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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功能简介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平台功能简介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平台可以实现对用户管理、机构管
理、课程管理、实验管理、资源管理、题库管理等方面的统一
管理。本着一级（校级）平台数据汇总、对接管理，二级（学
院）平台具体业务流程管理的原则，积极利用公司的开发实例
和支持服务能力，充分整合学校信息化实验教学资源，通过校
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平台，实现1个校级和N个院级实验
教学的统一管理、开放共享。满足虚拟实验、实体实验、实验
仪器、实验教学等教学资料的扩展性、兼容性、前瞻性管理和
共享，实现校内校外、本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实验教学资源共
享，满足多地区、多学校和多学科专业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
需求。

平台访问地址：
http://47.105.130.130:8099/index.html#/login

教师账号：20200001
登录密码：123456



PART 2 老师操作
※ 课程管理 ※ 开课管理

※ 实验管理 ※ 题库管理

※ 资源管理

※ 课程设置

※ 课程表



课程管理是开课计划的先决功能，是开课这一行为的根本。资源、实验、开课和题库都依赖于课程，请
谨慎添加。

老师操作_课程管理



老师操作_开课管理

开课管理页面分为开课计划、开课列表和开课统计。各页面实现操作描述如下表：

页面名称 实现操作描述

开课计划 添加、删除、修改、查看、搜索、发布课程

开课列表 对已发布的课程进行设置（布置实验、布置试卷）；搜索已发布课程，查看选课人数

开课统计 查看开课数量和人数



老师操作_开课管理_添加开课计划
开课计划页面点击添加按钮，在
左侧页面输入相应信息后点击提
交，开课计划添加成功。
注意事项：
1. 可选专业如果选择了某项专
业，则只能被选专业的学生选择
该课程；
2. 面向全校选课选择“是”代
表该课程是选修课，选择“否”
代表该课程是必修课，选择否时
可以选择是否针对某个班级或者
某个学生开课。
3. 最少选课人数是1，最多选课
人数需要大于最少选课人数。
4. 开课名称必须填写，学年和
学期选择为当前时间所在的学年
学期（学年学期由管理员提前在
学期配置->学期设置里添加），
发布后的课程才可以在选课列表
里显示。



老师操作_开课管理_发布开课计划

u 确认开课计划不需要修改后，在开课计划页面选择开课计划点击发布按钮，并在提示框中点
击确定后，开课计划发布成功。

u 发布后开课计划不可修改，只能在开课列表里查看并设置课程内容。
u 发布成功后如果是选修课学生即可在选课列表里选课；如果是必修课，指定学生登录后即可

在已选课单中查看课程。



老师操作_开课管理_开课列表

发布后的开课计划显示在开课列表页面，开课列表页面可以对每一门课程进行课程内容设置(安排实
验、添加试卷、批改实验和发布成绩等。)



老师操作_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页面分为我的资源库、教学资源库和备选插件列表。各页面实现操作描述如下表：

页面名称 实现操作描述

我的资源库 添加、修改(只能修改所属课程和资源名称)、查看、搜索

教学资源库 查看、搜索

备选插件列表 下载



老师操作_资源管理_添加资源

我的资源库页面点击添加资源按钮，在左侧页
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后，勾选同意并阅读免责声
明，点击提交，资源添加成功。
注意事项：
1. 资源类型目前平台支持七种：图片、文档、
视频、EXE、Flash、Scorm课件和U3D。
2. 上传资源大小限制为1G.
3. 对外访问如果选择公开则代表所有老师和学
生都可以查看添加的资源，如果选择私有则代
表只能上传人能看到添加的资源。
4. 平台只对EXE类型的资源提供下载，其余类
型的资源均不能下载，且EXE资源无论选择是
否下载都强制下载（老师查看资源页面无下载
按钮， 学生可以在查看资源页面下载EXE资
源）。
5. 资源添加时必须勾选同意并阅读《免责声
明》，否则添加不成功。
6. 资源添加后可以查看和搜索，修改时只能修
改资源所属课程和资源名称。
7. 平台提供一个可共享资源的资源管理员账号
(11002), 该账号登录后可以共享其上传的资源
给别的老师。只有此账号有共享权限。



老师操作_资源管理_教学资源库

教学资源库页面可以查看和搜索公开的资源。
注意事项：
1. 图片、视频、FLASH、文档、U3D和Scorm课件可以在线加载查看(SCORM资源需要安装
Cult3D插件且只能在360浏览器兼容模式或者IE11以上查看； U3D资源不能在IE下查看，需要在
360极速模式或者谷歌、火狐浏览器下查看)；
2. EXE需要下载到本地查看和运行。



老师操作_实验管理

实验管理页面可以添加、修改、查看、搜索和删除实验。
实验管理是老师安排课程实验的先决功能，老师需要先在实验管理里添加好课程对应的实验，以供
安排实验时引用。



老师操作_实验管理_添加实验
我的实验库页面点击添加按钮，在左侧页面输入相
应的信息后点击提交，实验添加成功。
注意事项：
1. 实验成绩比例和报告成绩比例总和要为100%才
可提交，且数值只能为整数。
2. 添加实验时必须选择资源，选择资源流程：先选
择所属课程(平台会根据所选课程自动查询出课程
对应的资源)->选择资源类型->选择资源。
3. 老师添加实验时可以选择上传实验报告模板，文
件格式支持WORD和PDF。
4. 关联资源时，图片可以多选，其他类型只能单选。
5. 实验类型数据需要管理员提前在系统管理->实
验类型管理里添加。
6. 当添加申报实验时，实验类型需要选择为申报实
验，页面会多出一个选择申报实验用户的字段，老
师需要选择申报实验用户(用户数据提前由管理员
添加，需要和老师所在学院一致才能显示在下拉列
表中)，添加成功后选择的申报实验用户即可登录
平台进行相关的实验。



老师操作_题库管理

题库管理页面分为知识点、习题库和试卷策略。各页面实现操作描述如下表：

页面名称 实现操作描述

知识点 添加、修改、查看、搜索

习题库 导入、添加、修改、删除、查看、搜索、发布

试卷策略 添加、删除、修改、查看



老师操作_题库管理_知识点

知识点是习题库和试卷策略的基础支撑。老师添加的试卷是由知识点->习题库->试卷策略的顺序，
系统根据试卷策略随机抽题产生一份总分为100分的试卷。
注意事项：
添加知识点时需要先选择所属课程名称，平台根据课程联动查询所属知识点。知识点以树结构展示，
最多支持三级目录。



老师操作_题库管理_习题库

习题库归属于知识点，分为单选、多选和判断题类型。习题难度分为非常难、难、中等和易。
习题库内包含题目内容、题目选项和题目答案。
用户可以从页面上添加习题，也可通过EXCEL导入习题。(需要下载平台提供的模板，根据模板格式添加习题)
习题库页面支持操作有添加、导入、编辑、查看、搜索、发布和删除习题。



老师操作_题库管理_习题库_添加习题

习题库页面点击添加按钮，在左侧页面输入相
应信息后点击提交，习题添加成功。
注意事项：
1. 习题类型分为单选、多选和判断题。单选题
至少有两个答案选项，多选题至少有三个答案
选项，判断题只有两个答案选项。
2. 习题难度分为非常难、难、中等和易。易1
分，中等2分，难3分，非常难4分，系统会根
据每个习题难度和学生作答情况打分。
3. 习题和课程及所属知识点关联，添加时需要
先选择课程，再根据课程选择所属知识点。
4. 习题题目内容和答案选项必填。



老师操作_题库管理_习题库_导入习题

习题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模板导入，点击页面
上的下载模板（模板内容如左图所示），编辑
所需数据后保存文件，点击页面上的导入按钮，
选择所需导入的文件后，习题导入成功。
注意事项：
1. 编辑模板文件时请严格按照模板格式输入，
所属课程和知识点需要提前在平台页面上添加。
2. 通过模板导入时，判断题的题目选项内容为
空，答案只能写Y或者N。(Y代表正确，N代表
错误)。



老师操作_题库管理_习题库_发布习题

习题添加成功确认无误后可以发布。选择习题点击发布按钮，习题就发布成功，只有发布成功的习
题才能在试卷策略的参考题库中显示。
发布后习题只能查看，不可修改和删除。



老师操作_题库管理_试卷策略

试卷策略是试卷预定义的策略。通过
加载一个或多个知识点策略达到组成
一个试卷策略，是试卷的主要构成。
每个知识点策略占100分的一部分，
确保理论测试可以打分。
注意事项：
1. 策略关联课程和所属知识点，先
选择课程，添加策略条目时才能选择
知识点，列表加载的是该课程关联的
知识点。
2. 总分为100分时，策略才可保存成
功。
3. 当选择的知识点-习题类型-习题难
度所对应的习题发布成功后，才可抽
题，且抽题数量不能大于参考题数。
4. 同样的策略条目只能添加一次，
不可重复。
5. 策略条目内容不可为空。



老师操作_课程设置

老师开课后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设置，从首页或者开课列表页面点击课程设置按钮即可进入课程设置页面，页面实现
操作描述如下表：
页面名称 实现操作描述

课程导读 添加、修改、查看

试卷管理 添加、查看、编辑、发布试卷、查看学生测试成绩

实验准备 安排实验、编辑实验、查看实验、发布实验、删除实验

实验过程 查看学生实验过程、搜索

实验结果 查看学生实验结果，批改实验，发布实验成绩，成绩导出

课程评价 查看学生对课程的评价并可进行回复、删除学生评价内容



老师操作_课程设置_试卷管理_添加试卷

试卷的发布针对学生的理论测试，及理论打分。试卷管理支持操作有添加、查看、编辑、发布试卷、查看学生测试成绩。
试卷管理页面点击添加试卷按钮，在如下页面输入相应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试卷添加成功。
注意事项：
1. 试卷和所属开课及试卷策略关联，添加试卷时需要提前在题库管理->试卷策略添加相应课程的试卷策略，系统会自动识别对应课
程的策略，老师只需选择需要的策略即可，系统会根据老师所选策略随机抽选题目组成一份总分为100分的试卷。
2. 老师设置考试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若当前时间小于考试开始时间，学生不能进行测试，系统会提示测试未开始；若当前时间大
于考试结束时间，学生不能进行测试，只能查看试卷。



老师操作_课程设置_试卷管理_发布试卷

添加成功后点击发布按钮并且在确认对话框中点击确定，系统会提示发布成功。试卷发布后学生才
可以进入相关课程查看到该试卷。
试卷发布后不能编辑，只能查看。



老师操作_课程设置_试卷管理_查看学生测试成绩

学生测试完后，老师可以在试卷管理页面，选择需要查看的试卷，点击查看成绩按钮即可查看学生
测试成绩。



老师操作_课程设置_实验准备_布置新实验

老师针对课程引用已经在实验管理页面设定好的实验，给学生安排实验。
安排实验的流程为：布置新实验页面选择实验->设置实验属性->安排成功。
注意事项：
1. 选择实验页面展示的数据需要老师提前在实验管理->我的实验库里添加。实验和课程关联，只有对应课程下添加了实验才能
在该页面展示。
2. 实验类型不是“申报实验“的才在此页面展示，因为申报实验无需安排，老师添加后直接选择申报实验用户，关联用户即可
开始实验。



老师操作_课程设置_布置新实验_设置实验属性
选择实验后进入如下页面设置安排属性，填
写相关信息后点击安排即可安排实验。
注意事项：
1. 老师需要填写相关的实验名称；实验成绩
比例和报告成绩比例总和为100%才能提交，
且数值必须为整数。
2. 实验报告批改类型为“在线编辑模式”时，
学生做实验页面会展示一个富文本框，学生
可在线编辑实验报告；实验报告批改类型为
“上传PDF模式”时，学生需要上传PDF文
档或者WORD文档。
3. 如果老师添加实验的时候上传了实验报告
模板，实验报告批改类型选择为“上传PDF
模式”时，学生做实验页面可以下载老师上
传的实验报告模板进行查看。
4.老师设置实验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若当
前时间小于实验开始时间，学生不能开始实
验，系统会提示实验未开始；若当前时间大
于实验结束时间，学生不能开始实验，只能
复习实验。
5. 实验成绩合格次数指的是学生需要做多少
次实验才合格；实验成绩合格用时指学生需
要做多长时间才合格，系统会根据该设置自
动统计学生的实验时长和实验次数，并且给
出实验成绩。



老师操作_课程设置_实验准备_发布实验

实验安排成功后可以进入“已安排实验”列表查看，点击发布按钮，在如下对话框中点击确定，学生即可进入相关课程查看该
实验。



老师操作_课程设置_实验结果_批改实验

当学生提交实验后，老师可以在实验结果页面批改实验。点击批改按钮可以手动批改实验，在如下页面中输入实验成绩
和报告成绩，点击提交后，系统自动计算出学生实验成绩。
注意事项：
1. 若学生实验成绩合格次数和合格时长已满足老师设置的值，则系统默认给出实验成绩配比的分数，老师批改时可以手动修改。
2. 实验成绩和实验报告成绩最大值为100，根据百分比配比，实验总成绩不能超过100分。
3. 老师可以添加评语，提交后学生查看成绩页面可以查看老师添加的评语。



老师操作_课程设置_实验结果_发布成绩

老师确认批改无误后，点击页面上的发布成绩，系统提示发布成功。学生即可查看自己的实验成绩。
注意事项：
1. 发布成绩为一键发布，只有当该门课程所有学生都提交实验后才能发布成绩，成绩发布后不可修改。
2. 若选择该门课程的学生在实验结束日期之后还没有提交实验，系统会自动提交实验且实验成绩为0分，老师可以直接发布成绩。



老师操作_课程设置_实验结果_成绩导出

老师可以在实验结果页面点击成绩导出按钮，将成绩导出为EXCEL文件。
注意事项：成绩只有在发布后才能导出。



老师操作_课程表

课程表页面分为教师个人课程表和总课程表。各页面实现操作描述如下表：

页面名称 实现操作描述

教师个人课程表 查看当前周本教师承担课程上课时间、课程名称

总课程表 查看所有老师大于等于当前日期周次的课程，包含上课时间、地点、课程名称及授课老师
信息



老师操作_课程表_教师个人课程表

教师个人课程表页面可以查看当前周本教师承担课程的上课时间和课程名称。
注意事项：只有当前时间所在的周次有课且周次信息有数据才会显示课程数据（如当前周是41周， 课程的上课周次包含了41周
且单双周属性为单周才会显示该课程）。周次信息是由管理员在系统管理->周次管理里添加的。



老师操作_课程表_总课程表

总课程表可以查看所有老师大于等于当前日期周次的课程，包含上课时间、地点、课程名称及授课老师信息。
注意事项：总课程表根据周一到周日分列展示所有老师的课程而不是当前登录老师的课程，课程上课周次包含了当前周次时间且周次数据
已添加才会展示课程信息。(如当前周是41周，则41周之前的课程不会在总课程表里展示；周次信息需要管理员在系统管理->周次管理里
添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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