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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员使用手册 

系统管理员拥有创建、管理各类用户，创建、管理课程，管理课堂，修改实

验信息等权限和功能。其中，为课程负责人创建课程是主要功能。 

1.1  系统登录 

打开浏览器，输入虚拟实验工场（校园网版）网址，点击右上角“登录”进

入登录界面，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系统登录页面示意图 

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登录系统，进入网站首页。 

1.2  首页介绍 

1、导航栏 

首页：即虚拟实验工场首页； 

实验课程：点开即可浏览当前开设的所有实验课程； 

实验库：点开即可浏览已开设课程中的实验信息； 

2、热门课程 

热门课程即虚拟实验工场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几门课程。 

3、热门实验 

热门实验即虚拟实验工场中使用人次最多的几个实验。 

4、热门教师 

热门教师即虚拟实验工场中学生人数最多的几名老师。 

5、下载中心 

下载中心针对不同系统、浏览器，提供了虚拟实验所需要的插件支持，在做

虚拟实验时，如果提示需要安装插件，请根据说明下载安装合适的插件，然后继

续实验。 



 

第 2 页 

1.3  系统主要功能 

登录系统后，点击右上角用户名，显示功能菜单。点击任意功能后，在界面

左侧显示功能列表。 

【界面形式】 

 

图 1-2 系统管理员功能列表 

1.3.1 用户管理 

【功能介绍】 

创建、查找、导出用户。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页面。 

 

图 1-3 “用户管理”页面示意图 

1) 创建用户 

点击“创建用户”，为系统添加一个新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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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创建用户”页面示意图 

2) 导入教师 

点击“导入教师”，为系统中导入教师用户。教师导入后初次登录系统，其

账号、密码均为工号，登录后应尽快修改登录密码。导入教师的信息可参照平台

提供的模板。 

 

图 1-5 “导入教师”页面示意图 

3) 查找 

输入用户昵称、姓名或学号（工号），查找到该用户。 

4) 导出 

点击“导出”按钮，将用户列表导出到指定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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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导出用户”界面示意图 

 4) 修改用户 

点击“修改”按钮，可修改用户学号（工号）、昵称、学院、手机、姓名、

身份、密码等信息。 

 

图 1-7 “修改用户”页面示意图 

5) 删除用户 

点击“删除”按钮，用户状态变为“冻结”，即用户信息不再显示，但数据

库中仍然保留该用户的操作记录。 

1.3.2 课程管理 

【功能介绍】 

对系统中所有课程进行管理。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课程管理”，进入课程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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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课程管理”页面示意图 

1) 创建课程 

点击“创建课程”，按下面步骤操作，为系统中添加一门课程： 

①新增课程 

按需求填写完整课程信息，然后点击“下一步”。其中，“负责人工号”填写

课程负责人工号；“排序值”表示该课程在实验课程列表中排序情况，排序值越

大，在列表中越靠前。 

 

图 1-9 “新增课程”页面示意图 

②选择实验 

在左侧“可选实验”列表中选择需要的实验，加入到右侧“选择实验”列表

中，为课程添加实验，然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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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添加实验”页面示意图 

③配置实验 

为所选的实验配置参数。点击“编辑”，可对当前实验参数进行编辑；点击

“批量编辑”，页面中所有实验都处于可编辑状态，可批量编辑。其中，“计分方

式”即学生提交实验报告后得分显示情况，“平均分”模式将显示历次成绩的平

均分，“最高分”模式将显示历次成绩中的最高分；“限时模式”中时间单位为“分

钟”；“显示反馈”即提交实验报告会会否提示结果对错；“排序值”表示实验排

序情况，排序值越大，该实验越靠前。配置好实验参数后保存，点击“下一步”。 

 

图 1-11 “修改实验”页面示意图 

④发布实验 

课程创建成功后，跳转到“课程管理”页面，点击“发布”，则该课程显示

在“实验课程”列表中，该课程的“课程负责人”可以为“课堂负责人”分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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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2) 下线/发布 

点击“下线”，课程将被关闭，处于不可用状态，“实验课程”列表中也不再

显示。再次点击“发布”按钮，课程可以重新使用。 

3) 课程修改 

点击“修改”按钮，可以修改课程分类、图片、介绍、使用期限、排序值等

信息。课程名称和负责人工号不可修改。 

 

图 1-12 “课程修改”页面示意图 

4) 更多 

增加实验：即为当前课程添加实验，参照上文“创建课程”②③步骤。 

管理实验：即为当前课程中实验重新配置残烛，参照上文“创建课程”步骤

③。 

删除：即删除当前课程，该课程下的课堂和学生选课数据同步被删除，且不

可恢复。 

1.3.3 课堂管理 

【功能介绍】 

对系统内所有课堂进行管理，包括查找、修改、发布/下线、删除以及对课

堂内的实验进行增删、修改操作。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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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列表”中，点击“课堂管理”，进入课堂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1-13 “课堂管理”页面示意图 

1) 修改 

在“课堂管理”页面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课堂页面，可以修改课堂

名称、置顶、图片、简介、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排序值等信息，负责人工号和

选课码不可修改，其中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不得早于和晚于其课堂的开始时间和

结束时间。修改完成后点击“修改”按钮即保存修改。 

 

图 1-14 修改课堂页面示意图 

2) 下线和发布 

点击“下线”，课堂将被关闭，在课堂列表和学生选课列表中都不再显示。

再次点击“发布”按钮，课堂可以重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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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删除 

点击“删除”，该课堂即被删除，在课堂列表和学生选课列表中同步被删除，

且不可恢复。 

4) 更多 

增加实验：该功能可以将课程中新增实验选择到当前课堂。 

 

图 1-15 为课堂增加实验示意图 

管理实验：参照上文“课程管理”中“创建课程”步骤③。 

导入学生：该功能可将当前课堂下学生账号批量录入。操作流程及说明参照

下图“导入用户”页面说明。 

 

图 1-16 “导入学生”页面示意图 



 

第 10 页 

1.3.4 实验管理 

【功能介绍】 

对系统中的虚拟实验进行管理。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实验管理”，进入实验管理页面，可以对当前系

统实验进行查找、修改等操作。 

 

图 1-17 “实验管理”页面示意图 

点击“修改”按钮，修改当前系统中已存在的实验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图 1-18 “修改实验”页面示意图 

1.3.5 实验分组 

【功能介绍】 

管理实验分组。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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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列表”中，点击“实验分组”，显示当前系统下的实验分组。 

 

图 1-19 “实验分组”页面示意图 

1) 增加实验分组 

选择实验分组的分类，并填写名称，完成实验分组的创建。 

 

图 1-20 添加实验分组示意图 

2) 修改实验分组 

点击需要修改的分组名称，点击 ，修改实验分组名称。 

3) 删除实验分组 

点击需要删除的分组，点击 ，即删除该实验分组。 

1.3.6 课程分组 

【功能介绍】 

管理课程分组。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课程分组”，显示当前系统下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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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课程分组”页面示意图 

1) 增加分组 

参照上文“实验分组”。 

2) 修改课程分组 

参照上文“实验分组”。 

3) 删除课程分组 

参照上文“实验分组”。 

1.3.7 头像简介 

【功能介绍】 

查看和修改个人头像和简介。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头像简介”。其中，“个人简介”即填写个人介绍；

“头像设置”可以选择本地图片更换头像。 

 

图 1-22 “个人简介”页面示意图 

1.3.8 我的资料 

【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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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和查看个人信息。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我的资料”，在“基本资料”页面查看和修改昵

称、学院、联系电话、姓名等信息，在“密码设置”页面修改密码。 

 

图 1-23 “我的资料”页面示意图 

2  课程负责人使用手册 

课程负责人拥有课程管理、课堂管理、课堂分配、学生管理、学生成绩管理

等功能权限，其主要功能是在系统管理员创建课程后，将课程分配给课堂负责人。 

2.1  系统登录 

打开浏览器，输入虚拟实验工场（校园网版）网址，点击右上角“登录”进

入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2-1 系统登录页面示意图 

输入工号、密码、验证码，登录系统，进入网站首页。 

2.2  首页介绍 

1、导航栏 

首页：即虚拟实验工场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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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点开即可浏览当前开设的所有实验课程； 

实验库：点开即可浏览已开设课程中的实验信息； 

2、热门课程 

热门课程即虚拟实验工场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几门课程。 

3、热门实验 

热门实验即虚拟实验工场中使用人次最多的几个实验。 

4、热门教师 

热门教师即虚拟实验工场中学生人数最多的几名老师。 

5、下载中心 

下载中心针对不同系统、浏览器，提供了虚拟实验所需要的插件支持，在做

虚拟实验时，如果提示需要安装插件，请根据说明下载安装合适的插件，然后继

续实验。 

2.3  系统主要功能 

登录系统后，点击右上角用户名，显示功能菜单。点击任意功能后，在页面

左侧显示功能列表。 

【页面形式】 

 

图 2-2 “功能列表”示意图 

2.3.1 用户管理 

【功能介绍】 

查找、导出课程负责人开设的课程下教师、学生用户信息。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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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列表”中，点击“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图 2-3 “用户管理”操作示意图 

输入用户昵称、姓名或学号（工号），查找某个用户。 

点击“导出”，将用户信息以 Excel 形式保存到指定文件夹。 

 

图 2-4 导出用户信息 

2.3.2 课程管理 

【功能介绍】 

对开设的课程进行发布/下线、修改、查找等操作管理。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课程管理”，进入课程管理页面。页面中显示有

课程列表以及编号、名称、创建时间、使用期限、发布状态、课程排序等信息。 

 

图 2-5 “课程管理”页面示意图 

1) 下线/发布 

点击“下线”，课程将被关闭，处于不可用状态，“实验课程”列表中也不再

显示。再次点击“发布”按钮，课程可以重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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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 

点击“修改”按钮，可以修改课程图片和课程介绍信息，其他信息不可修改，

如需修改，需要联系系统管理员。系统管理员可修改课程分类、图片、简介、排

序值和使用期限等信息，课程名称和负责人工号不可修改。 

 

图 2-6 课程修改页面示意图 

2.3.3 课堂管理 

【功能介绍】 

对所负责的课程中的课堂进行管理，包括查找、修改、发布/下线、删除以

及对课堂内的实验进行增删、修改操作。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课堂管理”，进入课堂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2-7 “课堂管理”页面示意图 

1) 课堂修改 

在“课堂管理”页面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课堂页面，可以修改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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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简介、排序值（排序值越大，该课堂在列表中越靠前）等信息，课堂名称、

负责人工号、选课码以及开始和结束时间不可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修改”按

钮即保存修改。 

 

图 2-8 修改课程页面示意图 

2) 下线/发布 

点击“下线”，课堂将被关闭，在课堂列表和学生选课列表中都不再显示。

再次点击“发布”按钮，课堂可以重新使用。 

3) 删除 

点击“删除”，该课堂即被删除，在课堂列表和学生选课列表中同步被删除，

且不可恢复。 

4) 更多 

增加实验：该功能可以将课程中新增实验选择到当前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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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为课堂增加实验示意图 

管理实验：即重新配置实验参数。点击“管理实验”，进入“修改实验”页

面，对课堂中实验参数进行修改。点击“批量编辑”，页面中所有实验都处于可

编辑状态，可批量编辑。其中，“计分方式”即学生提交实验报告后得分显示情

况，“平均分”模式将显示历次成绩的平均分，“最高分”模式将显示历次成绩中

的最高分；“限时模式”中时间单位为“分钟”；“显示反馈”即提交实验报告会

会否提示结果对错；“排序值”表示实验排序情况，排序值越大，该实验越靠前。

修改好实验参数后点击保存。 

 

图 2-10 “修改实验”页面示意图 

导入学生：该功能可将当前课堂下学生账号批量录入。操作流程及说明参照

下图“导入用户”页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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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导入学生”页面示意图 

2.3.4 课堂分配 

【功能介绍】 

为课堂负责人（授课教师）分配课堂，然后课堂负责人可以添加导入学生用

户，学生即可进入课堂学习、操作虚拟实验。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课堂分配”，进入课堂分配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2-12 “课堂分配”操作示意图 

其中，“课堂数量（已发布/未发布）”显示的内容，左侧括号外是已发布的

课堂数，右侧括号内是未发布的课堂数，两者之和为该课堂负责人的课堂总数。 

在列表中“操作”栏点击按钮 ，进入“为 XX 分配课堂”页面，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分配课堂页面示意图 

选择为该教师分配的课堂，在“分配”栏点击 ，然后点击“分配”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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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一名课堂负责人分配好一个课堂，待发布后，即可出现在在网站“实验课程”

列表中。 

2.3.5 学生管理 

【功能介绍】 

点击学生管理对选择本课堂的学生进行查找、导出和删除管理。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学生管理”，进入学生管理页面。 

 

图 2-14 “学生管理”页面示意图 

点击“查找”，可按课堂名称、姓名、学校或学号查找学生。 

点击“导出”，可将学生列表导出为 Excel 格式文件。 

点击“删除”，可将学生账号冻结，该学生即不能登录网站，但其信息扔在

系统中保留；待“激活”后，可重新登录网站选课学习。 

2.3.6 学生成绩 

【功能介绍】 

显示、查找和导出该课程下所有学生的实验成绩。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学生成绩”，显示本课程下所有学生所有实验的

成绩列表。 

 

图 2-15 “学生成绩”页面示意图 

点击“查找”，可按课堂名称、实验名称、姓名或学号查找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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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导出”，可将学生成绩列表导出为 Excel 格式文件。 

 

图 2-16 “导出成绩”操作示意图 

2.3.7 头像简介 

【功能介绍】 

查看和修改个人头像和简介。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头像简介”。其中，“个人简介”即填写个人介绍；

“头像设置”可以选择本地图片更换头像。 

 

图 2-17 “个人简介”修改示意图 

2.3.8 我的资料 

【功能介绍】 

修改和查看个人信息。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我的资料”，在“基本资料”页面查看和修改昵

称、学院、联系电话、姓名等信息，在“密码设置”页面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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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基本资料”修改示意图 

3  课堂负责人使用手册 

课堂负责人即负责某一个或几个课堂的授课教师，拥有管理自己课堂、学生、

学生成绩等功能。其中管理课堂实验和学生成绩为主要功能。课堂是由课程负责

人分配而来，学生是由课程负责人或系统管理员导入。 

3.1  系统登录 

打开浏览器，输入虚拟实验工场（校园网版）网址，点击右上角“登录”进

入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1 系统登录页面示意图 

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登录系统，进入网站首页。 

3.2  首页介绍 

1、导航栏 

首页：即虚拟实验工场首页； 

实验课程：点开即可浏览当前开设的所有实验课程； 

实验库：点开即可浏览已开设课程中的实验信息； 

2、热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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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课程即虚拟实验工场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几门课程。 

3、热门实验 

热门实验即虚拟实验工场中使用人次最多的几个实验。 

4、热门教师 

热门教师即虚拟实验工场中学生人数最多的几名老师。 

5、下载中心 

下载中心针对不同系统、浏览器，提供了虚拟实验所需要的插件支持，在做

虚拟实验时，如果提示需要安装插件，请根据说明下载安装合适的插件，然后继

续实验。 

3.3  系统主要功能 

登录系统后，点击右上角用户名，显示功能菜单。点击任意功能后，在页面

左侧显示功能列表。 

【页面形式】 

 

图 3-2 课堂负责人功能列表 

3.3.1 课堂管理 

【功能介绍】 

对所负责的课堂进行管理，包括查找、修改、发布/下线以及对课堂内的实

验进行增删、修改操作。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点击“课堂管理”，进入课堂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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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课堂列表”页面示意图 

1) 修改 

在“课堂管理”页面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课堂页面，可以修改课堂

图片、简介等信息，课堂名称、、排序值（排序值越大，该课堂在列表中越靠前）

负责人工号、选课码以及开始和结束时间不可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修改”按

钮即保存修改。 

 

图 3-4 修改课堂页面示意图 

2) 下线/发布 

点击“下线”，课堂将被关闭，在课堂列表和学生选课列表中都不再显示。

再次点击“发布”按钮，课堂可以重新使用。 

3) 更多 

增加实验：该功能可以将课程中新增实验选择到当前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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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为课堂增加实验示意图 

管理实验：即重新配置实验参数。点击“管理实验”，进入“修改实验”页

面，对课堂中实验参数进行修改。点击“批量编辑”，页面中所有实验都处于可

编辑状态，可批量编辑。其中，“计分方式”即学生提交实验报告后得分显示情

况，“平均分”模式将显示历次成绩的平均分，“最高分”模式将显示历次成绩中

的最高分；“限时模式”中时间单位为“分钟”；“显示反馈”即提交实验报告会

会否提示结果对错；“排序值”表示实验排序情况，排序值越大，该实验越靠前。

修改好实验参数后点击保存。 

 

图 3-6 “修改实验”页面示意图 

3.3.2 学生管理 

【功能介绍】 

点击学生管理对选择本课堂的学生进行查找、导出和删除管理。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学生管理”，进入学生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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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学生管理”页面示意图 

点击“查找”，可按课堂名称、姓名、学校或学号查找学生。 

点击“导出”，可将学生列表导出为 Excel 格式文件。 

点击“删除”，可将学生账号冻结，该学生即不能登录网站，但其信息仍在

系统中保留；待“激活”后，可重新登录网站选课学习。 

3.3.3 学生成绩 

【功能介绍】 

显示、查找和导出该课程下所有学生的实验成绩。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学生成绩”，显示本课程下所有学生所有实验的

成绩列表。 

 

图 3-8 “学生成绩”页面示意图 

点击“查找”，可按课堂名称、实验名称、姓名或学号查找学生成绩。 

点击“导出”，可将学生成绩列表导出为 Excel 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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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导出成绩”操作示意图 

3.3.4 头像简介 

【功能介绍】 

查看和修改个人头像和简介。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头像简介”。其中，“个人简介”即填写个人介绍；

“头像设置”可以选择本地图片更换头像。 

 

图 3-10 “个人简介”修改示意图 

3.3.5 我的资料 

【功能介绍】 

修改和查看个人信息。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我的资料”，在“基本资料”页面查看和修改昵

称、学院、联系电话、姓名等信息，在“密码设置”页面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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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基本资料”修改示意图 

4  学生用户使用手册 

学生用户的主要功能为在虚拟实验课堂中学习教学实验，填写实验报告，取

得实验成绩。 

4.1  系统登录 

打开浏览器，输入虚拟实验工场（校园网版）网址，点击右上角“登录”进

入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4-1 系统登录页面示意图 

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登录系统，进入网站首页。 

4.2  首页介绍 

1、导航栏 

首页：即虚拟实验工场首页； 

实验课程：点开即可浏览当前开设的所有实验课程； 

实验库：点开即可浏览已开设课程中的实验信息； 

2、热门课程 

热门课程即虚拟实验工场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几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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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热门实验 

热门实验即虚拟实验工场中使用人次最多的几个实验。 

4、热门教师 

热门教师即虚拟实验工场中学生人数最多的几名老师。 

5、下载中心 

下载中心针对不同系统、浏览器，提供了虚拟实验所需要的插件支持，在做

虚拟实验时，如果提示需要安装插件，请根据说明下载安装合适的插件，然后继

续实验。 

4.3  系统主要功能 

登录系统后，点击右上角用户名，显示功能菜单。点击除“我的课堂”外任

意功能后，在界面左侧显示功能列表。 

【界面形式】 

 

图 4-2 学生用户功能列表 

4.3.1 选课码选课 

【功能介绍】 

“选课码”是创建课堂后自动生成的一段数字代码，每个课堂都有单独的选

课码，注册用户可以凭选课码进入对应的课堂学习。一般情况下，选课码由课堂

管理员（授课教师）告知学生，学生不得通过其他途径获知与自己无关的课堂的

选课码并加入课堂，以免给实验教学管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由课堂管理员（或

课程管理员）导入的学生无需选课码，登录后即可直接进入自己的课堂学习。 

【界面形式】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选课码选课”，进入选课页面，填写选课码，加

入课堂，选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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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选课码选课”页面示意图 

4.3.2 我的课堂 

【功能介绍】 

学生登录系统后，点击首页导航栏“我的课堂”即可进入已选课堂列表页面。 

【操作流程】 

 

图 4-4 “我的课堂”页面示意图 

1) 开始学习 

点击“开始学习” 按钮，系统显示课堂内容。 

 

图 4-5 课堂内容示意图 

2) 开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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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开始实验”，系统弹出实验界面，学生可以根据提示做实验。 

 

图 4-6 课堂内“开始实验”示意图 

 

图 4-7 实验操作页面示意图 

3) 实验报告 

点击“实验报告” 显示本课堂的所有实验报告列表。 

 

图 4-8 “实验报告”列表示意图 

点击实验报告中的实验名称弹出实验报告页面。根据实验内容答题，注意实

验报告有答题次数限制，且要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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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实验报告”填写示意图 

提交实验报告后会有显示实验报告成绩和结果对错情况，请根据结果的反馈

情况再次进入实验课堂学习，对照实验内容填写实验报告。 

4) 实验讨论 

点击“实验讨论”，在实验讨论区可以交流经验、提出问题等。 

 

图 4-10 “实验讨论”示意图 

5) 退出课堂 

在“我的课堂”列表中有“退出课堂”按钮，该功能表示学生不再进行该课

堂的学习，点击“退出课堂”按钮，该课堂即在列表中删除，因此请慎重操作。

退出课堂后，在该课堂的实验报告填写记录仍然在系统中保留，如果想继续该课

堂的学习，需重新通过选课码或通过课堂管理员（授课教师）在该课堂的学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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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激活”该学生账号。 

4.3.3 我的成绩 

【功能介绍】 

显示实验报告的成绩。 

【界面形式】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我的成绩”，显示做过的实验报告的分数。系统

的分数显示有最高分和平均分两种模式，当前显示情况以课堂负责人（授课教师）

的设定为准。 

 

图 4-11 “我的成绩”页面示意图 

4.3.4 头像简介 

【功能介绍】 

查看和修改个人头像和简介。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头像简介”。其中，“个人简介”即填写个人介绍；

“头像设置”可以选择本地图片更换头像。 

 

图 4-12 “个人简介”页面示意图 

4.3.5 我的资料 

【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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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和查看个人信息。 

【操作流程】 

在“功能列表”中，点击“我的资料”，在“基本资料”页面查看和修改昵

称、学院、联系电话、姓名等信息，在“密码设置”页面修改密码。 

 

图 4-13 “我的资料”页面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