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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体说明 

华为物联网实训平台是以 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核心，创新打造的集“智能硬件教具+互动教学+数字化资源+新形态资源”于一体，涵盖“教、

学、测、训、评、研、管”核心功能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可提供城市交通场景化端到端全流程

体验、电子沙盘展示上墙等功能。 

 

2  平台功能使用说明 

2.1 账号登录 

使用账号名密码登录。 

2.2.课程学习 

2.2.1 查看学习计划 

明确课程计划，合理安排学习精力。 

 

2.2.2 学习课程 

2.2.2.1 课程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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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条：显示课程学习完成度 

课程章节：显示课件类型 

课程详情：支持 HTML 格式 

 

2.2.2.2 开始学习 

点击开始学习进入课程学习页。 

 

 课程学习页分为章节目录、课件目录、课件学习区域、学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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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目录 

可查看本门课章节详情。 

 课件目录 

点击【查看更多内容】可查看该章节对应课件。 

 学习工具：分为问答、笔记、习题 3 种工具 

问答：支持在线向老师提问，老师在线回答。 

 

 

 

 

 

 

 

 

 

 

 

笔记：实时记录学习笔记，笔记记录可重复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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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课程可设置章节习题，学生可实时作答。 

 

PPT 课件学习 

点击播放按钮进入播放模式。 

播放模式下可使用个性化功能： 

激光笔：对课件进行激光笔效果（学生账号不可使用画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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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视图：打开 PPT 备注页查看备注 

全屏显示/退出全屏：切换显示屏幕大小 

倒计时：课件倒计时，可自主设置休息时长，时间到后可设置是否响铃，实现劳逸结合 

自动播放：自动播放全部 PPT 

显示墨迹：选中后会显示激光笔书写痕迹 

显示页码：屏幕右下角会显示当前页码/总页码 

 视频学习 

提供播放/暂停，灵活调节音量，播放进度，播放倍速，屏幕比例。 

 本地实验操作（详情见第 3 章） 

2.3 自主实验 

支持自主实验，提供实验环境/虚拟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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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集应用 

支持自主管理、预览和调用多行业原创数据集。 

2.5 考试 

支持学生在线查看当前已发布的考试、参加考试进行作答并实时显示最终成绩。 

2.5.1 考试列表 

显示当前已发布的考试场次，学生可通过该界面查看与自己相关的考试并选择参加。支持

通过考试状态进行分类筛选（未开始、进行中、已结束），点击开始考试进入考试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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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考试详情 

点击开始考试课进入考试详情页面，本页面展示考试和考生的基本信息、最佳考试成绩和

历史考试记录。 

 

2.5.3 考试作答 

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作答，提供答题卡和存疑功能。 

作答期间可对用户作弊行为进行检测，可禁止用户复制题目、切屏等（防作弊策略可在后台考

试管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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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 

 

防作弊监控： 

 

考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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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消息管理 

接受重要消息公告内容；消息分为系统消息、问答消息、批阅消息 

 系统消息：官方平台发送的消息 

 问答消息：在课程中提问后被回复后的消息 

 批阅消息：实验报告批阅完成后的提醒消息 

2.6 个人中心 

点击右上角进入【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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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我的学习 

查看学习时长、我的学习详情（课程学习进度&提交的实验报告） 

 

2.6.2 我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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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所有问答记录；可按课程名称、提出人筛选；可删除历史问答记录。 

2.6.3 我的笔记 

 

可查看所有笔记记录；可按课程名称筛选；可删除历史笔记记录。 

2.6.4 账户信息 

2.6.4.1 基本信息 

查看和修改用户姓名、学号、头像等基本信息。 

2.6.4.2 账号安全信息 

查看和修改用户密码、验证邮箱、手机号等账号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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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车路协同实验实训 

3.1 进入实验 

点击【进入实验】 

 

阅读实验手册，实验手册支持 PDF 格式与 Markdown 格式；实验内容可按步骤查看, 也可

提问&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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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块简介 

 电子沙盘：等比例还原实物沙盘场景图，实时可视化展示实体沙盘上各电子组件的状态和

小车运行的位置； 

 通用模块：搭配交通通用智能硬件设备，提供对温度传感器、光照传感器、自动驾驶小车

控制和操作的实验实训； 

 车路协同：搭配沙盘模拟的车路协同场景的硬件设备，提供对路灯、信号灯控制和操作的

实验实训。 

 

提供电子沙盘画面左右拓展或全屏，支持上墙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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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验过程 

3.3.1 小车驾驶 

提供两种方式绑定实训小车： 

方式一：点击【设备管理】 

方式二：点击【绑定小车】 

 

弹窗设备管理界面，在【设备编码】中选定需要绑定的实训小车条目（设备编码可在教师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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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设置），点击【绑定】，设备编码会自动出现在“已绑设备”中，检查无误后，点击【完

成】。 

 

 

成功绑定后，电子沙盘出现小车标志，并随着实物小车在实物沙盘的行驶轨迹，实时展示其坐

标位置；右侧栏出现小车的功能参数设置。从上到下依次支持速度的下发、小车内置摄像头实

时监控查看，行驶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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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行驶模式：小车默认在外圈跑道自动循环行驶 

 导航行驶模式：可在电子沙盘上设置小车的起点，途经点和终点，自定义设置轨迹。 

 

点击【设备管理】-【设备解绑】，可选择需要解绑设备，点击【解绑】-【完成】。实训小

车被释放，可供其他学生选择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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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环境监控 

提供两种方式绑定环境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光照传感器 

方式一：点击【设备管理】 

方式二：点击【绑定温度】/【绑定光照】 

成功绑定后，右侧栏支持实时显示实体温度和光照传感器检测到的环境动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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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路灯控制 

提供两种方式绑定路灯设备： 

方式一：点击【设备管理】 

方式二：点击【绑定路灯】 

成功绑定后，右侧栏显示路灯开关，支持平台对实物沙盘路灯下发开启/关闭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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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开启】按钮，实体沙盘上的路灯点亮，对应电子沙盘上的路灯标志也点亮 

 

当鼠标滑过路灯标志时，出现左图“工具”图案，表示路灯设备未绑定，先需在平台操作绑定

设备；出现右图“网络”图案，表示路灯设备已在平台绑定，但未上电/通网，需对实体沙盘

路灯设备进行上电/通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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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信号灯控制 

同理，支持用两种方式绑定信号灯设备；成功绑定后，右侧栏出现两组信号灯标志：左转信号

灯、直行信号灯。点击信号灯标志，支持平台对实体沙盘信号灯下发开启、关闭、时间间隔设

置等命令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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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结束实验 

点击左上角【结束】按钮就可以结束实验操作。 

生成实验报告：将实验记录截图上传，然后点【提交】按钮后会生成该学员实验报告并提交老

师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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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联网实验实训 

4.1 进入实验 

 

进入实验后，左侧栏会显示当前实验已使用的时间，点击“结束实验”后，停止计时并返回上

级课程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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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实验分三个模块：实验平台、实验指导、配套资料。每个实验的三个模块内容配置根据实

际实验环境有所差别。 

4.2 模块简介 

打开一个实验，里面配实验平台比较全，下面将对每个实验平台进行介绍。 

 

实验箱平台：即实验需要的线下硬件平台，右侧会对实验箱整机以及各个电路板进行介绍，多

个介绍页时，可通过左右两侧换页功能进行切换，也可以输入页号直接跳转。（目前支持三款

硬件，不同硬件实验箱名称会不同） 

 

集成交互平台：在硬件设备上电的情况下，点击“绑定设备”，输入设备唯一标识码进行设绑

定，绑定成功后，再点击“数据仪表盘”即可查看当前设备上传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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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绑定平台：支持各种智能传感器的绑定 

 

API 开放平台：在开发应用时，可调用平台的接口获取设备的数据和信息。申请的 API 具有

时间限制，最长 180 天。 

API 申请成功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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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验指导 

 

实验指导包含实验指导书和实验指导视频两部分内容，如果没有实验指导视频时，右侧只显示

指导书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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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配套材料 

 

配套材料包括实验原理图、PCB layout 图、例程代码包及烧写文件和相关 datasheet 手册。 

其中例程代码包为终端设备跑的源代码工程，分为老师版和学生版，老师版的源代码工程是完

整的，可直接通过 IDE 工具打开并下载到终端上运行；学生版的代码是不完整，需要根据指

导书进行添加补全。烧写文件相比例程代码，不需要学生进行编程修改，只需要将文件下载到

设备后，即可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