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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简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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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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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pace 云桌面在教育场景下发布了实验室开放系统。 

1.2  系统概览 

实验室开放系统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各模块功能概述： 

 课表：用于展示课程信息。用户未登录状态下，可查看课表；教师和管理员登录状态下，可

在课表中排课，详情请参见课表。 

 自习预约：用于教师、学生提交自习预约申请，详情请参见自习预约。 

 事件管理：展示教师或学生提交的排课或自习预约申请，以及管理员处理相关申请，详情请

参见事件管理。 

 意见反馈：用于教师、学生向管理员反馈意见，以及管理员进行意见处理，详情请参见意见

反馈。 

 基础数据：用于管理员进行系统相关管理，包括管理机房、课程、用户、作息时间、角色、

系统参数和系统配置信息，详情请参见基础数据。 

 数据统计：用于统计学校机房利用情况、排课情况等，详情请参见数据统计。 

实验室开放系统

课表 自习预约 事件管理 基础数据 操作日志意见反馈 数据统计 消息

机房 课程绑定 用户管理 作息时间 角色管理 参数配置 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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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日志：用于记录对系统执行的操作详情，并支持对操作日志进行清除、导出等操作，详

情请参见操作日志管理。 

 消息：用于查看排课或自习预约相关通知信息，详情请参见消息。 

 

 

请使用 Google Chrome 80 及以上版本浏览器登录使用实验室开放系统，其他版本可能出现页面

显示问题。 

 

2 快速入门 

2.1  连接并同步教务系统和Space Console 

首次登录系统时，由于实验室开放系统未与局点相关教务系统建立连接，也没有本地课程，所以课

表里没有任何课程信息。管理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初始化配置才能同步局点教务系统和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上的课程信息等。 

此处以默认超级管理员账号登录为例，操作步骤如下：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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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所示。 

(2) 进行数据同步时间配置，并单击<保存>按钮。 

(3) 进行联动上下课配置，并单击<保存>按钮。 

(4) 进行排课免审批模式配置，并单击<保存>按钮。 

(5) 进行自习预约免审批模式配置，并单击<保存>按钮。 

(6) 单击 Space Console 配置区域的<测试连接>按钮，确认实验室开放系统与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连通后，单击<保存>按钮。 

(7) 进行教务系统数据库配置，单击<测试连接>按钮，确认实验室开放系统与局点相关数据库连

通后，单击<保存并同步>按钮，将数据库中相关数据同步到实验室开放系统中。 



3 

图2-1 参数配置 

 

 

表2-1 参数配置 

参数分类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备注 

数据同步时间配置 同步时间 
定时同步教务系统的课表、用

户、班级、学院等数据的时间。 

建议将该时间设置为

校方同步成功教务系

统的时间之后，多个

时间点以“,”分隔，

例如00:00,12:00。 

联动上下课 是否启用 
启用联动上下课功能后，系统会

根据课表信息向Space Console

联动上下课功能适用

于电子教室无人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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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分类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备注 

管理平台发送上下课请求。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根据接

收到的请求自动在指定时间对指

定课程进行上下课。 

默认禁用联动上下课功能。 

定时自动上下课的场

景。 

排课免审批模式 是否启用 

启用排课免审批模式后，当系统

接收到排课申请时，将自动同

意，无需审批；禁用后，排课申

请需管理员进行审批。 

 

自习预约免审批模式 是否启用 

启用自习预约免审批模式后，当

系统接收到自习预约申请时，将

自动同意，无需审批；禁用后，

自习预约申请需管理员进行审

批。 

 

Space Console配置 

Space Console地址 
默认为配套的Space Console管

理平台地址，不可修改。 

实验室开放系统安装

成功后，Space 

Console配置参数即

已设置成功，均无需

修改。 

Space Console端口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的访问

端口，默认为8083，不可修改。 

Space Console用户名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对外接

口的认证用户名，不可修改。 

Space Console密码 
Space Console管理平台对外接

口的认证密码，不可修改。 

教务系统数据库配置 

教务系统地址 

局点相关教务系统数据库服务器

IP地址，需要与实验室开放系统

之间网络可达。 

教务系统数据库相关

参数可从校方获取。 

教务系统端口号 
教务系统数据库端口，默认为

1521。 

教务系统数据库名称 教务系统使用的数据库名称。 

教务系统数据库用户

名 
登录教务系统数据库的用户名。 

教务系统数据库类型 
数据库的类型，可选择mysql、

sqlserver或oracle。 

教务系统数据库密码 
登录教务系统数据库的用户名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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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增加作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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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以默认超级管理员账号登录为例，操作步骤如下：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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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作息时间页面 

 

 

 

由于从教务系统同步的数据中包含学期配置，此处无需设置学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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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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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增加作息时间 

 

 

 

 作息时间节次：表示第几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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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会触发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联动上课。 

 

2.3  机房绑定云教室 

机房绑定云教室，即将实验室开放系统展示的机房与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上的云教室进行绑

定。机房绑定云教室是为了按照课表中的上课时间和课程进行联动上下课。 

 

 首次绑定机房时，建议先在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教室部署终端后，再进行机房绑定 

 在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删除某个与机房绑定的教室后，需在实验室开放系统重新为机房

绑定教室。 

 

此处以默认超级管理员账号登录为例，操作步骤如下：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基础数据”页签，默认进入机房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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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机房页面 

 

 

(2) 单击机房列表操作列的 图标，弹出绑定云教室对话框。 

图2-5 绑定云教室 

 

 

(3)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云教室，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2.4  课程绑定 

课程需与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上的课程镜像进行绑定。绑定后，课程镜像会根据实验室开放系

统上的课表时间安排联动上下课。上课时，将使用该课程镜像创建课程虚拟机供教师和学生使用。

系统支持将同一个课程镜像绑定到多门课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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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删除某个与课程绑定的课程镜像后，需在实验室开放系统重新为

课程绑定课程镜像。 

 联动上课前非联动课程正在上课中，请教师在联动上课时间到达前 5 分钟手动下课，否则会

导致联动上下课失败。 

 作息时间、机房、课程镜像的修改均即时生效。若修改后导致原机房、课程镜像没有上课、下

课成功，请手动上下课。 

 联动上课时，系统将在上课开始前十分钟触发上课任务，此时将创建和启动上课所用虚拟机；

联动下课时，系统将在上课结束时间到达两分钟后触发下课任务，此时教师端将出现提示框以

供教师确认是否下课。 

 课程需提前绑定，若上课开始前十分钟内才绑定，联动上课将失败，需手动上课。 

 

此处以默认超级管理员账号登录为例，操作步骤如下：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基础数据”页签，并单击页面左侧导航

栏[课程绑定]菜单项，进入课程绑定页面。 

图2-6 课程绑定页面 

 

 

(2) 在机房下拉列表中选择机房，并按照如下方法绑定课程： 

 批量绑定课程：勾选一门或多门课程，单击<配置>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课程

镜像后，单击<确定>按钮。 

 为单个课程绑定课程镜像：单击课程对应操作列的 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课

程镜像后，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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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绑定课程镜像 

 

 

2.5  排课 

排课用于将机房、任课教师、课程名称、上课时间进行关联。排课成功后，课程信息将展示在课表

中。 

 教师排课：若系统已启用“排课免审批模式”，则排课申请将无需审批自动申请成功；若系

统已禁用“排课免审批模式”，则教师提交的排课申请需管理员在事件管理中审批通过后才

算申请成功。 

 管理员排课：无需审批，课程直接显示在课表中。 

以教师排课且需要审批为例，排课流程如下： 

(1) 以教师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课表”页签，进入课表页面。 

图2-8 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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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查看自己”可只显示当前登录教师的课程。 

 单击“审批通过”可只显示教师申请的管理员已审批通过的课程。 

 

(2)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开放预约>按钮，进入开放预约页面。 

图2-9 开放预约 1 

 

 

(3) 设置机房、课程名称、班级、人数，并选择周次后，在课表中单击要上课的时间节次，单击

右上角<增加>按钮，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排课申请，如图 2-10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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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开放预约 2 

 

 

 

 任课教师排课时，任课教师只能是任课教师自己；管理员预约课程时，可选择任课教

师。 

 不支持选择“全部机房”进行排课。不支持任课教师同时为多个机房排课。 

 

图2-11 确认 

 

 

(4) 任课教师提交排课申请后，管理员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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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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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未处理事件 

 

 

(5) 单击申请流程操作列的 图标，在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审批。 

(6) 审批完成后，在课表页面可以看到教师安排的课程信息。 

图2-13 课表 

 

 

 

若实验室开放系统的课程与教务系统中的课程冲突时，请管理员手动删除其中一门课程。 

 

2.6  自习预约 

自习预约用于教师和学生预约教室中某节课的终端用于自习。同一教室同一终端同一时间内只能一

个人预约成功且只能预约一次。 

 当系统启用“自习预约免审批模式”时，教师和学生提交的自习预约申请将无需审批，提交

后将自动申请成功。 

 当系统禁用“自习预约免审批模式”时，教师和学生提交的自习预约申请需通过管理员审批

通过后，才算申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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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提交预约申请且需要审批为例，自习预约流程如下： 

(1) 以学生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自习预约”页签，进入自习预约页面。 

图2-14 自习预约 1 

 

 

(2) 单击<预约自习>按钮，在页面中选择机房、周次和课程节次，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2-15 自习预约 2 

 

 

(3) 设置课程，并选择终端后，单击<提交申请>按钮，并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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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自习预约 3 

 

 

图2-17 确认 

 

 

(4) 学生提交自习预约申请后，管理员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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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图2-18 未处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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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申请流程操作列的 图标，在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审批。 

(6) 审批完成后，在自习预约页面可以看到预约成功的信息。 

图2-19 自习预约成功 

 

 

(7) 单击 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修改预约的终端。 

(8) 单击 图标，可删除预约的自习。 

 

3 功能介绍 

3.1  课表 

课表展示了上课机房、任课教师、班级、人数、周次、上课节次等信息。用户可在课表页面，通过

开放预约功能，预约课程上课时间、机房等。关于课程预约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排课。 

课表页面可以修改、删除课程，还可以下载课表，此处以默认超级管理员账号登录为例，操作步骤

如下：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默认进入课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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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课表 1 

 

 

(2) 选择机房后，将展示指定机房的课程信息。 

(3) 选择周次后，将展示所选周次的课程信息。 

(4) 将鼠标置于课表已预约的课程区域，将显示课程的详细信息。 

图3-2 课表 2 

 

 

(5) 单击<下载课表>按钮，可自动下载所选机房和周次的课表。 

(6) 单击 图标，在弹出的修改课程对话框中可修改课程名称、任课教师、机房、周次、星期、

作息时间、班级、人数。修改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仅管理员可修改课表中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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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修改课程 

 

 

(7) 单击 图标，在弹出的操作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课表中课程的删除。仅管理

员可删除课表中的课程。 

3.2  自习预约 

自习预约用于教师和学生预约教室中某节课的终端用于自习，具体操作请参见自习预约。 

3.3  事件管理 

当系统禁用“排课免审批模式”或“自习预约免审批模式”时，老师提交排课申请，或老师和学生

提交自习预约申请后，将生成一条申请记录展示在“事件管理”页面。管理员审批通过后才算申请

成功。管理员也可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或拒绝申请。 

(1) 用户登录成功后，选择页面上方“事件管理”页签，进入事件页面。默认展示当前未处理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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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未处理事件-教师登录 

 

 

图3-5 未处理事件-学生登录 

 

 

图3-6 未处理事件-管理员登录 

 

 

(2) 单击“所有事件”页签，也可查看所有历史申请。 

(3) 对于教师和学生，可通过事件列表中的 和 图标，查看申请流程详情或撤销未处理的申

请。 

(4) 对于管理员，可通过 、 和 图标，查看申请流程详情、同意或拒绝申请。 

3.4  意见反馈 

意见反馈用于教师和学生向管理员反馈意见，管理员也可对意见进行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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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登录成功后，选择页面上方“意见反馈”页签，进入意见反馈页面。默认展示当前未处

理的意见。 

图3-7 意见反馈-教师登录 

 

 

图3-8 意见反馈-学生登录 

 

 

图3-9 意见反馈-管理员登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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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意见反馈-管理员登录 2 

 

 

(2) 单击“所有意见反馈”页签，也可查看所有历史意见反馈。 

(3) 对于教师和学生，单击<提交反馈>按钮，在提交反馈页面填写标题和内容后单击<确定>按

钮，可向管理员反馈意见；单击意见列表中的 图标，可删除未处理的意见；单击所有意见

反馈列表中的 图标，可查看管理员的回复。 

(4) 对于管理员，单击意见列表中的 图标，在回复页面可答复教师或学生的意见；单击所有意

见反馈列表中的 图标，可查看回复。 

3.5  基础数据 

仅管理员才具有基础数据相关功能的权限。 

3.5.1  机房 

机房页面展示了来源于教务系统和在实验室开放系统中增加的机房。 

 对于通过实验室开放系统增加的机房，数据源将显示为“本地”。管理员可对本地机房进行

修改、删除和绑定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上云教室操作。 

 对于从教务系统同步到实验室开放系统的机房，数据源将显示为“教务系统”。管理员可将

机房与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上云教室进行绑定，但不支持修改或删除教务系统机房。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基础数据”页签，默认进入机房页面。 



21 

图3-11 机房 

 

 

(2) 单击<增加>按钮，在增加机房页面输入机房名称、终端数量和描述信息后，单击<确定>按

钮。 

图3-12 增加机房 

 

 

(3) 对于数据源为“本地”的机房，可执行如下操作： 

a. 单击操作列的 图标，在修改机房页面，可修改机房名称、终端数量和描述信息。 

b. 单击操作列的 图标，可删除机房。删除机房后，机房的课程将无法显示，且机房内课程

与课程镜像将解除绑定。 

c. 单击操作列的 图标，在维护机房页面可设置机房处于维护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维

护状态的机房将不能排课和预约自习。 

d. 单击操作列的 图标，在绑定云教室页面，可将教室与机房进行绑定。 

(4) 对于数据源为“教务系统”的机房，不支持修改和删除操作，仅支持维护和绑定云教室，且

操作方法与本地机房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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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课程绑定 

课程绑定用于将课程与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上的课程镜像进行关联。绑定后，该课程镜像会根

据实验室开放系统上的课表时间联动上下课。上课时，将使用该课程镜像创建课程虚拟机供教师和

学生使用。关于课程绑定的具体操作，请参见课程绑定。 

3.5.3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页面展示了来源于教务系统和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的用户信息。 

 对于从教务系统同步到实验室开放系统的用户，数据源将显示为“教务系统”。 

 对于从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同步到实验室开放系统的用户，数据源将显示为“Space 

Console”。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基础数据”页签，并单击[用户管理]菜

单项，进入用户页面可查看从教务系统和 Space Console 管理平台同步到实验室开放系统的

学生、教师和管理员。 

图3-13 用户管理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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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配置学期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基础数据”页签，并单击[作息时间]菜

单项，进入作息时间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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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作息时间 

 

 

(2) 单击<配置学期>按钮，在页面输入学期开始日期和结束日志，单击<确定>按钮。 

图3-15 配置学期 

 

 

 

由于从教务系统同步的数据中包含学期配置，此处无需设置学期信息。 

 

2. 作息时间管理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基础数据”页签，并单击[作息时间]菜

单项，进入作息时间页面。 

图3-16 作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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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增加>按钮，在页面输入作息时间节次、起始时间、结束时间，单击<确定>按钮。 

图3-17 增加作息时间 

 

 

 

管理员可通过操作列的 、 图标，对指定作息时间进行修改、删除操作，也可选择单个或

多个作息时间，单击列表上方<删除>按钮，删除多个作息时间配置。 

 

(3) 选择页面上方“课表”页签，可查看当前课表上时间与作息时间设置一致。 

图3-18 课表 

 

 

3.5.5  角色管理 

实验室开放系统的角色包括全局管理员、任课老师和学生。不同角色可使用的系统功能不同，具体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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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各角色功能权限 

角色 课表 
自习

预约 

事件

管理 

意见

反馈 

基础

数据 

数据

统计 

操作

日志 
消息 查看和修改个人信息 

全局管理

员 
√ 

仅支

持查

看 

√ √ √ √ √ √ × 

任课教师 √ √ √ √ × × × √ √ 

学生 
仅支持查看

不支持排课 
√ √ √ × × × √ √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基础数据”页签，并单击[角色管理]菜

单项，进入角色管理页面。 

图3-19 角色管理 

 

 

(2) 单击操作列的 图标，可查看角色的详细信息。 

3.5.6  参数配置 

参数配置用于进行数据同步时间配置、Space Console 配置和教务系统配置等，具体操作请参见连

接并同步教务系统和 Space Console。 

3.5.7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用于同步教务系统数据、数据归档以及导出备份数据。 

 同步教务系统数据：用于同步局点相关教务系统的课程信息、机房信息和教师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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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数据备份：用于将归档的数据导出到用户指定位置。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基础数据”页签，并单击[系统管理]菜

单项，进入系统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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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系统管理 

 

 

(2) 同步教务系统数据：单击<选择机房>，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待同步的机房，单击<确定>按钮

返回系统管理页面，单击<同步教务系统>按钮开始同步。同步成功后，课表里将展示所有课

程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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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选择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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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会同步教务系统中所有机房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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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数据归档：选择学年和学期后，单击<归档>按钮完成数据归档。 

图3-22 数据归档 

 

 

(4) 导出数据备份：选择学年、学期后，单击<导出>按钮导出 Excel 数据。 

图3-23 导出数据备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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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图表统计 

(1) 选择页面上方“数据统计”页签，默认进入图标统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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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图表统计 

 

 

表3-2 参数说明 

参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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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当天该机房的利用率为

3/9，约为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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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择时间段来查看指定时间段各

类课程比例。根据课程来源的不同，课程分为如下两种： 

 教务系统课程：来自局点相关教务系统的课程。 

 本地课程：教师或管理员在实验室开放系统中预约的课程。 

一周内每天排课量 以柱形图方式显示指定周次内指定机房每天的排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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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选择页面上方“数据统计”页签，并单击[列表统计]菜单项，进入列表统计页面。系统以列

表的方式显示指定时间段内所有机房的课程数、学生数、人时数、实验个数和使用率。 

图3-25 列表统计 

 

 

(2) 通过选择时间段来查看指定时间段各个机房的课时相关统计数据。 

表3-3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课时数 

指定时间段内课程小时数。 

 教务系统课程：教务系统中规划的课程上课小时数。 

 本地课程：实验室开放系统中安排的课程上课小时数。 

学生数 

指定时间段内在机房上课的学生总数。 

 教务系统课程：教务系统中的课程上课的学生总数。 

 本地课程：实验室开放系统中安排的的课程上课的学生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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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系统课程：教务系统中的课程的课时数与学生数的乘积。 

 本地课程：实验室开放系统中安排的课程的课时数与学生数的乘积。 

实验个数 

指定时间段内机房的实验课程数。 

 教务系统课程：教务系统中的实验课程数。 

 本地课程：实验室开放系统中安排的实验课程数。 

使用率 指定时间段内的机房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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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系统课程：教务系统中规划的课程的使用率。 

 本地课程：实验室开放系统中安排的课程的使用率。 

 综合使用率：教务系统课程和本地课程使用率的和。 

 

(3) 单击页面右上角<下载>按钮，可下载课程信息统计表。 

3.7  操作日志管理 

操作日志管理用于查看操作日志，也支持对操作日志进行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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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清理操作日志：手动清理三个月以前的任何时间段的操作日志。 

 定时自动清理操作日志：支持配置操作日志的处理方式、保留期限和保留总数。系统自动将

超过保留期限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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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log/vdi/labmg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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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分析定位系统问题。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操作日志”页签，进入操作日志页面。 

图3-26 操作日志 

 

 

(2) 手动清理操作日志：单击<清理>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三个月之前的时间后，单击<

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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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清理日志 

 

 

(3) 定时自动清理操作日志：单击<定时清理>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处理方式、保留期限

和保留总数后，单击<确定>按钮。 

图3-28 定时清理 

 

 

(4) 日志搜集：<日志搜集>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数据下载内容和下载最近几天的日志，单击

<确定>按钮。 

图3-29 日志搜集 

 

 

3.8  消息 

 管理员登录时，消息页面用于展示管理员收到的教师提交的免审批的排课申请或自习预约申

请、学生提交的免审批的自习预约申请、以及因机房维护被取消的排课。 

 教师登录时，消息页面用于展示管理员审批通过或拒绝的排课申请或自习预约申请、因机房

维护被取消的排课或自习申请、因排课被取消的自习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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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登录时，消息页面用于展示管理员审批通过或拒绝的自习预约申请、因机房维护被取消

的自习申请。 

(1) 用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选择页面上方“消息”页签，进入消息列表页面。 

图3-30 消息-管理员登录 1 

 

 

图3-31 消息-管理员登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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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消息-教师登录 

 

 

图3-33 消息-学生登录 

 

 

3.9  个人信息 

教师和学生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后，可对个人信息进行修改。此处，以教师账号登录为例进行介绍。 

(1) 以教师账号登录实验室开放系统，单击右上角教师名后的向下箭头，选择[个人信息]菜单

项。 

图3-34 个人信息 1 

 

 

(2) 在个人信息页面，可上传头像，修改姓名、电话、性别和邮箱后，单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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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 个人信息 2 

 

 

4 常见问题解答 

4.1  如何关闭一键同步功能？ 

系统默认情况下系统已开启一键同步功能，即执行同步任务时，从中间库同步到中间表并且从中间

表同步到其它业务表，这样可以省去管理员手动同步的操作。若需要关闭一键同步功能，请参照如

下步骤。 

(1) 执行 cd /opt/labmgt/labmgt-services 命令进入 labmgt-services 目录。 

图4-1 进入 labmgt-services 目录 

 

 

(2) 执行 vi docker-compose-labmgt.yml 命令，并按键盘上<Insert>键，使文件进入编辑状态。 

(3) 移动鼠标到 ONE_KEY_SYNC 参数，并修改参数的值为“false”。修改后保存并退出编辑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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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修改 ONE_KEY_SYNC 参数 

 

 

(4) 执行/opt/labmgt/rebuild.sh 命令重建容器使修改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