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科大高性能集群用户管理系统用户手册 

一、用户登录 

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172.18.6.195:18090/，打开用户管理系统的登录页

面，输入账号点击“立即登录”，账号为您的 SID，初始密码：123456。 

 

二、账号密码修改 

登录系统，依次点击：用户界面右上角的  ->账户管理 -> 账号 -> 

修改 -> 输入原始密码和新密码 ->保存，提示 即表示修

改成功。 

http://172.18.6.195:18090/


 

三、钱包管理 

3.1 用户组充值余额查询  

使用 PI 账号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钱包管理”-> “余额查

询”，页面展示的即为用户组当前充值账户余额。 

 

 
 

机时账单费用默认优先从奖励账户中扣除。根据科学与工程计算中心收费

政策，对提交了致谢论文的课题组给予年度机时折扣奖励，机时折扣奖励仅针

对充值账户扣除的机时费，奖励账户扣除的机时费不参与年度机时折扣奖励。

如需申请下一个月优先从充值账户扣除账单费用，请使用 PI 账户登陆用户管理

系统，依次点击“钱包管理”、“余额查询”、“扣款账户顺序设置”，并在页面

选中“从充值账户扣费”。 



 
 

3.2 用户组充值记录查询 

使用 PI 账号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钱包管理”->点击“充值

查询”，页面展示的即为用户组当前充值历史记录。 

 

 

3.3 用户组机时奖励记录查询 

使用 PI 账号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钱包管理”->点击“奖

励查询”，页面展示的即为用户组所获机时奖励历史记录。 

 
 

四、账单管理 



4.1 聚合账单查询 

使用 PI 账号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账单管理 -> 聚合账单查

询。该功能显示 PI 组每个月的包含所有费用的账单。 

 

点击行尾的按钮“查看”，可以看到该条目的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4.2 开户费账单 

为了能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避免资源浪费，从 2022 年 4 月起，对首次开

通账号的用户组都会收取一定的费用。收费标准如下： 

 

详情可查看计算中心官网公步的收费标准-《科学与工程计算中心收费标准

—2022》，链接：https://hpc.sustech.edu.cn/business/coststandard2022.html 

https://hpc.sustech.edu.cn/business/coststandard2022.html


4.3 机时账单 

使用 PI 账号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账单管理” -> 机时账单。 

在机时账单页面可以展示两种数据表：<用户组数据表> 和 <用户数据表>。 

当用普通集群账号登录系统时，只能看到用户数据表。 

（1）<用户组数据表> 

分别展示太乙和启明集群的用户组每个月的各队列的总账单（扣费以用户组

账单为准）。 

点击行尾的按钮“查看作业”，可以看到该集群该队列该月的详细作业信息，

如下图所示： 

 

 

（2）<用户数据表> 

分别展示太乙和启明集群的用户组下每个用户每个月的机时使用详情。 

点击行尾的按钮“查看作业”，可以看到该月该队列的详细作业信息。 



 

 

当普通用户账号登录时，看到的机时账单数据如下图所示： 

 

 

（3）搜索功能 

在机时查询页面提供以 SID 或集群账号或日期（可以随意组合）为关键字的

机时账单过滤搜索功能。 

4.4 存储扩容账单 

使用 PI 账号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账单管理”->页面展示用

户存储扩容历史数据。 



 

 

4.5 账号维护账单 

为了能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避免资源浪费，仅对年度充值账户使用量少

于 3000 元且账号开通已满一年的用户组。收费标准如下： 

 

详情可查看计算中心官网公步的收费标准 -《科学与工程计算中心收费标

准—2022》，链接：https://hpc.sustech.edu.cn/business/coststandard2022.html 
 

若您的充值账户年度使用费用超过 3000 元，则无维护费用，如下所示：  

 

 

若您的充值账户年度使用费用少于 3000 元，则根据公式计算出年费，如下

所示：  

https://hpc.sustech.edu.cn/business/coststandard2022.html


 
 

4.6 设备托管账单 

该账单可以查询对本组托管设备的托管费用。查看各组各月的托管总费

用。 

 
 

五、作业管理 

使用 PI 账号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作业管理 -> 作业查询。

该功能显示 PI 组每个月的所有作业信息。 

5.1 作业查询 

如下所示，为该 PI 组所有的历史作业信息。 

（注：目前系统只提供作业结束时间为 2022-07-01 00:00:00 及之后且已生

成月度账单的作业查询。） 



 

在作业查询页面提供以 SID 或集群账号或日期（可以随意组合）为关键字

的作业过滤搜索功能。 

 

六、托管管理 

该功能主要是查看 PI 组托管的所有设备信息，包括配置，数量，功率，单

价，开始托管时间，以及托管设备所在位置。 

 

七、存储扩容管理 

使用 PI 账号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扩容存储管理” -> 扩

容收费管理。 

在扩容收费管理页面分别查询<未审核 Group 列表> 和 <已审核 Group 列

表>，或者点击<全部>可以查看所有扩容收费条目信息。 



 

 

八、成果管理 

8.1 论文管理 

 

（1）未审核论文 

未审核论文标签下可查看未被审核的论文，您可能会看到申请条目有两种

状态，“请补充完整”和“等待审核”。其中，“请补充完整”是通过<论文导入>

模块导入后的待核验及补充完整的论文信息；“等待审核”是信息补充完整后提

交，等待管理员审核的论文信息。 

PI 账号可查看本组下所有未被审核的论文信息。 

普通集群用户账号只能查看个人提交的未被审核的论文信息。 

 



（2）已审核论文 

此标签下查看所有已审核论文信息，您可在此查看到的状态会有“审核通

过”和“审核驳回”。 

PI 账号可查看本组下所有已被审核的论文信息。 

普通集群用户账号只能查看个人提交的已被审核的论文信息。 

计算中心现已导入各 PI 组历年提交过审核通过的论文信息，有过提交记录

的 PI 组可在次查询历年提交已计分论文信息。 

（3）论文申请 

点击“论文申请”，弹出弹窗，展示的即为论文信息填写界面。 

“论文申请”填写界面弹出时，会同时弹出一个基金信息填写提醒小窗，

根据您 PI 组的实际情况进行选填。若无关联基金信息或无必要，关掉该提醒小

弹窗即可。 

本论文申请页面一共有 3 个部分，包括论文信息主体、本篇论文涉及的本

组作者、本篇论文相关基金，拖动右侧滑块条可以看到所有信息。如下图所

示： 



 

论文申请窗口填写说明 

○1  论文信息填写说明 

DOI 为论文的唯一标识符：系统通过 DOI 来判定文章的有效性，分区以及

历史申请积分情况等。 

Rate 为 PI 组对所申请论文的占比：统一规定每篇论文的可用 Rate 为 1。如

果论文校内为 PI 组单独申请，无其他组共同申请，则 PI 组对该论文的占比为

1，即 Rate 处填 1；若校内有 2 组共同使用该论文申请积分，由各组自主协商占

比，例如各占 0.5，即 Rate 处填 0.5。 

标记了红星的部分为必填项。 

 DOI 填写方式 

目前支持手动输入和通过导入论文格式化文件。 

您手动输入 DOI 后，系统会自动识别该 DOI 的申用情况，并给出您相应的

提示。相应提示信息见下文 “DOI 校验情况解释”。 



您也可通过点击 “upload format ” 按钮，上传文献相关的引用信息，系统

会自动解析部分论文相关信息。 

 

本自动提取论文信息功能暂时只基于 Scopus 数据库提供的标准论文格式

文件开发。目前系统支持 Ris，Plain text, Enw, Bib 这 4 种标准格式文件。优先

推荐 Bib 格式，此种格式包含中作者姓名信息为全称，非简写。您可以去

Scopus 数据库下载如下所示的 BibTeX 文件，然后再论文申请界面点击上传，

即可得到对应期刊信息。 

 
 

以 BibTeX 格式为例,点击“BibTex”字样，然后弹窗保持默认，如下图所

示，选择导出，得到文件名为 “scopus.bib”的文件。导出后的信息,点击本系

统 “upload format”即可。系统会自动解析并回填其中字段信息，并且进一步校

验 DOI，界面会反馈校验结果。 



 

 

 

 DOI 类型说明 

论文都有对应的唯一识别码。 

 一般情况下论文有 doi 码，格式为 10.xxxxx 。 

 当论文类型为学位论文时，若文章无 DOI，则 DOI 填写格式为：thesis.毕业

论文类型.SID.论文出版时间,该格式的各字段的命名规则如下： 



a.“毕业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为 01，博士论文为 02； 

b.“SID”：为论文作者的南科大 SID，若无则填 PI 组的 SID； 

c.“论文出版时间”：填写到年月即可，比如 202206； 

根据以上规则，有效的 DOI 举例如下： thesis.01.1234567.202206。 

 当论文无 DOI 码，只有 PIMD 码时，DOI 处填写格式为 pmid.PMID 码。 

例如：pmid.12345678 

 DOI 校验情况解释 

输入 DOI 后，根据系统校验结果，您会得到如下几种不同情况提示之一： 

 情况 1，“该 DOI未被占用。” 

表示 DOI 由用户第一次提交，无其他人占用，用户提示继续按照要求填其

他信息即可。 

 情况 2，“该论文已被计算中心归档整理，请用户选择折扣年份并补充完整剩余

的信息。” 

此种提示表明该论文已被计算中心收录整理。点击确认定后，系统会自动填

写部分信息；剩余关键字段 “Rate”、 “DiscountYear”由用户自行填写。用户还

需上传本篇 DOI 对应的论文，并填写至少 1 位本篇论文中涉及的本组人员。 

 

 情况 3，“该 DOI的历史申用已达上限，不可再申请积分。” 

此种情况，表明该 DOI 在过去的年份里已经参与过积分，并且其 Rate 占用

已达到 1，已无法再继续使用该 DOI 进行积分申请了，如果您对已申请的 Rate

有疑问，还请您与相关的课题组进行沟通， 并将沟通结果发送至

hpc@sustech.edu.cn，我们会为您变更 Rate。 

mailto:%E5%B9%B6%E5%B0%86%E6%B2%9F%E9%80%9A%E7%BB%93%E6%9E%9C%E5%8F%91%E9%80%81%E8%87%B3hpc@sustech.edu.cn
mailto:%E5%B9%B6%E5%B0%86%E6%B2%9F%E9%80%9A%E7%BB%93%E6%9E%9C%E5%8F%91%E9%80%81%E8%87%B3hpc@sustech.edu.cn


 

 情况 4，“该 DOI 已被部分申用” 

如图所示，该 DOI 的 Rate 已被申用了 0.5，则剩余最多还可申请 0.5。 

 

○2  本篇论文作者中涉及的本组人员（至少 1 位） 

该信息主要是用来进一步校验申请的本篇论文中涉及到本组人员。至少需

要填 1 位，若不输入就提交，系统会自动判断您的输入失败。 



○3  本篇相关基金（选填） 

这里添加您的论文相关的基金信息，根据需要自行填写。 

此处表格第一列选择基金编号即可，其余信息系统会自动会显。 

若无基金编号，您可去“论文管理”->“基金管理”处进行添加。详细说

明见下文“基金管理”处指导。 

若当前 PI 组已经添加了基金信息，则在下拉框可选择已有的基金信息。 

 

选中基金后，会显示该基金的相关信息。点击行尾“删除”，删除该条信

息。 

若需增加，点击“添加一行”即可。 

 

（4）论文修改 

状态为“待审核”或者“审核不通过”或者“请补充完整”的可由用户自

行进行修改。 

所有已审核通过的论文，不支持用户自助修改；若需修改，请发送邮件到

hpc@sustech.edu.cn 进行说明。 

（5）论文删除 

状态为“待审核”或者“审核不通过”或者“请补充完整”的可由用户自

行进行删除。 

所有已审核通过的论文，不支持用户自助删除；若需删除，请发送邮件到

hpc@sustech.edu.cn 进行说明。 



8.2 论文导入 

通过论文上传，您可以批量导入按模板内容填写的需要申请折扣的论文信

息。  

 

（1）导入模块表格填写说明 

请先下载论文导入模板，根据模板列标题及样例填写，然后再上传。请勿

变动表格列序，否则系统可能会识别异常或无法识别。 

表格中必填字段：DOI, SID, PIName，GroupName。如下图所示： 

 

DOI 为唯一识别码，不包含 DOI 的信息将不会导入系统，也不会被系统校

验。 

PI 的 SID 为识别该 PI 组下所有论文的关键识别码；若填错或者不填，PI

账号下将无法查询到您上传的信息。 

上传完成后，系统会对您导入的论文信息进行校验，并反馈校验结果给

您。如下提示： 

 



点击“确定”，会自动跳转至“论文管理”界面，在论文管理界面选中该论

文前的方框，然后点击选“论文修改”，进行必填项编辑修改。 

 

点击“取消”，留在当前界面，查看导入论文信息的校验结果，如下为当前

几种可能校验结果的场景举例： 

 

（2）关于上传后页面回显表格内容的说明 

 情况 1，“Fail, 该 DOI历史上已被积分，无法继续申请积分。” 

表示该 DOI 在过去已被申请过积，该 DOI 已经无法继续申请积分。 

 情况 2，“Please Apply Manually! 该 DOI信息系统中被计算中心收录,请去

“论文管理”界面手动申请该 DOI，将自动匹配系统中的论文格式化信息。” 

表示该 DOI 相关文献信息已被计算中心归档整理了，在论文申请界面预申

请的 Rate 以及想参加抵扣的年限，以及本组对应人员，即可。 

 情况 3，“Please Apply Manually！同时有其他组申用该 DOI,请去‘论文管

理’->‘论文申请’，手动申请。” 

表示该 DOI 为用户新申请，尚未审核，但已有部分信息，在“论文申请”

填写该 DOI 后，查看详细相关信息，然后填写本组想填的信息即可。 

 情况 4，“Success! 上传论文信息成功，请去“论文管理”界面补充完整，并核

验申请信息后点击“提交。” 

表示您成功新添加了一篇论文信息，然后您需要去“论文申请”核验并补

充完整信息即可。 



 情况 5，“Please Apply Manually! 该 DOI已审核通过，同时有其他组申用该

DOI,请去"论文管理"->"论文申请"，手动申请。” 

表示本 DOI 也已在系统中整理，且已经被用户申请部分，在“论文申请”

填写该 DOI 后，查看详细相关信息，然后填写本组相关信息即可。 

 情况 6，“Failed！该 DOI已被管理员驳回，具体情况请联系管理员。” 

表示该 DOI 已经被审核，被认为为无效 DOI，即未含有致谢南科大计算中

心的关键信息或有其他异常，导致该 DOI 涉及的论文暂时不可用。若您有疑

义，发送邮件到 hpc@sustech.edu.cn 进行说明，我们将会为您处理。 

8.3 基金管理 

登录系统，依次点击：“论文管理”-> “基金管理”，点击新增，即可增

加基金信息。 

 

九、工单管理 

（1）创建问题单 

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工单管理” -> “问题单管理”

->“创建问题单”-> 填写完成弹窗表单后 -> “提交”-> 系统提示操作成

功。

mailto:%E5%8F%91%E9%80%81%E9%82%AE%E4%BB%B6%E5%88%B0hpc@sustech.edu.cn


 

（2）撤回问题单 

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工单管理” -> “问题单管理”

->“在处理问题单”->问题单所在行操作中点击“撤回”->系统提示操作成

功。 

 

（3）处理问题单 

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工单管理” -> “问题单管理”

->“待处理问题单”-> 问题单所在行操作中点击“处理”-> 在弹窗的“讨论

记录”文本框中添加回复内容 -> 提交 -> 系统提示操作成功。 



 

（4）问题单结单 

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工单管理” -> “问题单管理”

->“待处理问题单”-> 问题单所在行操作中点击“结单”-> 填写弹窗中用户

评价内容 -> 提交 -> 系统提示操作成功。 

 

（5）删除问题单 

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工单管理” -> “问题单管理”

->“待处理问题单”-> 问题单所在行操作中点击“删除”-> 确认 -> 系统提



示操作成功。 

 

（6）查询问题单 

登录系统，依次点击：左侧导航栏 “工单管理” -> “问题单管理”->“已

关闭问题单”->问题单所在行操作中点击“查看”->弹窗显示问题单详情。 

 

 

十、使用问题反馈 

请以【用户管理系统问题反馈】为题，详细描述问题并截图发邮件至

hpc@sustech.edu.cn。 

 

其他指导，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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