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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数据上报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

工作的通知》（教体艺厅函〔2021〕16 号）等文件精神，现就 2021

年四川省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数据上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全省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

高等学校须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开展覆盖本校全

体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全省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另须开展视力相关测试，并于 12 月 31 日前完

成测试及数据上报工作。

二、测试内容

（一）《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修订版）》规定的各

年级测试项目。

（二）视力测试包括：左/右眼裸眼视力、左/右眼屈光球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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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左/右眼屈光柱镜 C、左/右屈光轴位 A。本次视力监测指标均

为必测指标。

三、数据上报

本年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须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及

四川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以下简称大数据中心）同步报

送。

（一）学生体质健康网

网址：由 www.csh.moe.gov.cn 变更为 www.csh.moe.edu.cn

账号、密码：与去年相同。

数据上报要求：学生的测试数据为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后

测试的数据；学生的年级、班级为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后所在

的班级、年级；各学校按系统提示依次上传班级信息表、学生基

本信息表、学生体测数据表、环境信息采集表。

（二）四川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

网址：www.scshdc.cn

账号、密码：与去年相同。

数据上报要求：将学生体质健康网上传的表格再次在大数据

中心上传即可。大数据中心数据上报只需进行省级审核。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务必确保报送在两个系统的数据保

持一致，省级审核通过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可在大数据

中心查询所辖范围内的学生体质健康统计分析结果。

http://www.csh.moe.gov.cn
http://www.csh.moe.gov.cn/
https://www.scshd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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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力数据填写说明

1.左/右裸眼视力：录入范围为 3.0 – 5.3 之间，保留一位

小数，如裸眼视力低于 3.0 以“9”代替。

2.左/右眼屈光：球镜、柱镜、轴位均为必测项目，需使用

专业视力验光仪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单进行视力结果录入，

球镜、柱镜保留 2 位小数，轴位为整数。球镜（S）数据范围为

-20.00D 至+20.00D，柱镜（C）数据范围为-20.00D 至+20.00D，

轴位（A）数据范围为 0°—180°，轴位为整数。

四、相关要求

（一）将组织开展体质健康测试计入教师工作量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作为教育部统一安排的学校体育年度常

规工作，请各地各校（含高校）严格按《教育部关于印发<学生

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教体艺〔2014〕3

号）和《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指标体系》等文件要求，明确将

组织开展体质健康测试（含统计、整理、上报）计入教师工作量，

每班每学年计 8 课时，并确保政策落实到位。鼓励各地各校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适当提高体质健康测试工作课时计算标准。

（二）做好体质测试安全保障

各校在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前，应充分了解学生身体健康

状况，对于因伤、因病或身体不适不能参加测试的学生，可由学

生自主申请并提交医院诊断证明，按规定办理免测手续。合理安



— 4 —

排测试前、测试中和测试后的医疗防护和质量保障措施,保证学

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工作的健康、安全和有序开展。

（三）确保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真实、完整

根据教育部工作要求，中小学阶段全体在籍学生、大学阶段

全体本、专科学生应按要求报送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教育厅

将对少报、漏报、真实性存在较大偏差的各级各类学校予以全省

通报。同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报送率、合格率等数据已列

入省属本科高校预算拨款制度评价标准以及学校体育工作经费

核算标准。

（四）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数据的分析与应用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应充分应用省级大数据中心所提

供的数据统计结果开展所辖范围内的学生体质健康数据分析与

应用，研判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制定相应的体质健康提升计划。

探索有效途径，健全家校沟通机制，及时将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

结果和健康体检结果反馈家长，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

（五）检查核对账号与学校数量

请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及时督促本地区学校检查本校体

质健康测试数据上报账号是否可用，学生学籍信息、学生数量是

否正确，如存在问题请尽快联系教育部信息中心处理；检查所辖

学校数量与学生体质健康网数量是否一致，已停办且在全国中小

学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学籍管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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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中无在籍学生的学校可申请删除，请以市（州）为单位将

学校名称、学校代码及删除原因汇总盖章后于 11 月 19 日前报送

教育厅。

（六）重视中职学校数据报送工作

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务必加强对辖区内中等职业学校（含

原来的中专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的指导、管理与数据审

核。各类型学校特别要注意统筹与妥善安排外出实习学生的测

试，确保不漏测、数据真实和按时上报。

（七）用户名密码找回

1.注册邮箱找回。点击数据上报平台登录界面“忘记密码”

功能，可通过注册邮箱找回，输入学校注册邮箱，完成验证后，

用户名密码将发送至学校注册邮箱。

2.函件找回。按照附件 4 表格填写完成后加盖单位公章发送

至 csh@moe.edu.cn 找回。

（八）“学籍信息”同步相关说明

中小学及中职学校学籍：2021 年，“数据上报平台”中继续

使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学籍信息。

大学学籍：2020 年成功报送数据的大学，“数据上报平台”

已对 2020 年数据进行了学年度升级，学校只需填写或导入大一

新生的基本信息。

mailto:csh@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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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上报平台”将于 9 月初开始陆续同步各校的学生学籍

信息，发现学籍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时，请各学校先在学校学籍

系统中核实后，再填写学校学籍问题信息反馈表进行反馈（附件5）。

（九）本年度继续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抽查复核工作，具体安

排另行通知。

（十）体质健康测试常见问题请查询学生体质健康网常见问

题页面。关于中小学生定期视力监测主要信息报送工作安排及报

送说明见附件。

五、技术支持

（一）学生体质健康网/教育部信息中心

咨询电话：010-66090906 转 4，邮箱：csh@moe.edu.cn

（二）四川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

咨询电话：028-87601108、87601187，邮箱：scshdc@163.com，

QQ：1912923569。

（三）教育厅体卫艺处联系人：刘晨，联系电话：

028-86111652，资料报送邮箱：284910629@qq.com。

附件： 1.全国中小学生视力监测信息报送说明

2.四川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使用说明

3.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定期视力监测主

要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

mailto:csh@moe.edu.cn
mailto:scshdc@163.com，QQ：1912923569
mailto:scshdc@163.com，QQ：191292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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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户密码查询申请表

5.学校学籍问题信息反馈表

四川省教育厅

2021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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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使用说明

根据教育部要求，2021 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校需要分别上报体

测数据和视力数据，大学仅需上报体测数据。

一、基础信息填写

学校在进行体测、视力上报前，需要使用excel表格导入基础

信息。基础信息包含班级信息表、学生信息表，表格内容及格式要

求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一致。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登录四川省学生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在顶部“上报”菜单

下拉项中选择“基础信息”项。

2.依次上传班级信息表、学生基本信息表后才能进入体测上报

和视力上报。

二、体测数据上报

体测上报需要填写体测数据表、环境信息表，表格内容及格式

要求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一致。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登录后，在顶部“上报”菜单下拉项中选择“体测上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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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次上传体测数据、环境信息表，检查导入数量无误后点击

“上报体测数据”按钮，完成体测上报。

三、视力数据上报

2021 年中小学需要上报视力数据，在同一学年中，学生基础

信息是视力与体测共用的，修改学生基础信息后，视力、体测数据

表中的基础信息部分将被同步修改。

视力数据表格内容及格式要求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一致。具

体操作步骤如下：

1.登录后，在顶部“上报”菜单下拉项中选择“视力上报”项。

2. 按要求填写视力数据表并上传，检查导入数量无误后点击

“上报视力数据”按钮，完成视力上报。

四、数据统计

各学校上传测试数据后，经教育厅审核通过，各级学校、教育

行政部门即可查询所辖范围内学生体质健康优秀率、良好率、合格

率等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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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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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用户密码查询申请表（学校用户）

学校

名称
注：加盖公章

学校

代码

申请

时间

校长
副校

长

数据测

试负责

人

电话
电子

邮箱

备注

注：1.学校名称需填写完整，并注明所属的省市县，不能有简化、

缩写等内容；

2.完整填写模版中信息后打印、加盖单位的公章，以扫描件或

高清图片的形式发送至 csh@moe.edu.cn 邮箱

3.无公章该文件无效。

mailto:以扫描件或高清图片的形式发送至csh@moe.edu.cn
mailto:以扫描件或高清图片的形式发送至csh@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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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及密码查询申请表（教育行政用户）

教育

局

全称 注：加盖公章

申请

时间

联系

人
电话

电子

邮箱

备注

注：1.教育行政机构名称需填写完整，并注明所属的省市县，不

能有简化、缩写等内容；

2.完整填写模版中信息后打印、加盖单位的公章，以扫描

件或高清图片的形式发送至 csh@moe.edu.cn 邮箱

3.无公章该文件无效。

mailto:以扫描件或高清图片的形式发送至csh@moe.edu.cn
mailto:以扫描件或高清图片的形式发送至csh@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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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四川省 学校学籍问题信息反馈表

问题序号
所属省份*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系统用户名* 系统密码*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学籍系统网址

学籍系统数据更新

时间*

学籍系统用户名 学籍系统密码

问题描述* 注：转出、转入的学生需要举例说明，提供相

应的学籍号。

学籍系统截图*

体质健康截图*

备注

注：1、带*号选项必须填写。

2、数据上报平台的用户名及密码信息如不填写无法处理相应问题。

3、不提供体质健康系统与学籍系统的问题对比截图者无法处理相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