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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编写目的 

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备案信息平台包含普通公众、经销商和管理员三大业务

模块。普通公众用户可通过访问备案平台网站首页，查询已备案的设备及其销售

商情况；经销商可在平台内完成注册、登录，在登录平台经销商需要补充填写经

销商的基本信息，提交信息后等待资格预审核。经销商在资格预审通过以后可在

系统里发起新增、撤销、变更、注销的备案申请，也可通过平台自助查询备案进

度情况。 

1.2 适用范围 

本文档的读者对象是该系统的最终用户或者指导最终用户使用本系统的相

关人员，文档内容主要使用说明及实例，使得用户更加便捷、更加清晰地使用系

统。 

1.3 操作环境 

本项目可用 windows 操作系统或银河麒麟操作系统等的电脑进行访问，支

持火狐浏览器、谷歌浏览器、国产 360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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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功能 

2.1 首页和便民服务 

2.1.1 首页 

普通公众在未登陆状态下可以进入到互联网端系统的首页，首页向用户展示

了网上备案流程，以及使用帮助。 

 

图2-1 首页 

 

 

图2-2 使用帮助 

2.1.2 便民服务 

普通公众在未登陆状态下可以进入到互联网端系统查询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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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查询 

可以通过点击页面中的“查询经销商备案信息”，“查询附近设备网店”的图

片跳转到便民服务板块，如图 2-4。 

 

图2-4 便民服务板块 

也可点击首页标题的“便民服务”跳转到便民服务板块。 

用户可通过“设备类型”、“设备品牌”、所在地等条件进行经销商信息的查询，

如图 2-5。 

 

图2-5 查询经销商 

也可通过地图直接查看附近网店所在的位置，如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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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查看附近网店 

2.1.3 网上备案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网上备案板块的  

进行各种备案流程的了解。 

 

图2-7 备案板块 

经销商变更备案： 

 
图2-8 变更备案 

经销商新增备案： 

 
图2-9 新增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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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注册登记： 

 
图2-10 注册登记 

2.1.4 使用帮助 

“使用帮助”板块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操作指南”、“常见问题”、“联系方

式”这些内容。首页中的“使用帮助”板块只提供显示了内容的标题，如果用户

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详情，可以点击标题“使用帮助”或者板块下边“更多”的

链接跳转到“使用帮助”页面查看。 

 
图2-11 使用帮助 

“常见问题”详细内容： 

 
图2-12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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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详细内容： 

 

图2-13 联系方式 

2.2 经销商系统登陆 

用户在浏览器中输入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备案信息平台互联网端地址，进入

登陆页面。 

 

图2-14 登陆页面 

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后点击登录，登录成功后展示如下图。 

 

图2-15 登录后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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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经营主体信息录入 

经销商可以在经营主体录入页面进行信息录入，标有红色星号的为必填项，

如果没有录入必填项内容，用户无法进入到下一步，如图 2-16。 

 

图2-16 经营主体信息录入一 

 

图2-17 经营主体信息录入二 

 

录入完毕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到下一个页面，如图 2-18 

。 

 

图2-18 录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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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信息无误后可点击“提交信息”进入下一个页面，如图 2-19，如果信息

有误可点击“上一步”返回上一个页面修改录入的信息。 

 

 

图2-19 用户须知 

读完用户须知后，勾选“我接受”后点击“确定”按钮后可以提交经营主体

信息，提交成功后出现提示信息，如图 2-20。 

 

图2-20 申请提交 

2.4 已上报经营主体 

 

图2-21 已上报经营主体 

在此页面可以查看用户上报的经营主体，可点击“详情”按钮查看经营主体

的详细信息，如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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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查看详细信息 

如果经营主体已经审核通过，详情页面会显示二维码。 

 

图2-23 详情页面 

未审核经营主体信息可点击“修改”按钮修改录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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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录入信息 

审核通过经营主体可点击“变更”按钮，进行录入信息的变更。 

 

图2-25 录入信息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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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备案信息录入 

2.5.1 单台设备录入 

 

 

图2-26 单台设备录入 

选择经营主体，填写设备型号，若设备型号错误会出现提示，若正确则会显

示核准代码。设备别名为非必填项。录入完毕点击“保存并继续”按钮进行保存。 

 

 

图2-27 录入完毕 

保存后可点击“提交备案”按钮提交备案，也可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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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Excel 导入 

 

图2-28 下载 excel 文件模板 

点击“模板下载”可以下载 excel 文件的模板。 

选择经营主体，点击“请选择文件”按钮上传 excel 文件，上传完毕后点击

“数据导入”按钮导入数据，导入完毕后会在导入结果中显示，如果导入的信息

失败可点击“导出无法识别数据”按钮进行导出。导入完毕后，点击“保存并继

续”按钮进行保存。 

 

图2-29 导入数据 

保存后可点击“提交备案”按钮提交备案，也可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2.6 已上报备案信息 

2.6.1 已备案 

 

图2-30 查看设备 

可以查看设备，也可以对备案进行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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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备案注销 

可在查看设备中对单条设备进行注销。 

2.6.2 未通过 

 

图2-32 未通过备案 

2.6.3 备案中 

 
图2-33 备案撤销 

 可对备案中的备案进行撤销。 

2.6.4 未提交 

 

图2-34 未提交备案 

可对未提交的备案进行提交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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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的备案 

 

图2-35 备案展示 

展示经销商所备案的产品类型数量、销售品牌数量、产品型号信息。 

2.8 系统通知 

 

图2-36 系统通知 

显示经营主体和设备备案的通知，可以点击“未读”、“全部”选择展示未读

和全部的信息。可通过选择点击“标记已读”把未读信息标记为已读。可通“删

除”按钮删除系统通知。 

3 常见问题 

3.1 经销商用户上传营业执照问题 

经销商用户经营主体信息录入时所上传的营业执照附件必须为 jpg、png、

jpeg 格式的图片，其他类型的文件或其他格式的图片将无法上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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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企业法人核验 

经销商用户经营主体信息录入时将会对企业法人进行核验，请录入时确保经

营主体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姓名、法定代表人姓名的正确，否

则经营主体信息将无法录入成功。 

3.3 经销商用户设备备案 

经销商用户通过 excel 导入进行设备备案时，请确保所上传的文件为 xls、

xlsx 格式的文件，否则无法上传，文件内数据格式请遵循模板所给定的数据格式。 

 

3.4 经销商用户设备备案审核 

经销商用户的设备备案只有在所选的经营主体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够被审核。 

3.5 用户如何向平台反馈、咨询 

企业和用户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平台的联系我们栏目中的意见反馈提交相关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