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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概述 

移动化社区矫正平台是一款专注于社区矫正工作落地互联网+的一体化产品，产品覆盖 PC 电

脑、手机、平板等多终端，依照一云多端模式，通过 PC 网页、手机 App、等综合研发，推进互联

网+社区矫正快速落地建设。 

1.1. 管理端登录界面 

登陆方式：使用谷歌浏览器登陆。 

管理端登录界面如下： 

 

 

1.2. 系统主界面 

用户输入正确的登录名和密码后，点击登录即可进入系统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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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系统主界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注:根据不同的登录角色会展示不同的左边菜单栏

(上图为管理员登录) 

➢ 主界面标头是系统 LOGO、菜单栏、操作员的基本信息。 

➢ 系统操作菜单：该部分位于主界面左边，该部分内容根据当前操作员的角色权限来展示，根据

选择的主菜单的子菜单，突出显示选中部分；展开的部分为该大模块的子菜单，显示在主菜单

的右边，该部分为当前模块的活动内容，依据主菜单选择的不同（选中后该菜单字条颜色凸出

改变），该部分内容也跟随加载，可以并排展现多个活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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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信息显示部分：主界面中间部分为综合信息显示部分，根据选择的菜单，显示菜单对应的

具体类容。根据选择菜单的不同，综合信息显示界面对应的操作按钮也不同，该部分内容下面

会有详细介绍。 

                   

2.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模块主要分为 5 个子模块:角色管理、矫正人员管理、反馈意见管理、关于我们管

理、操作员管理。(如下图所示)分别点击对应的菜单，内容显示区将显示对应模块的详细信息

和操作信息。 

 



                                          社区矫正综合监管平台 V1.0 用户操作手册  

2019-01-16 中讯网联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第4页, 共 22 页 

 

 

 

2.1. 角色管理 

角色是具有某些特定权限的操作身份集合，只有赋予了模块给角色，该角色下的操作员才有相应的

模块权限。可以对角色进行添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 输入角色名称，设置角色状态，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角色信息。 

 

 

➢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角色页面，完善信息，保存。可以对各个功能模块的各个操作按

钮的权限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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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启用的角色，角色类型为该角色的操作员是不允许登录系统的。 

➢ 如需修改角色的权限，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角色页面，可以修改当前角色信息，点击保存，

即可修改对应的角色信息。 

 

   

   

➢ 如果需要删除角色信息，可以通过管理界面上的操作栏“删除”按钮来删除。 

2.2. 矫正人员管理 

➢ 矫正人员管理用户在系统中添加矫正人员，控制矫正人员的权限。点击矫正人员管理按钮，进

入矫正人员管理页面。 

➢ 填写矫正人员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矫正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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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页面，按照页面要求填写基本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 如果操作员信息变动需要进行修改或者删除，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2.3. 反馈建议管理 

➢ 反馈意见管理列表可以查询到所有用户对此管理系统的反馈及建议。点击“查询”按钮，可以

查询出符合条件的反馈建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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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我们管理 

➢ 关于我们显示的是当前系统的版本号、官方微信、客服电话、版权申明、编辑者和编辑时间等

信息。 

 

2.5. 操作员管理 

 

➢ 如果操作员信息变动需要进行修改或者删除，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 填写操作员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操作员信息。 

 

 

 

3. 宣传管理 

宣传管理主要分为矫正介绍、发布宣传、宣传列表、矫正图展、在线问答 5 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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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矫正介绍 

 

3.2. 发布宣传 

发布宣传，按照页面要求填写信息，点击发布按钮即可。配图是选填的，配图最多上次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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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宣传列表 

宣传列表可以查询所有的宣传，包括矫正动态、法律法规和矫正管理。对宣传内容进行查询、修改、

删除、上架、下架等相关操作。 

发布宣传默认是自动上架的，应用端可以查看到该宣传，将宣传下架之后应用端就不能查看该宣传

了，如需查看，则需要再次上架；可以对该宣传进行修改操作。 

➢ 输入宣传标题，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宣传信息。 

 

➢ 如果需要对宣传信息进行操作，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3.4. 矫正图展 

矫正图展可以上传图片，指定图片属于哪个类别，应用端用户打开相应的类别时，可以看到图片轮

播 

➢ 输入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轮播图片。 

 

➢ 如果需要对轮播图片进行操作，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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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线问答 

在线问答，可以查看到所有的在线问题已经该问题的回复次数和回复详情 

➢ 输入问题内容，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信息 

 

➢ 如果需要对在线问答进行操作，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4. 学习教育 

学习管理主要分为考核管理、试题管理、考试管理、矫正发布、矫正列表、思想汇报、个人总结 7

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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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考核管理 

题库类型是用于将题库里面的试题进行分类。可以对题库类型进行添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 输入类型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题库类型。 

 
➢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页面，按照页面要求填写基本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 如果需要对题库类型进行操作，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4.2. 试题管理 

题库管理是用于添加考试试题。可以对题库试题进行添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 输入标题，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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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页面，按照页面要求填写基本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即可。目前只

支持单选题，最少两个选项，最多五个选线 

 

 

➢ 如果需要对题库试题进行操作，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4.3. 考试管理 

发布考试，可以对考试进行查看，查看考试详情，删除等操作。 

➢ 输入试卷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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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添加页面，按照页面要求填写基本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 如果需要对题库试题进行操作，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4.4. 矫正发布 

发布资料，按照页面要求填写信息，点击发布按钮即可。资料栏目可以选择视频、音频、文档三种，

视频和音频文件上传后可以播放，文档只支持 PDF 格式的，上次后可以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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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矫正列表 

资料列表可以查询所有资料，对资料进行查询、修改、删除、审核、上架、下架等相关操作。 

发布资料默认都是待审核状态，审核通过之后，该资料就不能再进行修改了，资料会自动上架，应

用端可以查看到该资料，将资料下架之后应用端就不能查看该资料了，再次上架不需要审核；审核

不通过的资料，需要填写审核意见，可以对该资料进行修改操作，修改保存之后状态默认变为待审

核状态。 

➢ 输入资料编号，资料标题，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资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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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对资料信息进行操作，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4.6. 思想汇报 

心得列表可以查询所有心得，对心得进行查询、查看、评论详情、点赞详情、审核、删除操作。 

应用端用户发布的心得默认是待审核状态，应用端查看到的心得是自己发布的心得和别人发布并且

审批通过的心得。 

➢ 输入心得编号，标题，创建入，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心得信息。 

 
➢ 如果需要对心得信息进行操作，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4.7. 个人总结 

心得评论管理可以查询对所有心得的评论，对评论进行查询、查看、审核、删除操作。 

应用端用户发布的心得评论默认是待审核状态，应用端查看到的评论是自己发布的评论和别人发布

并且审批通过的评论。 

➢ 输入心得编号，心得标题，评论人，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心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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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对心得评论信息进行操作，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5. 管理 

管理主要分为发布活动、活动列表、请假列表、保外就医、居住地址变更 5 个模块 

 

5.1. 发布活动 

发布活动，按照页面要求填写信息，点击发布按钮即可。配图必填的，并且只能上传一张。 

当前时间在活动开始时间之前应用端用户都可以报名活动，当前时间在活动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之

间，已报名参加活动的人员可以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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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活动列表 

活动列表可以查询所有活动，对活动进行查询、修改、删除、审核等相关操作。 

发布活动默认都是待审核状态，审核通过之后，该活动就不能再进行修改了，应用端可以查看到该

活动；审核不通过的活动，需要填写审核意见，可以对该活动进行修改操作，修改保存之后状态默

认变为待审核状态。 

➢ 输入活动编号，活动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活动信息。 

 

➢ 如果需要对活动信息进行操作，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5.3. 请假列表 

创建会议，按照页面要求填写信息，点击发布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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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保外就医 

会议列表可以查询所有会议，对会议进行查询、修改、删除、审核等相关操作。 

创建会议默认都是待审核状态，审核通过之后，该会议就不能再进行修改了，应用端可以查看到该

会议；审核不通过的会议，需要填写审核意见，可以对该会议进行修改操作，修改保存之后状态默

认变为待审核状态。 

➢ 输入会议议题，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出符合条件的会议信息。 

 

➢ 如果需要对会议信息进行操作，在操作栏点击对应按钮即可进行相关操作 

5.5. 居住地址变更 

发布投票，按照页面要求填写信息，点击发布按钮即可。配图必填的，并且只能上传一张。 

投票截止时间之前都可以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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