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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台简介

平台针对于高校实验教学与管理领域，综合运用应用虚拟化接入技术，单点登录技术，实时

监控录播等技术全面解决实验领域信息化管理与教学问题，实现实验资源的统一管理与开放



共享，最终目标为管理者提供有效实用的信息化管理措施与信息反馈机制，为师生提供一体

化并可无限拓展的实验课程教学与个性化创新实验环境，并使实验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最大

化利用，促进院校品牌提升，达到示范作用，最终在实验教学资源充分共享和利用的前提条

件下逐渐形成校与校之间，学院与学院之间，校与企业直接共建、共享、共营的局面，更好

的为培养校内外实践创新能力的优质人才提供服务。

2. 平台学生功能特点

学生是实验活动的参与者与主体，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完成一个个课程实验项目或自主创新个

性化实验项目并完成，达到在校学习理论结合了实践的目的，通过仿真软件或进行实体实验

真正理解知识的实际运用。学生利用平台主要可实现对学院已拥有的实验教学应用（虚拟仿

真软件）进行查阅了解；可查看与专业或实验课程相关的学术资源进行自主在线学习；对学

期需要完成的课程实验进行自主预习以及合理自主的安排实验时间、进行开放式的自由预约

实验与学习，另外除了课程要求的实验项目，学生可根据所学知识不断的自我创新，自主创

建自拟实验或跟随指导教师做个性自定义的实验研究项目；实验的执行可虚实结合，不影响

原有学生去实体实验室进行的模式，同时利用网上虚拟实验室可实现随时随地的远程虚拟化

执行实验仿真应用进行实验，免除实体实验室的空间制约与学生奔波实验室的麻烦，实验的

过程中学生可与教师进行线上互动交流，可被实时远程监控实验画面指导，同时整个网上实

验的过程也被全程录制，教师根据录像可精细化指导学生操作过程。

3. 平台运行环境

硬件环境（建议）：

虚拟化平台负载服务器（多台，每台负载50并发），cpu:Xeo

n 5150 2.66 GHz 四核+16G内存。

Web服务器，cpu:酷睿/I系列处理器+16G内存+1T容量。

数据库服务器（可与Web服务器并为一台），cpu:酷睿/I系列

处理器+8G内存。

软件环境：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SP2 x64）

.NetFramework 4.0，.NetFramework 4.5

Mysql 5.5，SqlServer2005及以上



服务端

客户端

硬件环境（建议）：

Pentium IV 

2.5Ghz以上处理器、2G内存、2G以上可用磁盘空间。

软件环境：

Windows 平台，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7.0及以上。



4. 学生端使用说明

整体说明

学生端整体分为5个区域：Banner区域，工具栏，主导航栏，次导航栏，内容显示与操作区

。

Banner区域是通过后台配置设放主题图片、LOGO、平台名称。

工具栏是常用的全局性工具集合，学生端个人信息、事务提醒、站内信息、帮助与注销功能

。

主导航包括“实验系统、学习资源、选课预约、我的实验、互动交流“5大功能模块。

次导航是对主导航5大功能模块的细化子级功能模块，其中实验系统是对各专业实验系统、

实验应用资源信息的查看了解；学习资源包括对共建共享学术资源的分类查找、在线阅读与

订阅收藏；选课预约中，学生可对学期实验课程进行选课学习、进行预习、自主实验组队与

安排实验时间进行开放式预约，也可跟从老师或完全自主创新个性化实验项目申请立项与自

由预约；所有预约成功的实验项目（包括个性化项目）都将在“我的实验”中可以查看到，

可传统式的前往实验室进行，也可直接随时随地、足不出户的远程线上执行实验，支持各类

型实验系统（仿真软件）的远程执行，免下载免安装；互动交流包括全部、我发布的、我回

复的、我关注的、发布新帖。。

内容显示与操作区是对次导航子功能模块的具体使用、显示与交互区域。



4.1. 用户登录

学生专用前台地址登录，账号密码初始可利用管理员给定的默认账户（例如学号+默认密码

6个0），以其登录并可修改密码。

4.2. 实验系统

点击主导航“实验系统”，可查看各专业实验系统资源模块介绍，可对实验系统进行了解。

点击实验系统图标，弹出信息简介显示窗，显示系统文字介绍，所包含实验应用与岗位信息

。



4.3. 学习资源-学习资源

学习资源管理中是统一的学术资源库，此模块可对学术资源进行分类(专业、课程、关键字)

查看，包括对其他同学的优秀实验录像点播，可进行资源订阅，可在线阅读或播放各类多媒

体资源。

资源订阅：点击 ，将添加收藏到“我的订阅”中进行持续性阅读。

资源下载：点击 ，可对相应的资源下载到本地。

资源阅读：点击在线阅读，系统调用阅读器直接打开资源，支持单双页阅读、拖动、文字选

择、页码定位、全屏阅读功能。 



资源评价：进入资源阅读页面，可对相应的资源进行评价。

优秀实验录像：被各教师推荐的优秀实验录像将在资源缩略图上标记为“优”，可点击查看

。

4.4. 学习资源-我的订阅

进入后显示从“学习资源管理”中订阅持续阅读的学术资源，可直接点击阅读，阅读器功能

同4.3，可详细查看。



4.5. 选课预约-课内实验选题（选课说明）

学生进入此模块，需选择学期下教学大纲要求的将要进行学习的实验课程，点击”+”区域

添加选课，弹出课程大全对话框, 

可根据专业与学期查看每个学期的课程安排。学生需在选课期内选择学期需要进行的实验课

程。

点击查看一个实验课程，会显示此课程的介绍信息，查看后可进行选课操作，点击“选课“

将出现不同教学班，学生可选择不同教师的教学班学习课程（人数满员则不可选）。

选择确认后，将显示 状态，不可再操作，所选课程被添加到外部的个人空

间。



注意①：若对应课程的选课期未到或选课期已结束，系统将给出对应状态提示，此种状态都

不可进行选课操作,例如历史学期的课程，必定是过期不可操作的, 

且选课期内是可进行退选的，但选课期过了之后是不可退选的。

注意②：进入模块时，可能会已经有了选课（如下图示），这是后台管理教师已经帮助安排

了，核查无误即可，无须担心。

注意③：对于筛选 历史学期所学的课程，可进入查看基本简介信息

，但课程下所有项目将不可操作，因为学期已结束, 实验全部关闭。

注意④：若发生选课遗漏，或过了选课期忘记选择，或选错等情况，请线下请求指导教师或

管理员协助解决。



4.6. 选课预约-课内实验选题（课程预习）

4.4中完成选课后，可点击“进入课程“进行实验课程的具体学习模块，包括对实验课程信

息的查看、相关学术资源的查看、进行实验前预习测评（预习后可对实验项目进行自由预约

）

查看课程详细说明：点击右上角，详细内容，可查看详细的课程介绍

学习资源查看：可选择与课程相关的“学习资源“，点击资源进行在线阅读，调用阅读器，

功能使用可回见4.3



预习测评：若出现预习测评模块，则说明此课程需要通过预习测试后才可预约实验，预习测

评会随机从题库抽取试题考查自我的预习质量，达到教师规定正确率后可通过，否则将反复

测评，记录保持至历史测评中。若未出现预习测评模块，则说明此课程未设置测评关卡。

点击 ，后自动出试题。

提交后自动给出结果



4.7. 选课预约-课内实验选题（实验预约）

通过实验课程预习（4.5）后，可进行实验预约，实验预约分为针对团队实验与个人实验的

预约流程，对于个人实验，学生可直接根据自己时间安排进行时间预约；对于团队实验，学

生需先进行组队过程，组队完成后方可根据自己时间安排进行时间预约。



个人实验预约：直接进行时间预约（指导教师或管理员需开启允许自由预约，若未开启，系

统会给出提示等待开启或由教师与管理员帮助预约安排），选择预约台套与空闲时间，右侧

弹出对话框，点击确认预约发出申请，经过管理员审批后方可前往“我的实验“中按预约时

间去执行实验。预约台套可选则实体实验室中的台套，也可选择网上虚拟实验室的虚拟台套

，前者将线下前往实体实验室，后者直接在平台进入，自我远程执行。



团队实验预约：团队实验按岗位要求额定岗位与人数，与个人实验不同在于，必须先完成组

队过程（指导教师或管理员需开启允许自由组队，若未开启，系统会给出提示等待开启或由

教师与管理员帮助组队）。教师与管理员可直接帮学生组队。学生自己自由组队时，可新建

组队，等待其他同学加入，亦可加入其他同学已经创建但未满员的团队（即类似棋牌游戏找

“桌子“或”房间“的过程）



创建团队时可填一个计划预约时间（或不填，代表何时都行），因为自由预约时，团队的每

个同学个人时间安排不同，让大家尽量可达成一致，预约时间前先沟通一个大概时间，查看

到其他未满团队考虑是否加入时，也可参照这个来决策或协商。

团队满组成队后，需由组长（组长为创建团队者，或教师指定的）发出预约时间申请，组长

与组员务必注意协商好预约时间，以免大家时间冲突（团队实验要求实验时同时到岗）。

协商时间确认后，组长直接进行时间预约（指导教师或管理员需开启允许自由预约，若未开

启，系统会给出提示等待开启或由教师与管理员亦可帮助预约时间），选择预约台套与空闲

时间，右侧弹出对话框，点击确认预约发出申请，经过管理员审批后方可前往“我的实验“

中按预约时间组员一同到岗去执行实验。预约台套可选则实体实验室中的台套，也可选择网



上虚拟实验室的虚拟台套，前者将线下前往实体实验室，后者直接在平台进入，自我远程执

行。

注意①：若学生发生预约错误，已发出申请的，或实验过程出了意外状况需要重新实验的，

可通过站内短信或线下请求指导教师、管理员协助“重新预约“实验。

注意②：学期结束后，所有实验项目状态将变为关闭，关闭后不可进行任何安排操作，但在

“我的实验“中未提交报告的仍可提交。

注意③：如遇到组队“落单”情况，可通过站内短信或线下请求指导教师、管理员协助安排

。

4.8. 选课预约-课外实验选题

学生除了进行大纲要求的实验课程学习，亦可跟从老师（选题），进行个性化自拟实验项目

的参与。课外实验选题的实验项目由教师创建，学生点击“添加选题“，弹出”教师项目大

全“，可在选题期内选择想要参与的教师自拟创新实验项目(选题期未到或过期系统会给出



相应状态提示，注意教师指示的选题时间范围)，选题后题目先添加到个人显示列表，后续

可申请。

点击查看教师个性化项目的描述，可选题添加到个人显示列表待申请，选题后项目显示为

。

选题后在个人列表显示项目，点击申请提交资质信息，发出申请，“删除”则是移除个人显

示列表。



申请后，若通过申请，指导教师将带领进行此个性化选题项目，教师端可安排此次实验的预

约或由学生自由预约，与课程实验项目预约功能逻辑与注意事项同理，详细可见4.6。预约

后实验进行将在“我的实验”中对应模块。

注意①：某些自拟项目用到收费实验资源时，后台进行了设定，预约时会提示收费支付实验

币，实验币的充值见4.13

4.9. 选课预约-自主实验开发

自主实验开发是学生自主创新的个性化自拟项目列表，学生可自由发挥，创建个性化自拟实

验项目，并提交申请，先由指导教师审核，指导教师通过后，将经手管理员终审，通过后学

生方可自我组织自己的实验。点击“创建自拟项目”后，填写申报项目基本信息，指导教师

与所需资源（实验系统）。



申请成功后，由学生自主预约安排实验，若申报的是个人实验，个人预约过程与4.6节相同

，若申报的是团队实验，则完全由申请者直接安排团队与进行时间预约,时间预约部分与4.6

节相同，团队组建部分稍有不同，以申请者主导安排:

预约后实验进行将在“我的实验”中对应模块。

注意①：某些自拟项目用到收费实验资源时，后台进行了设定，预约时会提示收费支付实验

币，实验币的充值见4.13



4.10. 我的实验-课内实验选题

此模块是所有已成功选择的课程下实验项目的执行空间，主要负责线上远程虚拟化执行实验

（若预约的是线下实体实验室，则系统提示前往，无“开始”按钮），实验结束后报告的提

交，指导教师评阅后可查看成绩、对教师进行实验评价。进入后，可查看到待执行的课程实

验列表:

开始（执行实验）：到了预约的实验时间之后，点击开始，进入“虚拟实验室”远程虚拟化

执行实验，“虚拟实验室”分为实验内容信息显示区，实验台，互动交流、人员显示4个部

分，“返回”将返回到列表页面（无其他影响），“提交实验”慎点，提交实验将意味着已

完成实验，实验状态会变为需提交报告的状态。



远程执行实验台中的实验系统前，需下载与安装虚拟化接入插件并设置可信站点（安装过程

一直操作“下一步”即可，设置可信站点根据系统帮助提示进行）



安装插件之后（下次进入将取消此下载安装插件的提示，插件有升级的情况除外），可查看

远程接入，免下载安装直接远程执行虚拟仿真软件

互动交流：实验过程中可与实验指导教师或其他同学进行交流，支持图文收发。

实验录播与监控：实验过程中系统自动录制屏幕录像，教师可远程监控画面，进行精细化指

导。

提交报告：学生实验完毕后，提交实验报告, 等待教师批阅。



教师批阅后可查看评阅，分数，如实验录像被精细化批阅，亦可查看到。

实验评分：学生可对学习效果、教师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4.11. 我的实验-课外实验选题

功能与逻辑与4.10相同，只是实验项目类型不同，这里是课外实验选题项目的执行与结果空

间。



4.12. 我的实验-自主实验开发

功能与逻辑与4.10相同，只是实验项目类型不同，这里是自主实验开发项目的执行与结果空

间

4.13. 互动交流-全部

进入互动交流模块，学生可发帖或回帖跟管理员、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学生只可以删除自己

的帖子或回复。

同时支持帖子排序、关键字查询。

默认：按每个帖子的回复时间进行排序。

最新帖子：按每个帖子的发帖时间进行排序。

最热帖子：按每个帖子的回复数进行排序。

4.14. 互动交流-我发布的

显示本人发布的帖子，可通过关键字搜索查询帖子。



4.15. 互动交流-我回复的

显示本人回复过的帖子，可通过关键字搜索查询帖子。

4.16. 互动交流-我关注的

显示本人回复过的帖子，可通过关键字搜索查询帖子。



4.17. 互动交流-发布新帖

可通过发布帖子进行互动交流，帖子内容支持对文字的状态进行改变，同时支持发布表情和

图片。

4.18. 工具栏-个人信息管理

模块对学生个人信息进行维护管理，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安全信息、实验币管理。

学生可对个人基本信息修改，修改账号密码



实验币管理：当某些个性化自拟实验项目需要用到收费实验资源时，在实验预约时会提示收

费实验币，实验币的充值与管理位于此功能模块，可通过网银充值，用不了的实验币可申请

退币：



4.19. 工具栏-事务追踪

通过此模块，方便学生查看与跟踪提报申请但仍在审批过程中的事务，例如学生提报申请中

的个性化项目，提交待审批的实验报告，提交审批中的实验预约申请等，此模块将记忆此类

事务，以免学生遗忘，可时刻跟进教师或管理员要求协助执行。

4.20. 工具栏-站内消息

利用站内消息工具实现消息收发，包括收件箱、发件箱、写信息功能，收件箱与发件箱可点

击信息详细阅读，未阅读信息将加粗提示，写信息功能可对指定筛选的学生、教师、管理员

进行信息发送。



4.21. 工具栏-平台帮助

点击帮助按钮 ，可在线阅读演示视屏。

4.22. 工具栏-平台退出

点击退出按钮 ，回到登录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