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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关于本手册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主要为你介绍了教学平台的功能，主要包

括概述、以及使用指南。 

通过阅读本手册，你可以快速掌握并使用该平台的使用。 

本手册结构 

第 1 部分 概述 

简单介绍了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帮助你了解教师使用管理后台的功能点和使用场

景，了解相关功能。 

第 2 部分 使用指南 

深入介绍平台的各项基础功能及如何使用，使你更加了解平台。 

如何阅读 

如果你是新用户，建议你按顺序仔细阅读本手册；如果你是老用户，可以直接选择你关

心的部分进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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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是针对教师角色的功能使用做介绍。以下对教

师使用过程中常用的功能做一个简要介绍，可以先通过阅读本节内容了解平台的设计初衷。

帮助你更快的使用平台。 

一、 数据字典管理 

数据字典是平台的属性管理功能，包括各种资源的状态，类型等。这些数据都是和平台

的内部功能相关的，绝大属性都是初始化以后关联到了代码中。教师管理过程中某些定义如

果想要修改展示名称是可以的，但是不太推荐教师直接去删除或者修改字典数值。教师可以

对数据字典中的技术方向进行维护，这个是平台的课程，试题，教材等等资源的技术方向。 

二、 授课管理 

教师可管理自己的课程，对课程进行课堂授课，直播授课，布置作业，布置考试，创建

课堂实验，管理学生，查看学生的学习进度。 

作业可以查看学生的完成情况，作业题答案分析，学生成绩分布，针对未完成作业的学

生教师可以发送催交作业的站内信 

考试可以查看学生的完成情况，考试题答案分析，学生成绩分布，针对未参加考试的学

生教师可以发送催交考试的站内信。 

课堂实验可以使用 OpenStack、Docker、AI实验的环境进行云实验操作，学生根据实验

步骤在云环境虚拟机中完成实验步骤。实验完成以后，需要学生提交实验报告，教师对其进

行评分。 

三、 课程管理 

可以管理开放课程，开放课程发布以后是学生可以自学，在自学过程中进行笔记记录，

问题讨论，课后作业的完成。教师可以在管理后台按照班级查看学生的学习进度，作业完成

情况。 

可以创建岗位课程，按照岗位课程的学习阶段，进行课程的排序和阶段划分，学生可以

直接选择岗位课程进行学习。 

四、 考试管理 

系统公共题库，教师可以公用试卷，使用试卷进行重复考试，考试支持限制和不限制时

间，集中考试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随来随考，学生答题可以使用单题作答的方式或者试卷作

答。简答题可以设置允许学生上传附件，学生在答题过程中不允许复制粘贴试卷内容，系统

会自动保存学生的考试答案。 

教师在判阅考试中，对学生的主观题进行判阅，可以查看考试题的选项分布情况，下载

考试成绩。 

五、 实训管理 

平台中有完整的案例任务拆分，教师可以使用平台的项目案例来创建实训，并且在实训

开始之前对实训的进行分配人员和项目，设置项目的阶段验收计划。在指导实训的过程中，

可以选择开放项目资料给学员参考，监控学员的成果物提交，进度安排，代码提交，工作汇

报；在完成一个阶段以后，对阶段进行验收，分标准评分。最后在实训结束以后对学员的整

体表现进行评分，下载学员的实训成绩。 

六、 教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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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平台的公共资源，维护好教材以后，教师可以使用教材直接创建课程。教材的结

构和课程是一样的，所以教材对课程是一对多的关系。 

七、 直播管理 

平台支持搭建本地直播服务器或者使用网易云的直播服务器进行直播授课，在授课过

程中，本地服务器可以进行白板操作，音视频分享，屏幕共享，教师自主录制直播。网易云

直播使用的 OBS的推流形式，需要老师使用工具进行推流直播，学生通过平台观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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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登录 
访问地址通常为：http://ipaddress 

系统内置教师用户：teacher 

密码：初始化密码为 123456 

输入账户及密码登录到智慧教学云平台。 

 

用户登陆以后，在头像的下面会有一个操作菜单【管理中心】 

http://ipaddress/portal-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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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管理中心，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我的工作台，在这里我们把当前平台的功能和使用流

程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展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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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器资源管理(可选) 
管理员可以查看平台共享目录下的所有资源，这些资源是给教材、课程、案例等资源服

务的文件资源。如下图： 

 

4.1  通过平台管理资源 

针对这个共享资源，教师或者管理员可以进行新建文件夹，上传文件，或者修改名称等

一系列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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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通过工具上传资源 

这个服务器资源就是后续手册中所说的 FTP 服务器资源，可以使用服务器的运维账号

通过 SSH 链接工具或者 FTP 链接工具上传,需要上传的地址通常为：/home/ITP/share/ftp

目录下。使用工具通常为 WinScp，使用 WinSCP上传文件时，一定要开启 UTF8 的编码格式，

否则上传的文件会乱码，导致程序不能读取，设置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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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连接工具以后，输入主机名、用户名、密码，点击高级，在环境下，服务器环境中

选择文件名 UTF-8 编码为开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使用资源管理账户登陆以后，选择进入到 ftp 目录中，可以直接拖拽文件夹上传，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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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字典管理（可选） 
系统数据字典很大一部分是和内置代码嵌套使用的，所以在管理过程中，请不要轻易去

删除已存在的字典值。 

教师选择进入系统管理->数据字典管理中找到技术方向分类的数据字典管理，可以查看

修改系统的数据字典。 

 

点击字典后的【分类详细】按钮，可以查看当前字典下的子项列表。如下图： 

 

5.1  技术方向管理 

教师可以对现有的技术方向进行编辑，可以追加子方向，也可新建技术方向，找到技术

方向字典（techType），点击【分类详细】进入到技术方向的管理页面。 

点击数据字典技术方向列表页中的【添加新字典】可以为当前的技术方向分类添加一个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 V1.2.0 版本 

 19 

子方向，也可以选择点击子方向后的【追加】按钮，系统会在当前子方向下级创建一个新的

子方向。如下图： 

 

注意：技术方向的字典数值是不允许重复的数字（0-32767），编辑的时候请勿轻易修改数

值，否则会导致页面展示的技术方向可能和最初的技术方向不匹配。 

如系统所示，平台的方向在维护上支持无限层级，但是，我们只允许添加到两级，在课

程，试题等资源中，均使用方向和子方向两级结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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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云课堂授课管理 
云课堂，是老师进行专业课授课的载体，在云课堂授课过程中，教师选择自己已经创建

发布的专业课，按章节知识点进行线下或者直播授课，并且在授课过程中进行学员管理，作

业管理，考试管理，实验管理（实验管理的所有功能请参考下一章《实验课管理》）。 

教师登录平台以后，点击右上角的头像进入到云课堂中心，可以查看到当前授课中、已

下线、已结束的课堂列表, 可根据开课年级进行筛选。如下图： 

 

6.1  云课堂新建 

教师点击页面上云课堂的【添加】图标，进入到云课堂新建页面，选择当前的课堂类型

为【标准课堂】，选择要筛选的课程方向，为当前课堂选择要授课的课程（只能使用自己的

专业课），推送学习的班级，选择在课堂发布时是否自动添加学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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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选择课堂方向以后，系统会搜索当前方向教师创建的可用的专业课。 

专业课程是可以包含作业、考试、实验的专业授课课程 

修改专业课程的作业题、考试题、实验室案例等，不会影响已创建的云课堂信息 

创建的云课堂默认只能被当前所选的组织学员查看 

6.2  发布授课 

课堂创建成功以后，教师确定无误后，即可点击课堂页面的【发布授课】按钮

，发布课堂信息，根据教师选择的学员加入的类型，自动添加学生会

将课堂所选组织里的用户全部加入到课堂中。如果未选择自动加入学生选项，课堂会推送到

平台的云课堂列表页面，只有当前组织（班级）的学生才可以查看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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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线下授课 

进入云课堂中，可以查看当前授课的专业课大纲目录，也可以下载当前课程的每章资料，

包括 ppt 和附件资料，如下图： 

 

教师选择章下的节进行授课，可以为 ppt 添加备注，进行白板讲课，也可以在授课过程

中切换关联的视频播放。如下图： 

 

6.4  课堂重现 

课堂重现是用于上传线下授课的录屏或者是使用网易云直播产生的直播回放，亦或者教

师可以上传课堂章节关联的一些学习视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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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课堂重现需要选择当前的视频针对的章节信息，同时只支持上传 H264 编码格式的

MP4文件，如下图： 

 

6.5  直播授课 

直播授课是教师选择章节信息以后，按照当前章节的 ppt 进行直播授课，授课方式有

BBB本地直播服务器和网易云 OBS 推流直播的形式，直播列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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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创建直播 

教师创建直播时，需要选择要进行直播的章节，以及直播时间。系统会使用当前所选章

的讲课 PDF为资源文档上传到直播服务器。如下图： 

 

6.5.2  开始网易云直播 

网易云直播是使用 OBS 推流直播，所以需要老师本地安装好 OBS的推流工具，下载地址

请查看帮助文档。 

使用网易云直播的时候，点击直播按钮，会弹出直播推流的地址，老师复制当前地址到

OBS的推流软件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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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开始 BBB 直播 

直播创建完成以后，教师选择加入开始直播进入到直播授课页面，因为直播使用的是直

播服务器，所以可能第一次访问的时候会提示 HTTPS 是不安全的链接，选择添加例外或者继

续访问就可以进入直播，具体帮助信息可以查看网站帮助文档，进入直播以后，教师可以在

直播过程中和学生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聊天，也可以使用画笔进行白板操作，可以为学

生共享声音，摄像头，屏幕等。 

 

注意：教师直播需要在准备好直播授课的资料以后，手动选择录制直播才会产生回放记录，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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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上传直播文档 

教师可以在授课过程中上传自己本地文档到直播服务器上进行授课，因为文档上传需要

一定的转换时间，所以是推荐教师在直播开始前提前进入到直播上传到服务器中，而且在直

播过程中上传的文档只会针对本次直播有用，结束直播以后，这个文档就失效。上传直播文

档如下图： 

 

6.5.5  共享屏幕 

教师在直播授课过程中可以进行屏幕共享，屏幕共享目前支持谷歌和火狐浏览器，谷歌

浏览器需要安装系统提供的拓展程序，具体的安装步骤请参考平台内帮助文档，屏幕共享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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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BBB 直播回放 

教师直播完成以后，回放不是及时产生的，如果直播内的学员未离开直播则不会产生回

放，所以需要老师在直播结束以后，手动点击【结束直播】按钮，点击以后系统会将直播记

录进行处理，在一定时间以后，教师可以通过发布回放查看当前直播的回放记录列表，教师

可以选择将直播发布到学生端或者删除直播回放记录，如下图： 

 

6.6.1  播放回放 

BBB直播记录了教师的白板操作，屏幕共享以及公共聊天信息，如下图：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 V1.2.0 版本 

 28 

 

6.7  公告/话题 

教师可以在授课前或者授课中的时候发布公告，教师也可以发起讨论话题，学生可以参

与讨论，如下图： 

 

6.8  课堂作业布置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根据授课情况进行作业题的添加，发布作业，并且查看作业题的

答题情况，课堂作业列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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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新建作业 

如果课堂引用的课程章节有关联习题，系统会将以章下的习题创建一个以章命名的作业。 

教师也可以创建新的作业，选择系统题库的试题或者录入，导入新的试题，如下图： 

 

6.8.2  作业批改 

教师在作业的学生管理页面中，选择未判阅的学生进入学生批改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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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学生成绩 

教师可以查看作业的学生提交情况和得分情况，可以查看学生的提交时间，主观题、客

观题得分，教师也可以对未交作业的学生发送消息，提醒学生做作业；教师还可以下载当前

作业的学生成绩表，如下图： 

 

6.8.4  成绩报表 

作业成绩报表页面，教师可以查看当前作业的得分分布情况，也可以下载到本地，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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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作业题分析 

有学生提交作业以后，教师就可以查看当前的作业题的分析报告，报告展示了客观题的

正确率和选项分布情况，客观题的平均分和得分分布情况，同时教师也可以将分析表按照

Excel 的形式下载到本地，如下图： 

 

 

6.9  课堂考试布置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根据授课情况，发布考试，并且查看考试的答题情况，课堂考试

列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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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新建考试 

教师创建考试支持两种方式，教师手动选题组卷或者学生考试时根据规则自动组卷。 

课堂考试创建时填写考试的一些规则信息，如下图： 

 

 如果教师选择的组卷方式为【选题组卷】则需要教师手动去题库或者课堂中选择试题添

加，或者手动录入或者批量导入试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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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选择自动组卷会根据课堂所选的课程来确定题库中要选择的试题的技术方向，教师

为每一个题组设置不同难度的试题出现的规则，学生会在考试时按照规则产生一个随机

试卷，如下图： 

 

6.9.2  试卷批改 

教师在考试的学生管理页面中，选择未判阅的学生进入学生批改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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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学生成绩 

教师可以查看考试的学生提交情况和得分情况，可以查看学生的提交时间，主观题、客

观题得分，教师也可以对未交考试的学生发送消息，提醒学生参加考试；教师还可以下载当

前考试的学生成绩表，如下图： 

 

6.9.4  成绩报表 

考试成绩报表页面，教师可以查看当前考试的得分分布情况，也可以下载到本地，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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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试题分析 

有学生提交考试以后，教师就可以查看当前的考试题的分析报告，报告展示了客观题的

正确率和选项分布情况，客观题的平均分和得分分布情况，同时教师也可以将分析表按照

Excel 的形式下载到本地，如下图： 

 

 

6.10  学生管理 

课堂的选课学生管理员可以通过后台进行管理，也可以由老师进行自己的学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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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  选课管理 

教师可以管理当前课堂的学员，查看学员的学习进度等等，也可以添加或者删除学员。

如下图： 

 

6.10.2  添加学员 

教师可以根据条件筛选要添加的学员，或者批量上传 excel添加学员，如下图： 

 

6.10.3  查看学生统计 

教师可以查看学生的学习时长进度，完成率进度，作业完成率，考试完成率，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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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率，如下图： 

 

6.10.4  学员审核 

教师可以管理当前申请加入课堂的学员，选择批量的通过或者拒绝，也可以删除学生的

申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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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云实验管理 
平台的学生实验是根据教师所选的实验室案例创建的，实验室案例所选择的虚拟机模板

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型的云实验：Openstack（使用云计算分配的虚拟机）、Docker

（使用 docker 容器分配的虚拟机）、WebIde实验、AI 实验（使用 AI实验环境）和无环境的

实验。 

7.1  云实验模板管理 

想要使用云实验，首先需要实验室案例支持云环境，每一个云实验，都需要一个虚拟机

模板来进行学生的虚拟机创建。目前可以创建虚拟机模板大概分为五大类：Openstack 虚拟

机模板、Docker 字符虚拟机模板、Docker 图形界面模板、AI 实验环境模板、WebIDE 编辑代

码模板。 

教师点击【资源管理】菜单下的【实验室案例模板管理】进入到平台的实验室案例模板

管理页面，可以查看当前的平台已有的所有模板，在实验过程中，每一个模板都可以生成一

个虚拟机。如下图： 

 

7.1.1  Openstack 虚拟机模板 

Openstack 虚拟机是平台使用 Openstack 的云计算资源为引用了本模板的实验室案例进

行虚拟机创建。 

在 openstack 实验案例模板的编辑管理中，选择云主机类型是【OpenStack】，选择要关

联的镜像（镜像是通过【云平台管理】->【镜像管理】创建或者使用 Openstack 的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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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创建），最后选择要创建的这个虚拟机的资源配置。 

虚拟机中的 CPU、内存、硬盘等资源会受平台部署的云环境限制，所以在选用的时候要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因为每一个学生分配一个虚拟机以后就会消耗所选择的虚拟机资

源。如果设置过大，可能导致云环境启动失败。如下图： 

 

7.1.2  Docker 字符虚拟机模板 

Docker 字符虚拟机模板是平台使用 Docker 容器的云计算资源为引用了本模板的实验室

案例进行虚拟机创建。 

在 Docker 字符虚拟机模板的编辑管理中，选择云主机类型是【Docker 字符界面】，选择

要关联的 Docker 镜像（镜像是通过【云平台管理】->【Docker 镜像】创建或者使用线下其他

工具创建），选择要创建的这个 Docker 虚拟机的资源配比，容器支持的 shell 类型。如下图： 

 

容器的 Shell 类型是指用户在通过Docker 连接虚拟机镜像命令行模式下所使用的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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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如果不确定镜像中是否包含其他，请选择 sh（最基础的 shell）。 

7.1.3  Docker 图形界面模板 

Docker 图形界面虚拟机模板是平台使用 Docker 容器的云计算资源为引用了本模板的实

验室案例进行虚拟机创建。 

在 Docker 图形界面虚拟机模板的编辑管理中，选择云主机类型是【Docker 图形界面】，

选择要关联的 Docker 镜像（镜像是通过【云平台管理】->【Docker 镜像】创建或者使用线下

其他工具创建），选择要创建的这个 Docker 虚拟机的资源配比，容器支持的 shell 类型。如

下图： 

 

容器的 Shell 类型是指用户在通过Docker 连接虚拟机镜像命令行模式下所使用的命令行

环境，如果不确定镜像中是否包含其他，请选择 sh（最基础的 shell）。 

7.1.4  AI 实验环境模板 

AI 实验室环境是平台使用 Docker 容器的云计算资源为引用了本模板的实验室案例进行

AI 实验的虚拟机创建。 

在 AI 实验室模板的编辑管理中，选择云主机类型是【AI 实验】，选择要关联的 Docker 镜

像（镜像是通过【云平台管理】->【Docker 镜像】创建或者使用线下其他工具创建）。如下

图：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 V1.2.0 版本 

 41 

 

7.1.5  WebIDE 编辑代码模板 

WebIDE 实验室环境是平台使用 Docker 容器的云计算资源为引用了本模板的实验室案

例进行 WebIDE 实验的虚拟机创建。 

在 WebIDE 实验室模板的编辑管理中，选择云主机类型是【WEB IDE】，选择要关联的

Docker 镜像（镜像是通过【云平台管理】->【Docker 镜像】创建或者使用线下其他工具创建）。

如下图： 

 

 

7.2  云实验案例管理 

想要使用云实验，首先需要实验室案例支持云环境。根据系统提供的模板，现在的云实

验大概有五种大类型：Openstack 虚拟机实验、Docker 字符虚拟机实验、Docker 图形界面实

验、AI 实验环境实验、WebIDE 编辑代码实验。额外还有一种可能是没有任何云环境的线下

实验，需要学生只提交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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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设置案例云环境 

在实验室案例的编辑信息页面中，选择当前的实验室案例的云环境。如下图： 

 

注意：只有在实验室案例的云环境中指定了当前的云环境类型，才能在后续的添加实验

室模板中根据所选的云环境来选择可用的虚拟机模板。 

修改已存在的案例云环境信息时，系统会清楚不是当前云环境的虚拟机模板。换言之就

是：修改实验室案例的云环境以后，需要重新关联实验室案例的实验室模板。 

实验室案例支持选择多个虚拟机模板，每一个模板会为学生创建一个虚拟机。 

7.2.2  OpenStack 实验室案例 

在实验室案例的基本信息中，编辑修改实验室的云环境为【OpenStack】后，在【实验室

模板】中根据当前的实验室云环境选择可用的 Openstack 实验室模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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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Docker 字符虚拟机实验案例 

在实验室案例的基本信息中，编辑修改实验室的云环境为【Docker 字符界面】后，在【实

验室模板】中根据当前的实验室云环境选择可用的 Docker 字符界面的实验室模板。如下图： 

 

7.2.4  Docker 图形界面实验案例 

在实验室案例的基本信息中，编辑修改实验室的云环境为【Docker 图形界面】后，在【实

验室模板】中根据当前的实验室云环境选择可用的 Docker 图形界面的实验室模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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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AI 实验环境实验案例 

在实验室案例的基本信息中，编辑修改实验室的云环境为【AI 实验】后，在【实验室模

板】中根据当前的实验室云环境选择可用的 AI 实验的实验室模板。如下图： 

 

在 AI 实验中需要添加用户的数据收集目录，学生进行实验时的某些共享数据。因为 AI

实验需要选择 Jupyter Notebook 产生的可执行文档，Jupyter Notebook（此前被称为 IPython 

notebook）是一个交互式笔记本，本身支持运行 40 多种编程语言,我们只提供了 Python 和 

TensorFlow 的环境支持。每一个 AI 实验必须为案例指定一个后缀名为“.ipynb”的文档。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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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Jupyter 的使用请参考官网：https://jupyter.readthedocs.io/en/latest/install.html 

7.2.6  WebIDE 编辑代码实验案例 

在实验室案例的基本信息中，编辑修改实验室的云环境为【WEB IDE】后，在【实验室

模板】中根据当前的实验室云环境选择可用的 WEBIDE 实验的实验室模板。如下图： 

 

7.2.7  线下实验案例 

如果实验室没有选择对应的实验室案例模板，学生则可以在线下执行实验步骤，完成对

应的实验报告。 

7.3  新建实验课 

教师点击页面上云课堂的【添加】图标，进入到云课堂新建页面，选择当前的课堂类型

为【实验课】，填写实验课名称，技术方向，上传课堂封面，填写简介信息，推送学习的班

级，选择在课堂发布时是否自动添加学生，如下图： 

https://jupyter.readthedocs.io/en/latest/install.html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 V1.2.0 版本 

 46 

 

7.4  发布实验课 

实验课创建成功以后，教师确定无误后，即可点击课堂页面的【发布授课】按钮

，发布课堂信息，根据教师选择的学员加入的类型，自动添加学生会

将课堂所选组织里的用户全部加入到课堂中。如果未选择自动加入学生选项，课堂会推送到

平台的云课堂列表页面，只有当前组织（班级）的学生才可以查看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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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云实验布置 

实验课创建以后，需要选择系统的实验室案例资源来产生实验，每一个案例对应实验课

中的一个实验，如下图： 

 

注意：点击 选择可以进行实验的案例，如下图： 

 

如果在搜索结果中，未找到适用的实验室案例，也可以点击列表前的新建按钮，进入到案例

的添加页面中。参考实验室案例管理 

7.5.1  实验发布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选择发布当前阶段要进行的实验，选择实验的预计结束时间，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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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实验报告查看 

教师选择提交实验报告的学生以后，可以查看当前学生的实验报告，也可以按照 Word

的方式下载学生实验报告，如下图： 

 

7.5.3  实验报告评分 

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验报告，对学生的任务进行评分，平且对学生实验进行评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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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实验虚拟机管理 

在实验过程中，教师可以针对当前的平台的实验虚拟机进行管理，如下图： 

 

 

7.5.5  实验统计 

查看实验的参与人数，评分情况，并且可以下载当前实验报告的学生成绩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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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实验学生得分 

教师查看当前的实验学生得分情况情况，或者下载当前学生的成绩表，如下图： 

 

 

7.5.7  学生进度监控 

教师可以在学生查看页面中查看当前课堂内学生的学习情况统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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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业课管理 
 

8.1  课程管理 

教师进入到课程管理的主页，在课程列表中教师可以查看所有的课程，但是只对自己的

课程拥有管理权限，如下图： 

 

8.2  新建课程 

平台课程支持课程导入和交互录入的方式新增课程，导入课程可以由教师准备好教学资

源的文件目录，将文件目录上传至 FTP 目录以后，导入到平台中。 

8.2.1  导入课程 

需要导入课程的资源文件目录如下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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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的节点没有后缀名的表示节点为文件夹,章的 pdf可以有多个。 

准备好的课程文件夹需要联系管理员通过 FTP 或者 SSH 的方式上传到服务器中，需要

上传的地址通常为：/home/ITP/share/ftp 目录下。使用工具通常为 WinScp，使用 WinSCP

上传文件时，一定要开启 UTF8 的编码格式，不然上传的会乱码，导致程序不能读取，设置

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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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连接工具以后，输入主机名、用户名、密码，点击高级，在环境下，服务器环境中

选择文件名 UTF-8 编码为开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教师可以在课程主页点击导入课程，选择当前要导入的课程方向，类型信息。如下图： 

 

设置好基本信息以后，点击导入文件夹，可以查看当前服务器中的可以导入文件夹，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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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根据文件大小所需的时间也长短不一，使用课程导入时，系统会同步创建一个

等量的教材。如果导入时间过长，教师可能不能即时看到导入结果，可以通过日志查看当前

的导入情况。 

8.2.2  新建课程 

教师也可以通过课程主页面进行开放课程的新建，教师可以选择或者不选择由之前已存

在的教材创建。如下图： 

 

8.3  设计课程 

教师导入或者创建课程以后，需要对课程信息查看和设计，教师可以查看当前课程概览，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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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基本信息 

教师可以在课程信息中设置课程的基本信息，包括封面，简介，方向等基本信息。如下

图: 

 

在编辑分类标签中，可以切换课程类别为专业课或者开放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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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设置授课教师 

在课程属性设置中，管理员或者当前的授课老师可以设置课程的授课老师，一旦授课老

师发生修改，课程的管理权限就只有当前授课老师和管理员才有修改的权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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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课程目录 

教师可以查看或者设计课程目录，在目录查看中，可以查看课程章节信息，预览视频，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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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知识点视频 

教师可以在目录中预览当前的知识点视频，点击知识点前的 图标，进行视频播放预

览，如下图： 

 

预览习题/试题 

教师在目录中点击【本章习题集】或者【本章试题集】可以查看当前章节下包含的试题

信息，鼠标滑过试题的 图标时，系统会弹出试题的详细选项及答案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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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 ppt 

教师点击目录中的【本章 PPT】可以查看当前章节下包含的所有 ppt 文件列表，点击 ppt

名称以后，即可下载 ppt到本地。如下图： 

 

预览附件资料 

教师点击目录中的【本章扩展资料】可以查看当前章节下的所有附件资料，点击资料名

称以后，即可下载到本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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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编辑目录 

教师可以在目录编辑页面设计课程相关章、节、知识点信息，如下图： 

 

8.3.5  添加编辑章 

教师在目录编辑页面，可以添加或者编辑章节，包括章的名称，简介以及章关联的章节

讲解 PPT 转换的 PDF，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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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服务器资料选择/添加 

教师可以使用管理员已经上传到服务器的章节 ppt转换的 PDF 文件，如下图： 

 

教师可以将自己的章节讲解 PPT 转换成 PDF上传到服务器后选择，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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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添加习题/考试题 

选择习题 

教师可以在章中加入习题，习题是教师在发布课程时用来产生作业的题，每一章以添加

后的习题创建一个习题集的作业，习题可以从题库中选择试题，如下图： 

 

新建习题 

新建章习题支持批量导入的方式，使用导入试题功能需要【下载模板】，填写模板时需

要注意，请使用 office 软件进行编辑。 

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选项为[选项+分隔符+内容]的格式，如 A：选项答案，选项在单

元格内换行使用（Alt+Enter），每一次换行会产生一个选项。答案为选项对应字符 

填空题：答案在单元格内换行使用（Alt+Enter），每一次的换行会导入成为一个选项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 V1.2.0 版本 

 64 

简单题：答案录入到答案单元格。 

注意：导入试题需要指定试题类型、难度、技术方向、子技术方向。 

另：因为模板是在部署初期生成的，如果模板中技术方向和子技术方向和平台不匹配，

修改为新的平台技术方向 

模板的填写结果如下图： 

 

课程习题支持手动录入，教师可以为章节录入作业题，如下图： 

 

8.3.8  选择章节资料 

教师可以选择或者上传课程相关的附件资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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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  添加/编辑节 

教材的知识点可以通过节来区分，教师在章下可以创建多个节，当章下存在多个 pdf 时,

需要在节上指定该节对应 pdf，如下图： 

 

8.3.10  添加/编辑知识点视频 

平台课程支持视频学习，教师可以在节下创建多个知识点视频，重复创建的视频在视频

资源库中只会保留一份，创建知识点视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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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使用的视频必须是使用 H264 编码 MP4 文件，不合规的视频不能录入到系统中，视

频的转换规则细则可以在选择文件弹窗中查看帮助文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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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1  选择实训案例 

教师可以选择课程关联的实训案例，用于在学习过程中展示，具体实训案例的使用需要

在创建实训中来使用，如下图：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 V1.2.0 版本 

 68 

 

8.3.12  选择实验室案例 

教师为专业课添加实验室案例，教师在使用课程创建授课的时候，系统会以这些案例为

原型创建课程实验，学生参加实验则会按照案例的模板创建虚拟机，所以一定要确定当前所

选的实验室案例是有虚拟机模板关联的，如下图： 

 

8.4  上线课程 

教师课程完成备课以后，点击详情页面右上角的状态按钮，切换为上线课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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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上线以后，教师可以通过创建云课堂的时候选择课程，如下图： 

 

8.5  删除课程 

只有草稿状态的课程才可以删除，删除课程时会有二次确认，如下图： 

 

注意：因为平台的视频资源，所以删除课程只是删除课程的关联数据，不会真实的去删除视

频文件，如果课程已经被专业课使用，已存在的专业课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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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开放课课程管理 
 

课程管理主要体现教师在备课过程中的操作，学生可以自主学习的开放课。 

 

9.1  课程管理 

教师进入到课程管理的主页，在课程列表中教师可以查看所有的课程，但是只对自己的

课程拥有管理权限，如下图： 

 

9.2  新建课程 

平台课程支持课程导入和交互录入的方式新增课程，导入课程可以由教师准备好教学资

源的文件目录，将文件目录上传至 FTP 目录以后，导入到平台中。 

9.2.1  导入课程 

需要导入课程的资源文件目录如下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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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的节点没有后缀名的表示节点为文件夹,章的 pdf可以有多个。 

准备好的课程文件夹需要联系管理员通过 FTP 或者 SSH 的方式上传到服务器中，需要

上传的地址通常为：/home/ITP/share/ftp 目录下。使用工具通常为 WinScp，使用 WinSCP

上传文件时，一定要开启 UTF8 的编码格式，不然上传的会乱码，导致程序不能读取，设置

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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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连接工具以后，输入主机名、用户名、密码，点击高级，在环境下，服务器环境中

选择文件名 UTF-8 编码为开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教师可以在课程主页点击导入课程，选择当前要导入的课程方向，类型信息。如下图： 

 

设置好基本信息以后，点击导入文件夹，可以查看当前服务器中的可以导入文件夹，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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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根据文件大小所需的时间也长短不一，使用课程导入时，系统会同步创建一个

等量的教材。如果导入时间过长，教师可能不能即时看到导入结果，可以通过日志查看当前

的导入情况。 

9.2.2  新建课程 

教师也可以通过课程主页面进行开放课程的新建，教师可以选择从已存在的教材创建。

如下图： 

 

9.3  设计课程 

教师导入或者创建课程以后，需要对课程信息查看和设计，教师可以查看当前课程概览，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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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基本信息 

教师可以在课程信息中设置课程的基本信息，包括封面，简介，方向等基本信息。如下

图: 

 

9.3.2  课程目录 

教师可以查或者设计课程目录，在目录查看中，可以查看课程章节信息，预览视频，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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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知识点视频 

教师可以在目录中预览当前的知识点视频，点击知识点前的 图标，进行视频播放预

览，如下图： 

 

预览习题/试题 

教师在目录中点击【本章习题集】或者【本章试题集】可以查看当前章节下包含的试题

信息，鼠标滑过试题的 图标时，系统会弹出试题的详细选项及答案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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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 ppt 

教师点击目录中的【本章 PPT】可以查看当前章节下包含的所有 ppt 文件列表，点击 ppt

名称以后，即可下载 ppt到本地。如下图： 

 

预览附件资料 

教师点击目录中的【本章扩展资料】可以查看当前章节下的所有附件资料，点击资料名

称以后，即可下载到本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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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编辑目录 

教师可以在目录编辑页面设计课程相关章、节、知识点信息，如下图： 

 

9.3.4  添加编辑章 

教师在目录编辑页面，可以添加或者编辑章节，包括章的名称，简介以及章关联的章节

讲解 PPT 转换的 PDF，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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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服务器资料选择/添加 

教师可以使用管理员已经上传到服务器的章节 ppt转换的 PDF 文件，如下图： 

 

教师可以将自己的章节讲解 PPT 转换成 PDF上传到服务器后选择，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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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添加习题 

 选择习题 

教师可以在章中加入习题，习题是教师在发布课程时用来产生作业的题，每一章以添加

后的习题创建一个习题集的作业，习题可以从题库中选择试题，如下图： 

 

 新建习题 

新建章习题支持批量导入的方式，使用导入试题功能需要【下载模板】，填写模板时需

要注意，请使用 office 软件进行编辑。 

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选项为[选项+分隔符+内容]的格式，如 A：选项答案，选项在单

元格内换行使用（Alt+Enter），每一次换行会产生一个选项。答案为选项对应字符 

填空题：答案在单元格内换行使用（Alt+Enter），每一次的换行会导入成为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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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题：答案录入到答案单元格。 

注意：导入试题需要指定试题类型、难度、技术方向、子技术方向。 

另：因为模板是在部署初期生成的，如果模板中技术方向和子技术方向和平台不匹配，

修改为新的平台技术方向 

模板的填写结果如下图： 

 

课程习题支持手动录入，教师可以为章节录入作业题，如下图： 

 

9.3.7  选择章节资料 

教师可以选择或者上传课程相关的附件资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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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  添加/编辑节 

教材的知识点可以通过节来区分，教师在章下可以创建多个节，当章下存在多个 pdf 时,

需要在节上指定该节对应 pdf，如下图： 

 

9.3.9  添加/编辑知识点视频 

平台课程支持视频学习，教师可以在节下创建多个知识点视频，重复创建的视频在视频

资源库中只会保留一份，创建知识点视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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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使用的视频必须是使用 H264 编码 MP4 文件，不合规的视频不能录入到系统中，视

频的转换规则细则可以在选择文件弹窗中查看帮助文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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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0  选择实训案例 

教师可以选择课程关联的实训案例，用于在学习过程中展示，具体实训案例的使用需要

在创建实训中来使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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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上线课程 

教师课程完成备课以后，点击详情页面右上角的状态按钮，切换为上线课程，如下图： 

 

课程上线以后，学生可以通过技术方向自主选择学习课程，学生查看已发布的课程列表，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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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删除课程 

只有草稿状态的课程才可以删除，删除课程时会有二次确认，如下图： 

 

注意：因为平台的视频资源，所以删除课程只是删除课程的关联数据，会删除学生的课程相

关学习记录，不会真实的去删除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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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训管理 
教师登陆以后进入个人中心的【实训活动】页面，可以查看自己当前的实训活动列表，

包括进行中、未开始、已结束的实训。展示了每一个实训的基本信息，分组信息或者分配的

人员信息，如下图： 

 

10.1  添加实训 

点击实训活动列表中的 图标，系统进入到实训添加页面，实训创建时分为团队

实训和个人实训。团队实训是在实训过程中，学生以小组协作的方式对实训项目进行案例开

发；个人实训是学生个人单独做一个实训项目的开发。创建实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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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会有成绩比重提示，个人实训没有 

10.2  团队实训管理 

团队实训是教师选择多个班级进行实训以后，对班级的学生进行分组实训，每一个小组

包含有名称、logo、和组长，系统默认创建的小组名称为英文字母的顺序，组长可以在实训

中心进行修改组名和 logo图片。 

团队实训中，组长需要对小组的微任务进行计划，然后分配到小组的成员进行完成，小

组成员完成任务提交以后，组长有义务对任务进行验收评分。在最后结束实训阶段，组长要

对小组成员进行内部评分，以供教师评分参考。 

在实训管理页面点击团队实训区域以后，可以进入到实训的主页，通过主页可以查看当

前实训的周期、用时（天数）、所选的实训的项目、参加实训的组织、分配实训的小组、还

有多少人未分配小组、每一个小组的实训信息等，如下图： 

 

10.2.1  实训分组管理 

团队实训在开始之前需要老师对所选班级的学生进行分组，设置组长，选择小组进行实

训的项目，注意，实训的项目只能由老师通过系统指定，不能学员自行选择。 

创建/编辑小组 

教师创建小组时，系统会根据当前的小组序号判断简单的小组名称，如“A 组……Z 组”，

还有系统提供的默认小组 logo，点击小组人员的添加按钮，为当前的小组添加组员，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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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组员弹窗中，会列出当前实训所选组织中，所有未被其他小组添加的组员，如下图： 

 

添加小组组员完成和选择了小组的实训项目以后，点击确定完成小组的创建，创建小组

成功以后，系统会提示教师是继续创建小组还是返回实训主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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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小组详细 

在团队实训主页，点击一个小组的区域，可以查看当前的小组实训信息，包括小组的名

称、logo、进度、所选的项目、小组的任务完成率（已完成任务数/项目总任务数）、计划完

成率（已完成任务数/组长已安排计划的任务数）、小组的代码提交行、代码删除行、提交次

数、代码中的 BUG、代码中的漏洞、代码中的坏习惯以及小组的成员信息，包括组员正在进

行中的任务，如下图： 

 

注意：在小组详细页面右侧的快速导航是方便老师可以直接快速定位到当前小组的操作

中，和平台顶部的导航有一定的区别，平台顶部的导航是整个实训层面的导航。实训开始以

后才会出现这个导航操作 

查看小组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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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小组的快速导航，点击【执行过程】可以查看当前小组的实训执行情况，包括学生

完成任务的时间、上传成果物时间、提交报告的时间等，数据按照时间倒叙排列，如下图： 

 

查看小组计划 

通过小组的快速导航，点击【任务计划】可以查看当前小组的组长分配的微任务情况，

包括每一个任务的执行人、任务执行时间等，如下图： 

 

查看组员信息 

在小组信息页面中，点击人员信息查看当前的人员信息，包括组员当前进行中的任务列

表，待检查的任务列表和已完成的任务列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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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也可以查看当前的任务详细信息，包括任务信息以及组员的完成信息，组长的任务

评分情况。如下图： 

 

10.2.2  项目计划管理 

教师只需要对实训的阶段设置实训时间就可以了，项目的微任务时间是由组长自行安排

的，教师可以选择本阶段的成果物是否开放给学生查看，推荐在阶段验收前不开放，验收以

后可以开放给学生，方便学生参考对照自己的成果物。如果实训选择了多个项目实训，可以

通过左边的项目名称进行快速切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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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阶段验收时间到了以后，教师有义务进行阶段的成果物验收 

10.2.3  项目资料管理 

项目资料管理是管理当前项目的参考资料都有哪些资料是不允许学生访问的，默认是可

以访问所有的资料，教师可以选择锁定文件夹或者具体的文件来限制学生的访问，如下图： 

 

10.2.4  开始团队实训 

教师完成了实训的分组后，并且所有分配了给了小组实训的项目都设置了阶段验收计划

以后，教师就可以开始实训了。实训一旦开始，不允许修改实训信息，分组信息，请确实这

些信息的正确性，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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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实训只有开始以后教师才可以进行后续的进度、代码、云主机审批、报告、阶段

验收、成果物、评分的管理 

10.2.5  实训进度管理 

教师可以查看通过顶部导航中【进度】导航到当前实训的所有小组的进度页面，这个页

面展示的是所选小组的组长已计划的全部微任务的进度条形图，X 轴是实训时间，Y 轴是微

任务信息，可以通过左边的小组名称快速切换到要查看的小组，如下图： 

 

10.2.6  实训代码管理 

平台对学生代码进行托管，教师可以参与到代码工作中，或者下载学生的代码查看源代

码，也可以查看学生代码库提交记录，查看整个代码库的代码量统计，小组成员的贡献情况，

小组代码库的质量检查结果，教师也可以直接对代码质量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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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仓库 

代码仓库页面中可以直接下载仓库压缩包，也可以根据帮助文档提示使用 git 命令行

的方式 clone 代码到本地。在实训创建的时候系统会默认创建一个 README.md 文件对当前

仓库的代码进行概述，还会创建一个默认的 src目录，这个可以根据实训具体项目学员自行

控制。如下图： 

 

提交记录 

提交记录会列出当前仓库的所有提交记录，包括提交人，提交代码的备注以及提交时间。

如下图： 

 

点击一条提交记录，可以在弹窗中查看当前提交的详细信息，包括用户的操作以及操作的文

件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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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统计 

代码统计是查看当前项目的代码行数和提交次数，并且通过柱状图的形式显示每日提交

的代码新增或删除行，如下图： 

 

代码贡献 

代码贡献中，可以查看小组成员的代码贡献度，每一个组员是一个柱状图的形式，清晰

明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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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质量 

代码质量检查是可以由组员或者老师发起的，在质量检查页面可以查看上一次的检查结

果，检查时间会和代码量成正比，所以可能需要稍微等待一点时间。代码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可以查看代码的 Bug数量，漏洞数量（vulnerability），坏味道数量（codeSemll），点击对

应的问题类型可以查看当前的问题列表，包括出现问题的类，提交人，等等信息。如下图： 

 

10.2.7  报告管理 

教师在实训过程中可以查看当前的小组提交的周报或者日报，系统默认查看当天或者本

周的报告，教师可以选择切换日期和组员进行切换查看。 

日报 

日报是学生提交的每日日报，同一个学生同一天最多只有一份日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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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 

周报是在实训过程中提交的每周汇报，同一周内只有一份周报，如下图： 

 

10.2.8  阶段验收管理 

实训的阶段验收是要验收学生的阶段成果物，每一个阶段系统都会默认为学生创建一个

成果物存放的文件夹，学生需要上传成果物到对应的文件夹下，教师在对阶段验收的时候是

针对实训项目的，需要先选择要验收的项目以及要验收的阶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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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验收打分阶段以后，进入到阶段验收页面，验收需要对当前实训选择了本项目的

全部小组的本阶段标准进行评分，系统根据每一个标准的占比计算出小组最后的阶段得分，

并且会根据这个阶段得分更新到小组的项目得分中。阶段评分如下图： 

 

10.2.9  成果物管理 

成果物查看是查看当前实训小组的成果物目录信息，系统在开始实训的时候是默认按照

阶段名称为小组创建了成果物文件夹，学生可以自行修改或者删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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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  结束实训 

教师可以选择自主的结束实训时间，实训结束以后并不会限制学生进入实训的操作，理

论上是老师不再对实训进行管理。 

10.2.11  评分管理 

实训的评分推荐在教师结束实训以后进行，因为评分会根据当前的小组的得分和教师评

分进行计算。评分界面中可以查看当前小组的项目信息，任务完成度以及项目的得分（根据

项目阶段评分自动统计），小组组员的得分规则，每一个组员的个人任务完成情况以及组长

给的参考分。教师修改得分需要修改教师打分和给的加分项，加分项通常不建议超过 5 分。

实训评分如下图： 

 

10.2.12  实训成绩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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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实训的主页店家下载成绩会下载当前实训中所有小组的成绩汇总，包括小组概览成

绩 sheet 页，以及每一个小组为一个 sheet页，包含了小组人员的得分情况。如下图： 

 

10.3  个人实训管理 

个人实训是教师选择多个班级进行实训以后，对班级的学生进行个人项目分配实训，每

一个学员自己完成一个项目的实训过程，自己制定项目计划。 

在实训管理页面点击个人实训区域以后，可以进入到实训的主页，通过主页可以查看当

前实训的周期、用时（天数）、所选的实训的项目、参加实训的组织、分配实训的学员、还

有多少人未分配、每一个学员的实训信息等，如下图： 

 

10.3.1  项目分配管理 

个人实训在开始之前需要老师对所选班级的学生进行项目分配，注意，实训的项目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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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老师通过系统指定，不能学员自行选择 

分配/移除人员 

实训未开始之前，教师可以通过个人实训主页的【管理项目人员】按钮进入实训项目的

人员分配页面中。在分配页面中可以搜索项目的实训人员或者添加/删除人员，如下图： 

 

添加项目实训人员的时候，只能添加未参与其他项目的人员，即每一个学员在一次实训

中只能之多参加一个项目。如下图： 

 

查看用户信息 

在个人实训主页，点击一个学员的区域，可以查看当前的用户的实训信息，包括用户的

姓名、进度、所选的项目、项目的任务完成率（已完成任务数/项目总任务数）、计划完成率

（已完成任务数/已安排计划的任务数）、代码提交行、代码删除行、提交次数、代码中的 BUG、

代码中的漏洞、代码中的坏习惯以及用户正在进行中和已完成的任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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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个人详细页面右侧的快速导航是方便老师可以直接快速定位到当前用户的操作

中，和平台顶部的导航有一定的区别，平台顶部的导航是整个实训层面的导航。实训开始以

后才会出现这个导航操作 

查看学员执行过程 

通过个人的快速导航，点击【执行过程】可以查看当前用户的实训执行情况，包括学生

完成任务的时间、上传成果物时间、提交报告的时间等，数据按照时间倒叙排列，如下图： 

 

查看学员计划 

通过个人的快速导航，点击【任务计划】可以查看当前用户的微任务计划情况，包括每

一个任务的任务执行时间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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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项目计划管理 

教师只需要对实训的阶段设置实训时间就可以了，项目的微任务时间是由学员自行安排

的，教师可以选择本阶段的成果物是否开放给学生查看，推荐在阶段验收前不开放，验收以

后可以开放给学生，方便学生参考对照自己的成果物。如果实训选择了多个项目实训，可以

通过左边的项目名称进行快速切换，如下图： 

 

注意：阶段验收时间到了以后，教师有义务进行阶段的成果物验收 

项目资料管理 

项目资料管理是管理当前项目的参考资料都有哪些资料是不允许学生访问的，默认是可

以访问所有的资料，教师可以选择锁定文件夹或者具体的文件来限制学生的访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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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开始个人实训 

教师完成了实训的项目人员分配后，并且所有分配了给了学员实训的项目都设置了阶段

验收计划以后，教师就可以开始实训了。实训一旦开始，不允许修改实训信息，项目分配信

息，请确实这些信息的正确性，如下图： 

 

注意：实训只有开始以后教师才可以进行后续的进度、代码、云主机审批、报告、阶段

验收、成果物、评分的管理 

10.3.4  实训进度管理 

教师可以查看通过顶部导航中【进度】导航到当前实训的所有用户的进度页面，这个页

面展示的是所选用户已计划的全部微任务的进度条形图，X 轴是实训时间，Y 轴是微任务信

息，可以通过左边的用户名称快速切换到要查看的用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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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实训代码管理 

平台对学生代码进行托管，教师可以参与到代码工作中，或者下载学生的代码查看源代

码，也可以查看学生代码库提交记录，查看整个代码库的代码量统计，学员代码库的质量检

查结果，教师也可以直接对代码质量进行检查。 

代码仓库 

代码仓库页面中可以直接下载仓库压缩包，也可以根据帮助文档提示使用 git 命令行

的方式 clone 代码到本地。在实训创建的时候系统会默认创建一个 README.md 文件对当前

仓库的代码进行概述，还会创建一个默认的 src目录，这个可以根据实训具体项目学员自行

控制。如下图： 

 

提交记录 

提交记录会列出当前仓库的所有提交记录，包括提交人，提交代码的备注以及提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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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 

 

点击一条提交记录，可以在弹窗中查看当前提交的详细信息，包括用户的操作以及操作的文

件内容。如下图： 

 

代码统计 

代码统计是查看当前项目的代码行数和提交次数，并且通过柱状图的形式显示每日提交

的代码新增或删除行，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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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质量 

代码质量检查是可以由学员或者老师发起的，在质量检查页面可以查看上一次的检查结

果，检查时间会和代码量成正比，所以可能需要稍微等待一点时间。代码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可以查看代码的 Bug数量，漏洞数量（vulnerability），坏味道数量（codeSemll），点击对

应的问题类型可以查看当前的问题列表，包括出现问题的类，提交人，等等信息。如下图： 

 

10.3.6  报告管理 

教师在实训过程中可以查看当前的学员提交的周报或者日报，系统默认查看当天或者本

周的报告，教师可以选择切换日期进行切换查看。 

日报 

日报是学生提交的每日日报，同一个学生同一天最多只有一份日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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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 

周报是在实训过程中提交的每周汇报，同一周内只有一份周报，如下图： 

 

10.3.7  阶段验收管理 

实训的阶段验收是要验收学生的阶段成果物，每一个阶段系统都会默认为学生创建一个

成果物存放的文件夹，学生需要上传成果物到对应的文件夹下，教师在对阶段验收的时候是

针对实训项目的，需要先选择要验收的项目以及要验收的阶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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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验收打分阶段以后，进入到阶段验收页面，验收需要对当前实训选择了本项目的

全部学员的本阶段标准进行评分，系统根据每一个标准的占比计算出小组最后的阶段得分，

并且会根据这个阶段得分更新到学员的项目得分中。阶段评分如下图： 

 

10.3.8  成果物管理 

成果物查看是查看当前实训学员的成果物目录信息，系统在开始实训的时候是默认按照

阶段名称为学员创建了成果物文件夹，学生可以自行修改或者删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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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  结束实训 

教师可以选择自主的结束实训时间，实训结束以后并不会限制学生进入实训的操作，理

论上是老师不再对实训进行管理。 

10.3.10  评分管理 

实训的评分推荐在教师结束实训以后进行，评分可以根据当前学员的所选项目，总任务

量，完成情况和默认的项目得分（根据阶段评分自动生成）进行教师评分。如下图： 

 

10.3.11  实训成绩下载 

在个人实训主页点击下载成绩按钮可以下载当前实训的个人成绩汇总。包括学员的任务

完成情况和最后的得分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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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云实训管理 
云平台支持使用华为云实训和本地的 OpenStack 云计算服务器进行云实训，在云实训过

程中，学生可以申请自己的虚拟机，根据右侧的任务指导，相关资料等在云主机内部进行实

训操作。 

11.1  云主机模板管理 

想要使用云实训，首先需要创建云环境模板。当前平台支持的云环境有本地 Open stack

云和华为公有云的形式。 

在 资源管理-云模板管理中，可以新建，编辑，启用/禁用云主机模板。 

 

新建/编辑云模板 

 创建时除简介外其他内容都需要填，注意最后的链接协议的顺序决定了学生进入实训时

优先使用的链接方式，默认链接方式应位于第一项，但使用华为云时需多选择一项可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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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镜像 

 对于本地私有云，镜像需要通过镜像管理或者 Openstack 页面提前上传，需实训教师提

前上传该实训需要的镜像。 

对于华为云，云实训目前可选用的镜像有私有镜像（当前的华为云账户自己上传的镜像）、

公共镜像（华为云的公共镜像），所选的镜像可供学生直接进行运行。 

虚机配置 

 对于本地私有云，虚拟机硬件配置是教师和管理员可自信编辑的, 但需要注意本地私有

云的实际性能,如果性能不高当创建了太多高配置的虚机后可能虚机会卡顿甚至无法启动. 

对于华为云，当前可选的虚机配置是华为云的云主机类型，列表中很多列出了全部的云

主机类型，华为云的云主机命名规则为： 

AB.C.D 

例如 m2.8xlarge.8 

其中， 

⚫ A 表示系列，例如：s 表示通用型、c 表示计算型、m 表示内存型。 

⚫ B 表示系列号，例如：s1 中的 1 表示通用型 I 代，s2 中 2 表示通用型 II 代。 

⚫ C 表示规格，当前系列中的规格大小，例如：medium、large、xlarge。 

⚫ D 表示内存、CPU 比，以具体数字表示，例如 4 表示内存和 CPU 的比值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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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对应关系相对复杂，可查阅华为云官网：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oductdesc-ecs/zh-cn_topic_0035470096.html 

我们一般使用的类型有四种：通用计算型、通用计算增强型、内存优化型、超高 IO 型。 

其中的硬盘很多显示为 0G 表示的是不限制硬盘大小。 

每一个配置对应的价格可能都不一样，根据和华为云的合作，通用计算型（s2.2xlarge.4 

CPU:8 核; 内存:32768M; 硬盘:0G）的一小时费用为 6 毛，但是这个仅作参考。 

可用区域 

此项为华为云需要选择的设置，不同区域的云服务产品之间内网互不相通；请就近选择

靠近您业务的区域，可减少网络时延，提高访问速度。 

通常选择的可用区域是：cn-north-1a 

协议 

支持用户连接的方式有三种：SSH、VNC、RDP，这三种连接方式首先是需要镜像支持。 

SSH：进入字符界面的操作的云主机 

VNC：进入图形界面的云主机 

RDP：进入 Windows 的远程桌面。 

 

启用/停用云模板 

在云模板管理的列表页面通过开关实现启用停用云模板 

 

11.2  云实训案例管理 

在案例创建或者编辑的时候，选择启用案例的在线云实训，然后选择对应的云环境信息。 

11.2.1  本地私有云环境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oductdesc-ecs/zh-cn_topic_0035470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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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的编辑信息中，第三步：云主机模板设置中，点击【选择云主机】，管理在云模

板管理中创建的模板。如下图： 

 

在弹出页面中可以通过筛选项选择使用本地私有云。关联对应的云模板配置。如下图： 

 

11.2.2  华为公有云环境 

在案例的编辑信息中，第三步：云主机模板设置中，点击【选择云主机】，管理在云模

板管理中创建的模板。如下图： 

 

在弹出页面中可以通过筛选项选择使用华为云。关联对应的云模板配置。如下图：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 V1.2.0 版本 

 116 

 

 

11.3  云虚机审核 

实训中所选的项目案例如果在案例管理的时候关联了云主机模板，那么学生参加本次实

训就可以申请一个虚拟机进行云实训，学生在实训中心发起申请云实训请求以后，等待老师

的审核。 

11.3.1  本地云虚机审核 

本地私有云的审核页面中可以查看当前申请的用户信息，实训项目信息，以及可以进行

的操作，可以通过或拒绝。如下图： 

 

通过 

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通过】按钮，系统会为当前学生在私有云中创建一个虚拟机, 

创建时会提示教师是否定时自动销毁该学生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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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 

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拒绝】按钮，拒绝学生的云主机使用申请，被拒绝的学生可以

重新通过申请。 

重新通过 

对于已拒绝的虚拟机申请，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重新通过】按钮，系统会重新为当

前学生在私有云创建一个虚拟机。 

关机 

对于通过审核的虚拟机，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关机】按钮，可以远程关闭学生的实

训机器。 

重置 

对于通过审核的虚拟机，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重置】按钮，可以远程重置学生的实

训机器，初始化为实训案例的虚拟机模板。 

 

11.3.2  华为云虚机审核 

华为云的审核页面中可以查看当前申请的用户信息，实训项目信息，以及可以进行的操

作。如下图： 

 

通过 

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通过】按钮，页面提示【处理中】按钮，等待一会儿，系统会

为当前学生在华为云创建一个虚拟机，创建时会提示教师是否定时自动销毁该学生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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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个低配置的虚拟机的消费是 6 毛/小时。 

拒绝 

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拒绝】按钮，拒绝学生的云主机使用申请，被拒绝的学生可以

重新通过申请。 

重新通过 

对于已拒绝或者已删除的虚拟机申请，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重新通过】按钮，页面

提示【处理中】按钮，等待一会儿，系统会重新为当前学生在华为云创建一个虚拟机，通常

一个低配置的虚拟机的消费是 6 毛/小时。 

关机 

对于通过审核的虚拟机，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关机】按钮，可以远程关闭学生的实

训机器。关机并不会停止华为云的收费策略。 

重置 

对于通过审核的虚拟机，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重置】按钮，可以远程重置学生的实

训机器，初始化为申请前的虚机。 

删除 

对于通过审核的虚拟机，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学生的华为云

虚机，删除以后华为云不再收费，删除的用户需要重新通过审核。 

分配公网 IP 

对于通过审核的虚拟机，教师点击申请列表中的【分配公网 IP】按钮，可以为学生的华

为云虚机分配一个公网访问的 IP 地址，分配公网 IP 以后，通常的收费标准是会比正常贵一

倍。 

11.3.3  实训云桌面监控 

点击实训云桌面监控按钮可查看学生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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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直播管理 
 

12.1  新建直播 

在个人中心-我的直播中，查看直播列表 

 

点击右侧加号创建直播，填写直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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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发布直播 

进入直播信息页面 点击发布直播 将直播发布到直播列表 

 

教师可以通过个人中心直播页面进入到直播管理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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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BBB 直播 

如果直播的方式为本地直播方式，教师开始直播以后会进入到直播服务器的地址，在直

播过程中教师可以播放文档，进行 PPT 演示，画笔分享，聊天交流，摄像头共享，共享屏幕。

需要注意的是，直播的录制需要教师手动开始录制 

12.3.1  文档直播 

 

12.3.2  共享桌面 

教师直播是 点击界面下方共享桌面按钮，将桌面共享给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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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画板共享 

演示文档时 可使用右侧工具栏相关演示工具 

 

12.4  网易云直播 

网易云直播是使用 OBS 推流直播，所以需要老师本地安装好 OBS的推流工具，下载地址请查

看帮助文档。 

使用网易云直播的时候，点击直播按钮，会弹出直播推流的地址，老师复制当前地址到 OBS

的推流软件中。如下图：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 V1.2.0 版本 

 124 

 

12.5  结束直播 

完成直播后 教师在直播详情页面 点击结束直播 设置直播状态 

 

 

12.6  设置回放 

直播结束后，可设置回放。如果教师在直播过程中选择了录制回放，在系统处理一段时间以

后可从录制列表中选择发布直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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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直播需自行上传回放，如下图： 

 

12.7  回放观看 

点击查看 观看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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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考试管理 
 

在使用平台进行考试管理时，需要使用管理员或者教师账户登陆到中软国际智慧教学云

平台的院校管理后台中，对平台可以进行的组织考试进行管理。组织考试支持单选题、多选

题、判断题、填空题、简答题五种题型，如下图，是组织考试的一个整体流程，为添加角色

的流程都是管理员或者教师完成。 

 

13.1  试题管理 

试题管理是维护当前平台的系统题库，题库包含（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填空题、

简答题）五种题型。如下图： 

 

13.1.1  导入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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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题库支持批量导入的方式，使用导入试题功能需要【下载模板】，填写模板时需要

注意，请使用 office 软件进行编辑。 

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选项为[选项+分隔符+内容]的格式，如 A：选项答案(选项和答

案的分隔符支持五个“．.、:：”)，选项在单元格内换行使用（Alt+Enter），每一次换行会产

生一个选项。答案为选项对应字符 

填空题：答案在单元格内换行使用（Alt+Enter），每一次的换行会导入成为一个选项 

简单题：答案录入到答案单元格。 

注意：导入试题需要指定试题类型、难度、技术方向、子技术方向。 

另：因为模板是在部署初期生成的，如果模板中技术方向和子技术方向和平台不匹配，

修改为新的平台技术方向 

模板的填写结果如下图： 

 

13.1.2  新建试题 

题库的各大题型支持平台手动创建，点击列表页面左上方的【添加试题】按钮，新建试

题的时候的根据所选新建试题的题型，用户需要填写的表单也会随着发生改变，如下图展示

的是单选题的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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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创建的试题会在题库中校验是否重复，重复校验字段有：（标题，内容，选项，答

案，难度，技术方向，子方向，题型，是否允许上传标识）以上字段完成重复时，系统只保

留最先的试题。 

13.1.3  编辑试题 

用户可以对已创建的试题进行修改，点击试题列表后操作栏下的【编辑】按钮，修改试

题的时候，不允许修改试题的题型，如下图： 

 

注意：试题在修改的时候，如果之前的考试试卷中已经引用了当前试题，则本次修改以

后的试题只会影响到以后的关联的试卷，之前已经创建存在的试卷不会收到本次修改的影

响。 

13.1.4  删除试题 

点击试题后的操作栏下【删除】按钮，删除当前所选的试题，试题在删除时，会有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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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如下图： 

 

注意：删除试题并不会影响已经创建成功的试卷，也不会影响已经参加考试的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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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试卷管理 

试卷管理是管理考试的试卷模板，这个模板是用于创建考试使用，在学生加入考试的时

候，以当前的模板为学生创建一个考试。 

点击左侧菜单【试卷管理】进入到当前的试卷模板页面，如下图 

 

注意：如果当前试卷关联考试，则试卷不允许删除。如果当前试卷关联的任何考试正在

进行中，则试卷不允许编辑修改 

13.2.1  新建试卷 

在试卷列表页面中点击左上角【添加试卷】按钮，进入到试卷添加页面，填写试卷的基

本信息，如下图： 

 

注意：试卷的组卷方式有两种：自动组卷（系统根据老师所选的试卷技术方向和设定的

选题规则为学生创建一个随机试卷）；手动组卷（老师选择试题或者录入、导入试题，对试

题进行排序设定分值）。 

另：试卷创建完成以后，只有当试卷的预定分值和设置的题组总分相等，试卷才能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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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考试引用。 

13.2.2  手动组卷 

在填写试卷基本信息时，如果选择的组卷方式不是自动组卷，老师需要自己去完成试卷

的试题选择，如下图： 

 

组卷时需要教师为试卷添加试题，设置分数，调整试题顺序。添加试题可以手动录入，

批量导入 

题库选题 

教师进入题组管理页面以后，点击题组中的选题操作按钮，点击以后可以为当前试卷的

题组选择题库中以存在的试题。 

 

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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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试题支持批量导入的方式，使用导入试题功能需要【下载模板】，填写模板时需要

注意，请使用 office 软件进行编辑。 

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选项为[选项+分隔符+内容]的格式，如 A：选项答案，选项在单

元格内换行使用（Alt+Enter），每一次换行会产生一个选项。答案为选项对应字符 

填空题：答案在单元格内换行使用（Alt+Enter），每一次的换行会导入成为一个选项 

简单题：答案录入到答案单元格。 

注意：导入试题需要指定试题类型、难度、技术方向、子技术方向，如果没有技术方向，

系统默认使用当前试卷的技术方向作为导入的试题方向。 

另：因为模板是在部署初期生成的，如果模板中技术方向和子技术方向和平台不匹配，

修改为新的平台技术方向 

模板的填写结果如下图 

 

新建试题 

试卷的各大题型支持平台手动创建，题组后的添加试题的按钮，新建试题的时候的根据

所选新建试题的题组类型，用户需要填写的表单也会随着发生改变，如下图展示的是单选题

的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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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创建的试题会在题库中校验是否重复，重复校验字段有：（标题，内容，选项，答

案，难度，技术方向，子方向，题型，是否允许上传标识）以上字段完成重复时，系统只保

留最先的试题，返回给试卷之前的试题信息。 

设置题组分 

为试卷的题组添加完试题以后，需要为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三种客观题设置题组分

数。填空题和简答题两种主观题需要根据试题内容来设置每道题的分数，如下图： 

 

修改试题 

试卷中的试题，点击试题标题可以进入试题查看，编辑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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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试题的编辑会同步到题库中 

13.2.3  自动组卷 

在填写试卷基本信息时，如果选择的组卷方式是自动组卷，老师只需要根据当前所选的

试卷的技术方向，题库中已有的难度试题进行规则和分数设置，如下图 

 

注意：自动组卷的试题来源于题库，如果后期题库题量减少会导致按照规则不能产生试

卷 

13.2.4  预览试卷 

教师可以预览当前创建试卷情况，自动组卷的预览是会为老师生成一个预览试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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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考试管理 

考试管理是管理平台的所有组织考试，只有发布了考试，学生才能接收到推送消息。 

点击左侧菜单【考试管理】进入到当前的考试管理页面，如下图 

 

注意：考试已开始后，不允许撤回 

 

13.3.1  新建考试 

考试新建分为两种:集中考试、随来随考，两种考试规则的主要区分在于时间限制和重

考次数限制。每一种考试类型都需要选择考试的参考班级。如果不选择参考班级，作为外部

考试，学生只能参加考试，不能查看考试结果。 

集中考试 

考试设定统一开始时间，允许学生迟到考试的时间，超过迟到时间以后，不允许加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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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并且集中考试只允许考试一次，新建集中考试如下图： 

 

随来随考 

考试设定一个考试时间段，在未到结束时间前，学生可以自由加入考试，同时，老师可

以设置学生可以参加考试的次数，学生在提交答案以后，可以根据考试次数的限制继续参加

重考，新建随来随考如下图： 

 

13.3.2  查看考试信息 

完成考试信息填写以后，点击列表页面查看按钮，可以查看当前考试的推送组织和基本

信息。如果考试是外部考试，则会查看到一个发送给学生的可参加考试的外部链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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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发布考试 

考试信息确定无误以后，在列表页面点击发布考试的滑块，可以发布考试，如下图： 

 

发布考试会推送考试信息给当前参加考试所有班级学生。 

13.4  阅卷权限 

阅卷权限分为管理员和阅卷教师。 

➢ 管理员：管理员拥有最高权限，可以查看当前所有已发布考试的提交情况。 

➢ 阅卷教师：阅卷老师需要管理员或者创建考试的老师进行分配，判阅老师只有是被

分配组织考试的判阅权限，阅卷老师才可以查看到当前考试的提交情况。 

13.4.1  设置班级阅卷老师 

阅卷教师可以在考试创建时，发布时，进行中，完成以后设置，针对当前考试的所有参

考班级，为每一个班级设置一个批阅教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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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选择阅卷老师 

选择组织班级以后，可以从当前平台的全部教师角色中选择教师，这里的用户只有教师

角色才可以被选择。 

 

注意：选择的教师确定已经被管理员分配了考试相关权限并且有考试判阅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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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考试判阅 
注：考试判阅的的数量来源于教师是否有分配判阅考试，管理员可以查看全部的考试 

14.1  考试列表 

阅卷用户点击左侧考试管理中【考试判阅】按钮，可以查看当前已发布的所有考试的学

生提交情况，如下图： 

 

14.2  考试交卷详细 

阅卷老师可以查看通过查看详细进入到考试的学生提交页面，查看当前考试的学生提交

结果以及当前的得分情况。如下图 

 

14.3  试卷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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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列表中，选择要批改的学生，点击操作栏下的【判阅】或者已判阅的学生点击【重

新判阅】进入到学生的答题批改页面，系统对主观题以进行批改，教师只需要批改主观题，

如下图： 

 

教师提交判阅以后，系统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用户，或者教师可以通过用户头像的选择切

换到要批改的学生。 

14.4  查看判阅结果 

老师判阅完成以后，可以查看学生的答题结果，点击学生操作栏后的【查看】按钮，如

下图： 

 

14.5  下载成绩表 

在判阅学生列表页面中，点击【导出成绩】按钮，下载当前参加考试所有学生的得分成

绩，包括姓名、手机号、交卷时间、主观题得分、客观题得分。如下图：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 V1.2.0 版本 

 142 

 

14.6  下载学生答案 

点击学生操作栏后的【下载答题详细】按钮，可以下载当前考试的学生答题情况和得分

情况，包括试题信息和学生答案以及得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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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查看分析报告 

教师可以在学生列表页面切换到【统计分析】页面下，查看当前考试的试题统计分析，

包括客观题的正确率和选项分布统计。主观题的平均分和的分数量统计，如下图： 

 

14.8  下载分析报告 

教师在统计分析页面中，可以点击【下载报告】下载当前的统计分析报表，包括试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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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人数统计，正确率和平均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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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案例库管理 
案例库管理是管理平台实训所使用的项目案例资源，主要分课设案例和综合案例两大类。 

点击左侧菜单的【案例库管理】进入案例的管理页面，如下图： 

 

注意：案例管理中，只有未发布的案例才可以编辑案例信息，已发布的案例不允许删除

和编辑信息。 

15.1  新建案例 

点击页面上方的【新建案例】按照下图将案例信息录入，案例名称、案例类型、案例分

类、预计周期、推荐人数、应用领域、案例价格、案例标签、案例简介、案例详细介绍，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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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案例基本信息编辑以后，可以点击【完成】保存当前的案例信息，也可以点击【下

一步】进行案例的资料信息维护。 

15.2  案例资料管理 

进入案例资料维护页面中，系统会为当前创建的案例添加一个默认的演示图片，用户可

以删除以后上传自己的案例展示图片，可以是多个。同时，系统为了资料规划整洁，已经为

用户默认创建好了一个案例资料盘，包含六个文件夹（01-项目管理、02-需求、03-系统设

计、 04-代码、 05-提交物、 06-参考资料），这六个文件夹的定义是在数据字典

（projectDefaultRefs：案例资料默认目录）中进行定义的，和平台有关，如果需要修改这部

分，请联系管理员进行数据字典的修改。如下图： 

 

15.2.1  示例图片管理 

在示例图片添加弹窗中，用户可以添加多个项目案例的展示图片，如下图： 

 

15.2.2  案例资料管理 

用户对案例资料进行管理时，可以对当前的目录进行管理，包括新建目录、上传文件、

修改文件名称、删除文件等，也可以选择共享服务器上的资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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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选择服务器资源时，可能因为文件过多，系统处理缓慢，可以后续再查看。 

15.3  关联云主机模板 

如果希望案例可以进行云实训，请开启在线云实训功能，该功能需要平台部署环境支持

云服务，可以是 Openstack 或者 Docker云服务，如下图： 

 

15.4  关联案例资源 

案例关联的资源主要是课程资源，点击添加资源后，展示当前可选的开放课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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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任务管理总览查看 

项目任务管理包括阶段和微任务的管理，进入案例的任务管理页面，可以根据左侧的任

务导航定位查看选择的阶段或者微任务信息。 

15.5.1  阶段信息查看 

阶段信息中包括阶段名称、在项目中的占比、建议时间、评分标准、任务说明。查看阶

段基本信息如下图： 

 

15.5.2  阶段资料查看 

阶段资料包括了文件、视频、内/外链接、HTML包这五种资料类型，可以为学生在做实

训的过程中提供指导和学习参考。如下图： 

 

参考资料中的文件和视频是可以下载的，视频和链接是可以预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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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  阶段成果物查看 

阶段成果物是教师在实训过程中，对学生的阶段验收的参考标准。教师在实训过程中可

以选择是否将本阶段的成果物开放给学生。成果物展示如下图： 

 

15.5.4  微任务信息查看 

微任务信息中包括任务名称、在阶段中的占比、建议时间、任务级别、任务类型、任务

说明。查看微任务基本信息如下图： 

 

15.5.5  微任务资料查看 

微任务资料包括了文件、视频、内/外链接、HTML 包这五种资料类型，可以为学生在做

实训的过程中提供指导和学习参考。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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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中的文件和视频是可以下载的，视频和链接是可以预览的 

15.6  导入 CherryTree 阶段和微任务 

阶段和微任务可以导入 CherryTree 的数据，要求 CherryTree 的导出数据为 HTML 格式

的文件。在使用平台导入时会清空案例原有的阶段和微任务数据，请谨慎使用。导出的 HTML

文件结构如下图： 

 

在任务编辑页面中，点击【导入 CherryTree 数据】按钮，弹出的资源选择器中选择当

前导出的 CherryTree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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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herryTree导入的阶段和任务数据，需要进行一些必要信息的维护。 

15.7  阶段管理 

阶段管理包括了阶段信息的管理、阶段资料的管理、阶段成果物管理。 

15.7.1  阶段信息管理 

对项目阶段的拆分包括阶段名称、阶段在项目中的占比，阶段的建议时长，阶段的评分

标准，阶段的说明，编辑页面如下图： 

 

字段说明： 

⚫ 项目占比是指使用项目案例做实训的时候，学生的阶段得分最终换算成项目得分的比例。 

⚫ 建议时长是教师在设置阶段验收时间的时候，系统会根据建议时长自动推荐阶段的验收

时间 

⚫ 评分标准是当前的阶段验收标准，可以添加多个标准，标准项的维护是通过数据字典进

行维护，推荐每一个阶段的验收标准和为 100% 

15.7.2  阶段资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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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资料是学生在实训过程中的参考资料，学生可以学习或者下载查看，阶段资料的管

理页面如下图： 

 

15.7.3  阶段成果物管理 

阶段成果物是今后实训过程中，可以为学生完成阶段成果物提供参考，教师随着实训过

程的跟进选择开放哪些阶段的成果物给学生。阶段成果物可以教师本地上传或从资源服务器

中选择，如下图： 

 

 

15.8  微任务管理 

微任务管理包括了微任务信息的管理、微任务资料的管理。 

15.8.1  任务信息管理 

对阶段的任务拆分包括任务名称、任务在阶段中的占比，任务的建议时长，任务级别，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教师使用手册 V1.2.0 版本 

 153 

任务类型，也可以包含多个前置任务，任务说明，编辑页面如下图： 

 

任务说明可以是任务执行步骤的具体描述或者概括描述，这是学生实训时候的主要参考。 

15.8.2  任务资料管理 

任务资料是学生在实训过程中的参考资料，学生可以学习或者下载查看，任务资料的管

理页面如下图： 

 
 

15.9  删除案例 

未发布的案例可以删除，案例删除以后，用这个案例的实训都将收到影响，所以删除案

例需要二次确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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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导出案例 

导出案例可以是选择导出到共享服务器中，如果案例内容过多可能会超时，后续在服务

器管理中下载压缩包，如下图： 

 

注意：导出案例的时候，选择文件夹为单击，如果双击就是进入到文件夹内部了。 

15.11  发布案例 

案例发布时会校验案例的完整性，只有案例信息，阶段、任务信息完善的案例才允许发

布，发布以后的案例可以用来创建实训，同时案例也能被学生通过前台检索查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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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教材管理 
 

教材管理是针对教材资源的管理，教材资源可以用于重复的创建专业课或者开放课。 

 

16.1  教材管理 

教师进入到教材管理的主页，可以预览当前平台的教材统计信息。如下图： 

 

教师可以通过快捷的选项进入到教材的列表页面，进入到教材列表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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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新建教材 

平台课程支持课程导入和平台录入的方式新增教材，导入教材可以由教师准备好教学资

源的文件目录，将文件目录上传至 FTP 目录以后，导入到平台中。 

16.2.1  导入教材 

需要导入教材的资源文件目录如下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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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的节点没有后缀名的表示节点为文件夹。 

准备好的教材文件夹需要联系管理员通过 FTP 或者 SSH 的方式上传到服务器中，需要

上传的地址通常为：/home/ITP/share/ftp 目录下。使用工具通常为 WinScp，使用 WinSCP

上传文件时，一定要开启 UTF8 的编码格式，不然上传的会乱码，导致程序不能读取，设置

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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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连接工具以后，输入主机名、用户名、密码，点击高级，在环境下，服务器环境中

选择文件名 UTF-8 编码为开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教师可以在教材主页点击导入教材，选择当前要导入的教材方向，类型信息。如下图： 

 

设置好基本信息以后，点击导入文件夹，可以查看当前服务器中的可以导入文件夹，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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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导入根据文件大小所需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如果导入时间过长，教师可能不能即时

看到导入结果，可以通过日志查看当前的导入情况。 

16.2.2  操作日志 

教材的导入导出和课程的导入导出都会在日志记录中添加记录，观看记录如下图： 

 

16.2.3  新建教材 

教师也可以通过教材主页面的【创建教材】按钮新建一本教材，填写教材的基本属性和

封面图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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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设计教材 

教师导入或者创建教材以后，需要对课程信息查看和设计，教师可以查看当前课程概览，

在概览页面，教师可以对当前的教材进行健康检查，如果其中有必备条件为完成，教材不允

许上线，如下图： 

 

16.3.1  基本信息 

教师可以在教材信息中设置教材的基本信息，包括封面，简介，方向等基本信息。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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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  目录 

教材目录设计是教师针对教材目录结构编辑查看页，教材分为章、节、知识点视频三级

结构，如下图： 

 

16.3.3  编辑目录 

教师可以在目录编辑页面设计课程相关章、节、知识点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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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  添加编辑章 

教师在目录编辑页面，可以添加或者编辑章节，包括章的名称，简介以及章关联的章节

讲解 PPT 转换的 PDF，如下图： 

 

16.3.5  服务器资料选择/添加 

教师可以使用管理员已经上传到服务器的章节 ppt 转换的 PDF 文件，教师可上传多个

pdf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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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将自己的章节讲解 PPT 转换成 PDF上传到服务器后选择，如下图： 

 

16.3.6  添加习题/试题 

 选择习题 

教师可以在章中加入习题，习题是教师在发布课程时用来产生作业的题，每一章以添加

后的习题创建一个习题集的作业，习题可以从题库中选择试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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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习题 

新建章习题支持批量导入的方式，使用导入试题功能需要【下载模板】，填写模板时需

要注意，请使用 office 软件进行编辑。 

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选项为[选项+分隔符+内容]的格式，如 A：选项答案，选项在单

元格内换行使用（Alt+Enter），每一次换行会产生一个选项。答案为选项对应字符 

填空题：答案在单元格内换行使用（Alt+Enter），每一次的换行会导入成为一个选项 

简单题：答案录入到答案单元格。 

注意：导入试题需要指定试题类型、难度、技术方向、子技术方向。 

另：因为模板是在部署初期生成的，如果模板中技术方向和子技术方向和平台不匹配，

修改为新的平台技术方向 

模板的填写结果如下图： 

 

课程习题支持手动录入，教师可以为章节录入作业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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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  选择章节资料 

教师可以选择或者上传课程相关的附件资料，如下图： 

 

16.3.8  添加/编辑节 

教材的知识点可以通过节来区分，教师在章下可以创建多个节，当章下存在多个 pdf 时,

需要在节上指定该节对应 pdf，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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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  添加/编辑知识点视频 

平台课程支持视频学习，教师可以在节下创建多个知识点视频，重复创建的视频在视频

资源库中只会保留一份，创建知识点视频如下图： 

 

课程使用的视频必须是使用 H264 编码 MP4 文件，不合规的视频不能录入到系统中，视

频的转换规则细则可以在选择文件弹窗中查看帮助文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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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0  选择实训案例 

教师可以选择课程关联的实训案例，用于在学习过程中展示，具体实训案例的使用需要

在创建实训中来使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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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上线教材 

教师教材的准备以后，点击详情页面右上角的状态按钮，切换为上线教材，教材上线前

会对教材整体再次进行健康检查，通过上线以后的教材才能在创建课程的时候使用。 

 

16.5  删除教材 

只有草稿状态的教材才可以删除，删除教材时会有二次确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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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因为平台的视频资源，试题资源是会被重复引用，所以，删除教材只是删除教材的关

联数据，不会真实的去删除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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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实验室案例管理 
 

17.1  实验室案例模板管理 

教师进入到实验室案例模板的管理页面，可以查看当前系统拥有的全部模板和关联的云

平台已经镜像信息。如下图： 

 

17.2  实验室案例模板编辑 

教师选择编辑或者新建一个模板，为模板选择云平台，选择虚拟机模板以及运行时配置，

如下图： 

 

注意：模板在被实验室使用的时候，每一个模板会独立运行一个虚拟机，所以请谨慎配置。 

17.3  实验室案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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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进入实验室案例的查看页面，可以查看当前系统中包含的实验室案例统计分布，如

下图： 

 

17.3.1  列表查看 

 

注意：实验室案例只有在被专业课引用以后，使用专业课创建云课堂才会生成实验。一旦云

课堂产生，实验产生以后，再修改实验室案例的属性不会影响到既有的实验。 

17.4  新建实验室案例 

教师在实验室案例主页选择【创建案例】按钮，即可创建一个新的实验室案例，填写案

例名称和简介，上传案例的封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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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设计实验室案例 

实验室案例包括基本信息和任务信息，在设置基本信息时，如果设置的云环境发生更改，

则需要重新为云环境选择虚拟机模板。 

17.5.1  基本信息 

案例基本信息页面可以编辑实验室的基本信息，其中重要的一个是云环境配置，修改云

环境后，系统会清除之前环境选用的虚拟机模板，需要重新选择虚拟机模板。还有一个比较

重要的就是实验报告，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本实验的基础实验报告，学生只需要在报告

的基础上做补充就行，如下图： 

 

17.5.2  任务列表 

教师进入任务列表页面以后，可以查看当前案例的任务列表信息，任务包括内容，参考

分和讲解视频，每一个任务的内容都是一个富文本填写的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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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3  任务列表编辑 

编辑任务列表时，可以对当前聚焦的任务进行内容的维护，如下图： 

 

17.5.4  添加任务 

添加任务时，需要添加任务名称，参考分值，任务关联的视频不是必须添加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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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  选择虚机模板 

虚拟机模板会根据实验室案例所选的云平台来限制结果，如果未选择云平台环境，虚拟

机模板加载会失败，如下图： 

 

注意：已生成云课堂的实验以后，再次修改实验室案例模板不会影响到已经生成的实验。

例如：之前的实验室案例模板是 Openstack模板，已经有专业课引用了实验室，并且使用专

业课创建了一个云课堂了，这时候教师修改后台的案例模板为 docker 镜像，并不会影响已

存在的云课堂中的实验信息。 

17.6  上线实验室案例 

实验室案例信息维护完成以后，需要上线才能被专业课选择使用，点击案例详细页面右

上角的状态按钮，切换状态为上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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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删除实验室案例 

草稿状态下的实验室案例可以删除，如果案例已经被专业课引用并且创建了云课堂，那

么已存在的课堂不会受到删除案例的印象，删除案例是会有警告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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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开放课程统计查看 

18.1  学生查看 

教师可以通过教学管理中【课程统计查看】菜单查看当前组织的学生选课情况，如下图： 

 

注意：想要查看用户选课情况需要选择到组织班级下进行查询。 

18.2  作业情况 

教师可以查看当前学生选课以后针对课程的作业完成情况，是否提交作业以及作业客观

题的答题情况。 

 

18.3  课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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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查看课程的作业完成情况，查看每个作业的完成统计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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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岗位课程管理 

19.1  岗位课程查看 

教师进入到岗位课程列表页面，可以查看平台的岗位课程的阶段，课程，课时等情况。

如下图： 

 

19.2  新建岗位课程 

创建一个岗位课程分为三步：课程信息、阶段信息、推荐课程（可选），如下图： 

 

19.3  新建岗位课程阶段 

岗位课程是分阶段的学习，为每一个阶段添加名称和介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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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选择阶段课程 

阶段下的学习资源分为开放课程学习和案例观看，教师可以为每一个阶段进行课程选择，

选择完成以后可以进行排序。如下图： 

 

19.5  选择阶段案例 

阶段除了关联课程以后还可以关联实训案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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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选择推荐课程（可选） 

岗位课程的阶段课程和案例添加完成以后，可以为岗位课程添加推荐课程，如下图： 

 

19.7  发布岗位课程 

岗位课程创建完成以后，教师需要发布，学生才可以在平台查看并且学习课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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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云平台管理 

 

20.1  虚拟机模板 

虚拟机模板是用来创建管理 openstack虚拟机的硬件模板配置的功能，包括 cpu、内存、和

硬盘的限制。 

 

点击创建或者编辑按钮会弹出编辑窗口，教师可以创建或者修改模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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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虚拟机管理 

虚拟机管理会列出 openstack下所有的虚拟机，可以对虚机进行开关机、编辑删除。 

 

也可以创建一个自定义配置和镜像的虚拟机 

 

 

20.3  镜像管理 

镜像管理是用来管理 openstack 上的所有镜像，可以进行创建编辑和删除，当镜像是受保护

的状态时是不可以删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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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和编辑会弹出编辑窗口如下，因为一般镜像文件比较大上传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且镜

像格式必须对实际上传的镜像格式一致，内存要求和硬盘要求则是用来与虚机模板进行配合

的， 

 

 

20.4  存储管理 

存储管理会列出 openstack 的存储相关功能(需要在安装 openstack 时安装了存储节点),此

处可添加编辑和删除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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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资源监控 

资源监控会显示出所有的 openstack 计算节点信息，最上边列出了整个 openstack 所有的

资源剩余量，下方的列表则会展示每个节点的统计情况 

 

20.6  Docker 资源监控 

docker资源监控则是监控 docker 容器的资源使用情况，包含每个节点的资源总量和节点上

运行的容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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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华为云服务 

 

21.1  云服务器规则列表 

云服务器规格详情列表是用来创建管理华为云虚拟机的硬件模板配置的功能，包括 cpu、内

存、和硬盘的限制。 

 

可以根据最小 VCPU数量和最小内存大小进行筛选，规则列表信息由华为云 API提供。 

 

 

21.2  弹性云服务器管理 

弹性云服务器理会列出华为云下所有的虚拟机，可以对虚机进行开关机、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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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创建一个自定义配置和镜像的虚拟机 

 

 

21.3  弹性公网 IP 

弹性公网 IP 是用来管理华为云上的弹性公网 IP，可以进行创建编辑和删除,绑定和解绑虚

拟机，修改宽带带宽等。  

 

 

申请弹性公网 IP,宽带名称由系统默认随机生成，也可以根据需求自行修改，宽带大小默认

5Mbit/s，点击 “+”，“-”按钮或者直接输入数值调整宽带大小，点击“立即申请”按钮申

请创建弹性公网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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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绑弹性公网 IP，点击“解绑”按钮弹出解绑弹性公网 IP 提示，显示当前弹性公网 IP 绑

定的虚拟机信息，点击“提交解绑”按钮解除绑定。 

 

绑定弹性公网 IP，点击“绑定”按钮，弹出绑定弹性公网 IP提示，点击实例列表对应的虚

拟机信息，已选实例会显示当前选中的实例，点击“提交绑定”按钮完成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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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弹性公网 IP，点击“释放”按钮，弹出释放确认提示框，点击“确定”按钮进行释放。 

 

21.4  共享宽带管理 

共享带宽可以实现多个弹性公网 IP共同使用一条带宽。提供区域级别的带宽共享及复用能

力，同一区域下的所有已绑定弹性公网 IP的弹性云服务器、裸金属服务器、弹性负载均衡

等实例共用一条带宽资源。 

 

客户有大量业务在云上时，如果每个弹性云服务器单独使用一条带宽，则需要较多的带宽

实例，并且总的带宽费用会较高，如果所有实例共用一条带宽，就可以节省企业的网络运

营成本，同时方便运维统计。 

 

申请共享宽带，点击:“申请共享宽带”按钮根据需求调整宽带大小，默认最小值为

5Mbit/s，点击“立即申请”按钮完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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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共享宽带，根据需求调整宽带大小和宽带名称。 

 

添加弹性公网 IP，添加弹性 IP到共享宽带，EIP 添加到共享带宽后，原本的带宽峰值无

效，将使用共享带宽的带宽峰值。原本的计费方式无效，不额外计流量和带宽费用。包年/

包月弹性公网 IP暂时不支持添加到共享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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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共享宽带，点击“释放”按钮弹出确认释放提示，点击“确定”按钮释放。 

 

 

21.5  Docker 节点管理 

Docker节点管理上面节点列表显示当前 Docker集群环境主从节点信息，下面虚拟机列表显

示对应的华为云运行 docker 服务的虚拟机信息。 

创建 Master节点 

可以一键创建 docker集群换进 Master节点，创建时间大约 3 分钟。 

创建 Slave节点 

可在完成 Master节点创建后，一键创建 Slave节点，创建时间同 Master节点，系统会自动

发现并加入集群环境。 

释放运行 docker虚拟机,需要先释放 Slave节点，最后释放 Master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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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dockerAPI地址 

提供使用本地搭建的 Docker 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