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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瑞达管理系统操作说明手册 

一、功能清单 

欣瑞达管理系统主要是对 APP 各项数据进行后台管理操作，后台管理分为一

下几个模块，包括：首页、业务管理、终端使用情况、地图管理、版本管理、系

统管理几大模块。后台管理人员可方便快捷的查看维护系统数据信息，满足系统

使用过程中产生维护的需求。 

欣瑞达管理系统对 APP 使用过程中的的数据信息进行管理，可对其进行新增、

修改、删除、查询、导出等操作，后续可根据需求迭代更新相关功能。目前已实

现的功能如下： 

模块 具体功能 

首页 展示系统名称、介绍，后台管理员个人中心、后台管理系统布局

设置退出登录等模块 

业务管理 该模块包括广告管理、设备管理、治疗记录、用户管理、相关管

理操作  

终端使用情况管理 该模块主要用于对终端的运行日志、终端开机次数、用户个数统

计、终端未开机统计进行记录管理 

地图管理 该模块主要是用于查看设备在地图上的位置、状态信息 

系统管理 该模块主要是管理后台系统的用户管理、角色管理、菜单管理、

部门管理、字典管理、参数设置等操作 

 

二、系统功能模块页面介绍 

2.1 登录/退出 

2.1.1 登录界面 

用户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地址（测试环境地址 http://119.23.74.171/login），

输入账号密码，按登录即可进入后台系统登录页面，系统不同的角色用户登录具

有不同的操作权限。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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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密码后及图片验证码（图片验证码可通过参数设置的

账号自助-验证码开关开启）后，点击【登录】可进入系统主界面。系统创建账

号默认密码都为 123456。 

用户进入主界面后，点击右上角系统设置，下拉框中选择【退出登录】一栏，

即可退出返回登录页面。如下图 1.2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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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主界面介绍 

首先进入的主界面如下图 2.1。左侧展示系统所有模块，点击模块 可展开

子功能模块，点击左上角按钮 可以收缩展示。用户登录管理系统后台只能看

到其权限下的模块及模块内容，无法看到其权限外的任何模块及模块内容。如图

2.1 

 
图 2.1 

 
右上角分别是搜索、全屏展示、调整布局大小和系统设置。点击搜索按钮，

输入内容，可模糊搜索子模块名称；全屏展示可通过 Esc 键退出全屏；系统设置

包含个人中心、布局设置、退出登录功能按钮。如图 2.2 

 
图 2.2 

个人中心可进行查看编辑后台系统管理员个人信息，修改基本资料，修改密

码的操作。如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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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布局设置可修改本系统展示的主题风格、颜色、系统布局配置。如图 2.4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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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业务管理 

产品管理包括广告、设备、治疗记录、操作、用户子功能模块。用于管理 APP

端业务内容。 

 

2.3.1 广告 

广告页面主要用于配置 APP 端不操作时的轮播广告，可配置广告播放省份城

市区县。广告全局播放。在此页面可做查询、新增修改、删除操作。如图 2.3.1 

【查询】：搜索输入框输入广告名称，点击搜索，可根据广告名称查询已配

置的广告。 

【新增】：点击 填写必要信息，上传广告视频文件，点击确定广告即

可添加成功。 

【修改】：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广告点击 按钮都可修

改广告内容，可修改字段同新增。 

【删除】：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广告点击 按钮，弹框点

击确定，可删选中的除广告内容， 

 
图 2.3.1 

2.3.2 设备 

设备页面用于添加 APP 平板设备至后台，用于管理平板设备。可进行查询、

新增、修改、删除。对设备开机、关机、重启操作。如图 2.3.2 

【查询】：搜索输入框输入条件，点击搜索，可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已配置的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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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点击 填写必要信息，点击确定即可添加成功。 

【修改】：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台设备点击 按钮都可修

改设备信息，可修改字段同新增。 

【删除】：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台设备点击 按钮，弹框点

击确定，可删选中的设备。 

【开机】：对平板设备进行开机操作。（暂未实现，需要提供方案） 

【关机】：对平板设备进行开机操作。（暂未实现，需要提供方案） 

【重启】：对平板设备进行开机操作。 

 
图 2.3.2 

2.3.3 治疗记录 

治疗记录页面主要记录不捅客户的治疗记录信息，更加客户手机号区分，记

录了手机号码、用户名称、病情介绍、血糖、治疗时间的信息。此页面可进行查

询、修改和删除操作。如图 2.3.3 

【查询】：搜索输入框输入条件，点击搜索，可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客户的治

疗记录信息。 

【修改】：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治疗记录信息点击 按

钮可修改治疗记录信息，只允许修改病情、血糖值、治疗时间和备注，不可修改

用户信息。 

【删除】：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记录点击 按钮，弹框点

击确定，可删选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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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2.3.4 用户 

用户管理页面主要用于管理 APP 端注册的用户信息，可对用户信息进行查询、

修改、删除、重置密码的操作。APP 端注册时生成的默认密码为 123456,可修改。 

【查询】：搜索输入框输入条件，点击搜索，可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客户信息。 
【修改】：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治疗记录信息点击 按

钮可修改用户信息。 
【删除】：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记录点击 按钮，弹框点

击确定，可删选中的信息。 
【重置密码】：点击列表右侧 按钮，再点击 ，弹框内输入新密

码可重置客户登录 APP 密码。 

 
图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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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终端使用情况 

2.4.1 运行日志 

运行日志页面主要记录 APP 端的运行操作记录，可根据系统模块、操作人员、

类型、状态、操作时间来进行筛选查询。可通过筛选查询的内容进行删除、清空、

查看详情的操作。 

【查询】：搜索输入框输入条件，点击搜索，可根据查询条件查询 APP 端运

行日志记录信息。 

【删除】：选中某一条运行记录信息，点击 按钮，弹框点击确认可删

除运行日志信息。 

【详情】：列表右侧点击 按钮，可查看 APP 运行日志详情内容。 

 
图 2.4.1 

2.4.2 终端开机次数 

终端开机次数页面用于展示终端设备开机次数，可根据设备 SN 号进行查

询。 

【查询】：搜索输入框输入条件，点击搜索，可根据查询条件查询设备开机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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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2.4.3 用户个数统计 

用户个数统计页面用于统计每个终端的用户数量，可进行查询操作。 

【查询】：搜索输入框输入条件，点击搜索，可根据查询条件查询每个终端

的用户个数。 

 
图 2.4.3 

 

2.4.4 终端未开机统计 

终端未开机统计页面用于统计未启动设备数量、最启动时长（分）、最后启

动时间的信息。可进行查询操作。 

【查询】：搜索输入框输入条件，点击搜索，可根据查询条件查询未开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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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信息。 

 
图 2.4.4 

 
 
 
 

2.5 地图管理 

 地图管理用于显示终端信息在地图展示位置、设备启动状态信息。 

 
图 2.5.1 

 
 

2.6 版本管理 

用于管理各 APP 的版本，针对不同的 apk 包进行精准升级。此页面可进行查

询、修改、新增、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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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搜索输入框输入条件，点击搜索，可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各个 apk

包版本信息。 

【新增】：点击 填写必要信息参数名称、参数键名、参数键值，点击

选择版本，上传 APP 包，点击确定即可添加新 APP 包。 

【修改】：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台设备点击 按钮都可修

改上传的包版本信息。 

【删除】：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台设备点击 按钮，弹框点

击确定，可删选中的 APP 包内容。 
 

 
图 2.6.1 

 
 
 

2.7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包括后台的用户、角色、菜单、部门、字典、参数进行管理设置的

模块。系统管理员可通过给后台的用户赋予角色，给角色赋予权限来控制后台每

个用户账号的权限。 

2.7.1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页面主要用于管理后台用户的账号，系统管理员可新增子账号，重

置账号密码、赋予子账号角色的操作。 

【查询】：输入框输入查询信息，点击搜索，可根据输入信息查询后台用户

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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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系统管理员点击 按钮，在弹框填入必要信息用户昵称、用

户名称、用户密码（默认 123456，可修改），点击确认即可添加后台用户。 
【修改】：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用户信息点击 按钮可

修改用户信息。 
【删除】：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用户信息记录点击 按钮，

弹框点击确定，可删选中的信息。 
【重置密码】：点击列表右侧 按钮，再点击 ，弹框内输入新密

码可重置后台用户登录密码。 
【分配角色】：点击列表右侧 按钮，再点击 ，跳转分配角色页

面，给用户分配角色信息，点击提交即可分配角色，授权成功。 

 
图 2.7.1 

 

2.7.2 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页面用于管理后台用户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可配置不同的操作权限。

此页面可进行查询、新增、修改、删除、分配数据权限、分配用户的操作。分配

好用户角色权限后一般不用再修改角色权限内容。 

【查询】：输入框输入查询信息，点击搜索，可根据输入信息查询后台角色

信息。 

【新增】：系统管理员点击 按钮，在弹框填入必要信息角色名称、权

限字符、角色顺序等信息，点击确认即可新增角色成功。 
【修改】：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信息点击 按钮可修改

用户信息。 
【删除】：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记录点击 按钮，弹框点

击确定，可删选中的信息。 
【分配数据权限】：点击列表右侧 按钮，再点击 ，在弹框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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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权限范围。 
【分配用户】：点击列表右侧 按钮，再点击 ，会跳转分配用户

页面，点击添加用户，在弹框中选择用户后点击确认即可分配用户成功。 

 
图 2.7.1 

 

2.7.3 菜单管理 

菜单管理页面用于管理后台系统的菜单页面，默认展示一级菜单，可通

过点击 按钮展开/折叠所有子菜单，此页面还可进行查询、新增、修

改、删除的操作。当后台添加新功能菜单或者修改菜单名称时才需要修改。 

【查询】：输入框输入查询信息，点击搜索，可根据输入信息查询菜单信息。 

【新增】：点击顶部 按钮，添加的默认为一级主菜单，在弹框填入必

要信息即可添加后台系统菜单成功。点击列表右侧 按钮默认添加的为下一

级菜单（可修改），填写必要信息即可添加后台系统菜单。 
【修改】：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信息点击 按钮可修改

菜单内容。 
【删除】：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记录点击 按钮，弹框点

击确定，可删选中的菜单。 

【展开/折叠】：展开或折叠列表的所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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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 

 

2.7.4 字典管理 

字典管理页面后台系统使用到的的系统数据字典进行管理，数据字典是指数

据模型中的数据对象或者项目的描述的集合，是一种用户可以访问的记录数据库

和应用程序元数据的目录。此页面可对数据字典进行查询、新增、修改字典数据、

删除、修改字典类型的操作。 

【查询】：输入框输入查询字典信息，点击搜索，可根据输入信息查询数据

字典信息。 

【新增】：点击顶部 按钮，弹框填写必要信息字典名称、字典类型即

可添加数据字典。 
【修改字典数据】：点击列表字典类型那一列可跳转字典数据页，可在字典

数据页添加/修改/删除/字典数据内容，对字典进行修改操作。 
【删除】：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记录点击 按钮，弹框点

击确定，可删选中的菜单。 

【修改字典类型】：点击列表右侧 或者选中某一条信息点击 按

钮可修改字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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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 

 

2.7.5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页面用于对后台系统的一些系统参数进行配置管理的页面，一般无

需修改。可配置内容如图所示，例如后台用户管理的账号初始密码，服务热线-

设备过期的内容配置等在此页面设置。 

 
图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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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定时任务 

定时任务页面主要用于管理系统需要定时去执行的某些任务，例如设备状态

的更新等。此页面可进行查询、新增、修改、删除、立即执行一次、任务详情、

查看调度日志的操作。 

 
图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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