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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西部远程学习网学习平台是以网络形式实现网络在线培训和面授培训

的在线管理和支持。您可以方便的利用网络培训平台进行网上的培训、交流、学

习、考试等与培训相关的各类活动。本用户手册是介绍中国西部远程学习网的学

员角色的主要功能。整个介绍过程按学员进行网络学习的实际流程，逐项对学员

的功能进行说明。 

 

注：因系统在不断完善中，手册中的截图可能与现实中不太一致，请以实际
系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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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陆中国西部远程学习网学习平台 

通过在中国西部远程学习网学习平台的登录首页面输入用户名、密码及验证

码可登录平台，如下图所示： 

 

点击登录，校验成功后即可进入系统首页，页面显示如下： 

 

学员进入系统后，可看到有以下的栏目，分别是：所属中心对应的 logo、首

页、课程中心、培训班、学习中心和客户端，该栏目可以在后台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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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页 

首页展示系统课程分类栏目、轮播图、学员学习信息统计、推荐专题、为我

推荐、热门课程、通知公告、新闻中心及一级课程分类具体展示等内容。 

 

下面，我们针对首页的模块进行具体的说明： 

2.1. 课程分类栏目 

该模块为展示课程分类的所有目录即一级目录和二级目录，同时包含各个目录下主要的

课程信息。示例图如下： 

 

2.2. 轮播图 

该模块展示 3 条有代表性的课程图片。 

 

2.3. 学员学习信息统计 

该模块展示登陆后学员的学习信息和个人资料展示。示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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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推荐专题 

通过后台配置需要推荐的专题或培训班，示例图如下： 

 

2.5. 为我推荐 

该模块为针对学员的推荐课程，当学员所选课程少于 8 门时是展示由管理员默认推荐

的课程，当学员所选课程多于 8 门后，系统将根据学员所选分类进行针对性推荐。示例图

如下： 

 

2.6. 热门课程 

该模块展示 4 条比较热门的课程信息，根据后台配置或者选课人数来判断。示例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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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通知公告 

通过菜单栏中我的课程，您可以查看到所有您正在进行中的课程和尚未被正式录取的课

程，示例图如下： 

 

 

2.8. 新闻中心 

该模块展示系统中的新闻咨询，示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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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一级课程分类具体展示 

该模块展示所有以及课程分类下的信息，只包含二级课程分类中 2 条课程信息，示例

图如下： 

 

 

 

1. 课程中心 

课程中心展示的是对应中心所有的课程信息，筛选条件包含方向和分类，分别为第一级

分类和第二级分类。学员可以根据条件快速筛选出自己想要学习的课程。该页支持分页，目

前是一页 10 个课程，个数可以在后台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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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课程中心主页面 

点击栏目课程中心后就跳转到课程中心页面，如下图： 

 

 

1.2. 课程详细信息 

在点击课程图片后将进入以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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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中所示，您还可以对该课程进行评价，评价包含评分和内容。内容保持 15-1000

字。 

1.3. 课件详细信息 

在课程详细页面点击课件的超链接后将跳转到课件学习的页面。如下图所示： 

 

 

跳转后的课件学习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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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页面就是课件学习页面，您可以点击播放/继续按钮，播放将从头开始学习，继续

则是从上次播放时间点来学习。页面左侧为课件具体学习情况，包含课件时长、学习次数、

学习进度和学习时间点；页面上面会展示该课件学习进度，课件在学习的时候会 1 分钟自

动保存一次学习记录，关闭该页面后自动保存学习记录。 

2. 培训班 

2.1. 培训班主页面 

在该页面将展示培训班的列表信息，如下图所示： 

  

 

 

2.2. 培训班详情页面 

点击图片则进入培训班详情页面，点击超链接之后则进入课程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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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习中心 

 

3.1. 我的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页面展示您的学习历史和推荐课程，学习历史为您所学过的所有课程，包含必修课

和选修课；推荐课程为系统为您自动推荐的课程或者是管理员手动设置为您推荐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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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必修课程 

必修课程为管理员为您配置的必修课程，在当前学年需要学习完的，否则会影响您的年度考

核。支持分页。 

 

3.3. 选修课程 

选修课为管理员为您配置的课程或者是您自己选的课程，选修课不影响您的年度考核。支持

分页。 

 

 



                                用户手册（学员） 

 

13 

3.4. 网络培训班 

网络培训班为您所加入的网络培训班或者管理员为您配置的网络培训班，加入的培训班需要

按照培训班内的必修/选修课程及考试来判断是否通过考核。 

 

3.5. 学习档案 

学习档案为当前年度您的学习情况统计，方便学员查看自己的学习情况。学习档案包含要求

学分、已完成学分、必修学分、已完成必修学分、选修学分和已完成选修学分。如下图所示： 

 

 

3.6. 线上考试 

该模块为该学员已经配置过的试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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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果，可以点击查看报告和查看解析： 

 

 

4. 客户端 

在客户端页面可以看到您所在中心所对应的移动端 app 下载二维码，可以扫描二维码

实现移动端的在线安装。现在只有 android/ios 的手机版本，暂无平板版本，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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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搜索中心 

搜索中心提供快速查找某个课程/培训班，根据名称做为关键词来进行查找，查找结果为包

含这两项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5.1. 查找的课程信息 

输入例如”长江”关键字后点击查找按钮，查找的课程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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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查找培训班信息 

 

输入例如”秋季”关键字后，点击”培训班”，显示查找的信息如下： 

 



                                用户手册（学员） 

 

17 

8.Q&A 

问题1. 什么是网络学习（e-Learning）? 

答：网络学习（e-Learning）是指基于网络进行教育、培训和学习的行为。 

问题2. 网络学习（e-Learning）的优势是什么？对我有什么好处？ 

答：网络学习（e-Learning）有以下优势： 

 打破时空限制，只要能够上网，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参加，让更多的人拥

有学习的机会；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内容，自主地控制学习历程，提高学习效率； 

 借助网络优势和多媒体技术，学员享有丰富的网络资源和专业性辅导，仿佛面对

着无数专家级老师； 

 网络学习的内容不仅更新快，而且确保内容权威一致。 

问题3. 要参加网络学习，我需要做什么准备？ 

答：只需要一台能够上网，并且达到网络学习基本要求的电脑，即可参加网络学习。 

问题4. 参加网络学习，对电脑的最低配置要求是什么？ 

答： 

硬件推荐配置 CPU 为 PIII500 以上，内存大于 128M，硬盘大于 5G；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及以上； 

IE 浏览器 10.0 以上； 

必备应用软件 

 

IE10 或其他浏览器 

注：必备应用软件可在学习网中“软件下载”中下载。 

问题5. 怎么修改个人信息？ 

答：您可以随时在网络平台的内容首页面中点击“个人中心”，修改个人信息。 

问题6. 网络学习中遇到问题，应该向谁咨询？ 

答：目前有几种方式可供选择： 

 您可以直接点击系统下方的“意见反馈”向我们发送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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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情况下，可通过电话与培训中心联系。 

问题7. 网络课程有考试吗？ 

答：根据情况，有的课程有，有的课程没有。 

问题8. 网络课程为什么要设置考试？有何作用？ 

答：测试的目的是为了让学员了解自己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巩固所学知识和技能，并有

利于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问题9. 课程学完后怎样查看课程成绩？ 

答：当学员参加课程测试时，考试结束后会即时显示本次考试的成绩。 

问题10. 考试时突然中断（死机、掉线等原因）时该怎么办？系统

能否记录当前的考试状态？ 

答：如果在考试过程中，突然死机或机器重起，需要重新进行考试；如果掉线，可以等待网

络正常时再继续，如果掉线时间很长，则需要在网络正常后再进入考试重考。 

问题11. 我不熟悉电脑操作，第一次上中国西部开发远程学习网该

如何操作？ 

答：网站提供在线学习帮助，大家如有问题，可以随时点击首页下方的“联系我们”联系管

理员。 

问题12. 登录学习网时，如果出现网站布局比较乱的情况怎么办？ 

答：IE 版本请升级到 IE10 及以上。浏览器调成”极速模式”或者使用谷歌浏览器。 

问题13. 学习课程的速度很慢，有什么办法解决？ 

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学员集中上网高峰引发如网站服务器响应速度慢、用户电脑

配置低、网络速度达不到要求等。建议学员检查自身的网络速度和电脑配置情况，并采

取相应办法处理： 

 避开上网高峰时段； 

 使用杀毒软件进行计算机查杀毒； 

 正常安装系统要求的软件； 

 建议升级上网带宽，保证能够正常上网并且带宽速度不低于 512Kbps； 



                                用户手册（学员） 

 

19 

 升级计算机配置，保证计算机 CPU 和内存达到要求； 

问题14. 为什么点击课程名称后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课程打不

开）？ 

答： 

 取消浏览器任何禁止弹出窗口的设置； 

 检查网络是否正常。 

 （提示学员检查浏览器配置） 

问题15. 我可以同时打开几门课程学习吗？ 

答：不可以。由于平台只能打开一个课件的学习页面，点击其他课件页面学习则会导致当前

正在学习的页面关闭。 

问题16. 为什么没有自动播放整个课程的功能？ 

答：网络课程在设计时，是需要学员和课程进行互动的，比如查看详细介绍、练习等都需要

学员去选择点击，而不是被动地任由课程自己播放。同时，点击下一页进行翻页的设计，

也是为了方便学员自己控制学习进度。 

问题17. 课程已经学习一部分了，为什么下次进入课程后又要从头

学起？ 

答：进入课件学习页面后点击继续则开始续播。 

如果仍有问题，可向管理员咨询。 

问题18. 如何查看我课程的学习情况？ 

答：点金学习中心即可查看您所有已学习过的课程 

问题19. 为什么课程播放时没有声音？ 

答： 

 检查是否用声音控制功能把课程中的声音关掉了； 

 尝试播放本机其他的声音文件以检测声音设备（声卡）是否正常； 

 确认电脑多媒体设备（音箱、耳机）齐全，且线路和电路连接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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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0. 为什么课程中的视频部分无法播放？ 

答：确认浏览器版本；如仍不能访问，可向管理员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