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系统 

操作手册（管理端） 
  

 

 

 

 

 

 

 

 

 

 

 

 

 

 

 

 

 
微信扫码加入质监系统服务群 

技术服务电话：027-87746866 



目录 

一、 系统简介............................................................................................ 4 

1、系统网址及账号 .............................................................................. 4 

2、工程项目来源 ................................................................................... 4 

3、系统用户............................................................................................ 4 

4、业务流程............................................................................................ 5 

二、系统登录 ................................................................................................ 6 

1、移动端 ................................................................................................ 6 

2、账号密码............................................................................................ 7 

三、业务功能 ................................................................................................ 8 

1、监督注册表 ....................................................................................... 8 

2、任务分配.......................................................................................... 10 

3、监督交底.......................................................................................... 12 

4、日常抽查.......................................................................................... 16 

5、整改回复审核 ................................................................................. 26 

6、监督状态变更 ................................................................................. 27 

7、监督验收.......................................................................................... 32 

8、质量监督报告 ................................................................................. 39 

9、质量监督档案 ................................................................................. 39 

10、检测不合格报告闭合处理 ........................................................ 40 

11、见证取样试块异常处理 ............................................................ 41 

12、检测机构及人员信息 ................................................................. 44 



13、桩基静载检测信息 ..................................................................... 45 

14、工程质量信息公示 ..................................................................... 49 

15、统计分析 ....................................................................................... 49 

 

  



一、 系统简介 

1、系统网址及账号 

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系统（以下简称“质监系统”）。 

2、工程项目来源 

质监系统的工程项目信息来源于湖北省建筑市场监督与诚信一

体化工作平台（以下简称“一体化平台”），与湖北省建设工程安全监

督系统共用同一工程项目库。 

3、系统用户 

质监系统中的用户包括：省级管理部门、市级管理部门和区县级

管理部门以及项目部。各市区站都有管理员账号，管理员账号只用于

管理本单位账号，包括新增/停用/删除账号、重置人员密码。 

省级管理员账号分配省级工作账号和市州级管理员账号；市级管

理部门的系统管理员账号由省级管理部门分配；区县级系统管理员账

号由市级管理员分配；其他使用人员账号则由各级管理员分配。 

  



4、业务流程 

（1）质量监督流程 

 

 



（2）日常抽查流程 

 

 

二、系统入口 

质监系统入口主要有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及 PC 端。 

1、移动端 

（1）手机 APP：当前仅限安卓系统，扫描左下方二维码，下载后

按提示安装。 

（2）微信小程序：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均可使用。微信搜索“建

设工程质量监督”小程序，点击即可使用；或使用微信“扫一扫”工

具，扫描右下方二维码，即可使用。 

 



 

2、PC 端 

通 过 浏 览 器 极 速 模 式 访 问 省 住 建 厅 官 网 （ 网

址:https://zjt.hubei.gov.cn），进入“住建动态”栏目，点击“业

务系统”，点击“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即可使用。 

 



 

三、业务功能 

1、监督注册表 

项目在一体化平台办理施工许可证后，需要在质量监督系统中完

善质量监督信息，填报完成后，管理部门可查看。查看操作如下： 

（1） 登录 APP，点击主界面上的【项目台账】。 

（2） 点击要查看的项目，进入项目详情页面。 

（3） 点击项目详情下方的【监督注册表】，进入查看页面。 



  

  



2、任务分配 

1.1分配监督组长 

建设单位在一体化平台办理完成施工许可证后，一体化平台会自

动将工程项目信息推送到质监系统，由站长在质监系统中对项目进行

分配。 

对于有科室的管理部门,站长可以在手机端将项目分配给科室,

再由科长将项目分配给监督组长；对于无科室的管理部门，站长可直

接为项目分配监督组长。具体操作如下： 

（1）站长登录 App，点击主界面的【任务分配】，进入分配页面。 

（2）点击要分配的项目右下角的【分配组长】按钮，选择监督

组长，点击【确定】后，分配完成。（监督组长仅能选择一人） 



  

1.2分配组员 

监督组长选择监督小组成员，组建监督小组；也可以由站长/科

长在分配监督组长时，一并分配监督小组成员。具体操作如下: 

（1）监督组长登录 App，点击主界面的【任务分配】，进入分配

页面。 

（2）点击项目右下角的【分配组员】按钮，选择组员，点击【保

存】-【确定】后，分配完成。 



  

3、监督交底 

3.1制定监督计划 

监督组长在此功能制定监督交底计划后，将计划提交给站长审核。

通过后，系统自动将监督计划推送给企业。具体操作如下： 

（1）监督组长登录 APP，点击页面【监督交底】按钮。 

（2）点击右下角“+”按钮，点击“请选择工程”选择需要制定

监督交底计划的工程，选择后自动带出该工程的监督机构、监督组长

等信息，上传附件图片。 



（3）点击【提交】按钮，完成监督交底计划制定，等待站长审

核。 

（4）监督组长可在此页面查看该项目的监督交底计划审核状态。

若审核不通过，可点击【修改】按钮，重新修改或补充信息后，再次

提交至站长审核；或点击【删除】按钮，删除该计划，重新制定。 

  



  

 

 



3.2监督计划审核 

站长审核监督交底计划。具体操作如下： 

（1） 站长登录 APP，点击主界面的【监督交底】。 

（2） 选择需要审核的工程，可查看该工程项目的监督小组信息和监

督组长上传的计划。  

（3） 点击【审核】按钮并填写审核意见，点击【审核通过】按钮，

系统自动将监督交底计划推送给相关企业；点击【审核不通过】，

该计划退回给监督组长，监督组长修改后可重新提交审核。 

  



4、日常抽查 

4.1制定抽查计划 

监督组长制定工程项目的日常抽查计划，具体操作如下： 

（1） 监督组长登录 APP，点击主界面的【日常抽查】。 

（2） 点击“计+”按钮，选择工程项目--单体--形象进度--抽查人

员--抽查时间--填写抽查说明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日

常抽查计划的制定。 

（3） 未确认之前，抽查计划可修改，可删除。点击【修改】按钮，

修改计划；点击【删除】按钮，删除计划。 

（4） 点击【确认】按钮，该计划改为“待检查”状态，监督小组员

可对该项目进行抽查。 



  

  



4.2日常监督抽查 

日常抽查执法库内容来源于《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指

南》，包括行为抽查和实体抽查。其中行为抽查，包括对建设、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检测单位的抽查；实体质量

抽查，对地基与基础、钢筋混凝土结果、砌体结构、钢结构等分别进

行不同项目的抽查。监督员日常抽查的具体操作如下： 

（1） 登录 APP，点击主界面的【日常抽查】。 

（2） 点击右下角的【去检查】按钮，进入抽查页面。 

  

（3） 在搜索栏内输入要抽查内容的关键字，点击【搜索】按钮，可

直接选择需要抽查的项目，选择抽查结果，录入监督措施、上传



现场照片，点击【加入检查清单】按钮，生成抽查记录。 

（4） 点击“检”可查看本次的抽查记录，红色数字代表抽查记录数。 

（5） 点击页面【清单】按钮，跳转到【检查清单】页面，可查看该

工程的抽查记录清单。 

（6） 点击【检查清单】页面-【修改】按钮，可修改该条抽查项目及

抽查结果。 

（7） 点击【检查清单】页面-【删除】按钮，可删除该检查清单。 

（8） 检查结束点击【提交】按钮，选择检查结果：符合要求、立即

整改、限期整改、局部暂停施工，提交本次检查结果。若检查结

果为局部暂停施工，则需要填写文书号、 选择整改日期和违反的

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条例。  

（9） 检查结果：符合要求、立即整改不需要项目部回复；限期整改、

停工整改需要项目部在 APP上回复。 

局部暂停施工需先由站长审核通过，系统才会将检查记录及执法

文书推送给项目部，然后项目可以在 APP 上回复。 



  

  



  

  



  

  



  

  



  

4.3停工整改审批 

站长审核抽查结果为“局部暂停施工”的检查。具体操作如下： 

（1） 站长登录 APP，点击页面【停工整改审批】按钮。 

（2） 站长可在【停工整改审批】页面查看每个项目的当前状态，包

括待审批、待回复、整改未通过、整改通过。 

（3） 选择需要进行局部暂停施工审核的项目，点击【审批】按钮，

填写审核意见，点击【审批通过】按钮，则自动生成《建筑工

程质量监督局部暂停施工通知书》，点击【审批不通过】按钮，

这个抽查结果会返回给监督员。 

（4） 点击【查看回复】按钮，查看由项目部提交的整改回复内容，

包括：整改说明、整改附件、整改时间等。 



  

  



5、整改回复审核 

监督组长审核项目部提交的整改回复内容。具体操作如下： 

（1） 监督组长登录 APP，点击页面【整改回复审核】按钮。 

（2） 选择需要审核的项目，点击【查看回复】按钮，查看项目部提

交的整改回复信息。 

（3） 点击【审核】按钮，填写审核意见，点击【审核通过】，本次日

常监督抽查流程结束；点击【审核不通过】，处置结果自动升级，

例如：限期整改审核未通过时，则自动升级为局部暂停施工。 

（4） 审核不通过的，项目部可修改整改回复内容，再次提交由监督

组长审核。 



  

6、监督状态变更 

6.1中止监督审核 

监督组长审核项目部提交的中止质量监督申请。具体操作如下： 

（1） 监督组长登陆 App，点击页面【中止监督审核】，跳转到审核页

面。 

（2） 点击【申请书】，可查看项目部提交的申请。 

（3） 填写审核意见，点击【审核通过】按钮，中止申请通过，该项

目的监督状态改为“中止”，监督组长制定日常抽查计划时，该



项目不显示；点击【审核不通过】按钮，申请流程结束。 

（4） 审核通过以后，系统将自动生成的《中止工程质量监督告知书》

推送给项目部。 

  



  

6.2恢复监督审核 

监督组长在此页面审核中止恢复质量监督申请。具体操作如下： 

（1） 监督组长登陆 App，点击页面【恢复监督审核】，跳转到监督审

核页面。 

（2） 点击【申请书】，可查看项目部提交的申请。 

（3） 填写审核意见，点击【审核通过】按钮，项目恢复质量监督申

请通过，该项目的监督状态改为正常，监督组长制定日常抽查计

划时，该项目可选；点击【审核不通过】按钮，申请流程结束。 

（4） 审核通过以后，系统将自动生成的《恢复工程质量监督告知书》

推送给项目部。 



  

  



6.3终止监督审核 

监督组长审核项目提交的终止质量监督申请。具体操作如下： 

（1） 监督组长登陆 App，点击页面【终止监督审核】，跳转到审核页

面。 

（2） 点击【申请书】，可查看项目部提交的申请。 

（3） 填写审核意见，点击【审核通过】按钮，项目的监督状态改为

终止，监督组长制定日常抽查计划时，该项目不显示；点击【审

核不通过】按钮，申请流程结束。 

（4） 审核通过以后，系统将自动生成的《终止工程质量监督告知书》

推送给项目部。 

  



  

7、监督验收 

7.1分部验收 

建设单位通过质量监督系统申报单位工程的分部验收的资料，监

督小组使用移动端对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重要分部（子分部）工程

质量验收以及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抽查。系统记录每个单位工程的

分部验收的资料及监督抽查的记录。具体操作如下： 

（1） 监督员登录 App，点击主界面的【分部验收抽查】进入分部验

收抽查页面。 



  

（2） 抽查：点击【抽查】按钮，填写监督信息、参加人员、验收程

序监督情况、实体质量抽查情况、工程资料抽查情况、整改落实

情况，点击【保存】，分部验收完成。 



  

（3） 抽查记录：点击【抽查记录】按钮可以查看详细抽查情况。（项

目部可在手机端分部验收告知里面查看抽查记录） 

  



7.2分户验收 

建设单位组织实施单位工程的质量分户验收工作，并按要求在质

量监督系统中申报验收过程信息及相关资料。监督小组可查阅验收资

料并抽查。具体操作如下： 

（1） 监督员登录 App，点击主界面的【分户验收抽查】进入分户验

收抽查页面。 

  

（2） 分户验收抽查：点击【抽查】按钮进入【抽查结果】页面，填

写抽查部位，选择抽查情况“符合/不符合”，填写无误后点击【保

存】抽查完成。 



  

（3） 抽查记录：点击【抽查记录】按钮进入【抽查记录】页面，点

击【查看记录】可以查看详细抽查情况。（项目部可在手机端查看

抽查户数以及抽查详细记录） 

   



7.3竣工验收 

建设单位组织实施单位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并在质量监督系统

中申报竣工验收的资料；监督小组使用移动端记录竣工验收的监督过

程。具体操作如下： 

（1） 监督员登录 App，点击主界面的【竣工验收监督】进入竣工验

收监督页面。 

  

（2） 验收：点击【验收】按钮进入竣工验收结果页面，填写抽查情

况、参建单位验收意见、资料核查、监督意见，确认无误后点击

【保存】，竣工验收完成。（项目部可在手机端查看验收状态） 



  

（3） 验收记录：点击【验收记录】按钮可查看详细的竣工验收情况。

（项目部可在手机端查看竣工验收记录） 

  



8、质量监督报告 

系统自动生成单位工程的质量监督报告，管理部门可手动补充和

完善质量监督报告。 

9、质量监督档案 

系统自动生成质量监督档案，管理部门可手动补充完善质量监督

档案。可查询项目质量监督记录、质量监督报告、质量监督档案、操

作日志等。 

  



10、检测不合格报告闭合处理 

通过对接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平台，将湖北省各检测机

构出具的不合格报告信息以及处置情况进行展示。在这个页面，可以

看到以下两项内容： 

（1） 全省检测不合格报告数据统计及处理状态统计。（下图左 1） 

（2） 检验不合格报告情况及明细查询。（下图右一） 

查看报告信息：点击列表中的数字，可以打开对应区域的不合格

报告明细，包括：样品名称、检验编号、委托单位、监理单位、报告

生成日期及处理状态。 

查看报告明细：点击报告信息右下角的【查看报告】，可打开并

查看报告详情页面。 



  

11、见证取样试块异常处理 

通过对接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平台，展示施工现场的见

证取样异常信息、送检验样不符合要求的记录以及试验比对结果有异

常的统计数据及详细记录。通过数字链接，可以查看以下两项内容： 

（1） 检测机构试验的混凝土试块与见证取样时的试块，经图像比对

程序比对后，相似值为 0 的统计数据（下图左 1）和异常试块

相关的工程信息（下图右 1）。 



  

（2） 异常试块的详细信息，包括：取样信息、验样信息、试验信息、

破型比对信息等。（如下图） 



  

  



12、检测机构及人员信息 

通过对接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平台，展示湖北省内已在

平台上登记了的检测机构及分支机构的分布情况、机构详情及机构人

员数量及详情。通过数字链接，可以查看以下三项内容： 

（1） 检测机构及分支机构的分布情况和机构人员数量统计。（下图

左 1）。 

 

（2） 检测机构基础信息、检测范围及联系人信息展示。点击检测机

构对应的数字链接，即可打开页面。（下图左 1）。 



（3） 检测机构人员信息展示。点击检测人员对应的数字链接，即可

打开页面。（下图右 1）。 

  

13、桩基静载检测信息 

通过对接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平台，展示各地区桩基方

案数量、试验桩数量及累计荷载数量。通过方案、桩号及累计荷载的

数字链接，可查看以下两项内容： 

（1） 桩基方案信息。 



 
 



 

 

  
 

 

 

 

 

 

 

 

 

 

 

 



（2） 试验数据。 

  

  



14、工程质量信息公示 

建设单位竣工验收告知时上传的工程质量相关信息，在管理部门

验收通过后，社会用户可在质量监督 App 上免登录查看。 

15、统计分析 

质量监督系统从多角度、多方位，快速、便捷地对大量复杂的信

息进行分类汇总，以便管理部门及时掌握工程动态，科学决策。汇总

省、市、区三级数据，以数据智能分析导图（表单、饼状图、柱状图

等）的方式，将数据查询和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为管理者的决策提

供从宏观到微观的数据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