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大学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用户手册 

 

 

 

 

 

 

 
厦门大学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科研秘书帮助手册 

 

 

 

 

 

 

 

 

 

 

 

 

 

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06-25 

 



厦门大学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用户手册 

1 

 

 

版权声明 

 

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本手册所含信息代表了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止本文发布之

日对所讨论问题的观点。本手册非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的一部

分，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保证自本文发布之日起，手册中所含任

何信息的准确性。 

本手册公出于提供信息的目的，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以任何

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对本文做出任何保证。您有责任遵守一切版权法律，在没有

得到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确的书面许可之前，您不能出于任何目

的或者借助任何手段（电子、照相、记录、他人、机械或其它）对本手册的任

何部分进行再制、存诸或者将其引入检索系统，或者将其转变成其它任何形式。 

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手册中所提及的产品或技术可能拥

有专利、专利程序、商标、版权或者其它知识产权，除非得到北京易普拉格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明确书面许可协议，本手册并没有赋予您任何使用这些专

利、专利程序、商标、版权或者其它知识产权的许可。 

本手册的全部内容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能随时加以更改，此

类更改将不另行通知。 

 

本手册的著作权属于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2018年05月  第一次印刷      

                



厦门大学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用户手册 

2 

 

目  录 

1 概述 ....................................................................................................................... 5 

1.1 目的 ............................................................................................................ 5 

1.2 内容 ............................................................................................................ 5 

1.3 读者范围 .................................................................................................... 5 

1.4 系统使用软件说明和配置 ........................................................................ 5 

1.5 阅读须知 .................................................................................................... 6 

2 系统基础概述 ....................................................................................................... 7 

2.1 系统登录 .................................................................................................... 7 

2.2 系统功能概述 ............................................................................................ 7 

2.2.1 角色切换 ......................................................................................... 7 

2.2.2 系统操作提示 ................................................................................. 8 

3 科研队伍 ............................................................................................................... 9 

3.1 功能介绍 .................................................................................................... 9 

3.2 科研人员 .................................................................................................... 9 

3.2.1 人员新增 ......................................................................................... 9 

3.2.2 人员查看 ....................................................................................... 11 

3.2.3 人员审核 ....................................................................................... 12 

3.2.4 人员查询 ....................................................................................... 14 

3.2.5 人员导出 ....................................................................................... 16 

3.2.6 人员删除 ....................................................................................... 18 

3.3 组织结构 .................................................................................................. 19 

4 科研平台 ............................................................................................................. 20 

4.1 研究机构 .................................................................................................. 20 

4.1.1 机构新增 ..................................................................................... 20 

4.1.2 机构信息查询 ............................................................................... 21 

4.1.3 机构管理 ....................................................................................... 21 

4.1.4 机构信息导出 ............................................................................... 23 

4.1.5 机构信息删除 ............................................................................... 24 

5 科研项目 ............................................................................................................. 25 

5.1 纵向项目 .................................................................................................. 25 

5.1.1 项目立项 ....................................................................................... 25 

5.1.2 项目中检 ....................................................................................... 31 

5.1.3 项目变更 ....................................................................................... 32 

5.1.4 项目结项 ....................................................................................... 33 

5.2 横向项目 .................................................................................................. 34 

5.2.1 进账合同 ....................................................................................... 35 

5.2.2 出账合同 ....................................................................................... 40 

5.3 校级项目 .................................................................................................. 40 

5.3.1 项目申报 ....................................................................................... 40 

5.3.2 项目立项 ....................................................................................... 45 



厦门大学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用户手册 

3 

 

5.3.3 项目变更 ....................................................................................... 49 

5.3.4 项目中检 ....................................................................................... 50 

5.3.5 项目结项 ....................................................................................... 51 

6 科研经费 ............................................................................................................. 53 

6.1 来款认领 .................................................................................................. 53 

6.2 经费到账 .................................................................................................. 53 

6.3 经费外拨 .................................................................................................. 54 

6.4 工作量分割 .............................................................................................. 54 

7 科研成果 ............................................................................................................. 55 

7.1 著作成果 .................................................................................................. 55 

7.1.1 新增著作成果 ............................................................................... 55 

7.1.2 删除著作成果 ............................................................................... 56 

7.2 研究报告 .................................................................................................. 56 

7.2.1 新增研究报告 ............................................................................... 57 

7.2.2 删除研究报告 ............................................................................... 58 

7.3 鉴定成果 .................................................................................................. 58 

7.3.1 新增鉴定成果 ............................................................................... 58 

7.3.2 删除鉴定成果 ............................................................................... 59 

8 知识产权 ............................................................................................................. 60 

8.1 专利成果 .................................................................................................. 60 

8.1.1 查看专利成果 ............................................................................... 60 

8.1.2 新增专利成果 ............................................................................... 61 

8.1.3 查询专利成果 ............................................................................... 62 

8.1.4 删除专利成果 ............................................................................... 63 

8.1.5 滞纳专利 ....................................................................................... 63 

8.2 著作权 ...................................................................................................... 63 

8.2.1 查看著作权 ................................................................................... 63 

8.2.2 新增著作权 ................................................................................... 64 

8.2.3 删除著作权 ................................................................................... 65 

8.3 标准 .......................................................................................................... 65 

8.3.1 查看标准 ....................................................................................... 65 

8.3.2 新增标准 ....................................................................................... 65 

8.3.3 删除标准 ....................................................................................... 66 

8.4 药证 .......................................................................................................... 67 

8.4.1 查看药证 ....................................................................................... 67 

8.4.2 新增药证 ....................................................................................... 67 

8.4.3 删除药证 ....................................................................................... 68 

8.5 新品种 ...................................................................................................... 68 

8.5.1 查看新品种 ................................................................................... 68 

8.5.2 新增新品种 ................................................................................... 69 

8.5.3 删除新品种 ................................................................................... 70 

9 成果获奖 ............................................................................................................. 71 



厦门大学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用户手册 

4 

 

9.1 获奖申请 .................................................................................................. 71 

9.1.1 查看申请情况 ............................................................................... 71 

9.1.2 新增申请材料 ............................................................................... 71 

9.1.3 查询申请计划 ............................................................................... 72 

9.2 获奖列表 .................................................................................................. 73 

9.2.1 新增获奖成果 ............................................................................... 73 

9.2.2 编辑获奖成果 ............................................................................... 74 

9.2.3 审核获奖成果 ............................................................................... 74 

9.2.4 删除获奖成果 ............................................................................... 75 

10 学术交流 ........................................................................................................... 77 

10.1 主办会议 ................................................................................................ 77 

10.1.1 新增主办会议 ............................................................................. 77 

10.1.2 编辑主办会议 ............................................................................. 78 

10.1.3 删除主办会议 ............................................................................. 78 

10.2 学术讲座 ................................................................................................ 79 

10.2.1 新增学术讲座 ............................................................................. 79 

10.2.2 编辑学术讲座 ............................................................................. 80 

10.2.3 审核学术讲座 ............................................................................. 80 

10.2.4 删除学术讲座 ............................................................................. 81 

10.3 参加会议 ................................................................................................ 82 

10.3.1 新增参加会议 ............................................................................. 82 

10.3.2 编辑参加会议 ............................................................................. 83 

10.3.3 审核参加会议 ............................................................................. 83 

10.3.4 删除参加会议 ............................................................................. 84 

11 文档共享 ........................................................................................................... 84 

 

 

 

 

 

 



厦门大学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用户手册 

5 

 

 

1 概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高校办公自动化的建设，使科研管理工作更加规

范化、科学化，建设一个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已显得非常重要。通过科研管理系

统建设，可以实现科研工作的网络化管理，形成一个动态的科研数据中心和科

研管理沟通平台，全面、实时、准确提供学校的有关科研信息，服务于高校科

研工作人员的工作，辅助领导进行科研管理决策，从而为科研管理人员开展工

作提供极大的便利。智慧科研平台包括科研项目管理、成果管理、经费管理、

机构人员管理、财务集成等内容。 

1.1 目的 

本文档面向科研秘书用于指导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的“智慧科研平台”的操作、使用，读者为本系统的最终用户。 

1.2 内容 

本手册包括以下内容： 

1. 智慧科研平台的功能介绍与操作, 包含日常科研管理工作中的项目管理过

程、项目经费、成果管理、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等的科研数据采集和科研

业务流程的管理。 

2. 财务集成的功能介绍与操作，包括集成方案的参数配置、同步日志等。 

1.3 读者范围 

本手册的读者对象为：科研秘书。 

1.4 系统使用软件说明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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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阅读须知 

本手册中使用的图片可能会因系统升级等原因而与实际使用系统操作界

面不一致，但不会影响用户对本系统操作的学习和使用。 

序号 软件名称 配置/说明 

1 操作系统 Window xp/ 2003/Win7/Win8/Win10 ，支

持简体中文 

2 浏览器 推荐使用IE9及以上版本 

3 Word Word2003/2007/2010 

4 PDF阅读器 Acrobat Reader 9.0 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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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基础概述 

2.1 系统登录 

功能介绍 

学校科研秘书需按照网址进入系统后，才可以对本学校科研进行管理。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① 打开本地浏览器， 输入高校的系统域名 http://kjxt.xmu.edu.cn/ 

 

温馨提示：科技系统已和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对接请点击登录按钮进入 。 

 

 

 

 

 

 

 

2.2 系统功能概述 

2.2.1 角色切换 

角色切换功能可方便科研秘书在个人与科研处管理员等角色之间的切换。 

操作步骤 

第一步：确保登录系统； 

第二步：点击【角色切换】图标，如下图红色框体标出位置，点击即可切换用

户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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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切换示意图> 

2.2.2 系统操作提示  

1：审核机制 

审核模式：上级审核完之后，下级不能再修改。 

审核状态：未审核、学院通过、学院不通过、已修改、学校通过、学校不通过。 

如果上级审核后下级想修改的办法：（1）由上级审核成不通过。（2）修改系

统审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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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研队伍 

3.1 功能介绍 

科研队伍是对本院系科研人员的管理，单击一级菜单中的【科研人员】进

入人员列表，科研秘书对本单位科研人员有增加、修改、删除、查看和审核的

管理权限，还可以通过导出按钮进行人员信息的导出。点击列表列头，可以对

本列内容排序。如<人员列表示意图>所示： 

 

<人员列表示意图> 

3.2 科研人员 

3.2.1 人员新增 

1：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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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点击左侧菜单【科研人员】，进入科研人员列表页面，通过单击列表

右上角新增按钮，进入本院系科研人员新增页面； 

 

<人员新增示意图>-1 

第二步：在科研人员新增页面，依次输入人员基本信息、详细信息后单击保存； 

 

<人员新增示意图>-2 

2：操作提示 

第一步：人员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详细信息两部分。基本信息中的职工号为用

户的登录账号和初始口令，科研秘书新增后，科研人员便可用职工号进行登录，

查看个人科研信息； 

第二步：对于科研人员中存在的科研单位和人事单位不在一个单位的情况，科

研秘书可在新增页面分别选择科研单位和人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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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新增人员信息填写职工号后系统会根据所填写的职工号及时进行数据

检查，如果系统人员中已存在该职工号会给出提示信息【职工号已存在，请确

认】，请您更换职工号； 

第四点：在系统中人员身份证号是唯一的。 

3.2.2 人员查看 

在人员列表中显示本院系所有的科研人员，列表内容包括【人员名称】、

【职工号】、【科研单位】、【最后学位】、【职称】、【科研详情】等信息。

通过单击【人员名称】进入人员详情页面进行查看。通过单击列表中【查看】

按钮，可查看科研人员的科研详情，科研详情页面包含科研人员在系统中的所

有科研项目、成果等信息。 

1：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科研人员列表中科研人员姓名链接或者科研详情下的【查看】按

钮； 

 

<详细信息查看示意图>-1 

第二步：系统跳转到人员详细信息页面或人员科研详细信息页面。 

2：操作提示 

第一点：在人员详细信息页面及科研详情页面，可以通过点击【打印】完成页

面信息的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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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人员审核 

二级单位或科研处对科研人员录入的数据进行审查，这个功能就叫“审

核”。系统提供“批量审核”和“单一审核”两种审核方式。 

1：操作步骤 

科研秘书也可以在科研人员列表中，点击学院不通过或者待审核的按钮进行审

核页面。 

 

<科研人员审核示意图>-2 

 

a.批量审核： 

① 在人员列表中，选中需要审核的数据，点击右上角【批量审核】，可以完

成批量审核功能。 

 

<数据审核示意图-01> 

② 在审核页面，填写审核意见后，选择【学院通过】或者【学院不通过】，

即可完成审核。 



厦门大学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用户手册 

13 

 

 

〈数据审核示意图-02〉 

b.单一数据审核： 

① 在需要审核的数据行中，选择“审核”操作，在审核页面，填写审核意见

后，选择审核结果，完成审核，具体步骤如下： 

 

〈数据审核示意图-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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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审核示意图-04〉 

 在人员列表中通过审核状态字段查看当前人员的审核情况，审核状态一

般分为已提交、学院通过、学院不通过、学校通过、学校不通过。已提交是指

科研人员录入后的科研信息审核状态；学院通过是指二级单位科研秘书对本单

位人员的科研信息审核通过后的科研信息审核状态；学院不通过是指二级单位

科研秘书对本单位人员的科研信息审核不通过后的科研信息审核状态；学校通

过是指科研处审核通过的科研数据审核状态；学校不通过是指科研处审核不通

过的科研数据审核状态。数据审核状态为“学校通过”的数据，科研秘书不可

做修改；数据状态为“学院通过”的数据，科研人员不可再做修改；学校不通

过或者学院不通过的数据个人修改后审核状态默认为“已提交”。 

3.2.4 人员查询 

1：操作步骤 

①在人员列表中，进入查询条件输入框，输入要查询的条件，点击【快捷查询】

按钮，便可得出符合查询条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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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查询示意图-01> 

② 如果您想使用更精确条件进行查询，可点击【更多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人员查询示意图-02> 

 

<人员查询示意图-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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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人员导出 

从系统中将您需要的信息保存到 EXCEL 中，这个功能就叫“导出”。用

户可点击列表右上角【导出】按钮，完成数据的导出。系统提供“全部数据导

出”和“选择性导出”两种方式导出数据。全部数据导出：在列表页面，点击

“导出”，即可导出所有数据。 

① 在人员列表中，点击【导出】按钮： 

 

<人员导出示意图-01> 

②首先在可选导出项中选择要导出的字段，选择后可在下方导出预览中拖动字

段进行排序，选择完成以后点“确认”导出： 

 

<人员导出示意图-02> 

③选择导出文件的保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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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导出示意图-03> 

b.选择性导出：用户可配合系统【快捷查询】功能，对查询出的结果进行导出。 

① 输入查询条件，点击“快捷查询”，查出满足条件的数据后，点击【导出】

按钮： 

 

<人员导出示意图-04> 

②选择导出的 excel 表头信息，在已选字段中选择一个字段，点击“上移”或

“下移”，可调整字段在 excel 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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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导出示意图-05> 

③选择导出文件的保存位置： 

 

<人员导出示意图-06> 

3.2.6 人员删除 

1：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入科研人员列表，选中要删除人员名称前的【复选框】（如 ），

通过单击人员列表的【删除】按钮，可以进行删除，如<人员删除示意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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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删除示意图> 

2：操作提示 

学校审核通过后，科研秘书不能删除人员 

3.3 组织结构 

1：操作步骤 

点击科研队伍下的【组织结构】按钮，可以查看科研秘书所在的单位的基

本信息，也可点击右上角的“查看科研室”按钮，进入科研室页面，详细如图

所示： 

  

<查看组织结构示意图> 

 

<查看组织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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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研平台 

4.1 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是指对实验室、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工程中心等科研平台的管理。 

科研平台：科研秘书可以对研究机构的信息进行维护，包括对研究机构的

查看、新增、删除、导出等操作。 

4.1.1 机构新增 

1：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科研平台】模块下的研究机构，进入研究机构列表页面； 

第二步：点击右上角【新增】按钮，进入新增页面； 

 

<机构新增示意图>-1 

第三步：填写机构的信息，单击【保存】按钮，完成机构新增。如<机构新增

示意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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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新增示意图>-2 

4.1.2 机构信息查询 

在研究机构列表中，进入查询条件输入框，输入要查询的条件，点击【快

捷查询】按钮，便可得出符合查询条件的结果： 

 

<机构信息查询示意图-01> 

② 如果您想使用更精确条件进行查询，可点击【更多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机构信息查询示意图-02> 

 

<机构信息查询示意图-03> 

4.1.3 机构管理 

1：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研究机构】，进入研究机构列表，通过点击下图中的蓝色字段，

进入相应的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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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管理示意图>-1 

第二步：以下以添加机构人员为例。首先，点击研究机构列表中的机构人数列

下的蓝色链接。可进入研究机构人员列表页面，页面会提示：检测到该机构对

应人事单位存在科研人员，您可以自动初始化到本模块中。如下图所示，科研

秘书可以点击“初始化”链接，系统会自动将人员添加到机构人员列表，且系

统会根据人员的状态自动归属到“在编”、“聘用”、“离职”或者“其他”。 

 

<机构管理示意图>-2 

 

<机构管理示意图>-3 

科研秘书可在机构人员列表页面中对机构人员进行新增、删除操作。点击

新增按钮，进入研究机构人员新增页面，填写查询条件，选择要加入机构的人

员，点击添加所选后，点击提交，便可完成机构人员的添加。 

javascript:initResearchUnit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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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管理示意图>-4 

 

<机构管理示意图>-5 

 

<机构管理示意图>-6 

4.1.4 机构信息导出 

1：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左侧菜单【研究机构】，进入研究机构列表页面； 



厦门大学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用户手册 

24 

 

第二步：点击【导出】，进入数据导出页面，科研秘书可选择要导出来的字段，

添加到右侧框内，点击确定即可导出对应的 excel 表格； 

 

<机构信息导出示意图>-1 

 

<机构信息导出示意图>-2 

4.1.5 机构信息删除 

1：操作步骤 

点击【研究机构】，进入研究机构列表，配合复选框，选择要删除的研究

机构，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机构信息删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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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研项目 

5.1 纵向项目 

纵向项目是指对各级政府来源项目、合作项目以及学校基金项目的过程管

理。纵向项目管理系统中主要管理了以下三个内容。一是项目库的管理，指对

立项后的项目进行管理。每个项目主要管理他的基本信息、项目文档、项目预

算、经费卡、衍生成果、到账经费、经费报销、经费外拨和执行过程等信息。

二是立项项目的流程管理，包括项目中检、项目变更、项目结项等。三是项目

的经费管理。对于项目经费我们把他单独做了一个模块，也就是经费管理模块，

包括经费的到账、外拨以及报销等。  

5.1.1 项目立项 

功能介绍 

项目立项是指对立项后的项目进行管理，也是对学校项目库的管理。系统

支持对批准立项项目的导入、新增、删除、编辑等操作。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5.1.1.1 新增立项项目 

①  单击【纵向项目】【项目列表】【新增】按钮直接进入项目新增页面，

根据流程提示，依次输入项目基本信息、详细信息、合作单位、项目成员、

经费预算、项目文档等信息后进行保存。如下图所示： 

 

                         〈项目新增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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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增示意图〉

 

〈项目新增示意图〉 

 

〈项目新增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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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增示意图〉 

 

〈项目新增示意图〉 

② 项目新增完成后，用户也可在列表中添加“项目文档”，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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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档示意图-01> 

 

<添加文档示意图-02> 

5.1.1.2 编辑立项项目 

① 单击【纵向项目】【项目列表】【操作】列中的“编辑”，直接进入

项目编辑页面，根据不同选项卡，修改您想编辑的信息，最后点击“保存”。

如下图所示： 

 

〈项目编辑示意图-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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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辑示意图-02〉 

5.1.1.3 审核立项项目 

     科研人员、科研秘书提交修改后的立项项目在项目审核列表中显示。 

① 单击【纵向项目】 【项目立项】【项目列表】，选择“待审核”分组

显示需要审核的项目； 

② 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用“批量审核”方式或者“单一审核”方式

进行审核； 

 

〈项目审核示意图-01〉 

③ 在项目审核页面中选择审核状态，填写审核意见进行保存。审核状为学校

审核通过系统自动保存返回到项目列表中，学校审核不通过项目系统自动保存

返回到项目审核列表中。在审核状态为不通过的情况下，科研人员对信息进行

修改提交以后审核状态会自动更改为“已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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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审核示意图-02〉 

5.1.1.4 查询立项项目 

① 在项目列表页面中输入您想查询的条件后，单击【快捷查询】按钮，查询

结果会在列表中显示。如图所示： 

 

〈项目查询示意图-01〉 

② 在项目查询页面中，点击【更多查询条件】标签，显示更多条件查询。可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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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查询示意图-02〉 

5.1.2 项目中检 

功能介绍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科研处需对立项后的项目进行中期检查。科研秘书只

需审核项目中检的内容就行，审核后再由管理员审核。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5.1.2.1 审核中检项目 

① 点击【纵向项目】【项目中检】【项目中检列表】【待审核】分组，

点击【操作】列的“审核”，如下图所示： 

 

〈中检项目审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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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点击【审核】进入中检报告审核页面，可下载中检报告文件。若审核不通

过，项目负责人需重新上传中检报告。

 

〈中检项目审核示意图 1〉 

5.1.3 项目变更 

功能介绍 

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可能需要对项目的相关信息发生变更。项目负责人可

以对立项信息、项目成员、项目预算等信息提出项目变更申请，科研秘书审查

申请后，批准变更。系统会自动记录所有变更的内容。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5.1.3.1 审核项目变更 

① 点击【纵向项目】【项目变更】，在项目变更列表，点击审核按钮，查

看变更详情并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变更申请，系统会自动把变更信息更新到

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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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变更审核-01〉 

 

〈项目变更审核-02〉 

5.1.4 项目结项 

功能介绍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科研秘书需要审核待结项的项目。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5.1.4.1 审核结项项目 

① 点击【纵向项目】【项目结项】，在项目结项列表选择【待审核】分组，

点击【操作】列的“审核”，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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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审核示意图-01> 

② 点击“审核”进入审核界面，管理员可下载并查看结项报告，填写审核意

见后，选择审核结果，完成审核。具体如下图所示： 

 

<项目审核示意图-02> 

5.2 横向项目 

功能介绍 

横向项目管理是指高校或科研院所对外的企事业合作项目的合同管理过

程，在部分科研院管理中又称合同管理，本系统包括进账合同、出账合同/分

类管理三部分。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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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进账合同 

5.2.1.1 新增进账合同 

① 【横向项目】【进账合同】进入进账合同列表,点击右上角的【新增】按

钮，根据流程提示，依次填写合同信息、合同成员、合同预算、合同文档

等。 

 

<合同新增示意图> 

 

<合同新增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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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新增示意图> 

 

<合同新增示意图> 

 

<合同新增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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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新增示意图> 

 

<合同新增示意图> 

②  合同新增完成后，用户也可在列表中添加“文档+”，如图所示： 

 

<添加文档示意图-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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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档示意图-02> 

5.2.1.2 编辑进账合同 

① 点击【进账合同】【合同列表】，进入合同列表，选择相应合同，点击

操作列“编辑”，对合同进行编辑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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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辑示意图-01> 

 

<合同编辑示意图-02> 

5.2.1.3 审核进账合同 

① 点击【横向合同】【进账合同】【合同列表】，在此页面选择“待审

核”分组，用户可完成单条数据审核及多条数据批量审核，在审核页面，填写

审核意见，保存即可。审核通过的合同会自动移到“学院通过”分组中。 

 

〈合同审核示意图-01〉 

③  点击“审核”，进入审核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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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审核示意图-02〉 

5.2.2 出账合同 

具体内容参照 3.2.1 进账合同内容。 

5.3 校级项目 

校级项目是指由学校资助并组织申报的项目。校级项目在系统主要管理了

以下三个内容。一是项目的流程管理，包括项目申报、项目立项、项目变更、

项目中检、项目结项管理。二是项目库的管理，指对立项后的项目进行管理。

每个项目主要管理基本信息、项目文档、项目预算、衍生成果、经费卡、到账

经费、支出经费、外拨经费等信息。三是项目的经费管理。对于项目经费我们

把他单独做了一个模块，也就是我们项目经费管理。它包括经费的预算、到账、

支出以及结算。 

5.3.1 项目申报  

功能介绍 



厦门大学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用户手册 

41 

 

对于校级项目的申报和其他上级归口部门项目的预申报，提供申报功能，

管理人员会在规定时间内开放申报功能。科研人员可以通过登录个人科研空

间，查看申报信息进行项目申报。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申报流程说明： 

首先由科研处制定申报计划,启动申报后,在申报的时间范围内科研人员

可以通过自己的帐号、密码登陆系统，查看申报信息，进入申报，新增项目信

息进行申报，包括项目的名称、申请的金额、申请书附件，然后通过科研秘书

审核，包括申报条件和申报人资格进行形式审查，系统还提供了查看已参与项

目，可以查看申报人所有的参与项目，不管是他主持的还是参与的，都可以查

询出来，这样就可以方便科研秘书进行形式检查。 

5.3.1.1 新增申请材料 

① 点击【校级项目】【项目申报】，在申报列表中选中项目后点击【查看

申报】，进入申请材料列表。 

 

 

〈新增申请材料示意图〉 

② 在右上角点击【新增】按钮，进入申报材料新增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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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请材料示意图〉 

②  根据界面流程提示，填写相关申报信息，如下图所示。 

 

〈新增申请材料示意图〉 

 

〈新增申请材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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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请材料示意图〉 

 

〈新增申请材料示意图〉 

 

〈新增申请材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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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审核申请材料 

③ 点击【校级项目】【项目申报】，在申报列表中选中项目后点击【查看

申报】，进入申请材料列表。 

 

〈审核申请材料示意图-01〉 

① 选中相应项目后，点击操作列【审核】进入审核页面，如下图所示： 

 

〈申请材料审核示意图-02〉 

② 科研秘书可点击“已参与项目”查看该申报人以前参与的其它校级项目，

如下图所示： 

 

〈查看已参与项目示意图-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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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已参与项目示意图-02〉 

5.3.2 项目立项 

功能介绍 

项目立项是指对立项后的项目进行管理，也是学校的项目库。批准立项后

项目在项目立项列表中显示，也可以直接添加立项项目。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5.3.2.1 新增校级项目 

① 单击【校级项目】【项目列表】【新增】按钮直接进入项目新增页面，

根据流程提示，依次输入项目基本信息、详细信息、项目成员、经费预算、项

目文档等信息后进行保存。如下图所示： 

 

 

〈项目新增示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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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增示意图〉-2 

5.3.2.2 编辑立项项目 

① 单击【校级项目】【项目立项】【项目列表】【操作】列中的“编

辑”，直接进入项目编辑页面，根据不同选项卡，修改您想编辑的信息，最后

点击“保存”。如下图所示： 

 

〈项目编辑示意图-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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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辑示意图-02〉 

5.3.2.3 审核立项项目 

     科研人员、科研秘书提交修改后的立项项目在项目审核列表中显示，管

理员审核通过后才可正式立项。 

① 单击【校级项目】 【项目立项】【项目列表】，选择“待审核”分组

显示需要审核的项目列表，用户可选择“批量审核”或针对具体项目“单一审

核”两种方式进行审核，如下图所示： 

 

〈项目审核示意图-01〉 

②  在项目审核页面中填写审核意见后选择审核状态。审核状为学校审核通过

系统自动保存返回到项目列表中，学校审核不通过项目系统自动保存返回到项

目审核列表中。在审核状态为不通过的情况下，科研人员对信息进行修改提交

以后审核状态会自动更改为“已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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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审核示意图-02〉 

5.3.2.4 查询立项项目 

① 点击【校级项目】【项目立项】，在项目列表页面中输入您想查询的条

件，单击【快捷查询】按钮，查询结果在列表中显示。如图所示： 

 

〈项目查询示意图-01〉 

② 在项目查询页面中，点击【更多查询条件】标签，显示更多条件查询。可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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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查询示意图-02〉 

5.3.3 项目变更 

功能介绍 

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可能需要对项目的相关信息发生变更。项目负责人可

以对立项信息、项目成员、项目预算等信息提供项目变更申请，科研秘书对申

请审查后，批准变更。系统会自动记录所有变更的内容。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5.3.3.1 审核项目变更 

①  用户点击【校级项目】【项目变更】【项目变更列表】，点击审核按

钮，查看变更详情并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变更申请，系统会自动把变更

信息更新到项目中。 

 

 

〈项目变更审核示意图-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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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变更审核示意图-02〉 

5.3.4 项目中检 

功能介绍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科研秘书需对立项后的项目进行中期检查。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5.3.4.1 中检项目审核 

①  点击【校级项目】【项目中检】【项目中检列表】【待审核】分组，

点击【操作】列的“审核”，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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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检项目审核示意图-01〉 

② 点击【审核】进入中检报告审核页面，可下载中检报告文件。填写审核意

见后，选择审核结果： 

 

〈中检项目审核示意图-02〉 

5.3.5 项目结项 

功能介绍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科研秘书需要组织项目结项。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5.3.5.1 审核结项项目 

①  点击【校级项目】【项目结项】【项目中检列表】【待审核】分组，

点击【操作】列的“审核”，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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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审核示意图-01> 

② 点击“审核”进入审核界面。如下图所示： 

 

<项目审核示意图-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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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研经费 

6.1 来款认领 

来款认领是指针对科研人员认领的经费，需要经过科研秘书审核通过后，

经费才可到相应项目上。点击【科研经费】【来款认领】，在操作列点击“审

核”进入来款认领界面，如下图所示： 

 

 

〈来款认领示意图-01〉 

6.2 经费到账 

① 点击【科研经费】【经费到账】，查看经费到账列表，也可查询某一项

目经费到账及其审核状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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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账列表示意图〉 

6.3 经费外拨 

① 点击【科研经费】【经费外拨】，进入经费外拨页面，查询各个项目的

外拨经费信息。 

 

 

〈经费外拨示意图-01〉 

6.4 工作量分割 

工作量分割主要是提供到账经费列表和个人经费列表，便于管理员查看项

目中经费的到账情况和个人项目的经费情况。具体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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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账分割经费列表示意图〉 

 

〈个人经费分割列表示意图〉 

7 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包括对专利、著作权等成果、论文成果、著作成果、研究报告、

鉴定成果的管理。 

 

7.1 著作成果 

7.1.1 新增著作成果 

① 点击【科研成果】【著作】【新增】，进入著作成果新增页面，根据

流程提示信息，完成著作新增过程。如下图所示： 

 

 

〈著作新增示意图-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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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新增示意图-02〉 

7.1.2 删除著作成果 

① 在著作成果列表，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后点击【删除】按钮，完成删除。 

 

〈著作删除示意图〉 

7.2 研究报告 

功能介绍 

为科研秘书提供研究报告的新增、删除、查询、审核的流程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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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列表示意图〉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7.2.1 新增研究报告 

① 点击【科研成果】【研究报告】【新增】，进入研究报告新增页面，

根据流程提示输入基本信息、依托项目。 

 

〈研究报告新增示意图-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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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新增示意图-02〉 

7.2.2 删除研究报告 

① 在研究报告列表，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后点击【删除】按钮，完成删除。

如下图所示： 

 

〈研究报告删除示意图〉 

7.3 鉴定成果 

7.3.1 新增鉴定成果 

① 点击【科研成果】【鉴定成果】进入鉴定成果列表页面，点击右上角的

“新增”按钮进入新增页面，根据流程提示，完成鉴定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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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成果新增页面示意图-01〉 

 

〈鉴定成果新增页面示意图-02〉 

7.3.2 删除鉴定成果 

① 首先，选中鉴定成果名称前的“复选框”（如 ），单击鉴定成果列表上

的“删除”按钮，完成删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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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成果删除示意图〉 

 

8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模块为用户提供专利、著作权、药证、新品种、标准、集成电路

布图的流程化管理，提供新增，删除，查询，等功能。 

8.1 专利成果 

功能介绍 

系统实现专利的预申请到专利授权的全过程管理，同时用户可在系统中维

护专利代理公司的基本信息。专利授权后系统会提醒专利第一发明人及时缴纳

专利年费，并对产生滞纳金的专利发送预警消息，从而让管理员更加全面的掌

握本校专利信息。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8.1.1 查看专利成果 

①  点击【知识产权】【专利】，在专利列表，点击专利名称链接，显示专

利的详细内容，包括基本信息、依托项目、专利转让、专利缴费、专利法

律状态等信息。其中“专利缴费”和“专利法律状态”信息需要结合成果

网推子系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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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成果查看示意图-01〉 

 

〈专利成果查看示意图-02〉 

8.1.2 新增专利成果 

①  点击【知识产权】【专利】，在专利列表，点击右上角【新增】按钮，

根据流程提示填写信息。其中申请人及专利权人都是指科研人员所在学校，

是否职务专利指是否是学校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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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成果新增示意图-01〉 

 

〈专利成果新增示意图-02〉 

8.1.3 查询专利成果 

① 点击【知识产权】【专利】，在专利列表，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快

捷查询】按钮，结果在列表中显示。 

 

〈专利成果查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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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删除专利成果 

①  在专利列表，选中需要删除的专利名称，点击右上角【删除】按钮。 

 

〈专利成果删除示意图〉 

8.1.5 滞纳专利 

专利权人如果没有按规定的期限及时或足额缴纳年费，可以在年费期满之

日起 6 个月内补缴，但同时需缴纳相应数额的滞纳金。系统中所有产生滞纳金

的专利都会在滞纳专利列表显示，方便用户掌握专利缴费信息。 

 

〈滞纳专利列表示意图〉 

8.2 著作权 

8.2.1 查看著作权 

① 点击【知识产权】【著作权】进入著作权列表页面，点击著作权名称链

接，显示著作权的详细内容。 

https://www.baidu.com/s?wd=%E4%B8%93%E5%88%A9%E6%9D%83%E4%BA%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uHmLujKhPvnkryFBryn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3n16znHmsnjfvPjbdrH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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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查看示意图〉 

8.2.2 新增著作权 

① 点击【知识产权】【著作权】进入著作权列表页面，点击右上角【新增】

按钮，根据流程提示填写信息，完成新增。 

 

〈著作权新增示意图-01〉 

 

〈著作权新增示意图-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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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删除著作权 

①  选中需要删除的著作名称，点击右上角【删除】按钮。 

 

〈著作权删除示意图〉 

8.3 标准 

8.3.1 查看标准 

① 点击【知识产权】【标准】进入标准列表页面，点击标准名称链接，显

示标准的详细内容。 

 

〈标准查看示意图〉 

8.3.2 新增标准 

①  点击【知识产权】【标准】进入标准列表页面，点击右上角【新增】按

钮，根据提示信息完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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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新增示意图〉-1 

 

〈标准新增示意图〉-2 

8.3.3 删除标准 

①  选中需要删除的标准名称，点击右上角【删除】按钮。 

 

〈标准删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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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药证 

8.4.1 查看药证 

① 点击【知识产权】【药证】进入药证列表页面，点击药证名称链接，显

示药证的详细内容。 

 

〈药证成果查看示意图〉 

8.4.2 新增药证 

①  点击【知识产权】【药证】进入药证列表页面，点击右上角【新增】按

钮，根据流程提示完成新增。 

 

 

〈药证成果新增示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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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证成果新增示意图〉-2 

8.4.3 删除药证 

①   选中需要删除的药证名称，点击右上角【删除】按钮。 

 

〈药证成果删除示意图〉 

8.5 新品种 

8.5.1 查看新品种 

① 点击【知识产权】【新品种】进入新品种列表页面，点击新品种名称链

接，显示新品种的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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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查看示意图〉 

8.5.2 新增新品种 

①  点击【知识产权】【新品种】进入新品种列表页面，点击右上角【新增】，

根据流程提示完成新增。 

 

 

〈新品种新增示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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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新增示意图〉-2 

8.5.3 删除新品种 

①  选中需要删除的新品种名称，点击右上角【删除】按钮。 

 

〈新品种删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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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果获奖 

功能介绍 

帮助学校完成日常成果获奖工作的申报管理工作，包括申报的获奖管理。 

功能及操作步骤详解 

9.1 获奖申请 

9.1.1 查看申请情况 

① 点击【成果获奖】【获奖申请】【申报计划】，在申请计划列表显示

申报计划的内容，包括申报计划名称、奖励名称、申报开始日期、申报结束日

期、申报状态等，点击操作列“查看申请”可以看到该申报计划的申报材料。 

 

<申请情况查看示意图> 

9.1.2 新增申请材料 

① 点击【成果获奖】【获奖申请】【申请计划】，进入申请计划列表。

选择相应的计划名称点击“查看申请”： 

 

〈申请材料新增示意图-01〉 

② 进入申请材料页面，点击右上角【新增】按钮，进入申报材料新增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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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新增示意图-02〉 

③ 在新增页面输入基本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新增。如图所示： 

 

〈申请材料新增示意图-03〉 

9.1.3 查询申请计划 

① 在申请计划列表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快捷查询”按钮，结果在列表中

显示。如图所示： 

 

〈申请计划查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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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获奖列表 

系统提供直接录入获奖成果功能，包括新增、编辑、导出、审核获奖成果

信息。 

9.2.1 新增获奖成果 

 点击【成果获奖】【获奖列表】，在获奖成果列表，点击“新增”按钮进

入获奖新增页面，填写基本信息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获奖新增。如图所

示：  

 

 

〈获奖新增示意图-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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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新增示意图-02〉 

9.2.2 编辑获奖成果 

① 点击【成果获奖】【获奖成果】，在获奖成果列表，点击操作列“编辑”

进入获奖编辑页面，进入获奖编辑页面，修改获奖信息，单击“保存”按钮完

成获奖编辑。如图所示： 

 

〈获奖成果编辑示意图〉 

9.2.3 审核获奖成果 

① 单击【成果获奖】【获奖成果】进入获奖成果列表，选择“待审核”分

组，单击操作列“审核”，进入获奖审核页面，填写审核意见和选择审核状态，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获奖审核。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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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审核示意图-01〉 

 

〈获奖审核示意图-02〉 

 

9.2.4 删除获奖成果 

① 在进入获奖列表，勾选数据行前的“复选框”（如 ），单击“删除”按

钮，完成获奖成果删除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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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成果删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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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主要是对学校举办的会议和学术讲座信息查看和维护，以及审核

下级单位提交的会议和学术讲座等信息。 

10.1 主办会议 

10.1.1 新增主办会议 

单击【学术交流】【主办会议】，进入主办会议列表，点击“新增”按钮，

填写会议信息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主办会议新增。因个人无权主办会议，

所以主办会议的新增权限只开放给管理员。如图所示： 

 

 

<主办会议新增示意图-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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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会议新增示意图-02> 

10.1.2 编辑主办会议 

① 单击【学术交流】【主办会议】，进入主办会议列表，选择需要编辑的

数据行，点击操作列“编辑”，进入编辑页面，修改主办会议信息后，单击“保

存”按钮，即可完成对主办会议信息的修改。 

 

〈主办会议编辑示意图〉 

10.1.3 删除主办会议 

①  勾选会议名称前的“复选框”（如 ），单击“删除”按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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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会议删除示意图〉 

10.2 学术讲座 

10.2.1 新增学术讲座 

 通过单击【学术交流】【学术讲座】，进入学术讲座列表页面，点击“新

增”按钮后，填写讲座信息，单击“保存”按钮，完成讲座新增操作。如图所

示： 

 

 

〈讲座信息新增示意图-01〉 

 

〈讲座信息新增示意图-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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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编辑学术讲座 

①  单击【学术交流】【学术讲座】，进入学术讲座列表，选择需要编辑的

数据行，点击操作列“编辑”，进入编辑页面，修改学术讲座信息后，单击“保

存”按钮，即可完成对学术讲座信息的修改。 

 

〈讲座编辑示意图-01〉 

 

〈讲座编辑示意图-02〉 

10.2.3 审核学术讲座 

① 单击【学术交流】【学术讲座】，进入学术讲座列表，选择需要编辑的

数据行，点击操作列“审核”，进入审核页面，填写审核意见，单击“保存”

完成审核。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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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审核示意图-01〉 

 

〈讲座审核示意图-02〉 

10.2.4 删除学术讲座 

① 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单击“删除”按钮。如图所示： 

 

〈讲座信息删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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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参加会议 

10.3.1 新增参加会议 

① 通过单击【学术交流】【参加会议】，进入参加会议列表页面，点击“新

增”按钮后，填写参加会议信息，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参加会议新增操作。

如图所示： 

 

 

〈参加会议新增示意图-01〉 

 

〈参加会议新增示意图-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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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编辑参加会议 

① 单击【学术交流】【参加会议】，进入参加会议列表，选择需要编辑的

数据行，点击操作列“编辑”，进入编辑页面，修改参加会议信息后，单击“保

存”按钮，即可完成对参加会议信息的修改。

 

〈参加会议编辑示意图〉 

10.3.3 审核参加会议 

① 单击【学术交流】【参加会议】，进入参加会议列表，选择需要编辑的

数据行，点击操作列“审核”，进入审核页面，填写审核意见，单击“保存”

完成审核。如图所示： 

 

〈参加会议审核示意图-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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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审核示意图-02〉 

10.3.4 删除参加会议 

① 选中需要删除的数据，单击“删除”按钮。如图所示：

 

〈参加会议删除示意图〉 

11 文档共享 

文档共享下的内容，是由管理员上传、分享的，供科研秘书和科研人员下

载，以便规范好工作。点击下载后，直接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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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共享示意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