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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概述 

近年来，许多企业都面临项目管理系统过时的问题。科技项目愈加庞大且繁

杂，传统的“申请——审批——人为控制实施——结题——收尾”的工作流程应

用范围越来越窄，许多项目都增加了额外的流程，而且不同项目的流程也有很大

差异。这就导致了企业在管理上的纷繁杂乱。 

科技管理系统的研发应用方面国内起步较晚，目前，国外大型企业基本都已

使用专业的科技管理系统，通过实践不难看出，一套完善的科技管理系统能够很

大程度上提升效率，减少出错几率。专业的科技管理服务系统已成为大势所趋。 

万方数据科技项目管理服务系统采用万方工作流引擎，可为企业定制各种各

样的项目管理方式，如科研项目、试验项目、生产项目等等，所有项目流程均由

客户指定。在管理中，系统以项目为单位，支持从项目立项到各阶段审批功能，

并通过项目全流程管理及展示中心展示项目在各阶段的所有资料和成果，并提供

查询功能。 

2. 科技项目管理服务平台 

科技项目管理服务平台是科技管理服务系统的前端展示方式，是用户管理的

一站式办公中心。 

用户登入一站式办公中心，完成项目管理的各阶段待办任务。 

系统显示该用户的待办审核任务列表，用户可点击审核按钮进入审核页面，

根据用户的权限和审核级别查看相应信息，并审核通过或不通过该项任务。根据

审核结果系统调用工作流引擎流转到相应阶段。审核后的任务将从待办审核任务

列表移除。在科技管理系统的具体功能如下： 

（1） 检索科技成果库和项目成果集库； 

（2） 对项目申请人，支持修改、删除和调序科技项目； 

（3） 对项目审批人，支持单项或批量审批项目； 

（4） 对项目审批人，已审批过的项目不再显示。 

（5） 支持项目名称检索； 



（6） 项目审批后调用邮件推送或移动推送联系下一阶段相关人员；邮件里有链

接可直接进入相关页面进行操作。 

以上均为基本功能，如有需求，可定制其他更加个性化的功能。 

 

3. 项目管理及项目列表 

（1） 检索科技成果库和项目成果集库； 

（2） 项目管理区可显示各种类型项目的流程，每个阶段是一个功能键，点击可

以查询相应项目； 

（3） 在项目管理区可以点击项目立项进入项目立项页面，申请项目立项；可以

上传有关项目立项的相关文件； 

（4） 支持用户自定检索项，如按照项目编号、承担单位、项目名称、负责人、

立项时间、专业、阶段等项实施组合查询； 

（5） 查询结果表示在企业管理频道页面项目列表区，支持分页显示、排序； 

4. 项目全流程管理及展示中心 

4.1. 项目成果附件展示区 

企业可自定成果展示区模块，例如：验收文件、技术标准、专利、技术报告、

论文、科技奖励等，展示文件包括文档、图片、视频、音频。 

4.2. 项目基本信息区 

项目基本信息区可展示每个项目的最基本信息，如项目名称、承办单位、负

责人等信息。基本信息同样支持定制。 

4.3. 项目过程管理区 

项目过程管理区一般包括历史记录和当前阶段管理区，按照项目的实施阶段



顺序排列。阶段中使用的相关文件可以多次上传、删除、点击可下载，并保存于

项目成果集库中；在阶段审核后，相关成果信息可添加到科技成果库中，并在页

面成果区的对应分类里展示。 

项目修改、审批后，调用工作流引擎流转到相应阶段，并支持通过邮件推送

接口或移动推送接口联系下一阶段相关人员。邮件中可提供地址链接，以方便相

关人员直接进入页面进行操作。 

本管理区权限严格，系统可定制各种类型人员，每一类人员都有相应的限定

区域，无法跨区操作。 

5. 项目管理工作流程 

下面以某项目管理的项目立项阶段、开题阶段的业务流程为例说明流程管理

的工作流设计原理，其他阶段与此相同： 

1. 项目立项阶段 

项目申请者在企业管理系统页面的项目管理区选择项目，从展现出来的管理

流程里点击项目立项，打开项目立项申请页面。填写项目基本信息，项目背景、

研究内容与预期目标、项目进度与完成期限、效益预测、年度计划与经费预算等，

上传立项申请书等相关资料。保存后在资源栏中表示刚创建的项目文档。在项目

列表区表示刚建立的项目，项目状态为立项申请。项目申请者只能修改项目基本

信息，无法审核自己的资料。 

申报单位管理者进入一站式办公中心，选择待审核的立项申请，进入项目全

流程管理及展示中心。或者从频道页面检索该项目，点击项目标题进入全流程管

理及展示中心。填写页面上的申报单位意见、签章和日期，还可上传意见书。同

意后工作流引擎根据流程流转该项目至下一个审核环节。项目基本项目等为表示

项目信息，审核者无法修改。若不同意则该项目将被关闭。若认为申请力度不够

可以将该申请返回项目申请者，通过邮件联系项目申请者。 

审核单位审核者的审核流程和申报单位管理者一样，在项目全流程管理及展

示中心填写审核单位意见、签章和日期，同意后该项目将进入开题阶段。并形成

科技简报。审核中的资料里项目立项申请书最终将在项目成果区展示。此阶段最



终审核后，将被系统关闭，只有系统管理员可以打开查看。 

2. 开题阶段 

项目承担者进入一站式办公中心，选择项目进行修改，在项目全流程管理及

展示中心页面上，修改项目情报或上传相关论文、专利、标准等资料。审核区域

为不可修改的状态。点击保存后系统工作流引擎流转该项目至下一审核者，并邮

件通知相关人员。 

项目承担单位审核者从待办任务列表选择该项目，在项目全流程管理及展示

中心填写承担单位审查意见、签章和日期，点击同意后该项目流转至下一个审核

环节。 

企业审核者同承担单位审核者一样，打开项目全流程管理及展示中心页面填

写审核单位意见、签章和日期，点击同意结束开题阶段的审核工作。此阶段的标

准、专利和论文也有各自的管理流程，流转过程和项目开题想定为一致。 

开题阶段最终审核通过后，各项专利、论文、专利等资料将在项目成果区展

示。此阶段将被系统关闭，只有系统管理员可以打开查看。 

根据想定业务流程，我们设计了项目管理项目申请和开题阶段的工作流引擎

执行方案，这只是工作流设计的一个实现示意图，在需求阶段将根据实际业务要

求再进行调整。 

其它阶段的流程想定与上述两个阶段类似。 

例图如下： 

 



 



6. 项目统计及报告中心 

项目统计及报告中心依据用户预先设定好的条件对科技成果库进行统计，统

计结果在企业管理频道页面的项目统计及报告中心以图形方式展示。 

项目统计条件举例： 

（1） 统计科技成果库（包括总公司及所属各分子公司）； 

（2） 统计成果包括：科技项目、技术标准、专利、论文、报告、获奖情况； 

（3） 统计阶段：从立项开始到奖励结束； 

（4） 统计指标：包括绩效类、进度控制类、费用控制类、时间类、成果类、比

较类等； 

页面上的统计指标可以点击查看详细数据；项目科技主管和系统管理员可以

按月、按年度导出报表。 

 

7. 资源发现 

科技项目管理服务系统可直接检索“科研成果共享系统”内部数据库，轻松

查找各类项目成果。 

（1） 专业的多种资源检索方式，支持一框式检索、高级检索、二次检索、用户

自定义检索等方式，支持搜索结果二次过滤、结果聚类； 

（2） 多种资源导航方式，辅助查找资源； 

（3） 资源列表查询，通过下拉菜单及查询框组合查询科研成果共享系统中各类

资源的明细表，并能浏览详细信息。 

8. 优势 

8.1. 万方优势 

1) 信息处理加工优势 

国内最现代化数据加工基地，全套规范化加工生产线； 



高清晰扫描、OCR 识别、人工智能标引、PDF 制作技术等； 

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 

2) 市场与合作优势 

深厚的背景依托； 

成熟的市场营销体系； 

参与国家基础研究项目经验； 

与国外优势品牌合作。 

3) 管理优势 

强大的品牌形象维护； 

“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标准化客户服务体系； 

完善的企业运营支持； 

标准的客户培训系统。 

4) 服务优势 

数字出版全业务流程支持； 

政府研究项目能力； 

行业知识内容建设； 

客户行为统计与个性化服务； 

面向服务的系统架构设计。 

8.2. 资源优势 

万方数据公司作为国内信息资源的集大成者，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

资源数据库近百个。万方数据公司的客户也遍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全国高校

客户占有率达到了 95%，省级情报所客户占有率达到了 90%，研究院所客户的占

有率达到了 70%。目前万方数据公司也在积极与政府、军队、医药、电力、冶金、

化工、通信、农林、建筑、交通、金融、家电、轻纺、环保、矿业等行业进行广

泛的合作。 

 资源概览： 

资源名称 数量 资源特点 



中文期刊 7640 种 正式出版物的期刊论文 

中文会议 173 万篇 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 

西文会议 31 万篇 国内组织的国际会议的论文 

学位论文 204 万篇 中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博士、硕士论文 

中外标准 37 万篇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中外专利 979 万篇 979 万项中国专利全文信息，3354 万项国外专利 

法律法规 61 万篇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以及我国参与的国际条

约 

方志图书 4 万册 地方志、百科、辞典、史书、年鉴、图案、教辅、科普读物 

视频 67万分钟 科技专题片近万部，涵盖 20 多个行业 

机构 20 万家 国内外企业机构、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信息机构的信息 

专家 2 万个 国内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名人信息 

学者博文引

文 

50 万篇 国内各学科杰出学者所撰写的优秀学术博文 

  

 万方数据还与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联手推出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该服

务通过“原文下载”的资源获取方式，为客户提供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的海量资

源。 

资源概览：  

资源名称 数量 特点 

中文期刊 16000 多种期刊 收藏年份跨度：1977 年至今 

中文会议 64000 多册 收藏年份跨度：1982 年至今 

中文学位 210 万余册，年增量 20 万余册 收藏年份跨度：1957 年至今 

是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学位论文法

定收藏单位 

外文期刊 西文 15000 多种 

日俄约 4000 种 

国内独家馆藏 4000 多种 

收藏年份跨度：1968 年至今 

几乎覆盖所有国外工程技术类核

心期刊 

被 SCI 收录期刊 1000 多种 

被 EI 收录期刊近 1000 种 

外文会议 13 万册，每年新增印本约 2000 册 收藏年份跨度：1968 年至今 

外文学位 34 万册，每年新增近 4 万册 ProQuest 公司电子版国外优秀

硕博士学位论文在国内的三个镜

像站点之一 

外文工具书 检索工具书 30 万余册，国外参考

工具书 2 万余册，每年新增各种工

具书500册以上累计采集电子版参

考工具平台16种，包括光盘版CA、

收藏年份跨度：1964 年至今其他

大套的工具书还包括： 

Fluid Abstracts 
Chemical Industry Notes 



NSI、NTIS，网络版 EI、INSPEC、

ISTP、ISI 的 Web of Knowledge

中的 ESI、SCI、SSCI、JCR、DII、

MEDELINE、FSTA、BP 

World Ceramics Abstracts 
World Textile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Civil Engineering 

Abstracts 等 

外文科技报

告 

美国政府四大套报告 AD、DE、

NASA、PB 约 125 万份；以及进

展报告、研究报告、年度报告、机

构论文集、机构年报、学协会出版

物等 40 多万份，每年新增 1000

种以上 

收藏年份跨度：上世纪六十年代

至今类型包括专题技术报告、技

术进展报告、最终成果报告、组

织管理报告等 

资源获取方式 

通过一框式检索及标签切换，轻松检索想要的资源，点击相应文章文摘信息的“请

求原文传递”按钮，在下一级页面中按要求填写邮箱、姓名等基础资料，提交后，

文献原文可在 2 个工作日内发送到您填写的电子邮箱中。 

 

  

8.3. 技术优势 

1) 开发经验优势 

近年来，万方数据为许多大型企业进行大规模定制开发项目，项目开发经验

之丰、规模之广已在信息服务领域名列前茅。 

2) 技术突出优势 

 依靠多年的大数据研究工作，万方数据在大数据分布式存储及检索方面

有很强的技术基础。 

 万方数据定制开发的软件环境支持跨平台系统部署，如 Linux、Windows

等。 

 凭借多年服务经验制作的 CMS 内容管理系统，将内容管理、发布等工作

高度自动化集成。 

 强大的工作流引擎技术，可为企业定制复杂工作流程，复杂程度可达跨

平台、跨部门甚至跨单位的多级联动程度。 

 万方数据拥有专为客户服务的云存储服务平台，可为客户节省服务器成

本，帮助客户管理数据，优化人力资源。 

3) 项目管理优势 

 团队组织架构明确，包括项目总监、项目经理、架构师、售前、研发人

员、美工、测试人员、售后等，通过项目负责制度严格要求每一类人员



的工作严谨性。 

 项目质量过硬。万方数据获得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承认，有着完

备的质量控制、评审检查标准。 

 成果物完整提交。项目完结后，万方数据为客户提供完全的项目成果，

除客户使用的系统外，还可以提供技术开发文档、技术方案、使用说明

书等，甚至如果客户需要，我们能够提供完整的源代码。 

 

9. 客户案例 

神华国华电力应用万方数据产品，将数量众多的项目类型统一管理，通过工

作流引擎一步一步引导使用者，简化项目管理难度，极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力物力

和时间。 



 

项目申请页面 

 



 

项目全流程管理及展示中心页面 



10. 售后服务及培训 

万方数据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机制。 

10.1. 培训制度 

万方数据拥有完善的培训制度，依据客户实际情况和需求，可采用现场和集

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另外，我们除了为客户提供书面培训资料，还能提供视频

培训资料。 

10.2. 常规售后服务 

（1） 热线响应服务 

公司提供 24 小时热线电话的技术相应，在受到用户的电话或者传真后，及

时对技术问题作出相应，提供技术支持，快速的指导用户技术人员解决问题或排

出故障。 

（2） 远程接入服务 

当热线服务无法解决问题时，维护工程师在最终用户授权下，直接以远程终

端方式介入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并采用可能的措施排出故障；在工作时间内，可

以在接到维修电话后一个小时内启动远程诊断和恢复程序。工作时间外，相应时

间不超过 5 个小时。 

（3） 紧急现场维护服务 

对于电话相应或者远程均无法解决的问题，公司将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解决。 

（4） 定期巡检服务 

公司将指派专门技术人员定期到用户现场进行巡检，跟踪系统运行，解答用

户提出问题。 

10.3. 后续开发 

万方数据的开发理念不同于大部分公司“针对项目而开发，项目结束开发完

结”的理念，我们开发的系统都留有“后续开发”的余地。试想一下，企业购买



的系统封装严格，各个模块不可更改，在投入使用一两年后，企业想要增加新的

功能或更改已有功能只能重新开发一整套系统，这是严重的资源浪费。万方数据

着眼未来，以深厚的技术基础将系统做成开放式可后续开发模式，为企业提供长

久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