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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1 !"#$ 

系统登录地址：https://labwell.shanghaitech.edu.cn 

系统登录账号密码采用学校统一认证平台的登录账号密码，PC 端和移动端

的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1.2 !"%& 

登录系统后展示系统首页，PC端和移动端的首页如下图所示： 

   

PC端系统首页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① 个人设置：鼠标移至右上角用户姓名，可查看当前用户角色、待办任

务数量，并执行密码修改和退出登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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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导航菜单：系统功能菜单。 

③ 地图：展示实验室大楼地理位置信息，点击定位点可查看该大楼相关

实验室信息，如下图所示： 

 

④ 仪表盘：展示实验室相关各类统计数据。 

移动端首页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① SDS 查询：查询化学品 SDS 信息。 

② 掌上实验室：点击进入功能菜单页面，如下图所示： 

 

③ 扫描查询/操作：扫描系统生成的二维码绑定实验室或查看实验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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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PC 端点击个人设置-个人工作台，可进入个人工作台界面，如下图所示： 

 
移动端功能菜单页面可直接查看个人工作台，点击菜单进入列表页面，如下

图所示： 

 

个人工作台界面可查看当前待办流程、已办流程以及自己发起的流程，点击

任务标题链接可对相应任务进行处理。 

2 %&'()* 

2.1 ,-./01 

实验室课题组及课题组成员信息通过接口推送自动解析，可在此基础上进行

修改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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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列表页面包括查询、新增、修改、删除、详情按钮。 

二、 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详情页面包括保存、保存新建、保存复制、保存返回按钮。 

在实验室课题组的详情页面中，有课题组人员和实验室用房两个子表： 

Ø 课题组人员：点击“新增使用人员”可批量添加课题组成员； 

Ø 实验室用房：根据“实验室用房”功能课题组的选择自动关联，该数据

无需在此手动维护。 

2.2 ,-.23 

基于学校用房信息和实验室课题组，手动添加实验室信息，建立学校用房信

息和实验室课题组的关系。 

一、 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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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页面包括查询、新增、修改、删除、详情、导出按钮。 

Ø 导出：以 Excel 形式导出当前显示数据（可添加搜索条件和设置显示字

段）。 

二、 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详情页面包括保存、保存新建、保存复制、保存返回按钮。 

在实验室用房的详情页面中，有实验室人员和实验室检查表两个子表： 

Ø 实验室人员：点击“新增使用人员”可批量添加实验室使用人员，点击

“新增三级安全员”可批量添加实验室安全员； 

Ø 实验室检查表：点击“新增”可从“监督检查-检查表”中批量添加该实

验室相关检查表。 

三、 实验室绑定二维码 

实验室绑定二维码操作分为打印二维码、扫描绑定二维码两步操作： 

Ø 打印二维码：联系业务管理员，在系统中打印所需数量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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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扫描绑定二维码：移动端点击首页“扫码查询/操作”按钮，扫描一张已

经打印的二维码，选择“实验室”并选择需要绑定二维码的实验室用房，

系统提示“绑定成功”即说明实验室绑定二维码操作完成。 

2.3 ,-.(4 

实验室人员根据实验室用房子表实验室人员的配置自动生成，便于实验室相

关人员的统一查询。 

一、 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列表页面包括查询、新增、修改、删除、详情按钮。 

二、 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详情页面包括保存、保存新建、保存复制、保存返回按钮。 

3 +,-. 

3.1 56789 

系统已初始化一千多条实验室安全管理最佳实践总结的检查标准，可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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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进行新增、删除和修改。 

一、 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列表页面包括查询、新增、修改、删除、详情按钮。 

二、 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详情页面包括保存、保存新建、保存复制、保存返回按钮。 

3.2 56: 

基于检查标准库，系统已初始化一百多个实验室安全管理最佳实践总结的检

查表，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新增、删除和修改。 

一、 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列表页面包括查询、新增、修改、删除、详情按钮。 

二、 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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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页面包括保存、保存新建、保存复制、保存返回按钮。 

在检查表的详情页面中，有检查表明细子表，可从检查标准库中批量选择。 

3.3 56;< 

基于检查表，学校领导、各学院、各课题组可制定相应的检查方案，即安排

指定检查负责人运用指定检查表对指定实验室进行有计划的安全检查。 

一、 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列表页面包括查询、新增、修改、删除、详情、执行按钮。 

Ø 执行：将草稿状态的检查方案提交执行。 

二、 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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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页面包括保存、保存新建、保存复制、保存返回按钮。 

在检查表的详情页面中，有检查任务子表，系统根据检查表和房间名称的选

择自动生成相应数量的检查任务，可在此基础上新增、删除和修改。 

三、 检查方案制定和检查任务执行（用例说明）： 

1、 确定检查对象和需要使用的检查表：即在检查方案主表中选择计划使

用的检查表、需要检查的实验室用房，并填报其他计划信息，如检查起始时间、

检查单位等。 

2、 确定具体的检查任务：检查方案主表保存后，系统自动生成相应数量

的检查任务，方案制定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新增、删除和修改；每个检查任

务的检查负责人默认为这个实验室用房的安全员，方案制定人同样可在这个基础

上进行修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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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方案及任务发布：检查方案和检查任务默认为“草稿”状态，检

查方案制定完毕后在列表页面勾选该方案并点击“执行”按钮，将检查方案和检

查任务的状态改为“执行中”。 

4、 检查任务执行：“执行中”的检查任务需要通过移动端执行，检查方案

提交后，检查负责人可在移动端收到相应的检查任务，点击检查任务菜单进入任

务列表，点击检查任务即可登记检查结果，如下图所示： 

     

5、 检查方案完成：所有的检查任务完成并提交后，检查方案的状态将改

为“已完成”。 

3.4 56=$ 

检查记录包括检查方案中的检查任务和计划外的检查记录，来源于检查方案

的检查记录不可删除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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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列表页面包括查询、新增、修改、删除、详情、执行按钮。 

Ø 执行：将草稿状态的检查记录提交执行。 

二、 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详情页面包括保存、保存新建、保存复制、保存返回按钮。 

在检查记录的详情页面中，有检查单子表，系统根据检查表的选择自动获取

检查表的检查表明细。 

三、 检查的执行（用例说明）： 

检查的执行方式包括以下三种： 

1、 检查方案的检查任务执行：见检查方案-第三节。 

2、 临时添加检查记录并执行：在检查记录列表中新增，填报完检查信息

后返回列表页面并点击“执行”，检查负责人同样可在移动端收到相应的检查任

务。 

3、 扫描检查对象二维码执行检查：扫描检查对象二维码，并选择检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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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相关检查表执行检查，如下图所示；检查完成并提交后自动生成一条状态为“已

完成”的检查记录。 

     

3.5 >0?@ 

问题的来源包括两类，首先是检查任务或检查记录中检查单的不合格项；其

次是临时发现并登记的问题，即随手拍随手录；问题整改功能涉及审批流程；。 

一、 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列表页面包括查询、新增、修改、删除、详情、提交和审批历史按钮。 

Ø 提交：发起问题整改审批流程； 

Ø 审批历史：查看流程审批历史的详细信息和状态，以及审批流程图，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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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详情页面包括保存、保存新建、保存复制、保存返回按钮。 

如审批流程图所示，审批流程包括问题登记提交、问题评估、问题整改、问

题验证四个节点。 

Ø 问题登记提交：问题登记内容包括问题基本信息、检查信息、检查依据、

检查结果，问题登记完毕后返回列表页面，点击“提交”按钮发起审批

流程，并将问题提交至问题评估环节；对于检查发现的问题无需进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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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登记，可直接发起审批流程。 

Ø 问题评估：问题评估由属地安全管理员执行，从“个人工作台”中打开

待办流程并填报问题评估信息，填报完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的“通过”

按钮，将问题提交至整改负责人。 

Ø 问题整改：问题整改由问题评估人选择的“整改负责人”执行，线下整

改完毕后从“个人工作台”中打开待办流程并填报问题整改信息，填报

完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的“通过”按钮，将问题提交至整改验证人。 

Ø 问题验证：问题验证由问题评估人执行，线下验证完毕后从“个人工作

台”中打开待办流程并填报问题验证信息，填报完毕后点击页面左上角

的“通过”按钮，关闭问题整改流程；如果整改未完成，可点击“驳回”

将流程退回至问题整改环节。 

问题整改除了可以在 PC 端执行，同样可在移动端执行，问题登记提交环节

如下图所示： 

   

问题的评估、整改、验证可从移动端的个人工作台中打开并执行，如下图所

示： 

 



上海科技大学智能化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实验室安全检查系统_用户使用手册 

18 

4 /012345 

4.1 ABCDEF9 

系统已初始化两百多条实验室活动及其风险数据，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新增、

删除和修改。 

一、 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列表页面包括查询、新增、修改、删除、详情按钮。 

二、 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详情页面包括保存、保存新建、保存复制、保存返回按钮。 

在参考风险数据库的详情页面中，有步骤/部件/流程子表，可新增、修改、

删除和查看详情。 

4.2 GHCDIJ 

属地风险评估功能是以实验室用房为单位对实验室所涉及的所有试验活动

进行的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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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列表页面包括查询、新增、修改、删除、详情、提交按钮。 

Ø 提交：确定完成实验室风险评估，提交后不可修改，并可继续进行残余

风险评估。 

二、 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详情页面包括保存、保存新建、保存复制、保存返回按钮。 

在属地风险评估的详情页面中，有实验室风险评估项子表，可从参考风险数

据库中批量选择。 

三、 实验室风险评估（用例说明） 

1、 确定评估对象：选择房间名称，确定需要评估的实验室用房。 

2、 确定评估内容：点击实验室风险评估项子表的“新增”按钮，从参考

风险数据库中批量选择。 

3、 批量录入和保存：实验室及其风险评估项选择完毕后可在子表的列表

页面直接录入相关信息（注意：列表页面操作完后须点击列表右上角的“批量保

存”按钮保存，如上图红框标示）。 

4、 评估完成和提交：所有实验室评估项完成后返回属地风险评估列表页

面，点击“提交”完成属地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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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KLCDIJ 

残余风险评估是以实验室风险评估项为单位，对中等及以上风险进行二次评

估，系统根据已完成的属地风险评估自动列出需要进行残余风险的评估项，不可

新增或删除。 

一、 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列表页面包括查询、修改、详情、提交按钮。 

Ø 提交：确定完成实验室残余风险评估项，提交后不可修改。 

二、 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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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页面包括保存、保存返回按钮。 

在残余风险评估的详情页面中，有实验室残余风险评估项子表，系统根据业

务配置自动获取 25 个残余风险评估项。 

三、 实验室残余风险评估（用例说明） 

1、 选择风险项：基于属地风险评估的结果，从残余风险评估功能中勾选

状态为“待评估”的风险评估项，点击“修改”进行残余风险评估。 

2、 残余风险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对风险评估项的 25 个残余风险评估项进

行执行情况的判定，列表批量操作后点击“批量保存”按钮。 

3、 判断残余风险等级：残余风险评估项评估完毕后，确定风险评估项的

“剩余风险等级”，保存后返回列表页面，点击提交，完成该风险评估项的残余

风险等级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