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CruChats进行交流

通过CorrigoPro桌面和移动应用程序使用和管理CruChats



CorrigoPro-观看视频以与CruChats交流
管理您的CruChats –英文台式机和手机

https://helpcorrigopro.wpengine.com/videos/communicate-with-cruchats/

将此链接复制到您的浏览器，并观看有关如何与CruChats进行交流的视频
管理您的CruChats –英文台式机和手机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介绍...

• 回顾CorrigoPro桌面CruChats：幻灯片3 – 7

• 从CorrigoPro Desktop启动CruChats：幻灯片8 – 12

• 带有工作指令的CruChats：幻灯片12 – 14

•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关键部分：幻灯片15 – 16

• 邀请客户建立联系：幻灯片17

• 邀请小组成员进行连接：幻灯片18 – 20

• 邀请Cru / CruLead进行连接：幻灯片21 – 23

• 从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启动CruChats：幻灯片25 – 26

• 添加/删除CruChat参与者幻灯片27



CorrigoPro桌面CruChats

CruChats是您，您的团队，业务

合作伙伴和客户之间的即时通
信

首先单击CorrigoPro桌面中的
CorrigoPro磁贴



CorrigoPro桌面CruChats
这是CruChat登陆页面，您将在其中拥有多个过滤器选项，以按特
定类别对CruChats进行排序和查看



CorrigoPro Desktop CruChats

Work orders can be filtered by a number of options.  As an example, you 
can sort using “Unread” from the Status menu, and “This Week” from the 
Complete By menu



CorrigoPro桌面CruChats

在此示例中，按“未读”和“本周”过滤时，剩下一个CruChat

单击CruChat上的任意位置以查看消息正文和/或工作订单
的详细信息



CorrigoPro桌面CruChats

要在此CruChat中发送消息，只需在文本框
中输入消息，然后单击“发送”



启动CruChat

您可以使用Cru / Subs发起CruChat，但不能与客户一起发起CruChat，这
必须由客户发起

要使用您的CruMembers和/或CruLeads启动CruChat，请单击右上角的
Our Cru图标。

hen click “SEND”.



开始一个CruChat

选中要包含在CruChat中的CruMembers框，然后单击窗口顶部附近的
“ CRUCHAT”按钮



恭喜你！

您已经与团队成功启动了CruChat
现在，您可以与Cru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要开始讨论，请在文本框中输入消息
点击“发送”



添加和删除CruChat参与者
您可以在任何CruChat中添加或删除CruMembers和分包商

要在聊天中添加或删除参与者，请单击下拉框，然后单击添加/
删除参与者。



添加和删除CruChat参与者

将打开一个可滚动的下拉框，其中列出了您的Cru和Subs

通过单击右侧的单个复选框来选择或取消选择您的CruChat参与者



带有工作指令的杂项

您的Corrigo客户提供的CruChats可能包含工单

与工作订单关联的CruChat将具有一个橙色框，其中包含工作订单编号，状态以及带有颜
色代码的框，其中指示了优先级

单击工作订单CruChat以打开CruChat窗口并查看工作订单详细信息



带有工作指令的杂项

As with any CruChat, 
you may add or 
remove participants by 
clicking the silhouettes 
icon at the top.

CruChat participant group 
options will appear.

选择参与者：位于屏幕左下方
克鲁-仅克鲁
Cru + Subs – Cru和Subs
全部-Cru和Subs与客户

客户在CruChat的左
侧显示

您可以通过单击消息
框左侧的菜单来选择
哪些参与者收到您的
CruChat消息。

与任何CruChat一样，

您可以通过单击
CruChat右上角的下拉

框来添加或删除参与
者。

将显示CruChat参与
者组选项。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CruChats

您可以从移动设备管理所有CruChats和工作订单

安装CorrigoPro移动应用

点按即可打开应用

您的Crus将出现在第一个屏幕
上

点按Cru即可访问相关的CruChats
和选项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CruChats

要邀请某人连接，请点击屏幕右上
角的3个点，对于Android设备可能
会有所不同

点击“所有联系人”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邀请客户

要邀请客户建立联系，请点击
“客户”标签
点击橙色剪影

输入客户的手机号码，添加一
条简短消息，然后点击“邀请”

您的客户将收到一条短信邀请
函，其中包含下载CorrigoPro 
Request应用程序的链接

您的客户将收到一条短信邀请
函，其中包含下载CorrigoPro 
Request应用程序的链接

Please accept and
connect with us.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邀请分包商（分包）

要邀请一个小组进行连接，请在
“所有联系人”屏幕上，点击
“小组”选项卡

下一步点击橙色剪影

输入您的子公司的名称和电话号
码，然后点击“搜索”

系统将执行搜索以查看子机是否
已在CorrigoPro网络中连接

如果该子网络已经在网络上，则
您可以点击该子网络并自动与其
连接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邀请分包商（分包）

如果该子目录未出现在系统中，
请点击“邀请”

您的子公司的公司名称和公司
电话号码已经通过上次搜索输
入

ABC Test Sub

输入一个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在您的订阅者中输入随附的消
息

test@abc.com

Please accept and connect.

点按“发送邀请”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邀请分包商（分包）

现在，该子项目将在您的SUBS联系人列表中以
“邀请”状态列出

您的订阅者接受邀请并下载CorrigoPro移动应用
后，其状态将更改为“已连接”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邀请CruMembers / CruLeads

要邀请您的CruMembers连接，请在联系人
列表中点击“ CRU”选项卡

然后点击橙色加号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邀请CruMembers / CruLeads

Please accept and connect.

输入您的CruMember的手机号码和可选的邀请
消息

您可以邀请新用户作为CruMember或CruLead，
切换开关以更改成员状态

CruLead通常是担任领导或调度角色的人，并
且可以看到所有CruChats。

必须将CruMember添加到CruChat。通常，
Curleads是技术人员或现场人员，只需要包含
在特定的对话中即可

要将被邀请人指定为CruLead，请点击CruLead
部分中的复选框

点按“邀请”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邀请CruMembers / CruLeads

新的CruMember或CruLead接受邀请并下载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后，它们将被添加到
您的CRU联系人列表中，并可以参与CruChats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启动CruChat

要创建CruChat，请点击屏幕

右上角的三个点，对于
Android设备可能会有所不同
点击“创建ProChat”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启动CruChat

接下来，将显示您所连接的
CruMembers和Subs的列表。

通过点击其姓名右侧的复选框，选择
所需的CruChat参与者

点击右上角的橙色“创建”以启动您
的CruChat（对于android设备，它是一
个选中标记）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启动CruChat

现在您的CruChat已创建，点击文本消息框左
侧的菜单以选择您的参与者组

选择仅与您的Cru或Cru + Subs通信

输入您的信息，然后点击“发送”

每个文字提示框都会显示谁收到了聊天消息



CorrigoPro移动应用程序：添加/删除参与者

要添加或删除CruChat的参与者，
请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点击“参与者”

已包含在CruChat中的CruMember
和Sub在右侧的相应复选框中将具
有一个选中标记

通过点击复选框，根据需要选择
或取消选择参与者

点击右上角的橙色“保存”图标



问题
在线联系Corrigo：

CorrigoSupport.IFM@ap.j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