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集美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大型仪器 

预约简要流程（试行）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好，由于疫情影响，集美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

台的软件和硬件安装还没有全部完成，但仪器已经可以通过系统

进行预约，为了尽量减少疫情防控工作对大家使用仪器的影响，

特制定以下简要预约使用流程： 

1. 登 录 集 美 大 学 大 型 仪 器 设 备 开 放 共 享 平 台

（https://dygx.jmu.edu.cn/），点击校内用户，输入学工号和

相应密码进入系统。 

2.在系统中，请完善个人信息，其中电话，经费来源等属于

必填项目，否则无法正常预约使用仪器；课题组（项目）统一填

“共享系统测试课题组”，在共享系统软硬件控制系统安装完成

后，再将项目调整为实际课题负责人相应的项目。 

3.查询自己所要预约使用的仪器，联系相应仪器管理员老师

将本人拉进“共享系统测试课题组”，并设臵成“不需要审核”，

管理员老师将进行资格审查，第一次使用仪器之前都要经过实验

室安全教育和仪器操作培训，培训合格并通过仪器管理员考核后，

方可上机操作。 

4.进入中心实验室之前，需认真阅读集美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大型仪器预约使用须知（附件 2）。 

5.共享系统具体使用方法详见用户手册（附件 3）。 



6.在预约时间段内，经过审核的资深用户（通过仪器管理员

考核，具有独自上机能力）可以自行刷卡进入中心相应房间使用

仪器。 

7.请加入集美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仪器预约使用讨论 QQ群（群

号：788231655）。 

8.中心试运行期间，各位老师和同学如果有任何问题和建议，

欢迎向中心老师进行反馈，感谢大家的配合！ 

9.在仪器使用中产生的固废和废液等请各位老师和同学带

回各自实验室，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理，并保持中心实验室干净

整洁，感谢大家的配合！ 

 

 

 

 

 

 

 

 

 

 

 

 

 



附件 2 

 

集美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大型仪器 

预约使用须知（试行） 

 

1.进入实验室之前请自行熟悉测试中心的各个出入口及安

全逃生路线、确保气体报警器警示灯处于熄灭状态、室内氧气浓

度正常。 

2.为了确保安全，进入实验室后如无特殊要求，请保持玻璃

门半边处于开放状态。 

3.如果空气开关、电源处于异常状态，请勿私自处理，应立

即求助实验室安全员，电话在门口的门牌上。 

4.实验过程中如遇到氢氟酸、高氯酸、硝酸、硫酸、盐酸等

强腐蚀性化学品喷溅至眼睛、皮肤，请立即前往每层楼指定的洗

眼喷淋处及时用大量水冲洗 15 分钟以上，并第一时间就医并报

告实验室安全员。 

5.实验过程中如遇有机溶液等易燃易爆化学品燃爆，请第一

时间撤离现场，并第一时间报告给实验室安全员。 

6.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应确实履行分类义务，生活垃圾

请投至卫生间门口的市政垃圾桶（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

实验废弃物应分为危险固体废弃物（手套、吸头、离心管、玻片

等）、液体危险废弃物（有机类、酸碱重金属类废液），实验废弃

物必须自行收集并带回自己实验室的危险废物暂存点登记入库，

违者必须接受处罚（首次警告，再者禁止进入中心 3 个月）。 

7.实验过程中必须规范操作，否则由此导致的设备故障维修



费全额由操作者自付。 

8.操作人员有义务确保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有问题或故障

及时与仪器管理员沟通，未经同意不得私自拆、装设备、更换主

要部件。 

9.操作人员有义务保持实验室卫生整洁，使用仪器后及时收

拾桌台面，及时按要求清理垃圾。 

10. 使用者在发表论文时，欢迎于致谢栏说明本中心之贡献，

英文名称：Analyzing and Testing Center of Jimei University。 

 

 

 

 

 

 

 

 

 

 

 

 

 

 

 

 



附件 3 

 

集美大学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平台 

用户手册 

 

 

普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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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台访问登录 

在浏览器（建议使用 360 安全浏览器、谷歌浏览器等）中输入平台网址

（https://dygx.jmu.edu.cn/），进入“集美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平台”。 

界面显示如下： 

 

操作说明： 

1） 如果是校内学生、教职工，无需注册直接点击“校内用户登录”按钮，输入校园

一卡通的学工号和相应密码进入系统。 

 

2） 如果是校外用户，点击“校外用户登录”按钮，未注册的新用户，点击“校外平台

-新用户注册”按钮，按步骤填写相应的信息。 



 

2 系统介绍 

2.1 用户角色 

平台共有 5 种角色，每种角色的操作使用权限范围具体如下： 

角色 身份 操作范围 

普通用户 

仪器购买的课题

组内用户 
预约申请，查询我的预约审核情况，（自主实验）刷卡测试，

消费申诉，消费记录确认和服务质量评价，（委托服务）报

告下载，成果登记 

校内用户（校内学

生、教职工） 

校外用户 

课题组组长 课题组负责人 
在普通用户的功能基础上增加：成员管理，成员预约审核，

成员使用、消费情况查询，课题组结算 

仪器管理员 
学院或中心的仪

器管理人员 

仪器开放预约时间设置，自主实验和委托服务预约审核，使

用记录、消费记录、测试项目收费标准、用户申诉管理，（委

托服务）报告上传，用户评价，仪器状态监测，刷卡记录查

询，培训记录管理，统计名下所有仪器使用情况 

学院管理员 
学院或中心的仪

器管理联络人 

查看本学院的仪器信息、仪器收费标准、开放时间、预约记

录和使用记录 

系统管理员 资产处 

仪器基础数据、测试项目收费标准、仪器管理员管理、仪器

预约状态管理、校外课题组管理、费用结算管理，统计与分

析，系统管理等 



2.2 预约流程 

平台的仪器预约分为自主实验和委托服务两种方式，仪器入网后由仪器管理员设

置好仪器预约的开放时间，课题组负责人将用户加入到相应的课题组后即可预约使用

仪器。 

自主实验流程为：预约仪器→相应的仪器管理员进行审核→上机使用（产生使用

记录）→进行消费确认、服务评价、相应的成果登记； 

委托服务流程为：预约仪器→相应的仪器管理员进行审核→仪器管理员接受样品

或加工材料，自行安排测试工作→发布测试后的成果报告→用户进行成果报告下载→

进行消费确认和服务评价； 

预约流程显示如下： 

 

3 如何预约自主实验仪器 

用户登录系统进入首页：” 

网上预约

自主实验 委托服务

预约时间

刷卡使用
接受样品

测试 测试

发布成果报告

下载成果报告

消费确认 服务评价

预约用户

仪器管理员

选择仪器 预约



 

操作说明： 

1） 点击“个人业务->预约仪器”菜单，进入预约仪器列表，找到相应的仪器，点击

“自主实验”按钮。 

 

2） 预约信息填写： 

1. 选择付款课题; 

2. 点击“选择”按钮确定预约开始和结束时间; 

3. 有样品则新增样品; 

4. 选择是否教学; 

5. 勾选协议，点击“保存”按钮。 



 

3） 预约成功后，可进入“个人业务->我的预约”菜单，查看预约单的审核状态。 

 

 

4 如何预约委托服务仪器 

预约委托服务可参考预约自主实验操作流程。 

5 如何关注收藏仪器 

登录进入系统后，选择“个人业务->预约仪器”菜单，进入预约列表后，切换至图

表式展示，找到需要收藏的仪器，点击关注。 



 

选择“个人业务->关注仪器”菜单，可查看关注的所有仪器，可直接前往预约。 

 

6 如何进行课题组审核 

6.1 成员与课题组管理 

点击“个人业务->课题组成员管理”菜单，进入课题组成员管理页面。 



 

操作说明： 

1） 新增课题组成员后，点击“编辑”按钮，可将成员设置为不需要审核，即成员预约仪器后不

需要课题组负责人进行审核。 

2） 新增课题组成员后，点击“设置为负责人”按钮，即该成员拥有管理该课题组普通成员的权

限。 

6.2 成员预约审核 

点击“课题组成员管理->成员预约审核”菜单，进入成员预约审核页面。 

 

操作说明： 

1） 点击“审核”按钮，进入审核页面，可以设置审核通过和驳回。 

 



7 如何进行消费费用申诉和确认 

7.1 消费申述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个人业务->个人消费记录”，进入个人消费记录页面。界面

显示如下： 

 

操作说明： 

1） 点击“申诉”按钮，系统弹出申诉窗体，用户填写“申诉内容”，点击保存按钮进行

申诉，用户在“我的申诉”模块查看申诉及回复内容。申诉弹窗界面显示如下： 

 

7.2 消费确认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个人业务->个人消费记录”，进入个人消费记录页面。界面



显示如下：

 

操作说明： 

1） 在消费状态为“待确认”的预约记录后点击“确认”按钮，页面进入到确认消费页

面，页面显示预约状态、计费情况等信息，用户在服务质量中进行选择后点击

“确认消费”按钮，进行消费确认操作。界面显示如下： 

 

8 如何查看委托服务的成果报告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个人业务->我的预约”，进入我的预约页面，在执行状态为

已发放结果的预约单后点击“下载”按钮。界面显示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