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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维小保物业 APP 面向物业人员，主要用于电梯安全管理和物业日常管理。物业 APP 拥有客观公正的评价系

统，可为电梯进行健康分数的打分，帮助物业发现状况不好的电梯以便及时进行维保维修；通过云梯系统，

可自动发现电梯困人并利用可视/语音对讲跟被困人员进行沟通安抚；也可以自动识别梯内不安全行为（如

遮挡门、电瓶车入梯等行为），并通过自动劝阻的方式为电梯保驾护航。维小保 APP 还自动帮助物业生成电

梯运行报告，提高管理效率及水平。 

2. 使用前提 

2.1. APP下载 

维小保物业 APP 可扫码进行下载，或在各大应用商城（苹果、华为、小米、OPPO、VIVO、360、应用宝）

进行下载（注：安卓商店的版本会较苹果应用商店晚 1-2 天左右）。 

  
请认准蓝色背景的维小保 APP（白色背景为维保版本）。 

 

2.2. 账号注册 

账号有两种获得途径： 

1. 可通过物业 APP 中账号申请的渠道获得； 

2. 若该小区已存在管理员，管理员可通过物业 APP 的通讯录管理功能开通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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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介绍 

3.1. 首页 

首页主要包括顶部快速操作区域、电梯概况、通知消息、小保精选和最近观看 5 个部分。其中，快速操作

区域，除我的电梯外，其它功能将在服务模块详情说明。 

 

3.1.1. 电梯概况 

电梯概况展示该用户所选择的小区的电梯接入总数量以及这些电梯的平均健康水平。健康指数越高，说明

电梯的情况越好。 

 

3.1.2. 我的电梯 

我的电梯显示当前用户有权限的电梯列表。若电梯后面出现“调试”或“维护”标签，说明该部电梯当前处于安

装调试或维护状态，部分功能可能不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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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列表中的电梯可查看每部电梯的详细信息，包括电梯实时视频、基本信息、健康指数、预警状态、告

警记录、乘梯评价等数据。 

实时视频可以实时查看电梯的监控画面，画面中包含电梯运行的实时数据，如电梯运行方向、电梯速度及

电梯楼层等。用户也可以直接发起对讲、查看回放、查看电梯画像或者查看电梯数据。 

  

3.1.2.1. 发起对讲 

可与梯内人员直接进行可视对讲或者语音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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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查看回放 

可以自定义回放 3 天内（根据 TF 卡大小会有不同）的监控视频。 

 

3.1.2.3. 电梯画像 

展示电梯的实时数据，如开关门状态、有无人、楼层、运行方向、轿顶温度、轿厢人体感应、轿顶人体感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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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更多信息 

点击“更多信息”，可以看到电梯的详细数据，包括电梯的基本信息、健康指数、预警状态、告警记录、乘梯

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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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消息通知 

当用户负责的电梯出现告警时，首页会实时推送通知。点击通知，打开全部通知列表。 

根据通知的来源不同，全部通知分为告警消息、系统消息和服务消息。 

备注：进入全部通知页面，APP 的角标将重置为 0。由于 Android 的机型不同，部分手机的角标可能不显示。 

 

3.1.4. 小保精选 

小保精选除了不定期推送维小保团队精心挑选的电梯安全或物业管理案例外，还会给物业用户提供云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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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保的运行效果播报等。用户可以在每篇文章下面点赞或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 

 

3.1.5. 最近观看 

最近观看展示最近观看的电梯概况，可快速进入该电梯的单梯主页。最多记录 5 条电梯数据。 

 

3.2. 管理 

可查看发生的告警记录或事件并进行管理，如困人、遮挡门、维保审批等。 

目前支持的管理事件类型包括困人、遮挡门、电瓶车入梯、急停故障、高风险电梯、长时间开门、机房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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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异常、宠物入梯、电梯震动等，其中逆行和小孩单独乘梯是针对扶梯的告警类型。 

 

  

点击管理列表对应的事件，可查看相应告警的回放视频或告警详情。下图分别是遮挡门、机房温度异常和

电梯震动高发楼层的告警详情页。 

     

3.3. 服务 

包括云梯服务、电梯维保、物业管理和增值服务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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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监控回放 

默认查询当前电梯当天的回放视频，可以通过左右箭头切换日期。支持按小时和按分钟的比例尺查看，按

小时查看时，一小格表示 10 分钟；按分钟查看时，一小格表示 10 秒钟。 

时间轴上标有告警点，不同颜色的告警点表示不同的告警类型。 

 

3.3.2. 安全预警 

安全预警模块中可查看用户所拥有的权限的全部电梯的预警分数排名，由高到低，预警分数越高，该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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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需要关注。 

  

3.3.3. 健康指数 

健康指数模块中可查看用户所拥有的权限的全部电梯的健康指数分数排名，由低到高，健康指数越低，该

电梯已经出现的问题就越多。 

 

3.3.4. 音量调节 

可设置任意一部电梯的音量，音量包含标准音量及安抚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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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音量为正常情况下智能屏播放的声音，可从 0-100 进行设置； 

安抚音量为发生异常情况（如困人）智能屏播放的声音，可从 0-100 进行设置。 

 

3.3.5. 智能屏管理 

智能屏管理可改变屏幕上电话号码的展示，选择对应的电梯后点击保存即可生效。该功能开放给管理员。 

 

3.3.6. 云梯报修 

当云梯设备（比如智能屏、摄像头）发生故障时，物业人员可以通过云梯报修直接提交问题单。系统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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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单后，将安排客服人员跟进处理。 

 

3.3.7. 告警记录 

告警记录可快速查看某个小区所有的告警。 

 

3.3.8. 维保日历 

可查看电梯的维保计划。日历上会展示用户拥有权限的所有电梯，在设定的时间内（一般为 15 天）未做维

保会视为逾期。（需开启维保服务，并配合维保 APP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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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维保记录 

可查询已经完成的维保记录。（需开启维保服务，并配合维保 APP 使用） 

 

3.3.10. 维保审批 

物业人员可直接审批或批量审批维保提交的维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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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物业公告 

物业人员可以向智能屏发布物业公告。目前支持五种发布方式： 

a) 直接发布文字单行轮播； 

b) 发布指定格式的文字； 

c) 发布自定义图片（发布文字公告时可以通过模板快速输入公告正文，用户也可以自定义公告模板） 

发布图片时，单屏建议的图片尺寸比例为 27：7；双屏建议的图片尺寸比例是 16：9。 

若待发布的公告希望到期自动撤销，可以开启高级设置的定时发布开关。到期后，公告将会自动播放

结束。需要注意的是，直接发布单行轮播的文字暂不支持定时发布。 

d) 发布横幅标语（可调整字体大小、字体颜色及背景颜色） 

e) 模板图片（由我司后台配置，会不定期更新，为物业提供好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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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人员发布公告时，如果需要经领导审核，可以分配公告审核权限。公告审核人员发布公告时可以直接

发布。 

审核时，可以选择拒绝、通过或编辑。拒绝表示该公告不予发布；通过表示同意发布该公告；编辑表示该

公告可能有部分文字措辞不当或格式有误，需要修改后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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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报修报事 

物业人员通过物业APP或者物业WEB的报修报事登记问题后，可派遣维保人员或电梯维修人员处理该问题。 

其它非电梯故障的问题，物业人员可派遣任意物业人员处理该问题。 

此外，业主通过小程序端提交的电梯故障问题或由系统生成的电梯故障问题，我们会自动通知维保人员和

电梯维修人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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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统计分析 

3.3.13.1. 告警统计 

可按日、周、月查看某小区的告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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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2. 运行统计 

可按日、周、月查看某小区的运行数据统计。 

 

3.3.14. 报表中心 

系统会定期生成该小区的电梯运行报告，用户也可以自定义报告统计小区和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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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5. 小区监控 

部分小区除电梯轿厢内有摄像头外，在机房、轿顶或非电梯场景下也安装了智能摄像头。通过小区监控，

就可以查看这些小区所有的摄像头设备的实时监控。 

注意，该功能目前只对部分小区开放。若小区所有摄像头都在电梯轿厢内，该功能与单梯的实时监控效果

一致。 

 
 

3.4. 通讯录 

可查看该单位的组织架构，根据用户的权限不同，可查看的通讯录范围也不同。 

物业单位的管理员可以管理该单位人员和部门信息，在通讯录中添加成员即相当于给相关用户开通维小保

账号；监管单位的管理员则不开放该功能，无特殊作用。 

通过通讯录添加的账号，默认是未激活状态；该用户第一次在对应小区登录时，账号会自动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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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我的 

查看个人中心相关信息，完成积分任务，进入积分商城、提交意见反馈或设置通知推送等。 

 

3.5.1. 我的信息 

查看个人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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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做任务赚积分 

用户可通过做任务赚取积分。 

 

3.5.3. 积分商城 

用户可用获得的积分在积分商城内兑换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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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使用帮助 

可以查看一些常见问题。 

 

3.5.5. 意见反馈 

可进行 APP 或者云梯相关的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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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服务热线 

可拨打客服电话直接进行问题反馈或咨询。 

3.5.7. 分享 APP 

可通过微信、朋友圈或复制链接的方式分享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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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设置 

 

3.5.8.1. 视频播放与缓存 

可设置 wifi 或移动网络下是否要自动播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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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2. 通知推送 

可设置困人、维保、不安全行为等通知是否自动进行推动。 

可设置通知方式为振动或者声音。 

Android 系统 8.0 以上版本，需自行到手机的设置选项中设置振动或声音。 

 

3.5.8.3. 多语言 

目前支持中文（简体）、中文（繁体）及英文 

3.5.8.4. 登录密码 

可通过旧密码或者短信验证重新设置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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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5. 账号绑定 

可修改账号绑定的相关信息，如手机号、支付宝、微信。 

 

3.5.8.6. 关于我们 

可查看当前使用 APP 的版本号、隐私政策、官方网站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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