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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河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综合业务平台”(简称业务平台)申报人用户部分功能主

要包括：用户注册、申报书填写、确认提交、生成水印版申报书等功能。 

系统登录页面左侧设置有相关的技术支持联系方式及申报截止信息等信息，为了得到良

好的使用体验，同时推荐使用部分浏览器访问本系统，具体设置参见下图中的详细说明，如

果忘记用户名及密码，可点击下方忘记密码处，输入本人的姓名及身份证号可以找回用户名

及密码，如下图所示： 

 

图 1-1 用户登录页面 

选择好用户类型，输入用户账号、登录密码及验证码点击登录进入系统，进入后如下图

所示，左侧为系统主菜单栏，点击可进行详细操作，右上方可选择修改登录密码及退出系统，

中间区域显示申报项目的进展状态，如下图所示： 

 

图 1-2 系统主页面 



2. 菜单设计 

表 2-1申报人用户菜单设置 

 

序号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说明 

1 
用户注册  如果是新用户，需要先进行用户的注册，注册

完成后待单位管理员审核后方可登录系统 

2 
科 技 项 目

申报 

  

2.1 
 申报书首页 填写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名称、项目类

别、所属学科等 

2.2  负责人信息 填写项目负责人的相关信息 

2.3 
 其他主要参加人信

息 

填写除项目负责人以外的其他项目参与人信

息。 

2.4 
 项目参与人成果 填写所有项目参与人的成果信息包括项目负

责人 

2.5 
 联合申请单位 与本单位联合申请本项目的外单位，最多不超

过 2 个。 

2.6 
 申请报告 填写项目的概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等详细信

息。 

2.7 
 项目经费预算 填写本项目所申请的经费明细，包括总经费及

申请的教育厅资助经费。 

2.8  项目经费 填写依托单位经费与自筹经费。 

2.9  证明材料 上传参与人成果对应的附件佐证材料。 

2.10 

 确认提交 将申报信息提交至申报单位进行审核推荐，待

审核通过后可再次登录系统生成水印版申报

书并打印 

3 
人 文 项 目

申报 

  

3.1 
 申报书首页 填写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名称、项目类

别、所属学科等 

3.2  负责人信息 填写项目负责人的相关信息 

3.3 
 以往项目信息 项目负责人以往(近三年)所承担的相关课题

信息 

3.4 
 课题组其他成员信

息 

填写除项目负责人以外的其他项目参与人信

息。 

3.5 
 课题组成员研究成

果 

填写所有项目参与人的成果信息包括项目负

责人 

3.6  申请报告 填写相关的经费总额及上传先关的申请报告 

3.7  项目经费预算 填写本项目所申请的经费明细 

3.8 
 确认提交 将申报信息提交至申报单位进行审核推荐，待

审核通过后可再次登录系统生成水印版申报



书并打印 

4 系统管理   

4.1 
 信息维护 为何个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邮箱及联系

方式 

4.2  查看通知 查看本单位或教育厅发的通知 

4.3  操作日志 查看本人登录系统及进行的相关操作 

3 功能的使用 

3.1 用户注册 

3.1.1 用户注册 

 如果尚未在本系统注册，需要先进行注册，待单位管理员审核后才能进入信息，如下

图所示： 

 

 图 3-1-1-1用户登录及注册选择页面 

点击注册按钮后进入注册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1-1-2用户注册页面 

 

注册成功需要本学校的管理员审核，如下图所示： 

 

  图 3-1-1-3注册成功后提示信息 

 

3.2 科技类项目申报 

首次申报时登录系统后出现下图所示界面，选择需要申报的项目类别 



 

图 3-2-1申报类型选择 

 

3.2.1 申报书首页 

项目申报书的填写应,先填写申报书首页,否则其他页面无法打开,建议按照顺序一步一

步填写，首先点击申报书首页，如下图所示，,按要求内容填写信息,填写完成后请及时保存

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3-2-1-1申报书首页填写说明 

 

  预期成果形式及计划完成时间的填写如下图所示: 

 



 

图 3-2-1-2 填写说明 

3.2.2 负责人信息 

该页面主要用来填写项目负责人的相关信息，其中身份证号及 E-MAIL 默认从个人注册

信息读取，如有变化可在个人信息维护页面进行修改，如下图所示： 

 

图 3-2-2-1 项目负责人页面 

 

3.2.3 其他主要参加人信息 

该页面填写除项目负责人以外的其他项目参与人信息，点击添加按钮，填写相关的信息，

最后点击保存，如下图所示：  

 

图 3-2-3-1 增加操作 

 



双击行或选中行点击编辑按钮均可进行编辑，如下图所示： 

 

图 3-2-3-2 编辑页面 

单击选中一行,点击上移下移按钮可进行排序,排序完成后不需要保存，如下图所示: 

 

图 3-2-3-3 排序功能 

单击选中一行.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该参与人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3-2-3-4 删除功能 

3.2.4 项目参与人主要成果 

该页面主要用来填写项目参与人的相关科研成果，包括项目负责人及其他参与人，如下

图所示： 



 

图 3-2-4-1 项目参与人主要成果 

3.2.5 联合申请单位 

联合申请单位:最多可填写 2 个申请单位,此页面非必填，如下图所示： 

 

图 3-2-5-1 联合申请单位 

3.2.6 申请报告 

首先下载系统提供的空模板，再按照模板格式要求填写相关的信息，最后将填写好的申

请报告上传至系统，如下图所示: 

 

图 3-2-6-1 项目申请报告 

3.2.7 项目经费预算 

该页面需填写申请经费总额及教育厅资助金额明细，系统自动计算合计项，双击某个需

要填写的单元格输入相关的金额即可，灰色背景的为不可输入项，由系统自动计算，输入完

成后点击保存，如下图所示：: 



 

图 3-2-7-1 项目经费预算 

 

3.2.8 项目经费 

该页面主要用来填写依托单位经费及自筹经费，教育厅经费及经费总额自动从项目经费

预算中读取，如下图所示： 

 

图 3-2-8-1 项目经费 

 

3.2.9 证明材料 

该页面主要用来上传参与人成果对应的佐证材料，如果没有填写成果则不能上传对应的

附件材料，如下图所示： 



 

图 3-2-9-1 证明材料 

3.2.10 确认提交 

    所有申报信息填写完毕后可进入该页面提交申报信息以便单位管理员审核推荐，首先点

击申报书检测按钮系统将自动检测申报信息是否填写完毕，如有遗漏或填写不规范时会在下

方提示，信息无误后点击生成申报书按钮生成 PDF 版申报书，可在线查看，如果信息无误，

点击确认提交按钮提交申报信息，管理员审核后点击生成水印版申报书生成水印版申报书，

如有问题可联系单位管理员取消审核，再自行取消提交后修改信息，再依次检测、生成、确

认提交，如下图所示： 

 

图 3-2-10-1 申报书检测 

 



 

图 3-2-10-2 生成 PDF版申报书 

 

图 3-2-10-3 确认提交 

 

图 3-2-10-4 生成水印版申报书 

3.3 人文类项目申报 

登录系统成功后会弹出选择页面选择需要申报的项目类别，如下图所示： 



 
图 3-3-1 选择项目类别 

3.3.1 申报书首页 

项目申报书的填写应,先填写申报书首页,否则其他页面无法打开,建议按照顺序一步一

步填写，首先点击申报书首页，如下图所示，,按要求内容填写信息,填写完成后请及时保存

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3-3-1-1 人文项目申报书首页 

3.3.2 负责人信息 

该页面主要用来填写项目负责人的相关信息，其中身份证号及 E-MAIL、手机号默认从

个人注册信息读取，如有变化可在个人信息维护页面进行修改，如下图所示： 



 

图 3-3-2-1 项目负责人信息页面 

3.3.3 项目负责人以往项目信息 

该页面主要用来添加项目负责人近 3 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输入相关信息点击保存按

钮，如下图所示： 

 
图 3-3-3-1增加负责人以往项目信息 

 

双击行或选中行点击编辑按钮均可进行编辑,如下图所示: 

 

图 3-3-3-2辑负责人以往项目信息 

 

单击选中一行.点击删除按钮 

 

图 3-3-3-3除负责人以往项目信息 

 



3.3.4 其他参与人员 

该页面主要用来增加除项目负责人以外的其他主要参与人员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3-3-4-1 增加其他参与人 

 

双击行或选中行点击编辑按钮均可进行编辑，如下图所示： 

 
图 3-3-4-2修改其他参与人信息 

 

单击选中一行.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3-4-3 删除参与人信息 

单击选中一行,点击上移下移按钮可进行排序,排序完成后不需要保存，如下图所示： 

 

图 3-3-4-4调整参与人顺序 

 

3.3.5 课题组成员研究成果 

该页面主要用来增加课题组成员研究成果，包括项目负责人及项目参与人，如下图所示： 



 
图 3-3-5-1课题组成员研究成果 

3.3.6 申请报告页面 

该页面主要用来上传申请报告，首先点击申报书模板下载，下载申报书模板，然后将相

关数据按照模板要求填写，最后将填写好的申报书上传至系统，如下图所示： 

  

图 3-3-6-1申请报告页面 

 

3.3.7 项目经费预算 

该页面主要用来填写项目的经费预算情况，灰色合计项不用填写，双击需要填写数据的

地方，填写相应的金额，最后点击保存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3-7-1 项目经费预算 

 

3.3.8 确认提交 

所有申报信息填写完毕后可进入该页面提交申报信息以便单位管理员审核推荐，首先点

击申报书检测按钮系统将自动检测申报信息是否填写完毕，如有遗漏或填写不规范时会在下

方提示，信息无误后点击生成申报书按钮生成 PDF 版申报书，可在线查看，如果信息无误，

点击确认提交按钮提交申报信息，管理员审核后点击生成水印版申报书生成水印版申报书，

如有问题可联系单位管理员取消审核，再自行取消提交后修改信息，再依次检测、生成、确

认提交，如下图所示：

 

图 3-3-8-1申报书检测 

 

 

图 3-3-7-2生成申报书 



 

图 3-3-7-3确认提交 

 

 

图 3-3-7-4申城水印版申报书 

3.4 系统管理 

3.4.1 信息维护 

 该页面主要用来维护个人的基本信息，其中姓名、邮箱、联系电话可自行修改，登录

用户名、身份证号可由申报单位管理员修改，所在单位如需变更，需要主管单位管理员变更，

修改完成后必须保存，否则修改无效，点击更改申报类别按钮可修改已申报的项目类别，如

从人文类变为科技类(变更后除申报书首页外其余信息将被删除，请谨慎操作)，如下图所示： 



 
图 3-4-1-1个人信息维护 

3.4.2 通知管理 

如有有未读取的通知则在登录系统时右下方弹出提示信息，点击后进入查看通知页面，

选择某个需要查看的通知，点击详情查看相应的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3-4-2-1查看通知 

 

3.4.3 日志管理 

主要用来查看本人登录系统及进行的相关操作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3-4-3-1 日志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