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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联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坐落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的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凭借自身强大的研发实力，专注
于智慧停车无感支付系统、车位引导系统、视频反向寻车系统以及动态人脸识别系统
的开发与应用设计，目前已成功开发出互联网+3.0无限云智慧停车系统平台、无感支
付智慧停车2.0系统、车位数字引导系统、停车场分布式管理软件系统、动态人脸识
别系统以及人行通道管理系统等智慧通道管理产品。利用自身的研发、 制造、市场
资源持续为品牌商、批发商以及每个合作伙伴提供强有力的产品和技术保障。
    互联网+3.0无限云智慧停车系统：是互联网停车场服务模式解决方案的新趋势，
为客户管理停车场量身定制的企业私有云平台，自主经营，无需线下收费电脑、无需
岗亭、无需收费人员、无数据泄漏风险、无资金安全风险、无平台运营风险，解决了
多年来一直困扰物业单位系统投入成本大的难题，也开创性的解决了在停电、断网的
情况下系统持续运行的行业难点。该平台具有微信、支付宝无感支付、远程保姆式托
管、数据双重备份等功能。
    无感支付智慧停车2.0系统: 采用具有公司知识产权的识别车牌摄像机对出入停
车场的车辆进行车牌识别，根据识别的车牌进行停车收费管理，强大车牌识别临时车
脱机收费功能，导向业内变革。提出了车牌识别一体机外观一体成型的概念，并打造
出健全的一体机生态体系，多方位丰富了客户选择，满足了差异性需求。该平台具有
微信、支付宝无感支付、遥控锁车等功能。
    车位视频引导、反向寻车系统：通过停车场的停车位上前方安装车牌识别摄像机，
车牌识别摄像机对一个或多个车位的视频信息进行实时处理，检测车位状态、车辆的
车牌号码，并将车位占用状态直接传输给车位引导屏，用于向车主发布引导指示，同
时，将车牌号码及车位图像传输到数据服务器进行储存，并应用于反向寻车。

浙江联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Lianyi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在“互联网+”的创新生态思维下，公司将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及
智能视频等技术运用于智慧社区、智慧停车及安全监控等产品中，提升
及完善了产品的客户体验，提高了合作伙伴承接大项目的能力。同时公
司     “互联网+”的产品开放所有接口，以优质的服务为各地渠道提
供有力的产品和技术保障。
    “联通你我，义达天下”是我们联义人一贯秉承的服务宗旨，我们
期待与更多的合作伙伴携手同行，诚信共赢！



企业愿景

最受尊敬的智慧停车企业

不断倾听和满足用户需求，引导并超越用户需求，赢得用户尊敬

通过提升品牌形象，使员工具有高度企业荣誉感，赢得员工尊敬

推动智慧停车行业的健康发展，与合作伙伴共成长，赢得行业尊敬

注重企业责任，用心服务，关爱社会、回馈社会，赢得社会尊敬

企业使命

通过智慧停车服务提升人类生活品质

使产品和服务像水和电融入人们的生活，为人们带来便捷和愉悦

关注不同地域、群体，并针对不同对象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打造开放共赢平台，与合作伙伴共同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

管理理念

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激励机制

完善员工培养体系和职业发展通道，使员工与企业同步成长

充分尊重和信任员工，不断引导和鼓励，使其获得成就的喜悦

经营理念

联通你我  义达天下

价值观

正直+进取+合作+创新



2003年  杭州联义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创立

2010年  公司全面转型，正式进入智能一卡通行业

2013年  进入智慧停车行业，车牌识别系统硬识别概念面世

2016年  结缘G20杭州峰会，中标省重点项目工程，竖立品牌

        形象

2017年  推出无感支付系统，逐步在全国建立销售网络

        内蒙古办事处成立

        南京办事处成立

2018年  温州分公司成立

        西安办事处成立

        推出物联网+互联网+3.0无限云智慧停车系统



网址：http://www.zjly360.com/



解决
车主难处

人工收费 传统取卡
车牌识别
扫码支付

车牌识别
无感支付

“无限云”
系统的推出

1、原始收费模式，

毫无科技含量和形

象可言；

2、不可避免的会

出现收费人员“中

饱私囊”的现象，

有严重的管理漏洞；

3、驾乘人员体验

感相当差。

1、第一代停车场

收费系统，进出场

需驾乘人员开窗取

卡、缴费，使用成

本高和不便捷，注

定退出历史舞台；

2、停车卡极易被

复制，给管理单位

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

3、无法规避收费

人员“中饱私囊”

的行为。

1、二维码人为损

坏或光线明暗，导

致车主无法正常扫

码缴费离场；

2、在一些地下停

车场，手机信号差，

无法正常缴费离场，

造成拥堵；

3、离场需要输入

车牌号，影响通行

效率。

1、移动支付绑定车牌

号而已，未从根本上

降低停车场人力和物

力的投入；

2、代理商未从系统后

市场获取更多的获益。

3、一旦停电、断网，

无从收费。

1、完全实现停车场出入口无岗亭、无电脑、

无收费员，大大降低管理单位成本支出；

2、本地无需服务器，只要有能上英特尔网

的设备，就能无忧管理你的停车场；

3、停电、断网不担心，手机扫码入场、收

费，云端数据双重备份，0损失；

4、新的托管运营和盈利模式，让代理商财

源不断且不怕尾款难收；

5、拓展物业费、停车包月费交纳返佣，相

比无感支付获益数倍。



分析
需求

人工
成本高

突发情况
难以应对

系统投入
成本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工资亦水涨船
高，如何降低人工成
本，自然而然成了物
业单位急需解决的问
题。

安装停车场收费系统需要购
买收费岗亭、道闸设备、收
费电脑，更甚者需要配置服
务器，少则几万，多则几十
万甚至上百万的费用，让本
身就利润微薄的服务行业雪
上加霜。

收费系统一旦断电或者断网，
系统就形同虚设，车辆离场
无有效缴费依据，给物业单
子造成不可估量损失。





依托现有市面上现存的车牌
识别停车场，用无感支付系
统植入改造，让停车场实现
无感支付功能。

小型双层立体停车位，可让
马路边原先的停车位使用效
率提高2倍便于管理，并且
收入也提高2倍。

依托无感支付停车场，在停车
位旁加装充电桩，可供新能源
电动车实时补充能量，提高联
义、代理商和停车场收入。

依托无感支付停车场数据，
推动共享停车，临时车停车
缴费，让车位拥有者、物业、
代理商和联义多方共赢。



1、以自己资金鲜台做支撑，主做资金成定，停
车场方资金至少24小时后才能到帐，资金安全存
在隐患。
2、平台多元化，每个独立平台都要关注公众号
或下载各自APP，去的停车场多了，关注和下载
的APP也多，到最后车主自己都难以将停车场跟
APP对号入座。

1、产品供应端越来越少，维修配件难找。
2、每次出入需提卡换卡缴费，流程麻烦通行效率低下。
3、存在灰色收入，资金回笼存在漏洞。
4、对新手难度较大，位置停的不好伸手够不到刷卡机。

车主一次性绑定终身使用，国内所有
无感支付系统畅通无阻，真正意义上
的体验消费。

1、光线太强或雨天屏幕有水，扫不出
二维码拖节奏。
2、地下室信号差，扫过二维码4G连
不上网，支付识别拖节奏。
3、掏手机过程繁琐，拖节奏。

1、通行效率太低。
2、不可避免的灰色收入，给停车场带
来严重损失。



快捷方便

多样化缴费

节省人工

节约
成本

应对
自如

全程托管
售后无忧

尾款保障

服务增值

无需人工收费，更无需收费电脑
计时计费，只需绑定车牌无感支
付，车辆快速入场、离场。

1、扫码缴费离场；2、场内预支
付离场；3、优惠券减免离场；4、
无感支付离场；5、出口语音对讲
+现金自助机缴费离场；真正意义
上的无人值守智慧停车系统。

车辆进出数据全部存储在云
端，实现云端计算，无需人
工管理收费，帮助物业单位
有效解决人工成本居高不下
的问题。

物业单位无需投入收费岗亭、
收费电脑、服务器、收费人
员、管理人员，大大降低物
业单位系统投入成本。

停车系统一旦停电、断网，整个收费系
统就形同虚设，联义无限云无本地计费
系统，系统断网，4G网络第一时间自
动切换，做到数据不丢失；停电了也无
需担心，只要用手机扫进出场车辆车牌，
即可实现车辆缴费，做到0损失。

联义无限云高清车牌识别相机实时与云端
数据交互，轻松实现远程管家式托管服务，
物业单位无需配置专人管理。

代理商成功开发停车场之后，
在获得系统设备差价、停车
费返佣、奖励的同时，联义
无限云能让您再次获得包月
费、物业费的返佣，以及每
年系统设备和系统平台丰厚
的托管服务费，让您的服务
持续有效增值，不再是低廉
或免费的。

停车系统落地后，不可避免的
会有诸多原因导致不能及时回
款，联义无限云能让您时刻把
握主动权，保证工程项目款项
顺利回收。

云端数据交互、远程
托管服务，决定了项
目售后完全不同于传
统的上门服务。可通
过系统云平台远程管
理停车场，即减少了
技术人员的投入，也
使售后变得更加快捷、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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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停车场停车缴费流程繁琐，
系统投入成本大，维保成本高。
联义无限云采用无感支付+云托
管模式，有效解决了以上弊病，
产品优势毋庸置疑。

自上合峰会在青岛进行过后，智
慧城市便一跃成为新时代的宠儿，
每个城市政策指标对于智慧城市
的建设也是特别的重视。联义无
限云作为停车场无感支付的3.0升
级版本，将会得到更大的支持力
度。

依托国内两大移动支付云平台支
付宝和微信，用户体量大，资金
安全得到最大的保障。联义无限
云平台与两大支付云平台无缝对
接，系统稳定，通行效率高，成
本投入低，车主体验感强。



地推 跑市场 精准电话营销 广告 自媒体 给同行供货

培训后的业务员与当地停车
场、小区、商业广场等洽谈
业务合作，找出传统停车场
的痛点，为客户提供整套有
效解决方案。

可寻找当地弱电工程商、项
目总包商、物业公司、系统
集成企业、OA设备销售企
业邀约洽谈合作。

通过线上百度、今日头条等
或当地自媒体推广，与有意
向合作的准客户洽谈合作。

代理商除了自己做项目外，
还可以跟同行合作，赚取系
统设备差价，并可额外获得
托管服务费、停车场开发奖
励和返佣，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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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代：
省级代理费用需￥128000.00元代理
服务费，代理费用不返还，预期优
先签约。

市代：
市级代理费用需￥58000.00元代理
服务费，代理费用不返还，预期优
先签约。

代理考核期：
自合同生效后的6个月之内省代必须提货
量达到50套以上。
年提货量：
省代200/套/年；市代50套/年。市代提货
量一并纳入省代提货指标。
差价盈利：
市代提货价比差异500元/套归省代所有。
开发奖励：
省代每开发一个市代，总公司均给予5%
的奖励，（仅限合作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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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培训

定制
开发

项目
支持

远程
托管

免费提供技术员系统功能理论知
识培训，并可随我公司技术员下
工地，亲身体验施工现场环境，
掌握施工规范和施工要领，学习
周期3-7天。

可委派我方工程师协助代理商现
场安装指导、调试，做到正规化
施工。

遇到一些特殊的项目，可提供个
性化定制服务，为代理商洽谈项
目铺平道路。

代理商拥有自己的账户平台，可
以实时为用户线上解决技术问题，
如遇技术瓶颈，可委托我方，做
远程技术指导或者协助处理，让
售后服务不再拖累。



商务
支持

售后
保障

项目
落地

硬件
维保

免费为代理商制作现场效果图、
CAD施工图、项目报价方案等。

协助代理商洽谈一些个性化或者
大型项目，提供相应资质文件，
以便项目能顺利签约、落地。

好的服务，才能铸就品牌与价值。 
联义承诺7×24小时×365天，服
务永无止境。

联义所售系统在有产品瑕疵的情
况下，均提供国家三包政策：1
周包退，1月包换，1年保修。



4 0 0 - 8 7 2 8 2 8 5
13634166606
0571-88009440

客服电话：

手       机：

单位座 机：

（微信同步）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学院北路50号中博创意园B座3层    网址：http://www.zjly360.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