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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快客美美介绍 

 

快客美美是一套给客户提供设备维修及工程建设等多种服务的平台。客户通过手机

APP 可以快速的提交服务需求，客服收到服务后能够及时响应回访，并分配对应工程师上

门服务，服务过程中会记录相应日志，客户可以随时随地查看了解服务状况，令服务更高

效。 

快客美美服务流程： 

● 客户可以通过 APP 快速提交服务需求； 

● 客服根据客户需求急速响应，并推荐服务方案； 

● 客服确认客户需求后，指派对应工程师做服务准备； 

● 工程师收到任务指令后，带领技术人员全面负责项目的实施； 

● 服务现场工程师会记录相应的日志，上传图片、视频或录音。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查

看服务情况； 

● 服务完成后，用户确认合格后，工程师完结项目。 

● 客户可以通过 APP 对服务的质量进行评价，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总公司可以以

评价等级作为对工程师考核的依据。 

 

流程图： 

 
 



二、 产品功能介绍 

 

2.1 快客美美-管理后台 

 

2.1.1 管理员登录 

首页点击“去登录”，进入登录页面； 

 

输入用户名及密码进行登录；（管理员账号及密码在管理后台进行设置） 

注：超级管理员（所有权限）-账号：daniel  密码：123Qwe 

       用户管理员（人员管理权限）-账号：solon  密码：123Qwe 

       日志管理员（查看日志权限）-账号：soros  密码：123Qwe 

       操作管理员（任务分配/产品发布权限）-账号：popper  密码：123Qwe 

 

登录成功后进入后台主界面。 



 

2.1.2 修改个人信息及密码 

修改登录管理员的详情，包含头像，用户名，姓名，手机号，密码等等。 

页面右上角点击管理员的真实姓名，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修改资料”，可以修改个人信

息。 

 



 

选择“修改密码”，即可进行密码修改。 

 

 

2.1.3 管理员管理 

管理员：后台的操作人员，分配任务的管理者。 



 

点击“添加”，可以新增一个管理员。 

 

在编辑页面，输入管理员的相应信息。 



 

管理区域设置，每个管理员可以设置多个负责区域。（超级管理员 admin 拥有全国所有区

域的管理权限） 

 

点击“查看”可以查看管理员详情，点击“编辑”可以修改管理员信息。 



 

2.1.4 客户管理 

客户管理：工程及故障的发起者，可以在后台进行添加编辑，也可以在手机 APP 端进行注

册（方法会在 APP 章节进行介绍）。 

 

点击“添加”，可以新增一个客户。 



 

在编辑页面，输入客户的相应信息。 

 

点击“查看”可以查看用户详情，点击“编辑”可以编辑用户信息。 



 

2.1.5 工程师管理 

工程师管理：任务的执行者，管理员将客户所发布的任务分配给对应的工程师，由工程师

在手机端进行执行处理。 

可以在后台进行添加编辑，也可以在手机 APP 端进行注册（方法会在 APP 章节进行介

绍）。 

 

点击“添加”，可以新增一个工程师。 



 

在编辑页面，输入工程师的相应信息。 

 

点击“查看”可以查看用户详情，点击“编辑”可以编辑工程师信息。 



 

点击“查看评分”，可以查看工程师的综合评价分数，作为服务质量的参考依据。 

 

 

2.1.6 任务管理 

任务管理：服务任务由客户手机 APP 进行提交，分为工程类及故障类。管理员在后台可以

给每个任务分配不同的工程师进行服务，并监管其服务过程。 



 

a) 故障任务 

 

点击“查看”可以查看故障详情 

 



 

点击“编辑”，后台可以对客户提交的故障申请进行内容修改。 

 



 

点击“分配”，给任务分配工程师。 

 

 



若在服务过程中需要其他工程师进行支援，再次点击分配，将需要支援的工程师选中即

可。 

点击“请求协助”，即将任务分配至其他区域的管理员进行协助处理。（此情况大多出现

在故障/工程地点在异地的情况） 

 

 

点击“查看进度”，可以查看这个故障任务的服务日志。 

 



日志中会记录每个上门工程师服务的详细内容 

 

任务完成后，用户给予的评价信息可以通过点击“查看”，在详情页的底部看到具体内

容。 

 

b) 工程任务 

 

点击“查看”可以查看工程详情 



 

 

点击“编辑”，后台可以对客户提交的工程申请进行内容修改。 

 



 

点击“勘察表”，可以查看工程的准备情况。 

 

 



点击“分配”，给任务分配工程师。 

 

 

若在服务过程中需要其他工程师进行支援，再次点击分配，将需要支援的工程师选中即

可。 

点击“请求协助”，即将任务分配至其他区域的管理员进行协助处理。（此情况大多出现

在故障/工程地点在异地的情况） 



 

 

点击“查看进度”，可以查看这个故障任务的服务日志。 

 

日志中会记录每个上门工程师服务的详细内容 



 

任务完成后，用户给予的评价信息可以通过点击“查看”，在详情页的底部看到具体内

容。 

 

2.1.7 公司产品 

公司产品：发布一些产品广告，推送至客户 APP 首页端，达到宣传的目的。 



 

点击“新增”，打开新增编辑页，输入内容后提交。 

 

点击“查看”可以查看详情；点击“编辑”可以修改产品内容；点击“删除”；可删除相

应推广。 

 



2.1.8 日志查询（只有 admin 超级管理员才有此权限） 

日志查询：查看后台及 APP 端的操作记录 

 

 

2.2 快客美美-客户 APP 

 

2.2.1 后台设置与登录注册 

后台设置-打开快客美美 APP 客户端，在登录页的右上方点击“设置”，输入对应服务器

连接地址（例如 PC 端访问快客美美的网站地址为：http://www.qservice.me/kkmm/，

则此连接地址设为：http://www.qservice.me/kkmm/），保存后即可进行操作。注：若

服务器连接地址不正确，登录时会报 404 

   

http://www.qservice.me/kkmm/
http://www.qservice.me/kkmm/


登录-登录页，输入手机号及密码进行登录。 

 

注册-点击“注册”，进入注册页面，选择客户角色，输入相应信息进行提交。 

   

新注册的账号，登录后需要完善个人资料。 



 

忘记密码-在登录页，点击“忘记密码”，通过手机验证码的方式设置新密码。 

   

2.2.2 首页 

首页-用客户账号进行登录，登录后进入首页。 



 

公司产品楼层-点击相应楼层，可以查看该楼层下推送的产品信息。 

   

2.2.3 工程服务 

工程服务列表-点击“工程服务”，进入工程服务列表，列表可以根据工程工单的状态进行

筛选排序 



 

新增工程-点击“新增工程”，输入必要的联系信息，填写现场勘查表后提交，生成工单后

系统会自动分配管理员，并且短信通知其进行处理。 

    

工程详情-点击列表中的项目，进入详情页。包含工程明细，进度时间轴，服务工程师信

息，及工程进度日志。 



   

工程明细-进入工程明细后，可以查看工程的联系信息及勘察表详情。 

    

工程师简介-点击工程师的头像，可以查看工程师的简介和评分。 



    

工程师通话-点击工程师的号码，可以直接拨打其电话。 

    

IM 及时通信（会议）-点击“会话”，可以和项目中所有工程师建立会话房间，存在新信

息时，手机端都会有声音提示。注：当该项工程结束后，在第二天，相关会议房间会自动

关闭。 



    

IM 及时通信（私聊）-点击私聊 icon，可以与制定工程师进行私聊。私聊房间不会随工程

结束而自动关闭。 

   

工程进度日志-可查看每个进度的状态 



 

日志操作记录-点击日志中的进度，可以查看该进度的明细。 

    

关闭工程-点击“关闭工程”，用户可以直接关闭工程 



   

用户评价-点击评价后，可以对工程师进行打分，这直接影响工程师分数。 

   

修改评价-评价过后，仅支持用户修改一次评价，修改后评价不可在变更。 



 

2.2.4 故障服务 

故障服务列表-点击“故障服务”，进入故障服务列表，列表可以根据故障工单的状态进行

筛选排序 

 

故障申报-点击“故障申报”，输入必要的联系信息，填写故障明细及上传附件后提交，生

成工单后系统会自动分配管理员，并且短信通知其进行处理。 



    

图片上传-点击图片 icon，出现＋号，点击后可以上传本地图片或拍摄图片，最多上传 4

张附件图 

   

视频上传-点击视频 icon，录制视频后进行上传（最少录制 3 秒） 



   

录音上传-点击录音 icon，录音后进行上传 

   

故障详情-点击列表中的项目，进入详情页。包含故障明细，服务工程师信息，及故障维修

日志。 



   

与负责人通话-点击负责人手机号码，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开启导航-点击导航 icon，进入导航页面 



   

故障明细-可以查看用户提交故障时上传的附件 

    

工程师简介-点击工程师的头像，可以查看工程师的简介和评分。 



    

工程师通话-点击工程师的号码，可以直接拨打其电话。 

    

IM 及时通信（会议）-点击“会话”，可以和项目中所有工程师建立会话房间，存在新信

息时，手机端都会有声音提示。注：当该项工单结束后，在第二天，相关会议房间会自动

关闭。 



    

IM 及时通信（私聊）-点击私聊 icon，可以与制定工程师进行私聊。私聊房间不会随工单

结束而自动关闭。 

   

故障进度日志-可查看每个进度的详情，点击附件 icon 即可查看工程师上传的内容。 



    

关闭工程-点击“关闭故障”，用户可以直接关闭故障任务 

   

用户评价-点击评价后，可以对工程师进行打分，这直接影响工程师分数。 



   

修改评价-评价过后，仅支持用户修改一次评价，修改后评价不可在变更。 

 

2.2.5 我的 

我的（个人中心）-点击“我的”，进入个人中心菜单 



 

a． 个人资料-点击“个人资料，密码修改”，进行信息的变更 

  

密码修改-点击“密码修改”，通过输入原密码及新密码的方式进行变更 



 

b． 我的工程-点击“我的工程”进入工程菜单 

  

c． 我的故障-点击“我的故障”进入故障菜单 



  

d． 我的地址-常用地址库的维护，点击后进入地址维护模块，方便用户申报故障或工程时

被引用 

   

新增地址-点击+，进入新增页面，进行地址编辑 



  

设置百度坐标点-点击地址，进入地图端进行设置 

  

e． 我的消息-IM 消息列表，进入后可查看聊天记录 



   

删除聊天记录-列表中长按聊天房间，可以对房间进行删除 

   

f． 关于我们-点击“关于我们”，进入系统简介 



 

g． 关于我们-点击“意见反馈”，支持向后台提交反馈信息 

  

h． 设置-点击“设置”，进入设置菜单，可以看看公告，清除缓存，退出登录 



  

 

2.3 快客美美-工程师 APP 

 

2.3.1 登录与注册 

登录-打开快客美美 APP 客户端，输入手机号及密码进行登录。 

 

注册-点击“注册”，进入注册页面，选择工程师角色，输入相应信息进行提交。 



   

新注册的账号，登录后需要完善个人资料。 

 

2.3.2 工程服务 

工程师-用工程师账号进行登录，登录后进入工程服务菜单。列表中只显示该工程师所需要

处理的任，可以根据工程工单的状态进行筛选排序。 



 

联系客户-点击工程负责人电话，可以直接跟相关人员进行电话沟通。

    

开启导航-点击地址部分，可以直接开启导航 



  

工程详情-点击列表中的项目，进入详情页。包含工程明细，进度时间轴，服务工程师信

息，及工程进度日志。 

   

工程明细-进入工程明细后，可以查看工程的联系信息及勘察表详情。 



    

工程师简介-点击工程师的头像，可以查看工程师的简介和评分。 

    

工程师通话-点击工程师的号码，可以直接拨打其电话。 



    

IM 及时通信（会议）-点击“会话”，可以和项目中所有工程师及用户建立会话房间，存

在新信息时，手机端都会有声音提示。注：当该项工程结束后，在第二天，相关会议房间

会自动关闭。 

    

IM 及时通信（私聊）-点击私聊 icon，可以与制定工程师进行私聊。私聊房间不会随工程

结束而自动关闭。 



   

工程日志记录-工程中每个环节支持让工程师记录日志 

 

工程步骤暂停-工程实施过程中，当前环节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完成（例如：网络不符合要

求），工程师可以写明原因，并点击“暂停”，使该步骤处于暂停状态 



   

工程步骤恢复-当先前影响工程进度的原因已经解除，工程师可以点击恢复，将该步骤恢复

状态 

  

工程步骤完成-当前工程进度完成后，工程师可以点击下一步进入下一个工程环节。 



  

当所有工程环节都完成后，该笔工单自动变为完成状态，等待用户进行评价。 

 

添加附件-通过点击添加附件可以给每个工程环节的操作日志添加相应的音视频及图片文

件。上传后，通过暂停/恢复/下一步操作，附件记录至后台。 



  

图片附件-点击“图片”后，可以上传本地图片或拍摄新图，最多能上传四张。 

   

语音附件-点击“语音”后，可以上传录音文件。 



   

 

视频附件-点击“视频”后，可以上传视频文件。 



   

日志操作记录-点击日志中的进度，可以查看该进度的明细。 

    

2.3.3 故障处理 

故障服务列表-点击“故障处理”，进入故障处理列表，列表可以根据故障工单的状态进行

筛选排序 



 

故障详情-点击列表中的项目，进入详情页。包含故障明细，服务工程师信息，及故障维修

日志。 

   

与负责人通话-点击负责人手机号码，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开启导航-点击导航 icon，进入导航页面 

   

故障明细-可以查看用户提交故障时上传的附件 



    

工程师简介-点击工程师的头像，可以查看工程师的简介和评分。 

    

工程师通话-点击工程师的号码，可以直接拨打其电话。 



    

IM 及时通信（会议）-点击“会话”，可以和项目中所有工程师及客户建立会话房间，存

在新信息时，手机端都会有声音提示。注：当该项工单结束后，在第二天，相关会议房间

会自动关闭。 

    

IM 及时通信（私聊）-点击私聊 icon，可以与制定工程师进行私聊。私聊房间不会随工单

结束而自动关闭。 



   

故障处理日志记录-故障处理中可让工程师记录日志 

 

故障处理暂停-故障处理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完成（例如：网络不符合要求），工程

师可以写明原因，并点击“暂停”。  



   

故障处理恢复-当先前影响故障处理进度的原因已经解除，工程师可以点击恢复，将该步骤

恢复状态 

  

故障处理完成-当前故障完美解决完后，工程师可以点击“完成”，该笔工单自动变为完成

状态，等待用户进行评价。 



  

添加附件-通过点击添加附件可以给故障处理步骤添加相应的音视频及图片文件。上传后，

通过暂停/恢复/下一步/完成操作，附件记录至后台。 

  

图片附件-点击“图片”后，可以上传本地图片或拍摄新图，最多能上传四张。 



   

语音附件-点击“语音”后，可以上传录音文件。 

    

视频附件-点击“视频”后，可以上传视频文件。 



   

2.3.4 我的 

我的（个人中心）-点击“我的”，进入个人中心菜单 

 

a． 个人资料-点击“个人资料，密码修改”，进行信息的变更 



  

密码修改-点击“密码修改”，通过输入原密码及新密码的方式进行变更 

 

b． 对我的评价-点击“对我的评价”可以查看自己的综合评价以及工程和故障的历史评价

情况 



  

c． 我的消息-IM 消息列表，进入后可查看聊天记录 

   

删除聊天记录-列表中长按聊天房间，可以对房间进行删除 



  

 

d． 关于我们-点击“关于我们”，进入系统简介 

 

e． 设置-点击“设置”，进入设置菜单，可以看看公告，清除缓存，退出登录 



  

备注：快客美美软件版本不断升级中，该使用指南可能会跟软件有差异，一切以软件为

准，快客美美软件的升级和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谨此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多提宝贵

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