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CorrigoPro Desktop管理工单
工单的全生命周期–PC端



连接到CorrigoPro & 管理工单–桌面

https://helpcorrigopro.wpengine.com/videos/manage-work-orders-desktop/

将此链接复制到您的浏览器，并观看有关如何以英语讲解
Manager Work Orders-Desk Top的视频，或按Enter键观看演示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介绍……。

• 登录到CorrigoPro Desktop Slide 3

• 查找工作订单幻灯片4 -7

• 打印工作单幻灯片8

• 查看新的工作单幻灯片9

• 随附的留言幻灯片10

• 联系服务位置幻灯片11

• 服务水平协议（SLA）幻灯片12

• 不超过（NTE）/报价幻灯片13-15

• 接受或拒绝工作单幻灯片16

• 附加文档幻灯片17

• 分配工作单幻灯片18 – 19

• 签入幻灯片20

• 暂停工作单幻灯片21

• 签出幻灯片22

• 维修类别/维修代码幻灯片23-24

• 工作验证和评分幻灯片25

• CruChat链接幻灯片26

• 动作和筛选器幻灯片27-33

• 数据表幻灯片34 – 36

• 设置：警报/捕获客户

• 签名幻灯片37 – 38



登录到您的CorrigoPro桌面
CorrigoPro桌面登录页面URL- https://login.corrigo.com/connect/login

登录到您的CorrigoPro
桌面使用您的电子邮件
地址和密码，在注册时
设置

test@Corrigo.com

然后点击“登录”

…………………..

mailto:test@Corrigo.com


查找工作单

从你的
CorrigoPro桌面，
点击
CorrigoPro瓷贴



查找工作单

在CruChat页面的顶部，您会找到可点击的菜单，
允许您搜索和过滤CruChats。

您将被带到CruChats页面，在此页面上，您将能够
查找您的关联客户发送的所有工作订单



查找工作单

强大的过滤器选项使您可以轻松分类CruChats和工单
让我们寻找仍在等待接受的工作单

要查找尚未接受工作指令的任何CruChats，
单击“ WO状态”菜单，单击“等待接受”



黄色的CruChat框尚未打开或有新的
需要阅读的信息

灰色的已经打开

查找工作单



打印工作单

点击您的工作订单
希望打印

点击下拉框

单击“打印输出”以打
印选定的工作订单



审核新工作单

工作订单的所有详细信息是
包含在CruChat中
每个已经确认动作的时间和日期
可单击工作订单中的橙色文本
首先，滚动到工作订单的顶部
单击“消息”链接以显示与作品有
关的信息
订单，由客户输入



伴随讯息

客户联系信息，工作说明，
也可能包含具体的工作流程或步骤

退出消息框返回
工作单，直接点击“关闭”



站点联系和服务位置

接下来，您将看到客户的站点联系人，
可点击的电子邮件或电话号码链接
接下来是服务位置的交互式地图链接

点击地图链接将打开
PC上的本机应用程序，以允许地图程序
显示您客户的地址



问题和SLA

在服务位置下方，您将
找到报告的问题描述和
请求的任务

服务水平协议（SLA）

请注意，您的客户会按照SLA时间表
对您的能力进行评分



NTE：不超过

接下来，您将看到“NTE金额
（不能超出金额）”的工作指示

NTE金额
是客户给与该项服务的维修或维
护服务设定最高费用

如果您需要
增加到NTE金额，请单击
在“ HERE”链接上，“提交
报价”框将会出现



提交报价

输入报价
请求的服务，以及
说明理由
报价金额

然后点击“提交”

客户将收到通知
要求增加NTE，客户将审核您的报
价，可能
接受或拒绝您的报价



接受报价和新的NTE

要求的NTE的详细信息
实际记录增加
时间，在CruChat中
在此示例中，客户已批准报价，
并且报价金额现在显示是更新的
NTE金额



接受工作单

在原始CruChat的底部
工作订单详细信息，系统将
提示您“接受”或
“拒绝”工单
直接单击“接受”接受工作订单，或
单击“拒绝”拒绝工作订单

该动作将带有时间戳记录到
CruChat中，客户将
被通知他们的工作订单是否被接
受或拒绝

如果您接受工作单，并到达客户站点
可点击“签入”并开始提供服务



将文档附加到工单

点击工作单
在工作单中后，单击
在下拉菜单中
右上角
点击“发送文件”

系统将重定向到计算机的
文件库
点击您想要附加的文档
工作单



分配工作单

当工作单被接受时，它
可以分配给现场技术员
或分包商完成工作

点击下拉菜单中的
屏幕的右上角

点击添加/删除参与者以
分配CruMember或分包商



分配工作单

CruMembers和连接的分包商将
会出现，请参见左侧的示例
变灰的名称是CruLead，它们自
动包含在所有CruChats中

要分配工作，请单击复选框
在所需分包商的右侧或
CruMember的名字

输入CruChat短信
然后点击“发送”
CruChat反映了添加的CruMember
和工作订单的分配

现在已分配工作订单

请完成此工作订单



签入以开始工作单

当CruMember或Sub是
分配了工作单，他们将
需要签入才能开始
工作单

如果在桌面中，单击橙色
“签到”开始工作
订购

CruChat将更新
指示位置的注释
签到的人再距离服务地点多
远距离开始工作

客户将知道技术员在
签入时与站点一定距离，并且
开始跟踪时间，以便客户和服务
提供者知道完成工作需要多长时间



暂停工单

有时您需要
如果
技术员休息一下或
在多天的项目中一天结束时
离开网站

点击橙色的“暂停”链接

CruChat将再次
注意记录工单已被暂停
（注意暂停将不改变SLA时
间）

当技术人员准备好
他们点击的推荐工作
“报到”



签出并完成工作订单

工作完成后，请点击
橙色的“ CHECK OUT”链接

“完成工作单”窗口将
打开您应该输入有关该工作的详细评
论的位置
完成。



维修类别和维修代码

输入您的评论后，选择“修复类别”
单击并访问维修类别列表



修理 分类和维修
然后，您将对

“维修代码”

码

然后点击“完成”



验证和评价工作

技术人员签出后
工单已经完成了
客户将收到通知

客户可以在他们的工作期间对工作进行
评分
验证过程，评级将
在CruChat中出现并带有注释
验证信息

如果您的客户已实施
验证步骤是
工作订单流程，您将只能
完成验证和工作评级后向客户开具发
票



CruChat链接

通过共享CruChat对话
电子邮件或文本，单击链接图标
在CruChat的右上方
窗口
这将生成一个活动的CruChat链接，
您可以复制并粘贴该链接
由于该链接处于活动状态，因此它
将始终显示当前对话-如果对话继续，
请再次打开该链接以查看新内容

这是存档的强大工具
CruChat对话或参考
具体的工作指令和细节



动作和过滤器

单击CorrigoPro磁贴以查看CruChats
点击橙色框以查看批量/过滤器选项

单击您要使用的选项旁边的下拉箭头：“批
量操作”这将打开所选选项中的可选类别单
击CorrigoPro磁贴以查看CruChats
点击橙色框以查看批量/过滤器选项
单击您要使用的选项旁边的下拉箭头：“批
量操作”这将打开所选选项中的可选类别



点击橙色框以查看
批量/过滤器选项
点击旁边的下拉箭头
您希望使用的选项：“批量操作”
这将打开所选选项内的可选类别

动作和过滤器



操作和过滤器：批量接受

工作订单已被过滤
“等待接受”
选中第一个右侧的框
工作单，等待接受，然后单击“选
择所有客户小菜”
这将选择所有等待接受的工作订单



系统询问您是否要
接受选定的工单
点击“是”
41个工作订单将被批量接受

41 WO

操作和过滤器：批量接受



动作和筛选器：导出

“导出”功能提供了
用户能够以Excel或CSV格式导出工
作订单数据

用户可以在以下位置导出所有工
作订单
一度
导出特定工作单
状态，单击“ WO STATE”，在要
导出的工作订单的状态旁边打勾

示例：WO状态为“已接受”
工作订单”，则只会导出已接受
的工作订单



操作和过滤器：移动用户信息

系统显示信息
对于已连接的移动用户



动作和过滤器：过滤器

点击“更多过滤器”可以
用户添加用于提供其他详细信息
的过滤器
选定的工单

用户在此处添加了“客户”
过滤器，“接受/拒绝”过滤器和
“类型”过滤器
这允许用户使用添加的过滤器提供
的其他数据来选择工单。
单击每个旁边的橙色“ X”
过滤器以除去过滤器



可导出数据表：自我报告

单击数据表图标
打开数据表

数据表可以配置
满足您的数据需求
该表可以保存并与其他用
户共享



数据表：可选数据类别

使用桌面底部的滚动条，将滚动到正确的
单击表格右上角的3个点
单击“列”以查看可选数据类别
31种可选数据类别



数据表：保存/共享数据表

单击下拉箭头以
保存或检测表
选中“共享”中的支票
如果用户希望与其他用户共
享表



设置：通知/高级

点击“设置”图标
查看通知
切换用户通知
使用每个通知右侧的切换开
关打开或关闭
通知设置为
仅个人用户



设定：进阶

点击“设置”图标
点击“高级”
显示财务信息的选项用户可以使用每个选项

右侧的切换开关来打开或关闭
切换“捕获客户签名”将启用所有客户帐户
的签名捕获功能

单击保存以保存所有更改



问题
在线联系Corrigo：

CorrigoSupport.IFM@ap.j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