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一体化管理系统建筑起重机

械全过程管理模块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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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注微信 

1. 方法一：搜索公众号并关注 

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无锡建设安全 

 

2. 方法二：扫码关注 

在电脑上使用浏览器打开网页：http://ssip.wxjgc.com，并点击“扫码登录”（如

下图） 

 

 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二维码，根据提示关注公众号。（如下图） 

http://ssip.wxjgc.com/


 

扫码时如果提示该二维码已过期，请刷新网页后重新扫码。 

 

3. 注意事项 

请确认关注的是帐号主体已经认证为“无锡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无锡市建

筑安装管理处）”的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避免诈骗风险。（如下图） 

 

 



二、 绑定微信账号 

1. 已有 SSIP 用户账号及加密锁的用户 

打开公众号“无锡建设安全”，点击“关于我们”菜单，点击菜单项“个人中心”（如

下图） 

 

在弹出消息中，点击“绑定或解绑 扫一扫登录”（如下图） 



 

 在新页面中输入原有的用户名、密码，点击绑定（如下图） 

 

 在绑定成功页面确认绑定的人员是否正确（如下图），如正确，则关闭页面。

如果不正确，请先点击页面底部的解绑按钮，重新确认用户名、密码后再次绑定。

（如下图） 



 

  

2. 已录入建设安监一体化系统但没有加密锁的用户 

人员信息已经录入建设安监一体化系统，但没有办理加密锁的用户，请用以

下方法进行注册。 

打开公众号“无锡建设安全”，点击“安全生产”菜单，点击菜单项“起重设备流程”

（如下图） 



 

在打开的界面中，正确选择自己在一体化系统中登记的身份，如下图 

 

在新打开的界面中输入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以及在一体化系统中登记

手机号码，请务必确认输入正确，并点击底部的“关联微信按钮”，如下图 



 

系统会弹出确认窗口，请确认系统是否识别正确，如果正确，则点击“确认”；

如果不正确，请取消并联系安监部门 

 

 



3. 没有 SSIP 用户账号及加密锁的用户 

打开公众号“无锡建设安全”，点击“关于我们”菜单，点击菜单项“个人中心”（如

下图） 

 

在弹出消息中，点击“登陆账号申请指南”查看如何申请账号（如下图）。请仔

细阅读并准备相关材料。 



 

注：此处申请的是企业、项目相关的账号，如果是进入 “起重机械流程”操作（即 施工单位

安全员、安装单位安全员、监理单位总监、产权单位负责人等），直接点击“安全生产”—“起

重设备全过程管理”，按照提示申请账号，如下图： 



 

三、 扫码登录 SSIP 网站 

在电脑浏览器中打开网页：http://ssip.wxjgc.com，并点击“扫码登录”，使用

已经绑定SSIP用户的微信扫一扫弹出的二维码，成功后，网页会自动完成登录。 

 

四、 打开微信端起重机械流程 

打开微信公众号“无锡建设安全”，点击“安全生产”菜单，点击菜单项“起重机械

流程”（如下图） 

http://ssip.wxjgc.com/


 

 



五、 产权单位负责人操作 

 

设备进场确认操作，对拟安装的设备进行进场确认，勾选后点击下方“确认”，签字确认。 

注：本地产权需要在维保完成 15 天后才能进场确认。 

六、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操作 

微信端起重设备流程项目经理界面如下图： 



 

 

1. 设备进场确认 

 

在 “产权单位确认”之后，对拟安装的设备进行进场确认，勾选后点击下方“确认”，签字



确认。 

2. 设备流程确认 

1.1 进入“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 

点击“设备流程确认”按钮进入界面（如下图） 

 

在以上界面中点击需要操作的设备，进入“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如下图） 

 

 

1.2 安装管理（安装告知及审核界面） 

在“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点击“安装管理”按钮进入“安装告知及审核”



界面（如下图） 

 

1.2.1 安装前审核 

   点击“安装前审核”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单，完成后点击“确认保存”即完成安装前审核操

作。 

 

 



1.3 使用管理（设备使用界面） 

在“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点击“使用管理”按钮进入“设备使用”界面（如

下图） 

 

 

2.3.1 使用登记后填报 

“设备使用”界面点击“使用登记后填报”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单，完成后点击“确认保存”即完成当前填报操作。 

 

1.4 拆卸管理 

在“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点击“拆卸管理”按钮（如下图） 

 

 

1.4.1 拆卸前审核 

“拆卸告知及审核”界面点击“拆线前审核”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单，完成后点击“确认保存”即完成当前审核操作。 

 

 

七、 施工单位安全员操作 

1.1 安装过程审核 

在“安装告知及审核”界面，点击“安装过程审核”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单，完成后点击“确认保存”即完成当前审核操作。 

1.2 拆卸过程审核 

“拆卸告知及审核”界面点击“拆卸过程审核”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

图）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单，完成后点击“确认保存”即完成当前审核操作。 



 

八、 监理单位项目总监操作 

微信端起重设备流程项目总监界面如下图： 

 

 

1. 设备流程确认 

1.1 进入“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 

点击“设备流程确认”按钮进入界面（如下图） 

 

在以上界面中点击需要操作的设备，进入“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如下图） 



 

 

1.2 安装管理（安装告知及审核界面） 

在“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点击“安装管理”按钮进入“安装告知及审核”

界面（如下图） 

 

 

1.2.1 安装前审核 

   点击“安装前审核”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单，完成后点击“确认保存”即完成安装前审核操

作。 

 

1.2.2 安装过程审核 

在“安装告知及审核”界面，点击“安装过程审核”按钮，进入操作界面

（如下图）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单，完成后点击“确认保存”即完成当前审核操作。 

 

1.3 使用管理（设备使用界面） 

在“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点击“使用管理”按钮进入“设备使用”界面（如

下图） 



 

 

1.3.1 使用登记前填报 

“设备使用”界面点击“使用登记前审核”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单，完成后点击“确认保存”即完成当前填报操作。 

 

1.4 拆卸管理 

在“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点击“拆卸管理”按钮（如下图） 

 

 

1.2.1 拆卸前审核 

“拆卸告知及审核”界面点击“拆线前审核”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单，完成后点击“确认保存”即完成当前审核操作。 

 

1.2.2 拆卸过程审核 

“拆卸告知及审核”界面点击“拆线过程审核”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

图）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单，完成后点击“确认保存”即完成当前审核操作。 

 

九、 安装单位安全员操作 

微信端起重设备流程安全员界面如下图： 

 

 



1. 设备流程确认 

1.1 进入“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 

点击“设备流程确认”按钮进入界面（如下图） 

 

在以上界面中点击需要操作的设备，进入“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如下图） 

 

 

1.2 安装管理（安装告知及审核界面） 

在“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点击“安装管理”按钮进入“安装告知及审核”

界面（如下图） 



 

 

1.2.1 安装过程审核 

在“安装告知及审核”界面，点击“安装过程审核”按钮，进入操作界面

（如下图） 

 

根据界面提示，在安装开始前、结束后分别在现场拍照并上传至系统。 

注意，开始到结束，至少间隔 2 小时。 

 



1.3 拆卸管理 

在“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点击“拆卸管理”按钮（如下图） 

 

 

1.3.1 拆卸过程审核 

“拆卸告知及审核”界面点击“拆线过程审核”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

图） 

 

根据界面提示，在拆卸开始前、结束后分别在现场拍照并上传至系



统。 

注意，开始到结束，至少间隔 2 小时。 

 

十、 检验检测人员操作 

微信端起重设备流程检验检测人员界面如下图： 

 

 

1. 设备流程确认 

1.1 进入“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 

点击“设备流程确认”按钮进入界面（如下图） 

 



在以上界面中点击需要操作的设备，进入“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如下图） 

 

 

1.2 检验检测 

在“设备流程确认审核”界面，点击“检验检测”按钮进入“检验检测”界面（如

下图） 



 

根据界面提示，在检验检测开始前、结束后分别在现场拍照并上传至系

统。 

注意，开始到结束，至少间隔 2 小时。 

如果检验检测过程中发现安全隐患，则点击“隐患”按钮现场对隐患拍照

并上传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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