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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 

校级平台管理员培训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1 

2 

3 

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介绍 

 目 录 
Contents 

校级继教管理员职责解读 

综合管理平台相关工作指南 



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介绍 



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介绍：pxcs.sdedu.net 
 

      为全面构建新型的区域性教师继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整合线上和线下培训资源，

完善信息化管理体制，经过顺德区教育局同意，2018年对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

进行改版升级，由广州远程教育中心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1.1 

http://www.czteacher.cn/
http://www.czteacher.cn/


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 1.2 

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 

是统一的基础数据管理，实现统一身份应用认证，培训应用于一体化的应用体系。 

是全区中小学教师实名制的学习平台。 

 

01 
信息化管理问题 

02 
学时查询 

03 
自主选课 

04 
数据分析 

 覆盖全学科全学段 
的远程培训课程体系 
 
课程超市， 学员自主选课 

 培训一体化 
 
支持基础信息管理、 
选课、培训学习、 
学时查询 
 
 

 数据分析 
 
运用平台培训数据实现 
实时统计分析、综合报表 
。 

 信息化管理 
 
学校基础信息库 
教师实名制档案 
 
 
 



丰富多层次的培训课程资源 

Optimization 

•精选培训课程：远程+面授 
  

课程涵盖学前、小学、初中、高中、中职教育各学段、

各学科，以满足教师学习的多样化需求。 

支持互联网访问，随时随地开展学习，支持PC端和手机

端学习。 

1.3 



  校级继教管理员职责解读 

2.1  职责与分工 
 
2.2 更新学校基础信息 
 
2.3  核查教师信息 



职责与分工 2.1 

市级管理员 

• 业务组织和政策方案 

校级管理员 

• 管理学校和教师基础信

息 

• 做好培训宣传和培训计

划； 

• 组织学员选课和督促本

校参训教师开展学习 

教师学员 

• 激活个人账号 

• 自主选课 

• 参与培训学习 

校级管理员工作职责 

管理学校基础信息和教师基础信息； 

做好培训的宣传工作，上报培训计划； 

组织学员选课，督促学员学习。 

 



2.1 

 平台已导入学校和一批学员的基本信息 

562所学校 

28393名学员 

教师凭身份证信息 
登录平台 

校继教管理员
核查信息 

职责与分工 

姓名 
身份证 
手机号 

电子邮箱 



登录综合管理平台 2.2 

校管理员帐号请向区教育局主管部门获取 

 进入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 

http://pxcs.sdedu.net/ 

 

 点击门户右侧“综合管理平台登录”， 进

入综合管理平台 

 

 为保障学校和教师的信息安全，请登录后 

务必要立即修改密码。 

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 

http://pxcs.sdedu.net/


2.2 修改密码 

操作提示： 
 
校级管理员登录学员平台后，请立即修改的帐号密码！ 
 
操作路径：基础信息——学校管理——修改密码 



2.2 确认学校信息 

操作提示： 
 
校级管理员登录学员平台后，请确认学校基础信息； 
 
操作路径：基础信息——学校管理——修改学校信息 





2.2 确认教师信息 

温馨提示： 
 
校级管理员登录学员平台后，请核查本校教师信息； 
 
操作路径：基础信息——教师管理 
 
项目启动阶段： 
 
10月26日-10月31日，请删除非本校教师； 

 
11月1日开始可新增教师； 

 
项目应用阶段： 
 
采用教师调动功能解决调校问题。 



2.2 确认教师信息 

教师身份证为平台唯一识别码，不可重复，系统检测到身份证重复，将不可新增教师。 
 
如核查教师信息过程中，遇到问题，请致电平台技术服务热线：4000900180。 



教师激活个人账号 

18位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后6位 

2.3 



登陆成功：进入学员个人中心，确认学科、学段  2.3 



登陆成功：进入学员个人中心，请修改密码 2.3 



选课中心：按培训通知的选课时间安排，教师个人上网自主选课，系统智能化推荐适读课程。 
2.3 



综合管理平台相关工作指南 



登录综合管理平台 3.1 

校管理员帐号请向区教育局主管部门获取 

 进入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 

http://pxcs.sdedu.net/ 

 

 点击门户右侧“综合管理平台登录”， 进

入综合管理平台 

 

 为保障学校和教师的信息安全，请登录后 

务必要立即修改密码。 

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 

http://pxcs.sdedu.net/


输入帐号（已统一配置）、密码（初始密码均为888888）和验证码进行登录。 

为保证平台信息安全，管理员登录平台后请马上重置密码。管理员帐号不得借用给他人。 

登录综合管理平台 3.1 

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 



3.2 登录综合管理平台 



3.2 基础信息>修改资料&修改密码 

• 修改资料 
        此栏目可修改本管理帐号的相

关信息，包括用户名、姓名、性别、

电话、联系手机、地址和电子邮箱

等，修改完点击保存即可。 

• 修改密码 
       此栏目可修改本管理帐号的

登录密码。需要填写旧密码之后

再填写新密码，点击保存即可。 

（本管理账号） 



3.3 教师管理 

• 查看本校教师信息 

• 关联校长、管理员账号 

• 重置本校教师学员中心密码 

• 教师调动管理 



3.3 基础信息>教师管理 

• 可新增教师、查看本校教师基本信息，并可导出本校所有教师信息。 。 



3.3 基础信息>教师管理>关联校管理员账号 

• 可授权多位校管理员 



3.3 基础信息>教师管理>重置本校教师的学员中心密码 

• 如本校教师忘记学员中心的登录密码，可在此栏目进行密码重置。 

温馨提示：重置密码可统一设为888888 



3.3 基础信息>教师管理>修改教师信息 

• 如本校教师需要修改姓名，身份证，学科学段等重要基础信息，须由校管理员修改。 



3.3 基础信息>教师管理>教师调动管理 平台基本操作 

• 教师由其他学校调入本校，本校管理员应首先询问其是否已有学员账号，确认无账

号时方可在校管理平台为该教师提出 “教师调动申请”。 

注：已在平台上注册过的身份证号码不可重复注册账号。只可进行调动处理。 

• 每期培训课程缴费阶段，为保证缴费数据的准确性，缴费期间暂停教师调动申请； 

• 教师调动的审批规定如下：教师调动，必须由区管理员审批。 

调出学校A 调入学校B 

由调出学校B 
申请学员调动 

区管理员审核 
学员 

成功调入B校 



学校管理员－〉 基础数据管理－〉教师调动管理－〉新增教师调动 

3.3 基础信息>教师管理>教师调动管理 

第一步： 



3.3 基础信息>教师管理>教师调动管理 

学校管理员输入接收教师*身份

证号码，点击“查看详细资

料”，确认无误后提交调动申

请，并等待所属区管理员审核

通过后即完成调动。 

第二步： 



第三步： 

3.3 基础信息>教师管理>教师调动管理 

区管理员审核教师调动申请，若“确定”批准通过调动，则教师调动成功。同时，校级管理员可在

平台“教师调动管理”中看到审核结果。 



3.4 培训管理和学时管理 



3.4 培训管理 

 选课管理 

     可为本校教师批量选课、删课及查看选课情况。 

 缴费管理 

     查询本期培训学校的缴费金额。 

 成绩管理 

     本校教师成绩查询及课程通过率情况 

培训管理：主要管理每年区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培训业务。 



• 每期教师继续教育选课期间，管理员选课栏目可按教师选课和按课程选课查看并操作选课。 

3.4 培训管理>全员培训>管理员选课 

1.一是以教师为中心，为某位教师添加多门课程： 



3.4 培训管理>全员培训>选课管理 

2.以一门课程为中心，添加多名教师： 



3.4 培训管理>全员培训>学员选课情况 

• 每期教师继续教育选课期间，此栏目可查看本校所有参训教师的选课情况及删除选课。 



3.4 

• 查询本期培训本区内各学校的缴费金额及支付状态。 

培训管理>全员培训>缴费管理 



• 本区教师成绩查询及课程通过率情况。 

3.4 培训管理>全员培训>成绩管理 

温馨提示：培训结束两周后，登录平台查看成绩！ 

学分 



3.5 学时管理 

 本校教师年度学时和周期学时的查询 

 操作路径：学时管理——年度学时查询/周期学时查询 



顺德区中小学教师培训超市 

平台技术服务热线：4000900180 

平台在线客服：平台右侧栏“在线客服” 

 服务时间：8:00-21:00(周一到周五) 

                      9:00-21:00(周六，周日) 



平台技术服务热线： 4000900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