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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概述

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信息归集平台功能基于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

系统建设，用户面向国家、省、市、区（县）各级主管部门以及实施人员提供自

建房安全专项整治信息的归集、查询、统计分析等功能，为开展全国城乡自建房

安全排查工作提供信息化支撑。

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信息归集平台功能分为 WEB 端工作平台和移动端 APP

两部分。WEB 端工作平台需在政区外网的环境下使用，提供自建房安全信息查询、

浏览等功能。APP 端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使用，在共享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

普查数据的基础上，提供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录入、查询浏览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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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用户

自建房安全排查功能基于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系统开发，系统部署

模式为省级本地化部署，各省有独立的访问地址，请联系本级全国房屋建筑和市

政设施普查负责部门获取访问地址和账号信息。

自建房安全排查用户按角色包含管理员用户、排查员用户和普查用户，各用

户的说明和具备的操作权限见表 1。

各级排查账号可本级负责普查工作的行政管理员在系统中创建管理员，再有

管理员为排查工作的普查用户，排查员用户创建账号。

省、市管理员可创建本级的排查普通用户。

区县级管理员，可创建区县级排查员、乡镇级排查员和普通用户，区县级排

查员可对整个区县的自建房排查信息进行录入和修改，乡镇级排查员可对本乡镇

的自建房排查信息进行录入。

表 1 用户权限表

序号 用户类型 用户描述 权限

1 管理员

用户为部、省、市、县级具体工作管

理人员，由本级行政管理员设置和维

护，可按需要设置多个管理员账号。

具有用户管理、自建房

信息查询浏览、属性导

出功能。

2 排查员

面向地方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录入

员设置，主要由区县管理员分配和管

理，可按需批量创建。

具有自建房排查信息

录入、编辑、修改、查

询、浏览、属性导出功

能。

3 普通用户
部、省、市、县均可设置普通用户，

该类数据由各级管理员按需分配。

具有自建房安全信息

查询、浏览功能，不可

进行数据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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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操作-WEB端工作平台

3.1 系统登录

打开系统登录地址，出现登录界面，如下图：

图 3- 1 系统登陆图

首先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点击【记住用户名】，系统会自动保留常用

的账号和密码记录，当你点击【用户名】时，系统会自动识别之前的登录记录，

如下图：

图 3- 2 系统密码登录界面

排查员初次登录，需进行身份信息实名登记，方可使用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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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排查员用户创建

排查员是在普查房屋信息基础上，对普查房屋进行自建房安全信息的排查。

排查员只有区县和乡镇级，因此排查员账号的创建和分配也只由区县级的行政管

理员和管理员负责。

新增排查员，是指区县行政管理员、管理员在区级行政区划或者乡镇级行政

区划创建用户分类为排查员的用户。具体新增方法如下：

（1）以区县级行政管理员/管理员身份登录系统，选择排查员所属机构，区

县级或者乡镇级，如正义镇：

图 3- 3 机构列表

（2）点击新增用户

图 3- 4 新增用户

（3）选择排查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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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5 选择排查员选项

（4）创建信息

确定新增的排查员的数量，并设置初始密码；

图 3- 6 创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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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交新增

点击提交，即可新增排查员成功；

图 3- 7 提交成功

新增的排查员登录系统后，通过实名认证后，可在桌面端查看到【自建房安

全排查】功能。

（6）用户信息修改

图 2-7 显示用户列表中，每个用户信息对应的操作栏，点击“修改”，可对

用户信息进行修改，包括重新设置用户密码。

3.3 系统操作-WEB端

排查员、普通用户、管理员和行政管理员，在登陆调查系统后，即可在功能

菜单中查看到【自建房安全排查】功能，能够查看到当前用户级别不同排查状态

的房屋图形数据以及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并可通过查询条件筛选所需信息，并

将其导出 exce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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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 PC 端排查员界面

3.3.1 浏览

进入【自建房安全排查】功能，可查看到功能左侧为排查图斑，右侧为排查

列表。

（一）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

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以列表的方式展示每一栋房屋当前排查的状态及排查

完成情况，按排查状态，分为未排查、排查中和已排查三类。

在排查中和已排查的列表中，能够查看到自建房安全排查的基本信息。同时

对每一条排查记录，都可以进行图形定位和详情的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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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7 排查信息列表

（1）定位：点击定位按钮，房屋在功能左侧地图窗口中高亮显示。

（2）详情：点击详情，进入排查指标查看页面。

图 3- 8 排查指标信息

点击自建房安全排查编号后的定位功能，可定位到具体的排查房屋位置。

（3）返回列表：退出当前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返回自建房安全排查列表。

（二）自建房空间图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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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地图窗口中，可以查看天地图底图影像，同时能够查看排查图斑位置。

排查图斑根据不同的排查状态进行渲染：排查状态为排查中，图斑为粉色填

充，已排查为绿色填充。

图 3- 9 排查图斑图例

排查筛选：根据排查状态（排查中、已排查），增加图形显示控制。两种排

查状态默认勾选，图斑显示根据筛选项动态控制。

图 3- 10 排查筛选

工作图层切换：可根据实际需求，切换图层显示排查房屋或调查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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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1 工作图层

（2）图斑选择：选择地图上的房屋，图形高亮显示，并弹出自建房安全排

查信息标签。点击详情按钮，功能界面右侧显示该房屋的自建房安全排查指标表

单。

图 3- 12 图斑选择

3.3.2 查询

系统提供多个安全排查指标项进行筛选，可选择单个指标进行查询，也可以

选择多个指标组合进行查询。查询结果，将在下方的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列表中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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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3 查询

3.3.3 导出

对于查询结果，支持镇街级别及以下的自建房安全排查信息记录导出。导出

格式为.xl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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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4 查询记录导出

列表切换至排查中或已排查，排查记录导出表如下：

图 3- 15 排查中/已排查导出表格

列表切换至未排查，则将未排查查询结果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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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操作-移动端 APP

4.1 系统登录

排查员登录 APP，进入后会有【自建房安全排查】、【我的设置】两个模

块

图 4- 1 APP 端排查主界面

点击【自建房安全排查】可直接进入到所属区县/镇街的地图范围，可放大

地图到 17 级可看到排查的底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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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 APP 端排查地图界面

4.2 房屋排查

排查场景一：图斑与实际房屋一致

通过地图放大到指定位置，可点击地图上右上角【排查】按钮，对指定对象

进行排查，也可按上述步骤在排查列表中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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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 APP 地图界面房屋排查

排查场景二：图斑与实际房屋不一致，图斑对应多个房屋。

针对一个房屋存在多个排查对象的情况，可对待排查房屋进行分割，然后填

写分割后的房屋排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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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 APP 端排查房屋分割

排查场景三：现场有房屋，但底图无图斑

针对实地没有房屋底图，但实际是有待排查的对象时，可以通过新增排查对

象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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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 APP 端排查房屋新增

可通过排查列表或排查图斑入口进行自建房安全排查。

通过排查列表，点击右上角【排查列表】可看到未排查、排查中、已排查几

个列表，可点击单个对象进入到属性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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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6 APP 排查列表

也可通过定位，确定当前所在位置的图斑，选择需要排查的图斑进行排查，

录入对应房屋的排查指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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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7 APP 地图排查入口

进入排查页面后，可对根据房屋的实际情况录入排查的相关指标信息，包括

基本情况、建设情况、管理情况、排查情况和整治情况。由于排查中部分指标与

普查指标相似，排查时会复用普查的行政区划、建筑地址等指标内容，可复用的

指标用浅蓝色底色进行标记，排查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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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8 排查指标

4.3 其他功能介绍

4.3.1 图例

在地图界面点击【图例】，可查看图例信息，包括普查图例和排查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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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9 APP 图例

4.3.2 图层配置

在地图界面点击【图层】，可对图层进行配置，包括村居级注记、图层显示、

图层透明度、标签过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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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0 APP 图层配置

4.3.3 列表查询

在排查列表中点击【筛选】功能，可对排查列表进行筛选，可通过行政区划、

房屋编号、排查人信息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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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1 APP 列表查询

4.3.4 我的设置

在 APP 登录主页面点击【我的设置】，可对个人信息进行修改、查看系统

版本号以及退出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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