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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实现人行道共享单车存放

的实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01：在人行道上架设

门框式支架；步骤S02：在门形支架的横杆上设置

用于夹持共享单车的升降装置；步骤S03：用户将

共享单车的前轮夹在所述升降装置的夹持端，通

过控制面板控制升降装置的下降或上升，从而实

现共享单车的提和存。本发明能将单车进行很好

地存放，且能对单车中的定位模块或者其他部件

进行充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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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实现人行道共享单车存放的实现方法，需提供一升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S01：在人行道上架设门框式支架；

步骤S02：在门框式支架的横杆上设置用于夹持共享单车的升降装置；

步骤S03：用户将共享单车的前轮夹在所述升降装置的夹持端，通过用户的手机上的

APP控制升降装置的下降或上升，从而实现共享单车的提和存；

所述门框式支架的一支撑臂上设置有一标签区域；所述门框式支架顶部的横架上设置

有多个的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有钢绳，所述钢绳的尾部固定有一固定共享单车的组件，

所述门框式支架的横架四周均向上垂直设置有一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上架设有一罩体，所

述罩体的尾部四周盖过存放好后的共享单车的尾部；所述罩体上设置有太阳能板，所述横

架内设置有蓄电池和充放电电路；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充放电电路连接，所述充放电电路

与所述蓄电池连接，所述充放电电路连接有多个USB数据线，所述USB数据线的数量与升降

装置的绕线滚盘的数量相同，所述USB数据线的尾部连接有一USB接口，所述USB数据线与所

述钢绳包裹在一起，能随钢绳进行升降使用；所述标签区域贴有二维码；所述固定共享单车

的组件包括一挂环和一手动夹；所述钢绳与所述挂环连接，所述手动夹固定于所述挂环上；

所述门框式支架中设置有一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设置有MCU，所述MCU连接有电机驱动电

路、USB接口电路、无线通讯模块、充放电电路、液晶广告显示屏、亮度识别传感器、GPS定位

模块、若干摄像头和LED灯驱动电路；所述蓄电池经充放电电路为电路板供电；所述充放电

电路还经电源电路与市电连接；所述的LED灯驱动电路用于驱动设置于所述罩体内壁的LED

照明灯；所述的液晶广告显示屏设置于所述门框式支架的内壁上；所述摄像头设置于所述

升降装置外壳的上表面，且摄像头对准共享单车车头二维码位置；

所述实现方法还包括在所述的横架上对应升降装置的下方垂直设置有共享单车限位

板；所述的共享单车限位板上开设有两个开口，用于所述共享单车挂起时进行限位；

用户的手机上的APP，通过扫描设置于门框式支架上的二维码实现无线热点接入，并通

过所述APP对所述升降装置进行控制；

所述APP包括手机充电功能模块、共享单车提存模块以及广告投放申请模块；

所述手机充电功能模块用于实现用户提出手机充电申请，在提出所述手机充电申请

后，用户进入缴费界面，在完成电子支付后，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闲置的手动夹下放，以

供用户通过USB数据线进行充电；所述USB数据线的另一头集成有手机充电头；

所述共享单车提存模块用于实现用户提出共享单车存或提申请，在提出存申请后，所

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闲置的手动夹放下，用户将手动夹夹住共享单车的前轮，然后发送夹

持完毕指令，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控制电机将要存放的共享单车提升进行存储；在提出提

申请后，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夹持有共享单车的手动夹放下，并手动将手动夹取出后，发

送提取完毕，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空手动夹收回；

所述广告投放申请模块用于实现用户发布广告信息，该广告信息包括商业广告、寻人

寻物启事和消息发布；在广告电子预支付完成后，用户将录制好的视频文件经过广告投放

申请模块发送至后台服务器，工作人员对投放的视频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所述电子预

支付收取，并将投放的视频发送至对应的共享单车存放亭进行播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实现人行道共享单车存放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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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共享单车停止使用时，用户手机对该共享单车的位置进行定位，并计算其周边共享停车

亭的距离；

当距离小于等于3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时间内没有检测

到该共享单车的ID号，则进行积分扣除；

当距离大于30米小于等于10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时间内

检测到该共享单车的ID号，则增第一预定积分；

当距离大于100米小于等于20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时间

内检测到该共享单车的ID号，则增加第一预定积分；

当距离大于20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时间内检测到该共享

单车的ID号，则增加第二预定积分；所述积分作为评估用户会员等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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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现人行道共享单车存放的实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共享单车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实现人行道共享单车存放的实现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共享单车的使用已经成为城市的一大特点，但是随着共享单车

的投入，用户随便停放单车，不仅影响城市环境的美观，而且共享单车经常是占道停放，严

重影响了人行道上的行人。

发明内容

[0003] 为克服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实现人行道共享单车存放的实现方

法，能实现共享单车不占用人行通道的情况下进行存放。

[0004] 本发明采用以下方案实现：一种实现人行道共享单车存放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S01：在人行道上架设门框式支架；

[0006] 步骤S02：在门框式支架的横杆上设置用于夹持共享单车的升降装置；

[0007] 步骤S03：用户将共享单车的前轮夹在所述升降装置的夹持端，通过控制面板控制

升降装置的下降或上升，从而实现共享单车的提和存。

[0008]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03中是通过用户的手机控制升降装置的下降和

上升。

[0009]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在所述用户的手机上设置APP，通过扫描设置于门框式支架

上的二维码实现无线热点接入，并通过所述APP对所述升降装置进行控制。

[0010]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门框式支架的一支撑臂上设置有一标签区域；所述门

框式支架顶部的横架上设置有多个的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包括一电机、一涡轮、以及一

涡杆；所述电机设置于横架外侧，所述涡轮和涡杆设置于横架内部的空腔里；所述电机的电

机轴与所述涡轮连接，所述涡轮与所述涡杆相啮合，所述涡杆的端部设置有一绕线滚盘；所

述绕线滚盘位于横架外侧，所述绕线滚盘上缠绕有钢绳，所述钢绳的尾部固定有一固定共

享单车的组件，所述门框式支架的横架四周均向上垂直设置有一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上架

设有一罩体，所述罩体的尾部四周盖过存放好后的共享单车的尾部；所述罩体上设置有太

阳能板，所述横架内设置有蓄电池和充放电电路；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充放电电路连接，所

述充放电电路与所述蓄电池连接，所述充放电电路连接有多个的USB数据线，所述USB数据

线的数量与所述绕线滚盘的数量相同，所述USB数据线的尾部连接有一USB接口，所述USB数

据线与所述钢绳包裹在一起，能随钢绳进行升降使用；所述标签区域贴有所述二维码；所述

固定共享单车的组件包括一挂环和一手动夹；所述钢绳与所述挂环连接，所述手动夹固定

于所述挂环上；所述门框式支架中设置有一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设置有MCU，所述MCU连接

有电机驱动电路、USB接口电路、无线通讯模块、充放电电路、液晶广告显示屏、亮度识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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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GPS定位模块、若干摄像头和LED灯驱动电路；所述蓄电池经充放电电路为电路板供

电；所述充放电电路还经电源电路与市电连接；所述的LED驱动电路用于驱动设置于所述罩

体内壁的LED照明灯；所述的液晶广告显示屏设置于所述门框式支架的内壁上；所述摄像头

设置于所述升降装置外壳的上表面，且摄像头对准共享单车车头二维码位置。

[0011]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APP包括手机充电功能模块、共享单车提存模块以及广

告投放申请模块；

[0012] 所述手机充电功能模块用于实现用户提出手机充电申请，在提出所述手机充电申

请后，用户进入缴费界面，在完成电子支付后，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闲置的手动夹下放，

以供用户通过USB数据线进行充电；所述USB数据线的另一头集成有手机充电头；

[0013] 所述共享单车提存模块用于实现用户提出共享单车存/提申请，在提出存申请后，

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闲置的手动夹放下，用户将手动夹夹住共享单车的前轮，然后发送

夹持完毕指令，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控制电机将要存放的共享单车提升进行存储；在提出

提申请后，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夹持有共享单车的手动夹放下，并手动将夹子取出后，发

送提取完毕，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空手动夹收回；

[0014] 所述广告投放申请模块用于实现用户发布广告信息，该广告信息包括商业广告、

寻人寻物启事和消息发布；在广告电子预支付完成后，用户将录制好的视频文件经过广告

投放申请模块发送至后台服务器，工作人员对投放的视频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所述电

子预支付收取，并将投放的视频发送至对应的共享单车存放亭进行播放。

[0015]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在所述共享单车停止使用时，用户手机对该共享单车的位

置进行定位，并计算其周边共享停车亭的距离；

[0016] 当距离小于等于3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时间内没有

检测到该共享单车的ID号，则进行积分扣除；

[0017] 当距离大于30米小于等于10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时

间内检测到该共享单车的ID号，则增第一预定积分；

[0018] 当距离大于100米小于等于20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

时间内检测到该共享单车的ID号，则增加第一预定积分；

[0019] 当距离大于20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时间内检测到该

共享单车的ID号，则增加第二预定积分；所述积分作为评估用户会员等级的依据。

[0020]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还包括在所述的横架上对应升降装置的下方垂直设置有共

享单车限位板；所述的共享单车限位板上开设有两个开口，用于所述共享单车挂起时进行

限位。

[0021]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的横架前后侧设置有对称的升降装置，且该横架上的

升降装置下方垂直设置有两个左右对称的共享单车限位板；所述的共享单车限位板上开设

有两个开口，用于所述共享单车挂起时进行限位。

[0022] 本发明方法巧妙的将共享单车在人行道上挂起存放，特别是在该方法的基础上引

入了门框式支架，该门框式支架是放置在人行道上，且人行道上的任意位置都能放置本发

明的设备，从而有效利用存放的空间，且共享单车也可以随处找到，方便用户的使用，所述

门框式支架顶部的横架上设置有多个的升降装置，升降装置设置有一绕线滚盘；所述绕线

滚盘上缠绕有钢绳，所述钢绳的尾部固定有一固定共享单车的组件，通过固定共享单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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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将共享单车进行固定住，然后再吊起操作，这样共享单车既能进行悬空存放；另外，门

框式支架顶部设置有罩体，该罩体上设置有太阳能板，该罩体不仅能起到防风和防雨的作

用，还能吸收太阳能，再通过充放电电路将太阳能转为电源，再由USB接口对共享单车进行

充电，从而实现单车能很好地存放的同时，能对单车中的定位模块或者其他部件进行充电

操作，从而降低成本；此外，依据本发明的方法实现的设备特别之处还在于其多功能，其不

仅能解决共享单车停放不占用人行道的问题，而且还能为用户手机应急充电，还可以作为

路灯和刊登广告用。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一中去掉罩体后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实施列二中固定共享单车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二中固定共享单车组件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硬件电路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1]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一中提供一种实现人行道共享单车存放的实现方法，其

包括以下步骤：

[0032] 步骤S01：在人行道上架设门框式支架；

[0033] 步骤S02：在门框式支架的横杆上设置用于夹持共享单车的升降装置；

[0034] 步骤S03：用户将共享单车的前轮夹在所述升降装置的夹持端，通过控制面板控制

升降装置的下降或上升，从而实现共享单车的提和存。本发明通过在人行道上架设门框式

支架，将共享单车一辆辆整齐的吊起来，这样不仅不占用人行道，而且升降装置简单，成本

低。本实施例中，升降装置可以是一种由电机驱动实现绳索提拉的装置，该绳索的端头可以

设置夹子，用于夹在共享单车的前轮，从而实现单车悬挂式存放；

[0035]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03中是通过用户的手机控制升降装置的下降和

上升。

[0036]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在所述用户的手机上设置APP，通过扫描设置于门框式支架

上的二维码实现无线热点接入，并通过所述APP对所述升降装置进行控制。

[0037] 具体的，请参见图2至图7，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门框式支架1的一支撑臂11

上设置有一标签区域13；所述门框式支架1顶部的横架12上设置有多个的升降装置2，所述

升降装置2包括一电机21、一涡轮22、以及一涡杆23；所述电机21设置于横架12外侧，所述涡

轮22和涡杆23设置于横架12内部的空腔里；所述电机21的电机轴与所述涡轮22连接，所述

涡轮22与所述涡杆23相啮合，所述涡杆23的端部设置有一绕线滚盘24；这样电机21带动涡

轮22进行旋转，涡轮22转动后，涡杆23也进行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从而使得涡杆23前方

的绕线滚盘24进行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这样钢绳便可以进行升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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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所述绕线滚盘24位于横架12外侧，所述绕线滚盘24上缠绕有钢绳25，所述钢绳25

的尾部固定有一固定共享单车的组件3，所述门框式支架1的横架12四周均向上垂直设置有

一支撑杆14，所述支撑杆14上架设有一罩体4，所述罩体4的尾部四周盖过存放好后的共享

单车5的尾部；这样罩体4能对存放好的共享单车进行防风的操作，也能进行防雨，其可以定

义为共享单车存放亭。这样共享单车5放置于罩体4下方就能减小左右摆动的幅度，甚至风

小的情况下不会摆动。该固定共享单车的组件3能用于固定共享单车后，将共享单车通过钢

绳25进行升降操作。

[0039] 所述标签区域13贴有所述二维码。这样使用者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后，启动升降

装置2进行转动，这样升降装置2带动绕线滚盘24进行转动，从而带动钢绳25进行升降操作。

[0040] 所述罩体4上设置有太阳能板41，所述横架12内设置有蓄电池和充放电电路；所述

太阳能板41与所述充放电电路连接，所述充放电电路与所述蓄电池连接，所述充放电电路

连接有多个的USB数据线44，所述USB数据线44的数量与所述绕线滚盘24的数量相同，所述

USB数据线44的尾部连接有一USB接口，所述USB数据线44包裹在所述钢绳25上能随钢绳进

行升降使用。这样太阳能板41能将太阳能转为电能后通过充放电电路43将电能充到蓄电池

42中，在共享单车进行充电的时候，蓄电池42通过充放电电路43将电能发送给USB数据线44

后，再传送给USB接口。

[0041] 所述固定共享单车的组件3包括一挂环31和一手动夹32；所述钢绳25与所述挂环

31连接，所述手动夹32固定于所述挂环31上。这样使用者将手动夹32夹住共享单车的轮子

后，便在通过扫描二维码，便可以固定住共享单车，并将共享单车进行吊起存放操作。具体

的请见以下实施例。

[0042] 请参见图3和图4，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的横架上对应升降装置的下方垂直

设置有共享单车限位板33；所述的共享单车限位板上开设有两个开口341，用于所述共享单

车挂起时进行限位，具体的，在共享单车被挂起时，随着钢绳的上升，共享单车5被提升到预

定位置，正好轮子51陷入所述的开口341内，这样被挂起的共享单车不仅不会歪掉，即使风

很大，也不会摆动，起到很好的限位作用。

[0043] 请继续参见图7，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还包括一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设置有

MCU，所述MCU连接有电机驱动电路、USB接口电路、无线通讯模块、充放电电路、液晶广告显

示屏34、亮度识别传感器、GPS定位模块、若干摄像头和LED灯驱动电路；所述蓄电池经充放

电电路为电路板供电；所述充放电电路还经电源电路与市电连接；所述的LED驱动电路用于

驱动设置于所述罩体内壁的LED照明灯35；所述的液晶广告显示屏设置于所述门框式支架

的内壁上；所述摄像头设置于所述升降装置外壳的上表面，且摄像头36对准共享单车车头

二维码位置；这样，该共享单车存放亭就能获取每个挂位上单车的ID信息，以便结合用户的

APP，进行关联。本实施例巧妙的地方还在于通过一个亭子实现多功能化，极大的方便了行

人，本实施例中，该单车存放亭可以通过太阳能蓄电，也能通过市电进行供电，本实施例中，

电源电路可以是交流转直流稳压降压电路，通过将市电降压，为蓄电池充电或者为系统供

电；本实施例通过亮度识别传感器识别环境的亮度，在低于设定值时，可以自动开启LED灯，

实现照明功能，这样该单车存放亭就变成了一个路灯，充分利用了该单车存放亭设置于人

行道上的位置优势，实现了照明。

[0044] 请继续参见图7，本发明一实施例中，用户手机扫描所述二维码，用于连接到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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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单车存放亭发出的无线热点上；所述的用户手机上设置有APP，所述APP包括手机充电功

能模块、共享单车提存模块以及广告投放申请模块；

[0045] 所述手机充电功能模块用于实现用户提出手机充电申请，在提出所述手机充电申

请后，用户进入缴费界面，在完成电子支付后，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闲置的手动夹下放，

以供用户通过USB数据线进行充电；所述USB数据线的另一头集成有手机充电头45；本实施

例中，该手机充电头可以包括多种类型，以方便适用于各种手机，这里充电头的类型就不进

行详细说明。

[0046] 所述共享单车提存模块用于实现用户提出共享单车存/提申请，在提出存申请后，

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闲置的手动夹放下，用户将手动夹夹住共享单车的前轮，然后发送

夹持完毕指令，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控制电机将要存放的共享单车提升进行存储；在提出

“提”申请后，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夹持有共享单车的手动夹放下，并手动将夹子取出后，

发送提取完毕，所述共享单车存放亭将空手动夹收回；

[0047] 所述广告投放申请模块用于实现用户发布广告信息，该广告信息包括商业广告、

寻人寻物启事和消息发布；在广告电子预支付完成后，用户将录制好的视频文件经过广告

投放申请模块发送至后台服务器，工作人员对投放的视频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所述电

子预支付收取，并将投放的视频发送至对应的共享单车存放亭进行播放。通过该APP的互动

控制，本实施例不仅完成了用户提存共享单车的操作，而且还能将该共享单车作为无线上

网的基站、手机充电的基站以及广告发布的基站；最大程度的方便了市民，特别是广告发布

与共享单车亭的结合，改变了以往广告发布都要广告公司到广告发布亭粘贴或安装广告画

册，即使是视频图像的，也要用户去广告公司报备协商，而本申请通过APP实现了远程自由

发布，该模块里头还能进一步细化，包括广告的时间，广告显示的周期，广告的长短进行选

择，系统结合这些数据进行相应的收费。

[0048]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在所述共享单车停止使用时，用户手机对该共享单车的位

置进行定位，并计算其周边共享停车亭的距离，由于共享单车存放亭自身有带有GPS定位模

块，因此可以做到精确定位；

[0049] 当距离小于等于3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时间内没有

检测到该共享单车的ID号，则进行积分扣除；该ID号用户在使用共享单车时就已经在用户

的手机上进行记录，因此通过ID号的关联，所述的积分扣除动作就可以关联到用户的共享

单车账号；

[0050] 当距离大于30米小于等于10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时

间内检测到该共享单车的ID号，则增第一预定积分；

[0051] 当距离大于100米小于等于20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

时间内检测到该共享单车的ID号，则增加第一预定积分；

[0052] 当距离大于200米，在用户锁止共享单车后，若所述摄像头在预定时间内检测到该

共享单车的ID号，则增加第二预定积分；所述积分作为评估用户会员等级的依据。该方法能

有效提高用户对共享单车的使用规范，不会由于共享单车的乱停放造成城市环境的破坏，

上述根据本发明方法提出的额结构配合该实施方式也是本发明的技术亮点之一，解决了怎

样让用户自觉的将共享单车停放在。

[0053] 此外，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摄像头在闲置时，能用于监控该路段的视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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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为各类事件的取证提供依据。

[0054] 请参见图5，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的横架前后侧设置有对称的升降装置，且

该横架上的升降装置下方垂直设置有两个左右对称的共享单车限位板；所述的共享单车限

位板上开设有两个开口，用于所述共享单车挂起时进行限位。通过该设计，最大程度的利用

了共享单车的放置空间，大大提升了存放数量。此外，为了充分展现共享单车存放亭的使用

价值，还可以在亭内的侧壁上设置座椅，供行人休息或者充电时休息。

[0055] 总之，本发明方法巧妙的将共享单车在人行道上挂起存放，不仅解决的共享单车

放置问题，而且还不占用人行道。特别是在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该方法的基础上引入

了门框式支架，该门框式支架是放置在人行道上，且人行道上的任意位置都能放置本发明

的设备，从而有效利用存放的空间，且共享单车也可以随处找到，方便用户的使用，所述门

框式支架顶部的横架上设置有多个的升降装置，升降装置设置有一绕线滚盘；所述绕线滚

盘上缠绕有钢绳，所述钢绳的尾部固定有一固定共享单车的组件，通过固定共享单车的组

件将共享单车进行固定住，然后再吊起操作，这样共享单车既能进行悬空存放；另外，门框

式支架顶部设置有罩体，该罩体上设置有太阳能板，该罩体不仅能起到防风和防雨的作用，

还能吸收太阳能，再通过充放电电路将太阳能转为电源，再由充电接头对共享单车进行充

电，从而实现单车能很好地存放的同时，能对单车中的定位模块或者其他部件进行充电操

作，从而降低成本；此外，用户通过APP实现手机充电、广告自由发布等。

[005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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