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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前台 

1.1 系统简介  

北森生涯教育一体化平台（原“吉讯大学生职业测评与规划平台”），集“教、学、管、

测、评、就”6 大功能于一体。 针对性解决高校当前面临的师资力量短缺、学生就业意识薄

弱、课堂教学手段单一、咨询辅导专业性不足等问题。 北森生涯教育一体化平台针对性研

发了大学生全维度测评、名师线上课堂、实习岗位智能匹配等多项功能，赋能高校生涯教育

工作， 助力高校开展线上生涯教育、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等多项工作，帮助大学生好就业、

就好业。 

学生前台的访问方式有 PC 端和移动端两种，教师后台需在 PC 端访问，具体操作说明

如下： 

1.2 PC 端使用介绍  

学生使用自身账户密码，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学校提供的前台测评网址即可。 

注： 

1) PC 端必须使用电脑浏览器进行登录，建议使用 IE（8.0 版本以上）、谷歌、UC 浏

览器； 

2) 登录成功后建议更改初始密码； 

3) 根据学校不同，需访问该校独有的学生端链接，如：http：// 学校的二级域

名 .careersky.cn 

4) 如果学校需要通过本校官网直接访问，可以联系本校网址管理员，直接将本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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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台登录网址链接到本校官网即可。 

 

1.2.1 个人信息完善 

1. 学生通过学校提供的用户名和初始密码，首次登录系统后，须完成信息补充， 点

击“提交”按钮跳转到系统首页，学生方可进行系统中的任何其它操作。 

 注： 

1) 登录后建议修改初始密码，以免出现他人误登录的情况； 

2) 学号信息与账户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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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忘记密码，可以在登录页面点击“忘记密码”，进入找回密码页面，输入邮箱

或手机号点击“确定 ”按钮，系统会自动发邮件或者短信以便密码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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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需要修改个人信息，点击“个人中心”—“个人信息”修改即可。  

 

 账号激活须注意事项： 

1) 学生账号必须经过激活操作后才能正式进入系统进行测评； 

2) 完善个人信息时，请学生务必填写自己的真实信息，否则会影响到后台统计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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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查看情况； 

3) 请确保邮箱号和手机号务必真实准确，以便在忘记用户名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邮件

或者短信进行密码找回； 

 

 在“首页”里，学生可以通过点击右侧滚动条进入各模块 

（1）模块一：学生测评完成情况；兴趣雷达图；公告信息（平台公告和学校公

告）

 

（2）模块二：决策平衡单情况（如果未完成会显示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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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块三：最新发布的线上课程内容 

 

（4）模块四：实习僧空中宣讲会，实习推荐岗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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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现状评估  

1. 学生在首页点击“现状评估”进入当前页面； 

 

2. 点击“开始答题”进入答题页面； 

 

3. 现状评估部分一共 17 道题，完成后，点击“完成”或点击“现状评估”的“查看报

告” 可查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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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现状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选择进入不同部分“自我了解”、“职业

探索”、“决策行动”进行探索。  

1.2.3 自我了解 

“自我了解部分”包含“职业兴趣”、“职业性格”、“职业技能”“价值观”“学习风格”

五个模块，可分别完成相应模块的自我测评，获得报告，了解自身情况特点。  

职业兴趣测评  

1. 学生点击首页旋转球部分或顶部导航栏中“自我了解”的“职业兴趣”，即可进入职业

兴趣探索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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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开始答题”进入测评页面：  

  

3. 职业兴趣测评一共 94 道题，完成所有题目点击提交后学生可获得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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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评定  

1. 学生点击首页旋转球部分或顶部导航栏中“自我了解”的“职业技能”，都可以进入职

业技能探索页面，如下：  

  

2. 点击“开始答题”进入技能评定页面： 

1) 技能评定采取图片测试的方式，在第一页，学生点击相应的图片选择自己最擅长

的 5 项技能，如果超过 5 项和不足 5 项，都无法点击“下一页”按钮； 

2) 如果学生选错，可以重新点击所选图片取消选择； 

3) 如果学生不理解该项技能，可以将鼠标移至图片上，将呈现简单的文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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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学生正确选择完 5 项最擅长的技能后，点击“下一页”进入新的页面：  

1) 在本页面，学生需要在剩下的 30 项技能中选择 3 项自己最不擅长的技能，超过或

不足 3 项都无法点击“下一页”； 

2) 如果需要重新选择可再次点击已选图片取消当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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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学生完成 3 项最不擅长技能的选择，可以点击“下一页”进行下一步评定：  

 

1) 在本页，学生需对第一步选择的 5 项最擅长技能进行 1-5 的排列（1 是最擅长的技

能，5 是相对不擅长的技能）； 

2) 如果学生需要重新评定，可以点击已经排序的技能图片，全部重新开始选择； 

3) 如果学生排序完成，点击“提交，查看报告”按钮即可查看技能评定报告。  

职业性格/价值观/学习风格 

此三部分自我探索的过程与职业兴趣探索的过程类似，但每个测试的题目数量与所需时

间有所区别，每个测试平均用时大约在 10-20 分钟左右。  

补充说明 

其中，“现状评估”是对当下自己各方面整体情况的把握，“职业兴趣““职业性格”、“职

业技能”、“价值观”均会为学生推荐职业，“学习风格”主要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风格，学

生可以据此调节自己的学习方法，注意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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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试过程中，作答完一页题目后，请尽快对当前页面进行提交；当前页面如果没有

提交，一旦断电、关闭、或长时间（20 分钟以上）未操作，重新进入时，未提交

页面的作答记录无法保留（职业技能模块中途不能退出，否则数据会有丢失风险）；  

2) 使用同一账号可多次参与此六大模块的测评，但前后间隔必须多于三个月（90 天）；  

3) 每次探索的报告都会保存在相应页面及结果中心中，如果多次完成，可以查看最

近三次的结果报告；  

4) 所有报告都有两种形式：网页版嵌入报告、打印版报告。  

1.2.4 职业探索  

“职业探索”是职业生涯规划中很重要的一步，也是系统中的关键环节之一，系统在“职

业探索”部分包含三个环节：推荐职业、职业查询、收藏职业。  

推荐职业  

“推荐职业”包含两个方面：测评推荐职业和综合推荐职类；实习和工作岗位推荐。  

1. 测评推荐职业是根据学生所做的职业兴趣测评、职业性格测评、职业技能评定、职

业价值观测评共同推荐得到的常见职业列表。默认为交叉推荐职业排列在前面，

依次为其它推荐的职业，每个测评为 10 个职业左右。学生可以在列表中点开推荐

的职业查看具体的职业情况。  



                                                                  咨询热线：400-635-6690  

 14 

 

2. 综合推荐职类是将测评推荐的职业和根据学生填写的专业类别对应的常见职业整

合起来，归纳为不同职类，如下：  

  

学生点击具体的职类名称，可以查看相关职类的介绍，如：“内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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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类介绍页面，学生还可以点击相应的视频链接查看视频网站上的该职类中代表性职

业的视频。  

3. 推荐职业下面有根据测评推荐职类相匹配的实习岗位信息，每天固定时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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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查询  

“职业查询”有两种方式：输入关键字进行模糊查询，或者在职业分类列表中直接查询。 

 

1. 第一种方式：关键字查询  

1) 输入关键字，点击“查询”按钮即可进行模糊匹配查询，系统会呈现跟关键字相关的

一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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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某具体职业介绍的页面，在页面左侧对此职业有六个方面的描述：职业简介

和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和收入，职业发展和前景，知名单位和典型人物，职业对人

的要求，职业与我的吻合。学生可根据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点击页面上的标签按

钮，进行查看；  

 

3) 学生如果对该职业感兴趣，可以点击右下角的“收藏这个职业”收藏，收藏的职业将

会呈现在“收藏职业”部分列表中。   

 

2. 第二种方式：职业类查询  

1) 学生可以点击“职业查询”首页的职业大类名称，进入该类别的职业查询相关职业：  

 

2) 同样，学生也可以点击进入相关职业查看具体职业信息； 

3) 此外，学生还可以通过页面按钮“新兴职业”和“热门职业”查看相关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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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职业查询”页面，还可以点击右上角“专业类别推荐职业查询”进入具体页面，该

页面呈现学生所选专业类别对应的较为典型的职业，学生可以点开具体职业进行

查看； 

 

5) 同时，学生也可以重新选择不同的专业类别，查看其它专业类别推荐的典型职业。  

 

收藏职业  

“收藏职业”部分主要为了帮助学生更快速便捷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职业。 

 

1) 点击“添加”按钮，出现测评推荐职业列表页面，学生可从中选择相关职业添加到

“收藏职业”列表中； 

2) 收藏后学生可以直接点击进入，查看详细信息； 

3) 若想删除收藏职业，则选中其中一个或多个已收藏职业，点击“移除”即可。 

1.2.5 决策行动  

“决策行动”的流程包含两个方面：决策过程和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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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过程  

1) 在首页“决策行动”中点击“决策过程”，呈现决策首页； 

 

2) 点击“澄清我的迷思”，进入下级页面，可了解自己在哪些方面仍然存在非理性信念，

并能及时获得澄清； 

  

3) 在“决策过程”页面点击“决策工具：平衡单”，进入平衡单页面，学生可先通过下

图所示的小书签进行决策，学习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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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如何做决策平衡单后，学生在下述表格中完成平衡单； 

 

5) 学生按指导完成平衡单后可以查看结果报告，也可以重新做平衡单；  

6) 决策平衡单共设计有 15 个影响因素，1~12 个影响因素可直接下拉选择，13~15 个

影响因素可参酌个人情况自由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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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学生仍然不会使用平衡单，可以查看具体的平衡单示例来学习使用：  

  

行动计划  

职业生涯规划需要个体不断地摸索自我、加深自我探知的同时，再增加对外在职业世界

的了解程度，但其落脚点仍需要具体的“行动计划”。 

1) 在“决策行动”下点击“行动计划”，进入行动计划首页，点击“制定行动计划”按钮

可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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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根据指导完成相应的填写，即可获得行动计划报告。 

 

1.2.6 结果中心  

结果中心分为“测评报告”和“生涯计划书”两大部分。 

1. 测评报告 

 “测评报告”部分可以让学生更方便快捷地查看到已完成测评所产生的报告。 

1) 点击相应的图片即可查看不同的测评报告； 

2) 点击所有页面左侧的“我的报告”，均可查看已完成的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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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涯计划书 

1) 在导航栏中“结果中心”可继续探索“生涯计划书”功能，点击左侧导航栏的“生涯计

划书”进入首页； 

 

 

2) 如对生涯计划存有困惑，可点击“生涯计划书写作指南”等下载文档，学习他人如何

撰写生涯计划书； 

3) 点击“生涯计划书”按钮，获得基本版的生涯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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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课程 

“课程”部分包括全部课程和我的课程部分，具体如下： 

1. 全部课程 

视频共有两级分类，学生可以自行选择课程点击进行观看和学习；视频封面右上角会显

示观看进度。 

 

 需要注意的两点事项：1）不支持同时打开多个视频；2）关闭视频需要点击播放器

的关闭按钮，而不是将浏览器关闭，发生以上错误操作会弹出以下提示，请按照提

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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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的课程 

学生观看过的课程可以点击“我的课程”进行查看 

1.2.8 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部分包括个人信息、用户反馈和退出三个部分，具体如下： 

 

3. 个人信息 

如学生需要对个人的基本信息进行修改，可点击导航栏中“个人中心”的“个人信息”，

修改完成后，点击“提交”，待页面提示“修改信息成功”即说明完成信息修改操作。 

 

 



                                                                  咨询热线：400-635-6690  

 26 

 

4. 用户反馈 

学生在测评的过程中，如果对于生涯规划与探索过程中有所感悟和探知，或者对于系统

有一些建议和意见，可以通过“个人中心”的“用户反馈”部分进行交流反馈。在此页面所

提交的信息会立即被后台工作人员提取总结，如有需要，后续会保持沟通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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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退出 

点击“个人中心”的“退出”后会立即退出系统。 

注：如在测评中，切记不要随意进行“退出”操作。 

 

1.3 移动端使用介绍  

为方便学生随时随测，学生前台特更新了移动端的访问方式，具体操作如下： 

1.3.1 小程序 

在手机或平板微信的“发现”中，点击“小程序”，并在搜索栏中搜索“北森吉讯测评

系统”，点击该小程序，进入即可，如下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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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登录 

进入小程序后，填选学生所在学校、学生账户（一般为学号）及密码，如忘记密码，可

在登录页面点击“找回密码”，如下图列； 

   

1.3.3 账户激活 

1) 首次登录需要进行账户激活操作，请如实填写相关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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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个人信息时，带*号的位置为必填项，不能为空。邮箱和电话用于账号和密码查询，

请务必填写真实信息； 

            

3) 进入下一页面后，如需修改个人信息，可点击“修改信息”进行修改； 

           

1.3.4 进入测评 

登录后进入首页，通过左右滑动的操作，可以进入测评列表页面，点击 “测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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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相应模块的测试页面（首次登录会直接进入“现状评估”测评模块），如下图示： 

← 两页面间可左右滑动 →  

1.3.5 答题与提交 

1) 进入某测评模块后，请仔细研读当前测评的指导语与注意事项，以确保测评的顺利进

行； 

← 两页面间可左右滑动 →  

2) 不同测评模块的指导语会有所不同，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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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测评页面后，按照当前模块的答题要求进行答题即可，不同题目页面可通过左右

滑动进行切换。以下是典型题目页面举例： 

 

4) 完成当前模块的所有题目后，即可点击“提交结果”完成提交，进而会返回测评列表页

面；对于已完成测评模块即可查看测评报告；注意：为保证测评效果，同一测验在三个

月内只能测试一次。如下图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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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测评报告 

单个模块的测评完成后，点击测评名称后的报告图样即可查询测评报告（如上图示），

全部测评完成后，可查看对应模块的测评报告，下图列为报告举例： 

 

注：移动端可查看各个测评模块的结果报告，如想查看“生涯计划书”，可登录电脑端

进行查看和其他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