................... 4 

二、系统构成......................................................................................................................................... 5 

2.1 系统拓扑图.............................................................................................................................. 5 

2.2 配置方案................................................................................................................................. 5 

2.3 安装效果图.............................................................................................................................. 7 

2.5 系统配置清单.......................................................................................................................... 7 

2.6 多样化支付方式.................................................................................................................... 10 

2.7 系统优势................................................................................................................................ 10 

四、施工与软件配置........................................................................................................................... 11 

4.1 视频流触发识别的施工要求................................................................................................ 11 

4.2 通道机安装布线.................................................................................................................... 13 

4.3 软件配置................................................................................................................................ 13 

五、 系统特色功能............................................................................................................................. 17 

5.1 相机助手 APP......................................................................................................................... 17 

5.2 便捷相机管理........................................................................................................................ 17 

5.3 掌上停车 APP......................................................................................................................... 18 

5.4 自助缴费................................................................................................................................ 19 

5.5 云平台集团化远程管理........................................................................................................ 21 

六、系统流程....................................................................................................................................... 23 

6.1 入场流程 ................................................................................................................................ 23 

6.2 出场流程 ................................................................................................................................ 24 

6.3 临时车出场缴费方式 ............................................................................................................ 25 

6.4 无牌车出入场流程 ................................................................................................................ 25 

6.5 远程协助 ................................................................................................................................ 25 

6.6 信息管理 ................................................................................................................................ 26 

6.7 异常处理 ................................................................................................................................ 27 

七、主要设备技术参数....................................................................................................................... 27 



 

7.1 计费型摄像机........................................................................................................................ 27 

7.2 自助通道机取纸票版............................................................................................................ 29 

7.2.1产品图片.................................................................................................................... 29 

7.2.2技术参数.................................................................................................................... 30 

7.3 道闸一体机 ............................................................................................................................ 31 

7.3.1 产品概述 ..................................................................................................................... 31 

7.3.2 功能特点 ..................................................................................................................... 32 

7.3.3 外围接线 ..................................................................................................................... 33 

7.3.4 规格参数 ..................................................................................................................... 33 

 

 

 

 

 

 

 

 

 

 

 

 

 

 

 

 

 

 

 

 

 



 

一、系统简介 

无人化停车系统是集“智能硬件、管理软件、移动终端”于一体，“远程管

理、无人值守、多样支付”为核心优势。通过对停车场增加自助停车通道机、现

金缴费终端、手持终端等智能硬件设施，提供了移动端自助缴费、场内预缴费、

出口应急缴费等多种缴费方式，无牌车凭纸票、扫固定码或动态码进出场等多样

化处理方案。以及远程可视对讲、掌上管理中心、脱机收费等应急处理机制。实

现了自助缴费，无人化管理的闭环。为广大车主提供便捷化、人性化的自助缴费

服务。极大的节省人力物力，提升经营收益，提高了收费效率和服务品质。  

 



 

二、系统构成 

2.1 系统拓扑图 

 

2.2 配置方案 

云平台提前缴费＋无牌车取纸票＋出口应急扫码缴费 



 

 

说明： 

（1）无牌车主提前微信扫纸票二维码缴费，出场时向通道机出示纸票二维

码开闸出场 

 （2）当线下停车场互联网断开时，车主通过微信缴费后推送的开闸秘钥二

维码自助扫码开闸 

 （3）支持车辆车出场时显示屏弹出缴费二维码车主可应急扫码缴费 

（4）支持手机钱包支付二维码扫通道机二维码读头自助缴费 

 （5）需搭配版本为 V3.5.2的云车场使用 

（6）对讲功能作为可选配置，用户可根据需求选配安装对讲模块 



 

2.3 安装效果图 

 

 

 

 

 

2.5 系统配置清单 

配置方案： 

一进一出系统配置清单 

入口设备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图片 



 

T 型道闸识别一体

机 CS-LPR-333 
1台 

1、采用 200W 星光级 S1206

车牌识别摄像机 

2、可通过软件设置智能补

光 

3、自带闸杆遇阻返回功能 

 

 

自助停车通道机纸

票 版 - 入 口

(CSP100) 

1台 
1、无牌车取纸票入场 

2、闲时播放广告 

 

出口设备 

T 型道闸识别一体

机 CS-LPR-333 
1台 

1、采用 200W 星光级 S1206

车牌识别摄像机 

2、可通过软件设置智能补

光 

3、自带闸杆遇阻返回功能 

 

 

自助停车通道机纸

票 版 - 入 口

(CSP100) 

1台 

1、出场时显示屏显示缴费

二维码 

2、支持微信、支付宝钱包

二维码支付 

 



 

自助缴费终端机 1台 

1、支持现金、电子、银联

支付 

2、支持临时车缴费 

3、支持月租车延期 

 

 

 

 

 

 

 

 

 

 

 

 

 

 

可选配设备：自助缴费终端，手持终端 

 

 

现金自助缴费终端是一款用于停车场管理系统中

互联网缴费的终端设备，产品集缴费、动画广告于

一体，通过数据网络和系统后台，提供便捷自助服

务。特别是在云车场已经具备强大的移动支付功能

的基础上，现金自助缴费终端健全了无人值守方案，

需要现金缴费的车主可通过现金自助缴费终端对

临时车缴费、月租车延期。 

  

 



 

2.6 多样化支付方式 

  

 

 

2.7 系统优势 

1.无牌车取纸票或动态动态二维码扫码入场更快捷 

无牌车入场可通过扫屏幕上的动态二维码或取纸票方式，两种无牌车入场方式更

加快捷，停车场通行效率更加高效。 

2.停车支付 

多种支付场景看满足 

2.无牌车主自助取票入场 

 

无需埋地感触发识别，相机即可触发识别，相机自动区别有牌车和无牌车，无人



 

值守无牌车依然可以正常进出场。 

3.人性化语音提示，引导无牌车扫码 

提示语音分车辆播报，对无牌车入场和有牌车出场进行语音扫码提示，引导扫码

操作，提升停车场车主用户使体验。 

5.强大拓展性 

支持与停车场增设硬件如自助缴费或手持终端搭配使用，极大拓展自助停车的适

用范围。 

6.模糊匹配，系统更健壮 

车主扫码缴费，由于入场识别错误，导致无法正常匹配对的入场记录时，车主可

在缴费界面手动确认近似入场记录，人性化的模糊匹配机制让自助停车系统更加

强大和实用。 

7.多样化自助缴费，保障车辆快速通行 

车主可选择提前扫码付费，或自助缴费终端现金和银联卡缴费，也可在手机上直

接订单缴费后，自动离场。还可到出口一体机上面扫付款码缴费离场。多种支付

方式满足任何人不同支付要求。先付后出避免出口排队等候付费出场，加快车辆

通行速度。 

8.可实现免平台电子支付 

当停车场未接入云车场时，可通过在出口顺视通一体机上面显示缴费二维码，实

现免平台电子支付，车辆出场自动弹出缴费二维码，车主缴费自动开闸离场，过

程无需保安干预。 

9.节省人力物力成本 

自助停车可大量缩减停车收费管理人员，同时大大缩减了收费管理人员相关支出，

实现 24 小时自助缴费，停车场完全自主智慧运营，管理人员省心省力。 

 

四、施工与软件配置 

4.1 视频流触发识别的施工要求 

设备安装位置如下图所示： 



 

 

备注： 

1、安装相应的减速带，减速带离道闸距离 4-6 米（注：至少安装一条减速带。

不安装减速带，车辆速度过快，会导致识别率下降）；摄像机调试注意要有倾斜

度(防止车的远光灯直射和太阳光的直射会导致摄像机镜头曝光)。 

2、入口通道机需预埋地感线圈其目的用于防止车辆压地感恶意取票；出口

通道机无需安装地感线圈。 

 



 

4.2 通道机安装布线 

 

备注： 

通道机安装安装地感的在于无牌车检测，当通道机地感检测到车辆后再规定

时间内没有触发无牌车入场，被系统判断为无牌车。此时，通道机同步进行语音

播报。通过 

入口通道机安装地感配合通道机的设置，用于 

用于防止通道机被恶意取票现象，出口通道机无此隐患，因此出口通道机无

需安装地感。 

 

4.3 软件配置 

软件运行环境 

 电脑配置要求：intel I3 或以上处理器、内存 4GB、500G 以

上的硬盘 

 分辨率：支持 1024*768 或 1440*900 分辨率，19 英寸及以上



 

的真彩显示器 

 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3、WIN7旗舰版、WIN7 装机版 

 运行环境：Framework4.0Clent 

 数据库：SQL2000 或者 SQL2008 版本（推荐使用） 

软件界面 

①登录界面 

 

 

 

 

 

 

 

 

 

②软件主界面 



 

 

③参数设置界 

 

④车牌识别参数设置界面 



 

 

 

⑤在线监控主界面 

 

 



 

五、系统特色功能 

5.1 相机助手 APP 

相机助手 APP是一款专用于调试停车场车牌识别摄像机的手机应用。该应用可对

摄像机进行变倍调焦、风扇管理、补光控制、识别区域及触发线设置、升级管理

以及加密授权等，大大简化摄像机的调试过程，摆脱对电脑的依赖，使用相机助

手即可一个人轻松完成所有调试工作，无需电脑和人员的配合。 

 

5.2 便捷相机管理 

软件集成摄像机调试单元，打开调试工具即刻体验更畅快的使用体验。 



 

 

5.3 掌上停车 APP 

摄像机出现故障，可配合掌上停车（局域网版本）或掌上停车（4G 版本），手持

终端 

机识别车辆进出，保障系统正常运行。 

 

 



 

5.4 自助缴费 

    自助缴费终端是一款用于停车场管理系统中互联网缴费的终端设备，产品

集缴费、动画广告于一体，包括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由物业

公司提供收款账户，车主支付的钱直接到物业公司的收款账号，通过数据网络和

系统后台，给车主提供更便捷的自助服务。 

自助缴费终端具有临时车缴费、月租车延期、自助寻车等功能。自助缴费终

端可以用智能一卡通管理系统和车牌识别系统，新旧项目均可增加自助缴费终端。 

实现了 24小时无人智能收费，特别是对于大型停车场管理系统，采用自助

缴费终端，可以大大提高出口车辆通行速度，同时还降低了停车场人工管理成本，

提升了物业管理水平。 

             

图 1：现金版自助缴费机              图 2：电子版自助缴费机 

 

 



 

 

图 3：主界面 

 

 

 图 4：临时车自助缴费 



 

 

图 4：月租车自助延期  

5.5 云平台集团化远程管理 

云车场是一款线上云端管理平台与线下停车场系统完美融合的落地应用产品，是

一款用户完全独占与私有的云车场管理平台。利用 3G/4G 网络、互联网，通过

数据的实时交互传输、远程管理、数据汇聚与分析，将物业、地产集团或承包商

管辖的各停车场信息完全控制与管理，实现车场数据云存储、车场系统云管理和

财务数据云统计。 



 

 
●云平台的主要功能点有：总收入分析、车流量分析、月租车管理、订单管理、

报表管理、缴费流水、系统管理； 

●微信、支付宝扫码输入车牌号轻松支付停车场费用； 

●关注停车场公众号，体验微信端月租车充值、防盗锁车、优惠卷管理、缴费记

录等更多贴心服务； 

●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云车场是完全自主运营的私有云服务平台，不受互联网公

司、第三方平台控制，所有运营风险自主可控，无需担心资金被截留，车主缴纳

的费用实时存入停车场管理方的私有收款账户。 

 



 

六、系统流程 

6.1 入场流程 

 



 

6.2 出场流程 

 

 

 



 

6.3 临时车出场缴费方式 

对于临时车的出场管理提供 3 种处理方式。 

方式一：车辆出场前扫停车场二维码输入车牌号提前缴费后在规定时间内离场。 

方式二：车辆出场前通过自助缴费机输入车牌号提前缴费后再规定时间内离场。 

方式三：对于没有提前缴费的临时车车辆来到出口后，可以由通道机上显示的缴

费二维码直接扫描缴费，支付成功后开闸放行。 

方式四：当手机没有网络的时候，可以手机脱网状态下出示手机的钱包二维码，

直接扫描缴费出场。 

6.4 无牌车出入场流程 

对于无牌车的出入场管理提供 3种解决方案。 

方案一：采用固定码方案，通过平台根据线下停车场车道生成的二维码，车主通

过微信扫码后完成入场，无牌车出场时也根据相应的车道固定二维码扫码后自助

缴费出场。 

方案二：采用动态码方案，管理员可以通过软件配置为通道机显示动态码模式，

车主在按下通道机按钮后触发无牌车入场的事件，此时显示屏立刻显示一张动态

二维码显示，保证了一车一码的同时并在超过规定时间后自动失效。出场时同样

依据此流程进行扫描动态二维码缴费出场。 

方案三：采用取纸票方式入场，车主在入口处按下取票按钮通道机自动打印一张

小票二维码，当小票被车主取走后软件立刻控制道闸开启。车主根据纸票二维码

提示信息在出场前通过微信扫码进行提前支付。当无牌车车主来到出口后，在通

道机上出示纸票二维码，对于已经缴费的车主直接放行，对于未提前支付的车主，

显示屏弹出缴费二维码，车主可以通过扫描缴费或出示钱包二维码缴费。 

6.5 远程协助 

支持网络视频对讲一键呼叫请求帮助，支持主动呼叫与被动应答。管理员可以远

程查看车道视频和车主对讲 



 

 

6.6 信息管理 

对于停车场的每一笔流水交易我们都能在平台上获取到完整的信息链。车主

缴费资金不经过第三方平台，直接进到物业账号，每笔缴费资金实时到账。管理

人员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实时查询。 

 

 



 

6.7 异常处理 

为了实现无人化管理闭环，就必须要完整的异常处理解决方案。 

 

方案一：线下停车场断开时系统自动切换为云平台脱机模式，车辆出场时通道机

显示平台脱机二维码，车主可根据显示屏提示步骤，在扫码缴费或平台信息认证

后依据平台反馈的二维码出示给通道机自动开闸出场。 

方案二：针对于无入场记录的车辆，管理员可通过在软件上设置的最低收费标准

进行收费。 

方案三：对于用户所担心的因车牌污损导致的车牌识别错的问题，可在系统上设

置开启无人值守设置模式后，软件以匹配分数最高的候选车牌作为默认匹配结果

进行车辆计费。 

方案四：对于岗亭收费口压力较大时可以使用基于局域网版的“掌上停车 app”

产品，进行辅助车道的车辆进出以及车辆人工辅助收费。这款“掌上停车 app”

的功能有车牌识别、道闸控制、停车场收费、中央收费等多种功能。 

方案五：对于停车场停电或断互联网时，可采用手持终端机设备进行车辆收费管

理。该设备基于移动 4G 网络，实现和平台的数据实时交互。可实现车辆进出场

管理、车牌识别、电子支付、记录查询、月租车延期等。 

 

七、主要设备技术参数 

7.1 计费型摄像机 

7.1.1 电气指标 

供电电源：12V---2A 

最大功耗：15W 

防护等级：IP66 

通讯连接方式：SDK、ONVIF、HTTP、RTSP、TCP、RS485、IO 

指标项 参数说明 

车牌号识别率 白天≥99.8%；夜间≥99.6% 



 

 

 

7.1.2 容量说明 

摄像机脱机功能 

（1）支持摄像机出入口组网，实现停车场管理系统脱机运行 

（2）支持存储临时车脱机记录 50000条，白名单车辆记录 20000条 

 

车牌号捕获率 白天≥99.9%；夜间≥99.7% 

单车牌识别时间 ≤60ms 

适应车速范围 0～60km/h 

识别角度 ≤60° 

车牌宽度 80～400像素 

图像传感器 1/2.8" CMOS 

触发方式类型 线圈或视频 

图像分辨率 1080P； 

曝光时间 1/25～1/25000s 

最佳拍摄范围 2.5-10米 

宽动态 >80db 

最低照度 0.01Lux(标准) 

帧率 25帧/秒 

输出信息 车辆特征图像、车牌图像、牌照号码、颜色、类型、通过时间 

输出图片格式 JPEG 

输出视频格式 H.264 

存储 可拓展插入 microSD卡 

复位 手动恢复出厂设置 

补光灯 内置 4颗补光灯，可调亮度（单颗最高功耗 1W） 

镜头 高清电动镜头 2.8～12mm 可调 

尺寸 460×152×117mm 

重量 2kg 



 

容量参数 

脱机记录 50000 条 

白名单 20000 条 

7.2 自助通道机取纸票版 

7.2.1 产品图片 

           

              入口                                出口 



 

 

 

 

7.2.2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 AC220V±10% 

工作温度 -15℃-- +65℃ 

相对湿度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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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显示屏 12.1英寸户外高亮液晶屏 

显示分辨率 800*1280 

打印纸规格 58MM热敏打印纸 

切纸方式 自动切纸 

小票打印类别 二维码、停车场信息 

二维码读头 识别距离≤10CM 

默认显示 空闲时播放加载广告信息 

外观尺寸 650*248*1355（长*宽*高） 

 

箱体尺寸： 



 

                      

 

 

备注： 

1、入口通道机无扫码需求，默认不安装二维码读头、对讲模块 

2、出口通道机默认不安装小票打印机、对讲模块（小票打印机可选配安装） 

3、对讲功能为可选配置，用户可根据需求选配安装对讲模块 

 

7.3 道闸一体机 

7.3.1 产品概述 

  道闸一体机搭配红绿双色显示，集成智能补光系统，箱体搭配全玻璃面，金色圆弧边框，

让外形大气美观，同时道闸机芯采用最新电子控制技术及最新机械加工工艺，可实现两种速

度可调，限位免调、缓冲限位等优势，使道闸运行更加平稳，可靠，适应频繁使用，寿命更

长；同时具有遇阻返回功能，集成地感模块，无需另外购买地感。 



 

 

 

7.3.2 功能特点 

1.摆杆轴上离合，停电手动快速起杆，来电自动复位。 

2.全数字限位，精准控制，免去人工调限位。 

3.通过拨码选择起杆，落杆速度，一种型号可选两种速度，并且起、落速度可不

同。 

4.自带闸杆遇阻返回功能。 

5.红外对射防砸(需配对射装置)。 

6.外接地感可实现防砸车及车过后自动落杆功能。 

7.集成 RS485 串口通讯，可实现电脑控制起、落、停等。 

8.闪动式红绿灯接口。 

9.自带计数功能，可记忆起杆信号次数，车辆压地感通过后自动减扣，待记忆车

辆通过后再落杆，提高通行效率。 

10.自带延时自动落杆功能，配合计数功能，若车辆通过次数少于起杆记忆次数，

可倒计时自动关闸，倒计时有起杆信号或地感信号则重新倒计时。 

11.智能补光系统，可通过软件控制补光灯亮度，时间段来控制补光灯的亮灭。 

 



 

7.3.3 外围接线 

 

7.3.4 规格参数 

整机规格 

工作电压   AC220V±10% 50Hz  

工作温度 -25℃~+70℃ 

相对湿度 ≤95%，无凝露（常温下） 

额定功率 400W 

通讯方式 TCP 通讯 

LED显示屏 2行显示，自定义显示内容 

绝缘等级  F 

遥控距离 ≧30米 

相对湿度 ≦90% 

外壳防护等级 IP64 

机箱材质 厚度 1.5mm的高强度钢板，5mm的钢化玻璃 

机箱工艺 钣金模具成型，喷涂颜色灰搭配金色 

外形尺寸 380*335*1300mm（长*宽*高） 

摄像机规格 

处理器 TIDM8127 

传感器类型 200 万星光级 



 

 

 

 

最低照度 彩色 0.1Lux 

视频压缩格式 JPEG 

分辨率 1920*1080 

识别角度 ≤45° 

车辆捕获率 ≥99% 

车牌识别率 ≥99% 

车牌识别图像 JPEG（1920*1080） 

补光灯规格 

灯珠数量 高亮 LED灯 9 颗 

功率 9W 

开/关控制 软件控制设置 

补光距离 5m处光照大于 50LUX 

调节角度 三维万向可调，调节范围 20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