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业后勤二维码解决方案
巡检点更灵活  巡检更规范



◆ 发现问题无法快速反馈
给管理人员和维修人员

◆ 以人为方式通知效率
低，更会导致信息断层

◆ 维修结果无法实时及时

更新，了解最新状态

◆ 纸质巡检记录，存在很
多假巡检

◆ 监管人员需到现场抽查

工作

◆ 被琐事占据大量精力和
时间，管理效率低

◆ 巡检点多且分散，数据
量大，手机端无法实时
查看

◆ 纸质记录需要转换成电
子数据

◆ 无法统一汇总、管理、
分析

软硬件成本高 监管难 数据难统计 反馈效率慢

物业后勤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 巡查硬件采购和维护成
本高

◆ 软件采购费用高昂

◆ 落地部署、使用培训时

间周期长



方案概述

电子表单代替纸质记录，登记更规范

低成本 规范操作

无需购买硬件，维修扫码即可进

行巡逻巡检，无需培训即可上手

巡检人员按检查标准，进行现场

记录，后台信息汇总

高效监管

设备状态、人员工作文档一目了

然，电脑端和手机端随时查看

巡查点位灵活布设，不受硬件制约，不需要复杂维护



高效、低成本地
实现消防检查，
及时发现和维修
故障。

消防安全检查 设备设施巡查 装修巡查安保巡更

应用到物业后勤各个管理环节

来访登记

设备全生命周期
管理，保障设备
安全运行

低成本实现巡逻
巡更，保障巡逻
到位，操作简单
无需培训

微信扫码记录装
修情况，拍照上
传现场照片细节

代替纸质登记
单，扫码填写，
后台支持导出
excel表



消防隐患早发现，预防火灾事故

消防安全检查

规范化记录点巡、维修、保养等信息
巡检及维保人员扫码后对照检查条目逐条确认并记录
工作内容，逐渐形成设备动态档案

批量制作，扫码查看设备档案
一物一码，导入设备台账，快速生成一批二维码，并
配有多种标签样式；微信扫码即可查看设备信息

防作假
现场定位+拍照水印等功能配合使用，保证时间、内
容、检查人员的信息真实可信

故障信息及时提醒
发现隐患时现场扫码上报，以图文、录音、视频等形
式，真实准确反馈

实时查看数据
手机端或电脑后台，实时查看检查数据，导出完整数
据，形成消防检查台账



纸制记录单 电子表单 记录汇总

电子表单代替传统纸质单

电子化记录单能将数据实时汇总可筛选/查询/导出数据



现场扫码添加巡检记录，查看设备全面信息和历史记录

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 添加记录

扫码添加巡检记录

扫描体验

操作说明

基本信息

巡检表单

设备状态

视频介绍

扫码体验



提交的新记录或巡检到异常情况时，自动将消息发给管理员或其它成员

消息及时提醒 



防作假功能

拍摄的照片自动带上水印

（包含记录人、上传时

间、定位、二维码等）无

法被手动修改，让他人代

检、不在规定时间检查、

伪造现场照片等假检行为

都可以被发现



实时定位功能，杜绝数据作假；不用去到现场，也能随时随地掌握人员工作

现场扫码抽查 后台汇总查看

现场拍照

现场定位

绑定人员

实时监控



一物一码，建立设备二维码电子档案

设备设施巡查

设备电子档案
为设备设施建立唯一的“二维码身份证”，二维码中
包含设备参数、操作手册和历史巡检维修记录，扫码
可查看各项信息

检查更规范
巡查人员按照预设的检查项逐条确认，还可配合使用
防作假功能，避免假检

设备故障及时提醒
发现故障时扫码记录，系统将自动向预设好的责任人
发送通知，业主也能参与报修

实时查看数据
历次巡查记录都稳定储存在云服务器，管理人员可在
手机端或电脑后台查看和导出



安保人员规范巡逻，操作简单

安保巡更

点位布设更加灵活
哪里需要检查，就在哪里贴上二维码，可在视频监控
死角、主要通道等主要区域布设巡更点，巡更路线和
点位可根据需求变动

巡更操作简单
安保人员在巡更时只用携带手机，到达点位后，手机
微信扫码记录现场情况

巡更情况实时查看
管理人员可手机端或电脑后台实时查看巡更数据，也
可导出Excel表格留档



一户一档，避免违规装修施工

装修巡查

装修电子档案
对需要施工的户主发放装修许可证，扫码可了解相关
装修管理规范

定期巡查，记录装修情况
业主进场施工时，可能会出现无证施工、野蛮施工、
违规动火、违规用电、违规留宿、影响公共环境卫生
等情况，物业在巡查过程中发现违规施工时，微信扫
码即可记录

现场照片后台留档
微信扫码登记情况，拍照上传现场细节，记录装修进
度，以便后续重点关注和跟进。



保持环境整洁，提升业主满意度

保洁巡查

一个区域一个二维码
为每个包干区创建一个二维码，扫码可快速了解到责
任人，历史保洁记录

无需到场，也能了解保洁情况
保洁人员完成保洁后，扫码拍摄现场照片，提交的保
洁记录，监管人员即可在电脑或是手机上了解到各包
干区的卫生情况

物业和业主随时监管
检查记录自动汇总，物业管理人员可以随时导出成
Excel表，用于存档；业主扫码也能查看，了解每一次
的保洁详情



外来人员或车辆来访登记，提升门岗效率

厂区出入登记

无接触、低成本
只需粘贴一张二维码，来访人员微信扫码登记信息，
无需搭建复杂系统

信息更规范
纸质登记本，手写麻烦，字迹难辨认，信息真实性无
法判断，微信扫码自动授权获取来访人员信息，填写
简单且格式规整

历史数据方便查询
来访情况自动汇总，手机端或电脑端后台实时查看，
支持导出excel表格，便于检索和后期存档



现场使用照片



后台管理



后台目录管理

按使用场景进行分目录管理



此外还可以创建批量模板，导入数据一次性
生成一批二维码，高效实现大规模使用



后台管理 - 表单汇总

表单数据后台汇总查看，支持导出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导出数据



管理员可以在微信中

• 快速查看、下载二维码；

• 查看二维码扫描量；

• 同步管理最新表单数据；

• 实时查看设备状态和计划执行情况

手机端管理 - 草料二维码小程序



低成本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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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收集 
收集设备信息参数台账、日常维护内
容、维护人信息

后台建码 
将信息录入到后台生成二维码，同时
设置记录模版和用户权限设置

2 3

标牌制作
后台下载二维码，连同二维码内容
制作标牌和标签贴在设备上

4

扫码添加记录
设备维护人员使用微信扫码
添加维护记录，现场拍照

5

后台查看信息
管理员后台查看所有设备维护情况和
详细信息，可导出备份

手机查看
巡检人员现场手机扫码查看设备的历
史巡查记录

现场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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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会用微信就能使用 实时接收异常提醒 1天之内完成落地应用

操作简单，一线员工不用培训，打

开微信,扫码一看就会

无需安装软件，微信实时接收异常

记录提醒，实现快速报修

制作二维码，标签排版打印或做成标牌，

现场张贴投入使用



技术
维护

数据保

障

通过《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符合性评测》要求，多地互备，弹性伸缩，

使用SSL/TLS等方式加密核心数据

多年技术积累，技术架构持续优化，云系统不定期灰度升级，为海信、哈药、中

铁、中建等央企、政府部门、大型互联网公司、上市公司提供二维码核心业务支持

采用国内最专业的阿里云，网络安全小组保障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本地自建机房，用于数据存储，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客户数据安全

草料二维码已通过创宇信用认证，访问https://v.yunaq.com/certificate-home

输入www.cli.im进行查询

数据
保障

安全
保障

信用
认证

数据安全

更多数据安全说明请访问：https://cli.im/help/48400



价格与服务
按照容量和巡检记录人数，选择合适的版本；设备数量不限

版本 免费版 基础版 高级版 旗舰版(推荐) 行业专属版

价格 0 780/年 1280/年 2680/年 16800/年

使用容量 50M 1G 3G 30G 1000G

记录添加权限 公开 公开 公开 公开或指定记录人 公开或指定记录人

协作人数 - 15人 150人

子管理 0 0 2 5 20

适用性 小范围体验 小规模使用 大规模使用

扩容 - 480/5人 480/5人

专属功能 - -
专属小程序

独立域名和后台

服务 工单

售后优先响应

提供发票 

技术支持

售后优先响应

提供发票 

技术支持

售后优先响应

提供发票 

技术支持

专属行业顾问

行业应用资料包 

落地应用支持

企业人员培训

提供发票、合同

技术支持



客户案例



成功客户-中粮地产

客户评价：

草料二维码，让管理者实时掌握巡检数据，多个物业单位统

一管理。记录加GPS地图定位：能够对维保巡检人员是否真

正到位进行统计，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使用手机查看巡

检记录。数据客观，报表简洁，一目了然

应用于日常卫生检查、电梯维保记录、设备维保等场
景，提高了巡检效率、方便了管理者高效地巡查和及
时处理异常情况，还可以导出数据进行深度的分析。



二维码管理是进一步简化操作人员工作的最佳方
案，对工作人员是零要求，零培训，零差错；协助
国宾物业实现高效性的统筹管理，确保工作严密有
效。

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检之后，手机扫码即可提交此次
检查记录、上传现场图、语音说明异常情况、支持
定位；这样能够非常有效、完善的监督她们的巡检
工作情况，而不让他们有漏洞可钻，最终提高工作
质量和企业口碑。

成功客户-辽宁国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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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10年，专注于提供专业化的二维码管理SAAS服务，平台现有700
多万的用户，生码量占全国80%以上，是《商品二维码》和《名片二
维码》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省级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700万企业用户，服务于国内外知名企业 

关于草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