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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动版系统主界面 

     
图1-1 系统界面                            图1-2 系统登录界面 

 

登录时所需工号\姓名、密码同 PC端办公自动化系统账号和密码。 

1.1 顶部按钮 

系统主界面最顶部是登录用户名称、刷新【  】和退出【  】按钮，具体见图1-3。 

1.2 快速导航按钮 

系统主界面顶部按钮下面是三个快速导航按钮，分别是【办公助理】、【文档管理】和【使用

帮助】，具体见图1-3。 

1.3 主内容区 

系统主界面快速导航按钮下面是主内容区，显示系统主要模块的名称、信息数、首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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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标题和新建按钮，具体见图1-3。主内容区是按照您PC端OA系统桌面的模块布局顺序显示的，

如需自定义显示可在PC端OA系统的“个人中心”的“桌面自定义”中设置。电子公告、会议安排和内

部邮件等模块后面红色区块提示的是未读信息数量，待办工作、在办工作等模块后面红色区块

提示的是共有多少条工作流程。 

1.4 底部导航菜单 

系统主界面最底部是导航菜单，分别是【信息中心】、【日常办公】、【内部邮件】和【个人中

心】，具体见图1-3。 

 
图1-3系统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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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动版系统主要功能 

2.1  信息中心 

信息中心主要包含【电子公告】和【会议安排】二个模块，点击后可进入二级菜单，点击【 】

可返回主界面，具体见图2-1。 

注：在所有二级菜单中点击【  】均可返回主界面。 

 

图2-1信息中心 

2.1.1  电子公告 

点击系统主界面的【电子公告】，进入电子公告的【有效公告】列表页面，具体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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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有效公告页 

点击页面左侧【 】按钮，进入【电子公告】菜单，具体见图2-3；点击右侧【 】按

钮，可在本页显示快捷菜单，具体见图2-4。 

       

图2-3电子公告菜单                          图2-4快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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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新建电子公告 

方式一：在系统首页点击【电子公告】菜单后面的【 】按钮，即可新建公告，具体见

图2-1和图2-6。 

方式二：在电子公告页的顶端，点击【 】按钮，即可新建公告，具体见图2-5和图2-6。 

公告编辑完成后，可直接发布，或可保存到草稿箱稍后发布。 

     

图2-5新建按钮                            图2-6新建公告 

选择公告对象时，点击【  】按钮，出现【选择公告对象】窗口，点击需选择对象后单击

【确定】，选择完成，对话框关闭，具体见图2-7。 

点击窗口的顶部【关闭】按钮或底部的【取消】按钮可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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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选择公告对象窗口 

2.1.1.2  电子公告菜单 

【有效公告】：所有还在有效期内的公告列表。 

【未读有效公告】：所有还在有效期内的未读的公告列表。 

【过期公告】公告有效期已过的公告列表。 

【全部公告】所有公告显示列表。 

【收藏夹】显示已收藏的公告。点击信息尾部的星型按钮，变为实心星型时，即已加入收藏 

夹；空心星型时是未加入收藏。 

【草稿箱】显示公告的草稿列表。 

【已发公告】显示所有已发布的公告。 

2.1.2  会议安排 

点击系统主界面或信息中心模块下的【会议安排】即可进入会议安排的【近期会议】列表页

面，具体见图1-3和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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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新建会议安排 

方式一：在系统主界面点击【会议安排】菜单后面的【  】按钮，即可新建会议，具体

见图2-1和图2-9。 

方式二：在会议安排页的顶端，点击【 】按钮，即可新建会议，具体见图2-8和图2-9。 

会议安排编辑完成后，可直接发布，或可保存到草稿箱稍后发布。 

     

图2-8会议新建按钮                                图2-9新建会议 

点击页面左侧【 】按钮，进入【会议安排】菜单，具体见图2-10；点击右侧【 】按钮， 

可在本页显示快捷菜单，具体见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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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会议安排菜单                         图2-11快捷菜单 

2.1.2.2  会议安排菜单 

【近期会议】：所有近期会议列表。 

【未读近期会议】：所有未读的近期会议列表。 

【过期会议】已过期的会议列表。 

【全部会议】所有会议显示列表。 

【收藏夹】显示已收藏的会议。点击信息尾部的星型按钮，变为实心星型时，即已加入收藏夹；

空心星型时是未加入收藏。 

【草稿箱】显示会议的草稿列表。在草稿箱中点击需编辑会议，进入会议草稿页面后，点击【编

辑草稿】，即进入编辑会议草稿页面，编辑完毕后，可保存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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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常办公 

日常办公包含待办工作、在办工作、转发工作、拟办工作和流转监控等五个版块,如图2-12

所示。 

 

图2-12日常办公 

2.2.1  待办工作 

点击系统主界面的【待办工作】，进入【待办工作】列表页面，如图2-13、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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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首页待办工作菜单图                2-14待办工作列表 

待办工作，您可以签收、处理该工作；也可以拒绝办理该工作把该工作退回给上一环节办理

人。要办理工作必须先执行签收操作。 

待办工作签收后，便成为在办工作，显示在您的在办工作窗口内，可以立即处理或者先将工

作保存稍后处理。在待办工作详细页面中，点击操作条上的退回按钮，将把该工作直接退回到

上一环节的办理人，如图2-15所示。 

 

图2-15待办工作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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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在办工作 

在办工作中，显示您已经签收，并且还未提交给下一环节的工作。在这一环节中仍可以取

消签收，如图2-16所示。取消签收后，可以在待办工作中重新签收。 

    

图2-16在办工作                       图2-17工作办理 

单击需要办理工作标题，进入在办工作详细页。在操作条上单击办理按钮，进入工作办理页

面，如图2-17所示。对工作进行办理后，可保存工作或直接提交工作。工作提交后，即进入下

一工作环节，该工作会显示在转发工作中。 

2.2.3  转发工作 

转发工作是您已提交给下一环节，但下一个环节办理人尚未签收的工作。当工作提交后，在

被下一环节的办理人签收之前，将一直显示在您的转发工作窗口内。 

在日常办公模块内，选择转发工作，您可以查阅所有您办理完毕的工作、及其当前所处的环

节及后续办理人姓名，您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其处理情况，请打开工作窗口，浏览工作内容，

如图2-18、2-19所示。 

工作提交后，如果您发现工作有错误，或将工作发送给错误的环节（办理人）等情况时，您

可以点击【撤回】按钮将其撤回重新处理、提交。如果该工作是您新建的且尚未经过其他环节

或办理人签收过的，撤回后，工作将显示在您的拟办工作窗口内；如果该工作只是经您签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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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结束的，撤回后，将显示在您的在办工作窗口内。 

      

图2-18转发工作                       图2-19转发工作详细 

2.2.4  拟办工作 

拟办工作，您新建工作的草稿，此类工作尚未开始流转。 

方式一：在系统主界面点击【在办工作】或【待办工作】菜单后面的【 】按钮，即可

新建工作，如图1-3所示。 

方式二：在日常办公或拟办工作的顶端，点击【 】按钮，即可新建工作，如图2-20、2-21

所示。 

在拟办工作中点击右侧【 】按钮，可在本页显示快捷菜单，如图2-22所示。 

在工作列表中，单击工作标题，即可进入该工作的详细页面，如图2-23所示。在详细页面中

可以查看该工作的流转历史、流程说明和环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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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日常办公                   图2-21拟办工作 

      

图2-22快捷菜单                    图2-23拟办工作详细 

2.2.5  流转监控 

流程管理员可以监控相关流程，查看流程详细，如图2-24、2-25所示。并且可以对相关流程

进行特送个人或特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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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流转监控                     图2-25监控工作详细 

2.3  内部邮件 

点击系统主界面的【内部邮件】，进入内部邮件的【收件箱】列表页面，如图1-3、2-26所示。 

  
图2-26收件箱                     图2-27内部邮件               图2-28快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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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页面左侧【 】按钮，可进入【内部邮件】菜单，如图2-27所示；点击右侧【 】按

钮，可在本页显示快捷菜单，如图2-28所示。 

2.3.1  新建邮件 

方式一：在系统主界面点击【内部邮件】菜单后面的【 】按钮，即可新建邮件，如图

1-3、2-30所示。 

方式二：在收件箱或内部邮件页的顶端，点击【 】按钮，即可新建邮件，如图2-29、2-30、

所示。 

邮件编辑完成后，可直接发布，或保存到草稿箱稍后发布。可以查看编辑完的邮件详细，如

图2-31所示。 

   

图 2-29 新建邮件按钮             图 2-30 新建邮件               图 2-31 邮件详细 

2.3.2  内部邮件菜单 

【未读邮件】所有未读的邮件列表。 

【收藏夹】显示已收藏的邮件。点击信息尾部的星型按钮，变为实心星型时，即已加入收藏夹；

空心星型时是未加入收藏。 

【草稿箱】显示邮件的草稿列表。 

【已发送】显示所有已发布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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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删除】显示已删除的邮件列表。在已删除列表内点击【还原】按钮可以将已删除的邮件还

原。 

2.4  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包含个人设置、微信设置、修改密码和退出登录，如图2-32所示。 

2.4.1  个人设置 

在个人设置中显示当前用户的用户信息，如图 2-33所示。 

    
图2-32个人中心                   图2-33个人设置 

2.4.2  微信设置 

通过微信与OA用户的绑定，可根据需要开启或关闭订阅微信消息推送服务，如图2-34、2-35、 

2-36所示。开启后，当有了新的待办工作、电子公告、会议安排和内部邮件等，系统将会即时

推送到用户的微信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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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4微信设置              图2-35微信客户端公告提醒       图2-36微信客户端新邮件提醒 

2.4.3  修改密码、退出登录 

【修改密码】修改登录的密码，如图2-37所示。 

【退出登录】退出移动版办公自动化系统。 

 
图2-37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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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速导航 

系统主界面顶部按钮下面是四个快速导航按钮，分别是【办公助理】、【文档管理】和【使用

帮助】，具体见图1-3。 

3.1  办公助理 

办公助理版块包括组织机构、公共电话薄、校车时刻表和教工食堂菜谱等信息的查询浏览，

如图 3-1所示。 

    

图3-1办公助理                      图3-2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即大连工业大学的部门设置，如图3-2所示。部门采用树式结构，可以在任意部门

下定义子部门，可以设置某个部门的具体岗位，在用户管理里可以设置人员所属部门及岗位。 

【公共电话簿】显示学校的管理机构、教学机构、科研、教辅机构直属机构等的各个办公室的

联系电话，如图3-3所示。 

【校车时刻表】校内班车时刻表。 

【教工食堂菜谱】显示各校区教工食堂的菜谱，如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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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公共电话簿              图3-4教工食堂菜谱 

3.2  文档管理 

实现对公文查询、归档文件、文件汇编等文档查询和管理，具有查看文档详细内容和附件的

在线预览等功能。 

【公文查询】对公文进行查询。可输入关键字进行公文搜索，如图3-5、3-6、3-7所示。 

     

图3-5公文查询            图3-6公文查询列表及查询             图3-7公文查询详细 

【归档文件】对已归档文件进行查询。可输入关键字进行归档文件搜索，如图3-8、3-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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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3-8归档文件              图3-9归档文件列表及查询        图3-10归档文件详细 

【文件汇编】对文件汇编进行查询。可输入关键字进行归档文件搜索，如图3-11、3-12、3-13

所示。 

   

图3-11文件汇编             图3-12文件汇编列表及查询         图3-13文件汇编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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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使用帮助 

【使用帮助】移动版办公自动化系统的使用帮助文件。如图3-14 

 

图 3-14 使用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