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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P 开放平台接口使用场景描述 

模块 接口 使用场景描述  

登录 

获取手机验

证码 

因 ETCP 提供的服务需要真实的用户手机号做为依据。若企业应用在不确定用户手

机号是否真实的情况下，调用此服务，向用户手机发送短信验证码，以此来验证手

机号的真实性。 

手机号验证

码登录 
用户收到验证码填写并提交后，即可验证通过登录成功。 

联合登录 
在企业已验证用户手机号为真实的情况下，企业调用此服务，可实现用户无感登

录。 

车牌 

车牌绑定 
用户登录之后，想查询停车费时, 企业需先调用此服务将用户录入的车牌号进行绑

定操作。 

车牌解绑 如果用户需要将自己帐户下的车牌删除，可以调用此服务进行帐户和车牌的解绑。 

查询用户在

ETCP 已绑

车牌数量 

企业可以查询某用户在 ETCP 已经绑定了车牌总数，查询的总数包括但不限于本企

业绑定的车牌数。 

车牌找回 如果用户的车牌被它人绑定，用户可以通过此服务，将车牌从别的用户那里找回。 

通知 

车牌解绑信

息推送 
用户在某一企业解绑车牌之后,ETCP 会通知所有企业，用户的车牌已解绑。 

车辆认证失

效信息推送 

用户在某一个企业更新自己的辆信息时,ETCP 会通知所有企业，用户的车辆认证已

经失效。  

用户 
查询用户历

史停车记录 

用户使用 ETCP 停车服务后，ETCP 会保留最多七天用户所有的停车记录，以便用

户查看近 7 天的停车记录。 

进出

场消

息推

送 

车辆入场信

息推送 

企业的用户入场时，企业可以给用户推送入场信息，引导用户在企业端的应用上完

成缴费，同时，已认证的车主，企业可以根据精确定位匹配周边商户，为用户做精

准营销，为企业和商户增加商业价值。 

车辆出场信

息推送 
企业的用户出场时，企业可以给用户推送离场信息。 

获取

停车

场数

据 

获取停车场

数据接口 

用户查询当前周边或目的地周边停车场时，企业可以调用此服务，为用户展示停车

场信息。 

查询停车场

实时状态 

用户导航至某个停车场或某个目的地时，企业可以调用此服务获取周边停车场实时

车位空闲繁忙状态，供用户参考。 

费用

查询 
查询停车费 

用户在进入车场后，主动查询停车费或主动支付时，企业调用此服务为用户展示当

前停车费。 

主动

支付

(支付

到

ETCP) 

扫二维码支

付(微信\支

付宝) 

用户需要主动支付时，企业调用此服务，用户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为当前

停车订单缴费。  

调用微信客

户端支付 

在 APP 中用户需要主动支付时，企业调用此服务，将直接调起用户手机上的微信

客户端为当前停车订单缴费。  

调用微信公

众号支付 

在微信内用户需要主动支付时，企业调用此服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内使用微信支

付为当前停车订单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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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支付 
在 APP 中用户需要主动支付时，企业调用此服务，可以调用支付宝进行支付当前

停车订单缴费。  

被动

支付

（支

付

宝） 

支付宝被动

代扣查询 

用户在企业应用中登录之后，企业可以查询用户是否已经与 ETCP 签约了支付宝的

小额免密支付。如未签约，企业需要在用户做无感支付前（即出场前），引导用户

开通支付宝小额免密支付，即可实现不停车电子支付。 

ETCP 支付

宝代扣签约

地址 

企业在与用户签署支付宝的小额免密支付时，企业可以调用此服务，用 ETCP 返回

的签约地址(ETCP 与支付宝签约的地址)，调用本地支付宝 APP 或将地址转换成二

维码让用户签约。 

ETCP 支付

宝代扣签约

结果通知接

口 

用户通过企业应用与 ETCP 签约支付宝的小额免密支付后，ETCP 会将用户签约的

结果发送给企业,以便企业将用户标识为已签约。 

通知 

用户支付完

成通知(第

三方通知

ETCP) 

用户支付完成之后，ETCP 会将订单支付结果推送给企业， 以便企业及时告知用

户。  

 

ETCP 开放平台 FAQ 

一个手机号可以最多可以绑定几个车牌？ 

一个手机号最多可同时绑定三个车牌号，包含所有第三方绑定的车牌号； 

一个车牌可以被多名用户绑定吗？ 

一个车牌对应一个手机号，不能同时被两名用户绑定； 

手机验证码登录和联合登录我应该选择哪个接口？ 

ETCP 是通过用户手机号做为唯一识别 ID 的，当合作伙伴与 ETCP 合作后，需要提供真实有

效的手机号，如果合作伙伴没有能力验证用户的手机号可以选择手机验证码登录方式，如果

已验证过用户手机号可以选择联合登录方式，对于用户来说，联合登录的方式交互也更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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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登录的 token的有效期是多久？ 

联合登录接口获得的 token 有效期为 30 天，即 30 天内一直未使用该 token 访问接口则视

为失效； 

车牌被其他用户绑定了怎么办？ 

一个车牌只能被一个手机号绑定，如果发现被别人绑定后，可通过车辆找回接口或者让用户

通过 ETCP APP 渠道找回车牌，找回时需要用户提供该车辆的车架号、发动机号等信息； 

查询用户停车记录都可以查到哪些信息？ 

可以查询该用户在该合作伙伴渠道 7 天之内，通过电子支付方式缴费的停车记录； 

可以查询该用户在 7 天之内所有的停车记录，包含电子支付及现金的缴费的停车记录 

怎么去给用户展示周边车场？ 

通过车场列表接口获取 ETCP 停车场的 POI 及车场基本属性等数据后，第三方可将这些数

据融合到第三方的地图应用当中；注意：ETCP 的停车场 POI 使用的百度坐标系， 

能否查询到某车场的剩余车位数？ 

不可以，但通过车场状态详情查询接口可以查询到某一个车场的剩余车位的空闲繁忙状态：

充足／较少／紧张； 

待支付的订单信息里怎么展示已支付的停车费？ 

停车费查询接口中可以实现，用停车费减去剩余待缴停车费就等于已支付停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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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出场后可以查询停车费吗？ 

不可以，只有车辆在场可以查询； 

订单支付后，离场时还需交费吗？ 

一笔订单支付成功后，若用户未在免费出场时间内出场，超过免费时间会重新计费。重新计

费的依据为，上一次支付时间到当前时间产生的停车费；重新计算的停车费通过查询停车费

接口查看；另外为避免重新计费，请提醒车主支付完成后尽快出场； 

支付到 ETCP 的支付方式有几种？ 

支付方式有主动支付和无感支付两种，目前开放平台仅支持支付宝的主动支付和无感支付； 

是否支持支付到第三方平台上？ 

是，但需满足以下至少其一条件：1) 有第三方支付牌照的、2) 自营车场、3) 银行类； 

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 

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是用户通过企业应用或 ETCP 应用手动完成停车费的支付； 

什么是无感支付？无感支付的使用场景？ 

无感支付是用户与 ETCP 签约的支付宝小额免密代扣；使用场景是用户通过企业应用或

ETCP 应用授权开通小额免密代扣后，车辆出场时 ETCP 自动代扣停车费，无需用户再打开

应用手动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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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代扣地址如何使用？ 

企业通过 ETCP 提供的支付宝小额免密代扣地址，可为用户生成二维码，让用户通过支付宝

扫码签约，也可通过代扣地址直接调用支付宝应用供用户签约。 

签约代扣的使用风险？ 

用户的支付宝账户余额或绑定的银行卡账户余额不足时，会造成用户出场成功，但扣款失败，

形成坏账。 

签约代扣造成的支付失败产生的坏账订单如何补缴？ 

目前用户只能通过 ETCP 应用完成坏账补缴。 

一次停车可支付几次？ 

在用户支付完成后，且未出场前，长时间停留超出免费停车时长会再产生新的停车费，若用

户一直未出场，可多次支付； 

停车场接口中是否全量停车场数据，是否都支持电子支付？ 

开放平台停车场接口中的停车场不是 ETCP 全量停车场，仅支持电子支付的 ETCP 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