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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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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的无人值守方案基本是纸票 + 自助缴费机，费用昂贵，而且体验不佳。随着 AI 人工智能和移动支付的发展有望破解这一难题。  

AI 人工智能基于 GPU， 速度比现在的 CPU 快几百上千倍， 通过对停车场海量的车辆进出图片做深度学习，就可以实现对车牌、

车灯、车标、驾驶员、排气栅格等特征的精准识别， 对有牌车、无牌车的识别准确率无限接近 100%， 避免人工干预；车主通过扫

码付等移动支付手段自助缴费，从而实现停车场的无人值守。

配置 LCD 屏的高速车牌识别道闸一体机， 既支持扫码付， 还可播放广告。

全系统设备金色外观，高端大气。

0.6 秒高速道闸， 快速通行。

AI 无人值守停车场管理系统
系统介绍

· 颜值高  · 体验爽  · 能挣钱  · 还省钱 !



蓝卡 AI 无人值守停车场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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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宗旨 : 世界领先技术，服务全球用户    
企业文化 : 贡献、分享、潮流、极致

贡献： 领先技术、完美产品、服务全球          分享： 扬长避短、平等合作、互利共赢

潮流： 放眼未来、大胆创新、引领潮流          极致： 不断学习、持续改进、尽善尽美

北京蓝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敲钟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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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蓝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为新三板挂牌企业，证券代码为：834515。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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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创新品牌称号，获得国家创新基金支持。

蓝卡科技研制的 LCD 高速车牌识别道闸一体机，既可扫码付， 还可播放广告；金色外观，高端大气；0.6 秒高速道闸，快速通行。蓝卡科技研制出 AI 人工智

能无人值守停车场管理系统，AI 人工智能基于 GPU， 速度比现在的 CPU 快几百上千倍； 通过对停车场海量的车辆进出图片做深度学习，就可以实现对车牌、车

灯、车标、驾驶员、排气栅格等特征的精准识别， 对有牌车、无牌车的识别准确率无限接近 100%， 避免人工干预；支持车主通过扫码付等移动支付手段自助缴费，

从而实现停车场的无人值守。

      蓝卡 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引导系统，可同时探测相对的 6 个车位。通过车脸识别、车牌识别、车位识别、图像畸变校准、车牌焦点曝光等核心技术创新，

在各种光线条件下都有超高的车牌识别率，可对无牌车、车牌遮挡车辆进行有效识别，同时具备车位反查、车位录像功能，采用手拉手 POE 连接方式，降低成本

方便安装，并集成 Beacon 导航功能。加上基于深入学习的 AI 人工智能识别技术，系统对车位的识别更准确，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成功引领了车位引导系统从

超声到视频识别的技术革命潮流。

      蓝卡科技成功引领了停车场系统从“有卡”到“无卡”的技术革命，停车场系列产品销售已覆盖全国并远销海外，已累计用于 5000 余多个案例，15000 多路车道，

管理 200 余万个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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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中国、通用电气、宝洁、大唐、万达、银座、万科、绿城、

绿地、保利、鲁能、劲力、荣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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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部、中石化、北京首钢篮球中心、北京奥园鸟巢、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首都博物馆、上海第十人民医院、上海同济大学、

上海虹口足球场、上海绿地中央广场、深圳梅州客都汇商业中心、深圳阿里中心、深圳会展中心、深圳华强北、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无锡百联奥特莱斯、香格里拉机场、

大理古城、庐山景区、新疆天山天池、西藏科学技术博物馆、台湾新北 / 台北多家家乐福、新加坡管理大学等众多知名项目。

     蓝卡电子巡更独创探卡读卡通讯一体化电路，彻底解决了感应式电子巡更功耗高的技术难题，成功引领了全球电子巡更产品由接触式向感应式转变的潮流。该

产品从 2004 年开始畅销全球，累计销量数十万台，为行业销量第一。

      蓝卡科技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福州、武汉、长沙、郑州、济南、西安、成都、重庆、沈阳、石家庄、合肥、南昌、无锡、天津、昆明、

厦门、青岛等主要城市建立了直属机构，可在多地为客户提供无差别服务。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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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基地

www.bluecardsoft.com.cn

无锡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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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宽敞的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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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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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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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无人值守停车场管理系统
www.bluecardsoft.com.cn

出口（支付宝 / 微信）扫码付收费

临时车到达出口   支付成功

07

临时车到达入口       平时的入口     

平时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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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收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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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高速车牌识别道闸扫码付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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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扫码支付无人值守：

支持微信 / 支付宝二维码扫码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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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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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合金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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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参数

车牌识别率           99%

车牌定位率           99.99%

单张识别速度           120ms（平均识别时间）

电源电压                           85~132VAC 或 176~264VAC

电源频率                           47~63HZ

通讯方式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工作温度                           -30℃～ +50℃

工作湿度                           ≤ 90%（不凝露）

外壳材质                           铝合金

外形尺寸                            312（L）*243（W）*1390（H）mm

重量                                  约 61kg

闸杆类型                           直杆、折杆、栅栏杆

闸杆长度                           1~6 米

抬落时间                           0.6 秒 ~4 秒（根据具体杆长设定）

遥控器                              无线遥控器 2 个



·连续高清车牌识别

·运动目标检测

·车牌焦点曝光

·最快 0.6 秒抬杆

·微波车检  无需地感

实时识别高清摄像机

LCD 液晶显示屏

高亮度闪光灯

金色 / 银色外观

最快 0.6 秒抬杆

微波车检 无需地感

LCD 高速车牌识别道闸扫码付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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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高速车牌识别道闸扫码付一体机

www.bluecardsof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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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界面

金色外观

传感器类型和尺寸           CMOS 

像素分辨率         200 万（1920*1080）

抓拍图片格式                  JPG

视频压缩格式                  H.264

视频传输协议                 RTSP 实时流媒体传输协议

电子快门                         1/30~1/10000 秒

触发方式                         实时识别或地感触发

最佳拍摄范围                  3~6 米

适应车速范围         0~20 km/h

脱机储存                         白名单 30000，黑名单 5000、灰名单 15000、图片 10000

车牌识别种类                   蓝牌、黄牌、白牌、新能源车、军车、警车、WJ 车、使领馆车牌、省港两地车牌等

显示屏                            LCD 液晶显示屏，可显示提示信息和付费二维码，空闲状态下可加载广告播放。

语音播报                        内置喇叭

闪光强度                        闪光强度可调节，照射最佳距离 2-6 米

摄像机 / 显示屏 / 闪光灯参数

银色外观



出票机

在断网时，出票机可以打印含有入场时间的纸票；

当发生异常时，可通过视频对讲联系管理员，寻求帮助；

内置 LCD 显示屏，及时显示控制信息和提示信息，空闲状态下可加载广告播放；

内置真人语音提示功能，车主按键取纸票后，自动控制道闸开启。

扫码机

在断网时，扫码机可以扫描入场纸票，计算停车费用；

当发生异常时，可通过视频对讲联系管理员，寻求帮助；

内置 LCD 显示屏，可显示支付宝 / 微信缴费二维码和提示信息，空闲状态下可加载广告播放；

内置真人语音提示功能。

电源              85~132VAC 或 176~264VAC

功耗                      100W(normal)；200W(max)

通讯方式              TCP/IP

显示                      LCD 显示屏，可显示控制信息和提示信息，

                             空闲状态下可加载广告播放

小票打印类别         一维 / 二维码 

打印纸规格            热敏打印纸，纸宽 80mm，厚度 70-120g，

                             纸卷直径 40~120mm，卷轴直径 25mm

打印速度               150mm/s

工作温度               0℃ -50℃（-20℃选装加热）

外形尺寸              350mm(L)*180mm(W)*1330mm(H)

特点

参数

特点

出票机主要为无牌车辆进入停车场管理系统提供高性能、高稳定性的自助取票服务。 扫码机为无牌车辆驶出停车场提供高性能、高稳定性的自助扫码服务，减少人工干预。

AI 无人值守停车场管理系统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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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85~132VAC 或 176~264VAC

功耗                      50W(normal)；150W(max)

通讯方式              TCP/IP

显示                      LCD 显示屏，可显示支付宝 / 微信缴费二维

                             码和提示信息，空闲状态下可加载广告播放

扫描方式               自动扫描

扫码类别               一维码 / 二维码 

工作环境               0℃ -50℃（-20℃选装加热）

外形尺寸              350(L)*180(W)*1330mm(H)

参数



联网运行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配备 LCD 显示器，电容触摸屏，提供操作提示和查询结果；

可以在地图上放大局部区域，寻找最佳的取车路线；

支持空闲状态下加载广告播放；

支持输入车牌号码数字部分、车位编号（如 A012）、停车时间段

（如上午 10:00—12：00）等方式查询车辆；

支持扫码付，可用手机【支付宝】/【微信】扫二维码缴费；

查询机采用金色喷塑处理，外观高端大气。

屏幕                     LCD 显示屏，电容触摸屏

电源                     AC220V，50HZ

功耗                     25W（max )

通讯方式              TCP/IP

语音播报              内置喇叭

风扇                     循环散热

工作温度               0℃ ~ ＋ 50℃

外观尺寸               539mm（L)*431mm（w）*1043mm（H）

查询机

特点 参数

电容触摸屏，触摸精准度高，反应灵敏；

18.5 寸屏幕，操作视野更开阔；

用手指就能轻松的收费，让收费变得更简单；

支持连接串口热敏打印机，打印收费凭证；

支持连接串口扫码平台，进行扫码收费；

支持连接钱箱，适用于停车场岗亭收费。

电源                     12V 4A

功耗                     15W

工作温度              0℃ ~50℃

屏幕                      18.5 寸，电容触摸屏

音频输出               3.5mm 有源音箱

通讯接口               2 个串口、2 个 USB 接口、1 个以太网口接口、1 个钱

                            箱接口

收费机

特点 参数

AI 无人值守停车场管理系统配套设备

www.bluecardsof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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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缴费机

       输入车牌或扫纸票进行计费，支持纸币、硬币、支付宝、微信支付方式；

       LCD 显示屏，表面触摸屏，定位准、无漂移；

       支持空闲状态下加载广告播放；

       可识别接收纸币面值 1 元、5 元、10 元、20 元纸币；

       支持扫码付，可用手机的【支付宝】/【微信】扫二维码缴费；

       支持视频对讲，操作异常时可及时联系管理员，寻求帮助；

       支持收费小票打印功能。

电源                      AC220V    50Hz

功耗                             300W（normal)  ; 400W(max)

通讯方式                      TCP/IP

屏幕                      LCD 液晶显示屏，表面触摸屏

硬币识别接收                可识别接收面值 1 元和 0.5 元硬币

硬币找零                       可找面值 1 元和 0.5 元硬币

硬币循环                       可以将收取的硬币，自动用于找零

其他                      配置热敏打印机打印收费小票

其他                      配置二维码扫描平台

环境温度                       0℃ ~ ＋ 50℃

外观尺寸                      530mm(L)*433mm(W)*1593mm(H)

特点 参数

14

专业外观设计，单色高亮 LED 点阵显示，可显示汉字、英文、数字等

组合内容；

内置国标字库，字体字型丰富，显示方式多样；

TCP/IP 通信协议，安装方便，控制简单；

可以配合停车场系统的应用；

支持语音播报；

采用户外高亮 LED 屏设计、防雨淋、耐高温。

工作电压

屏规格

通讯接口

显示方式

语音播报

显示层数

字符显示

工作温度

外形尺寸

220V AC

P10 户外高亮 LED 屏，单红

10/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静止或滚动显示

支持

4 层

每层可显示 4 个汉字，每个汉字点阵数 16*16

-30℃ ~60℃

647mm (L)×285.5mm(W) ×1600 mm(H)

高亮 LED 显示屏

特点 参数



AI 无人值守停车场管理系统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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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M 远距离读卡控制一体机

特点 参数

读卡距离远，抗基站干扰；

双频读卡，不受车膜影响；

内置喇叭，语音播放提示；

TCP/IP 网络接口，方便安装。

900M 读卡区域        稳定读卡距离 10 米，宽度 6 米

2.4G 读卡距离        3 ～ 12 米距离可调，宽度 7 ～ 8 米

读卡方式         触发读卡 / 连续读卡

900M 支持协议        EPC Gen2

900M 频率范围        920.5MHZ ～ 924.5MHZ

接口类型        TCP/IP、RS485

电       源         DC 12V，5A

工作温度         -25℃～ 70℃

防护等级         IP45（防雨淋）

外形尺寸         460×260×110mm

重      量          3KG（不含支架）

TCP/IP 网络对讲主机 / 分机

特点 参数

支持对讲分机数多达 8 路，内置高保真音频对讲设备，

声音清楚流畅，传输距离远；

多线路之间切换简单方便，容易操作；

具备声音提醒和灯光指示功能；

配合分机使用，可遥控道闸；

需要 DHCP 路由器或等效设备局域网，同一局域网可

适应多台主机同时工作。对讲主机

工作电压

工作电流

通讯方式

工作温度

工作湿度

外形尺寸

8V—12V

<500mA

基于 TCP/IP 协议网络传输

-25℃～ 70℃

不大于 95%（+25℃）

145x136x42mm（L*W*H）

对讲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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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识别率           99%

单张识别速度       120 毫秒 ( 平均识别时间 )

适应车速范围       ≤ 20 km/h

像素分辨率           200 万像素（1920*1080）

最佳拍摄范围       3-6 米

工作温度             -30℃～ +60℃

工作湿度              ≤ 90%（无凝结）

电源电压              DC 12V，2A

特点 参数

闪光灯

特点 参数

在完全无环境光照明的情况下，可使车牌识别系统的摄像

机拍摄到清晰的车牌图像； 

闪光强度分为频闪和爆闪两种 ，频闪模式下每 20ms 给一

个触发信号，LED 闪光灯持续常亮；

功耗低，效率高；

可昼夜常亮，寿命长； 

体积小，安装简单，调试方便。

实时识别高清摄像机

闪光强度             爆闪 60W, 频闪 2W

最小闪光间隔       6 次 /2S( 爆闪 )；频闪可持续常亮

闪光响应速度       <500us

闪光持续时间       每接收一次触发信号，持续发光 60ms

控制方式             光耦输入 

工作电压              交流 200V~240V  50Hz

照射最佳距离       2--6 米

相对湿度              20% ～ 95% 

外壳防护等级       IPX4

外形尺寸             179 x 181.5x 135 mm  

重量             1.75kg±10%

安装方式             立杆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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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多核高速嵌入式平台，专业车牌识别算法，实现快

速准确识别车辆，各种环境下识别率稳定在 99% 以上；

支持车牌识别的汉字、字母、数字、颜色等各项信息；

0.12 秒连续高清车牌识别，运动目标检测；

夜间有效抑制大灯眩光，车牌号码清晰可辨；

高清抓拍车牌及车辆，视野更宽，可同时录像；

车牌焦点曝光、自动补光，确保车牌清晰；

车牌畸变校准，提高车牌识别的适应性；

神经网络、特征识别算法，有效提高识别率；

镜头前端采用冷腔防雾、纳米涂层技术，充分防水、防雾；

全机身超厚铝合金、散热型设计，有效解决高温发热问题。



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引导系统
www.bluecardsoft.com.cn

现在商业中心规模越来越大，有的甚至会超过一万个车位。车主应尽可能将车辆停在目的地附近的车位，否则会走很多冤枉路，这就需要停车场的区域导航。高峰时期，往往“一位难求”，

这就需要车位引导。停好车后，发现根本找不到出口 / 电梯口的明确方向。这个时候，“导航”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在室外，我们可以通过 GPS 进行导航，在室内就需要使用 Beacon 导航。

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引导，就是大型商业中心停车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进入停车场后 Beacon 可以帮助您导航到靠近您就

餐 / 逛街等位置的就近区域停放车辆。

1、区域导航 

红绿灯引导周边空位情况，引导您快速停车。

2、车位引导 

您可通过 Beacon 导航查找出口 / 电梯口。

3、查找电梯口

您可通过 Beacon 导航到某一想去的店铺。

4、商铺导航

17



您可通过 Beacon 功能找到寻车路线， 并据此找到爱车。

5、找车导航

如出现车辆剐蹭事故，可通过智能录像功能查看进出车位的视频，

找到肇事车辆进行追责。

6、智能录像

1、根据以往的消费习惯进行广告推送

2、根据实时所在的位置进行广告推送

7、精准广告

可输入“美食”、“女装”、“电影院”等分类信息，了解到某一

类别店铺的信息。

8、消费引导

18



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引导系统

www.bluecardsoft.com.cn

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引导系统拓扑图

19



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检测器内置双路 300 万高清摄像机，采用背靠背设计，每侧对应 3 个车位，安装在道路中间，可

以同时监测两侧合计 6 个车位。该产品可自动完成车位图片抓拍，车牌识别、车脸识别、车位识别，并控制车位状态指示灯。其

中红灯代表对应车位全部被占用，绿灯代表对应车位中还有空车位，蓝灯代表残疾人专用车位，黄灯代表预留车位，青灯代表电

动车专用车位，紫灯代表女士优先车位。

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检测器可以通过 POE 手拉手连接方式，将车位图片、车位状态、车牌号识别结果及视频流等信息

传输到 PC 服务器和专用控制服务器。

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检测器

功能简介：
高清 300 万像素摄像机，适用于地下停车场等低照度场景；

集成多种识别算法：车牌、车灯、车标、驾驶员、排气

栅格等，提高车位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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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一体机，可脱机工作，不受网络异常影响，自动完成

车位截图、识别、指示，无需后端视频处理器；

接线采用网络方式，双网口设计可支持手拉手串联；

可实现车位的自动分割，压线报警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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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车位数                单侧 1-3 个，双侧最多 6 个

车位识别率                99%

车位状态指示灯         集成高亮车位状态指示灯，可显示：红、

                                 绿、蓝、黄、紫、青、白 7 种颜色

传感器类型                1/3 CMOS

镜头焦距                   2.8mm/3.6mm/6mm

图片分辨率                300 万像素 (2304×1296) 

图片格式                   JPG

视频压缩格式            H.264

视频传输协议            RTSP

Beacon 功能             支持 ( 标配产品没有此功能）

通讯方式                   RJ45 网络接口

供电方式                   POE

连接方式                   串联 / 并联

功       耗                   双路≤ 10W，单路≤ 8W

工作温度                   -20℃ -50℃

工作湿度                   ≤ 90%RH（不凝露）

防护等级                   IP40（不防水）

外观尺寸                   230mm×160mm×79.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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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on 导航模块

     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检测器内置 Beacon 模块，

可用于室内导航，支持用户修改设备名、服务 UUID、发

射功率、配对密码等指令，方便快捷使用灵活。模块基于

蓝牙 4.0 协议标准，工作频段为 2.4GHZ 范围，调制 方式

为 GFSK，可调整发射功率，采用 TICC2540/TICC2541 

芯片设计，方便快捷，使用灵活。

用户可以安装定位软件通过 Beacon 定位准确的定位到自
己的车辆位置。

供电                        DC3.3V

手机通信速率           1k\s

通信距离                  8~ 15m，具体视安装环境而定



AI 人工智能服务器

电源                       输入电压 90-264V，500W 额定功率

内存                       8G 内存，支持 2 个内存插槽

硬盘                       2T 机械硬盘

操作系统                 Linux

通讯接口                TCP/IP 网络通讯

网卡                       2 个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卡

工作温度                0℃ ~50℃

外观尺寸               425mmx 452mm x 177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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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 供电控制器

    POE 供电控制器是高清车位检测器的供电单元，内嵌稳定大功率的电源转换模块，采用标准

RJ45 接口，将高清车位检测器手拉手串联，节省了施工时间和线材。

工作电压                               AC 220V / AC 110V

最大功率                                150W（2 通道）/300W（4 通道）

IN 输入接口                2/4 个（连接交换机网络通讯）

OUT 输出接口                        2/4 个（对高清车位检测器供电）

传输距离                               ≤ 100 米         

工作温度                               -20℃～ +60℃

工作湿度                               ≤ 90%RH（不凝露）

外形尺寸                                482mm*45mm*250mm

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引导系统

www.bluecardsoft.com.cn

参数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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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位引导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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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范围                      室内停车场

LED 模组规格               F5.0 室内屏（64*32）

工作电压                      AC 220V

功       耗                      50W/75W/100W

使用环境                      温度：-20℃～ +50℃，湿度： ≤ 95%

通讯接口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显示颜色                      红、绿、黄三种颜色

通过软件可以方便设置为单向、双向、三向指示屏

22

特点 参数



车位引导系统配套设备

www.bluecardsof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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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规格                  P10 高亮户外 LED 屏，单红

通讯接口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工作电压              220V AC

最大功率              175W ～ 280W

显示方式              静止或滚动显示

字符显示              每层可显示 4 个汉字，每个汉字点阵数 16*16

显示层数              5-8 层可选

工作温度              -30℃～ +60℃

外形尺寸              960mm*265mm*1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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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空位显示屏

特点 参数

无线车位指示灯

供电电压               220VAC

运行功耗               ＜ 1W

指示灯类型            红、绿、蓝、黄、紫、青、白 7 种颜色

通讯方式               RF470Mhz 频段无线通讯

通讯距离               ≤ 100m（根据射频功率和环境而定）

外观材质               ABS+PC

防护等级               IP40

外观尺寸               230mm*160mm*79.4mm

参数

通过 7 种不同颜色来指示车位的状态；

采用 ISM 工业频率 470MHZ 频段的无线通讯；

基于 LoraWan 无线组网设计，自动跳频、自动调速、自动组网；

安装方便，布线简单，插上电源即可工作。

特点



通讯方式                               RF470Mhz 频段无线通讯

检测距离                                0.1-0.6m

检测时间                                5~10 秒（可配置）

工作温度                                -30℃ ~ +70℃

RF 通信距离                 ≤ 50m（根据射频功率和环境而定 )

外壳材质 / 防护等级  PA66 / IP54

电源                                 可工作 5 年以上

外形尺寸                                140mm*87.5mm*46.8mm 

参数

无线超声车位检测器无线地磁车位检测器

双地磁芯片设计，高精度磁场检测；

基于 LoraWan 无线组网设计，自动跳频、自动调速，自动入网，即装即用；

19Ah 大容量锂电池供电，超长运行时间；

超低功耗运行，抗扰动设计，异常自恢复；

IP68 超高防护；PA66 超强材质，适应性强；

标准尺寸外壳，双层分体式设计，施工方便易维护。

双探头收发分离设计，高精度检测；

基于 LoraWan 无线组网设计，自动跳频、自动调速，自动组网，即装即用；

19Ah 大容量锂电池供电，超长运行时间；

超低功耗运行，抗扰动设计，异常自恢复；

IP54 防护等级设计，方便清洁，PA66 材质坚固耐压。

通讯方式                             RF470Mhz 频段无线通讯

检测时间                              1~3 秒（可配置）

检测算法特征                       有效的环境因素补偿算法

电池参数                             可工作 5 年以上

工作温度                             -30℃ ~ +70℃

RF 通信距离              ≤ 200m（根据射频功率和环境而定 )

外壳材质 / 防护等级               PA66 / IP68

外形尺寸                              99 mm (W)x  69 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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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参数

特点



上海金桥京瓷工厂园区

25

www.bluecardsoft.com.cn

高速车牌识别道闸一体机典型案例



甘肃兰驼东厂家属区 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

26

杭州绿城·紫金广场 甘肃张掖公园道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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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车牌识别道闸一体机典型案例

33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鸟巢

云南大理古城服务区 秦皇岛葡萄岛 上海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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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

四川泸州古蔺天立中央花园 江苏句容工商银行河南郑州中牟县上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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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车牌识别道闸一体机典型案例

河南信阳市固始县人民检察院

唐山市财政局 北京窦店镇人民政府西南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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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盛迪亚生物公司

湖南张家界烟草专卖局 江苏泗洪半岛国际南京三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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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引导系统典型案例

浙江东兴生活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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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阳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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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on 导航高清视频车位引导系统典型案例

广东深圳阿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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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21 世纪城

台湾民生社区活动中心 新加坡管理大学宁波万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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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卡的国外典型案例

马其顿 HOTEL PINAL

35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VARVAP 社区 莫斯科

以色列某购物中心



蓝卡的部分知名用户

3436



蓝卡的部分停车场系统案例名录

www.bluecardsoft.com.cn

北京首钢篮球馆

北京首都博物馆

北京融科创意中心

北京市窦店镇政府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 鸟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

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农业展览馆

北京解放军 302 医院

北京解放军第 466 医院

北京国家康复医院 

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西城法院

北京西单光大银行

北京恭王府

北京税务局

国防大学

北京门头沟潭柘寺景区

北京安华桥总参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北京地铁运营二公司

北京双井军区

北京寰太大厦

北京观塘别墅

北京科技会展中心

北京瑞辰国际中心

北京市学院国际大厦

北京东五环炮兵研究中心

北京美泰乐工厂

北京农大南路总参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北京清河第四小学

北京 101 中学

北京人大附中

北京市地税局 

北京昌平生命科学园

北京神州数码大厦

北京大学万柳校区

北京日坛国际酒店

北京亦庄酒仙网 

北京北医三院上地门诊

北京海淀交通支队

北京空军指挥学院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

北京消防总队

天津中医药大学一附院

天津红星国际广场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空港管委会

天津总医院

天津公交集团

天津武清艾尔姆公司

天津大宇宙信息创业园

天津泰安道五大院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港保税区投资服务中心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司法大楼

天津凯旋广场

天津登发家装市场 ( 河西店 )

河北石家庄想象国际商业区

河北石家庄西美五洲酒店

河北石家庄盛邦地产

河北石家庄交通银行总行

河北石家庄第二戒毒所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

河北秦皇岛北大营部队家属院

河北秦皇岛市政府

河北秦皇岛葡萄岛旅游区

河北秦皇岛燕山大学

河北廊坊林溪谷景区

河北廊坊管道局总医院

河北廊坊永清财政局

河北廊坊市国家安全局

河北廊坊市永清检察院

河北廊坊广阳区嘉华酒店

河北衡水市建设银行 

河北任丘华北油田测井公司

河北张家口市凯地广场

河北张家口市凯地尚都

河北张家口第六医院

河北张家口宣化炮院

河北张家口市鑫华庄园

河北邢台市供电公司

河北邢台人民医院   

河北邯郸市高铁东站

河北邯郸永年检察院

河北邯郸水文地质局 

河北省邯郸市供电公司

河北邯郸水文地质局 

河北邯郸学院

河北邯郸市御赵金台

河北邯郸市伽蓝艺墅

河北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唐山财政局

河北唐山供电局

河北唐山开滦煤矿集团

河北唐山丰润热电

河北唐山市政府

河北唐山市政府八大局

河北唐山新华贸购物中心

河北省唐山八方购物广场

河北唐山市迁安君和领秀湾

河北遵化人民医院

河北承德承德名都广场

河北省承德隆化县政府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检察院  

河北承德行政中心

河北省承德围场县医院

华北地区精华案例

河北邯邢五矿大厦

河北辛集财政局

河北保定解放军 252 医院

河北保定财政局

河北保定市星光国际酒店

河北北方学院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邮区中心局 

山西长治古城煤矿筹建处

山西省忻州原平市信用社

山西运城黄金水岸

山西太原电子器材公司

内蒙古包头市东亚世纪城

内蒙古包头市翡丽湾

内蒙古包头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铁西万家惠农贸市场

内蒙古呼和浩特演艺中心

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机场空管楼

内蒙包头供电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电业局

内蒙锡林浩特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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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精华案例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山东东营市政府 

山东东营市财政局 

山东东营滨海公安局

山东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济南智能枢纽中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潍坊寿光法院

山东青岛市南法院

山东青岛凤凰城中学

山东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山东青岛极地海洋世界 

山东青岛海尔工业园区

山东青岛金石国际广场

山东青岛 91286 部队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山东烟台大学

山东潍坊临朐沂山风景区

山东潍坊青州二炮学院

山东东营建设银行

山东日照银行

山东日照中盛集团

山东枣庄峄城公安局

山东枣庄驿城区检察院

山东济宁市检察院

江苏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南京金陵科技学院幕府校区

江苏南京迈皋桥保障房

江苏南京二十一世纪城

江苏南京生命科技园

江苏南京明发科创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

研究所

江苏南京三江学院

江苏南京东吉物流园

江苏南京雨花台风景区

江苏镇江市高等专科学院

江苏镇江 120 急救中心

江苏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高邮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泰中新校区

江苏泰兴未来城

江苏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江苏苏州久光百货

江苏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江苏张家港粤海酒店

江苏南通大学

江苏南通火车站站前广场

江苏南通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

江苏常熟市丁坝农贸市场

江苏盱眙市农商行新大楼

无锡蠡园开发区国家工业设计园

江苏太仓国税局

江苏常州火车站北广场

江苏常州妇幼保健医院

江苏江阴澄江福地停车场

江苏淮安市淮安区法院

江苏建湖县人民医院

江苏徐州市国土资源局

江苏徐州沛县检查院

江苏靖江汽车站

安徽合肥之心城购物中心

安徽合肥新地购物中心

安徽合肥中环城

安徽合肥明发广场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科大讯飞办公楼

安徽芜湖中医院

安徽师范大学（新区）

安徽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淮南新华医院

安徽马鞍山南湖停车场

安徽黄山黎阳老街

安徽安庆市财政局

安徽铜陵火车站

安徽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阜阳商厦 

安徽六安红星美凯龙

安徽淮北生态公园停车场

浙江杭州阿里巴巴

浙江杭州中国美院

浙江舟山医院

浙江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余姚市政府

浙江余姚公安局

浙江宁波诺丁汉大学

浙江温州水利局

浙江省杭州市电信大厦

浙江东阳人民医院

浙江杭州华艺创业楼

浙江杭州西溪九栋创意园

浙江嘉兴信源集团大厦

浙江宁波市第二医院

浙江宁波电视台

浙江宁波万科城  

浙江绍兴上虞财富广场

浙江绍兴市人民医院

浙江绍兴诸暨中程建工集团

浙江安吉人民政府

浙江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宁波大学

浙江温州大学

浙江宁波国家大学科技园区

浙江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良渚大学科技园

浙江东阳国际大厦

浙江安吉广播新闻中心

浙江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杭州铁路公司

浙江海宁中医院

福建莆田档案局

福建三明城关电站

福建漳州市公安局

福建漳浦县中医院

福建省电力大厦

福建泰宁县公安局

福建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

福建厦门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厦门海沧区人民政府

福建泉州广播电视中心

福建莆田人民检察院

上海通用电气中国研发中心

上海绿地中心

上海中骏广场

上海市综治中心

上海闵行疾控中心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同仁医院

上海普陀科技大厦

上海宝钢体育馆

上海财经大学国家科技园

上海汇京国际广场

上海电气集团

上海新天地时尚广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上海三毛集团 791 产业园

上海同济设计院

上海徐汇区房产交易中心

上海虹口足球场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上海漕河泾新国际商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政府

上海展览中心

上海电气重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嘉和国际大厦

上海虹桥中华园

上海文教产业园

上海金山光明都乐汇

上海金桥京瓷工厂园区

上海徐汇创业园

上海财富国际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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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卡的部分停车场系统案例名录

www.bluecardsoft.com.cn

湖北黄石公交公司

湖北武汉口腔医院

湖北宜都雅斯国际广场

湖北武汉未来科技城

湖北鄂州南浦国际广场

湖北武汉南湖干休所

湖北武汉中铁电务公司

湖北武汉汉正街服装批发市场

湖北武汉血液中心

湖北红安时代广场

湖北武汉江夏市政建设总公司

湖北武汉高铁站运管办

湖北武汉武钢总部

湖北恩施州押运公司

湖南长沙省测绘局

湖南长沙省肿瘤医院

湖南长沙湖南省交警总队

湖南省地质局

湖南省检察院

湖南省出入境管理中心

湖南长沙邮区中心局

湖南省科技厅

湖南株洲市审计局

湖南株洲市药监局

湖南省移动总公司

湖南省路桥集团

湖南浏阳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湖南湘潭市三建集团办公大楼

湖南长沙市兴威华天大酒店

湖南长沙新世界百货

湖南省平江县烟草管理局

湖南省长沙市中南勘测研究院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红星国际酒店

湖南省衡阳市地质 417 队

湖南省长沙市卷烟厂

湖南株洲湘水湾

湖南株洲曼哈顿商业广场

湖南常德景江园林酒店

湖南中烟工业责任有限公司

湖南张家界桑植县公安局

湖南长沙市长丰猎豹集团

湖南株洲市世贸大厦

湖南岳阳道道全粮油基地

湖南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湖南长沙市洋湖景园

湖南长沙市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湖南怀化火车站通程商业广场

湖南郴州桂阳县公安局

湖南中烟工业责任有限公司

湖南郴州飞天山旅游风景区

湖南永州宁远县政府

河南省委家属院馨悦苑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郑州大学

河南郑州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河南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河南省交通厅

中石化河南石油分公司

河南郑州中原福塔

河南郑州永和伯爵酒店

河南郑州保利海上五月花

河南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郑州瀚海·北金

河南郑州金成时代广场

洛阳中国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洛阳老君山风景区

河南洛阳钼都利豪国际饭店

河南焦作锦绣公馆

中国人民银行焦作中心支行

河南南阳师范学院

河南南阳儒林商都

河南新乡中央公园

河南新乡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三门峡博丰明钻

河南三门峡同德佳苑

河南信阳东方今典·中央城

河南信阳西亚和美广场

河南驻马店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平顶山银基誉府

河南平顶山平煤集团家属院

河南濮阳未来花园

河南濮阳油田

河南周口市供电公司

河南许昌市万象城

河南许昌文化中心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吉安财政局

江西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上饶灵山风景区

江西南昌国税稽查局

华中地区精华案例

江西南昌中铁四局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南昌中骏蓝湾香郡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日报

江西伟梦东方院

江西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总公司

江西南昌市修水县滨江花园

江西八一纪念馆

江西电力检修公司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矿产局

江西九江学院

江西省体育局

江西南昌国贸阳光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南昌红谷滩管委会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南昌朝阳时代广场

江西南昌进贤凯旋广场

江西九江庐山风景区

江西鄱阳湖湖城绿洲

江西南昌航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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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金禾中心

湖北宜昌国贸大厦

湖北武汉中华路小学

湖北武汉邮电学校

湖北咸宁政府大院

湖北宜昌金东山商业广场

湖北武汉森林现代城

湖北恩施市人民医院

湖北武汉实验中学

湖北武汉二七路审计局

湖北武汉市民政学校

湖北武汉市汉阳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湖北十堰东风底盘部件厂

湖北宜昌质检局

湖北宜昌重庆大厦

湖北武汉保利城二期

湖北咸宁红牛工业园

湖北利川市公安局

湖北孝感工程学院

湖北武汉阳逻香榭花都

湖北宜昌烟草局

湖北黄石团城山杭州公馆



西北地区精华案例

陕西西京医院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陕西西北电力建设集团

陕西西北饭店

陕西质量监督局

陕西西安市公安局    

陕西西安止园饭店   

陕西西安空军工程大学 

陕西西安三森国际家居城

陕西西安沣东新城公安局

陕西西安西电医院 

陕西西安曲江中铁建国际城 

陕西西安金莎国际

陕西西安市曲江金辉世界城

陕西西安鸿基新城小区

陕西西安长安区圣合家园

陕西西安雁塔区中铁尚都城

陕西西安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

陕西西安泽星大厦

陕西西安华帝金座

陕西西安中铁建梧桐苑

陕西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陕西曲江观山悦

陕西西安日化厂社区

陕西西安斯瑞工业园

陕西武警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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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高新区蓝晓科技园

陕西西安时亿壹号大厦 

陕西西安南大街百货大厦

陕西西安莲湖区省农业厅

陕西西安长安区金堆城小区

陕西西安曲江凤凰池

陕西阎良天创地产停车场

陕西高陵泾渭大厦

陕西咸阳中宏国际广场

陕西咸阳中储物流中心

陕西咸阳书香河畔小区

陕西咸阳先河国际 

陕西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咸阳丽彩潮流港

陕西咸阳天禧广场

陕西咸阳市鼎城家园小区

陕西咸阳玉泉路小区

陕西咸阳阳光城西西里

陕西宝鸡市天下汇国际购物中心

陕西省宝鸡市宝钛家园

陕西宝鸡蔡家坡凤仪国际 

陕西宝鸡蔡家坡城市展示中心

陕西宝鸡供电陈仓分局

陕西渭南市检察院

陕西渭南市居然之家

陕西渭南新洲华盛购物中心

陕西安康九州物流园

陕西安康锦绣汉旭苑

陕西安康博物馆

陕西安康市妇幼医院

陕西安康汉阴清风秀岭

陕西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延安大学

陕西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榆林子洲县财政局

陕西榆林公安局

陕西榆林世纪精华大酒店

陕西榆林榆阳区检察院

陕西榆林治沙研究所

陕西榆林国土资源局家属院

陕西省榆林市榆和饭店

陕西榆林市凯信世际大厦

甘肃兰州大学

甘肃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兰州西北宾馆  

甘肃政法学院

甘肃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甘肃妇幼保健院

甘肃兰州中医医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甘肃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西北师范大学附中

甘肃科技馆

甘肃兰州八一宾馆

甘肃兰州长城宾馆

甘肃兰州中车集团兰州工程

机械修理厂 

甘肃兰州组工大厦

甘肃兰州建工瑞景小区

甘肃兰州市天源九号小区

甘肃兰州市金安苑小区

甘肃兰州新港城小区

甘肃兰州市金砂茗苑 A 区

甘肃兰州八冶家园

甘肃兰州兰驼东厂家属区

甘肃陇南电力公司家属院

甘肃平凉市新城国际小区 

甘肃天水市妇幼保健院

甘肃武威人民医院

甘肃张掖市人民医院

甘肃张掖市高铁站

甘肃张掖公园道 1 号

甘肃张掖西花苑小区 

甘肃张掖嘉亨大酒店

甘肃张掖市丽晶广场

甘肃张掖市电力大厦

甘肃张掖甘州区丹马小区

甘肃张掖和泽馨苑小区

甘肃张掖北关名苑

甘肃张掖崇文丽景小区

甘肃张掖文庭苑小区

甘肃张掖甘州区润泽园小区

甘肃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酒泉颐宁小区

甘肃酒泉阳光小区

甘肃酒泉碧水河畔小区

甘肃敦煌市交通局

甘肃敦煌飞天嘉园小区 

宁夏人民医院

宁夏神华宁煤集团

宁夏塞上骄子

宁夏银川大世界商务广场

宁夏银川市房管局大厦

宁夏银川银基大厦

宁夏银川市阅海万家小区

宁夏银川民生兴庆府大院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中国移动大厦

宁夏银川未来城小区

宁夏银川中海社区别墅

宁夏神华宁煤集团

青海西宁香格里拉 1 号停车场

青海西宁三河小区

青海格尔木和谐家园小区

青海格尔木西城家苑

青海省格尔木检查院

新疆博乐宾馆

新疆青年路建工集团

新疆和田公安局

新疆天山天池

新疆乌鲁木齐东方龙酒店

新疆伊犁公安局

新疆伊犁物流园

新疆乌鲁木齐武警医院

新疆库尔勒铁路工务段

新疆乌鲁木齐七一酱园  

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安集海镇

新疆葛洲坝大厦 

新疆世界公元一期   

新疆七一阳光新城 

新疆国土规划院

新疆高级人民法院

新疆五家渠海宁皮革城

新疆世界公元小区二期

新疆云岭青城 二期

新疆石河子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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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精华案例 华南地区精华案例

辽宁大连开发区海湾城小区

辽宁朝阳市住建委

辽宁沈阳东软电脑城

辽宁大连机场

辽宁省水资源管理集团

吉林省射击射箭中心

吉林梅河口中心医院

吉林长春武警医院

吉林长春东北电器城

吉林长春住邦城市广场

吉林省四平市中央公园小区

吉林省吉林市恒旺名都大厦

哈尔滨恒大盛和世纪小区

吉林长春上东国际大厦

吉林长春晨宇商场

辽宁盘锦辽河油田研究院

辽宁大连长兴岛新港假日小区

辽宁大连电视台地下车库

辽宁朝阳市朝阳银行总行

辽宁大连交通大学

辽宁大连中铁诺德滨海花园 

辽宁沈阳沈铁·和谐家园小区  

辽宁鞍山鼎龙国际小区

广东深圳阿里中心

广东珠海南方软件园

广东中山市国家税务局

广东佛山保利花园三期

 广东佛山鸿运汽车站

 广东佛山平洲玉器街翠宝园

广东广州越秀区麓湖轩

广东惠州高岭村御园

广东惠州市湖畔新城

广东江门江海供电局

广东江门输电一所

广东江门御雅苑

广东茂名光华电脑城

广东梅州优山美地小区

广东佛山龙湖春江名城

广东佛山平洲玉器街

广东增城合汇中央广场

广东惠州壹品国际

广东梅州梅县华侨城广场

广东梅州大江畔酒店

广东深圳观澜银星产业园

广东深圳海洋大厦

广东深圳体育大厦

辽宁大连开发区万国公馆

辽宁沈阳沈铁·霁虹家园小区

辽宁沈阳南塔新天地

辽宁大连市瓦房店市电视台

辽宁大连金海明珠小区

辽宁沈阳梦想之约小区

辽宁大连宏孚国际大厦

辽宁大连劳动公园

辽阳市中心医院

辽宁朝阳中医院

辽宁锦州港

辽宁中岸海润郦城

辽宁沈阳东北电力医院

吉林国家电网长春市供电公司

吉林长春人民广场建设银行

吉林长春恒和广场

吉林四平市鼎晟嘉园

黑龙江省双城市民乐大厦

黑龙江省公安厅

黑龙江哈尔滨天平机场

吉林四平鑫鼎世家小区

吉林四平成龙国际小区

吉林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广东深圳西丽大学城

广东深圳夏威夷国际酒店

广东阳江新都广场

广东珠海南油大酒店

广东珠海威士茂科技工业园  

广东珠海中海银海湾

广东珠海中海银海湾  

广东珠海中立信大厦

广东肇庆益华山海郡

广东珠海南屏科技工业园

广东珠海香洲区府

广东河源和平县公安局

广州天河融科商务园园区

广东广州二沙岛体育公园

广东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大院

广东广州中山检察院

广东深圳华强电子世界

广东深圳会展中心

广东韶关 76166 部队

广东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广州市天河区长讯大厦

大百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玉器街

广东江门市蓬江区民隆机电

广东佛山联星大道南区商业城

广东深圳彩生活大厦

广东广州海珊大酒店

广东中山市人大办公大楼

广东省珠海市商业广场

广州市荔湾区 1850 创意园

广东深圳仙湖植物园

广东深圳油松大厦

广东省珠海市摩尔百货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海洋大厦

广西百色人民医院

中恒集团（南宁公司）

广西来宾公安局

南宁铁路局宁铁一号大院

广西南宁华城广场

广西南宁自治区药监局

广西南宁武警总队医院

广西贺州财政局

广西南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广西南宁琅东综合治安办

广西南宁大唐总部

广西桂林两江机场航站楼  

吉林四平紫禁城小区

吉林四平华亿明珠小区

吉林四平华亿嘉苑小区

吉林四平志城地产·中央公园小区

吉林珲春浦项国际现代物流园

吉林长春市力旺东玺台小区

吉林省四平金座购物中心

吉林四平泰合物业紫金城 C 区

吉林四平新鼎小区

黑龙江绥化中心医院

黑龙江哈尔滨市星光耀二期

黑龙江双城市民乐小区

辽宁大连华信软件园

辽宁葫芦岛兴城市海上海大酒店

辽宁锦州火车站

辽宁沈阳九洲湾景汇小区

辽宁盘锦中交凯旋城小区 

辽宁沈阳中街天润广场

辽宁大连金元大酒店

辽宁沈阳原香墅小区

辽宁省鞍山供电公司综合楼

辽宁辽阳紫阑金苑小区

辽宁盘锦市盘锦皇家御品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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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精华案例

四川成都农业大学

四川成都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

四川成都市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四川成都农林科学院

四川成都国航西南分公司飞行部

四川成都市高新区管委会 

四川成都市航利中心

四川成都市郫县人民政府

四川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四川成都郫县中医院

四川成都智领大厦

四川成都东风渠项目管理处

四川成都龙远科技大厦

四川成都力德时代

四川成都空军第一招待所

四川成都市都江堰管理局

四川成都中信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成都量力灯皇港

四川成都红星美凯龙双楠店

四川成都新棕北大厦

四川成都人南大厦

四川成都金堂星岛国际

四川温江朝阳时代西锦小区

四川什邡蓝剑集团美心基地

四川泸州西南医科大学

四川绵阳博雅海润广场

四川泸州古蔺天立中央花园

四川绵阳佰腾数码广场

四川绵阳树高威尼斯城

四川绵阳碧水印象小区 

四川绵阳盐亭盐亭花园未来城 

四川崇州捷普科技（成都）有限

公司

四川峨眉山农夫山泉水厂

四川雅安烟草专卖局

四川雅安雨城区地税局 

四川省大邑县邑州监狱 

四川广元广信·财富中心

四川宜宾江安中医院 

四川乐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内江东兴区人民医院

重庆武隆仙女山景区

重庆云阳龙缸景区

重庆九龙坡歇台子派出所

重庆江津县四面山风景区

重庆李子坝公园

重庆酉阳桃花源风景区

重庆万友康年酒店

重庆巫山县神女景区

重庆巴南公安局

重庆警察学院

重庆潼南社保局

重庆万州三峡学院

重庆水土镇煤监局业务保障单位

重庆长寿圣天湖

重庆开县新安康医院

重庆南岸阳光华庭小区

重庆渝北香林豪郡

重庆长寿阳光世纪城

重庆合川海润国际

重庆万州三峡职业学院

重庆巴南府邸

重庆焦家沟派出所

重庆南泉医院

重庆十八梯小区

重庆涪陵新世纪

重庆鲁能星城第七街区

重庆万州滨江花园

重庆劲力五星城

重庆金色家园

重庆璧山吉旺东福洪洲  

重庆公共事务管理中心

重庆朝天门日常杂货广场

重庆綦江山语城

重庆綦江锦绣江山

重庆梁平亿联商贸城

重庆长寿云台石油小区

重庆合川希尔安江上城

重庆綦江中学

重庆垫江桂溪街道办事处

重庆聚龙锦苑

贵州安顺阿波罗大酒店

贵州百花山开磷百花医院

贵州贵阳金龙国际花苑

贵州贵阳富水路

贵州遵义市汇川国际温泉城 

贵州省绥阳县政府

贵州龙里龙城广场

贵州仁怀时代广场

贵州遵义航天通讯站

贵州遵义镇安县政府

贵州六盘水矿业医院

贵州贵阳恒大花园

贵州贵阳输油管理处

贵州纳雍恒达小区

贵州纳雍恒大步行街

贵州瓮安大地商业广场

贵州遵义市桐梓县电厂

云南玉溪交通规划局

云南大理 - 凤仪镇政府

云南大理州医院行政办公楼

云南曲靖师范学院

云南昆明招商酒店

云南玉溪人民医院

云南大理财政局

云南大理宾川县人民医院

云南香格里拉机场

云南大理惠丰新城昭园

云南昆明城市公园广场

云南昆明金色俊园二期

云南昆明女子二监狱

云南昆明西山森林公园

云南 红河州红河供电局

云南大理市洱海苍来

云南大理海岸春天

云南大理弥渡县医院

云南大理太阳苑

云南昆明城市公园广场

云南昆明东部客运站

云南昆明丰原大厦 

云南昆明华洋家居广场

云南昆明王旗营蔬菜交易中心

云南临沧茶马古镇

云南临沧大朝山游泳馆 

云南文山机场

云南玉溪澄江农村信用社

云南玉溪南方电网

云南玉溪工业财贸大学

云南玉溪红塔公安分局

海南财政局

海南海口华宝雅苑

海南三亚检察院

海南省卫生学校 

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南万宁石梅山庄

海南海口医学院附属医院

海南省医学院

海南省武警迎宾馆

海南省琼海工会机关办公楼

海南琼海市总工会

海南省澄迈县盈滨半岛

海南省三亚市第一中学

海南省军区停车场系统

海南龙泉大酒店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支行

海南文昌电信局 

海南三亚质量技术监督局  

海南海口金马大厦  

海南省省委党校

海口金盘大厦

海南省农垦集团

海南海口美兰机场航站楼 

海南三亚凤凰机场航站楼 

海南省香水湾工业区新华联

海南澄迈东二区高层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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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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领先电子巡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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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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巡更机

BP-2002B BP-2002

事件夹

各种巡逻点BP-2012S BP-20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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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卡的部分巡更巡检案例名录

www.bluecardsoft.com.cn

华北地区精华案例

华东地区精华案例

国家民委机关服务中心

中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

中铁快运及全国分公司

中国石油辽宁锦州分公司

中外运空运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迪利特大酒店

上海虹桥机场

上海泰宝华庭别墅

上海嘉定政法大楼

江苏南京大学

江苏南京金陵船厂

江苏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南京苏宁环球

江苏南京先声药业

江苏南京地铁 1 号线

江苏南京空军司令部

江苏南京威尼斯水城

江苏省海安人民医院

江苏张家港聚能投资

百度在线

联想集团

北京公交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地铁调度中心

北京亦庄生活广场

江苏张家港联合铜业

江苏张家港市帝景豪苑

江苏张家港天霸商务馆

江苏镇江京口区

江苏镇江恒美嘉园

江苏镇江句容香江丽景

江苏扬州九龙小区

江苏扬州福龙苑小区

江苏扬州京沪高速江都段

江苏宿迁锦绣怡园

江苏宿迁皇冠公寓

江苏宿迁京杭大酒店

江苏宿迁沭阳县体育中心

江苏宿迁沭阳县梦溪大酒店

北京温都水城

北京瀛海庄园

河北秦皇岛新丰家园

约翰迪尔天津托拉机厂

天津东丽国家直属粮库

江苏宿迁曹集乡城乡安全社区

江苏盐城市奇林电器厂

江苏盐城市公园道 1 号

江苏盐城高教公寓

江苏盐城市世纪家园

江苏盐城市加洲东郡

江苏盐城市金大洋花园

江苏连云港市东盛城中阁

江苏连云港市四季花城

江苏淮安清江石油化工公司

江苏淮安市盛世豪庭

江苏淮安市紫金花苑

江苏淮安翡翠城花园

江苏徐州科技大厦

天津凯诺斯铝酸盐技术有限公司  

内蒙古包头市热力公司

内蒙古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伊利集团

内蒙古供电段

江苏徐州农贸批发市场

江苏徐州金龙湖风景区

江苏徐州太阳花园别墅区

江苏泰州万达广场

江苏泰州同济家园

江苏盐城市新日月翠洲家园

浙江绍兴万达广场

浙江省湖州产业园

浙江桐乡电力大楼

浙江衢州校园巡更 

浙江宁波北仑宏时

浙江宁波剑桥一二期 

浙江宁波雅戈尔物业 

浙江宁波均胜总部基地 

浙江宁波东钱湖仙坪西苑

浙江宁波 21 码头水上公园

浙江宁波秀山岛南沙嘉年华

浙江杭州世贸中心 

浙江杭州妇保医院

浙江杭州近代工业博物馆      

浙江杭州明邦保全物业管理公司  

浙江义乌内陆口岸场站 

浙江江阴市民水上活动中心      

安徽淮南金地国际城

安徽定远定远总医院

安徽六安六安中医院   

安徽泾县泾县酒店 

安徽合肥中环城

安徽合肥桐城绿苑

安徽合肥天鹅湖大酒店 

安徽合肥滨湖时代广场 

安徽滁州滁州高速地产

安徽亳州康美世纪国药

福建厦门津澳电梯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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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精华案例

西北地区精华案例

甘肃兰州车辆段

甘肃 68138 部队

陕西省天然气办公楼 

陕西延长石油榆林销售处

辽宁沈阳大悦城

辽宁沈阳金融学校

吉林长春保利林语

黑龙江哈尔滨三棵树车辆段

陕西延长石油装备制造公司

陕西科技大学沁园小区

陕西延安石油 ( 集团 ) 延安石油化工厂

陕西西安李家村万达广场

陕西西安中环银泰广场

陕西欧舒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西安泾欣园工业区

黑龙江哈尔滨客运段

辽宁大连港码头

辽宁锦州林业局

哈尔滨城市智能化管理道路

华南地区精华案例西南地区精华案例

广东深圳地铁  

广东深圳大运会  

广东深圳供水局

广东深圳万科总部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

西南医科大学

四川成都市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成都农林科学院

四川国航西南分公司飞行部

四川成都市高新区管委会 

四川成都市航利中心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人民政府

四川内江市市委

四川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四川乐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乐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郫县中医院

四川内江东兴区人民医院

四川广元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成都干

休所

四川成都成飞民乐园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95607 部队

四川成都空军第一招待所

四川成都市都江堰管理局

四川雅安市烟草专卖局

四川巴中烟草公司

四川绵阳博雅海润广场

四川绵阳佰腾数码广场

四川温江国色天香商业广场

广东深圳汇景豪苑

广州亚运会      

广州供电局      

广州番禺碧桂园

四川成都力德时代

四川成都中信银行成都分行

四川成都量力灯皇港

四川成都红星美凯龙双楠店

四川成都新棕北大厦

四川成都人南大厦

四川绵阳阳光清华 D 区

四川金堂星岛国际

四川攀枝花火车站

四川什邡蓝剑集团美心基地

四川崇州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四川温江朝阳时代西锦小区

四川宜宾金沙首座

四川宜宾滨江国际

四川成都艺家城市酒店

四川峨眉山农夫山泉水厂

四川成都金堂金阳水景

四川泸州滨江路停车场

重庆联发嘉园  

重庆扬子江假日酒店

重庆比利华豪园

重庆春江明珠小区 

重庆科学大厦 

重庆希尔顿酒店

重庆万豪酒店

重庆渝高广场  

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局

国外经典案例

Aytem

Aselsan

Afra Holding

Croatia Post

FNSS

G4s Hungery

Honda

Kosovo Government

London Heathrow Airport

Norway Merchant Ship

Securinet

Carrefour

Fox5

FedEx

GE

G4S

Goodyear

Hyatt

Kent Seurity

LaGuardia

Marriott

Pfizer

South Korea Navy

Tofas

Turkey Telecom

Ankara City Hall

Turkey Navy

UK IBM

University of Athens

University of Ankara

Vodafone

University of Kent

Sime Darby

POS  Malaysia

Siemens

Secuiritas

Televisa

TV AZTECA 

Bayer

Bridgestone

CBS

Cos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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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总部
电话：010-5874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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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维修部
电话：010-58717653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永丰科技园区丰贤中路七号孵化楼 B 座 103

深圳分公司  电话：0755-83662821/83003515  手机：13632878173

上海分公司 电话：021-64400575/76/79   手机：13472727306

南京分公司 电话：025-83202450/51                                     手机：18066032452

杭州分公司 电话：0571-86804927/31/35  手机：13022190490

成都分公司 电话：028-86706041/42    86701580                 手机：13911295024

武汉分公司 电话：027-87137319/87134786                         手机：13801330209

沈阳分公司 电话：024-23988801/03/07    23988527            手机：18600092690

西安分公司 电话：029-88372070/71    88372617                 手机：18600092690

福州分公司 电话：0591-88080434      手机：13489980887

郑州分公司 电话：0371-86172336   手机：13801330209

无锡分公司 电话：0510-82207206   手机：18915262240

济南办事处 电话：0531-88012346   手机：13801330209

合肥办事处 手机：18255146448                                            手机：18255146458  

南昌办事处 电话：0791-88280684   手机：13367083773

重庆办事处 电话：023-68645596/97     手机：13911295024

广州办事处 电话：020-38898242      手机：18022343767  

长沙办事处 电话：0731-85838252/54   手机：13801330209

昆明办事处              电话：0871-64120400                                        手机：18987786176

石家庄办事处 手机：13911295024 

天津办事处              手机：13911295024

青岛办事处              手机：13801330209
蓝卡服务号 蓝卡订阅号

无锡生产基地
电话：0510-85347601

地址：无锡市新区新洲路 15 号汇鸿工业园 8 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