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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志愿服务信息平台用户使用手册
（后台管理系统-全国学会管理员）

一、基本内容

科技志愿服务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是中国科协

指定的科技志愿者、科技志愿服务组织的注册管理平台，

用以统筹指导和协调管理各级各类科技志愿服务工作。平台

包括中国科技志愿服务门户网站（www.stvs.org.cn）、科

技志愿服务微信公众号、中国科技志愿 APP 和后台管理系统

（www.stvs.org.cn/stvsvm/login.html）四部分。

二、使用说明

为发挥科协系统“一体两翼”组织效能优势，加强中国

科协、全国学会、地方各级科协对科技志愿服务工作的管理，

上线运行中国科技志愿服务后台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

（一）用户角色

1.中国科协管理员

中国科协管理员具有本系统的最高权限，可使用的业务

功能包括：志愿者管理、组织管理、活动管理、品牌项目管

理、重大工作管理等；宣传功能包括：轮播图管理、稿件管

理、志愿之星管理、政策文件管理、留言板管理等。可查看

包括全国学会和地方科协在内的所有数据统计信息。

2.全国学会管理员

全国学会管理员可使用的业务功能包括：志愿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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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活动管理、品牌项目管理等；宣传功能包括：稿

件管理等。可查看中国科协业务主管的 210 个全国学会及归

口管理单位选择本学会组织的数据统计信息。

3.地方科协管理员

地方科协管理员按照我国行政区划划分，具体又分为省

级管理员、地级市管理员和县级市管理员三类。

地方科协管理员可使用的业务功能包括：志愿者管理、

组织管理、活动管理、品牌项目管理等；宣传功能包括：稿

件管理等。可查看本级及所辖下级的数据统计信息。

（二）用户登录

已经开通本系统权限的管理员，可通过账号（手机号）

和密码完成登录。如下图所示：

三、功能介绍

本系统设置“首页”“志愿者”“组织”“活动”“项

目”“查询统计”“稿件”“个人设置”8 个菜单栏。不同

用户角色的页面显示稍有差别，以下分别进行功能介绍：

（一）首页

可查看本学会新增志愿者数量、新增组织数量、新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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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数量、新增项目数量趋势图，本系统科技志愿服务总体情

况统计及全国学会组织内志愿者累计数量排名。如下图所

示：

（二）志愿者

该模块主要包括志愿者列表展示、刷新、查询、设置显

示列、导入、导出、编辑、查看操作记录等功能。如下图所

示：

1.查询权限

可以查询所有志愿者信息。

2.信息查询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志愿者信息。

（1）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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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可以展开更多查询项。如下图所示：

点击“姓名”，弹出编辑弹框，可对志愿者信息进行编

辑。其中，志愿者编号、身份证号、所属组织及归口单位为

锁定性，无法编辑。如下图所示：

可根据“开始日期”“结束日期”查看操作记录。如下

图所示：

（2）活动

点击“参加活动数”，弹出“活动列表”弹框。如下图



5

所示：

可根据“活动名称”“活动开始时间”“活动结束时间”，

查询该志愿者参加活动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3）导入

点击“导入”，弹出导入弹框，选择对应模板，可导入

志愿者。如下图所示：

（4）导出

点击“导出”，弹出导出弹框，选择要导出的数据（可

按选中行导出，也可按当前页导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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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删除

点击“删除”，可将该志愿者删除。一旦删除成功，志

愿者无法恢复，请谨慎使用此功能。如下图所示：

（6）设置显示列

点击“设置显示列”，弹出显示列设置弹框，可勾选需

要显示的列。其中，志愿者列表显示列会根据自定义的设置

显示对应的列。如下图所示：

（三）组织

该模块主要包括组织列表展示、刷新、查询、导入、导

出、编辑、设置显示列、查看操作记录、删除、审核通过、

审核不通过等功能。如下图所示：

1.查询权限

可以查询归口管理单位为本学会的组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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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查询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组织信息。

（1）组织

点击 ，可以展开更多查询项。如下图所示：

点击“组织名称”，弹出编辑弹框，可对组织信息进行

编辑。其中，组织编号为锁定性，无法编辑。如下图所示：

可根据“开始日期”“结束日期”查看操作记录。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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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志愿者

点击“志愿者人数”，弹出“志愿者信息”列表。如下

图所示：

可根据“志愿者姓名”“手机号”查询该组织的所有志

愿者信息；点击“导出”，根据需要选择志愿者所在行；点

击“确定”，可将导出的志愿者信息下载。如下图所示：

（3）品牌项目

点击“品牌项目数”，弹出“项目信息”列表，可查询

该组织发布的所有项目信息。如下图所示：

点击“导出数据”，根据需要选择项目所在行；点击“确

定”，可将导出的项目信息下载。如下图所示：

（4）活动

点击“发布活动数”，弹出“活动信息”列表，可查询

该组织发布的所有活动信息。如下图所示：



9

可根据“活动名称”“活动开始时间”“活动结束时间”，

查询该组织发布的活动信息；点击“导出数据”，根据需要

选择活动所在行；点击“确定”，可将导出的活动信息下载。

如下图所示：

（5）导入

点击“导入”，弹出导入弹框，选择对应模板，可导入

志愿服务组织。如下图所示：

（6）导出

点击“导出”，弹出导出弹框，选择要导出的数据（可

按选中行导出，也可按当前页导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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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审核

新建组织的审核：在组织状态中，选择“待审核”的组

织数据；点击“审批通过”或“审批不通过”，可对新建组

织进行审核。如下图所示：

组织信息变更：在组织状态中，选择“变更组织名称”

或“变更归口单位”或“变更管理员”的组织数据；点击“审

核状态”，进入审核页面。如下图所示：

勾选需要变更的变

更项；点击“审核通过”

或“审核不通过”，可

完成对该组织的审核。

如图所示：

注销申请：在组织状态中，选择“注销申请”的组织数

据；点击“审核状态”，进入审核页面。

审核未通过：在组织状态中，选择“审核未通过”的组

织数据，可以查看未通过组织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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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状态中，“正常”“已注销”“取消审核”的查看

方式同审核未通过。

（8）设置显示列

点击“设置显示列”，弹出显示列设置弹框，可勾选需

要显示的列。其中，组织列表显示列会根据自定义的设置显

示对应的列。如下图所示：

（四）活动

该模块主要包括活动列表展示、刷新、查询、设置显示

列、导入、导出、编辑、查看操作记录等功能。如下图所示。

1.查询权限

可以查询所有活动信息。

2.信息查询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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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动

点击 ，可以展开更多查询项。如下图所示：

点击“活动名称”，弹出编辑弹框，可对活动信息进行编

辑。如下图所示：

可根据“开始日期”“结束日期”查看操作记录。如下

图所示：

（2）已招募

点击“已招募”，弹出已招募的志愿者列表，可根据姓

名查看志愿者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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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报名

点击“已报名”，弹出已报名的志愿者列表，可根据姓

名查看志愿者信息。如下图所示：

（4）导入

点击“导入”，弹出导入弹框，选择对应模板，可导入

志愿服务活动。如下图所示：

（5）导出

点击“导出”，弹出导出弹框，选择要导出的数据（可

按选中行导出，也可按当前页导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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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删除

点击“删除”，可将志愿服务活动删除。一旦删除成功，

活动无法恢复，请谨慎使用此功能。如下图所示：

（7）设置显示列

点击“设置显示列”，弹出显示列设置弹框，可勾选需

要显示的列。其中，活动列表显示列会根据自定义的设置显

示对应的列。如下图所示：

（五）项目

该模块主要包括项目列表展示、刷新、查询、导出项目

数据、编辑、查看操作记录等功能。如下图所示。

1.查询权限

可以查询所有项目信息。

2.信息查询

根据查询条件查询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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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

点击 ，可以展开更多查询项。如下图所示：

点击“项目名称”，弹出编辑弹框，可对项目信息进行

编辑。如下图所示：

点击“发布活动数”，可查看“活动信息列表”。如下

图所示：

可根据“开始日期”“结束日期”查看操作记录。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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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出

点击“导出项目数据”，弹出导出弹框，选择要导出的

数据（可按选中行导出，也可按当前页导出）。如下图所示：

（3）删除

点击“删除”，可将项目删除。一旦删除成功，项目无

法恢复，请谨慎使用此功能。如下图所示：

（六）查询统计

该模块主要是对前台注册数据的统计分析。如下图所

示：

1.查询权限

可以查询归口管理单位为本学会的统计信息。

2.信息查询

根据菜单查询统计信息。

（1）全国学会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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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全国学会名称、时间区间来查询中国科协业务主

管的 210 个全国学会的志愿者总数、组织总数和活动总数。

其中，组织总数为归口管理单位类型为全国学会的组织数量

累加；志愿者、活动、项目总数分别为归口管理单位类型为

全国学会的组织内志愿者、活动、项目数量累加。

点击“导出”，可将查询的数据导出。如下图所示：

（2）志愿者注册情况统计

可根据所在区域、时间

区间来查询志愿者“当日

注册人数”和“志愿者总

数”。点击“导出”，可

将查询的数据导出；点击

统计图上方的颜色块，可

以控制柱状图中对应颜色

柱形图的显示隐藏。如右图所示：

（3）组织注册情况统计

可根据归口管理单位类型、归口管理单位名称、时间区

间来查询组织“当日注册数量”和“组织总数”。点击“导

出”，可将查询的数据导出；点击统计图上方的颜色块，可

以控制柱状图中对应颜色柱形图的显示隐藏。如下图（左）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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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动发布情况统计

可根据所在区域、时间区间来查询活动“当日发布数

量”和“活动总数”。点击“导出”，可将查询的数据导出；

点击统计图上方的颜色块，可以控制柱状图中对应颜色柱形

图的显示隐藏。如下图（右）所示：

（七）稿件

该模块主要是对前台门户网站栏目中志愿快讯的内容

进行维护，具有新建、查询、浏览、删除等功能。如下图所

示：

1.查询权限

可以查询所有志愿快讯信息。

2.信息查询

可新建、发布、浏览或删除所有志愿快讯。已发布的志

愿快讯弹出页面同门户网站-志愿快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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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新建稿件

点击“新建”，进入“稿件编辑器”（新建时，可以选

择多种稿件类型，目前系统支持：文章、图片、视频、文件

和音频等），下面以文章类型来具体举例说明，如下图所示：

以下逐项说明填写规则：

*标题：稿件的标题。

*富文本编辑器区域：稿件的内容，内容为富文本编辑

器，可以自定义内容样式，插入图片、视频和文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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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单位：默认为当前组织机构，可自行修改。

*责任编辑：默认为当前登录人的真实姓名，可自行修

改。

*所属栏目：默认为当前选中栏目，可自行修改。

*同时发布到：即在本栏目进行发布，也在选中的栏目

中进行发布。

*Logo 图：默认为内容中，第一张图片作为 Logo，也可

自行上传。

*内容属性：稿件内容的属性，在列表中会有不同标识

来展示。

*发布平台：PC 平台和公众号平台。

*Tag 词：稿件标签，全文检索时使用。

*关键词：稿件的关键字，全文检索时使用。

*摘要：稿件的简要描述。

*发布时间：默认为审批结束后，稿件发布的时间，也

可申请时，填写发布时间。

*下线时间：默认为管理员将稿件下线后的时间，也可

申请时，填写下线时间。

*下载远程文件：使用互联网文件时，是否在服务器进

行备份。

b.提交审核

填写信息后，点击“提交审核”，弹出“选择下一步用

户”页面，页面分为“未选择用户列表”和“已选择用户列

表”两部分。未选择用户列表中的用户为当前登录用户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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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机构管理员，选中任意用户，点击“添加选中用户”，

用户转移至已选择用户列表；已选择用户列表中，选中任意

用户，点击“移除已选中的用户”，用户转移至未选择用户

列表。选中用户后，点击“确定”，交至下一节点审批人进

行审批。如下图所示：

c.审批通过

进入“稿件编辑器”，点击“审核通过”，弹出“选择

下一步用户”页面。具体操作同“提交审核”。

d.审批不通过

进入“稿件编辑器”，点击“审核不通过”，稿件退回

至发起人。

（八）个人设置

支持全屏、修改密码和退出登录。如右图所

示：

1.全屏

点击“全屏”，页面可全屏显示。

2.修改密码

点击“修改密码”，可进行登录密码修改。密码长度应

设置为 8-20 个字符，由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及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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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组成。如下图所示：

3.退出登录

点击“退出登录”，可退出本系统。退出登录后需重新

登录才可访问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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