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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
系统，
包括共享单车服务器中主程序、
租用时间
计算程序、
共享单车APP，
以及集成于共享单车上
的GPS定位模块，
由主程序以租用时间计算程序
的计算结果作为依据，
对使用中的共享单车的时
间进行预测，
方便待租用者租用共享单车。本发
明能有效提高共享单车的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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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共享单车服务器中主程序、
租用
时间计算程序、
共享单车APP，
以及集成于共享单车上的GPS定位模块，
其中：
租用时间计算程序针对每个共享单车APP账号，
记录每个共享单车APP账号下历史上每
天共享单车的租用时间，
通过计算获取每个共享单车APP账号的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并
存储；
共享单车待租用者、共享单车已租用者手机中的共享单车APP分别调用对应手机中的
GPS模块，
并将共享单车待租用者、
共享单车已租用者的GPS数据发送至共享单车服务器，
其
中共享单车已租用者的GPS数据即视为其共享单车APP账号下租用的共享单车的GPS数据；
共享单车服务器中主程序根据共享单车待租用者的GPS数据，
查找距离共享单车待租
用者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各个共享单车的GPS数据，
以及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各个共享单车对
应的共享单车APP账号；
接着主程序调用租用时间计算程序中存储的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各
个共享单车APP账号对应的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
并与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各个共享单车
APP账号实际租用时间比对，
查找实际租用时间与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接近的各个共享
单车APP账号，
并分别记为预测目标账号；
然后主程序查找各个预测目标账号租用的共享单
车的GPS数据；
最后主程序将各个预测目标账号租用的共享单车的GPS数据发送至共享单车
待租用者手机中的共享单车APP；
共享单车待租用者手机中的共享单车APP将各个预测目标账号租用的共享单车标记在
GPS地图上作为空车预测提醒。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其特征在于：
共享单车APP
账号实际租用时间，
由共享单车服务器中主程序在接收到租用请求并确定后进行记录。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其特征在于：
主程序经过比
对，
首先抛弃实际租用时间大于平均租用时间的共享单车APP账号。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其特征在于：
实际租用时间
与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接近，
是指实际租用时间小于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
且实际租
用时间与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差值小于预设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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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共享单车领域，
具体是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共享单车技术的发展，
共享单车也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之
一。现有的共享单车仅在处于空闲的时候可以租用，
对于使用状态的共享单车，
由于无法预
测其结束使用的时间，
因此不能提前租用。如果可以针对使用中的共享单车的时间进行预
测，
则可以方便人们提前预定使用中的共享单车，
无疑可提高共享单车的资源利用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以解决现有技术共享单车
使用时间无法预测的问题。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共享单车服务器中主程序、
租
用时间计算程序、
共享单车APP，
以及集成于共享单车上的GPS定位模块，
其中：
[0006] 租用时间计算程序针对每个共享单车APP账号，
记录每个共享单车APP账号下历史
上每天共享单车的租用时间，
通过计算获取每个共享单车APP账号的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
间并存储；
[0007] 共享单车待租用者、
共享单车已租用者手机中的共享单车APP分别调用对应手机
中的GPS模块，
并将共享单车待租用者、共享单车已租用者的GPS数据发送至共享单车服务
器，
其中共享单车已租用者的GPS数据即视为其共享单车APP账号下租用的共享单车的GPS
数据；
[0008] 共享单车服务器中主程序根据共享单车待租用者的GPS数据，
查找距离共享单车
待租用者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各个共享单车的GPS数据，
以及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各个共享单
车对应的共享单车APP账号；
接着主程序调用租用时间计算程序中存储的一定距离范围内
的各个共享单车APP账号对应的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
并与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各个共享
单车APP账号实际租用时间比对，
查找实际租用时间与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接近的各个
共享单车APP账号，
并分别记为预测目标账号；
然后主程序查找各个预测目标账号租用的共
享单车的GPS数据；
最后主程序将各个预测目标账号租用的共享单车的GPS数据发送至共享
单车待租用者手机中的共享单车APP；
[0009] 共享单车待租用者手机中的共享单车APP将各个预测目标账号租用的共享单车标
记在GPS地图上作为空车预测提醒。
[0010] 所述的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其特征在于：
共享单车APP账号实际租用
时间，
由共享单车服务器中主程序在接收到租用请求并确定后进行记录。
[0011] 所述的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其特征在于：
主程序经过比对，
首先抛弃
实际租用时间大于平均租用时间的共享单车APP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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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的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其特征在于：
实际租用时间与共享单车
平均租用时间接近，
是指实际租用时间小于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
且实际租用时间与共
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差值小于预设阈值。
[0013] 本发明中，
以历史上共享单车APP账号的租用时间作为依据，
获得每个账号的共享
单车平均租用时间。当租用者发送租用请求时，
共享单车服务器基于租用者的GPS数据，
查
找租用者附近正在使用的共享单车的GPS数据，
并比对附近正在使用的共享单车的实际租
用时间和平均租用时间，
以获取实际使用时间接近平均租用时间的共享单车作为预测目
标，
预测目标由共享单车服务器发送至共享单车APP，
可供使用者查看，
使使用者可获取附
近即将结束的共享单车的信息，
以方便使用者租用，
能有效提高共享单车的资源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所示，
1、一种共享单车空车预测提醒系统，
包括共享单车服务器中主程序、
租用时间计算程序、
共享单车APP，
以及集成于共享单车上的GPS定位模块，
其中：
[0016] 租用时间计算程序针对每个共享单车APP账号，
记录每个共享单车APP账号下历史
上每天共享单车的租用时间，
通过计算获取每个共享单车APP账号的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
间并存储；
[0017] 共享单车待租用者、
共享单车已租用者手机中的共享单车APP分别调用对应手机
中的GPS模块，
并将共享单车待租用者、共享单车已租用者的GPS数据发送至共享单车服务
器，
其中共享单车已租用者的GPS数据即视为其共享单车APP账号下租用的共享单车的GPS
数据；
[0018] 共享单车服务器中主程序根据共享单车待租用者的GPS数据，
查找距离共享单车
待租用者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各个共享单车的GPS数据，
以及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各个共享单
车对应的共享单车APP账号；
接着主程序调用租用时间计算程序中存储的一定距离范围内
的各个共享单车APP账号对应的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
并与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各个共享
单车APP账号实际租用时间比对，
查找实际租用时间与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接近的各个
共享单车APP账号，
并分别记为预测目标账号；
然后主程序查找各个预测目标账号租用的共
享单车的GPS数据；
最后主程序将各个预测目标账号租用的共享单车的GPS数据发送至共享
单车待租用者手机中的共享单车APP；
[0019] 共享单车待租用者手机中的共享单车APP将各个预测目标账号租用的共享单车标
记在GPS地图上作为空车预测提醒。
[0020] 共享单车APP账号实际租用时间，
由共享单车服务器中主程序在接收到租用请求
并确定后进行记录。
[0021] 主程序经过比对，
首先抛弃实际租用时间大于平均租用时间的共享单车APP账号。
[0022] 实际租用时间与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接近，
是指实际租用时间小于共享单车平
均租用时间，
且实际租用时间与共享单车平均租用时间差值小于预设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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