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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欢迎您使用《思睿智训跨境电商综合平台教学管理系统用户操作手册》，在

本手册中我们对系统的功能及每个功能模块的操作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对本手

册内容的学习会让系统使用者更深入的了解系统的所有功能以及用户的具体权

限，并对此系统能够进行熟练的操作，进而降低系统操作的出错率，提供系统使

用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获得资源与帮助的渠道。 

 

读者对象 

本手册的读者对象为使用本系统的所有人员，为不熟悉平台的用户提供了具

体的功能介绍和详细的功能操作。 

 

意见反馈 

感谢您使用我们的产品及用户操作手册，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或者用户操作

手册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service@sr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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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跨境电商综合实训平台智能运营平台稳定安全，操作简单方便。集管理、

物流沙盒、ERP 沙盒以及平台沙盒于一体，支持多平台、多账户管理，全面解

决实训管理全流程。 

 

1 申请账号 

1.1 申请页面 

登录思睿智训官网 www.srzx.com（建议使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点

击在线实训，选择跨境电商综合实训平台，点击上方申请试用，教师试用账号

申请页面如图 1.1.1 所示，其中标注“*”均为必填项，“电子邮件”为接收申

请的测试账号的收件箱。该系统管理员审核账号通过之后会将账号发送至申请

人邮箱，填完信息点击“提交申请”即可。 

 

图 1.1.1 教师试用账号申请页面 

http://www.sr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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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登录页面 

跨境电商教学管理系统登录功能用于验证用户身份，以保证系统数据安全，

可分别使用管理员、教师等账号进行登录，登录页面如图 1.2.1。 

 

图 1.2.1 跨境电商教学管理系统登录页面 

用户名/邮箱地址：用户名为系统管理员在系统中根据不同角色所创建的用

户信息，必须给该用户分配权限以及授权，否则无法登录系统。 

密码：用户新增完成后，系统管理员会将密码分配给相应教师，教师登录后

即可进入系统。 

1.3 修改密码 

若用户在登录时，忘记了密码，可通过邮箱来找回密码，找回密码的前提是

该账号有设置邮箱。 

1.邮箱设置 

第一步：在跨境电商教学管理平台首页（如图 1.3.1 所示）点击右上角【账

号设置】。 

 

图 1.3.1 用户账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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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添加该账号的邮箱信息，点击【保存】即可，如图 1.3.2。 

 

图 1.3.2 完善电子邮件信息 

2.找回密码 

第一步：在系统登录界面（如图 1.3.3 所示），点击【忘记密码】按钮。 

 

图 1.3.3 系统登录页面找回密码 

第二步：输入需要找回密码的账号用户名和邮箱（如图 1.3.4），提交申请。 

 

图 1.3.4 密码重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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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提交重置密码申请后，系统提示“已发送验证邮件”（如图 1.3.5 所

示）；您填写的邮箱将收到密码重置邮件（如图 1.3.6），点击邮件中的重置链接，

完成密码重置。 

 

图 1.3.5 密码重置申请发送成功 

 

图 1.3.6 收到密码重置邮件及链接 

第四步：根据链接跳转页面（如图 1.3.7 所示），为该账号设置新的密码，

设置完成即可重新登录系统。 

 

图 1.3.7 设置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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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跨境电商综合实训平台首页 

在跨境电商综合实训平台首页（如图 1.4.1）可以查看系统相关公告，以及跨

境电商 ERP 沙盒、物流沙盒系统、跨境电商平台沙盒等登录页面。 

 

图 1.4.1 跨境电商综合实训平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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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管理 

2.1 人员管理 

2.1.1 教师管理 

以下为在“用户管理>教师管理”页面添加教师的操作： 

第一步：点击【新增教师】按钮，如图 2.1.1。 

 

图 2.1.1 新增教师账号界面 

第二步：完善教师基本信息，需要添加教师姓名以及登录账号的设置，如图

2.1.2。 

 

图 2.1.2 教师账号信息填写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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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新增沙盒账号，在为教师设置沙盒账号时，账号名默认为教师的登

录名，同时也支持修改，账号的授权到期时间与该学校的授权到期时间保持一致；

同时，也支持给教师设置对应的沙盒账号，沙盒账号添加成功后，管理员可将沙

盒账号分配给教师进行登陆，如图 2.1.3。此处的 ERP 沙盒和物流沙盒为独立系

统，因此 ERP 沙盒和物流沙盒都要创建账号。 

 

图 2.1.3 两个独立沙盒系统分别创建 

第四步：选择班级，该学校下必须有班级，才支持给教师选择管理的班级，

最后点击“保存”，如图 2.1.4 教师添加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将【教师】的权限

分配给该用户，同时在【用户管理】页面会创建一条记录，该用户的角色类型为

“教师”。 

 

图 2.1.4 选择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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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班级管理 

在系统里新增班级支持两种方式：（1）在“用户管理>班级管理”页面添加；

（2）在“用户管理>学校管理”页面，点击【新增班级】进行添加。 

此处以在“用户管理>班级管理”页面添加班级的操作为例： 

第一步：点击【新增班级】按钮，如图 2.1.5。 

 

图 2.1.5 新增班级界面 

第二步：完善班级基本信息（如图 2.1.6 所示），添加班级名称以及班级编

码等信息。 

 

图 2.1.6 新增班级信息编辑 

第三步：为该班级选择班级管理员（如图 2.1.7 所示）。管理员的选择支持

根据“教师”、“账号”和“学生”类型进行选择，最后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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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选择班级管理员 

2.1.3 学生管理 

学生管理页面，支持针对不同学校的不同学生来创建 ERP 以及物流沙盒账

号。 

系统支持两种方式新增学生：（1）单个新增；（2）批量导入。 

1. 单个新增 

第一步：在“用户管理>班级管理”页面，点击“班级学生人数”对应的数

字，或者点击“学生管理”，如图 2.1.8 所示。 

 

图 2.1.8 学生管理-新增学生 

第二步：完善学生的基本信息（如图 2.1.9 所示），需要选择班级，并填写

学生姓名、学号和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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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填写学生信息 

第三步：为学生新增沙盒账号，ERP 沙盒和物流沙盒为独立系统，请分别新

增 ERP 沙盒账号和物流沙盒账号（如图 2.1.10 所示），沙盒账号添加成功后，

管理员可将沙盒账号分配给学生进行登陆。 

注：ERP 沙盒和物流沙盒为独立系统，所以 ERP 沙盒和物流沙盒都要创建。 

 

图 2.1.10 分别创建 ERP 沙盒和物流沙盒 

2. 批量导入 

第一步：支持以表格导入形式导入学生名单，在“用户管理>班级管理”页

面（如图 2.1.11 所示），点击“班级学生人数”对应的数字，或者点击“学生管

理”。 

注：导入学生名单时，学生的 ERP 沙盒账号、物流沙盒账号的用户名和密

码一样，都为“学校编码+学号”，且都是系统自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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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 学生管理-新增学生 

第二步：点击“下载导入学生模板”（如图 2.1.12 所示），在表格中编辑完

成后点击“上传”，然后直接点击“导入”即可。 

 

图 2.1.12 批量导入学生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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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分设置 

3.1 评分设置 

1. 打开登录跨境电商实训平台，点击“班级管理”即可在班级的操作项中

看到“评分设置”按钮，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评分设置 

2. 点击“评分设置”按钮（如图 3.1.2 所示），进入评分设置的指标选项。 

 

图 3.1.2 评分设置具体细则 

3.2 评分设置注意事项 

评分设置注意事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设置详情如图 3.2.1 所示）： 

（1）指标权重设置：教师在保证所有指标权重之和为 100 的情况下，即 10

项的权重百分比总和为 100%，可自由设置每项指标权重。 

（2）每项指标得分计算方法：系统会根据教师输入的指标满分标准按比例

计算学生该指标得分，例如：绑定电商店铺数量 4 个为满分，一学生绑定了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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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则此指标项得分为 75 分。 

（3）学生最终得分：为每项指标得分之加权之和，最终得分=绑定电商平台

得分*该项权重+绑定电商店铺得分*该项权重+发货订单数量*该项权重+物流沙

盒订单*该项权重+刊登产品数量*该项权重+是否设置 SKU 映射*该项权重+是否

设置物流方案*该项权重+是否完成采购入库*该项权重+是否设置采购建议*该

项权重+刊登产品质量*该项权重。 

 

图 3.2.1 评分设置注意事项 

3.3 评分设置具体操作 

 

图 3.3.1 评分标准设置-实例 

注：图中的数据仅为示例，具体数据可自行设置 

3.3.1 绑定电商平台得分 

若设置绑定 2 个平台为满分，在总分值中的权重为 5%，某学生绑定了 2 个

平台，则此项可以得到 100*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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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绑定电商店铺得分 

若设置绑定 4 个电商店铺为满分，在总分值中的权重为 5%，某学生绑定了

2 个店铺，则只能得到一半的分数，则此项可以得到 50*5%=2.5 分。 

3.3.3 发货订单数量 

此项与前几项操作理论一致。 

3.3.4 物流沙盒订单 

此项与前几项操作理论一致。 

3.3.5 刊登产品数量 

此项与前几项操作理论一致。 

3.3.6 是否设置 SKU 映射 

此项与前几项操作理论一致。 

3.3.7 是否设置物流方案 

此项与前几项操作理论一致。 

3.3.8 是否完成采购入库 

此项与前几项操作理论一致。 

3.3.9 是否设置采购建议 

此项与前几项操作理论一致。 

3.3.10 刊登产品质量 

此项与前几项操作理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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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置了刊登产品质量权重，需要教师在“教学监控>刊登产品报表”中

抽查学生刊登的产品，并针对刊登产品情况进行评分，此项得分为教师针对某个

学生多个刊登产品评分的平均分。 

此 10 项的权重百分比总和为 100%，可自由设置每项指标权重。设置完成

之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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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监控 

4.1 平台账号报表 

管理员可在“教学监控”-“报表统计”-“沙盒账号报表”页面（如图 4.1.1

所示），查看学校 ERP 沙盒和物流沙盒账号数量（注：此页面只统计学生的账

号数）。 

 

图 4.1.1 平台账号报表 

4.2 电商平台账号报表 

管理员可在“教学监控”-“报表统计”-“电商平台账号报表”页面（如图

4.2.1 所示），查看学校的 ERP 沙盒账号，每个平台的账号数。 

 

图 4.2.1 支持通过平台筛选查看数据 

4.3 订单量报表 

管理员可在“教学监控”-“报表统计”-“订单量报表”页面（如图 4.3.1 所

示），实时监控每个学校对 ERP 沙盒账号订单的处理过程，以及订单所处的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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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订单量表表 

4.4 物流订单报表 

管理员可在“教学监控”-“报表统计”-“物流订单报表”页面（如图 4.4.1

所示），实时监控每个学校对物流沙盒订单的处理过程，以及订单所处的状态。 

 

图 4.4.1 物流订单报表 

4.5 产品刊登报表 

1. 点击“教学监控”-“报表统计”-“产品刊登报表”进入页面（如图 4.5.1

所示），可根据学校、班级、学生的分组方式查看统计。 

 

图 4.5.1 产品刊登表表 

2. 点击“刊登产品数”对应的数字，即可查看学生在平台刊登的产品以及

其得分情况，可以进行平台选择查看，如图 4.5.2 和图 4.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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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 班级学生刊登产品报表界面 

 

图 4.5.3 学生刊登报表具体信息 

3. 点击“评分”对应的数字，即可进行评分，如图 4.5.4 所示。 

 

图 4.5.4 刊登表表评分 

4. 在如图 4.5.5 所示页面中，点击“操作”中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详

细的产品刊登情况，点击“操作”下的“浏览”，即可查看产品前端发布情况。 

 

图 4.5.5 点击可查看刊登产品信息 

4.6 学生得分报表 

1. 进入“教学监控”-“学生得分报表”页面（如图 4.6.1 所示），即可查看

到所有学生的得分情况，可根据学生、班级等条件筛选，也支持导出得分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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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1 学生得分报表 

（2）如图 4.6.2 所示，点击“评分设置”可直接跳转到“班级评分权重”的

设置（如图 4.6.3 所示）。 

 

图 4.6.2 点击跳转评分设置 

 

图 4.6.3 评分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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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人员权限管理 

系统管理员可以给班级管理员以及教师分配权限，不同人员登录系统查看的

菜单不一样，同时操作的内容也不一致。 

5.1 教师 

1. 在教师权限下可进行如下操作：（1）修改教师信息、设置沙盒账号；（2）

新增班级；（3）新增学生。 

2. 以教师账号登录系统，当教师添加了班级后（如图 5.1.1 所示），系统会

默认教师为该班级的管理员，同时教师也可以添加其他人员作为管理员。 

图 5.1.1 编辑班级信息 

5.2 班级管理员 

1. 教师账号支持创建班级，也支持给该班级分配管理员。 

2. 班级管理员权限可进行如下操作：（1）新增班级；（2）修改班级信息；

（3）添加学生并设置沙盒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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