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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档目的

为省级、校级工作人员能更方便的使用或查询功能操作，亦可作为工作人员

培训之用。

二、 省级、校级管理平台概述

进入大创网首页（https://cy.ncss.cn），点击右上角“管理入口”按钮进

入登录页面。如下图：

登录页面输入省级或校级账号、密码及图片验证码进入省级、校级管理平台。

如忘记密码请通过登录页面的“找回密码”操作进行密码的重置。

“找回密码”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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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输入用户名及图片验证码

第二步：输入用户名及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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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再次输入用户名、新密码及手机接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点击确定即

完成找回密码操作

请注意：若登录账号未绑定手机号，请联系上级管理员进行绑定（校级用户

的上级管理员为上一级省级管理员；省级用户的上级管理员为部级

管理员）；如因工作调整，需变更原有登录账号绑定的手机号，请

联系上级管理员进行更改，具体操作流程详见 P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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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省级管理平台功能详解

进入省级管理平台，顶部可查看省级名称、电话及邮箱，右侧点击“大赛数

据概览”可快速查看本届大赛本省国内赛道的累计参赛学生人数、累计参赛学生

人次、累计参赛项目数、累计参赛高校数；萌芽赛道的累计参赛学生人次、累计

参赛项目数、累计参赛高校数（萌芽赛道显示本省报送数据，详见 P9 页）以及

红旅活动的累计参与人数、累计参与人次、累计参与项目数、累计参与高校数。

请注意：“人次”和“人数”的不同点在于“人次”允许对同一人重复进行

计算，而“人数”表示去重后的人员数量。

鼠标悬停国内赛道相应统计数字时，可查看国内各赛道，包括高教主赛道（简

称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简称红旅赛道）、职教赛道的统计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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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届大赛管理

1.主赛道、红旅赛道、职教赛道

“主赛道、红旅赛道、职教赛道”标签页内，页面的查询区域，可根据学校

名称、晋级/获奖情况、省级奖项、项目创始人学历层次、项目名称、项目创始

人姓名、赛道、参赛组别、参赛类别、项目进展进行查询。

注意:对筛选框筛选条件进行组合筛选，可满足不同查询需求，此处不再详

述，请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相应操作。

省级账号登录后，项目“晋级/获奖情况”状态默认为推荐省赛，可根据情

况选择其他状态进行查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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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推荐省赛”状态可查看由校级账号推荐至省赛的项目。点击项目列表

内项目名称可查看项目详细信息，附件可下载。

如上图，可通过页面右侧浮动功能栏：导出全部项目基本信息汇总表、导出

当页项目详情信息汇总表、批量下载当前页面项目计划书、批量下载当前页面

PPT、批量下载当前页面视频。

“评审”栏可对学生提交项目进行以下操作：

（1）“晋级/获奖情况”状态选择“推荐省赛”后，页面显示本省各院校推

荐进入省赛项目的列表，此时点击项目“评审”栏的“进入省赛”（可批量

操作）后，项目状态由“推荐省赛”变更为“进入省赛”状态；

（2）若进行“省赛不通过”操作（可批量操作），则项目状态变更为“省赛

不通过”状态；

如操作有误，可点击“撤销晋级状态”按钮，项目可返回至上一阶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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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晋级/获奖情况”状态选择“进入省赛”后，页面显示进入省赛项目

的列表。项目进入省赛后，可点击项目“评审”栏的“推荐至全国”（可批

量操作），项目状态由“进入省赛”变更为“推荐全国赛”状态。项目“晋

级/获奖情况”状态为“进入省赛”及“推荐全国赛”时均可为其设置省级奖

项。

请特别注意：参赛项目需完整上传所有相关材料（包括计划书、PPT 及视频)，

才可推荐进入全国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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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晋级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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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萌芽赛道

“萌芽赛道”标签页内，萌芽赛道数据报送功能（数据报送时使用），点击

后可填写本省萌芽赛道累计参赛学生人次、累计参赛项目数、累计参赛学校数，

点击“确定”后，报送数据即显示在页面右上端“大赛数据概览”板块。如需更

正数据再次点击“萌芽赛道数据报送”按钮重新编辑报送即可。累计参赛学生人

次指累计参赛学生总数（允许同一人重复进行计算，例如某一同学作为 2 个项目

的团队成员参赛，此时可以将其重复计算）。

其它功能待上线（往届萌芽赛道项目数据已清空，查看往届项目信息功能待

陆续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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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标签页内，页面上方为查询区域，可根据学校名

称、参赛情况、赛道、项目名称、项目创始人姓名、是否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活动、项目创建时间进行查询。点击项目列表内项目名称可查看项目详情信息，

可通过页面右侧浮动功能栏内的“导出项目信息列表”功能键，对查询列表信息

进行导出。

注意：

a. 通过“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筛选框进行条件筛选，可对所有报名参加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信息进行统计

b. 通过“项目创建时间”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筛选框进行条件筛选，

可对某一时间段内创建的项目报名参加本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情况

进行统计（注：往年创建的项目也可报名参加本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c. 通过“参赛情况”筛选框进行条件筛选，可对如未报名参赛项目进行统计

d. 通过“参赛情况”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筛选框进行组合条件筛选

可对如报名参赛但未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进行统计

请注意：

此版块可查看本省系统内所有项目信息，但参赛情况、赛道、是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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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筛选特指本届大赛。

对筛选框筛选条件进行组合筛选，可满足不同查询需求，此处不再详述，

请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相应操作。

(二) 网络评审管理

该版块内容正处于优化开发阶段，上线后另行提供网评系统操作手册。

(三) 项目管理

“历届获奖项目管理”标签页内容处于开发阶段，敬请期待。

(四) 数据统计

省级管理用户可分赛道查看本省汇总数据及省内各高校数据，如累计注册用

户数、参赛报名数、参赛人次、项目各阶段情况、参赛组别及参赛类别情，并可

点击“导出报表”对统计数据进行导出。

(五) 专家资格审核

该版块即将下线，如需保存专家信息请尽快存档。

(六) 校级用户管理

1.查找/编辑校级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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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上方为查询区域，可根据学校名称、联系人、邮箱、联系电话、

进行查询，且可导出校级用户信息，包括学校名称、登录账号、联系人等

信息。

如上图，点击操作栏内的“编辑”后，可对学校 logo、联系人、联系电话、

邮箱重新进行编辑，但学校名称及登录账号不可编辑（注：此处修改联系电话

的功能不能同时修改该账号绑定的接受验证码的手机号。如需修改该账号绑定

的接受验证码的手机号，需点击“重置密码”后进入“修改手机号”页面进行

修改，具体流程详见 P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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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置密码

注：该校级账号需绑定接受验证码的手机号

方法一：校级用户自行找回密码，校级用户需进入登录页面进行“找回密码”操

作（详见 P1 页）。

方法二：省级后台协助操作，具体流程如下。

搜索至该校级账号，点击“重置密码”页面将跳转至“找回密码校验码发

送历史”页面。

点击“发送”后，校级账号绑定的手机随即接收到短信验证码，校级用户

再进入登录页面进行“找回密码”操作（输入收到的短信验证码，详见 P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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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点击“发送”后，显示“无可用号码，暂时不能发送短信验证码”，

则说明该校级账号未绑定可接收短信验证码的手机号，需进行绑定操作。

3.校级账号绑定可接收短信验证码的手机号

进入“校级用户管理”版块→点击“重置密码”→进入“找回密码校验码发

送历史”页面→点击左侧菜单栏的“修改手机号”按钮→输入该校级账号的用户

名（如上图）后，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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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手机号”输入框内输入需绑定的手机号（增加/修改），点击“添

加手机号”完成绑定操作。

(七) 账号设置

省级管理用户可修改密码：

登录进入省级管理平台，点击“账号设置”→“修改密码”可进入账号管

理页面，进行密码的修改，如下图。校级管理账号操作规则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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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级管理平台功能详解

进入校级管理平台，顶部可查看校级名称、电话及邮箱，右侧点击“大赛数

据概览”可快速查看本校国内赛道的累计参赛学生人数、累计参赛学生人次、累

计参赛项目数；红旅活动的累计参与人数、累计参与人次、累计参与项目数。

请注意：“人次”和“人数”的不同点在于“人次”允许对同一人重复进行

计算，而“人数”表示去重后的人员数量。

鼠标悬停国内赛道相应统计数字时，可查看国内各赛道，包括高教主赛道（简

称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简称红旅赛道）、职教赛道的统计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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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届大赛管理

1.主赛道、红旅赛道、职教赛道

“主赛道、红旅赛道、职教赛道”标签页内，页面的查询区域，可根据晋级

/获奖情况、省级奖项、项目创始人学历层次、项目名称、项目创始人姓名、赛

道、参赛组别、参赛类别、项目进展进行查询。

注意:对筛选框筛选条件进行组合筛选，可满足不同查询需求，此处不再详

述，请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相应操作。

校级账号登录后，项目“晋级/获奖情况”状态默认为报名成功，可根据情

况选择其他状态进行查询。如下图：

选择“报名成功”状态可查看本校已报名成功的项目。点击项目列表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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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可查看项目详细信息，附件可下载（不可下载项目 PPT 及 1 分钟视频）。

如上图，可通过页面右侧浮动功能栏：导出全部项目基本信息汇总表、导出

当页项目详情信息汇总表、批量下载当前页面项目计划书。

“评审”栏可对学生提交项目进行以下操作：

（1）“晋级/获奖情况”状态选择“报名成功”后，页面显示本校已报名成功的

项目列表，此时点击项目“评审”栏的“进入校赛”（可批量操作）后，项目状

态由“报名成功”变更为“进入校赛”状态；

（2）若进行“不通过”操作（可批量操作），则项目状态变更为“校赛不通过”

状态；

如操作有误，可点击“撤销晋级状态”按钮，项目可返回至上一阶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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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晋级/获奖情况”状态选择“进入校赛”后，页面显示本校进入校赛项目

的列表。项目进入校赛后，可点击项目“评审”栏的“推荐至省赛”（可批量操

作），项目状态由“进入校赛”变更为“推荐省赛”状态。

项目晋级操作流程图详见 P8 页

2.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标签页内，页面上方为查询区域，可根据参赛情

况、赛道、项目名称、项目创始人姓名、是否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项目

创建时间进行查询。点击项目列表内项目名称可查看项目详情信息，可通过页面

右侧浮动功能栏内的“导出项目信息列表”功能键，对查询列表信息进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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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 通过“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筛选框进行条件筛选，可对所有报名参加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信息进行统计

f. 通过“项目创建时间”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筛选框进行条件筛选，

可对某一时间段内创建的项目报名参加本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情况

进行统计（注：往年创建的项目也可报名参加本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g. 通过“参赛情况”筛选框进行条件筛选，可对如未报名参赛项目进行统计

h. 通过“参赛情况”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筛选框进行组合条件筛选

可对如报名参赛但未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进行统计

e.此版块可查看本省系统内所有项目信息，但参赛情况、赛道、是否参加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筛选特指本届大赛。

对筛选框筛选条件进行组合筛选，可满足不同查询需求，此处不再详述，请

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相应操作。

（二）项目管理

“历届获奖项目管理”标签页内容处于开发阶段，敬请期待。

（三）数据统计

校级管理用户可分赛道查看本校汇总数据，如累计注册用户数、参赛报名数、

参赛人次、项目各阶段情况、参赛组别及参赛类别情，并可点击“导出报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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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进行导出。

（四）专家资格审核

该版块即将下线，如需保存专家信息请尽快存档。

（五）账号设置

校级管理用户可修改密码：

登录进入校级管理平台，点击“账号设置”→“修改密码”可进入账号管

理页面，进行密码的修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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