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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介绍 

为落实学校“放管服”要求，简化和规范实验耗材采购管理流程，加强实验室安全

工作，提高教学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益，实现“老师办事不出学院，学生办事不出校区”

的服务目标，学校设计开发了“实验耗材管理系统”（简称“耗材系统”） 

 

二．如何登录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入页面 

（1） “山大主页”→”组织机构”→”管理服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实验耗材管理系统”； 

  

输入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账号为学工号，老师密码为统一身份认证密码，学生

密码为身份证号。 

三．首次登录注意事项 

3.1 老师角色首次登录需维护的信息，若不维护下面的（1）（2）（3）和（4）则无法

进行采购 

（2） 直接输入地址：http://syhc.sdu.edu.cn/

http://211.86.56.248/s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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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验室管理中心”在页面的顶部 

（1） “实验室管理中心“→”基本信息“→“个人信息”中维护手机号、办公电话、

邮箱； 

 

（2） “实验室管理中心”→“基本信息”→“实验室管理”中维护实验室房间信息 

点击“添加”则出现下图界面，完善相应信息，其中带★的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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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室管理中心”→“ 基本信息 ”→“经费信息”中维护经费信息，点击“添

加”按钮跳出下图界面，完善管理人信息，点击“提交”； 

 

 

 

（4）“实验室管理中心”→“ 基本信息”→“成员管理中”添加课题组人员、授予权

限、设置人员采购额、设置课题组到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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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生角色首次登录需维护的信息，若不维护则无法进行采购： 

（1）“实验室管理中心” →“基本信息“→”申请课题组“页面申请成为项目负责人

的成员，点击“注册”后等待该课题组老师通过，否则无法提交订单。 

 

 

（2）若无法提交订单，请联系课题组老师或者科研秘书维护课题组的收货地址和经费信

息及设置采购限额后方可购买。 

四．采购流程 

4.1 线上采购流程 

耗材系统内的商品分为管控品和非管控品，管控品有对应分类的标签标注如：易制毒、

易制爆，在加入购物车前会弹出注意事项，还请仔细查看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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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商品：输入商品名称，规格，供货商等进行搜索。以无水乙醇为例，输入后点击”

搜索“，跳转到商品页面，如下界面 

 

 

点击商品蓝色字体可看到商品详情页，根据商品详情介绍选中合适的商品，然后点击“加入

购物车”,首次购买该危险品会跳出该危险品的 MSDS 详情，点击“确认”后加入购物车成

功。点击“我的购物车”选中商品，点击“确认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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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订单前必须选择存放位置，否则无法提交订单，选好存放位置后点击“提交订单”，完

成线上采购。 

 

注意：1）管控品和非管控品不能同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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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或科秘提交管控品订单前需要先由课题组负责人维护经费信息，提交订单后

等待课题组负责人审批，如下图 

 

 

注：管控品三级审批（课题组老师 — 院安全员 — 资产部），订单状态显示审批进度。 

4.2. 线下采购流程 

线下采购（当您在系统中找不到您所需要的商品或者您找到了性价比更好的供货商时，

您可以使用线下采购功能，进行系统外采购）； 

方式一：输入供货商信息；产品信息等必填项，点击提交完成采购 

方式二：点击下载模板，在模板内填入耗材信息，点击浏览选中文件，点击批量上传，

输入供货商等必填信息，点击提交。 

“实验室管理中心”→“订单管理”→“线下采购”录入商品信息（方式一或方式二）→“提

交“等待审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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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匹配联系方式按钮可以帮你调取系统保存的供货商联系方式； 

      2）请仔细查看上方红色字体的注意事项。 

3）需要先由课题组负责人维护经费信息后才能进行线下采购。 

线下采购一级审批（技术安全管理办公室），订单状态显示审批进度。 

4.3 大额采购 

点击“大额采购“，选择经费卡，填写产品信息、采购信息、供货商信

息等点击提交完成采购。       

注：供货商至少填写 3 家。 

需要先由课题组负责人维护经费信息后才能进行大额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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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到货管理 

到货管理分为普通到货和审批到货。 

    1. 非管控品的线上采购进行普通到货处理，点击“确认到货”即可，如下图。 

 

2. 线下采购、线上采购和大额采购的到货需要在审批到货进行处理，审批完成，

选择存放位置和计量单位后确认到货，请务必在点击“确认到货“前下载合同(2 万元以

上订单报销需下载并打印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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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状态栏显示审批拒绝或者打回订单请点击“审批单“，可在审批单内修改后重

新提交等待审批，也可以直接点击删除。

 

六、结账管理 

  结账流程：点击左侧导航栏“生成结账单”—“选择经费号”后勾选需要结账的商

品，点击“确认经费号”即可完成选卡生成结账单环节的操作。点击“结账处理”，在此页

面可以打印结账单、打回和确认结账等操作。“打回”选项只针对线下采购订单录入错误的

时候，点击此选项可以重新提交审批单并进行删除。 

对于管控订单和线上订单，请在结账处理中点击通知开票，供货商填写发票号并反馈发

票后，打印结账单，连同发票、合同(2 万以上附，老师可在系统内打印带有电子章的合同) 及

财务所需其他材料去报销，报账完成后点击确认结账。  

  注：1.请务必在打印结账单并报销后再点击确认结账； 

         2.对于超过 2 万的订单需要附上合同，点击“通知开票“后，供货商可在后台打印合

同，并连同发票一并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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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账管理 

7.1．库存初始化 

点击添加，录入库存信息 

注：库存初始化只可以使用一次，所以在未录完实验室存量之前请勿点击库存初始化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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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使用台账 

填写使用量点击“使用保存”； 

 

7.3．台账查询 

可查询到台账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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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统计分析 

8.1 订单查询 

状态备注：平台未审批：在审批到货页面查询等待审批完成； 

           未确认：订单审批完成，还未确认到货，请在到货管理页面进行确认到货； 

        等待核销：订单已经确认到货，等待结账，需要科秘或者负责人在结账处

理界面进行结账。 

此页面可以查询线上、线下、大额的所有订单信息，线上的订单可通过再次购买的方式

进行购买。 

 

8.2 结账查询 

此页面可以查询所有的结账单，对于忘记打印单据的情况下，可以在此页面打印单据。 



15 
 

 

8.3 按采购方式 

此页面根据采购方式如系统内订单、线下订单、大额订单、管控订单进行订单统计。 

 

8.4 按采购类别 

此页面按照采购的类别如化学试剂、生物试剂、耗材等进行订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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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入库查询 

可以查询所有已入库的产品信息。 

 

8.6 实验室存量 

可查询所有库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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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常见问题及解答 

1、登录问题 

1.1.如何登录账号？ 

登录 — 跳转到统一身份认证登录界面 — 账号是学工号，老师密码是 OA 系统的密码，

学生密码为身份证号码。 

1.2.登录若提示用户名或密码错误，请加 qq 群 625353303，联系技术支持。 

1.3.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点击登录没反应怎么办？ 

 

 

        

 

    

   

 

 

 

    

     

 

      

 

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建议您使用 火 狐 或者谷歌浏览器。

1.4.我是学生，我登录后加入购物车找不到产品或如何关联课题组？

a.实验室管理中心 — 基本信息 — 申请课题组 — 选择所在学院和课题组 — 课题组老

师启用且设置采购限额后可使用系统。

b.联系课题组老师添加为该课题组成员后即可，具体操作：实验室管理中心 — 基本信息 —

成员管理 — 添加。

2、采购流程问题

2.1.线上采购流程

a.非管控品

搜索产品（输入想要的产品名称，规格，供货商等进行搜索）— 加入购物车 — 提交订单

— 普通到货页面进行确认到货 — 生成结账单页面选择经费号 — 结账处理页面打印结

账单进行结账。

注：采购额度不足需课题组老师在 实验室管理中心 — 订单管理 — 采购审批页面审核。

b.管控品（易制毒和易制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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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产品（输入想要的产品名称，规格，供货商等进行搜索） — 加入购物车 — 提交订

单 — 审批到货页面进行确认到货 — 结账处理页面打印结账单进行结账。 

注：管控品三级审批（课题组老师 — 院安全员 — 资产部），订单状态显示审批进度。 

2.2.线下采购流程 

实验室管理中心 — 订单管理 — 线下采购 — 录入购买信息 — 等待审核完成—审批到

货里确认到货 — 结账处理页面打印结账单进行结账。 

注：线下采购一级审批（技术安全管理办公室），订单状态显示审批进度。 

3、结账问题 

3.1.结账所需材料：结账单和合同（合同 2 万以上附，老师可在系统内打印带有电子章的合

同）及财务所需报销材料。 

3.2.我的审批单和结账单忘记打印了，但是订单不见了怎么办？ 

实验室管理中心 — 统计分析 — 结账查询 — 打印结账单。 

4、采购常见问题 

4.1 线上采购问题 

4.1.1.我要买某家供货商的东西搜不到怎么办？ 

您直接联系供应商购买，在线下采购进行购买。 

4.1.2.我可以取消线上采购订单吗？ 

a.如供货商未确认订单，老师或科秘直接删除订单即可。 

b.如供货商已确认订单，可联系供货商协商进行申请退货处理。 

4.1.3.管控品收到货后，老师为何无法点击“确认到货”？ 

请与供货商联系进行“确认发货”处理，老师即可进行“确认到货”。 

4.1.4.如何修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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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购物车后点击我的购物车，在线上采购页面的‘单价’列进行修改。 

4.2 线下采购问题 

4.2.1.线下采购信息填写错误想要删除订单怎么办？ 

a. 在审批到货页面查看订单状态，如果订单状态显示“技术安全管理办公室”表示订单未

审批，可以直接删除；  

b. 如果订单状态显示“审批完成”，需要先“确认到货”，然后老师或科秘在结账处理页

面点击‘打回’，在“审批到货”页面重新提交审批单，出现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4.2.2.我需要线下买的东西很多，在网页一条条录太麻烦怎么办？ 

在线下采购界面下载模板，通过 Excel 整理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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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线下采购模板已经上传并批量导入，并按要求填写其他信息，但是点击“提交”后提

示额度不足？ 

如果登录账号角色是成员身份，采购额度是有限制的，请联系课题组老师修改该成员权限为

到货员或者科密。 

4.2.4.我注册了多个课题组的成员，如何切换课题组? 

登录账号后在首页右上角显示课题组负责人信息的位置点击下拉箭头可选择需要切换到的

课题组。 

4.2.5.不在平台上的供货商如何结账? 

对于不在平台的供货商，请按照线下采购的步骤结账。 

4.2.6.线下采购中货号和品牌如何填写？ 

请按照按照供货商提供的信息填写。 

4.2.7.收货地址为什么无法填写？ 

请查看帮助--首次登陆注意事项，按照要求在指定位置先维护好信息后才能选择。 

4.2.8.确认到货之后，找不到结账单在哪里. 

请在结账处理页面打印结账单。方式二：结账查询页面可打印所有平台单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