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788677.0

(22)申请日 2015.11.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45995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4.06

(73)专利权人 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528133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

业园C区

(72)发明人 马云林　程国洪　刘海波　麦志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君胜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44268

代理人 王永文　刘文求

(51)Int.Cl.

B60R 25/102(2013.01)

B60R 25/30(2013.01)

(56)对比文件

CN 101468639 A,2009.07.01,

CN 101468639 A,2009.07.01,

CN 204452366 U,2015.07.08,

审查员 李珊珊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装置及

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

盗方法、装置及系统，当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

车辆抖动时，获取使用者的身份信息；将所述身

份信息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进行比对，当所

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向

车主发送提示信息。其在车主停车离开后就对车

辆的状态进行监控，在车辆发生移动时，通过车

辆防盗装置及时地将具体的告警信息以及车辆

当前位置信息通过远程通讯告知终端用户，使终

端用户可及时地采取措施，防止车辆被盗。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5459955 B

2019.01.22

CN
 1
05
45
99
55
 B



1.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应用于车辆防盗系统，所述车辆防盗系统包括

设置于车辆的车辆防盗装置以及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当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车辆抖动时，获取使用者的身份信息；

将所述身份信息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进行比对，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

者身份信息库时，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

所述当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车辆抖动时，获取使用者的身份信息的具体过程包括：

周期性检测车辆的是否处于停车状态；

当车辆处于停车状态是，则启动G-sensor传感器功能；

当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车辆抖动时，获取当前车辆抖动的时间；

将获取当前车辆抖动的时间与前一次车辆抖动时间的差值与预设阈值进行比较，所述

阈值为预先设定的；

当所述差值小于预设阈值，获取用户的身份信息；

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之后，其还包括：

获取车辆内部视频/照片和/或车辆运行状态下的行车录像及实景导航；

所述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为微信/短信向移动终端发送告警信息

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

根据所述告警信息的内容和类型确定车辆发生的非法事件，并针对不同的告警事件设

置不同级别的报警声；其中，所述告警信息的类型包括微信提醒、短信提醒以及手机震动提

醒；

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后，根据移动终端的反馈指令进行相应操

作；

所述反馈指令用于指示所述车辆防盗装置控制锁住电机，以及时阻止车辆被盗；所述

反馈指令还用于控制车辆防盗装置发出报警声，以提醒周围人员进行监督；

其还包括：

预先设置用于使用者身份的使用者身份信息库；

获取使用者身份信息具体包括：通过采集摄像头采集使用者的图像，并将所述图像发

送至服务器，服务器对图像进行处理，或者通过指纹采集模块采集使用者的身份信息，并将

所述图像发送至服务器，或者通过蓝牙模块与用户使用移动终端建立蓝牙连接，通过蓝牙

连接的移动终端获取用户的身份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其特征在于，G-sensor传感器检

测到车辆抖动之前，其还包括：

判断车辆的状态，如果车辆处于静止状态且车内没有人时，认为车辆处于停车状态。

3.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G-sensor传感器，用于检测车辆处于停止状态的车辆抖动；

获取模块，用于当车辆处于抖动时获取使用者身份信息，并将所述身份信息与预设使

用者信息库进行比较；

通讯模块，用于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

当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车辆抖动时，获取使用者的身份信息，具体过程包括：

周期性检测车辆的是否处于停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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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辆处于停车状态是，则启动G-sensor传感器功能；

当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车辆抖动时，获取当前车辆抖动的时间；

将获取当前车辆抖动的时间与前一次车辆抖动时间的差值与预设阈值进行比较，所述

阈值为预先设定的；

其还包括：

第一摄像头，用于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获取车辆内视频/

照片；

第二摄像头，用于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获取车辆行车录

像以及实景导航；

所述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为微信/短信向移动终端发送告警信息

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

所述通讯模块还用于，根据所述告警信息的内容和类型确定车辆发生的非法事件，并

针对不同的告警事件设置不同级别的报警声；其中，所述告警信息的类型包括微信提醒、短

信提醒以及手机震动提醒；

所述通讯模块还用于，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后，根据移动终端的

反馈指令进行相应操作，其中，反馈指令用于指示所述车辆防盗装置控制锁住电机，以及时

阻止车辆被盗；所述反馈指令还用于控制车辆防盗装置发出报警声，以提醒周围人员进行

监督；

其还包括：

预设模块，用于预先设置用于使用者身份的使用者身份信息库；

所述预设模块具体用于，通过采集摄像头采集使用者的图像，并将所述图像发送至服

务器，服务器对图像进行处理，或者通过指纹采集模块采集使用者的身份信息，并将所述图

像发送至服务器，或者通过蓝牙模块与用户使用移动终端建立蓝牙连接，通过蓝牙连接的

移动终端获取用户的身份信息。

4.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系统，其包括设置于车内的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盗

装置以及用于接收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的移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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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装置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互联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装置

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汽车已经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

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车辆的增加和有人值守的停车场出现停车位紧张的

情况，车辆防盗成为了一个重大而又意义深远的话题。

[0003] 在汽车电子领域和车辆网飞速发展的大时代，汽车功能日趋完善。传统的车载导

航只具有单纯的导航或娱乐功能，不具备防盗特性。目前市场上车载防盗系统还只限于钥

匙，红外线，微波等短程防盗控制体系。但汽车车主远离汽车时，无法达到防盗的作用。

[0004] 因而现有技术还有待改进和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

汽车防盗方法、装置及系统，以解决现有防盗系统当汽车车主远离汽车时，无法实现防盗的

目的，给用户使用带来不便的问题。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应用于车辆防盗系统，所述车辆防盗系统包

括设置于车辆的车辆防盗装置以及移动终端，所述方法包括：

[0008] 当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车辆抖动时，获取使用者的身份信息；

[0009] 将所述身份信息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进行比对，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

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

[0010] 所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其中，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车辆抖动之前，

其还包括：

[0011] 判断车辆的状态，如果车辆处于静止状态且车内没有人时，认为车辆处于停车状

态。

[0012] 所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其还包括：

[0013] 预先设置用于使用者身份的使用者身份信息库。

[0014] 所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其中，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

信息库之后，其还包括：

[0015] 获取车辆内部视频/照片和车辆运行状态下的行车录像以及实景导航。

[0016] 所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其中，所述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

位置信息为微信/短信向移动终端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

[0017] 所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其中，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

信息后，根据移动终端的反馈指令进行相应操作。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5459955 B

4



[0018] 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装置，其包括：

[0019] G-sensor传感器，用于检测车辆处于停止状态的车辆抖动；

[0020] 获取模块，用于当车辆处于抖动时获取使用者身份信息，并将所述身份信息与预

设使用者信息库进行比较；

[0021] 通讯模块，用于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

[0022] 所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装置，其包括：

[0023] 预设模块，用于预先设置用于使用者身份的使用者身份信息库。

[0024] 所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装置，其还包括：

[0025] 第一摄像头，用于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获取车辆内

视频/照片。

[0026] 第二摄像头，用于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获取车辆行

车录像以及实景导航。

[0027] 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系统，其包括设置于车内的如上任一所述的防盗装

置以及用于接收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的移动终端。

[0028]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提供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装

置及系统，当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车辆抖动时，获取使用者的身份信息；将所述身份信息

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进行比对，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向

车主发送提示信息。其在车主停车离开后就对车辆的状态进行监控，在车辆发生移动时，通

过车辆防盗装置及时地将具体的告警信息以及车辆当前位置信息通过远程通讯告知终端

用户，使终端用户可及时地采取措施，防止车辆被盗。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装置的结构原理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系统的结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装置及系统，为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及效果更加清楚、明确，以下参照附图并举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

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3]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对发明内容作进一步说明。

[0034] 请参见图1，图1为本发明提供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方法较佳实施例的流程

图。所述方法包括：

[0035] S1、当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车辆抖动时，获取使用者的身份信息。

[0036] 具体地，所述G-sensor传感器检测车辆在停车状态后的抖动，也就是说G-sensor

传感器检测车辆在停车状态后再次启动或移动。所述停车状态指的是如果车辆处于静止状

态且车内没有人时，认为车辆处于停车状态。在实际应用中，在G-sensor传感器检测车辆抖

动之前，其还可以包括一个判断过程。所述判断过程用于判断车辆的状态，如果车辆处于静

止状态且车内没有人时，则车辆处于停车状态；否则判断车辆处于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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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进一步，所述G-sensor传感器的开启/关闭与所述车辆的形态相对应。当车辆处于

停车状态时，G-sensor传感器关闭；当车辆处于运行状态时，G-sensor传感器开启。由于当

车辆处于运行状态时，则默认车辆的使用者为得到许可的，那么无需开启防盗功能，从而节

约能耗，提高防盗方法的准确性。

[0038] 进一步，获取使用者的身份信息，其可以采集摄像头采用使用者的图像，并将所述

图像发送至服务器，服务器对图像进行处理。其也可以通过指纹采集模块采集使用者的身

份信息，并将所述图像发送至服务器，服务器对图像进行处理；其还可以通过蓝牙模块与客

户使用的移动终端进行蓝牙连接，通过蓝牙连接的移动终端获取用户的身份信息。

[0039] 在实际应用中，所述当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车辆抖动时，获取使用者的身份信

息的具体过程可以如下：

[0040] S10、周期性检测车辆的是否处于停车状态；

[0041] S20、当车辆处于停车状态是，则启动G-sensor传感器功能；

[0042] S30、当G-sensor传感器检测到车辆抖动时，获取当前车辆抖动的时间；

[0043] S40，将获取当前车辆抖动的时间与前一次车辆抖动时间的差值与预设阈值进行

比较，所述阈值为预先设定的，如，10分钟，15分钟等；

[0044] S50、当所述差值小于预设阈值，获取用户的身份信息。

[0045] S2、将所述身份信息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进行比对，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

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

[0046] 具体地，所述使用者身份信息库为预先设置的，其可以包括使用者的图像，指纹信

息，或者通过蓝牙连接移动终端等方式可以验证使用者身份的信息。并且所述身份信息可

以在用户第一使用的时候有用户自行设置，也可以在使用过程根据用户设置自动获取。

[0047] 进一步，将所述获取使用者身份信息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进行比对，如果所

述身份信息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那么认定使用者为车主或者车主授权的使用者，

则关闭防盗装置，不发送告警信息。当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发

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在本实施例中，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

信息通过无线通信发送至车主的移动终端上，例如，WIFI，4G等。

[0048] 进一步，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其还可以包括则自动

启动录制视频/拍照以及通过GPS获取位置信息，将所述信息发送给车主绑定的移动终端。

在实际应用中，所述视频/拍照的信息以及通过GPS获取位置信息可以上传到后台服务器，

后台服务器将这些数据转发给车主微信客户端。并且如果当前状态处于短信设置状态，则

根据用户发送的指令选择执行拍照/录像/GPS视频上传等功能。在执行完上述状态后，立即

进入导航状态，实时获取行车信息以及车辆位置。

[0049] 进一步，告警信息的类型可以预先设置，其可以是微信提醒，也可以是短信提醒，

还可以是手机震动提醒。可以根据所述告警信息的内容和类型确定车辆发生的非法事件。

[0050] 进一步，当车主收到告警提示后，可以通过与防盗装置关联的移动终端对防盗装

置进行操作。例如，发出报警音、锁定方向盘等。例如，在接收到告警信息后，移动终端可向

车辆防盗装置发送控制指令，控制指令用于指示所述车辆防盗装置控制锁住电机，以及时

阻止车辆被盗。也可控制车辆防盗装置发出报警声，提醒周围人员进行监督。这里，可对不

同的告警事件设置不同级别的报警声，例如，对于震动告警，可以设置两声报警声，对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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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启动或非法移动告警，可以设置六声报警声。其还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开启车辆防盗装置

的定位，获取车辆自身的位置信息，因此，车辆防盗装置可以包括定位器，如GPS。也可以在

车辆防盗装置上设置一指示灯，用于指示定位器工作是否正常。

[005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装置，如图2所示，其包括：

[0052] G-sensor传感器100，用于检测车辆处于停止状态的车辆抖动；

[0053] 获取模块200，用于当车辆处于抖动时获取使用者身份信息，并将所述身份信息与

预设使用者信息库进行比较；

[0054] 通讯模块300，用于发送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

[0055] 所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装置，其包括：

[0056] 预设模块，用于预设设置用于使用者身份的使用者身份信息库。

[0057] 所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装置，其还包括：

[0058] 第一摄像头，用于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获取车辆内

视频/照片。

[0059] 第二摄像头，用于当所述身份信息不属于预设使用者身份信息库时，获取车辆行

车录像以及实景导航。

[0060] 所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装置配备，其设置低功耗的G-sensor传感器进行车

辆异常抖动检测并配备蓝牙模块实现车主身份校验功能，还配备4G通讯模块实现短信接

收、Intent联网功能并承担与后台服务器通信任务；车载防盗系统在车机APU主板配备两个

高清摄像头，前置摄像头运用于异常检测时车机启动前车内视频/图片信息获取；后置摄像

头负责车机运行状态下的行车录像和实景导航功能；车载主机通过4G模块的IMEI号码与后

台服务器配对，后台服务器根据用户绑定企业公众号时生成的OpenID与车机的IMEI号配

对，从而实现微信远程监控车内情况。保障了汽车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

[006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系统，如图3所示，其包括：设置于

车内的如上任一所述的防盗装置10以及用于接收告警信息及所述车辆的当前位置信息的

移动终端20。

[0062] 本发明提供的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系统，所述车辆防盗系统包括设置于车辆

上的车辆防盗装置以及移动终端。每台车车辆防盗装置出厂前后通过IMEI号绑定设备，设

备每次启动系统完成后主动链接后台登陆，还可以主动发送图片、视频和GPS信息到后台服

务器；整个车辆防盗装置通过4G模块的联网服务，采用标准的TCP/IP通信协议与后台服务

器通信；后台服务器通过微信公众号与车主微信绑定，从而车主可通过微信远监控车内状

况。

[0063] 上述基于联网技术的汽车防盗装置及系统各个单元模块已经在上述方法中进行

了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0064] 可以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发

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而所有这些改变或替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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