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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纺织品供应商深知化学品管理正在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
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被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和时间框架
向客户和有关部门披露化学品管理活动。

无论您是报告您的流程和程序，响应审计，还是根据多
个制造限制物质清单(MRSLs)测量化学遵从性，您都可
能难以跟踪所需的数据并响应这些请求。

介绍



CleanChain™  ADEC创新
提供了一个安全、管理化学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 获得管理您独特和复杂的MRSL合规绩效和消除危险化
学品排放所需的信息和洞察力

• 为您和您的客户提供一个中央通信解决方案

• 提供安全的地方存放您的库存，使您能够很容易地找到
安全的化学替代品

• 根据承诺自动评估您的设施，如危险化学品零排放
(ZDHC) MRSL，以及识别问题并制定行动计划

欢迎使用 CleanChain



安全地信息共享

为了监控化学品污染、安全和MRSL承诺的进展情况，您的客户需要
了解您使用的特定化学品、这些化学品的来源以及您遵守各种控制清
单的级别。

CleanChain是用于满足所有数据需求的系统——您可以决定与谁共享
信息。安全完整地输入每一次数据，并安全地与所有客户共享数据，
从而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

欢迎使用 CleanChain



CleanChain系统如何运作?

公司完善相关信息，比如您的化
学品清单。

您的化学品清单将自动与ZDHC

网关以及CleanChain的化学品
产品数据库匹配和验证。

您的库存数据以清晰简洁的方式
保存在CleanChain，因此您可以
轻松管理产品和查看合规性情况。

欢迎使用 CleanChain



CleanChain支持
用户指南

1. 培训指南详细介绍该系统的特征
和功能

2. 快速参考指南提供关于系统特征
和功能的快速指导

• 点击链接收看我们的培训视频
Recorded Learning Sessions

• 点击下列链接报名我们的现场实时培训
课程:

Monthly Customer Learning Session 

(Chinese)

Weekly Customer Learning Session 

(English)

• 需要我们的专业支持团队的帮助，请联
系 appsupport@adec-innovations.com, 

欢迎使用 CleanChain

https://cleanchain.adec-innovations.com/more-resources
https://cleanchain.adec-innovations.com/more-resources
https://adec-innovationsevents.webex.com/mw3300/mywebex/default.do?nomenu=true&siteurl=adec-innovationsevents&service=6&rnd=0.6552184429059095&main_url=https://adec-innovationsevents.webex.com/ec3300/eventcenter/program/programDetail.do?theAction%3Ddetail%26internalProgramTicket%3D4832534b00000004c5eeb17ddb9a873e3f71996f203bfa6c808f7719ee412d72925ca6b3d851f9b9%26siteurl%3Dadec-innovationsevents%26internalProgramTicketUnList%3D4832534b00000004c5eeb17ddb9a873e3f71996f203bfa6c808f7719ee412d72925ca6b3d851f9b9%26cProgViewID%3D1612967%26PRID%3D90d899b7cfc2b1fa4a425dbed964ec00
https://bit.ly/2v6gmwq
https://bit.ly/2A4hWVz
mailto:appsupport@adec-innovations.com


第一步: 创建账户
邀请，注册，创建账户



注册

加入CleanChain系统的第一步是完成注册。请提前准备好您的
付款资料。该注册过程约十分钟。
您在CleanChain的原始联系人将收到来自ADEC Innovations的
电子邮件邀请。单击注册链接开始。您将直接进入注册
“Getting Started网页。阅读介绍并单击“Get Started”。

1. 你需要创建一个账户名和密码。完善所需资料后 点击
Create User。

2. 查阅CleanChain的条款和条件。检查完毕后，点击复选框
确认您已阅读并同意CleanChain的条款和条件。然后单击
“View Subscription”。

3. 订阅页面会显示订阅的持续时间、年度订阅费用和您的帐
户能够添加的用户数量。选择您想要使用的支付方法并单
击 Checkout。

4. 提供您的付款信息，并勾选确认您同意条款和条件的复选
框。然后单击 Confirm Purchase. 

5. 恭喜你完成注册。请点击该链接CleanChain Login Page.
后，使用您刚才创建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把这一页收藏
起来以供参考。

创建账户

https://cleanchain.adec-innovations.com/assets/media/resources/CC_Registration_English.mp4
https://cleanchain.adec-innovations.com/assets/media/resources/CC_Registration_English.mp4
https://www.my-aip.com/CleanChain/Login.aspx
https://cleanchain.adec-innovations.com/assets/media/resources/CC_Registration_English.mp4
https://cleanchain.adec-innovations.com/assets/media/resources/CC_Registration_English.mp4


欢迎使用Cleanchain
首先，让我们向您介绍CleanChain顶端的菜单栏

1.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所需语言。

ADEC Innovations根据需要添加语言和翻译功能。如需更
多信息，请联系我们的支持团队。

2. 浏览支持文件，并通过单击“Support”与我们的支持团队
取得联系。

3. 在此处查看公司的信息。

4. 在此查看您的账户信息，点击此处可以修改密码以及退出
系统。

5. 接收通知，比如提示您已经成功上传化学品清单或者提示
来自客户的信息。

6. 来到Settings查看和管理您的账户信息/用户目录/订阅信息
等。

创建账户



添加用户
创建账户的最后一步是添加新的用户。如果企业不需要添加用户，则忽略
该步骤。

如何添加用户:

1. 来到顶部菜单栏的设置Settings 

2. 点击用户 Users 按钮

3. 点击 添加用户按钮

完善所需资料。请记住用户名和密码，因为您需要将此登录信息分发给用
户。点击保存Save.

使用密码重置功能 修改用户密码

4. 接下来，注意角色栏(ROLE NAME)。每种角色的权限如下：. 

Account User: 拥有 Read 权限 。这类用户可以查看信息，但是不可
以上传化学品清单以及修改账户设置。

Account Admin: 拥有 Write 权限。这类用户可以修改账户设置和上传
化学品清单。上传化学品清单和管理化学品清单由该类用户完成。

您可以通过单击该用户名旁边的ACTION列中的铅笔图标 来更新。

创建账户



第二步: 公司概况&供应链
完善公司概况和管理供应链



公司概况

首页是你公司的概况。请及时更新你的最新产品、服务和

公司联系方式，让客户和潜在客户了解相关信息。另外，

此信息对于整个CleanChain系统是公开的，所以不要在此

保存和公司有关的任何机密信息。

编辑公司简介:

1. 点击菜单栏左侧的公司概况Organization Profile.

2. 找到你需要修改的区域，然后点击该区域最右上角的

铅笔符号

3. 点击保存Save.

Overview of your 

Organization

Add company Logo

Products & Services your 

organization provides

Company location 

information & Social Media 

Pages

Organization 

Contacts

公司概况 & 供应链



管理供应链

CleanChain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机制，可以跨供应链共享信息
和通信。
Connections使您能够轻松地浏览您的供应链，共享化学信
息，并改善与您的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沟通。

查看所有供应链:

—使用左侧导航菜单，单击Connections。

—单击屏幕顶部的Access right选项卡。

—从这里，您将能够查看和管理所有的链接。

要查看您的客户:

—使用左侧导航菜单，单击Connections。

—单击屏幕顶部的Connections选项卡。

—在链接类型选项卡中,选择(组织)→供应链

公司概况 & 供应链



第三步:上传化学品清单
化学品清单模板，上传化学品清单



上传化学品清单

在你使用Cleanchain前，请悉知以下事项：

● 确保所填写的清单信息准确并且完整

● 了解客户对库存数据的要求。确保你清楚他们的要求。如果你有关于特定需求的问题，

联系你的客户或ADEC公司

● 您的化学品清单必须显示为“已验证”（“Validated”）才表示上传成功

上传化学品清单

CleanChain的基础是您的化学品库存数据，该数据用于根据不同的MRSLs自动确定您的

公司的合规性级别。使用CleanChain的手动上传过程，您不再需要存储离线文档。相反，

您可以直接在系统中添加和管理库存、交付或使用数据。

请于每月15日前上传上月库存。示例:在7月15日前上传6月份的库存。



化学品清单（手动上传）
出现屏幕上的界面后，您可以轻松地输入和存储您的库存，

而不需要离线保存Excel记录。

*请悉知:只有账户管理员才有权在Cleanchain上传化学品清

单。

手动上传化学品清单:

1. 使用左侧导航菜单，点击输入端管理（ Input 

Chemicals）

2. 点击化学品清单（ Inventory）。

3. 点击 “+”, 选择月存储量（Stock Take）, 交付量

（Delivery ）或者月使用量（ Usage）。

4. 选择相应的月份，点击 “Select” ，然后点击“OK”。

5. 手动完善化学品清单信息，然后点击 “Save.”。

6. 你已经成功上传你的数据信息。你可以通过点击输入端

管理>现有产品查看产品的一致性。

上传化学品清单



化学品清单（表格上传）
或者，您也可以下载模板完成清单并上传。CleanChain只

接受您可以从系统下载的Excel格式。

使用表格上传化学品清单:

1. 参照前一页的第一到第四步

2. 选择屏幕中间的表格（ Excel ）

3. 按照系统的提示去操作

第一步：下载空白的表格模板

第二步：上传完善信息后的表格

4. 下拉，点击保存

5. 你已经成功上传你的数据信息。你可以通过点击输入端

管理>现有产品查看产品的一致性。

上传化学品清单



回答 IPQs
现在您已经成功上传您的化学品清单，接下来可以回答有

关化学品清单的相关问题了，即IPQs 。

如何回答IPQ问题：

1. 点击导向盘左侧的输入端管理。

2. 点击现有产品。

3. 选择点击 Inventory Product Questions

4.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产品

5.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品牌的问题

6. 回答问题

7. 点击保存

上传化学品清单



第四步: 管理化学品清单
现有产品，产品名片，健康环保的替代品



现有产品
在您上传了您的化学品清单之后，active 

products页面将为您提供当前使用的产品的详

细信息。

现有产品是您在库存、交付或使用过程中上传

的所有化学品。所有产品默认保持活动18个月。

现有产品将被显示在报告和InCheck报告中。

如果您已经停止使用某个产品，则需要手动从

现有产品列表中删除该产品。

管理化学品清单

查看现有产品:

1. 点击左侧菜单栏的输入端管理

2. 点击现有产品

删除现有产品:

1. 点击红色的 “x” 按钮

2. 添加日期和删除原因



产品卡

产品卡提供您正在使用的产品的详细信息。若要查看

产品卡，请导航到现有产品模块，单击

“Conformance”, ，向下滚动并单击产品名称。

产品详情：产品名称、厂家、说明、ZDHC使用类别

产品认证：产品获得的任何认证和认证等级

产品制造商：制造商名称和位置信息

安全数据表：可下载或超链接的安全数据表

技术数据表：可下载或超链接的技术数据表

产品使用：产品在供应链中使用的位置、产品化学成

分(CAS号、成分百分比)和测试结果

管理化学品清单



安全的替代品

您可以使用CleanChain产品库和产品卡来查找正在
使用的化学产品的替代品。

寻找安全的替代产品：

1. 在左侧的菜单栏点击化学品制剂，然后点击
Product Library。

2. 搜索产品名字。

3. 根据不同的标准，比如按产品所获得的等级来搜
索。例如，你可以选择“ZDHC MRSL v1.1.”来搜
索已在ZDHC Gateway中注册登记并获得该等级
的产品。

4. 按照制剂商的名字来搜索。

5. 还可以根据产品类型进行筛选。产品标签与化学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有关。例如，您可以过
滤您的结果，只显示用作预处理剂的化学产品。

管理化学品清单



第五步: 报告
数据仪表盘和报告



数据仪表盘

该板块可查看公司及其供应链的地理位置，同时也可查询现有产

品以及其供应链现有产品的合规情况。查看数据仪表盘:

1. 左侧菜单栏—点击数据仪表盘

2. 从屏幕顶部开始，Supplier区域将在地图中显示您的供应链。

您可以在这里深入研究每个供应商的现有产品。

3. 接下来，产品认证区域将显示公司和供应链的一致性数据。

您可以使用下拉菜单按标准进行筛选。例如，可以选择

ZDHC MRSL来显示来自ZDHC网关的分析。将光标放在饼

状图的不同区域，即可显示相应产品的数量。

4. 产品问题区域总结了化学库存模板中对产品问题的回答。

例如，询问你是否有SDS文件。化学库存模板中所要求的

每种产品在都在这里进行了总结。

报告



报告
报告

报表功能允许用户以Excel文件的形式
导出原始数据，以便在定制报表中使
用这些数据。

如何下载报告：

1. 点击左侧菜单栏的报告

2. 在屏幕顶部，选择要导出的数据
段。它们是:库存和使用、现有
产品、供应链、产品库和组织。

3. 接下来，选择要添加到报表中的
任何过滤选项

4. 仅现有产品-您可以通过单击
“选择列”来选择要添加的其他
列。例如，选择evaluate Result
将列添加到导出中。您还可以选
择特定的产品类别或发明产品问
题。

5. 选择要添加的过滤器或列之后，
单击Preview查看报告的预览。

6. 最后，单击Download Excel导
出您的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