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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物品租赁方法及租赁系

统，包括后台数据中心、车载按摩垫、乘客终端和

租方终端，后台数据中心通过网络连接车载按摩

垫、乘客终端和租方终端，后台数据中心包括信

息采集模块、租赁模块、合同模块、计时模块、收

益模块、产品监测模块和控制模块，信息采集模

块、租赁模块、合同模块、计时模块、收益模块、产

品监测模块均通过数据导线连接控制模块；通过

设置该租赁系统，不仅方便租方实现租赁工作，

且收益能够实时显示在租方终端上，方便租方实

时查看到收益，同时，能够改进运营车辆内的环

境，使乘客乘坐的更加舒适，同时可以因为提供

差异化的服务使车主载客量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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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物品租赁系统，包括后台数据中心、车载按摩垫、乘客终端和租方终端，其特征

在于：后台数据中心通过网络连接车载按摩垫、乘客终端和租方终端，后台数据中心包括信

息采集模块、租赁模块、合同模块、计时模块、收益模块、产品监测模块和控制模块，信息采

集模块、租赁模块、合同模块、计时模块、收益模块、产品监测模块均通过数据导线连接控制

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品租赁系统，其特征在于：信息采集模块包括乘客信息

采集模块和租方信息采集模块；乘客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乘客的信息，包括乘客的姓

名、身份证和手机号；租方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租方的信息，包括租方的姓名、身份证、

手机号、租用的车载按摩垫的数量及编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品租赁系统，其特征在于：租赁模块，包括多种租赁套

餐，供租方通过租赁模块选择租赁套餐，不同的租赁套餐包括不同数量的车载按摩垫、不同

的租期、租金和提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物品租赁系统，其特征在于：合同模块，根据不同种类的

租赁套餐设置不同种类的合同，当租方通过租方终端选择出租赁套餐后，出现与之相匹配

的合同，使租方与平台签订合同，同时，当租方签订合同后，能够通过合同模块随时查看合

同，且当租期未满时，租方提取提成时，会提示合同期未满不可享有提成，只可提取租金；当

租期满时，租方可提出提成和租金，若租方只提取提成或不提取提成、租金，合同继续顺延

生效，到租方下一个自行提取日的提成收益都归租方享有。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物品租赁系统，其特征在于：计时模块，对每份租赁套餐

的租期进行计时，即合同生效时，租期开始计时，合同期满无效时，计时停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品租赁系统，其特征在于：收益模块，包括租金模块和

提成模块；租金模块，用于显示租金的数量，得出现有的租方人数；提成模块，用于记录现有

的提成量，并实时显示在租方终端上供租方查看；当租期结束时，租方能够通过收益模块提

出租金和提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品租赁系统，其特征在于：产品监测模块，实时接收车

载按摩垫传送来的信息，包括车载按摩垫是否正在使用，车载按摩垫的定位，还包括车载按

摩垫是否存在损坏。

8.一种物品租赁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租方通过租方终端选择租赁套餐，选好该租赁套餐后，点“下一步”随即弹出合同，

并提示请认真仔细阅读合同内容，且合同以PDF阅读方式显示，点已阅读后，随即弹出签名

页面，签名后随即弹出支付租金页面，支付租金完成后，合同正式生效并生成一份PDF电子

合同，租方在租方终端“我的合同”里面可查阅，并签订合同，承租方接收到合同后，负责将

车载按摩垫放到营运车辆中；

S2、经过步骤S1后，乘客乘坐营运车辆时，通过乘客终端扫描车载按摩垫上的二维码，

并支付使用费用，后台数据中心实时更新收益模块内的提成数据，同时，后台数据中心的产

品监测模块实时显示车载按摩垫的使用情况，方便租方实时查看到车载按摩垫的情况，避

免车载按摩垫出现损坏而租方未可知；

S3、结合步骤S1和步骤S2，后台数据中心会从合同生效的时、分、秒开始计时，合同的租

期满后，租方可自行提取对应的每笔收入的N％提成和租金，如果租金不提取时，合同继续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993625 A

2



顺延生效，到租方下一个自行提取日的提成收益都归租方享有，若租期未满，租方提取租金

时，会提示合同期未满不可享有提成，只可提取出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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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物品租赁方法及租赁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品租赁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物品租赁方法及租赁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手机支付也称为移动支付，就是允许用户使用其移动终端(通常是手机)对所消费

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账务支付的一种服务方式。

[0003] 随着手机支付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采用手机支付代替传统的现金支

付。手机支付不仅速度快，人们不需要去银行取款，收款一方也不需要定期去银行存款，减

少了中间耗费的时间。另外，人们身上存放的现金数量减少，不仅避免了现金遗落或被盗的

情况发生，同时，还减少了钱包内被占用的空间，因而，在支付方式中，人们越来越青睐手机

支付。

[0004] 手机支付的风靡还带动了手机叫车的发展，手机叫车是通过手机软件进行的。这

些软件具备乘客注册、即时约车、订单完成确认、用车评价等基本功能。乘客在线下单后，如

3分钟内没有驾驶员应答抢单，统一电召平台会将该订单广播到行业手机电召服务平台，这

将大大提高手机软件叫车成功率。

[0005] 此外，为了防止“黑车”司机冒名顶替，保证参与手机电召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具

有行业服务资格，统一电召平台采用行业和企业双重认证模式。乘客手机软件下单后，驾驶

员通过车载电召终端和驾驶员客户端手机电召软件进行应答抢单。交通部门提醒，此时上

线试运行的手机叫车软件是基于安卓系统，基于苹果手机的叫车软件正在开发测试中。

[0006] 该类手机叫车，由于乘客更换频率高，使得车上只有简单的车座，而这些车座因长

时间被乘客乘坐，导致座椅较硬，乘客乘坐时，不够舒适。若司机在车内放入车载按摩垫，又

会使司机的成本增加，导致收益降低。为此，我们提出一种物品租赁方法及租赁系统，能够

解决该些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物品租赁方法及租赁系统，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

术中的问题。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物品租赁方法及租赁系统，包括后台数据中心、车载按摩垫、乘客终端和租方

终端，后台数据中心通过网络连接车载按摩垫、乘客终端和租方终端，后台数据中心包括信

息采集模块、租赁模块、合同模块、计时模块、收益模块、产品监测模块和控制模块，信息采

集模块、租赁模块、合同模块、计时模块、收益模块、产品监测模块均通过数据导线连接控制

模块。

[0010] 优选的，信息采集模块包括乘客信息采集模块和租方信息采集模块；乘客信息采

集模块，用于采集乘客的信息，包括乘客的姓名、身份证和手机号等信息；租方信息采集模

块，用于采集租方的信息，包括租方的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租用的车载按摩垫的数量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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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信息。

[0011] 优选的，租赁模块，包括多种租赁套餐，供租方通过租赁模块选择租赁套餐，不同

的租赁套餐包括不同数量的车载按摩垫、不同的租期、租金和提成，例如：选租1台车载按摩

垫15天租期，2％的提成，租金1千元。

[0012] 优选的，合同模块，根据不同种类的租赁套餐设置不同种类的合同，当租方通过租

方终端选择出租赁套餐后，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合同，使租方与平台签订合同，同时，当租方

签订合同后，能够通过合同模块随时查看合同，且当租期未满时，租方提取提成时，会提示

合同期未满不可享有提成，只可提取租金；当租期满时，租方可提出提成和租金，若租方只

提取提成或不提取提成、租金，合同继续顺延生效，到租方下一个自行提取日的提成收益都

归租方享有。

[0013] 优选的，计时模块，对每份租赁套餐的租期进行计时，即合同生效时，租期开始计

时，合同期满无效时，计时停止。

[0014] 优选的，收益模块，包括租金模块和提成模块；租金模块，用于显示租金的数量，得

出现有的租方人数；提成模块，用于记录现有的提成量，并实时显示在租方终端上供租方查

看；当租期结束时，租方能够通过收益模块提出租金和提成。

[0015] 优选的，产品监测模块，实时接收车载按摩垫传送来的信息，包括车载按摩垫是否

正在使用，车载按摩垫的定位等信息，还包括车载按摩垫是否存在损坏等信息。

[0016] 一种物品租赁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S1、租方通过租方终端选择租赁套餐，选好该租赁套餐后，点“下一步”随即弹出合

同，并提示请认真仔细阅读合同内容，且合同以PDF阅读方式显示，点已阅读后，随即弹出签

名页面，签名后随即弹出支付租金页面，支付租金完成后，合同正式生效并生成一份PDF电

子合同，租方在租方终端“我的合同”里面可查阅，并签订合同，承租方接收到合同后，负责

将车载按摩垫放到营运车辆中；

[0018] S2、经过步骤S1后，乘客乘坐营运车辆时，通过乘客终端扫描车载按摩垫上的二维

码，并支付使用费用，后台数据中心实时更新收益模块内的提成数据，同时，后台数据中心

的产品监测模块实时显示车载按摩垫的使用情况，方便租方实时查看到车载按摩垫的情

况，避免车载按摩垫出现损坏而租方未可知；

[0019] S3、结合步骤S1和步骤S2，后台数据中心会从合同生效的时、分、秒开始计时，合同

的租期满后，租方可自行提取对应的每笔收入的N％提成和租金，如果租金不提取时，合同

继续顺延生效，到租方下一个自行提取日的提成收益都归租方享有，若租期未满，租方提取

租金时，会提示合同期未满不可享有提成，只可提取出租金。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1] 1、通过设置该租赁系统，不仅方便租方实现租赁工作，且收益能够实时显示在租

方终端上，方便租方实时查看到收益，同时，能够改进运营车辆内的环境，使乘客乘坐的更

加舒适，且不会有损司机的收益；

[0022] 2、通过设置租赁模块，能够方便租方了解租赁套餐，且租赁的方式较为简单，方便

吸引更多的租方，进而能够提高承租方的收益；通过设置收益模块，能够在后台数据中心显

示提成数据和租金数据，使承租方能够实时了解到收益信息；通过设置产品监测模块，能够

使租方和承租方了解到车载按摩垫的使用情况，便于当车载按摩垫出现损坏时，能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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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收维修工作。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物品租赁系统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的物品租赁系统的后台数据中心的模块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2所示，一种物品租赁方法及租赁系统，包括后台数据中心、车载按摩垫、乘

客终端和租方终端，后台数据中心通过网络连接车载按摩垫、乘客终端和租方终端，后台数

据中心包括信息采集模块、租赁模块、合同模块、计时模块、收益模块、产品监测模块和控制

模块，信息采集模块、租赁模块、合同模块、计时模块、收益模块、产品监测模块均通过数据

导线连接控制模块。

[0028] 本实施例中通过设置该租赁系统，不仅方便租方实现租赁工作，且收益能够实时

显示在租方终端上，方便租方实时查看到收益，同时，能够改进运营车辆内的环境，使乘客

乘坐的更加舒适。

[0029] 实施例2

[0030] 如图1-2所示，信息采集模块包括乘客信息采集模块和租方信息采集模块；乘客信

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乘客的信息，包括乘客的姓名、身份证和手机号等信息；租方信息采

集模块，用于采集租方的信息，包括租方的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租用的车载按摩垫的数量

及编号等信息；租赁模块，包括多种租赁套餐，供租方通过租赁模块选择租赁套餐，不同的

租赁套餐包括不同数量的车载按摩垫、不同的租期、租金和提成；合同模块，根据不同种类

的租赁套餐设置不同种类的合同，当租方通过租方终端选择出租赁套餐后，出现与之相匹

配的合同，使租方与平台签订合同，同时，当租方签订合同后，能够通过合同模块随时查看

合同，且当租期未满时，租方提取提成时，会提示合同期未满不可享有提成，只可提取租金；

当租期满时，租方可提出提成和租金，若租方只提取提成或不提取提成、租金，合同继续顺

延生效，到租方下一个自行提取日的提成收益都归租方享有；计时模块，对每份租赁套餐的

租期进行计时，即合同生效时，租期开始计时，合同期满无效时，计时停止；收益模块，包括

租金模块和提成模块；租金模块，用于显示租金的数量，得出现有的租方人数；提成模块，用

于记录现有的提成量，并实时显示在租方终端上供租方查看；当租期结束时，租方能够通过

收益模块提出租金和提成；产品监测模块，实时接收车载按摩垫传送来的信息，包括车载按

摩垫是否正在使用，车载按摩垫的定位等信息，还包括车载按摩垫是否存在损坏等信息；控

制模块为CPU。

[0031] 本实施例中通过设置租赁模块，能够方便租方了解租赁套餐，且租赁的方式较为

简单，方便吸引更多的租方，进而能够提高承租方的收益；通过设置收益模块，能够在后台

数据中心显示提成数据和租金数据，使承租方能够实时了解到收益信息；通过设置产品监

测模块，能够使租方和承租方了解到车载按摩垫的使用情况，便于当车载按摩垫出现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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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够及时进行回收维修工作。

[0032] 一种物品租赁方法及租赁系统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S1、租方通过租方终端选择租赁套餐，以1台车载按摩垫，15天租期，2％的提成，租

金1千元为例，选好该租赁套餐后，点“下一步”随即弹出合同，并提示请认真仔细阅读合同

内容，且合同以PDF阅读方式显示，点已阅读后，随即弹出签名页面，签名后随即弹出支付租

金页面，支付租金完成后，合同正式生效并生成一份PDF电子合同，租方在租方终端“我的合

同”里面可查阅，并签订合同，承租方接收到合同后，负责将车载按摩垫放到营运车辆中；

[0034] S2、经过步骤S1后，乘客乘坐营运车辆时，通过乘客终端扫描车载按摩垫上的二维

码，并支付使用费用，后台数据中心实时更新收益模块内的提成数据，同时，后台数据中心

的产品监测模块实时显示车载按摩垫的使用情况，方便租方实时查看到车载按摩垫的情

况，避免车载按摩垫出现损坏而租方未可知；

[0035] S3、结合步骤S1和步骤S2，后台数据中心会从合同生效的时、分、秒开始计时，合同

的租期满后，租方可自行提取对应的每笔收入的2％提成和1000元租金，如果1000元租金不

提取时，合同继续顺延生效，到租方下一个自行提取日的提成收益都归租方享有，若租期未

满，租方提取租金时，会提示合同期未满不可享有提成，只可提取出1000元的租金。

[003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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