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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简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多次作出重要讲话和指示，强调要

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为提高建筑安全生产施工企业“安管人员”的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加强施工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筑施工企业主要

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住建部令

17号）、《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

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质[2015]206号）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和行业标

准规范，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加

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超前部

署教育信息网络”的要求，受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委托，中国海洋大

学国家保密学院开发了“山东省建筑安全生产网络教育管理系统”。

中共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网络教育是“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在建设领域的体现：

（1）它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时学习，提高效率；

（2）使现代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化；

（3）大大减轻建筑施工企业的经济负担；

（4）提高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效率，促进建筑安全生产教育考核工作，

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当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大力推进建设领域信

息化建设，为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我省已全面启用了建筑市场监管与

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山东省建筑安全生产网络教育管理系统通过对接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积极配合我省建设领域的信息化

建设，提高我省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的从业能力，简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的管理工作。我们真诚地希望能为更加广大的企业或学员提供优质的服务，与大

家携手共同为我省建设领域信息化建设做贡献，促进我省建设行业稳定健康持续

发展。

山东省建筑安全生产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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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教育学习流程

企业登录

企业网上报名

企业缴费

学员网上学习

报名考场结业考试

考试审核 线下考试

线下考试网上考试

证书打印 证书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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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脑继续教育操作说明

关于系统推荐浏览器的说明：

本系统不支持 IE 及其他兼容模式的浏览器。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360浏

览器（极速模式）、搜狗浏览器（高速模式）、百度浏览器（极速模式）。如下

图

（一）企业登录

1.使用系统推荐的浏览器，输入地址“https://www.sdjzaq.net/”，进入

“山东省建筑安全生产网络教育管理系统”网站。如图 1-1

图 1-1 网络教育管理系统首页

https://www.sdjzaq.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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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企业登录”，进入企业登录界面，输入“企业名称和密码”，本系

统企业无法注册，使用本系统必须在山东省住建厅官网的“山东省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信息管理系统 ”中注册，注册后可直接使用企业信息登录本

系统，企业名称为汉字全称，初始密码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密码登录后可修改，

阅读“系统使用许可协议”后，单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如图 1-2

图 1-2 企业登录界面

（二）网上报名

1.企业登录成功后，点选左侧“继续教育报名”菜单，在右侧界面上方选择

证书的 A、B、C类别，在下方出现的班级列表中，选择合适的学习班，单击“我

要报名”。如图 2-2

http://124.128.19.210:81/QTSecurity/QTExamLogin.aspx
http://124.128.19.210:81/QTSecurity/QTExam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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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学习班报名列表

2.进入报名申请界面，填写企业发票信息和邮寄信息，并选择学员信息中的

学员，单击“提交申请”，如图 2-3。会进入报名确认界面，再单击“确认报名”。

报名条件：证书有效期前 6个月内。符合报名条件的学员会自动显示在学员

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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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报名申请界面

3.报名确定后，进入“报名统计”界面，点击“缴费回执填写”，进入缴费

申请界面，页面上方会显示的付款的银行账户信息，企业需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

缴费，缴费时注意备注好企业名称+人数。如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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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订单列表

4.缴费后填写缴费回执信息。如图 2-5，注意：系统里提交的只是申请，系

统不会自动扣费，请先汇款，后填写回执提交订单。

图 2-5缴费回执填写

5.订单提交后会显示“订单提交待审核”，等待管理员进行审核。审核周期

为 2-3个工作日。如图 2-6，审核通过后学员即可开通网上学习。

图 2-6缴费审核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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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缴费第二个工作日开始审核，务必填写正确的缴费信息，显示审核未通过

请核实缴费回执信息是否填写有误，可点开“订单详情”查看填写的缴费户头和

时间，如果是填写错误，企业可点击“订单申请”重新填写回执信息并提交。如

图 2-7

图 2-7缴费审核未通过

（三）学员登录

1.打开系统推荐的浏览器，输入地址“https://www.sdjzaq.net”，进入“山东

省建筑安全生产网络教育管理系统”网站首页，点选“学员登录”后进行地区选

择。如图 3-1和图 3-2

图 3-1 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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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地区选择界面

2.在地图上点选相应地区后，进入学员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其中参加继续教育的用户名为“身份证号”，密码为“证书编号”，证书编号去

掉括号，阅读“系统使用许可协议”后，单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如图

3-3

图 3-3 学员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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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员学习

1.学员登录系统后，在学习班界面，单击“进入学习”。如图 4-1

图 4-1 我的学习

2.选择左侧菜单“专题学习”，右侧界面会显示四大专题类别列表，如图 4-2

图 4-2 专题类别列表

3.选择专题类别，比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进入专题选择列表。如

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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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专题选择列表

4.选择该专题后，出现一个开启摄像头进入学习界面，点击进入学习，允许

浏览器使用摄像功能才可进入学习。如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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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进入学习

5.视频播放界面，上方会出现一个“当前视频学习进度条”，当视频播放的

同时进度条进度会累积，当进度条达 100%时，方可记录学分，学员可选择下一

专题学习。进度条右侧有实时录像区域，录像区域会在学习过程中不定时抓拍，

请学习人员确保实时录像区域显示图像正常。如图 4-5

图 4-5 视频播放界面

6.学习进度条已在线实际观看时长累积增加，视频下方的进度条可随意调

整，如当前专题视频到底，累积时长未达标，无法选择下一专题，可通过重复观

看，学习进度条会接上一次继续累积。

7.如有未看完的视频，下一次进入可点击左侧菜单“我的专题”查找未学习

完的专题，点击“继续学习”，即可沿上一次进度继续观看。如图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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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我的专题

8.每个专题视频结束均会出现课后练习，不做课后练习不影响学分，可通过

“我的专题”进入课后练习。

9.专题选择没有顺序限制，四大专题类别可随意选择。

10.学分修满 24分后无法再选择新的专题，考试题库出自“我的专题”，未

选专题不会列入考试项目。

（五）结业考试

结业考试分为网络在线考试和线下集中机考两种方式，网上考试需要摄像头

设备进行考试监控。

以下介绍网络在线考试的流程：

1. 当学分修满后，选择左侧“结业考试”菜单，点击“进入考试”，如图

5-1



14

图 5-1结业考试列表

2.进入考试监控区域调整界面，请根据下方要求调整电脑摄像头，使考试人

员头像显示在监控区域中且图像清晰，调整好摄像头后点击“下一步”，如图

5-2

图 5-2考试监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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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考试监控错误示范

3.摄像头调整常见的问题

摄像头运转但监控区域显示白屏

1）系统通过微信或 IE浏览器打开，系统不支持，请更换急速浏览器。

2）急速浏览器会弹出如下提示，未点击允许无法使用摄像头

3）该页面采用不加密的 http传输协议，部分浏览器不支持，请将传输协议改成

https

摄像头运转但监控区域显示黑屏

1）摄像头被其他应用占用，系统无法读取图像，关闭其他占用摄像功能的应用

并刷新。

2）摄像头硬件问题或连接不好，请更换 USB接口或更换摄像头

3）未安装摄像头驱动

4.监控区域调整好后点下一步，进入考试要求界面，如图 5-4



16

图 5-4 考试监控要求

5.点击下一步，进入考试确定界面，确定监控图像无问题后开始考试。如图

5-5

图 5-5 考试确定界面

6.在考试界面，在选项区域可以选择答案，通过点击“下一题”进入下一题，



17

或者通过下方的“试题索引区”，直接跳转选择所答试题，在试题索引区可根据

索引区题框显示颜色不同，阅览自己答题情况，分别有“未答”、“已答”等。

试题答完后，点击右上角的“交卷”按钮进行交卷。如图 5-6

注意：

1）考试开始后由系统自动计时，中途退出考试，倒计时仍会进行，因此，考试

开始后，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考试。

2）考试中途系统会不定时抓拍照片，考试结束前不能离开，并保证人员一直在

实际录像区域。

图 5-6 考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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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试通过后还需等待考试审核，考试结束可点击“考试监督”查看考试照

片。如图 5-7

图 5-7 考试监督

5.线上结业考试初次不合格可补考 1次。

线下集中考试需要按照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参加现场考试。以

下主要介绍线下考试的流程：

1.学员登录点选上方导航栏中的“继续教育”，学分修满后在学习班列表中

出现“进入复习”和“线下考试报名”两个选项，如图 5-8

图 5-8考试报名界面

2.点击进入线下考试报名，选择考场点击“我要报名”，报名后学员可打印

准考证，按照准考证上的时间和地市参加考试。如图 5-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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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考场选择

图 5-10 准考证打印

3.线下集中考试进场需要校验考生身份证，请学员打印出准考证后检查姓名

和身份证号是否正确，身份信息有错误的无法进入考试，需通过三类人员考核管

理系统进行人员信息变更。

4.线下考试未通过的学员可进行一次补考，点击“补考”，报名流程和初次

报名一样。如图 5-11

图 5-11补考报名

（六）考试审核及成绩上报

1. 学员线上考试结束后，系统将进行图像自动比对，并记录每张监控照片

的相似度数据，若符合设定的审核要求，考试自动合格并上报成绩，若图像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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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则需要等待主管部门对考试监督照片进行审核，审核通过才算线上考试

合格。

考试过程监控照片出现以下情况的，本次考试判定为不合格。

1）考试过程抓拍的考生考试照片与考生本人不符；

2）考试过程抓拍的考生考试照片图像模糊无法辨认；

3）考试过程抓拍的考生考试照片出现无关人员；

4）考试过程中翻看资料、手机或接打电话；

5）考试过程中发现其他可被视为作弊的异常情况。

2.考试合格后主管部门进行成绩上报，成绩上报后方可打印继续教育合格证

明。

（七）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主管部门进行成绩上报后，学员可以回到“继续教育”模块，点选右侧的“证

书打印”或者我的学习班列表中的“合格结业”操作，进行继续教育结业证书的

打印，作为本次继续教育合格的证明。如图 7-1

图 7-1证书打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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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手机在线学习流程

（一）手机在线学习

1.学员可使用手机上的微信 APP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小程序码进入山东省建

筑安全网络教育系统进行在线学习。

2.进入山东省建筑安全网络教育系统手机小程序，使用学员的身份证号和证

书编号登录，证书编号的格式如下：若您的证书编号为鲁建安 A(2015)1234567 则

密码输入格式为 A20151234567。如图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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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登录界面 图 2 首页

3.专题选择

首次登录请先进入“专题列表”，依次进入专题列表，选择新的专题进行学

习，如图 3，图 4，其中四大专题的选择无先后顺序，可任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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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四大专题列表 图 4 小专题列表

4.选择小专题后视频开始进行播放，同时手机会自动打开摄像功能，显示在

右上方的监控区域内，学习中请确保学习人员显示在监控区域以内。如图 5

当前专题未看完，无法选择新的专题。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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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视频播放画面 图 6 选择新专题

5.当前专题学习完成后，可进入“我的专题”查看学分，如图 7

进入已完成专题，可查看学习抓拍照片及做课后习题，如图 8，如果发现学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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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不合格，学员可重新学习本专题，系统会重新抓拍照片。

图 7 我的专题列表 图 8 已完成专题

6.再次进入山东省建筑安全网络教育系统手机小程序，可在微信界面手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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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打开小程序，选择“安管网教”，如图 9，图 10

图 9 打开小程序 图 10 安管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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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机在线考试

手机仅可进行网络结业考试，线下考试的考场报名及继续教育合格证明的打

印请使用电脑端登录系统。

1.模拟考试

当学员修满 24学分后，即可点击模拟考试，进行模拟考试的练习，如图 11

模拟考试只是练习，不参加模拟考试也可以，模拟考试成绩不会记录到结业成绩

中，共有 5次模拟考试机会，考试会从已选专题的课后习题中抽题，未学专题不

会出题。

图 11 模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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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业考试

当学员修满 24学分后，即可点击结业考试，进结业考试页面，点击“开始新考

试”。如图 12

图 12 结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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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考试后，手机会自动打开摄像功能，考试中请确保考试人员全程在处

于监控区域内，考试过程会进行随机抓拍。答题结束点击“交卷”结束考试，如

图 13，考试为 60分钟，考试开始后中途退出系统倒计时也不会停止，请选择合

适时间进行结业考试，考试中途如果退出系统，只要考试时间未结束，学员可重

新进入系统点击“继续考试”。如图 14

图 13 考试页面 图 14 继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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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试结束后可查看“考试照片”，自行查看考试过程中抓拍照片。如图 15

图 15 考试记录

5.考试未通过的学员可进行一次补考，点击“开始新考试”。



31

五、联系我们

学员管理电话：0532-80922392；

服 务 时 间：

周一至周五，8:30-11:30，13:30-17:00（电话）；

周一至周日，24小时（QQ留言或 QQ群内交流）

技术支持问题可在 QQ群内咨询；

济南群：397056651

青岛群：308721745

淄博群：573582815

枣庄群；782514088

东营群：782932035

烟台群：576950423

潍坊群；437903023

济宁群：782423213

泰安群：782561955

威海群：781784937

日照群：223846985

莱芜群：139998909

临沂群：783126554

德州群：493545543

聊城群：702140177

滨州群：782924208

菏泽群：79493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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