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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角色划分

系统中分为三类用户角色，包括：系统管理员、教师和学生。

 系统管理员：负责平台的设置、基本资料的建立（院系、班级、学生、教师资料）和维

护，以及成绩的导入和上报教育部数据的导出、打印毕业登记卡等工作；

 教师角色：负责导入平时学生的体测结果到系统中，以自动计算学生的体测成绩，同时

可导出教师个人测试学生计算后的成绩。

 学生角色：通过微信查询个人在校期间的全部体测成绩。以及申请体测预约、申请补测

预约、申请免测、留言咨询、接收相关审核和其他体测消息通知等。

以下按照不同角色详细介绍各类角色在系统中的详细操作方法。

系统登录

通过网页浏览器打开 http://www.tzjkcs.com 后，点击“登录”按钮，或直接在首页点击

所在 学校的图标进入登录界面。(或者直接输入 http://admin.tzjkcs.com 直接进入登录界面)

以上是标准登录界面，系统中还提供定制的登录界面。当学校正式开户后，通过

http://www.tzjkcs.com 首页中点击学校图标，会自动跳转到定制界面（如未设置定制界面将

跳转到上 方标准界面）。定制界面样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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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操作手册

首页

管理员登录成功后首页如下图所示，可以查看系统通知和相关文件以及相关的一些数据

统计（包括在校人数、成绩录入统计等）。 班级、学生、教师信息的管理，学期和年度成

绩管理、毕业登记卡打印、体测预约、补测预约、免测登记和审核等都由管理员来操作，还

有其他辅助功能操作例如系统设置、常见问题、统计功能都会在下面进行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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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

1.班级管理

设置学校的院系以及对应的班级。如下图所示，左侧树形列表是学校的院系，右侧数据列表

是对 应的班级数据。

 新增院系：出现院系编辑框，输入对应信息，点击“确定”即可添加一个新的院系。

 修改院系：选择一个院系进行修改。注：院系编号为两位数字，且不可重复。

 删除院系：选择院系进行删除。会判断院系下是否有班级，有班级的院系不能删除，可

以删除班级后再删除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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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班级：如下图的编辑页面，填写班级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增加一个新的班级

（注：所有项必填）。

 修改班级：选择一个班级进行修改，与新增班级操作类似。

 删除班级：选择一个或多个班级进行删除，会判断所选班级下面是否有学生，是否有预

约数据，这两者有任意一种情况都不能删除该班级。可以删除学生和预约后再删除班级。

 导入班级：如下图所示。

1.系统会根据大一的班级数量自动判断有没有进行过年度升级，并进行提醒，防止管理员忘

记升级导入新的班级造成数据混乱。

2.在右侧说明的获取导入模板处点击下载导入模板，给模板添加过真实数据之后，点击“选
文件”按照提示步骤即可导入班级。具体步骤可以查看页面右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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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点击导入之后，系统会自动检查数据

1.数据有误时会进行提醒。需要重新整理数据

2.数据无误时会显示此次导入数据数量和系统原有数据数量进行对比（如下图所示）。对比

数据无误后点击确认写入数据即可成功导入班级；对比数据有误点击重新导入，重新整理数

据进行导入即可。

 导出教育部上报班级信息：可以导出当前学校的所有班级信息进行上报或查看。

2.学生管理

学生基本信息管理，管理学生数据信息包括新增/修改学生、导入学生、设置班长、转

班、留级、年度等功能。如下图所示，左侧树形列表是学校的院系和班级，右侧数据列表是

对应的学生数据。



河南鼎慧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9

 新增学生：如下图学生编辑页面图所示，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 即可新增学生（注：

带 * 号的为必填项）。

 修改学生：编辑学生信息，选择一名学生信息进行修改，与新增学生页面的操作相同。

 删除学生：选择单个学生或多个学生进行删除，会判断所选学生中是否有成绩记录和预

约记录，这两者有任意一种情况 都不能删除该学生。可以删除这两项之后再删除学生。

 学生留转：选择一名学生进行留级或转班操作。注：学生只能向同年级或低年级进行留

转，不能向高年级留转

 设置班长：选择学生设置此学生为所在班级的班长。如果系统设置中设置了只能班长申

请体测预约的话，每个班级必须设置一个班长。注：一个班级只能有一个班长，此操作

会取消同班级其他学生的班长身份

 年度升级：每年新生入学前进行升级，大四毕业生数据会去到历史库，其他年级的学生

全部升一级。如下图所示。

1.每年只能进行一次年度升级，当前年进行过升级的会提醒。并且升级操作不可使用。

2.升级前会判断今年是否生成过毕业登记卡，毕业生在升级前需要打印登记卡，升级

后毕业生去到历史库，不能再打印登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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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资料

1. 导入学生资料：点击“导入资料”按钮下的学生资料，跳转至导入学生页面。如下图所示：

 系统会根据大一的学生数量自动判断有没有进行过年度升级，并进行提醒，防止管理员

忘记升级导入新的大一学生造成数据混乱。

 在右侧说明的获取导入模板处点击下载导入模板，给模板添加过真实数据之后，点击“选
文件”按照提示步骤即可导入学生。具体步骤可以查看页面右侧的说明。

选择文件点击导入之后，系统会自动检查数据

 数据有误时会进行提醒。需要重新整理数据

 数据无误时会显示此次导入数据数量和系统原有数据数量进行对比（如下图所示）。对

比数据无误后点击确认写入数据即可成功导入学生；对比数据有误点击重新导入，重新

整理数据进行导入即可。

2. 导入学生照片：点击“导入资料”按钮下的学生照片，根据弹出框步骤进行整理照片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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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生照片数据是为了手持终端测试时与学生本人进行对比防止作弊。导入步骤和说

明见下图：

3. 导入留转名单：点击“导入资料”按钮下的留级/转班名单，根据下载的导入模板整理好

数据进行导入，注：学生不能向高年级进行留转，只能向同年级或低年级进行留转。具

体导入步骤和其他说明见操作中的详细说明。

4. 导入班长名单：点击“导入资料”按钮下的班长名单，根据下载的导入模板整理好数据进

行导入，注：每个班级只能有一个班长，此操作会取消同班级内其他学生的班长身份。

具体导入步骤和其他说明见操作中的详细说明。

 导出教育部学生基本资料：导出需要上报的学生基本数据，可以根据年度选择过滤掉免

测学生、过滤掉成绩为 0 或无成绩的学生。

 导出查询结果：导出页面上的查询条件筛选出来的学生数据。

 下载学生成绩登记表：体测之前可以在此处导出成绩登记表，如下图所示，可以选择年

级和学院，文件会按照班级名称分为不同的 sheet，排序可以根据情况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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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文件如下图所示：

 数据列表中最后一列的成绩档案：点击学生的成绩档案跳转到该学生的成绩档案页面。

如下图所示：

3.教师管理

教师基本信息管理，以及设置导入的成绩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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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教师：如下图教师编辑页面图所示，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 即可新增教师（注：

带 * 号的为必填项）。

 修改教师：编辑教师信息和导入项设置，选择一名教师信息进行修改，与新增教师页面

的操作相同。

 删除教师：选择单个或多个学生进行删除，会判断所选教师中是否有导入成绩记录和其

他关联数据，有数据的情况下会禁用教师，不会删除教师。

 密码重置：重置教师的登录密码即工号后六位。

 启用/禁用登录：控制教师是否能登录该系统。

 设置导入项：可以批量设置教师可以导入的成绩项目，如下图所示，先勾选需要设置的

教师，然后点击按钮按照选项进行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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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教师：批量导入教师信息，根据模板内容填写教师信息后，导入即可，节省手动新

增的时间，可以快速导入所有教师名单。

成绩管理

1.学期成绩

管理学生的学期成绩，如下图所示，左侧树形列表是学校的院系和班级，右侧数据列表

是所选学年和学期对应的学生学期成绩数据。

 新增：手动添加学生成绩信息。如下图所示，输入学号会自动加载学生信息，如果此学

生在设置的学期录入过成绩会加载已有的成绩信息，最终成绩会根据输入的各项成绩自

动计算。注：带 * 号的都是必填项，此处添加的学期成绩都是系统设置中设置的录入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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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选择一条成绩记录进行修改，最终成绩会根据输入的各项成绩自动计算。

 删除：选择一条或多条成绩进行删除。

 删除学期成绩：选择一个学期，删除选择学期的全部成绩。

关于学生某些项目未测试录入和导入时的注意事项：

1. 未测试的项目在填写和整理导入 Excel 时，请不要留空，务必填写 0；
2. 对于坐位体前屈确实存在测试结果为 0 且对应有分值的情况，请将测试结果修订为

0.1 或-0.1，总 之不要为 0，因为系统计算时，检测到是 0，就自动返回 0 分，不再

进行标准比对计算。

 导入成绩

1. 导入学期成绩：点击“导入成绩”按钮下的导入成绩，跳转至导入成绩页面。如下图所示：

 系统会根据当前时间自动判断和系统设置的学期是否一致，并进行提醒，防止管理员忘

记设置正确的学期造成导入数据混乱。

 导入页面的列表会统计当前设置学期的各年级的成绩人数和单项录入人数，方便导入数

据对比。

 在右侧说明的获取导入模板处点击下载导入模板，给模板添加过真实数据之后，点击“选
文件”按照提示步骤即可导入学生。具体步骤可以查看页面右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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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点击导入之后，系统会自动检查数据

 数据有误时会进行提醒。需要重新整理数据

 数据无误时会显示此次导入数据数量和系统原有数据数量进行对比（如下图所示）。对

比数据无误后点击确认写入数据即可成功导入学期成绩；对比数据有误点击重新导入，

重新整理数据进行导入即可。

2. 导入奖励成绩：点击“导入成绩”按钮下的导入奖励成绩，根据下载的导入模板整理好数

据进行导入，具体导入步骤和说明见操作中的详细说明。

3. 导入补测成绩：点击“导入资料”按钮下的导入补测成绩，根据需要导入的补测项目下载

的对应的导入模板，整理好数据进行导入，注：没有导入过成绩的学生不能导入补测成

绩。具体导入步骤和其他说明见操作中的详细说明。

 导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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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出学期成绩：点击“导出资料”按钮下的导出学期成绩，选择学期导出对应学期的所有

成绩记录。

2. 导出教师成绩：点击“导出资料”按钮下的导出教师成绩，如下图所示，选择学期和要导

出的教师，点击开始导出，即可导出所选教师导入的学生成绩。

3. 导出学期未测试名单：点击“导出资料”按钮下的导出学期未测试名单，如下图所示，选

择学期、年级、院系，点击开始导出即可导出对应学期、年级和院系下未测试的学生名

单。

4. 导出学期已测试名单：点击“导出资料”按钮下的导出学期未测试名单，选择学期、年级、

院系，点击开始导出即可导出对应学期、年级和院系下未测试的学生名单。和导出未测

试名单类似，此处不再放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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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查询结果：导出页面上的查询条件筛选出来的成绩数据。

 成绩上传进度：查看当前设置学期的成绩上传进度详情，如下图所示

2.年度成绩

管理学生的年度成绩，如下图所示，左侧树形列表是学校的院系和班级，右侧数据列表

是所选年度对应的学生年度成绩数据。

 删除：选择一条或多条年度成绩进行删除。

 删除年度成绩：选择一个年度，删除选择年度的全部成绩。

 年度成绩合并：合并当前年度的两个学期成绩，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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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教育部上报成绩：选择要导出的年度，可以过滤成绩为 0 或者无成绩的记录，如下

图所示。

 导出本校年度总分：选择要导出的年度，可以过滤成绩为 0 或者无成绩的记录，导出该

年度所有学生的成绩。

 导出毕业成绩：导出所有毕业生的年度成绩。

 导出未测试名单：如下图所示，选择年度、年级、院系，点击开始导出即可导出对应年

度、年级和院系下未测试的学生名单。



河南鼎慧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

 导出查询结果：导出页面上的查询条件筛选出来的年度成绩数据。

3.毕业登记卡

创建毕业生登记卡打印任务，系统后台执行任务完成后即可下载打印登记卡。如下图所示

 创建打印任务：选择一个或多个学院进行毕业登记卡打印任务创建，任务创建后会自动

在列表上显示，状态为等待中，刷新任务后，如果任务完成且有数据的话可以直接下载

压缩文件，压缩包内每个 excel 文件代表一个班级学生毕业登记卡，可以直接打开 Excel
文件进行打印，默认是 A4 纸横向打印，可以再打印预览中再进行调整。

 删除无效任务：选择一个或多个任务进行删除。

 刷新任务：新创建的打印任务，刷新后可查看任务的最新执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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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年成绩汇总

查询在校生所有学年的成绩，可以进行导出，也可以只导出毕业生的历年成绩，如下图所示

5.异常成绩处理

异常成绩处理是方便管理员把成绩为 0 的异常数据过滤出来，进行查看或清除操作。

4.1 学期成绩为 0

如下图所示，过滤出来对应学期成绩为 0 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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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已选记录：选择成绩为 0 的数据进行删除。

 清除所选学期所有成绩为 0 的记录：按照查询条件所选择的学期清除掉此学期所有成绩

为 0 的数据。

4.2 年度成绩为 0

如下图所示，过滤出来对应年度成绩为 0 的记录。

 删除已选记录：选择成绩为 0 的数据进行删除。

 清除所选所有成绩为 0 的记录：按照查询条件所选择的学期清除掉此学期所有成绩为 0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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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上传

1.人脸识别

1.1 学生人脸数据

此处功能结合学校硬件测试仪使用，设备使用前，在此处导入学生人脸数据，如下图所示。

上传人脸数据页面可以查看之前的上传记录，根据模板将照片信息导入即可。

2.手持机

2.1 上报数据

根据学期查看使用手持机测试上传的所有数据，如下图所示，列表上方会显示学生总数

和已上传数量，通过数量对比方便安排体测和数据上报事宜。

 导出手持机上报成绩：选择要导出的学期，导出此学期使用手持机测试上传的数据到

excel文件，管理员在学期成绩中将此文件直接导入到系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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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师工作量

根据学期统计各个教师使用手持机测试的工作量信息，如下图所示，列表上统计所选学

期的各个教师的测试人数以及工作量占比，选中左侧教师可以查看教师单项测试的人数统

计。

3.其他接入硬件

硬件设备上传的数据在此处进行查看，可以导出上报成绩，可以查看测试时的作弊判定记录，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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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设备上报成绩：根据选中学期，导出所有通过设备测试的学生上报成绩数据，导出

来的数据可以直接进行上报。

 查看本学期测试记录：查看当前设置学期的测试记录，并且可以增加测试记录和删除测

试记录，也可以查看无效的测试记录。还可以根据姓名学号查询，根据性别进行筛选。

 一键导入至学期成绩：将硬件上传数据导入到学期成绩中，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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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弊记录判定：点击查看作弊记录，可以查看现场照片，选中某个记录后可以点击判断

未作弊，或者判断作弊。也可以删除作弊记录，或者导出作弊名单

 清空测试记录：点击按钮清空当前学期通过设备测试的所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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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功能

1.预约管理

1.1 班级预约管理

管理班级体测预约信息，并审核预约的班级、导出预约清单等，如下图所示。

 新增预约：添加新的体测预约安排，如下图所示，填写完成之后，点击“保存”即 可新

增一个预约记录。

 修改预约：修改预约安排信息。注：此操作会删除对应已有的班级预约记录



河南鼎慧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8

 删除预约：删除所选的预约安排信息并删除掉对应已有的班级预约记录。

 撤销排期：预约撤销后不能再恢复，预约过此安排的学生需要重新再预约其他安排，撤

销的同时会通过微信提醒预约过此安排的学生。

 导入预约：按照弹出框的导入要求下载模板，整理好数据进行导入预约即可。

 导出已预约清单：选择学期导出已预约的班级或学生清单。

 点击数据列表中的“查看这一个班”操作，可以对申请预约的班级进行拒绝和接受操作。

如下图所示，审核结果会通过微信发送给对应的学生或者班长。

1.2 学生预约管理

管理学生体测预约信息，可修改预约信息、添加学生、导出预约清单等，如下图所示。在已

预约的人数里面，点击可以查看已预约的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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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测管理

2.1 免测申请管理

免测申请管理（默认禁止学生申请，可在系统设置中开放此功能），学生的免测申请会

显示在此页， 管理员对申请进行审核，若审核通过，则自动在免测登记记录中创建一条对

应的免测记录，管理员无需再手动录入或导入免测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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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审核界面如下图所示，管理员审核通过不通过都会将审核结果通过微信通知给对

应的学生。

 列表上查看详情：可以查看免测申请单的详情

 列表上生成 word：下载免测申请单的 word，可以直接进行打印。

2.2 免测记录

登记学生在某个学年免测记录，可在系统设置中选择被登记的学生成绩在导出教育部上

报成绩和本校学生总成绩中是否被导出，默认不导出。

 免测登记：打开免测登记编辑框，如下图所示，输入学生的学号，点击“查询” 并选择

免测学年之后，点击“确定”即可添加该学生该年度的免测。

 删除登记：删除所选的免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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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导入免测学生：根据弹出框下载导入模板整理数据后导入免测学生记录即可。

 导出免测学生：选择年度导出该年度的免测学生名单。

3.补测管理

对补测安排进行管理，并且对学生申请进行审核，需要在系统设置中设置补测开放学期

和允许学生申请补测的时间段。

 新建补测安排：在系统设置中设置过补测开放学期之后，才可以新建对应学期的补测安

排，根据弹出框先写内容后保存即可，如下图所示。

 修改补测安排：选择补测安排进行修改，确认修改会删除此安排下所有申请的学生记录，

修改后需要学生重新进行申请。

 删除补测安排：删除选择的补测安排，对应申请的学生记录也会被删除。

 列表中导出补测安排：导出安排下申请的学生名单。

 列表中确认执行安排：点击确认执行安排后，将通过微信通知申请此安排的学生按时参

加，确认后其他学生不能再申请此补测。

 列表中撤销补测安排：撤销补测安排，将通过微信通知申请的学生此安排无效。

4.运动处方管理

针对学生体测数据和成绩，填写响应的锻炼注意事项，形成每个学生的运动处方。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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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运动处方：如下图所示，可以根据页面上显示的学生测试数据，来填写运动项目对

应的注意事项。学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看到自己的运动处方，从而按照教师指导进行

体能锻炼。

5.运动打卡管理

为了增强学生体质，各校除了体育课锻炼之外，课余时间参与运动锻炼的学生可以进行

打卡，有些学校会将平时运动时长折算成附加分，为体测成绩加分。此模块的功能管理学生

运动打卡记录，以及运动项目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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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记录：删除学生打卡记录。

 补录打卡记录：手机上漏打卡的记录可以在此处进行补录打卡。

 清除无效记录：缺少签入时间和签出时间的都是无效记录，点击可一键清除所有无效记

录。

 导出查询结果：导出查询到的打卡记录

 设置打卡项目：设置学生可以打卡的运动项目，一般有跑步等。

 修正时间：每条打卡记录都可以修正签入和签出时间。

师生交互

1.微信通知下发

方便管理员给学生下发体测相关通知（包括不及格、预约、补测等通知），学生通过微

信绑定学号获取与个人相关的通知。

1.1 不及格通知

将当期学期体测成绩不及格的通知发送给对应的学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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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任务：新建当前学期不及格通知任务，任务会自动执行通知发送功能。不及格学生

会在微信上接收到不及格通知。注：每次新建任务会判断当前学期是否发送过通知，从

而提醒尽量不要重复新建任务

 刷新：刷新任务的执行状态。

 列表中的任务明细：查看任务发送的详细信息，包括发送状态、发送学生信息、发送失

败原因等。可通过学号和姓名以及发送状态进行查询。如下图所示

1.2 体测预约通知

关于体测预约的推送通知记录会在此显示，如下图所示。能查看到给每个预约学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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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记录，可根据学生学号、姓名以及发送状态进行查询。发送失败的记录会显示原因。

注：学生需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且绑定学号才能接收到通知。

通知内容包括：

 预约安排审核结果通知

 预约安排撤销通知

1.3 补测安排通知

关于补测安排的推送通知记录会在此显示，如下图所示。能查看到给每个申请补测学生

推送的通知记录，可根据学生学号、姓名以及发送状态进行查询。发送失败的记录会显示原

因。注：学生需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且绑定学号才能接收到通知。

通知内容包括：

 补测安排确认通知

 补测安排撤销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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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免测申请通知

免测申请的审核结果推送通知记录会在此显示，如下图所示。能查看到给每个申请免测

学生推送的通知记录，可根据学生学号、姓名以及发送状态进行查询。发送失败的记录会显

示原因。注：学生需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且绑定学号才能接收到通知。

通知内容包括：

 免测审核结果

2.学生咨询解答

对学生留言咨询进行回复管理等（学生通过微信进行留言咨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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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点击回复会出现输入框对学生的留言进行回复。回复过的内容以红色显示。

统计中心

1.年度摘要

统计所选年度下学生人数、病残人数、应参与体测人数、实际体测人数、及格人数、良

好人数、优秀人数、以及成绩等级占比分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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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成绩分布

根据年度和院系统计所有学生和各年级成绩等级分布图，以及总分和单项成绩的分布

图。如下图所示

3.单项成绩

按照年度统计各个学院下每个单项体测成绩人数和占比，并且按照性别分开统计，可将统计

结果导出到 excel 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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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院系排名

根据年度统计各个学院的单项成绩的合格率和优秀率排名。可将统计结果导出到 excel 文件，

如下图所示。

5. 单项同比

根据年度统计各个学院下单项成绩合格率和优秀率的同比数据，如下图所示，统计选择

年度和上一年的各单项成绩占比分析。科将统计结果导出到 exce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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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项分级同比

根据年度统计各个学院下单项成绩的成绩等级占比及同比信息。如下图所示，统计所选

年度和上一年度的 BMI 成绩各个等级的占比信息和同比信息，以及合格率或优秀率同比。

可将统计结果导出到 exce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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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班级成绩

按照年度统计每个学院下的各个班级学生总数，成绩各个等级人数和占比人数信息。如

下图所示，可以将统计结果导出到 excel 文件。

8.肥胖程度

按年度统计各个院系下各个班级男生和女生的肥胖程度信息，如下图所示，可将统计结

果导出到 exce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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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成绩上传进度

根据系统设置的导入学期，统计学期下各个年级单项成绩上传的进度。方便管理员把控

体测安排进度和数据上报时间安排。如下图所示

10.专业成绩分析

按照专业分析学生测试人数以及成绩分布和占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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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1.评分标准

显示各年级各项测试项目的评分标准，方便成绩计算对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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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中心

2.1 系统设置

为了保证系统运行，需要在此处进行一些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成绩录入设置：设置成绩录入和导入的学期以及时间段。教师和管理员都只能录入/导
入这个学期的成绩，并且只能在这个时间段内对成绩进行操作，其他时间无法操作。

 年度升级：每年新生入学前需要进行年度升级，将大四学生升到历史库，其他年级学生

年级加一级。

 预约设置：设置体测预约的学期和学生可以申请的预约时间段，并且设置允许班长按照

班级预约还是学生个人预约。此处设置完成后才可以新建体测预约安排。

 补测申请设置：设置补测学期和学生可以申请补测的时间段，此处设置完成后才可以新

建补测安排。

 禁止访问：设置教师是否能登录系统。

 免测设置：设置导出成绩时是否导出免测人员成绩，设置学生是否可以自己申请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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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微信访问控制

设置学生访问微信上的一些功能参数。如下图所示

 显示内容：设置是否只显示测试结果不显示成绩得分，勾选时学生在微信上只能查到各

项测试结果查不到成绩，反之可以同时查到测试结果和成绩。

 年度成绩开放：年度成绩没有整理完成时，可以设置不让学生查询某个年度的成绩，未

禁用情况下，学生可以查询所有年度的成绩。

 实时数据查询：开启实时数据查询时，在使用手持机进行测试时，学生可以再微信中实

时查看到个人的测试结果和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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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载中心

此处可下载系统中发布的一些官方体测相关文件以及系统使用说明和文件等，系统会定

时更新相关文件内容。如下图所示。

 点击文件红色标题即可下载文件。

4.常见问题

系统使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和问题解决方法会在此显示，如下图所示

 点击问题可以查看问题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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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

系统右上角点击用户信息，可查看学校和用户的信息内容，可修改个人登录密码，密码

修改保存后需要重新用新密码登录系统。如下图所示：

教师操作手册

教师通过网页浏览器打开 http://www.tzjkcs.com 后，点击“登录”按钮，或直接在首页

点击所在学校的图标进入登录界面。(或者直接输入 http://admin.tzjkcs.com 直接进入登录界

面)。注：登录时注意选择以教师身份登录

成绩管理

导入学生的体测/补测成绩并进行管理，如下图所示，左侧树形列表是教师的导入记录，

右侧数据列表是每次导入对应的学生成绩信息。

教师能导入和修改的测试项目成绩由管理员设置，如有问题，请联系学校管理员。注：

可多次导入成绩，测试结果取多次的最优值。

关于学生某些项目未测试录入和导入时的注意事项：

1、未测试的项目在填写 Excel 时，请不要留空，务必填写 0
2、对于坐位体前屈确实存在测试结果为 0 且对应有分值的情况，请将测试结果修订为 0.1
或-0.1，总 之不要为 0，因为系统计算时，检测到是 0，就自动返回 0 分，不再进行标准

比对计算。



河南鼎慧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48

 修改：选择一条成绩信息进行修改，如下图所示，每个教师只能修改自己负责的项目。

 导入成绩：根据弹出框提示下载导入模板，整理数据后进行导入即可。教师导入成绩的

学期是由管理员在系统设置中设置的导入学期，且教师只能在设置的导入时间段内进行

成绩导入。超出这个时间范围无法进行导入和修改成绩。

 导入补测成绩：根据需要导入的补测项目下载的对应的导入模板，整理好数据进行导入。

教师只能导入自己负责的项目。注：没有导入过成绩前不能导入补测成绩。

 导出：选择左侧导入记录，导出此次导入的所有成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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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机成绩

当前教师用手持机测试的成绩记录在此模块显示，可以进行查询和导出，如下图所示。

评分标准

显示各年级各项测试项目的评分标准，方便成绩计算对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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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中心

此处可下载系统中发布的一些官方体测相关文件以及系统使用说明和文件等，系统会定

时更新相关文件内容。如下图所示。

 点击文件红色标题即可下载文件。

常见问题

此处可下载系统中发布的一些官方体测相关文件以及系统使用说明和文件等，系统会定

时更新相关文件内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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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文件红色标题即可下载文件。

用户信息

系统右上角点击用户信息，查看教师的个人信息内容，可修改个人登录密码，密码修改

保存后需要重新用新密码登录系统。如下图所示：


	体质健康测试平台
	目录
	系统角色划分 
	系统登录
	管理员操作手册
	首页 
	基本资料
	1.班级管理
	2.学生管理
	3.教师管理

	成绩管理
	1.学期成绩
	2.年度成绩
	3.毕业登记卡
	4.历年成绩汇总
	5.异常成绩处理
	4.1学期成绩为0
	4.2年度成绩为0


	外部上传
	1.人脸识别
	1.1学生人脸数据

	2.手持机
	2.1上报数据
	2.2教师工作量

	3.其他接入硬件

	辅助功能
	1.预约管理
	1.1班级预约管理
	1.2学生预约管理

	2.免测管理
	2.1免测申请管理
	2.2免测记录

	3.补测管理
	4.运动处方管理
	5.运动打卡管理

	师生交互
	1.微信通知下发
	1.1不及格通知
	1.2体测预约通知
	1.3补测安排通知
	1.4免测申请通知

	2.学生咨询解答

	统计中心
	1.年度摘要
	2.年度成绩分布
	3.单项成绩
	4.院系排名
	5.单项同比
	6.单项分级同比
	7.班级成绩
	8.肥胖程度
	9.成绩上传进度
	10.专业成绩分析

	系统设置
	1.评分标准
	2.设置中心
	2.1系统设置
	2.2微信访问控制

	3.下载中心
	4.常见问题

	用户信息

	教师操作手册
	成绩管理
	手持机成绩
	评分标准
	下载中心
	常见问题
	用户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