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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简介 

1.1  需求背景 

当前高等学府、专科院校的教学信息化程度日趋增高，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通过对一部分

学校抽样调研，主要发现如下问题： 

• 课表系统维护复杂，课程安排变化后系统更新缓慢，无法迅速反映到最新课表，向所有人展

示。 

• 当前的课表系统无法适应多变的教学需求，如合班教学等大班课程无法体现在课表系统。 

• 老师需要临时占用机房进行上课时，需填写纸件手动申请审批，流程复杂且无法体现在课表

系统。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云学院配套发布了实验室开放系统。核心功能包括以下两点： 

• 课表展示：展示的课程信息数据来源于正方、云学院和本地临时申请。并可实现云学院上的

课程联动上下课。 

• 临时课程申请：任课老师需要临时占用教室上课时，直接通过系统申请，审批通过后即可上

课，同时更新课表，所有老师和学生均可看到。 

1.2  系统结构概览 

紧扣需求和核心功能，实验室开放系统具有如下图所示的框架结构： 

 
各模块功能概述： 

• 课表：用于展示课程信息，不用登录，所有能访问该系统的用户也都能看到课程表。 

• 事件管理：用于处理任课老师申请临时课程的流程。详情参见校内临时课程申请。 

• 基础数据：用于配置系统基础数据，包括连接正方教务系统和云学院，管理机房、教师、学

校作息时间、系统角色等等。详情参见基础数据管理。 

• 数据统计：用于统计学校机房利用情况、排课情况等，详情参见数据统计。 

• 操作日志：用于记录对系统执行的操作详情，并支持将对操作日志进行清除、导出等操作。

详情参见操作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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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装方法 

安装 H3C Cloud 云学院时，会自动安装实验室开放系统，不用另行安装。云学院的安装方法请参见

《H3C Cloud 云学院 安装指导》，文档获取路径：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Center/H3C Cloud/Catalog/H3C Cloud_YXY/H3C 
Cloud_YXY/ 

1.4  访问方式 

与云学院管理平台一样，实验室开放系统支持浏览器访问。 

(1) 安装好 H3C Cloud 云学院后，浏览器通过“http://云学院管理平台 IP 地址:8880/labmgs”访

问实验室开放系统。初次访问时，由于没有配置任何信息，所有课程表信息为空。 

图1-1 进入界面即可查看指定机房的课程表 

 
 

(2) 点击页面右上角<登录>按钮，弹出登录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单击<登录>按钮登录系统。

默认管理员用户密码均为“admin”。 

图1-2 登录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Y/H3Cloud_YXY/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loud_YXY/H3Cloud_Y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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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指导 

2.1  添加作息时间 

实验室开放系统需要根据学校实际的上课时间配置作息时间表。配置步骤如下： 

(1) 管理员用户登录成功后，选择页面上方[基础数据]页签，进入基础数据配置页面。单击页面左

侧导航栏[作息时间]菜单项，进入作息时间配置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作息时间页面，根据学校实际的作息时间表填入各项参数后，单

击<确定>按钮，完成作息时间的添加。重复上述操作，可添加多节课程的作息时间。如图 2-1
所示。 

图2-1 添加作息时间 

 
 

参数说明： 

• 作息时间节次：只允许输入数字，表示第几节课，取值范围为 1~12。 

 

 

每次作息时间要大于 5 分钟，与前一次作息时间间隔大于 2 分钟。如果所有信息配置完成时已经晚

于作息时间开始前两分钟，将不会触发云学院联动上课。 

 

2.2  连接正方和云学院 

首次登录系统时，由于没有与正方数据库和云学院管理平台建立连接，也没有本地课程，所以课表

里没有任何课程信息。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初始化配置才能同步正方和云学院管理平台上的课程信息。

操作步骤如下： 

(1) 管理员账户登录成功后，选择页面上方[基础数据]页签，进入基础数据配置页面。单击页面左

侧导航栏[参数配置]菜单项，进入参数配置页面。如图 2-2 所示。 

(2) 输入云学院配置项的相关参数后，单击<测试连接>按钮，连接成功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

云学院的配置。同样的方式，配置正方数据库并测试连接成功后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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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参数配置 

 
 

参数说明： 

操作配置： 

• 操作员闲置时长：超过该时长后，系统将注销当前登录账号。 

云学院配置： 

• 云学院地址：默认为配套的云学院地址。因为实验室开放系统和云学院管理平台安装在同一

台服务器上，所以云学院地址即云学院管理平台地址，不可修改。 

• 云学院端口：云学院管理平台的访问端口，固定是 8880，不可修改。 

• 云学院用户名：云学院管理平台的用户名，必须使用管理员用户，默认为“admin”。 

• 云学院密码：对应管理账户的密码。 

• 强制下课：启用强制下课后，与云学院绑定的课程会根据课程表规定的下课时间强制下课。 

正方数据库配置： 

• 正方地址：正方数据库服务器 IP 地址，需要与实验室开放系统之间网络可达。 

• 正方端口：正方数据库端口，默认为 1521。不可更改。 

• 正方数据库名称：正方数据库里当前教务系统使用的数据库名称。 

• 正方数据库用户名：登录正方数据库的用户名。 

• 正方数据库密码：对应用户的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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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为非强制下课，则在下课前 5 分钟，教师端客户端会显示倒计时并有一个取消下课按钮，如果

教师点击取消下课，则到规定的时间不会强制下课，老师上课完成后可以手动进行下课操作。配置

为强制下课，则在下课前 5 分钟，教师端客户端会显示倒计时，取消下课按钮置为灰色，则到规定

的时间会强制下课并删除虚拟机。 

 

2.3  数据同步 

在与云学院和正方建立连接完成后，通过数据同步功能同步正方和云学院管理平台上的课程、机房

和教师等信息。操作步骤如下： 

(1) 管理员用户登录成功后，选择页面上方[基础数据]页签，进入基础数据配置页面。单击页面左

侧导航栏[系统管理]菜单项，进入系统管理页面，点击<同步正方>按钮上方的<选择机房>按钮

弹出选择机房对话框，选择要同步数据的机房后，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2-4 所示。 

图2-3 选择正方机房 

 

 

 

默认会同步正方上所有机房的数据，但是当存在非机房（比如实验室等）的数据需要同步时，需要

用户自行选择相应的实验室。 

 

(2) 单击<同步正方>按钮同步正方的课程、机房、教师等数据；单击<同步云学院>按钮同步云学

院的大班课程与机房等数据。如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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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数据同步 

 

 

(3) 同步成功后，课表里将展示所有课程信息。如图 2-5 所示。通过选择指定机房和指定周次查看

具体机房的课表信息。 

图2-5 课程表 

 
 

2.4  校内临时课程申请 

当教师需要临时使用某个机房进行上课时，可通过系统临时申请。 

• 如果是任课教师申请临时课程，则需要管理员在事件管理中审批通过后才算申请成功，申请

的课程显示在课程表。 

• 如果是管理员申请临时课程，则无需通过审批，课程直接显示在课程表。 

以任课教师为例，临时课程申请操作步骤如下： 

(1) 任课教师登录实验室操作系统，单击<课表>页签，进入课表页面，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开放预

约>按钮，进入开放预约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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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开放预约页面，选择机房、课程名称、上课班级、人数，选择周次，并在课表中单击勾选

要上课的时间节次后，单击右上角<增加>按钮，完成临时课程的申请。如图 2-6 所示。 

图2-6 开放预约 

 
 

(3) 任课教师增加成功后，课表里并不能直接显示课程信息，需要具有审批权限的管理员审批通

过后才能在课表里展示课程信息。 

(4) 管理员登录实验室操作系统，单击[事件管理]页签，进入事件页面，在“未处理事件”中可以

看到当前未处理的任课教师临时课程申请流程。查看后，单击指定流程操作栏的 图标，表

示审批通过。如图 2-7 所示。 

图2-7 管理员审批临时课程 

 

 

(5) 审批完成后，在课表页面可以看到临时申请的课程信息已经同步更新到课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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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课表 

 

 

 

如果是管理员或其他具有不用审批的教师角色申请的临时课程，则无需审批，课程信息直接显示在

课表系统。 

 

2.5  校外培训课程申请 

校外培训课程适用于校外机构借用本校机房进行培训或者校企合作的企业方为本校学生进行培训

等场景。校外培训课程需要培训管理员账户进行申请，申请流程与校内临时课程申请一样，步骤如

下： 

(1) 创建教师账户，该账户的角色为培训管理员。系统默认的培训管理员角色申请的培训课程无

需审批，如果需要审批，则用户自己创建只有申请培训课程的角色即可。详情可参见角色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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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增加老师-指定为培训管理员 

 
 

(2) 培训管理员教师账户登录系统后，按照校内临时课程申请流程申请培训课程。 

 

2.6  事件管理 

老师申请临时课程后，即产生一个事件记录，管理员审批后产生相应的事件记录。事件管理用于处

理临时课程的申请流程，详情可参考校内临时课程申请。 

2.7  基础数据管理 

2.7.1  机房管理 

显示的机房信息来源于正方数据库、云学院管理平台的合班教室和本地增加的教室。对于本地增加

的机房，可对其进行进行增加、修改和删除等操作。从正方和云学院管理平台同步过来的机房信息

不可以进行编辑。对于本地增加或来自云学院的机房，可将机房与云学院上的云教室进行绑定。绑

定的目的是为了联动上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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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机房管理-机房列表 

 
 

图2-11 增加机房 

 
 

图2-12 机房与云教室绑定 

 
 

2.7.2  教师管理 

教师信息来源于正方教务系统和本地增加，用于管理教师信息，包括对教师信息的增加、修改、删

除和密码重置等功能（同步过来的教师只允许进行密码重置）。教师分为全局管理员、任课教师、

培训管理员及其他自定义的角色。不同角色下的教师账户权限不同。详情参考角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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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教师管理-教师列表 

 
 

操作栏图标说明： 

• ：修改教师信息。 
• ：教师信息密码重置为“123456”。 

• ：删除教师信息。 

图2-14 增加教师信息 

 

 

2.7.3  角色管理 

实验室开放系统的角色管理非常灵活，每个角色具有不同权限。系统默认有如下三种角色： 

• 全局管理员：拥有所有权限，除了创建校外培训课程。 

• 任课老师：只能申请校内课程。 

• 培训管理员：只能创建校外培训课程。 

此外，用户可以自行增加具有指定权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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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员登录实验室操作系统，单击<基础数据>页签，进入基础数据页面，单击页面左侧导航

栏[角色管理]菜单，进入角色管理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角色页面，输入角色名称，并为该角色选择相应的权限。单击<确
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2-15 增加角色 

 
 

角色增加成功账户时，即可为教师指定不同的角色，教师将拥有该角色所有的权限。 

2.7.4  课程绑定 

课程绑定用于将云学院上的课程镜像与机房进行绑定，便于联动上下课。在课程绑定之前，需要先

将机房与云学院上的云教室进行绑定。参考机房管理。 

(1) 单击[基础数据]页签，进入基础数据管理页面。 

(2) 单击[课程绑定]菜单项，选择机房和课程后，单击<配置>按钮，将机房与云学院上的课程镜像

绑定。云学院上的该课程镜像会根据实验室操作系统上的课程表时间安排联动上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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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课程绑定 

、 

 

 

 作息时间、机房的更改、课程镜像的更改等信息都是即时生效，如果更改后导致原机房、课程

镜像没有上课、下课成功，请手动上下课。 

 联动上下课功能会在作息开始的前两分钟触发上课操作并启动虚拟机，作息结束的前 5 分钟在

客户端提醒，但准时下课。 

 

2.7.5  参数配置 

用于配置基本参数信息，参见连接正方和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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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系统管理 

图2-17 系统管理 

 

 

提供常用系统管理功能。包括： 

1. 同步正方数据 

用于同步正方教学系统的课程信息、机房信息和教师信息等。单击<同步正方>按钮开始同步。 

2. 同步云学院数据 

用于同步云学院的大班课堂信息与机房等数据。单击<同步云学院>按钮开始同步。 

3. 数据归档 

用于备份指定学年、学期的课程数据，并清除课程与事件数据。选择学年和学期后，单击<归档>按
钮完成数据归档。 

4. 导出数据备份 

导出选定学年、学期的备份数据。选择学年、学期后，单击<导出>按钮导出 Excel 数据。该操作将

第 3 步中归档的数据导出到用户指定位置。 

2.8  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功能用于直观的查看学校当前各项资源的使用情况，分为图表统计和列表统计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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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表统计 

图2-18 图表统计 

 
 

参数说明： 

• Top5 机房利用率：机房利用率即一段时间内，指定机房已排课量占最大可排课量的百分比（比

如该机房当天排了 3 节课，当天该机房最多可排 9 节课，则这天该机房的利用率为 3/9）。通

过选择时间段来查看指定时间段机房利用率排名前五的机房。 

• 各类课程比例：以环状图显示指定时间内各类课程的比例。根据课程来源的不同，课程分为

如下四种。 

 正方课程：来自正方教务系统的课程信息。 

 临时课程：教师临时申请的计划外校内课程。 

 培训课程：教师临时申请的计划外校外课程，校外课程即第三方培训等等。 

 合班课程：来自云学院管理平台的合班课程信息。 

• 一周内每天排课量：以柱形图方式显示指定周次指定机房在一周内每天的排课量。 

• 课程数比例：显示今天最大排课数、排课数和正在上课数。 

 今天最大排课数：机房总数量与每个机房今天最大可排课数量的乘积。 

 排课数：已排课的课程数量。 

 正在上课数：正在上课的课程数量。 

• 本学期机房排课量：以折线图的方式显示指定学期、指定机房、指定课程类别的机房排课量。

横轴表示时间（单位是周次），纵轴表示排课量（单位是课程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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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表统计 

图2-19 列表统计 

 
 

以列表的方式显示指定时间段内所有级放大的课程数、学生数、人时数、实验个数和使用率。 

• 课时数：指定时间段内的课程总节数。 

• 学生数：指定时间段内在机房上课的学生总数。 

• 人时数：指定时间段内机房上课的课时数与学生数乘积的总和。 

• 实验个数：指定时间段内机房的实验课程数。 

• 使用率：指定时间段内的机房使用率。 

 计划内：学校开学之初规划的课程属于计划内课程。 

 计划外：教师临时申请的课程属于计划外课程。 

 综合使用率：计划内使用率与计划外使用率的和。 

2.9  操作日志管理 

用于查看操作日志，也支持对操作日志进行诸如清除、定时自动清理以及日志搜集等操作。通过日

志分析，可以进行系统问题定位、责任回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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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 操作日志 

 
 

操作说明： 

• 清理：支持清理三个月以前的任何时间段的操作日志。 

• 定时清理：支持配置操作日志的保留期限和保留总数。可将超过期限和保留总数的操作日志

删除或者导出到文件。 

 当删除时直接删除符合条件的操作日志。 

 当配置导出到文件时，会将符合导出条件的日志导出到/opt/H3C/H3CServer/mysql/export
目录下，并删除列表中已导出的操作日志。 

• 日志搜集：可以将操作日志以及系统日志文件下载到本地，分析定位系统问题。 

3 常见问题解答 
1. 预约课程时，增加一门新的课程A，预约课程成功，继续预约课程A的课程，发现课程列表中没

有课程A。 

规避方案：新增一门课程之后手动刷新网页，课程列表才会更新。 

2. 如果班级列表中含有空格，在预约课程时，点击班级的输入框，班级列表不显。 

规避方案：班级名称不允许为空格。 

3. 创建一个角色A，同时使用火狐和Chrome打开，停留在角色列表，在火狐删除角色A之后，然后

用Chrome删除角色A，报 500。 

规避方案：建议同一台终端选择一个浏览器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不要同时登录多个浏览器。 

 


	1  系统简介
	1.1   需求背景
	1.2   系统结构概览
	1.3   安装方法
	1.4   访问方式

	2  使用指导
	2.1   添加作息时间
	2.2   连接正方和云学院
	2.3   数据同步
	2.4   校内临时课程申请
	2.5   校外培训课程申请
	2.6   事件管理
	2.7   基础数据管理
	2.7.1   机房管理
	2.7.2   教师管理
	2.7.3   角色管理
	2.7.4   课程绑定
	2.7.5   参数配置
	2.7.6   系统管理
	1.  同步正方数据
	2.  同步云学院数据
	3.  数据归档
	4.  导出数据备份


	2.8   数据统计
	1.  图表统计
	2.  列表统计

	2.9   操作日志管理

	3  常见问题解答
	1.  预约课程时，增加一门新的课程A，预约课程成功，继续预约课程A的课程，发现课程列表中没有课程A。
	2.  如果班级列表中含有空格，在预约课程时，点击班级的输入框，班级列表不显。
	3.  创建一个角色A，同时使用火狐和Chrome打开，停留在角色列表，在火狐删除角色A之后，然后用Chrome删除角色A，报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