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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化学品管理规范 

1.1 化学品管理规章制度 

国家 

法律法规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591 号令）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445 号令） 

《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 版）》 

《易制毒化学品名录》（2005 版）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版)》 

《剧毒化学品目录（2015 版）》 

北京市 

地方标准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第 2 部分：普通高等学校》

(DB11/T 1191.2-2018)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DB11-1191-2015) 

学校 

规章制度 

《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规定》（校发【2015】28 号） 

《实验室技术安全责任追究暂行规定》（校发【2015】29 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校发【2003】1 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补充规定》（校发【2007】105 号） 

《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校发【2009】88 号）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物处理实施办法》（校发【2007】69 号） 

1.2 学校化学品采购要求 

学校实行化学品（含压力气瓶）采购、使用信息化管理。师生均

须通过学校化学品采购管理系统（网址：http://whgl.ustb.edu.cn:8000）

采购化学品（含压力气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严禁系统外私购。 

针对系统中暂无的化学品，实验室可联系平台供应商、由其将相

关产品加进系统后购买，或自行购买（购买危险化学品时须按学校原

有规定线下办理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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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化学品采购审批流程图 

  

签收后，订单状态 “待结账” 

购买人登录平台 
在线查找产品、下订单 

说明：仅授权教职工登录，登录账号为工号，初始
密码为工号后四位。平台暂无的化学品，可与平台
供应商联系，由供应商将相关产品添加至平台 

收到发票一个月内 
持相关凭证结账报销 

说明：实验室收到发票 1 个月内，持系统打印的《审
批表》、《流水表》及供应商发票到财务处结账报销，
报销时须在财务系统业务单注明“订单教师工号”，
报销完毕及时通知供应商 

进入审核程序，
可通过“采购—待
审核—查看”，查
询审核状态 

审核通过，订单状

态 “待确认”，等

待供应商发货 

未通过，订

单 状 态 为

“已驳回” 

供应商发货 
货至后勤北库或实验室 说明：一是校本部地址的，易制爆品、易

制毒品及剧毒品均送至后勤北库，由后勤

北库统一收货，实验室收到系统“已到货”
提示后，派双人去北库取货，取货现场登
录系统签收；其他危险化学品、普通试剂
和气瓶由供应商直接送至实验室。 

二是订单地址为其他地址的，由供
应商直接送至实验室，实验室登录系统签
收货物，并电话通知后勤北库（62332724） 
 

相关部门在线审核 
审核程序分为三种 

普通生化试剂审核程序：由实验室审核 

普通类危化品审核程序：由实验室、学院、资产管
理处、保卫保密处先后审核 

易制毒、易制爆及剧毒品审核程序：由实验室、学
院、资产管理处、保卫保密处、后勤管理处先后审
核，由后勤管理处按规定上报备案 

发货后，订单状态 “待收货” 

收货后，订单状态 “已到货” 

领用现场，登录签收 
签收情况，告知北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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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系统简介 

2.1 系统组成 

包括采购助手、实验室管理、学校审批系统、经销商后台等模块。 

 

2.2 组织结构 

实验室责任教师，实验室成员，学院、资产管理处、保卫保密处、

后勤集团、产品经销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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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登录地址 

whgl.ustb.edu.cn:8000 

2.4 登录方式 

登录输入账号密码，点击“登录”按钮。 

登录账号为实验室责任教师的“工号”，初始密码为“登录账号后

四位”，请登录后在“个人信息”栏内及时更改密码。教师须妥善管理

账号并对账号所购全部产品负责。 

学生登录须由实验室责任教师授权，并使用责任教师的账号及密

码进行操作。 

 

2.5 特殊备注 

请使用 Internet expler7 以上版本访问，推荐 chrome 内核浏

览器，具有更好的性能和兼容性。  

whgl.ustb.edu.cn: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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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个人信息完善 

进入系统首页，点击右上角“姓名”下拉菜单中的“个人信息”，确

认、完善并修改相关实验室信息。 

 

 

  

手机号务必填

写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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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平台供应商 

3.1 遴选方式 

学校定期通过入围资格遴选方式，遴选信誉良好、具备资质的供

应商。2016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共完成五批供应商遴选工作，以及

一批供应商资格复审工作。 

系统运行期间，实验室师生可推荐其他信誉较好、资质齐全、产

品质优价廉的化学品供应商参与学校后期公开遴选工作。 

3.2 资质要求 

平台供应商主要分三类进行管理：普通生化试剂供应商、危险化

学试剂供应商和压缩液化气瓶供应商。 

所有供应商须提供有效期内的三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税务

登记证（国、地）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复印件，其中

经营范围内必须包含相应产品经营范畴。此外危险化学试剂、压缩气

瓶供应商还应提供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许可证或与具有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证单位签署的协议复印件。 

3.3 已有供应商 

序号 复审合格供应商 入围类别 

1 北京百诺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2 北京拜尔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3 北京宏祥恒泰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4 北京华泰经纬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5 北京华威锐科化工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6 北京华夏远洋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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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京金锐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8 北京金泰宏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9 北京聚合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10 北京兰博利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11 北京蓝弋化工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12 北京欧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13 北京勤诚亦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14 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15 北京三源晟兴贸易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16 北京新合联创贸易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17 朝阳翕腾精材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18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19 
上海百赛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20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21 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22 石家庄赛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23 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24 西安宝莱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25 英潍捷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26 烟台盛凯伦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27 中科益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28 上海浩鸿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29 北京浩克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30 东仁化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31 北京迈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32 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33 北京易化成达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34 苏州绘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35 北京擎科新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36 北京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37 成都盛汇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38 北京艾博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39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40 北京达科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41 金恩来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42 北京百斯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43 江苏艾康生物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44 翌圣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45 北京百灵克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46 辰风仪器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47 北京中原合聚经贸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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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赛谱瑞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49 北京恩威天诚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50 北京六合通经贸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51 福斯曼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52 北京信诺金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53 北京西美杰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54 北京艾普希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55 北京艾比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56 北京谱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57 北京莱博润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58 山东昊方信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59 上海笛柏化学品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60 湖南艾科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61 北京博迈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62 
北京翠铂林有色金属技术开发中心有

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63 北京欣恒研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64 北仁化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65 天津希恩思奥普德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66 北京若叶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67 北京天威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68 北京博泰致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69 北京议达成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70 北京康泽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71 吉林省研伸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72 月旭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73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74 北京化玻站生物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75 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 

76 艾览(上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危险化学试剂 

77 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危险化学试剂 

78 北京虹湖联合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危险化学试剂 

79 北京市通广精细化工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危险化学试剂 

80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危险化学试剂 

81 萨恩化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危险化学试剂 

82 上海迈瑞尔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危险化学试剂 

83 西格玛奥德里奇（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危险化学试剂 



北京科技大学化学品采购与管理平台使用手册 

9 

 

84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危险化学试剂 

85 北京伊诺凯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危险化学试剂 

86 北京冬阳化工有限公司 
普通生化试剂、危险化学品、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 

87 北京锐志汉兴科技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试剂、压缩及液化气

体气瓶类 

88 北京海瑞通达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试剂、压缩及液化气

体气瓶类 

89 北京庚昊恒业气体供应站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90 北京海谱气体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91 北京环宇京辉京城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92 北京马尔蒂科技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93 北京普莱克斯实用气体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94 北京市氧利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95 北京泰龙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96 北京兆格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97 北京千禧京城气体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98 液化空气（天津）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99 北京城信顺兴特种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100 北京城信顺兴气体原料销售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101 北京东元气体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102 北京天利仁和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103 北京氦普北分气体工业有限公司 压缩及液化气体气瓶类 

  



北京科技大学化学品采购与管理平台使用手册 

10 

 

第四部分  操作指南 

  

账号登录 
使用实验室责任教师工号登录 

初始密码为工号后四位 

学生登录需凭责任教师账号 

实验室初始化 
填写采购负责人信息 

在线采购化学试剂的前提 

平台采购 
平台内采购产品 

订单的在线审批及管理 

日常管理 
在线进行使用记录 

查询、统计及其他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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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实验室信息初始化（采购前提） 

4.1.1  进入“实验室管理”页面 

方式一：点击系统首页 “我的实验室”进入实验室管理 

 

方式二：点击系统首页“左上角的下拉列表”进入实验室管理 

 

点击进入 

①点击下拉按钮 

②点击实验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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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登录所在实验室 

方式一：点击实验室管理首页中“已有实验室” 

 

方式二：“创建新的实验室”或“查找加入其他实验室” 

 

选择单个实验室点击进入 

说明：目前系统中已有实验室主要根据学院上报的实验

室责任教师情况录入，如有变化请报学院修改相关数据 

点击“创建” 

新建实验室 

并填写信息 

点击“查找” 

查询已有实验

室，申请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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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设置实验室化学品的采购负责人 

进入实验室后点击右上角列表中的“采购”→“设置负责人”，设置

实验室化学品采购负责人，包括： 

①订单审核人:负责审核所在实验室化学品采购订单。 

②签收负责人:实验室接到订单产品后，负责在系统中签收确认。 

③结账负责人：负责实验室化学品采购订单结账、财务报销事宜。 

  

系统默
认为实
验室责
任 教
师 , 可
添加新
审核人 

系统默
认为订
单申请
人 , 可
添加新
负责人 

系统默
认为订
单申请
人 , 可
添加新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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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完善实验室信息 

进入实验室后，点击右上角列表中“设置”→“实验室信息”。

 

4.1.5  添加课题与经费 

进入实验室后，点击右上角列表中“课题”→“课题列表”→“新建

课题”设置实验室课题和经费账户。其中经费账户用于购买化学品。 

经费账户中可设置“免审额度”，有免审额度的经费人员所下的采

购订单金额低于免审额度时，该订单可不通过订单审核人审核。 

①实验室名称
务必填写“楼宇
简称+房间号” 
②加“*”号的
字段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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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填写经费账户后，在系统中下订单时可
直接选择有关经费科目，不须另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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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实验室角色及人员任务划分 

 

上述 1-5 所列步骤是实验室采购运行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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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平台采购 

4.2.1 检索产品 

 

4.2.2 加入购物车

 

关键词检索区 

分类导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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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选择实验室与订单审核人 

 

4.2.4 提交订单 

 

  

收货地址、联系方式等填写正确 

可指定或不指定经费卡号 

对供应商有特殊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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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查询订单状态（待审核、审批中、采购中和已签收） 

下单成功后，点击进入“实验室管理”页面查询及管理订单。 

 

4.2.6 订单签收（单个签收、一键签收） 

①点击 “一键签收”按钮，弹出签收对话框； 

②在弹出页面上点击“添加”按钮，上传收到的货物照片。 

待审核：等待实验室负责人审核 

审批中：等待学院或学校职能部门审核 

待确认：已通过学校审核，等待供应商发货 

待签收：供应商已发货，等待收货 

已到货：产品已到后勤北库，待实验室领用 

已签收：实验室已到后勤北库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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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收货特别提示 

订单状态 “已到货”，实验室按照下列方式进行签收货物： 

①订单地址为校本部（学院路 30 号校区） 

易制爆品、易制毒品及剧毒品由实验室派双人至北库领用、验收

货物，现场登录系统“签收货物”； 

压缩及液化气瓶由后勤集团与供应商一起送至实验室，实验室登

录系统点击“签收货物”。 

其他危险化学品、普通生化试剂由供应商直接送至实验室，实验

室登录系统点击“签收货物”。 

②订单地址为校本部以外其他地址 

由供应商直接送至实验室，实验室登录系统“签收货物”，同时电

话通知后勤北库（6233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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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结账报销 

4.3.1 基本流程 

实验室打印《化学品审批表》、《化学品流水表》及供应商提供的

发票到财务处结账报销，同时须在财务报销单中注明“订单教师工号” 

特别说明：拿到发票后务必尽快履行财务手续，收到发票起１月

内未报销，将不能在系统中购买产品。报销完毕及时通知供应商。 

 

4.3.2 审批表及流水表打印 

①进入“实验室管理”首页，点击“采购”→“结账管理”； 

②选择订单右侧“结账”按钮，可选择单个或批量订单结账； 

③弹出结账对话框后，点击对话框中“结账”按钮打印表格； 

④特别说明：如果打印时受到浏览器阻止导致打印失败，可以点

击“采购”→“结账管理”→“已结账”，选择打印审批表或流水表。 

用户网上 

自行打印 

供应商提供 

签收货物时取得 

按学校财务规定

履行报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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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审批表示例 

分为《普通生化试剂采购审批表》、《普通类危险化学品采购审批

表》、《管制类危险化学品采购审批表》三种，报销人员持任一审批表

即可，具体格式见下图。 

 

步骤④ 再次打印表格 



北京科技大学化学品采购与管理平台使用手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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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流水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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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日常管理  

4.4.1 日常使用在线登记 

进入“实验室管理”首页，点击“物料”→“物料列表”→“试剂”，选

择需要使用的化学品，点击右侧“领用”按钮 

点击“领用”后，在弹出的对话框内填写领用数量、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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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审核使用登记信息 

点击“物料”→“物料列表”→“申请审核”中对化学品使用记录信

息进行审核，点击右侧“同意”或“驳回”按钮。 

 

特别提示：请及时做好物料领用记录，未做物料领用记

录或购买量大于库存量时，将不得再次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