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山体 App 使用说明 

 1 首页 

打开 APP后进入登录界面，在登录界面中输入校园门户账号和门户密码后点

击“登录”按钮即可跳转进入智慧山体首页界面。 

 



 

登录                                          首页 

 1.1 登录账号展示 

用户完成登录后，可以在 APP的首页看到当前登录人的信息，是否登录为自

己的账号，如有问题可以选择退出，并尝试重新登录。 

 1.2banner 展示 

展示图区域，此处区域设置为图片自动滚动，可以作为校园个性化展示，打

造校园专属名片；也可以作为新功能上线通知图片，或者重要活动、事件的传递



媒介。 

 

 1.3 扫一扫 

提供扫一扫功能，可以满足电脑端系统的登录使用要求。支持课堂点名、会

议签到类应用，可以使用“扫一扫”扫描动态二维码，校验信息，完成签到功能。 

 

 1.4 未读标记 

使用与手机系统类似的设计理念，对于未操作的事件，使用红泡标识的方式

进行标注，方便用户及时发现，而且红泡中显示当前的待办信息数量，提供更加

准确的消息推送。 

 

 1.5 我的应用 

将全校热门的功能应用进行推荐，按照用户点击热度进行排序，可以方便用

户更加快捷的寻找到目标功能，简化操作流程。 



 

 1.6 自定义菜单 

APP 支持根据用户组织架构特点，APP 定位场景等定制自定义菜单的功能，

可以将同类型或者有条件的进行功能应用整合。此功能目标是方便用户的操作使

用，满足日常办公、学习等业务的使用习惯。 

 1.7 提醒推送 

以信息流的方式，将学校的动态接入到 APP 中，按照时间顺序和热度顺序进

行排序，完成登录后可以直接看到学校的动态信息。 

 

 2 移动办公 

流程类应用的发起和审批入口，对于需要走审批流程的业务，可以从移动端

进行发起，在线审批等功能。页面最上方为待办事项、管理流程、我的办公、议

题查看、发文传阅、销假列表、前面上传功能模块。 

根据不同的流程模块在 APP端展示不同的流程，会议管理模块包括文件下发、

文件传阅、督办流程、请示报告（院办用）；教务流程模块包括工作量上报、调



课申请；议题管理模块包括议题征集、会议议题上报、议题报送、会议纪要上报；

会议管理模块包括会议室申请（济南）、会议室申请（日照）、报告厅申请（济南）、

报告厅申请（日照）；用章申请模块包括经济合同会签及审核流程、人事合同会

签及审核流程、科研合同会签及审核流程、教育合同会签及审核流程、涉外合同

会签及审核流程；财务报销流程模块包括报销特殊事项说明；学生请假模块包括

学生请假流程；出差审批模块包括校级领导公务出差出访审批、处级干部公务出

差出访审批、其他人员公务出差出访审批、特殊情况、课题非在职人员出差审批、

学生体质监测中心出差出访审批；出国流程模块包括因私出国申请；信息服务模

块包括申请通知公告发布管理员权限、申请短信发布权限；采购审批模块包括政

府采购校内审批。 

需要提交流程时找到需要的流程进行一步步填写即可。 



  



 

移动办公 



 3 应用 

应用中根据用户角色的不同展示不同的应用，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

操作。根据使用情况和分类应用中分为常用应用、最近使用和默认组，便于用户

查找使用。 

 



应用 

 3.1 班车时刻表 

展示班车内容包含路线说明、班车时刻表、南线挺靠站点、北线挺靠站点等

详细信息。 

 



 

班车时刻 

 3.2 新闻 

新闻资讯功能是为了让本校的师生及时了解到国家和学校的相关政策和通

知，每当有新的通知时，APP会在用户手机的通知栏显示，以便用户能够在第一

时间收到信息通知。 



 

新闻 

 3.3 一卡通 

一卡通查询模块的目的是为了让本校的师生随时了解到自己一卡通的余额，

方便用户使用。每当有钱财方面的变动时，APP 会在用户手机的通知栏显示，以

便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信息通知，避免用户的经济损失。 

 



 

一卡通 

 3.4 办公电话 

用于教职工需要跨部门沟通时使用，提供各部门联系方式以供使用。进入办

公电话界面后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查找需要的部门信息，找到后点击即可进入部门

办公电话，需要部门详细办公电话时直接点击进行查看即可。还可以在办公电话

界面中根据电话/部门进行搜索。 



 



 



 



 

3.5 校园地图 

校园地图所展示所在学校的地图，校园地图内展示了其他、餐饮、商店、教

学楼、宿舍等数据，用户可根据所在校区的不同对校区进行切换。 



  



 



 



 

3.6 教工通讯录 

通讯录中根据用户角色的不同展示不同的通讯信息，教工角色下可以根据部

门筛选和姓名排序进行选择，点击需要查看的人员姓名后即可跳转进入详情界面，

在详情界面中可以对当前选择的人员进行呼叫、短信、复制、保存，还可以查看

当前选择人的姓名、部门、办公地点、办公电话、手机号码、电子邮箱信息。 



 



 

通讯录 



 



 

3.7 办事指南 

学校日常事务答疑解惑，可通过办事指南进行查看。 



 



 

办事指南 

 3.8 通知公告 

通知公告展示学校最新发布的通知公告信息，点击“通知公告”进入通知公

告系统，通知公告展示所有已经发布的通知公告信息，点击想要查看的通知公告

标题即可进入该通知公告。 

通知公告首页面的右上方分别为搜索、全标已读按钮，搜索功能可以对标题

内容进行搜索功能，全部已读按钮点击此按钮可以一键将未读信息标记为已读。 

 



 



 

3.9 在线公文 

校内公文展示学校最新发布的校内公文信息，点击“校内公文”进入校内公

文系统，校内公文展示所有已经发布的校内公文信息，点击想要查看的校内公文

标题即可进入该校内公文。 

标题上的红点表示为未读信息并且右上方为搜索、全部已读按钮，点击搜索

可以对标题进行搜索，点击“全部已读”可以一键将全部未读信息标记为已读信

息。 



 

  



 



           

详情         

 3.10 二手市场 

通过在学校内建设二手市场，实现师生手中商品价值的利用率最大化。二手

交易是商品在价值损耗过程中得以不断流通和提高价值利用率的一种有效方式。

通过二手交易流通到有需要的师生用户手中，物尽其用。 

二手市场提供了将闲置不用的物品集中起来进行交换、交易的场所。分为闲

置市场，求购市场两种方式，更好的方便用户规划个人财务的再次利用，既环保



又节约资源。 

用户可以查看闲置物品和求购物品同时也可以发布闲置物品和求购物品，还

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搜索闲置物品和求购物品，并且可以对自己发布的闲置物品和

求购物品进行撤销、编辑和删除功能。 

  

闲置市场                         求购市场 



  

 



  

3.11 失物招领 

借助移动端的便携性和普及性，建设全校统一的失物招领平台，师生用户可

以发布或者寻找失去、捡拾的物品，方便失主寻找。 

给师生提供了一个对丢失物品的集中招领启事平台，对拾获物品进行招领，

物品主人可以通过平台与拾获者进行联系，或者发布寻物启事，更好将拾金不昧

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提高学生个人素质的提升。 



  

寻物启事                         招领启事 

  



 

  

3.12 兼职招聘 

大学生做兼职在校园中已经十分常见，学生通过兼职活动也可以获得经历和



金钱方面的回报，对于培养学生自信独立的性格，增加社会经历及与人沟通的能

力等方面均有极大的好处。在校园移动 APP平台上建设此模块可以帮助学校有力

的查看当前兼职招聘的情况，提升监管效率。同时学校可以通过在此平台上发布

官方招聘信息，给学生们提供兼职锻炼的机会。 

兼职招聘提供了在校学校的找兼职的平台，通过此平台可以进行发布招聘信

息或者查找合适的兼职工作，可以直接进行与发布人 QQ，微信或者打电话你想

哪过联系沟通，简化了在校生找兼职的流程。 

  

招聘专区                         求职专区 



  

 



  

3.13 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显示了学校的规章制度信息。可以通过类型进行筛选或者通过搜索

功能进行搜索查找信息，点击规章制度的标题即可查看规章制度的详情信息，点

击附件可以下载规章制度信息通过软件进行打开查看详情。 



 



 

规章制度 



 

详情 

 3.14 照片墙 

生活中，每张照片都有美丽的故事、美好的回忆，照片墙提供了分享这些时

光最好的平台，既可以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又可以让学生学会分享。 



 



 

照片墙                                          赠花 





 

3.15 图书榜 

对读书的借读量进行统计，以周榜，月榜，学期榜以及年榜不同时间段获取

出最受欢迎的图书，直观了解各类图书的关注度 



 

图书榜 

 3.16 图书馆 

图书馆主要提供图书查阅功能，通过此功能可以直观快速查找的图书所在位

置，就不用因排队查找书籍而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图书查找速度，节

约师生查找时间。 

“我的”模块展示了当前账号所未归还、已归还的图书信息，用户可以在此

界面查看归还情况。 



 



 



 



 

3.17 读者榜 

对读者的累积借阅数量以及当前借阅数量进行统计，并以周榜、月榜、学期

榜、年榜进行读者的排名，以具体数据直观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读书榜 

 3.18 学霸排行榜 

可以快捷的查询自己的成绩排行情况，同时后台排行榜的同步计算程序保持，

可以让排行榜实时同步学生的日常行为和考试成绩，使“进步”可视化。移动端

可以查看自己在班级、学院、年级的排名情况，为了便于查看移动端只显示班级、



学院、年级排名为前 20的同学。 

 

学霸排行榜 

 3.19 移动办公 

流程类应用的发起和审批入口，对于需要走审批流程的业务，可以从移动端

进行发起，在线审批等功能。页面最上方为待办事项、管理流程、我的办公、议

题查看、发文传阅、销假列表、前面上传功能模块。 

根据不同的流程模块在 APP端展示不同的流程，会议管理模块包括文件下发、

文件传阅、督办流程、请示报告（院办用）；教务流程模块包括工作量上报、调

课申请；议题管理模块包括议题征集、会议议题上报、议题报送、会议纪要上报；

会议管理模块包括会议室申请（济南）、会议室申请（日照）、报告厅申请（济南）、

报告厅申请（日照）；用章申请模块包括经济合同会签及审核流程、人事合同会

签及审核流程、科研合同会签及审核流程、教育合同会签及审核流程、涉外合同

会签及审核流程；财务报销流程模块包括报销特殊事项说明；学生请假模块包括

学生请假流程；出差审批模块包括校级领导公务出差出访审批、处级干部公务出

差出访审批、其他人员公务出差出访审批、特殊情况、课题非在职人员出差审批、



学生体质监测中心出差出访审批；出国流程模块包括因私出国申请；信息服务模

块包括申请通知公告发布管理员权限、申请短信发布权限；采购审批模块包括政

府采购校内审批。 

需要提交流程时找到需要的流程进行一步步填写即可。 



  



 

移动办公 



 3.20 随手拍修 

进入随手拍修系统后会展示当前账号所发布的拍修数据，点击界面上方的下

拉列表还可以根据拍修状态进行筛选，报修状态分为待处理、处理中、处理完成、

报修关闭四种状态。 

 



 

1．我要报修 

用户需要报修时点击界面中的“ ”按钮，即可跳转进入我要报修界面，

在我要报修界面中填写报修内容（最多输入 200 字）、添加照片（照片最多可选

择三张）、选择报修类型、填写手机号码（如若数据库中有手机号码 APP 便会自

动填写）、输入详细位置、勾选消息提醒（如若学生在微信端绑定账号，报修处

理完成后便会在微信端通知。如若管理员在微信端绑定账号，有报修数据提交到

该管理员所属区域时，会有微信提示）所有信息填写无误时点击“确认发布”按

钮便会成功发布报修数据。并且自动跳转到随手拍修界面，并且弹出发布成功提

示。 



 



 

2．撤销报修 

发现报修信息填写错误时可点击该条报修数据右下角的“撤销”按钮进行数

据撤销，在弹出的确认撤销当前报修单吗？弹窗中点击“撤销”按钮即可成功撤

销，并弹出撤销成功提示，点击“取消”按钮则取消撤销该条数据。 



 



 

3．管理报修 

管理报修界面只有存在报修区域的管理人员才会显示，用于对报修单进行相

关处理。其中界面中的留言回复按钮用于输入回复内容，修改处理状态（默认的

状态为处理中）点击“发送”按钮即可对这条报修进行处理操作；更改报修业务

范围按钮用于对提交错误的报修单进行更改报修业务范围。 

在查看报修单详情时，维修记录界面中的“提醒尽快维修”可以拨打此报修

区域的管理员的联系电话，但是只有待处理状态时才会有，其他状态均没有。 

区域管理员的历史维修界面主要可以查看本报修区域的共接单、成功维修、

待处理、本月接单、本月成功维修、本月待处理等数据的查看。 



 



 





 



 



 

3.21 校历信息 

校历信息展示学校发布的校历详情信息，点击“校历”进入界面直接展示了

该学期校历，双击可以放大图片进行查看。 



 

校历信息 

 3.22 短信群发 

短信群发基于 Web 端短信平台系统，可以在 App端发送即时短信或定时短信

功能，方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下发短信通知内容。 

需要发短信时点击发起按钮，在编辑短信界面中编辑需要发送的短信内容，

点击“下一步”按钮；在选择联系人界面中选择需要接受短信的相关人员，可以

通过输入手机号码、学校部门、全体学生、自定义分组等多种选择方式进行勾选



设置，设置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在通知详情界面中查看接收人、短信内

容是否正确，并设置是否定时发送、是否收到回复、是否需要审批、是否将发送

人加入新的分组、信息推送选项等功能，完成后点击“发送”即可发送短信给指

定的人员。 

 



 



 



 



 

发送短信 

 3.23 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是用于下发通知到相关会议中的参会人员，提醒参会人员进行及时

参会。会议通知界面包括会议通知和发布列表，其中会议通知显示的是当前账号

需要进行参会的会议信息，发布列表显示的是当前账号发起的会议通知信息，点

击会议通知标题可以查看会议通知详情并下载相关的会议通知附件信息。 



 



 



 

详情 

 3.24 学生信息查询 

学会信息查询可以通过学号/姓名进行搜索，查看学生的基本信息。 

在首页输入姓名/学号或者扫码方式进行搜索查看，点击指定的学生标签查

看学生详情，包括民族、政治面貌、证件号码、校园卡号、QQ号码、手机号码

等基本的个人信息；校区、学院、班级、入学时间、学制、学生类型、学历类型

等学业信息，其中点击“点击查看辅导员”可以查看辅导员人员信息以及联系方

式；还包括学籍信息、课表信息等综合信息。点击“点击查看课程表”可以查看



该生的课程表情况。 

 



 



 



 

4 办公电话 

用于教职工需要跨部门沟通时使用，提供各部门联系方式以供使用。进入办

公电话界面后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查找需要的部门信息，找到后点击即可进入部门

办公电话，需要部门详细办公电话时直接点击进行查看即可。还可以在办公电话

界面中根据电话/部门进行搜索。 



 



 



 



 

5 我的 

我的界面中主要展示当前登录人头像、昵称、性别、学校、编辑、个人资料、

修改密码、软件升级、意见反馈、切换校区、退出登录等信息。 



 

我的 

 5.1 编辑 

用于编辑当前登录人个人资料，点击界面右上角的“编辑”按钮，即可进入

个人资料界面，在个人资料界面中展示了头像、昵称、性别、星座、手机号、手

机小号、办公地点、部门、故乡、所在地、个人说明等信息，用户可以根据个人

需求进行编辑更改即可。 



 

个人资料 

 5.2 个人资料 

用于编辑当前登录人个人资料，点击界面上的“个人资料”按钮，即可进入

个人资料界面，在个人资料界面中展示了头像、昵称、性别、星座、手机号、手

机小号、办公地点、部门、故乡、所在地、个人说明等信息，用户可以根据个人

需求进行编辑更改即可。 



 

个人资料 

 5.3 修改密码 

用于修改当前登录人密码，点击界面上的“修改密码”按钮，即可进入修改

密码界面，在修改密码界面中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原密码、新密码和

再次输入密码，全部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修改”按钮即可实现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5.4 软件升级 

软件需要升级时点击“软件升级”按钮即可进行升级。 



 

修改密码 

 5.5 意见反馈 

需要反馈软件问题时点击“意见反馈”按钮即可进入意见反馈界面，在意见

反馈界面中可以输入意见反馈内容，系统会根据登录用户自动填写当前登录人手

机号，填写完毕后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即可提交意见反馈。 



 

意见反馈 

 5.6 退出登录 

用户想要退出登录时点击“退出登录”按钮即可退出登录当前账号。 

 

退出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