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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中心 
个人资料 修改资料 修改密码 设置主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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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显示本管理员的基本资料。 

修改资料 
修改本管理员的基本资料。 

修改密码 
修改本管理员的登陆密码。 

设置主导航 
       本操作主要是由用户自定义进入管理系统后出现
的第一个功能模块，不同权限的管理员可根据需要将
常用的功能模块设置为主导航模块。 

PART 
2 

管理员模块 
角色管理 企业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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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管理 

新增
角色 

修改
角色 

删除
角色 

       添加新的角色，并定义该角色可操作的功能模

块以及该功能模块下可操作的子模块。 

       修改现有角色的名称、可操作功能模块以及

该功能模块下的子模块。 

角色是设定本系统可操作模块的一个权限。 
 
每个管理员必须定义一个角色，不同的角色可管理不同的功能模块； 

删除现有角色。 

删除某角色将同时删除属于该角色的管理员！ 

企业管理员 

手机 
用户 

游戏 
用户 

电视 
观众 

新增 
管理员 

列出现有企业管理员的企业管理员清单。 
 
新增企业管理员、对现有企业管理员进行修改、删除操作。 

1、添加新的企业管理员，并定义其角色。不同角色的管

理员只对该角色所限定的可操作的功能模块进行操作；  

2、定义该管理员的编辑（增、删、改）的操作权限；只

有允许的编辑操作权限才能在其所允许操作的功能模块

中进行编辑（增、删、改）操作。 

3、定义该管理员所管理的所属部门；选择管理的部门表

示该管理员只能对该部门的学员进行操作，选择“全部”

表示对全部学员进行操作。 

修改 
修改某管理员资料、密码、所属角色、操作权

限等信息。 

删除 
删除某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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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定义管理员的编辑（增、删、改）操作权限限定了该管理员在其所
允许操作的功能模块中进行编辑（增、删、改）操作。 

定义管理员的角色限定了该管理员所允许操作的功能模块及子模块。 

定义了管理员的管理部门后，该管理员只能查看所指定的部门学员
的情况。 
某些统计查询是不按具体的学员进行统计的，所以不能区分部门。
如果这些功能授予给部门管理员操作权限时，就能查看到所有学员
的统计数据（如：每天/没时段学习统计等）。 

PART 
3 

学员管理 
分配学员账户 已注册学员列表 未注册学员列表 

已删除学员列表 学员注册 批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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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学员账户 

最大学员数量 由协会及集团管理员设置每个企业的最大学员数量。在此数量范围
内，企业管理员可以随时分配新的学员账户以供新学员使用。 

分配账号 可以一次分配一个或多个学员账户，账户以流水号形式自动生成，
每个账户对应一个由系统随机生成的初始密码。 

导出账号 
分配完成后，管理员可以将新的账户及密码导出到Excel表中以便查
询。 

新分配账号状态 新学员账户分配完毕后，该账户状态为“未注册”。只有在状态为
“未注册”的账号才能在首次登陆时进行“注册”。 

**学员注册** 
学员拿到账户及密码后首次登录学习系统后需要完成注册，就是完
整填写其个人信息后才能正常使用。 

已注册学员列表 
列出本企业所有“已注册”学员清单； 
 
管理员可查询学员的情况，如：个人信息、学
习情况、停用/启用账户、重置密码等等； 
 
可以批量更改注册学员的所属单位，批量删除
注册学员等操作。 

注意事项 

      删除已注册学员后，其原有账户继续保留（账户不变，初始密码重新随机获取，状
态更改为“未注册”），可以重新分配给其他新学员使用。 
 
      已删除的原学员如果已经有学习记录等信息的话，学习记录等信息继续保存，其所
有信息转移到其他地方保留，可以在“已删除学员列表”中获取其信息。 
 
      如果该学员没有进行过学习，那么直接将该账号原注册信息删除，不再将其转移到
“已删除学员”，在“已删除学员列表”中不能查询原学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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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删除学员列表 
列出本企业已删除的所有学员账户（含有学习记录）清
单； 
 
管理员可以查询已删除的学员的学习记录、当初注册的
个人资料等信息； 
 
可以更改已删除学员的所属部门等属性。 

注意事项 

已删除的学员账户不能登录本学习系统进行学
习。 
 
为了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对于已经进行学习
（系统含有学习记录）的学员，系统将继续保
存已删除的学员的学习信息。 

未注册学员列表 
列出本企业已分配但未注册的所有账户清单； 
 
列出所有未注册账户（新分配或原已注册已被删除的账户），管理员可以根据该列表信息重新将未注
册的账户分派给新的学员。 
 
可以将该列表信息导出到Excel表中，再根据此Excel表以后分派新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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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注册 

由管理员对某账户进行注册； 
 
管理员可以利用该项功能代替某些特殊
人员进行注册，注册后直接将账户及其
密码告知学员，学员就可以直接登录学
习了。 

该项功能与前台学员自行注册完全一样。 
 
       

批量学员注册 
由管理员批量对学员进行注册： 
 
首先创建包含学员信息的EXCEL文件，利用本功能将EXCEL表
中的学员导入进行注册。 

（1）、为了保证所导入的新学员注册信息的正确性，上
传的Excel文件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样式及规定的内容填
写新学员信息； 
 
（2）、EXCEL中的需要注册的学员信息必须存放的第一
个工作簿中（Sheet 1）； 
 
（3）、新学员注册信息从Excel表中的Sheet1的第2行开
始填写！ 
 
（4）、需要了解Excel表中的各填写项目的详细介绍请点
击“点击获取Excel中各填写项目的详细介绍”。 
 
（5）、需要下载批量注册的Excel样式请点击“点击下载
Excel标准样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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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课程模块 
课程管理 班级管理 

课程管理 
课程列表 

列出所有的课程。 

查找课程 
可以按照课程分类、模糊查询等方法快速查找课程。 

查看课程 
查看某课程的教师、章节内容、课件视频、视频时长、相关动画等等课程的相关信息： 
      点击某课程的“章节”可以查看该课程的章节内容、课件等信息； 

      点击某课程的“相关动画”可以查看该课程的相关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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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管理 

班级列表 
列出所有的课程。 

编辑班级 
可添加新的班级；对现有班级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班级必修课程 
可以定义（添加/删除）某班级的必修课程。 

班级学员 
可以定义（添加/删除）某班级的学员。 

（1）、定义班级的学员及必修课程后，属于该班级的学员将自动添加其必修课程； 
 
（2）、如果之前某学员已经对某必修课程进行学习，那么其学习记录自动转为必修课程的学习记录； 
 
（3）、如果删除某班级、某班级的某必修课程、某班级的学员：对应的学员已学习的必修课程记录将
自动转为该学员的关注课程的学习记录。 
 
       

PART 
5 

资讯模块 
企业资讯管理 添加企业资讯 企业展示 



14

1 互联网学习平台 企业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企业资讯管理 

企业资讯列表 
列出现有企业所有上传的资讯清单。 

添加资讯 
添加新的企业资讯。 

编辑资讯 
对未审核的本企业资讯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企业资讯一经审核，企业管理员将不能对其进行修改、删除操作。只能由协会相关管理员进
行修改删除工作。 
 
       如果确实需要对已审核的企业资讯进行修改或删除操作，请联系协会相关人员将该企业资讯
状态变更为“未审核”后进行修改或删除操作。 
       

添加企业资讯 

添加企业资讯。 

企业上传资讯后，由协会相关管理员对该资讯进行审核工作，审核通过后自动将其发布。 

       资讯内容框采用所见即所得的编辑方式，自行对企业资讯内容进行排版、随时
随地插入图片，附件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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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展示 

为了更好地展示会员企业的风采，由企业自行上传。 

企业展示内容（位置在首页--会员企业）； 

可以随时对企业展示内容进行修改操作。 

       企业展示内容框采用
所见即所得的编辑方式，
自行对企业展示内容进行
排版、随时随地插入图片，
附件等操作。  
 
       为了更好体现企业形
象，上传的展示缩列图务
必采用系统规定的尺寸或
者系统要求尺寸的比例。       

PART 
6 

分类模块（考试系统） 
工种科目管理 知识点管理 考核类型管理 



16

1 互联网学习平台 企业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考核类型管理 

考核类型列表 
列出现有考核类型清单。 

添加考核类型 
添加新的考核类型。 

编辑考核类型 
对现有的考核类型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工种科目管理 

工种科目列表 
列出现有工种科目清单。 

添加工种科目 
添加新的工种科目。 

编辑工种科目 
对现有的工种科目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每个工种科目必须归属于某个考核类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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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管理 

知识点列表 
列出现有知识点清单。 

添加知识点 
添加新的知识点。 

编辑知识点 
对现有的知识点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每个知识点必须归属于某个考核类型-工种科目之下 

知识点题量 
显示每个知识点目前拥有的试题数量。点击“校正知识点题量”，从目前题库中重新校正各知识点

的试题数量。 

注意事项 

改变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知识点的名称将同时改变目前现有的题库、试卷中的名称。但不会
改变以往的历史数据记录相应的名称。 

由于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知识点之间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所以不能更改其所归属的对应关
系（可以采用先删除再重建的方式进行修改）。 

删除某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知识点）的同时将删除归属于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知识点）
下的分类项目以及题库中试题。请谨慎操作！ 

       上述各分类中，系统不是以分类名称作为关键字，而是使用各分类中具有唯一性的代
码作为查询关键字。 
       如果删除了某分类，以后需要再次建立时，虽然分类名称相同，但具有唯一性的代码
却不同了，系统只能认为是不同的分类了。 
       所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已经知识点一经定义，为了保持系统数据的延续性，除非
确认以后不再使用，否则尽量不要删除。 
 
       当目前试卷中含有某考核类型、工种科目时将不能删除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以及知
识点，除非先删除归属于该某考核类型、工种科目下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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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考务模块（考试系统） 
批次管理 导入考生 导入考生照片 考生管理 

批次管理 

批次列表 
列出现有批次清单。 

添加批次 
添加新的批次。 

编辑批次 
对现有的批次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说明 

1、批次是定义及说明每次考核（可以多门正式考试）的标志，用于区分每次考核（正式考试）。 

2、每份试卷从属某个批次，每个考生都从属于某个批次。这样考生登录后就列出其所属批次的所有试卷（该考生所允许考

试的试卷）。 

3、统计查询时也可以根据批次进行分类统计查询。 

4、正式考试（试卷）以及考生的有效期就是所属于批次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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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管理 

说明 

注意事项 

 1、批次一旦启用（从属于该批次的任何试卷启用）后
将不能对此批次进行修改、删除操作。 
 
2、批次列表中显示红色区域的表示该批次已经失效（已
经过期）！ 
     对于失效的批次，如果没有启用的话，只能进行删除
操作。 
 
3、删除批次同时删除从属于该批次的考生及试卷（只有
批次未启用时才能删除该批次）。 
 
        
                每门正式考试都需要一个批次，每个生在同一时刻也会（只能）分配一个批次。 
        
       一个批次可以定义多门考试，那么属于某一批次的考生登录后可以参加属于该批次的所有考试。 

导入考生 
        根据实际情况，从“互联网学习平台”的本企业学员中选择需要

的学员导入到本系统作为正式考试的考生。 

***  请注意本系统中学员与考生的区别！*** 

1、点击列表中学员用户名（登录名）即可查看该学员的详细信息； 
 
2、可以根据姓名、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等条件快速筛选需要导入的
学员； 
 
3、可以将需要导入的学员的身份证号及姓名录入excel表中，然后导
入该excel表即可快速选择所需的学员； 
 
4、如果本系统中考生表中已经存在某学员的信息，将不再重复导入； 
 
5、将学员导入考生后，系统将自动跳转到“考生管理”。 
 
本系统允许考生以“用户名”或“身份证号”登录，所以要求用户名
/身份证号必须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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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管理 
根据实际情况，从“互联网学习平台”的本企业学员中选择需要的学员导入到本系统作为正式考试的考生。 

考生列表 
1、点击列表中学员用户名（登录名）即可查看该学员

的详细信息。 

2、点击列表中某考生的批次即可查看该考生所允许参

加的“工种科目”的考试。 

 
选择考生 
1、可以根据姓名、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等条件快速筛

选考生以便后续操作（删除或更改批次等）； 

2、可以将需要批量操作（删除或更改批次等）的考生

的身份证号及姓名录入excel表中，然后导入该excel表

即可快速选择所需的考生 。 

 

考生管理 
考生管理 
1、定义（修改、批量修改）考生的批次信息，从而指

定考生所允许考试的科目/试卷，并且定义了该考生的

有效期！ 

      定义考生批次后就可限定该考生只能参加批次中限

定的考试（每门正式考试需指定批次）； 

 

2、定义了批次的考生还可以分别限定所允许参加不同

“工种科目”的考试，指定允许参加的“工种科目”

考试后，该考生只能参加其所属批次中包含限定“工

种科目”的考试； 

 

 
 

3、删除指定或已过期的考生！ 

      删除考生后，该考生将不能登录考试系统进行正式考试，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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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管理 
根据“EXCEL”表列出所要选择的考生 

为了快速筛选所需要操作的考生，可以从“EXCEL”表中导入所选择的考生： 

1、将需要选择的考生的身份证号及姓名录入到“EXCEL”表中； 

2、导入该“EXCEL”表，那么就直接列出所要选择的考生以供对考生进行管理操作。 

 

 
 

根据“EXCEL”表限定考生所允许参加的“工种科目”考试 

        本功能是对于指定了批次的考生，可以分别定义不同的考生所允许参加不同“工种
科目”的考试（不管该批次是否存在包含该“工种科目”的考试），只要限定了某考生所
允许参加的“工种科目”的考试，该考生就只能参加所属批次中包含指定的“工种科目”
的考试。 
 
        将考生基本信息（身份证号及姓名）以及允许该考生参加的“(考核类型//)工种科
目”，分别填入EXCEL表中。导入该EXCEL表批量定义/修改考生所允许参加的“工种科
目”的考试。---- 参照“Excel中各填写项目的详细介绍” 
 
       如果excel中某考生的“工种科目”不填（为空），表示不限定该考生允许参加的
“工种科目”，也就是说，该考生能参加该批次所有的（工种科目）考试。 
 

 
 

导入考生照片 
批量导入考生的照片。 

 1、考生照片必须以考生身份证号命名（统一采用JPG/JPEG的图片格式，
大小不超过50KB）； 
 
2、将所有需要上传的考生照片压缩成一个压缩文件（ZIP、RAR均可）； 
 
3、将压缩文件上传到服务器； 
 
4、上传的照片如有不符合要求或没有对应身份证号的考生的照片，系统
将提示错误的照片文件，本次所有照片将不能导入，修改后重复第1步； 
 
5、考生新的照片将覆盖旧的（如存在）照片； 
 
6、如“互联网网学习平台”中对应的学员没有个人照片信息，则该考生
照片作为对应的学员照片。 
 
       系统默认显示考生照片最大的尺寸为171×236（2寸）；如果上传
的考生照片尺寸大于171×236（宽度171，高度236），系统只能显示
171×236；反之，显示照片的原始尺寸。 



22

1 互联网学习平台 企业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PART 
8 

题库模块（考试系统） 
多选题 判断题 单选题 导出题库 

试题管理（单选题、多选题及判断题） 

试题列表 
列出对应题型现有试题清单。 

添加试题 
添加对应题型新的试题。 

编辑试题 
对现有的题型的试题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说明 导出试题 
可选择部分(如：某一考核类型的所有试题)/全部试题

导出到EXCEL表中以便保存或供各企业之间交流使用。 

导出试题图片 
对题干或选项含有图片的试题，下载其图片。 
**此项功能配合导出的试题（EXCEL文件）一起保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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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管理（单选题、多选题及判断题） 

说明 

试题列表项目说明 

1、抽中次数：考试（正式考试/模拟考试）时从题库中抽取该试题的次数; 

2、答题次数：考试（正式考试/模拟考试）时考生/学员对该试题答题的次数; 

3、答对次数：考试（正式考试/模拟考试）时考生/学员对该试题回答正确的

次数; 

4、错误率：（抽中次数-答对次数）÷抽中次数×100%  

【注】未回答的也算错误！ 

 

 注意事项 

       如果在试卷库中存在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的试卷，那么从属于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的试题将
不能删除，修改时也不能更改其从属关系！ 

导入题库 

说明 

        本系统运行从EXCEL表中导入题库。 

题库允许使用图片作为题干（或题干及答案选项）。 

1、如果采用批量导入的形式，必须先将图片上传到服务器

指定的目录下； 

 

2、原则上不限制图片的文件大小及尺寸大小，可以根据需

要上传相应的图片作为题库中试题的题干（或题干及答案

选项）。但如果是超大文件的图片，图片上传到服务器的

速度会受影响； 

 

3、系统默认显示图片最大的尺寸为800×450（16:9）：如

果上传的图片尺寸大于800×450（宽度800，高度450），

系统只能显示800×450；反之，显示原图的原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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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题库 

说明 

1、如果在录入/导入试题时，在相同的“考核类型”及“工种科目”下的题

库中存在相同题干的试题，系统提示错误信息，不能录入/导入该试题。 

2、极少数特殊字符可能会引起题库显示错误； 

3、题库是整个考试系统的关键，请务必在导入试题前确保（检查）需要导

入的试题的正确性； 

4、导入成功后请使用“试题管理”再次检查试题的内容； 

5、用于试题导入的EXCEL表必须严格按照本系统规定的格式（结构）以及

规定的内容录入试题。 

6、如果某些高版本（如office2012）的EXCEL文件不能导入的话，最好将

其转换为 Office2003或以下版本的Excel文件（请将其“另存为”-

>“Excel 97-2003工作簿”）后重试。 

 

注意事项 

PART 
9 

考试方案（考试系统） 
试卷列表 模拟组卷 随机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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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列表 
试卷列表 
1、列出所有的试卷（包括正式考试已经模拟考试）； 

2、点击考试名称查看该试卷的出题方案； 

3、点击查看图标可以查看试卷内容。 

（由于试卷是根据出题方案随机出题，所以每次查看试卷内容都会有所不同。） 

编辑试卷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删除某份试卷的出题方案； 

试卷一旦启用，将不能对其进行修改及删除操作！ 
 
***  对某试卷（某门考试）进行“开通考试”操作就意味着“启用”该试卷  *** 

考试方案 

随机组卷（正式考试） 
       定义“正式考试”的考试方案（出

题策略）。 

       在正式考试中指定本次考试（试卷）

的隶属于某批次以及允许考试的次数，

也就定义了本次考试的有效期，并且指

定允许参加本次考试的考生以及对本次

考试的次数！ 

模拟组卷（模拟考试） 
       定义“模拟考试”的考试方案

（出题策略）。 

       所有本企业学员都可以参加模

拟考试，并且没有次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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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方案 

1、考试名称：“正式考试”相同批次不允许重名；“模拟考试”不允许重名。 

2、考核类型/工种科目：考试试题的出题范围。 

      选择考核类型/工种科目后，题库中属于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的三种题型的总

数量以及三种难度的题量就会显示出来【显示方式：总数量（易：中：难的题

量）】，供出题者参考。每种题型的出题量不得大于该题型的总数量。 

3、批次名称：“正式考试”专有。 

      定义考试所属的批次。定义后指定本考试的有效期，同时限定只有归属于该批

次的考生才能允许参加本次考试。 

4、考试时长：考试的时间。 

      从考生打开试卷开始倒计时，到达指定的考试时长后将自动交卷。 

5、提前交卷时间：允许提前交卷的时间。 

     如果未到达该指定的时间，将不能提前交卷。提前交卷时间不得大于考试时长。 

组卷策略中主要项目注释 

考试方案 

6、考试次数：“正式考试”专有。允许考生参加本次考试的次数。 

7、试卷总分：本次考试的总分。 各题型题数及每题的分数总和必须等于试卷总分。  

8、及格线：本次考试的及格线。及格线不得大于试卷总分。  

9、各题型题数及每题的分数： 

      ⑴、三种题型输入的出题量不得大于该题型的总量； 

      ⑵、三种题型的总分不能超过试卷总分； 

      ⑶、每种题型难易程度比例之和必须等于100%，不填写表示不区分难易程度； 

      ⑷、选择难易程度的比例后（可以选择一种，任意两种或三种全选），相应的出题量按

照以下原则执行：将难易程度比例按照比例大小排序（从小到大），比例小的取整，比例最

大的由出题总量－比例小的取整后的出题量。 

      ⑸、选择知识点出题比例。可以任意一个/多个/全部知识点的出题比例。知识点比例总和

必须等于100%。如果没有选择全部的知识点，没有选择的剩余知识点的比例为：(100-已选

择比例的知识点之和)%。      

组卷策略中主要项目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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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方案 

在制定考试方案时： 

       如果输入的比例（知识点、难易程度等）算出的出题量大于题库中（属于

该知识点、难易程度）的题量的话，系统会出现题量不够的提示信息，必须通过

调整之前所输入的比例，使得各项的出题量不得大于题库中相应的题量，才能完

成考试方案的制定。 

特别提示 

PART 
10 

考场管理（考试系统） 
取消开通考试 关闭考试 开通考试 监考 考场记录 



28

1 互联网学习平台 企业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开通考试 
       每门考试必须由相关监考人员进行“开通考试”处理后，该门

考试的考卷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只有“开通考试”后考生才能进

入该门考试。 

1、监考人员“开通考试”可以在任

意时间进行（推荐在该门考试规定的
时间前30分钟进行）。 
       而考生开始考试必须在该考试所

属批次的生效日期（时间）到达后才
能开始进行考试（该门考试已经开
通）； 
 
2、某门考试一旦开通后，该考试方

案将视为已经使用，将不能进行修改
操作，在有效期内不能进行删除操作。 
 
3、某门考试一旦开通后，该考试方案及所属的批次也将视为已经使用，将不能进行修改/删除
操作。 

取消开通考试 
       将已经开通，并且没有实际使用（没有考生进行考试）的试卷

的开通操作取消，以便于对该试卷等相关事宜进行修改等操作。 

         只要有考生对某门考试进行“开始考试”，该

考试试卷即视为已经实际使用。该考试就不能再进

行“取消开通”操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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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考试 
       对于已经开通（不管该考试是否有考生已经开始考试）的考试，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其“关闭”。 

       考试关闭后，所有考生将不能进入本门考试。已经开始该门考试

的考生可以继续考试！ 

       例如：某门考试规定开始考试30分钟后将不能再进入本门考试。

就可以使用“关闭考试”将本门考试关闭，使得考生不能再进入本门

考试了。 

       “关闭考试”后，考生不能进入该门考试，对于已
经开始该门考试的考生不受影响。 

监考 
        监考老师（具有监考权限的管理员）可对每场考试进行监考。 

        列出所有已经开通并在有效期之内的所有考试： 

        需要进入某门考试的监考工作请点击列表中该门考试的“监考”；  

        需要查看某门考试的缺考人员，请点击列表中该门考试的“缺考人员”。 

监考 

1、列出参加所监考的某门考试的所有（正在考试或完成考试）

考生； 

 

2、监考老师可根据考场管理规定对考生进行相应的监考处理

（每次监考处理将记录下来作为考场记录以备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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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 
监考处理 

对于正在考试的考生： 

1、『作弊处理』： 

       如果发现考生有作弊现象，监考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可以

对该考生进行『作弊处理』。对某考生进行『作弊处理』处

理后，该考生的考试将自动结束，并且该门考试成绩为0； 

2、 『强制交卷』： 

       如果发现考生其他不正常现象，监考人员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对该考生进行『强制交卷』处理。对某考生进行『强制

交卷』处理后，该考生的考试将自动交卷，不能继续考试，

该门考试成绩按监考人员操作『强制交卷』时的该考生已完

成的试题为准。 

监考 
监考处理 

对于已经完成考试（交卷）并且考试次数已经到达所允许进

行的次数的考生： 

允许『重新考试』： 

 (1)、对于只允许进行1次考试：删除其考试记录，允许该考

生重新考试； 

(2)、对于允许进行多次考试：删除其最低分的考试记录，考

试次数减1，再次允许该考生重新进行一次考试。 

 对于允许“重新考试”的考生，将删除其考试记录/最低分记录。 

 若该考生没有重新考试，系统有可能没有此次考试任何记录/缺少一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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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 

1、点击列表中考生用户名（登录名）即可查看该考生的详细信息； 

2、对于正在考试的考生，列出其登录的IP地址（对于与考试服务器不在同一

网段的考试机，只能列出该考试机所在网段的路由器出口地址）； 

3、监考时，考生考试列表每隔60秒自动刷新一次（也可以人工点击『刷新』

强制刷新一次）； 

4、考生完成考试后，考生考试列表中该考生的状态为“完成考试”，并且显

示其考试成绩； 

注意事项 

5、考生考试列表中的状态：正在考试、完成考试、作弊、强制交卷等； 

6、如果某门考试可以允许多次考试，考生考试列表中某考生可能会出现两次，状态分别为正在考试、完成考试（或作弊、

强制交卷）； 

7、只有已完成考试并且考试次数已经到达所允许的考试次数（不能继续考试）时，监考人员才可以对该考生进行“重新考

试”的操作。 

监考 
缺考人员 

       列出允许参加该门考试而目前没有进行考试（开始考试）

的考生信息。 

*** 某考生可能目前参加其他考试 ***。 

注意事项 

1、点击列表中考生用户名（登录名）即可查看该考生的详细信息； 

 

2、一个批次可以允许有多门考试，假如某考生目前进行本门以外的

其他的考试，也视为目前缺考查询（本门）的当前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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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记录 

       每次监考处理将记录下来作为考场记录。 

 

       可根据年月、考试批次已经考试名称（考场）查询每个考场的

监考处理情况。 

特别提示 
考生考试 

1、考生开始考试必须在该考试所属批次的生效日期（时间）到达后才

能开始进行考试； 

2、考生打开试卷后考试开始计时（从考试的考试时长开始倒计时），

到达考试时长（倒计时为0）后系统自动交卷； 

3、考试都定义了允许“提前交卷的时间”，从开始考试时间算起，只

有超过“提前交卷的时间”后考生才能提前交卷。 

考生登录 

1、考生必须登录后才能进行考试；（请区分学员账户与考生账户！） 

2、如果某考生登录后，其他人使用该考生的账户及密码再次登录的话，

那么之前登录的考生将被踢出考场（自动退出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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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1 

统计模块 
学习统计 学员学习统计 课程学习统计 

考试统计查询 学员（模拟）考试统计查询 模拟考试统计查询 

学习统计 
按时间段统计每天/每月/每时段的学习情况。 

可以分别统计各使用终端（全部、计算机、安卓手

机、苹果手机）的学习情况 

 

统计时间段：近30天、当前月、当前月前三月、自

定义时间段。 

当使用“自定义”时间段时，选择统计开始日

期和结束日期后，点击『自定义』链接才开始

按照自定义的时间进行统计。 

以上统计数据为所有学员的访问学习数据，

不能区分所属部门。 

请注意各项统计的“统计截至日”。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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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统计 

统计本企业课程的学习情况。 

包括课程学习的排行榜、月报表及某课程的学习

情况等。 

 

课程月报表统计时间：当前年、当前年前三年、

自定义年份。 

 

当使用“自定义”年份时，输入想要统计的年份

（四位数字）后，点击『自定义』链接才开始按

照自定义的年份进行统计。 

 

以上统计数据为所有学员的访问学习数据，不能区分所属部门。 

请注意各项统计的“统计截至日”。 

注意事项 

学员学习统计 
统计本企业学员/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的学习情况。 

可以按照学员学习情况排行、学员学习月报、本企

业所属部门/二级部门进行分类统计。 

 

统计时间：当前年、当前年前三年、全部、自定义

年份。 

 

当使用“自定义”年份时，输入想要统计的年份

（四位数字）后，点击『自定义』链接才开始按照

自定义的年份进行统计。 

 

如果管理员的管理部门是某个“所属部门”，那么统计数据只是该“部门”的数据。不能统计其他部门的

数据！ 

请注意各项统计的“统计截至日”。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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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统计（正式考试）查询 

统计某一批次的各门考试中考生、所属部门的考试情况统计以及其分数段分布情况。 

统计依据： 
1、通过选择年份得出有效期范围在该年份所有批次，选择某一批次得出该批次的各门考试统计情况。 

２、如果只选择年份而没有选择批次，则列出该年份发生的所有的考试的统计情况。 

３、如果选择某批次，则列出属于该批次所有的考试的统计情况。 

4、在列表中点击某一批次（相当于选择该批次），列出该批次所有考试的统计情况。 

考试统计（正式考试）查询 

       本统计主要依据是根据批次进行统计，选择年份是为了能快速查找有效期范围在

该年份的所有批次。 

       如果只选择年份而没有选择批次，列出的结果只包含考试时间在本年份范围的所

有考试，并不包含其中某一批次的所有考试。 

       而选择批次进行统计，列出的结果是属于该批次的所有考试而不管某次考试的具

体年份（某批次的有效期可以跨年）。 

***   只有通过批次进行统计，才能准确地反映某一批次的各门考试的考试情况！  ***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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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统计（正式考试）查询 

统计方式：  

1、按考生统计：  

在列表中点击某门考试的统计方式，在数据统计

方式中选择“考生”，列出该门考试所有考生的

考试情况。 

点击“查看试卷”下的『查看』，查看该考生的实际试卷； 

点击“考试记录”下的『展开』，列出该考生参加本门考试的所有（次数）记录（假如本门考试允许多次考

试）。 

点击“考生分数段”，列出该门考试的分数段分布情况。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统计分数段。 

考试统计（正式考试）查询 

统计方式：  

2、按部门统计：  

在列表中点击某门考试的统计方式，在数据统计

方式中选择“部门”，列出该门考试各所属部门

的考试统计。 

击列表中的所属部门名称，列出该部门的二级部门的考试统计； 

点击“所属部门分数段”，列出该门考试的各所属部门的分数段分布情况。点击某所属部门名称，可统计出

该部门的二级部门的分数段分布情况。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统计分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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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考试统计查询 

统计某一（全部）月份的各门模拟考试中学员的模拟考试情况以及分数段分布情况。 

统计依据及方式跟正式考试类似。 

特别提示 

      模拟考试以月份为单位进行保存统计，如果同

一学员在相同的月份中多次进行同一门（模拟）考

试，那么只保留获得最高分的考卷信息 

      本系统只保留（至少）从当前月份起前六个月

的模拟考试数据。 

 

***  更早的数据会自动删除！  *** 

学员（模拟）考试统计查询 
统计某一时间段内本企业学习平台中某一学员的正式考试或模拟考试的情况。 

注意事项 

1、正式考试的统计只包含在统计时间段内的数据，模拟考

试只保留从当前月份起的前六个月的数据。 

2、如果管理员的管理部门是某个“所属部门”，那么以上

“考试统计”的统计数据为该部门的数据； 

3、如果多次进行同一门（模拟）考试，只保留获得最高分

的考卷信息； 

4、模拟考试的所有记录都按月份为单位进行保留，其统计

数据（最高分、考试记录等）也按月份为单位进行统计； 

5、所有考试中，对于“多选题”，少答或多答都视为答题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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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基本上所有的统计报表都可以导出为EXCEL文件！ 
***  可以根据需要导出想要（根据统计条件）的数据  *** 

 

PART 
12 

设置 
所属部门 同步所属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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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部门 
所属部门列表 
1、列出所有已定义的所属部门； 

2、点击“进入二级部门”查看（创建）二级部门； 

编辑所属部门 
对已定义的所属部门或二级部门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系统要求所属部门必须存在二级部门！如果实际中没有二级部门，可以在“添加二级

部门”中输入与所属部门相同的“二级部门”名称！ 
        删除所属部门的同时将全部删除其所属的二级部门，如果某部门/二级部门还存在学员

(包括 “已删除” 的学员)的话，将不能删除所属部门及二级部门。 

创建所属部门 
1、定义本企业的所属部门； 

2、点击“进入二级部门”创建新的二级部门； 

同步所属部门 
人工同步所属部门数据。如果某学员的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的属性发生变化，所有历史数据将同步更新。 

注意事项 

1、系统每天将自动同步企业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的数据。 

 

2、本项功能为了方便企业立刻同步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的数

据。如果没有更改学员的所属部门/二级部门或者不需要马

上进行查询/统计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的数据的话，等待系统

自动同步所属部门的数据即可，无需进行“人工同步所属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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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图标 

           ：编辑 

           ：删除 

           ：查找/筛选 

           ：查看学员学习情况 

           ：查看学员个人资料 

           ：重置学员密码 

           ：（停用/启用）学员账号 常用图标 

           ：编辑 

           ：删除 

           ：查找/筛选 

           ：查看学员学习情况 

           ：查看学员个人资料 

           ：重置学员密码 

           ：（停用/启用）学员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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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学习平台

企业管理系统操作
手 册

企业局域网 
    --后台管理系统 

煤炭远教网 www.coa ledu .com 

北京浩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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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F U NT IO N AL  M O DU L E 

课程模块 

2 
1 

3 
4 

5 
6 

7 
8 

学员管理 

管理员模块 

基本设置 

个人中心 

资讯模块 

分类模块 

考务模块 

9 题库模块 
 10 考试方案 

11 考场管理 

12 统计模块 

13 用户反馈 

PART 
1 

个人中心 
个人资料 修改资料 修改密码 设置主导航 



43

局域网学习平台企业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个人资料 
显示本管理员的基本资料。 

修改资料 
修改本管理员的基本资料。 

修改密码 
修改本管理员的登陆密码。 

设置主导航 
       本操作主要是由用户自定义进入管理系统后出现
的第一个功能模块，不同权限的管理员可根据需要将
常用的功能模块设置为主导航模块。 

PART 
2 

基本设置 
集团企业名称 首页横幅图 所属部门 识别码 使用设置 

自定义导航栏 邮件发送服务器 联系方式 首页漂移图 

APP消息推送设置 首页广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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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企业名称 
集团企业名称用于在局域网学习平台上显示本企业名
称。 
首次进入后台管理系统时，必须录入集团企业的名称。 
本功能用于修改以前录入的集团企业名。 
 
为了显示效果，集团企业名称限制在12个汉字之内。 

首页横幅图 

允许管理员自定义本企业局域网的网站首页横幅图片。 
 
为了能达到最好的显示效果，更改的网站首页横幅图分辨
率最好是：980×92。 

所属部门 

        由后台管理人员统一管理企业所属部门及二级部门的名称，所属部门以及二级部门的唯一性得到保证，便

于按照所属部门及二级部门进行分类查询及统计。 

       根据实际情况录入本企业下属的部门以及二级部门，学员注册时根据后台管理员录入的所属部门及二级部门

选择相应的所属部门以及二级部门。 

       后台管理人员可按照所属部门及二级部门分类查询及统计各所属部门及二级部门的学习信息。 

 

         本功能只适用于采用学员登录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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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部门 

1、列出所有已定义的所属部门； 

2、点击“进入二级部门”查看（创建/编辑）二级部门。 

       根据实际情况添加所属部门及其显示顺序，如果所新增的所属部门已经存在，则出

现提示信息提示不能添加相同的所属部门。 

    显示顺序是出现选择所属部门列表时的排列顺序，如出现相同的显示顺序，则按创建

时间排列。 

增加 

列表 

修改 可对所属部门及二级部门名称及显示顺序进行修改。 

删除 

       可根据需要删除某一所属部门/二级部门。 

       如果要删除的所属部门/二级部门已经被用户所选择(包括“已删除”用户)，此所属

部门/二级部门不能被删除。 

所属部门 

       可根据需要停用某一所属部门/二级部门。 

       如果要停用的所属部门/二级部门已经被注册用户所选择，(不包括“已删除”用户)

此所属部门/二级部门不能被停用。 

       必须先删除或转移该所属部门/二级部门后才能停用该所属部门/二级部门。 

       停用后，该所属部门/二级部门不能用于“注册”、“更改所部门”等操作，但可以

用于查询统计数据。 

停用 

       在增加二级部门时，根据所属部门的列表，在栏目“二级部门”中点击与某所属部门

同一行中的“进入二级部门”，即可进入该所属部门的二级部门列表中，同样，可增加、

修改、删除二级部门。如果要删除的二级部门已经被注册用户所选择，就是说此二级部门

下已经存在注册的用户，则此二级部门不能被删除，除非首先删除此二级部门下的所有注

册用户。 
       用户注册时，必须选择所属部门以及二级部门，所以如果没有设置所属部门
以及二级部门，用户将无法通过注册。 
 

二级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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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部门 

 1、要求所属部门必须存在二级部门！如果实际中没有二级部门，可以在“添加二级部门”中输入与所属部门

相同的“二级部门”名称！ 

 2、删除所属部门的同时将全部删除其所属的二级部门，如果某部门/二级部门还存在学员(包括 “已删除” 

的学员)的话，将不能删除所属部门及二级部门。 

3、删除、停用所属部门的同时将该部门的所有管理员。 

      删除、停用的区别在于：删除后统计查询中将不能体现已删除的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的任何历
史数据；而停用则可以。 ***   强烈建议使用“停用”操作代替“删除”！*** 
4、某所属部门/二级部门只要有学员（包括“已删除”的学员），该所属部门/二级部门将不能被删除； 

5、某所属部门/二级部门只要有学员（不包括“已删除”的学员），该所属部门/二级部门将不能被停用； 

6、如果某所属部门/二级部门下的学员已经“被删除”，而该所属部门/二级部门不再使用的话，可以采用

“停用”的方法； 

7、某所属部门/二级部门“停用”后，统计查询中可以继续统计“被停用”的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的历史数据。 

      建议使用“停用”操作代替“删除”！ 

识别码 
本功能只适用于采用学员登录的学习方式。  
       企业如果（临时）增加某一活动（如举办学习班、培训班等等），需要查询统计某一识别码（参加该活

动）的学员的学习信息，可以通过设置识别码来标识该活动，并可设置该识别码的“必须课程”，并将此识

别码告知属于该活动的学员，由学员自行添加该识别码（修改个人资料中修改识别码）或者由管理员重新修

改某个（批）学员的识别码。 

       新学员注册时，填写该识别码；已经注册的学员需在“个人资料”中更改其识别码。正确填写识别码后，

表明此学员目前处于该识别码（班级）中。 

       有识别码的学员登录后在“我的课程”中可以显示该识别码的必修课程。 

    “必修课程”：列出某识别码（班级）的必修课程，可点击直接学习某必修课程。 

       后台管理人员可以按照识别码、时间段等进行分类统计，从而得到该识别码（班级）的所有学员在某一

时间段内的学习情况等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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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码 
       学员注册或更改“个人资料”时，如果目前没有得知识别码，可以不填写识别码，但如果填写此项（此

项有内容），系统则自动判别此识别码是否存在（后台管理员是否增加该识别码）。若不存在，则提醒学员

此识别码不存在（无法完成注册或更改识别码）。 

       新学员注册时，只能根据由相关管理员提供的识别码手工填写。 

       对于已经注册的学员需要重新录入识别码的情况，该学员可通过修改“个人资料”更改识别码而赋予该

学员新的活动（如学习班）身份。该学员之前的学习信息继续保留。若想统计该学员在新的活动（如学习班）

的学习情况，可按新的活动（如学习班）的开始时间作为统计时间段的初始时间进行统计，就能得到该学员

在此识别码身份下该时间段的学习信息。 

       识别码在学员得到识别码后，由学员自行录入（“注册”）或更改（修改“个人资料”）。（也可以由

后台管理员批量修改/删除学员的识别码）。一般情况下，学员无法知道其他识别码的存在。 

识别码不区分英文字母的大小写，系统自动将小写的英文字母转变成大写字母。 
 

识别码 

1、列出所有已定义的识别码； 

2、点击“进入必修课程”查看（创建/编辑）必修课程。 

       根据实际情况添加识别码、识别码说明、班主任（班级）QQ（群）及其显示顺序，

如果所新增的识别码已经存在，则出现提示信息提示不能添加相同的识别码。 

    显示顺序是出现选择识别码列表(后台管理员可见列表)时的排列顺序，如出现相同的显

示顺序，则按创建识别码时间顺序排列。 

增加 

列表 

修改 可对识别码名称、识别码说明及显示顺序进行修改。 

删除 

       可根据需要删除某一识别码。 

       删除该识别码的同时将删除该识别码下的必修课程，删除属于此识别码的班主任帐

号；并且清空已经选择此识别码的注册用户的识别码，就是说已经没有属于此注册码的

注册用户了。（学员必修课程的学习原始记录不会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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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码 

       可根据需要停用某一识别码。 

       停用该识别码的同时将删除该识别码下的必修课程，删除属于此识别码的班主任帐

号；并且清空已经选择此识别码的注册用户的识别码，就是说已经没有属于此注册码的

注册用户了。（学员必修课程的学习原始记录不会删除） 

停用 

必修
课程 

       在添加某识别码必修课程时，根据识别码

的列表，在栏目“必修课程”中点击与某识别

码同一行中的“进入必修课程”，即可进入该

识别码的必修课程列表中，同样，可增加、删

除其必修课程。 

识别码 

 1、识别码不区分英文字母的大小写，系统自动将小写的英文字母转变成大写字母。 

 2、删除/停用某识别码的同时将『删除』该识别码下的“必修课程”以及其“班主任”，并将目前属于该识

别码的学员的识别码清除； 

3、删除/停用某识别码后该识别码将不能再“注册”及“修改识别码”中使用； 

4、删除某识别码将不能在系统中体现该识别码的任何历史数据（包括统计数据），请谨慎删除； 
5、停用某识别码后该识别码的原始历史数据可以在查询统计中体现。 

      建议使用“停用”操作代替“删除”！ 

 

删除、停用的区别在于：删除后统计查询中将不能体现已删除的识别码的数据；而停用则可以。 

 

***   强烈建议使用“停用”操作代替“删除”！*** 

 



49

局域网学习平台企业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使用设置 
       用于设置局域网学习平台的学习管理模式。本系统支持“需要登录学习”及“无需登录学习”两种学

习方式。 

是否允许学员自行注册： 

选择“是”，学员可以自行注册； 

选择“否”，只能通过后台管理员注册

或导入新学员。 

当选择需要登录学习时： 选择学习时暂停计时的时长： 
选择“不暂停”，学员观看课程课件时不出现暂停； 

 选择“暂停（分钟）”，学员在观看课程课件时，每当到达选

择的分钟数时，视频暂停播放（学习计时也将暂停），出现警

告提示。学员必须点击“确定”才能继续观看。 

自定义导航栏 
       用于编辑（增加、删除及修改）自定义的首页导航栏。（显示于首页导航栏最右侧的“自主导航”） 

       自定义导航栏可以设置为“是否需要登录才能链接”。选择“是”，只有学员登录后才能在“自主导航栏”
中点击才能进入链接。 

邮件发送服务器 

       本功能只适用于采用学员登录的学习方式。  
       在局域网学习平台中，如果学员忘记其登录密码，可以由系统通过邮件（Email）形式将其密码发送到

学员注册时填写的邮箱中。 

       本操作就是设置邮件发送服务器的内容，以便可以通过指定发送服务器及发送邮箱将学员的密码发送到

学员的邮箱中。 

       必须正确填写以上所有内容才能正常使用。具体的内容参照自己常用的邮件软件系统。（如Live mail、
Foxmail等等）。 



50

2 局域网学习平台 企业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联系方式 
       填写此联系方法的内容，将会显示在局域网学习平台首页底部中的联系我们、客服电话、企业QQ、客服邮

箱中，便于学员遇到问题时能快速联系后台管理员。 

       如果没有填写“联系方式”，局域网学习平台首页底部中的联系我们、客服电话、企业QQ、客
服邮箱的内容则显示煤炭协会的默认内容。 

首页漂移图 
       设置是否在首页上显示漂移图。 

       如果设置在首页上显示漂移图的话，必须定义（上传）漂移图文件；需要的话亦可定义点击漂移图打开新链接的地

址（可选）。如果使用原漂移图片的话，可以不必上传新的漂移图片。 

APP消息推送设置 

       设置是否开启APP消息推送。 

       如果设置开启APP消息推送的话，必须设置“消息推送的间隔时间”； 

       APP推送的消息在“资讯管理-APP消息推送”中编辑录入。 

       消息推送的间隔时间默认为30分钟，不能小于10分钟。消息推送的间隔时间如果
间隔太短，就会影响服务器的工作效率。 

首页广告图 
       允许管理员自定义本企业局域网的网站首

页广告图已及广告链接地址。 

       １、为了能达到最好的显示效果，更改的
网站首页广告图分辨率最好是：980×92； 
       ２、广告图链接地址为空时，双击广告图
不能打开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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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管理员模块 
角色管理 企业管理员 

角色管理 

新增
角色 

修改
角色 

删除
角色 

       添加新的角色，并定义该角色可操作的功能模

块以及该功能模块下可操作的子模块。 

       修改现有角色的名称、可操作功能模块以及

该功能模块下的子模块。 

角色是设定本系统可操作模块的一个权限。 
 
每个管理员必须定义一个角色，不同的角色可管理不同的功能模块； 

删除现有角色。 

删除某角色将同时删除属于该角色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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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员 

手机 
用户 

游戏 
用户 

电视 
观众 

新增 
管理员 

列出现有企业管理员的企业管理员清单。 
 
新增企业管理员、对现有企业管理员进行修改、删除操作。 

1、添加新的企业管理员，并定义其角色。不同角色的管

理员只对该角色所限定的可操作的功能模块进行操作；  

2、定义该管理员的编辑（增、删、改）的操作权限；只

有允许的编辑操作权限才能在其所允许操作的功能模块

中进行编辑（增、删、改）操作。 

修改 修改某管理员资料、密码、所属角色、操作权

限等信息。 

删除 
删除某管理员。 

注意事项 

定义管理员的编辑（增、删、改）操作权限限定了该管理员在其所

允许操作的功能模块中进行编辑（增、删、改）操作。 

定义管理员的角色限定了该管理员所允许操作的功能模块及子模块。 

班级管理员/部门管理员只能查看本班级/部门学员的情况。 

某些统计查询是不按具体的学员进行统计的，所以不能区分班级/部

门。如果这些功能授予给班级/部门管理员操作权限时，只能查看到

所有学员的统计数据（如：每天/没时段学习统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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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学员管理 
学员注册 批量注册学员 学员列表 已删除学员列表 积分排行榜 

学员注册 

由管理员对某账户进行注册； 
 
该项功能与前台学员自行注册完全一样。管
理员可以利用该项功能代替某些特殊人员进
行注册，注册后直接将账户及其密码告知学
员，学员就可以直接登录学习了。 

该项功能与前台学员自行注册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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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学员注册 
由管理员批量对学员进行注册： 
 
首先创建包含学员信息的EXCEL文件，利用本功能将EXCEL表中的学员导入进行注册。 

（1）、为了保证所导入的新学员注册信息的正确性，上传的Excel文件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样式及规定的内容填写新学员信息； 
 
（2）、EXCEL中的需要注册的学员信息必须存放的第一个工作簿中（Sheet 1）； 
 
（3）、新学员注册信息从Excel表中的Sheet1的第2行开始填写！ 
 
（4）、需要了解Excel表中的各填写项目的详细介绍请点击“点击获取Excel中各填写项目的详细介绍”。 
 
（5）、需要下载批量注册的Excel样式请点击“点击下载Excel标准样式”获取。 
 
       

学员列表 
列出本企业所有“已注册”学员清单； 
 
管理员可查询学员的情况，如：个人信息、学习情况、停用/启用账户、重置密码等等； 
 
可以批量更改注册学员的所属单位，批量删除注册学员等操作。 

注意事项 

１、如果要删除的学员已经进行学习（有学习记录）： 

       已删除的原学员学习记录等继续保存，其所有信息转移到其他地方保留，可以在“已删除学员列表”中获取其信息。 

２、如果要删除的学员从未进行学习： 

       直接删除该学员信息，不需要将其信息转移到“已删除学员列表”。 

３、删除该用户的“用户问题”、“建言献策”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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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删除学员列表 
列出本企业已删除的所有学员账户（含有学习记录）清单； 
 
管理员可以查询已删除的学员的学习记录、当初注册的个人资料等信息； 
 
可以批量更改已删除学员的所属单位。 （为了可以删除已删除学员占用的部门/二级部门，详细请参阅“使用
设置--所属部门”的说明） 

注意事项 

已删除的学员账户不能登录本学习系统进行学习。 
 
为了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对于已经进行学习（系统含有学习记录）的学员，系统将继续保存已删除的学员的学习信
息。 

积分排行榜 
列出所有学员的积分； 

选择将积分前多少名（默认前100名）的学员导出到EXCEL表中； 

清空目前的积分。 

注意事项 （1）、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年度清空学员；（2）、学员积分一旦清除，将不可恢复。 

积分规则 

１、登陆网站：每天登陆积1分。（pc端与移动端只积一次）；  
２、课程学习：根据学习进度获得积分： 

（1）、学习进度达到50%时积1分； 
（2）、当进度到达80%时如果50%已经积了一分就增加积1分，如果没有到50%进度积分记录， 
            在进度达到80%时就直接积2分； 
（3）、当学习课程达到100%时如果80%已经积了2分就增加积1分，如果没有到80%进度积分 
             记录，在进度达到100%时就直接积3分。 
 
（重复学习没有积分，即课程每视频只计1次积分。注：一门课程总分值为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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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课程模块 
自主课程分类 自主课程 添加自主课程 协会课程 教师管理 

协会课程 

协会课程列表 
列出所有协会的课程。 

查找课程 
可以根据课程分类、课程名称、安装课程分类、模糊查询等

方法快速查找课程； 

查看课程 
查看某协会课程的教师、章节内容、课件视频、视频时长、相关动画、讲义等等课程的相关信息(点击

某课程的“章节”、“相关动画”、“讲义”)： 

点击某课程的“章节”可以查看该课程的章节内容、课件等信息； 

点击某课程的“相关动画”可以查看该课程的相关动画； 

点击某课程的“讲义”可以查看该课程的相关的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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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课程 
设置课程 

根据实际情况将某协会课程置顶、设置为精品课程； 

 

点击某课程的“置顶”可以将该课程置顶，就是在各项相关查询中将该课程排在前面；如多项课程都置顶，则

按照置顶的时间顺序（降幂）排序。 

 

可以标记/取消某课程为“精品课程”。（在“操作”中点击相应图标标记为“精品课程”/取消标记“精品课

程”） 

 

注意事项 

不能对协会课程进行任何的修改删除操作！ 

自主课程分类 
创建、修改、删除自主课程的分类； 

  在分类的右边点击               分别创建、重

命名、删除分类。 

注意事项 

1、新建分类时，默认的分类名称都是“新建分

类”，点击该分类右边的重命名（rename）图

标        重新命名该分类的实际分类名称。 

2、如果某自主分类下存在子分类或自主课程，

该自主分类将不能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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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课程 
自主课程列表 
列出所有的自主课程。 

查找课程 
可以根据课程分类、课程名称、安装课程分

类、模糊查询等方法快速查找课程； 

查看课程 
查看某协会课程的教师、章节内容、课件视频、视频时长、相关动画、讲义等等课程的相关信息(点击

某课程的“章节”、“相关动画”、“讲义”)： 

 

【注意】：具体操作请参阅“协会课程”。 

编辑自主课程 
对自主课程进行添加、删除、修改等操作。 

添加自主课程 

定义分类 每一门“自主课程”必须定义其分类，所有必须先创建“自主课程
分类”后才能创建“自主课程”。 

定义课程 创建新课程的属性（课程名称、课程分类、教师、适用人群、课程
简介等等） 

 
添加课程内容： 
 
1、课件 
2、相关动画 
3、讲义 

在自主课程列表中分别点击“课件”、“相关动画”、“讲义”进入
相应的“课件”、“相关动画”、“讲义”编辑（查看、增加、修改、
删除等）界面。 
1、课件：自主课程的课件需要事先通过其他方式（如拷贝、FTP等）
另外拷贝/上传到企业流媒体服务器指定的文件夹上(可以在指定的文
件夹中新建子文件夹)，然后才能指定该课程的课件链接地址。 
2、相关动画： （参阅“课程”）。 
3、讲义：直接上传。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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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自主课程 

1、自主课程的课件需要事先通过其他方式（如拷贝、FTP

等）另外拷贝/上传到企业流媒体服务器指定的文件夹上

（D:\My Webs\htdocs\stream_lan），然后才能指定该

课程的课件链接地址。 

2、在D:\My Webs\htdocs\stream_lan文件夹中，可以根

据需要新建子文件夹，在填写“课件视频文件名”时必须

同时填写该文件的路径名；  

     如：在自主课件默认存放位置下创建新文件夹：demo，

将课件视频文件test01.mp4拷贝到demo文件夹下，那么，

填写“课件视频文件名”时输入：demo/test01.mp4 。点

击『添加课件视频』或『更改课件视频』即可。 

3、不建议使用中文命名文件夹及课件视频文件名称。 

自主课程存放位置： D:\My Webs\htdocs\stream_lan 

添加自主课程 

往自主课程“添加/编辑”课件： 
1、在自主课程列表中，找到所要“添加/编辑”课件的课程，点击该课程的“章节”； 

2、在该课程的章节列表中选择要“添加/编辑”课件的所属章节，在屏幕右边的“课件视频文件名”中“录入/更

改”该课件的链接地址（包括目录及视频文件名）。 

1、只有选中章节中的“节”（第二层）才能“添加/编辑”课件； 

2、课程的“相关动画”操作与“课件”一样； 

3、课程的“讲义”不需要事先拷贝到服务器，而是采用直接上传的形式。 



60

2 局域网学习平台 企业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教师管理 
教师列表 
列出所有教师（包括协会课程的教师已经自主课程的教师）。 

查找教师 
查看某教师的信息以及属于该教师的课程信息。 

编辑自主教师 
添加、删除、修改自主教师（自主课程的教师）。 

注意事项 

1、不能对协会课程的教师进行任何修改、删除操作。 

2、不能删除含有课程的自主教师。 

PART 
6 

资讯模块 
资讯管理 资讯栏目 资讯审核 添加资讯 APP消息推送 取消资讯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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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栏目 

资讯栏目列表 
列出现有企业创建的资讯栏目。 

添加资讯栏目 
创建新的资讯栏目。 

编辑资讯栏目 
修改、删除由企业创立的资讯栏目。 

资讯栏目中名称为 “协会资讯”的资讯栏目由系统自行添加，内容为协会推送的资讯。

不能对该栏目进行任何的修改、删除操作。 
       

资讯管理 

资讯列表 
列出现有资讯。 

添加资讯 
添加企业资讯。企业上传资讯后，由相关管理员对该

资讯进行审核工作，审核通过后自动将其发布。 

请参阅“添加资讯”。 
 
编辑资讯 
可以对未审核的资讯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设置资讯 
可以对资讯标记/取消为“头条资讯”、“滚动资讯”、“置顶”、“APP”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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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管理 

条目含义及设置资讯： 
1、“头条”：设置PC端的“头条新闻”。PC端显示在“局

域网学习平台”左上方； 

2、 “滚动”：设置滚动新闻（图片与文字滚动），必须含

有“首页展示图”的资讯。 

     PC端显示在“局域网学习平台”的居中（滚动）图片及右上方

文字显示；  

  APP端显示最上方；  

3、“置顶”：优先显示（排列在前面）的资讯。如多条资讯都置顶，则按照置顶的时间顺序（降幂）排序。 

4、 “APP”：必须含有“首页展示图”的资讯，在手机客户端（APP)首页中显示的“头条新闻”。显示在

“滚动新闻”图片的下方。 

添加资讯 

自行添加企业自主资讯。 

企业上传资讯后，由协会相关管理员对该资讯进行审核工

作，审核通过后自动将其发布。 

       资讯内容框采用所见即所得的编辑方式，自行对企业资讯内容进行排版、随时随地插入
图片，附件等操作。 
 
       资讯一经审核，管理员将不能对其进行修改、删除操作。可以将其修改为“未审核”状
态后再进行修改、删除操作。 
 
       不能对“协会资讯”栏目下的资讯进行修改、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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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审核 
列出所有状态为“未审核”的自主资讯，审核后将其
发布。 
 
【注意】：只有经过审核的资讯才能在“局域网学习
平台”中发布。 

取消资讯审核 
列出所有状态为“已审核”的自主资讯，取消其审核
状态，撤销其发布。 

如果需要编辑“已审核”的资讯，可以先将其“取消审核”后进行编辑。 

APP消息推送 

发布APP推送消息。 

       APP客户端只收到3天内最新的3条消息。如果某APP客户端长时间没有运行，有可能就收不到推送的

消息了。 

 

       为保持能准时接收到APP的推送消息，请保持手机APP处于运行状态。 

       APP客户端在运行时，每隔一定时间（根据设置的消息推送的间隔时间）接收一次APP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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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分类模块（考试系统） 
工种科目管理 知识点管理 考核类型管理 

考核类型管理 

考核类型列表 
列出现有考核类型清单。 

添加考核类型 
添加新的考核类型。 

编辑考核类型 
对现有的考核类型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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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科目管理 

工种科目列表 
列出现有工种科目清单。 

添加工种科目 
添加新的工种科目。 

编辑工种科目 
对现有的工种科目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每个工种科目必须归属于某个考核类型之下 

知识点管理 

知识点列表 
列出现有知识点清单。 

添加知识点 
添加新的知识点。 

编辑知识点 
对现有的知识点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每个知识点必须归属于某个考核类型-工种科目之下 

知识点题量 
显示每个知识点目前拥有的试题数量。点击“校正知识点题量”，从目前题库中重新校正各知识点

的试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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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改变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知识点的名称将同时改变目前现有的题库、试卷中的名称。但不会
改变以往的历史数据记录相应的名称。 

由于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知识点之间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所以不能更改其所归属的对应关
系（可以采用先删除再重建的方式进行修改）。 

删除某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知识点）的同时将删除归属于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知识点）
下的分类项目以及题库中试题。请谨慎操作！ 

       上述各分类中，系统不是以分类名称作为关键字，而是使用各分类中具有唯一性的代码作为查询
关键字。 
       如果删除了某分类，以后需要再次建立时，虽然分类名称相同，但具有唯一性的代码却不同了，
系统只能认为是不同的分类了。 
       所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已经知识点一经定义，为了保持系统数据的延续性，除非确认以后不
再使用，否则尽量不要删除。 
 
       当目前试卷中含有某考核类型、工种科目时将不能删除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以及知识点，除非
先删除归属于该某考核类型、工种科目下的试卷。 
         

PART 
8 

考务模块（考试系统） 
批次管理 导入考生 导入考生照片 考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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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管理 

批次列表 
列出现有批次清单。 

添加批次 
添加新的批次。 

编辑批次 
对现有的批次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说明 

1、批次是定义及说明每次考核（可以多门正式考试）的标志，用于区分每次考核（正式考试）。 

2、每份试卷从属某个批次，每个考生都从属于某个批次。这样考生登录后就列出其所属批次的所有试卷（该考生所允许考

试的试卷）。 

3、统计查询时也可以根据批次进行分类统计查询。 

4、正式考试（试卷）以及考生的有效期就是所属于批次的有效期。 

批次管理 

说明 

注意事项 

 1、批次一旦启用（从属于该批次的任何
试卷启用）后将不能对此批次进行修改、
删除操作。 
 
2、批次列表中显示红色区域的表示该批次
已经失效（已经过期）！ 
     对于失效的批次，如果没有启用的话，
只能进行删除操作。 
 
3、删除批次同时删除从属于该批次的考生
及试卷（只有批次未启用时才能删除该批
次）。 
 
        
         

       每门正式考试都需要一个批次，每个生在同一时刻也会（只能）分配一个批次。 
        
       一个批次可以定义多门考试，那么属于某一批次的考生登录后可以参加属于该批次的所有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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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考生 
        根据实际情况，从“互联网学习平台”的本企业学员中选择需要的学员导入到本系统作为正式考试的考生。 

***  请注意本系统中学员与考生的区别！*** 

1、点击列表中学员用户名（登录名）即可查看该学员的详细信息； 
 
2、可以根据姓名、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等条件快速筛选需要导入的学员； 
 
3、可以将需要导入的学员的身份证号及姓名录入excel表中，然后导入该excel表即可快速选择所需的学员； 
 
4、如果本系统中考生表中已经存在某学员的信息，将不再重复导入； 
 
5、将学员导入考生后，系统将自动跳转到“考生管理”。 
 
本系统允许考生以“用户名”或“身份证号”登录，所以要求用户名/身份证号必须是唯一的。 
 
 

考生管理 
根据实际情况，从“互联网学习平台”的本企业学员中选择需要的学员导入到本系统作为正式考试的考生。 

考生列表 
1、点击列表中学员用户名（登录名）即可查看该学员的详细信息。 

2、点击列表中某考生的批次即可查看该考生所允许参加的“工种科目”的考试。 

 

选择考生 
1、可以根据姓名、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等条件快速筛选考生以便后续操作（删除或更改批次等）； 

2、可以将需要批量操作（删除或更改批次等）的考生的身份证号及姓名录入excel表中，然后导入

该excel表即可快速选择所需的考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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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管理 
考生管理 
1、定义（修改、批量修改）考生的批次信息，从而指

定考生所允许考试的科目/试卷，并且定义了该考生的

有效期！ 

      定义考生批次后就可限定该考生只能参加批次中限

定的考试（每门正式考试需指定批次）； 

 

2、定义了批次的考生还可以分别限定所允许参加不同

“工种科目”的考试，指定允许参加的“工种科目”

考试后，该考生只能参加其所属批次中包含限定“工

种科目”的考试； 

 

 
 

3、删除指定或已过期的考生！ 

      删除考生后，该考生将不能登录考试系统进行正式考试，请谨慎操作！ 

考生管理 
根据“EXCEL”表列出所要选择的考生 

为了快速筛选所需要操作的考生，可以从“EXCEL”表中导入所选择的考生： 

1、将需要选择的考生的身份证号及姓名录入到“EXCEL”表中； 

2、导入该“EXCEL”表，那么就直接列出所要选择的考生以供对考生进行管理操作。 

 

 
 

根据“EXCEL”表限定考生所允许参加的“工种科目”考试 

        本功能是对于指定了批次的考生，可以分别定义不同的考生所允许参加不同“工种
科目”的考试（不管该批次是否存在包含该“工种科目”的考试），只要限定了某考生所
允许参加的“工种科目”的考试，该考生就只能参加所属批次中包含指定的“工种科目”
的考试。 
 
        将考生基本信息（身份证号及姓名）以及允许该考生参加的“(考核类型//)工种科
目”，分别填入EXCEL表中。导入该EXCEL表批量定义/修改考生所允许参加的“工种科
目”的考试。---- 参照“Excel中各填写项目的详细介绍” 
 
       如果excel中某考生的“工种科目”不填（为空），表示不限定该考生允许参加的
“工种科目”，也就是说，该考生能参加该批次所有的（工种科目）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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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考生照片 
批量导入考生的照片。 

 1、考生照片必须以考生身份证号命名（统一采用JPG/JPEG的图片格式，大小不超过50KB）； 
 
2、将所有需要上传的考生照片压缩成一个压缩文件（ZIP、RAR均可）； 
 
3、将压缩文件上传到服务器； 
 
4、上传的照片如有不符合要求或没有对应身份证号的考生的照片，系统将提示错误的照片文件，本次所有照片将不能导
入，修改后重复第1步； 
 
5、考生新的照片将覆盖旧的（如存在）照片； 
 
6、如“互联网网学习平台”中对应的学员没有个人照片信息，则该考生照片作为对应的学员照片。 
 
       系统默认显示考生照片最大的尺寸为171×236（2寸）；如果上传的考生照片尺寸大于171×236（宽度171，高度
236），系统只能显示171×236；反之，显示照片的原始尺寸。 

PART 
9 

题库模块（考试系统） 
多选题 判断题 单选题 导出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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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管理（单选题、多选题及判断题） 

试题列表 
列出对应题型现有试题清单。 

添加试题 
添加对应题型新的试题。 

编辑试题 
对现有的题型的试题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说明 导出试题 
可选择部分(如：某一考核类型的所有试题)/全部试题

导出到EXCEL表中以便保存或供各企业之间交流使用。 

导出试题图片 
对题干或选项含有图片的试题，下载其图片。 
**此项功能配合导出的试题（EXCEL文件）一起保存使用。** 

试题管理（单选题、多选题及判断题） 

说明 

试题列表项目说明 

1、抽中次数：考试（正式考试/模拟考试）时从题库中抽取该试题的次数; 

2、答题次数：考试（正式考试/模拟考试）时考生/学员对该试题答题的次数; 

3、答对次数：考试（正式考试/模拟考试）时考生/学员对该试题回答正确的

次数; 

4、错误率：（抽中次数-答对次数）÷抽中次数×100%  

【注】未回答的也算错误！ 

 

 注意事项 

       如果在试卷库中存在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的试卷，那么从属于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的试题将不能删除，
修改时也不能更改其从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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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题库 

说明 

        本系统运行从EXCEL表中导入题库。 

题库允许使用图片作为题干（或题干及答案选项）。 

1、如果采用批量导入的形式，必须先将图片上传到服务器指定的目

录下； 

 

2、原则上不限制图片的文件大小及尺寸大小，可以根据需要上传相

应的图片作为题库中试题的题干（或题干及答案选项）。但如果是超

大文件的图片，图片上传到服务器的速度会受影响； 

 

3、系统默认显示图片最大的尺寸为800×450（16:9）：如果上传的

图片尺寸大于800×450（宽度800，高度450），系统只能显示

800×450；反之，显示原图的原始尺寸。 

 

 

导入题库 

说明 

1、如果在录入/导入试题时，在相同的“考核类型”及“工种科目”下的题

库中存在相同题干的试题，系统提示错误信息，不能录入/导入该试题。 

2、极少数特殊字符可能会引起题库显示错误； 

3、题库是整个考试系统的关键，请务必在导入试题前确保（检查）需要导

入的试题的正确性； 

4、导入成功后请使用“试题管理”再次检查试题的内容； 

5、用于试题导入的EXCEL表必须严格按照本系统规定的格式（结构）以及

规定的内容录入试题。 

6、如果某些高版本（如office2012）的EXCEL文件不能导入的话，最好将

其转换为 Office2003或以下版本的Excel文件（请将其“另存为”-

>“Excel 97-2003工作簿”）后重试。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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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0 

考试方案（考试系统） 
试卷列表 模拟组卷 随机组卷 

试卷列表 

试卷列表 
1、列出所有的试卷（包括正式考试已经模拟考试）； 

2、点击考试名称查看该试卷的出题方案； 

3、点击查看图标可以查看试卷内容。 

（由于试卷是根据出题方案随机出题，所以每次查看试卷内容都会有所不同。） 

编辑试卷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删除某份试卷的出题方案； 

试卷一旦启用，将不能对其进行修改及删除操作！ 
***  对某试卷（某门考试）进行“开通考试”操作就意味着“启用”该试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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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方案 
随机组卷（正式考试） 

       定义“正式考试”的考试方案（出

题策略）。 

       在正式考试中指定本次考试（试卷）

的隶属于某批次以及允许考试的次数，

也就定义了本次考试的有效期，并且指

定允许参加本次考试的考生以及对本次

考试的次数！ 

模拟组卷（模拟考试） 
       定义“模拟考试”的考试方

案（出题策略）。 

       所有本企业学员都可以参加

模拟考试，并且没有次数的限制。 

考试方案 

1、考试名称：“正式考试”相同批次不允许重名；“模拟考试”不允许重名。 

2、考核类型/工种科目：考试试题的出题范围。 

      选择考核类型/工种科目后，题库中属于该考核类型/工种科目的三种题型的总

数量以及三种难度的题量就会显示出来【显示方式：总数量（易：中：难的题

量）】，供出题者参考。每种题型的出题量不得大于该题型的总数量。 

3、批次名称：“正式考试”专有。 

      定义考试所属的批次。定义后指定本考试的有效期，同时限定只有归属于该批

次的考生才能允许参加本次考试。 

4、考试时长：考试的时间。 

      从考生打开试卷开始倒计时，到达指定的考试时长后将自动交卷。 

5、提前交卷时间：允许提前交卷的时间。 

     如果未到达该指定的时间，将不能提前交卷。提前交卷时间不得大于考试时长。 

组卷策略中主要项目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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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方案 

6、考试次数：“正式考试”专有。允许考生参加本次考试的次数。 

7、试卷总分：本次考试的总分。 各题型题数及每题的分数总和必须等于试卷总分。  

8、及格线：本次考试的及格线。及格线不得大于试卷总分。  

9、各题型题数及每题的分数： 

      ⑴、三种题型输入的出题量不得大于该题型的总量； 

      ⑵、三种题型的总分不能超过试卷总分； 

      ⑶、每种题型难易程度比例之和必须等于100%，不填写表示不区分难易程度； 

      ⑷、选择难易程度的比例后（可以选择一种，任意两种或三种全选），相应的出题量按

照以下原则执行：将难易程度比例按照比例大小排序（从小到大），比例小的取整，比例最

大的由出题总量－比例小的取整后的出题量。 

      ⑸、选择知识点出题比例。可以任意一个/多个/全部知识点的出题比例。知识点比例总和

必须等于100%。如果没有选择全部的知识点，没有选择的剩余知识点的比例为：(100-已选

择比例的知识点之和)%。      

组卷策略中主要项目注释 

考试方案 

在制定考试方案时： 

       如果输入的比例（知识点、难易程度等）算出的出题量大于题库中（属于

该知识点、难易程度）的题量的话，系统会出现题量不够的提示信息，必须通过

调整之前所输入的比例，使得各项的出题量不得大于题库中相应的题量，才能完

成考试方案的制定。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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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1 

考场管理（考试系统） 
取消开通考试 关闭考试 开通考试 监考 考场记录 

开通考试 
       每门考试必须由相关监考人员进行“开通考试”处理后，该门

考试的考卷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只有“开通考试”后考生才能进

入该门考试。 

1、监考人员“开通考试”可以在任意时间进行（推荐
在该门考试规定的时间前30分钟进行）。 
       而考生开始考试必须在该考试所属批次的生效日期

（时间）到达后才能开始进行考试（该门考试已经开
通）； 
 
2、某门考试一旦开通后，该考试方案将视为已经使用，
将不能进行修改操作，在有效期内不能进行删除操作。 
 

3、某门考试一旦开通后，该考试方案及所属的批次也将视为已经使用，将不能进行修改/删除
操作。 



77

局域网学习平台企业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取消开通考试 
       将已经开通，并且没有实际使用（没有考生进行考试）的试卷

的开通操作取消，以便于对该试卷等相关事宜进行修改等操作。 

         只要有考生对某门考试进行“开始考试”，该考试试卷即视为已经实际使用。

该考试就不能再进行“取消开通”操作处理。 

关闭考试 
       对于已经开通（不管该考试是否有考生已经开始考试）的考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其“关闭”。 

       考试关闭后，所有考生将不能进入本门考试。已经开始该门考试的考生可以继续考试！ 

       例如：某门考试规定开始考试30分钟后将不能再进入本门考试。就可以使用“关闭考试”将本门考试

关闭，使得考生不能再进入本门考试了。 

       “关闭考试”后，考生不能进入该门考试，对于已
经开始该门考试的考生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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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 
        监考老师（具有监考权限的管理员）可对每场考试进行监考。 

        列出所有已经开通并在有效期之内的所有考试： 

        需要进入某门考试的监考工作请点击列表中该门考试的“监考”；  

        需要查看某门考试的缺考人员，请点击列表中该门考试的“缺考人员”。 

监考 

1、列出参加所监考的某门考试的所有（正在考试或完成考试）考生； 

 

2、监考老师可根据考场管理规定对考生进行相应的监考处理（每次监考处理将记录下来作为考场记录

以备查询）。 

监考 
监考处理 

对于正在考试的考生： 

1、『作弊处理』： 

       如果发现考生有作弊现象，监考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可以

对该考生进行『作弊处理』。对某考生进行『作弊处理』处

理后，该考生的考试将自动结束，并且该门考试成绩为0； 

2、 『强制交卷』： 

       如果发现考生其他不正常现象，监考人员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对该考生进行『强制交卷』处理。对某考生进行『强制

交卷』处理后，该考生的考试将自动交卷，不能继续考试，

该门考试成绩按监考人员操作『强制交卷』时的该考生已完

成的试题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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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 
监考处理 

对于已经完成考试（交卷）并且考试次数已经到达所允许进

行的次数的考生： 

允许『重新考试』： 

 (1)、对于只允许进行1次考试：删除其考试记录，允许该考

生重新考试； 

(2)、对于允许进行多次考试：删除其最低分的考试记录，考

试次数减1，再次允许该考生重新进行一次考试。 

 对于允许“重新考试”的考生，将删除其考试记录/最低分记录。 

 若该考生没有重新考试，系统有可能没有此次考试任何记录/缺少一次记录。 

监考 

1、点击列表中考生用户名（登录名）即可查看该考生的详细信息； 

2、对于正在考试的考生，列出其登录的IP地址（对于与考试服务器不在同一

网段的考试机，只能列出该考试机所在网段的路由器出口地址）； 

3、监考时，考生考试列表每隔60秒自动刷新一次（也可以人工点击『刷新』

强制刷新一次）； 

4、考生完成考试后，考生考试列表中该考生的状态为“完成考试”，并且显

示其考试成绩； 

注意事项 

5、考生考试列表中的状态：正在考试、完成考试、作弊、强制交卷等； 

6、如果某门考试可以允许多次考试，考生考试列表中某考生可能会出现两次，状态分别为正在考试、完成考试（或作弊、

强制交卷）； 

7、只有已完成考试并且考试次数已经到达所允许的考试次数（不能继续考试）时，监考人员才可以对该考生进行“重新考

试”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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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 
缺考人员 

       列出允许参加该门考试而目前没有进行考试（开始考试）

的考生信息。 

*** 某考生可能目前参加其他考试 ***。 

注意事项 

1、点击列表中考生用户名（登录名）即可查看该考生的详细信息； 

 

2、一个批次可以允许有多门考试，假如某考生目前进行本门以外的

其他的考试，也视为目前缺考查询（本门）的当前考试。 

考场记录 

       每次监考处理将记录下来作为考场记录。 

 

       可根据年月、考试批次已经考试名称（考场）查询每个考场的

监考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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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考生考试 

1、考生开始考试必须在该考试所属批次的生效日期（时间）到达后才

能开始进行考试； 

2、考生打开试卷后考试开始计时（从考试的考试时长开始倒计时），

到达考试时长（倒计时为0）后系统自动交卷； 

3、考试都定义了允许“提前交卷的时间”，从开始考试时间算起，只

有超过“提前交卷的时间”后考生才能提前交卷。 

考生登录 

1、考生必须登录后才能进行考试；（请区分学员账户与考生账户！） 

2、如果某考生登录后，其他人使用该考生的账户及密码再次登录的话，

那么之前登录的考生将被踢出考场（自动退出登录）。 

PART 
12 

统计模块 
学习统计 学员学习统计 课程学习统计 

考试统计查询 学员（模拟）考试统计查询 模拟考试统计查询 

资讯统计 

同步最新情况 获取最新统计数据 数据同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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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统计 
（1）、统计资讯访问的排行榜。 

（2）、按时间段统计每天/每月的资讯访问情况。 

（3）、按时间段统计资讯栏目的访问情况。 

当使用“自定义”时间段时，选择统计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后，点击『自定义』链接才开始按照自定义的

时间进行统计。 

请注意各项统计的“统计截至日”。 

注意事项 

学习统计 
按时间段统计每天/每月/每时段的学习情况。 

可以分别统计各使用终端（全部、计算机、安卓手机、苹果

手机）的学习情况 

 

统计时间段：近30天、当前月、当前月前三月、自定义时间

段。 

当使用“自定义”时间段时，选择统计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后，点击『自定义』链接才开始按照自定义的时间进行统计。 

以上统计数据为所有学员的访问学习数据，不能区分所属部门及班级。 

请注意各项统计的“统计截至日”。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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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统计 

统计本企业课程的学习情况。 

包括课程学习的排行榜、月报表及某课程的学习情况等。 

 

课程月报表统计时间：当前年、当前年前三年、自定义年份。 

 

当使用“自定义”年份时，输入想要统计的年份（四位数字）

后，点击『自定义』链接才开始按照自定义的年份进行统计。 

 

以上统计数据为所有学员的访问学习数据，不能区分所属部门及班级。 

请注意各项统计的“统计截至日”。 

注意事项 

学员学习统计 

统计本企业学员/所属部门/二级部门的学习情况。 

可以按照学员学习情况排行、学员学习月报、本

企业所属部门/二级部门进行分类统计。 

统计时间：当前年、当前年前三年、全部、自定

义年份。 

当使用“自定义”年份时，输入想要统计的年份

（四位数字）后，点击『自定义』链接才开始按

照自定义的年份进行统计。 

 

       如果管理员角色是“部门管理员”或“班主任”，那么以上“考试统计”的统计数据为本“部

门”或本“班级”的数据。  

   *** 请注意各项统计的“统计截至日”。***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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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统计（正式考试）查询 

统计某一批次的各门考试中考生、所属部门的考试情况统计以及其分数段分布情况。 

统计依据： 
1、通过选择年份得出有效期范围在该年份所有批次，选择某一批次得出该批次的各门考试统计情况。 

２、如果只选择年份而没有选择批次，则列出该年份发生的所有的考试的统计情况。 

３、如果选择某批次，则列出属于该批次所有的考试的统计情况。 

4、在列表中点击某一批次（相当于选择该批次），列出该批次所有考试的统计情况。 

考试统计（正式考试）查询 

       本统计主要依据是根据批次进行统计，选择年份是为了能快速查找有效期范围在

该年份的所有批次。 

       如果只选择年份而没有选择批次，列出的结果只包含考试时间在本年份范围的所

有考试，并不包含其中某一批次的所有考试。 

       而选择批次进行统计，列出的结果是属于该批次的所有考试而不管某次考试的具

体年份（某批次的有效期可以跨年）。 

***   只有通过批次进行统计，才能准确地反映某一批次的各门考试的考试情况！  ***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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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统计（正式考试）查询 
统计方式：  

1、按考生统计：  

在列表中点击某门考试的统计方式，在数据统计方式中选择“按考生统计”，列出该门考试所有考生的考试情况。 

点击“查看试卷”下的『查看』，查看该考生的实际试卷； 

点击“考试记录”下的『展开』，列出该考生参加本门考试的所有（次数）记录（假如本门考试允许多次考

试）。 

点击“考生分数段”，列出该门考试的分数段分布情况。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统计分数段。 

考试统计（正式考试）查询 

统计方式：  

2、按部门统计：  

在列表中点击某门考试的统计方式，在数据统计

方式中选择“按部门统计”，列出该门考试各所

属部门的考试统计。 

击列表中的所属部门名称，列出该部门的二级部门的考试统计； 

点击“所属部门分数段”，列出该门考试的各所属部门的分数段分布情况。点击某所属部门名称，可统计出

该部门的二级部门的分数段分布情况。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统计分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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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统计（正式考试）查询 

统计方式：  

2、按班级统计：  

在列表中点击某门考试的统计方式，在数据统计

方式中选择“按班级统计”，列出该门考试各班

级的考试统计。 

点击“班级分数段”，列出该门考试的各

班级的分数段分布情况。可以根据需要自

定义统计分数段。 

       如果管理员角色是“部门管理员”或“班主任”，那么以上“考试统计”的统计数

据为本“部门”或本“班级”的数据。  
注意事项 

模拟考试统计查询 

统计某一（全部）月份的各门模拟考试中学员的模拟考试情况以及分数段分布情况。 

统计依据及方式跟正式考试类似。 

 特别提示 

      模拟考试以月份为单位进行保存统计，如果同一学

员在相同的月份中多次进行同一门（模拟）考试，那么

只保留获得最高分的考卷信息 

      本系统只保留（至少）从当前月份起前六个月的模拟

考试数据。（ *** 更早的数据会自动删除！ ***） 

       如果管理员角色是“部门管理员”或“班主任”，

那么以上“考试统计”的统计数据为本“部门”或本

“班级”的数据。 



87

局域网学习平台企业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学员（模拟）考试统计查询 
统计某一时间段内本企业学习平台中某一学员的正式考试或模拟考试的情况。 

注意事项 

1、正式考试的统计只包含在统计时间段内的数据，模拟考试只

保留从当前月份起的前六个月的数据。 

2、如果管理员角色是“部门管理员”或“班主任”，那么以上

“考试统计”的统计数据为本“部门”或本“班级”的数据。 

3、如果多次进行同一门（模拟）考试，只保留获得最高分的考

卷信息； 

4、模拟考试的所有记录都按月份为单位进行保留，其统计数据

（最高分、考试记录等）也按月份为单位进行统计； 

5、所有考试中，对于“多选题”，少答或多答都视为答题错误。 

特别提示 

基本上所有的统计报表都可以导出为EXCEL文件！ 
***  可以根据需要导出想要（根据统计条件）的数据  *** 

 



88

2 局域网学习平台 企业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同步最新情况 
       反映目前各个需要同步的数据项的最新的同步完成时间。 

       数据来源于“企业局域网数据自动同步系统”。 

数据同步记录 
       记录“数据自动同步系统”每次同步的完成情况及时间。 

       数据同步统计是依据“局域网数据自动同步系统”的实时同步协会数据的完成情况，为了保证数据得以
正常同步，请保持“局域网数据自动同步系统”的正常运行！ 

获取最新统计数据 
       手工获取指定的最新的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是由系统每天在指定的时间（一般设定在服务器不繁忙的情况下）自动统计数据，所以正常

情况下，无需使用手工再获取统计数据。 

“获取最新统计数据”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 

***  正常情况下，不推荐使用本功能的使用！***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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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3 

用户反馈 
智能客服 用户问题 建言献策 

建言献策 
查看学员填写的“建言献策”内容。 

新增、修改、删除智能客服（问题与回答）。 
 
智能客服（使用帮助）的内容将帮助学员更好地使用本学习平台。 

智能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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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问题 
查看学员在使用“智能客服”中提出的问题。 

       查看学员在使用“智能客服”中提出的问题。 

       通过查看“用户问题”，了解学员在使用本学习系统时提出的疑问。 

       根据需要及时更新“智能客服”中的内容。 

 

      只有学员登录后在使用“智能客服”中提出的问题才能被记录到“用户问题”中！ 

注意事项 

常用图标 

           ：编辑 

           ：删除 

           ：查找/筛选 

           ：查看学员学习情况 

           ：查看学员个人资料 

           ：重置学员密码 

           ：（停用/启用）学员账号 






	煤网1-40
	1煤网4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