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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置，包括

电动车本体、电动车控制器、电瓶、遥控器，电动

车控制器与电瓶连接，电动车本体上设有蓝牙适

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处理器模

块，处理器模块与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

车载GPS模块、电动车控制器连接，遥控器包括微

处理器Ⅰ、报警模块Ⅰ、蓝牙模块Ⅰ、与车载GSM模块

连接的GSM模块Ⅰ，蓝牙模块Ⅰ、报警模块Ⅰ、GSM模

块Ⅰ由微处理器Ⅰ连接控制；电瓶上设有微处理器

Ⅱ、报警模块Ⅱ、GPS模块Ⅱ、与蓝牙适配模块连

接的蓝牙模块Ⅱ、与车载GSM模块连接的GSM模块

Ⅱ，蓝牙模块Ⅱ、报警模块Ⅱ、GPS模块Ⅱ、GSM模

块Ⅱ由微处理器Ⅱ连接控制，蓝牙模块Ⅱ、报警

模块Ⅱ、GPS模块Ⅱ、GSM模块Ⅱ、微处理器Ⅱ由电

瓶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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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置，包括电动车本体（1）、电动车控制器（2）、电瓶

（3）、遥控器（4），电动车控制器（2）与电瓶（3）连接，其特征在于：电动车本体（1）上设有蓝牙

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处理器模块，处理器模块与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

模块、车载GPS模块、电动车控制器（2）连接，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处

理器模块由电瓶（3）连接供电；遥控器（4）包括微处理器Ⅰ、报警模块Ⅰ、与蓝牙适配模块连接

的蓝牙模块Ⅰ、与车载GSM模块连接的GSM模块Ⅰ，蓝牙模块Ⅰ、报警模块Ⅰ、GSM模块Ⅰ由微处理

器Ⅰ连接控制；电瓶（3）上设有微处理器Ⅱ、报警模块Ⅱ、GPS模块Ⅱ、与蓝牙适配模块连接的

蓝牙模块Ⅱ、与车载GSM模块连接的GSM模块Ⅱ，蓝牙模块Ⅱ、报警模块Ⅱ、GPS模块Ⅱ、GSM模

块Ⅱ由微处理器Ⅱ连接控制，蓝牙模块Ⅱ、报警模块Ⅱ、GPS模块Ⅱ、GSM模块Ⅱ、微处理器Ⅱ

由电瓶（3）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置，其特征在于：电动车本

体（1）上还设有一备用电源，备用电源与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处理器

模块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置，其特征在于：防盗报警

器、报警模块Ⅰ、报警模块Ⅱ均包括可向发出报警声音的扬声器模块、可向发出报警光线的

灯光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置，其特征在于：车载GSM

模块或GSM模块Ⅱ无线连接有用于查看电动车本体（1）或电瓶（3）位置的监控设备（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

车本体（1）上还设有用于检测电瓶（3）是否还在电动车本体（1）上的传感器，传感器与处理

器模块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遥控

器（4）还包括关闭警报按钮和警报开启按钮，关闭警报按钮和警报开启按钮与微处理器Ⅰ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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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动车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车以其方便快捷的优势，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普及，但是盗窃案件时有发生。目

前电动车的防盗方式主要是，车主在离开车辆时，通过遥控器对车辆进行锁车和设防，当有

人移动或触碰车辆时，防盗报警器报警。但是上述防盗方式有以下问题：车主容易出现忘记

锁车的情况，导致车辆丢失；防盗报警器报警时，只能对不法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但车主往

往不在车辆附近，不能迅速得知车辆偷盗情况；而且现在的不法分子为了达到快速销赃的

目的，常会只偷取电动车上的电瓶，而现有的电动车还未对只偷电瓶的方式进行有效的防

范。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

置。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置，包括电动车本体、电动车控制器、电瓶、遥

控器，电动车控制器与电瓶连接，电动车本体上设有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

模块、处理器模块，处理器模块与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电动车控制器

连接，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处理器模块由电瓶连接供电；遥控器包括

微处理器Ⅰ、报警模块Ⅰ、与蓝牙适配模块连接的蓝牙模块Ⅰ、与车载GSM模块连接的GSM模块

Ⅰ，蓝牙模块Ⅰ、报警模块Ⅰ、GSM模块Ⅰ由微处理器Ⅰ连接控制；电瓶上设有微处理器Ⅱ、报警模

块Ⅱ、GPS模块Ⅱ、与蓝牙适配模块连接的蓝牙模块Ⅱ、与车载GSM模块连接的GSM模块Ⅱ，蓝

牙模块Ⅱ、报警模块Ⅱ、GPS模块Ⅱ、GSM模块Ⅱ由微处理器Ⅱ连接控制，蓝牙模块Ⅱ、报警模

块Ⅱ、GPS模块Ⅱ、GSM模块Ⅱ、微处理器Ⅱ由电瓶供电。

[0006] 在本实用新型中，电动车本体上还设有一备用电源，备用电源与蓝牙适配模块、车

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处理器模块连接。

[0007] 在本实用新型中，防盗报警器、报警模块Ⅰ、报警模块Ⅱ均包括可向发出报警声音

的扬声器模块、可向发出报警光线的灯光模块。

[0008] 在本实用新型中，车载GSM模块或GSM模块Ⅱ无线连接有用于查看电动车本体或电

瓶位置的监控设备。

[0009]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电动车本体上还设有用于检测电瓶是否还在电动车本体上

的传感器，传感器与处理器模块连接。

[0010]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遥控器还包括关闭警报按钮和警报开启按钮，关闭警报按

钮和警报开启按钮与微处理器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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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有以下几点：

[0012] 1、本实用新型利用蓝牙适配模块与蓝牙模块Ⅰ配合，确定车主与车辆的位置关系，

实现车主离开车辆自动锁车的功能，锁车过程无需人工操作，避免忘记锁车导致的车辆丢

失；

[0013] 2、本实用新型通过车载GSM模块与GSM模块Ⅰ的无线连接，可实现电动车本体与遥

控器之间的网络通信，当电动车本体出现异常状况时，能够及时提醒车主；

[0014] 3、本实用新型通过车载GSM模块与GSM模块Ⅱ的无线连接，可实现电动车本体与遥

控器之间的网络通信，当电瓶出现异常状况时，能够及时提醒车主；

[0015] 4、电动车本体和电瓶均有GPS进行定位，方便车主在电动车或电瓶丢失后找回；

[0016] 5、电瓶可以直接向外部发出报警信息，使得不法分子无处隐藏，有效提高电瓶的

防盗性能。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0] 参照图1，一种应用在电动车上的定位防盗装置，包括电动车本体1、电瓶3、遥控器

4，电动车控制器2与电瓶3连接，遥控器4由其自身携带的电池供电，电动车控制器2连接有

防盗报警器、电磁锁，上述均为现有电动车的常规结构和装置部件，故上述装置部件的组合

连接结构不做具体描述。

[0021] 进一步的，电动车本体1上设有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处理器

模块，处理器模块与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电动车控制器2连接，蓝牙

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处理器模块由电瓶3连接供电，蓝牙适配模块为蓝牙

适配器，可同时连接多个蓝牙设备，处理器模块可以辨析蓝牙适配模块连接的蓝牙设备类

型以及名称，并根据蓝牙设备的不同实现不同控制功能；

[0022] 再进一步的，遥控器4包括微处理器Ⅰ、报警模块Ⅰ、与蓝牙适配模块连接的蓝牙模

块Ⅰ、与车载GSM模块连接的GSM模块Ⅰ，蓝牙模块Ⅰ、报警模块Ⅰ、GSM模块Ⅰ由微处理器Ⅰ连接控

制；

[0023] 更进一步的，电瓶3上设有微处理器Ⅱ、报警模块Ⅱ、GPS模块Ⅱ、与蓝牙适配模块

连接的蓝牙模块Ⅱ、与车载GSM模块连接的GSM模块Ⅱ，蓝牙模块Ⅱ、报警模块Ⅱ、GPS模块

Ⅱ、GSM模块Ⅱ由微处理器Ⅱ连接控制，蓝牙模块Ⅱ、报警模块Ⅱ、GPS模块Ⅱ、GSM模块Ⅱ、微

处理器Ⅱ由电瓶3供电，电瓶3在电动车本体上或附近时，蓝牙模块Ⅱ与蓝牙适配模块始终

保持连接。上述微处理器Ⅱ、报警模块Ⅱ、GPS模块Ⅱ、蓝牙模块Ⅱ、GSM模块Ⅱ设置在电瓶的

壳体内，使得微处理器Ⅱ、报警模块Ⅱ、GPS模块Ⅱ、蓝牙模块Ⅱ、GSM模块Ⅱ的拆卸难度大，

不易拆卸，增强电瓶的防盗性能。

[0024] 优选的，所述电动车本体1还包括用于电动车充电的充电接口，所述蓝牙适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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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处理器模块安装在一电路板上，并且该电路板与充电接口

集成在一安装壳内，再通过该安装壳固定在电动车本体上，同时电路板的接线及充电接口

的线缆包裹在同一根热缩套管上，进行伪装，使不法分子不易识别并破坏电路板，保证电路

板上的模块稳定的工作，同时也使电路板的走线更简单，更方便电路板与电动车控制器连

接，由此使处理器模块能向电动车控制器发送控制信号。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

GPS模块的天线可通过安装壳上设置有的通孔透露在外，使电动车本体不存在信号阻隔，保

证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与外部进行数据交换的质量。

[0025] 优选的，为了避免小偷直接切断电瓶3的连接，使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

载GPS模块、防盗报警器、电磁锁、处理器模块等装置部件失电，不能正常使用，电动车本体1

上还设有一备用电源，该备用电源可以是可充电电源，并且可由电瓶3连接充电；备用电源

与蓝牙适配模块、车载GSM模块、车载GPS模块、防盗报警器、电磁锁、处理器模块连接，通过

备用电源使上述的装置部件正常稳定的工作，向外部发出报警信息和定位信息。

[0026] 优选的，防盗报警器、报警模块Ⅰ、报警模块Ⅱ均包括可向发出报警声音的扬声器

模块、可向发出报警光线的灯光模块，其中扬声器模块可以预先烧录好声音信息，待电动车

或电瓶3被盗时，自动播放报警声音，并且同时灯光模块向外部发出不停闪烁的灯光信号。

[0027] 优选的，车载GPS模块、GPS模块Ⅱ均为GPS定位跟踪模块，  GPS定位跟踪系统是现

今应用于商业上最为成熟的定位跟踪系统，因此不需要过多的研发成本。而车载GSM模块或

GSM模块Ⅱ无线连接有用于查看电动车本体1或电瓶3位置的监控设备5，该监控设备5可以

是手机，车主通过手机配合GPS定位跟踪模块使用，可查看电动车本体1或电瓶3位置，以便

于车主快速找回被盗电动车本体1或电瓶3，也便于执法者快速对不法分子进行捕捉。

[0028] 优选的，蓝牙适配模块、蓝牙模块Ⅱ之间的连接断开时，微处理器Ⅱ会判断电瓶3

处于被盗状态，并控制报警模块Ⅱ向外发出报警信息，但是蓝牙适配模块、蓝牙模块Ⅱ的连

接断开也有可能是蓝牙适配模块或蓝牙模块Ⅱ出现故障而导致的，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误判

现象，所述电动车本体1上还设有用于检测电瓶3是否还在电动车本体1上的传感器，传感器

与处理器模块连接，传感器可以是红外检测仪或重量检测仪，当处理器模块连接通过传感

器检测到电瓶3还在车内时，报警模块Ⅱ不发出报警信息，不在车内时，报警模块Ⅱ发出报

警信息。

[0029] 优选的，所述遥控器4还包括关闭警报按钮、警报开启按钮关闭警报按钮、警报开

启按钮与微处理器Ⅰ连接，关闭警报按钮、警报开启按钮用于关闭或开启防盗报警器、报警

模块Ⅰ、报警模块Ⅱ。进一步的，由于现有电动车上的电瓶3有的是需要拆卸，拿上楼回家充

电的，所以为了避免电瓶3拆卸充电时，电瓶3上的报警模块Ⅱ发出报警，所述遥控器4还包

括电瓶3充电切断按钮，用于提前关闭报警模块Ⅱ。

[0030]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1] 当车主靠近车辆时，蓝牙模块Ⅰ与蓝牙适配模块配对连接，处理器模块向电动车控

制器2输出蓝牙模块Ⅰ与蓝牙适配模块配对连接成功的信息，电动车控制器2控制防盗报警

器关闭，并控制电磁锁解锁；

[0032] 当车主离开车辆时，蓝牙模块Ⅰ与蓝牙适配模块的连接断开，处理器模块向电动车

控制器2输出蓝牙模块Ⅰ与蓝牙适配模块连接断开的信息，电动车控制器2控制防盗报警器

开启，并控制电磁锁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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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当有车辆被触碰时，防盗报警器报警，同时处理器模块通过车载GSM模块与GSM模

块Ⅰ连接，并把报警信息发送到微处理器Ⅰ上，微处理器Ⅰ根据GSM模块Ⅰ接收到的信号控制报

警模块Ⅰ向车主发出警报，车主可根据警报信息，利用手机查看电动车本体1或电瓶3是否存

在移动行为，从而得知电动车本体1或电瓶3是否被盗；

[0034] 当蓝牙适配模块、蓝牙模块Ⅱ之间的连接断开时，传感器检测电瓶3是否还在车

内，传感器检测到电瓶3还在车内时，处理器模块通过车载GSM模块与GSM模块Ⅱ连接，并向

微处理器Ⅱ发出信息，微处理器Ⅱ根据该信息关闭报警模块Ⅱ，同时处理器模块通过车载

GSM模块把报警信息发送到微处理器Ⅰ上，微处理器Ⅰ根据GSM模块Ⅰ接收到的信号，控制报警

模块Ⅰ向车主发出警报，车主利用手机查看电瓶3是否存在移动行为，从而得知电瓶3是否被

盗或者传感器是否检测错误。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只要以基本相同手段实现本实用新型

目的的技术方案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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