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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总体说明 

1.1 产品简介 

华为云企业智能人才培养实训产品为华为云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及实验平台，结合华

为公有云CCI、ModelArts等模块功能，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可灵活部署在混合云、

私有云、公有云上，为院校提供高可用性、低成本的人工智能实验环境，能够满足高校人

工智能相关专业课程的理论学习及实验操作。 

1.2 核心功能定位 

 

2 2  课程教学 

2.1 课程教学 

2.1.1 班级选择 

在平台右上角，可通过切换班级查看不同班级授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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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课程详情 

点击课程页，点击【开始授课】即可进入授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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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课统计：展示班级学员学习进度、学习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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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开始授课 

点击开始授课进入授课详情页。 

✓ 授课详情页分为章节目录、课件目录、课件讲授区域、教学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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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学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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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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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实时记录学习笔记，笔记记录可重复查看。 

 

习题：课程可设置章节习题，学生可实时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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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课件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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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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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视频教授 

提供播放/暂停，灵活调节音量，播放进度，播放倍速，屏幕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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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实验操作（AI 实验） 

点击【进入实验】 

 

阅读实验介绍与指导书，点击【开始实验】，进入实验学习与操作。 

实验手册支持PDF格式与Markdown格式。 

 

在实验学习过程，也可提问&记笔记。 

点击左上角【结束】按钮就可以结束实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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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数据集应用 

支持自主管理、预览和调用多行业原创数据集。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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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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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个人中心 

2.1.6.1 我的教学 

在该模块下，支持教师查看自己的教学报告，包括：课程名称、课程进度、总教

学时长（近7 

天、近一月、近一年）。 

同时，教师可以查看个人授课情况以及学员提交实验详情，并针对学员实验报告

进行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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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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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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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4 课程统计 

可查看不同班级/课程的学习统计数据，可按学习进度&学习时长进行排序。 

 

2.1.6.5 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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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和修改用户姓名、学号、头像等基本信息。 

 

查看和修改用户密码、验证邮箱、手机号等账号安全信息。 

 

3 3  AI 实验实训 

3.1 AI 实验页 

 阅读实验介绍与指导书，点击【进入实验】，进入AI实验学习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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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介绍页 

3.2 实验指导书 

AI实验指导书支持Markdown格式。 

 

Markdown格式实验指导书 

3.3 问答功能 

在AI实验学习过程，发表提问或回复，支持删除自己发表的提问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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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问答页】 

 

3.4 笔记功能 

 在AI实验过程支持进行笔记的记录 

 

【实验笔记页】 

3.5 实验环境 

AI实验环境包括2个部分，分别是jupyter实验环境和华为云实验环境 

（1）Jupyer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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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AI Jupyter实验操作页面。 

 

 

（2）AI华为实验环境 

 点击虚拟机浏览器进入华为云，通过配置的账号进行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