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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关于本手册 

《中软国际智慧学习云平台-学生使用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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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你了解学生在平台中使用的功能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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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学生提供学习，实训，直播，考试，作业，实验为一体的

平台。手册为了方便学生的阅读分为以下部分： 

学习课程部分，讲解学生如何进行课程学习，并且如何在课程中学习视频和 PPT，记录

笔记，提问讨论，完成课后作业。 

课堂学习部分，讲解学生如何参与云课堂的学习，参加课堂的直播，参加课堂考试，完

成实验操作，提交实验报告，参加课堂作业 

组织实训部分，讲解学生如何使用平台进行项目的实战训练，包括实训任务的完成，代

码，成果物的提交，日志周报的完成。 

直播课部分，讲解学生如何加入一个直播课参加直播学习。 

组织考试部分，讲解学生如何进行组织推送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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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登录 

访问地址通常为：http://ipaddress 

系统内置学生用户：18866668804 

密码：根据部署环境的不同，可能不一样，通常初始为：123456 

输入账户及密码登录到院校管理平台。 

 

 

http://ipaddress/portal-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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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放课学习 

4.1  技术方向选课 

学生登陆以后，可以通过导航窗口进入到课程的技术方向选课页面，如下图： 

 

4.2  查看课程 

选择想要学习的课程，可以进入到课程详细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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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选课 

学生可以选择开始学习课程，学生的学习进度为学生学习了章节的 PPT 和知识点视频

以后的总体进度，如下图： 

 

4.4  课程学习 

4.4.1  视频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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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PPT 播放 

 

4.4.3  记笔记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记录当前视频或者 ppt 中的要点，记录以后的笔记可以选择私

有或者公共。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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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提问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随时针对疑惑的知识点进行提问，如下图： 

 

4.4.5  作业 

学生在学习或者查看课程的时候，可以完成课程相关联的练习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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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做作业 

学生进入课程作业以后，完成作业题，做作业的过程中，系统会自动保存学生答案，学

生完成全部答案以后，提交答案。如下图： 

 

4.4.7  查看作业结果 

学生做作业完成，提交答案以后，通过作业后的详细按钮可以查看当前作业的对错情况，

可以查看客观题的正确率，也可以查看主观题的正确答案。如下图： 

 

4.4.8  附件下载 

教师会把每章使用到的附件资料整合到课程中，学生可以在学习以后选择下载学习视频

中提到的附件资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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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学习岗位课程 

学生可以选择平台提供的阶段性的学习课程，按照路径的方式进行专项学习，平台了六

大岗位课程的学习，如下图： 

 

4.5.1  查看岗位 

选择岗位课程以后，查看当前岗位课程包含的阶段，课程数量，视频数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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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学习岗位课程 

选择学习岗位课程以后，可以查看当前的阶段学习进度以及学习历史记录，如下图： 

 

4.6  个人中心 

4.6.1  我的课程 

学生学习的全部课程在个人中心->我的课程中都可以查看，并且选择删除学习课程，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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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我的岗位课程 

学生学习的岗位课程查看如下图： 

 

4.6.3  我的笔记 

学生在学习课程的过程中记录的全部笔记都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笔记中查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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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我的答疑 

学生在学习课程的过程中进行提问的全部列表，如下图： 

 

4.6.5  我的作业 

我的作业是查看了学生学习的全部课程所有的作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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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云课堂学习 
学生点击导航窗口的云课堂标签，进入到当前组织下可选的全部云课堂列表页面，如下

图： 

 

5.1  申请加入 

学生进入云课堂以后，选择加入课堂，填写申请条件，如下图： 

 

 

5.2  我的课堂 

学生登陆以后，个人中心默认为云课堂，选择其中一个云课堂以后，进入到课堂页面中，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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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视频/PPT 学习 

学生可以进入课堂的视频和 ppt 学习，学是只有学完视频以及 PPT 以后，当前章节才能

算作学完，如下图： 

 

5.4  参加直播 

直播开始前五分钟，学生可以加入直播，查看直播列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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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直播可以观看老师的白板，桌面共享，也可以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聊天，

可以进行举手等状态修改，如下图： 

 

5.5  观看重现视频 

如果教师上传的课堂重现的视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播放课堂重现的视频，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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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话题讨论 

学生可以参与老师发起的话题讨论，如下图： 

 

5.7  完成作业 

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完成老师推送的课堂作业，查看作业的列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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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做作业 

 学生做作业的时候按照单题作答的方式做题，系统过定时自动保存学生的答案，学生也

可以随时提交答案，如下图： 

 

5.7.2  查看成绩 

 学生完成作业以后，如果只有客观题，系统会自动判阅作业，有客观题需要等带教师判

阅作业，判阅完成以后，学生可以查看当前作业的成绩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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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完成考试 

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完成老师推送的课堂考试，查看考试的列表，如下图： 

 

5.8.1  开始考试 

 学生参加考试时，系统会进入考试前导页面，学生可以查看当前考试的描述信息，选择

开始考试或者继续考试或者重考，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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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考试答题 

学生参加考试的时候按照考试设置的答题方式（单题作答或者试卷作答）的做题，系统

过定时自动保存学生的答案，学生也可以随时提交答案，如下图 

 

 

5.8.3  考试成绩单 

教师完成考试的试卷判阅以后，学生可以查看当前考试的成绩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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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查看成绩 

 学生完成考试以后，如果只有客观题，系统会自动判阅考试，有客观题需要等带教师判

阅考试，判阅完成以后，学生可以查看当前考试的答题情况，如下图： 

 

 

5.9  完成实验 

学生进入到教师已发布的实验，可以查看当前的实验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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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开始实验 

学生可以在实验主页进入到实验虚拟机操作页面，如下图所示，平台支持虚拟机的常规

操作，同时，学生可以根据右侧的实验步骤在虚拟机中完成实验步骤，如下图： 

 

具体的实验操作请查看《云实验》章节 

5.10  进度查看 

学生查看学习时长进度，完成率进度，作业完成率，考试完成率，实验报告完成率，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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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云实验 
系统的云课堂有两种，一种时标准课堂，实验可以穿插在教师的授课过程中；另一种时

实验课，实验课的主体时实验案例，主要是让学生操作实验步骤。 

标准课堂或者实验课，根据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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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实验（使用 AI实验环境）和无环境的实验。 

6.1  OpenStack 虚拟机实验 

根据案例的模板类型，如果学员进入的是 OpenStack的云实验虚机环境，左侧显示的是

OpenStack 的虚拟机，右侧是显示实验步骤。如下图： 

 

6.1.1  桌面截图 

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截图桌面】，虚拟机的桌面截图需要提

供的案例模板支持，某些不支持的镜像模板可能会截图失败，请选择系统截图工具进行截图。 

6.1.2  挂起/恢复 

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挂起/恢复】，可以选择暂停或者恢复虚

拟机，暂停或者恢复虚拟机的过程会比较慢，请耐心等待。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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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重置 

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重置】，点击以后学生虚拟机会被初始

化为系统镜像产生的版本，一般是在机器出现致命失误以后才执行的命令。 

6.1.4  开/关机 

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开/关机】，点击以后可以执行虚拟机的

开关机，操作虚拟机。 

6.2  Docker 字符界面实验 

如果实验使用的是 Docker 字符界面的模板，学生可以根据右侧的任务步骤，在左侧的

命令行界面中输入命令进行实验。如下图： 

 

6.3  Docker 图形界面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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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在实验主页进入到实验虚拟机操作页面，如下图所示，平台支持虚拟机的常规

操作，同时，学生可以根据右侧的实验步骤在虚拟机中完成实验步骤，如下图： 

 

6.3.1  桌面截图 

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截图桌面】，点击以后平台会下载一张

当前的云桌面的图片到本地。 

6.3.2  使用剪切板 

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剪切板】，因为进入云主机以后，所有

的操作都是在云主机上的，所以传统的复制粘贴快捷键针对操作就不能使用了。 

如何将云主机内部的内容复制到剪切板？ 

点击剪切板，弹出剪切板的内容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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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主机中执行主机操作系统的复制文本命令，复制云主机的内容到剪切板。例如：

Linux 系统中选中文本即为复制，Windows 中 CTRL+C 就是复制内容。内容复制成功以后，会

在剪切板的弹窗中看到复制成功的内容。这时候再选择弹窗中的内容进行复制粘贴就可以

了。 

如何将外部内容复制到云主机中？ 

同样点击剪切板，在弹出框中粘贴或者输入要复制到云主机内部的文本内容，云主机的

系统类型可能不支持中文。根据云主机系统不一样，可以在云主机内部光标位置执行粘贴命

令将剪切板中的内容粘贴到云主机中。例如：使用 VNC 的时候使用 SHIFT+I 可以复制剪切板

的内容 

 

 

6.3.3  切换命令行模式 

Docker 的图形界面模式是可以切换到命令行界面的，学员点击工具栏中的【命令行】

图标即可切换到命令行界面，在命令行界面下，学员可以根据右侧的任务步骤在左侧

的命令行界面中输入执行 命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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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SSH 直连云主机 

在图形界面或者命令行模式下，学生可以发起 SSH协议直连虚拟机的请求，在请求成

功以后，系统会弹窗提示当前的虚拟机的用户名、密码和 SSH 链接地址，获取到以上信息

以后，学生可以使用其他 SSH的远程链接工具登陆服务器。如下图：

 

6.3.5  申请远程协助 

点击左侧边栏远程协助按钮申请老师远程桌面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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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AI 实验 

实验室案例使用了 AI 模板以后，学员进入到 AI 实验的实验环境可以使用 Jupyter 

Notebook 进行学习和实验操作。 

Jupyter Notebook（此前被称为 IPython notebook）是一个交互式笔记本，支持运行

40多种编程语言，目前平台大多数的 AI实验使用的是 Python 语言开发。如下图： 

 

在使用 Jupyter的实验中，学生可以点击实验界面上的【运行】 选择执行文档

中的某个代码段，查看执行结果。 

6.5  无环境实验 

某些实验是不需要由实验虚机的，可能需要学生线下进行实验操作，所以平台展示了当

前学生提交的实验报告，需要学生根据右侧任务步骤完成实验，并且提交实验报告。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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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实验报告填写 

学生根据实验操作，完成实验报告的填写，上传截图，如下图： 

 

6.7  日志填写 

学生可以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添加自己的日志记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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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实验得分 

教师针对实验报告评分以后，学生可以查看当前的任务得分和教师给的实验评语，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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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加组织实训 

7.1  进入实训活动 

点击头像，进入个人中心，点击实训活动标签，进入实训活动页面，实训活动中展示了

当前用户的全部实训活动，进行中的实训可以查看到当前的进度以及个人当前要进行的任

务，如下图： 

 

7.2  团队实训 

团队实训是教师已经为学员分配小组，指定了组长，而且选择好了小组实训的项目。小

组组长在学生实训过程中复制小组的基本信息维护（组名、LOGO）、小组的项目计划的安排、

小组成员的成绩评分。 

普通组员需要在实训过程中完成自己分配的任务，提交代码，提交日报和周报，上传阶

段的成果物。 

7.2.1  小组概览 

学生进入团队实训主页以后，可以查看当前的实训进度情况，小组所选的项目，小组当

前的任务完成率（已完成任务数量/微任务总数量），计划完成率（已完成任务数量/已计划

的微任务总数量），小组成员信息（组员姓名，正在进行中的任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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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组员信息 

在小组概览页面中，点击组员信息，可以查看当前组员的信息展示页面，包括进行中任

务、待检查任务和已完成任务列表。如下图： 

 

7.2.3  项目信息 

学生可以在实训过程中点击【项目信息】查看当前实训的项目相关的资源课程信息和项

目资料文件夹中的资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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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项目计划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项目计划】查看本次实训的项目计划，小组组长需要在查

看的时候对微任务进行时间安排人员分配，普通组员只有查看的权限。如下图： 

 

7.2.5  微任务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微任务】查看当前组长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包括进行中、

待检查和已完成的任务列表。组长可以查看当前小组下，所有组员的任务进行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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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任务 

学生进入自己进行中的任务后，根据任务说明步骤和任务相关的参考资料，完成项目实

训要求实现的功能，可以选择上传完成的成果物或者文档等等，在实训过程中，根据自己的

进度情况选择当前的完成的进度百分比（0%、25%，50%，75%，完成）。如下图： 

 

注意：在标记进度为“完成”时，表示任务已完成，则不允许学员再添加附件等操作，

需要等待组长进行评分。 

组长检查任务 

组长需要检查所有的微任务的完成情况包括自己参与的微任务，并对任务进行评分。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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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组长的评分是不允许修改的 

7.2.6  进度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进度】查看当前实训的进度情况，如下图： 

 

7.2.7  代码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代码】查看平台对学生代码托管，组员可以克隆当前的仓

库代码，可以先查看【帮助】，可以查看代码库的提交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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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 Git 用户信息 

学员可以通过查看代码仓库的帮助快捷的完成代码库的克隆，更新，提交。在进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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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前都需要登陆 git 账户密码，系统默认的 git用户名为手机号，密码为“zrgj”四个字

母加上手机号后四位，学院可以在个人中心-账号设置-Git 设置中查看当前的用户 Git 信

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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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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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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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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质量 

代码质量检查是可以由任何组员发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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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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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报告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报告】查看当前的日报或者周报，或者提交新的日报新的

周报。组长可以查看全部组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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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日报 

在日报查看页面，点击【写日报】就可以开始编写个人的日报，也可选择编写指定日期

的日报，如果所选日期有提交过日报，则是修改所选日期的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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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周报 

在周报查看页面，点击【写周报】就可以开始编写个人的周报，也可选择编写指定日期

的周报，如果所选日期有提交过周报，则是修改所选日期的报告。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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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阶段成绩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阶段成绩】查看当前小组在实训项目中的阶段得分情况，

如下图： 

 

可以点击阶段后的【查看】按钮，查看阶段得分的评分标准的得分详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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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0  成果物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成果物】查看和管理实训的项目成果物。成果物分为阶段

成果物和最终成果物，阶段成果物至少应该有一个，方便教师对阶段进行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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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推荐不要删除默认的成果物目录。如下图： 

 

7.2.11  实训成绩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实训成绩】查看组员的得分情况，包括项目的进度完成情

况，项目得分情况，组员的任务分配情况和组长打分，教师打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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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可以对所有组员进行评分，作为老师评分的参考分。如下图： 

 

7.3  个人实训 

个人实训是教师已经为学员分配了实训项目，学员自己负责项目计划的安排、完成自己

分配的任务，提交代码，提交日报和周报，上传阶段的成果物。 

7.3.1  我 

学生进入个人实训主页以后，可以查看当前的实训进度情况，实训分配的项目，当前的

任务完成率（已完成任务数量/微任务总数量），计划完成率（已完成任务数量/已计划的微

任务总数量），个人的代码统计信息和质量信息。如下图： 

 

7.3.2  项目信息 

学生可以在实训过程中点击【项目信息】查看当前实训的项目相关的资源课程信息和项

目资料文件夹中的资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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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项目计划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项目计划】查看本次实训的项目计划，学员需要为每一个

微任务设置计划完成时间。如下图： 

 

7.3.4  微任务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微任务】查看当前已计划的任务，包括进行中和已完成的

任务列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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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任务 

学生进入自己进行中的任务后，根据任务说明步骤和任务相关的参考资料，完成项目实

训要求实现的功能，可以选择上传完成的成果物或者文档等等，在实训过程中，根据自己的

进度情况选择当前的完成的进度百分比（0%、25%，50%，75%，完成）。如下图： 

 

注意：在标记进度为“完成”时，表示任务已完成，则不允许学员再添加附件等操作。 

7.3.5  进度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进度】查看当前实训的进度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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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代码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代码】查看平台对学生代码托管，学员可以克隆当前的仓

库代码，可以先查看【帮助】，可以查看代码库的提交记录，查看整个代码库的代码量统计，

代码库的质量检查结果。 

获取 Git 用户信息 

学员可以通过查看代码仓库的帮助快捷的完成代码库的克隆，更新，提交。在进行这些

操作前都需要登陆 git 账户密码，系统默认的 git用户名为手机号，密码为“zrgj”四个字

母加上手机号后四位，学院可以在个人中心-账号设置-Git 设置中查看当前的用户 Git 信

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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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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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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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员发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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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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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报告】查看当前的日报或者周报，或者提交新的日报新的

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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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日报 

在日报查看页面，点击【写日报】就可以开始编写个人的日报，也可选择编写指定日期

的日报，如果所选日期有提交过日报，则是修改所选日期的报告。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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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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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周报 

在周报查看页面，点击【写周报】就可以开始编写个人的周报，也可选择编写指定日期

的周报，如果所选日期有提交过周报，则是修改所选日期的报告。如下图： 

 

7.3.8  阶段成绩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阶段成绩】查看当前实训项目中的阶段得分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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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点击阶段后的【查看】按钮，查看阶段得分的评分标准的得分详细，如下图： 

 

7.3.9  成果物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成果物】查看和管理实训的项目成果物。成果物分为阶段

成果物和最终成果物，阶段成果物至少应该有一个，方便教师对阶段进行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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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推荐不要删除默认的成果物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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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  实训成绩 

学生可以点击导航菜单中的【实训成绩】查看实训的得分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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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云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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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在实训过程中，点击实训头部的【申请云实训】按钮，申请加入云实训，如下图： 

 

学生申请后需要等待老师审核，在这个等待期间，学生是没有操作云环境的权限，如下

图： 

 

审核通过以后，学生在实训中心就可以点击【进入云实训】进入到当前实训的云环境中。

如下图： 

 

如果云实训的申请被教师拒绝，学生就在实训中心会看到如下图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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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本地云环境 

学生点击【进入云实训】后，根据实训案例关联的云环境的不同，进入到的平台也不同，

在使用本地云计算（OpenStack）环境时，系统使用 VNC 的方式连接进入到云环境中。如下

图： 

 

学生可以在云主机中按照右侧的操作步骤，任务资料进行实训操作。 

8.2  华为云实训 

华为云实训需要平台有华为共有云的环境支撑，教师在实训案例的过程中如果分配了云

实训的华为云模板，学生在实训过程中就可以使用华为云的服务器进行实训操作。 

华为云默认创建的学生登陆机器用户名/密码：root/ChinsSofti@2019 

8.2.1  SSH 链接方式 

学生申请加入云实训以后，一旦老师审核通过，学生即可进入到云实训的环境中，在云

实训过程中，左侧的是云实训的 SSH 操作界面，右侧是实训案例的任务步骤以及相关的资

料，学生参考任务步骤可以直接在云主机内进行实训的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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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VNC 链接方式 

学生申请加入云实训以后，一旦老师审核通过，学生即可进入到云实训的环境中，在云

实训过程中，左侧的是云实训的图形操作界面，右侧是实训案例的任务步骤以及相关的资料，

学生参考任务步骤可以直接在云主机内进行实训的操作。如下图： 

 

8.2.3  桌面截图 

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截图桌面】，点击以后平台会下载一张

当前的云桌面的图片到本地。 

8.2.4  重新连接 

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重新连接】，点击重新连接会重连云主

机，过程可能稍微久一点，请等待一会儿。 

8.2.5  重启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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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重启】，重启按钮会在云主机中执行重

启机器的命令，请在点击之前确定已经保存所有文件。 

8.2.6  使用剪切板 

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剪切板】，因为进入云实训以后，所有

的操作都是在云主机上的，所以传统的复制粘贴快捷键针对操作就不能使用了。 

如何将云主机内部的内容复制到剪切板？ 

点击剪切板，弹出剪切板的内容弹框 

 

在云主机中执行主机操作系统的复制文本命令，复制云主机的内容到剪切板。例如：

Linux 系统中选中文本即为复制，Windows 中 CTRL+C 就是复制内容。内容复制成功以后，会

在剪切板的弹窗中看到复制成功的内容。这时候再选择弹窗中的内容进行复制粘贴就可以

了。 

如何将外部内容复制到云主机中？ 

同样点击剪切板，在弹出框中粘贴或者输入要复制到云主机内部的文本内容，云主机的

系统类型可能不支持中文。根据云主机系统不一样，可以在云主机内部光标位置执行粘贴命

令将剪切板中的内容粘贴到云主机中。例如：Linux 的 SSH 连接时使用鼠标右键可以复制剪

切板的内容，使用 VNC 的时候使用 SHIFT+I 可以复制剪切板的内容 

8.2.7  切换链接方式 

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SSH】/【VNC】/【RDP】连接方式，华

为云的主机可能有多种链接方式，学生根据云主机支持的类型选择，通常为 SSH（命令行界

面）和 VNC（桌面图形界面），还有可能是 RDP（windows 桌面）。 

8.2.8  远程登陆 

点击展开左侧的工具栏，可以操作工具栏中的【远程登录】，学生可以使用用户名/密码：

root/ ChinaSofti@2019(此密码为默认配置的密码，根据实际的环境可能有修改)登陆到远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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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C 桌面中。如下图： 

 

8.2.9  申请远程协助 

点击左侧边栏远程协助按钮申请老师远程桌面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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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习直播课 

9.1  学生报名 

学生选择直播页面中的任意一个直播进入，点击报名，如下图： 

 

报名成功 

 

9.2  直播详细 

登录学生账号，从直播列表页或个人中心-我的直播 选择要进入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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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观看直播 

在直播详情页面 点击“进入直播” 进入直播界面 

 

9.3.1  观看网易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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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直播观看界面中需要启动浏览器的 flash 权限，就可以查看当前老师的推流直播，如下

图： 

 

9.3.2  观看 BBB 直播 

如果遇到提示错误有可能是网络原因，请尝试刷新或者关闭页面重新加入。或者查看直播页

面的帮助文档，尝试访问帮助文档中提供的直播服务器地址，如果可以看到如下界面就表示

服务器没有问题： 

 
也可以加入测试直播中检测是否可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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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回放观看 

点击查看 观看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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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加组织考试 
 

10.1  考试中心 

学生可以查看消息中心接收到的组织考试的推送，也可以通过个人中心【在线考试】查

看当前未参加的考试列表，未交卷考试列表，已提交的考试列表和已判阅的考试列表。如下

图： 

 

10.2  开始考试 

学生可以通过消息中心推送的消息进入到考试引导页面或者是选择未加入的任意考试

开始考试，如下图： 

 

10.3  考试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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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答题根据老师选择的答题方式的不同分为：单题作答/试卷作答。不管是哪种作答

方式，系统都要求学生全屏作答，并且不允许复制粘贴内容，也不允许审查元素，离开页面

后，试题会被蒙版层遮挡。 

10.3.1  单题作答 

单题作答时，学生每次只能查看一个试题，在答题过程中，系统会自动保存学生的答题

结果，如下图： 

 

10.3.2  试卷作答 

试卷作答时，学生查看的是整个考试试卷，在答题过程中，系统会自动保存学生的答题

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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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考试提交 

学生完成考试的答案的提交以后，系统会对客观题自动判分，返回到考试未判阅页面，学生

可以查看当前已得到的客观题分数，对于可以重考的考试再次参加重考。如下图： 

 

10.5  继续考试 

学生在考试过程中如果遇到意外情况导致学生答案未提交，学生可以在个人中心【在线

考试】未交卷页面中查看当前还未提交答案的考试，如下图： 

 

点击未交卷的考试后【考试】按钮，进入到继续考试引导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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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考试的时候，如果考试是限制时长的，学生再次加入的时候，已经达到交卷时间以

后，系统会自动提示学生交卷。 

10.6  重新考试 

学生在提交考试以后，不管老师判阅与否，如果考试设置了允许重考，则学生可以再次

考试，如下图： 

 

注意：学生多次考试会覆盖前面的考试成绩，系统只记录最后一次考试的成绩 

10.7  已判阅考试 

学生可以选择个人中心【在线考试】已判阅页面，查看当前提交的教师已经判阅完成的

考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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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判阅的考试如果支持重考，则学生可以重新考试，重新考试以后表示放弃本次的考试成绩。 

 

10.8  查看成绩 

学生在已判阅页面，选择考试操作栏下的【查看】按钮，进入到本次考试的成绩查看页面，

学生可以查看当前的试题完成情况，得分以及教师给的考试评语。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