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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

车防盗系统，包括：锁车器，被配置为锁住车辆；

陀螺仪，被配置为检测车辆的角速度；加速度计，

被配置为检测车辆的加速度；定位模块，被配置

为获取车辆的位置坐标；无线通信模块，被配置

为接入互联网；服务器，被配置为接入互联网；摄

像模块，被配置为拍摄影像证据；主控制器，与所

述锁车器、陀螺仪、加速度计、定位模块、无线通

信模块和摄像模块连接，这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

电动车防盗系统结合电动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和

服务器来组成完善的防盗系统，一旦有车辆处于

被盗窃状态时，服务器能够及时做出反应，让周

围的车辆进行拍摄取证，从而对盗窃份子产生强

烈的震慑作用，降低电动车的盗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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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锁车器，被配置为锁住车辆；

陀螺仪，被配置为检测车辆的角速度；

加速度计，被配置为检测车辆的加速度；

定位模块，被配置为获取车辆的位置坐标；

无线通信模块，被配置为接入互联网；

服务器，被配置为接入互联网；

摄像模块，被配置为拍摄影像证据；

主控制器，与所述锁车器、陀螺仪、加速度计、定位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和摄像模块连

接，所述主控制器被配置执行以下步骤：

S1-1、接收锁车器的锁车信号，将车辆状态标定为锁定状态；

S1-2、对角速度进行处理获得车辆的偏转角度，当偏转角度大于零或小于零时进入步

骤S3；

S1-3、当加速度大于零时将车辆标记为被盗车辆并生成被盗信号；

S1-4、将被盗信号和被盗车辆的位置坐标通过互联网上传至服务器；

所述服务器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Q1、通过互联网接收被盗信号、被盗车辆的位置坐标和其它车辆的位置坐标；

Q2、以被盗车辆的位置坐标为中心圈出被盗区域；

Q3、根据其它车辆的位置坐标选出至少一辆位于所述被盗区域中的车辆作为取证车

辆；

Q4、通过互联网将取证信号发送至取证车辆；

所述主控制器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S2-1、通过互联网接收取证信号；

S2-2、启动摄像模块进行拍摄；

S2-3、将拍摄的影像证据通过互联网发送至服务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

主控制器连接的电子罗盘，被配置为检测磁场数据，所述主控制器还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

骤：

对磁场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摄像模块的镜头朝向，从而获得摄像模块的拍摄范围；

在所述步骤Q3中，判断位于所述被盗区域中的车辆的摄像模块的拍摄范围是否覆盖被

盗车辆，将至少一个结果为是的车辆作为取证车辆。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警

报模块和接入互联网的移动终端，所述警报模块与主控制器连接，所述服务器还被配置为

执行以下步骤：

将影像证据通过互联网发送至移动终端；

当收到移动终端反馈的报警信号后向被盗车辆的主控制器发送第一警报信号；

所述主控制器还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接收第一警报信号，启动警报模块。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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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制器连接的光线传感器，被配置为检测环境光强，所述服务器还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

骤：

当收到移动终端反馈的报警信号后向取证车辆的主控制器发送第二警报信号；

所述主控制器还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接收第二警报信号后判断此时的环境光强如果小于预设的光线阈值，则开启车灯并控

制车灯闪烁。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

器还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将影像证据和被盗车辆的位置坐标通过互联网发送至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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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动车防盗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时至今日，电动车已经成为大多数家庭的一种代步工具，随着电动车越来越普及，

盗窃事件屡屡发生，给人们造成很大的麻烦和经济损失。电动车上的防盗措施十分简陋，最

多的是在车辆被盗时发出警报声用来震慑不法分子，但是有时候行人无意中碰到车辆，电

动车也会发出警报声，大家对于警报声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这种防盗措施越来越没有作用，

所以有必要设计一种针对电动车的防盗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电动车的防盗措施效果不佳，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统来解决上述问题。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

系统，包括：

锁车器，被配置为锁住车辆；

陀螺仪，被配置为检测车辆的角速度；

加速度计，被配置为检测车辆的加速度；

定位模块，被配置为获取车辆的位置坐标；

无线通信模块，被配置为接入互联网；

服务器，被配置为接入互联网；

摄像模块，被配置为拍摄影像证据；

主控制器，与所述锁车器、陀螺仪、加速度计、定位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和摄像模块连

接，所述主控制器被配置执行以下步骤：

S1-1、接收锁车器的锁车信号，将车辆状态标定为锁定状态；

S1-2、对角速度进行处理获得车辆的偏转角度，当偏转角度大于零或小于零时进入步

骤S3；

S1-3、当加速度大于零时将车辆标记为被盗车辆并生成被盗信号；

S1-4、将被盗信号和被盗车辆的位置坐标通过互联网上传至服务器；

所述服务器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Q1、通过互联网接收被盗信号、被盗车辆的位置坐标和其它车辆的位置坐标；

Q2、以被盗车辆的位置坐标为中心圈出被盗区域；

Q3、根据其它车辆的位置坐标选出至少一辆位于所述被盗区域中的车辆作为取证车

辆；

Q4、通过互联网将取证信号发送至取证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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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主控制器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S2-1、通过互联网接收取证信号；

S2-2、启动摄像模块进行拍摄；

S2-3、将拍摄的影像证据通过互联网发送至服务器。

[0005] 作为优选：还包括与主控制器连接的电子罗盘，被配置为检测磁场数据，所述主控

制器还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对磁场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摄像模块的镜头朝向，从而获得摄像模块的拍摄范围；

在所述步骤Q3中，判断位于所述被盗区域中的车辆的摄像模块的拍摄范围是否覆盖被

盗车辆，将至少一个结果为是的车辆作为取证车辆。

[0006] 作为优选：还包括警报模块和接入互联网的移动终端，所述警报模块与主控制器

连接，所述服务器还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将影像证据通过互联网发送至移动终端；

当收到移动终端反馈的报警信号后向被盗车辆的主控制器发送第一警报信号；

所述主控制器还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接收第一警报信号，启动警报模块。

[0007] 作为优选：还包括与主控制器连接的光线传感器，被配置为检测环境光强，所述服

务器还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当收到移动终端反馈的报警信号后向取证车辆的主控制器发送第二警报信号；

所述主控制器还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接收第二警报信号后判断此时的环境光强如果小于预设的光线阈值，则开启车灯并控

制车灯闪烁。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服务器还被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

将影像证据和被盗车辆的位置坐标通过互联网发送至监管系统。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这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统结合电动车上的行

车记录仪和服务器来组成完善的防盗系统，一旦有车辆处于被盗窃状态时，服务器能够及

时做出反应，让周围的车辆进行拍摄取证，从而对盗窃份子产生强烈的震慑作用，降低电动

车的盗窃率。

附图说明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1] 图1是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统的一种实施例的系统框架图。

[0012] 图2是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统的一种实施例的系统框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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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度”、

“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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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周向”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

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

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5]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

性。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相连”、“连接”应

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

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此外，在本发明的描述

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0016] 流程图中或在此以其他方式描述的任何过程或方法描述可以被理解为，表示包括

一个或更多个用于实现特定逻辑功能或过程的步骤的可执行指令的代码的模块、片段或部

分，并且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的范围包括另外的实现，其中可以不按所示出或讨论的顺

序，包括根据所涉及的功能按基本同时的方式或按相反的顺序，来执行功能，这应被本发明

的实施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0017]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行车记录仪的电动车防盗系统，包括锁车器、

行车记录仪、服务器和移动终端，锁车器用于锁住车辆的电机，服务器为能够接入互联网的

计算机，移动终端为能够接入互联网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行车记录仪包

括：

陀螺仪，被配置为检测车辆的角速度；

加速度计，被配置为检测车辆的加速度；

定位模块，被配置为获取车辆的位置坐标，定位模块包括GPS芯片或者北斗定位芯片；

摄像模块，被配置为拍摄影像证据，摄像模块为能够拍摄照片和/或视频的摄影设备，

影像证据为视频证据或者照片证据；

无线通信模块，被配置为接入互联网，此实例中无线通信模块为4G或者5G通信模块；

主控制器，主控制器与锁车器、陀螺仪、加速度计、定位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和摄像模块

连接。

[0018] 锁车器锁住车辆的电机后向主控制器发送锁车信号，主控制器获得锁车信号后将

车辆状态标定为锁定状态；

车辆处于锁定状态时，主控制器启动陀螺仪实施监测车辆的角速度，主控制器对角速

度进行处理得到车辆的偏转角度。偏转角度是车辆停稳并进入锁定状态时的角度与车辆的

角度改变时的差值，当车辆的偏转角度当偏转角度大于零或小于零时说明车辆被动，此时

并不能直接判断车辆是否在被盗取，也许是行人或者自然力的作用下导致的，因此需要进

一步判断加速度是否大于零，当加速度大于零说明车辆在被移动，这时可以初步判断车辆

处于被盗中，主控制器将车辆标记为被盗车辆并生成被盗信号；

主控制器将被盗信号和被盗车辆的位置坐标通过互联网上传至服务器，服务器通过互

联网接收被盗信号、被盗车辆的位置坐标和其它车辆的位置坐标，服务器以被盗车辆的位

置坐标为中心，以预设的长度为半径或者为边长或者为长轴和短轴圈出圆形、矩形或者椭

圆形的被盗区域；服务器根据其它车辆的位置坐标选出至少一辆位于被盗区域中的车辆作

为取证车辆，然后通过互联网将取证信号发送至取证车辆；取证车辆的主控制器通过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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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接收取证信号，启动摄像模块进行拍摄，最后将拍摄的影像证据通过互联网发送至服务

器。服务器存储这些影像证据，供公安机关调查取用。

[0019] 根据其它的一些实施例，如图2所示，行车记录仪还包括与主控制器连接的电子罗

盘，电子罗盘被配置为检测磁场数据，电子罗盘与摄像模块的镜头相对位置固定，主控制器

对磁场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摄像模块的镜头朝向，从而获得摄像模块的拍摄范围，拍摄范围

为角度范围，例如镜头的朝向为东北45°，而透镜的视场角为60°，那么拍摄范围为以东北

45°为中心，角度为60°的范围。此实例中，服务器在选择取证车辆时先判断位于被盗区域中

的车辆的摄像模块的拍摄范围是否覆盖被盗车辆，将至少一个结果为是的车辆作为取证车

辆。 这样便可以保证被盗车辆和窃贼能够被其它车辆的镜头捕捉下来。

[0020] 根据其它的一些实施方式，行车记录仪还包括警报模块，警报模块包括扩音器和

灯，警报模块与主控制器连接。在有些情况下，例如被盗车辆挡住了路，有人移动被盗车辆，

将其挪开，让开道路，车辆并不是真的在被盗取，为了避免误会，之前所有的过程都是在不

惊动嫌疑犯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的，服务器将影像证据通过互联网发送至到车主的移

动终端上，车主对影像数据进行人为确认，如果车主人为他的车辆正在被盗取则通过移动

终端向服务器发送报警信号，服务器收到移动终端反馈的报警信号后向被盗车辆的主控制

器发送第一警报信号；主控制器接收第一警报信号，启动警报模块，警报模块放出声光报

警，能够对不法分子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提高其放弃作案的可能。

[0021] 根据其它的一些实施方式，行车记录仪还包括与主控制器连接的光线传感器，被

配置为检测环境光强，服务器收到移动终端反馈的报警信号后向取证车辆的主控制器发送

第二警报信号，取证车辆的主控制器接收第二警报信号后判断此时的环境光强如果小于预

设的光线阈值，则开启车灯并控制车灯闪烁。取证车辆发出在环境光较暗的情况下发出闪

烁的灯光能够进一步的震慑盗窃份子。

[0022] 根据其它的一些实施方式，服务器将影像证据和被盗车辆的位置坐标通过互联网

发送至公安的监管系统，公安部门可以立即派出被盗车辆附近的警力前去抓捕。

[0023]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示例”、“具体示

例”、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

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所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

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

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24]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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