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停車基本情況

按發達國家的標準，城市停車位與車輛的配比應達到1.2 : 1以上，香港僅為0.96：1。

近年來隨著香港汽車保有量不斷的增長，與之相對應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卻跟不上節奏，車位信息化程度低，導致停車難現象日益突出。

全港領牌車輛多達

78萬輛

全港共有各類停車場

2600個

全港有近公私營泊車位

75萬個

全港路邊咪表車位約有

18000個

停車場信息化程度低，車位利用率低，潛在商機巨大



項目案例

九龍灣某政府機構大樓停車場（已交付）

將軍澳某數據中心（已交付） 中環某商業大厦（試用中）

青衣某物流中心（已交付）

荃灣某大型購物中心（已交付）



產品亮點

• 地磁支持聲波、磁場、光線三種檢測方式，結合複雜

算法，有效提高準確率

• 內置電池，無需額外電源，即可運行不少於5年

• 抗壓性超過5頓，IP66防水防塵等級

• 運營商級別網絡，提供穩定連接，AES128以上加密

方式，MQTT傳輸數據格式符合EMSD智慧城市標準

• 綫上智能雲平台+綫下崗亭端系統，實現“綫下八達通”與“綫上

電子支付”的創新融合，成爲香港首個實現“無感支付”的智能停

車場，實現快速出入場，有效提高通行效率

• 支持黑白名單車輛管理，可通過落閘有效防止黑名單車輛通行

• 支持複雜的場中場等使用場景，提供多種靈活的計費方案

實時穩定準確的車位狀態管理 智能高效靈活的車場管理平台

• 使用車牌提取、圖像預處理、特徵提取等技術手段，

實現車輛出入場時，閘機自動抬桿，並記錄車牌信息

• 車牌識別準確率高達98%，具有AI學習能力，可有效

提高識別率

高準確率的車牌識別系統

• 提供車位預約服務，有效解決高峰期停車難問題

• 提供掃碼支付、APP內支付，可在支付完成後無感離場

• 結合商場消費情況，通過登記車牌，實現停車費用減免

• 利用藍牙等室內定位技術，為車主提供室內導航、反向尋車服務

結合最新技術為使用者提供便利



中國移動香港於2017年9月28日舉行全港首個商用 NB-IoT 網絡應用展示會，在活動上展示NB-

IoT 網絡技術所促進串連的完整產業鏈，包括終端、連接、平台及應用等四大區域。

5G NB-IoT簡介

在印度金奈召开3GPP无线接入网第79次全会，明确了R16版本5G新空口中不会对低功耗广域物

联网的用例进行研究和标准化，低功耗广域物联网用例会继续依靠NB-IoT的演进。也就是说，未

來承载5G mMtc场景的物联网技术其实是NB-IoT。



LPWAN

5G NB-IoT LoRa Sigfox

使用頻段 1GHZ以下授權頻段
（運營商）

非授權頻段
Sub-1GHZ ISM

非授權頻段
Sub-1GHZ ISM

使用頻寬 180KHz 125-500KHz 100Hz

最遠傳輸距離 20公里 20公里 50公里

傳輸速率 50kbps (高) 300bps – 50kbps (中) 100bps (低)

特點 1. 使用授權頻段，干擾
較小，品質安全穩定

2. 無傳輸限制
3. 可使用現有4G基站

1. 每日傳輸次數有限
2. 需要額外佈置網關，難

佈網
3. 免費頻段加公開協議規

範，易受干擾攻擊

1. 每日傳輸次數限制最大
2. 需要佈置專用基站
3. 傳輸速率低

5G NB-IoT特點及優勢

低成本
支持

海量連接

廣覆蓋低功耗

NB-IoT
特點



5G NB-IoT
智能停車

6大功能模塊

解決用戶痛點
・地鎖方案
・閘機方案

・藍牙信標
・雲端地圖

・消費折扣
・租戶管理
・黑名單管理
・各類報表

・微信
・支付寶
・ Visa
・Master
・ …..

・車牌識別系統
・智能閘機

・地磁
・超聲波

車位預約 室內導航

綜合管理

多種支付

車牌識別

車位狀態監測



應用技術架構

客戶設備

車牌識別

客戶設備

客戶設備

室內導航 綜合管理

車主APP 多種支付

NB-IoT網路 NB-IoT網路

泊位. 02泊位. 01

車位預約車位狀態監測
基站

CMHK 
OneNET平台

CMHK
智能停車平台崗亭端系統

6大功能模塊



6大功能模塊

3大系統融合

崗亭端系統 CMHK OneNET平台 CMHK智能停車平台

N種車場設備

室內導航車牌識別 車位預約 綜合管理車位狀態檢測 多種支付

智能停車應用技術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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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

香港自定義車牌多，識別難度大，系統具備AI學習能力，提高特殊車牌識別率。

通過車牌提取、圖像預處理、特徵提取等識別方式，實現車輛出入場時，閘機自動抬桿，

並記錄車牌信息，識別正確率高達98%。

車牌識別 1



貼地式地磁檢測器 (聲波+磁場+光線)

車位狀態檢測1

通信距離 NB-IOT支援基站覆蓋範圍內的通信場合。

接收靈敏度 ≤-148 dBm@0.3Kbps

電池容量 ≥19AH

待機電流 ≤25uA

電池壽命 >5年,無需更換電池要求，電池電量過低時自動報警

工作溫度 -25℃ ～ +80℃

工作濕度 RH10%～95%

材料 防彈PC

抗壓性能 >8噸

抗衝擊性能 5kg重錘1m高度自由跌落無損壞

防護等級 IP68

穩定性 24小時不間斷工作

供電方式 一次性鋰氬電池供電



超聲波感應器

主要功能 車輛進出停車位上報、週期上報

電量檢測 可查詢電池的剩餘電量

通信方式 NB-IoT

感應時間 大於1秒、可配置

參數設置 雙向通信、參數可設、車位號可設

工作溫度 -40℃ ～ +75℃

儲存溫度 -40℃ ～ +75℃

外殼材料 ABS阻燃

車位狀態檢測2



管理員可通過停車管理系統後台，直觀地看到車位佔用情況以及車場運營數據。

管理平台參考



APP內預約（帶地鎖）流程參考：

車位預約——地鎖預約

駛入停車手機預約 地鎖上升 前往車場 車牌識別 手機操作 地鎖降下



車位導航1

餘位顯示幕：顯示全部空餘車位數
（放置在停車場入口）

2.選擇所要停車區域 3. 就近尋找空車位停車

停車引導屏：將車輛引導到最近的空
車位（安裝在停車場內通道上方）

LED指示燈：顯示車位是否被佔用



車位導航2

LED引導屏

單向引導屏

雙向引導屏



車主使用停車APP，通過在室內環境安裝藍牙信標設備，建設藍牙定位感知網絡，基於三
點定位技術及一系列信號過濾優化演算法，在智慧終端機即時獲取高精度的藍牙定位結果。

車位導航3

場地圖安裝位置

定位精度誤差1~3m

時延<2s

設備部署原則



室內導航——車輛停放

1、選擇車場導航 2、選擇【停車】 3、規劃最優路徑 4、標記停車位置



室內導航——反向尋車

1、查詢停車位置 2、選擇當前位置 3、規劃最優路徑 4、獲取位置並開始尋車



多種支付

車輛入場統一使用車牌識別，自動抬桿，車輛駛入。

車輛出場時，進行車牌識別，自動計算費用，車主可使用八達通支付。

車主亦可以選擇在APP內或掃碼進行線上支付，出場時進行車牌識別，確認為已繳費車輛後，抬桿放行。

線下支付 線上APP內支付



綜合管理

可視化監控 黑白名單管理 租戶車輛管理 賬戶權限管理
展示車場進出場數據，
如收入、車輛類型、
車流情況等，提供按
日、周、月對比。

管理員可自行管理黑白名單
車輛，被設定為黑名單的車
輛，入場不會抬杆，無法駛
入。如設為白名單（VIP），

則進出車場費用全免。

管理員可為租戶設定特點數量
的車位限額，租戶可自行登錄
平台，錄入租戶車牌，停車場
會根據租戶提供的車牌來判斷

收費方式。

管理員可為不同部門配置不
同權限的賬戶，如保安、租
戶、管理員、風險、IT、財
務等。可進行的操作及可看

到的界面均有不同。

車場資訊發佈

管理員可將車場資訊
發佈到手機APP首頁
進行顯示，及時提醒
車主車場信息。

車場管理

實時管理場內車輛、停車記
錄，可根據車輛大小、車輛

類型等進行篩選。

平台部署及數據存儲
在雲上，提高數據的
安全性、穩定性。

月租管理

可在平台進行月租車
輛的開通、註銷、查
詢、變更等工作。

雲端部署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