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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西部远程学习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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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

角色的主要功能。整个介绍过程按模块，逐项对后台管理的功能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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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介绍如何进入中国西部开发远程学习网平台。您可通过以下登陆页面登录系统： 

 

输入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校验成功后进入系统，页面显示如下，点击后台管理按钮

则进入后台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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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进入后台管理页面，如下图： 

 

左侧菜单展开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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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台信息展示 

该页面主要展示平台上用户和课程相关信息，同时增加了快捷菜单链接，现在有课件信

息管理、查看学习档案、网络培训班和审核培训班，点击这几个链接后将跳转到对应的菜单

页面。 

 

菜单编辑页面可以对各级菜单进行增加、修改和删除操作，也可以配置它们的对应图标，

效果图如下： 

 

下面针对培训平台的主要菜单进行简要介绍。 

 

2.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分为组织管理、用户管理、组织机构管理、学习组管理和在线管理 5 个模块，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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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主要负责角色管理、权限管理和课程权限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角色管理分为一级管理员角色、二级管理员角色和普通用户管理； 

权限管理分为菜单权限和操作权限，菜单管理为菜单页面展示与否的管理，操作权限管

理为菜单内增删改查操作上的管理，菜单权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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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管理为针对各级中心配置可以展示的课程，可以添加和移除某个课程的展示权限，

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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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中可以增删改查用户信息，批量导入导出用户信息，给用户发送邮件及推送，

给用户配置培训班和课程，查看用户的学习档案。左侧为各级中心树，可以根据这个节

点来查询对应的学员信息，不同中心的管理员根据自己的权限管理本中心的学员。效果

图如下： 

 

发送邮件效果图： 

 

发送推送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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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课程效果图： 

 

配置培训班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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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学习档案效果图： 

 

2.3. 组织机构管理 

组织机构管理中可以增删改查部门机构信息。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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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学习组管理 

学习组管理是将学习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管理，可配置课程、培训班和学员。效果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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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培训计划管理 

培训计划就是管理员可以指定系统学员学习指标，完成该指标即可获得对应的培训证书或学

分。效果图如下： 

 

2.6. 在线管理 

 

在线管理可以查看在线信息。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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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分为图片管理、公告管理和新闻管理，如下图所示： 

 

3.1. 图片管理 

图片管理这里对应登录页背景图里面的图片，可对图片进行增删改查的操作，如下图所

示： 

 

3.2. 公告管理 

公告管理可以操作系统中通知公告信息，可以设置公告的权重，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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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闻管理 

新闻管理管理系统要发布的新闻等信息，可以设置权重和是否推荐，如下图所示： 

 

4. 课程管理 

课程管理分为知识体系分类、课件信息管理、课件审核、课程信息管理和学习档案，如

下图所示： 

 

4.1. 知识体系分类 

知识体系分类即为课件/课程分类，可对分类信息进行增删改查的操作，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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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课件信息管理 

该平台课件为课程里面的子集，课程由多个课件组成，课件是最小单位，课件信息管理

可对课件进行增删改查操作，可以批量导入导出课件信息效果图如下： 

 

4.3. 课件审核 

课件审核的功能是将课件信息置为有效/无效，同时将课件资源文件加密和压缩成 zip

文件，界面效果图如下： 



  用户手册(管理员) 

 

17 

 

4.4. 课程信息管理 

课程信息管理将对课程进行增删改查操作，同时满足批量导入导出的要求。可以将所选

课件配置课程中，界面效果图如下： 

 

配置课件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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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学习档案 

管理员可以查看当前中心中所有学员的学习情况，并可以将学习结果导出到 excel 文件

中。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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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训班管理 

培训班管理分为网路培训班管理、离线培训班管理和审核培训班，如下图所示： 

 

5.1. 网络培训班管理 

网络培训班管理即管理线上培训班，管理可以在网上就能学习的培训班，网路培训班可

以配置所选课程资源，界面效果图如下： 

 

配置课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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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离线培训班 

离线培训班管理即线下培训班，管理例如参加培训讲座、上级选调和域外培训等，界面

效果图如下： 

 

5.3. 审核培训班 

审核培训班即审核学员加入培训班的申请，管理员可以通过也可以拒绝。网络培训班通

过后可以参加课程在线学习获取学分，离线培训审核后即可获得学分，界面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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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试管理 

考试管理分为考题管理和试卷管理，如下图所示： 

 

6.1. 考题管理 

考题管理可以针对考题进行增删改查，目前系统中有判断题、单选题、多选题和简答题

四种类型，效果图如下： 

 

6.2. 试卷管理 

试卷管理可以对试卷进行增删改查操作，可以在线预览试卷，同时可以配置所选考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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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试的学员，效果图如下： 

 

 

配置考题效果图： 

 

配置学员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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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论管理 

7.1. 课程评论管理 

课程评论管理可以审核学员对课程的评价信息，里面包含对课程的打分，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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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门户系统管理 

8.1. 栏目管理 

栏目管理可以配置针对学员登陆后菜单展示，在西部网中是配置到各级中心，各级中心

下的所有学员统一配置，效果图如下： 

 

分中心配置栏目效果图如下： 

 

 



  用户手册(管理员) 

 

25 

9. Q&A 

9.1. 如何新增一个新学员？ 

答：管理员帐号登录后进入到后台管理页面，点击“系统管理”—“用户管理”，操作步骤

如下图： 

 

点击新增后，进入下面页面，在页面中录入对应数据即可： 

 
 

9.2. 如何批量上传课程？ 

答：具体操作流程为：“批量导入课件信息”—“批量审核课件信息”—“批量导入课程信

息”—“课程配置对应课件”—“各中心配置课程权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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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导入课件信息，点击菜单”课件信息管理”： 

 

 

9.2.2 系统审核课件信息，点击菜单”课件审核”： 

 

9.2.3 系统导入课程信息，点击菜单”课程信息管理”： 

 

9.2.4 管理员对具体某个课程信息配置对应的课件信息，点击课程信息列表操作列第二个按

钮后进入如下页面，搜索对应的课件信息，选择“添加”或“移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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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管理员给各中心配课，点击菜单”组织管理”，就可以对中心配置课程（该功能暂时失

效，前端页面展示的都是平台内所有课程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