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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赛事报名流程

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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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登录与认证

2.1. 平台登录

上海市学生体育艺术科技交互活动平台地址：https://shsunshine-zp.shec.edu.cn

点击 图标进入“体育”板块。

上海市学生体育艺术科技交互活动平台

进入“体育”板块后，下滑页面至“品牌活动”栏目，点击“上海市学校体育高水

平竞赛”进入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竞赛管理平台”）。

体育板块

https://shsunshine-zp.she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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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统一身份认证

登录竞赛管理平台时，需要按照上海市教委统一要求，首次登录需要完成身份认证，

认证方式如下：

上海市教委统一身份认证

（1） 上海市普通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请选择【普通中小学】，点击【统一身份认

证】。在《上海教育认证中心》页面，学生选择【学生】入口，教师选择【老师】入口，

根据页面提示输入相关信息，点击【登录】。

（2） 上海市中职学校教师和学生：请点击【中职】，选择【学生】或【老师】，

已注册用户根据页面提示输入相关信息，点击【登录】。未注册用户，请点击【注册新

用户】，注册完成后即可登录。

（3） 上海市大学教师和学生：请点击【大学】，选择【学生】或【老师】，已注

册用户根据页面提示输入相关信息，点击【登录】。未注册用户，请点击【注册新用户】，

注册完成后即可登录。

（4） 以上情况都不符合（如：无上海市电子学生证的中小学生、无上海市师训号

的中小学教师、外省市师生、社会人士等），请点击【其他】，选择【学生】、【老师】、

【其他人员】来进行注册和登录。

*注：上海市普通中小学教师用“师训号”完成身份认证，上海市普通中小学学生

采用“学籍号”完成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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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帐号权限授权流程

3.1. 校级管理员账号权限授权

需要预先提交个人信息（包括所在学校、师训号等信息）到市级管理员，由市级管

理员统一开通功能权限。

3.2. 教师账号权限授权

校级管理员点击“权限管理”菜单，再点击“教师帐号管理”，进入老师帐号管理

界面。

教师帐号管理页

（1）点击“新增教师帐号”，进入“新增老师-弹框”，将老师的师训号填写到大

平台帐号栏，并且写上老师姓名后点击确认提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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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教师-弹框

（2）编辑老师信息，可点击对应老师帐号操作项中的“编辑”按钮，填写更新信

息后，再点击确认即可。

（3）关闭老师帐号，可点击对应老师帐号操作项中的“禁用”按钮。

4. 教师和学生信息管理

4.1. 教师信息管理

登录成功，点击右上角的图标，选择“帐号信息”，可进入个人信息完善。

赛事信息查询

可编辑的信息包括：修改个人近照、真实姓名、手机号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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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信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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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生信息管理

4.2.1. 学生信息注册

点击右上角图标，选择“工作台”，可进入管理后台界面。选择“信息管理”下的

学生信息可完成参赛学生信息导入，名单导入成功后，可直接用于参赛报名。

赛事信息查询

具体导入方式如下：

学生信息注册

（1） 点击“学生信息注册”，选择“报名模板下载”，下载学生信息表（Excel），

编辑学生信息。

（2） 点击“学生信息注册”，选择“报名信息导入”,上传学生信息表。

（3） 导入成功后，自动显示学生信息。点击“更新信息”，可上传学生照片、证

书等资料。学生个人信息需要经过校级管理员审核。

注：学生信息如发生变更，都需要经过校级管理员重新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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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学生信息核对

校级管理员点击“核对”，对学生注册信息进行核对，如不通过，需要填写原因。

信息核对

5. 赛事查询及报名

5.1. 赛事查询

5.1.1. 查询方式一：“赛事报名”-“赛事报名（学校）”

（1） 已发布的赛事，可下载赛事规程。

赛事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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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赛事报名时间开始后，点击“去参与”进入赛事报名，如下图。

参赛报名

5.1.2. 查询方式二：“工作台”-“赛事管理”

（1） “参赛管理”-“赛事报名”可进行赛事查询和赛事规程下载。

（2） 赛事报名时间开始后，点击 展开查看所有赛事相关组别，点击“参赛报

名”，系统根据 个人项目 或 集体项目 自动跳转对应的报名界面。

参赛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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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个人项目-参赛报名

5.2.1. 选择参赛学生

（1） 点击“参赛报名”，按“学生姓名”查询已注册的学生，并勾选参赛学生。

（2） 未完成学生注册的参赛学生，可点击“学生信息注册”去完成注册。

（3） 选定参赛学生后，进入信息核对界面，点击“约束条件校验”对参赛信息的

性别、年龄等更加参赛要求进行校验，如校验失败需要重新选择参赛学生。

个人项目参赛报名

5.2.2. 提交个人项目参赛学生名单

所有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完成报名”，提交报名后将有市级或区级赛事负责人进

行参赛审核。

提交个人项目参赛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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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撤销报名

点击“已报名”按钮可跳转查看报名信息并进行撤销报名操作。

已提交的报名记录

比赛报名时间截止前，可以点击撤销报名，修改参赛的报名学生，重新提交信息。

已提交的报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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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集体项目-参赛报名

5.3.1. 创建参赛队伍

（1） 点击“新增队伍”，进入队伍信息填报。根据报名表单要求填写基本的队伍

信息后提交。

创建参赛队伍

5.3.2. 添加参赛学生

（1） 在“队伍信息-操作栏”中，点击“导入学生”。

（2） 如同一个学校有多个队伍参赛，则重复步骤（1）。

添加参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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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提交集体项目参赛队伍名单

（1） 所有需要提报的队伍，在“队伍信息-操作栏”中点击“选择该队”，确认

勾选所有队伍后点击“完成报名”。

（2） 所有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完成报名”，提交报名后将有市级或区级赛事负

责人进行参赛审核。

注：已选择的队伍中，需要进行参赛学生调整，可在右侧学生列表中点击“删除”。

提交集体项目参赛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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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撤销报名

点击“已报名”按钮可跳转查看报名信息并进行撤销报名操作。

已提交的报名记录

比赛报名时间截止前，可以点击撤销报名，修改参赛的报名学生，重新提交信息。

已提交的报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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