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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码前准备

设备巡检管理系统搭建教程（视频版），比文字版更直观。点击此链接查看：

https://cli.im/help/64740

1.1 建码流程

注： 如果前期需要收集的资料较多、时间较久，可以边收集资料边建码，能更

快落地应用

1.2 目录框架分类参考

可以根据自己公司的实际管理情况，在后台创建相应的目录，如按应用场景或

部门分工的方式创建二维码目录。常见分类方式如下

https://cli.im/help/64740


以应用场景创建目录示例

1.3 账号管理权限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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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创建二维码前应收集的资料

二维码支持单个创建和批量创建，对于大型的设备、医疗设备等数量较少的二

维码，适合单个创建；制作消防栓、变压器等较多相同设备二维码时，建议使

用批量创建。

1.4.1 需收集的资料

1）批量建码信息：用于批量创建二维码，例：

 设备台账（如变压器）：设备名称、编号、规格型号、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

率、操作顺序、气体额定压力、生产厂家、出厂日期、投运日期；

 消防器材台账（如消防栓）：编号、规格、使用部位、设置地点、配置时间、使用有

效期、管理负责人、联系方式；

2）人员权限信息表：用于批量人员权限设置（维护组人员信息）

3）日常巡查表：用于设置记录模板，例：

 消防栓巡检表、变压器巡检表、电梯保养记录表、病人监护仪检查表等等；

1.4.2 资料收集表格示例

（1）批量建码 excel 示例，如变压器、消防栓：



（2）人员权限信息 excel 示例

1.5 二维码效果示例





注：码内的所有信息都可多次编辑修改



二、后台建码流程

2.1 单个二维码创建

2.1.1 单个建码流程图

适用于数量较少的设备，如大型生产设备、医疗设备等

2.1.2 具体建码流程

以生产车间的数控车床为例，使用模板进行创建。

1）在后台相应目录下，点击【模板库建码】

2）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模板进行修改



3）对表单权限进行设置，设备巡检一般需要指定巡检人员才能填写，检查异



 指定某几名巡检人员才能扫码填写。设置填写权限

 巡检异常消息提醒到相关人员。设置消息提醒功能

 支持扫码查看所有历史巡检记录。设置扫码查看数据权限

https://cli.im/help/54083
https://cli.im/help/51912
https://cli.im/help/52248


4）点击【生成二维码】完成二维码创建，将二维码下载走，或进行排版打印

后即可粘贴使用

2.2 批量创建二维码

2.1.1 批量建码流程图

适用于同款设备数据较多时的创建，如消防栓、灭火器、变电箱、电梯等

2.1.2 具体建码流程



以消防设备中的灭火器为例，使用模板进行批量创建。

1）准备一份灭火器的信息表（也可以先建空白码后录入信息）

2）进入后台，点击批量模板，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模板，也可以从空白开始

新建，编辑好模板点击保存完成模板的创建。批量模板使用教程

3）内容编辑完成后，需要对表单进行权限设置。

https://cli.im/help/60214


 指定某几名巡检人员才能扫码填写。设置填写权限

 巡检异常消息提醒到相关人员。设置消息提醒功能

 支持扫码查看所有历史巡检记录。设置扫码查看数据权限

4）模板编辑完成后，即可保存生成模板。点击【上传 excel 批量生码】，点击

下载 excel 模板，将灭火器信息输入后，重新上传，系统将自动生成一批二维

码。

https://cli.im/help/54083
https://cli.im/help/51912
https://cli.im/help/52248


5）生成好的二维码，可以进行手机端编辑权限设置，方便后期二维码贴出去

后，还能在手机端修改或补充照片、所在位置等信息。



6）排版打印。选择合适的标签样式，点击【下载打印二维码】即可下载二维

码标签，连接普通激光打印机，快速打印二维码即可投入使用。

如果标签样式不符合你的需求，你可以打包下载二维码，自己排版或交由广告

公司排版打印。

7）二维码状态设置。通过状态规则的设置，可以实时反馈检查结果，如检查

结果为异常，设备运行状态自动变更为异常。了解详情

https://cli.im/help/6163


后续可以通过二维码状态功能，进行数据统计报表的汇总，以及根据状态进行

提醒等。

2.3 协作成员管理

协作成员指的是在手机端拥有审核、接收消息、查看表单数据等操作权限的人

员，设置后可实现谁能填写二维码、谁能接收消息提醒，谁能查看表单数据。

查看详细教程

https://cli.im/help/52248


三、数据汇总分析与汇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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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将 excel 表制作成 word 表格样式，用于存档。查看教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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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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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第三方数据分析报表

通过数据 API 接口服务，可以将你在草料平台的数据与你已有的系统对接，或

是将数据推送到你的数据库中，FineBI、BDP 等数据分析工具连接数据库，就

能制作实时数据报表，方便你的日常工作。查看详细教程

https://cli.im/help/63847
https://cli.im/news/service/61805


四、常见应用场景介绍

4.1 常见场景罗列



4.2 具体各场景介绍

1）生产制造设备：

电子化表单，支持设置权限后手机端编辑替换图片、修改信息。可随时查看与

添加巡检/维修记录等，巡检防作弊，权限分配，责任到人。

生产设备点检二维码



应用于：车床、铣床、机床等等

包含的展示信息：设备名称、型号、编号、负责人，点检说明以及操作手册

包含的记录信息：日常点检记录单。含点检项、情况说明、现场照片/视频，总结说

明，以及巡检人的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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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克力、铝板或 PVC 粘贴位置：视具体设备而定

二维码标牌尺寸：5CM*8CM



2）物业消防（电梯、消防设施等）：

每个消防检查点对应一个二维码，使用手机微信扫码即可进行检查工作，及时

发现消防安全隐患，防患于未然，以极低的实施成本降低火灾事故带来的损失。

消防设备检查二维码

应用于：消防栓、灭火器、电梯等等

包含的展示信息：设备名称、编号、负责人、联系方式

包含的记录信息：日常巡检记录单。含巡检结果、检查内容、情况说明、现场照片/视

频，以及巡检人的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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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贴位置：消防箱右上角

二维码标牌尺寸：5.6CM*9.6CM

3）能源电力设备（变压器、锅炉等）：

每个设备/检查节点配备唯一身份二维码标牌，设备参数、技术资料、运维管理

信息扫码即得，还可以扫码完成巡检工作，上报隐患，极大降低安全事故隐患。

能源电力设备检查二维码



应用于：变压器、断路器、锅炉、迎风机等等

包含的展示信息：设备名称、型号、编号、额定电压、电流、生产厂家、运营管理信

息，运维人员信息

包含的记录信息：日常巡检记录单、维修记录。含巡检结果、检查内容、主变温度、

情况说明、现场照片/视频，以及巡检人的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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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使用哑银不干胶，

室外使用亚克力或铝板

粘贴位置：平整易扫码的位置，视设备为定

二维码标牌尺寸：5.6CM*9.6CM



4）医疗设备（病人监护仪、除颤仪等）：

每个设备对应一个二维码，医护及维修人员随时登记使用、消毒、维护保养情

况，管理人员可从账号后台查看数据，进行定期检查。

医疗设备检查二维码

应用于：麻醉机、除颤仪、呼吸机、输液泵等等

包含的展示信息：设备名称、型号、编号、使用科室、保管人、操作规范

包含的记录信息：使用记录单、清洁消毒记录单、报修申请、维修保养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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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贴位置：视设备而定

二维码标牌尺寸：5.6CM*9.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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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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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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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