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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监督管理端：

消防监督管理端通过日常抽查手段、双随机抽查派单、专家监督机

制，加强服务机构服务过程的现场一致性管理；总队负责技术服务机构

办公场所监管、支队消防监督员专家负责对服务质量的监管；手机端可

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智慧消检”登录小程

序。平台登录帐号为个人手机号，初始密码：六个 6

首页 监督管理 项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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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页

首页分为“监督任务”、“监管项目”、“诚信公示”等模块，监管人

员可随时接收查询检测项目、维保项目，还可根据地图查询附近的项目。

（二）监管任务

监管任务模块由监督人员操作，本模块内查看派发给自己的监督任

务，现场处置任务时支持对任务进行督查赋分，发现的问题经审核后计

入企业诚信档案，扣除相应诚信分值。

监管任务提醒

指派监管人员，可根据组织机构指派监督人员。日常抽查或随机监

督时，可引入专家共同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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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监管任务

现场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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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诚信管理

（三）任务审核

任务审核功能由消防系统负责人操作，任务审核模块包括待审核、

已通过、已驳回三个状态，展示监督人员执行任务情况，待审核列表内

点击任务查看任务详情，审核任务，待审核的任务支持通过或驳回两种

处置方式。

（四）监管项目查询

项目查询模块可以查看监管员权限内全部项目，通过右上角项目状

态筛选栏目，可以通过项目名称模糊查询，通过项目状态及开始时间查

询定位已检测项目。

项目查询还支持按照机构筛选，点击机构列表，选择机构名称按照

机构筛选项目。具体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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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项目信息查询

监管信息延伸查询

（五）诚信记录

诚信记录栏目以列表形式展示服务机构、服务机构内人员的诚信记

录信息。点击服务机构，查看服务机构下属人员情况及诚信分值，点击

具体人员查看本人诚信记录扣分情况。

针对检验检测机构及从业人员实行工程评价管理体系，企业的诚信

记录根据企业检测工程的规范度、日常违法行为扣分情况一并计入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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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档案。

企业诚信 个人诚信

通过支队审核+执业人脸识别技术、GPS 位置自动锁定技术、照片

时间+GPS 水印等技术联合应用实现服务机构的现场一致性管理。

起到项目可追溯，过程可规范，问题可预警，对合法合规的机构起

到保护作用，对挂证、造假违法犯罪起到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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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部门后台管理端操作手册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管理平台建设，立足“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的建设原则，实现对现有消防技术机构日常执业行为、消防监管部门的

监管模式的有效管理。其基本功能设定为：通过对全省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企业资质、人员资质的登记管理、执业行为现场一致性管理，消防监

管部门的监管任务管理，实现检测过程全追溯、日常作业程序标准化、

技术服务痕迹化。

（一）管理平台登陆

管理平台的登录地址是http://101.201.114.30:10010在浏览器中

输入登录地址，即可进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平台登录界面，选

择消防人员帐号输入统一下发的账号和密码进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监

督管理平台，平台包括机构管理、审核管理、消防监管、数据中心、考

核管理等功能菜单。

常见问题：

http://101.201.114.30:10010/Frame/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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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或密码输入错误，系统会及时给出提示，如下图。

登录账号及密码输入多次错误，系统会暂时锁定登录，20分钟后自

动解锁。

登录成功后，支队管理员登录成功后首页页面：

平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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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管理模块

管理辖区技术服务机构，包括服务机构管理、技术人员管理、资质

认证管理三部分，点击查看服务机构具体信息。

机构管理

1) 机构管理：

包括新增，修改，删除，启用，停用等功能按钮。主要查看服务机

构的各种信息包括机构名称，机构地址，机构电话，机构负责人等。

(1) 添加机构

点击“新增”，创建机构账户，输入机构名称、编号、地址、负责人

联系方式等信息。

机构登录账户默认为“机构管理员手机号码”，初始密码六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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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删除

点击“删除”，删除选中机构账户信息。

(3) 修改

点击“修改”，修改选中机构基本信息，注意机构登录账号不能修改。

(4) 停用

点击“停用”，停止本机构从业，禁止登录系统。

(5) 重置管理员绑定

机构管理员绑定手机终端，点击“重置管理员绑定”清除绑定手机。

2) 资质管理：

包括服务机构的各种的资质类型，可新增修改和删除机构资质。

(1) 添加资质

点击“添加”，添加机构资质信息，包括检测资质、维保资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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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多种资质情况，分别添加。

添加“资质签章”，输出报告时，需要输出公章盖章，可以在这里上

传资质签章图片。

(2) 修改

点击“修改”，修改选中机构资质信息，修改签章图片等。

(3) 删除

点击“删除”，删除选中机构资质信息。

3) 人员管理：

以技术人员的角度管理辖区技术人员信息，通过本模块可以对机构

人员密码重置。

(1)详情

点击“详情，”查看人员详情。

(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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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修改”，修改人员基本信息，证书照片等。

(3)密码重置

点击“密码重置”，可以找回人员登陆密码，重置后默认为六个 6。

（三）审核管理

审核管理主要是消防审核服务机构资质以及服务机构人员资质模

块，通过本模块可以对新增的服务机构、人员进行审核。

1) 资质审核：

点击需要审核的服务机构，通过选择审核状态进行在线审核，审核

时系统提供三种状态：通过、驳回、开通。

通过状态：选择通过状态表示资料审核通过，还需到大厅开通。

驳回状态：选择驳回状态表示资料有错误，审核人员可填写审核备

注告知服务机构问题点，服务机构可重新提交审核。

开通状态：选择开通状态即表示账号审核通过并开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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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审核

机构审核

2) 人员审核：

人员审核包括（项目负责人、检测人员、授权签字人）三类角色，

点击需要审核的人员，即可查看审核资料基本情况，点击审核通过即可

审核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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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审核

人员审核详情

（四）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模块主要分为监管任务派单、待办事项、任务分工管理、

监督执法统计、专家管理五个模块。是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检测项目模块。

1) 监管任务派单：

消防检测项目：可展示所有已经创建的消防检测项目，点击右边的

监管按钮后选择分派给监管人员，每个项目还可以进行重新监管

消防维保项目：可展示所有已经创建的消防维保项目，点击右边的

监管按钮后选择分派给监管人员，每个项目还可以进行重新监管



17

双随机抽查：根据选项选择要抽查的条件后，点击开始随机便会自

动随机指派给监管人员。

选择批次：选择系统创建的批次

选择抽查类型：类型按照建筑物分类选择

选择时间范围：选择任务时间范围

选择抽查地市：抽查地市范围

选择监管人员范围：按照支队选择监管人员抽取范围

确定任务数：输入任务数

确定人员数量：输入检查人员数

2) 待办事项：

展示自己收到的需要监管的任务，点击“监管”可对监管项目进行

监察。填写检查结论，检查事项完成检查。

企业诚信打分：涉及到诚信扣分的项目，点击企业打分，扣除企业

相应诚信分值。

个人诚信打分：涉及到诚信扣分的项目，点击个人打分，扣除执业

人员相应诚信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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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法监督统计：

查看所有已经指派出去的监管任务的检查情况，是否已经监管或未

监管，点击右边监管结果可查看监管的情况。

执法监督统计

4) 专家管理：

管理系统内社会监督专家，可以添加删除专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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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计分析

1) 项目地图分布：

以地图形式将服务机构已检测与未检测项目直观呈现，通过顶部筛

选条件还可通过时间、检测机构等方式进行筛选。其中已检测项目以绿

色点标识，未检测项目以红色点标识。

点击检测点查看具体检测详情，包括计划检测信息、检测环节信息、

以及现场照片及地理信息。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查看检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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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业人员统计

分机构统计查看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公司合计人员数量。

从业人员统计

3) 地市执业统计

按照地市统计查询支队、大队辖区内执业情况，各类项目统计情况，

支持导出、打印。

支队登录查看大队执业分析，大队查看本辖区的执业统计分析。

地市执业统计

4) 执法监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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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已经指派出去的监管任务的检查情况，是否已经监管或未监管，

点击右边监管结果可查看监管的情况。

执法监督统计

（六）综合查询

1) 机构查询

统计查询本辖区技术服务机构情况。

机构查询

2) 人员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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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查询本辖区从业人员情况。

人员查询

3) 检测项目查询

统计查询本辖区检测项目信息，支持关键字检索。

检测项目查询

4) 维保项目查询

统计查询本辖区维保项目信息，支持关键字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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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保项目查询

5) 执法监督查询

统计查询本辖区监督执法信息以及双随机派单信息。

执法监督查询

（七）系统应用

系统应用下有组织结构、角色管理、用户管理、登录日志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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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用主要负责管理用户和系统应用。

1) 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列表按层级展示四川省内各地市区名称，是管理各地市区

组织的模块。单机选中一个地区，点击界面右上方的“新增”、“修改”、

“删除”进行相应的操作。

2) 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列表展示各种登录角色的名称，是管理用户角色的模块。

可以分配每种角色的功能权限，点击界面右上方的“新增”进行增加管

理角色，单机选中一个角色名称，点击“修改”、“删除”、“分配权限”

进行相应的操作。

角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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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管理

角色管理列表展示管理端和管理后台的用户，是管理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和管理后台用户的模块。点击界面右上方的“新增”进行增加用户，

单机选中一个角色名称，点击“修改”、“删除”、“密码重置”进行相应

的操作。

角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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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软件下载

四川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平台的登录地址是

http://scxf.usensejn.com 在浏览器中输入登录地址，即可

进入平台登录界面。选择“服务机构登录”tab 页，输入统

一下发的账号和密码（服务机构登陆账号为企业提供负责人

手机号，初始密码六个 6）进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平台。

APP 下载

扫描服务机构端二维码，下载然后安装消防管理软件企业

客户端（服务机构管理员登陆账号为企业负责人手机号，初

始密码六个 6）。

仅限安卓手机下载

（手机端支持机构管理员、项目负责人、检测人员、授权签字人登录，主要实现现场操

作过程以及身份刷脸核验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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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集录入人员信息（初次使用采集）

首先需准备人员证件照片：身份证、从业证书或考试成绩

单截图，其次，被添加人员需在场（采集人员面部信息）。

注意：人员添加需要采集面部信息，需通过手机完成。

1)人员添加：点击主界面人员管理模块，添加执业人员信

息，人员分五类角色，即项目负责人、检测人员、维保人员、

评估人员、授权签字人，一人支持多角色，同时勾选多个角

色即可添加为多角色。

系统内已有人员，需添加多其他角色：点击人员添加→新

增人员，重新填写人员信息即可。

2)人员删除：对于因信息录入错误或离职等原因需要删除

信息的人员，进入人员详情，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3)人员变更：添加过程中，信息录入错误可通过人员详情

内，变更信息按钮，填写修改原因，进行变更。

4）执业人员登录：人员添加完成后，审核通过即可登录

系统，初始默认六个 6，登录后可在个人中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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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入项目信息

1)在项目负责人、维保人、授权人都已录入且审核通过的条

件下才可以在项目管理创建检测、维保项目分派工单。

2)项目管理主要分创建项目、工单分派、项目执行和项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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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几部分，由机构管理人员创建录入项目信息，分派给相应

的执业人员，项目负责人及操作员在项目执行内刷脸执行自

己项目工单，现场检测结束后，通过电脑编制报告，授权签

字人签批确认项目报告后结束项目。

3)创建项目时，需要上传项目所在建筑物信息，建物信息以

消防中控室为最小单元创建，需要上报待检建筑物的名称、

位置、分类、联系人、以及签订合同信息等。

4)已创建、执行中及已完成的所有项目均可在项目查询中查

看。

创建项目界面如下：

添加项目 项目基本信息 选择位置

四、现场执业

项目负责人、检测人员通过人员管理注册的手机账号登录

APP，点击项目执行“待检项”下项目列表，查看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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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现场操作过程如下：

第一步：点击“刷脸验证”按钮，现场刷脸识别人脸信息

及现场位置信息。

现场检测流程：首先项目负责人刷脸、检测人员/维保人员刷脸、

完成现场检测后，项目负责人最后刷脸结束现场过程。

第二步：点击“拍摄现场设备”按钮拍摄现场设备，验证

现场设备照片。

第三步：现场检测，通过“检测项目栏”添加现场检测信

息。

第四步：针对现场发现不合格问题，可添加处置结果，处置

完毕后，点击“确认完成”按钮完成现场环节。

第五步：现场环节检测结束后，项目状态标记为“检测完成”，

此时授权签字人，等待报告编制结束，在手机端刷脸，确认

报告有效性，点击“结束”项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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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计划 开始执行 现场检测

上传不合格项 确认完成

五、编制报告（电脑端编制报告）

现场检测结束后，项目状态未“检测完毕”状态，此时可

通过平台“项目管理模块”编辑管理报告。

检测报告编辑完成后，项目审批人（授权签字人），通过

手机确认报告有效，确认后即可输出检测报告。输出报告格

式为 PDF 格式。输出报告后项目状态为“项目结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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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审批人确认报告后，报告就不可修改了。

1)检测编制过程：

第一步：管理员登录平台：

http://scxf.usensejn.com/Frame/Login.aspx

第二步：点击“检测项目管理”→“已执行项目”，选择已

结束现场检测的项目，在项目“操作报告”栏点击“编辑报

告”进入报告编辑页，如下图，报告编辑完毕，点击保存即

可打印或输出报告 PDF 版本。

第三步：报告编辑后，点击“导出”即可下载 PDF 版本报告。

http://scxf.usensejn.com/Frame/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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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下载

2)维保编制过程：

第一步：管理员登录平台：

http://scxf.usensejn.com/Frame/Login.aspx

第二步：点击“维保项目管理”→“已执行项目”，选择已

结束现场维保的项目，在项目“操作报告”栏点击“编辑报

告”进入报告编辑页，如下图，报告编辑完毕，点击保存即

可打印或输出报告 PDF 版本。

第三步：报告编辑后，点击“导出”即可下载 PDF 版本报告。

http://scxf.usensejn.com/Frame/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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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下载

六、电脑端详细操作手册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通过以下网址，通过浏览器登录平台：

http://scxf.usensejn.com

点击“服务机构登录”窗体，输入用户名及密码，进入四川社会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平台。用户名默认为支队资质认证时企业负责人手

机号，初始密码六个六。

http://scxf.usensej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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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信息

机构信息管理内可查看本单位资质信息，人员信息等修改

与管理（因人员添加时需要采集面部信息，人员添加仅可通

过手机端进行，人员基本信息修改可通过电脑端完成）。

（二）检测项目管理

管理检测类项目，包括创建检测项目、查看检测项目状态、

管理输出报告等功能。

检测项目状态分为（待检测、已检测、检测完毕、项目结

束）四个状态。

新派工单后，项目状态为“待检测”状态。

项目有一个人开始执行后，项目状态为“已检测项目”。

现场检测结束后，项目状态未“检测完毕”状态，此时可

通过平台“项目管理模块”编辑管理报告。

检测报告编辑完成后，项目审核人（授权签字人），通过

手机确认报告有效，确认后即可输出检测报告。输出报告格

式为 PDF 格式。输出报告后项目状态为“项目结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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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保项目管理

维保项目管理包括维保记录管理、维保工单派发、维保工

单管理三个模块。

“维保记录管理”菜单可创建、管理维保项目，通过电脑

端创建维保项目，创建后系统自动按照项目生成“维保项目

二维码”，服务机构可自行打印，扫描二维码可查询维保基

本情况。

“维保工单管理”管理每月应分派的维保工单，“维保工

单管理”内展示当月未分派的维保工单，选择一条工单记录，

点击“工单派发”即可派发当月维保任务。

“维保工单管理”管理每次维保后生成的维保报告，可通

过本模块编辑、下载打印维保报告。维保人员现场维保结束

后，即可通过“维保工单管理”模块，编辑报告、导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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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应用

系统应用模块可以修改机构密码、查看登录状态记录

等。

修改密码：年级“个人信息”修改密码，输入当前密

码以及更改后的密码，修改密码。

七、项目负责人与检测人员操作说明（APP 操作）

1) 消防检测步骤

1）待检项：

项目负责人、检测人员通过人员管理注册的手机账号登录消防服

务机构管理平台，点击项目执行“待检项”下项目列表，查看本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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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项目信息。

现场操作环节步骤：

第一步：点击“刷脸验证”按钮，现场刷脸识别人脸信息及现场

位置信息。（注意必须要项目负责人先刷脸，检测人员才可以刷脸。）

第二步：点击“拍摄现场设备”按钮拍摄现场设备，验证现场设

备照片。

第三步：上传现场照片，如发下不合格项请添加不合格项。存在

不合格项的项目，下次创建项目时可以通过不合格项同步本次项目。

第四步：完成检测，点击“确认完成”按钮完成项目检测环节。

2) 消防维保步骤

工单执行

工作人员登录软件会收到自己要执行项目的提示信息。

现场操作环节步骤：

第一步：点击“刷脸验证”按钮，现场刷脸识别人脸信息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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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信息。（注意必须要项目负责人先刷脸，维保人员才可以刷脸。）

第二步：点击“拍摄现场设备”按钮拍摄现场设备，验证现场设

备照片。

第三步：上传现场照片，如发下不合格项请添加不合格项。存在

不合格项的项目。

第四步：完成检测，点击“确认完成”按钮完成项目检测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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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不合格项或故障记录

八、授权签字人操作说明（APP 操作）

项目签字人通过人员管理注册的手机账号登录 APP，点击项目执

行“待签批”下项目列表，查看本人需签批的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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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批人员需要首先验证人脸信息，验证通过后，查看制作的报告，

并拍照上传检测报告，完成签批环节。完成签批后，项目结束。

九、注意事项

1）技术咨询及反馈可添加运维 QQ 群，技术服务电话：

15562611993，15064151372

2）平台管理员用户名及密码为企业资质开通负责人的手

机号，初始密码 666666。企业管理员账号仅供管理企业权限，

绑定手机，不要与其他执业人员账号冲突。

3）现场操作过程，需要比对人员信息及位置信息，需项

目负责人、检测人员到场。因位置创建不准确导致的超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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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位置，可由项目负责人或管理员，在项目内点击右上角“修

改”按钮修改项目位置等信息，注意开始检测后无法再修改

项目信息。

4）现场操作人员需按照顺序进行执业，首先项目负责人

开始项目、其次维保/检测人员完成执业、最后项目负责人

结束现场工作。

5）针对维保项目，按照合同时间周期，系统自动为每月

创建一次维保任务，企业只需要派发相应工单即可。

6）完成现场检测/维保过程才能进行报告编制，审批人确

认报告后，报告即不可修改。

7）电脑端可完成除了人员录入以外的项目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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