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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空间简介 
校园空间是供给管理平台上已创建用户进行教学活动的数据空间。校园空间部署完成后教师或学生

用户可登录校园空间进行教学相关活动。 

校园空间涉及三种角色的用户： 

• 管理员：主要负责将管理平台用户、班级等数据同步至校园空间。 
• 教师：主要负责课程组管理、作业发布与批改、上传微课、创建用于随堂测试的题库及习题

等。 

• 学生：需要在校园空间中完成作业，可申请加入课程组、观看学习微课视频、查看自己在随

堂测试中的表现等。 

校园空间的操作主要涉及以下几部分： 
• 课程组管理：课程组是学习某门课程的学生的集合，教师创建课程组并指定学生加入课程组，

学生可提交申请待教师同意后加入课程组。 

• 作业管理：教师发布作业，学生完成后教师批改作业，可选择展示优秀作业。 

• 微课空间：教师上传教学视频至微课空间，学生根据自身需求观看教学视频。 
• 随堂测试：与客户端（教师客户和学生客户端）随堂测试功能联用，教师创建用于随堂测试

的题库和习题，对学生进行分组等，；学生可在校园空间查看自己在随堂测试中的表现。 

2 部署与管理 

2.1  部署校园空间 

校园空间配置后不可再编辑，请提前规划好校园空间所用服务器以及存储后再进行配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栏[应用/校园空间]菜单项，进入校园空间页面。 
(2) 设置存储类型和对应的存储路径，单击<开始部署>按钮开始部署校园空间。其中存储类型可

选择本地存储和 GlusterFS 存储。 



2 

图2-1 部署校园空间 

 

 

部署完成后，用户可通过浏览器访问地址：<管理平台 IP:8093/space>登录校园空间。校园空间的

数据将存储在配置的存储路径上。 
 

 

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校园空间，请确保使用校园空间的云桌面已安装 Chrome 浏览器（推荐

Chrome45 及以上版本）。可在制作课程-安装软件步骤中安装 Chrome 浏览器，相关操作请参见

《H3C Workspace 云桌面 快速入门（教育场景）》。 

 

2.2  校园空间容器管理 

校园空间部署完成后，其业务运行于系统自动创建的容器上。管理员可根据需求对承载校园空间业

务的容器进行一键启动或停止。该功能使用场景如下： 

• 当双机热备切换后导致校园空间业务不可用时，可通过一键启动拉起校园空间业务。 

• 当校园空间所在存储需要扩容或缩容时，需先一键停止承载校园空间业务的容器，以免导致

存储扩容或缩容失败。 
• 版本升级后需要执行一键启动来触发容器的创建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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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校园空间容器管理 

 

 

3 使用指导 

3.1  管理员使用指导 

管理员登录校园空间后，可查看组织机构、班级、教师和学生信息，同时可将管理平台数据一键同

步至校园空间，更新组织机构、班级、教师和学生信息。 

(1) 管理员登录校园空间后，分别单击[组织机构]、[班级管理]、[学生管理]、[教师管理]菜单项查

看对应信息。 

(2) 单击[其他]菜单项，进入其他页面，单击<一键同步>按钮，将管理平台组织机构、班级、教师

和学生数据信息一键同步至校园空间。 

图3-1 管理员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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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一键同步 

 

 

3.2  教师使用指导 

教师用户涉及相关功能主要包括：课程组管理、作业管理、微课空间和随堂测试。 
• 作业管理：教师用户新建作业后向课程组内学生下发作业，学生完成作业后教师批改作业并

选择是否展示作业。 

• 课程组管理：课程组是学习某门课程学生的集合。学生可提交申请并经教师审批同意后加入

课程组，教师也可直接添加学生至课程组。 

• 微课空间：教师用户上传课程视频至微课空间，学生用户可观看学习微课空间中的课程视频。 
• 随堂测试：随堂测试功能需与客户端联动使用。校园空间中教师用户需进行小组设置、题库

编辑等相关操作。 

3.2.1  作业管理 

教师用户新建作业后向课程组内学生下发作业，学生完成作业后教师批改作业并选择是否展示作业。 

作业管理包括发布作业、编辑作业和批改作业。 

1. 发布作业 

发布作业时可将作业设计保存为作业模板，以便作业设计成果多次利用。 

(1) 单击导航栏[作业管理]菜单项，进入作业管理页面。作业管理页面展示作业列表及作业概览信

息，教师可根据创建时间、截止时间、课程组和评分为搜索条件快速找到目标作业。 

(2) 单击<发布作业>按钮，弹出发布作业对话框，选择新建作业方式，设计作业并选择课程组后

单击发布按钮完成作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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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作业管理 

 
 

图3-4 作业设计 

 
 

表3-1 发布作业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方式 
发布作业的方式，包括新建作业和使用作业模板，选择使用作业模板后也可继续

在模板基础上设计作业。 

作业标题 作业的标题 

作业内容 作业设计的内容 

截止日期 学生提交作业的截止日期，逾期后不能提交 

附件 作业相关附件，附件大小不能超过300MB 

保存为作业模板 
选择是否保存为作业模板，保存为作业模板后可多次利用，作业模板将展示在作

业模板页面。 

课程组 作业下发的课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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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作业 

当尚未有学生提交作业时，教师可通过编辑作业修改作业内容。 

(1) 单击导航栏[作业管理]菜单项，进入作业管理页面。 

(2) 单击欲编辑的作业进入作业详情页面，单击<编辑作业>按钮，弹出编辑作业对话框，编辑作

业内容并选择课程组后单击发布按钮完成作业编辑。 

图3-5 编辑作业 

 
 

3. 批改作业 

有学生提交作业后，教师可批改作业并可选择展示优秀作业供课程组内成员学习参考。 
(1) 单击导航栏[作业管理]菜单项，进入作业管理页面。 

(2) 单击作业名称进入作业列表页面，该页面展示课程组内各学生作业状态、成绩、提交时间、

批改时间等信息。 

(3) 单击欲批改作业操作列<批改>按钮进入批改作业页面，设置作业等级（0.5 星到 5 星）、填写

作业评语后提交批改，同时可将作业加入展示。 

图3-6 作业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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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批改作业 

 
 

3.2.2  作业模板管理 

作业模板可多次用于作业设计，便于教师用户快速设计、发布作业。作业模板管理包括新建、编辑

和删除作业模板。 

1. 新建模板 

(1) 单击导航栏[作业模板]菜单项，进入作业模板页面。 

(2) 单击<新建模板>按钮，弹出新建模板对话框，设置作业标题、内容选择上传附件，单击<确定>
按钮完成操作。 

图3-8 作业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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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新建作业模板 

 
 

2. 修改模板 

(1) 单击导航栏[作业模板]菜单项，进入作业模板页面。 

(2) 单击作业模板操作列<修改>按钮，弹出修改模板对话框，编辑作业标题、内容选择上传附件，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3. 删除模板 

(1) 单击导航栏[作业模板]菜单项，进入作业模板页面。可通过以下方式删除作业模板： 
• 批量删除作业模板：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模板，单击<删除>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

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 删除指定作业模板：单击欲删除作业模板操作列的<删除>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
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3.2.3  作业展示 

作业展示功能主要用于课程组内成员学习分享优秀作业。该页面将展示教师在作业管理中加入展示

的作业，课程组内成员均可查看学习展示中的作业，成员还可点赞、留言评论交流经验。 
(1) 单击导航栏[作业展示]菜单项，进入作业展示列表页面。可在作业列表操作列查看作业详情或

取消展示。 

(2) 单击作业列表操作列<查看>按钮，查看作业详情。教师和学生用户可在作业下方点赞评论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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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作业展示-1 

 

 

图3-11 作业展示-2 

 
 

3.2.4  课程组管理 

课程组是学习某门课程的学生的集合，教师可新建、编辑、删除课程组。 

1. 新建课程组 

(1) 教师用户登录成功后，单击导航栏[课程组管理]菜单项，进入课程组管理页面。 

(2) 单击页面右上方<添加课程组>按钮，弹出添加课程组对话框，输入课程组名称，单击<确定>
按钮添加课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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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课程组管理 

 

 

2. 查看课程组并添加学生 

新建课程组后，教师可将学生添加至该课程组。学生用户若想加入某课程组，可提交加入申请，教

师审批同意后即可加入课程组。 

(1) 单击课程组列表操作列<查看>按钮，查看课程组基本信息。 

(2) 单击<添加学生>按钮，弹出添加学生对话框，选择学生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3) 如需删除课程组内学生，可选中欲删除的学生后单击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

按钮完成操作。 

图3-13 课程组管理-添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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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课程组 

(1) 单击课程组列表操作列<修改>按钮，弹出修改课程组对话框，修改课程组名称后单击<确定>
按钮完成操作。 

图3-14 修改课程组 

 

 

4. 删除课程组 

可通过以下方式删除课程组： 

• 批量删除课程组：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课程组，单击<删除>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 删除指定课程组：单击欲删除课程组操作列的<删除>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

按钮，完成操作。 

3.2.5  微课空间 

微课空间是一个视频课程学习空间。教师用户通过“创建课程”上传课程视频，所有教师用户上传

的视频都将展示在微课空间中，学生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观看学习校园空间中的任意视频课程。 

(1) 单击导航栏[微课空间]菜单项，进入微课空间。“全部微课”页签中展示所有教师用户创建的

课程；“我的微课”页签中展示当前登录教师用户创建的课程。 
(2) 单击<创建课程>按钮进入创建课程页面，选择科目，设置课程名称和描述信息后上传课程视

频，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12 

图3-15 微课空间 

 

 

图3-16 创建课程 

 

 

3.2.6  学生审批 

该功能用于审批（同意或拒绝）学生用户加入课程组的申请，可通过如下方式审批学生申请： 
• 批量审批课程申请：在审批列表中选择一条或多条课程申请，单击<同意>或<拒绝>按钮，弹

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 审批指定课程申请：单击欲审批学生操作列的<同意>或<拒绝>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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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学生审批 

 

 

3.2.7  编辑题库 

题库为教学过程中的随堂测试功能使用的习题集，关于随堂测试功能的介绍和使用请参见《Learning 
space 教师端联机帮助》。编辑题库功能用于新建、编辑、删除题库和题库中的习题。 

1. 题库管理 

(1) 单击导航栏[编辑题库]菜单项，进入题库页面，可新建、编辑和删除题库。 

• 新建题库：单击题库左边 图标弹出创建题库对话框，设置题库名称、选择学科，单击<确定>
按钮完成操作。 

• 编辑题库：单击题库名称后 图标，弹出编辑题库对话框，编辑题库名称、选择学科，单击<

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 删除题库：单击题库名称后 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3-18 编辑题库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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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创建题库 

 
 

2. 习题管理 

新建题库后可在题库中创建、导入、编辑和删除习题。 

(1) 单击导航栏[编辑题库]菜单项，进入题库页面，单击题库名称进入对应题库详情页面。教师可

在题库中创建或批量导入习题，也可编辑和删除习题。 

• 创建习题：单击页面上方<创建习题>按钮，弹出创建习题对话框，设置题型、题干、试题解

析、难易度等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其中题型包括：单选题、多选题、是非题、

解答题和填空题。 

图3-20 创建习题 

 

 

• 导入习题：系统支持通过试题模板批量导入习题。 
a. 单击页面上方<下载试题模板>按钮下载试题模板并在试题模板中制作习题。 

b. 单击页面上方<导入习题>按钮，弹出<导入习题>对话框，选择习题导入的题库并上传已制

作好的试题模板，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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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导入习题 

 
 

• 编辑习题：单击习题名称上方<编辑>按钮，弹出编辑习题对话框，编辑相关参数后单击<确定>
按钮完成操作。 

图3-22 编辑习题 

 
 

• 删除习题：可通过以下方式删除习题： 



16 

 批量删除习题：在题库习题列表中选择一道或多道习题，单击页面上方<删除>按钮，弹出

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删除指定习题：单击欲删除习题名称上方的<删除>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

定>按钮，完成操作。 

3.2.8  小组设置 

在随堂测试功能中，教师根据教室中座位编号来对教室中的终端进行分组，以便各小组相互竞争，

辅助提升教学质量。 

1. 增加小组 

(1) 单击导航栏[小组设置]菜单项，进入小组设置页面，单击教室名称进入管理平台中创建的教室

查看小组列表。 
(2) 单击页面上方<增加小组>按钮，弹出小组设置对话框，设置小组名称、头像、小组成员、小

组队长等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2. 编辑小组 

教师可根据实际需求编辑教室中的小组。 

(1) 单击导航栏[小组设置]菜单项，进入小组设置页面，单击教室名称进入小组列表页面。 
(2) 单击小组名称操作列<编辑>按钮，弹出小组设置对话框，设置小组名称、头像、小组成员、

小组队长等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3. 删除小组 

教师可根据实际需求删除教室中的小组。 

(1) 单击导航栏[小组设置]菜单项，进入小组设置页面，单击教室名称进入小组列表页面。 
(2) 单击小组名称操作列<删除>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3-23 小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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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增加/编辑小组 

 
 

3.3  学生使用指导 

3.3.1  作业管理 

教师用户向课程组内学生发布作业后，学生用户可在“我的作业”中查看完成并提交作业。教师将

作业批改完成后，可在该页面查看作业成绩。 

(1) 单击导航栏[我的作业]菜单项，进入我的作业页面，该页面展示作业列表及作业概览信息。 

(2) 单击作业列表中处于“为提交”状态作业操作列的<查看及提交>按钮，在弹出的作答界面作

答并提交作业。 
(3) 作业批改后可在作业列表页面查看作业成绩，单击作业名称操作列<查看>按钮查看作业详情。 

图3-25 我的作业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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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6 提交作业 

 

 

3.3.2  作业展示 

作业展示页面将展示教师在作业管理中加入展示的作业，课程组内成员均可查看学习展示中的作业，

成员还可点赞、留言评论交流经验。 

(1) 单击导航栏[作业展示]菜单项，进入作业展示页面查看展示中作业的概要信息。 

(2) 单击作业名称操作列<查看>按钮查看作业详情。教师或学生可在作业详情页面进行点赞、评

论和回复。 

图3-27 作业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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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作业展示-点赞评论 

 
 

3.3.3  课程组管理 

学生申请加入课程组，待老师审核通过后可加入到对应的课程组。 

(1) 单击导航栏[课程组管理]菜单项，进入课程组管理页面，该页面展示已加入课程组列表。 

(2) 单击<加入课程组>按钮，弹出加入课程组对话框，选择欲加入的课程组，单击<确定>按钮，

待教师审批通过后可加入对应课程组。若想退出课程组，可直接单击课程组操作列<退出>按
钮。 

图3-29 加入课程组 

 
 

3.3.4  我的班级 

(1) 单击导航栏[我的班级]菜单项，进入我的班级页面，查看班级内其他成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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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0 我的班级 

 
 

3.3.5  微课空间 

教师上传视频课程至微课空间后，学生可根据自身需求观看学习微课空间中的视频课程并可对微课

点赞评论交流。 

(1) 单击导航栏[微课空间]菜单项，进入微课空间，单击播放按钮 观看微课，系统自动记录播放

次数。 

图3-31 微课空间 

 

 

3.3.6  答题历史 

答题历史页面展示学生在随堂测试中的答题历史记录。 

图3-32 答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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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小组互动 

小组互动页面展示小组排行和小组内成员排名等信息。小组排行与小组成员在随堂测试中的答题表

现相关，小组成员由教师在小组设置时指定。 

图3-33 小组互动 

 
 

3.3.8  我的荣誉 

我的荣誉页面展示学生在随堂测试中的获得的荣誉信息，包括勋章、积分和等级排行。 

图3-34 我的荣誉 

 

 

3.4  其他辅助功能 

其他辅助功能包括：基本资料、注销和切换用户。 

• 基本资料：在页面的右上角用户处，单击 箭头展开下拉菜单，单击<基本资料>按钮查看

当前用户基本信息。 

• 注销：在页面的右上角用户处，单击 箭头展开下拉菜单，单击<注销>按钮注销当前用户。 

• 切换用户：注销当前用户后会返回到校园空间登录界面，在登录界面中输入对应角色的用户

名、密码单击<登录>按钮完成校园空间用户切换。 



22 

图3-35 基本资料 

 
 

图3-36 注销当前用户 

 

 

图3-37 切换校园空间用户 

 
 

4 相关资料 
表4-1 相关资料 

资料 描述 获取方式 

H3C Workspace云桌面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介绍H3C Workspace云桌面

管理平台的详细使用方法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

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

ud_YZM/H3C_Workspace/ 

H3C Workspace云桌面 

教师端联机帮助（教育场

景） 

介绍H3C Workspace云桌面

教师客户端的详细使用方法 

H3C Workspace云桌面 

学生端用户手册（教育场

景） 

介绍H3C Workspace云桌面

学生客户端的详细使用方法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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