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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使用须知 

为保证系统顺利使用，请使用 IE浏览器（版本 IE8-IE10，分辨

率 1024 x 768以上），请在使用系统时暂时关闭 360安全卫士、瑞星

杀毒软件、百度安全卫士等软件。按以下步骤设置浏览器、安装控件。 

如在系统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请联系系统管理员。 

联系电话：010-61935701  

电子邮箱：zhao_yuan@iapcm.ac.cn 

1.1 设置浏览器 

1.1.1 查看浏览器版本 

使用系统前，请检查 IE 浏览器版本。点击 IE 浏览器右上角 “帮

助”图标（IE8，见图 1）或“工具”图标（IE9、IE10，见图 2）。 

           
图 1  IE8 图标 

图 2  IE9、IE10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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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关于 Internet Explorer”， 弹出“关于 Internet Explorer”

窗口，查看 IE 版本。 

图 3  浏览器版本 

 

1.1.2 IE8 浏览器设置 

 加入可信站点 

打开 IE 浏览器，点击“工具”菜单，选择 “Internet 选项”查看

“Internet 选项”设置框，如图 4 所示。 

图 4  Internet 选项 

单击图 4 中的“站点”，弹出“受信任的站点”窗口，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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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ep-scns.ac.cn 添加到网站列表。（请不要选中“对该区域中

的所有站点要求服务器验证（https）”），如图 5 所示。 

 

图 5  可信站点 

 

 启用 Activex 控件 

点击图 4 中的“自定义级别”按钮，弹出提示信息，如图 6 所示。

将 Activex 控件和插件设置为启用，建议将自定义设置重置为“低”。 

图 6  启用 ActiveX 控件 

 

 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http://www.caep-scn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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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Internet 选项，点击“隐私”选项卡，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

序，如图 7 所示： 

图 7  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1.1.3 IE9 浏览器设置 

 加入可信站点 

打开 IE 浏览器，点击右上角齿轮图标“工具”菜单，单击 

“Internet 选项”，弹出“Internet 选项”窗口，单击“安全”选项卡，

单击“受信任的站点”，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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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Internet 选项安全设置 

单击图 8 中的“站点”，弹出“受信任的站点”窗口，将网站

http://www.caep-scns.ac.cn 添加到网站列表。（请不要选中“对该区域

中的所有站点要求服务器验证（https）”）。如图 9 所示： 

 

图 9 受信任的站点设置 

 启用 ActiveX 控件 

返回 Internet 选项“安全”选项卡，单击“自定义级别”，弹出

“安全设置 – 受信任的站点区域”，如图 10 所示。 

http://www.caep-scn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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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安全设置-受信任的站点区域 

向下滚动右侧滚动条，选中“ActiveX 控件和插件”节点，将该

节点下子节点设置为“启用”，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建议将

重置自定义设置为“低”） 

 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返回 Internet 选项，点击“隐私”选项卡，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

序，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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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IE10 浏览器设置 

 加入可信站点 

打开 IE 浏览器，点击右上角齿轮图标“工具”菜单，单击 

“Internet 选项”，弹出“Internet 选项”窗口，单击“安全”选项卡，

单击“受信任的站点”，如图 12 所示： 

 

图 12  Internet 选项安全设置 

 

单击图 12 中的“站点”，弹出“受信任的站点”窗口，将网站

http://www.caep-scns.ac.cn 添加到网站列表。（请不要选中“对该区域

中的所有站点要求服务器验证（https）”）。如图 13 所示： 

http://www.caep-scn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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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受信任的站点设置 

 启用 ActiveX 控件 

返回 Internet 选项“安全”选项卡，单击“自定义级别”，弹出

“安全设置 – 受信任的站点区域”，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安全设置-受信任的站点区域 

向下滚动右侧滚动条，选中“ActiveX 控件和插件”节点，将该

节点下子节点设置为“启用”，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建议将

重置自定义设置的级别重置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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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返回 Internet 选项主界面，点击“隐私”选项卡，将弹出窗口阻

止程序关闭，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1.2 安装系统控件 

打开平台登录窗口，点击“控件下载”，如图 16 所示。 

 

图 16  控件下载 

下载并解压控件程序压缩包。 

（1）点击“setup.exe”，弹出控件安装窗口，依次点击 OCX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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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安装“确定”按钮，安装成功，如图 17 所示。 

 
图 17  控件安装 

 

（2）点击“NTKOLFUploaderSetup4006.exe”程序安装控件，如

图 18 所示。依次点击“下一步”，安装成功。  

 

图 18  大附件控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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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管理 

2.1 用户注册 

【进入注册页面】：输入网址 http://www.caep-scns.ac.cn:8001/tzzt 

进入用户登陆页面，如图 19 所示。 

 

图 19  登陆界面 

 

【注册用户信息】：点击“用户注册”按钮进入注册页面，如图

20所示,填写注册信息。工作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全称。 

全部填写完成后点击“注册”按钮，完成注册。注意:电子邮箱、

密码为系统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 

 

图 20  注册界面 

http://www.caep-scns.ac.cn: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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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户登陆 

登录方式：进入用户登陆界面，如图 20 所示，输入用户名、密

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系统。 

 

3 提交自荐表 

3.1 填写自荐表 

【新增自荐表】：点击菜单“自荐表”-> “自荐表登记”，进入

自荐表登记主页面，如图 21所示。 

 

图 21 自荐表登记主界面 

 

【填写自荐表】：点击“新增”按钮进入自荐表编辑页面，如图

22所示。 

（1）点击“基本信息”标签，填写自荐表信息、团队主要成员。 

点击“指南编号”，选择项目对应指南；录入自荐表信息（高级

职称、中/初级职称等）；点击“团队主要成员”下方“新增”按钮，

录入团队成员；信息录入后，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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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自荐表编辑页面-基本信息 

（2）点击“能力基础”标签，如图 23 所示，填写团队负责人简

介、团队基础和科研条件信息。 

图 23 自荐表编辑页面-能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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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合作设想及预期成果”标签，如图 24 所示，填写团

队负责人简介、团队基础和科研条件信息。 

图 24 自荐表编辑页面-合作设想及预期成果 

（5）点击“附件材料”标签，如图 25 所示,点击“添加附件”

按钮，上传附件。 

图 25 自荐表编辑页面-附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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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有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生成 PDF”按钮，生成自荐

表书 PDF格式，可点击查看。 

3.2 修改自荐表 

如需修改自荐表，点击自荐表列表上方“修改”按钮，进入修改

界面重新编辑。 

3.3 提交自荐表 

自荐表填写完后，在自荐表编辑页面（图 22）点击“提交”按

钮提交至领域管理办公室。 

3.4 撤回自荐表 

自荐表截止受理时间前，申请人可撤回自荐表，修改后重新提交。

点击自荐表主界面（图 21），点击“撤回”按钮即可撤回提交的自

荐表 

 

4 提交任务书 

说明：联合团队院内负责人提交任务书，院外负责人查看任务书。 

4.1 填写任务书 

【新增任务书】：点击菜单“项目任务书”-> “项目任务书申请”，

进入项目任务书申请主页面，如图 26所示。 

图 26 项目任务书申请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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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任务书】：点击“新增”按钮进入任务书编辑页面，如图

27所示。 

图 27 项目任务书编辑页面 

录入项目名称（系统调用联合团队信息，无需录入）； 

在“项目任务书正文”标签栏点击“项目任务书正文模板”按钮

下载任务书正文模板； 

参照模板编写任务书正文内容，点击“新增”按钮上传任务书；

点击“保存”按钮，上传任务书； 

点击“生成 PDF”按钮，可以生成建议书 PDF格式。 

4.2 修改任务书 

如需修改任务书，点击任务书列表上方“修改”按钮，进入修改

界面重新编辑。 

4.3 提交任务书 

任务书填写完后，在项目任务书编辑页面（图 27）点击“提交”

按钮或任务书主界面“提交”按钮提交至领域管理办公室。 

4.4 撤回任务书 

在提交任务书截止时间前，项目申请人可自行撤回任务书，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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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后再次提交；提交任务书截止时间后，项目申请人不能撤回。 

点击菜单“项目任务书”-> “项目任务书申请”，进入项目任务

书申请主页面，如图 26所示。 

选中撤回的任务书，点击“撤回”按钮，任务书状态变为编制中，

点击“修改”按钮，修改完成后，再次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