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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蓝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2 年 1 月，新三板挂牌企业，证券代码：834515。蓝卡科技荣获国家高新区百快企业、中关村 TOP100 高成长企业、中国

安防十大民族品牌、中国“十大智能停车场”品牌、北京市“科技之光”百强创新品牌等荣誉，并获得国家创新基金支持。

      蓝卡科技的宗旨是“世界领先技术，服务全球用户”， 拥有 47 件专利、44 件软件著作权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成功引领了全球电子巡更从接触式到感应式的技

术革命；成功引领了停车场系统从“有卡”到“无卡”的车牌识别技术革命；成功引领了车位引导系统从“超声”到“AI 视频”的技术革命。正在引领车牌识别到 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的技术革命。目前，我们正致力于 AI 云大型管理平台软件开发，全面提升智慧城市、智慧商业、智慧社区、智慧园区、大型物业集团、大型停车场

运营商的管理水平。

      蓝卡 LCD 高速车牌识别道闸扫码付一体机，既可实现动态扫码付还可播放广告，0.6 秒高速通行。

      蓝卡 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系统，通过 AI 实现车牌、车标、颜色等特征的精准识别，对有牌车、无牌车的识别率无限接近 100%，确保无人化。

      AI 车位引导系统，通过 AI 实现车脸、车牌、车位在各种光线条件下的精准识别。

      蓝卡停车场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并远销海外， 累计 7000 多个案例，20000 多路车道，是车牌识别停车场产品销量全国第一的品牌。目前蓝卡科技已成为阿里巴巴、

远洋地产、中骏集团、万达、万科、绿城、绿地、保利、鲁能等大型商业中心和地产公司的指定合作伙伴。

     蓝卡停车场管理系统已成功服务于上海世贸商城、上海新天地、福建中骏乐活里、绿城黄龙世纪广场、桐乡东兴生活广场、无锡百联奥特莱斯、宁波万科城、南

昌万达广场、九江新天地、绍兴轻纺城、台湾家乐福；阿里巴巴上海虹桥中心、阿里巴巴访客中心、阿里巴巴深圳中心、阿里巴巴西溪园区、阿里巴巴滨江园区、上

海世博源、湖南路桥集团、合肥政务中心、青岛海尔工业园、微软大厦、通用电气中国研发中心；北京奥园鸟巢、北京首都博物馆、北京恭王府、八达岭长城、上海

梅赛德斯奔驰中心、上海虹口足球场、福建泉州海峡体育中心、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珠海市体育中心、重庆巴国城、重庆四面山景区、南京雨花台、大理古城、

庐山景区、天山天池、西藏科技博物馆；香格里拉机场、嘉峪关高铁站、邯郸高铁站、廊坊高铁站、宜兴高铁站、昆山高铁站；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浙江东阳人民医院、辽阳中心医院；国防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同济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无锡凯宾斯基大酒店、安徽希尔顿

逸林酒店；司法部、湖南省科技厅、云南省档案局等众多知名项目。该系统已用于上海、嘉峪关、雄安新区等多个智慧城市建设中。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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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国内普遍采用出口人工收费，一个岗亭的平均年人工成本超过 10 万并不断上升，加上对收费员的操作监管困难，收费及

通行的效率低下，用无人值守淘汰人工收费已是行业的大势所趋。

目前，国内的无人化停车场主要采用车牌识别 + 线上支付的模式，这基本能解决 99% 的停车问题，但剩余 1% 的特殊情况仍需

要人工干预。这就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员进行远程服务，车场每月需要缴纳上千元 / 路出口的远程服务费，每年就要上万。几年下来，

该项支出将远远超过停车场设备的正常采购费用。而无人化停车场在国外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成熟，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了，并不需要

投入人员进行远程管理。

想要实现停车场的无人化，最关键的是要保证车辆识别率。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配置强大的 AI 服务器，其内置运动目标

轨迹、车辆主动跟踪、车牌 / 车型 / 车标 / 车身颜色等识别算法。可区分机动车、三轮车、摩托车等不同车型；区分无牌机动车；车

牌识别结果相似时，AI 可实现自动匹配，替代人工选择。有效提升了污损车牌、阴影车牌、模糊车牌等特殊情况下的车牌识别率，

加上车型、车标、颜色等识别算法，车辆识别率接近 100%，保证收费正确。

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 颜值高  · 体验爽  · 能挣钱  · 还省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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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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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软件 稳定可靠 远程设置 远程管理 远程维护

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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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软件：传统软件需要下载安装，2019 升级版软件嵌入在停车场中心服务器内，无需单独安装，直接访问即可使用。

稳定可靠：传统软件需要在 windows 系统下运行，会遇到蓝屏、系统崩溃等问题，现在搭建在 linux 平台下，系统更稳定可靠。

远程管理：通过远程修改管理规则、收费方案、车辆信息；通过远程查看报表。

为北京某停车场修改收费方案

为上海某停车场变更操作员

为广东某停车场增加固定车信息

为深圳某停车场车辆记录查询

www.bluecardsoft.com.cn

云管理

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全局视角

对所辖停车场做数据可视化管理，让停车场分布、车位占用率、收费交易、用户拓展等情况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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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远程设置设备的工作参数，广告内容等；可远程升级设备的固件程序，识别程序，异常问题远程解决。

云维护

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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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云坐席

可对停车场进行集中的线上远程人工干预，以处理异常情况。

系统远程监管：蓝卡停车场系统具有断网、设备软硬件故障自动诊断报警功能。

出入口异常处理：云坐席相当于远程岗亭，车牌识别错误可自动上报，人工纠错；出口有多个匹配选择时可人工干预；大额收费可进行人工核查；车辆停

留时间过长自动上报；付费异常可远程处理等。

远程对讲应答

远程视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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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通过云优惠券功能对临时车发放停车优惠券；

商家可以发金额类和时间类的优惠券；

商家可以直接把优惠券发给单个确定车牌，可以先打印优惠券再发放优惠券纸票，可以生成同时让多个车主领取的优惠券。

优惠券

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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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无牌车

无牌车辆到达入口时，入口设备的 LCD 屏上会显示车类型和二维码，并语音播报“请微信扫码入场”，车主扫码成功后，闸杆

自动升起，司机驾驶车辆入场后闸杆自动降落，收费管理系统中该车辆的停车计时开始。无牌车出场时，出口设备的 LCD 屏上会显

示车类型和二维码，并语音播报“请微信扫码出场”，车主通过微信扫码付费成功后，LCD 显示屏显示“交易成功”同时闸杆升起，

实现对无牌车的无人值守。



www.bluecardsoft.com.cn

电子发票

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支持在 APP、微信公众号平台直接开具停车费电子发票，更加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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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云无人化停车场管理系统

手机没电、没带现金

对于未能移动支付的车主，提供现金自助缴费及信用支付两种途径。有条件的现场可配置现金收费机，但设备成本较高，很少有

现场安装。还可通过扫码对讲通知现场值班人员进行现金收费。针对手机没电、没带现金的车主，可通过信用支付收取停车费，先

放行后支付，并通过扫码对讲设备进行远程录音等证据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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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三轮车

区分摩托车

识别无牌机动车，以支持对无牌机动车的算费

彻底解决用车牌照片骗开闸的现象

AI 在停车场的应用意义
区分车型：机动车 / 三轮车 / 摩托车 / 无牌机动车

www.bluecardsof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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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污损车牌、阴影车牌、模糊车牌等特殊情况下的车牌识别率

港澳车牌 新能源车牌 灯光影响

污损 大角度 双车牌

AI 在停车场的应用意义

斑驳阴影

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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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在停车场的应用意义
车牌识别结果相似时，AI 可以实现自动匹配，替代人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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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付

通道付

无感付

更多收费方式



www.bluecardsoft.com.cn

LCD 高速车牌识别道闸扫码付一体机

高亮度闪光灯

金色 / 银色外观

最快 0.6 秒抬杆

LCD 液晶显示屏

实时识别高清摄像机
扫码付无人值守：

可扫码进 / 出停车场，出口扫码缴费，无需收费员；

LCD 广告屏：

采用 LCD 液晶显示屏，可播放视频广告和图片广告、车辆照片、识别结果、收费金额、二维码、

限行提示、物业信息等；

无需地感：

0.12 秒连续高清车牌识别， 运动目标检测，无需地感触发；微波车检技术，代替了施工麻烦的地

感车检，更灵敏安全；

高度集成：

在设备空间内， 艺术组合了实时识别高清摄像机、高速道闸、LCD 显示屏、微波车检、闪光灯等；

精致大气：

主体采用铝合金开模制作，最新表面处理技术，金色或银色外观，美观大方；

高速抬杆：

自主研发直流变频技术，高速抬杆 0.6 秒（3 米直杆），可分别调节抬杆落杆速度，高速抬杆快速

通行，慢速落杆确保安全；

高速识别：

自主研发多核高速嵌入式平台，人工智能技术、车牌焦点曝光技术、运动目标检测技术、车牌畸变

校准技术、专业车牌识别算法等，实现快速准确识别车辆，各种环境下识别率稳定在 99% 以上。

特点

扫一扫关注【蓝卡科技】

无需地感 高度集成 动态扫码 精致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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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300 万像素超高清摄像头

支持扫码付，通道付，无人值守

采用大视角镜头，无论远近都拍摄清晰

支持银行支付的动态二维码显示，可实时扫码条码、二维码，支持支付宝、微信

远程控制控制道闸，控制道闸抬杆接口，适合市场上所有道闸

大功率语音对讲系统

可选云视频对讲，世界各地都可以维护设备，需单独付费

远距离摄像头扫码二维码，扫码手机二维码最远可达 22cm

特点

扫码对讲机
提供云对讲 / 本地对讲 / 主扫支付 / 被扫支付 / 获取现场视频功能

通讯方式                以太网、继电器干接点

防护等级                防淋雨

功      率                35W(10.1 寸 )/20W(4.3 寸 )

外形尺寸                1288 高 *123 厚 *200 宽（10.1 寸）

                1288 高 *60 厚 *103 宽（4.3 寸）

图片分辨率 2304*1296/1280*720

供电方式                100-240V AC

工作温度                -25 -- +55℃（在标准大气压下）

工作湿度                10-95% 无凝露

重      量                8.5kg(10.1 寸 )/ 2.7kg(4.3 寸 )

指 示 灯                红绿蓝（10.1 寸）/ 无（4.3 寸）               

参数

10.1 寸4.3 寸



AI 车位引导

www.bluecardsoft.com.cn

AI 车位引导系统拓扑图

区域导航 车位引导 找车导航 智能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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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简介：
高清 800 万像素摄像机，适用于地下停车场等低照度场景；

一体化七种颜色指示灯，区别不同类型车位，比如蓝色指示

残疾人车位、紫色指示女士车位、青色指示充电车位等；

双路摄像头背对背设计，每侧对应 3 个车位，安装在道路中间，

一个车位检测器支持 6 个车位，可减少施工，节省设备；

接线采用网络方式，双网口设计可支持手拉手串联；

支持车位视频监控、录像；

支持 Beacon 导航；

外观新颖大方、焦距调节方便，结构采用无螺丝国际先进设

计理念，产品无寿命设计局限。

    AI 人工智能基于 GPU，通过对停车场海量的进出图片进行反复的训练和深度学习，从而实

现了对车牌、车型、车标、车身颜色等特征的识别，对有牌车、无牌车的识别准确率无限接近

100%，实现停车场出入口无人值守。

支持红、绿、黄三种颜色显示，以数字、文字和箭头指示的形式显示对应方向空车位数；

TCP/IP 网络通讯，实时显示停车场车位数的变化；

显示屏类型可通过软件方便设置为单向、双向、三向车位引导显示屏。

显示内容、颜色、箭头方向可根据系统软件进行设置、修改。

引导屏具有高亮度、宽视觉、模块化结构、可靠性高和安装方便等特点。

特点

区域空位显示屏 车位引导显示屏

高清视频车位检测器

一般安装于停车场的入口处，可显示欢迎信息、空车位数、日期、

时间等；

结构采用组合式设计，每层为一个独立单元屏，可组合成 5-8 层，

显示内容软件可自由设置，修改；

采用户外高亮 LED 屏设计、防雨淋、耐高温；

TCP/IP 网络通讯，实时显示停车场车位数的变化。

特点

AI 人工智能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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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电子巡更系统

抗破坏、免维护是选择巡更系统的最重要性能指标

强大的软件功能

能够有效地对保安的巡逻工作进行管理，通过在巡逻线路上安装一系列代表不同地点的巡更点卡，巡逻人员巡逻到各点时用巡更机读

卡，将自己巡逻到该地点的时间自动记录到巡更机里。巡逻完成后将巡更机里的数据通过通讯座传给专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处理，就可

以对巡逻情况（人员、地点、时间、事件等）进行记录和考核，有效防止人员偷懒。

由于被管的巡逻人员容易产生对抗心理，巡更机易受到使用者的蓄意破坏。破坏者通常会把巡更机浸入水中，然后谎称下雨淋湿的以

逃脱责任，或者故意摔打甚至用高压警棍电击破坏巡更机，盗窃、毁坏外露的巡更点。本公司的巡更系统是全球最先进的产品，独具

超强抗破坏能力，深得用户欢迎。

智能排班：只需一次排班便可长期使用，不需要反复多次排班

自动识别：自动识别地点和人员，任何点都可以复用到多条线路，自动匹配

自动通讯：自动完成巡更机通讯、时钟校验、数据上载、数据下载等功能

联网功能：可以通过因特网将数据传输到管理中心，可通过浏览器进行查询

自动维护：自动完成数据月备份、周备份和即时备份，自动清除过期数据

方便安装：可导出基础信息，软件重装后导入即可，不用重新设置

电子巡更管理系统

自动感应  无需按键
无线通讯  防强电击
摔打记录  防止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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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更系列产品

特点
坚固抗摔 : 超强金属内胆，弹性橡胶外壳，柔性硅胶内衬，电路板环氧固化；

完全防水 : 完全密封设计，电路板防水处理，可在水中使用；

防强电击 : 能抵御超高电压警棍电击破坏；

自动感应 : 无需按键，无需接触，自动探测读卡 ；

无线传输 : 无线上传数据，每秒上传 30 条巡更记录；

超低功耗 : 探卡电流 50μA，相机通用电池（CR123A），可自行更换，方便使用；

安全可靠 : 可存储 30719 条数据，掉电数据不丢失；

记录冲击 : 自动记录摔打情况。

无线通讯座数据上传方法多样，适应不同传输要求
    通过 USB 线直接上传数据到电脑；

    脱机操作，存储巡更数据；

    因特网远程自动上传数据；

    电话网络远程自动上传数据；

    手机上网形式远程自动上传数据。

巡逻点
    可选类型为表面安装卡、金属表面卡、管状卡、捆挷卡；

    完全防水，外贴发光标签，便于夜晚使用。

各种巡逻点

BP-2012S BP-20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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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鸟巢

浙江杭州蚂蚁金服 Z 空间 天津佛罗伦萨小镇

23

北京天通苑

AI 云无人化停车场典型案例



南京紫东国际创意园民航西南空管局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国航西南分公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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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云无人化停车场典型案例

上海财经大学科技园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福建泉州海峡体育中心长春伪满皇宫

25



阿里巴巴滨江软件园二期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重庆巴国城上海界龙总部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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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云无人化停车场典型案例

阿里巴巴西溪园区

27

香格里拉机场

阿里巴巴虹桥中心 阿里巴巴云栖小镇



28

浙江东兴生活广场

阿里巴巴亲橙里购物中心 安徽芜湖党校福建泉州南益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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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车位引导停车场典型案例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

29

绍兴新昌鼓山公园

宁波万科城 新加坡管理大学



蓝卡的部分知名用户

30



www.bluecardsoft.com.cn

北京总部
电话：010-58741880     手机：1860009269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中关村软件园 1 号楼信息中心 A 座 A306

深圳分公司  电话：0755-83662821/83003515                            手机：13816120748

上海分公司 电话：021-64400575/76/79                             手机：13816120748

南京分公司 电话：025-83202450/51 /52                                                            手机：13816120748

杭州分公司 电话：0571-86804927                                              手机：13022190490

成都分公司 电话：028-86706041/42 86701580                                                  手机：18600092690

武汉分公司 电话：027-87137329 027-87134786                                                手机：13022190490

沈阳分公司 电话：024-23988801/03                                              手机：18600092690

西安分公司 电话：029-88372070/71  029-88372367                                         手机：18600092690

福州分公司 电话：0591-88080434                                   手机：13022190490

郑州分公司 电话：0371-86172336                                手机：13022190490

无锡分公司 电话：0510-85347601-883                                手机：13816120748

济南办事处 电话：0531-88767396                                手机：13816120748

合肥办事处 手机：18255146458/18255146448                                                  手机：13816120748  

南昌办事处 电话：0791-88280684                                手机：13022190490

广州办事处 电话：18022343767                                手机：13816120748

长沙办事处 电话：18569039636                                手机：13022190490

石家庄办事处 电话：0311-68071025                                                                      手机：13022190490

昆明办事处             手机：13022190490

重庆办事处             手机：18600092690

蓝卡服务号 蓝卡订阅号

无锡生产基地
电话： 0510-85347652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新洲路 15 号汇鸿工业园 8 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