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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汽车保有量持续增加，随之停车需求也进一步上升，“停车难”的情况

逐渐成为智慧城市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智慧停车作为一种解决

城市停车难问题的停车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将从我国政策扶持、

资本市场融资情况、技术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论述智慧停车行业的

发展。 

结论： 

近年来，停车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传统的停车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融

合“互联网+”技术，将智慧停车行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智慧停车云

平台的建设，既提高了停车场智能化管理水平，也为车主提供了准确的停

车场信息，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NB-IoT为智慧停车行业提供了技术支持，该技术是指窄带物联网技术，具

有高连接、低功耗、低模块成本和广覆盖等特点，可以直接与网络对接，技

术升级简便易行。核心技术的研究工作现已全部完成，可以无缝接入网络。 

未来随着智慧停车行业准入门槛的不断抬高，智慧停车行业的发展将会更

加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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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停车行业基本概况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呈现跳跃式增长，但停车位的数量并不与

之相匹配，失衡现象严重，有车一族饱受“停车难”现状的折磨。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无非就是从新建停车场和充分利用现有停车场两种途径入手：新建停车场受城市土

地限制较多；充分利用现有停车场就要将城市现有的闲置停车位充分利用。不论是新

建停车场还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停车场，都迫切需要现代新技术来实现智慧停车。智慧

停车是一种将智能技术（无线通信、移动终端、GPS 定位、GIS 等技术）应用于城市

停车位资源一体化，可同时满足车位提供方和需求方的停车方式，“智慧”主要体现

在智能找车位和附加的缴费等。智慧停车作为解决城市停车难等问题近些年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1.1. 行业政策情况 

据公安部公布的最新车辆数据信息，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2 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达 3.25 亿辆，其中以个人名义登记的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达 1.87 亿辆，按每辆车每

年约 3000 元的停车费来估算，智慧停车行业的静态市场规模将超过 6000 亿元。据

权威机构贝恩分析，近些年我国停车行业的市场规模增长率约 18%，预计到 2021 年

市场规模将达万亿级，因此，从政府到企业都非常重视停车行业的发展。 

国家层面政策。2015 年下半年，首先积极推进“互联网+”在交通领域中的发展，随

后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为停车场下一步规划建设提供了新的发

展方向和发展思路，同时也出台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和管理的等相关指导意见。 

地方层面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25 个城市在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所

辖城市的特点明确了城市停车问题的工作计划。北京市制定全市地面停车规划，并充

分利用地下人防空间，提供 1 万个停车位、500 处公益便民和社会服务场地，而且部

分区政府进一步将工作细化，积极推广智慧停车模式；深圳市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逐步建设全市统一的智能停车系统，努力建成智慧立体停车库 20 个，深发委

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深圳市停车设施建设专项规划（2018—2020 年）》中提出，至

2020 年深圳市政府将投资建设 181 个公共停车场项目，提供约 7.12 万个泊位，并且

引入社会资金填补停车设施建设缺口。此外，多个城市均将根据自身特点积极探索智

慧停车的发展。 

政策的密集出台，不断坚定从业者和投资者对智慧停车行业的信心，行业内的领军企

业将不断涌现，为国内停车难的现状贡献自己的力量。 

1.2. 行业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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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4-2018 年 12 月，智慧停车行业共发生 56 起融资事件，其中北

京市融资数量占比最多，远多于其后的深圳市和上海市，主要原因在于北京汇聚了

ETCP 停车、爱泊车、停简单等优势企业进行多轮融资；且在 2014-2018 这五年间，

2018 年恰逢资本市场的寒冬，但融资数量占比最高，说明资本市场对智慧停车行业

的热情仍然高涨，同时也折射出停车市场的行业景气度。 

进入 2018 年 1 月，小猫停车获得新豪方集团 8000 万元 B 轮融资；2 月份，顺易通

以 20%的股权作为交换，获得上海云鑫（蚂蚁金服旗下全资子公司）2 亿元资金；3

月份，停简单获得蚂蚁金服和停车产业资本阳光海天数亿元人民币 B+轮融资，南京

辉通科技获得人民日报、国腾资本、东方头条等近亿元投资，北京车位管家科技获得

由钱包控股和悦道资本 1 亿元 A+轮融资，停简单获得阿里巴巴不明额度 C 轮融资；

6 月份，厦门停开心获得青锐创投和 Star VC 不明额度的 A 轮融资，爱泊车获得蔚来

资本和三利集团不明额度的 B 轮融资；7 月份，停开心获得来自创客总部不明额度的

A+轮融资，小强停车获得同程网的战略融资；11 月份，ETCP 停车进行了 D 轮融资，

投资机构和融资额度均未透露。智慧停车行业在 2017 年经历洗牌并购，在 2018 年

融资数量迅速上升，而且融资轮次也反应出目前的商业模式得到了验证，大部分企业

均在积极扩展新业务和新领域。 

图 1：城市中北京市融资数量占比最高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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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8 年融资数量占比最高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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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停车行业技术支持

NB-IoT 是指窄带物联网技术，具有高连接、低功耗、低模块成本和广覆盖等特点，

可以直接与 GSM 网络或 LTE 网络对接，技术升级简便易行。NB-IoT 核心技术的研

究工作在 2016 年全部完成，并获 3GPP 全会的批准。随后 2017 年先后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华为和 ofo 小黄车等企业中实现商用，目前可以无缝接入现有

的 2G/3G/4G 的网络中。 

目前，最常见的智能停车系统是采用半智能（技术上主要结合 RFID、GIS、GPRS、

ZIGBEE）+半人工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城市因土地紧缺，大量的停车场是建在地下和

室内楼房式停车场，建筑物的阻挡会大大降低半智能技术的信号覆盖能力和穿墙能

力，导致车位信息无法准确探测。但 NB-IoT 技术在同样频段下，网络信号能增益

20dB，覆盖面积能扩大 100 倍，信号难以到达的地方也能实现简单覆盖。采集到的

数据可以提供给云计算中心，对储存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业务的拓展和数据共

享提供支持。 

图 3：基于 NB-IoT 的智能停车系统架构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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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停车行业未来发展

商业模式上，“三免”模式——免费安装、免费维保、免费升级，几乎成为智慧停车

行业的标配，然后按一定比例给物业和车位主提成。目前虽然有很多的科技公司在做

智慧停车模式建设，但大多集中于停车硬件设备的研发，而且线下利用各自优势进行

了大规模圈地，行业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因此，智慧停车未来的发展之路是根据城

市特点建立城市一级的智慧停车平台，智慧停车市场将会向更加集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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