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勘察设计协会培训平台 

学员端使用手册(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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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流程 

1.1 继续教育学员 

执业注册人员、三员继续教育人员均适用此流程。 

开始

注册/登录

创建个人档案

购买/学习课程

获取学习证明

结束

扫描学员端二维码，按引导注册/下载/登
录【建设云】APP

详情见学员端使用手册中 
4 注册/下载/登录APP

登录平台，在【我的】-【个人档案】下，输入真实姓名、
身份证号码，创建个人档案。

详情见学员端使用手册中 5 创建个人档案

登录平台，在【培训课程】下购买课程，在【我的】-【我
的课程】下学习课程。

详情见学员端使用手册中 6 购买/学习课程

登录平台，课程学完后，在【我的】-【学习档案】下自行
生成学习证明/证书。

详情见学员端使用手册中 7 获取/查看学习证明

山西省勘察设计协会培训平台学员端（手机版）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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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三员岗位培训学员 

开始

注册/登录

创建个人档案

学习课程

查看证书

结束

扫描学员端二维码，按引导注册/下载/登
录【建设云】APP

详情见学员端使用手册中 
4 注册/下载/登录APP

登录平台，在【我的】-【个人档案】下，输入真实姓名、
身份证号码，创建个人档案。

详情见学员端使用手册中 5 创建个人档案

登录平台，在【我的】-【我的课程】下学习课程。

详情见学员端使用手册中 6 购买/学习课程

考试通过后，根据企业管理员的通知，登录平台，在【我
的】-【培训证书管理】-【三员证书(含继续教育)】中查看
证书。(仅通过岗位培训的人员能查询到证书)

详情见学员端使用手册中 7 获取/查看学习证明

山西省勘察设计协会培训平台-三员学员-岗位培训操作流程(手机版)

参加线下考试
线上课程学完后，根据协会培训通知要求，按时参加线下考
试。

开通课程
登录平台，在【我的】-【学习档案】-【其他课程】下，点
击详情查看企业管理员购买的课程，点击开通。

 

2  移动设备要求 

苹果 IOS：建议使用 iOS 10.0 版本以上； 

Android：建议使用 Android 7.1 版本以上； 

3  手机版功能简介 

启动建设云 APP 进入山西省勘察设计协会培训平台后，可以查看到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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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首页 

【推送信息】针对特定用户发出的推送信息（有推送时显示）。 

【通知】发布培训相关的通知信息。 

【帮助】平台使用咨询群。 

【联系我们】查看协会的联系方式。 

3.2 行业资讯 

【行业资讯】行业资讯展示、查看。 

3.3 培训课程 

【培训课程】包含网络继续教育课程、网路其他课程和面授课程，可进行课程查询，

下单和购买。 

【培训通知】发布培训相关的通知信息。 

3.4 购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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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继续教育】和【其他课程】进行分类，分别收纳继续教育类课程和其他课程的

已选课程，按需结算，以实现多门课程在同一个支付订单内结算。 

3.5 我的 

【我的课程】线上已购买的课程查看学习。 

【我的订单】个人订单的查看和管理。 

【个人档案】个人档案创建维护。 

【注册信息】个人注册信息创建维护。 

【学习档案】查看个人购买的课程和企业管理员购买的课程的学习进度、生成证书。 

【发票管理】申请将已支付订单开具发票，可以多个订单开在一张发票内。 

【培训证书管理】查看自己获得的学习证明和各种学习证书。 

【我的收藏】我收藏的课程。 

【地址管理】维护个人的收件地址。 

【联系我们】查看协会的联系方式。 

3.6 铃铛 

页面左上角【铃铛】，查看系统发送的提醒、消息，与其他人进行即时消息沟通。 

4  注册/下载/登录 APP 

注：本平台用 APP 名称为：建设云。 

4.1 无 APP 用户 

4.1.1 注册 APP 

第一步、使用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学员端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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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填写自己的手机号（用于以后的账户）获取验证码，并登录系统。 

第三步、填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并设置系统登录的密码，点击【下一步】。 

第四步、出现欢迎使用页面，表明账号已经注册成功，可以正常使用了。 

      

4.1.2 下载 APP 

第一步、在欢迎使用页面，点击右下角的【开始使用】按钮。 

第二步、根据提示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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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浏览器打开的页面中，根据手机的操作系统选择【Android 下载】或【iOS

下载】。 

第四步、（以苹果系统为例）在苹果商店（应用商店）中，选择点击【获取】按钮，下

载并安装【建设云】app。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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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登录 APP 

第一步、点击手机桌面的【建设云】图标，启动建设云 app。 

第二步、在登录页面，输入注册账号时使用的手机号码和设置的密码登录系统。 

     

第三步、登录后会收到系统发送的【服务窗提醒】，点击查看提醒信息。 

第四步、看到【欢迎加入服务平台】信息后，点击查看详情，即可进入在线教育平台。 

第一步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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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已有 APP 用户 

已有建设云 app 的用户，全部操作都在建设云 app 上进行。 

第一步、使用建设云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学员端二维码。 

 
第二步、在“是否确定申请加入”页面，点击【是】按钮，直接进入平台首页 

第三步 

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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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左上角的小铃铛会显示有一条消息，点击消息即可进入建设云的消息页面，查看消

息。 

5  创建个人档案 

注：个人档案须实名录入本人真实信息，并按要求上传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和个人照片。 

第一步、在底部导航【我的】内，进入【个人档案】。 

第二步、输入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点击【下一步】按钮。 

第三步，上传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及个人照片后，点击【保存】即可创建个人档案。        

注：所属企业为空白，不影响个人档案的创建，当用户被企业添加为学员后，所属企业

会自动带过来。 

第一步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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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如已有企业将当前用户加入到自己的企业学员中，系统会通过身份证号码查

询到当前用户的个人档案已经存在，只需要点击获取，并补充出生日期，身份证正反面照

片和个人照片信息即可。 

    
注 1：通过获取的方式创建的个人档案，所属企业会自动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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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企业管理员给这个档案购买的课程会自动同步到学员的学习档案中，学员可以在

【学习档案】中开通课程，在【我的课程】中开始课程的学习。 

注 3：如果学员发现企业管理员给自己购买的课程有误，请勿点击课程【开通】按钮，并

通过【帮助】中的平台咨询群反馈处理。 

6  购买/学习课程 

平台【培训课程】中提供“网络继续教育课程”、“网络其他课程”、“面授课程”三类课。 

1) 网络继续教育课程：为各类执业注册学员提供在线继续教育课程； 

2) 网络其他课程：提供技术讲座等在线课程； 

3) 面授课程：提供线下培训课程的报名、签到等功能。 

6.1 购买课程 

第一步、进入平台，点击底部【培训课程】，根据需要选择“网络继续教育课程”、“网络

其他课程”、“面授课程”。点击进入某一课程分类。 

第二步、以“网络继续教育课程”为例，在选课中心下，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具体的继

续教育分类，点击查看该分类所包含的课程。 

 

第三步、点击具体课程查看课程的介绍、章节及评价等信息。在章节页面内，可查看

该课程的章节设置，试听（若有）指定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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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立即购买，即可生成订单。在订单确认页面，安卓手机可选择“在线支付”

或“线下支付”，苹果手机仅有线下支付方式。 

   
第五步、通过微信/支付宝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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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若选择加入购物车，可以继续选课，最后在购物车内进行结算。 

    



            山西省勘察设计协会培训平台                 使用手册 

北京理正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4 / 29 

 

    
在购物车内，安卓手机可以在“线上支付”或“线下支付”两种付款方式中选择。线上付款，

通过“微信”和“支付宝”两种方式完成付款。 

 
选择线下支付的订单，线下付款成功后，约三个工作日内开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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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无论是选择“在线支付”还是“线下付款”，在提交订单时都会有“系统目前暂不支

持退费，请慎重选择是否交费”的通知确认提示。 

    
注 2：如果选择的是线下支付，可以在 PC 端将订单转为线上支付，在 PC 端生成付款

二维码，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描这个二维码进行支付（此时苹果系统也可以支付）。具体请

参考 PC 端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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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订单生成后请在 24 小时内完成支付，超时订单自动取消。 

6.2 学习课程 

若课程为企业管理员购买，请先完善个人档案后，在学习档案中开通课程，再进行课

程学习。(三员学员继续教育、岗位培训，请分别在“继续教育”、“其他课程”中查看开通) 

 

在个人档案创建前，您自己购买的课程，需要在【我的学习】中将课程进行归档形成

自己的学习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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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进入【我的】-【我的课程】，选择需要学习的课程，点击进入。 

 
第二步、在具体课程内，点击课程章节开始播放视频学习。    

   
注 1：当第一节的课程视频没有观看完时，是无法进行节间测试的，同时后面的章节

视频也是不允许观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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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只有观看完上一节的课程视频，才能做节间测试；完成测试后，才能观看下一

章节的视频。 

第三步、点击可以观看的那一章节的课程视频名称，即可播放视频内容。如果想要横

屏观看课程视频，只需将手机旋转 90 度，或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全屏播放即可。 

 
第四步、看完一个章节的视频，就可以进行节间测试考核，根据考核设定的条件，完

成节间测试，才可以观看下一章节的课程视频了。 

     
注：所有的课程视频（提示播放完毕）和节间测试都完成后，系统即认定完成了本课

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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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获取/查看学习证明 

7.1 获取学习证明 

第一步，形成自己的学习档案； 

（1）在个人档案创建后，如果有企业将您添加为企业学员了，您就会在学习档案中看

企业为您购买的课程，找到相应的课程点击【开通】，即可在【我的课程】中找到课程，并

进行学习。(三员学员继续教育、岗位培训，请分别在“继续教育”、“其他课程”中查看开通) 

 

（2）在个人档案创建前，自己购买的课程，需要在【我的课程】中将这些课程进行归

档处理形成自己的学习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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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学习档案】中，找到学习完毕并已经归档的课程，获取学习证明。   

 



            山西省勘察设计协会培训平台                 使用手册 

北京理正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1 / 29 

 

第三步，补充个人的注册章号（无注册章号请填写：无）、注册专业类型和自己当前单

位的名称后，即可生成学习证明。 

    

7.2 查看/下载学习证明 

第一步、进入【我的】-【培训证书管理】，进入课程所在的分类，查看学时证明。 

第二步、如果发现生成的学习证明信息有误，可以点击底部的【重新生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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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三员证书 

1）初次申请证书学员 

线下考试通过后，根据企业管理员通知，在【我的】-【培训证书管理】-【三员证书

(含继续教育)】中查看/生成证书。 

 

2）三员继续教育学员 

已取得三员证书，参加三员继续教育的学员，证书生成/查看方式参照“获取学习证明” 

8  申请发票 

第一步、进入【我的】-【发票管理】，点击“抬头管理”，通过“新增抬头”维护个人的发

票抬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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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抬头按类型可以分为“企业”和“个人或事业单位”两种，分别对应有纳税识别号和

无纳税识别号的企业单位和个人（或事业单位）。 

第二步、进入【我的】-【发票管理】，勾选需要开票的订单，点击“申请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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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获取帮助 

第一步、进入【首页】-【帮助】，点击【申请】，加入平台使用咨询群。注：申请成功

后，请在首页下拉刷新当前页面，点击【进入】。 

 

第二步、在平台使用咨询群中，点击文件，查看帮助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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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通过“发布动态”的方式留言反馈问题，在平台使用咨询群的留言板内，可以

查看到其他用户反馈的问题和技术人员给予的回答，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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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 

10.1 设置默认登录主页 

默认登录主页：即 APP 启动后，默认登录的页面。 

第一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云切换】。 

第二步、在“云切换”页面，选择【云服务】标签页内找到需设置默认登录的平台。     

第三步、点击其后面的三个小点“…”，在弹出菜单内选择“设为主页”，重启 APP 即可生效。  

 

10.2 多平台切换 

如果当前用户同时加入学员端和企业管理员端，可通过点击顶部平台名称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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