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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登录和注册

1.1 登录

输入地址，进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主页（图 1-1 所

示）。点击右上角的“登录”进入。

首页

登录界面，用户可使用科力芯平台账号登录。

科力芯平台账号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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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注册

1. 点击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主页左上角的“注册”

按钮或点击登录界面的“立即注册”，查看用户协议点击“同意协议”，

然后根据要求填写注册信息（如图 1-3 所示）。

注册界面

2.正确填写注册信息后，用户可选择手机验证账号，用户填写的

手机号并点击“获取验证码”将收到验证码，请用户在一分钟内填写

验证码，并点击“立即注册”即可成功注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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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密码

3.忘记密码，点击图 1-2 中左下角“忘记密码”，可以找回平

台账户。用户可通过验证绑定的手机号，更改账户密码，找回账户。

1.3 实名认证

用户注册成功之后，因为要保障平台各类信息真实性，平台用需

经实名认证便可使用平台上的各类服务和信息，需要用户在注册成功

后，到用户中心的账号概况中进行实名认证。也可以点击注册成功页

面上和首页顶部的“去认证”快速入口进行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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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进入用户中心--账号管理--账号概况--实名认证进行

认证操作。

用户按企业用户、个人用户、创客用户三类选择账户角色，填写

相关信息后进行认证。

第二章 用户入驻

用户在注册完成并登录后，点击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

主页右上角的“免费入驻”按钮，在线申请入驻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

服务云平台。企业可通过平台找到为创业者提供大型仪器、投融资、

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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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机构加盟

服务机构在注册完成并登录后，点击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

平台主页右上角的“免费入驻”按钮，选择“机构加盟”板块，在线

申请入驻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科技创业服务机构可申请

成为平台服务机构，为创业者提供大型仪器、投融资、知识产权等方

面的咨询和服务。

2.2 入孵申请

用户在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注册成功后，可点击右上

角“免费入驻”，进入入驻申请页面选择“入孵申请”，填写相关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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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资料。

2.3 申请创新券

用户在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注册成功后，可点击右上

角“免费入驻”，进入入驻申请页面选择“申请创新券”，填写相关

申请资料。

2.4 智库人才认证

用户在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注册成功后，可点击右上

角“免费入驻”，进入入驻申请页面选择“智库人才认证”，填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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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申请资料。

第三章 用户中心

3.1 在线下单

1.搜索：买家点击大型仪器、知识产权任一项或关键词搜索，就可以

进入该类商品搜索页面，点击指定服务项目，进入服务订购界面。

大型仪器搜索



10

仪器详情页面

用户下单页面

2.用户按点击立即订购，系统会弹出订购成功提示框，并等待卖家确

认接收订单。买家可点击右上角“用户中心”，进入买家中心选择“订

单管理”查看。用户在“订单管理”中可以进行订单的查找、订单查

看详情、取消订单和确认订单操作。



11

用户买家中心页面

用户订单管理页面

3.2 评价管理

用户在订单确认完成后，可点击“评价订单”对该服务订单进行评价，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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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评价页面

3.3 我的收藏

用户按点击下图中的收藏，买家可点击右上角“账户中心”，进入用

户中心选择“我的收藏”查看。用户在“我的收藏”中可以查看所收

藏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机构详情，也可以进行取消收藏操作。

收藏服务机构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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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我的收藏页面

3.4 科技培训

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的用户在科力芯研究院，可以报名其

针对中小微创业者所提供的培训课程，用户可在线直接报名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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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我的创新券

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为平台用户提供株洲市科技创

新券申请与兑现功能，包括创新券申领、创新券兑现。

用户填写相关信息通过创新券申领，后台自动匹配该年度的创新

券券号，显示该企业创新券发放额度等信息。

用户通过填写创新券兑现信息，提交到管理后台后，有平台管理

人员对兑现信息进行审核。

创新券兑现页面

3.6 修改密码

用户可点击右上角“账户中心”，进入用户中心选择“修改密码”

对自己账户的密码进行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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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修改密码页面

第四章 平台服务

4.1 科技创新券

实现科技科创券资料收集与形式审查功能，包括科技券介绍、创

新券申领、使用流程等内容展示。

科技创新券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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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机构风采

机构风采是专为服务机构提供的对外展示的板块，用户点击“机

构风采”进入后，平台服务机构的列表页面。

机构风采列表页面

4.3 科技金融

综合展示科技金融政策，展示融资案例，展示金融科技项目，展

示投资机构、金融保险，金融信贷等金融科技要素，主要包括金融信

息、金融机构、科技金融补贴、科技成果转化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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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页面

1.金融机构展示，包括银行、基金、保险、担保、证券、信托六

个类型。

2.金融政策展示，包括投资、贷款、保险、补贴四个类型。

3.3.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包括基金介绍、拟投项目、已投项目、成

功案例。

平台用户在买家中心的科技项目模块，点击“新增”即可发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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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转化投资项目。

用户中心科技项目发布

4.4 科力芯研究院

为株洲市企业提供科技政策培训、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以及科

技创新前沿课题研究。主要包括科技培训、培训报名、人才智库展示、

调查问卷。

科力芯研究院页面

4.5 科力芯孵化器

孵化器平台是对应的是展示科力芯孵化器板块，科力芯孵化器展

示平台孵化器相关介绍和资源。用户通过点击查看孵化器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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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点击查看孵化器详情介绍。包括：优质项目、线上路演、孵化

课程、课程报名管理、成功案例、入孵企业管理。

科力芯孵化器页面

4.6 创新平台

展示各创新平台的动态信息：含创新平台的活动展示，创新平台

的介绍，创新平台的交流。通过将各类创新品进行资源展示、全方位

了解株洲创新平台的优势、形成合作创新适应科技多功能需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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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科技政策

科技政策是科力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云平台为平台用户提供最

新政策展示的模块，平台用户可使用该模块浏览最新的政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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