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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管理   

1.1  项目进度 

1.1.1 点击【项目管理】-【项目进度】，即可查看到所有申请项目的状态、审

查进度及受试者进度等。 

 

1.1.2 进入【项目进度】后点击【项目名称】，在[正在进行的审批]中可以查看

到该项目正在进行的审批情况与进度；在[里程碑（详细进度）]中可以查看到该

项目每一步骤的完成时间及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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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AE 查询 

点击【项目管理】-【SAE 查询】，选中某一 SAE数据后点击【查看】即可查看该

项目严重不良事件上报情况（包含 SAE 报告和审查信息等），并且可以通过各类

搜索条件进行分类查询。 

 

1.3  发票抬头 

点击【项目管理】-【发票抬头】，选中某一项目后点击【编辑】，可录入

项目发票抬头信息。 

注意：提交后不允许线上修改，若有信息变更请线下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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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机构审查  

2.1 机构预审申请及立项申请 

预审审查申请：CRA提交预审申请→PI审核→补充材料→机构秘书审查 

 

点击【机构审查】-【项目预审申请】，选取已通过预审审查申请的项目，填写

预审申请单。 

 

机构立项申请（前提预审审查通过以后） 

点击【机构审查】-【项目立项申请】，选取已通过预审审查申请的项目，填写

立项申请单。 

立项审核流程：CRA提交预审申请→PI审核→科室主任审批→专业负责人审批→

机构秘书形式审查→机构办主任审核 



               温州市中心医院 GCP 管理平台 

版权所有 © ECRFPlus, Inc, 2021. 保留所有权利 

第 8 页 

 

点击【机构审查】-【项目立项申请】，选取已通过预审审查申请的项目，填写

立项申请单。 

 

2.1.2 上传附件资料 

申请单填写完成后，点击底部【附件资料】旁的【编辑】，点击【浏览】可以上

传附件，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对附件进行新增、插入及移动操作。附件资料及其信

息编辑完成后，点击【提交并关闭】，附件编辑完成。  

表单录入完毕后，点击【提交申请】，项目进入预审申请审查流程，等待审核。 

 

注意： 

1、附件类型可选择电子文件、纸质文件和不适用； 

2、有*标注为本项目必传电子文件； 

3、如同一类型文件过多或过大需分批上传时，或者需要上传列表显示以外的文

件时，请点击最上方【新增附件】，然后注意在新增附件名称前的方框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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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传附件后点击【提交并关闭】表示保存已上传的附件资料，如需继续上传

或者调整资料可在电子申请单页面点击【编辑】继续上传； 

2.1.3  任务驳回-CRA 修正  

预审审查过程中，院方如认为资料信息需修改，会将任务返回。 

CRA 可在【首页】-【待处理任务】中看到被返回的任务 ，点击任务名称进入

处理界面；其他申请驳回的处理方式等同。  

 

进入申请表单界面后，下拉至底部，点击“编辑申请单和附件资料”进入申请单

内容修改界面，根据机构意见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并关闭】。 

 

在处理结果处选择【修正完毕】，点击【提交】后任务将会返回至审核人处，继

续进入立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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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合同审查申请【前提：伦理审查通过、首次批件下发】 

*前提:在合同审查申请前，需 CRA 在[项目管理]-[项目里程碑管理]-[编辑里

程碑]补充伦理审查申请递交时间、伦理审查通过时间及首次批件发放时间后

才能发起合同审查申请。 

 

 

 

点击【机构审查】-【合同审查申请】，第一步选取项目，第二步填写合同审查

内容和上传附件资料，点击【提交申请】，项目进入合同审查流程，等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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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资料备案申请【前提：获得伦理初审批件和合同审查完成】 

完成合同审查后；资料备案申请审核流程：CRA 提交资料备案申请→机构审核。 

*【机构审核】任务处理人：机构资料管理员  

 

点击【机构审查】-【资料备案申请】，选取项目，完成附件资料上传后点击【提

交申请】，项目进入资料备案流程，等待审核。 

2.4 人类遗传学审批  【前提：立项完成以后】 

 

点击【机构审查】-【人类遗传学审批】，第一步选择项目，第二步填写人类遗

传资源申报资料审核表并上传附件资料，点击【提交申请】后，等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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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项目启动申请【前提：合同审查通过】（注：最后一步 CRA 补

充材料选补充启动会相关材料）

 

点击【机构审查】-【项目启动申请】，第一步选择项目，第二步填写启动会记

录表并上传附件资料，点击【提交申请】后，等待审核。 

 

2.6 项目结题申请【前提：本中心伦理结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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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题审查流程：CRA 提交项目结题申请→项目质控员→专业秘书→PI 审核

→GCP 药房管理员/机构质控员/机构财务/机构资料管理员审核/药物管理员/器

械管理员→机构秘书核实→机构办主任审核→CRA 递交附件资料。 

点击【机构审查】-【项目结题申请】，第一步选择项目，第二步填写项目结题

申请并上传附件资料，点击【提交申请】后，等待审核。 

 

2.7 审查申请列表 

在【机构审查】-【审查申请列表】中选中项目申请记录，点击申请日期进入申

请单查看界面，点击[文件导出]可以导出该文件，点击[稽查轨迹]可以查看申请

单修改记录。 

 



               温州市中心医院 GCP 管理平台 

版权所有 © ECRFPlus, Inc, 2021. 保留所有权利 

第  14 

页 

 

第三章  伦理审查  

3.1 伦理审查申请 

伦理初始审查流程：机构立项通过后，CRA 提交伦理初始审查申请→PI 审阅→伦

理秘书形式审查。 

 

3.1.1 伦理初始审查申请 

点击【伦理审查】-【审查申请】，第一步选取已经立项通过的试验项目，第二

步选择对应的申请表类型（初始审查），第三步填写相关项目信息并上传附件资

料后，点击【提交申请】，项目进入伦理审批流程，等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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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伦理初始审查申请缴费 

伦理初始审查申请的缴费流程：伦理初始审查申请流程-伦理秘书受理通过后，

伦理秘书发起伦理审查费用通知及缴费单上传流程→CRA上传缴费凭证→伦理秘

书进行缴费确认。其他伦理审查申请的缴费方式等同。 

 

CRA 在完成项目款项转账后，请在该任务中上传缴费凭证，提交伦理秘书审核。 

 

3.2 审查申请列表 

【伦理审查】-【审查申请列表】中可以查看全部伦理审查申请记录的审查申请

表、审查信息和历史。 

在【伦理审查】-【审查申请列表】中选中项目申请记录，点击申请日期进入申

请单查看界面，点击[文件导出]可以导出该文件；点击决定类型进入决定文件查

看界面，点击[文件导出]可以导出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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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伦理审查申请-复审申请 

对伦理初始审查的审查决定为[作必要的修正后同意]的项目，可以提交复审申

请，审查流程同初审流程。具体步骤如下：  

点击【伦理审查】-【审查申请列表】，选中需要进行复审的项目，点击【复审

申请】按钮进行申请；申请表按要求填写完毕后提交，审核流程同初审申请流程。 

 

注意： 

1、带“*”标注的为必填项。 

2、通过伦理[初始审查]的项目，方可申请其他类型的伦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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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伦理备案 

4.1 伦理备案申请 

伦理备案申请审查流程：CRA 提交伦理备案申请→伦理秘书确认 

点击【伦理备案】-【备案申请】，第一步选取项目，第二步填写伦理备案申请

表并上传附件资料，点击【确认提交】后，等待伦理秘书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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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务管理  

5.1  入账申请流程 

合同审查通过后，CRA 提交费用入账申请→机构财务审核。 

 

 

点击【财务管理】-【入账申请流程】，第一步选取试验项目，第二步填写相关

项目信息并上传附件资料后，点击【提交申请】，项目进入费用入账流程，等待

审核。 

 

第六章 监查管理 

6.1 监查预约 

CRA 可以发起监查预约，审核通过以后可以来医院进行监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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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监查报告上传 

在 CRA 完成监查工作后，需要点击【监查反馈】，填写监查情况并上传监查反馈。

 

 6.3 监查计划上传 

CRA 可以上传每个项目的监查计划。（PI 可以查看） 

 



               温州市中心医院 GCP 管理平台 

版权所有 © ECRFPlus, Inc, 2021. 保留所有权利 

第  20 

页 

 

 

 

 

 

 

 

第七章 药物管理 

7.1 药物库存管理 

CRA 可以在药物管理-药物库存管理中查询到药物库存情况。 

 

7.2 药物交接申请 

药物交接申请流程：CRA 提交药物交接申请→药物管理员→机构质控员接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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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药物管理】-【交接申请】，第一步选取项目，第二步选择药物（如第一

次提交需要先点击【新建药物】进行药物创建），第三步填写交接记录并需要上

传相关附件资料，点击【提交并关闭】后，等待药物管理员审核。 

 

7.3 仪器交接申请 

选择项目，发起交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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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器械管理 

药物交接申请流程：CRA 提交药物交接申请→机构器械管理员→科室器械管

理员接收确认。 

 

点击【器械管理】-【交接申请】，第一步选取项目，第二步选择器械（如第一

次提交需要先让器械管理员新建器械】进行器械创建），第三步填写交接记录并

需要上传相关附件资料，点击【提交并关闭】后，等待器械管理员审核。 

 

第九章 在线培训 

在线培训包含：培训报名、在线学习、在线考试、我的证书等功能。 

2.12.2.1 培训报名列表 

在线培训/培训报名：查看已启动报名的培训信息，点击[培训表单]可以

进行培训报名。培训学员提交报名申请后，机构秘书在培训管理/培训列表中

直接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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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2 在线学习列表 

在线培训/在线学习：可在线学习已申请报名且通过的培训，选中培训后

点击[进入]，进行培训资料在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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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3 在线考试列表 

在线培训/在线考试：可在线考试已申请报名且通过的培训，选中培训后

点击[进入]，进行培训的在线考试； 

 

2.12.2.4 我的证书列表 

在线培训/我的证书：可查看并下载培训考核通过后获得的证书，点击[下

载]可进行培训证书的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