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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1 
 

基于 IoT新能源车辆租赁平台实践案例 

--IoT 技术助力租赁业务升级 
 

引言：广东玛西尔电动车企业成立于 2002 年，目前厂房面积近 30万平，员

工 1600 多名。玛西尔产品领域广泛。现有电动观光车、高尔夫球车、警用巡逻

车、消防巡逻车、环卫车、多功能电动车、电动工业叉车，以及电动清洁设备系

列等 100 多款电动车及电动设备。 

为响应国家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与传统行业相结合，加快培育平台与传统行

业结合出现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有力支撑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

建设，公司决定通过工业互联网技术，打造以 IoT 数据为基础，工业互联网平台

为支撑的新能源车辆租赁平台，实现车辆实时管控，租车行为随时掌握，租车人

行为分析，客户画像的建立，从传统的卖车到租车新商业模式的尝试。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背景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利润大幅下滑，进而引发生存危机，如何在企业管

理、产品营销、产品制造和服务化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寻求有效的持续发展机遇。 

基于“根云”平台的新能源车辆资产金融租赁解决方案，打造开放、共享的“互

联网＋新能源”产业生态，引领和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转型升级；打造基于新能

源电池供应商、车辆设备生产商、车辆用户、社群生态圈等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

打造的全新商业模式；实现从智能研发、智能产品、智慧服务、智慧运营的产品

360度全生命周期大数据分析及金融租赁典型应用。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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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简介 

本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在新能源车辆物联大数据平台基础之上，打造新能源车

辆租赁运营管理平台，主要有以下难点与挑战： 

1. 设备难管理，电动车属于移动设备，对 GPS 定位有很高的要求，需要性

能更好的定位模块，定位信息也需要不间断更好的传送到云平台。 

2. 设备信息难维护，目前玛西尔电动车有 100 多款型号，对于设备的统一

管理有很大的挑战。 

3. IoT 技术与租赁技术新尝试：传统的租赁业务和 IoT 技术相关联属于新

技术与传统业务的结合，没有太多可参考的案例，只能通过实地的业务

调研与分析才能够形成好的解决方案。 

4. 从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到租赁用户画像的分析都需要和客户，客户的

用户，代理商反复沟通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制定影响画像的因子。 

 

5. 项目目标 

➢ 租赁业务管理： 

实现设备租赁业务流程在线化管理，将内部业务部门集中到一个平台实现数

字化、透明化管理。 

➢ 设备管理： 

维护设备基础信息，提示设备历史租赁信息、状态信息及实时报警信息，实

现设备运营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 租赁商城的构建 

通过商城终端客户可以查看代理商自己的租赁产品，支持在线询价，为未

来在线交易打通 

➢ 代理商管理后台 

维护管理代理商的账户、权限等内容 

二、项目实施概况 

IoT 数据与传统租赁模式的结合属于新技术与传统业务的结合，通过设备运

行数据来赋能到租赁业务上，提高设备的出租率，增加设备的工作效率，同时也

提高了收入。 

1. 项目总体架构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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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项目总体架构分三部分内容 

在采集层：采集层主要是将新能源电动车的位置信息，电流，电压数据，电

池信息等接入到根云平台。统一使用树根网关盒子接入到新能源电车的控制器，

然后再传送到云平台上。连接方式是汽车行业标准的 can通讯协议。 

在平台层：设备的数据传送到平台之后，对数据进行整理，提取有用的信息，

并将相关的数据规整到服务中台上面，通过不同模块的功能提供给应用层来进行

调用，提高功能模块的复用性。 

在应用层：对数据进行分析展示，可以将设备的信息分配到不同的代理商，

根据不同的权限进行相应的查看。通过租赁平台，通过商城终端客户可以查看代

理商自己的租赁产品，支持在线询价，为未来在线交易打通。 

2. 租赁商城的主要架构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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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包含展示前端和管理后台两端；其中终端客户在商城展示端查看租赁产

品信息；平台运营商和代理商使用管理后台进行产品管理以及发布； 

租赁商城主要功能列表如下： 

功能分类 功能名称 功能说明 

管理后台 

权限管理 区分运营方和代理商的功能权限 

产品分类及型号管

理 

维护产品分类及型号，只由运营方使用 

产品维护 维护产品详情，由代理商和运营商维护 

产品上架 发布租赁产品，由代理商和运营商维护 

产品上架审核 所有上架商品都需要审核，由运营商审 

产品下架 代理商可以对自己的商品下架，运营商可以对所有

产品进行下架操作 

商城展示端 

PC端商城-产品列

表 

展示租赁产品、新品、促销产品的缩略信息 

PC端商城-产品详

情 

包含产品图片、地域及价格、产品特点、技术参数 

微信公众号 展示信息与 PC端商城一致 

 

 

3. 具体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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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工作台 

➢ 使用角色： 

租赁运营商租赁业务管理部门，代理商业务专员 

➢ 业务场景： 

管理商城产品分类目录、产品上下架、相关的描述信息，促销信息 

引导意向客户进行报价及成交交谈，商城不进行在线交易和咨询。 

 实现系统自动推送给登录用户的消息列表及详情查看，分为待办消息、

预警消息、提醒消息。待办消息包含商品上架审核消息、客户账单消息；

预警消息包含订单、合同到期提醒，提前 5天提醒；提醒消息包含商品

上架、合同新增、订单开始和结束、设备转让的消息；  

 以统计图表展示本月、本季、本年内的营收总额：应收金额、实收金额、

逾期金额，可自定义时间段查询，也可针对单个代理商进行查询。应收

金额、实收金额、逾期金额数据来源于回款计划和实际回款； 

 以统计图表展示截至当前时间的逾期欠款金额，根据客户显示对应的欠

款数量。支持从统计图表快速穿透进入逾期欠款统计报表明细。 

 以统计图表展示当日设备状态，系统分类统计设备数量包括：在租、待

租、在租设备占比。支持从统计图表快速穿透进入设备台账列表。 

 以统计图表展示当前合同状态，系统分类统计合同数量包括：未开始、

进行中、中止、已完成。根据合同统计。支持从统计图表快速穿透进入

合同台账列表。 

2. 租赁商城管理 

➢ 使用角色： 

租赁运营商产品管理专员、代理商产品管理专员 

➢ 业务场景： 

 管理商城产品分类目录、产品上下架、相关的描述信息，促销信息 

 引导意向客户进行报价及成交交谈，商城不进行在线交易和咨询。 

 产品分类、型号、产品详情由平台运营商进行维护管理，代理在建立好

的产品下新增上架商品以及对应的商品信息。 

 进行产品分类目录的管理和维护。支持在产品分类列表中进行新增、编

辑和删除。产品分类列表要求能支持二级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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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管理，基本信息包含：产品图片上传（支持多图上传）、产品

分类、产品型号、产品名称、额定载荷、起升高度。 

 商品上架功能用于商城店铺（代理商）发布自己的商品，上架发布的内

容包含产品详情、代理商、服务城市等代理商专属信息。 

 商品上架流程：代理商商品信息维护->提交上架申请->上架审核->商品

上架； 

 商品上架审核：用户在【商品上架申请】功能提交上架申请，系统生成

上架申请记录进入上架审核功能列表；平台上架审核功能只能由平台运

营商使用，只显示待审核状态的上架申请；功能列表字段：产品分类、

产品型号/产品编号、额定载荷、起升高度、代理商、使用年限、操作；

其中操作包含：详情、通过、驳回； 

 商品下架：对已上架的产品进行下架操作；下架之后产品状态变更为“已

下架”； 

3. 移动应用-微信公众号 

➢ 使用角色： 

终端客户 

➢ 业务场景： 

终端客户可以查看商城相应设备，可以注册用户，也可以设备进行报修。 

终端客户在设备使用中发生问题，可以提交设备维修申请，在线发起服

务工单，跟踪工单服务全过程，并对服务进行评价，反馈。 

修改维护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手机号、修改登录密码等。 

4. 设备管理 

➢ 使用角色： 

设备管理专员 

➢ 业务场景： 

查看当前所有设备运行情况，包括 GPS 地理位置、设备是否开工运行状

况。查看了解设备历史保养和维修情况。及时获知设备故障报警、设备

保养，设备合同到期提醒。根据合同维护设备的进场、退场、报修、保

养等记录 

 

4. 安全及可靠性 

该项目涉及到底层信息的采集，数据的清洗处理，平台信息的归集与统一，

SaaS技术的架构，多租户的管理，根云平台采用先进技术，从边缘侧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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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数据传输全链路，平台侧的数据处理和存储，提供端到端的安全解决方案，保

障应用安全和数据安全。 

（1）资源隔离：在业务之间采取访问隔离策略，防止应用间内部恶意访问

的安全问题。 

（2）网络安全：借助根云平台安全中心强大的防攻击体系，帮助应用抵御

网络攻击和入侵。 

（3）数据安全：开发者申请了资源后，其权限只能访问对应帐号下的数据，

不同应用之间的数据是隔离的。 

（4）密码安全：登录服务器时，需使用 HTTP 代理登录。使用固定密码+动

态密码方式进行密码校验，有效保证密码安全。 

5. 其他亮点 

（1）低成本设备接入 

     借助根云平台强大成熟的接入能力，每台车辆以非常低的成本实现了

物联接入，并建立了上下行数据通道。 

（2）使用者快速上手 

      通过账号登录就可以使用该系统，包括设备的注册，设备的管理，设

备的上下架。 

 （3）数据隔离 

      租户与租户之间的资源是相互独立，数据相互隔离，保证数据安全。 

三、项目创新点和实施效果 

1. 项目先进性及创新点 

通过新能源与 IoT技术相结合的实践，建立基于设备物联的后市场服务

体系和车辆租赁管理平台，在提升企业运营管理效率，降低成本的同时，将

售后成本中心，打造成利润中心，进行在线租赁管理，实现了业务升级转型，

同时，平台未来升级提供基于设备物联的产业链金融服务，具有良好的创新

性，促进新能源车辆行业业务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同时，本项目将有效促进新能源车辆的普及和使用，相比传统柴油叉车

的碳排放较高，新能源电动叉车碳排放降低 30%以上，车辆噪音降低低 5dB

以上。有效的降低碳排放，降低城市噪声，建立良好的社会示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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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高价值智能装备制造行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也有不同程度的借

鉴推广价值。 

2. 实施效果 

➢ 建立在线租赁运营和营销管理平台，拓展客源，增加二次销售，车

辆租赁销量提升 30%； 

➢ 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化管理，保障租赁资产安全，降低租赁运营管

理成本 15%以上。 

➢ 通过远程诊断，故障预判，将一次修复率提升 20%以上，降低设备故

障率，计划外故障停机减少 10%以上； 

➢ 准确预测配件需求，增加配件销售，车辆原厂服务比例提升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