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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料二维码

一、使用效果展示

1.1 客户落地使用效果

1.2 后台建码效果

草料二维码管理后台，可以进行所有的二维码创建、管理，二维码权限设置，以及日常数

据汇总查看、导出等。

体验账号：96612340003，密码：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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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建码效果

后台数据管理

1.3 生产制造模板库

根据生产制造用户的使用经验，我们整理了模板，你可以进入模板库，选择模块快速创建

二维码，体验建码和使用的整体流程。查看模板库

https://cli.im/template/normal?fromTopNav=1&create_from=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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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维码后台使用和管理规范

在使用过程中，会涉及创建大量的二维码，建议以目录的方式进行分类管理，并对管理人

员分配对应的权限，确定哪些人可以跟你一同管理账号，哪些人只能查看数据等，便于后

期有序管理。

2.1 创建二维码目录

可以根据自己公司的实际安全管理方式，在后台创建相应的目录，如按应用场景或安全方

式创建二维码目录。常见分类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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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账号管理和使用权限（设置子管理员）

一个草料账号支持一个管理员加多个子管理员共同管理（高级版及以上版本支持）。其他

部门的管理人员可作为子管理员，进入管理后台进行创建二维码或导出数据，实现协同管

理。

建议项目上任命一位专职人员进行二维码创建工，由他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资料收集。如果

是多人建码操作，需要明确规定只能操作自己部门的二维码，以免误操作。

2.2.1 添加子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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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管理后台，点击【设置-子管理员--添加子管理】，添加子管理员的姓名、手机号，选

择对应的权限。查看详细教程

三、各场景二维码示例、创建及管理

3.1 生产设备点检

一台设备一个二维码，代替纸质设备台账，扫码查看设备信息，添加点检、维修等记录，

实现设备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

3.1.1 基本介绍

生产设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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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机床、车床、铣床等

包含的展示信息：

设备名称、编号、负责人、联系方式，以及点检说明手册

包含的记录信息：日常点检记录单、维修记录单

标签材质及放置位置

标牌样式示例 粘贴位置示例

标牌材料：哑银不干胶贴纸 粘贴位置：视具体设备而定，建议粘贴于方

便扫码区域

二维码标牌尺寸：约 5.6CM * 9.6CM

管理操作规范及要求

各级岗位操作要求：

检查人员：

需要每日完成巡检任务后，打开微信扫现场二维码，点添加巡检记录，按表单要求填写

当日的巡检结果，确认提交即完成了当日的巡检任务。

车间区域管理员：对所分管区域设备的巡检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绩效评价，解决反馈情

况，并积极整改。

公司层面：安全责任人到现场扫码进行抽查，实施公司部门的监督、指导以及排名通报

的职责。

3.1.2 创建二维码

具体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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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期准备，收集设备台账

设备台账信息包含：设备名称、编号、负责人、联系电话，以及设备图片、检查指导书等

（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增加，也可以不加）

2）使用模板创建二维码

1 进入管理后台，在对应的目录下，点击【活码批量模板】，选择生产设备点检模板，

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模板里的设备信息

2 对表单内容进行修改及设置。表单的内容可根据自己公司的巡查台账内容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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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表单权限。如哪些人可以填写，哪些人可以接收检查异常的消息，哪些人可以

查看所有的历史检查和维修记录等。完成设置后，点击【生成二维码】即可完成二

维码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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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某几名电工才能填写，其他人无法填写。查看「填写权限」设置教程

 一旦巡检结果异常，可以第一时间可以提醒到对应的负责人。查看「消息提醒」设置

教程

 提交的历史巡检记录，谁有权查看。查看「表单数据查看」功能设置教程

3）二维码排版制作成标牌

我们提供了一些标签样式，目前主流使用的是哑银不干胶贴纸来制作设备标牌，可以使用

主流打印机分为 A4 打印机或标签打印机，快速完成打印。你可以根据自己公司的需求，

选择对应的打印方式。详细教程

4）现场粘贴并使用

https://cli.im/help/54083
https://cli.im/help/51912
https://cli.im/help/51912
https://cli.im/help/52248
https://cli.im/help/5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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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好的二维码，可以直接贴在设备上，管理员扫码核对设备信息是否正确，也可以扫码

添加完善信息，粘贴好后即可投入使用了。

3.2 消防器材检查

消防器材数量较多，需要批量创建，扫码可以查看消防器材信息，添加每日巡检记录，支

持异常巡检记录实时提醒到相关负责人。

3.2.1 基本介绍

消防器材检查二维码

应用于：消防栓、灭火器

包含的展示信息：设备编号、使用位置、负责人和联系方式

包含的记录信息：日常巡检记录

标签材质及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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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牌样式示例： 粘贴位置示例

标牌材料：哑银不干胶贴纸 粘贴位置：配电箱右上角

二维码标牌尺寸： 5.6CM*9.6CM

管理操作规范及要求

各级岗位操作要求：

巡检人员：

定期定时完成巡检任务后，打开微信扫现场二维码，点添加巡检记录，按表单要求填写

当日的巡检结果，确认提交即完成了当日的巡检任务。

各部门责任人：教育所属员工安全责任，对巡检人员的巡检情况进行检查，解决反馈情

况，并积极整改。

安全管理部门：安全责任人到现场扫码进行抽查，实施监督、指导以及排名通报的职责。

3.1.2 创建二维码

消防器材数量较多，推荐使用我的模板进行批量创建，前期将器材的参数收集到 excel 表

里，上传 excel 表，可以批量生成。

具体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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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期准备，收集消防器材台账

收集消防器材信息：器材名称、编号、所在位置、负责人和联系方式，以及一份消防设备

的检查表。

2）批量创建二维码

进入管理后台，在左侧导航栏【批量模板】，点击【新建模板】。选择灭火器/消防栓等模

板并应用，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调整模板的内容，保存即完成了批量模板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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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上传 excel 批量生码】的方式，将 excel 模板下载下来，把前期收集到的消防设备

信息，填写入这个 excel 模板中并上传，即可自动生成一批人员二维码。

注意：需要先【下载 excel 模板】，将前期收集到的信息，填入到这个【下载 excel 模板】

中，再上传。（使用自己的 excel 表将无法批量生成）

3）表单权限设置

消防检查二维码中包含一个巡检表单，需要对表单的填写、提醒权限进行基本设置。巡检

表单默认所有人都能扫码填写，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需要进一步设置。

点击【编辑】，进入模板编辑页，点击表单的设置

 指定某几名巡检人员才能填写，其他人无法填写。查看「填写权限」设置教程

 一旦巡检结果异常，可以第一时间可以提醒到对应的负责人。查看「消息提醒」设置

教程

 提交的历史巡检记录，谁有权查看。查看「表单数据查看」功能设置教程

4）印刷打印并粘贴使用

https://cli.im/help/54083
https://cli.im/help/51912
https://cli.im/help/51912
https://cli.im/help/5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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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完毕以后，点击【下载打印二维码】，设置标签样式，进行打包下载。

打印好的二维码，粘贴在对应的消防栓或灭火器上，然后扫码核对信息是否有误，如果信

息不对，可以扫码进行修改或二维码里的内容。

5）日常数据管理

提交的巡检记录，会自动汇总，点击【表单数据导出】，可以查看所有的巡检记录，支持

导出 excel 表，进行分析或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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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全隐患排查

安全隐患定期检查，扫码上报检查情况，及时提醒相关负责人快速整改，减少安全隐患。

3.6.1 基本介绍

隐患排查二维码

应用于：危险源检查

包含的展示信息：危险源位置、负责人、手机号

包含的记录信息：隐患排查表单。含检查结果、隐患说明、现场情况说明，以及检查人

姓名、手机号、定位

标签材质及放置位置

标牌样式示例 放置位置示例

标牌材料：哑银不干胶或白胶车贴纸 粘贴位置：墙上或指定悬挂点

二维码标牌尺寸：5.6cm*9.6cm，或其他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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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创建隐患排查二维码

1）在对应目录下，可选择模块快速创建。

2）需要对隐患排查表单的权限进行设置，主要需要设置填写权限，消息提醒等。

 指定专人才能填写巡检记录，其他人无法填写。查看「填写权限」设置教程

 一旦检查结果异常，需要第一时间可以提醒到对应的负责人。查看「消息提醒」设置

教程

 提交的历史巡检记录，谁有权查看。查看「表单数据查看」功能设置教程

3）检查记录会自动汇总在后台，登录后台在【表单-表单数据汇总】中查看所有的数据，

支持导出为 excel 表。

https://cli.im/help/54083
https://cli.im/help/51912
https://cli.im/help/51912
https://cli.im/help/5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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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安全生产教育

将教育资料制作成二维码，粘贴在生产车间或日常培训时作为资料发放为工人。工人扫码

随时查看资料内容，还可添加已阅记录、考题等，管理员可以随时监控工人学习情况。

3.4.1 基本介绍

安全生产教育二维码

应用于：安全作业守则、EHS 培训材料、警示教育学习等

包含的展示信息：各类教育文件或其他资料

标签材质及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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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牌样式示例 放置位置示例

标牌材料：普通 A4 纸 粘贴位置：可贴在车间或培训资料上

二维码标牌尺寸： A4 纸大小 21cm*29.7cm

3.4.2 创建二维码

在后台在对应目录下，可以选择空白新建，一般学习资料为文件或者视频等内容，进入编

辑器后点击对应的组件，上传文件/视频等内容，即可生成二维码。

3.5 厂区出入登记

用一个二维码实现厂区出入人员和车辆的信息登记，方便后期随时回查和统计，提升厂区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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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基本介绍

出入登记二维码

应用于：人员登记、车辆登记

包含的展示信息：进厂须知，进厂说明等（也可不写）

包含的记录信息：信息登记表

含：来访人姓名、手机号、车牌号、来访事由等基本信息

标签材质及放置位置



草料二维码

标牌样式示例 放置位置示例

标牌材料：普通 A4 纸或其它 粘贴位置：门卫登记处

二维码标牌尺寸：21CM*29.7CM（建议使用 A4 纸）

3.5.2 创建及使用

在后台相应目录下，使用模板快速创建，我们提供了访客登记和车辆登记的模板，可以直

接使用。

二维码创建完成后，可以使用普通打印机直接将二维码打印在 A4 纸上，粘贴在门卫处即

可投入使用。

出入登记的二维码建议对记录查看权限进行设置，方便门卫可以扫码查看进出的所有记录。

查看设置教程

https://cli.im/help/5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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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汇总分析与汇报

4.1 数据查看和导出

进入管理后台，点击【表单-表单数据汇总】，可以查看所有的提交上来的表单数据，通过筛选

想要的时间、二维码名称、表单名称等，查看对应的信息，并支持导出成 excel 表。手机端可

在草料二维码小程序中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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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将 excel 表制作成 word 表格样式，用于存档。查看教程

4.2 手机端状态看板和计划报表

管 理 员 （ 子 管 理 员 ） +协 作 成 员 ， 可 以 在 手 机 上 查 看 到 设 备 整 体 的 运 行 状 态 和 数 量 。

https://cli.im/help/62403

https://cli.im/help/53974
https://cli.im/help/6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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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设置设备巡检、保养等计划安排，手机端便捷了解到员工有没有按期完成任务。详细说明：

https://cli.im/help/63847

4.3 第三方数据分析报表

巡检记录数量较多时，可以通过报表分析的方式，我们提供了数据 API 接口，可以对接 BI 分析

工具，实现可视化报表的创建，更清晰的了解管理的设备数量、巡检次数、是否存在漏检，设

备运行是否有异常等等。查看教程

https://cli.im/help/63847
https://cli.im/news/service/6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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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二维码汇总

将账号下的所有二维码，使用导航的形式制汇总到一个二维码中，形成一个微官网，方便随时

查看各设备的运行情况，以及展示给上级领导查看。

查看链接功能操作教程：https://cli.im/help/49267

https://cli.im/help/4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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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版印刷服务

草料提供多种二维码标签样式，也支持导出数据自定义排版，满足不同场景需求。提供了 A4

排版打印、标签机打印与草料代印刷等多种印刷方式，帮助快速落地应用，省心省力。

系统提供了 20+种排版样式，同时，我们也提供了亚银不干胶、PV 不干胶、亚克力、铝板等

不同材质的一物一码标签印刷服务。查看详情：https://cli.im/print/service

https://cli.im/prin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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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帮助说明

1）帮助中心入口

汇 总了 各类 操作 教 程， 点击 导航 栏 的【 帮助 】进 入 ，可 以在 搜索 框 中进 行快 速搜 索。

https://cli.im/help

https://cli.im/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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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服务

任何页面的右下方点击【咨询】，可以联系到人工客服，付费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咨询，添加专属

售后微信或拨打电话。

备注

我 们 会 对 资 料 内 容 进 行 优 化 迭 代 ， 可 以 点 此 查 看 和 下 载 最 新 版 的 资 料 ：

https://cli.im/help/61646

https://cli.im/help/6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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