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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系统登录 

山东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运行在山东大学网

络中心一台服务器上，在 Internet 环境中，申报人可以在任意地点、任何时间通过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到该系统，也可以以来宾身份访问该管理系统。管理系统网址为 http://202.194.7.30/。  

1.1 用户登录 

 将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在浏览器地址栏内输入管理平台网址：http://202.194.7.30/，连

接到管理系统，显示系统首页，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管理系统登录界面 

登录管理系统后，申报人点击系统右上角“登录账户”超链接在弹出的登录框中填写账号

和密码后可登录申报人管理系统。如果是来宾用户，可以进入“通知公告”、“项目指南”、

“材料公示”、“评审结果公示”等系统栏目，查看相关信息。 

对于来宾用户如需要登录系统需要管理员分配账号后，方可正常登陆。 

 

1.2 忘记密码 

用户默认密码为自己的工号，第一次登录后请及时更新自己的密码。如果用户更改密码后

http://202.19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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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未登录忘记登陆密码可在登陆界面点击“忘记密码”超链接，进入找回密码界面。如图

1-2 所示。 

 

图 1-2 管理系统找回密码界面 

输入注册时注册的邮箱填写验证码系统会发送一封邮件到该邮箱，邮箱内有该账户的用户

名和新密码。如忘记注册时的邮箱或邮箱已不使用请联系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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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申报人用户功能 

在系统平台中，申报人是主要用户之一，通过该平台，提交自己的申报材料、下载申报书、

项目管理等功能。系统可申报的项目分为四个大类：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专项项目和教学成

果奖。其中重点项目包括：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一般项目包括：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精品

教材建设、课堂教学改革、优秀教学团队建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实践教学研究、青年

教师教学研究、教学管理与服务改革、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研究。专项项目包括：跨校区

本科教学共建共享、新工科研究与实践、暑期学校。 

每类项目都对应相应的申报书结构和不同的指标评价体系，申报人按照所申报的项目类型

在线完成申报书内容的填写，提交后学院和学校会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评审等操作。 

2.1 申报人管理系统首页 

申报人登录管理系统后默认显示当前登录的页面，点击右上角头像或姓名选择个人中心进

入用户功能界面，如图 2-1 所示。 

 

图 2-1 申报人用户功能界面 

申报人登录管理系统后，在用户区显示提示信息，显示当前账户的一些基本信息，以及最

近申报项目的具体状态和个人消息。左侧菜单集成了申报人角色的全部功能，包括以下几个功

能： 

（1）申报人个人中心：用户登录后的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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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头像：可以通过上传或拍摄更改自己的头像。 

（3）站内消息：该模块可以查看管理员发送的私信内容。 

（4）项目信息：该账户提交的所有申报项目信息，可查看当前项目状态、继续提交、修

改项目、预览申报书、下载申报书、立项后的项目管理。 

（5）教学成果奖：该账户提交的当前教学成果奖信息，可查看当前项目状态、继续提交、

修改项目、预览申报书、下载申报书。 

（6）修改信息：修改密码、个人信息维护。 

2.2 修改头像 

点击左侧“修改头像”超连接，在右侧工作区显示修改头像界面，可通过上传或拍摄进行

修改。见图 2-2 所示。 

 

图 2-2 申报人角色“修改头像”界面 

2.3 资料和密码修改 

点击左侧“修改信息”超连接，在右侧工作区显示修改资料界面，见图 2-3，可对账户密

码和个人资料进行修改，如只修改资料不更改密码密码区域直接留空不要填写即可。申报人填

写的资料会在项目申报时自动填入申报书中，方便申报人填写。 



山东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管理系统用户使用说明书 V2.0 

5 

 

图 2-3 申报人角色“修改信息”界面 

第 3 章 项目申报管理 

项目管理中包含项目申报、保存、提交、预览、下载、开题、中期检查、结项等功能。 

3.1 项目申报 

点击管理系统导航“项目指南”超链接进入项目指南页面见图 3-1所示。 



山东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管理系统用户使用说明书 V2.0 

6 

 

图 3-1 申报人角色“项目指南”界面 

点击标题可查看详细介绍，见图 3-2 所示， 

 

图 3-2 申报人角色“项目指南”详情界面 

点击“项目申请”按钮即可进入项目选择页面，直接点击导航“项目申请”也可以进入该

页面，见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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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申报人角色“项目申请”界面 

点击右侧的“申请”按钮，进入项目填写界面，当前年度每个项目每个申报人只能申报一

次。见图 3-4，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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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申报人角色申报界面（封面填写） 

 

图 3-5 申报人角色申报界面（简表填写） 

 

3.2 项目申报保存与修改 

项目申报页面顶部和底部各有一个 “提交”和“保存”按钮，点击“保存”按钮填写的

项目申报资料可临时保存不会提交，后续可继续进行填写修改操作，点击“提交”按钮后则会

进入下一步项目审核流程，项目不可再修改。见图 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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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申报人角色申报界面（保存） 

 

项目提交以后学院或管理员审核不通过需要重新修改时，在个人中心>>我的项目 栏目下

该项目右侧会出现“修改”的超链接。点击“修改”可对项目资料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可再

次提交，见图 3-7 所示。 

 

图 3-7 申报人角色项目修改界面 

3.3 项目申报查看/预览/下载申报书 

申报项目一经保存或提交即可在申报人个人中心>>我的项目中查看当前项目状态和预览\

下载该项目，下载格式为 PDF。见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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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申报人角色下载申报书界面 

3.4 项目开题 

申报项目立项后管理员会发布对应项目类别的开题通知，发布开题通知以后对应项目即可

填写开题报告。见图 3-9 所示。 

 

 

图 3-9 申报人角色开题界面 

点击“填写”超链接，即可进入开题报告填写界面。见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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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申报人角色填写开题报告界面 

填写对应的内容后点击“确认提交”，即可提交开题报告书。提交后如果是学院推荐的项

目会进入学院审核阶段，个人提交的项目进入学校审核阶段。如审核不通过会返回重新修改，

修改完毕重新提交即可。审核通过后申报人可下载对应的开题报告书，如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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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申报人角色下载开题报告界面 

3.5 项目中期检查 

申报项目到中期检查的时间后管理员会发布对应类别的中期检查通知，发布中期检查通知

以后对应项目即可填写中期检查报告。见图 3-12 所示。 

 

 

图 3-12 申报人角色中期检查界面 

点击“填写”超链接，即可进入中期检查报告填写界面。见图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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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申报人角色填写中期检查报告界面 

填写对应的内容后点击“确认提交”，即可提交中期检查报告书。提交后如果是学院推荐

的项目会进入学院审核阶段，个人提交的项目进入学校审核阶段。如审核不通过会返回重新修

改，修改完毕重新提交即可。审核通过后申报人可下载对应的中期检查报告书，如图 3-14 所

示。 

 

图 3-14 申报人角色下载中期检查报告书界面 

3.6 项目结题 

申报项目到结项的时间后管理员会发布对应类别的结项通知，发布结项通知以后对应项目

即可填写结项报告。见图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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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申报人角色结项界面 

点击“填写”超链接，即可进入结项报告填写界面。见图 3-16 所示。 



山东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管理系统用户使用说明书 V2.0 

16 

 

图 3-16 申报人角色填写结项报告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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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对应的内容后点击“确认提交”，即可提交结项报告书。提交后如果是学院推荐的项

目会进入学院审核阶段，个人提交的项目进入学校审核阶段。如审核不通过会返回重新修改，

修改完毕重新提交即可。审核通过后申报人可下载对应的结项报告书，如图 3-17 所示。 

 

图 3-17 申报人角色下载结项报告书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