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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www.one-stop-test.com 

 

 
 

本项目以“整合服务科学理论与关键技术成果”为基础，围绕新材料、新能源、节能减

排、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面向重要装备、产品和关键零部件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运维服

务全过程的检验、检测、认证、校准等服务环节。 

1.研究集成化检验检测服务协同模式。 

2.研究集成化检验检测服务发现、服务集成、服务调用、服务评价等协同技术。 

3.研究支持重要设备、产品与关键零部件安全可靠性运行监测与检测评估技术等服务共

性关键技术。 

4.制订集成化检验检测服务资源管理、服务质量控制、服务信用评价标准。 

5.整合集成全国检验检测服务资源，研发一站式检验检测服务协同平台，建立面向质量

提升与生产安全管控服务的技术支撑体系，开展检验检测一站式服务应用。 

  

http://www.one-stop-test.com/


二、用户登录注册 

2.1 用户注册 

打开浏览器（推荐谷歌浏览器、 QQ 浏览器、 360 浏览器等），在地址栏输入

www.one-stop-test.com，点击首页页面右上角“免费注册”按钮。 

在页面中输入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按钮，在手机上找到一站测通知短信，填写

密码并确认密码，勾选“同意平台法律声明、平台隐私协议”，点击注册按钮，完成提交。 

  

http://www.one-stop-test.com/


注册成功以后，系统将为您自动登录。 

2.2 用户登录 

点击首页页面右上角“请登录”按钮。在跳转的页面中有两种登录方式可供选择，一是

输入手机号，密码，验证码登录，二是短信登录方式。如果您想找回密码可以点击忘记密码

按钮在跳转的页面中通过验证码来找回密码。 

 



2.3 完善信息 

当您要进行业务操作的时候需要您先完善您的企业信息。在完善信息页面选择账户类型，

并完善剩余的信息表单，填写完成以后，点击“完善信息”按钮。 

  



三、检测智能推荐 

3.1 智能检索 

在页面上方找到检测智能匹配搜索框，选择展示类型 

 机构，会以实验室机构展示。 

 服务，会以服务直接展示。 

输入检测内容关键字或者点击热门搜索关键字，点击 “智能匹配” 跳转到对应页面在

弹出的展示页面，有更为精准的匹配条件提供选择包括： 

检测类型区分，检测、监测。 

新兴产业分类：新能源、新材料、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重要装备、重要产品、关键零

部件、其他。 

展示方式：机构展示、服务展示。 

检测资质：CMA、CNAS、其它 

根据地区筛选，综合排序、价格排序、周期排序、评分排序、服务量排序。 

  



3.2 检测优选 

3.2.1 送检企业—我送检 

在首页找到我送检按钮并点击，在弹出的展示框当中，为送检企业推荐三种服务【猜你

想找】【检测优选】【地区推荐】 

 

 

点击换一批可以更换推荐的检测的检测服务或者点击查看更多可以跳转服务页面 

  



3.2.2 承检机构—我承检 

在首页找到我承检按钮并点击在弹出的展示框当中，为承检机构推荐三种需求【资质推

荐】【类型推荐】【地区推荐】 

 

 

点击换一批可以更换推荐的检测的检测服务或者点击查看更多可以跳转服务页面 



四、送检企业 

平台针对检测业务的特殊性，为送检机构提供下列三种提交检测业务的方式： 

 如果您有未确定边界的检测需求，需要专业人员提供检测方案，那么您可以选择“发

布竞标需求”方式，寻求专业的检测方案。 

 如果您想指定检测机构，可以选择“提交指定需求”方式。 

 如果您有明确的检测方案，可以选择“购买检测服务”方式。 

4.1 业务咨询 

4.1.1 触发业务咨询 

请先登录您的送检企业账号，送检企业开启业务咨询对话有二种方式： 

一、直接与机构进行沟通，点击导航栏菜单中“检测资源”类目，展示方式以“机构展

示”，选择你要咨询的机构名称点击“在线咨询”按钮，可触发右下角在线咨询弹窗。 

二、以检测服务和检测机构沟通，点击导航栏菜单中“检测资源”类目，展示方式以“服

务展示”，在列表中点击需要了解的服务 



 

 

在弹出的详情页面中点击“在线咨询”按钮 

  



4.1.2 查看历史消息 

点击任意页面右下角的“您有新消息”，可以打开沟通窗口。  

 

点击沟通窗口右边会话列表中您需要查看历史消息的用户名称，即可查看。 

 



4.2 提交送检业务 

4.2.1 发布竞标需求 

请先登录您的送检企业账号，进入发布需求有两种方式： 

1. 点击任意页面右侧边栏的 “发布需求”按钮。 

2. 需求大厅的“发布需求”按钮跳转至发布需求页面。 

 

 



填写需求基本信息（需求描述，手机号为必填项）建议您完善所有信息，有利于承检方

第一时间给到您专业的检测方案点击 【提交至需求大厅】 

 

 

提交完成后，在需求大厅可以查看到您提交的需求。 



当需求有承检机构竞标时，您可以点击右上角“我的需求”，选择该需求详情页面查看并

进行选标。 

 

在跳转的页面中，您可以查看实验室机构提交的检测方案，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承检

机构。 

 



4.2.2 提交指定需求 

请先登录您的送检企业账号，点击“检测资源”菜单类目，在跳转的页面中点击“收藏

机构”按钮。 

然后点击任意页面右侧边栏的 “发布需求”按钮。 

 



填写完需求基本信息后，点击“提交给指定用户”按钮 

 

在弹出框中补充指定用户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 

4.2.2 购买检测服务 



请先登录您的送检企业账号，点击“检测资源”菜单类目。 

在跳转的页面中选择需要申请的检测服务，进入服务详情页面，在服务详情页点击【立

即申请】按钮 

 

 



4.3 处理送检业务 

不管您通过何种方式提交送检业务，您都可以在个人中心中我的订单查看到该订单。 

点击“开始处理”按钮，即可进入委托检测协议书处理页面，在页面填写对应的信息后，

点击“提交更改”按钮，等待承检机构确认。 



提交完成后等待承检机构处理，您在订单详情页可以查看该检测订单的实时进度。 



4.4 寄出送检样品 

当承检机构确认检测委托书后，送检企业应寄出样品，并且在系统里上传快递公司和快

递单号。点击订单列表的“寄样”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快递信息，并点击“已寄样”按钮 

寄送样品完成后，等待承检机构收到订单后开始检测，订单变为“检测中”状态。 



4.6 检测完成，下载检测报告 

在我的订单列表中找到该检测订单，点击“下载检测报告文件” 

下载完成后，您可以对该订单进行评价，点击“立即评价”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填写

相应的信息。 

 

  



五、承检机构 

5.1 业务咨询 

请先登录您的承检机构账号，承检机构开启业务咨询对话方式有两种： 

一、点击个人中心，我的订单，然后点击订单编号右侧的会话图标，即可开始沟通 

二、点击需求大厅中，选择需要竞标的需求，在点开的需求详情页面点击“立即沟通”

按钮，即可开始沟通。 



5.2 完善承检信息 

5.2.1 上传检测项目 

点击个人中心，选择检测项目库，找到添加项目按钮，在页面中完善项目信息。 

 

如果您需要批量上传项目，首页下载模板，然后按照模板的格式，填入项目信息，点击

导入检测项目按钮，上传模板文件即可。 



5.2.2 发布检测服务 

点击个人中心，选择“发布检测服务”，找到“添加服务”按钮，在页面中完善项目信息。 

如果您需要批量上传检测服务，首页“下载模板”，然后按照模板的格式，填入项目信息，

点击导入“检测服务”按钮，上传模板文件即可。 

 



5.3 提交竞标方案 

请先登录您的承检机构账号，然后点击需求大厅需要竞标的需求 

 

在需求详情页面，点击竞标按钮，提交详细的竞标方案。 

 



5.4 处理送检业务 

点击个人中心，选择我的订单类目，找到需要处理的检测订单，点击“开始处理”按钮。 

在开始处理页面，补充该检测订单的所有信息，补充完成后，点击“已完成，等待送样”

按钮。 



此时订单状态变为“待受理，等待送检方寄样”。 

5.3 开始检测 

在收到检测样品后，在我的订单中找到该订单，点击“开始检测”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中点击“确定”按钮。 



5.4 检测完成，上传检测报告 

在订单列表中，找到需要上传检测报告的订单，点击“上传检测报告”按钮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上传检测报告”，选取您需要上传的文件，点击确定 

  



六、推广注册 

点击个人中心“推广注册”类目，可以选择两种推广方式，复制推广链接和保存推广二

维码。（鼠标放在按钮上面可以预览） 

推广的用户注册以后，列表中可以展示被推广用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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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团队 

联系人：倪教授 

手机号：15671612609 

邮  箱：84292632@qq.com 

 

 

 

 

运营团队 

联系人：董博士 

手机号：13928418841 

    邮  箱：dongning@cti-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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