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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权限 

1.1. 单位管理 

主要功能：新增（子级）、修改、删除（删除时需先处理关联的数据，有相应的

提示）。目前为层级最高为三级。 

 

1.2. 用户管理 

1、新增：先选择左侧对应单位，再点击【新增】。每个单位只能新增一个账号。

第一次登录时需强制重置密码、填写联络人和联络电话。联络电话将作为相关短信提

示的接收号码，如果有多个号码需接收短信，可在接收短信处填写多个。 

2、功能：新增、删除、重置密码、移动（将该账号移动到其他单位）、授权（授

权角色，才能使用相关功能。可授权多个角色，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1.3. 角色管理 

功能：新增、删除、授权（授权相关模块和按钮）。用户管理的授权即是授权角

色列表里的权限。角色管理建议收归管理员所有。非 admin 用户授权时，只能授权相

应角色，可根据实际情况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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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 

2.1. 公告管理 

发布相应的公告，以便其他用户能及时了解一些政策或调整。公告在系统首页展

示。 

功能：新增、删除、修改、状态（上架或下架）。 

 

2.2. 风险地区 

功能：新增、删除、修改 

其他： 

1、比对日期为前 14 天开始比对，比如设定为：2022-05-30。则 2022-05-16 以后

的行程都将比对，解除风险后设定的解除日期同样将比对后 14 天（2022-05-30 后的

14 天）的行程。 

2、风险地区可选地区二级。可设全省或全市为风险地区。 

3、风险地区的设定需相应的管理员设置，可参考全国风险地区，也可根据当地

的实际情况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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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短信设置 

短信通知层级设定。目前为两个：外出-预警通知层级、外出-管控通知层级，通

知都为四级通知，可多选。 

 

3. 应检尽检 

3.1. 采样结果 

采样结果为对接当地采样数据，需提供相关接口或数据。 

3.2. 核酸结果 

核酸结果为对接当地核酸结果数据，需提供相关接口或数据。 

3.3. 分类管理 

 重点人群的分类管理。根据当地相关文件执行。 

 说明：检测频次为 N 天/N 次，执行时间为一个周期。达标比率为政策规定的比

率。如该人类下的人员在周期内达到该检测频次，视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3.4. 单位管理 

 将一些重点单位新增后，生成上报地址。由相关单位自主上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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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录入相关信息。如采用导入，导入前用仔细阅读导入须知。 

 录入的主要信息为：编码（分类管理里数据的编号）、姓名、证件号码、所属单

位、地址所在等。 

 

3.6. 采样数据 

 根据分类管理设定的检测频次生成的数据。目前未每天生成，可根据每日生成督

促下面的单位完成检测。 

3.7. 采样报表 

 根据采样数据形成报表。 

 

3.8. 现场地址 

 现场地址为应检尽检人员为免费核酸，为避免其他人员进入现场，需检测人员输

入自己的身份证号查询，查看系统是否存在该人员。 

 



 

7 

3.9. 现场记录 

 核酸检测人员查询记录。 

3.10. 现场统计 

 核酸检测人员查询记录统计。 

4. 外出 

4.1. 单位人员 

由单位管理员录入本单位人员信息。录入后，方能请假销假。录入信息为姓名、

手机、性别、证件号码等。如录入身份证，将检测身份证号码是否正确。 

 

4.2. 外出登记 

单位人员请假后，由本单位管理员录入请假信息。根据系统相关提示录入即可。

特别说明：外出地区要根据实际选择，该地区将与风险地区比较。 

 

其他功能：删除、修改出行、修改回程、短信预警（xxx 单位的 xxx 在中高风险

地区有途径轨迹，请加强个人防护并在回常后第一时间向社区报备管控。）、自主短信

（自主短信为可编辑内容，发送）。 

行程：行程由外出人员报给各单位管理员，管理员新增。如无其他外出地，系统

将每天按照行程中报备的地区自动增加行程。 

回程：审核时，将根据提示风险进行处理。 



 

8 

行程定时比对：与风险地区比对，如有风险将通过短信预警发送通知。每 8 小时

比对一次。比对规则为行程时间在风险地区比对时间的前 14 天和解除时间后 14 天的

日期内。 

短信预警定时发送时间：早上 7 点、中午 14 点、晚上 9 点。 

4.3. 外出待审 

外出时间超出预计回程时间，将提示此外出需要审核。 

4.4. 待审统计 

外出待审按照各个单位统计，提醒各单位及时处理。 

4.5. 预警列表 

与风险地区比对后，如行程有风险，将预警。 

4.6. 管控列表 

回程审核，如有风险，将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如隔离，居家等。可设置解除时

间，到指定解除时间，将自动解除管控。 

4.7. 外出统计 

外出情况统计，根据外出记录统计出各个单位以及预警、管控等详细情况。 

 

5. 社区 

5.1. 网格列表 

将街道社区的各个网格录入系统，人员回程申报将根据各个网格进行申报。 



 

9 

 

5.2. 网格用户 

录入网格管理员，网格管理员进入系统后可查看本网格的申报信息。同时人员自

主申报后，将短信通知网格员。 

5.3. 申报地址 

申报地址为网格申报地址，已经自动生成二维码。将二维码张贴到本网格，由本

网格的居民回程后，自主扫描二维码报备。 

5.4. 申报分配 

申报分配为比较大的卡口（高速、高铁站等），由县区负责。回程人员按照各个

街道就行报备，报备成功后由街道分配到具体的网格。 

5.5. 申报列表 

回程人员自主申报的信息，申报信息时将上传相关凭证（核酸、行程码）等，同

时将签署承诺书。 

5.6. 预警列表 

回程人员申报信息与风险地区就行比对，比对后如行程有风险将进行预警。 

5.7. 申报统计 

申报信息就行统计，统计结果可供上级或领导决策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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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校 

6.1. 班级管理 

新增学校各个年级班级。 

6.2. 学校用户 

年级组长、班主任等年级班级管理员。 

6.3. 申报地址 

各个班级生成自己的地址（二维码），班主任将该二维码发送给家长，家长的外

出申报或学生请假都从该地址进入申报。 

6.4. 外出列表 

学生外出请假的申报信息。 

6.5. 外出审批 

学生外出申报后，由班主任审批，审批通过后将发送短信通知家长。 

6.6. 回程审核 

学生外出结束申报行程相关信息，由班主任研判该学生是否复课。 

6.7. 暂未复课 

学生回程审核结果为暂未复课。解除相关风险后，班主任可作出允许复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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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家长出行 

家长需外出出差或其他事宜，学生未一起出行，在学校继续上课。防止家长外出

的地区由风险地区并影响学生。家长申报后，研判行程，班主任可及时跟进并上报。 

6.9. 预警列表 

学生申报的行程与风险地区比对后，如行程由风险，将预警并短信告知班主任和

家长。 

6.10. 外出统计 

学生外出和家长外出统计，统计结果可供上级或领导查看。 

6.11. 应检学生 

与应检尽检人员一致。方便班主任录入各个班的学生。 

6.12. 应检老师 

与应检尽检人员一致。方便学校录入教职工。 

 

6.13. 应检统计 

应检学生和老师的统计，核查是否完整录入人员信息。 

 

6.14. 应检数据 

根据应检尽检分类形成的每日统计数据，可根据每日统计督促学生或班主任完成

应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