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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概述 

1. 系统概述 

城市化进程加剧电梯数量激增，电梯安全关乎百姓财产和人身安全，电梯事故

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电梯监管行业需求势在必行。国家质监总局高度重视，多

次发文呼吁，支持电梯多元监管。 

 

云梯卫士整体解决方案建立多元共治的管理格局,减少安全事故，通过互联网+

电梯物联网创新融合，云梯卫士物联网实现城市电梯智能管理，运维监督，电梯保

养管理,责任管理,定检机制,维保监测,数据管理。结合移动互联网技术，云梯卫士 APP

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人员管理和运维服务,实现维保考勤、巡更管理，维保全流程

无纸化，维保任务实时调度派遣， 维修年审管理，云端大数据统计分析。 

 

2. 技术优势 

云梯卫士，依托自主研发的“云梯卫士系统+云盒”的模式，利用全新的智能

通信网络架构及引擎技术，为企业电梯管理领域构建出新型的安全信息话管理系

统，为企业电梯的信息话监管和安全服务保障带来全新的功能服务。 

云梯卫士基于新型的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电梯监管数据

查看于管理服务。 

云梯卫士才有 Openfire、Hadoop、云平台和大数据等现今成熟技术手段，更可

靠、更安全、更精准。 

云梯卫士采用全新 UI 交互设计，让用户全方位便捷管理电梯安全信息。 

云梯卫士主要有以下七大优势： 

1) 多电梯终端组网，电梯信息化管理，维保状态实时查看。 

2) 企业人员帐号分组化管理，电梯维保和物业人员分配管理。 

3) 维保公司信息化管理平台，电梯维保计划自动化生成，维保消息提前下发

通知，维保任务实时人员调度派遣功能。 

4) 物业公司电梯安全信息监管平台，多小区电梯信息化管理，电梯维保状态

数据化管理，电梯安全统计分析，为业主提供电梯安全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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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保/物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安全化管理电梯，维保全流程信息同步。 

6) 电梯安全管理大数据，可实现电梯数据统计、分析、导出功能，电梯事故

提供溯源依据。 

7) 运营方便，公有云服务平台，节省自架服务器与日常维护及管理人员费用

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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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梯卫士功能介绍 

1. 主要功能介绍 

新增电梯：使用云梯卫士 App，通过蓝牙摇一摇找到电梯并新增，可以新增不同品

牌的不同类型的电梯，包括直梯、扶梯、货梯和客梯等。 

电梯维保：对不同的维保任务，如半月保、季度保、半年保、年度保等维保任务进

行查看，签到、维保、填写结果、提交物业确认等。  

电梯维修：对维保过程中发现或物业提交的维修任务进行查看，签到、维修、填写

结果、提交物业确认等。 

物业确认：对维保完成的维保或维修任务进行确认，合格或者不合格给予相关的意

见等。 

 

1.1 云梯卫士 iOS 版详细功能列表： 

      

角色 对象 功能项 操作权限 

维保公司 

电梯 

电梯基本信息 
新增、编辑、查看、

分组、解除分组 

电梯维保、维修、年

检 

查看，维保和维修

的同意和不同意 

电梯统计数据 查看 

维保工 维保工基本信息 
新增、查看、编辑、

分组、删除、派遣 

物业公司 

电梯 

电梯基本信息 
新增、编辑、查看、

分组、解除分组 

电梯维保、维修、年

检 

查看，维保和维修

的同意和不同意 

电梯统计数据 查看 

物业管理员 物业管理员基本信息 
新增、查看、编辑、

分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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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员 

电梯 

电梯基本信息 编辑、查看 

电梯维保、维修、年

检 

查看、确认维保或

维修任务 

电梯统计数据 查看 

物业管理员 物业管理员基本信息 
查看名字、电话和

所在组 

维保工 

电梯 

电梯基本信息 编辑、查看 

电梯维保、维修、年

检 

查看、确认维保或

维修任务 

电梯统计数据 查看 

维保工 维保工基本信息 
查看名字、电话和

所在组 

    

 

2. 环境要求 

适配当前主流 ios 系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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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梯卫士使用说明 

   云梯卫士的账号有四种：维保公司、物业公司、物业管理员和维保工。 

维保公司用户：用户要在云梯卫士官网进行注册。用户拥有新增电梯、编辑电梯信

息、电梯分组、解除编组，新增维保工、对维保工进行编辑、分组、解除编组、删除，派遣

维保工去维保/维修，查看维保/维修任务，查看消息，录入年检等权限。 

  物业公司：用户要在云梯卫士官网进行注册。用户拥有新增电梯、编辑电梯信息、电梯

分组、解除编组，新增物业管理员、对物业管理员进行编辑、分组、解除编组，查看维保/

维修任务，查看消息，录入年检等权限。       

    物业管理员：用户拥有新增电梯、编辑电梯信息、电梯分组、解除编组，查看维保/维

修任务，确认维保/维修任务，查看消息等权限，用户只能在 App 上登录。  

    维保工：用户拥有新增电梯、编辑电梯信息、电梯分组、解除编组，查看维保/维修任

务，确认维保/维修任务，进行维保/维修任务，查看消息等权限，用户只能在 App 上登录。 

    以下为操作流程。 

1. 注册登录 

iOS版用户可在 App Store 应用，搜索云梯卫士，点击下载 

 

安装手机云发，打开 APP，输入已经注册好的维保公司账号（其它账号登录时情况一样），

绘制签名后登录成功。如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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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登录成功后，首先进入主界面，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主要的功能模块，如最新消息、维

修通知、立即派遣、电梯、维保、物业、记录、任务。如图（1.1.2） 

 

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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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基本信息 

点击个人信息，进入个人信息页面，可以编辑用户信息，如公司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

签名还有修改密码，同时可以查看到版本等信息。如图（2.1.1） 

 

  图（2.1.1）  

3. 电梯 

3.1  新增电梯 

进入电梯模块，点击【新增电梯】，然后摇一摇，选择搜索出来的电梯，填写电梯的名

称、基本信息、维保检验信息、详细信息、拍照。点击确认后增加成功。如图（3.1.1） 

 

图（3.1.1） 

3.2  编组和解散编组 

为方便管理和操作，可以对电梯进行编组，点击【新建编组】，输入组名点击下一步，

再选择相应要建组的电梯，点击【确定】；同时也可以创建子组或者解散编组（注：物业管

理员和维保工没有权限进行这些操作）。如图（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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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3.3 编辑电梯信息 

    进入“电梯”模块，选择某一电梯，点击更多，可以进入到电梯详情页面，点击编辑就

可以对电梯的基本信息，维保检验信息、详细信息、设备编号和照片等内容进行编辑。 

  

3.4 查看维保、维修和年检记录 

进入“电梯”模块后，可以看到该电梯查询时间内的维保、维修记录，还有年检记录。

如图（3.4.1） 

 

图（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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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员工 

    维保公司进入“维保”，物业公司进入“物业”就可以添加相关的新员工。维保公司增

加的是新的维保工，物业公司增加的是新的物业管理员。维保公司和物业公司都可以对新的

员工进行编组、解除编组、编辑员工信息、删除员工以及查看员工的维保和维修记录作，维

保公司还能派遣维保工去维保或维修。物业管理员和维保工都没有权限此区域进行其它操

作，下面以维保公司为例。 

1） 维保公司新增维保工、编组、解除编组、编辑维保工信息（如果选择重置密码，重

置后维保工的密码为 000000）、删除员工。如图（4.1.1）  

   

 

   图（4.1.1） 

2） 维保公司派遣维保工去维保或维修、查看维保工的维保和维修记。如图（4.1.2） 

  

图（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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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公司间的合作关系 

5.1 查找并添加要合作的物业公司。 

    维保公司进入“物业”或物业公司进入“维保”就可以搜索相关的公司并以此进行合作

关系的建立。物业管理员和维保工无此权限。以下以维保公司账号为例： 

   1）维保公司账号进入“物业”模块，选择添加公司，然后输入相应的物业公司的名称进

行搜索，查找出来后选中并点击确定，相应的合作申请就会发送到该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同

意后维保公司和物业公司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如图（5.1.1） 

    

图（5.1.1） 

2） 维保账号（维保公司或维保工）在“物业”，物业账号（物业公司和物业管理员）在

“维保”能查看到对应公司的维保、维修和年检记录，如图（5.1.2） 

   

图（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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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任务 

    进入“任务”模块，可以查看到电梯的所有未完成的维保和维修任务。 

1）未完成所有流程的维保任务。如图（6.1.1） 

    

图（6.1.1） 

2） 未完成所有流程的维修任务。如图（6.1.2） 

 

图（6.1.2） 

    维保工可以在自己选择自己未完成的任务，然后去到设备所在地进行摇一摇签到，填

写相关的维保或维修内容，然后提交等待物业处理；物业管理员可以对维保或维修完成的任

务进行确认，确认后代表该任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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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维修通知（发起维修通知） 

  选择主界面上的维修通知，会提示报修的方法，可以选择摇一摇或者电梯列表方式。 

1） 摇一摇方式报修，如图（7.1.1）。 

          

                                    图（7.1.1） 

 

  2）选择电梯列表的方式报修，如图（7.1.2）。 

      

                                  图（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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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立即派遣 

    此功能为维保公司独有，物业公司或物业管理员以及维保工显示的是“当日任务”，因

此对这模块进行详细说明一下。 

    点击主界面上的“立即派遣”，维保公司可以派遣维保工进行维保或维修任务。 

1） 点击“立即派遣”派遣维保工去维保，如图（8.1.1） 

   

图（8.1.1）  

2） 点击“立即派遣”派遣维保工去维修，如图（8.1.2） 

 

                                   图（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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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消息  

各种消息维保相关的和维修相关的，年检的和其它消息，都可以在消息里查看到。 

1） 最新的消息会显示在主界面上进行提醒，如图（9.1.1） 

 

          图（9.1.1） 

2） 其它相关消息我们可以从消息模块里查看，如图（9.1.2） 

 

图（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