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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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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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体验

物业后勤管理系统
扫码体验效果



一物对一码，设备“身份牌”

每个设备/巡检点，对应一个专属二维码

设备专属的“二维码电子档案”，扫码即可查看该设备的信

息、操作说明，以及历史检查数据。

微信扫码即可查看和记录，无需下载APP

对于一线人员来说，不需要使用硬件设备，也不用培训。到

达检查点，打开微信扫码填表，即可把检查情况记录下来。



无纸化巡检

代替纸质记录单，扫码即可填写检查记录

电子表单中可规定信息填写格式，填写方便，不容易发生错

漏；在巡检点处，扫码后可以通过拍摄照片、录制视频等方

式记录现场情况

防假检功能，保障到岗到位检查

通过限制位置，记录巡查时间、只允许相册上传照片等方

式，约束和规范检查人员的工作流程，提高假检成本



实时通知异常情况

异常情况自动提醒到相应责任人

发现异常后，扫码提交维修单，自动通过微信提醒维修人

员、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

照片+视频等方式，直观描述异常情况

扫码可以添加现场照片、视频、语音、文字等方式，描述异

常情况，直观说明问题



运行状态、检查计划

实时查看设备状态

实时统计各个状态的设备设施数量，掌握正常、带病运行、

停机检修的设备数量，及时定位故障

提前制定巡检计划，按时检查

可提前制定巡查计划，按期完成、即将超期、未完成情况一

目了然

漏检及时提醒

未完成的计划，将通过微信及时提醒到相关检查人



数据自动汇总成表格

数据支持查看和导出成excel表

有权限的管理人员可以在后台查看和导出成excel表和pdf文

档。

支持API对接自有系统或第三方BI工具

提供只读数据库，可将数据连接到自己的系统，或是第三方

工具作进一步展示和分析。



支持批量生码

只需创建批量模板，导入Excel数据

就能一次生成大量格式相同、内容

不同的二维码

本地已有Excel表格，可直接上传，

1分钟就能生成上千个二维码



实时掌握设备机
房运行情况，记
录现场问题

设备机房巡检 设备设施维保 装修巡查安保巡更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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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掌握设备机房运行情况

设备机房巡检

详细记录现场问题
除文字记录，还可上传图片、视频等形式，准确描述
异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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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提醒
发现异常问题自动推送微信消息，第一时间向管理人
员同步情况

管理人员掌握全局数据
手机端或电脑后台，查看状态看板、明细数据，随时
随地监督工作



一物一码，建立设备二维码电子档案

设备设施定期维保

在线设备台账
使用在线的Excel表格，快速建立设备台帐

设备资料汇总
每个二维码即为设备设施“资料库”，可存储大量文
档、多媒体，随时扫码查看

周期性维保计划
提前设置维保计划，通过计划报表查看任务完成进
度，确保无遗漏

记录维保情况
通过表单记录维保情况、单证拍照存档，历次维保记
录可完整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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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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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数据储存在云服务器，草料二维码基于阿里云架构服务，通过容

灾备份、数据脱敏、加密传输等手段，搭建了严格的安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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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料二维码已通过等级保护第二级测评，具备等级保护定义的第二级信息系统所应具

备的安全保护能力，包括安全对抗能力和恢复能力。

数据
保障

安全
保障

信用
认证

数据安全

查看数据安全白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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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或高级功能 公开或高级功能

高级成员 0 0 2 20 170

适用性 小范围体验 小规模使用 大规模使用

扩容 - 96/人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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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物业

统一采购了30多个账号，编写《物业二维码管理系
统操作手册》，还把各个管理模块制作成汇总码整合
在大悦城控股物业管理平台中，作为智慧物业系统的
一部分。

同时制定了《设备巡检二维码使用管理规程》，写入
《深圳公司物业管理部工程管理工作手册》。

设备设施二维码动态管理系统已覆盖大悦城控股的住
宅、商业、酒店等项目，实现了三级管控（总部、城
市、项目）的功能，管理效果明显，得到了各地城市
分公司的积极反馈：



使用纸质记录不易保管，无法信息化，不易统计，
记录只能作为一种运行留存证据。现在项目管理者
可以根据项目特点、要达到的管理目的、要分析的
数据，自助设计二维码采集数据，并进行统计分
析。 

员工操作培训也没什么难度，只是把传统的纸质换
成了二维码，没有增加实际工作量，接受度很高。

上海紫泰物业惠生中心项目



我们没有大型品牌物业那样非常完整的管理系统，当时是在网上找设备巡检软件，找到了草料，仔细研究了
一下，发现我们物业中很多环节都可以通过二维码来实现线上管理。 —— 物业项目安保负责人

无锡红豆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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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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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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万企业用户，服务于国内外知名企业 

关于草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