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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登陆 

1、网页版登陆方式 

首先登录石家庄铁道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官网 http://jxjy.stdu.edu.cn，点击页面右侧的

“学生入口”，在打开的页面中，根据说明选择要进入的平台，如下图： 

本手册基于“继续教育综合管理平台（学年制）”，点击右侧入口，打开如图所示登录页面，

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和本人信息，特别是手

机号、QQ邮箱、家庭住址等；学号请查看缴费单据，常用，要记住。 

  

 

图 1 登录 

2、手机 APP 版登录方式：扫描页面上的二维码，下载安装程序进行安装后，登录即可，

该 APP 仅适用于安卓手机。 

3、微信版登录方式：关注微信“铁大继续教育”，登录后可以在线学习看视频、查询成

绩、课表、公告等，相关功能正在完善中； 

3、推荐浏览器：建议火狐浏览器、或 IE7 以上（需设置“兼容性视图”）、谷歌浏览器等。 

http://jxjy.st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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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平台主要功能 

 
图 2 平台主要功能 

 我的桌面：登录后首先看到桌面，可以查看本学期课程安排，补考安排、通知公告等，

请及时关注平台中的补考安排、新通知公告等。左侧快捷菜单可以直接查询成绩、修

改个人信息、修改密码、查看课表、进入网络课程等。 

 
图 3 我的桌面 

三、学籍管理 

1.个人信息 

点击“学生个人信息”，进入查看个人详细信息页面，点击最下方的“修改”按钮，进入个

人信息修改页面，点击最最下方的“保存”按钮，保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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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修改个人信息 

 
图 5 注册/异动信息 

 
图 6 交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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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培养计划信息 

2.学生成绩查询 

选择课程考试学期，查看该学期考试成绩。 

 
图 8 学生成绩查询 

3.学位管理 

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是（1）高起本补考门数<8 门，专升本补考门数<=6；（2）必修课平

均成绩>=70 分；（3）外语成绩合格。 

填写石家庄铁道大学学士学位申请表，填写学位英语合格证编号和成绩，点击提交，申

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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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学位申请 

四、教务管理 

1.课表查询 

按学期、面授期、班级等条件查询课表信息，课表信息可以一维和二维形式呈现。 

课表主要用于查看网络课程辅导教师的安排、上线时间、集中面授辅导、考试的时间、考场

的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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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班级课表查询 

 

五、成绩管理 

1.课程成绩查询 

可以查询全部课程，也可以选择课程考试学期，查看该学期考试成绩。 

 

图 11 查询考试成绩 

 

若有未交费或未注册记录，则不能查看成绩，须与班主任联系，及时登记交费和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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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有未交费或未注册记录不能查看成绩 

六、网络课程学习 

点击顶部菜单“网络课程学习”，进入，共有三个功能：“我的网络课程”、“学习行为记

录”、“申请课程考试”。 

1.我的网络课程 

进入我的网络课程，选择学期，点击“开始学习”进入相应课程学习（注意关闭浏览器

的“弹出窗口”拦截功能）， 本页面也可以下载火狐浏览器、线下作业封面的统一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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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我的网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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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网络课程首页（大学计算机基础） 

网上学习说明： 

 网络课程学习时间：每个学期每门课都有网上学习时间要求（请关注学院网站、站内

通知以及班级群的通知），在学习时间段内，可以看视频、PPT 并积分、做测试题、作

业等，每周有教师定期答疑（查看本班课表）。只要是该课程没有取得及格成绩，都可

以一直学习。 

 课程介绍、大纲、教学计划和辅导教师：进入课程后，首先要熟悉本课程的介绍、大

纲、教学进度、辅导教师。 

 视频学习：点击教学视频进入视频学习，点击章节观看对应视频；计时方式分为两种，

如果使用火狐浏览器，系统自动进入新版视频播放页面，如图 15 所示，其优点是页面

更简洁；计时更准确；学习进度随时查询；视频学习中间跳出习题增强交互性；如果

没有使用火狐浏览器，或者计时有问题时，可以点击“进入旧版”，如图 17 所示，记

录学习时间记录视频观看时间每隔一段时间主动点击一下“记录学习时间”，页面随及

更新了已经记录的学习时间； 

 PPT 学习：所有课程（特别是没有录制视频的个别课程，如毛概）都可以利用 PPT 进

行学习，界面如图 19 所示，如果是有视频的课程，可以播放授课音频，需要手工调节

音频的进度，PPT 也可以手工翻页完成，同样可以手工记录学习时间。 

 网上学习听、练结合，需要眼、耳、手、脑并用； 

 学习过程中可以点击“测试题”查看和作答本节的练习题。 

 论坛：有问题可以到本课程的论坛中留言，也可以回复其他同学的问题，辅导教师主

要利用论坛答疑，请大家积极在论坛发言，与老师、同学主动交流，但防止“灌水”。

论坛发帖均有积分，但如果被删除，积分加倍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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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作业分为三类，在线测试、在线作业和线下作业，每门课程必选两类作业。在

线测试需要完成相应的章节练习（综合测试），线下作业是课程的综合作业，一般每门

课程至少有 1 个，网上（或面授时）提交。所有作业的综合成绩占期末成绩的 20%。 

 

 
图 15 新版“视频学习页面”，页面更简洁；计时更准确；学习进度显示；视频学习中间跳出习题；推荐使

用火狐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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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课中练习题不定时跳出，需回答之后方可继续观看视频 

 
图 17 旧版“视频学习页面”，手动计时更放心，可以手动调出本节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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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看视频过程中可以手工调出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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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PPT 学习 

 

 
图 20 查看课程作业，分为在线测试题和线下作业 



继续教育综合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学生版（简明手册） 

  
  

 

 

 章节练习：点击章节练习，进入章节练习页面；点击开始答题按钮进入试卷（每份试卷

限答三次，可以查看答题记录）；进入页面后点击开始答题，开始答题，提交后可以查看

答案。 

 

图 21 章节练习 

  
图 22 章节练习试卷 

 
提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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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提交后查看答案 

 

模拟测试与章节练习使用相同，只是题目比较综合。 

注意： 

一般每门课程都配有相当于 4 套试卷数量的习题，按章节给出，配有答案，大家可以在线

完成。“在线测试”作业取自这些习题，综合测试也是取自这些练习题，课程最终的期末

考试也是从这些练习题（和线下作业）中抽取。 

 

论坛：有问题可以到本课程的论坛中留言，也可以回复其他同学的问题，辅导教师主要利

用论坛答疑，请大家积极在论坛发言，与老师、同学主动交流，但防止“灌水”。论坛发

帖均有积分，但如果被删除，积分加倍扣减。 

 

 
图 24 互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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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查看发帖内容及回帖 

 

查看学习排名：点击学习排名，可以查看该课程本学期的排名情况，也可以在下面查看自己

的各项详细学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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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学习排名 

2.我的积分银行（学习行为记录） 

在管理平台后台，点击“我的积分银行”，可以查看所有学期所有课程的学习行为记录、

当前积分、作业、模拟测试、论坛发帖等。 

进入时默认是当前学期，如果想查看其他学期的课程，需要先选择学期，再选择网络课程，

再点击“查询”，此处也可以直接进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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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学习行为记录 

3.申请课程考试 

网络课程的学习必须要在网上申请考试才允许参加考试，申请考试的条件是课程学习总

积分超过该课程的及格积分以上，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一般从开始学习至考试前十天

截止，具体见页面通知）。 

 

图 25 申请课程考试 

七、移动平台学习 

1. 扫描二维码进行安装（仅适用于安卓手机），平台主要功能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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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用户名、密码登录； 

   

3. 查看新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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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我的课程”，进入学习，查看“课程简介”、“课程公告”、“教师简介”等； 

     



继续教育综合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学生版（简明手册） 

  
  

     
5. 查看章节（点击节后面的播放按钮可以播放视频）、作业、学习进度以及最近一次学习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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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同学、教师论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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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询成绩、课表。 

           

八、技术支持 

由于本平台所有功能均为我校自主开发，因此难免有不完善之处，使用中如有任何技术

方面的问题可加入“铁大成教平台技术咨询，群号： 546049719”，欢迎大家提供平台完善意

见和建议，祝大家学习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