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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 PC 操作说明 

1. 用户注册 

第一步： 

（一）直接访问系统网址：https://zkzx.cdzk.org/ 

（二）通过成都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官网（https://www.cdzk.org/）、

成都市招生考试网（http://www.cdzk.com/）提供的链接进入“成都市小升初网

络应用服务平台” 

第二步：进入系统后，请点击按钮【注册中考网络应用通行证】，系统

会自动进入成都市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使用须知页面 

 

第三步：请你仔细阅读《成都市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使用须知》，阅

读完毕后请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须知内容”，然后请点击按钮【开始注册】进

入注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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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请你正确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姓名、性别、毕业年

份、所在市区县、毕业初中、法定监护人 1姓名、法定监护人 1手机号等信息。 

其中：法定监护人 1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必须填写，法定监护人 2和其他联系人可

以选择填写。填写到注册信息中的手机号可以用于平台短信密码找回和手机 app

快捷登录。 

填写完毕后，请点击按钮【填写完毕注册】，注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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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登录 

进入平台（https://zkzx.cdzk.org/）后，请填写正确的身份证号、密码、

验证码，点击按钮“登录” 

 

 

3. 注册信息修改 

第一步：若你需要修改你的注册信息，请在登录成功后，在左上角用户

中心中点击按钮“注册信息修改”，进入信息修改页面 

 

第二步：修改你需要修改的信息，修改完毕后，请点击按钮【修改资料】，

修改注册信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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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录密码修改 

第一步：若你需要修改你的登录密码，请在登录成功后，在左上角用户

中心中点击按钮“登录密码修改”，进入密码修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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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请填写原登录密码、新密码、确认新密码，填写完毕后，请点

击按钮【修改密码】，修改密码成功。请用修改后的新密码登录成都市中考网络

应用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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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回密码 

第一步：若你已忘记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登录密码，请在进入平台后，

点击按钮【忘记密码】，系统自动进入找回方式选择页面 

 

第二步：请根据找回密码提示中的内容，选择适合你的方式，进行密码

找回。这里以“手机验证码找回”方式为例：点选手机验证码找回后，点击按钮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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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输入你注册时填写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点击按钮【发送

验证码】，再输入你收到的验证码，点击按钮【下一步】 

 
注意事项： 

若系统提供的方法都无法找回密码，请带上户口本或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

所在报名的区(市)县招考办书面申请重置密码。 

6. 查看帮助文档 

若您对系统相关使用有疑问，请按以下两种方法查看帮助： 

一：未登录时，在右侧提示内容中，点击按钮【查看详细帮助】 

 

二：已登录时，请在用户提示中点击按钮【用户帮助】，或点击右上角【用

户帮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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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进入子系统 

第一步：若你需要进入“中考报名、中考报名信息查询、全是普高录取

加分查询、部分普通高中学校招收外地学生报名、艺体特长生网上报名、成绩查

询、计划查询、志愿填报及查询、补充征集志愿、录取结果查询”子系统，请直

接点击按钮【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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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你需要进入的子系统的区域，或点击相应的【进入】按钮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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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退出系统 

若你完成相关操作后，需要退出登录，请在左上角用户中心中点击按钮【退

出系】”或在右上角点击按钮【退出系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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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考网上报名系统 PC 操作说明 

1. 用户登录 

通过成都市教育局官方网站、成都市招生考试网（http://www.cdzk.com/）

提供的链接进入“成都市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 

进入平台后，请填写正确的身份证号、密码、验证码，点击按钮“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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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中考报名页面 

第一步：登录成功后，点击按钮“下一步”，进入系统选择页面。 

 

第二步：选择系统“中考报名”，点击按钮“进入”，进入中考报名相关介

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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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交中考报名表 

第一步：点击按钮【开始填报】，系统会自动进入报名须知页面 

 

第二步：请您仔细阅读报名须知，阅读完毕后，勾选“我已阅读完毕”，并

点击按钮【填写报名表】，进入报名表填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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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请你选择政治面貌、考生类别、毕业小学、毕业初中、户口所在地、

户籍，输入父/母姓名、邮政编码、家庭住址、移动电话、固话（其中移动电话

和固话二者选其一即可)，另请根据你的需要选择是否接受招生考试服务短信、

是否报考川大附中空军航空实验班、是否选择残疾考生拟申请照顾（可不选或多

选）等信息，请确认所填写信息准确无误后，点击按钮【提交】，提交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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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其中，在第三步中，若你当前的报考点与学籍中的报考点不一致时，你

可以在填写报名表时修改你的毕业初中，即点击毕业初中输入框后的【选择】按

钮，再在弹出框中选中你的毕业学校，点击按钮【选择】，最后点击【填入选择

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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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提交和修改报名表时，若你所填写的移动电话当前已有 3名学生使用

了，你提交报名报名表时，系统会提示你：提示：所填写移动电话号码已有三名

学生使用，请填写其它电话号码！这时，你便需要填写其他号码才能提交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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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报名表 

一．提交报名表成功后，系统会跳转到查看报名表页面，在此页面，你可以

点击按钮【修改】进入修改报名表界面，重新输入你需要的信息后，再次点击按

钮【提交】即可修改报名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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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你提交报名后已经退出登录，你只需按照“2.进入中考报名页面”的

步骤进入中考报名页面，再按照“3.提交报名表”的第一步操作后，在报名须知

页面点击按钮【修改报名表】即可进入报名表修改页面，重新输入你需要的信息

后，再次点击按钮【提交】即可修改报名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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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报名表 

一．在你提交或修改报名表成功后，系统会自动跳转到查看报名表页面，你

可以在此页面查看你的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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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你提交报名后已经退出登录，你只需按照“2.进入中考报名页面”的

步骤进入中考报名页面，再按照“3.提交报名表”的第一步操作后，在报名须知

页面点击按钮【查询报名表】即可进入查看你的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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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手机操作说明 
 

1. 用户注册 

第一步：直接访问系统网址：https://zkzx.cdzk.org/ 

第二步：进入系统后，请点击按钮【注册中考网络应用通行证】，系统

会自动进入成都市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使用须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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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请你正确填写登录名、密码、确认密码、姓名、性别、毕业年

份、所在市区县、毕业初中、法定监护人 1姓名、法定监护人 1手机号等信息。 

其中：法定监护人 1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必须填写，法定监护人 2和其他联系

人可以选择填写。填写到注册信息中的手机号可以用于平台短信密码找回和手机

app 快捷登录。 

填写完毕后，请点击按钮【填写完毕注册】，注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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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登录 

直接访问系统网址：https://zkzx.cdzk.org/。进入平台后，请填写正确的身份

证号、密码、验证码，点击按钮“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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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册信息修改 

第一步：若你需要修改你的注册信息，请在登录成功后，在右上角点击

图标 ，然后点击按钮“注册信息修改”，进入信息修改页面 

第二步：重新输入你需要修改的信息，修改完毕后，请点击按钮【修改

资料】，修改注册信息成功 

 

4. 登录密码修改 

第一步：若你需要修改你的登录密码，请在登录成功后，在右上角点击

图标 ，然后点击按钮“登录密码修改”，进入密码修改页面 

第二步：请填写原登录密码、新密码、确认新密码，填写完毕后，请点

击按钮【修改密码】，修改密码成功。请用修改后的新密码登录成都市中考网络

应用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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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入子系统 

若你需要进入“中考报名、中考报名信息

查询、全是普高录取加分查询、部分普通高中

学校招收外地学生报名、艺体特长生网上报

名、成绩查询、计划查询、志愿填报及查询、

补充征集志愿、录取结果查询”子系统，请直

接点击所在模块区域或点击相应系统中的【进

入】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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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退出系统 

若你完成相关操作后，需要退出登录，请在登录状态下，在右上角点击图标

，然后点击按钮“退出系统”即可。 

 

7. 找回密码 

第一步：若你已忘记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登录密码，请在进入平台后，

点击按钮【忘记密码】，系统会自动进入找回方式选择页面 

第二步：请根据找回密码提示中的内容，选择适合你的方式，进行密码

找回。这里以“手机验证码找回”方式为例：点选手机验证码找回后，点击按钮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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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输入你注册时填写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点击按钮【发送

验证码】，再输入你收到的验证码，点击按钮【下一步】 

第四步：输入你要设置的新密码、确认新密码，点击按钮【下一步】即

可找回密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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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若系统提供的法都无法找回密码，请带上户口本或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所

在报名的区(市)县招考办书面申请重置密码。 

8. 查看帮助文档 

若您对系统相关使用有疑问，请按以下两种方法查看帮助： 

一：未登录时，请在登录区域中点击按钮【用户帮助】，你便可以相关的使

用帮助等信息。 

二：已登录时，在主界面中点击按钮【用户帮助】，你便可以相关的使用帮

助等信息。 

 

 

 

四、中考网上报名系统手机操作说明 

1. 用户登录 

（三）直接访问系统网址：https://zkzx.cdz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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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 过 成 都 市 教 育 局 官 方 网 站 、 成 都 市 招 生 考 试 网

（http://www.cdzk.com/）提供的链接进入“成都市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 

进入平台后，请填写正确的身份证号、密码、验证码，点击按钮“登录” 

 

 

2. 进入中考报名页面 

登录成功后，点击中考报名区域，或在改区域点击按钮“下一步”，系统会

自动进入中考报名相关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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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交中考报名表 

第一步：点击按钮【开始填报】，系统会自动进入报名须知页面 

第二步：请您仔细阅读报名须知，阅读完毕后，勾选“我已阅读完毕”，

并点击按钮【填写报名表】，进入报名表填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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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请你选择政治面貌、考生类别、毕业小学、毕业初中、户口所

在地、户籍，输入父/母姓名、邮政编码、家庭住址、移动电话、固话（其中移

动电话和固话二者选其一即可)，另请根据你的需要选择是否接受招生考试服务

短信、是否报考川大附中空军航空实验班、是否选择残疾考生拟申请照顾（可不

选或多选）等信息，请确认所填写信息准确无误后，点击按钮【提交】，提交报

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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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其中，在第三步中，若你当前的报考点与学籍中的报考点不一致时，你

可以在填写报名表时修改你的毕业初中，即点击毕业初中输入框后的【选择】按

钮，再在弹出框中选中你的毕业学校，点击按钮【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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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提交和修改报名表时，若你所填写的移动电话当前已有 3名学生使用

了，你提交报名报名表时，系统会提示你：提示：所填写移动电话号码已有三名

学生使用，请填写其它电话号码！这时，你便需要填写其他号码才能提交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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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报名表 

三．提交报名表成功后，系统会跳转到查看报名表页面，在此页面，你可以

点击按钮【修改报名表】进入修改报名表界面，重新输入你需要的信息后，再次

点击按钮【提交】即可修改报名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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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若你提交报名后已经退出登录，你只需按照“2.进入中考报名页面”的

步骤进入中考报名页面，再按照“3.提交报名表”的第一步操作后，在报名须知

页面点击按钮【修改报名表】即可进入报名表修改页面，重新输入你需要的信息

后，再次点击按钮【提交】即可修改报名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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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报名表 

三．在你提交或修改报名表成功后，系统会自动跳转到查看报名表页面，你

可以在此页面查看你的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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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若你提交报名后已经退出登录，你只需按照“2.进入中考报名页面”的

步骤进入中考报名页面，再按照“3.提交报名表”的第一步操作后，在报名须知

页面点击按钮【查询报名表】即可进入查看你的报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