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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

距警示方法，包括：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

联系信息；根据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与车主注

册所留的警示终端建立通信连接；从车主的警示

终端获取车辆当前定位坐标，从警示三角架获取

警示三角架当前定位坐标，计算两者的定位距

离；判断两者的定位距离是否在警示三角架的有

效车距范围内；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

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则向警示三角架的警示系

统输出警示命令。本发明通过警示三角架、警示

终端、后台服务之间建立通信联系后，通过执行

上述程序步骤，增加了警示三角架的附加值，提

高了基于后台服务器的车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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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0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

S20根据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与车主注册所留的警示终端建立通信连接；

S30从车主的警示终端获取车辆当前定位坐标，从警示三角架获取警示三角架当前定

位坐标，计算两者的定位距离；

S40判断两者的定位距离是否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

S50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则向警示三角架的警示系

统输出警示命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40之

后包括：

S60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则向车主的警示终端输出

报警提示。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20之

后，所述S30之前还包括：

S70向车主的警示终端推送警示三角架与车辆车距询问，并从警示终端获取警示三角

架与车辆车距询问的请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0之

前还包括：

S01与警示三角架的警示系统建立通信连接；

S02判断警示三角架的车主是否注册激活；

S03若已注册激活，则进入S10；若没有注册激活，则向警示三角架的警

示系统输出用于注册激活的地址链接窗口，以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息；

S04从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息中提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于注

册激活的地址链接窗口采用二维码形式。

6.一种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获取模块，用于获取

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

第一通信模块，用于根据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与车主注册所留的警示接收终端建立

通信连接；

计算模块，用于从车主的警示终端获取车辆当前定位坐标，从警示三角架获取警示三

角架当前定位坐标，计算两者的定位距离；

第一判断模块，用于判断两者的定位距离是否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

第一输出模块，用于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则向警示

三角架的警示系统输出警示命令。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二

输出模块，用于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则向车主的警示终

端输出报警提示。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请求

模块，用于向车主的警示终端推送警示三角架与车辆车距询问，并从警示终端获取警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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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架与车辆车距询问的请求。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装置，其特征在第二通信模块，

用于与警示三角架的警示系统建立通信连接；

第二判断模块，用于判断警示三角架的车主是否注册激活；

第二输出模块，用于若已注册激活，则进入获取模块；若没有注册激活，则向警示三角

架的警示系统输出用于注册激活的地址链接窗口，以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

息；

提取模块，用于从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息中提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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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车联网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及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当车辆抛锚或遇到突发问题需立马停车时，为了安全起见，通常在车辆后方放置

警示三角架，以便警示后面车辆。但是很多人将警示三角架随意摆放，有时放在车辆后备箱

盖内侧面或后备箱盖板下，也有的直接放在后备箱里，到底应该摆放于什么位置才算正确

位置呢。到底要放置离车多远距离更是很多车主的盲区，而且车辆在路上出现问题，准确地

把握警示三角架与车辆之间的距离，对于很多车主来说，更是个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种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旨在克服以

上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S10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

S20根据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与车主注册所留的警示终端建立通信连接；

S30从车主的警示终端获取车辆当前定位坐标，从警示三角架获取警示三角架当前定

位坐标，计算两者的定位距离；

S40判断两者的定位距离是否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

S50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则向警示三角架的警示系

统输出警示命令。

[0005] 优选地，所述S40之后还包括：

S60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则向车主的

警示终端输出报警提示。

[0006] 优选地，所述S20之后，所述S30之前还包括：

S70向车主的警示终端推送警示三角架与车辆车距询问，并从警示

接收终端获取警示三角架与车辆车距询问的请求。

[0007] 优选地，所述S10之前还包括：

S01与警示三角架的警示系统建立通信连接；

S02判断警示三角架的车主是否注册激活；

S03若已注册激活，则进入S10；若没有注册激活，则向警示三角架的警

示系统输出用于注册激活的地址链接窗口，以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息；

S04从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息中提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

[0008] 优选地，所述用于注册激活的地址链接窗口采用二维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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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装置，包括：

获取模块，用于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

第一通信模块，用于根据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与车主注册所留的警示

接收终端建立通信连接；

计算模块，用于从车主的警示终端获取车辆当前定位坐标，从警示

三角架获取警示三角架当前定位坐标，计算两者的定位距离；

第一判断模块，用于判断两者的定位距离是否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

第一输出模块，用于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则向警示

三角架的警示系统输出警示命令。

[0010] 优选地，还包括第二输出模块，用于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

距范围内，则向车主的警示终端输出报警提示。

[0011] 优选地，还包括请求模块，用于向车主的警示终端推送警示三角架与车辆车距询

问，并从警示终端获取警示三角架与车辆车距询问的请求。

[0012] 优选地，还包括：

第二通信模块，用于与警示三角架的警示系统建立通信连接；

第二判断模块，用于判断警示三角架的车主是否注册激活；

第二输出模块，用于若已注册激活，则进入获取模块；若没有注册激活，则向警示三角

架的警示系统输出用于注册激活的地址链接窗口，以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

息；

提取模块，用于从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息中提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

信息。

[0013] 本发明通过警示三角架、警示终端、后台服务之间建立通信联系后，通过执行上述

程序步骤，增加了警示三角架的附加值，提高了基于后台服务器的车联网服务。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示出的结构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为本发明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一实施例的方法流程图；

图2为本发明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另一实施例的方法流程图；

图3为本发明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装置一实施例的功能模块图；

图4为本发明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装置另一实施例的功能模块图；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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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需要说明，若本发明实施例中有涉及方向性指示（诸如上、下、左、右、前、后……），

则该方向性指示仅用于解释在某一特定姿态（如附图所示）下各部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运动情况等，如果该特定姿态发生改变时，则该方向性指示也相应地随之改变。

[0018] 另外，若本发明实施例中有涉及“第一”、“第二”等的描述，则该“第一”、“第二”等

的描述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其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

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至少一个该特

征。另外，各个实施例之间的技术方案可以相互结合，但是必须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

够实现为基础，当技术方案的结合出现相互矛盾或无法实现时应当认为这种技术方案的结

合不存在，也不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0019] 如图1-4所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S10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

S20根据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与车主注册所留的警示终端建立通信连接；

S30从车主的警示终端获取车辆当前定位坐标，从警示三角架获取警示三角架当前定

位坐标，计算两者的定位距离；

S40判断两者的定位距离是否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

S50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则向警示三角架的警示系

统输出警示命令。

[0020] 优选地，所述S40之后还包括：

S60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则向车主的

警示终端输出报警提示。

[0021] 优选地，所述S20之后，所述S30之前还包括：

S70向车主的警示终端推送警示三角架与车辆车距询问，并从警示

接收终端获取警示三角架与车辆车距询问的请求。

[0022] 优选地，所述S10之前还包括：

S01与警示三角架的警示系统建立通信连接；

S02判断警示三角架的车主是否注册激活；

S03若已注册激活，则进入S10；若没有注册激活，则向警示三角架的警

示系统输出用于注册激活的地址链接窗口，以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息；

S04从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息中提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

[0023] 优选地，所述用于注册激活的地址链接窗口采用二维码形式。

[0024]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本发明通过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与车主的警示

终端建立通信，获取车辆当前定位坐标，结合警示三角架的当前定位坐标，计算两者的定位

距离；通过判断两者的定位距离是否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若不在，则向警示三

角架输出警示命令。本发明通过警示三角架、车主的警示终端、后台服务器之间建立通信联

系，通过执行如上计算机程序的步骤，实现本方法，使车主能准确地把握警示三角架与车辆

之间的距离，减少行车的违规行为。本发明在传统的警示三角架的产品功能上，改变了产品

单纯的硬件价值，辅加了基于后台服务器的高效地警示提示的车联网服务，提高了警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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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架的附加值。

[0025]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用于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警示装置，本装置用于实现本方

法，本方法参照上述实施例，由于本装置采用了上述所有实施例的全部技术方案，因此至少

具有上述实施例的技术方案所带来的所有有益效果，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其包括：

获取模块10，用于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

第一通信模块20，用于根据车主的通信联系信息，与车主注册所留的警

示接收终端建立通信连接；

计算模块30，用于从车主的警示终端获取车辆当前定位坐标，从警示

三角架获取警示三角架当前定位坐标，计算两者的定位距离；

第一判断模块40，用于判断两者的定位距离是否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

第一输出模块50，用于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车距范围内，则向警

示三角架的警示系统输出警示命令。

[0026] 优选地，还包括第二输出模块60，用于若两者的定位距离不在警示三角架的有效

车距范围内，则向车主的警示终端输出报警提示。

[0027] 优选地，还包括请求模块70，用于向车主的警示终端推送警示三角架与车辆车距

询问，并从警示终端获取警示三角架与车辆车距询问的请求。

[0028] 优选地，还包括：

第二通信模块01，用于与警示三角架的警示系统建立通信连接；

第二判断模块02，用于判断警示三角架的车主是否注册激活；

第二输出模块03，用于若已注册激活，则进入获取模块；若没有注册激活，则向警示三

角架的警示系统输出用于注册激活的地址链接窗口，以获取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

息；

提取模块04，用于从警示三角架车主激活的注册信息中提取警示三角架车主的通信联

系信息。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在本

发明的发明构思下，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间接运用

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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