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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页板块说明 

 

1) 系统主导航区： 

学员进行学习考试等快捷导航区，分为课程中心、考试中心、个人中心、注册登录。 

2) 个人中心板块： 

个人中心是针对学员进行的个人信息展示和学习进度示意，同时也为学员提供了进入个

人中心快捷方式 

3) 通知公告板块： 

通知公告发布区 

4) 课程学习记录区： 

记录学员学习进程，游客登录显示第一课的相关内容，学员登录显示当前课程学习相关

内容提示，学员登录后可直接看到自己的课程学习进度，并可快捷进入相关内容学习 

个人中心板块 

通知公告板块 

课程学习记录区 

考试直通车板块 

成绩排名板块 

系统主导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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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试直通车板块： 

针对课程自测、综合提升及集中考试的快捷键 

6) 成绩排名板块： 

本学校学院排名（前十名）和个人综合测试的排名（前十名） 

2. 学员使用说明 

2.1. 游客身份使用 

系统允许普通用户以游客身份进行课程学习，游客身份不能进行自测与考试。 

2.2. 积极分子注册 

学员使用本系统进行学习与考试，需先进行系统注册，（如下图） 

 

点击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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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系统注册 

学员在注册页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和帐号信息，其他带*号为必填信息。 

 

学员注册成功后，后台管理员对其身份审核通过前，只能进行课程学习，不能进行课程自测

和考试。 

点击提交，由后台管

理员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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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系统登录 

 

学员登录进入系统： 

 

身份审核通过后，方可以进行课程自测与考试等操作。 

此状态为后台管理正在审核 

输入注册时使用的学

号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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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员课程学习 

通过首页的课程中心按钮和课程学习区，可以点击进入课程学习，其中首页课程学习区会自

动记录你当前学习课程，方便学员进行连续课程学习。 

 

此进度为审核通过，可进入课

程学习进行章节自测 

可点击进入课程中心列表页

面，再进入具体的章节学习 

也可在当前课程学习中快

速进入要学习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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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课程中心： 

学员进入课程中心，可直接按进行各课程学习，除选修课程外，其他课程自测前，需先通过

上一个课程的自测，各课程自测成绩均显示在课程中心页成绩区。 

可以进行的操作用红色部分显示，不能进行的操作用灰色部分显示。 

 

2.3.1. 课件学习 

 

通过上一课程自测后，方能

进行下一课程自测。 

所有课程自测通过后，方可以进

行综合提升里相关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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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讲义学习 

 

此页面为课件学习提供在线学习，学

员也可下载到本地学习 

本课学习完成，可点击本课自测或下

一课 

讲义学习，可在线阅读，

学员也可下载下来在本地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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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精品课程 

课程中介绍了老师和课程内容，可在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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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指定阅读及扩展阅读 

 

 

扩展阅读和指定阅读模式一致，

指定阅读可在线阅读也可下载，

扩展阅读可阅读前言部分，其余

可下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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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书进入该页面，显示

图书的概要和目录，阅读书

籍可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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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影像资料 

 

影视资料提供与该课程相关

的电视剧、电影、纪录片可

在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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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歌曲点击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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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试中心 

3.1. 考试中心主界面 

 

 

3.2. 课程自测 

课程自测页： 

学员进入课程自测后，通过鼠标点击选择项进行答题，并进行上下题切换。 

也可通过右侧题目定位尽快题目快速切换，答题成功后，定位相应题目选项变红色。 

本课可测试时按钮显示红色，

测试通过后下一课按钮变红 

全部课程测试通过后，综合测

试则变红，可以测试 

集中考试为学院统一组织的上

机考试，如学院已安排上机会

在规定的开始时间内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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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完成后进行考试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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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提交完成，系统自动给出本次测试成绩。 

 

3.3. 综合提升 

综合提升页面包括综合测试、社会实践报告、学习心得，综合测试学员可反复测试，通过之

后就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中考试，也可反复做练习，社会实践报告上传及学习心得撰写。

学员所有课程测试未通过，学员无法对综合提升页面进行操作。学员通过所有课程的测试则

可以进行综合提升。 

综合测试考试过程与集中考试相同，考试过程操作详见集中考试讲解部分。 



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学习与考试系统-学员使用操作指南 

16 
 

 

 

由管理员在后台根据学员

情况进行状态审核 

如学习测试完成可上传社

会实践报告 

在线输入学习心得 

综合提升页面包括综合

测试与集中考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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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人中心 

4.1. 个人信息及入党信息 

 

 

 

 

 

 

 

 

 

 

 

 

 

 

 

 

 

 

 

个人基本信息显示，自己不

能做更改 

入党信息由后台管理员管

理 

个人入党历程由管理员进

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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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密码修改 

 

 

学员可进行密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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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习进度 

 

 

学习阶段进度同首页相同 

课程进度记录学员的课程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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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个人成绩统计 

 

 

此处记录的成绩为每一课的

最高成绩以及测试的次数 

 

成绩排名指的是所有学员测试

本课程的最高分和平均分，以

及自己所有课程的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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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个人综合成绩排名 

 

 

个人综合成绩排名指的是所有学

员前 50 名综合测试成绩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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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学院成绩排行榜 

 

 

此排名为每个学院所有学员综合

成绩的平均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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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集中考试 

5.1. 集中考试登录 

 

 

参加集中考试时输入自己

的学号和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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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信息确认 

 

5.3. 阅读考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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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开始考试 

考试时间有规定，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测试，试卷将自动提交，考试试题不分先后，可根

据右边题目进行定位。 

 

5.5. 提交试卷 

试题做完后便可提交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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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查询成绩 

试卷提交后，便可知道自己本次考试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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