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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架构

《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的研发是配合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面向全国小学生建设素质能力测评大数据中心工程，

该平台概括了从小学低年级、小学中年级、小学高年级到小升初的一个全过程跟

踪的测评与服务体系，为我国广大的小学生在道德修养与思想品质、综合素质、

适应能力、学习发展能力等方面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测评数据信息平台。

《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通过应用整合系统实现流程整合、信息

整合、应用集成。使得所建设系统构件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使得学校能够在一个

统一的界面上运行系统中的各种应用。按照小学生的测评需求和平台的实际应用

要求，系统的功能设计分为十四个子系统：

1、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系统；

2、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

3、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

4、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系统；

5、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360 度评价）；

6、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

7、小学生核心素养测评系统；

8、小学生家庭环境与亲子关系测评系统；

9、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

10、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

11、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

12、会员中心系统；

13、测评管理系统；

14、系统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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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初始化设置

一、登录测评管理

测评管理子系统主要是对学校信息、参测学生、测评报告、测评档案、群体

测评分析等信息的管理与维护。在运行小学生测评平台之前需要对系统进行基础

数据的建立，包括学校信息、级部信息、班级信息、学生信息以及测评管理员等

信息的建立。

1、关闭浏览器的“弹出窗口阻止程序”。打开 ie11.0或以上版本浏览器，

请选择 ie11.0浏览器的“工具---Internet 选项---隐私”，去掉“打开弹出窗口阻

止程序（B）”前的对号，点击“确定”。

【注】推荐使用谷歌、IE11.0、360 浏览器访问测评平台，本系统基于数据

安全机制，不兼容 QQ 浏览器的兼容模式，请勿采用 QQ 浏览器兼容模式访问测评

平台。

若使用非 IE浏览器访问小学生测评平台，需要（1）请检查所用浏览器的弹

出窗口阻止程序是否关闭；（2）请检查您的机器是否安装了广告拦截工具，如：

360拦截广告、百度工具栏、QQ工具栏、GOOGLE 工具栏、搜狗工具栏、瑞星

卡卡等。请在浏览器上关闭所有的拦截弹出广告程序，也可以将上述工具卸载。

2、登录测评管理。测评管理员点击小学生测评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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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登录窗口，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管理。

注：测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为保证系统

的使用安全，测评总管理员可以在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入测评管理子

系统，在“学校信息维护--修改密码”模块中修改登录密码。

若输入管理员账户信息后登录测评管理，一直停留在测评管理登录界面，

请检查浏览器上是否关闭所有的拦截弹出广告程序，然后重新登录。

二、系统权限维护

角色管理是对测评管理子系统不同模块操作权限角色的建立与维护。建立

用户信息时可赋予某角色，使其拥有不同模块的操作权限，比如学校信息的添加、

修改、删除、查看等权限。

1、选择“角色管理”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系统权限维护---

角色管理”模块，弹出角色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角色信息。

2、添加角色

（1）在角色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出角色信息添加界面。

输入角色名称、描述完毕后点击“添加”完成新角色的添加工作。

（2）在需要分配权限的角色行点击“权限设置”，弹出权限设置界面，设

置每个功能模块的添加、修改、删除、查看等权限，设置完毕点击“保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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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评总管理员可依据本校测评管理情况，可建立学校领导角色、班主

任角色、测评管理员角色等，不同的角色赋予不同的功能模块操作权限，例如赋

予领导角色只有各模块的查询权限。

3、删除角色。在角色列表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角色，然后点击

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角色。角色拥有的人员信息时选择框变灰

色，不允许删除。

三、学校信息管理

1、学校管理

通过“学校管理”功能模块建立学校信息，如建立北京海淀区实验小学。学

校信息建立时，其学校编号请填写该学校的代码。

注：该测评系统为学校版本，仅允许建立一个学校信息。

学校信息为建立学生信息以及按学校进行学生测评数据管理提供了基本信

息。

注：在“学生信息导入”步骤利用 EXCEL 表导入学生信息时，EXCEL 表“所

属学校编号”列的填写要参照此处建立的学校代码填写，必须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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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学校管理”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学校信息维护---

学校管理”模块，弹出学校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学校信息。

（2）新增学校信息。在学校管理界面中可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出学

校信息添加界面。在“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的名称信息，“学校机构编码”处

输入学校的组织机构代码，“上级单位”处选择所属“市级教育局”或“区县级

教育局”，“所属省份/直辖市”处选择学校所属的省份，“所属教育局”处选

择所属的教育局信息。

输入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新学校信息的添加作业。

（3）修改学校名称信息。通过所属省份、学校名称等条件搜索到需要修改

的学校信息，点击该学校所在行中的“修改”按钮，弹出学校信息界面，学校名

称修改完毕后点击“修改”完成修改工作。

注：如果学校已建立级部信息，则学校机构编码不允许修改。

（4）删除学校信息。在学校信息列表行“选择”栏选择需要删除的学校，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学校。

注：如果学校已建立级部信息，则该学校不允许删除，若想删除请先删除该

学校下的所有级部信息，然后再删除学校信息。

2、级部管理

通过“级部管理”功能模块对学校的级部信息进行建立，比如建立北京市海

淀区实验小学一年级信息。级部信息建立时，其级部编号前几位由该级部所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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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编号生成，后几位可自定义数字按顺序输入。级部信息为建立学生信息以及

按照“级部”进行学生测评管理提供了基础数据。

注：在“学生信息导入”步骤利用 EXCEL 表导入学生信息时，EXCEL 表“所

属年级编号”列的填写要参照此处建立的级部编号填写，必须保持一致，否则导

入失败。

（1）选择“级部管理”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学校信息维护---

级部管理”模块，弹出级部信息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级部信息。

（2）新增级部信息。在级部信息管理界面中可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

出级部信息添加界面。在“所属学校”处选择所建立级部所在的学校信息，在“级

部编号”处输入后位的数字编号，前几位为所在学校编号，在“级部名称”处输

入级部的名称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保存”完成新的级部信息的添加作业。

（3）修改级部名称信息。通过级部名称搜索到需要修改的级部信息，点击

该级部所在行中的“修改”按钮，弹出级部信息界面，级部名称修改完毕后点击

“保存”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级部信息。在级部信息列表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级部，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级部。

注：如果某级部下已建立班级信息，则该级部不允许删除，若想删除请先删

除该级部下的所有班级信息，然后再删除级部信息。

（5）导入级部信息

第一步：点击级部信息列表右下方的“导入”按钮，弹出级部信息导入界面。

第二步：点击“下载 Excel 模板”，下载导入级部信息的 EXCEL 表模板。打

开下载的 EXCEL 表模板，按照 EXCEL 表填写要求将级部信息在 EXCEL 表中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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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部信息 EXCEL 表填写要求：

（1）“年级名称”列，依据学校实际填写年级名称信息。

（2）“年级编号”列，填写年级的编号信息，年级编号由学校编号和顺序

码组成，请按照此原则编写。年级编号要具有唯一性，不可重复。

（3）“所属学校编号”列，填写学校的机构编码，请依照“学校管理”模

块中建立的学校编码填写。

第三步：整理完毕 EXCEL 表后并关闭，然后在级部信息导入界面上点击“浏

览”选择此 EXCEL 文件，点击“提交”，即可将级部信息导入。

3、班级管理

通过“班级管理”功能模块对学校所有班级信息进行建立。班级信息建立时，

其班级编号前几位由该班级所在级部的编号生成，后面位数可自定义数字输入。

班级信息为建立学生信息以及按照“班级”进行学生测评管理提供了基础数据。

注：在“学生信息导入”步骤利用 EXCEL 表导入学生信息时，EXCEL表

“所属班级编号”列的填写要参照此处建立的班级编号填写，必须保持一致，否

则导入失败。

（1）选择“班级管理”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高校信息维护---

班级管理”模块，弹出班级信息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班级信息。

（2）新增班级信息。在班级信息管理界面中可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

出班级信息添加界面。在“所属学校”处选择学校信息，在“所属级部”处选择

年级信息，在“班级编号”处输入后两位数字编号，前几位为年级编号，在“班

级名称”处输入班级的名称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保存”完成新的班级信息的

添加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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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改班级名称信息。通过班级名称搜索到需要修改的班级信息，点击

该班级所在行中的“修改”按钮，弹出班级信息界面，班级名称修改完毕后点击

“保存”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班级信息。在班级信息列表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班级，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班级。

注：如果某班级下已建立学生信息，则该班级不允许删除，若想删除请先删

除该班级下的所有学生信息，然后再删除班级信息。

（5）导入班级信息

第一步：点击班级信息列表右下方的“导入”按钮，弹出班级信息导入界面。

第二步：点击“下载 Excel模板”，下载导入班级信息的 EXCEL表模板。

打开下载的 EXCEL 表模板，按照 EXCEL 表填写要求将班级信息在 EXCEL 表

中录入。

班级信息 EXCEL表填写要求：

（1）“班级名称”列，请按照本校实际的班级名称填写即可。

（2）“班级编号”列，班级编号由所属级部编号和顺序码组成，请按照此

原则编写，班级编号要具有唯一性，不可重复。

（3）“所属年级编号”列，填写所属级部的编号，请依照“级部管理”模

块中建立的级部编号填写，否则导入失败。

（4）“所属学校编号”列，填写所属学校编码，请依照“学校管理”模块

中建立的学校机构编号填写，否则导入失败。

第三步：整理完毕 EXCEL表后并关闭，然后在班级信息导入界面上点击“浏

览”选择此 EXCEL文件，点击“提交”，即可将班级信息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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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户管理

通过“用户管理”模块，测评总管理员可以建立测评管理员账户信息，分配

权限角色使其拥有不同功能模块的操作权限，分配管理身份使其拥有不同学校、

级部等学生测评数据的管理权限。

管理身份分为学校管理员、级部管理员与班级管理员三种身份，不同的管理

身份拥有不同学生测评数据的管理与查看权限。

（1）学校管理员可以管理与分析本学校学生的测评数据；

（2）级部管理员可以管理与分析本级部学生的测评数据；

（3）班级管理员可以管理与分析本班级学生的测评数据；

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用户管理”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学校信息维护---

用户管理”，弹出用户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用户信息。

（2）新增用户。在用户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出用户信息

添加界面。输入用户名、真实姓名、登陆密码，然后在“所属角色”处选择某角

色，分配其用户拥有该角色的不同功能模块的操作权限。

在“管理身份”处选择某管理身份，分配其用户不同测评数据的管理及查看

权限：

1）选择“学校管理员”，在学校管理范围处选中某学校，此用户即可管理

与分析该学校内全部学生的测评数据；

2）选择“级部管理员”，在学校管理范围处选中某学校，在级部管理范围

处选择该学校的某级部名称，即可管理与分析某学校某级部学生的测评数据。

3）选择“班级管理员”，在学校管理范围处选中某学校，在级部管理范围

处选择该学校的某级部名称，在班级管理范围处选中某班级，即可管理与分析某

学校某级部某班级学生的测评数据。

所有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保存”完成新测评管理用户的添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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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改用户。点击需要修改的用户行中的“修改”按钮，弹出用户信息

界面，可修改用户所属角色、管理身份及其管理范围信息，修改完毕后点击“保

存”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用户。在用户列表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用户，然后点

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用户。

5、修改密码

为保证测评管理登录用户的安全，在用户已登录“测评管理”状态下，通过

“修改密码”模块可以将登录密码进行修改。

（1）选择“修改密码”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学校信息维护---

修改密码”模块，弹出修改密码界面。

（2）在修改密码界面上分别输入旧密码与新密码，点击“修改”按钮完成

密码的修改作业，退出测评管理后再登录时需要输入新的密码才能登录测评管理

子系统。

6、学生注册设置

通过“学校注册设置”模块可以依据学校测评的具体要求，设置是否允许学

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设置“是”表示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参与测评，同

时管理员也可以通过导入学生信息为学生建立测评账户；设置“否”表示不允许

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只有通过管理员统一导入或手工添加学生信息为学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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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测评账户，这样避免了学生测评账户的混乱性以及出现一个学生多个测评账户

的现象，便于学生信息的规范性管理。

（1）选择“学生注册设置”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高校信息维

护---学生注册设置”模块，弹出学生注册设置界面。

（2）设置是否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在学生注册设置界面，设置“是”

表示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参与测评；设置“否”表示不允许学生自己注册

测评账户。

四、学生信息管理

1、学生信息导入

学生信息导入即通过 EXCEL表将学生信息导入到测评系统中并建立测评用

户，其学生编号即登录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的用户名，登录密码初始

为学生编号。

（1）选择“学生信息导入”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学生信息管

理---学生信息导入”模块，弹出学生信息导入界面。

（2）下载 Excel 模板及填写学生信息。点击“下载 Excel 模板”，下载导

入学生信息的 EXCEL 表模板。打开下载的 EXCEL 表模板，按照 EXCEL 表填

写要求将学生信息在 EXCEL表中录入。

（3）导入学生信息。整理完毕 EXCEL 表后并关闭，然后在学生信息导入

界面上点击“浏览”选择此 EXCEL文件，点击“提交”，即可将学生信息导入。

（4）其它事项。学生编号即登录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默认是学生编号。由测评管理员将用户名、密码发放给学生测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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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学生信息 EXCEL表填写要求

1、学生编号列的填写要求

学生编号即登录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的用户名。填写要求如下：

（1）学生编号有数字或英文字母单独、或相互组合而成；

（2）学生编号要唯一，不能重复；

（3）学生编号为必填项。

2、学生姓名列的填写要求，学生姓名依照实际参测学生信息填写，为必填

项。

3、“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籍贯、政治面貌、民族、手机号码、电

子邮箱”8列的填写要求

（1）上述 8列依照参测人员的实际信息填写，个别列项没有可以不填写；

（2）“性别”列，请填写男或女；

（3）“身份证号”列，在 EXCEL 表中设为文本格式，用数字输入方法。

（4）“政治面貌”列，请在少先队员、普通学生中依据实际情况选择一个

填写。

4、“注册类型”列，填写该学生参与哪个层次的测评项目。该列请按以下

要求填写：

依照学生所在年级在“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

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

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八个参测层次中选择一个填写。

5、“所属教育局编号”列的填写要求，请依照“测评管理---学校信息维护

---学校管理”模块学校信息列表中显示的教育局编号填写。

6、“所属教育局名称”列的填写要求，填写学校所属教育局的名称。

7、“所属学校编号”列的填写要求，填写的所属学校编号需要与“测评管

理---学校信息维护---学校管理”中建立的学校机构编码一致。

8、“所属学校名称”列的填写要求，填写学校名称。

9、“所属年级编号”列的填写要求，填写的所属年级编号需要与“测评管

理---学校信息维护---级部管理”中建立的年级编号一致。

10、“所属年级名称”列的填写要求，填写学生所在年级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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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属班级编号”列的填写要求，填写的所属班级编号需要与 “测评

管理---学校信息维护---班级信息管理”中建立的班级编号一致。

12、“所属班级名称”列的填写要求，填写学生所在班级的名称。

2、学生信息录入

“学生信息录入”模块主要是对参测学生信息的建立、修改、删除等管理。

该模块列示的学生信息包含了从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首页注册的参

测学生、测评管理员用 EXCEL 表导入的参测学生与手工录入的参测学生。通过该

模块，测评管理员手工添加学生信息建立参测学生测评账户，学生编号即测评用

户名，登录密码初始为学生编号。

（1）选择“学生信息管理”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学生信息管

理”---“学生信息录入”，进入学生信息管理界面。

（2）查询学生信息。在学生信息列表中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所

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学生信息。

（3）添加新学生信息。在学生信息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

出学生信息添加界面。输入学生姓名、学生编号、身份证号、测评类别（即参测

哪一个年级层次的测评）、出生日期、性别、政治面貌、所属学校、所属年级、

所属班级等信息，输入信息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新学生信息的添加工作。

注：添加的学生信息，系统自动测评授权，学生编号即测评用户名，登录密

码初始为学生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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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出学生信息。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

属班级等条件搜索出学生信息，点击“导出”按钮即可将搜索出的学生信息导出

EXCEL表，下发给参测学生。

（5）修改学生测评类别信息。随着学生年级的变化，学生需要参测相应年

级层次的素质与能力综合测评项目，系统会在每年的 9月 1日自动检测学生当前

的测评类别，进行测评类别的自动升级，使学生能够随着年级的变化参与相应年

级层次的素质与能力综合测评项目。

 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的学生自动升级为“小学二年级综

合测评”；

 测评类别为“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的学生自动升级为“小学三年级综

合测评”；

 测评类别为“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的学生自动升级为“小学四年级综

合测评”；

 测评类别为“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的学生自动升级为“小学五年级综

合测评”；

 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的学生自动升级为“小学六年级综

合测评”。

注：对于测评类别为小学生入学、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的，系统

不进行测评类别的升级处理。若想参与此这些类别的综合测评，需要学生自己

在会员中心修改或由测评管理员为学生进行统一修改进行参测。

除了系统进行自动升级测评类别外，测评管理员可以统一修改学生的测评类

别，具体修改方法如下：

○1 修改单个学生的测评类别信息。点击需要修改的学生用户信息行中的“修

改”，弹出参测学生信息修改界面，依据学生当前所在年级修改学生的测评类别

即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

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

使其参与相应年级阶段的学生素质与能力综合测评项目。

○2 批量修改学生测评类别信息。对于每一学年都有大批的学生需要进行年

级阶段的变动，系统提供了批量更改测评类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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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学生信息列表界面依据测评类别“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

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

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条件搜索需要修改测评类别的

学生用户信息。

第二步：在学生信息列表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输入条数设置一页显示的

学生数量，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数量的学生信息。

第三步：选择多个学生用户或全选，点击“批量修改测评类别”，依据学生

当前所在年级选择需要修改成的参测年级阶段，点击确定则测评类别修改成功，

那么该批学生用户即可参与新年级阶段的学生素质与能力综合测评项目。

（6）修改学生的年级与班级信息。随着学生年级的变化，学生的班级信息

也会随之变化，测评管理员可以在此处修改学生的年级与班级信息。

○1 修改单个学生的年级与班级信息。点击需要修改的学生用户信息行中的

“修改”，弹出参测学生信息修改界面，在“所属年级”处修改学生的年级信息，

在“所在班级”处修改学生的班级信息，修改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学生年级与

班级信息的修改作业。

○2 批量修改学生的年级与班级信息。对于每一学年都有大批的学生需要进

行年级与班级信息的变动，系统提供了批量更改年级与班级信息的功能。

第一步：在学生信息列表界面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条件搜索

需要修改年级与班级信息的学生。

第二步：在学生信息列表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输入条数设置一页显示的

学生数量，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数量的学生信息。

第三步：选择多个学生用户或全选，点击“批量修改年级班级”，然后选择

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点击修改完成学生年级与班级信息的修改作业。

（7）设置学生查看个人测评报告的权限。参测学生在参测完毕后，需要拥

有个人查看测评报告的权限才可以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中查看个人测

评报告。测评管理员赋予参测学生查看个人测评报告的权限操作如下：

○1 设置单个学生查看个人测评报告的权限。在学生信息列表中，选中某学

生用户行，点击列表下方的“查看个人报告” 后，“是否查看报告”栏位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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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则该学生用户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中即可查看个人测评报告；点

击“取消查看个人报告” 则“是否查看报告”栏位变为“否”，则该用户不具

备查看个人测评报告的权限。

○2 批量设置查看测评报告的权限。为了方便设置个人测评报告查看的权限，

系统具有批量授权的功能。首先在学生信息列表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输入条

数设置一页显示的学生数量，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数量的学生信息，

再选择多个学生用户或全选，点击界面下方的“查看个人报告”或“取消查看个

人报告”，批量完成赋权作业。

（8）删除学生信息。在学生信息管理列表行“选择”栏选择需要删除的学

生，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学生信息。

（9）设置初始密码。参测学生在忘记个人测评账户登录密码时，测评管理

员可以通过“设置初始密码”功能重置学生的测评账户登录密码，重置后的登录

密码为学生编号。

选中需要重置登录密码的学生，然后点击列表右下角的“设置初始密码”即

可将该学生的登录密码初始为学生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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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系统

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系统是依据教育部《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对小学生

的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审美素养、劳动与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全面评

价，并生成学生参测的发展质量评价报告。

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系统包括了小学生高年级发展质量评价与小学生低年

级发展质量评价。学生参测时，系统依据学生所注册的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

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小升初等测

评类别，测评类别为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

四年级的小学生自动匹配参与低年级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

级、小学六年级、小升初的小学生自动匹配参与高年级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生

成相应的发展质量评价报告。

一、参与测评注意事项

1、浏览器选择事项。推荐使用谷歌、IE11.0、360 浏览器访问测评平台，

本系统基于数据安全机制，不兼容 QQ 浏览器的兼容模式，请勿采用 QQ 浏览器兼

容模式访问测评平台。

2、注册测评账户注意事项：

（1）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测学生可向测评管理员

申请测评账户，由测评管理员在“学生信息管理”中添加或导入学生信息；二是

参测学生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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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测学生注册一个测评账户即可参与平台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3）参测学生在参与小学生入学综合素质测评、在校相应年级的综合素质

测评、小学生升学发展能力测评时，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层次

信息即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

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

升初，修改后即可参与相应参测层次的综合测评。

3、测试过程事项：

（1）在某做题页面不要停留过长时间不做试题，否则系统会强制您退出试

题页面；

（2）测评过程中因异常情况退出系统，需要您重新登录继续答题；

（3）做题完毕后，一定要点击“交卷”完成测评；

（4）测评完毕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中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在

拥有测评报告查看权限的情况下，点击“查看报告”生成测评报告之前，电脑端

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须为正常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

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二、注册测评账户

小学生参测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1）参测学生向测评管理员

处申请获取账户信息；（2）若学校在平台中设置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的

情况下，参测学生可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以下介绍小学生参测学生如何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1、在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右上角点击“注册/登录”，然后点

击“注册”按钮，进入用户注册页面。

2、在用户注册页面，选择“个人用户注册”按钮，输入用户名（即测评帐

户）、真实姓名，选择性别与出生年月，在“输入密码”、“重复密码”处输入

登录测评平台的密码信息,然后在所在学校、所在级部、所在班级处分别选择学

校信息、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信息，最后在“参测学生”处选择参测学生类型，

有“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

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

初”供选择，输入电子邮箱、密码问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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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带*的为必填项，不填则无法注册成功；

（2）所在学校、所在级部、所在班级信息是由学校测评管理员在测评管理

系统“学校信息维护”模块中统一添加完毕后（即系统的基础数据建立完毕后），

参测学生可以选择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信息来完成注册。

3、所有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注册”，提示注册成功后确定，进入平台

首页即可选择测评项目参与测评。参测学生若想完善个人信息，可选择“会员中

心”栏目进行完善个人信息。

三、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

1、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参测学生在未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

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首页“会员登录”处输入用户名、密码与验证码登录小学生测

评平台。

2、参与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在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系统专区中，参测学

生点击“立即体验”进入相应层次的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测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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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测评类别为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

四年级的小学生自动匹配参与低年级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

级、小学六年级、小升初的小学生自动匹配参与高年级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

3、完成评价。该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交卷成功”，

点击确定完成评价。

4、查看评价报告。参测学生评价结束后，需要拥有查看报告的权限，才可

以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综合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

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报告，获取权限请与测评管理人员联系。

四、测评管理

测评管理员登录测评管理，可在测评管理中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发展质量

评价项目进行报告生成、测评数据分析与测评档案管理等。

测评管理员选择“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入测评管理登录界面，输入用户

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管理。

注：测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

为保证系统的使用安全，测评管理员可以在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

入测评管理子系统，在“学校信息维护--修改密码”模块中修改登录密码。

在“在线测评管理”模块中可对参测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项目

生成 PDF 与 html 格式评价报告的管理以及对评价项目的群体测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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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测评报告

通过“综合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项目的参测学

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评价报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

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综合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综合测评报告”，弹出综合测评报告界面。

（2）查询参测的测评项目。在“综合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测

评活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

校、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活动。在测评活动行点击“查

看测评所参加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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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 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 报告

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 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 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2、在线群体分析

通过“在线群体分析”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项目的所有参

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得出在线测评群体分析报告，同时该模块也可

以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选择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1）选择“在线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在线群体分析”模块，进入在线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在学校等条件组合过滤

出在线综合测评活动，点击查询到的测评活动名称进入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

列示出参与此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学校、年级、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项目

的群体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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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参测

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测评成绩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维度、

测评组分实际测评成绩的统计分析，并可将参测学生的维度、组分测评成绩导出

EXCEL表格式。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点击

“测评成绩统计分析”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成

EXCEL格式。

（5）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人员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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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6）群体测评分数段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

学生、测评要素与设置分数段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该分数段

内参测学生成绩排序。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评

要素，点击“群体测评成绩阶段排序报告”弹出设置分数段界面，设置完毕后，

点击确定，弹出该分数段的参测学生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7）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

得出参测学生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

达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评

要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

导出 EXCEL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据库（OFFICE2003）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导出 EXCEL

表。

3、在线测评过程监视

通过“在线测评过程监视”模块可对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活动，实时监控正

在测试人数、已交卷人数等，并提供测评过程中各状态的详细人员名单。

（1）选择“在线测评过程监视”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在线测评过程监视”，弹出在线测评过程监视界面。

（2）查看在线测评过程。可依据活动编号、活动名称、时间等条件搜索出

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活动信息，同时列示出“已测人数、在测人数”信息，此人

数在不同时间点击搜索是不断变化的。点击“查看详细”即可依据已交卷、测评

中两种状态列示出参测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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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线测评档案

在“在线测评档案”功能模块中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的小学生发展质量评

价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评价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等。对于无效的学

生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档案管

理---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弹出在线测评档案界面。

注：当某参测学生没有参测完毕任何测评项目，该参测学生不在“在线测评

档案界面”中出现。

（2）查询参测学生。在“在线测评档案”界面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

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参测学生。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所参测的所有在线测评活动。

（4）查看与下载测评活动报告

1）查看测评报告。在“综合、专项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发展质量

评价系统中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

报告”，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2）下载 PDF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PDF文件”

列点击“下载到本地”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PDF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PDF文件”列内容显示“生成 PDF”，证明该用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

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PDF”，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则该列变为“下载

到本地”。

注：生成 PDF格式与 html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

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3）下载 html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Html文件”

列点击“下载 Html报告”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Html文件”栏位的内容显示“生成 Html报告”，证明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Html报告”，系统提示生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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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该列变为“下载 Html报告”。

（5）个人测评项目群体分析

针对参测学生多次参与某一测评项目可对该学生进行此测评项目的群体分

析，分析该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测评维度或测评要素的成绩趋势变化，形成个人

测评项目群体分析报告。

在对学生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针对某一测评项目选中多次测评行，点击

“个人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个人群体分析报告；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pdf”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PDF格式报告进行下载；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html”

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html格式报告进行下载。

（6）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右下角的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36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第四章 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

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包括了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

测评、小学生在校各年级素质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各年级学业发展能力综合测

评、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专项测评与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统计分析等测评项目

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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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测评注意事项

1、浏览器选择事项。推荐使用谷歌、IE11.0、360 浏览器访问测评平台，

本系统基于数据安全机制，不兼容 QQ 浏览器的兼容模式，请勿采用 QQ 浏览器兼

容模式访问测评平台。

2、注册测评账户注意事项：

（1）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测学生可向测评管理员

申请测评账户，由测评管理员在“学生信息管理”中添加或导入学生信息；二是

参测学生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2）参测学生注册一个测评账户即可参与平台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3）参测学生在参与小学生入学综合素质测评、在校相应年级的综合素质

测评、小学生升学发展能力测评时，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层次

信息即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

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

升初，修改后即可参与相应参测层次的综合测评。

3、测试过程事项：

（1）在某做题页面不要停留过长时间不做试题，否则系统会强制您退出试

题页面；

（2）测评过程中因异常情况退出系统，需要您重新登录继续答题；

（3）做题完毕后，一定要点击“交卷”完成测评；

（4）测评完毕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中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在

拥有测评报告查看权限的情况下，点击“查看报告”生成测评报告之前，电脑端

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须为正常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

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二、注册测评账户

小学生参测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1）参测学生向测评管理员

处申请获取账户信息；（2）若学校在平台中设置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的

情况下，参测学生可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以下介绍小学生参测学生如何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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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右上角点击“注册/登录”，然后点

击“注册”按钮，进入用户注册页面。

2、在用户注册页面，选择“个人用户注册”按钮，输入用户名（即测评帐

户）、真实姓名，选择性别与出生年月，在“输入密码”、“重复密码”处输入

登录测评平台的密码信息,然后在所在学校、所在级部、所在班级处分别选择学

校信息、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信息，最后在“参测学生”处选择参测学生类型，

有“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

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

初”供选择，输入电子邮箱、密码问题信息。

注：

（1）带*的为必填项，不填则无法注册成功；

（2）所在学校、所在级部、所在班级信息是由学校测评管理员在测评管理

系统“学校信息维护”模块中统一添加完毕后（即系统的基础数据建立完毕后），

参测学生可以选择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信息来完成注册。

3、所有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注册”，提示注册成功后确定，进入平台

首页即可选择测评项目参与测评。参测学生若想完善个人信息，可选择“会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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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栏目进行完善个人信息。

三、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测评

1、参与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测评

（1）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参测学生在未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

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首页“会员登录”处输入用户名、密码与验证码登录小学

生测评平台。

（2）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

面“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

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

（3）参与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测评。在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

力测评系统中，参测学生依照注册的“小学生入学”参测层次点击“小学生入学

素质能力综合测评”处的“立即测评”进入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测评测试界

面。

注：注册其他参测层次的参测学生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层

次信息“小学生入学”，参与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测评。

（4）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5）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需要拥有查看报告的权限，才

可以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综合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

的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测评报告，获取权限请与测评管理人员联系。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测评，

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其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

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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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测评项目进行所有参测

者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弹出该测评项

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1）柱状图分析，如图：

2）折线图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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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学生在校各年级素质能力综合测评

1、参与小学生在校各年级素质能力综合测评

（1）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

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

能力测评系统”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

系统。

（2）参与小学生在校某年级素质能力综合测评。在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

发展能力测评系统中，参测学生依据所注册的年级参测层次在“小学生在校各年

级素质能力综合测评”区域选择相应年级阶段的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

评项目进入测试界面。小学生在校各年级素质能力综合测评包括如下年级阶段的

综合测评：

1）1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

2）2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

3）3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

4）4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

5）5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

6）6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

注：随着学生年级的变化，参测学生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

层次信息即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

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修改后即可

参与相应年级阶段的学生素质能力综合测评。

（3）测评交卷。待答题完毕后，一定点击“交卷”，系统提示“交卷成功”，

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需要拥有查看报告的权限，才

可以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综合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参测的小学

生素质与发展能力综合测评的测评报告，获取权限请与学校测评管理人员联系。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43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在校各年级素质能力综合

测评，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

次参与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例如“1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的个人分析折线图，如图：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在校各年级素质能力综合测评项目进行所

有参测者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弹出该

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

析。

1）例如“1 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的群体环形图分析，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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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1 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的群体圆饼图分析，

如图：

五、小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

1、参与小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

（1）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

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

能力测评系统”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

系统。

（2）参与小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在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

评系统中，参测学生在“小学生学业发展与升学能力综合测评”专区“某年级学

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处点击“进入测评”进入该综合测评项目测试界面。

小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包括如下年级阶段的综合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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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年级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

2）二年级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

3）三年级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

4）四年级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

5）五年级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

6）六年级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需要拥有查看报告的权限，才

可以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综合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

的小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报告，获取权限请与测评管理人员联系。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某年级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

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其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

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例如参测“一年级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的个人分析柱状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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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项目进行所有参测者参

测成绩的群体分析，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弹出该测评项目的

群体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1）例如参测“一年级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的柱状图群体分析，如图：

2）例如参测“一年级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的环形图群体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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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测评

1、参与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测评

（1）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

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

能力测评系统”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

系统。

（2）参与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测评。在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

评系统中，参测学生在“小学生学业发展与升学能力综合测评”专区“小学生升

学能力综合测评”处点击“进入测评”进入该综合测评项目测试界面。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需要拥有查看报告的权限，才

可以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综合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

的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测评报告，获取权限请与测评管理人员联系。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测评，在登

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其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测

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例如折线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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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测评项目进行所有参测者参

测成绩的群体分析，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弹出该测评项目的

群体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例如圆

饼图分析：

七、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

1、参与小学生 STEAM核心素养综合测评

（1）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

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

能力测评系统”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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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在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

能力测评系统中，参测学生点击“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处的“小学

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进入该综合测评项目测试界面。

注：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分为低年级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

评、高年级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

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

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应高低年级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

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

低年级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自动

参与高年级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需要拥有查看报告的权限，才

可以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综合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

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报告，获取权限请与测评管理人员联系。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

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其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

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分为低年级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

评、高年级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

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级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数据；当前注册

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

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数据。

例如柱状图分析：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50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项目进行所有参

测学生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测评注册类别，群体分析分为

低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数据；高年

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小

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数据。

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例如环形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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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专项测评

1、参与小学生 STEAM核心素养专项测评

（1）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

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

能力测评系统”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

系统。

（2）参与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专项测评。在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

测评专区，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小学生STEAM核心素养专项测评，点击某STEAM

核心素养专项测评进入测试界面。

1）小学生科普认知能力测评；

2）小学生技术认知能力测评；

3）小学生工程认知能力测评；

4）小学生艺术素养测评；

5）小学生数学能力测评；

6）小学生信息技术认知能力测评。

注：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

生测评，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

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

应高低年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

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自动

参与高年级学生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专项测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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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专项测评，

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

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

生测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

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级

学生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

是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测评数据。

例如“小学生科普认知能力测评”的个人分析折线图，如图：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各专项测评项目进行所有

参测学生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测评注册类别，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各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分为低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

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某专项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

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某专项测评数据。

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例如“小学生科普认知能力测评”的群体柱状图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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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测评管理

测评管理员登录测评管理，可在测评管理中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综合素质

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进行报告生成、测评数据分析与测评档案管

理等。

测评管理员选择“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入测评管理登录界面，输入用户

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管理。

注：测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

为保证系统的使用安全，测评管理员可以在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

入测评管理子系统，在“学校信息维护--修改密码”模块中修改登录密码。

在“在线测评管理”模块中可对参测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

测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专项测评、小学

生信息技术核心素养评价、小学生在校各年级素质能力综合测评与小学生升学能

力综合测评测评项目生成 PDF 与 html 格式测评报告的管理以及对参测测评项目

的群体测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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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测评报告

通过“综合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 5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

合测评、6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测评、

小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以及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项目的参测学生

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测

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综合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综合测评报告”，弹出综合测评报告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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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询参测的测评项目。在“综合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测

评活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

校、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测评活动。在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所参加的

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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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 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 报告

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 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 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2、专项测评报告

通过“专项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测评、1

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2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

评、3 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4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

综合测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专项测评项目的参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弹出专项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专项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活

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校、

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专项测评项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点击“查看测

评所参加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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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报

告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3、在线群体分析

通过“在线群体分析”模块可对参测“5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

测评、6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测评、小

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以及小学生 STEAM核心素养综合测评”等综合测评项目

的所有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得出在线测评群体分析报告，同时该

模块也可以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选择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成绩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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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1）选择“在线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在线群体分析”模块，进入在线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在学校等条件组合过滤

出在线综合测评活动，点击查询到的测评活动名称进入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

列示出参与此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学校、年级、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项目

的群体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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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参测

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测评成绩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维度、

测评组分实际测评成绩的统计分析，并可将参测学生的维度、组分测评成绩导出

EXCEL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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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点击

“测评成绩统计分析”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成

EXCEL格式。

（5）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人员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6）群体测评分数段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

学生、测评要素与设置分数段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该分数段

内参测学生成绩排序。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评

要素，点击“群体测评成绩阶段排序报告”弹出设置分数段界面，设置完毕后，

点击确定，弹出该分数段的参测学生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7）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

得出参测学生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

达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评

要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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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EXCEL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据库（OFFICE2003）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导出 EXCEL

表。

（8）按专项要素选择分析。在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选择“按专项要素

选择分析”，界面中列示出该测评活动所包含的专项要素，通过选择参测学生与

专项要素对参测学生的专项成绩进行排序统计分析。同时也可以生成 PDF 格式的

分析报告及 html 格式的分析报告。

4、专项群体分析

通过“专项群体分析”模块，测评管理员可对参测“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

合测评、1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2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

能力综合测评、3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4年级综合素质与学

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 STEAM核心素养专项测评”某专项测评项目的所

有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得出该测评项目的测评群体分析报告，同

时该模块也可以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选择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成绩

排序统计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1）选择“专项测评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专项群体分析”模块，进入专项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

属班级等条件组合过滤出“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测评、1年级综合素质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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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2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3年级综合素

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4年级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

STEAM核心素养专项测评”某专项测评活动，点击查询到的测评活动名称进入

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不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

项目的群体分析报告。

（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

参测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与专业排序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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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5）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者及测评要素，得

出参测者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达

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 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者、测评要

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

出 EXCEL 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 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

据库（OFFICE2007）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 导出 EXCEL 表。

5、在线测评过程监视

通过“在线测评过程监视”模块可小学生入学素质能力综合测评、对小学生

在校各年级素质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

测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等在线综合测评活动，实时监控正在测试

人数、已交卷人数等，并提供测评过程中各状态的详细人员名单。

（1）选择“在线测评过程监视”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在线测评过程监视”，弹出在线测评过程监视界面。

（2）查看在线测评过程。可依据活动编号、活动名称、时间等条件搜索出

某在线测评活动信息，同时列示出“已测人数、在测人数”信息，此人数在不同

时间点击搜索是不断变化的。点击“查看详细”即可依据已交卷、测评中两种状

态列示出参测学生名单。

6、在线测评档案

在“在线测评档案”功能模块中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的“小学生入学素质

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在校各年级素质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学业能力综合测评、

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小学生 STEAM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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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专项测评”等测评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

卷等。对于无效的学生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档案管

理---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弹出在线测评档案界面。

注：当某参测学生没有参测完毕任何测评项目，该参测学生不在“在线测评

档案界面”中出现。

（2）查询参测学生。在“在线测评档案”界面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

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参测学生。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所参测的所有在线测评活动。

（4）查看与下载测评活动报告

1）查看测评报告。在“综合、专项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综合素质

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

点击“查看测评报告”，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2）下载 PDF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PDF文件”

列点击“下载到本地”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PDF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PDF文件”列内容显示“生成 PDF”，证明该用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

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PDF”，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则该列变为“下载

到本地”。

注：生成 PDF格式与 html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

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3）下载 html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Html文件”

列点击“下载 Html报告”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Html文件”栏位的内容显示“生成 Html报告”，证明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Html报告”，系统提示生成成功，

则该列变为“下载 Html报告”。

（5）个人测评项目群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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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参测学生多次参与某一测评项目可对该学生进行此测评项目的群体分

析，分析该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测评维度或测评要素的成绩趋势变化，形成个人

测评项目群体分析报告。

在对学生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针对某一测评项目选中多次测评行，点击

“个人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个人群体分析报告；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pdf”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PDF格式报告进行下载；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html”

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html格式报告进行下载。

（6）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右下角的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7、测评统计分析

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统计分析是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入学

素质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在校各年级素质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学业能力综合

测评、小学生升学能力综合测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专项测评分别进行测评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

绩河流图、测评成绩分布图、答题耗时对比图、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测评成绩

漏斗分析图等分析。

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数据分析---测评统计分析”，弹出测评统

计分析界面。首先在“测评类别”处选择某测评类别，“测评名称”选择该测评

类别下的某测评项目，然后选择“分析类别”对该测评项目进行相应类别的测评

分析。

1、测评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与该

测评项目的测评成绩走势。例如对某学生多次参与“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

测评（低年级）”的测评成绩走势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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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测评成绩走势或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的成

绩走势。例如对某学生多次参与“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低年级）”

的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分析，如图：

3、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测评成绩生成河流图或某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

素成绩生成的河流图。

4、测评成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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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90-100 区间

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

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

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

60-70、70-80、80-90、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

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例如分析某学校某级部参与“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低年级）”

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图，如图：

5、答题耗时对比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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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6、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

按级部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级部测评成绩对比；

按班级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省市区县的某学校与

某级部，分析该校某年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

（7）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

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

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

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

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例如分析某学校某级部某班级参与“小学生 STEAM 核心素养综合测评（低年

级）”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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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

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包括了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小

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与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

评统计分析等测评项目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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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测评注意事项

1、浏览器选择事项。推荐使用谷歌、IE11.0、360 浏览器访问测评平台，

本系统基于数据安全机制，不兼容 QQ 浏览器的兼容模式，请勿采用 QQ 浏览器兼

容模式访问测评平台。

2、注册测评账户注意事项：

（1）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测学生可向测评管理员

申请测评账户，由测评管理员在“学生信息管理”中添加或导入学生信息；二是

参测学生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2）参测学生注册一个测评账户即可参与平台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3）参测学生在参与小学生入学综合素质测评、在校相应年级的综合素质

测评、小学生升学发展能力测评时，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层次

信息即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

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

升初，修改后即可参与相应参测层次的综合测评。

3、测试过程事项：

（1）在某做题页面不要停留过长时间不做试题，否则系统会强制您退出试

题页面；

（2）测评过程中因异常情况退出系统，需要您重新登录继续答题；

（3）做题完毕后，一定要点击“交卷”完成测评；

（4）测评完毕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中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在

拥有测评报告查看权限的情况下，点击“查看报告”生成测评报告之前，电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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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须为正常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

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二、注册测评账户

小学生参测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1）参测学生向测评管理员

处申请获取账户信息；（2）若学校在平台中设置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的

情况下，参测学生可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注册任何参测层次的学生（包括参测层次为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

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

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的测评学生）均可参与小学生天智

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三、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

1、参与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

（1）进入小学生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平

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专

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

（2）参与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在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

系统中，参测学生点击“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处的“立即测评”进入

该综合测评项目测试界面。

注：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分为低年级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

高年级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

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

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应高低年级的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即注册小

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天

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高年级学生

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72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需要拥有查看报告的权限，才

可以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综合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

的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报告，获取权限请与测评管理人员联系。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

参测学生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其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

多次参与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分为低年级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

高年级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

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

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级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

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天智

多元潜能综合测评数据。

例如折线图分析：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项目进行所有参测

学生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测评注册类别，群体分析分为低

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数据；高年级

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小学

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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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例如柱状图分析：

四、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

1、参与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

（1）进入小学生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平

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专

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

（2）参与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在“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专区，

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潜能专项测评，点击某潜能专项测评进入测试界面。

1）逻辑思维潜能测评；

2）精神德商潜能测评；

3）体觉素养潜能测评；

4）心理性格潜能测评；

5）行为素养潜能测评；

6）听觉素养潜能测评；

7）学习智商潜能测评；

8）创新素养潜能测评；

9）视觉素养潜能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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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学生成长潜能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评，

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

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应高低年

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

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高年

级学生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在登

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测

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成长潜能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评，

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

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级学生测评数

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

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测评数据。

例如“逻辑思维潜能测评”的个人分析柱状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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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成长潜能各专项测评项目进行所有参测学

生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小学生成长潜能各

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分为低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

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某专项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

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某专项测评数据。

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例如“逻辑思维潜能测评”的群体折线图分析，如图：

五、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

1、参与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

（1）进入小学生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平

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专

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

（2）参与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在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

中，参测学生点击“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处的“立即测评”进入该综合测

评项目测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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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分为低年级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高年级学

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

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

动判定参与相应高低年级的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

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

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高年级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需要拥有查看报告的权限，才

可以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综合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

的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报告，获取权限请与测评管理人员联系。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参测

学生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其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

参与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分为低年级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高年级

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

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

生参与的低年级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数

据。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项目进行所有参测学生

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测评注册类别，群体分析分为低年级

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

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小学生学

习潜能综合测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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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1）柱状图分析，如图：

2）环形图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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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测评管理

测评管理员登录测评管理，可在测评管理中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多元潜能

综合测评系统中的测评项目进行报告生成、测评数据分析与测评档案管理等。

测评管理员选择“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入测评管理登录界面，输入用户

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管理。

注：测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

为保证系统的使用安全，测评管理员可以在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

入测评管理子系统，在“学校信息维护--修改密码”模块中修改登录密码。

在“在线测评管理”模块中可对参测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

测评、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项目生成 PDF 与 html

格式测评报告的管理以及对参测测评项目的群体测评分析。

1、综合测评报告

通过“综合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小

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项目的参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

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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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综合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综合测评报告”，弹出综合测评报告界面。

（2）查询参测的测评项目。在“综合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测

评活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

校、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与小学生学习潜能综

合测评活动。在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所参加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

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 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 报告

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80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 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 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2、专项测评报告

通过“专项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项目的参

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

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弹出专项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专项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活

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校、

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项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

点击“查看测评所参加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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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报

告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3、在线群体分析

通过“在线群体分析”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小学

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等综合测评项目的所有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

得出在线测评群体分析报告，同时该模块也可以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

选择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1）选择“在线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在线群体分析”模块，进入在线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在学校等条件组合过滤

出参测的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与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综合测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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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点击查询到的测评活动名称进入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测评

活动的参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学校、年级、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项目

的群体分析报告。

（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参测

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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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评成绩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维度、

测评组分实际测评成绩的统计分析，并可将参测学生的维度、组分测评成绩导出

EXCEL表格式。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点击

“测评成绩统计分析”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成

EXCEL格式。

（5）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人员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6）群体测评分数段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

学生、测评要素与设置分数段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该分数段

内参测学生成绩排序。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评

要素，点击“群体测评成绩阶段排序报告”弹出设置分数段界面，设置完毕后，

点击确定，弹出该分数段的参测学生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7）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

得出参测学生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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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评

要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

导出 EXCEL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据库（OFFICE2003）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导出 EXCEL

表。

4、专项群体分析

通过“专项群体分析”模块，测评管理员可对参测“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

评”某专项测评项目的所有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得出该测评项目

的测评群体分析报告，同时该模块也可以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选择的

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1）选择“专项测评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专项群体分析”模块，进入专项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

属班级等条件组合过滤出“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某专项测评活动，点击查

询到的测评活动名称进入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测评活动的参测

学生与参测的测评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不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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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群体分析报告。

（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

参测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与专业排序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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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者及测评要素，得

出参测者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达

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 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者、测评要

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

出 EXCEL 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据库（OFFICE2007）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导出 EXCEL

表。

5、在线测评过程监视

通过“在线测评过程监视”模块可对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小学生

学习潜能综合测评等在线综合测评活动，实时监控正在测试人数、已交卷人数等，

并提供测评过程中各状态的详细人员名单。

（1）选择“在线测评过程监视”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在线测评过程监视”，弹出在线测评过程监视界面。

（2）查看在线测评过程。可依据活动编号、活动名称、时间等条件搜索出

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与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在线活动信息，同时列

示出“已测人数、在测人数”信息，此人数在不同时间点击搜索是不断变化的。

点击“查看详细”即可依据已交卷、测评中两种状态列示出参测学生名单。

6、在线测评档案

在“在线测评档案”功能模块中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的“小学生天智多元

潜能综合测评、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等测评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

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等。对于无效的学生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

除等操作。

（1）选择“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档案管

理---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弹出在线测评档案界面。

注：当某参测学生没有参测完毕任何测评项目，该参测学生不在“在线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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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界面”中出现。

（2）查询参测学生。在“在线测评档案”界面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

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参测学生。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所参测的所有在线测评活动。

（4）查看与下载测评活动报告

1）查看测评报告。在“综合、专项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天智多元

潜能综合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

看测评报告”，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2）下载 PDF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PDF文件”

列点击“下载到本地”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PDF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PDF文件”列内容显示“生成 PDF”，证明该用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

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PDF”，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则该列变为“下载

到本地”。

注：生成 PDF格式与 html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

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3）下载 html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Html文件”

列点击“下载 Html报告”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Html文件”栏位的内容显示“生成 Html报告”，证明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Html报告”，系统提示生成成功，

则该列变为“下载 Html报告”。

（5）个人测评项目群体分析

针对参测学生多次参与某一测评项目可对该学生进行此测评项目的群体分

析，分析该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测评维度或测评要素的成绩趋势变化，形成个人

测评项目群体分析报告。

在对学生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针对某一测评项目选中多次测评行，点击

“个人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个人群体分析报告；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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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PDF格式报告进行下载；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html”

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html格式报告进行下载。

（6）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右下角的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7、测评统计分析

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统计分析是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天智多元潜

能综合测评、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小学生学习潜能综合测评分别进行测评

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测评成绩分布图、答

题耗时对比图、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等分析。

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数据分析---测评统计分析”，弹出测评统

计分析界面。首先在“测评类别”处选择某测评类别，“测评名称”选择该测评

类别下的某测评项目，然后选择“分析类别”对该测评项目进行相应类别的测评

分析。

1、测评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与该

测评项目的测评成绩走势。

2、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测评成绩走势或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的成

绩走势。例如对某学生多次参与“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低年级）”的

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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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测评成绩生成河流图或某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

素成绩生成的河流图。

4、测评成绩分布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90-100 区间

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

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

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

60-70、70-80、80-90、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

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5、答题耗时对比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例如分析某学校某级部参与“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低年级）”的

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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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

按级部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级部测评成绩对比；

按班级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省市区县的某学校与

某级部，分析该校某年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

（7）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

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

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

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

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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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系统

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系统包括了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测

评、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与小学生学习方法与能力

测评统计分析等测评项目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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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测评注意事项

1、浏览器选择事项。推荐使用谷歌、IE11.0、360 浏览器访问测评平台，

本系统基于数据安全机制，不兼容 QQ 浏览器的兼容模式，请勿采用 QQ 浏览器兼

容模式访问测评平台。

2、注册测评账户注意事项：

（1）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测学生可向测评管理员

申请测评账户，由测评管理员在“学生信息管理”中添加或导入学生信息；二是

参测学生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2）参测学生注册一个测评账户即可参与平台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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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测学生在参与小学生入学综合素质测评、在校相应年级的综合素质

测评、小学生升学发展能力测评时，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层次

信息即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

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

升初，修改后即可参与相应参测层次的综合测评。

3、测试过程事项：

（1）在某做题页面不要停留过长时间不做试题，否则系统会强制您退出试

题页面；

（2）测评过程中因异常情况退出系统，需要您重新登录继续答题；

（3）做题完毕后，一定要点击“交卷”完成测评；

（4）测评完毕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中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在

拥有测评报告查看权限的情况下，点击“查看报告”生成测评报告之前，电脑端

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须为正常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

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二、注册测评账户

小学生参测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1）参测学生向测评管理员

处申请获取账户信息；（2）若学校在平台中设置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的

情况下，参测学生可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注册任何参测层次的学生（包括参测层次为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

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

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的测评学生）均可参与小学生智商

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系统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三、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测评

1、参与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测评

（1）进入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

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

方法测评系统”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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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测评。在“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测评”

专区，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智商与学习能力专项测评，点击某智商与学习能力

专项测评进入测试界面。

1）小学生智商力测量；

2）小学生学习能力测评；

3）小学生逻辑推理测量；

4）小学生空间判断力量表；

5）小学生记忆力测评；

6）小学生获取认知能力测量；

7）小学生数理能力测量；

8）小学生阅读能力测量；

9）小学生写作能力测量；

10）小学生课堂学习能力测评。

注：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

生测评，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

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

应高低年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

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自动

参与高年级学生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学习能力专项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专项测评，

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

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

学生测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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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

级学生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

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测评数据。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各专项测评项目进行所有

参测学生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小学生智商

与学习能力各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分为低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

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某专项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

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某专项测评数据。

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1）例如“小学生智商力测量”的群体折线图分析，如图：

2）例如“小学生智商力测量”的群体圆饼图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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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

1、参与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

（1）进入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

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

方法测评系统”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

系统。

（2）参与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在“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专区，参测学

生可以参测如下学习方法专项测评，点击某学习方法专项测评进入测试界面。

1）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

2）小学生学习适应性测量；

3）小学生学习习惯测量；

4）小学生文化因素测试量表；

5）小学生自学方法与能力测评；

6）小学生思维能力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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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学生学习注意力测评；

8）小学生复习考试能力测评。

注：小学生学习方法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评，

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

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应高低年

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

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高年

级学生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成长潜能专项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学习方法专项测评，在登

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测

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学习方法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

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

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级学生

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

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测评数据。

例如“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的个人分析柱状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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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学习方法各专项测评项目进行所有参测学

生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小学生学习方法各

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分为低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

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某专项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

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某专项测评数据。

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例如“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的群体环形图分析，如图：

五、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

1、参与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

（1）进入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

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

方法测评系统”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

系统。

（2）参与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在“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

专区，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学习态度与风格专项测评，点击某学习态度与风格

专项测评进入测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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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

2）小学生学习压力承受能力测评；

3）小学生学习动机测评；

4）小学生学习动力测评；

5）小学生进取心测评；

6）小学生非智力测试；

7）小学生学习毅力测评；

8）小学生考试焦虑感测量。

注：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

生测评，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

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

应高低年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

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自动

参与高年级学生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专项测评

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专项测评，

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

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

学生测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

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

级学生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

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测评数据。

例如“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的个人分析柱状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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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各专项测评项目进行所有

参测学生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小学生学习

态度与风格各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分为低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

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某专项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

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某专项测评数据。

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六、测评管理

测评管理员登录测评管理，可在测评管理中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智商学习

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进行报告生成、测评数据分析与测评档案管

理等。

测评管理员选择“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入测评管理登录界面，输入用户

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管理。

注：测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

为保证系统的使用安全，测评管理员可以在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

入测评管理子系统，在“学校信息维护--修改密码”模块中修改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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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测评报告

通过“专项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测评、小学

生学习方法测评、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项目的参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

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弹出专项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专项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活

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校、

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测评、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小

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项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点击“查看测评所参加

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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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报

告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2、专项群体分析

通过“专项群体分析”模块，测评管理员可对参测“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

测评、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某专项测评项目的所

有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得出该测评项目的测评群体分析报告，同

时该模块也可以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选择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成绩

排序统计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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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1）选择“专项测评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专项群体分析”模块，进入专项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

属班级等条件组合过滤出“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力测评、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

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某专项测评活动，点击查询到的测评活动名称进入

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不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

项目的群体分析报告。

（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

参测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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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与专业排序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5）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者及测评要素，得

出参测者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达

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 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者、测评要

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

出 EXCEL 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 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

据库（OFFICE2007）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 导出 EXCEL 表。

3、在线测评档案

在“在线测评档案”功能模块中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的“小学生智商与学

习能力测评、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等测评项目的

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等。对于无效的学生测评档

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档案管

理---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弹出在线测评档案界面。

注：当某参测学生没有参测完毕任何测评项目，该参测学生不在“在线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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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界面”中出现。

（2）查询参测学生。在“在线测评档案”界面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

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参测学生。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所参测的所有在线测评活动。

（4）查看与下载测评活动报告

1）查看测评报告。在“综合、专项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智商学习

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

点击“查看测评报告”，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2）下载 PDF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PDF文件”

列点击“下载到本地”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PDF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PDF文件”列内容显示“生成 PDF”，证明该用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

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PDF”，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则该列变为“下载

到本地”。

注：生成 PDF格式与 html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

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3）下载 html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Html文件”

列点击“下载 Html报告”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Html文件”栏位的内容显示“生成 Html报告”，证明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Html报告”，系统提示生成成功，

则该列变为“下载 Html报告”。

（5）个人测评项目群体分析

针对参测学生多次参与某一测评项目可对该学生进行此测评项目的群体分

析，分析该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测评维度或测评要素的成绩趋势变化，形成个人

测评项目群体分析报告。

在对学生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针对某一测评项目选中多次测评行，点击

“个人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个人群体分析报告；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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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PDF格式报告进行下载；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html”

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html格式报告进行下载。

（6）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右下角的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4、测评统计分析

小学生学习方法与能力测评统计分析是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智商与学习能

力测评、小学生学习方法测评、小学生学习态度与风格测评分别进行测评成绩走

势图、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测评成绩分布图、答题耗时

对比图、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等分析。

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数据分析---测评统计分析”，弹出测评统

计分析界面。首先在“测评类别”处选择某测评类别，“测评名称”选择该测评

类别下的某测评项目，然后选择“分析类别”对该测评项目进行相应类别的测评

分析。

1、测评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与该

测评项目的测评成绩走势。例如对某学生多次参与“小学生智商力测量（低年级）”

的测评成绩走势分析，如图：

2、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的成绩走势。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107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3、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成绩生成的河流图。例如分析某学生多次参与

“小学生智商力测量（低年级）”的各要素测评成绩生成河流图，如图：

4、测评成绩分布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90-100 区间

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

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

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

60-70、70-80、80-90、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

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5、答题耗时对比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108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6、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

按级部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级部测评成绩对比；

按班级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

该校某年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

（7）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

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

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

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

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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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一、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架构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主要是依据学校对小学生综合素质考核管理的实

际情况，学校在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中可将自身的评价方案自定义设置在系统中对

学生进行每学期或每年度的综合素质评价，并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生成评价

结果与统计分析。

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中，学校首先自定义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

指标、评价内容以及建立班主任评价量表、教师评价量表、同学评价量表与学生

自我评价（家长）量表，然后发布学校学期或年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与设置

评价方案（设置班主任、教师、同学与自我评价（家长）的使用量表及评价所占

权重），由各班级依据学校评价方案发布自身班级评价活动并添加被评价学生与

其对应的评价人。系统通过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同学评价、自我评价（家

长）的结果与评价权重，生成学生素质综合评价，全方位评价学生的道德品质、

公民素养、艺术修养与表现、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与健康、交流合作与个性发展、

知识技能、学习方法与能力与社会实践能力等。系统同时对评价数据从班主任评

价、任课教师评价、同学评价、自我评价（家长）与综合评价等多方面进行统计

分析，为学生管理机构与学校提供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分析数据，全面了解

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状况。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功能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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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登录分为管理员登录、班主任登录、任课教师登录、同学登录与学生

自身（家长）登录，不同的用户在登录界面选择不同的登录类型进行登录操作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管理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登录用户在测评系统首页“会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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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处用户类型选择“管理员”进行登录，然后选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进行相关操作；同学、学生自身登录用户在测评系统首页“会员登录”处用户类

型选择“个人用户”进行登录，然后选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进行相关操

作。

注：管理员用户名 admin，初始密码为 centong。

二、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操作流程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操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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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户管理

1、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是对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不同模块操作权限角色的建立与维护，与

测评管理的角色管理为同一管理，即某角色即可拥有测评管理模块的操作权限也

可拥有素质评价管理模块的操作权限，用户可依据实际情况建立角色信息，设置

不同模块的操作权限。

建立用户信息时可赋予某角色，使其拥有不同模块的操作权限。

注：建立角色信息，需要管理员用户登录测评管理子系统，在测评管理相

应角色管理中添加角色与权限分配信息。登录测评管理子系统的管理员用户名

admin，密码初始为 centong。

（1）选择“角色管理”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系统权限维护---

角色管理”模块，弹出角色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角色信息。

（2）添加角色

1）在角色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出角色信息添加界面。输

入角色名称、描述完毕后点击“添加”完成新角色的添加工作。

2）在需要分配测评管理后台模块操作权限或综合素质评价管理模块操作权

限的角色行点击“测评权限设置”或“评价权限设置”，弹出测评管理模块权限

设置界面或素质评价管理模块权限设置界面，设置每个功能模块的添加、修改、

删除、查看等权限，设置完毕点击“保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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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删除角色。在角色列表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角色，然后点

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角色。角色下拥有系统管理人员信息时

选择框变灰色，不允许删除。

2、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是对“综合素质评价管理子系统”管理用户或教师用户的建立与维

护，与“测评管理子系统”中的用户管理为同一管理，分配角色使其拥有测评管

理不同功能模块的操作权限或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不同功能模块的操作权限，分配

管理身份使其拥有不同市、区县、学校、级部与班级的学生测评数据或综合素质

评价数据的管理权限。

管理身份分为学校管理员、级部管理员、班级管理员三种身份，不同的管理

身份拥有不同机构测评数据与素质评价数据的管理与查看权限。

（1）学校管理员可以管理与分析本校学生的测评数据与素质评价数据；

（2）级部管理员可以管理与分析本级部学生的测评数据与素质评价数据；

（3）班级管理员可以管理与分析本班级学生的测评数据与素质评价数据；

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用户管理”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学校信息维护---

用户管理”，弹出用户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管理用户或教师用户

信息。

（2）新增用户。在用户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出用户信息

添加界面。输入用户名、真实姓名、登陆密码、出生日期、所在学校、职务与联

系电话，然后在“所属角色”处选择某角色，分配其用户拥有该角色的测评管理

与素质评价管理不同功能模块的操作权限。

在“管理身份”处选择某管理身份，分配其用户不同机构测评数据与素质评

价数据的管理及查看权限：

1）选择“学校管理员”，在管理范围处选中某学校名称，即可管理与分析

该学校学生的测评数据与素质评价数据；

2）选择“级部管理员”，在管理范围处选中某级部名称，即可管理与分析

该级部学生的测评数据与素质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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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班级管理员”，在管理范围处选中某级部名称，即可管理与分析

该班级学生的测评数据与素质评价数据。

所有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保存”完成新测评管理用户的添加工作。

（3）修改用户。点击需要修改的用户行中的“修改”按钮，弹出用户信息

界面，可修改用户所属角色、管理身份及其管理范围信息，修改完毕后点击“保

存”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用户。在用户列表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用户，然后点

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用户。

四、基础数据管理

基础数据管理是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运行初始数据的建立与维护，初始

数据包括课程信息、学年信息与教师任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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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管理

课程管理主要是建立小学所开设的课程信息，为教师任教与学业水平管理提

供课程选择数据。

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课程管理”模块。在综合素质评价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基础数

据管理---课程管理”，弹出课程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课程信息。

（2）新增课程。在课程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出课程信息

添加界面。在“课程类别”处选择“小学”；在“课程编号”处自定义输入课程

编号，课程保存后，课程编号不可修改；在“课程名称”处输入课程的名称信息。

课程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添加”按钮完成课程的添加作业。

（3）修改课程。点击需要修改的课程行中的“修改”按钮，弹出课程信息

界面，可修改课程类别与课程名称，修改完毕后点击“保存”完成修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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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删除课程。在课程列表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课程，然后点

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课程。

2、学年管理

学年管理主要是建立学年信息，如 2018-2019 学年，为发布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活动提供学年选择数据。

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学年管理”模块。在综合素质评价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基础数

据管理---学年管理”，弹出学年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学年信息。

（2）新增学年。在学年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出学年信息

添加界面。在“学年编号”处自定义输入学年编号，学年保存后，学年编号不可

修改；在“学年名称”处输入学年的名称信息，比如 2018-2019。学年信息输入

完毕后，点击“添加”按钮完成学年的添加作业。

（3）修改学年。点击需要修改的学年行中的“修改”按钮，弹出学年信息

界面，可修改学年名称，修改完毕后点击“保存”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学年。在学年列表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学年，然后点

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学年。

注：在发布评价活动中已使用的学年，在此学年列表中不可删除，否则造成

数据丢失。

3、任教管理

任教管理主要是建立教师的任教信息，包括教师信息、任教班级、任教学年、

学期与任教课程等信息，为评价某班级学生提供了任课教师信息，即任课教师可

评价所任教班级的学生。

注：某教师可任教多个班级。

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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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任教管理”模块。在综合素质评价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基础数

据管理---任教管理”，弹出任教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教师任教

信息。

（2）新增任教信息。在任教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出任教

信息添加界面。

1）在“用户名”处点击弹出教师用户选择界面，依据教师编号或姓名查询

出所需的教师用户，选中该教师，点击“选择”，任教信息界面中用户名、真实

姓名、所属学校所属级部自动带出。

2）在“任教班级”处选择某班级，在“任教学年”与“任教学期”处选择

所任教的学年与学期信息；

3）在“任教教程”处选择所任教的课程信息。

（3）修改任教信息。点击需要修改的学年任教信息行中的“修改”按钮，

弹出学年信息界面，可修改任教班级、任教学年、任教学期或任教课程信息。

（4）删除任教信息。在任教列表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任教信息，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任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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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价指标管理

评价指标管理主要是建立针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指标信息与发展指标信

息，以及对应的指标评语；建立各评价指标的班主任评价内容、任课教师评价内

容、同学评价内容与自我（家长）评价内容；建立针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班主

任评价价量表、任课教师评价量表、同学评价量表与自我（家长）评价量表，以

上评价基础信息的建立为发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与生成评价数据与评价报

告提供了基础数据。

1、一级指标管理

一级指标管理主要是建立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一级评价指标信息。一级评

价指标的建立为二级指标所属哪类一级指标提供了数据。例如建立的一级指标

有：思想品德与修养、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学业水平与实践能力等三大一级指

标。

注：本系统结合全国多数所小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已建立了通用的

一级评价指标信息。使用单位可以直接使用或依据自身学生情况进行调整，也

可以完全全部删除系统中的一级指标评语建立自身的一级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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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一级指标管理”模块。选择“评价指标管理---一级指标管理”，

弹出一级评价指标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一级评价指标信息。

（2）新增一级评价指标信息。在一级指标管理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弹出一级指标添加界面。

在“指标编号”处输入具有唯一性的指标编号信息，在“指标名称”处输入

评价指标的名称信息。

所有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添加”完成新评价指标的添加工作。

（3）修改一级指标。点击需要修改的一级指标信息行中的“修改”按钮，

弹出一级指标信息修改界面，可修改一级指标名称信息，修改完毕后点击“修改”

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信息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指标

信息，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指标信息。

注：若某一级评价指标已被二级评价指标使用，则该一级评价指标请不要删

除，否则会导致数据错误或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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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级指标管理

二级指标管理主要是建立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二级指标信息。二级评价指

标的为建立不同评价人员的评价内容与评价量表提供了二级指标信息。

注：本系统结合全国多数所小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已建立了通用的

二级评价指标信息。使用单位可以直接使用或依据自身学生情况进行调整，也

可以完全全部删除系统中的二级指标自定义建立自身的二级指标体系。

（1）选择“二级指标管理”模块。选择“评价指标管理---二级指标管理”，

弹出二级指标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二级指标信息。

（2）新增二级评价指标信息。在二级指标管理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弹出二级指标添加界面。

在“所属一级指标”处选择所属的一级指标；在“二级指标编号”处输入具

有唯一性的指标编号，指标信息保存后，指标编号不允许修改；在“二级指标名

称”处输入指标的名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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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添加”完成新的二级评价指标添加工作。

（3）修改二级评价指标。点击需要修改的二级评价指标信息行中的“修改”

按钮，弹出指标信息修改界面，可修改指标名称信息，修改完毕后点击“修改”

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评价指标。在二级评价指标信息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

评价指标信息，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评价指标信息。

注：若某二级评价指标已被评价内容与评价量表使用，则该评价指标请不要

删除，否则会导致数据错误或数据丢失。

3、二级指标评语管理

“二级指标评语管理”模块主要是对每个二级评价指标分别设置班主任评

价、任课教师评价、同学评价、自我评价（家长）与通用五类评价的评语级别与

级别分数段，以及建立每个级别的评价评语，为班主任评价报告、任课教师评价

报告、同学评价报告、自我评价（家长）报告与综合评价报告的生成提供了评语

数据。同时该模块能够对建立的评语信息进行查询、修改与删除等作业。

注：本系统中已建立了二级评价指标的评语信息，使用单位可以直接使用

或依据自身学生情况进行调整，也可以完全全部删除系统中的二级指标评语自

定义建立自身的二级指标评语体系。

（1）选择“二级指标评语管理”模块。选择“评价指标管理---二级指标评

语管理”，弹出指标评语列表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了已建立的评语信息。

（2）添加新指标评语。在指标评语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

出评语信息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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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用范围”处选择小学；在“所属类别”处从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

价、同学评价、自我评价（家长）与通用（即综合评价）五种类别中选择所建评

语所属哪个类别信息；在“指标名称”处选择某指标，在“评语级别”处输入级

别数字（即所建立几级评语），输入完毕后点击“提交”，若该指标在系统中已

设定的评语，那么系统会提示“该指标评语已添加”。对于未设置评语的新指标

则可进入添加评语内容界面。按照所设置的几个级别的分数段输入评语内容。

（3）修改评语。通过评语名称搜索到需要修改的评语，点击该评语列表行

中的“修改”，弹出评语信息界面，修改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评语。在评语列表行选中需要删除的评语，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

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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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删除某类别即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同学评价、自我评价（家

长）与通用（即综合评价）下某指标对应的分数段评语，若想再建立该类别指标

的分数段评语，需要把该类别下该指标对应的所有分数段评语全部删除掉，重新

设置分数段级别建立所属该类别该指标的所有评价评语。

4、发展指标管理

发展指标管理主要是建立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发展指标信息。发展指标的

建立为设置发展指标对应评价内容以及建立发展指标评语与生成评价报告提供

了发展指标信息。

在建立发展指标信息时，需要设置该发展指标对应的班主任评价的评价内

容、教师评价的评价内容、同学评价的评价内容、自我评价（家长）的评价内容。

在生成班主任评价报告、教师评价报告、同学评价报告、自我评价（家长）报告

与综合评价报告时，依据发展指标设置对应的评价内容生成发展指标的达标成绩

与其对应的发展指标评语。

注：根据我国小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状况，系统中已建立了体现学生素质

发展的发展指标信息，使用单位可以直接使用或依据自身学生情况进行调整，

也可以完全全部删除系统中的发展指标信息自定义建立自身的发展指标体系。

（1）选择“发展指标管理”模块。选择“评价指标管理---发展指标管理”，

弹出发展指标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发展指标信息。

（2）新增发展指标信息。在发展指标管理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弹出发展指标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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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标类别”处选择小学；在“指标编号”处输入具有唯一性的指标编号

信息，在“指标名称”处输入发展指标的名称信息。

所有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添加”完成发展指标的添加工作。

（3）设置发展指标对应的评价内容

1）在发展指标列表“设置评价内容”列中点击“设置”按钮，进入评价内

容设置界面。评价内容设置界面中列示了针对该发展指标已设置完毕的评价内

容。

2）在评价内容设置界面上，点击“添加”按钮弹出“评价内容添加”界面，

在评价内容列表上分别选班主任评价的评价内容、教师评价的评价内容、同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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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评价内容、自我评价（家长）的评价内容添加到该发展指标的评价内容设置

界面中。

3）按照以上步骤，对每个发展指标进行设置评价内容，在生成班主任评价

报告、教师评价报告、同学评价报告、自我评价（家长）报告与综合评价报告时，

系统依据发展指标设置对应的评价内容生成发展指标的达标成绩与其对应的发

展指标评语。

（3）修改发展指标。点击需要修改的发展指标信息行中的“修改”按钮，

弹出发展指标信息修改界面，可修改发展指标名称信息，修改完毕后点击“修改”

完成修改工作。

在发展指标列表“设置评价内容”列中点击“设置”按钮可以修改设置对应

的评价内容。

（4）删除发展指标。在发展指标信息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除的发展

指标信息，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发展指标信息。

注：若某发展指标已被评价报告使用，则该发展指标请不要删除，否则会导

致数据错误或数据丢失。

5、发展指标评语管理

“发展指标评语管理”模块主要是对每个发展指标设置评语级别与级别分数

段，以及建立每个级别的评价评语，为评价报告的生成提供了评语数据。同时该

模块能够对建立的评语信息进行查询、修改与删除等作业。

注：本系统中已建立了发展指标的评语信息，使用单位可以直接使用或依

据自身学生情况进行调整，也可以完全全部删除系统中的发展指标评语自定义

建立自身的发展指标评语体系。

（1）选择“发展指标评语管理”模块。选择“评价指标管理---发展指标评

语管理”，弹出发展指标评语列表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了已建立的发展指标评

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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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发展指标评语。在发展指标评语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弹出发展指标评语信息添加界面。

在“适用范围”处选择小学，在“指标名称”处选择某发展指标，在“评语

级别”处输入级别数字（即所建立几级评语），输入完毕后点击“提交”，若该

发展指标在系统中已建立评语，那么系统会提示“该指标评语已添加”。对于未

设置评语的新发展指标则可进入添加评语内容界面。按照所设置的几个级别的分

数段输入评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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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改评语。通过评语名称搜索到需要修改的评语，点击该评语列表行

中的“修改”，弹出评语信息界面，修改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评语。在评语列表行选中需要删除的评语，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

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评语。

注：若删除某发展指标对应的某分数段评语，若想再建立该发展指标该分数

段评语，需要把该发展指标对应的所有分数段评语全部删除掉，然后重新设置分

数段级别建立该发展指标的所有评价评语。

6、评价内容管理

评价内容管理主要是对每个二级评价指标建立与管理班主任评价内容、任课

教师评价内容、同学评价内容、自我评价（家长）内容。评价内容包括：评价内

容编号、使用范围（小学）、所属类别（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同学评价、

自我评价（家长））、指标名称、题目内容、答案选项、选项分值等信息。本模

块能够对评价内容进行添加、修改、删除等。

【注】：根据目前多数小学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体系，系统中设定了评

价内容试题供学校使用。使用单位可以直接使用或依据自身学生情况进行调整，

也可以完全全部删除系统中的评价内容自定义建立自身的学生素质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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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评价内容管理”模块。选择“评价指标管理---评价内容管理”，

弹出评价内容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的评价内容试题信息。在界面中可以

根据题干部分内容查询定位评价内容信息。

（2）新增评价内容。在评价内容列表界面中点击“添加”按钮，弹出评价

内容信息添加界面。在“评估内容编号”处输入具有唯一性的编号信息，“使用

范围”处选择小学，“所属类别”处从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同学评价、

自我评价（家长）四个类别中选择某类别，然后在“指标名称”处选择某评价指

标名称，输入评价题目内容、评价选项及对应分值，输入完毕后点击“添加”完

成评价内容的添加作业。

（3）修改评价内容。依据所属指标、题目内容等条件搜索到需要修改的评

价内容，点击该试题行中“操作”栏的“编辑”，弹出评价内容题目编辑界面，

编辑修改完毕后点击“保存”完成编辑工作。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130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4）删除评价内容。对需要删除的评价内容，在该评价内容试题行“操作”

栏点击“删除”即可删除该行的评价内容。

（5）查询评价内容。依据所属指标、题目内容等条件搜索到需要查看的评

价内容，点击该试题行中“操作”栏的“预览”，弹出该评价内容题目预览界面，

点击“关闭”退出预览作业。

7、评价量表管理

评价量表管理主要是对班主任评价量表、任课教师评价量表、同学评价量表、

自我评价（家长）量表的建立与管理。为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同学评价、

自我评价（家长）活动提供了评价量表信息。该模块同时具有修改、添加、删除、

查看评价量表等功能。

（1）选择“评价量表管理”模块。选择“评价指标管理---评价量表管理”，

弹出评价量表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评价量表信息。

（2）添加评价量表。在评价量表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弹出

评价量表添加界面。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131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添加评价量表的步骤为：步骤 1：考核模板基础信息设定→步骤 2：考核维

度权重设定→步骤 3：考核内容设置→步骤 4：发布成功。

步骤 1：考核模板基础信息设定

○1 在模板编号、模板名称、模板简介处输入相关模板信息，模板编号具有

唯一性，不能重复。模板编号一般由英文字母、数字组成；

○2 在“使用范围”处选择小学；

③模板类别处根据评估需求来选择“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价”、

“同学评价”或“自我评价（家长）”；

步骤 2：设置评价指标权重

○1 量表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进入考核维度权重设定”进入评价指标权

重设定界面。

在评价指标权重设定界面上首先设置一级评价指标的权重，一级评价指标的

权重和为 100%；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和与其对应的一级评价指标权重相等；所

有评价指标的权重输入完毕后，点击“进入考核内容设定”按钮进入评价内容设

定界面。

步骤 3：设置评价指标的评价内容

○1 评价指标权重设定完毕之后，点击“进入考核内容设定”，弹出如下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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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进入“评价内容设定”界面。

○2 在“评价内容设定”界面中，点击左侧的评价指标，分别对各评价指标

添加评价题目内容。

第一步：点击某评价指标，在右侧列表下方点击“新增”按钮，弹出该评价

指标的评价内容选择界面。

第二步：然后选中某些评价内容，点击确定，评价内容添加到该量表中。

第三步：利用上述方法依次添加各评价指标的评价内容。

注：添加的每个评价指标的评价内容最高成绩和不要超过评价指标所占百分

制的分数。

步骤 4：发布成功

每个评价指标的评价内容设置完毕后，即完成了某个评价量表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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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用评价量表。评价量表建立完毕后，只有启用后才能被评价活动所

使用。

在评价量表列表中，对需要启用的评价量表信息行，点击“启用”按钮即可

将该量表启用。点击“已启用”按钮即可将该量表设置为不启用。

（4）修改量表信息。在评价量表列表中，可通过模板编号、模板名称等条

件搜索到要修改的量表，在其所在的行点击操作栏位的“修改”按钮，弹出量表

编辑界面，按照步骤“步骤 1：考核模板基础信息设定→步骤 2：考核维度权重

设定→步骤 3：考核内容设置→步骤 4：发布成功”完成修改工作。

注：若某评价活动已使用过该量表，请不要修改该量表，否则会导致数据错

误或数据丢失。

（5）删除量表信息。在评价量表列表中，对搜索到要删除的量表，在其所

在的行选择栏位选中，单击界面右下方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该评价量表。

注：若某评价量表已被评价活动使用过，该评价量表不能删除，否则会导致

数据错误或数据丢失。

8、评价量表结束语管理

“评价量表结束语管理”模块主要是针对每个班主任评价量表、任课教师评

价量表、同学评价量表与自我评价（家长）量表建立其对应的评价分数段（一般

分为 7级分数段）与评价结束语，为生成班主任评价报告、任课教师评价报告、

同学评价报告、自我评价（家长）报告提供了报告结束语数据。同时该模块能够

对建立的评价量表结束语进行查询、修改与删除等作业。

注：本系统中已建立了系统已有评价量表的 7 级分数段评价结束语，使用

单位若使用系统中已有的量表，则可直接使用其量表的评价结束语，也可以依

据自身情况对系统中的量表结束语进行调整；若使用单位新建评价量表，则需

要新建立其量表的评价结束语。

（1）选择“评价量表结束语管理”模块。选择“评价指标管理---评价量表

结束语管理”，弹出评价量表结束语列表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了已建立的评价

量表结束语信息。

（2）添加新评价量表的结束语。在评价量表结束语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

的“添加”，弹出评价量表结束语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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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用范围”处选择小学；在“所属类别”处从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

价、同学评价、自我评价（家长）四种类别中选择评价量表所属的评价类别；在

“量表名称”处选择某评价量表，在“评语级别”处输入级别数字（即所建立几

级评语，一般为 7级结束语），输入完毕后点击“提交”，若该评价量表在系统

中已建立了结束语，那么系统会提示“该量表结束语已添加”。对于未建立结束

语的新评价量表则可进入添加结束语内容界面。按照所设置的几个级别的分数段

输入结束语内容。

注：结束语中 xingming 变量代表学生的姓名；PZZ 表示分段标志；XXX 代

表评价成绩；bianliang 代表各二级指标的成绩，比如代表“（1）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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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分；（2）身体素质与健康：XXX 分；（3）交流合作与个性发展：XXX 分；

（4）道德品质：XXX 分；（5）公民素养：XXX 分；（6）艺术修养与表现：XXX

分；（7）知识技能：XXX 分；（8）学习方法与能力：XXX 分；（9）社会实践

能力：XXX 分。”。

（3）修改评语。通过评语名称搜索到需要修改的评语，点击该评语列表行

中的“修改”，弹出评语信息界面，修改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评语。在评语列表行选中需要删除的结束语，然后点击右下角的

“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结束语。

注：若删除某类别即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同学评价、自我评价（家

长）下某量表对应的分数段评语，若想再建立该量表的分数段评语，需要把该量

表对应的所有分数段结束语全部删除掉，重新设置分数段级别建立该量表的所有

结束语。

9、综合评价结束语管理

在“综合评价结束语管理”模块中可对依据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同

学评价与自我评价（家长）结果及其各评价所占权重综合生成评价报告所需要的

评价结束语进行建立与维护。

建立某综合评价结束语时需要对应其包含的班主任评价量表、任课教师评价

量表、同学评价量表与自我评价（家长）量表，即所用量表不同所建立的综合评

价结束语不同。建立某综合评价结束语对应的分数段一般分为 7级，每级分数段

建立其对应的综合评价结束语，为生成综合评价报告提供报告结束语数据。同时

该模块能够对建立的综合评价结束语进行查询、修改与删除等作业。

注：本系统中已建立了系统评价量表的综合评价 7 级分数段评价结束语，

使用单位若使用系统中已有的量表，则可直接使用其综合评价的评价结束语，

也可以依据自身情况对系统中的综合评价结束语进行调整；若使用单位新建评

价量表，则需要新建立综合评价包含其对应班主任评价量表、任课教师评价量

表、同学评价量表与自我评价（家长）量表与综合评价结束语。

（1）选择“综合评价结束语管理”模块。选择“评价指标管理---综合评价

结束语管理”，弹出综合评价结束语列表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了已建立的综合

评价结束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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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综合评价的结束语。在综合评价结束语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

“添加”，弹出综合评价结束语添加界面。

在“适用范围”处选择小学；在“所属类别”处选择“综合评价”；在“班

主任量表”处选择班主任评价量表，在“任课教师量表”处选择任课教师评价量

表，在“同学量表”处选择同学评价量表，在“自评量表”处选择自我评价（家

长）量表，在“评语级别”处输入级别数字（即所建立几级评语，一般为 7级结

束语），输入完毕后点击“提交”，若该综合评价在系统中已建立了结束语，那

么系统会提示“该量表结束语已添加”。对于未建立结束语的综合评价则可进入

添加结束语内容界面。按照所设置的几个级别的分数段输入结束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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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结束语中 xingming 变量代表学生的姓名；PJLBNAME 变量代表了综合评

价中包含自我评价（家长）、班主任评价、同学评价与同学评价中几个评价；

PZZ 表示分段标志；XXX 代表评价成绩；bianliang 代表各二级指标的成绩，比

如代表“（1）心理素质：XXX 分；（2）身体素质与健康：XXX 分；（3）交流

合作与个性发展：XXX 分；（4）道德品质：XXX 分；（5）公民素养：XXX 分；

（6）艺术修养与表现：XXX 分；（7）知识技能：XXX 分；（8）学习方法与能

力：XXX 分；（9）社会实践能力：XXX 分。”。

（3）修改评语。点击某评语列表行中的“修改”，弹出评语信息界面，修

改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评语。在评语列表行选中需要删除的结束语，然后点击右下角的

“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结束语。

注：若删除综合评价对应的某分数段评语，若想再建立该分数段的综合评价

评语，需要把该综合评价对应的所有分数段结束语全部删除掉，重新设置分数段

级别建立该综合评价的所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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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价活动管理

评价活动管理主要是发布学校学期或年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与设置评

价方案（设置班主任、教师、同学与自我评价（家长）的使用量表及评价所占权

重），然后由各班级依据学校评价方案发布自身班级评价活动并添加被评价学生

与其对应的评价人。班级评价活动发布后，不同的评价人进行对被评价学生进行

综合素质评价，生成评价结果与评价报告，最终系统通过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

评价、同学评价、自我评价（家长）的结果与评价权重，生成学生的素质综合评

价报告。

该模块包括学校评价活动管理、班级评价活动管理、班主任评价报告、任课

教师评价报告、同学评价报告、自我评价（家长）报告、综合评价报告、班主任

评价群体分析、任课教师评价群体分析、同学评价群体分析、自我评价（家长）

群体分析与综合评价群体分析等功能。

1、学校评价活动管理

学校评价活动管理主要是学校管理员统一发布学校某学年某学期学生的综

合素质评价活动，设置班主任评价、教师评价、同学评价与自我评价（家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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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评价量表及各评价人所占评价权重等评价方案。学校评价活动发布后，学

校所有班级使用该评价方案发布班级评价活动进行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

（1）选择“学校评价活动管理”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学校评价活

动管理”，进入学校评价活动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了已建立的学校评价活动信

息。

（2）添加学校评价活动。在学校评价活动管理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评价活动”，弹出学校评价活动发布信息界面。

第一步：分别将评价编号、评价名称、评价描述等内容输入，评价编号具有

唯一性，不能重复；

第二步：在“使用范围”处选择小学，“所属学校”处点击选择某学校，在

“学年”处选择学年信息，在“学期”处选择上学期或下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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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分别在“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同学评价”、“自

我评价（家长）”处输入不同类型评价人评价所占的权重，权重和为 100。例如

“班主任评价”处输入 40，即班主任评价占总评价的 40%；然后分别在“班主任

评价量表”、“任课教师评价量表”、“同学评价量表”、“自我评价（家长）

量表”处选择各评价人评价所使用评价量表。

第四步：在“发布日期”处选择该活动的发布日期。

第五步：输入完毕评价活动信息后，点击“发布评价活动”进入学校评价活

动列表界面。该界面可以按照创建时间、活动编号、活动名称等条件进行搜索查

询。

（3）修改学校评价活动。如果学校评价活动信息（包括评估名称、学年、

学期、评价人评价所占权重、评价使用量表、发布日期等信息）需要修改，则点

击评价活动列表“操作”栏位的“修改”按钮，弹出评价活动修改界面，修改完

毕后点击“修改评价活动”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评价活动

若该学校评价活动已被班级评价活动所使用，请不要删除该学校评价活动。

否则造成数据错误。

若该学校评价活动未被班级评价活动所使用，在评价活动列表“选择”栏位

选中该评价活动，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将该评价活动删除。

2、班级评价活动管理

班级评价活动管理主要是班级管理员对班级某学年学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活动的发布与管理，通过调用相应学年学期学校评价活动的评价方案对班级评价

活动设置被评价学生及其对应的不同评价人（包括班主任、任课教师、同学与个

人），完成班级评价活动的发布作业。

（1）选择“班级评价活动管理”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班级评价活

动管理”，进入班级评价活动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了已建立的班级评价活动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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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班级评价活动。在班级评价活动管理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评价活动”，弹出班级评价活动发布信息界面。

依据以下步骤完成班级评价活动的发布：

步骤 1:发布班级评价活动→步骤 2:设置被评价学生→步骤 3:设置评价人

（3）发布班级评价活动

第一步：在“所属学校活动”处选择某学年学期学校发布的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活动，则该学年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自动带出，即“使用范围”、“所

属学校”、“学年”、“学期”、“班主任评价”所占权重、“班主任评价量表”、

“任课教师评价”所占权重、“任课教师评价量表”、“同学评价”所占权重、

“同学评价量表”、“自我评价（家长）”所占权重、“自我评价（家长）量表”

等信息自动依据学校评价活动方案自动带出。

第二步：在“评价编号”、“评价名称”处分别输入班级评价活动编号、班

级评价活动名称信息，班级评价活动编号具有唯一性，不可重复；

第三步：在“所属级部”处选择班级所在级部信息，在“所属班级”处选择

班级信息；

注：每个班级只可发布一次该学年学期的班级评价活动。

第四步：在“发布日期”处选择该活动的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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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输入完毕班级评价活动信息后，点击“发布评价活动”进入班级评

价活动列表界面。该界面可以按照创建时间、活动编号、活动名称等条件进行搜

索查询。

（4）选择被评价学生及其对应的评价人等操作

在评价活动列表界面中对发布的某评价活动，将选择被评价学生、评价人进

行设置。

○1 选择被评价学生。添加班级评价活动的被评价学生，被评价学生信息是

从测评管理小学生信息管理模块中获取的。

步骤 1：点击班级评价活动列表界面中“选择被评价学生”栏位“进入管理”，

进入被评价学生管理界面。若还没有添加被评价的学生，则界面会显示没有数据，

若已添加了被评价的学生，则该界面会显示已添加的被评价学生信息。

步骤 2：点击界面右下角的“添加被评价学生”，进入被评价学生添加界面，

在此界面上列示出该班级的学生信息。然后在“选择”栏选中，然后点击右下角

的“添加”，即可添加成功；如果将一页的学生全部需要进行被评价，可以直接

点击右下角的“全选”，然后点击“添加”。

步骤 3：被评价学生添加成功后，系统自动进入列示被评价学生信息界面，

显示我们已添加的被评价学生信息。

步骤 4：若想删除某个已添加完毕的被评价学生，则可以在被评价学生列表

中“选择”栏位进行选中，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143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2 选择评价人。评价人是对被评价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的人员。

步骤 1：点击被评价学生列表中“选择评价人”栏位“进入管理”，进入评

价人信息界面。若还没有添加评价人，则界面会显示没有数据，若已添加了评价

人，则该界面会显示已添加的评价人信息。

步骤 2：点击界面右下角的“添加评价人”，首先弹出评价人级别（班主任

评价、任课教师评价、同学评价与自我评价（家长））与所用评价量表选择界面。

选择某类评价人后，其所用评价量表自动带出（取自学校发布的评价方案），

点击“确定”进入评价人添加界面，在此界面上可以依据用户名、姓名条件查询

该类别评价人员。然后在“选择”栏选中，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即可添

加成功。该评价人与其评价类别、所用评价量表列示在已添加评价人员列表中。

依次添加其他评价类别的评价人，同一评价类别可以添加多个评价人。

步骤 3：评价人添加成功后，系统自动进入列示评价人信息界面，显示我们

已添加的评价人信息。

步骤 4：若想删除已添加完毕的评价人，则可以在评价人列表中“选择”栏

位进行选中，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

○3 生成被评价学生的评价号。在已添加完毕的被评价学生列表界面中，在

“选择”栏选中需要产生评价号的被评价学生或点击“全选”，然后点击右下角

的“生成评价号”，则被评价学生列表“评价号”栏自动生成。

注：若某被评价学生没有设置完毕所有级别（班主任评价、任课教师评价、

同学评价、自我评价（家长））的评价人，该被评价学生的评价号是不能生成的，

该被评价学生无法被评价。

（5）班级评价活动发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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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评价学生与其对应的评价人选择完毕后，完成班级评价活动的发布。

评价人可以登录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后，学生个人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界

面“学生自我评价（家长）”处点击“进入评价”对个人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

班主任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界面“班主任评价”处点击“进入评价”对本班学

生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任课教师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界面“任课教师评价”

处点击“进入评价”对所教班级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同学在小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界面“同学/小组评价”处点击“进入评价”对本班级同学的综合素质进

行评价。

（6）修改评价活动。如果评价活动信息（包括评价名称、级部、班级、发

布日期）需要修改，则点击评价活动列表“操作”栏位的“修改”按钮，弹出评

价活动修改界面，修改完毕后点击“修改评价活动”完成修改工作。

（7）删除评价活动

第一步：若该活动已设置了被评价学生，请先删除该活动内的所有被评价学

生再删除该活动，否则该活动是不能删除的。

在评价活动列表“选择被评价学生”栏位点击“进入管理”按钮，进入已添

加的被评价学生列表界面，选中需要删除的被评价学生，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

除”按钮即可将该被评价学生删除。

第二步：该评价活动的所有被评价学生删除完毕后，在评价活动列表“选择”

栏位选中该评价活动，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将该评价活动删除。

3、班主任评价报告

通过“班主任评价报告”功能模块结合班主任的评价数据对参与综合素质评

价的被评价学生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班主任评价报告，系统管理员可以

在该模块中下载某被评价学生的班主任评价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班主任评价报告”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班主任评价报

告”，弹出班主任评价报告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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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询被评价学生与查看评价进度。在“班主任评价报告”管理界面上

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以及所在学校、所在级部、所在班级、学年、学期等条

件任意组合查询不同学年学期的评价活动对应的被评价学生。

在被评价学生信息行“评价是否完成”列中列示的“已评价完成”或“未评

价完成”可以看出班主任是否对该自我评价（家长）完成；点击“查看评价进度”，

列示出对该被评价学生进行评价的班主任信息与评价是否完成信息。

（3）生成 PDF、html 格式班主任评价报告

在被评价学生列表中选择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

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

示生成成功后，“PDF 报告”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 报告”变为“下载 PDF

报告”。点击“下载 PDF 报告”下载被评价学生的 PDF 格式班主任评价报告。

注：单独点击被评价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 报告”，也可生成该被评价学生

的 PDF 格式班主任评价报告。

在被评价学生列表中选择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

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

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 报告”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 格式的班主任评价报告的压缩

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 格式班主任评价报告。

注：单独点击被评价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 报告”，也可生成该被评价学

生的 html 格式班主任评价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班主任评价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

报告的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

方的“批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 报告压

缩包保存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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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课教师评价报告

通过“任课教师评价报告”功能模块结合任课教师的评价数据对参与综合素

质评价的被评价学生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任课教师评价报告，系统管理

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某被评价学生的任课教师评价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任课教师评价报告”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任课教师评

价报告”，弹出任课教师评价报告管理界面。

（2）查询被评价学生与查看评价进度。在“任课教师评价报告”管理界面

上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以及所在学校、所在级部、所在班级、学年、学期等

条件任意组合查询不任课教师年学期的评价活动对应的被评价学生。

在被评价学生信息行“评价是否完成”列中列示的“已评价完成”或“未评

价完成”可以看出任课教师是否对该自我评价（家长）完成；点击“查看评价进

度”，列示出对该被评价学生进行评价的任课教师信息与评价是否完成信息。

（3）生成 PDF、html 格式任课教师评价报告

在被评价学生列表中选择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

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

示生成成功后，“PDF 报告”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 报告”变为“下载 PDF

报告”。点击“下载 PDF 报告”下载被评价学生的 PDF 格式任课教师评价报告。

注：单独点击被评价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 报告”，也可生成该被评价学生

的 PDF 格式任课教师评价报告。

在被评价学生列表中选择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

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

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 报告”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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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 格式的任课教师评价报告的压

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 格式任课教师评价报告。

注：单独点击被评价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 报告”，也可生成该被评价学

生的 html 格式任课教师评价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任课教师评价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 报告的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生，然后点击列

表下方的“批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 报

告压缩包保存在本地。

5、同学评价报告

通过“同学评价报告”功能模块结合同学评价数据对参与综合素质评价的被

评价学生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同学评价报告，系统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

中下载某被评价学生的同学评价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同学评价报告”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同学评价报告”，

弹出同学评价报告管理界面。

（2）查询被评价学生与查看评价进度。在“同学评价报告”管理界面上依

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以及所在学校、所在级部、所在班级、学年、学期等条件

任意组合查询不同学年学期的评价活动对应的被评价学生。

在被评价学生信息行“评价是否完成”列中列示的“已评价完成”或“未评

价完成”可以看出同学是否对该自我评价（家长）完成；点击“查看评价进度”，

列示出对该被评价学生进行评价的同学信息与评价是否完成信息。

（3）生成 PDF、html 格式同学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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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评价学生列表中选择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

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

示生成成功后，“PDF 报告”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 报告”变为“下载 PDF

报告”。点击“下载 PDF 报告”下载被评价学生的 PDF 格式同学评价报告。

注：单独点击被评价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 报告”，也可生成该被评价学生

的 PDF 格式同学评价报告。

在被评价学生列表中选择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

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

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 报告”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 格式的同学评价报告的压缩包

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 格式同学评价报告。

注：单独点击被评价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 报告”，也可生成该被评价学

生的 html 格式同学评价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同学评价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

报告的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

方的“批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 报告压

缩包保存在本地。

6、自我评价（家长）报告

通过“自我评价（家长）报告”功能模块结合学生个人的评价数据对参与综

合素质评价的被评价学生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自我评价（家长）报告，

系统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某被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家长）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自我评价（家长）报告”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自我评

价（家长）报告”，弹出自我评价（家长）报告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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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询被评价学生与查看评价进度。在“自我评价（家长）报告”管理

界面上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以及所在学校、所在级部、所在班级、学年、学

期等条件任意组合查询不同学年学期的评价活动对应的被评价学生。

在被评价学生信息行“评价是否完成”列中列示的“已评价完成”或“未评

价完成”可以看出自我评价（家长）是否完成；点击“查看评价进度”，列示出

自我评价（家长）的学生个人信息与自我评价（家长）是否完成信息。

（3）生成 PDF、html 格式自我评价（家长）报告

在被评价学生列表中选择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

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

示生成成功后，“PDF 报告”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 报告”变为“下载 PDF

报告”。点击“下载 PDF 报告”下载被评价学生的 PDF 格式自我评价（家长）报

告。

注：单独点击被评价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 报告”，也可生成该被评价学生

的 PDF 格式自我评价（家长）报告。

在被评价学生列表中选择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

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

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 报告”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 格式的自我评价（家长）报告

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 格式自我评价（家长）报告。

注：单独点击被评价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 报告”，也可生成该被评价学

生的 html 格式自我评价（家长）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自我评价（家长）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

下载 PDF 报告的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生，然后点

击列表下方的“批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

报告压缩包保存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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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综合评价报告

通过“综合评价报告”功能模块结合班主任、任课教师、同学、自我的评价

数据与对应的评价权重，对参与综合素质评价的被评价学生生成PDF格式或html

格式的综合评价报告，系统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某被评价学生的综合评价

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综合评价报告”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综合评价报告”，

弹出综合评价报告管理界面。

（2）查询被评价学生与查看评价进度。在“综合评价报告”管理界面上依

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以及所在学校、所在级部、所在班级、学年、学期等条件

任意组合查询不同学年学期的评价活动对应的被评价学生。

在被评价学生信息行“评价是否完成”列中列示的“已评价完成”或“未评

价完成”可以看出所有评价人是否对该自我评价（家长）完成；点击“查看评价

进度”，列示出所有评价人信息与其评价是否完成信息。

（3）生成 PDF、html 格式综合评价报告

在被评价学生列表中选择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

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

示生成成功后，“PDF 报告”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 报告”变为“下载 PDF

报告”。点击“下载 PDF 报告”下载被评价学生的 PDF 格式综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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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独点击被评价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 报告”，也可生成该被评价学生

的 PDF 格式综合评价报告。

在被评价学生列表中选择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

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

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 报告”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 格式的综合评价报告的压缩包

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 格式综合评价报告。

注：单独点击被评价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 报告”，也可生成该被评价学

生的 html 格式综合评价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综合评价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

报告的被评价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被评价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

方的“批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 报告压

缩包保存在本地。

8、班主任评价群体分析

通过“班主任评价群体分析”功能模块对参与某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的

所有被评价学生进行班主任评价整体情况分析，得出班主任评价群体分析报告。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在学校、所在级部、所在班级等条件分级部或分班级对

被评价学生进行班主任评价数据群体分析。

（1）选择“班主任评价群体分析”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班主任评

价群体分析”，进入班主任评价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评价活动。依据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过滤出不

同级部与班级的被评价学生参与的评价活动，点击评价活动名称进入班主任评价

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评价活动的被评价学生与评价指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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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可选择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班级等条件过滤出不同级部与班级的被

评价学生，生成不同级部与班级的被评价学生的班主任评价群体分析报告。

（3）班主任评价群体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评价活动的所有被评价学

生进行班主任评价整体评价效果的分析，得出班主任评价群体综合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选择被评价学生、评

价指标，直接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班主任评价群体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

计分析”按钮，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班主任评价群体综合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综合分析 PDF 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生成 pdf”按钮，系统弹出班主任评价群体综合分析 PDF 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

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综合分析 html 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分

析生成 html”按钮，系统弹出班主任评价群体综合分析 html 格式报告的下载，

点击保存，将该 html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9、任课教师评价群体分析

通过“任课教师评价群体分析”功能模块对参与某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

的所有被评价学生进行任课教师评价整体情况分析，得出任课教师评价群体分析

报告。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分级部或分

班级对被评价学生进行任课教师评价数据群体分析。

（1）选择“任课教师评价群体分析”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任课教

师评价群体分析”，进入任课教师评价群体分析界面。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153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2）选择评价活动。依据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过滤出不

同级部与班级的被评价学生参与的评价活动，点击评价活动名称进入任课教师评

价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评价活动的被评价学生与评价指标信息。

该界面可选择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过滤出不同级部与班级

的被评价学生，生成不同级部与班级的被评价学生的任课教师评价群体分析。

（3）任课教师评价群体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评价活动的所有被评价

学生进行任课教师评价整体评价效果的分析，得出任课教师评价群体综合分析报

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选择被评价学生、评

价指标，直接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任课教师评价群体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

统计分析”按钮，系统弹出网页式的任课教师评价群体综合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综合分析 PDF 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生成 pdf”按钮，系统弹出任课教师评价群体综合分析 PDF 格式报告的下载，点

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综合分析 html 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分

析生成 html”按钮，系统弹出任课教师评价群体综合分析 html 格式报告的下载，

点击保存，将该 html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10、同学评价群体分析

通过“同学评价群体分析”功能模块对参与某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的所

有被评价学生进行同学评价整体情况分析，得出同学评价群体分析报告。在线群

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分级部或分班级对被评价

学生进行同学评价数据群体分析。

（1）选择“同学评价群体分析”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同学评价群

体分析”，进入同学评价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评价活动。依据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过滤出不

同级部与班级的被评价学生参与的评价活动，点击评价活动名称进入同学评价群

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评价活动的被评价学生与评价指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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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可选择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过滤出不同级部与班级

的被评价学生，生成不同级部与班级的被评价学生的同学评价群体分析。

（3）同学评价群体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评价活动的所有被评价学生

进行同学评价整体评价效果的分析，得出同学评价群体综合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选择被评价学生、评

价指标，直接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同学评价群体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

分析”按钮，系统弹出网页式的同学评价群体综合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综合分析 PDF 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生成 pdf”按钮，系统弹出同学评价群体综合分析 PDF 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

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综合分析 html 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分

析生成 html”按钮，系统弹出同学评价群体综合分析 html 格式报告的下载，点

击保存，将该 html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11、自我评价（家长）群体分析

通过“自我评价（家长）群体分析”功能模块对参与某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活动的所有被评价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家长）整体情况分析，得出自我评价（家

长）群体分析报告。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

件分级部或分班级对被评价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家长）数据群体分析。

（1）选择“自我评价（家长）群体分析”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

自我评价（家长）群体分析”，进入自我评价（家长）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评价活动。依据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过滤出不

同级部与班级的被评价学生参与的评价活动，点击评价活动名称进入自我评价

（家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评价活动的被评价学生与评价指标信

息。

该界面可选择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过滤出不同级部与班级

的被评价学生，生成不同级部与班级的被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家长）群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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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评价（家长）群体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评价活动的所有被

评价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家长）整体评价效果的分析，得出自我评价（家长）群

体综合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选择被评价学生、评

价指标，直接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自我评价（家长）群体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

综合统计分析”按钮，系统弹出网页式的自我评价（家长）群体综合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综合分析 PDF 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生成 pdf”按钮，系统弹出自我评价（家长）群体综合分析 PDF 格式报告的下载，

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综合分析 html 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分

析生成 html”按钮，系统弹出自我评价（家长）群体综合分析 html 格式报告的

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html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12、综合评价群体分析

通过“综合评价群体分析”功能模块对参与某次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的所有被

评价学生进行综合评价整体情况分析，得出综合评价群体分析报告。综合评价群

体分析可以依据省市区县、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分级部或分班

级对被评价学生进行综合评价群体分析。

（1）选择“综合评价群体分析”模块。选择“评价活动管理---综合评价群

体分析”，进入综合评价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评价活动。依据省市区县、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

件过滤出不同级部与班级的被评价学生参与的评价活动，点击评价活动名称进入

综合评价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评价活动的被评价学生与评价指标信

息。

该界面可选择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过滤出不同级部与班级

的被评价学生，生成不同级部与班级的被评价学生的综合评价群体分析报告。

（3）综合评价群体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评价活动的所有被评价学生

进行综合评价整体评价效果的分析，得出综合评价群体综合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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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选择被评价学生、评

价指标，直接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班主任评价群体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

计分析”按钮，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综合评价群体综合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综合分析 PDF 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生成 pdf”按钮，系统弹出综合评价群体综合分析 PDF 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

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综合分析 html 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分

析生成 html”按钮，系统弹出综合评价群体综合分析 html 格式报告的下载，点

击保存，将该 html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七、学生自我评价（家长）

班级发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后，学生个人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后在小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对个人综合素质进行评价。

1、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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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价学生个人在未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

台首页“会员登录”处“用户类型”选择个人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与验证码

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

2、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测评”区域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系统。

3、进入学生自我评价（家长）页面

在初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页面“学生自我评价（家长）”处点击“进

入评价”列示了需要学生个人对个人进行综合素质评价的活动信息。

4、上传个人荣誉奖项

学生上传个人荣誉奖项为教师评价与同学评价提供了评价依据，教师与同

学在评价时可以在线查看学生个人上传的荣誉奖项信息，在部分指标的评价提供

评价依据。

在综合素质评价活动列表中点击“荣誉奖项”进入荣誉奖项上传管理页面，

页面上列示了已上传的荣誉奖项列表。在“操作”列点击“查看”查看上传的荣

誉奖项信息。

（1）在荣誉奖项列表右下方点击“进入上传”按钮，进入荣誉奖项上传页

面。

（2）在“奖项编号”处输入奖项编号，编号具有唯一性，不可重复；在“奖

项标题”处输入奖项名称；在“附件上传”点击选择文件选择需要上传的奖项图

片、PDF 或文档等，然后点击“上传附件”，系统提示上传成功，上传成功的奖

项信息在荣誉奖项列表中显示。

5、进行自我评价（家长）

第一步：在综合素质评价活动列表中点击“进入评价”进入综合素质自我

评价（家长）页面。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158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第二步：在评价页面，依次对每个评价内容在“评价标准”列进行评价，得

分自动得出，所有评价内容评价完毕后，点击“暂存”，系统提示暂存成功。系

统自动返回到被评价学生信息列表界面。

注：所有评价内容评价完毕后才能点击“暂存”按钮进行保存，否则系统提

醒“请全部评价完毕后在进行暂存”。

对于已暂存成功且未提交的评价可以点击“修改”按钮进入评价页面进行重

新选择评价标准修改评价成绩，修改完毕后点击“暂存”完成评价成绩修改。

对于已暂存成功且未提交的评价可以点击“查看”按钮，可弹出评价内容及

评价结果界面进行查看。

第三步：对于已评价完毕且暂存成功的评价，在选择列选中某评价，点击“全

部提交”完成对个人的综合素质评价作业。提交成功的评价在评价活动列表可以

查看，但不可以进行修改。

八、班主任评价

班级发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后，班主任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后在小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对本班每个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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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

班主任用户在未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首

页“会员登录”处“用户类型”选择管理员，输入用户名、密码与验证码登录小

学生测评平台。

2、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测评”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系统。

3、进入班主任评价页面

在初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页面“班主任评价”处点击“进入评价”列

示了需要班主任评价的综合素质评价活动信息与学生信息。

4、进行班主任评价

（1）进入评价页面。在综合素质评价活动列表某学生信息行中点击“进入

评价”进入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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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学生的荣誉奖项。在评价页面“荣誉奖项”部分列示了该学生上

传的荣誉奖项信息表，点击“查看”可以在线查看该学生上传的奖项文件。该学

生的荣誉奖项信息，为在评价部分指标时提供评价依据。

（3）进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在评价页面，依次对每个评价内容在“评价标准”列进行评价，得分自动得

出，所有评价内容评价完毕后，点击“暂存”，系统提示暂存成功。系统自动返

回到被评价学生信息列表界面。

注：所有评价内容评价完毕后才能点击“暂存”按钮进行保存，否则系统提

醒“请全部评价完毕后在进行暂存”。

对于已暂存成功且未提交的评价可以点击“修改”按钮进入评价页面进行重

新选择评价标准修改评价成绩，修改完毕后点击“暂存”完成评价成绩修改。

对于已暂存成功且未提交的评价可以点击“查看”按钮，可弹出评价内容及

评价结果界面进行查看。

（4）提交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对于已评价完毕且暂存成功的评价，在

选择列选中对某学生的评价或对某些学生的评价，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对学生

综合素质的班主任评价。提交成功的班主任评价不再在评价活动列表中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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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任课教师评价

班级发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后，任课教师用户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后在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对所任教班级的每个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

1、登录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

任课教师用户在未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

首页“会员登录”处“用户类型”选择管理员，输入用户名、密码与验证码登录

小学生测评平台。

2、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测评”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初小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系统。

3、进入任课教师评价页面

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页面“任课教师评价”处点击“进入评价”列

示了需要任课教师评价的综合素质评价活动信息与学生信息。

4、进行任课教师评价

（1）进入评价页面。在综合素质评价活动列表某学生信息行中点击“进入

评价”进入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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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学生的荣誉奖项。在评价页面“荣誉奖项”部分列示了该学生上

传的荣誉奖项信息表，点击“查看”可以在线查看该学生上传的奖项文件。该学

生的荣誉奖项信息，为在评价部分指标时提供评价依据。

（3）进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在评价页面，依次对每个评价内容在“评价标准”列进行评价，得分自动得

出，所有评价内容评价完毕后，点击“暂存”，系统提示暂存成功。系统自动返

回到被评价学生信息列表界面。

注：所有评价内容评价完毕后才能点击“暂存”按钮进行保存，否则系统提

醒“请全部评价完毕后在进行暂存”。

对于已暂存成功且未提交的评价可以点击“修改”按钮进入评价页面进行重

新选择评价标准修改评价成绩，修改完毕后点击“暂存”完成评价成绩修改。

对于已暂存成功且未提交的评价可以点击“查看”按钮，可弹出评价内容及

评价结果界面进行查看。

（4）提交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对于已评价完毕且暂存成功的评价，在

选择列选中对某学生的评价或对某些学生的评价，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对学生

综合素质的任课教师评价。提交成功的任课教师评价不再在评价活动列表中列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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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同学评价

班级发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后，学生用户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后在小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对本班级的同学进行综合素质评价。

1、登录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

学生用户在未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首页

“会员登录”处“用户类型”选择个人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与验证码登录小

学生测评平台。

2、进入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在“初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测评”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初小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系统。

3、进入同学/小组评价页面

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页面“同学/小组评价”处点击“进入评价”列

示了需要评价的综合素质评价活动信息与学生信息。

4、进行同学/小组评价

（1）进入评价页面。在综合素质评价活动列表某学生信息行中点击“进入

评价”进入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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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学生的荣誉奖项。在评价页面“荣誉奖项”部分列示了该学生上

传的荣誉奖项信息表，点击“查看”可以在线查看该学生上传的奖项文件。该学

生的荣誉奖项信息，为在评价部分指标时提供评价依据。

（3）进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在评价页面，依次对每个评价内容在“评价标准”列进行评价，得分自动得

出，所有评价内容评价完毕后，点击“暂存”，系统提示暂存成功。系统自动返

回到被评价学生信息列表界面。

注：所有评价内容评价完毕后才能点击“暂存”按钮进行保存，否则系统提

醒“请全部评价完毕后在进行暂存”。

对于已暂存成功且未提交的评价可以点击“修改”按钮进入评价页面进行重

新选择评价标准修改评价成绩，修改完毕后点击“暂存”完成评价成绩修改。

对于已暂存成功且未提交的评价可以点击“查看”按钮，可弹出评价内容及

评价结果界面进行查看。

（4）提交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对于已评价完毕且暂存成功的评价，在

选择列选中对某学生的评价或对某些学生的评价，点击“全部提交”完成对学生

综合素质的同学评价。提交成功的同学评价不再在评价活动列表中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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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评价监测管理

评价监测管理主要是对综合素质评价活动中各评价人的评价进度情况的监

测，可以按学校、级部、班级统计每个评价活动的班主任评价进度、任课教师评

价进度、同学评价进度以及自我（家长）评价进度，每类评价人评价进度中都详

细提供了已评价学生数量、未评价学生数量、已评价比例与未评价学生详细信息。

1、班主任评价进度

按学校、级部、班级统计每个评价活动的班主任评价进度概况，包括已评价

学生数量、未评价学生数量、已评价比例与未评价学生详细信息，对班主任评价

进度进行监控，督导班主任评价工作的顺利进行。

管理用户可以针对某评价活动查看全校、各级部、各班级已有多少学生已被

班主任评价、多少学生尚未被班主任评价、已评价学生人数占全部评价学生的比

例，并用条形图显示各学校、级部、班级学生的已评价比例，并可以查看尚未被

班主任评价学生的详细信息。

（1）选择“班主任评价进度”模块。选择“评价监测管理---班主任评价进

度”，进入班主任评价进度分析界面。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166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2）按学校分析班主任评价进度

在班主任评价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年某学

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学校分析”，则分析该评价活动全校学生的

班主任评价进度，在班主任评价进度列表“未评价学生查看”列中点击学校信息

行中的“详细人员”，可以查看全校未被班主任评价完毕的学生信息。

（3）按级部分析班主任评价进度

在班主任评价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年某学

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级部分析”，则分析该学校综合素质评价活

动的所有级部的班主任评价进度，在班主任评价进度列表“未评价学生查看”列

中点击某级部信息行中的“详细人员”，可以查看该级部未被班主任评价完毕的

学生信息。

（4）按班级分析班主任评价进度

在班主任评价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年某学

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班级分析”，弹出级部与班级选择界面，不

选择级部，则分析该学校下所有班级学生的班主任评价进度；选择某级部，不选

择班级，则分析该学校某年级下所有班级学生的班主任评价进度；选择某级部，

选择某班级，则分析该学校某年级某班级学生的班主任评价进度。

在班主任评价进度列表“未评价学生查看”列中点击某班级信息行中的“详

细人员”，可以查看该班级未被班主任评价完毕的学生信息，包括学生用户名（即

学生编号）、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班级、评价人等信息。

2、任课教师评价进度

按学校、级部、班级统计每个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的任课教师评价进度概况，

包括已评价学生数量、未评价学生数量、已评价比例与未评价学生详细信息，对

任课教师评价进度进行监控，督导任课教师评价工作顺利进行。

管理用户可以查看全校、各级部、各班级已有多少学生被任课教师评价完毕、

多少学生尚未评价、已评价的学生占全部学生的比例，并用条形图显示各级部、

各班级的学生已评价比例，并可以查看未评价完毕的学生详细信息。

（1）选择“任课教师评价进度”模块。选择“评价监测管理---任课教师评

价进度”，进入任课教师评价进度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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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学校分析任课教师评价进度

在任课教师评价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年某

学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学校分析”，则分析该评价活动全校学生

的任课教师评价进度。在任课教师评价进度列表“未评价学生查看”列中点击学

校信息行中的“详细人员”，可以查看全校未被任课教师评价完毕的学生信息。

（3）按级部分析任课教师评价进度

在任课教师评价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年某

学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级部分析”，则分析该学校综合素质评价

活动的所有级部的任课教师评价进度，在任课教师评价进度列表“未评价学生查

看”列中点击某级部信息行中的“详细人员”，可以查看该级部未被任课教师评

价完毕的学生信息。

（4）按班级分析任课教师评价进度

在任课教师评价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年某

学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班级分析”，弹出级部与班级选择界面，

不选择级部，则分析该学校下所有班级学生的任课教师评价进度；选择某级部，

不选择班级，则分析该学校某年级下所有班级学生的任课教师评价进度；选择某

级部，选择某班级，则分析该学校某年级某班级学生的任课教师评价进度。

在任课教师评价进度列表“未评价学生查看”列中点击某班级信息行中的“详

细人员”，可以查看该班级未被任课教师评价完毕的学生信息，包括学生用户名

（即学生编号）、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班级、评价人等信息。

3、同学评价进度

按学校、级部、班级统计每个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的同学评价进度概况，包括

已评价学生数量、未评价学生数量、已评价比例与未评价学生详细信息，对同学

评价进度进行监控，督导同学评价工作顺利进行。

管理用户可以查看全校、各级部、各班级已有多少学生被同学评价完毕、多

少学生尚未评价、已评价的学生占全部学生的比例，并用条形图显示各级部、各

班级的学生已评价比例，并可以查看未评价完毕的学生详细信息。

（1）选择“同学评价进度”模块。选择“评价监测管理---同学评价进度”，

进入同学评价进度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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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学校分析同学评价进度

在同学评价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年某学期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学校分析”，则分析该评价活动全校学生的同

学评价进度。在同学评价进度列表“未评价学生查看”列中点击学校信息行中的

“详细人员”，可以查看全校未被同学评价完毕的学生信息。

（3）按级部分析同学评价进度

在同学评价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年某学期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级部分析”，则分析该学校综合素质评价活动

的所有级部的同学评价进度，在同学评价进度列表“未评价学生查看”列中点击

某级部信息行中的“详细人员”，可以查看该级部未被同学评价完毕的学生信息。

（4）按班级分析同学评价进度

在同学评价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年某学期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班级分析”，弹出级部与班级选择界面，不选

择级部，则分析该学校下所有班级学生的同学评价进度；选择某级部，不选择班

级，则分析该学校某年级下所有班级学生的同学评价进度；选择某级部，选择某

班级，则分析该学校某年级某班级学生的同学评价进度。

在同学评价进度列表“未评价学生查看”列中点击某班级信息行中的“详细

人员”，可以查看该班级未被同学评价完毕的学生信息，包括学生用户名（即学

生编号）、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班级、评价人等信息。

4、自我评价（家长）进度

按学校、级部、班级统计每个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的自我评价（家长）进度概

况，包括已评价学生数量、未评价学生数量、已评价比例与未评价学生详细信息，

对自我评价（家长）进度进行监控，督导自我评价（家长）工作顺利进行。

管理用户可以查看全校、各级部、各班级已有多少学生完成自我评价（家长）、

多少学生尚未自我评价（家长）、已评价的学生占全部学生的比例，并用条形图

显示各级部、各班级的学生已评价比例，并可以查看未自我评价（家长）完毕的

学生详细信息。

（1）选择“自我评价（家长）进度”模块。选择“评价监测管理---自我评

价（家长）进度”，进入自我评价（家长）进度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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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学校分析自我评价（家长）进度

在自我评价（家长）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

年某学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学校分析”，则分析该评价活动全校

学生的自我评价（家长）进度。在自我评价（家长）进度列表“未评价学生查看”

列中点击学校信息行中的“详细人员”，可以查看全校未自我评价（家长）完毕

的学生信息。

（3）按级部分析自我评价（家长）进度

在自我评价（家长）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

年某学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级部分析”，则分析该学校综合素质

评价活动的所有级部的自我评价（家长）进度，在自我评价（家长）进度列表“未

评价学生查看”列中点击某级部信息行中的“详细人员”，可以查看该级部未自

我评价（家长）完毕的学生信息。

（4）按班级分析自我评价（家长）进度

在自我评价（家长）进度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学

年某学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选中“按班级分析”，弹出级部与班级选择界

面，不选择级部，则分析该学校下所有班级学生的自我评价（家长）进度；选择

某级部，不选择班级，则分析该学校某年级下所有班级学生的自我评价（家长）

进度；选择某级部，选择某班级，则分析该学校某年级某班级学生的自我评价（家

长）进度。

在自我评价（家长）进度列表“未评价学生查看”列中点击某班级信息行中

的“详细人员”，可以查看该班级未自我价完毕的学生信息，包括学生用户名（即

学生编号）、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班级、评价人等信息。

十二、评价统计分析

评价统计分析包括综合评分对比、综合评价排名、评价结果横向分析、评价

结果趋势分析、评价指标成绩统计分析、评价成绩阶段人数分析等统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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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评分对比

对某年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按级部或班级对级部间综合评价成绩或班

级间综合评价成绩进行比较分析, 同时以柱状图的形式显示级部综合评价成绩、

班级综合评价成绩与学校总评价平均分进行比较分析。

（1）选择“综合评分对比”模块。选择“评价统计分析---综合评分对比”，

进入综合评分对比分析界面。

（2）按级部横向比较综合评价结果

在综合评分对比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学期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点击“按级部分析”，则对该评价活动的所有级部进行

级部综合评价成绩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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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班级横向比较综合评价结果

在综合评分对比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学期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点击“按级部分析”，则对参与该评价活动的所有班级

进行班级综合评价成绩对比分析。

2、综合评价排名

综合评教排名是对参与某年度某学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所有被评价学生

进行素质综合评价成绩排名分析，每个被评价学生的成绩包括综合评价成绩（各

评价人成绩乘以权重相加得出）、班主任评价得分、任课教师评价得分、同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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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得分、自我评价（家长）得分，同时被评价学生的综合评价成绩可与学校综合

评价平均成绩、所在级部综合评价平均成绩、所在班级综合评价平均成绩进行对

比分析。 并可将排名结果导出 EXCEL。

（1）选择“综合评价排名”模块。选择“评价统计分析---综合评价排名”，

进入综合评价排名分析界面。

（2）查询被评价学生的综合评价成绩

在综合评教排名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学期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所属学校自动带出，点击分析则对该学校下所有被评价

学生的综合评价成绩进行排名，被评价学生的成绩包括综合评价成绩（各评价人

成绩乘以权重相加得出）、班主任评价得分、任课教师评价得分、同学评价得分、

自我评价（家长）得分，同时学生信息行中包含学校综合评价得分、级部综合评

价得分、班级综合评价得分，学生综合评价成绩可与其进行对比分析。

除按学校查询学生综合评价成绩外，可以选择级部、班级等条件对某级部或

某班级的被评价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学生成绩查询与排名分析。

查询分析结果可以导出 EXCEL。

3、评价结果横向分析

评价结果横向分析是对某年度某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按学校、级部

或班级进行学校、各级部或各班级间的班主任评价分数、任课教师评价分数、同

学评价分数、自我评价（家长）分数的对比分析。针对学校、级部与班级每个机

构可分别以堆叠图的形式分析各评价人的评价指标成绩，进行评价人间的评价指

标成绩比较分析。

（1）选择“评价结果横向分析”模块。选择“评价统计分析---评价结果横

向分析”，进入评价结果横向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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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学校分析各评价人评价结果

在评价结果横向比较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

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点击“按学校分析”，则对该评价活动进行学校

的班主任评价分数、任课教师评价分数、同学评价分数、自我评价（家长）分数

等分析。点击学校信息行中的“查看分析图”，以堆叠图的形式展示出该学校各

评价人的评价指标成绩，进行各评价人间的评价指标成绩对比分析。

（3）按级部横向比较各评价人的评价结果

在评价结果横向比较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

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点击“按级部分析”，则对该评价活动进行级部

间的班主任评价分数、任课教师评价分数、同学评价分数、自我评价（家长）分

数等对比分析。点击某级部信息行中的“查看分析图”，以堆叠图的形式展示出

该级部各评价人的评价指标成绩，可进行各评价人间的评价指标成绩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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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班级横向比较各评价人的评价结果

在评价结果横向比较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

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点击“按班级分析”，则对该评价活动进行班级

间的班主任评价分数、任课教师评价分数、同学评价分数、自我评价（家长）分

数等对比分析。点击某班级信息行中的“查看分析图”，以堆叠图的形式展示出

该班级各评价人的评价指标成绩，可进行各评价人间的评价指标成绩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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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价结果趋势分析

通过评价结果趋势分析模块可以按学校、级部、班级或学生对某学校、某级

部、某班级或某学生统计分析某段日期内对其素质综合评价成绩的趋势变化。

（1）选择“评价结果趋势分析”模块。选择“评价统计分析---评价结果趋

势分析”，进入评价结果趋势分析界面。

（2）按学校分析各学期综合评价结果的趋势变化

在评价结果趋势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日期”处选择需要日期时间段，选

中“按学校分析”，弹出省市区县、学校选择界面，选择某学校，则对该学校在

分析日期段内每个学期的学生素质综合评价结果进行趋势变化分析。

（3）按级部分析各学期综合评价结果的趋势变化

在评价结果趋势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日期”处选择需要日期时间段，选

中“按级部分析”，弹出省市区县、学校与级部选择界面，选择某学校级部，则

对该级部在分析日期段内每个学期的学生素质综合评价结果进行趋势变化分析。

（4）按班级分析各学期综合评价结果的趋势变化

在评价结果趋势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日期”处选择需要日期时间段，选

中“按班级分析”，弹出省市区县、学校、级部与班级选择界面，选择某学校级

部与班级，则对该班级在分析日期段内每个学期的学生素质综合评价结果进行趋

势变化分析。

（5）按学生分析各学期综合评价结果的趋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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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结果趋势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日期”处选择需要日期时间段，选

中“按学生分析”，弹出省市区县、学校、级部、班级与学生选择界面，选择某

学校某级部某班级的某位学生，则对该学生在分析日期段内每个学期的素质综合

评价结果进行趋势变化分析。

5、评价指标成绩统计分析

评价指标成绩统计分析是对某年度某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按级部、

班级或学生以图表的形式分析各级部、各班级与各被评价学生所得的每个评价指

标成绩，同时与学校各评价指标平均成绩进行对比分析。针对每个级部、班级与

每个学生可分别以柱状图的形式分析各评价指标成绩与学校各评价指标平均成

绩。

（1）选择“评价指标成绩统计分析”模块。选择“评价统计分析---评价指

标成绩统计分析”，进入评价指标成绩统计分析界面。

（2）按级部分析每个评价指标成绩

在评价指标成绩统计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

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点击“按级部分析”，则对该评价活动以图表形

式进行每个年级各评价指标成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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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年级信息行中的“查看分析图”，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示出该年级各评

价指标成绩与学校各评价指标成绩。

（3）按班级分析每个评价指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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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指标成绩统计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

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点击“按班级分析”，则对该评价活动以图表形

式进行每个班级各评价指标成绩的分析，包括班级各评价指标成绩、年级各评价

指标成绩与学校各评价指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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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班级信息行中的“查看分析图”，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示出该班级各评

价指标成绩、年级各评价指标成绩与学校各评价指标成绩。

（4）按学生分析每个评价指标成绩

在评价指标成绩统计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

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点击“按学生分析”，则对该评价活动以图表形

式进行每个学生各评价指标成绩的分析，包括学生各评价指标成绩、班级各评价

指标成绩、年级各评价指标成绩与学校各评价指标成绩。点击某学生信息行中的

“查看分析图”，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示出该学生各评价指标成绩、班级各评价指

标成绩、年级各评价指标成绩与学校各评价指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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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评价成绩阶段人数分析

评价成绩阶段人数分析是对某年度某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按学校、

级部、班级以图表的形式分析学校、各级部与各班级在各分数段的学生人数分析，

同时以环形分析图的形式分析优秀、良好、一般、不及格的学生人数比例。

（1）选择“评价成绩阶段人数分析”模块。选择“评价统计分析---评价成

绩阶段人数分析”，进入评价成绩阶段人数分析界面。

（2）按学校分析评价成绩阶段人数

在评价成绩阶段人数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

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点击“按学校分析”，则对该评价活动以图表的

形式分析全校在各分数段的学生人数，同时分析全校在优秀、良好、一般与不及

格四个阶段的学生人数比例。

（3）按级部分析评价成绩阶段人数

在评价成绩阶段人数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

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点击“按级部分析”，则对该评价活动以图表的

形式分析各级部在各分数段的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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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年级信息行中的“查看分析图”以图表的形式分析该年级在各分数段

的学生人数，同时分析该年级在优秀、良好、一般与不及格四个阶段的学生人数

比例。

（4）按班级分析评价成绩阶段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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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成绩阶段人数分析界面，在“评价活动”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年度某

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点击“按班级分析”，则对该评价活动以图表的

形式分析各班级在各分数段的学生人数。

点击某班级信息行中的“查看分析图”以图表的形式分析该班级在各分数段

的学生人数，同时分析该班级在优秀、良好、一般与不及格四个阶段的学生人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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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学业水平评价

学业水平评价主要是学校教务机构对学生各课程成绩的录入管理，对学生成

绩的排名分析以及各课程成绩的四率分析等。通过录入的学生成绩，系统自动分

析每个学生的学业成绩趋势变换情况，生成成绩趋势图，了解学生在每个阶段的

成绩情况。学业水平评价包括评价标准管理、学科成绩管理、学业成绩排名分析、

学业成绩四率分析与学业成绩趋势分析等功能模块。

1、评价标准管理

评价标准管理主要是对学校各年级所学习课程的建立以及对应课程满分、高

分率、优秀率、及格率、低分率等信息的建立，为学业成绩四率分析提供评价分

析标准。

（1）选择“评价标准管理”模块。选择“学业水平评价---评价标准管理”，

弹出评价标准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课程评价标准信息。

（2）新增年级课程评价标准。在评价标准管理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弹出评价标准添加界面。在“学校”处点击弹出学校选择界面，过滤选择某学校；

在“级部”处选择年级信息；在“学科类别”处选择“小学”；在“学科”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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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某课程；在“满分”处输入该课程考试的满分，如 100 即该课程考试满分为

100 分；然后分别在输入该课程的高分率、优秀率、及格率与低分率，例如高分

率输入 90 即高分率为 90%，课程考试成绩大于等于 100*90%=90 分都为高分。

课程评价标准输入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某年级某课程评价标准的添加

作业。每个年级的某个课程只可添加一条评价标准。

利用上述方法依次添加每个年级课程的评价标准。

（3）修改课程评价标准。点击需要修改的课程评价标准信息行中的“修改”

按钮，弹出课程评价标准信息界面，可修改满分、高分率、优秀率、及格率与低

分率等信息，修改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课程评价标准。在课程评价标准列表行“选择”栏位选择需要删

除的课程评价标准，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删除所选择的课程评价标

准。

2、学科成绩管理

学科成绩管理主要是对学生每次考试各课程成绩的录入与维护管理，包括成

绩名称、学生信息、各课程成绩，为学业成绩四率分析提供课程成绩信息。

（1）选择“学科成绩管理”模块。选择“学业水平评价---学科成绩管理”，

弹出学科成绩管理界面，界面上列示已建立完毕的学生课程考试成绩信息。

（2）新增学生课程考试成绩。在学科成绩管理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弹出学科成绩添加界面。在“成绩名称”处输入考试名称，如“2018 年一年级

期末考试”；在“学校”处点击弹出学校选择界面，过滤选择某学校；在“级部”

处选择年级信息；在“班级”处选择某班级；在“学生”处点击弹出学生信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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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界面，选择某学生信息；在“学科类别”处选择“小学”，则该年级的对应的

课程信息自动列示出来；然后在各课程处输入此次考试学生的成绩信息。

课程成绩输入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该次考试某学生的课程考试成绩的

添加作业。按照上述方法依次录入其他学生的课程考试成绩。

（3）修改学生课程成绩。在学科成绩管理界面中可以依据成绩名称、学校、

级部、班级、学生编号、学生姓名等条件任意组合查询符合条件的学生课程成绩

信息，点击需要修改的学生课程成绩信息行中的“修改”按钮，弹出该学生此次

考试的课程考试成绩信息界面，可修改学生各课程的考试成绩信息，修改完毕后

点击“提交”完成修改工作。

（4）删除学生课程成绩。在学科成绩管理界面中可以依据成绩名称、学校、

级部、班级、学生编号、学生姓名等条件任意组合查询符合条件的学生课程成绩

信息，选中需要删除的学生课程成绩信息行，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即可

删除所选择的学生课程成绩。

3、学业成绩排名分析

学业成绩排名分析主要是分析每次考试学生各课程成绩及总分的班级排名

与年级排名，并可将排名信息导出 EXCEL 表。

（1）选择“学业成绩排名分析”模块。选择“学业水平评价---学业成绩排

名分析”，进入学业成绩排名分析界面。

（2）课程成绩排名分析

在学业成绩排名分析界面，在“成绩名称”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次考试活动，

在“科目”处选择某课程，对该课程可以依据学校、级部、班级、学生信息等条

件任意组合查询全校学生、某级部学生或某班级学生的该课程成绩在班级的排名

以及所在年级的排名。点击导出可将查询分析结果导出 EXCEL 表。

4、学业成绩四率分析

学业成绩四率分析主要是针对某次考试以图表的形式分析各班级课程的高

分率、优秀率、及格率、低分率以及高分段、优秀段、及格段、低分段的学生人

数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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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学业成绩四率分析”模块。选择“学业水平评价---学业成绩四

率分析”，进入学业成绩四率分析界面。

（2）课程成绩四率分析

在学业成绩四率分析界面，在“成绩名称”处选择需要分析的某次考试活动，

在“科目”处选择某课程，对该课程可以依据学校、级部等条件任意组合查询全

校所有班级或某级部下所有班级的该课程成绩的高分率、优秀率、及格率、低分

率以及高分段、优秀段、及格段、低分段的学生人数分布情况。

5、学业成绩趋势分析

学业成绩趋势分析主要是分析学生在不同考试中的课程成绩趋势变化。

（1）选择“学业成绩趋势分析”模块。选择“学业水平评价---学业成绩趋

势分析”，进入学业成绩趋势分析界面。

（2）学生课程成绩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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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业成绩趋势分析界面，在“科目”处选择某课程，在“学生姓名”处点

击弹出学生选择界面，选择某学生，点击“搜索”对该学生在不同考试中该课程

成绩进行趋势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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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

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包括了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小学生心理素质

专项测评、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与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统计分析等测评项目

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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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测评注意事项

1、浏览器选择事项。推荐使用谷歌、IE11.0、360 浏览器访问测评平台，

本系统基于数据安全机制，不兼容 QQ 浏览器的兼容模式，请勿采用 QQ 浏览器兼

容模式访问测评平台。

2、注册测评账户注意事项：

（1）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测学生可向测评管理员

申请测评账户，由测评管理员在“学生信息管理”中添加或导入学生信息；二是

参测学生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2）参测学生注册一个测评账户即可参与平台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3）参测学生在参与小学生入学综合素质测评、在校相应年级的综合素质

测评、小学生升学发展能力测评时，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层次

信息即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

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

升初，修改后即可参与相应参测层次的综合测评。

3、测试过程事项：

（1）在某做题页面不要停留过长时间不做试题，否则系统会强制您退出试

题页面；

（2）测评过程中因异常情况退出系统，需要您重新登录继续答题；

（3）做题完毕后，一定要点击“交卷”完成测评；

（4）测评完毕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中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在

拥有测评报告查看权限的情况下，点击“查看报告”生成测评报告之前，电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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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须为正常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

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二、注册测评账户

小学生参测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1）参测学生向测评管理员

处申请获取账户信息；（2）若学校在平台中设置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的

情况下，参测学生可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注册任何参测层次的学生（包括参测层次为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

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

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的测评学生）均可参与小学生心理

素质测评系统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三、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

1、参与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

（1）进入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

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心理素质测评”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

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

（2）参与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在“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专区，

参测学生点击“进入测评”进入该综合测评项目测试界面。

注：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评，

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

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应高低年

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

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自动参与高年级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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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在登

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测

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评，

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

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级学生心理素

质综合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

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数据。

1）个人分析柱状图，如图：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进行所有参测学生参测

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

群体分析分为低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心理素质综合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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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心理素质综合测

评数据。

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1）群体折线图分析，如图：

2）群体环形图分析，如图：

四、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

1、参与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

（1）进入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

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心理素质测评”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

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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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在“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专区，

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点击某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

评进入测试界面。

1）小学生正性情绪测量；

2）小学生心理适应性测量；

3）小学生情绪稳定力测量；

4）小学生心理调节能力测量；

5）小学生主动交往测量；

6）小学生心理健康自测测量；

7）小学生情感支持测量；

8）小学生厌学情绪测量；

9）小学生心理承受能力测评；

10）小学生自我认识能力测评。

注：小学生心理素质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评，

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

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应高低年

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

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高年

级学生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在登

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测

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心理素质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

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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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级学生

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

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测评数据。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心理素质各专项测评进行所有参测学生参

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

评群体分析分为低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

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

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五、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

1、参与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

（1）进入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

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心理素质测评”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

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

（2）参与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在“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专区，

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点击某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

评进入测试界面。

1）创新意识思维能力量表；

2）容纳他人量表（AO）；

3）自尊量表（SES）；

4）责任感测评量表（RS）；

5）人际信任量表（ITS）；

6）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7）应对压力方式量表（CSQ）；

8）成就动机量表（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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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注：人际信任量表（IT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成就动机量表（AMS）

为国际化测评项目，在测试过程中必须完成所有试题才能进行交卷。

（4）查看测评报告

除人际信任量表（IT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成就动机量表（AMS）

这三个测评外的测评项目，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

块“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报告。

针对人际信任量表（IT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成就动机量表（AMS），

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国际化专项测评报告”

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人际信任量表（IT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成就动机量表（AMS）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在登

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测

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人际信任量表（IT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成就动机量表（AMS）

为国际化模型测评项目，其个人分析为个人最近参测的测评报告。

例如“容纳他人量表（AO）”的个人分析折线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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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项目进行所有参测者参

测成绩的群体分析，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弹出该测评项目的

群体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注：人际信任量表（IT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为国际化模型测评

项目，其测评项目无群体分析。

1）例如“容纳他人量表（AO）”的群体柱状图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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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容纳他人量表（AO）”的群体圆饼图分析，如图：

六、测评管理

测评管理员登录测评管理，可在测评管理中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心理素质

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进行报告生成、测评数据分析与测评档案管理等。

测评管理员选择“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入测评管理登录界面，输入用户

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管理。

注：测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

为保证系统的使用安全，测评管理员可以在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

入测评管理子系统，在“学校信息维护--修改密码”模块中修改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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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测评报告

通过“专项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小学生

心理素质专项测评、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项目的参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

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注：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中的“人际信任量表（ITS）、社会支持评定

量表（SSRS）”为国际化模型测评项目，在“国际化模型测评---国际化测评报

告”中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

（1）选择“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弹出专项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专项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活

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校、

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

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项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点击“查看测评所参加

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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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报

告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2、专项群体分析

通过“专项群体分析”模块，测评管理员可对参测“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

评、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某非国际化专项测评

项目的所有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得出该测评项目的测评群体分析

报告，同时该模块也可以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选择的参测学生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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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1）选择“专项测评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专项群体分析”模块，进入专项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

属班级等条件组合过滤出“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小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

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某非国际化专项测评活动，点击查询到的测评活动名

称进入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

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不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

项目的群体分析报告。

（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

参测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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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与专业排序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5）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者及测评要素，得

出参测者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达

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 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者、测评要

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

出 EXCEL 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 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

据库（OFFICE2007）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 导出 EXCEL 表。

3、在线测评档案

在“在线测评档案”功能模块中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

系统中测评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等。对于

无效的学生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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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档案管

理---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弹出在线测评档案界面。

注：当某参测学生没有参测完毕任何测评项目，该参测学生不在“在线测评

档案界面”中出现。

（2）查询参测学生。在“在线测评档案”界面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

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参测学生。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所参测的所有在线测评活动。

（4）查看与下载测评活动报告

1）查看测评报告

在“综合、专项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中非国际化

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报告”，系

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在“国际化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中国际化测评项

目（如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中的“人际信任量表（ITS）、社会支持评定量

表（SSRS）、成就动机量表（AMS）”为国际化模型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

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报告”，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2）下载 PDF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PDF文件”

列点击“下载到本地”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PDF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PDF文件”列内容显示“生成 PDF”，证明该用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

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PDF”，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则该列变为“下载

到本地”。

注：生成 PDF格式与 html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

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3）下载 html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Html文件”

列点击“下载 Html报告”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Html文件”栏位的内容显示“生成 Html报告”，证明该用户的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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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测评报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Html报告”，系统提示生成成功，

则该列变为“下载 Html报告”。

（5）个人测评项目群体分析

针对参测学生多次参与某一测评项目可对该学生进行此测评项目的群体分

析，分析该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测评维度或测评要素的成绩趋势变化，形成个人

测评项目群体分析报告。

在对学生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针对某一测评项目选中多次测评行，点击

“个人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个人群体分析报告；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pdf”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PDF格式报告进行下载；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html”

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html格式报告进行下载。

（6）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右下角的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4、国际化测评报告

通过“国际化测评报告”可对参测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中的“人际信任

量表（IT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成就动机量表（AMS）”等国际专项

测评项目的所有参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html 格式测评报告，测评管理员

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国际化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国际模型

测评---国际化测评报告”模块，弹出批量生成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批量生成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型、

活动编号、活动名称、测评时间等条件查询参测的“人际信任量表（ITS）、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测评项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点击“查看测评

所参加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 格式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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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每页显示个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左上方“每页显示”处设置一

页显示多少个参测学生，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参测学生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 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可以依

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学

生信息，选择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

文件”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

下载参测学生的 PDF 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学生的 PDF 格式测

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 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可以

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

学生信息，选择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

成 html”。在 html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

“html 文件”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

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

可查看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 文件”，也可生成该学生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5、国际化测评档案

通过“国际化测评档案”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中

的“人际信任量表（IT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成就动机量表（AMS）”

国际模型测评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等。对

于无效的学生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国际化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国际模型

测评---国际化测评档案”模块，弹出测评档案管理界面。

（2）查询参测人员。在“测评档案管理”界面可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学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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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该参测学生所参测的国际化模型测评活动。

（4）查看测评活动报告。在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报告”，

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5）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删除或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6、测评统计分析

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统计分析是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小

学生心理素质专项测评、小学生心理素能专项测评分别进行测评成绩走势图、测

评维度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测评成绩分布图、答题耗时对比图、

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等分析。

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数据分析---测评统计分析”，弹出测评统

计分析界面。首先在“测评类别”处选择某测评类别，“测评名称”选择该测评

类别下的某测评项目，然后选择“分析类别”对该测评项目进行相应类别的测评

分析。

1、测评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与该

测评项目的测评成绩走势。

2、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的成绩走势。

3、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成绩生成的河流图。

4、测评成绩分布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90-100 区间

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

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

式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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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

60-70、70-80、80-90、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

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例如分析某学校某级部参与“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的学生成绩分别分

布图，如图：

5、答题耗时对比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例如分析某学校某级部参与“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的学生答题耗时情

况对比图，如图：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207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6、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

按级部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级部测评成绩对比；

按班级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省市区县的某学校与

某级部，分析该校某年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

例如分析某学校参与“小学生心理素质综合测评”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

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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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

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

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

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

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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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小学生核心素养测评系统

小学生核心素养测评系统包括了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小学生核心素养

专项测评与小学生核心素养测评统计分析等测评项目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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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测评注意事项

1、浏览器选择事项。推荐使用谷歌、IE11.0、360 浏览器访问测评平台，

本系统基于数据安全机制，不兼容 QQ 浏览器的兼容模式，请勿采用 QQ 浏览器兼

容模式访问测评平台。

2、注册测评账户注意事项：

（1）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测学生可向测评管理员

申请测评账户，由测评管理员在“学生信息管理”中添加或导入学生信息；二是

参测学生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2）参测学生注册一个测评账户即可参与平台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3）参测学生在参与小学生入学综合素质测评、在校相应年级的综合素质

测评、小学生升学发展能力测评时，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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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即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

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

升初，修改后即可参与相应参测层次的综合测评。

3、测试过程事项：

（1）在某做题页面不要停留过长时间不做试题，否则系统会强制您退出试

题页面；

（2）测评过程中因异常情况退出系统，需要您重新登录继续答题；

（3）做题完毕后，一定要点击“交卷”完成测评；

（4）测评完毕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中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在

拥有测评报告查看权限的情况下，点击“查看报告”生成测评报告之前，电脑端

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须为正常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

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二、注册测评账户

小学生参测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1）参测学生向测评管理员

处申请获取账户信息；（2）若学校在平台中设置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的

情况下，参测学生可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注册任何参测层次的学生（包括参测层次为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

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

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的测评学生）均可参与小学生核心

素养测评系统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三、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

1、参与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

（1）进入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

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核心素养测评”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

小学生核心素养测评系统。

（2）参与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在“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专区，

参测学生点击“进入测评”进入该综合测评项目测试界面。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212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注：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评，

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

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应高低年

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

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自动参与高年级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在登

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测

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评，

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

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级学生核心素

养综合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

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数据。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进行所有参测学生参测

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

群体分析分为低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核心素养综合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

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核心素养综合测

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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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1）群体环形图分析，如图：

2）群体圆饼图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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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

1、参与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

（1）进入小学生核心素养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

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核心素养测评”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

小学生核心素养测评系统。

（2）参与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在“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专区，

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点击某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

评进入测试界面。

1）小学生智力测评；

2）小学生学习综合能力测评；

3）小学生文明礼仪测试；

4）小学生身体素质测量；

5）小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测量；

6）小学生艺术常识测评；

7）小学生运动技能测量；

8）小学生美学与欣赏能力测评；

9）小学生精力充沛度测量；

10）小学生好奇性测量；

11）小学生自信心量表；

12）小学生自我表露测量；

13）小学生自主性量表；

14）小学生自我灵活性量表；

15）小学生意志品质量表；

16）小学生独立性测量。

注：小学生核心素养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评，

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

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应高低年

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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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自动参与高年级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在登

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测

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核心素养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

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

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级学生

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

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测评数据。

例如“小学生智力测评”的个人分析柱状图，如图：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核心素养各专项测评进行所有参测学生参

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群体分析分为低年级学

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

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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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1）例如“小学生智力测评”的群体柱状图分析，如图：

2）例如“小学生智力测评”的群体折线图分析，如图：

四、测评管理

测评管理员登录测评管理，可在测评管理中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核心素养

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进行报告生成、测评数据分析与测评档案管理等。

测评管理员选择“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入测评管理登录界面，输入用户

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管理。

注：测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

为保证系统的使用安全，测评管理员可以在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

入测评管理子系统，在“学校信息维护--修改密码”模块中修改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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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测评报告

通过“专项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小学生

核心素养专项测评项目的参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

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弹出专项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专项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活

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校、

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项

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点击“查看测评所参加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

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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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报

告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2、专项群体分析

通过“专项群体分析”模块，测评管理员可对参测“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

评、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某专项测评项目的所有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

情况分析，得出该测评项目的测评群体分析报告，同时该模块也可以通过选择参

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选择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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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1）选择“专项测评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专项群体分析”模块，进入专项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

属班级等条件组合过滤出“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

某专项测评活动，点击查询到的测评活动名称进入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

出参与此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不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

项目的群体分析报告。

（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

参测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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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与专业排序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5）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者及测评要素，得

出参测者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达

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 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者、测评要

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

出 EXCEL 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 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

据库（OFFICE2007）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 导出 EXCEL 表。

3、在线测评档案

在“在线测评档案”功能模块中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的“小学生核心素养

综合测评、小学生核心素养专项测评”测评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

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等。对于无效的学生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档案管

理---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弹出在线测评档案界面。

注：当某参测学生没有参测完毕任何测评项目，该参测学生不在“在线测评

档案界面”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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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询参测学生。在“在线测评档案”界面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

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参测学生。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所参测的所有在线测评活动。

（4）查看与下载测评活动报告

1）查看测评报告。在“综合、专项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核心素养

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

报告”，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2）下载 PDF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PDF文件”

列点击“下载到本地”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PDF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PDF文件”列内容显示“生成 PDF”，证明该用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

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PDF”，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则该列变为“下载

到本地”。

注：生成 PDF格式与 html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

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3）下载 html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Html文件”

列点击“下载 Html报告”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Html文件”栏位的内容显示“生成 Html报告”，证明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Html报告”，系统提示生成成功，

则该列变为“下载 Html报告”。

（5）个人测评项目群体分析

针对参测学生多次参与某一测评项目可对该学生进行此测评项目的群体分

析，分析该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测评维度或测评要素的成绩趋势变化，形成个人

测评项目群体分析报告。

在对学生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针对某一测评项目选中多次测评行，点击

“个人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个人群体分析报告；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pdf”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PDF格式报告进行下载；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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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html格式报告进行下载。

（6）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右下角的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4、测评统计分析

小学生核心素养测评统计分析是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小

学生核心素养各专项测评分别进行测评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测评

维度成绩河流图、测评成绩分布图、答题耗时对比图、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测

评成绩漏斗分析图等分析。

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数据分析---测评统计分析”，弹出测评统

计分析界面。首先在“测评类别”处选择某测评类别，“测评名称”选择该测评

类别下的某测评项目，然后选择“分析类别”对该测评项目进行相应类别的测评

分析。

1、测评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与该

测评项目的测评成绩走势。

2、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的成绩走势。例如对某学生多次参与“小学生核

心素养综合测评”的测评要素成绩走势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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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成绩生成的河流图。例如分析某学生多次参与

“小学生核心素养综合测评”的各要素测评成绩生成河流图，如图：

4、测评成绩分布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90-100 区间

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

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

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

60-70、70-80、80-90、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

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5、答题耗时对比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224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6、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

按级部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级部测评成绩对比；

按班级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省市区县的某学校与

某级部，分析该校某年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

（7）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

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

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

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

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225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第十章 小学生家庭环境与亲子测评系统

小学生家庭环境与亲子测评系统包括了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发展影响评估、

家庭亲子关系测评、家庭环境与亲子关系测评统计分析等测评项目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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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测评注意事项

1、浏览器选择事项。推荐使用谷歌、IE11.0、360 浏览器访问测评平台，

本系统基于数据安全机制，不兼容 QQ 浏览器的兼容模式，请勿采用 QQ 浏览器兼

容模式访问测评平台。

2、注册测评账户注意事项：

（1）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测学生可向测评管理员

申请测评账户，由测评管理员在“学生信息管理”中添加或导入学生信息；二是

参测学生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2）参测学生注册一个测评账户即可参与平台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3）参测学生在参与小学生入学综合素质测评、在校相应年级的综合素质

测评、小学生升学发展能力测评时，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层次

信息即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

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

升初，修改后即可参与相应参测层次的综合测评。

3、测试过程事项：

（1）在某做题页面不要停留过长时间不做试题，否则系统会强制您退出试

题页面；

（2）测评过程中因异常情况退出系统，需要您重新登录继续答题；

（3）做题完毕后，一定要点击“交卷”完成测评；

（4）测评完毕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中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在

拥有测评报告查看权限的情况下，点击“查看报告”生成测评报告之前，电脑端

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须为正常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

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二、注册测评账户

小学生参测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1）参测学生向测评管理员

处申请获取账户信息；（2）若学校在平台中设置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的

情况下，参测学生可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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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任何参测层次的学生（包括参测层次为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

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

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的测评学生）均可参与小学生家

庭环境与亲子测评系统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三、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发展影响评估

1、参与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发展影响评估

（1）进入小学生家庭环境与亲子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

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家庭环境与亲子测评”专区点击“立

即体验”进入小学生家庭环境与亲子测评系统。

（2）参与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发展影响评估。在“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发

展影响评估”专区，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发展影响评估测

评，点击某专项测评进入测试界面。

1）理想家庭教育环境专项测评；

2）理想教育现状与背景测评；

3）家庭温和指数测量；

4）家庭成就感测量；

5）家庭教育成功指数测评；

6）家庭对孩子理想目标影响程度测量；

7）父母教养方式测评；

8）父母决策定位程度测量。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发展影响评估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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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发展影响评

估测评，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

多次参与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例如“父母决策定位程度测量”的个人分析折线图，如图：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发展影响评估测评项目进行

所有参测者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弹出

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

分析。

例如“理想家庭教育环境专项测评”的群体环形图分析，如图：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229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四、家庭亲子关系测评

1、参与家庭亲子关系测评

（1）进入小学生家庭环境与亲子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

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家庭环境与亲子测评”专区点击“立

即体验”进入小学生家庭环境与亲子测评系统。

（2）参与家庭亲子关系测评。在“家庭亲子关系测评”专区，参测学生可

以参测如下家庭亲子关系测评，点击某专项测评进入测试界面。

1）亲子关系融洽度测量；

2）亲子关系科学性量表；

3）家长自我经验和谐性量表；

4）家长对孩子的了解程度测量；

5）孩子对您的依赖度测量；

6）家庭亲密度测量；

7）家庭组合适应性测评；

8）家长焦虑症诊断。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家庭亲子关系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家庭亲子关系测评，在登录测评

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测评项目

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例如“亲子关系融洽度测量”的个人分析柱状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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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家庭教育环境对孩子发展影响评估测评项目进行

所有参测者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弹出

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

分析。

1）例如“家长自我经验和谐性量表”的群体折线图分析，如图：

2）例如“家长自我经验和谐性量表”的群体圆饼图分析，如图：

http://192.168.0.113:822/Emp_Login/TestZXFrame.aspx?Temp_Id=1552&test_mode=2&goldType=qunzubasic&temp_type=6
http://192.168.0.113:822/Emp_Login/TestZXFrame.aspx?Temp_Id=1552&test_mode=2&goldType=qunzubasic&temp_typ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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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测评管理

测评管理员登录测评管理，可在测评管理中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家庭环境

与亲子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进行报告生成、测评数据分析与测评档案管理等。

测评管理员选择“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入测评管理登录界面，输入用户

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管理。

注：测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

为保证系统的使用安全，测评管理员可以在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

入测评管理子系统，在“学校信息维护--修改密码”模块中修改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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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测评报告

通过“专项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家庭教育影响与亲子关系专

项测评项目的参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测评管理员

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弹出专项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专项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活

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校、

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家庭教育影响与亲子关系专项测评项目，在查询

出的测评项目行，点击“查看测评所参加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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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报

告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2、专项群体分析

通过“专项群体分析”模块，测评管理员可对参测“小学生家庭教育影响与

亲子关系专项测评”某专项测评项目的所有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

得出该测评项目的测评群体分析报告，同时该模块也可以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

评要素对选择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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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1）选择“专项测评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专项群体分析”模块，进入专项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

属班级等条件组合过滤出“小学生家庭教育影响与亲子关系专项测评”某专项测

评活动，点击查询到的测评活动名称进入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

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不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

项目的群体分析报告。

（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

参测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与专业排序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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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5）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者及测评要素，得

出参测者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达

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 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者、测评要

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

出 EXCEL 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 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

据库（OFFICE2007）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 导出 EXCEL 表。

3、在线测评档案

在“在线测评档案”功能模块中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的小学生家庭教育影

响与亲子关系测评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

等。对于无效的学生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档案管

理---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弹出在线测评档案界面。

注：当某参测学生没有参测完毕任何测评项目，该参测学生不在“在线测评

档案界面”中出现。

（2）查询参测学生。在“在线测评档案”界面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

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参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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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所参测的所有在线测评活动。

（4）查看与下载测评活动报告

1）查看测评报告。在“综合、专项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家庭环境

与亲子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

看测评报告”，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2）下载 PDF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PDF文件”

列点击“下载到本地”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PDF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PDF文件”列内容显示“生成 PDF”，证明该用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

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PDF”，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则该列变为“下载

到本地”。

注：生成 PDF格式与 html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

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3）下载 html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Html文件”

列点击“下载 Html报告”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Html文件”栏位的内容显示“生成 Html报告”，证明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Html报告”，系统提示生成成功，

则该列变为“下载 Html报告”。

（5）个人测评项目群体分析

针对参测学生多次参与某一测评项目可对该学生进行此测评项目的群体分

析，分析该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测评维度或测评要素的成绩趋势变化，形成个人

测评项目群体分析报告。

在对学生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针对某一测评项目选中多次测评行，点击

“个人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个人群体分析报告；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pdf”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PDF格式报告进行下载；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html”

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html格式报告进行下载。

（6）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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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点击右下角的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4、测评统计分析

小学生家庭环境与亲子关系测评统计分析是对学生或学生家长参测的家庭

环境与亲子关系各专项测评分别进行测评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测

评维度成绩河流图、测评成绩分布图、答题耗时对比图、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

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等分析。

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数据分析---测评统计分析”，弹出测评统

计分析界面。首先在“测评类别”处选择某测评类别，“测评名称”选择该测评

类别下的某测评项目，然后选择“分析类别”对该测评项目进行相应类别的测评

分析。

1、测评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与该

测评项目的测评成绩走势。例如对某学生多次参与“父母决策定位程度测量”的

测评成绩走势分析，如图：

2、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的成绩走势。

3、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成绩生成的河流图。

4、测评成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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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90-100 区间

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

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

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

60-70、70-80、80-90、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

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5、答题耗时对比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6、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

按级部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级部测评成绩对比；

按班级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省市区县的某学校与

某级部，分析该校某年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

例如分析某学校参与“父母决策定位程度测量”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图，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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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

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

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

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

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例如分析某学校某级部某班级参与“父母决策定位程度测量”的各要素平均

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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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

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包括了小学生性格与行为测评、家长教师儿

童行为性格问卷、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与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统计

分析等测评项目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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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测评注意事项

1、浏览器选择事项。推荐使用谷歌、IE11.0、360 浏览器访问测评平台，

本系统基于数据安全机制，不兼容 QQ 浏览器的兼容模式，请勿采用 QQ 浏览器兼

容模式访问测评平台。

2、注册测评账户注意事项：

（1）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测学生可向测评管理员

申请测评账户，由测评管理员在“学生信息管理”中添加或导入学生信息；二是

参测学生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2）参测学生注册一个测评账户即可参与平台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3）参测学生在参与小学生入学综合素质测评、在校相应年级的综合素质

测评、小学生升学发展能力测评时，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层次

信息即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

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

升初，修改后即可参与相应参测层次的综合测评。

3、测试过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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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某做题页面不要停留过长时间不做试题，否则系统会强制您退出试

题页面；

（2）测评过程中因异常情况退出系统，需要您重新登录继续答题；

（3）做题完毕后，一定要点击“交卷”完成测评；

（4）测评完毕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中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在

拥有测评报告查看权限的情况下，点击“查看报告”生成测评报告之前，电脑端

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须为正常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

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二、注册测评账户

小学生参测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1）参测学生向测评管理员

处申请获取账户信息；（2）若学校在平台中设置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的

情况下，参测学生可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注册任何参测层次的学生（包括参测层次为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

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

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的测评学生）均可参与小学生性格

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三、小学生性格与行为测评

1、参与小学生性格与行为测评

（1）进入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

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专区点击“立

即体验”进入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

（2）参与小学生性格与行为测评。在“小学生性格与行为测评”专区，参

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小学生性格与行为测评，点击某小学生性格与行为测评进入

测试界面。

1）性格行为综合测评；

2）认同规范测量；

3）行为规范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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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学生性格与行为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

评，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

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应高

低年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

的学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性格与行为专项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

的学生自动参与高年级学生性格与行为专项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性格与行为专项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性格与行为专项测评，在

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

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性格与行为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生

测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

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级学

生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

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测评数据。

例如“性格行为综合测评”的个人分析柱状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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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性格与行为各专项测评进行所有参测学生

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群体分析分为低年级

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

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

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1）例如“认同规范测量”的群体折线图分析，如图：

2）例如“认同规范测量”的群体环形图分析，如图：

http://192.168.0.113:822/Emp_Login/TestZXFrame.aspx?Temp_Id=1552&test_mode=2&goldType=qunzubasic&temp_type=6
http://192.168.0.113:822/Emp_Login/TestZXFrame.aspx?Temp_Id=1552&test_mode=2&goldType=qunzubasic&temp_typ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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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长教师儿童行为性格问卷

1、参与家长教师儿童行为性格问卷

（1）进入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

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专区点击“立

即体验”进入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

（2）参与家长教师儿童行为性格问卷。在“家长教师儿童行为性格问卷”

专区，参测学生家长或老师可以参测如下家长教师儿童行为性格问卷，点击某“家

长教师儿童行为性格问卷”进入测试界面。

1）教师用学生行为量表（TCBS）；

2）家长用儿童行为量表（PCBS）；

3）家长用儿童灵活性问卷（PSFQ）；

4）家长用儿童气质问卷（PNYLS）。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家长或老师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

查询”模块“国际化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家长教师儿童行为

性格问卷项目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家长教师儿童行为性格问卷均为国际化模型测评项目，

其个人分析为个人最近参测的测评报告。参测者在已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

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体分析，弹出该参测者最近参测该项目的测评报告。

（2）群体测评分析。国际化模型测评项目无群体测评分析功能。

五、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

1、参与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

（1）进入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评

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专区点击“立

即体验”进入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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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在“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

专区，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点击某小学生性格与

行为能力测评进入测试界面。

1）小学生心理适应性测评；

2）小学生个性发展测评；

3）小学生行为反思量表；

4）小学生行为能力测量；

5）小学生洞察力测量；

6）小学生想象力测量；

7）小学生意志力测量；

8）小学生自我调控能力测试；

9）小学生创新能力测量；

10）小学生沟通能力测量；

11）小学生实践能力测量；

12）小学生表达能力测评；

13）小学生矛盾解决能力测量；

14）小学生视觉素养测评；

15）小学生体觉素养测评；

16）小学生听觉素养测评。

注：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

生测评，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

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

应高低年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

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专项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

学六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高年级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专项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专项测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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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专项测评，

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

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

学生测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

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

级学生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

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测评数据。

例如“小学生心理适应性测评”的个人分析折线图，如图：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各专项测评进行所有参测

学生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群体分析分为低

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

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

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1）例如“小学生行为反思量表”的群体柱状图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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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小学生行为反思量表”的群体圆饼图分析，如图：

六、测评管理

测评管理员登录测评管理，可在测评管理中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性格与行

为能力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进行报告生成、测评数据分析与测评档案管理等。

测评管理员选择“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入测评管理登录界面，输入用户

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管理。

注：测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

为保证系统的使用安全，测评管理员可以在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

入测评管理子系统，在“学校信息维护--修改密码”模块中修改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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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测评报告

通过“专项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性格与行为专项测评、小学

生性格与行为能力专项测评项目的参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测

评报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弹出专项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专项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活

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校、

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性格与行为专项测评、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专

项测评项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点击“查看测评所参加的人员”，进入参

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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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报

告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2、专项群体分析

通过“专项群体分析”模块，测评管理员可对参测“小学生性格与行为专项

测评、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专项测评”某非国际化专项测评项目的所有参测学

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得出该测评项目的测评群体分析报告，同时该模块

也可以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选择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成绩排序统计

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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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1）选择“专项测评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专项群体分析”模块，进入专项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

属班级等条件组合过滤出“小学生性格与行为专项测评、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

专项测评”某非国际化专项测评活动，点击查询到的测评活动名称进入在线群体

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不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

项目的群体分析报告。

（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

参测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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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与专业排序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5）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者及测评要素，得

出参测者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达

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 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者、测评要

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

出 EXCEL 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 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

据库（OFFICE2007）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 导出 EXCEL 表。

3、在线测评档案

在“在线测评档案”功能模块中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

力测评系统中测评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

等。对于无效的学生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档案管

理---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弹出在线测评档案界面。

注：当某参测学生没有参测完毕任何测评项目，该参测学生不在“在线测评

档案界面”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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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询参测学生。在“在线测评档案”界面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

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参测学生。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所参测的所有在线测评活动。

（4）查看与下载测评活动报告

1）查看测评报告

在“综合、专项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中非

国际化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报告”，

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在“国际化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中国际化

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报告”，系

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2）下载 PDF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PDF文件”

列点击“下载到本地”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PDF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PDF文件”列内容显示“生成 PDF”，证明该用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

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PDF”，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则该列变为“下载

到本地”。

注：生成 PDF格式与 html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

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3）下载 html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Html文件”

列点击“下载 Html报告”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Html文件”栏位的内容显示“生成 Html报告”，证明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Html报告”，系统提示生成成功，

则该列变为“下载 Html报告”。

（5）个人测评项目群体分析

针对参测学生多次参与某一测评项目可对该学生进行此测评项目的群体分

析，分析该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测评维度或测评要素的成绩趋势变化，形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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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群体分析报告。

在对学生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针对某一测评项目选中多次测评行，点击

“个人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个人群体分析报告；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pdf”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PDF格式报告进行下载；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html”

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html格式报告进行下载。

（6）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右下角的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4、国际化测评报告

通过“国际化测评报告”可对参测家长教师儿童行为性格问卷中的“教师用

学生行为量表（TCBS）、家长用儿童行为量表（PCBS）、家长用儿童灵活性问卷

（PSFQ）、家长用儿童气质问卷（PNYLS）”等国际专项测评项目的所有参测学

生家长或教师批量生成 PDF 格式、html 格式测评报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

块中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国际化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国际模型

测评---国际化测评报告”模块，弹出批量生成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批量生成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型、

活动编号、活动名称、测评时间等条件查询参测的“教师用学生行为量表（TCBS）、

家长用儿童行为量表（PCBS）、家长用儿童灵活性问卷（PSFQ）、家长用儿童气

质问卷（PNYLS）”测评项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点击“查看测评所参加

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家长或教师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 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每页显示个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左上方“每页显示”处设置一

页显示多少个参测学生家长或教师，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参测

学生家长或教师用户数，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家长或教师的测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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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 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可以依

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学

生家长或教师信息，选择参测学生家长或教师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

学生家长或教师，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

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 文件”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

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参测学生家长或教师的 PDF 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家长或教师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学生家

长或教师的 PDF 格式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 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可以

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

学生家长或教师信息，选择参测学生家长或教师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

测学生家长或教师，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

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 文件”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

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 格式的测评报

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家长或教师行中的“生成 html 文件”，也可生成该

学生家长或教师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5、国际化测评档案

通过“国际化测评档案”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家长教师儿童行为性格问卷

中的“教师用学生行为量表（TCBS）、家长用儿童行为量表（PCBS）、家长用儿

童灵活性问卷（PSFQ）、家长用儿童气质问卷（PNYLS）”国际模型测评项目的

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等。对于无效的测评档案，

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国际化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国际模型

测评---国际化测评档案”模块，弹出测评档案管理界面。

（2）查询参测人员。在“测评档案管理”界面可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者信息。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者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加

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该参测者所参测的国际化模型测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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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看测评活动报告。在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报告”，

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5）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删除或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6、测评统计分析

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统计分析是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性格与行为测

评、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各专项测评分别进行测评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

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测评成绩分布图、答题耗时对比图、测评成绩对

比分析图、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等分析。

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数据分析---测评统计分析”，弹出测评统

计分析界面。首先在“测评类别”处选择某测评类别，“测评名称”选择该测评

类别下的某测评项目，然后选择“分析类别”对该测评项目进行相应类别的测评

分析。

1、测评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与该

测评项目的测评成绩走势。例如对某学生多次参与“性格行为综合测评”的测评

成绩走势分析，如图：

2、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的成绩走势。例如分析某学生多次参与“性格行

为综合测评”的各要素测评成绩走势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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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成绩生成的河流图。

4、测评成绩分布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90-100 区间

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

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

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

60-70、70-80、80-90、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

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例如分析某学校某级部参与“性格行为综合测评”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图，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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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答题耗时对比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6、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

按级部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级部测评成绩对比；

按班级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省市区县的某学校与

某级部，分析该校某年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

（7）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

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

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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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

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

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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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

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包括了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

（BBS）、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存质量评定统

计分析等测评项目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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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测评注意事项

1、浏览器选择事项。推荐使用谷歌、IE11.0、360 浏览器访问测评平台，

本系统基于数据安全机制，不兼容 QQ 浏览器的兼容模式，请勿采用 QQ 浏览器兼

容模式访问测评平台。

2、注册测评账户注意事项：

（1）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测学生可向测评管理员

申请测评账户，由测评管理员在“学生信息管理”中添加或导入学生信息；二是

参测学生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2）参测学生注册一个测评账户即可参与平台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3）参测学生在参与小学生入学综合素质测评、在校相应年级的综合素质

测评、小学生升学发展能力测评时，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层次

信息即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

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

升初，修改后即可参与相应参测层次的综合测评。

3、测试过程事项：

（1）在某做题页面不要停留过长时间不做试题，否则系统会强制您退出试

题页面；

（2）测评过程中因异常情况退出系统，需要您重新登录继续答题；

（3）做题完毕后，一定要点击“交卷”完成测评；

（4）测评完毕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中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在

拥有测评报告查看权限的情况下，点击“查看报告”生成测评报告之前，电脑端

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须为正常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

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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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测评账户

小学生参测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1）参测学生向测评管理员

处申请获取账户信息；（2）若学校在平台中设置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的

情况下，参测学生可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注册任何参测层次的学生（包括参测层次为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

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

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的测评学生）均可参与小学生感统

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三、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

1、参与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

（1）进入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

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专区

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

（2）参与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在“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

能力评定（BBS）”专区，参测学生点击“立即测评”进入该测评项目的测试页

面。

注：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级学

生测评，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小学一年级、小学

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自动判定参与相

应高低年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

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低年级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测评，注册小学

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高年级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

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264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

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

（BBS）测评，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

弹出多次参与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测评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高年

级学生测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

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低年

级学生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个体分

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测评数据。

例如个人分析折线图：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测评进行

所有参测学生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群体分

析分为低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

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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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例如群体环形图分析：

四、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

1、参与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

（1）进入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

测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专区

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

（2）参与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在“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

量评定”专区，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测评，点

击某专项测评进入测试界面。

1）小学生体制测量；

2）小学生健康成长测评；

3）小学生身心健康量表（PLHS）；

4）小学生家庭温和指数测量；

5）生命质量量表（CT-QOL）；

6）小学生生活质量自测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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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学生 PSQI 匹斯堡睡眠指数测量；

8）小学生 WHOQOL 生存质量量表；

9）小学生 GWB 总体幸福感量表；

10）小学生 LSR 生活满意度指数测量；

11）疲劳评定量表（FS-40）；

12）小学生生活健康指数测量。

注：“生命质量量表（CT-QOL）、疲劳评定量表（FS-40）”为国际化模型

测评项目，除这两个测评项目外的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分为低年级学

生测评、高年级学生测评，学生在参与该测评时，系统依据学生注册的测评类别

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与小学六年级，

自动判定参与相应高低年级的学生测评，即注册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

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自动参与低年级测评，注册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

的学生自动参与高年级测评。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

除“生命质量量表（CT-QOL）、疲劳评定量表（FS-40）”这两个个测评外

的测评项目，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专项测评

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测评报告。

针对“生命质量量表（CT-QOL）、疲劳评定量表（FS-40）”，参测学生参

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国际化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

载个人参与的“生命质量量表（CT-QOL）、疲劳评定量表（FS-40）”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

测评，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

次参与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各专项测评分别分为低年级学生测评、

高年级学生测评，参测学生在点击”个人分析”时，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

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267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的低年级学生测评数据；当前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个体分析是分析学生参与的高年级学生测评数据。

其中“生命质量量表（CT-QOL）、疲劳评定量表（FS-40）”为国际化模型

测评项目，其个人分析为个人最近参测的测评报告。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各专项测评进行

所有参测学生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依据小学生不同年级注册测评类别，群体分

析分为低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高年级学生参测数据群体分析。

低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类别为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小学三

年级、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高年级群体分析是分析注册测评

类别为小学五年级、小学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参与的测评数据。

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在列示的“低年级群体分析、高

年级群体分析”中选择某类型的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

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其中“生命质量量表（CT-QOL）、疲劳评定量表（FS-40）”为国际化模型

测评项目，其测评项目无群体分析。

1）例如“小学生身心健康量表（PLHS）”的群体柱状图分析，如图：

2）例如“小学生身心健康量表（PLHS）”的群体折线图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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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测评管理

测评管理员登录测评管理，可在测评管理中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感统能力

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中测评项目进行报告生成、测评数据分析与测评档案管理

等。

测评管理员选择“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入测评管理登录界面，输入用户

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管理。

注：测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

为保证系统的使用安全，测评管理员可以在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

入测评管理子系统，在“学校信息维护--修改密码”模块中修改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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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测评报告

通过“专项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

（BBS）、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测评项目的参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

式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注：“生命质量量表（CT-QOL）、疲劳评定量表（FS-40）”为国际化模型

测评项目，在“国际化模型测评---国际化测评报告”中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

（1）选择“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弹出专项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专项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活

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校、

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小学生身心健

康与生存质量评定测评项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点击“查看测评所参加的

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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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报

告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2、专项群体分析

通过“专项群体分析”模块，测评管理员可对参测“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

力评定（BBS）、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测评”某非国际化专项测评项

目的所有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得出该测评项目的测评群体分析报

告，同时该模块也可以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选择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

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1）选择“专项测评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专项群体分析”模块，进入专项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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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

属班级等条件组合过滤出“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小学生身心

健康与生活质量评定测评”某非国际化专项测评活动，点击查询到的测评活动名

称进入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测评活动的参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

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不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

项目的群体分析报告。

（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

参测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与专业排序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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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5）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者及测评要素，得

出参测者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达

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 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者、测评要

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

出 EXCEL 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 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

据库（OFFICE2007）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 导出 EXCEL 表。

3、在线测评档案

在“在线测评档案”功能模块中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

心健康评定系统中测评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

卷等。对于无效的学生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档案管

理---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弹出在线测评档案界面。

注：当某参测学生没有参测完毕任何测评项目，该参测学生不在“在线测评

档案界面”中出现。

（2）查询参测学生。在“在线测评档案”界面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

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参测学生。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所参测的所有在线测评活动。

（4）查看与下载测评活动报告

1）查看测评报告

在“综合、专项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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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国际化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

报告”，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在“国际化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中国

际化测评项目（如“生命质量量表（CT-QOL）、疲劳评定量表（FS-40）”为国际

化模型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报

告”，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2）下载 PDF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PDF文件”

列点击“下载到本地”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PDF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PDF文件”列内容显示“生成 PDF”，证明该用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

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PDF”，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则该列变为“下载

到本地”。

注：生成 PDF格式与 html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

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3）下载 html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Html文件”

列点击“下载 Html报告”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Html文件”栏位的内容显示“生成 Html报告”，证明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Html报告”，系统提示生成成功，

则该列变为“下载 Html报告”。

（5）个人测评项目群体分析

针对参测学生多次参与某一测评项目可对该学生进行此测评项目的群体分

析，分析该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测评维度或测评要素的成绩趋势变化，形成个人

测评项目群体分析报告。

在对学生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针对某一测评项目选中多次测评行，点击

“个人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个人群体分析报告；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pdf”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PDF格式报告进行下载；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html”

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html格式报告进行下载。

（6）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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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点击右下角的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4、国际化测评报告

通过“国际化测评报告”可对参测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存质量评定中的“生

命质量量表（CT-QOL）、疲劳评定量表（FS-40）”等国际专项测评项目的所有

参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html 格式测评报告。生成的 PDF 格式报告、html

格式报告可以下载到本地。

（1）选择“国际化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国际模型

测评---国际化测评报告”模块，弹出批量生成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批量生成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型、

活动编号、活动名称、测评时间等条件查询参测的“生命质量量表（CT-QOL）、

疲劳评定量表（FS-40）”测评项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点击“查看测评

所参加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 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每页显示个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左上方“每页显示”处设置一

页显示多少个参测学生，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参测学生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 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可以依

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学

生信息，选择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

文件”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

下载参测学生的 PDF 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学生的 PDF 格式测

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 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可以

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

学生信息，选择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

成 html”。在 html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

“html 文件”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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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

可查看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 文件”，也可生成该学生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5、国际化测评档案

通过“国际化测评档案”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存质量

评定中的“生命质量量表（CT-QOL）、疲劳评定量表（FS-40）”国际模型测评

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等。对于无效的学生

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国际化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国际模型

测评---国际化测评档案”模块，弹出测评档案管理界面。

（2）查询参测人员。在“测评档案管理”界面可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学生信息。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该参测学生所参测的国际化模型测评活动。

（4）查看测评活动报告。在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报告”，

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5）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删除或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6、测评统计分析

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存质量评定统计分析是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感觉统合

发展能力评定（BBS）、小学生身心健康与生存质量评定各专项测评分别进行测

评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测评成绩分布图、

答题耗时对比图、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等分析。

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数据分析---测评统计分析”，弹出测评统

计分析界面。首先在“测评类别”处选择某测评类别，“测评名称”选择该测评

类别下的某测评项目，然后选择“分析类别”对该测评项目进行相应类别的测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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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评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与该

测评项目的测评成绩走势。

2、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的成绩走势。例如对某学生多次参与“小学生感

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的测评要素成绩走势分析，如图：

3、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成绩生成的河流图。例如分析某学生多次参与

“小学生感觉统合发展能力评定（BBS）”的各要素测评成绩生成河流图，如图：

4、测评成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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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90-100 区间

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

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

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

60-70、70-80、80-90、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

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5、答题耗时对比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6、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

按级部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级部测评成绩对比；

按班级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省市区县的某学校与

某级部，分析该校某年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

（7）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

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

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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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

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

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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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

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包括了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

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小学生心理亚健康

测评统计分析、小学生心理危机预警与评估、小学生心理健康咨询辅导等测评项

目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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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测评注意事项

1、浏览器选择事项。推荐使用谷歌、IE11.0、360 浏览器访问测评平台，

本系统基于数据安全机制，不兼容 QQ 浏览器的兼容模式，请勿采用 QQ 浏览器兼

容模式访问测评平台。

2、注册测评账户注意事项：

（1）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参测学生可向测评管理员

申请测评账户，由测评管理员在“学生信息管理”中添加或导入学生信息；二是

参测学生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2）参测学生注册一个测评账户即可参与平台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3）参测学生在参与小学生入学综合素质测评、在校相应年级的综合素质

测评、小学生升学发展能力测评时，可通过修改会员中心个人信息中的参测层次

信息即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

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

升初，修改后即可参与相应参测层次的综合测评。

3、测试过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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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某做题页面不要停留过长时间不做试题，否则系统会强制您退出试

题页面；

（2）测评过程中因异常情况退出系统，需要您重新登录继续答题；

（3）做题完毕后，一定要点击“交卷”完成测评；

（4）测评完毕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中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在

拥有测评报告查看权限的情况下，点击“查看报告”生成测评报告之前，电脑端

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须为正常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

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二、注册测评账户

小学生参测学生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1）参测学生向测评管理员

处申请获取账户信息；（2）若学校在平台中设置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的

情况下，参测学生可通过平台的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注册任何参测层次的学生（包括参测层次为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

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

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的测评学生）均可参与小学生心理

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中的任何测评项目。

三、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

1、参与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

（1）进入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

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专区点击

“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

（2）参与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在“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

数测量”专区，参测学生点击“立即测评”进入该测评项目测试界面。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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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

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

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例如个人分析柱状图：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项目进行所有参

测者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弹出该测评

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1）群体折线图分析，如图：

2）群体环形图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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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

1、参与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

（1）进入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

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专区点击

“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

（2）参与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在“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

专区，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点击某小学生心理亚

健康专项测评进入测试界面。

1）小学生逆反心理测量；

2）小学生焦虑感测量；

3）小学生惧怕否定测量；

4）小学负性情绪测量；

5）小学自卑感测量；

6）小学生冒险挑战性测量；

7）小学生抑郁性测量；

8）小学生精神压力自测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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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小学生疑心程度测量；

10）小学生自我刻板性量表。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

“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在

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

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项目进行所有参测者

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弹出该测评项目

的群体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五、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

1、参与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

（1）进入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参测学生在登录“小学生测

评平台”的状态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专区点击

“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

（2）参与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在“小学生心理健康国际化量表”

专区，参测学生可以参测如下小学生心理健康国际化量表测评，点击某小学生心

理健康国际化量表测评进入测试界面。

1）小学生 A型行为类型问卷（TABP）；

2）小学生焦虑自评量表（SDS）；

3）小学生 UCLA 孤独感量表；

4）小学生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

5）小学生交往焦虑量表（IAS）；

6）小学生抑郁自测量表（SDS）；

7）小学生情绪-社交孤独测验（ES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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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学生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

（3）完成测评。参测该测评项目待答题完毕后，点击“交卷”，系统提示

“交卷成功”，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4）查看测评报告

针对小学生 A型行为类型问卷（TABP）、小学生情绪-社交孤独测验（ESLI）、

小学生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测评项目，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

心---报告查询”模块“专项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项目测评报告。

针对小学生焦虑自评量表（SDS）、小学生 UCLA 孤独感量表、小学生贝克抑

郁自评量表（BDI）、小学生交往焦虑量表（IAS）、小学生抑郁自测量表（SDS）

测评项目，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会员中心---报告查询”模块“国际化专项

测评报告”处查看与下载个人参与的项目测评报告。

2、个人测评分析与群体测评分析

（1）个人测评分析。针对个人多次参测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

参测学生在登录测评系统的状态下点击某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

多次参与此测评项目的个人测评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

注：小学生焦虑自评量表（SDS）、小学生 UCLA 孤独感量表、小学生贝克

抑郁自评量表（BDI）、小学生交往焦虑量表（IAS）、小学生抑郁自测量表（SDS）

为国际化模型测评项目，其个人分析为个人最近参测的测评报告。

（2）群体测评分析。针对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测评项目进行所有

参测者参测成绩的群体分析，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弹出该测

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注：小学生焦虑自评量表（SDS）、小学生 UCLA 孤独感量表、小学生贝克

抑郁自评量表（BDI）、小学生交往焦虑量表（IAS）、小学生抑郁自测量表（SDS）

为国际化模型测评项目，其测评项目无群体分析。

1）例如“A型行为类型问卷（TABP）”的群体柱状图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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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A型行为类型问卷（TABP）”的群体折线图分析，如图：

六、小学生心理危机预警与评估系统

小学生心理健康预警与评估管理主要包括预警等级设置、预警管理与评估管

理等功能模块。该功能通过设置心理健康预警等级，对小学生参测的心理亚健康

综合指数测量与心理亚健康专项系列测评进行分析与筛选，对具有心理问题的重

点学生人群发出预警标识，对之给予及时的评估和干预，以减少危机发生的比率，

尽可能把他们的心理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

测评管理员可通过点击小学生测评平台首页的“测评管理”导航栏目或点击

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预警与评估管理 ”专区

的“进入管理”进入心理预警评估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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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警等级设置

预警等级设置是对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

系列测评等十一个测评，自定义设置预警分值区间，分为红色预警、橙色预警、

黄色预警、蓝色预警、绿色预警五个等级。

通过设置预警等级，在统计某一心理亚健康相关测评时，以列表的形式展示

学生的预警标志信息，找出重点关注人群。

预警等级设置的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预警等级设置”模块。选择“预警评估管理---预警等级设置”

模块，弹出预警等级设置界面，界面上列示了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

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系列测评等十一个测评信息。

（2）对每个测评设置预警等级信息。点击某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行的“预

警等级设置”按钮，进入该专项测评的预警等级分值区间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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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预警等级分值区间。分别在红色预警、绿色预警、蓝色预警、黄

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处设置分值区间，设置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对该

专项测评项目的预警等级设置。

用同样的操作方法依次对其他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设置预警等级分值区间。

2、预警管理

预警管理是通过设置的心理健康预警等级，对小学生参测的心理亚健康综合

指数测量、心理亚健康专项系列测评进行分析与筛选，以列表的形式展示学生参

测的测评量表信息与预警标志信息。同时测评管理员可以按照预警标志、测评项

目名称、测评日期、学校、级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预警人群。

预警管理的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预警管理”模块。选择“预警评估管理---预警管理”模块，弹

出预警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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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询与分析心理健康预警信息。在预警管理界面上测评管理员可依据

学校、级部、班级、预警等级、测评日期、测评量表名称（即心理亚健康测评项

目）等条件组合查询与分析不同测评量表、学校、级部、班级的学生的心理健康

预警信息。

（3）查看学生参测的测评报告。在学生心理健康预警信息行点击“查看测

评报告”弹出该学生的测评报告。

（4）导出心理健康预警信息。对查询出的学生心理健康预警信息，点击列

表右下角的“导出”按钮将预警信息导出 EXCEL 表格式。

3、评估管理

评估管理是测评管理员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预警信息依据学生的心理实际情

况进行评估，诊断该学生是否具有心理问题。评估等级也分为红色警示、橙色警

示、黄色警示、蓝色警示、绿色警示等五个等级，红色警示表示心理问题严重、

橙色警示表示心理问题比较严重、黄色警示表示心理问题较轻、蓝色警示表示心

理问题一般、绿色警示表示心理健康。

评估管理以列表的形式展示评估等级信息与预警等级信息，以便形成警示标

志对比，辨别学生的真实心理状况。同时测评管理员可以按学校、级部、班级、

评估等级、预警等级、测评日期、测评量表名称等条件组合查询评估信息。

评估管理的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评估管理”模块。选择“预警评估管理---评估管理”模块，弹

出评估管理界面。

（2）填写评估内容与设置评估等级。在评估管理界面上测评管理员可依据

学校、级部、班级、预警等级、测评日期、测评量表名称（即心理亚健康测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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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等条件组合查询与分析不同测评量表、学校、级部、班级的学生的心理健康

预警信息。

在学生预警信息行，点击“评估内容”进入评估界面，依据该学生的实际情

况填写学生在该项测评量表方面的实际心理状况，并设置评估等级。

评估内容输入完毕后，点击提交完成该学生在测评量表方面的实际评估。

（3）导出评估信息。对查询出的学生心理健康评估信息，点击列表右下角

的“导出”按钮将评估信息导出 EXCEL 表格式。

七、小学生心理健康咨询辅导系统

小学生心理健康咨询辅导系统设计了小学生心理健康咨询与小学生心理咨

询辅导管理两大系统功能。

小学生心理健康咨询为学生提供了向心理专家咨询个人心理问题的平台功

能，通过该平台学生可向心理专家在线咨询预约，描述个人的心理问题，并推送

个人的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报告，学生也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在线互动功能及时

与心理专家进行在线交流。

心理专家通过该平台对咨询学生的心理亚健康测评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给予

及时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必要时需要在线下进行保护干预。系统也提供了心理专

家对全校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数据的查询与分析功能，对出现心理问题的小学生

及时发出预警以及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取向进行干预，进行心理疾病辅导与咨

询，尽早把学生的心理疾病症状消除在萌芽状态。

小学生心理咨询辅导管理为学校管理人员或学校教师提供了对学生心理咨

询问题、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数据进行管理与统计分析的功能，主要包括学生咨

询问题详细查看、学生咨询问题统计分析、心理亚健康测评统计、心理亚健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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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测评统计等。通过该平台的心理亚健康测评数据与心理咨询数据，可以及时获

得小学生在逆反心理、负性情绪、抑郁性、焦虑感、自卑感、精神压力、疑心程

度等心理健康问题的矫正信息数据，可以对小学生及其班主任和家长协同进行学

生的心理状况分析，及时发现可能出现心理危机的倾向，给予及时的心理咨询与

辅导。

1、小学生心理健康咨询

心理健康咨询为学生提供了向心理专家咨询个人心理问题的功能，学生通过

在线咨询预约描述个人的心理问题，并推送个人的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报告，并

能通过在线互动功能及时与心理专家进行在线交流。

学生进行心理健康咨询的操作步骤如下：

（1）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参测学生在未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

下，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首页“会员登录”处输入用户名、密码与验证码登录小学

生测评平台。

（2）进入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页面“心

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专区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

系统。

（3）查询心理专家。学生在“小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处点击“专家查询”

按钮进入心理专家列示界面，可通过省市区县、专家姓名等条件查询心理专家信

息，点击某专家头像进入该专家的详细介绍页面，了解该专家的个人信息、专业

资质、擅长咨询领域与联系方式等信息。

（4）心理咨询预约

在专家列示界面或专家介绍页面，点击“预约”按钮，进入预约信息填写页

面。

1）学生个人信息部分根据学生的注册信息自动带出；

2）在“咨询类型”处选择需要咨询问题的类型；

3）在“问题主题”、“问题描述”中分别输入需要咨询问题的主题与问题

详细描述；

4）若学生已参测过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可在“选择自己的测评报告推送

给专家”处选择与咨询问题相对应的测评报告进行推送，以便于心理专家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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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学生的当前心理状况，更好地为学生进行心理咨询与辅导。

若学生没有参测过相应的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该推送测评报告处的测评选

项为不可选的。

5）预约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提交”则该心理咨询预约完成提交。

若学生在“选择自己的测评报告推送给专家”处没有选择任何推送的报告，

学生同样可以提交该预约，不过系统会提醒学生进行参测，选择“立即测评”系

统跳转到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界面供学生进行参测，若选择提交则心理咨询预约

提交成功。

（5）查看我的预约

学生点击“会员中心”导航栏目，在“会员中心---我的预约”模块中可以查

看自己已预约的心理咨询问题。

（6）与心理专家在线互动交流

学生用户所用客户端电脑首先保证在 internet网络下使用，同时学生用户的

QQ在线，然后在心理专家详细介绍页面，点击 QQ头像，系统提醒是否加入好

友，在将心理咨询专家加为好友后即可进行 QQ在线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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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生依据心理健康测评情况主动进行心理咨询

对于参测过心理亚健康测评的学生用户，在“会员中心---心理咨询”模块中

可以依据测评分析报告与测评倾向值进行专家的预约，点击“预约专家”进入专

家查询页面，选择某专家点击“预约”进行心理咨询的预约。

2、心理咨询师操作

（1）注册心理咨询师账户

1）在小学生测评平台首页用户登录处点击“注册”按钮，进入用户注册页

面。

2）在用户注册页面，选择“心理咨询师注册”按钮，输入用户名（即登录

帐户）、密码、重复密码、真实姓名、出生年月、性别、身份证号、所在省、所

在单位、联系电话、邮箱、QQ 号等个人信息,然后在专业资质、擅长咨询领域、

教育咨询背景与社会学术任职处分别输入相关信息。

注：带*的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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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信息输入完毕后，点击“注册”，提示注册成功后确定，进入个人

信息中心完善个人的信息。在照片（上传）处点击“浏览”按钮选择个人的照片，

点击“上传”按钮，上传个人的照片信息。

4）所注册的个人信息与照片信息在“小学生心理健康测评与心理咨询” 系

统界面“小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处列示。点击咨询师照片，进入咨询师的详细介

绍页面。

（2）咨询预约管理

1）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心理咨询师在未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的状态下，

在首页“用户登录”处“用户类型”选择“咨询专家”，输入用户名、密码、验

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后，系统显示您已登录小学生测评平台。

2）进入会员中心。心理咨询师在首页点击“会员中心”导航栏目或在用户

登录处点击的“进入会员中心”，进入心理咨询师的个人中心界面。

3）查看咨询预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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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个人中心界面选择“咨询预约管理”模块，列示出学生近期预约的心

理咨询问题。在该界面中也可以通过提交时间、咨询类型、学生姓名等条件进行

过滤查询学生的心理咨询问题。

②在学生的心理咨询问题列表中点击“查看”，进入该学生心理咨询预约

信息的详细描述界面，包括学生基本信息、心理咨询内容、心理测评报告等信息。

③在“心理测评报告”处列示了学生推送的个人心理测评报告，点击“查

看测评报告”可以查看学生的心理测评报告，更深入的了解学生心理状况。

4）与学生的心理交流互动

①电话交流：心理咨询师可以从学生基本信息中了解到学生的联系方式，

与学生进行电话交流或进行线下交流。

②QQ互动交流：心理咨询师所用客户端电脑首先保证在 internet网络下使

用，同时心理咨询师的 QQ在线，然后在学生基本信息处点击 QQ头像，系统提

醒是否加入该学生为好友，在将学生加为好友后即可进行 QQ在线互动交流。

（3）学生心理健康查询

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健康查询”模块可对学校学生参测的心理亚健康测评

进行查看，对心理健康有问题的学生可以主动联系，为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帮

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学生心理健康查询操作步骤如下：

1）进入会员中心。心理咨询师在登录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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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在首页点击“会员中心”导航栏目或在用户登录处点击的“进入会员中心”，

进入心理咨询师的个人中心界面。

2）学生心理健康查询

①在个人中心界面选择“学生心理健康查询”模块，列示出学校所有学生

参测的心理亚健康测评。在该界面中也可以通过心理亚健康测评项目、所在学校、

学生姓名等条件进行过滤查询学生参测的心理亚健康测评。

②在学生参测的心理亚健康测评列表中点击“查看”，进入该学生信息的

详细介绍界面，包括学生基本信息、历史咨询内容等信息。

③在学生历史咨询内容列表中某咨询内容行点击“查看”，进入该学生心

理咨询问题的详细内容页面，详细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变化。

3）主动与学生的心理交流

①电话交流：心理咨询师在“学生心理健康查询”模块中对查询出心理健

康有问题的学生，可以从学生基本信息中了解到学生的联系方式，与学生主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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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电话交流或进行线下交流。

②QQ互动交流：心理咨询师所用客户端电脑首先保证在 internet网络下使

用，同时心理咨询师的 QQ在线，然后在学生基本信息处点击 QQ头像，系统提

醒是否加入该学生为好友，在将学生加为好友后即可主动与学生进行 QQ在线互

动交流。

3、心理咨询管理

心理咨询管理主要包括心理咨询师管理、咨询类型管理、学生咨询管理、心

理咨询问题统计、心理亚健康统计以及心理亚健康专项分析等功能模块。该功能

通过对学生心理咨询数据的分析与筛选，统计分析出学生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与

趋向，让学校与班主任及时获得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矫正信息数据。同时该模

块也提供了对学生参测的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与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的统

计分析，详细了解学生的心理危机的倾向，尽早把学生的心理疾病症状消除在萌

芽状态。

测评管理员可通过点击小学生测评网首页的“测评管理”导航栏目或点击“小

学生心理健康测评与心理咨询系统”中的“小学生心理咨询辅导管理”进入“心

理咨询管理”模块。

若测评管理员在未登录小学生测评网的状态下，点击“测评管理”导航栏目

或点击“小学生心理健康测评与心理咨询系统”中的“小学生心理咨询辅导管理”

的进入管理，系统弹出登录界面。测评管理员可输入用户名与密码，点击“登录”

按钮登录测评管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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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咨询师管理

心理咨询师管理主要是对心理咨询师信息的建立、修改、删除等管理。该模

块列示的心理咨询师信息包含了从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首页注册的

心理咨询师以及通过该模块手工录入的心理咨询师信息。通过该模块的添加的心

理咨询师，其登录小学生测评网的密码初始为用户名。

1）选择“心理咨询师管理”模块。选择“心理咨询管理”---“心理咨询师

管理”，进入心理咨询师管理界面。

2）查询心理咨询师信息。在心理咨询师信息列表中可以依据用户名、姓名、

所属省、所属市、所在区县以及所在单位等条件组合查询心理咨询师信息。

3）添加新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咨询师信息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弹出心理咨询师信息添加界面。输入用户名、真实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

所在单位、研究方向、性别、所在省等信息并上传照片信息，输入信息完毕后点

击“提交”完成新心理咨询师信息的添加工作。

添加完毕的心理咨询师在“小学生心理健康测评与心理咨询系统”中“小学

生心理健康咨询”处列示。

注：添加的心理咨询师信息，系统自动授权，其登录密码初始为用户名。心

理咨询师可以利用用户名及登录密码信息登录小学生测评网进行相关的心理咨

询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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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改心理咨询师信息。在心理咨询师信息列表中，在某心理咨询师信息

行点击“修改”，弹出心理咨询师信息的修改界面，修改完毕后点击“提交”完

成心理咨询师信息的修改作业。

5）删除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咨询师信息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某心理咨

询师，点击右下角的“删除”按钮即可将该心理咨询师删除。

（2）咨询类型管理

咨询类型管理主要是对学生心理咨询问题类型信息的建立与维护。所建立的

心理咨询问题类型在学生咨询预约界面中列示，在学生咨询心理问题时选择所咨

询的问题属于哪一类的心理问题，为学生咨询问题的统计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1）选择“咨询类型管理”模块。选择“心理咨询管理”---“咨询类型管理”，

进入咨询类型管理界面，界面列示了已建立完毕的心理咨询问题类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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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咨询类型。在心理咨询问题类型信息列表界面中点击右下角的“添

加”按钮，弹出心理咨询问题类型信息的添加界面。输入编号、名称信息，点击

“提交”完成心理咨询问题类型信息的添加工作。

3）删除咨询类型。在心理咨询问题类型信息列表中选中某咨询类型，点击

右下角的“删除”按钮，即可将该咨询类型删除。

（3）学生咨询管理

学生咨询管理是对学生向心理专家进行心理咨询预约信息的详细记录。测评

管理员可以依据咨询问题类型、学校、级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学生的心理咨

询预约信息，并可以查看学生的详细咨询内容，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

1）选择“学生咨询管理”模块。选择“心理咨询管理”---“学生咨询管理”，

进入学生咨询管理界面，界面列示了学生心理咨询预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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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询学生心理咨询预约信息。在学生心理咨询预约信息列表中可以依据

提交日期、学生用户名、学生姓名、咨询问题类型、学校、级部与班级等条件组

合查询学生的心理咨询预约信息。

在查询出的学生心理咨询预约信息中可以了解到学生所在的级部、班级、所

咨询的咨询师、咨询问题类型等信息，点击“查看”按钮可以查看学生咨询的详

细内容。

（4）心理咨询统计

心理咨询统计是按照学校、级部、班级等条件统计不同心理咨询问题的学生

数量，分析全校与不同级部、班级学生主要存在的心理问题，为学校发现学生心

理危机倾向提供数据依据。

1）选择“心理咨询统计”模块。选择“心理咨询管理”---“心理咨询统计”，

进入心理咨询问题统计界面。

2）统计与分析学生心理咨询问题。在心理咨询问题统计界面中可以选择咨

询问题类型、学校、级部、班级等条件组合统计不同心理咨询问题的学生数量。

对统计出的信息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导出”按钮将统计信息导出 EXCEL 表格

式。

（5）心理亚健康统计

心理亚健康统计是对参测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的学生，按照学校、级部、

班级等条件统计测评成绩在一定分值区间的学生信息，快速查找心理有问题的学

生群体，及时进行心理干预与治疗。

1）选择“心理亚健康统计”模块。选择“心理咨询管理”---“心理亚健康

统计”，进入心理亚健康统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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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计某分值区间的学生信息。在心理亚健康统计界面中可以通过选择学

校、级部、班级、测评时间段等条件，可输入测评分值较高的区间值统计出参测

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在该分值区间的学生信息。统计出的学生信息，表明这

些学生在心理方面不健康，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导出”按钮将统计信息导出 EXCEL

表格式。

（6）心理亚健康分析

心理亚健康分析是对参测“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系列测评”项目的所有参

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选择的参测学

生进行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出处于不同心理状态区间的学生信息。

心理亚健康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

全校以及不同年级、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心理亚健康情况群体分析。

1）选择“心理亚健康分析”模块。选择“心理咨询管理”---“心理亚健康

分析”模块，进入心理亚健康专项分析界面。

2）选择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活动。依据测评时间段、测评活动名称、所在

学校、级部与班级等条件组合过滤出不同学校、年级、班级的参测的心理亚健康

专项测评活动，点击查询到的专项测评活动名称进入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

此专项测评的参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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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活动，通过选

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参测人员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

综合分析，分别得出处于高值、较高值、中值、较低值、低值空间标段学生测评

成绩排序。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群体测评分数段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活动，

通过选择参测学生、测评要素与设置分数段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该分数段内参测学生成绩排序。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评

要素，点击“群体测评成绩阶段排序报告”弹出设置分数段界面，设置完毕后，

点击确定，弹出该分数段的参测学生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5）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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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测评要素，得出参测学生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

评达标平均值、达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评

要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

导出 EXCEL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据库（OFFICE2003）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导出 EXCEL

表。

八、测评管理

测评管理员登录测评管理，可在测评管理中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心理亚健

康测评与辅导系统中测评项目进行报告生成、测评数据分析与测评档案管理等。

测评管理员选择“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入测评管理登录界面，输入用户

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管理。

注：测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

为保证系统的使用安全，测评管理员可以在平台“测评管理”导航栏目进

入测评管理子系统，在“学校信息维护--修改密码”模块中修改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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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测评报告

通过“专项测评报告”功能模块可对参测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

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测评项目的参测学生

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该模块中下载测

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注：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测评中的“焦虑自评量表（SDS）、小学

生 UCLA 孤独感量表、小学生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小学生交往焦虑量表

（IAS）、小学生抑郁自测量表（SDS）”为国际化模型测评项目，在“国际化模

型测评---国际化测评报告”中批量生成 PDF 格式或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

（1）选择“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评管

理---专项测评报告”模块，弹出专项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专项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别、活

动名称、测评时间、以及所属学校、所属年级、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不同学校、

年级、班级的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

项测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测评项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点击

“查看测评所参加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设置显示条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下方“设置显示条数”处设置

一页显示多少个测评用户，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测评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PDF”。在

PDF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下载用

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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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PDF格式

测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人员列表中选择

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html”。在

html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html文件”

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可查看 html格

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文件”，也可生成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4）批量下载 PDF 格式测评报告。在“选择”栏位选择需要下载 PDF报

告的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然后点击列表下方的“批

量下载 pdf”，当系统弹出文档下载页面时，点击保存，将 pdf报告压缩包保存

在本地，pdf报告压缩包解压后，可以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信息将相应的

学生编号（即用户名）文件夹发放给学生。

2、专项群体分析

通过“专项群体分析”模块，测评管理员可对参测“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

指数测量、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测评”某

非国际化专项测评项目的所有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整体情况分析，得出该测评项

目的测评群体分析报告，同时该模块也可以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测评要素对选择

的参测学生进行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在线群体分析可以依据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对不

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进行群体分析。

注：在互联网或校内局域网客户端电脑上分析学生人数较多的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时，有时会出现业务处理时间过长或 504 代码错误等页面，这是表

示网关超时，学校网关设置的负载处理时间不能满足客户端发送的测评数据分

析需求时间，因此会出现此类现象。针对此类现象，用户可以远程测评服务器

直接在服务器上利用服务器 IP地址加端口的方式访问测评系统进行群体测评成

绩排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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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专项测评群体分析”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在线测

评管理---专项群体分析”模块，进入专项测评群体分析界面。

（2）选择测评活动。依据时间、测评活动名称、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

属班级等条件组合过滤出“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小学生心理亚健康

专项测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测评”某非国际化专项测评活动，点击

查询到的测评活动名称进入在线群体分析参数界面，列示出参与此测评活动的参

测学生与参测的测评要素。

该界面可选择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查询条件分别查询出不同学

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分别对不同学校、年级与班级的参测学生生成参测

项目的群体分析报告。

（3）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是对参与该测评活动的所有参测学生及所有

参测要素进行整体测评效果的分析，得出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专项测评群体分析参数界面上不需要不需要选择

参测学生、参测要素，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合统计分析”

系统弹出网页式的群体测评情况分析报告。

第三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PDF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PDF”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PDF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综合分析 html报告。点击界面下方的“群体测评综

合分析生成 html”系统弹出群体测评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

该 html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4）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学生及

测评要素，对参测学生测评成绩标段赋值分析及测评要素群体成绩综合分析，分

别得出优秀值、良好值、正常值、基本值、发展值空间的标段测评成绩排序，以

及测评要素成绩均值比重分析、达到某值以上的测评要素群体与专业排序分析。

第一步：输入学校名称。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

第二步：选择参测学生与参测要素。在界面中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学生、测

评要素，

第三步：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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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所选择条件的成绩排序统计分析报告。

第四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PDF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PDF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PDF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第五步：生成群体测评成绩排序 html报告。点击“群体测评成绩排序分析

html生成”弹出成绩排序统计分析 html格式报告的下载。点击保存，将该 PDF

格式报告保存在本地。

（5）测评要素成绩表：针对该测评活动，通过选择参测者及测评要素，得

出参测者参测要素的成绩排序、每个测评要素的测评成绩、测评达标平均值、达

到平均值的人数等。并可导出 EXCEL 表。

在“请输入学校名称：”处输入学校名称，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测者、测评要

素，点击“测评要素成绩表”弹出查询出结果的界面，点击导出，即可将结果导

出 EXCEL 表。

注：对于导出小批量学生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请采用导出 EXCEL 表格式；

对于导出大批量学生（万人以上）的测评要素成绩表时，可采用导出 ACCESS 数

据库（OFFICE2007）的形式，下载到本地，然后再从 ACCESS 导出 EXCEL 表。

3、在线测评档案

在“在线测评档案”功能模块中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

评与辅导系统中测评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

等。对于无效的学生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档案管

理---在线测评档案”模块，弹出在线测评档案界面。

注：当某参测学生没有参测完毕任何测评项目，该参测学生不在“在线测评

档案界面”中出现。

（2）查询参测学生。在“在线测评档案”界面依据学生编号（即用户名）、

学生姓名、所属学校、所属年级与所属班级等条件查询参测学生。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所参测的所有在线测评活动。

（4）查看与下载测评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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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测评报告

在“综合、专项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中

非国际化测评项目的测评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报

告”，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在“国际化测评”处查看学生参测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与辅导系统中国际

化测评项目（如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测评中的“焦虑自评量表（SDS）、

小学生 UCLA孤独感量表、小学生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小学生交往焦虑

量表（IAS）、小学生抑郁自测量表（SDS）”为国际化模型测评项目）的测评

报告，在学生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报告”，系统弹出测评报告

页面。

2）下载 PDF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PDF文件”

列点击“下载到本地”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PDF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PDF文件”列内容显示“生成 PDF”，证明该用户的 PDF格式测评报

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PDF”，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则该列变为“下载

到本地”。

注：生成 PDF格式与 html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

报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3）下载 html格式测评报告。对参测学生参加的测评活动，在“Html文件”

列点击“下载 Html报告”可下载参与该测评活动 Html格式的测评报告；

若“Html文件”栏位的内容显示“生成 Html报告”，证明该用户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还没有生成，则可点击“生成 Html报告”，系统提示生成成功，

则该列变为“下载 Html报告”。

（5）个人测评项目群体分析

针对参测学生多次参与某一测评项目可对该学生进行此测评项目的群体分

析，分析该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测评维度或测评要素的成绩趋势变化，形成个人

测评项目群体分析报告。

在对学生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针对某一测评项目选中多次测评行，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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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群体分析”弹出该测评项目的个人群体分析报告；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pdf”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PDF格式报告进行下载；点击“个人群体分析 html”

可生成个人群体分析 html格式报告进行下载。

（6）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右下角的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4、国际化测评报告

通过“国际化测评报告”可对参测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测评中的“焦

虑自评量表（SDS）、小学生 UCLA 孤独感量表、小学生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

小学生交往焦虑量表（IAS）、小学生抑郁自测量表（SDS）”等国际专项测评项

目的所有参测学生批量生成 PDF 格式、html 格式测评报告，测评管理员可以在

该模块中下载测评报告。

注：生成 PDF 格式与 html 格式报告必须使用电脑端生成，不可使用平板或

手机；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需要在 1024*768 以上，并且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必

须为 100%，不能随意缩小或放大浏览器的页面缩放比例，否则生成 PDF 格式报

告中会出现图片过大或过小现象。

（1）选择“国际化测评报告”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国际模型

测评---国际化测评报告”模块，弹出批量生成测评报告界面。

（2）查找参测的测评项目。在“批量生成测评报告”界面上依据测评类型、

活动编号、活动名称、测评时间等条件查询参测的“焦虑自评量表（SDS）、小

学生 UCLA 孤独感量表、小学生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小学生交往焦虑量表

（IAS）、小学生抑郁自测量表（SDS）”测评项目。在查询出的测评项目行，点

击“查看测评所参加的人员”，进入参测学生列表界面。

（3）批量生成 PDF、html 格式测评报告

第一步：每页显示个数。在参测学生列表界面左上方“每页显示”处设置一

页显示多少个参测学生，点击“确定”，该页即可显示所设置的参测学生用户数，

便于进行一次性批量生成参测学生的测评报告。

第二步：批量生成 PDF 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可以依

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学

生信息，选择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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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在 PDF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PDF

文件”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PDF”变为“下载到本地”。点击“下载到本地”

下载参测学生的 PDF 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PDF”，也可生成该学生的 PDF 格式测

评报告。

第三步：批量生成 html 格式测评报告与下载报告。在参测学生列表中可以

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

学生信息，选择参测学生或者点击“全选”选择整页的参测学生，点击“批量生

成 html”。在 html 报告生成过程中请不要关闭该页面，系统提示生成成功后，

“html 文件”栏位中的内容由“生成 html 报告”变为“下载 html 报告”。点

击“下载 html 报告”可将 html 格式的测评报告的压缩包下载到本地，解压后即

可查看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注：单独点击参测学生行中的“生成 html 文件”，也可生成该学生的 html

格式测评报告。

5、国际化测评档案

通过“国际化测评档案”可查询出某学生所参测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

表测评中的“焦虑自评量表（SDS）、小学生 UCLA 孤独感量表、小学生贝克抑郁

自评量表（BDI）、小学生交往焦虑量表（IAS）、小学生抑郁自测量表（SDS）”

国际模型测评项目的历史记录以及相应的测评报告、测评结论与测评试卷等。对

于无效的学生测评档案，管理员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

（1）选择“国际化测评档案”模块。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国际模型

测评---国际化测评档案”模块，弹出测评档案管理界面。

（2）查询参测人员。在“测评档案管理”界面可依据学生编号、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所在级部与所在班级等条件组合查询参测学生信息。

（3）查看参测活动。在某参测学生行，点击该操作栏内的“查看测评所参

加的测评活动”，则列示出该参测学生所参测的国际化模型测评活动。

（4）查看测评活动报告。在所参加的测评活动行，点击“查看测评报告”，

系统弹出测评报告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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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删除测评项目档案。在所参测的测评活动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测评

活动，点击删除或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将该活动及其测评报告档案全部删除。

6、测评统计分析

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统计分析是对学生参测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

数测量、小学生心理亚健康专项测评、小学生心理亚健康国际化量表分别进行测

评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测评成绩分布图、

答题耗时对比图、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等分析。

在测评管理子系统中选择“测评数据分析---测评统计分析”，弹出测评统

计分析界面。首先在“测评类别”处选择某测评类别，“测评名称”选择该测评

类别下的某测评项目，然后选择“分析类别”对该测评项目进行相应类别的测评

分析。

1、测评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与该

测评项目的测评成绩走势。例如对某学生多次参与“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

测量”的测评成绩走势分析，如图：

2、测评维度成绩走势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的成绩走势。

3、测评维度成绩河流图：选择某测评项目与某学生，分析某个学生多次参

与该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成绩生成的河流图。

4、测评成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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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90-100 区间

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60-70、70-80、80-90、

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

式体现；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成绩分别分布在 0-30、30-45、45-60、

60-70、70-80、80-90、90-100 区间的分布情况，每个分布区间的学生成绩最大

值与最小值以气泡的形式体现。

5、答题耗时对比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

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学生答题耗时情况对比。

6、测评成绩对比分析图

按级部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全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级部测评成绩对比；

按班级分析：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

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省市区县的某学校与

某级部，分析该校某年级在该年度内参与该测评项目的所有班级测评成绩对比。

例如分析某学校参与“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的所有班级测评成

绩对比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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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测评成绩漏斗分析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与某学校，分析该校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

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

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与某级部，分析该校某级部在该年度内参

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专项测评项目的

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选择某测评项目、某年度、某学校、某级部与某班级，分析该校某级部某班

级在该年度内参与某综合测评项目的各维度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或参与某

专项测评项目的各测评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

例如分析某学校某级部某班级参与“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综合指数测量”的各

要素平均成绩所生成的漏斗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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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手机版测评系统

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手机版测评系统包括了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系统、小

学生智慧素养测评体验专区、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小学生

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系统、小学生

心理素质测评系统、小学生核心素养测评系统、家庭环境与亲子测评系统、小学

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小学生心理

亚健康测评系统等测评系统，参测学生可通过手机浏览器访问手机版测评系统参

与上述手机版测评项目，并可获得相应的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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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机测评注意事项

1、手机网络事项

（1）测评服务器的 IP 为外网 IP。用户可以从 internet 互联网中访问测评

系统，那么手机在保持能够上 internet 网的情况下，利用手机可以访问手机版

测评系统。

（2）测评服务器的 IP 为局域网 IP。 用户只能在本机构局域网内访问测评

系统，那么手机 WLAN 网络必须与机构局域网为同一网络的情况下，利用手机可

以访问手机版测评系统。

（3）手机版测评系统仅限学生在线参与手机版测评项目。鉴于测评大数据

量的分析与管理，手机版测评系统无测评管理功能，测评管理员不能在手机版

测评系统中进行测评管理，请在 PC 机上进行测评管理与分析。

2、访问方式

在手机浏览器中输入 PC 版测评系统的访问地址，在打开的测评系统首页点

击“手机登录”处手机图像，进入手机版测评系统。

注：学生利用手机参与测评，在用手机浏览器输入 PC 版测评系统的访问地

址后，一定要点击“手机登录”处的手机图像进入手机版测评系统，不要用手

机浏览 PC 版测评系统参与测评，否则会出现交卷不成功、题量不符、交卷没有

成绩、测评报告错乱等现象。

3、测试过程事项：

（1）测评过程中因异常情况退出系统，需要您重新登录继续答题；

（2）做题完毕后，一定要点击“交卷”完成测评；

（3）测评完毕后，在个人中心---报告查询中查看测评报告。

二、注册测评账户

参测儿童取得测评账户信息的方式有：（1）参测学生可向测评管理员申请

测评账户，由测评管理员在“学生信息管理”中添加或导入学生信息；（2）若

学校在平台中设置允许学生自己注册测评账户的情况下，参测儿童可通过平台的

注册程序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注：若已有测评账户，直接利用已有测评账户登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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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绍学生如何注册测评账户信息：

1、进入注册程序。在手机版测评系统下方点击“个人中心”进入测评系统

登录界面，点击“立即注册”进入用户注册页面。

2、输入用户注册信息。在注册页面依次输入用户名（即测评帐户）、登录密

码，真实姓名、选择出生年月与性别。然后选择所在学校、所在年级、所在班级

等信息，在“参测类型”处选择参测哪个阶段的小学生综合测评，有“小学生入

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

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供选择。

最后在“参测层次”处选择参测学生类型，有“小学生入学、小学一年级综合测

评、小学二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三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四年级综合测评、小学五

年级综合测评、小学六年级综合测评、小升初”供选择。

注：所在学校、所在年级、所在班级信息是由学校测评管理员在测评管理系

统中统一添加完毕后（即系统的基础数据建立完毕后），参测学生可以选择所在

学校、所在年级与所在班级信息来完成注册。

3、注册成功。输入完毕后，点击“注册”，提示注册成功后点击确定，返

回到手机版测评系统的首页即可参与测评。

三、参与测评与查看报告

1、登录测评系统。参测儿童在未登录手机版测评系统的状态下，在手机版

测评系统下方点击“个人中心”进入测评系统登录界面，输入测评账号与密码点

击“登录”按钮登录测评系统。

2、参与测评内容。在手机版测评系统中学生可参与的测评内容包括：

（1）小学生智慧素养测评体验专区；

（2）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系统；

（3）小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习发展能力测评系统；

（4）小学生天智多元潜能综合测评系统；

（5）小学生智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测评系统；

（6）小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

（7）小学生核心素养测评系统；

（8）家庭环境与亲子测评系统；



全国小学生测评网操作使用手册

研发支持：北京（山东）城通科技有限公司 第 320 页 共 323 页 电话：400-6611-296

（9）小学生性格与行为能力测评系统；

（10）小学生感统能力与身心健康评定系统；

（11）小学生心理亚健康测评系统。

3、参测某测评系统的内容。点击某测评系统的“进入测评”进入该测评系

统，选择某测评项目，进入测试界面。

4、测评交卷。待答题完毕后，一定点击“交卷”，系统提示“交卷成功”，

点击确定完成测评。

5、查看测评报告

参测学生参测结束后在“个人中心---我的测评报告”模块中查看个人参测

的测评报告。在查看个人参测的测评报告时，参测学生需要拥有查看报告的权限，

才可以查看与下载测评报告，获取权限请与测评管理人员联系。

6、查看个人测评分析。针对学生个人多次参测的测评项目，在登录测评系

统的状态下点击其测评项目处的“个人分析”按钮，弹出多次参与此测评项目的

个人分析图。

7、查看群体测评分析。针对某测评项目进行所有参测者参测成绩的群体分

析，在其测评项目处点击“群体分析”按钮，弹出该测评项目的群体分析图，包

括柱状图分析、折线图分析、环形图分析与圆饼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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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系统管理操作

一、登录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子系统主要是对小学生测评平台首页测评动态、测评数据库备份与

还原等内容的管理。

【注】若使用浏览器访问小学生测评平台系统管理，需要（1）请检查所用

浏览器的弹出窗口阻止程序是否关闭；（2）请检查您的机器是否安装了广告拦

截工具，如：360 拦截广告、百度工具栏、QQ 工具栏、GOOGLE 工具栏、搜狗工

具栏、瑞星卡卡等。请在浏览器上关闭所有的拦截弹出广告程序，也可以将上述

工具卸载。

（1）在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首页点击“系统管理”导航栏目，

进入系统管理登陆界面。

（2）在系统管理登陆界面上输入管理员的用户名与密码，点击“登录”登

录系统管理子系统。

【注】系统管理的总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密码初始为 centong。因

为系统管理与测评管理的职责与管理功能不同，系统管理的管理员账套与测评

管理的管理员账套不同，是两套各自的管理账户系统，即测评管理员密码修改

后不影响系统管理员的密码，系统管理员的密码不会改变；系统管理员的密码

修改后不会影响测评管理员的密码，测评管理员的密码不会改变。

二、测评动态管理

“测评动态管理”功能模块是对小学生测评平台首页测评动态内容的维护

与管理。

（1）选择“测评动态管理”模块。在系统管理子系统中选择“平台信息管

理”---“测评动态管理”，进入测评动态列表界面。

（2）添加测评动态。点击“添加测评动态”可增加编辑新的测评动态内容。

第一步：输入测评动态标题与上传图片。在“标题”处输入新测评动态的标

题内容；在“排序”处输入该测评动态在整体测评动态中显示的位置，顺序码越

往前，该测评动态在前台页面显示位置越靠前；在“图片上传”处，点击浏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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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需要上传的图片文件，然后点击“上传图片”，图片上传成功后，该图片在“图

片预览”处显示。

注：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测评动态”处显示是排序前五的测评

动态。在测评动态保存成功后，上传的图片在小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测评平台“测

评动态”处显示。

第二步：输入测评动态内容。在“内容”处输入测评动态的内容，也可以利

用编辑器上的工具按钮上传图片等操作。

注：在内容编辑框下方默认的编辑模式为“设计”，不要选择“代码”、“文

本”、“预览”等其他模式。

第三步：保存测评动态。输入完毕后，点击“保存”完成新测评动态的添加

作业。

（3）修改测评动态。在某测评动态行点击“修改”可修改测评动态的内容。

（4）删除测评动态。在某测评动态行点击“删除”可删除该测评动态。

三、数据综合管理

数据综合管理主要是对测评数据库的备份与还原的管理。

（1）选择“数据综合管理”模块。点击平台信息管理---数据综合管理，弹

出数据综合管理界面。

（2）备份数据库。点击“备份数据库”，在“备份数据库名称”处录入数

据库的备份名称，如 RCCP20121230。然后点击“备份数据库”，当系统提示备

份成功，完成测评数据的备份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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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库的备份文件保存在服务器测评系统网站根目录 App_Data 文件夹

下。管理员可从该文件夹下拷贝出数据库备份文件，保存在其他存储硬件中。如

录入数据库的备份名称与备份目录下已有的备份文件名称相同，则将覆盖原有备

份文件。

（3）还原数据库。点击“恢复数据库”，在“备份数据库名称”处录入服

务器测评系统网站根目录下 App_Data 文件夹中已有的数据库备份名称。点击“恢

复备份数据库”，当系统提示恢复成功，完成测评数据库的还原作业。

感谢您的使用和支持！

研发支持：城通科技 400661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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