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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管理平台介绍 

部门管理平台管理的用户是由上一级企业平台分配的，部门只能查询和管理

由部门创建的群组，不能查询和管理企业平台的群组。 

部门平台登录网址：http://www.smart-ptt.com/ptt/part/ 

二、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是指对企业平台的用户信息和功能进行编辑修改，包含了查询用户、

编辑用户和编辑好友。 

2.1 查询用户 

查询账号方式有四种，输入用户名称、用户账号、群组 ID、列出所有进行

查询，其中“列出所有”指查询部门平台所有用户。 

查询出用户信息后可根据状态信息进行筛选。 

使用状态：在下拉列表里选择正常或暂停的使用状态，列出相应使用状态的

用户； 

在线状态：在下拉列表里选择在线或离线的状态，列出相应在线或离线状态

的用户。 

在查询用户页面底部可对用户账号进行激活、暂停、加入群组的操作。在进

行批量操作时选择用户账号前的小方框打上勾 ，选中的用户才能进行批量操作。 

http://www.smart-ptt.com/ptt/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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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暂停"只能使离线状态的用户无法登陆，如果当前用户已经是在

线状态，即使对该用户进行暂停操作，只有机器重启之后才会生效。 

⑴ 编辑好友 

给用户编辑好友，把需要经常联系的用户加为好友，可以比较快找到用户，建

立临时群组进行对讲。在查询用户界面最右侧有个“编辑好友”栏，点“编辑”

可以给用户添加好友。 

 

点“编辑”跳转到编辑好友界面，该界面可以通过用户账号/用户名字/群组

ID 等方式查找用户，将用户加为好友。 

 

（2）分配用户到子部门管理平台 

首先需要增加好子部门管理平台，然后在查询用户界面右侧有“部门”栏，

点这一栏下拉框中选择子部门管理平台，用户将被分到子部门管理平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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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将用户批量加入群组 

在查询用户界面底部栏有个“加入群组”，将要批量加入群组的用户小方框

打上勾，然后点击“加入群组”。 

 

2.2 编辑用户 

编辑用户可以修改用户的功能信息，（包括：用户名字、默认群组、讲话级

别、电话号码、功能权限、所属群组、密码等）。 

 用户名字：不能超过 10个中文字符或 15个英文字符，只能由中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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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数字组成，不能有特殊字符（下划线、空格等都属于特殊字符）。

对讲机开机登录时会播报用户名字。 

 默认群组：选择默认群组为某个群组，用户登录成功之后，将默认进入

该组，讲话将被该组的在线用户听到。对讲机开机登录时会播报默认群

组名称。（掉线或重启机器都会进入默认群组） 

 讲话级别：下拉列表里从 1级到 10级，一共 10个讲话级别。10级是最

高的讲话级别，可以掐断 1级到 9级用户的对讲。高讲话级别的用户在

讲话的时候，低讲话级别的用户无法插话；低讲话级别的用户讲话的时

候，高讲话级别的用户可以插话；同一个讲话等级别的用户在讲话时，

必须等正在讲话的用户讲完才能讲话。 

 电话号码：记录使用账号用户的手机号码，便于联系。 

 用户密码：设置用户账号的登录密码，必须是字母或数字组成，长度最

好不超过 16个字符。 

 所属群组：选中右侧群组点击增加，按住 ctrl 键可一次选中多个群组

进行增加。 

 用户功能： 

 

（1） 好友：将该企业经常联系的用户加为好友，需对讲机支持好友功能，

登录之后可以在好友功能中查找在线好友建立临时群组进行呼叫。 

（2） 单呼：机器可与调度台/机器建立临时群组实现一对一对讲。 

（3） 查位：在手机 APP 端或者电脑调度台切换到地图界面。 

（4） 换组：机器可在其所属的群组之间切换。 

（5） 记录：在调度台上能查看录音记录。 

（6） 显组：显示用户加入的群组具体成员信息，关闭显组可以看到该用

户加入的群组，看不到群组中的具体成员情况。 

（7） 监听：在调度台上能监听其他组用户的对讲。 

（8） 最后组：用户重新登录时将进入上次对讲所在的群组。 

（9） 遥闭：强制用户下线并暂停用户的使用。（仅在调度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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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呼勿扰：勾选单呼勿扰的用户被单呼后，不可再被其他成员拉去

单呼，除非自己退出。 

（11） 禁呼：勾选保存后立即生效，账号无法发出对讲，可以接到对讲。 

（12） 广播：在调度台上使用，按住调度台上的“广播”功能键发起对讲，

所有群组成员都将收到呼叫。 

（13） 定位：开启账号的定位功能，定位将上传保存，可被其他用户查看。 

（14） 录音：在企业管理平台上可以查到机器的对讲录音。 

（15） 巡更：使用巡更功能，进行 NFC 巡更或定位巡更。 

（16） 接单：使用百步召车进行接单。 

（17） 视频：开启视频功能，用户可以视频通话，传送图片。 

（18） 调度账号：账号可以登录电脑端的调度台。 

（19） 群组管理：该账号可以登录群组管理 APP。 

（20） 接收 SOS：账号可以接收到其他成员发来的 SOS 报警。 

广播、定位、录音、巡更、接单和视频这五项功能需要订单购买了相应的功

能才可以勾选使用。 

每个功能的开通都需要耗费相对应的流量，尽量只勾选需要的功能。 

 

 IMEI：用于安卓客户端或者有 IMEI 号的设备，账号绑定设备的 IMEI

号后，机器不用输入账号密码，通过机器的 IMEI 获取到对应的绑定账

号登陆。绑定格式为：机型-IMEI。机型和 IMEI 号一般在机器的设置-

本机信息里面可以找到。 

用户常用功能设置介绍： 

 好友单呼：把要单呼的用户加为好友，并同时勾选“好友”“单呼”两

项，可添加同个企业任意的用户为好友； 

 群组单呼：勾选“显组”“单呼”两项，“显组”即显示组成员信息； 

 查看定位：①登录调度台查看定位的账号勾选“查位”、“显组”两项功

能；②被查看定位的账号勾选“定位”；  

 企业平台查看录音：需要查到录音的账号都要勾选“录音”功能； 

 调度台查看录音：登录调度台看录音的账号勾选“记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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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闭：在调度台上使用，被遥闭的用户会立即下线并暂停，不能继续使

用；被暂停的账号要继续使用，需要进入企业平台将账号激活。 

 监听：在调度台上使用，监听当前组之外群组的对讲。 

 

 是否司机 

 如果显示“否”，点击“注册司机”将跳转到注册司机界面，如果显示“是”，

点击“编辑司机”将跳转到修改司机信息页面。 

⑴ 订约时间：账号订单的到期时间，以及账号订单功能； 

⑵ 当前状态：司机的状态为“正常”时，司机可以正常使用，状态为“暂

停”，则司机不能正常抢单； 

⑶ 剩余接单次数：司机剩余的抢单次数，使用接单次数的司机，当接单次

数为“0”时将抢单失败； 

⑷ 每天接单次数限制：如果账号购买召车包年或包月接单次数是无限制的； 

⑸ 修改姓名：修改司机姓名； 

⑹ 修改车牌号：修改司机车辆的车牌号码； 

⑺ 修改车辆型号：修改司机车辆型号； 

⑻ 修改白班号码：修改司机手机号码； 

⑼ 修改晚班：修改晚班司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设置晚班生效时间段； 

⑽ 修改从业资格证号码：修改司机从业资格证号码； 

⑾ 修改服务单位：修改司机服务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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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 修改服务描述：修改司机服务描述文本内容。 

2.3 编辑好友 

该界面可以通过用户账号/用户名字/群组 ID 等方式查找用户，将用户加为

好友。 

三、群组管理 

群组管理包含了增加群组、查询群组、编辑群组、编辑成员、关联组定义、

编辑关联群组。部门可以增加多个群组，增加的群组只能部门使用。群组是由系

统分配的群组 ID 来标识的，所以允许群组名字相同，名字相同群组 ID 不同代

表不同的群组，为了避免使用时造成混乱，建议不要取相同的群组名字。 

3.1 增加群组 

群组名称：可以是中文、数字、英文字母组合，长度不要大于 15，不要使用

特殊字符（空格，下划线等都是特殊字符），机器使用时会播报群组名字。 

负责人姓名：填写该群组负责人的姓名 

电话号码：手机号可以填该组重要人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跟该群组负责人

联系上。 

功能栏的“显示成员”是指显示该组的具体成员，如果不勾选，在终端使用

时将看不到该组具体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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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查询群组 

查询企业的群组，可以根据群组名字、群组 ID 来查找群组，也可以列出企

业所有群组，然后再对群组进行修改、删除操作。 

3.3 编辑群组 

修改群组包括删除群组、修改群组名字、设置群组调度账号等操作。删除群

组后，以这个群组为默认群组的用户默认群组将为空。群组调度账号此项请酌情

使用。 

 

群组调度账号： 

① 群组调度账号作用为：群组调度账号发出的对讲，群组成员能接收

到，群组成员发出的对讲只有群组调度账号能接收到，群组调度账

号之外的群组成员之间是不能互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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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设置群组调度账号的方法为：在群组调度账号栏输入您要设置的账号名

（必须是这个群组的成员），点击“设置”，在弹出的确认框中选择“是”，设置

完成后会弹出确定的提示框，设置完成。 

③取消群组调度账号的方法为：将群组调度账号栏设置为空白，然后点击“设置”，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选择“是”，弹出设置成功提示框即设置完成。 

3.4 编辑成员 

编辑群组成员操作，可对群组所有成员批量进行激活/暂停/添加好友/修改权

限等操作。 

 

激活/暂停：激活或暂停该组所有成员； 

添加好友：输入一个账号，该组所有成员将添加这个账号为好友，这个账号

也会添加这个组所有成员为好友； 

修改权限：修改该组所有成员的用户权限； 

 

删除用户：删除该组所有用户，用户将从企业平台永久删除。（需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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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将成员从群组中移除，用户仍然存在企业平台，只是不在该群组中。 

可以通过用户账号、用户名字和群组 ID 查询来增加群组成员，增加过程会

弹出“是否设此组为默认群组”提示框，点“确定”，用户将以此组为默认群组。 

3.5 关联组定义 

群组可以设置成关联组，所选群组和它的关联组之间可以互通，一个组可以

分别和其他多个群组建立关联群组。 

 

3.6 编辑关联群组 

对于建立的关联群组可进行编辑，设置群组是否接收对应关联群组的对讲。

打上勾表示接收对应关联群组的对讲；去掉勾选表示不接受对应关联群组的对讲

，这样将听不到对应关联群组的讲话。 

在“组 1 听”打上勾，表示组 1 可以听到对应组 2 的讲话；在“组 2 听”打

上勾，表示组 2 可以听到对应组 1 的讲话。 

 

 

四、部门管理 

4.1 增加子部门 

增加部门平台的下级子部门，可以将部门用户分到子部门，让子部门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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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输入新增部门账号； 

名称：输入新增部门名称； 

密码：输入新增部门密码； 

确认密码：再输入一遍密码。 

4.2 查询子部门 

查询部门平台创建的子部门账号（修改名称、恢复密码、删除子部门）。恢

复密码则密码将变成：111111. 

 

五、录音管理 

5.1 查询录音 

录音会保存一个月的记录。此功能需要订单购买录音功能，使用的订单不带

录音功能，则用户群组对讲不会保存录音记录。部门平台只能查询部门建立群组

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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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讲话的群组为临时群组时不保存录音记录，即单呼情况下不会保存录音信

息。选择日期和群组进行查询，还可以查询单个用户账号的录音记录。并且可以

下载群组的全部录音，下载群组全部录音需要同时下载录音解码器进行解码，才

可以正常播放群组录音。 

把用户录音查询出来后，可以播放/下载录音，还可以选择部分/全部录音下

载，下载的录音可以直接播放，不用解码。 

 

六、个人中心 

6.1 修改密码 

修改部门账号的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