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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学生素质综合测评管理（包含 PC端和易班手机端） 

素质测评成绩管理分为评议分管理、学业成绩管理和综合测评成绩管理三大功能模块，学院通

过评分管理、学业成绩管理分别得到学生的相应的结果数据，在利用结果数据结合线下操作，得出

学生的最终素质测评成绩，最终通过 Excel表的形式导入到系统中。 

1.1.1. 素质测评批次管理 

【业务流程】 

学生处设置权限的综测批次→学院设置本学院本次综测的参评人员 

【用户角色权限】 

学生处:可设置综测的开启批次信息 

学院：可设置本学院的参评人员 

辅导员：无此权限 

班主任：无此权限 

学生：无此权限 

【业务详细说明】 

1.1.1.1. 学生处设置批次 

一、学生处开启素质测评管理的整体批次，控制评分管理、学业成绩管理、素质测评成绩管理

的开始、结束时间，可勾选参与的学院，系统默认为全部学院；同时可查看各个学院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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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学院设置参评人员 

学校的批次开启后，学院管理员可查看相应的批次信息，同时可设置本学院的批次相关信息，

设置参评学生、参评班主任、参评辅导员，其中参评班主任和参评辅导员，一个班级均可对应多个。 

 

批次信息页面参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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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参评学生：可通过专业、年级、班级进行筛选，学院可按照班级批量或单个勾选参评的

学生，同时可展开查看班级的所有学生，可单个勾选某个同学参评。 

说明： 

1、若本学院未开启学业成绩和评分管理的批次，学院则可随时调整参评学生； 

2、在学业成绩和评分管理模块一旦开启批次，若要再调整参评学生，则必须先点击清空过程

数据，再点击参评人数调整班级的参评学生进行保存，否则无法保存调整后的参评学生，同时弹出

提醒“请先点击本班级的清空过程数据操作，再调整参评学生”。 

3、清空过程数据：针对班级做清除数据操作，把该班级涉及到的评分管理中的互评分和结果

清空，把学业成绩管理中的计算结果清空，学业成绩管理中的参评课程调整的内容保留，导入的原

始成绩保留。参评课程调整模块若删除或新增了参评学生，则只需针对有变化的学生进行重新设置

即可。 

页面参考如下： 

设置人员时，默认勾选所有班级，参评人数默认为班级人数： 

 

点击班级的参评人数，则可进去详细的选择学生页面，默认选择本班的全部学生，可通过参评、

未参评进行筛选学生，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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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参评辅导员 

由学院管理员进行参评辅导员设置，读取出参评学生的班级信息，学院管理员可设置班级对应

的辅导员，一个班级可对应多个辅导员。 

页面参考如下（页面仅供参考，详细业务以文字描述为准）： 

 

3、设置参评班主任 

系统自动读取展示参评学生的班级列表信息，同时读取学工系统班主任配班处的班级班主任信

息，学院管理员可对各班的班主任进行调整，一个班可对应多个班主任。 

页面仅供参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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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学业成绩管理 

计算公式： 

1、平均学分成绩=∑（𝑖科成绩 ∗ 𝑖科学分）/∑（𝑖科学分） 

说明：平均学分成绩计算公式中的 i科学分、成绩（某个课程的学分或成绩）指的是被勾选的

参评学生的所有的课程学分和成绩。 

2、学业成绩=平均学分绩+∑（𝑖科学分 ∗课程加成比例） 

说明：学业成绩计算公式中的 i科学分（某个课程的学分）指的是被勾选参评学生及格的课程

所得学分。 

1.1.2.1. 批次管理 

【用户角色权限】 

学生处:无此权限 

学院：可开启本学院的批次 

辅导员：无此权限 

班主任：无此权限 

学生：无此权限 

【业务详细说明】 

直接读取素质测评的批次名称，由学院设置本学院的批次时间，设置本学院的学分加成比例、

参评课程调整时间。 

加成比例设置（针对的是成绩及格的课程）：输入数值，可输入小数，保留两位小数，如 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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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评课程调整时间：学院可设置班长调整起止时间、辅导员调整起止时间。 

 

1.1.2.2. 原始成绩导入 

 原始成绩由学院管理员进行导入或单个新增，导入字段：学号*、姓名*、课程代码*、课程名

称*、课程性质*、授课教师、学分*、成绩*、备注，*为必填，导入时选择学年学期，导入后可删

除。 

说明：导入的学生成绩不和参评学生关联，可以导入所有学生的成绩。 

单个新增页面如下： 

 

1.1.2.3. 参评课程调整 

【业务流程】 

在批次设置的课程调整时间范围内，班长、辅导员、学院均可进行调整。 

【用户角色权限】 

学生处:无此权限 

学院管理员：可调整本学院学生的参评课程 

辅导员：可调整所带班级学生的参评课程 

班主任：无此权限 

班长：可调整所在班级学生的参评课程 

学生：无此权限  

【业务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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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导入后，在批次的时间范围内，班长、辅导员均可单个针对学生的某一门课程是否参评进

行调整，同时可对加成比例进行调整，学院随时可调整。调整后，该学生的学分加成比例则按照调

整后的进行计算。 

说明：若学院在参评批次处调整了参评人员，此处只需针对有变化的学生进行调整即可。 

若学生的课程成绩不及格（小于 60分），则加成比例默认为 0,页面直接默认，所有用户均不能

调整。 

 

说明：一个学生涉及到多个课程，页面可以一个学生显示一条，点学号进去之后，针对一个

学生对所有的课程进行设置和调整。 

1.1.2.4. 学业成绩计算管理 

【用户角色权限】 

学生处:无此权限 

学院：可计算本学院学生的排名 

辅导员：可计算所带班级的学生成绩 

班主任：无此权限  

学生：无此权限 

【业务详细说明】 

针对所有参评学生进行计算排名，未参评的不计算。 

课程导入并设置完成后，由辅导员（批次处设置的参评辅导员）进行计算带班范围内的班

级，可单独计算某一个班级的成绩，学院管理员可计算本学院各个班级的成绩，均可反复计算，

计算结果可进行导出，辅导员计算出的是按照班级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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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学生成绩计算时保留小数点后 2位数（四舍五入），如果出现同分情况，则成绩排名显

示一样，如班级从高分到低分为 A100,B99.34，C99.34，D80.12分 E80.01，则 BC显示 2/5,都是

班级第 2名，D显示为 4/5。 

 

学院可计算专业年级排名，学院可查看本学院各个班级的成绩计算情况，在所有班级都计算

之后才能点击计算专业年级排名。 

学业成绩计算 

当前批次： 2018-2019 学年综合素质测评 

当前学年： 2018-2019 学年 

参与测评学院： 外语学院、体育学院 

起止时间： 2019-05-06 到 2019-09-12 

测评届次： 2023|2022|2021 

最后一次计算时间： 2019/9/11  17:31:08 

最后一次计算人员： 彭 XXX 

 

 

1.1.2.5. 学业成绩库 

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在学工系统和易班可以进行学业成绩计算结果的查询和导出。（支持手

机端查询） 

1.1.3. 评分管理 

计算公式:学生得分=辅导员打分平均分*权重+班主任打分平均分*权重+学生互评平均得分*权

重 

辅导员打分平均分=各辅导员对学生的打分总分/打分辅导员总数 

班主任打分平均分=各班主任对学生的打分总分/打分班主任总数 

学生互评平均得分=各学生互评总分/互评学生总人数 

说明： 

1、学生必须对该班级的所有参评学生都完成互评打分，才能提交，否则无法提交； 

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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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提交互评的学生，成绩为其他人员打分的计算结果。 

3、只能在参评的学生范围内进行打分。 

1.1.3.1. 评议分规则管理 

  一、评分规则设置（不受批次限制，随时可以设置维护） 

由学院维护管理本学院的评分规则，各评分权重是按照评分项目来，按照一级指标，设置评分规则参考

如下： 

 

1.1.3.2. 评分批次管理 

【业务流程】 

学院设置本学院评分批次—>开启批次（结束后可多次开启批次） 

【用户角色权限】 

学院：可开启本学院的评分批次 

其他用户均无此权限 

【业务详细说明】 

学院在全校测评的时间范围内设置本学院的评分批次名称（直接读取关联素质测评批次，不

允许修改）和测评起止时间，同时可查看各参评班级的打分辅导员和打分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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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在线评分 

【业务详细说明】 

评分批次开启之后，设置参评的所有人员即可对所负责打分的学生对象进行打分操作。 

辅导员和班主任必须在学工界面进行打分，学生可在易班界面和学工系统进行打分，界面为按

照学号顺序，所有学生的打分放在一个页面，完成对所有人的打分后可以选择提交。（支持各用户

层次手机端打分） 

说明：手机端打分时，只显示评分项目和分值区间即可，无需显示指标详情。 

学号 姓名 

思想 

（读取评分规则

中的评分项目） 

体育 

（读取评分规则

中的评分项目） 

实践 

（读取评分规则

中的评分项目） 

分值区间:20-30 分值区间:30-40 分值区间:20-30 

思想指标详情 体育部分详情 实践部分详情 

20192238 张三 25 35 25 

20183333 李四 25 35 25 

2019222 王五 25 35 25 

…… …… …… …… …… 

 

 

1.1.3.4. 评分成绩管理 

学院：可以在后台查看辅导员、班主任、学生的参与打分状态，可查看每个班级的打分进度，

点击可查看具体每个学生的打分状态，不能显示每个人打了多少分。 

辅导员、班主任：可查看所关联班级的辅导员、班主任、学生的参与打分状态，可查看所关联

班级的打分进度，点击可查看具体每个学生的状态和单个评分项目的成绩。 

学生：可查看自己的评分进度但不能看到自己的成绩。 

查看进度页面参考如下： 

确认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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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辅导员、学院超级管理员可随时进行计算并导出成绩结果（excel 形式），成绩可按照班

级导出，班主任、辅导员、学院均可导出对应权限范围内的评分结果，表格按照学号排列。 

页面参考如下： 

页面左侧的计算流程说明根据学校的计算规则来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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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综合测评成绩管理 

【用户角色权限】 

学生处:可修改辅导员的导入状态。学院审核通过后可查看全校学生的成绩和班级排名 

学院：可公示和查看本学院学生的成绩和班级排名 

辅导员：可导入所带班级的学生成绩和班级排名、可查看年级排名 

班主任：可查看所带班级的学生成绩和班级排名 

学生：可查看自己的成绩、班级排名 

1.1.4.1. 综合测评成绩导入 

【业务详细说明】 

在规定的素质测评批次时间内，各学院辅导员可导入综测成绩，导入时系统默认和对应的综合

素质测评批次管理进行关联，导入的学生需和关联的测评批次学生范围一致，系统进行自动校验并

匹配。 

  

导入的字段：学号、姓名、思想政治素质成绩、思想政治素质等次、科学文化素质成绩、科学文

化素质等次、发展性素质成绩、发展性素质等次、素质综合测评成绩、素质综合测评等次 

导入过程中，自动计算思想政治素质成绩排名、科学文化素质成绩排名、发展性素质成绩排名、

素质综合测评成绩排名。（都为班级排名），另外科学文化素质成绩排名和素质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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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年级排名。（科学文化素质、综合素质测评的年级排名只需要辅导员、超级管理员、副书记、学生处可以看

到，学生页面不需要看到） 

导入模板：下载模板时，系统自动导出辅导员可导入的所有学生的名单，包含学号、姓名、其余字段留白 。 

辅导员导入后必须点击“提交”操作后导入的数据才生效，未提交前辅导员可以多次或重复导入，提交后不可

再次导入，若需要再次导入，需学院管理员修改辅导员的导入状态{已提交、未提交}，修改为为未提交，方可再

次重新导入重新提交。 

1.1.4.2. 成绩公示和提交 

【业务流程】 

学院管理员公示（公示范围：班级内部）→学院副书记审核提交给学生处 

【业务详细说明】 

学院可进行公示，公示的范围为班级内部，公示字段为：学号、姓名、思想政治素质测评成

绩分数、等次；科学文化素质测评成绩分数、等次、班级排名；发展性素质测评成绩分数、等

次；素质综合测评分数、素质综合测评等次、班级排名；公示结束后，只能查看公示标题。 

若学院公示的数据存在调整，学院管理员可结束公示，再重新导入进行再次公示。 

公示后学院副书记需要最终审核，学院副书记点击“审核通过并提交”按钮后，学院批次自

动结束，结果数据即提交给学生处，提交后学生处才能查看综测成绩的结果。 

 

1.1.4.3. 综合测评成绩库（历史素质测评成绩保留） 

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处在学工系统和易班可以进行成绩计算结果的查询。（支持手机端查询）

班主任、辅导员、学院、学生处均可自定义导出各自范围内学生的测评成绩信息。 

在结果数据处，增加分参评状态进行查看，查看未参评的学生名单。 

xxx学院201x-202x学年学生素质综合测评成绩汇总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年级 班级
思想政治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 发展性素质 素质综合测评成绩

成绩 等次 成绩 等次 排名 成绩 等次 成绩 等次 排名
1 1231266 XXX 水产养殖 2019级 1班 91.23 优秀 98.45 优秀 1/43 82.12 良好 100.23 优秀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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