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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巡检使用说明 
软件版本：V1.1.30 

 

 

 

 

 

 

 

 

 

 

 

 

 

 

首页 
 

首页界面包含了整个 APP 的所有功能的总览， 

包括通知、测试、手机软件更新等信息。 

首页主界面上主要有 APP 的四大功能图标， 

可以通过点击这些图标进入到相应的功能中。 

这四大主要功能分别是 

1、巡检  2、处置 

3、异常  4、签到 

在首页界面下部也同时显示有 

巡检、处置、首页、异常、我的，  

共五个图标。点击相应图标同样可以进入 

相应功能。（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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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我的 我的 

点击首页“我的”图标，  (接上一页）  

跳转至“我的”页面。 “我的”页面中包含有 (如图) 

(如图) 1、个人 

 2、签到 

 3、上传列表 

 4、保安卡注册 

 5、数据更新 

 6、系统更新 

我的 → 个人 ① 我的 → 个人 ② 

点击“个人”选项，跳转至  (接上一页）  

“个人”页面  (如图) “个人”页面中展现的是本设备的 

 基本信息，包含手机名称、型号、 

 设备 ID、应用版本号、安卓版本 

 等。（如图） 

 注：设备 NFC 功能读取的信息 

 也会在此页面中的“巡检点”功能 

 中显示。 

我的 → 签到  签到 → 签到 / 签退 

点击“签到”选项，跳转至  （接上一页）  

“签到”页面（如图） “签到”页面中包含签到”和 

 “签退”两个功能图标。（如图） 

 注：签到功能相当于上班打卡，  

 签退功能相当于下班打卡。 

 （卡为上海市公安局核发的保 

 安员证） 

  

签到 → 签到 ① 签到 → 签到 ② 

点击“签到”选项，跳转至下  （接上一页）  

一页面。（如图） 当“签到”页面出现“立即刷 

 卡” 界面时在设备背面的 NFC 

 读取位置放置上海市公安局核 

 发的保安员证，等待设备完全 

 读取保安员证的信息后会自动 

 跳转至“立即拍照”页面。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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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 → 签到 ③ 签到 → 签到 ④ 

（接上一页）  （接上一页）  

 当“签到”页面出现“立即拍 完成自拍照并点击“√”后自动 

照”界面时，点击“立即拍 跳转至下一页面。（如图） 

照”，跳转至拍照页面。  

（如图）  

  

  

  

签到 → 签到 ⑤ 签到 → 签到 ⑥ 

（接上一页）  （接上一页）  

签到自拍完成后，跳转至此 当跳出询问是否签到时，如确 

页面。页面上有姓名及自拍 定要签到，点击确定，如否定要 

照图像，确认无误后点击 签到，点击取消。（如图） 

“签到” （如图）  

  

  

  

签到→签退 我的→上传列表 

签退操作步骤同签到操作步  点击“上传列表”选项，跳转  

骤（如图） 至上传列表页面。（如图） 

  

  

  

  

  

  

上传列表 我的→保安卡注册 

（接上一页）“上传列表”中  点击“保安卡注册”选项，跳转  

 

 

显示的列表为当天所有己经 至注册页面。（如图） 

巡检完毕的信息。（如图）  

注：蓝色为上传成功，红色为  

上传失败。当列表中出现红  

色图标时般情况下巡更设备  

会自动断点续传如长时间没  

有续传可以手动点击红色图  

标执行手动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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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卡注册 → 注册 ① 保安卡注册 → 注册 ② 

（接上一页）  （接上一页）  

跳转至“立即刷卡”界面时在

设备背面的 NFC 读取位置放

置上海市公安局核发的“保

安员证”，等待设备完全读取

保安员证的信息后自动跳转

至下一页面（如图） 

核对此页面中各种信息，包括

姓名、性别、民族、血型、身

高。核对无误后在电话一栏输

入保安员自己的手机号码。确

认无误后点击“立即注册”完

成注册过程。（如图） 

 注：保安员在本单位工作期问只

需注册一次，如保安员变更工作

单位且继续从事安保工作的，需

在新单位巡更系统中重新注册

信息，原单位巡更系统自动删除

其注册信息。 

我的 → 数据更新 数据更新 

点击“数据更新”选项，跳转  （接上一页）  

至数据更新页面。（如图） “数据更新”页面中包含巡检计

划、线路信息表、事件分类字典

表、巡检人员信息共四大类信

息，每个大类提供相应的信息。

当巡检平台有任何信息更新后

需要在“数据更新”页面中点击

“一键更新”选项，启动更新程

序更新巡更棒本地信息。（如图） 

 注：建议每次签到上岗后先做 

一下数据更新再做其它操作。 

  

数据更新 → 巡检计划 数据更新 → 线路信息表 

点击“数据更新”页面中“巡  点击“数据更新”页面中“线路  

检计划”选项，打开后显示的 信息表”选项，打开后显示的 

是本周所有巡检计划。点击 是所有线路信息，点击相应的线 

相应计划后显示计划内容， 路选项可以查看线路信息点名 

内容包含线路信息，排班时 称及相应信息点编号。（如图） 

间等各种资讯可供查阅。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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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更新 → 事件分类字典表 数据更新 → 巡检人员信息 

点击“数据更新”页面中“事  点击“数据更新”页面中“巡检  

件分类字典表”选项，打开后 人员信息”选项，打开后显示的 

显示的是所有异常事件的分 是所有己注册安保人员的注册 

类共七大项，每大项点开后 信息。（如图） 

有若干小项。异常事件小项  

能在巡检及突发事件过程中  

帮助安保人员迅速选择事件  

类型并上传处理。（如图）  

  

我的 → 系统更新 首页 → 巡检 

点击“系统更新”选项，系统  点击首页“巡检”图标，自动  

自动更新至最新版，根据提 跳转至下一页。（如图） 

示操作，完成软件更新。  

（如图）  

  

  

  

  

巡检 → 线路选择 巡检 → 排班及开始巡检时间 

（接上一页）  （接上一页）  

弹出“线路选择”列表，选中 页面正上方显示线路名称，下方 

需要巡检的线路，跳转至下 显示排班及每班开检时间。点击 

一页面。（如图） 相应时间段的排班后跳转至下 

 一页面，准备开始巡检操作。 

 （如图） 

  

  

巡检 → 用户认证 ① 巡检 → 用户认证 ② 

（接上一页）  （接上一页）  

用户认证页面中出现“立即 在这一界面中包含用户的两个 

刷卡”界面时，请在设备背面 信息，姓名，职位。核对无误后 

的 NFC 读取位置放置上海市 点击“开始巡更”，跳转至下一页 

公安局核发的保安员证或已 面。（如图）注：至此巡检前的准 

经注册的 IC 卡，等待设备完 备工作全部完成，开始正式巡检 

全读取保安员证或 IC 卡内 工作。 

的信息后自动跳转至下一页

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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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 → 巡检界面 ① 巡检 → 巡检界面 ② 

（接上一页）  （接上一页）  

在这一界面中最上方显示的

是线路名称。下面蓝色一行

显示的是在什么时间段内完

成巡检及当前巡检点名称，

由于此时还未巡检任何信息

点所以暂无信息点名称。再 

下面红色的区域显示的是各

信息点名称。右下角灰色圆

圈内显示本线路总点数量及

已经巡检过的信息点数量。

在界面中下方位置显示有两

个灰色选项，分别是异常和

处置，由于此时还未巡检任

何信息点所以“异常”及“处

置”选项处于未激活状态，点

击无反应。最后蓝色选项是 

“结束巡更”（如图） 

在这一界面中信息点名称为“2

号点”的颜色显示为灰色，表示

此信息点已经巡检完毕。信息点

名称为“4 号点”的颜色显示为

蓝色，表示当前正在巡检的信息

点。其它显示为红色的信息点名

称表示还未巡检的信息点。此时 

界面右下角灰色圆圈内显示的

数字是 2/5，表示本线路本次巡

检已有 1 个信息点巡检完成，1

个信息点正在巡检，还有 3 个信

息点未巡检。“异常”和“处

置”选项显示为蓝色，此时在巡

检过程中如有异常事件可以点

击这两个选项进行异常事件上

报及处理。 

 注：如果此时有突发事件需要提

前结束巡检，可以点击“结束巡

更”选项，提早结束巡检，但会

在巡检平台“巡更记录”中显示

各种异常结束巡检的比如欠时、

漏检等。（如图） 

巡检 → 异常 巡检 → 异常事件上报 ① 

巡检过程中发现异常事件时  （接上一页）  

点击巡检界面中下方的“异 打开异常事件对话框，首先选 

常”选项。（如图） 择“事件分类”，再选择“事件 

 类型”.选择完成后，点击 

 “拍照”，跳转至下一页面。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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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 → 异常事件上报 ② 巡检 → 处置 

（接上一页）  巡检过程中，异常事件上报后，   

照片拍完后点击“✔”图  如“异常事件”能随手解决时，  

标，完成异常事件上报。 点击巡检界面中下方的“处置” 

（如图） 选项（如图） 

注 注：比如“门窗未关”等异常事 

1、拍摄异常事件现场照片。 件，就属于可随手解决事件范 

2、巡检过程中每个信息点上 畴。 

报异常事件次数不限。  

  

巡检 → 未处理事件 未处理事件 → 事件处理信息 ① 

（接上一页）  （接上一页）  

打开“未处理事件”列表，点 检查“事件处理信息”界面信 

击要处理的事项条目，跳转 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界面 

至下一页面。（如图） 下方“进行处置”选项，跳转 

 至下一页面。（如图） 

 注：主要检查“备注”信息 

  

  

未处理事件 → 事件处理信息 ② 未处理事件 → 事件处理信息 ③ 

（接上一页）  （接上一页）  

确认页面中姓名、职位、处置 照片拍完后点击“✔”图标，  

状态等信息后，点击界面中 （如图） 

“立即拍照”选项，跳转至拍 注：异常事件处理完成后拍摄 

照页面。（如图） 事件现场照片 

  

  

  

  

未处理事件 → 事件处理信息 ④ 巡检 → 结束巡检 

（接上一页）  所有信息点巡检完成后点击界  

再次确认界面中信息无误 面最下方“结束巡更”选项结 

后，点击界面下方“发布处 束本次巡检任务。（如图） 

置”选项，完成异常事件处  

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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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异常 异常 → 异常 ① 

点击首页“异常”图标，自动  （接上一页）  

跳转至下一页。（如图） 当“异常”页面出现“立即刷卡” 

注：在非巡检过程中发现异 界面时在设备背面的NFC读取位 

常事件需上报异常事件时可 置放置上海市公安局核发的保 

以使用此功能。 安员证，等待设备完全读取保安 

 员证的信息后会自动跳转至“立 

 即拍照”页面，（如图） 

  

  

异常 → 异常 ② 异常 → 异常 ③ 

（接上一页）  （接上一页）  

确认界面中姓名、职位信息 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合适 

后，点击“事件分类”选项。 的事件分类。（如图） 

（如图）  

  

  

  

  

异常 → 异常 ④ 异常 → 异常 ⑤ 

（接上一页）  （接上一页）  

点击“事件类型”选项。 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合适 

（如图） 的事件类型。（如图） 

  

  

  

  

  

  

异常 → 异常 ⑥ 异常 → 异常 ⑦ 

（接上一页）  （接上一页）  

“事件分类”和“事件类型” 点击“✔”后自动跳转至下一 

选择完成后，点击“立即拍 页面。（如图） 

照”选项，跳转至拍照页面。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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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 → 异常 ⑧ 首页 → 处置 

（接上一页）  点击首页“处置”图标，自动跳  

再次检查界面中的各项信 转至下一页。（如图） 

息，确保各项信息准确无误  

后点击界面下方“发布异常”  

选项，完成异常事件上报。  

（如图）  

  

  

  

处置 → 处置  

 

 

感谢您对上海巡检的支持 

处置页面中包含“已完成 

事件”和“未完成事件” 

“已完成事件”页面中显 

示已经处置完毕的异常事 

件。“未完成事件”页面 

中显示还未处置的异常事 

件。 

 

注：点击“已完成事件” 

可查看已完成事件的详细 

信息。点击“未完成事件 

可以查看未完成事件的详 

细信息，并可以选择是否 

处置该未完成事件。（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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