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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装说明

1.1 系统要求

1.1.1 数据库服务器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 Linux Centos 7.2

数据库系统 mysql 5.0.7

1.1.2 Web 服务器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 Linux Centos 7.2

WEB 服务 nginx 1.16.1

Java 支持环境 JDK 1.8

1.1.3 系统架构

1.客户端分为 PC 端和 APP 端。PC 端支持 IE、Firefox、Chrome 等主流浏览器，APP 支持

Android、IOS。

2.本系统采用 B/S 架构，PC 端，通过打开网页，输入软件地址，即可正常使用，APP 端

下载后即可使用。

1.2 系统安装部署

1.2.1 河钢数字安全生产信息化平台数据库服务器安装

1.安装 Linux Linux Centos7.2 操作系统以及mysql 数据库系统。（不做详细概述）

1.2.2 河钢数字安全生产信息化平台WEB服务器安装

1.安装 Linux Centos7.2 操作系统。

2.安装 nginx 1.16.1，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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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相关依赖包：

yum -y install gcc gcc-c++ automake pcre pcre-devel zlib zlib-devel openssl openssl-devel

（2）下载安装包：

wget http://nginx.org/download/nginx-1.16.1.tar.gz

（3）创建 nginx 用户：

useradd nginx

（4）解压：

tar zxvf nginx-1.16.1.tar.gz

（5）编译：

cd nginx-1.16.1

./configure --user=nginx --prefix=/usr/local/nginx

（6）安装

make & make install

这里对解压完成后的部分目录和文件做个简单的介绍：

src 该目录存放了 Nginx 的所有源码；

man 该目录存放了 Nginx 的帮助文档；

html 该目录存放了两个 html 文件。这两个文件与 Nginx 服务器的运行相关，这两个

文件的作用会在下文给出，这里不做赘述；

conf 该目录存放的是 Nginx 服务器的配置文件，包含 Nginx 服务器的基本配置文件；

auto 该目录存放了大量脚本文件，和 configure 脚本程序有关；

configure 该文件是 Nginx 软件的自动脚本程序。运行 configure 脚本一般会完成两项

工作：一是检查环境，根据环境检查结果生成 C代码；二是生成编译代码需要的Makefile 文

件。

（7）设置开机启动：

systemctl enable nginx

（8）启动 Nginx:

systemctl start nginx

停止 Nginx:

systemctl stop nginx

重启 Nginx:

systemctl reload nginx

3.安装 JDK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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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home 目录下新建 java 目录，mkdir java：

mkdir java

（1）下载 JDK1.8 安装包，并上传安装包到 java 目录下：

（4）解压：

tar zxvf nginx-1.16.1.tar.gz

（5）配置环境 vi /etc/profile，在最后添加：

export JAVA_HOME=/home/java/jdk1.8.0_11

export CLASSPATH=.:$JAVA_HOME/jre/lib/rt.jar:$JAVA_HOME/lib/dt.jar:

$JAVA_HOME/lib/tools.jar

export PATH=$PATH:$JAVA_HOME/bin

（6）生效配置 运行：. /etc/profile 点和/之间有个空格，然后 java -version 查看：

第二章 操作说明

2.1 操作按钮说明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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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打印

导出

导入

下载导入模板

2.2 流程

系统中包含两种流程：工作流程和业务流程。

（1）工作流程

系统中的大多数业务都有工作流程，即提交审批，所有有工作流程的业务，只有工作流

审批完成后，该记录在系统中才是有效的。

（2）业务流程

业务之间的逻辑关系，当前置工作不完成时，无法进行当前业务，系统中会有相应的提

示，当前业务的前置工作和后继工作，当用户做一个业务无法进行时，首先查看当前业务的

前置工作是否完成。

2.3 系统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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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管理

3.1 用户权限管理

该模块由每个组织的系统管理员进行管理，一般情况下，由上级管理员新建一个组织机

构，在这个组织机构中增加一个系统管理员，给系统管理员分配权限，再由该系统管理员增

加本机构的其他用户，并给用户分配角色，流程如下图所示：

流程描述：系统管理员新建一个组织机构，在组织机构下创建用户，如果用户参与多个

组织机构工作就做用户参与组织机构管理。建议由局系统管理员统一创建角色，并给角色分

配权限，局系统管理员将相应的角色分配给分子公司管理员，依次向下分配角色。分子公司

及项目系统管理员只需做用户隶属角色管理，这样用户就拥有了该角色所拥有的权限。

3.1.1 组织机构管理

新增一公司、部门，如下操作：

● 通过修改顺序号来调整组织机构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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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用户管理

新增用户，如下操作：

步骤 1：将鼠标选择左侧树中的一公司，点击“增加”，录入人员基本信息，系统在鼠标选

中的一公司下新建用户，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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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账号是不允许重复的。

● 管理员给用户设置初始登陆密码，用户登陆后可自行修改自己密码。

步骤 2：点击“编辑”，修改用户内容：

步骤 3：用户界面包含资质证书上传、健康体检记录查看、培训记录查看、系统权限分

配等功能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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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权限管理

该模块用来管理用户的所属菜单权限、数据权限。

步骤 1：点击新增，创建所属的菜单权限和数据权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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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重置密码

当用户密码忘记时，管理员可以给用户重置密码，重置密码为 123456。

选中人员，点击重置密码

3.2 日志查询

管理员可以查询到本级及以下组织机构中的用户的操作日志和登录日志。可以根据查询

条件选择查看某一时间段的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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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配置管理

字典配置管理，可以配置该系统中所有的页面的下拉框的内容配置。

步骤 1：点击“新增”，添加字典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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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全信息管理

该模块用于安全信息管理，包含企业安全公告、企业安全管理、各项安全管理标准、安

全新闻咨询、安全常识、行业信息、安全新闻、应急预案管理，支持文件上传、在线打开文

件预览等功能。

4.1 信息发布

点击内容发布按钮，进入信息发布列表界面，电机新增按钮，录入相关信息：



16

4.2 信息查看

点击内容查看功能，进入信息查看列表界面，点击查看按钮或者点击信息名称，可以查

看安全内容。支持对于内容的点赞、评论等交互功能。记录用户浏览的次数、点赞次数、评

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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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职业卫生健康

该模块用于职业卫生健康，包含健康体检计划的编制、下发，健康体检计划的审批，健

康体检计划的查看等功能。

5.1 健康体检计划

点击健康体检计划，进入健康体检列表界面，点击新增按钮，录入健康体检计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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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健康体检审批

点击健康体检审批界面，进入健康体检审批列表界面，点击审批按钮，可以对于员工提

供的健康审批报告进行审批。确认是否可以在原岗位继续工作，确认是否需要调离原岗位，

填写审批计划。

5.3 健康体检查看

对于员工的健康体检报告进行归档，汇总，查询，满足用户进行筛选查看，快速定位员

工健康体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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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学习培训

该模块用于学习培训管理，包含培训计划的建立、培训计划的查看、题库管理、考试计

划管理、考试成绩查看等功能。

6.1 培训计划

点击培训计划，进入培训计划列表界面，点击新增按钮，录入培训计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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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培训记录查看

点击培训记录查看功能，进入培训记录查看列表界面，可以查看，筛选个人的考试记录，

点击查询信息，可以查看具体的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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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题库管理

点击题库管理，进入题库管理列表界面，点击新增按钮，录入题库信息。每日练习，考

试培训的题目的来源均来源于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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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考试计划管理

点击考试计划，进入考试计划列表界面，点击新增按钮，录入考试信息。选择题目，选

择分值、选择考试人员，系统将看招要求，自动生成考试试卷供考生进行考试。点击考试计

划列表内容，或点击查看，可以查看考试计划所有提交考卷的员工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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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考试计划管理

点击考试查询，进入考试查询列表界面，录入筛选条件，可以筛选指定范围内的各个同

学的某次考试的考试成绩信息，点击列表信息，可以具体查看考生的考试试卷，试卷提供考

生考试答案以及系统正确答案，方便考生及时了解考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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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业安全

作业安全主要分为作业分类管理，作业属性管理，作业安全申请，作业安全审批和作业

安全查询报表。

7.1 作业分类管理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作业安全】→【作业分类管理】，点击进入界面，显示界面如

下图所示：

7.1.1 新增分类

导航栏点击“新增”，打开新增作业分类页面，系统自动记录创建时间，需要输入和作业分

类的相关信息和作业标准流程，页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提交，该作业分类新增完成。

点击保存，该作业分类存为草稿。

点击取消，返回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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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查看作业分类

在【作业安全】→【作业分类管理】，选择一条作业分类，点击查看该作业分类详情，显

示页面如下：

7.1.3 删除作业分类

在【作业安全】→【作业分类管理】，选择一条作业分类，点击删除，该作业分类被删除。

点击启用/停用，切换该作业分类的状态。

7.2 作业属性管理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作业安全】→【作业属性管理】，点击进入界面，显示界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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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新增作业属性

导航栏点击“新增”，打开新增作业属性页面，系统自动记录创建时间，需要选择作业分类，

输入和作业属性的基本信息，录入作业检查项目，选择录入要求，可以添加删除项目，更改

上下项目顺序。页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提交，该作业属性新增完成。

点击保存，该作业属性存为草稿。

7.2.2 查看作业属性

在【作业安全】→【作业属性管理】，选择一条作业属性，点击查看该作业属性详情，显

示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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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编辑作业属性

在【作业安全】→【作业属性管理】，选择一条作业属性，点击编辑，显示界面如下所示：

7.2.4 启用/停用作业分类

在【作业安全】→【作业属性管理】，选择一条作业属性，点击启用/停用，切换该作业属

性的状态。

7.3 作业安全申请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作业安全】→【作业安全申请】，点击进入界面，显示界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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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新增作业安全申请

导航栏点击“新增”，打开新增作业安全申请页面，系统生成作业单号自动记录创建时间，

选择作业分类和作业属性，需要输入和作业安全的基本信息，逐条确认作业检查项目，上报

审批部门完成申请。页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提交，该作业分类新增完成。

点击保存，该作业分类存为草稿。

7.3.2 查看作业安全申请

在【作业安全】→【作业安全申请】，选择一条作业申请，点击查看该作业申请详情，显

示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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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删除作业分类

在【作业安全】→【作业安全申请】，选择一条作业申请，点击删除，该作业申请被删除。

7.4 作业安全审批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作业安全】→【作业安全审批】，点击进入界面，显示界面如

下图所示：

在审批列表里选择一条申请，点击查看，显示页面如下：

点击退回，输入退回说明，该作业申请被退回。

点击审批通过，输入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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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要其他部门协同完成，点击协同，选择协同部门，输入个人审批意见和协同内容。

点击监督，输入现场监督情况并上传现场照片。

7.5 作业安全查询报表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作业安全】→【作业安全查询报表】，作业安全查询报表显示

所有作业的处理过程记录，包含作业名称、属性、编号、作业原因、单据状态等。显示页面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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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危险源管理

主要是分为三部分：风险源：录入风险源基本信息，制定相关防范措施，相关负责人，

对数据进行增删改查线上操作；风险警示牌：录入相关名称，风险等级，警示标志等信息去

直观展示；风险安全日志汇报：园区厂区员工等对每天工作的相关情况以及解决情况进行汇

报形成日志管理。

8.1 风险警示牌管理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危险源管理】→【风险源警示牌管理】，点击进入界面，可以

新增和查看风险源警示牌，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编辑，打开编辑风险警示牌窗口，输入警示牌名称，上传警示牌照片。

在导航栏点击“新增”，打开新增风险警示牌窗口，输入警示牌名称，上传警示牌照片。窗

口如下图所示：

8.2 危险源审批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危险源管理】→【危险源审批】，点击进入界面，显示界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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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示：

在危险源申请列表整改列表里选择一条，点击审批，内容包含危险源的基本信息，危险

源等级，危险源位置，责任部门，管控措施和危险源图片。显示页面如下：

点击退回，输入退回说明，该危险源上报将被退回。

点击审批通过，该隐患上报审批完成。

8.3 危险源管理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危险源管理】→【危险源管理】，点

击进入界面，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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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险源管理列表里选择一条，点击查看，显示页面如下：

1.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内容为危险源等级、位置和责任部门，显示界面如下：

2.安全巡检

安全巡检内容为巡检计划和巡检记录表，显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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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告知卡

内容为风险告知卡，显示界面如下：

4.风险告知卡

管控措施内容为风险描述，现有控制措施和应急预案，显示界面如下：

8.4 巡检情况查询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危险源管理】→【巡检情况查询】，点击进入界面，显示界面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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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条巡检记录，点击查看，显示页面如下：

1.巡检结果为正常情况

2.巡检结果为异常情况

8.5 危险源查询报表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危险源管理】→【危险源查询报表】，危险源报表显示所有危

险源的具体信息，包含危险源名称、编号、等级、责任部门等。显示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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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条危险源，点击查看，显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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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隐患管理

发现隐患后，新增隐患并输入整改措施，安排人员去进行整改，完成后由验收人进行验

收，所有操作留下查询单据。

9.1 新增隐患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隐患管理】→【新增隐患】，点击进入界面，可以新增和查看

隐患，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隐患列表里选择一条隐患，点击查看，显示页面如下：

返回，在导航栏点击“新增”，打开新增安全隐患页面，系统自动生成隐患单号和创建日期，

需要输入和点选隐患相关信息和整改计划，上传隐患图片，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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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改计划选择本部门能否解决，若本部门可以单独完成整改，选择“是”输入相关信息。

若本部门不能单独完成整改，选择“否”，选择协同部门并输入协同内容。

点击保存，内容保存为草稿，在列表置顶。

点击确定，新增完成。

9.2 隐患整改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隐患管理】→【隐患整改】，点击进入界面，显示界面如下图

所示：

在隐患整改列表里选择一条隐患，点击审批，显示页面如下：

1.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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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内容为隐患的基本信息和图片信息。

点击退回，输入退回说明，该隐患将被退回。

点击签收，可输入签收备注。

若可以单独完成该任务，点击整改，输入整改结果并上传图片。

若不能单独完成该任务，点击协同，选择协同部门，输入协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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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理过程

处理过程内容为隐患处理中各个状态的节点记录和基本信息。有已提交、已退回、已协

同、已验收、已整改。

9.3 隐患整改验收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隐患管理】→【隐患整改验收】，点击进入界面，显示界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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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患整改验收列表里选择一条，点击审批，显示页面如下：

点击关闭，输入关闭说明，该隐患整改将被关闭。

点击整改，输入整改情况并上传验收图片，该隐患整改验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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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隐患查询报表

用户登录系统，选择菜单【作业安全】→【作业安全查询报表】，隐患查询报表显示所有

隐患的处理过程记录，包含隐患名称、编号、危险分类、可造成额事故、单据状态等，显示

界面如下：

选择一条隐患记录，点击查看，显示页面如下：

1.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内容为隐患的基本信息和图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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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理过程

处理过程内容为隐患处理中各个状态的节点记录和基本信息。有已提交、已退回、已协

同、已验收、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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