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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V3.0 主要修正 

⚫ 主要简化的专业奖申报流程，减少了在线填写项目，降低批量申报时的工作量； 

⚫ 修正 Bug。 

二. 概述 

《艾普兰奖申报系统》用于家电产品生产企业（以下简称用户）每年度申报

中国家电艾普兰奖时，以每个企业为单位在线填报产品信息及相关照片、附加文

件等。设置了用户注册、产品申报、资料修改、申报历史查询、申报进展状态提

示、在线咨询等功能，以便于申报企业管理申报产品信息，同时有助于提高产品

奖项评审效率。 

登录网址：http://apl.aw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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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环境要求 

本系统基于桌面电脑的网页浏览器作为客户端工作媒介（由于此项工作并

不适合在移动设备上完成，本系统目前并不针对移动设备上使用做出任何技术支

持与承诺），具体使用环境要求如下： 

1. 主流配置以上的个人电脑，PC 机或苹果机； 

2. Windows7+操作系统或 Mac OS 9+操作系统； 

3. 显示器分辨率不小于 1366x768（推荐 1680x1050 以上）； 

4. web 浏览器推荐 IE10+、360 安全浏览器 7+（极速模式）、Google 

chrome、Apple safari 5+ 等现代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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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用户（申报企业）注册 

本系统要求用户必须经过注册方能使用。 

1. 进入网址后点击“申报用户注册”。 

 

2. 填写用户名（请使用常用、真实邮箱，此邮箱也用于接受系统发出的通

知提醒等）、设定密码（6-12 位）确认密码、企业中文名称、英文名称

等，全部项均为必填。 

注：邮箱已被注册的，请更换邮箱或联系管理员；单位名称（中文）已被注册的

请联系管理员找回账号以便回复本单位的申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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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册成功后返回登录页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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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忘记密码 

1. 如果密码忘记，请在登录页点击“忘记密码”进入密码重设页面。 

 

2. 填入注册时使用的邮箱账号并提交。 

 

3. 此邮箱中将收到一封系统自动发出的包含修改密码链接的邮件，点此

链接即可进入修改密码页面并设定新密码（新密码设定成功后此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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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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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完善用户信息 

初次登录系统请完善填写相关用户信息，此步骤属于必备，如不填写将不

能进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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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用户界面 

进入系统后首页将显示相关的通知、公告、资料下载及提醒信息等，点击标

题可浏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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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产品申报 

8.1. 申报奖项 

同一产品可只申报一个专业奖项，同时还可申报一个大众奖项（金口碑奖）；

多个产品可申报不同的多个专业奖项。 

8.1.1. 专业奖项申报 

1. 点击左侧导航区的“专业奖项申报”链接。按要求逐步填写表单。有红

色星号项必填。 

 

2. 如果想对已经填报过的大众奖产品重复申报专业奖项，可点击如下图

按钮以选择产品，产品的基本信息就会自动填充，避免了重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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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申报单位名称的说明：如果申报产品所属单位与注册单位相同，可

点击如下图按钮自动提取；如果申报产品所属单位与注册单位不同，需

手工填写单位名称项。 

 

4. 第一步填写申报产品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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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部将此产品申报的附属资料（申报表、照片、说明附件、其他）全

部打包成一个 zip 文件包，大小不超过 500M，统一上传。如 zip 文件

包超过大小请适当精简或联系管理员。 

 

 

6. 表单提交：整体填写完成后提交表单，提交分为“暂存草稿”与“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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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直接上报”两种。 

 

点击“暂存草稿“按钮后申报产品信息将列表于”我的草稿“区暂不上

报，可随时编辑、修改、查看各项填报信息、图片及附件。 

 

点击“填报完成，直接上报”按钮后产品信息将列表于“我的申报历史”

区，此产品任何信息将不能修改只能查看，如需修改必须联系管理者做“驳

回”操作，产品将再次出现在“我的草稿”区后方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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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重复上述步骤添加申报其他奖项产品。 

8.1.2. 大众奖（金口碑奖）申报 

1. 点击左侧导航“大众奖项申报”，按要求逐步填写表单。有红色星号项

必填。 

 

2. 如果想对已经填报过的专业奖产品重复申报大众奖项，可点击如下图

按钮以选择产品，产品的基本信息就会自动填充，避免了重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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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申报单位名称的说明：如果申报产品所属单位与注册单位相同，可

点击如下图按钮自动提取；如果申报产品所属单位与注册单位不同，需

手工填写单位名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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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添加公众投票展示页面图片：此处图片用于艾普兰大众奖的公众投票

页面，要求 1 张产品的主要图片及 4 张产品的次要图片（多角度、细

节等）。点击“加号按钮”逐张上传产品照片。上传照片文件小于 5M，

分辨率不小于 1024x768。jpg 格式。建议照片编辑裁切后上传直至满

足展示美观规范的要求（接近以下模拟展示效果）。“缩小按钮”可使照

片全幅预览；“放大按钮”可使照片充满预览。产品名称、型号、上市

时间、产品简介等相关信息从上方填报的基本信息中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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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众奖填报项与专业奖填报项相比较只有产品的基本信息与照片，没

有详细描述与附件等。 

8.2. 查看申报产品详细 

“我的草稿”区及“我的申报历史”区的产品均可浏览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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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修改已申报产品（处于草稿区的产品） 

产品信息操作按钮示意： 

 

1. 修改产品具备的文字填报信息：点击初稿区列表中将要修改的产品后

方的“编辑信息”按钮，可修改编辑各个申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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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申报产品照片：点击初稿区列表中将要修改的产品后方的“编辑照

片”按钮，将出现本产品所对应的照片列表。点击相应按钮以添加、删

除图片。 

 

3. 修改申报产品附件文件：点击初稿区列表中将要修改的产品后方的“编

辑文件”按钮，将出现本产品所对应的文件列表。点击相应按钮以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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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附件文件。 

 

4. 申报提交：处于“我的草稿”中的申报产品信息确认修改完成后需点击

申报按钮方可正式上报，否则管理者将看不到这部分申报信息。 

 

8.4. 浏览申报产品历史 

1. “我的申报历史”中的产品列表均按照不同申报年度显示，默认显示当

前申报年度，如需查看往届申报情况开选择不同年度。此处显示的产品

信息只可查看详细而不可做其他修改、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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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报产品的状态说明：每项申报产品根据管理者的工作进展将被标识

为“审核中”、“已审核”、“已归档”等状态，便于申报用户掌握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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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提交咨询与建议 

如有疑问可在线提交问题，将由管理者予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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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我的信息修改 

9.1. 修改基本信息及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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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修改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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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系统操作日志 

将显示注册申报企业用户的在本系统的登录操作历史记录，以便查询。 

 

可按照关键字与时间范围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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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特别声明 

本系统将根据使用状况不断改进完善，以便更好的为家电企业申报艾普兰

奖服务，欢迎广大用户针对申报平台及申报流程多提出宝贵意见与建议。 

为了有助于您的产品顺利评奖，请在填写申报信息时尽量完整填写。 

关于由一个注册用户（一个企业）负责申报多家下属企业的申报产品信息

的方法： 

1. 不以统一单位主体申报：由总公司申报负责人注册一个统一账号，分

发给下属各企业，下属各企业用此账号统一登录各自填写申报产品信

息并保存到“我的草稿”中，总公司申报负责人可看到每家下属企业

填报的所有产品信息，审核确认后再正式提交。 

2. 以统一单位主体申报：线下分别收集下属各企业的资料，按文件夹保

存，审核后每文件夹压缩成一个 zip 包，在由申报负责人按不同申报

产品统一在线批量填报 

 

*此手册将依照系统升级加以不定期修编。 

2018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