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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方案为一种共享单车还车时的摄像

取证方法，摄像取证过程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

用户通过手机向远程控制部发送还车请求；步骤

二、远程控制部开启电子锁，用户从盒子内取出

数据线并插接在手机上；步骤三、远程控制部分

析数据线传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

若是，则用户手机自动生成摄像界面，用户对单

车及单车周边的环境进行摄像，并将摄像信息上

传到远程控制部；步骤四、用户将数据线收纳进

盒子，并关闭盒门；步骤五、当远程控制部识别到

电子锁处于锁定状态时，远程控制部发送信号到

手机，手机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本发明

方案具有以下优点：成本低廉，对单车停放自由

度的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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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共享单车还车时的摄像取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共享单车的车体(T)上设置

有一盒子(1)，所述盒子(1)上设置有一盒门(2)，所述盒门(2)上设置有一电子锁(3)，所述

盒子(1)内设置有信号发生单元(11)，所述信号发生单元(11)发出的信号与单车形成对应

关系，所述信号发生单元(11)与一数据线(12)的一端相连，当所述数据线(12)被全部收纳

进所述盒子(1)时，所述盒门(2)才能被关闭，所述电子锁(3)受远程控制部(W)的控制，当盒

门(2)关闭时，所述电子锁(3)能自锁定，所述远程控制部(W)能感知所述电子锁(3)是否处

于开启状态，所述远程控制部(W)能远程开启所述电子锁(3)；当用户进行还车操作时，用户

需完成一个摄像取证过程，摄像取证过程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用户通过手机(S)向远程

控制部(W)发送还车请求；步骤二、远程控制部(W)开启电子锁(3)，用户从盒子内取出数据

线并插接在手机上；步骤三、远程控制部(W)分析数据线传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关

系，若是，则用户手机(S)自动生成摄像界面，用户对单车及单车周边的环境进行摄像，并将

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W)；步骤四、用户将数据线收纳进盒子，并关闭盒门；步骤五、

当远程控制部(W)识别到电子锁处于锁定状态时，远程控制部(W)发送信号到手机(S)，手机

(S)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

2.一种共享单车还车时的摄像取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共享单车的车体(T)上设置

有一盒子(1)，所述盒子(1)上设置有一盒门(2)，所述盒门(2)上设置有一电子锁(3)，所述

盒子(1)内设置有信号发生单元(11)，所述信号发生单元(11)发出的信号与单车形成对应

关系，所述信号发生单元(11)与一数据线(12)的一端相连，当所述数据线(12)被全部收纳

进所述盒子(1)时，所述盒门(2)才能被关闭，所述电子锁(3)受远程控制部(W)的控制，当盒

门(2)关闭时，所述电子锁(3)能自锁定，所述远程控制部(W)能感知所述电子锁(3)是否处

于开启状态，所述远程控制部(W)能远程开启所述电子锁(3)；当用户进行还车操作时，用户

需完成一个摄像取证过程，摄像取证过程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用户通过手机(S)向远程

控制部(W)发送还车请求；步骤二、远程控制部(W)开启电子锁(3)，用户从盒子内取出数据

线并插接在手机上；步骤三、远程控制部(W)分析数据线传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关

系，若是，则用户手机(S)自动生成摄像界面，用户对单车及单车周边的环境进行摄像，并将

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W)；步骤四、远程控制部(W)对摄像信息进行分析，以得出单车

是否处于正确的停放状态，若不是，则手机(S)提醒用户重新停放单车，进而返回至步骤三

中并自动生成摄像界面，若是，则执行步骤五；步骤五、用户将数据线收纳进盒子，并关闭盒

门；步骤六、当远程控制部(W)识别到电子锁处于锁定状态时，远程控制部(W)发送信号到手

机(S)，手机(S)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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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共享单车还车时的摄像取证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方案涉及一种共享单车还车时的摄像取证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共享单车在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用户通过手机与单车、远程控制部形成互动

来完成借车还车过程，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但现有技术的共享单车存在一个不足之处，

用户经常不规范停放单车，如此不但影响市容，还会对单车自身造成伤害，基于此，有些共

享单车的运行公司推出了电子围栏技术，以确定用户是否把单车停放在电子围栏内，但这

一技术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点，具体如下：设置电子围栏费用高昂，并且规定用户只能把车

停放在电子围栏内，如此会影响单车停放的自由度。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方

案，使之能克服上述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方案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共享单车还车时

的摄像取证方法，这种方法成本低廉，对单车停放自由度的影响小。

[0004] 本发明方案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共享单车还车时的摄像取证方法，

共享单车的车体上设置有一盒子，盒子上设置有一盒门，盒门上设置有一电子锁，盒子内设

置有信号发生单元，信号发生单元发出的信号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信号发生单元与一数

据线的一端相连，当数据线被全部收纳进盒子时，盒门才能被关闭，电子锁受远程控制部的

控制，当盒门关闭时，电子锁能自锁定，远程控制部能感知电子锁是否处于开启状态，远程

控制部能远程开启电子锁；当用户进行还车操作时，用户需完成一个摄像取证过程，摄像取

证过程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用户通过手机向远程控制部发送还车请求；步骤二、远程控

制部开启电子锁，用户从盒子内取出数据线并插接在手机上；步骤三、远程控制部分析数据

线传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若是，则用户手机自动生成摄像界面，用户对单车

及单车周边的环境进行摄像，并将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步骤四、用户将数据线收纳

进盒子，并关闭盒门；步骤五、当远程控制部识别到电子锁处于锁定状态时，远程控制部发

送信号到手机，手机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本发明方案的共享单车使用完毕后，用户

通过手机向远程控制部发送还车请求，基于这一请求，远程控制部开启电子锁，用户从盒子

内取出数据线并插接在手机上，由于用户在借车时已把自身的手机与共享单车进行了绑

定，如借车时用户通过手机扫描单车的二维码，远程控制部显然知晓用户借了哪一辆单车，

由于信号发生单元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远程控制部有备案，远程控制部

知晓用户所借单车对应的信号发生单元的类别，进而，远程控制部对数据线传达的信号进

行分析，数据线传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如果是，则证明是用户所借单车的数

据线插接在用户手机上，用户手机自动生成摄像界面，用户对单车及单车周边的环境进行

摄像，并将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接下来，用户将数据线收纳进盒子，并关闭盒门；如

当手机将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后，手机界面上可出现图案或文字，提醒用户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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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收纳进盒子并关闭盒门；当远程控制部识别到电子锁处于锁定状态时，远程控制部发送

信号到手机，手机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设置信号发生单元和数据线是为了把用户

手机绑定在所借单车附近，督促用户对所借单车进行摄像，否则，如果不对手机的位置进行

限定，用户可能随便对一辆其他的单车进行摄像并上传，这显然是一种欺骗行为。在本发明

方案中，只有当用户将数据线收纳进盒子，并关闭盒门后，手机才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

程，这显然使信号发生单元和数据线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远程控制部的后台可对这些摄像

信息进行分析，以得出用户的停放操作是否规范，如通过人工肉眼识别用户的停放操作是

否规范，单车是否倾倒，单车是否停放在路肩上，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对于不规范停放单

车的用户进行责罚，由于用户还车时必须上传所借单车的摄像信息，这一操作会对用户产

生巨大的威慑力，督促用户规范停车，显然，即使不对远程控制部收到的摄像信息进行分

析，或随机抽取部分摄像信息进行分析，这种威慑力也是存在的。相比于已有技术，本发明

方案成本低廉，对单车停放自由度的影响小。本发明方案涉及的摄像操作应作广义的理解，

摄像既可以是拍照，也可以是一段视频。显然，用户在还车过程中，还伴随有其它操作过程，

如单车的锁定过程，如资费的结算过程，摄像取证过程可与其它操作过程伴随发生，如先完

成摄像取证过程，进而开启锁定过程，又或者先完成锁定过程，进而进行摄像取证过程，还

可把摄像取证过程插接在锁定过程和资费的结算过程的步骤中，只要不影响各自步骤的执

行即可，基于此，手机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的方式也应作广义的理解，如先进行摄像

取证过程，进而进行资费的结算过程，当用户进行摄像取证过程时，手机界面上出现资费结

算界面，则实际上默认摄像取证过程完成，手机进入资费结算过程，也就是说，手机提示用

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一般来说，一辆单车对应一个信号发生单元是最好的选择，在实际应

用中，几辆单车对应同一个信号发生单元也是可以的，因为对应同一个信号发生单元的二

辆单车出现在同一个停放点的概率是极低的。本发明方案的电子锁涉及已有技术，这种电

子锁被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具中，以利于用户远程控制，本发明方案的信号发生单元涉及已

有技术，如常见的可移动磁盘就是一种信号发生单元。

[000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只是对用户不规范的停放行为进行追责、威慑，并不能对当下

发生的不规范的停放操作进行纠正，因而，这一技术方案还可得到提高。

[0006] 本发明方案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方案还可以为：一种共享单车还车时的摄像取证

方法，共享单车的车体上设置有一盒子，盒子上设置有一盒门，盒门上设置有一电子锁，盒

子内设置有信号发生单元，信号发生单元发出的信号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信号发生单元

与一数据线的一端相连，当数据线被全部收纳进盒子时，盒门才能被关闭，电子锁受远程控

制部的控制，当盒门关闭时，电子锁能自锁定，远程控制部能感知电子锁是否处于开启状

态，远程控制部能远程开启电子锁；当用户进行还车操作时，用户需完成一个摄像取证过

程，摄像取证过程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用户通过手机向远程控制部发送还车请求；步骤

二、远程控制部开启电子锁，用户从盒子内取出数据线并插接在手机上；步骤三、远程控制

部分析数据线传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若是，则用户手机自动生成摄像界面，

用户对单车及单车周边的环境进行摄像，并将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步骤四、远程控

制部对摄像信息进行分析，以得出单车是否处于正确的停放状态，若不是，则手机提醒用户

重新停放单车，进而返回至步骤三中并自动生成摄像界面，若是，则执行步骤五；步骤五、用

户将数据线收纳进盒子，并关闭盒门；步骤六、当远程控制部识别到电子锁处于锁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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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远程控制部发送信号到手机，手机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本发明方案的共享单车

使用完毕后，用户通过手机向远程控制部发送还车请求，基于这一请求，远程控制部开启电

子锁，用户从盒子内取出数据线并插接在手机上，由于用户在借车时已把自身的手机与共

享单车进行了绑定，如借车时用户通过手机扫描单车的二维码，远程控制部显然知晓用户

借了哪一辆单车，由于信号发生单元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远程控制部有

备案，远程控制部知晓用户所借单车对应的信号发生单元的类别，进而，远程控制部对数据

线传达的信号进行分析，数据线传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如果是，则证明是用

户所借单车的数据线插接在用户手机上，用户手机自动生成摄像界面，用户对单车及单车

周边的环境进行摄像，并将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远程控制部对摄像信息进行再分

析，以得出单车是否处于正确的停放状态，根据图像识别技术，可得出单车是否处于倾倒状

态，并得出单车与道路、路肩、绿化带、其它单车的位置关系，进而得出单车的停放操作是否

规范，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在停放点设置标志线，通过单车与标志线的位置关系得出单车

的停放操作是否规范，如在停放点画一椭圆，判断单车是否处于椭圆内，又或者在停放点画

一线段，判断单车前、后轮是否压在线段上。如果远程控制部分析后得出单车停放状态不正

确，则手机提醒用户重新停放单车，进而返回至步骤三中并自动生成摄像界面。如果远程控

制部分析后得出单车停放状态正确，用户就可以将数据线收纳进盒子，并关闭盒门；如当远

程控制部得出单车停放状态正确后，手机界面上可出现图案或文字，提醒用户将数据线收

纳进盒子并关闭盒门；当远程控制部识别到电子锁处于锁定状态时，远程控制部发送信号

到手机，手机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方案为一种共享单车还车时的摄像取证方法，当用户进

行还车操作时，用户需完成一个摄像取证过程，摄像取证过程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用户

通过手机向远程控制部发送还车请求；步骤二、远程控制部开启电子锁，用户从盒子内取出

数据线并插接在手机上；步骤三、远程控制部分析数据线传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

关系，若是，则用户手机自动生成摄像界面，用户对单车及单车周边的环境进行摄像，并将

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步骤四、用户将数据线收纳进盒子，并关闭盒门；步骤五、当远

程控制部识别到电子锁处于锁定状态时，远程控制部发送信号到手机，手机提示用户完成

摄像取证过程。本发明方案具有以下优点：成本低廉，对单车停放自由度的影响小。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实施例2中车体、盒子、盒门、电子锁、信号发生单元、数据

线、手机、远程控制部相互联系的示意图；

[000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摄像取证过程的流程图；

[001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摄像取证过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方案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2] 实施例1

[0013] 一种共享单车还车时的摄像取证方法，共享单车的车体T上设置有一盒子1，盒子1

上设置有一盒门2，盒门2上设置有一电子锁3，盒子1内设置有信号发生单元11，信号发生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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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1发出的信号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信号发生单元11与一数据线12的一端相连，当数据

线12被全部收纳进盒子1时，盒门2才能被关闭，电子锁3受远程控制部W的控制，当盒门2关

闭时，电子锁3能自锁定，远程控制部W能感知电子锁3是否处于开启状态，远程控制部W能远

程开启电子锁3；当用户进行还车操作时，用户需完成一个摄像取证过程，摄像取证过程包

括如下步骤：步骤一、用户通过手机S向远程控制部W发送还车请求；步骤二、远程控制部W开

启电子锁3，用户从盒子内取出数据线并插接在手机上；步骤三、远程控制部W分析数据线传

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若是，则用户手机S自动生成摄像界面，用户对单车及

单车周边的环境进行摄像，并将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W；步骤四、用户将数据线收纳

进盒子，并关闭盒门；步骤五、当远程控制部W识别到电子锁处于锁定状态时，远程控制部W

发送信号到手机S，手机S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

[0014] 本发明方案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方案的共享单车使用完毕后，用户通过手机S向

远程控制部W发送还车请求，基于这一请求，远程控制部W开启电子锁3，用户从盒子1内取出

数据线12并插接在手机S上，由于用户在借车时已把自身的手机S与共享单车进行了绑定，

如借车时用户通过手机S扫描单车的二维码，远程控制部W显然知晓用户借了哪一辆单车，

由于信号发生单元11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远程控制部W有备案，远程控制

部W知晓用户所借单车对应的信号发生单元11的类别，进而，远程控制部W对数据线12传达

的信号进行分析，数据线12传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如果是，则证明是用户所

借单车的数据线12插接在用户手机S上，用户手机S自动生成摄像界面，用户对单车及单车

周边的环境进行摄像，并将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W，接下来，用户将数据线12收纳进

盒子，并关闭盒门2；如当手机S将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W后，手机S界面上可出现图案

或文字，提醒用户将数据线12收纳进盒子1并关闭盒门2；当远程控制部W识别到电子锁3处

于锁定状态时，远程控制部W发送信号到手机S，手机S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设置信

号发生单元11和数据线12是为了把用户手机S绑定在所借单车附近，督促用户对所借单车

进行摄像，否则，如果不对手机的位置进行限定，用户可能随便对一辆其他的单车进行摄像

并上传，这显然是一种欺骗行为。在本发明方案中，只有当用户将数据线12收纳进盒子1，并

关闭盒门2后，手机S才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这显然使信号发生单元11和数据线12

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远程控制部W的后台可对这些摄像信息进行分析，以得出用户的停放操

作是否规范，如通过人工肉眼识别用户的停放操作是否规范，单车是否倾倒，单车是否停放

在路肩上，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对于不规范停放单车的用户进行责罚，由于用户还车时必

须上传所借单车的摄像信息，这一操作会对用户产生巨大的威慑力，督促用户规范停车，显

然，即使不对远程控制部W收到的摄像信息进行分析，或随机抽取部分摄像信息进行分析，

这种威慑力也是存在的。相比于已有技术，本发明方案成本低廉，对单车停放自由度的影响

小。

[0015] 实施例2

[0016] 一种共享单车还车时的摄像取证方法，共享单车的车体T上设置有一盒子1，盒子1

上设置有一盒门2，盒门2上设置有一电子锁3，盒子1内设置有信号发生单元11，信号发生单

元11发出的信号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信号发生单元11与一数据线12的一端相连，当数据

线12被全部收纳进盒子1时，盒门2才能被关闭，电子锁3受远程控制部W的控制，当盒门2关

闭时，电子锁3能自锁定，远程控制部W能感知电子锁3是否处于开启状态，远程控制部W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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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启电子锁3；当用户进行还车操作时，用户需完成一个摄像取证过程，摄像取证过程包

括如下步骤：步骤一、用户通过手机S向远程控制部W发送还车请求；步骤二、远程控制部W开

启电子锁3，用户从盒子内取出数据线并插接在手机上；步骤三、远程控制部W分析数据线传

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若是，则用户手机S自动生成摄像界面，用户对单车及

单车周边的环境进行摄像，并将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W；步骤四、远程控制部W对摄像

信息进行分析，以得出单车是否处于正确的停放状态，若不是，则手机S提醒用户重新停放

单车，进而返回至步骤三中并自动生成摄像界面，若是，则执行步骤五；步骤五、用户将数据

线收纳进盒子，并关闭盒门；步骤六、当远程控制部W识别到电子锁处于锁定状态时，远程控

制部W发送信号到手机S，手机S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

[0017] 本发明方案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方案的共享单车使用完毕后，用户通过手机S向

远程控制部W发送还车请求，基于这一请求，远程控制部W开启电子锁3，用户从盒子1内取出

数据线12并插接在手机S上，由于用户在借车时已把自身的手机S与共享单车进行了绑定，

如借车时用户通过手机S扫描单车的二维码，远程控制部W显然知晓用户借了哪一辆单车，

由于信号发生单元11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远程控制部W有备案，远程控制

部W知晓用户所借单车对应的信号发生单元11的类别，进而，远程控制部W对数据线12传达

的信号进行分析，数据线12传达的信号是否与单车形成对应关系，如果是，则证明是用户所

借单车的数据线12插接在用户手机S上，用户手机S自动生成摄像界面，用户对单车及单车

周边的环境进行摄像，并将摄像信息上传到远程控制部W，远程控制部W对摄像信息进行再

分析，以得出单车是否处于正确的停放状态，根据图像识别技术，可得出单车是否处于倾倒

状态，并得出单车与道路、路肩、绿化带、其它单车的位置关系，进而得出单车的停放操作是

否规范，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在停放点设置标志线，通过单车与标志线的位置关系得出单

车的停放操作是否规范，如在停放点画一椭圆，判断单车是否处于椭圆内，又或者在停放点

画一线段，判断单车前、后轮是否压在线段上。如果远程控制部W分析后得出单车停放状态

不正确，则手机S提醒用户重新停放单车，进而返回至步骤三中并自动生成摄像界面。如果

远程控制部W分析后得出单车停放状态正确，用户就可以将数据线12收纳进盒子1，并关闭

盒门2；如当远程控制部W得出单车停放状态正确后，手机S界面上可出现图案或文字，提醒

用户将数据线12收纳进盒子1并关闭盒门2；当远程控制部W识别到电子锁3处于锁定状态

时，远程控制部W发送信号到手机S，手机S提示用户完成摄像取证过程。

[0018] 虽然本发明方案已通过参考优选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专业普通技术人

员应当了解，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可作形式和细节上的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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