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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及其储物盒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共享单车储物盒，该共享单

车储物盒包括底部设置有电路板的盒体及盒盖；

盒体呈中空结构，其内设置有头盔放置区以及储

物格；电路板上设有中央处理器和通信装置，储

物盒还包括分别与电路板电连接的智能锁及供

电装置；其中，通信装置用于与后台管理服务器

之间建立通讯连接，以实现储物盒与后台管理服

务器之间的信息交互；智能锁包括控制芯片以及

机械锁体，机械锁体在接收到控制芯片的解锁指

令后，打开盒盖；供电装置包括设于盒盖上的太

阳能电池板以及设于盒体上并与电路板电连接

的蓄电池，蓄电池与太阳能电池板电连接。本发

明共享单车储物盒能够更加方便用户骑行，同时

能够有效的提高其使用安全性。此外，本发明还

公开一种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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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共享单车储物盒，其特征在于，包括底部设置有电路板的盒体及设于所述盒体

上方的盒盖；所述盒体呈中空结构，其内设置有头盔放置区以及用于放置其它物品的储物

格；所述电路板上设有中央处理器和通信装置，所述储物盒还包括分别与所述电路板电连

接的智能锁、供电装置、RFID读取装置及声光报警装置；其中，

所述通信装置用于与后台管理服务器之间建立通讯连接，以实现所述储物盒与后台管

理服务器之间的信息交互；

所述智能锁包括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的控制芯片以及与所述控制芯片电连接的机械

锁体，所述机械锁体在接收到控制芯片的解锁指令后，打开所述盒盖；

所述供电装置包括设于所述盒盖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以及设于所述盒体上并与所述电

路板电连接的蓄电池，所述蓄电池与太阳能电池板电连接；

所述RFID读取装置设置在所述头盔放置区内，所述RFID读取装置用于读取放置在所述

头盔放置区内的头盔上带有的RFID电子标签；

所述声光报警装置包括设于所述盒体上的警报灯与蜂鸣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单车储物盒，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盒体与盒盖之

间并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的压力传感器，所述压力传感器用于检测处于锁紧状态的盒盖受

到的压力或拉力，并且在检测到的作用力大于预设值时，通过所述声光报警装置发出警报

和/或通过所述通信装置向后台管理服务器发送报警信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单车储物盒，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供头盔充电的无线充

电装置，其包括设置在盒体底部且与所述供电装置电连接的充电板和嵌设在所述充电板内

的发射线圈，所述发射线圈用于与头盔上的接收线圈形成电磁耦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单车储物盒，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于所述盒体内、与所述

电路板电连接、并用于与共享单车的开锁机构通讯连接的密码输入装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单车储物盒，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于所述盒体外侧的照明

车灯，所述照明车灯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单车储物盒，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盒体内用于供

移动终端充电的USB接口，所述USB接口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单车储物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盒采用金属材质制成，

且所述盒盖被构造为中间高、两边低的坡屋顶结构。

8.一种共享单车，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储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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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及其储物盒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共享单车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共享单车及其储物盒。

背景技术

[0002] 共享单车是一种具有基本骑行功能的短途代步工具，其能够有效的缓解交通拥

堵，减少环境污染，方便人们出行。共享单车由于其便利性已经深入全国各个城市，并逐渐

融入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003] 现有技术中，共享单车的体验仅停留在扫码骑行的层面，其功能相对单一。然而，

共享单车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如携带物品骑行、夜间骑行及交通事故等状况。由于

目前的共享单车未设置储物盒及照明车灯，导致用户在携带物品或夜间骑行时，容易发生

交通事故。如此，共享单车虽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出行问题，但却存在安全隐患。因

此，急需一种功能多样的共享单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公开一种共享单车储物盒，以解决现有的共享单车功能相对单一的技术问

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共享单车储物盒，该储物盒包括底部设置

有电路板的盒体及设于所述盒体上方的盒盖；所述盒体呈中空结构，其内设置有头盔放置

区以及用于放置其它物品的储物格；所述电路板上设有中央处理器和通信装置，所述储物

盒还包括分别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的智能锁及供电装置；其中，所述通信装置用于与后台

管理服务器之间建立通讯连接，以实现所述储物盒与后台管理服务器之间的信息交互；所

述智能锁包括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的控制芯片以及与所述控制芯片电连接的机械锁体，所

述机械锁体在接收到控制芯片的解锁指令后，打开所述盒盖；所述供电装置包括设于所述

盒盖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以及设于所述盒体上并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的蓄电池，所述蓄电池

与太阳能电池板电连接。

[0006] 优选地，所述储物盒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头盔放置区内并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的

RFID读取装置，所述RFID读取装置用于读取放置在所述头盔放置区内的头盔上带有的RFID

电子标签。

[0007] 优选地，所述储物盒还包括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的声光报警装置，所述声光报警

装置包括设于所述盒体上的警报灯与蜂鸣器。

[0008] 优选地，所述储物盒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盒体与盒盖之间并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的

压力传感器，所述压力传感器用于检测处于锁紧状态的盒盖受到的压力或拉力，并且在检

测到的作用力大于预设值时，通过所述声光报警装置发出警报和/或通过所述通信装置向

后台管理服务器发送报警信息。

[0009] 优选地，所述储物盒还包括用于供头盔充电的无线充电装置，其包括设置在盒体

底部且与所述供电装置电连接的充电板和嵌设在所述充电板内的发射线圈，所述发射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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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与头盔上的接收线圈形成电磁耦合。

[0010] 优选地，所述储物盒还包括设于所述盒体内、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并用于与共享

单车的开锁机构通讯连接的密码输入装置。

[0011] 优选地，所述储物盒还包括设于所述盒体外侧的照明车灯，所述照明车灯与所述

电路板电连接。

[0012] 优选地，所述储物盒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盒体内用于供移动终端充电的USB接口，所

述USB接口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

[0013] 优选地，所述储物盒采用金属材质制成，且所述盒盖被构造为中间高、两边低的坡

屋顶结构。

[0014] 本发明进一步提出一种共享单车，包括储物盒，所述储物盒包括底部设置有电路

板的盒体及设于所述盒体上方的盒盖；所述盒体呈中空结构，其内设置有头盔放置区以及

用于放置其它物品的储物格；所述电路板上设有中央处理器和通信装置，所述储物盒还包

括分别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的智能锁及供电装置；其中，所述通信装置用于与后台管理服

务器之间建立通讯连接，以实现所述储物盒与后台管理服务器之间的信息交互；所述智能

锁包括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的控制芯片以及与所述控制芯片电连的机械锁体，所述机械锁

体在接收到控制芯片的解锁指令后，打开所述盒盖；所述供电装置包括设于所述盒盖上的

太阳能电池板以及设于所述盒体上并与所述电路板电连接的蓄电池，所述蓄电池与太阳能

电池板电连接。

[0015] 本发明技术方案通过设置一用于共享单车的储物盒，可有效的解决共享单车在使

用过程中无法放置物品的问题，从而方便用户骑行，提高共享单车的使用安全性。同时，在

该储物盒内设置有智能锁，用户需要使用时，需通过扫码或其它形式对其进行解锁，并在使

用后支付相应的费用。再者，储物盒内还设置有用于提供电能的太阳能电源，该太阳能电源

可随时随地储存电能，以供储物盒用电需求。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共享单车储物盒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共享单车储物盒另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基于本

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提出的共享单车储物盒，该储物盒包括底部设置有电路

板的盒体1及设于盒体1上方的盒盖2；盒体1呈中空结构，其内设置有头盔放置区11以及用

于放置其它物品的储物格12；电路板上设有中央处理器3和通信装置4，储物盒还包括分别

与电路板电连接的智能锁5及供电装置6；其中，

[0020] 通信装置4用于与后台管理服务器之间建立通讯连接，以实现储物盒与后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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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之间的信息交互；

[0021] 智能锁5包括与电路板电连接的控制芯51片以及与控制芯片51电连接的机械锁体

52，机械锁体52在接收到控制芯片51的解锁指令后，打开盒盖2；

[0022] 供电装置6包括设于盒盖2上的太阳能电池板61以及设于盒体2上并与电路板电连

接的蓄电池62，蓄电池62与太阳能电池板61电连接。

[0023] 共享单车储物盒的外部设置有与单车进行连接的固定结构，该固定结构可采用类

似列车塞拉门的设计，只有使用特定形状的工具方可将储物盒自单车上拆除。同时，用于将

储物盒安装至单车上或自单车上拆除储物盒的操作孔处设置有遮挡用且与该操作孔相匹

配的覆盖件。如此，共享单车储物盒的拆除及安装均需使用特定形状的工具，且操作孔利用

覆盖件隐藏，从而起到防盗作用。

[0024] 用户若携带有物品，如饮用水及食品等，可选择使用设置在共享单车上的储物盒。

用户需要使用时，可通过扫描设置在储物盒表面的二维码以解锁该储物盒。用户在通过手

机进行扫码操作后，设置在储物盒内的GPS模块和/或BDS模块将获取的位置信息，通过通信

装置发送给后台管理服务器；服务器在接收到用户发送的解锁请求后，发送解锁指令至中

央处理器3，由中央处理器3控制智能锁5进行解锁操作；或服务器在接收到用户发送的解锁

请求后，由服务器发送用于解锁该储物盒的动态解锁密码至用户手机APP上，用户再通过储

物盒上设置的密码输入装置输入该密码，从而实现储物盒的解锁操作。

[0025] 共享单车储物盒内还设置有供电装置6，该供电装置6利用设置在盒盖2上的太阳

能电池板61，将接收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存储于蓄电池62中，以供储物盒的正常用电。若

供电装置中所剩电量不足，导致储物盒无法正常使用时，用户在扫描解锁该储物盒的过程

中，将在其手机APP上进行显示以提醒用户。

[0026] 智能锁5可采用电控锁原理，并将其设置在盒体1与盒盖2之间。机械锁体52包括有

驱动电机、与驱动电机传动连接的锁舌及与锁舌适配的锁孔，控制芯片51在接收到解锁指

令后，控制驱动电机启动以使锁舌收缩，从而打开盒盖2。智能锁3还可采用电磁锁的工作原

理进行设计，以达到自动开锁的目的。采用电磁锁原理设计的智能锁5包括有电磁铁、电磁

铁线圈及锁栓等，智能锁在接收到解锁指令后，其内设置的芯片控制电磁铁线圈通电或断

电，以使锁栓处于解锁状态，从而实现储物盒的自动解锁。

[0027] 储物格12可用于放置用户自身携带的饮用水及其它物品，储物格12的形状及大小

不作任何限定，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置。同时，储物格12中还可配备酒精瓶、棉签及纱布

等物品，以供用户在发生意外状况是，应急使用。

[0028] 本发明技术方案通过设置一用于共享单车的储物盒，可有效的解决共享单车在使

用过程中无法放置物品的问题，从而方便用户骑行，提高共享单车的使用安全性。同时，在

该储物盒内设置有智能锁5，用户需要使用时，需通过扫码或其它形式对其进行解锁，并在

使用后支付相应的费用。再者，储物盒内还设置有用于提供电能的太阳能电源，该太阳能电

源可随时随地储存电能，以供储物盒用电需求。

[0029] 在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中，共享单车储物盒还包括设置在头盔放置区11内并与电

路板电连接的RFID读取装置7，RFID读取装置7用于读取放置在头盔放置区11内的头盔上带

有的RFID电子标签。用户在解锁该储物盒后，可选择使用其内放置的头盔；用户自储物盒内

取出头盔后，盒体1底部设置的RFID读取装置7将失去信号源，无法检测到头盔信息，中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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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器则判断该头盔已被用户取出使用。待用户骑行结束后，需将头盔归还至储物盒的头盔

放置区11内，在RFID读取装置7获取到该头盔信息后，后台管理服务器方可执行结束计费并

收费的操作。若用户未将头盔归还至储物盒内，后台管理服务器将发送相应的信息至用户

的手机APP上，以提醒用户进行头盔归还操作。

[0030] 在上述实施例中，共享单车储物盒还包括与电路板电连接的声光报警装置8，声光

报警装置8包括设于盒体1上的警报灯81与蜂鸣器82。用户在使用储物盒中放置的头盔等内

置物品后，若在结束骑行操作时，未将其归还；在RFID读取装置7检测不到头盔等内置物品

的信息后，设置在盒体1上的警报灯81与蜂鸣器82将发出警报，以提醒用户归还。

[0031] 在本发明另一较佳实施例中，还包括设置在盒体1与盒盖2之间并与电路板电连接

的压力传感器9，压力传感器9用于检测处于锁紧状态的盒盖2受到的压力或拉力，并且在检

测到的作用力大于预设值时，通过声光报警装置8发出警报和/或通过通信装置4向后台管

理服务器发送报警信息。由于储物盒放置在公共场所，导致一些意图不轨的人产生偷盗的

想法。因其无法通过正常操作打开储物盒，需借助外力强行破坏储物盒，以盗取储物盒内放

置的头盔及其它物品。而储物盒在锁紧状态下受到较大作用力时，设置在盒体1与盒盖2之

间的压力传感器9将检测到该信号并发送至中央处理器3,；中央处理器3将其与预设值进行

比较，若其受到的作用力大于预设值，则通过声光报警装置8发出警报，或通过通信装置4向

后台管理服务器发送报警信息。如此，能够有效的起到防盗作用。

[0032] 在本发明又一较佳实施例中，共享单车储物盒还包括用于供头盔充电的无线充电

装置10，其包括设置在盒体1底部且与供电装置6电连接的充电板110和嵌设在充电板110内

的发射线圈120，发射线圈120用于与头盔上的接收线圈形成电磁耦合。用户佩戴头盔骑行，

能够有效的保证用户安全。同时，头盔不仅具有基本的防护功能，还具有骑行记录、风景拍

摄及夜间照明等多种功能。而此多种功能的实现均需电源装置对其进行供电，以保证各功

能的正常使用。由于头盔经不同的用户使用后，其电量将被耗尽，若不对其进行充电，其各

项功能均无法使用，如此，将降低用户体验。因此，本发明实施例中，在储物盒内设置有无线

充电装置10。由于充电板110内嵌设有若干形状各异的发射线圈120，该发射线圈120将在充

电板110的各个方向上建立磁场；用户在归还头盔至储物盒后，设置在头盔的电池上的接收

线圈完全处于充电板110的电磁场中，从而产生感应电流以对头盔进行无线充电。如此，能

够较为方便的实现头盔的充电操作。当然，本技术方案仅为一优选实施例，包括但不限于

此。

[0033] 在本发明再一较佳实施例中，共享单车储物盒还包括设于所述盒体内、与所述电

路板电连接、并用于与共享单车的开锁机构通讯连接的密码输入装置。为方便共享单车及

其储物盒的使用，本发明技术方案在储物盒内设置有用于解锁共享单车本身的密码输入装

置，亦即用户在通过扫码解锁储物盒后，还将在手机APP上收到用于解锁单车的动态密码。

如此，使得用户能够较为方便的使用共享单车。

[0034] 在本发明再一较佳实施例中，共享单车储物盒还包括设于盒体1外侧的照明车灯

30，照明车灯30与电路板电连接。共享单车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夜间骑行或光线不足的状

况。为提高用户体验，本发明技术方案在盒体1外侧设置有照明车灯30。该照明车灯30设置

有开关按钮，用户在需要使用时，启动按钮即可照明前方路况。如此，能够极大的方便用户

在夜间骑行，保证用户液晶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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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在本发明再一较佳实施例中，共享单车储物盒还包括设置在盒体1内用于供移动

终端充电的USB接口40，USB接口40与电路板电连接。用户在长途骑行过程中，手机等移动电

子设备容易出现电量不足的状况。为此，特在盒体1内设置有供移动终端充电的USB接口40，

从而极大的方便了用户的出行。

[0036] 在本发明再一较佳实施例中，储物盒采用金属材质制成，且盒盖2被构造为中间

高、两边低的坡屋顶结构。储物盒采用金属材质制造，可有效的防止重物敲击。而盒盖2被构

造为中间高、两边低的坡屋顶结构，在降雨天气下，能够有效的防止雨水进入至储物盒内，

以对储物盒的电路板、通信装置及供电装置造成损坏。如此，金属材质及坡屋顶结构的储物

盒能够有效的延长其使用寿命，降低维修成本。

[0037] 本发明进一步提出的一种共享单车包括储物盒，该储物盒的具体结构参照上述实

施例，由于本共享单车采用了上述所有实施例的所有技术方案，因此至少具有上述实施例

的技术方案所带来的全部技术效果，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0038]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发明的部分或优选实施例，无论是文字还是附图都不能因此限

制本发明保护的范围，凡是在与本发明一个整体的构思下，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

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包括在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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