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子系统 功能 技术要求
  数量
（套）

信息门户管理
1、支持对各级网站栏目的添加、编辑、删除、排序等操作。
2、支持信息发布，支持文章、图片、视频、文档、超链接等类型。
3、提供个人中心管理，进行个人信息维护，并实现各业务操作以及业务进度查看。

实验室基础信
息管理

1、支持实验中心、建制实验室、实验分室的分级管理，并支持各级信息维护管理。需实现与实验场
地关联。
2、支持按校区、楼栋、楼层、房间四级架构进行用房管理，并支持各级信息维护管理，进行添加、
编辑、删除、导入等操作。
3、为各应用子系统提供数据支撑；

成果管理
支持添加实验室成果及仪器成果，成果类别包含：获奖、发明专利、研究论文、实验材料讲义、自制
仪器、项目研究。可添加绑定成果参与人员（学生、教师名单），添加成果对应的实验室或仪器设
备，并支持成果附件的上传（附件类型支持图片、文档、PDF和压缩包）。

实验队伍管理
包括学校编码、人员编码、隶属实验室、隶属实验室编号、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所属专业、专业
技术职务、学历、学位、教师类别（专/兼）、教师性质（实验教师、实验员、实验室主任）专家类别
等；支持批量上传录入和下载，信息修改。

仪器设备基础
信息管理

包含仪器图片、资产编号、仪器名称、型号、规格、现状、经费科目、领用人、单价、所属部门、实
验室、购置日期信息。可根据设备价值大于10万或大于40万一键统计，同时支持按设备现状、实验室
、购置起止日期等进行模糊搜索或组合查询。

教学体系管理

1、实验课程管理：提供实验课程名称、编号、开课院系、面向专业、学历层次、总学时、课程介绍
等基础信息的维护和管理。
2、实验项目管理：包括实验编号、对应课程、面向专业、所属实验室、实验类别、组数、每组人数
、实验时数、实验类型等信息维护和管理。
3、实验教学大纲管理：包括大纲名称、课程名称、实验要求、实验目的、教学环节安排、主要教材
及参考书、考核形式、所属实验项目及要求等基本信息的录入和查询等功能。
4、项目卡管理：系统可根据实验项目基础信息，绑定承担实验项目的实验室、耗材、仪器设备，指
派指导教师，并可一键生成实验项目卡，相关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系统对新增的实验项目进行审批操
作，并支持审批状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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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安排

1、支持教学任务管理，对教学任务进行添加、编辑、删除操作，并可按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导
入和导出。教学任务信息包含：学期、开课学院、班级（课程班或行政班）、课程、任课老师、专业
信息，并支持按上述字段进行搜索查询。同时扩展添加维护教学任务的学时（总学时、理论学时、实
验学时）、学分信息。
2、对未分配到实验中心的教学任务，可进行学院的审定分派和中心的审核接受操作。
3、支持教学项目开设，完善教学任务的实际实验项目的上课计划安排，在实验项目库中选择实验项
目进行添加绑定或删除绑定操作。
4、支持设置教学任务为排课模式或选课模式。

实验排课

1、支持按课程排课：根据教学任务添加、删除排课规则，一条排课规则包含：上课教师工号姓名、
上课实验室（从实验室建制信息中选择具体分室）、周期（根据选择的当前学期生成的教学周）、单/
双/全周规则、星期和上课节次或绝对时间。
2、支持按项目排课：根据教学项目开设中添加的实验项目进行批量或单个配置，支持对单个实验项
目按学生进行分次分批，对每个批次进行上课教师、上课地点（实验分室）、上课时间的添加、编辑
、删除操作。
3、支持图形化排课：可按课程选择实验室，在学期日历上点击对应时间点进行排课。

实验选课

1、支持对教学模式为选课的教学任务进行选课批次设置操作，设置包含：上课教师工号姓名、上课
实验室（从实验室建制信息中选择具体分室）、周期（根据选择的当前学期生成的教学周）、单/双/
全周规则、星期、和上课节次或绝对时间、上课实验项目（任务准备中添加的实验教学项目）和选课
（单个批次）人数上限。
2、管理员可对选课批次进行审批、删除操作，并支持按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导出。

实验课表
支持课表查询，支持按学期、学院、实验室、课程、项目、教师、周次、星期、班级进行搜索查询。
支持按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导入和导出。

教学过程管理
1、	支持实验预习管理，可对排过课的实验项目添加上传、编辑、删除实验项目对应的预习资料（资
料类型支持图片、文档、PDF和压缩包）。
2、	支持实验报告管理，学生根据实验项目上传实验报告，管理员下载批改后打分。

开放设置

1、基础设置：根据每台仪器设备的实际情况，进行信息设置，包括机组人员、服务范围、设备信息
（厂家、型号、价格）等。对不同仪器进行个性化的开放设置，包括是否开放、测样方式、是否收费
、开放/排除时间等基础开放参数。
2、自主上机设置：针对自主测样方式设置预约规则、预约显示内容、收费规则等自主上机开放规则
。
3、送样检测设置：针对送样检测方式设置预约规则、预约显示内容、收费规则等送样检测开放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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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开放安全

1、培训体系：对有需要进行培训才可预约或使用的大型仪器设备，系统具备培训设置功能。如仪器
设备设置为需要培训，用户只有在培训报名、培训合格后才可以预约仪器。
2、根据不同的大型仪器设备发布培训计划，并对培训人员范围设定。
3、发布培训计划之后，根据仪器培训信息、可报名人数等条件设置，手工导入学生/用户培训名单。
4、培训计划执行：仪器管理员可在线查看培训报名状态，并组织安排线下现场培训，提前准备仪器
培训所需的资料、设备及耗材等。
5、培训等级设置:实现培训差异化，针对不同的人群发布不同用途的培训，如基础知识普及、高精尖
培训等，针对不同的培训等级可以设定是否可以自主上机实验。
6、支持针对不同仪器设备，上传相关资料文件，供用户自主学习，最终由管理员审核自主上级资质
。
7、信誉积分管理：为规范用户实验行为，提供信誉积分管理功能。联动物联网终端能自动识别迟到
、延时、离开未刷卡、未在规定时间内使用仪器等行为并进行扣分处理。同时管理人员可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加分或扣分、申述处理。

预约管理

1、用户可以在共享的仪器列表中查找所需要预约的仪器设备，可根据已开放仪器设备的月表和周表
实时查看仪器的共享资源情况。
2、用户可根据仪器开放时间段，自主选择预约时间，在线填写预约申请单并提交审核。
3、自定义预约申请单：管理人员可根据不同仪器开放需要，按仪器自定义预约申请单内容，以要求
用户填写测试项目和样品信息等扩展内容。

课题组管理

1、注册课题组：系统提供根据课题组项目信息、项目成员、项目拓展信息创建课题组的功能。
2、课题组成员管理：课题组具有负责人负责制，系统提供了课题组成员管理功能，课题组负责人可
以审核课题组成员申请，添加课题组成员或删除课题组成员等功能。
3、课题组信息管理：课题组可设置所需的提醒消息，将仪器使用情况、缴费通知等消息以信息方式
发送到课题负责人。

经费管理

1、计费规则管理：可以针对不同仪器的不同测试项目按需设置不同的计费规则。计费项应当包含
（但不限于）：开机费、机时费率、样品费率、其他费用。
2、账户类型：可包含个人账户及课题组账户，系统可对不同的账户可设置信用额度，可分预缴费账
户及后缴费账户。
3、账户充值管理：对使用者账户进行充值管理，可查看充值历史、消费历史、余额等，可支持赠送
金额设置。
4、自动计费收费：系统可设置手动或者自动计费，采用计时、计样的模式，根据计费规则自动计
费，向使用者账户进行扣费。
5、费用预估管理：系统可根据相应的计费规则在预约及审批完成后，在线查看预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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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表管理

1.提供设备使用情况查询功能，包括机时、成果等查询和统计。
2.提供经费查询、统计功能，包括单台设备收入明细，按课题组，按机组统计收入、经费使用等数据
。
3.所有查询统计均需支持自定义查询条件和查询结果显示字段。
4.系统需提供图形化工具，直观了解中心的仪器使用情况。

开放设置
支持实验分室开放设置，可通过周次、星期、节次或绝对时间设置开放时间段规则，可根据实验分室
中设置的工位进行全部开放或指定开放。

预约管理
用户在信息门户根据分室编号、名称、分室管理员、开放状态信息查询实验分室信息、可选择管理员
开放的工位及时间段进行预约。

查询统计
支持按学工号、姓名、实验室、预约日期、预约时间、审批状态进行搜索查询，按学院，实验中心归
类统计，生成相应图标。

信誉积分管理
支持用户信誉积分管理，可对预约用户的违规行为进行手动扣分、并可设置信誉积分合格阀值和不合
格后的相关系统限制（无法登录系统、无法预约）。

危险源管理

1、危险源级别：提供危险源级别管理，支持添加、编辑、删除危险源级别，级别内容包含：级别名
称、分值范围和说明，同时支持按级别名称搜索查询并以列表形式呈现。
2、危险源分类：提供危险源分类管理，支持添加、编辑、删除危险源三级分类子项管理。支持按分类
名称搜索查询并以列表形式呈现，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进行导入。
3、危险源：提供危险源管理，支持添加、编辑、删除危险源信息，可绑定危险级别和三级分类，并
添加相应的防护技术要求和所涉标准。支持按危险源编号、名称、分类、级别进行搜索查询并以列表
形式呈现，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进行导入。
4、风险点：提供风险点管理，支持添加、编辑、删除风险点，风险点信息包含：风险点代码、分值和
说明，支持按代码和名称搜索查询并以列表形式呈现，支持按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进行导入。
5、实验室危险源管理：提供实验室危险源配置管理，可按实验室添加危险源、采取的措施/处理结果
、支持勾选已添加的风险点信息、支持添加多个实验室相关责任人。支持按实验室编号、名称、危险
源级别、危险源分类和有效期进行搜索查询并以列表形式呈现，支持按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进行
导入。

实验室开放预约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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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要点

1、防护品：提供防护品管理，可添加、编辑、删除防护品信息，包含：防护品名称、许可证号、防
护品类型（一般防护或特种防护）、防护分类（头部、面部、呼吸、听力、皮肤、躯干）、防护性能
说明、参考适用范围、存放位置信息。支持按防护品名称、许可证、防护分类、防护类型进行搜索查
询并以列表形式呈现，支持按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进行导入。
2、实验室装备配置：提供实验室防护配置管理，可按实验室列表形式对防护品进行展示和配置，支持
添加防护品及数量、使用期限、领用人。支持按实验室名称、负责人、防护品、有效期进行搜索查
询，支持按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对配置信息进行导入。
3、作业类别：提供防护类别管理，可添加、编辑、删除防护类别，防护类别信息包含：类别名称、引
发事故类型、相关风险实验室和防护物资。支持按防护作业名称、防护品、实验室名称进行搜索查询
并以列表形式呈现。
4、设施类别：提供设施类别管理，可对设施类别进行添加、编辑、删除操作，包含：类别名称、编号
、简称、说明。支持按编号和名称进行搜索查询并以列表形式呈现。

安全设施

1、提供安全设施信息的管理，可对安全设施进行添加、编辑、删除操作，包含：设施名称、编号、
类别、安装地点、管理员、备注信息和图片。支持按设施编号、名称、管理员编号、姓名、设施类别
进行搜索查询并以列表形式呈现，支持按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进行导入。
2、实验室安全设施配置：提供实验室安全设施配置管理，可按实验室列表形式对各个实验室的安全
设施进行添加、编辑、删除操作，包含：安全设施的选择、使用期限、配置日期、数量、安放位置、
备注信息。支持按实验室编号、名称、负责人信息、设施类别、设施有效期进行搜索查询并以列表形
式呈现，支持按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进行导入。

警示图标管理

1、图标库：提供图标库管理，可对安全警示图标进行添加、编辑、删除操作，包含：图标标题、编
号、图片信息。支持按警示图标的编号、名称进行搜索查询并以列表形式呈现。
2、实验室图标：提供实验室图标管理，可按实验室列表形式对各个实验分室的警示图标进行添加、编
辑、删除操作，支持按实验室编号、名称、警示图标编号、名称进行搜索查询并以列表形式呈现。

安全责任人

1、安全类别：提供安全类别管理，可对安全类别进行添加、编辑、删除操作，包含：类别名称和备
注信息，支持按类别名称进行搜索查询并以列表形式呈现。
2、安全责任人：提供安全责任人管理，可对部门、中心、分室的安全责任人分别进行添加、编辑、删
除操作，支持按部门、中心、分室名称进行搜索查询并以列表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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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管理

1、	支持数据字典管理，支持自定义添加计量单位、包装单位、危化品分类、受管制类别信息。
2、	支持类别库管理，可自定义添加类别，类别信息包含危化品分类目录（爆炸品、压缩气体、易燃
物资、有毒有害物品、放射、腐蚀物品）、类别编号、类别名称及简称。
3、	支持MSDS库管理，包含化学品代码、化学品名称、别名、CAS号、受管制类别信息。并支持按系
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进行导入。
4、	支持基础物资库管理，对基础物资进行新增、编辑、删除操作，包含CAS号、物资名称、物资分
类、计量单位、规格型号、包装信息，并支持按系统提供的标准Excel模版导入和导出。
5、	支持审批流程管理，可自定义设置申购、验收入库、领用、归还、损耗的申请审批，支持添加多
级审批。

申购管理

1、	申请人管理，可添加、删除申请人员名单，名单只能从教师中选择，在此名单中的教师才能进行
申购管理。
2、	危化品申请管理、新增申购申请，对未提交审批的申请单可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申请单包括申
请人、申请单号、申请时间、所属部门、中心、实验室、申请方向（教学、科研）信息，并支持按上
述字段及申请单审批状态进行搜索查询。申请单中的物资清单可在基础物资库中选择或支持按系统提
供的标准Excel模版进行统一导入。

入库管理
支持验收入库，对申购单进行入库登记，支持根据入库单号、入库人、入库时间、所属部门、中心、
实验室和审批状态进行搜索查询。同时入库登记支持添加验收人信息和目标仓库，并支持附件上传
（附件支持zip/rar压缩包,图片文件或pdf文件）。

使用管理

1、	可进行物资的领用管理，用户可添加领用申请，对未提交审批的申请单可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申请单信息包括：领用仓库、所属学院、中心、实验室、领用方向（教学、科研）、领用备注说明、
用途说明及申请物资清单信息，支持上传附件（附件支持word文档、PDF文件和zip/rar压缩包）。并
支持按领用仓库、领用人、领用时间、所属学院、中心、实验室、领用单号、审批状态进行搜索查询
。
2、	管理员按预设流程进行领用审批，并支持按领用仓库、领用人、领用时间、所属学院、中心、实
验室、领用单号、审批状态进行搜索查询。
3、	提供领用出库流程，对审批过的领用单进行领用出库操作，支持分批领用出库操作。
4、	可进行物资的归还管理，用户可添加归还申请，对未提交审批的申请单可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申请单绑定用户申请的领用单信息，并选择领用单中的物资进行归还登记。支持按照申请人、仓库、
归还时间、所属部门、中心、实验室进行搜索查询。并按预设流程进行审批。
5、	可进行物资的损耗管理，用户可添加损耗登记，对未提交审批的登记信息可进行编辑和删除操
作，损耗登记信息包括：仓库、所属学院、中心、实验室、备注说明及物资清单信息。支持按照申请
人、仓库、损耗时间、所属部门、中心、实验室进行搜索查询。并按预设流程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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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管理

1、	可对仓库信息进行添加，编辑和删除操作，包括仓库编号、仓库名称、仓库级别（校级、院级）
、仓库类型（实体仓库、虚拟仓库）、所属部门、中心信息，并支持按上述字段进行搜索查询。
2、	对仓库库存进行管理，包括添加、编辑、删除仓库中的物资，同时支持按库存明细、按仓库、按
物资进行分类查询。
3、	支持库存变动监控：可以查看各个仓库的库存变动情况（入库、领用、归还）记录。
4、	库存预警：当仓库中的物资少于设置的最低值时，发出预警通知，当仓库管理员、系部主任登录
系统时可以看到预警提示。

查询统计

1、	支持申购查询，可按单号、申请人、物资名称、物资规格、物资分类、所属部门、中心、实验室
、申请时间和审批状态进行搜索查询。
2、	支持领用查询，可按仓库、单号、申请人、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所属部门、中心、实验室、申
请时间进行搜索查询。
3、	支持归还查询，可按仓库、单号、申请人、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所属部门、中心、实验室、申
请时间进行搜索查询。
4、	支持损耗查询，可按仓库、单号、申请人、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所属部门、中心、实验室、申
请时间进行搜索查询。

安全类别管理
系统可按类别及专业管理安全考核的规则，安全类别可设定安全类别的名称、类别说明及对应的实验
室；专业管理可管理专业代码、专业名称、所属部门、可设定此专业下拥有的安全试题类别数等信息
。

学习资料管理
资料发布：各级管理员可在管理层级内，于系统后台自行发布学习资料；支持按照文章/图片/视频/附
件等多种形式发布信息；普通用户可于前台自主学习可见范围内的学习资料，可对学习资料操作收
藏，便于后续学习查看。

题库管理
题库支持录入或者导入模式，可分类别导入系统，试题类型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等多种题型
模式。

试卷管理
根据试题类别、考试专业，由系统对应题库自动组卷；根据需要的题目数量、题型数量确定题型分布
状态并设定各类题型分值，系统随机生成考核试卷；并可设定试卷的完成时间、有效期等规则，学生
在前台完成考试；

资格证书管理
系统可设定资格证书名称、学生类别、证书有效期等参数，发放资格证书，并可查询学生的证书编号
、名称、资格证书的获取时间及证书有效期。

查询统计
根据学院、考试专业、或者学号，查询考试成绩；可查询出当前考试人数、当前通过人数、当前合格
率等实时考试状态。可根据不同的学院、学科或者专业，统计参加考试的总人数、考试通过人数及通
过率等汇总信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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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依据管理

1、 学科录入管理：可以根据学校的基础学科分类录入学科。
2、 检查项目录入管理：可以根据教育部出台的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条例，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对
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类别进行统一管理及信息的录入，可分一级和二级创建和导入检查项目，可以根
据检查项目的分类创建和修改对应的检查内容。
3、 实验室检查依据管理：根据不同类型的实验室依照不同的检查项目与所属学科进行实验室检查内
容的条目关联，批量为各实验室设定对应的检查依据。

检查计划管理

1、检查计划管理：管理人员可通过系统创建安全检查计划，包含计划标题、检查类型、相关负责人
、计划周期、创建人、创建时间等内容，对应检查类别可自动生成检查对象，并可根据每个安全检查
计划的着重点细化安全检查计划目的及周期。
2、 检查报告管理：对已经创建的检查计划，可通过检查报告查看核查进度、整改进度、当前状态；
在检查计划详细信息中可查看相关实验室核查情况，如需核查数量、核查完成数量、核查中数量、待
整改数量等，并可以查看该计划的汇总报告。

隐患库管理
核查员可将二级单位安全自查、专职检查在核查环节符合检查项和检查内容的安全隐患归类到检查项
目隐患库，隐患库管理包含隐患名称、隐患内容、一级检查项目、二级检查项目、检查点等详细信息
。

安全检查管理

1、安全检查组管理：可通过系统添加安全检查组，填写检查组的名称、实验室等信息，并可以添加
组成员，可支持是否启用检查组操作。
2、安全检查管理：系统设定3种检查类别，二级单位安全自查、专项检查、巡查，通过对不同检查类
别的参数设定可对检查组成员、检查对象、检查内容、检查周期等，按学校安全管理要求自主设定。
并可通过通知管理以站内提醒、邮件、移动应用端等多种方式通知相关人员，通过核查管理针对不同
的安全检查计划制定对应的安全检查内容及查看安全检查的状态。

查询统计 可以按照检查计划、核查状态、实验室、核查员等字段查询安全检查工作详情并导出报表。

气瓶信息管理

气瓶信息编辑：供气单位可通过系统对供气单位联系方式、气瓶使用方式（租或购）、气瓶检验日期
、气瓶品种（标注制造材料）、充装介质、充装时间及压力、公称压力、容积、制造日期、制造厂家
充装人、压力表检验日期、使用单位、使用房间、使用负责人等信息进行登记编辑，生成气瓶身份档
案，并在系统中生成该气瓶二维码，可通过二维码进行气瓶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可建档气瓶安全标
识牌、使用规范等，并可进行下载打印；
 资质安全：供气单位可通过系统上传气瓶照片、气瓶合格证、等相关资质扫描件，由校方审核进行备
案并编辑气瓶编号，并可设置资质到期时间，到期后系统将自动进行提醒；

实验室安全检查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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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放置与使
用安全管理

气瓶存放位置：供气单位可通过系统按组织机构对气瓶进行存放位置管理，针对不同充装介质可设置
填写存放注意事项；
气瓶用气安全：供气单位或校方管理人员可针对不同介质气体进行用气安全提示，使用人可通过移动
应用平台扫描二维码进行查看；
 气瓶充气管理：使用人可通过移动应用平台扫码提交回收申请，并可通过扫码获取回收信息，记录气
瓶使用状况，记录充装、送货信息；

购买安全管理

用气申购管理：系统可支持用气单位进行用气申购，管理人员通过系统提交申购用量由学院进行审
批，审批通过后进行换气；
气瓶领用验收：用气人接到供气单位气瓶，确认气瓶是否无风险隐患后，可通过移动应用进行扫码验
收；

气瓶安全检查

到检提醒：可通过系统设置气瓶及压力表安全检查提醒，进行到期检测，并可上传气瓶检测报告或文
档；
检查记录管理：可关联巡检系统进行气瓶专项检查，并可上传检查记录；
气瓶隐患管理：可关联巡检系统，气瓶使用人可上报气瓶安全隐患，并进行隐患处理。

项目申报管理

1、校级管理人员可通过系统发布项目公告。
2、项目申请人可通过系统提交实验室建设项目评估报告，报告由项目负责人申请，学院初审，职能
部门审核。
3、项目申请人可通过系统提交申请书、论证报告、专家论证意见表、采购需求表等文件。
4、根据发布项目申报公告时设定的项目申报审核流程规则，系统可支持院级审核、校级初审、专家
评审、校级终审等审核方式。
5、系统需支持专家组管理，也可以将审批后的申报项目通过系统发布至信息门户。

项目实施管理
1、系统可对已立项项目发送信息通知，收到信息提醒的项目申报人可通过系统撰写项目任务书，申
报人在任务书中需填写经费明细，经费明细支持按模板导入的方式，以简化申报人的工作。
2、对于不合格任务书可进行驳回调整，并能实时查看任务书提交状态。

项目验收管理

1、校级管理员可通过系统发送验收通知给项目负责人或院级领导，提醒项目负责人需要填写验收报
告。
2、项目负责人收到验收通知后，可撰写项目验收报告并在线提交项目验收文件。
3、学院、校级管理部门及专家组对项目负责人提交的验收报告进行评审，校级领导可以指定专家组
进
行项目验收评审，各级审批完毕后，项目状态为验收完成状态。

填报公告管理
支持填报公告的添加、编辑、删除操作，填报公告包含：公告标题、公告内容、自定义审批流程、填
报内容SJ3-SJ7、数据统计周期、填报起止时间、数据来源（可选择系统基础数据或历年填报数据）
。

10

气体钢瓶管理系
统

9

实验室建设项目
管理平台

1

1



填报进度管理
按中心或学院部门查看仪器或实验室的当前填报情况，包含需要填报（未填）、已提交（已填）和带
审核（未审）信息和完成进度比例。

数据调整 管理部门可对用户填报的数据进行最终调整和确认，并生成上报数据，包含数据校验和数据导出。

数据校验 对生成的上报数据做校验处理，校验包含单表校验和多表校验。

大型仪器开放
共享移动服务

1、系统平台可以推送如新闻公告，培训通知等信息。
2、 仪器预约：提供手机移动网上自主预约，培训报名等，提高系统使用率。
3、 在线实时审批：推送给管理人员、指导教师（导师）及课题组负责人的相关预约审批消息。
4、 我预约的仪器：查看个人仪器设备预约记录、审批状态等相关信息。

实验教学移动
服务

在线完成选课、课表查询、成绩查询等操作。

实验室开放预
约移动服务

实现对实验室开放的在线预约、预约审核、预约状态查询。

安全准入移动
服务

完成安全考试、成绩查询、证书查询等操作。

安全检查移动
服务

1、系统平台可以推送安全检查通知、新闻公告等信息到移动端，查看管理个人账户信息。
2、支持移动端随手报：检查人员可在移动端登录实验室安全检查移动应用，随手上报自己拍摄的隐
患点图片或视频，并描述隐患详情；所上传的隐患信息可在系统的随手报功能中查看。
3、移动端核查：移动端支持安全检查结果（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不适用）及核查内容录入。
4、 移动端跟踪：可在移动端跟踪安全核查和隐患整改情况。

13 物联网管理系统

统一管理智慧实验室安全信息终端（设置管理模式：刷卡进出型/刷卡记录型/刷卡考勤型，显示模
块：实验室简介/设备列表/仪器预约列表等其他信息）智能电源控制终端，无线智能控制终端；确认
在终端管理、选择智能物联网管理、点击接入设备、完善智能物联网硬件设置、修改物联网设备。统
一展示烟雾传感器、气体探测器信息。

1

14
实验室综合信息

展示系统

建立集中式的实验室信息可视化展示窗口，可在客户端网页以及终端大屏上，以多种图表形式实时展
示实验室实验情况及各项重要指标数据。展示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教员工作、学员实验、开放实验、
学员考勤、设备/耗材使用、实验室使用等模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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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管理系

统
对接视频监控，将视频监控同实验室对应，支持授权管理员通过移动端查看实验室实时动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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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智慧门禁系统

配套安全信息终端使用，包含磁力锁、智能终端专用电源、门禁控制配件套装
1、磁力锁：磁力锁须和智慧/智能终端设备联动使用，实现门禁功能；支持开关门状态检测及信息反
馈，智慧/智能终端经过多类业务系统组合型逻辑判断告知门禁锁是否可以开门；支持在应急状态下的
一键远程开门功能；材质：铝合金；开门时间≤1秒；吸力不低于：280KG。
2、过线器：高硬度锌合金材质，长度可拉伸，过线内径≥10MM，配套锁和电源布线使用。
3、开门延时：0-10秒可调节，工作温度：-20℃至+60℃工作湿度：≦90%RH，与过线器匹配。

750

17
智慧实验室安全

信息终端

10寸以上触摸屏、实现授权，实时预约，实时身份认证、数据采集，动态信息展示、包括实验室信息
、仪器设备信息、实时视频展示、实验室人员、实验室安全信息卡、实验室动态二维码等内容，并可
与多类安全管理系统联动，动态呈现对应的管理信息；同时可控制实验室门禁的授权进入。
一、设备及管理端功能要求
1、智能身份认证类别：集多种身份认证模式于一体（刷卡开门、密码开门、二维码开门、管理员指
纹识别门、人脸识别开门）。
2、点对点本地应急管控：支持通过微信小程序在智慧终端断网情况下，通过手机等移动端本地通讯
协议与终端的实时通讯，实现对用户进入实验室的业务进行实时鉴权认证，保障网络异常情况下的实
验开放与相关业务正常开展。
3、实验室信息展示：智慧安全管理终端上可显示该实验室的房间编号以及实验室名称，以及动态显
示实验室的相关介绍信息，包括实验室的照片、视频介绍、实验室简介信息等；
4、动态实验室安全信息牌：与实验室安全信息平台联动，智慧安全管理终端实时获取实验室安全数
据信息，包含：房间号、所在楼栋、责任单位、实验室危险等级（根据不同等级显示不同颜色）、危
险类别标识、防护要点标识、安全责任人、分管领导、联系方式、急救/火警等应急联系电话等等，实
现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实时信息管理,需采用动态数据实时呈现模式。
5、实验室安全信息牌智能全屏切换：智能终端具备安全信息牌标准详情模式与全屏模式切换功能，
不同类型实验室可按需选择展示模式以适应不同管理需求，可通过系统后台设置信息安全牌的展示模
式，在终端处于待机状态下默认全屏显示实验室安全信息牌，用户刷卡或回退至主界面后10秒无操
作，自动跳转回全屏显示状态。
6、具有与管理平台信誉积分联动功能，根据系统设定的信誉积分分值，用户在身份认证后可实时展
示当前信誉积分合格状态（合格绿色/不合格红色警示），同时，用户可以通过终端查看本人信誉分的
变化明细详情，详情需包含信誉积分的变动原由、变动分值、变动时间等信息。
7、仪器设备及预约信息：可与“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联动、动态显示实验室内的仪器设备的信
息，包括仪器名称、规格型号；同时可显示当前实验室内大型仪器的当日预约情况列表，包含：预约
编号、预约人、预约设备内容、预约时间段等信息；
8、安全准入管理开启：具有与安全准入考试联动功能，动态展示当前实验室所需配套的实验室安全
类别及类别对应证书种类，同时显示获取证书所需通过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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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数据采集终

端

结合各类业务系统，实现普通实验室日常基础身份动态实时认证管理，控制实验室门禁的授权进入。
一、设备及管理端功能：
1、支持用户刷卡认证身份，预约信息及权限，并在数据采集终端上显示用户身份及可用场地信息。
2、各类用户持卡刷卡认证身份后才可进入实验室，实验结束后再次刷卡退出，刷卡机自动记录进出
信息，不刷卡不准进入实验室；未刷卡退出无法再次预约实验室；
3、支持对所有终端刷卡进出记录的保存，方便管理员查询统计；
4、支持HealthMonitor物联网智能终端运作状态检测：具备对智慧终端的HealthMonitor健康状态
、运作状态检测机制，跟踪终端节点上报的健康状况，并在健康状况变化时调用故障处理进程，以实
现系统对终端故障的自我检测与预警，保障智能终端安全稳定运行。
5、可定时自动下载预约列表到数据采集终端，当网络故障时，依然能够成功刷卡开门，内置存储将
保存离线授权记录，为防止网络故障或瘫痪时脱机刷卡认证。
6、可分配开门权限，支持脱机密码开门，支持远程开关门，并监控开关状态；
7、支持授权管理员使用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远程查看门禁信息且可远程开关门禁.
8、可设置不同的刷卡进出模式，如：进出型、只进不出型、只出不进型；
9、通过平台可以远程对终端进行控制。智能数据采集终端采用TCP/IP的网络通讯方式，支持跨路由
、跨网段通讯功能，并能与服务器直接交换数据。非串口通讯如485、232等总线模式，非门禁控制
器控制管理模式；
10、点对点本地应急管控：支持通过微信小程序在智慧终端断网情况下，通过手机等移动端本地通讯
协议与终端的实时通讯，实现对用户进入实验室的业务进行实时鉴权认证，保障网络异常情况下的实
验开放与相关业务正常开展；
11、为保障管理系统的稳定运行及后期功能拓展，智能数据采集终端须与管理平台为同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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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智能电源控制终

端

1、设备一体化集成远程电源控制模块与智能身份认证模块，具有一路电源输入和2路插座位置的电源
输出，同时可实现刷卡实时身份认证及授权，能兼容目前学校使用的一卡通卡片；
2、设备采用一对二控制，可同时控制2台有源仪器的电源开关。若只有一台仪器的情况下，2号端口
可作为备用口（当端口发生故障时，只需简单设置，即可切换到备用口）；
3、采用TCP/IP的网络通讯方式。设备应具有独立的CPU、存储、射频卡读卡模块、显示屏、23个薄
膜按键、扩展串口、具有独立的交互功能；
4、需具备液晶屏幕显示，实时显示用户身份信息（部门、院系、姓名等）、预约信息、授权状态提
醒信息（预约时间未到、未参加培训、信誉积分不合格等）；
5、读卡模式可切换：需支持读取IC卡物理序列号模式或读取卡片数据区模式的切换，需支持外接扩
展读头用于支持2.4G或13.56MHZ的手机一卡通；
6、设备需含带键盘输入区；管理员可通过输入开电密码将电源开启；若用户预约即将超时，可通过
按键即时进行延时申请；
7、设备带有电流检查功能，实时获取仪器设备的电流负载情况。实现离开刷卡同时关闭仪器设备电
源，若仪器设备电源未正常关闭，则无法正常刷卡退出，将提示仪器电源未关闭，请关闭后刷卡；通
过信息按钮可以实时查看当前使用的设备，电流负载大小等信息；
8、远程控制：与实验室综合管理系统联动，直接设置授权实现网络控制开关电源；
9、使用者信息查看功能：通过设备可实时查看当前的使用用户信息，姓名，卡号，当前已用时间，
预约剩余时间等信息；
10、延时功能：实现在线预约延时功能，用户在预约时间不足未完成实验状态下，可通过具备延时按
键发送实时延时申请，系统自动判断该用户预约时间段后的预约空闲状态并在线反馈实时信息至智能
终端屏幕显示告知用户；
11、仪器授权使用：支持授权用户使用仪器的模式，授权后，用户可在授权时间段内，直接刷卡开电
使用仪器；
12、通过网络对仪器设备供电与闭合的控制，刷卡退出时判断设备运转状态并给予提示或拒绝断电，
保证设备安全；可直接通过实验室综合管理系统管理端实时监测设备使用情况。
13、为保证产品质量，产品需经过相关检测，耐高温，在温度为40摄氏度的环境下可保持≥4小时；
耐低温：在温度为-10摄氏度的环境下可保持≥4小时；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等级3级，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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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智能电源控

制终端

1、无线网络环境操作:在无线网络环境下。授权用户可通过移动端实现身份认证，对仪器设备进行供
电/断电操作，同时管理人员可通过平台实时获取仪器设备开关状态。
2、无网络环境操作:在无网络环境的情况下，无线智能电源控制终端可通过移动网络或蓝牙模式实现
身份认证对仪器设备进行供电/断电操作。
3、有线网络环境操作:为满足无电磁信号干扰的实验室部署要求，无线智能电源控制终端设备具备以
太网接口，防止终端对实验室的电磁环境造成干扰。
4、嵌入式安装:嵌入式无线智能电源控制终端的安装，只需替换有源大型仪器设备的墙上插座面板，
即可完成对仪器设备电源控制的施工。
5、即插即用模式安装:即插即用模式无线智能电源控制终端的安装，只需将大型仪器设备电源插座连
接至无线智能电源控制终端。然后将终端进行供电即可完成对仪器设备电源控制的安装。
6、防水防尘;防止水溅或灰尘进入终端造成安全隐患,无线智能电源控制终端配备一体化防水防尘外壳
。实现对仪器电源插头与终端的连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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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信息展示终端

通过专有管理页面综合监察所有学院/实验中心实时运行数据，同时可分学院或实验中心进一步查看与
掌握实验室当前多种实时状态的数据采集、展示。 以下要求只做参考；
1、不低于50"；
2、物理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FHD）；屏幕比例为16∶9，响应时间≤6.5ms；
3、整屏色彩和亮度：均匀性≥90%，数字显示单元亮度≥450cd/㎡，对比度≥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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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气体探测器
主要针对高风险及较高风险实验室的气体探测；需要具体踏勘，按需定制；DC24V供电、RS485接口
、声光报警、带显示、防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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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迁移服务
对学校能提供的各类基础数据（实验室楼宇/实验室建制/仪器设备/人员/教学/数据编号等信息）进行
数据数量及质量的清洗与治理服务，使之符合支撑平台各项业务系统数据流转及上报所需的数据规范
。

1

23 平台对接服务

1、教务管理系统对接接口：需实现与教务系统对接，同步理论课课表、实验课程信息、实验项目信
息、学生信息等。
2、资产管理系统对接接口：需实现与资产管理系统对接同步实验室房间信息、仪器设备信息等。
3、统一身份认证对接接口：需实现与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实现统一门户、统一身份认证，实现单
点登录。
4、用户信息同步对接：学生信息：部门（院系）、专业、年级、班级、姓名、学号、卡号、性别；
教工信息：部门（院系）、专业、工号、卡号、姓名、性别、职称、联系电话、学历。
5、校园一卡通对接：从校园一卡通中获取学工号（学生/教师）与校园卡卡号的对应关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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