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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档说明

该文档介绍“凤庆县文化馆总分馆云平台”系统的管理方法，其适用人群为系统管理员，

门户内容发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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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档主要功能是教会系统管理员如下功能：

 如何登录后台

 如何管理凤庆县文化馆总分馆云平台中的内容

 如何管理凤庆县文化馆总分馆云平台中角色（账号）

 如何对凤庆县文化馆总分馆云平台进行维护

文档中用红色标记起来的部分属于重点提示内容，阅读时需要特别注意。

2 相关说明

由于凤庆县文化馆总分馆云平台要使读者能够在 PC、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进行访问，

所以要采用响应式设计，利用 HTML5、CSS3 以及 JavaScript 等技术进行开发，因此该门户不

支持 IE9 以下版本的 IE 浏览器。经过大量的测试，我们发现该网站在 IE9 以上的 IE 浏览器，

Microsoft Edge、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Apple Safari 以及国产的 360 浏览器

（极速模式）等现代浏览器上均能够正常访问，网站的内容均能够正常显示。

经过大量的测试，我们强烈推荐您使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进行网站系统的管理。该

浏览器能够让您很方便的管理网站内容，大大地提升您的工作效率。无论你使用的是

Microsoft XP 操作系统，还是 Windows 7、Windows 10，或者是 Apple Mac OS 操作系统，您

都能够免费下载使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所以，为了提升您的工作效率，请尽快下载安

装 Google Chrome 浏览器。Google Chrome 浏览器的图标如下图所示：

图 1 Google Chrome 浏览器图标

3 主网站管理

主网站承载了凤庆县文化馆总分馆云平台相关信息的发布与展示，主要包括：信息资讯、

文化单位、文化活动、文化资源、场馆预约、非遗中心、互助反馈等模块。

凤庆县文化馆总分馆云平台，读者可以全面了凤庆县所有文化单位、文化活动及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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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3.1 后台管理界面

3.1.1 登陆后台管理界面

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主网站的域名：

https://www.fqxwhg.cn/libuser 即可访问管理员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1.1-1 网站主页

在登陆界面的表单中输入管理员账号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登陆】按钮，即可进入到

网站后台。网站的后台管理界面如图 3.1.1-2 所示。

图 3.1.1-2 网站管理员的管理界面

在网站的后台管理界面中，主要包括以下菜单栏目：查找内容、添加内容、活动管理、

场馆预约、菜单管理、用户管理、系统管理、意见箱，如图 3.1.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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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3 网站后台管理菜单

3.1.2 退出后台管理界面

管理员完成了某一项管理工作之后，需要及时退出网站后台，以防其他人利用管理员账

号来操作网站中的内容。

在后台管理界面中，单击图 3.1.1-3 中右上角红色方框标记区域的【退出】按钮，即可

退出网站后台。

3.2 用户管理

3.2.1 用户分类

网站的用户分为网站管理员、信息发布员和匿名用户 3类，这 3类用户分别介绍如下：

 网站管理员：网站管理员在网站管理中具有最高权限，能够执行用户管理、内容管理、

菜单管理、分类管理、调查问卷管理和系统管理等操作。

 信息发布员：具有内容管理的权限，主要工作是发布和维护网站相关栏目的内容。

 匿名用户：匿名用户也就是普通网站访问者，在主网站中，普通页面访问者只能够浏览

网站内容，进行站内检索，资源检索，使用意见信箱发送邮件等。

用户管理工作实际上就是查看平台的用户信息，创建新的用户账号，阻止、暂停、删除

某一个用户账号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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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查看用户信息

在网站后台管理菜单中的“用户管理”菜单中，单击“查找用户”菜单，即可查看网站

中的当前用户。网站管理员可以通过用户名、用户的 E-mail、用户账号的有效性和角色对网

站用户列表中的用户进行过滤，还可以取消某一个特定用户的账号，更改某一个特定用户的

角色。用户管理页面如图 3.2.2-1 所示。

图 3.2.2-1 用户管理页面

在图 3.2.2-1 中，可以通过用户名、E-mail 来搜索已有的用户账号，还可以通过有效性

和角色来过滤用户账号。如下图所示，在“角色”选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信息发布员，单击

【应用】按钮，即可在用户账号列表中过滤出信息发布员的账号。单击【重置】按钮，即可

取消用户账号的过滤。

图 3.2.2-2 通过用户角色来过滤用户账号

如果要取消，或这个更改某一个用户的角色，首先在用户账号列表中选中用户账号，然

后在“操作”选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操作，点击【执行】按钮即可。如图 3.2.2-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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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3 更改用户角色

！！注意：取消用户账户可能会撤下/删除网站中的内容，更改用户角色会改变用户账号的

权限，操作谨慎执行。

3.2.3 添加新用户

网站管理员可以为网站添加新用户，在用户管理页面中，单击【添加用户】按钮，即可

进入添加用户页面，如图 3.2.3-1 所示。

图 3.2.3-1添加新用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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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的字段介绍如下：

 用户真实姓名：选填项，用来设置用户的真实姓名，方便进行管理；

 用户名：必填项，用来设置用户账号名称，用来登陆网站后台；

 电子邮箱地址：必填项，用来设置用户账号关联的邮箱，可以用来找回密码；

 密码：必填项，用来设置用户账号的密码，用来登陆网站后台；

 确认密码：必填项，用来确认之前输入的用户账号的密码；

 状态：必选项，设置用户账号的状态，阻止表示该账号不可用，有效的表示该账号是可

以使用的。一般来说，这里都要选择“有效的”；

 将新建账号通知用户：可选项，通过邮件来告知用户的账号信息，一般不用勾选该选项；

 角色：必选项，用来设置用户账号的权限，用户账号的权限在前面已经做过介绍，这里

不做赘述；

 语言设置：用来设置电子邮件的默认语言，默认值为 Chinese, Simplified (简体中文)，

一般来说，不用修改该选项的值。

设置好上面这些字段的值，单击页面下方的【创建新账号】按钮，即可为网站添加一个

新账号。

3.2.4 编辑用户账号

如果要编辑某一个用户的信息，首先选中该用户账号，在选中账号后面“操作”这一列

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进入到账号编辑页面，如图 3.2.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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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2 编辑用户账号页面

在用户账号编辑页面，可以修改用户的真实姓名、语言、用户名、电子邮箱、密码、用

户账号的状态以及账号的角色。其中状态和角色解释如下：

 状态：用户账号的状态有阻止和有效的 2 中，如果设置为阻止，保存之后，该用户的账

号将无法登陆网站后台。

 角色：用户账号的角色将决定用户的权限，如果为该账号分配网站管理员的角色，该账

号就具有网站管理员的权限，能够执行网站管理员的所有操作。如果为该账号分配信息

发布员的角色，该账号就只有信息发布员的权限，只能发布和编辑网站内容。

编辑好用户账号的相关信息之后，单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即可完成用户账号的

编辑操作。

3.2.5 取消账号

如果要永久性的取消某一个用户的账号，首先选中该账号，在选中账号后面“操作”这

一列中单击【取消账号】按钮，即可进入到取消账号页面，如图 3.2.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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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1 取消账号页面

选择取消账号的相关选项，单击【取消账号】按钮，即可取消该账号。

！！注意：取消账号操作有可能会撤下/删除网站中已有的内容，要谨慎执行。可以在用户

账号编辑页面将该账号的状态设置为“阻止”来阻止该用户账号登陆网站后台。

3.3 内容管理

网站管理员和信息发布员的一个重要工作，具体来说，包括发布新内容，对已有内容进

行编辑/更新，撤下/删除已有内容等操作。

3.3.1 内容类型

每一篇内容都有一个内容类型。主站中的内容类型有信息公开、分馆概况、馆场信息、

多彩经现、工作动态等。

在对内容进行管理时，要先确定内容所属的内容类型，然后才能对该内容执行各种操作。

查看内容类型：登录后台点击【内容查找】，选择【类型】可查看系统中所有的类型，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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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1 查看类型

3.3.2 查看已有内容

在后台管理菜单中的“内容管理”菜单下点击“查找内容”，即可进入到内容列表页面，

如图 3.3.2-1 所示。

图 3.3.2-1 内容列表页面

在内容列表页面中，可以通过标题来检索特定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内容类型，发表状态

和内容的分类来过滤相应的内容。当读者选中内容时，亦可对改变内容执行某些操作。

3.3.3 内容过滤

上线以后，会有大量的内容发布到网站中。此时，如果要查看某一类型的内容，就可以

使用内容类型来对网站中的所有内容进行过滤。例如，需要查看网站中所有的新闻公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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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类型”选项的下面选择“新闻公告”，单击【执行】按钮，即可过滤出所有活动信息

的内容，如图 3.3.3-1 所示。

图 3.3.3-1 使用内容类型过滤内容

同样，也可以根据内容的发表状态，词汇表中的分类来过滤内容。如果要退出内容过滤

页面，单击【重置】按钮即可。

3.3.4 添加新内容

在网站管理菜单中“内容管理”菜单中“添加内容”菜单下，单击某一个内容类型，即

可跳转到添加该内容类型内容的页面。这里以新闻公告为例，讲解如何给网站添加新内容。

在网站管理菜单中“内容管理”菜单中“添加内容”菜单下，单击“工作动态”，页面

跳转到活动信息的内容发布页面，如图 3.3.4-1 所示。

图 3.3.4-1 新闻公告添加内容页面

发工作动态时，需要填写以下字段：

 标题：必填字段，用于设置工作动态的标题；

 图片：可选字段，允许的文件类型：png、gif、jpg、jpeg，图片尺寸为：1200px × 420px。

 Body：新闻公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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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格式：选择 Full HTML。

 附件：工作动态中有文档需要提供读者下载的，可上传为附件，供读者下载。支持：txt、

doc docx、ppt、pptx、xls、xlsx、zip、rar、pdf 格式。

上面这些字段中，标题，图片，内容直接填写，或者从准备好的文稿中复制过来即可。

新闻公告部分的内容有点复杂，需要重点介绍。新闻公告的内容中可能会有文字，图片和表

格。我们分别介绍如何添加文字、图片和表格。

3.3.4.1 在内容中添加文字

内容中只有文字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如果需要手动输入文字，请将鼠标光标定位到活

动介绍内容编辑框中，使用键盘输入文字即可。注意：可以为内容中的某些文字设置加粗、

倾斜、下划线和着色等操作。但是尽量不要改变文字的字体、字号、行距以及缩进，因为网

站中的字体，字号和行距已经在系统中做了相应的设置，如果贸然更改，就会造成网站中内

容展示风格不一致，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

如果提前准备好了文字，首先复制提前准备好的文字，然后在新闻公告文本编辑器中单

击“纯文本粘贴模式”图标，如图 3.3.4.1-1 所示。

图 3.3.4.1-1 纯文本粘贴模式

单击纯文本粘贴模式图标，该图标有一个浅黄色的背景，说明当前已经处于纯文本粘贴

模式，此时，将鼠标的光标定位到文本编辑器中，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粘

贴”，即可将之前复制好的内容粘贴到编辑器中。将鼠标光标定位在文本编辑器中，你也可

以同时按下键盘上的 Ctrl+V 快捷键来粘贴之前选择的内容。

3.3.4.2 在内容中添加图片

内容中有文字和图片时，为了加快网站的响应速度，为读者提供一个良好的浏览体验，

请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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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图片进行压缩，将图片尺寸设置为：最高不超过 1200px × 797px。

 将所有的图片以 jpeg，jpg 或 png 格式保存在电脑本地，方便图片的上传。

 图片命名尽量要和图片所属的内容、内容类型或内容产生的时间相关，方便后期的管理。

例如 20161205hdxximg1，20161205hdxximg2 等。

 不要上传模糊的图片。如果没有合适的图片，只发布文字即可，宁缺毋滥。

 不要使用手机、相机中直接拷出，未经压缩的图片。这些图片尺寸过大，会严重影响网

站以及内容的加载速度。

 只能对图片进行等比例缩小，不能对图片进行放大操作。一般来说，图片经过放大之后，

清晰度会变低，这将严重影响内容的美观程度，进而极大地影响用户体验。

 不要随便改变图片原始的比例。压缩图片时，务必要等比例缩放。

 尽量不要上传与内容无关的图片。

 将图片添加到内容中之后，不要再图片前面、后面添加空格，不要为图片设置对齐，

准备好文字内容和图片之后，就可以添加内容了。添加文字的方式已经在上面介绍了，

这里介绍如何添加图片。

首先将鼠标光标定位到编辑器中需要插入图片的位置，然后在编辑器的工具栏单击“插

入图片”按钮，如图 3.3.4.1-1 所示，即可打开一个选择图片的对话框。找到你要上传到编

辑器中的图片，选择图片之后，单击【打开】按钮，即可将图片上传到编辑器中。

图 3.3.4.2-1 插入图片按钮

！！注意：新闻公告的介绍内容中，标题文字会被提取网站首页作为新闻公告介绍进行展示，

如图 3.3.4.2-2 所示。所以，在添加活动信息和讲座信息的内容时，图片会提取到网站的首

页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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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2-2 展示在首页的新闻公告

3.3.4.3 在内容中添加表格

文字和图片的添加方法已经在上面做了介绍，这里介绍怎样在页面中添加表格。如果要

在页面中添加表格，请遵循以下原则：

 能不用表格展示内容，就不要使用表格展示，万不得已时才使用表格。

 在文字编辑软件（例如 Microsoft Word 等）中创建表格，调整表格的格式和样式表格的

中列的数量不要太多，因为内容部分的宽度只有 770px 宽，表格中列的数量过多，表格

就会特别宽，这会影响页面的展示效果。

 不要为表格设置一些奇怪的格式。

 将表格插入到编辑器之后，不要在表格的前后插入不必要的空格。

在文字处理软件中准备好表格之后，先复制表格，然后将鼠标的光标定位在内容编辑器

中，检查编辑器是否处于“纯文本粘贴模式”，如果处于“纯文本粘贴模式”，先退出“纯

文本粘贴模式”，然后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粘贴”，即可将之前复制的表

格粘贴到编辑器中。或者在检查完编辑器的模式之后，同时按下 Ctrl+V 快捷键将表格粘贴到

编辑器中。

3.3.4.4 在内容中添加链接

如果内容中存在跳转到其他网站/页面的链接，首先复制链接地址，然后选中要添加链接

的文字或图片，单击编辑中的“添加链接”按钮，如图 3.3.4.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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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4-1 添加链接按钮

单击“添加链接”按钮之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链接地址”表单中，粘贴之前复制

的链接地址，勾选“是否在新页面打开”后面的多选框，单击【确认】按钮，即可为选中的

文字添加链接。如图 3.3.4.4-2 所示。

图 3.3.4.4-2 为选中的文字添加链接

3.3.5 编辑/更新已有内容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对已经发布的内容进行编辑/更新。单击网站管理菜单中的“内容管

理”菜单下的“查找内容”，页面跳转到内容列表页面，如图 3.3.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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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1 内容列表页面

可以看到，每条内容后面都有一个“编辑”和“删除”按钮。我们通过标题检索到我们

需要编辑的内容，或者通过类型，词汇表等条件过滤出我们需要编辑的内容之后，单击该条

内容之后的“编辑”按钮，即可进入到内容编辑页面，如图 3.3.5-2 所示。

图 3.3.5-12 内容编辑页面

内容编辑页面和内容发布页面的字段和布局是一样的，在内容编辑页面，你可以编辑该

条内容的所有字段的信息，包括标题，分类，介绍内容，附件，图片，表格等。完成编辑之

后，单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即可完成该条内容的编辑操作，也就是更新了选中的内

容。

3.3.6 删除已有内容

有时候，我们需要删除页面中的内容，首先，在内容列表页面中过滤出需要删除的内容，

单击该条内容之后的“删除”按钮，确认删除，即可删除该条内容，如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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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1 删除单条内容

！！注意：删除操作会将内容永久性的从网站数据库中删除，所以删除操作之前一定要确认！

3.3.7 批量删除内容

需要删除多条内容时，首先选中多条需要删除的内容，然后在“操作”选项的下拉列表

中选择“删除”选项，单击【执行】按钮，确认之后，即可删除多条删除。如图 3.3.7-1 所

示。

图 3.3.7-1 批量删除内容

！！注意：批量删除内容将会从网站数据库中将内容永久性删除，属于危险动作。只有网站

管理员才具有批量删除内容的权限。批量删除内容之前一定要确认！

3.3.8 从网站撤下内容

如果需要将某一条内容从网站上撤下，又不想将该条内容删除，我们可以使用操作选项

的“取消发布”选项来完成这个功能。选中需要撤下的内容之后，在操作选项中选择“取消

发布”，单击【执行】按钮，即可将该条内容从网站中撤下。被撤下的内容将不会在网站中

展示，任何读者访问网站时都不能看到被撤下的内容，被撤下的内容依旧存储在网站数据库

中，并没有被删除，只是没有发布。



18

3.3.9 发表内容

被撤下的内容也可以在此发布到网站上，或者之前编辑好未发布的内容，也可以重新发

布到网站上。如图 3.3.9-1所示，选中的这条内容没有发布到网站上。选择该条内容，在

操作选项中选择“发表”，单击【执行】按钮，即可将该条内容发布到网站中。

图 3.3.9-1 发表未发布的内容

3.3.10 修改内容的发布时间

很多时候，与时间紧密相关的内容，比如工作动态，文化记录的内容，往往都是在新闻

稿写好之后，活动举办之后发布，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要修改内容的发布时间。

在编辑好某一条内容所有字段的值之后，在页面下方的发布选项中单击“编著信息”，

在“发布于”字段中输入你想设置的发布时间，单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即可。

图 3.3.10-1 修改内容的发布时间

3.4 分类管理

在系统中，有部分内容需要分类管理，如：活动管理--活动分类。

图

3.4-1 活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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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编辑分类

如果需要修改某一个分类的名称，单击分类后面的“编辑”按钮，在打开的页面中修改

分类的名字，单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即可修改分类的名称，如图 28 所示。

图 3.4.1-1 编辑分类的名字

！！注意：编辑分类可能会影响该类别中的内容，所以要谨慎操作。

3.4.2 删除分类

如果要删除某一个分类，首先单击分类后面的“编辑”按钮，在分类编辑页面，单击页

面下方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该分类。

！！注意：删除分类可能会删除该类别下面的内容，所以要谨慎操作。

3.4.4 添加新类别

如果要为某一个分类添加一个新的类别，首先进入到该分类的列表页面，单击分类列表

上方的“添加术语”按钮，进入到添加分类页面，如图 3.4.4-1 所示。

图 3.4.4-1 添加类别页面

在名字字段中填写新类别的名称，单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即可添加一个新类别。

3.5 活动管理

3.5.1 新增活动

假如我们需要在图书馆主办一次活动，参加活动的人需要在线进行报名，在活动开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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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钟，需要对活动进行扫码签到。

我们先新增活动，进入后台点击【添加内容】--【活动】页面，填写活动信息，如活动

的名称、活动类型、活动内容、活动时间、地点、人数限制、活动地图，填写完成选择已发

布，点击【报名】即可，如下图：

图 3.5.1-1 新增活动

图 3.5.1-2 发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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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成功的发布了一个活动。如下图：

图 3.5.1-3 查看活动

活动状态

发布中发布中的活动可以点击【立即报名】按钮，进行活动报名。

签到中：活动停止报名，进行扫码签到。

进行中：活动在进行 30 分钟后，进入现场的人员无法进行扫码签到。

已结束：说明该活动已结束。

在活动开始前，管理员可以进入后台，获取活动签到的二维码。操作步骤；

管理员后台进入点击【活动管理】-->【活动统计】选择活动名称点击进入，点击【签到管理】

获取签到二维码，如下图

图 3.5.1-3 获取签到二维码

3.5.1 活动统计

每一次活动后台都会有数据统计，可以跟进活动标题、活动状态、活动地点、活动分馆

及活动时间进行查询，统计每次活动的报名人数和签到人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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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1 活动统计

点击报名数下的（详情）进入可查看报名人数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图 3.5.1-2 查看报名人数的详细信息

3.5.2 黑名单管理

当活动在发布中时，用户报名了该活动，在活动进行中时，用户名没有到活动现场扫码

签到。可以根据【黑名单设置】，设置 3次或 5 次报名了活动没有到现场签到的用户拉人到

黑名单，进入黑名单后，改用户将无法报名平台上所有的活动。

当然可以点击【移除黑名单】操作，将用户移出黑名单中，如下图：

图 3.5.2-1 移出黑名单

3.5.3 黑名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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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员可自动配置黑名单，如下图：

图 3.5.3-1 黑名单设置

3.5.4 分馆信息

当我们某一个文化馆有分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增加分馆信息，填上分馆的名字、

介绍、上级关系，点击保存即可，如下图

图 3.5.4-1 分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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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活动分类

黑名单，目前我们的活动有如下分类，如下图，如需要新增分类，点击【添加术语】即

可新增分类。

图 3.5.5-1 活动分类

3.6 场馆预约

3.6.1 创建场馆信息

管理员新增场馆信息操作如下

进入后台点击【添加内容】-->【场馆信息】进入到新增场馆信息详情页面，主要字段包

括：场馆名称、图片、所在地默认为：区文化馆、房间号、面积、座位数预约电话等字段、

填写完成后点击发表，保存即可。

http://www.kmxswh.cn/node/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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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1 场馆预约

如图 3.6.1-1 可以看到用户可以根据日期、时间段进行预约，日历上红色日期表式“有

约”，点击日历进入管理员可查看已预约人员信息及时间段，如下图。

图 3.6.1-2 场馆预约

3.6.2 管理场馆预约信息

管理场馆预约信息可通过场馆名称、预约单位、预约使用时间进行查询预约的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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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2-1 场馆预约查询

点击【编辑】、【删除】按钮，系统管理员可对已预约的人员信息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3.6.3 场馆所在地管理

系统管理员可以在“场馆所在地管理”中对场馆进行增、删、改操作，如下图。

图 3.6.3-1 场馆预约查询

点击【添加术语】按钮进行新增操作。

点击【编辑】按钮，进入详情页面，可以对场馆进行修改、删除操作。

3.7 菜单管理

3.7.1 菜单介绍

菜单作为网站的主要导航系统，为读者访问网站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入口。网站主

菜单在首页的展示效果如图 3.7.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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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1 网站主菜单

在图 3.7.1-1 中，页面上能看到的菜单项称为一级菜单，鼠标移动到一级菜单项上弹出

的菜单称为二级菜单。本网站的菜单深度只有二级，超过二级的菜单会大大降低网站的导航

效率。

用鼠标单击菜单中的菜单项，页面即可跳转到对应的页面。

！！注意：由于菜单项的变化直接影响网站的菜单结构，进而影响网站的导航系统，所以只

有网站管理员才具有菜单管理的权限。

3.7.2 查看网站中的主菜单系统

用管理员账号登录网站后台，在网站管理菜单中的“菜单管理”菜单下，单击“管理菜

单”，即可进入到菜单列表页面，如图 3.7.1-1 所示。

在菜单管理页面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菜单的层级关系，图 3.7.2-1 中，红色方框标记

起来的是一级菜单，蓝色方框标记起来的是二级菜单。你可以拖动菜单前面的控制柄来调整

菜单的顺序，还可以启用/关闭菜单，编辑菜单的名称，删除某一个菜单。

！！注意：请不要改变一级菜单的顺序，二级菜单的顺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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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2-1 菜单管理页面

3.7.3 更改二级菜单的顺序

如果要更改某一个一级菜单下面的二级菜单的顺序，首先用鼠标单击二级菜单前面的控

制柄（图中红色方框标记的图标），移动鼠标到目标位置，释放鼠标，单击页面下方的【保

存】按钮，即可改变二级菜单的顺序，如图 3.7.3-1 所示。

图 3.7.3-1 改变二级菜单的顺序

3.7.4 停用/启用菜单项

每个菜单项后面都有一个启用菜单的多选框，如图 3.7.4-1 所示。

图 3.7.4-1 停用/启用菜单

多选框中打勾表明启用了该菜单项，用鼠标单击多选框，也就是不勾选多选框，表明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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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菜单项。停用了的菜单项，在主菜单中不显示出来。图 3.7.4-1 中，首页和本馆概况 2

个菜单项处于启用状态，图书馆介绍处于停用状态。

3.7.5 编辑菜单名称

如果需要编辑菜单的名称，单击图 3.7.4-1 的“编辑”按钮，页面跳转到菜单项编辑页

面，如图 3.7.5-1 所示。

图 3.7.5-1 编辑菜单项页面

在编辑菜单项页面中修改菜单链接标题字段中的值，单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即可修

改菜单项的名称。



30

3.7.6 使菜单链接在新窗口打开

菜单链接指向页面默认的打开方式是在当前页面打开，也就是单击菜单项，当前页面就

会跳转到菜单链接指向的页面。如果要修改菜单链接的打开方式，在图 3.7.3-1 中显示的“编

辑”菜单进入，单击 MENU LINK ATTRIBUTES 选项，在目标选项中选择“New window(_blank)”，

如图 3.7.6-1 所示。单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即可修改菜单链接的打开方式。

图 3.7.6-1 修改菜单链接的打开方式

3.7.7 删除某一个菜单

如果要删除某一个菜单，用鼠标单击菜单项后面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该菜单项，

如图 3.7.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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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7-1 删除菜单项

！！注意：删除菜单是不可恢复的操作，在删除菜单之前一定要确认。

3.7.8 添加新菜单

在网站管理菜单中的“菜单管理”下单击“添加菜单”按钮，即可打开添加菜单页面，

如图 3.6.8-1 所示。

图 3.6.8-1 添加菜单页面

在添加菜单页面填写菜单链接的标题，路径（菜单指向的链接），然后在父链接选项中

指定新菜单的父菜单，在 MENU LINK ATTRIBUTES 中的目标选项中选择菜单链接的打开方式，

单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即可添加一个新菜单。

如果新菜单的位置不再期望的位置，可以按照之前介绍的方式修改菜单的顺序。

！！注意：添加新菜单操作会改变网站主菜单的结构，进而影响网站的导航系统。所以，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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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不要添加一级菜单，可以根据需要添加二级菜单。

如果要删除某一个分类，首先单击分类后面的“编辑”按钮，在分类编辑页面，单击页

面下方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该分类。

！！注意：删除分类可能会删除该类别下面的内容，所以要谨慎操作。

3.8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是网站管理员非常重要的职能，由于网站部署在 Linux 系统上，所以省去了很

多系统管理的工作。系统管理只有一个工作，就是网站备份。

3.8.1 备份到手动设置目录

在网站管理菜单中，单击“系统管理”菜单下的网站备份，即可进入到网站备份页面，

如图 3.8.1-1 所示。

图 3.8.1-1v 网站备份页面

网站备份的选项都是设置好的，不用做额外的设置，点击【立即备份】按钮，等待一会

儿，即可完成网站的备份。

！！注意：网站备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请定期对网站进行备份。

3.8.2 将网站备份到本地电脑

如果需要把网站备份到本地电脑上，则在备份选项中选择 Download，单击【立即备份】

按钮，即可将网站备份到本地电脑，如图 3.8.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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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2-1 将网站备份到本地电脑

3.9 意见信箱管理

3.9.1 意见信箱介绍

主网站系统提供一个在线意见信箱系统，方便图书馆对读者进行问卷调查。在线意见信

箱页面如图 3.9.1-1所示。

图 3.9.1-1 在线问卷调查页面

读者填写相应题目的答案之后，填写验证码，单击页面下方的【提交】按钮，即可提交。

网站管理员在后台可以查看读者提交的调查问卷情况，了解读者对图书馆的使用情况，建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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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创建/编辑意见信箱

首先在网站管理菜单中的“意见信箱”中单击【web表单】，页面跳转到详情页面。如

图 3.9.2-1 所示。

图 3.9.2-1web 表单

填写调查问卷的标题，单击页面下方的【Save】按钮，即可进入到创建表单页面，如图

3.9.2-2 所示。

图 3.9.2-2 创建调查问卷表单页面

图 3.9.2-2 中，左边是表单预览区域，右边是字段列表，如图中红色方框标记的区域。

需要添加那个表单字段，从右边的字段区域中选择相应的字段，用鼠标拖到表单预览区域，

修改相应的值即可。示例如下。

3.9.2.1 添加文本字段

从字段列表中把文本字段拖到表单预览区域，即可创建一个文本字段，如图 33 所示。

图 3.9.2.1-1 添加文本字段

鼠标移动到文本字段区域时，点击右上角的编辑按钮，如图 3.9.2-2 中红色方框标记的

图标，打开编辑页面，修改文本字段的标题，同时单击 Form key 后面的 Edit 按钮，将文本

字段的 Form key 改为 text，关闭编辑器，即可创建一个新的文本字段。



35

图 3.9.2.1-1 编辑文本字段的标题

文本字段一般用来填写姓名，电话号码等短文本内容。

3.9.2.2 添加邮件字段

邮件字段用来填写读者的 E-mail 信息，添加邮件字段的方式和添加文本字段的方式一

样，从右边的字段列表中把邮件字段拖到表单预览区域相应的位置，编辑标题和 form key，

即可创建一个新的 e-mail 字段。

3.9.2.3 添加单选题目

单选按钮的功能是从众多选项中选择一项作为题目的答案，创建方法和文本字段一样。

在表单预览区域添加单选按钮，打开单选按钮编辑页面，如图 3.9.2.3-1 所示。单击“选项”

选项卡，再展开的 tab 中可以看到当前有 3 个备选答案，分别是 one，two，three。你可以

编辑这 3 个备选答案的值，如果需要增加备选答案，点击右下角的增加菜单项按钮，即可增

加一个备选答案。设置好备选答案之后，在属性选项卡下编辑表单的名称和 form key，单击

关闭按钮，即可创建一个单选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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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2.3-1 创建单项选择题目

3.9.2.4 创建多选题目

创建多选题目的方式和创建单选题目一样，需要在“选项”选项卡中编辑备选项，编辑

好之后，在属性选项卡中编辑名称和 Form key，关闭编辑器，即可创建一个多选题目，如图

3.9.2.4-1 所示。

图 3.9.2.4-1 创建多选题

3.9.2.5 创建选择列表

选择列表和单选框比较类似，用于从多个选项中选择一个答案，一般来说，超过 4 个的

才使用选择列表。创建选择列表的方式和创建单选框一样，把选择列表表单从表单选择器中

拖到表单预览区域，编辑选择列表的名称、Form key，选项的值，单击关闭按钮，即可创建

一个选择列表，如图 3.9.2.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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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2.5-1 创建好的下拉列表

3.9.2.6 创建日期选择器

日期选择器用来填写日期，把日期表单从表单列表中拖到表单预览区域，编辑名称和Form

key，单击关闭按钮，即可生成一个日期控件，如图 3.9.2.6-1 所示。

图 3.9.2.6-1 创建日期控件

3.9.2.7 创建文件选择器

如果需要读者上传文件，就需要创建一个文件选择器。把文件表单从表单列表中拖动到

表单预览区域，设置文件表单的名称和 Form key，在“验证”选项中勾选支持上传的文件格

式，单击关闭按钮，即可创建一个文件控件，如图 3.9.2.7-1 所示。

图 3.9.2.7-1 添加文件字段

3.9.2.8 添加数字表单

如果需要读者输入一个数字，可以使用数字表单。把数字表单从表带列表中拖动到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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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区域，在“验证”选项中设置最大值，最小值等验证条件，修改名称和 form key，关闭

编辑器，即可创建一个数字表单，如图 3.9.2.8-1 所示。

图 3.9.2.8-1 添加数字表单

3.9.2.9 创建文本域

文本框用来填写一行文字，文本域则可以填写多行文字。创建文本域的方法和文本框一

样，从表单列表中拖动文本域表单到表单预览区域，修改相应的标题，form key，关闭编辑

器，即可创建一个文本域，如图 3.9.2.9-1 所示。

图 3.9.2.9-1 创建文本域

3.9.2.10 其他字段

除了上面介绍的 9个字段之外，还有标题标记、分页符、格子、隐藏和字段集几个表单，

这些表单一般用不到，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设置好需要的表单，单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即可生成一个问卷调查页面。

3.9.2.11 查看读者提交的调查问卷

管理员可以对读者提交上来的意见信箱进行查看，单击其后面的“提交的内容”按钮，

即可打开提交的内容列表，如图 3.9.2.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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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2.11-1 已提交的调查问卷内容列表

点击【查看】按钮即可进入详情页面查看到读者的意见信，如图 3.9.2.11-2。

图 3.9.2.11-2 点击【查看】按钮

在图 3.9.2.11-3 中就可以看出提交表单的人，IP 地址，提交时间，单击“查看”按钮，

可以查看读者意见信。

进入详情页后，可以点击【前一条提交】、【下一条提交】按钮进行查看。

图 3.9.2.11-2 翻页查看

3.9.3 查看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

在选中的调查问卷后面单击“分析”按钮，即可进入到调查问卷结果分析页面，在这里

可以看到该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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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删除调查问卷

如果要删除某一个调查问卷，在相应的调查问卷后面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该调

查问卷。

！！注意：删除调查问卷会删除该调查问卷提交的记录，要谨慎操作！

3.9.5 清除提交记录

如果要清楚之前的测试记录，或者清楚调查问卷提交的记录，单击相应调查问卷后面的

“清除”按钮，确认之后，即可清除该调查问卷的提交记录。

！！注意：清楚提交记录操作不可恢复，要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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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线培训平台

4.1网站后台管理界面

4.1.1 登陆后台管理界面

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主网站的域名

（https://www.fqxwhg.cn/mooc/libuser）即可访问主网站，即可进入到网站后台登陆

界面，如图 4.1.1-1 所示。

图 4.1.1-1 网站后台登陆界面

点击登陆按钮，在登陆界面的表单中输入管理员账号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陆】按

钮，即可进入到网站后台。网站的后台管理界面如图 4.1.1-2 所示。

图 4.1.1-2 网站管理员的管理界面

在网站的后台管理界面中，单击图 4.1.1-3 中的按钮，即可展开后台管理的菜单，如点

击【添加内容】按钮，图 4.1.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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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3 添加内容管理菜单

4.1.2 退出后台管理界面

管理员完成了某一项管理工作之后，需要及时退出网站后台，以防其他人利用管理员账

号来操作网站中的内容。

在后台管理界面中，单击图 3 中右上角红色方框标记区域的【退出】按钮，即可退出网

站后台。

4.2 用户管理

网站的用户分为网站管理员、信息发布员和匿名用户 3类，这 3类用户分别介绍如下：

网站管理员：网站管理员在网站管理中具有最高权限，能够执行用户管理、内容管理、

菜单管理、分类管理、调查问卷管理和系统管理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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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布员：具有内容管理的权限，主要工作是发布和维护网站相关栏目的内容。

匿名用户：匿名用户也就是普通网站访问者，在主网站中，普通页面访问者只能够浏览

网站内容，进行站内检索，资源检索，使用馆长信箱发送邮件等。

用户管理工作实际上就是查看网站的用户信息，创建新的用户账号，阻止、暂停、删除

某一个用户账号等操作。

4.2.1 查看用户信息

在网站后台管理菜单中的“用户”菜单中，即可查看网站中的当前用户。网站管理员可

以通过用户名、用户的 E-mail、用户账号的有效性和角色对网站用户列表中的用户进行过滤，

还可以取消某一个特定用户的账号，更改某一个特定用户的角色。用户管理页面如图 4.2.1-1

所示。

图 4.2.1-1 用户管理页面

可以通过用户名、E-mail 来搜索已有的用户账号，还可以通过有效性和角色来过滤用户

账号。

如下图所示，在“角色”选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信息发布员，单击【应用】按钮，即可

在用户账号列表中过滤出信息发布员的账号。单击【重置】按钮，即可取消用户账号的过滤。

图 4.2.1-2 通过用户角色来过滤用户账号

4.2.2 添加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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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管理员可以为网站添加新用户，在用户管理页面中，单击【添加用户】按钮，即可

进入添加用户页面，如图 4.2.2-1 所示。

图 4.2.2-1添加新用户页面

该页面的字段介绍如下：

用户真实姓名：选填项，用来设置用户的真实姓名，方便进行管理；

用户名：必填项，用来设置用户账号名称，用来登陆网站后台；

电子邮箱地址：必填项，用来设置用户账号关联的邮箱，可以用来找回密码；

密码：必填项，用来设置用户账号的密码，用来登陆网站后台；

确认密码：必填项，用来确认之前输入的用户账号的密码；

状态：必选项，设置用户账号的状态，阻止表示该账号不可用，有效的表示该账号是可

以使用的。一般来说，这里都要选择“有效的”；

将新建账号通知用户：可选项，通过邮件来告知用户的账号信息，一般不用勾选该选项；

角色：必选项，用来设置用户账号的权限，用户账号的权限在前面已经做过介绍，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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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赘述；

语言设置：用来设置电子邮件的默认语言，默认值为 Chinese, Simplified (简体中文)，

一般来说，不用修改该选项的值。

设置好上面这些字段的值，单击页面下方的【创建新账号】按钮，即可为网站添加一个

新账号。

4.2.3 编辑用户账号

如果要编辑某一个用户的信息，首先选中该用户账号，在选中账号后面“操作”这一列

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进入到账号编辑页面，如图 4.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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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1 编辑用户账号页面

在用户账号编辑页面，可以修改用户的真实姓名、语言、用户名、电子邮箱、密码、用

户账号的状态以及账号的角色。其中状态和角色解释如下：

状态：用户账号的状态有阻止和有效的 2 中，如果设置为阻止，保存之后，该用户的账

号将无法登陆网站后台。

角色：用户账号的角色将决定用户的权限，如果为该账号分配网站管理员的角色，该账

号就具有网站管理员的权限，能够执行网站管理员的所有操作。如果为该账号分配信息发布

员的角色，该账号就只有信息发布员的权限，只能发布和编辑网站内容。

编辑好用户账号的相关信息之后，单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即可完成用户账号的

编辑操作。

4.2.4 取消账号

如果要永久性的取消某一个用户的账号，首先选中该账号，在选中账号后面“操作”这

一列中单击【取消账号】按钮，即可进入到取消账号页面，如图 4.2.4-1 所示。

图 4.2.4-1 取消账号页面

选择取消账号的相关选项，单击【取消账号】按钮，即可取消该账号。

！！注意：取消账号操作有可能会撤下/删除网站中已有的内容，要谨慎执行。可以在用户

账号编辑页面将该账号的状态设置为“阻止”来阻止该用户账号登陆网站后台。

4.3课程管理

4.3.1 新增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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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课程由：课程、课程视频、课程资料、课程测试组成，下面为大家详细介绍。

系统发布员或管理员点击【添加内容】>>【课程】按钮，跳转到创建课程页面，在新增

课程页面有课程标题、封面、主讲人、课程内容字段，课程标题和主讲人为必填字段，必须

在【发布选项】中勾选已发表，课程才会被发表，如图 4.3.1-1 所示。

图 4.3.1-1 新增课程页面

图 4.3.1-2 发布课程

课程添加成功后，我们先点击【查找内容】按钮，进入到内容查找页面。按搜索条件，

在标题中输入：“在线培训基本知识”，类型选择“课程”，点击【应用】按钮。在列表中

可查看结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课程内容进行修改，点击【删除】按钮，课程将被删除，

如图 4.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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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3 查找课程

4.3.2 在内容中添加文字

内容中只有文字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如果需要手动输入文字，请将鼠标光标定位到活

动介绍内容编辑框中，使用键盘输入文字即可。注意：可以为内容中的某些文字设置加粗、

倾斜、下划线和着色等操作。但是尽量不要改变文字的字体、字号、行距以及缩进，因为网

站中的字体，字号和行距已经在系统中做了相应的设置，如果贸然更改，就会造成网站中内

容展示风格不一致，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

如果提前准备好了文字，首先复制提前准备好的文字，然后在工作动态文本编辑器中单

击“纯文本粘贴模式”图标，如图 4.3.2-1 所示。

图 4.3.2-1 纯文本粘贴模式

单击纯文本粘贴模式图标，该图标有一个浅黄色的背景，说明当前已经处于纯文本粘贴

模式，此时，将鼠标的光标定位到文本编辑器中，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粘

贴”，即可将之前复制好的内容粘贴到编辑器中。将鼠标光标定位在文本编辑器中，你也可

以同时按下键盘上的 Ctrl+V 快捷键来粘贴之前选择的内容。

4.3.3 在内容中添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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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中有文字和图片时，为了加快网站的响应速度，为读者提供一个良好的浏览体验，

请遵循以下原则：

对图片进行压缩，将图片尺寸设置为：最高不超过 1200px × 797px。

将所有的图片以 jpeg，jpg 或 png 格式保存在电脑本地，方便图片的上传。

图片命名尽量要和图片所属的内容、内容类型或内容产生的时间相关，方便后期的管理。

例如 20161205hdxximg1，20161205hdxximg2 等。

不要上传模糊的图片。如果没有合适的图片，只发布文字即可，宁缺毋滥。

不要使用手机、相机中直接拷出，未经压缩的图片。这些图片尺寸过大，会严重影响网站

以及内容的加载速度。

只能对图片进行等比例缩小，不能对图片进行放大操作。一般来说，图片经过放大之后，清

晰度会变低，这将严重影响内容的美观程度，进而极大地影响用户体验。

不要随便改变图片原始的比例。压缩图片时，务必要等比例缩放。尽量不要上传与内容无关

的图片。

将图片添加到内容中之后，不要再图片前面、后面添加空格，不要为图片设置对齐。

准备好文字内容和图片之后，就可以添加内容了。添加文字的方式已经在上面介绍了，这里

介绍如何添加图片。

首先将鼠标光标定位到编辑器中需要插入图片的位置，然后在编辑器的工具栏单击“插入图

片”按钮，如图 4.3.3-1 所示，即可打开一个选择图片的对话框。找到你要上传到编辑器中的图

片，选择图片之后，单击【打开】按钮，即可将图片上传到编辑器中。

图 4.3.3-1展示在首页的动态咨询

4.3.4 在内容中添加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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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和图片的添加方法已经在上面做了介绍，这里介绍怎样在页面中添加表格。如果要

在页面中添加表格，请遵循以下原则：

能不用表格展示内容，就不要使用表格展示，万不得已时才使用表格。

在文字编辑软件（例如 Microsoft Word 等）中创建表格，调整表格的格式和样式表格的中列

的数量不要太多，因为内容部分的宽度只有 770px 宽，表格中列的数量过多，表格就会特别宽，

这会影响页面的展示效果。

不要为表格设置一些奇怪的格式。

将表格插入到编辑器之后，不要在表格的前后插入不必要的空格。

在文字处理软件中准备好表格之后，先复制表格，然后将鼠标的光标定位在内容编辑器中，

检查编辑器是否处于“纯文本粘贴模式”，如果处于“纯文本粘贴模式”，先退出“纯文本粘贴

模式”，然后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粘贴”，即可将之前复制的表格粘贴到编辑

器中。或者在检查完编辑器的模式之后，同时按下 Ctrl+V 快捷键将表格粘贴到编辑器中。

4.3.5 在内容中添加链接

如果内容中存在跳转到其他网站/页面的链接，首先复制链接地址，然后选中要添加链接

的文字或图片，单击编辑中的“添加链接”按钮，如图 4.3.5-1 所示。

图 4.3.5-1 添加链接按钮

单击“添加链接”按钮之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链接地址”表单中，粘贴之前复制

的链接地址，勾选“是否在新页面打开”后面的多选框，单击【确认】按钮，即可为选中的

文字添加链接。如图 4.3.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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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5-2 为选中的文字添加链接

4.3.6 新增课程视频

比如我们在上面新增了一个课程标题叫“在线培训基本知识”的课程标题，下面我们演

示如何在课程中添加课程章节和课程视频。

我们先点击【查找内容】按钮，进入到内容查找页面。按搜索条件，在标题中输入：“在

线培训基本知识”，类型选择“课程”，点击【应用】按钮。在列表中可查看结果。

点击【编辑】按钮，进入到课程的详细页面。在页面中找到“相关视频”这部分，如图

4.3.6-1 所示。

图 4.3.6-1 相关视频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章节】，点击【添加新节点】，给一个章节取一个标题，如第一章

第一节。点击【Create 节点】保存，如下图所示。

图 4.3.6-2 选择章节

图 4.3.6-3 新增章节

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个【视频】，点击【添加新节点】，这时我们需要填写很多字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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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必填字段，视频的名称。

视频：上次一个视频，允许的文件类型：mp4、m4v，视频大小不能超过 1GB。

视频封面：上传一个图片，允许的文件类型：png、gif、jpg、jpeg，用于在视频未点击

播放时显示。

相关课件：课程的课件或 PPT ，支持上传 PDF 格式，文件大小不得超过 100MB。

相关测试：关联一个测试，在学习一个课程后，做相关在线测试。

视频介绍：简单介绍课程内容等，如图下所示。

图 4.3.6-4 选择视频

图 4.3.6-5 新增视频

填写完标题、视频、视频封面点击保持即可。如需要再添加视频，可重复上面的操作，

然后点击【保存】即可。

！！注意：在上传视频封面请注意，请按照系统上已有的视频封面大小来设置。

在新增课程视频中我们介绍如何添加课程视频。如何添加课件和相关测试我们后面会做

详细的介绍。

4.3.7 新增课程课件

我们先点击【查找内容】按钮，进入到内容查找页面。按搜索条件，在标题中输入：“课

程”，类型选择“课程”，点击【应用】按钮。在列表中可查看结果，点击【编辑】按钮，

进入到课程的详细页面。在页面中找到“相关课件”这部分，如图 4.3.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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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7-1 添加相关课件

点击【添加新节点】按钮，出现标题：课件标题，必填字段。

PDF 课件：上传 PDF 文件，文件必须小于 100MB。

状态：默认为已发表。

填写完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课件添加成功，如图 4.3.7-2 所示。

图 4.3.7-2 添加相关课件

4.4题库管理

在系统中，每一个课程中的关联测试，测试题目都是从题库中随机取出的，所以，题库

中必须有足够的题目，不然系统就会报错。在关联测试前必须先创建题库。我们上面创建了

一个课程名称叫“在线培训基本知识”的课程。下面我们做实际的操作。

系统发布员或管理员点击【添加内容】--【测试】按钮，跳转到创建测试页面。我们为

“在线培训基本知识”这课程创建一个测试，如图 4.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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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 添加测试

添加成功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跳转到“管理题目”页面，如图 4.4-2 所示。

图 4.4-2 题目管理

在测试题库中分为：判断题、单选题、多选题三种题型。每一个题型中必须创建一个标

题。

如：在线培训基本知识判断题、在线培训基本知识单选题、在线培训基本知识多选题。

下面我们开始做实际的操作。

点击【结构】>>【分类管理器】>>【课程章节】>>【添加】进入到课程章节添加页面，

如图 4.4-3 所示。

图 4.4-3 分类管理器 - 课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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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把这三种题型添加到分类器里面，点击【保存】按钮，新增成功，如图下所

示。

图 4.4-4 新增题型

图 4.4-5 新增题型保存成功

新增成功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在题库中添加题目，下面我们开始创建判断题，点击【添

加内容】>>【判断题】如图 4.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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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6 新增判断题

点击【判断题】按钮，进入到新增判断题页面，我们可以选择为课程章节添加题目。课

程章节我们选择上面我们添加的课程章节“在线培训基本知识判断题”，如图 4.4-7 所示。

图 4.4-7 创建判断题

填写内容后，点击【保存】按钮，判断题创建成功。我们可返回到“内容查找”中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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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的判断题,如图 4.4-8 所示。

图 4.4-8 查找题库内容。

下面我们再来演示下如何添加单选题和多选题，点击【添加内容】--【选择题】如图 4.4-9

所示。

图 4.4-9 添加选择题

点击【选择题】按钮，进入到新增选择题页面，我们可以选择为哪一个课程章节添加题

目。课程章节我们选择上面添加的课程章节“在线培训基本知识单选题”。单选题设置如图

4.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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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0 单选题设置

如是添加多选择题，设置请见图 4.4-11 所示。

图 4.4-11 多选择题设置

添加章节题型后，在标题中输入题干，在选项中输入答案，如图 4.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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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2 设置答案

输入成功后，点击【保存】按钮，题目创建成功。在内容查找中也是可以查到。

！！注意：在系统中，单选题和多选题统一为选择题，导入题目的入口都是点击【选择

题】进入，只是单选题只能设置一个正确答案，多选择题可以设置多个答案。

题库添加成功后，我们在图 80 中就可以添加分类了，如添加“在线培训基本知识判断

题”、“在线培训基本知识单选题”、“在线培训基本知识多选题”，如图 4.4-13 所示。

图 4.4-13 设置答案

！！注意：添加题目原则：可添加判断题、单选题、多选择题三种类型。每一个题目都

需要设置一个分数值，如在线培训基本知识测试共设置 8个题目，我们以 10 分为满分。

判断题添加 2道，每题一分。

单选择题添加 4道，每题一分。

多选择题添加 2道，每题二分。

刚好共 8道题目，总分 10 分，我们也可以设置满分为 100 分，但必须遵守添加题目原则，

给每一设置一个分数，题目总数得分设置 10 分或 100 分。添加完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



60

设置成功。如下图所示。

图 4.4-14 添加测试题目

！！！注意：在添加测试题目时，必须得保证题库中有足够的题目，才可进行测试。

题目添加成功保存后，可点击【开始测试】按钮，进行在线做题，如图 4.4-16 所示。

图 4.4-15 开始测试

4.4.1 在线测试

测试题目添加成功后，“在线培训基本知识测试”是可以在线做题，但是没有关联到课

程中去，所以在课程中必须关联。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做测试关联。

在系统后台中查询“在线培训基本知识”课程，点击【编辑】按钮，在课程视频中就可

以关联测试，如图 4.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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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1 关联测试

关联成功后，在线培训课程中的视频页面就可以查看到关联的测试，如图 4.4.1-2 所示。

图 4.4.1-2 在线测试（一）

在网站的总菜单栏也可以点击【测试】按钮，进入在线测试页面。如图 4.4.1-3 所示。

图 4.4.1-3在线测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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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个人中心

点击个人账号，进入到个人中心，可查看【在线学习记录】、【注册时间】、【在线测

试成绩】，如图 4.4.2-1 所示。

图 4.4.2-1：个人中心

4.4.3 内站检索

在云南艺术学院图书馆 MOOC 平台中，用户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检索功能查找感兴趣的内

容。检索功能是基于用户输入的关键字，在后台系统中进行检索，把得到结果展示给用户如

图 4.4.3-1 所示。

图 4.4.3-1：内容检索

4.5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是网站管理员非常重要的职能，由于网站部署在 Linux 系统上，所以省去了很

多系统管理的工作。系统管理只有一个工作，就是网站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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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备份到手动设置目录

在网站管理菜单中，单击“系统管理”菜单下的网站备份，即可进入到网站备份页面，

如图 4.5.1-1 所示。

图 4.5.1-1：网站备份页面

网站备份的选项都是设置好的，不用做额外的设置，点击【立即备份】按钮，等待一会

儿，即可完成网站的备份。

！！注意：网站备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请定期对网站进行备份。

4.5.2 将网站备份到本地电脑

如果需要把网站备份到本地电脑上，则在备份选项中选择 Download，单击【立即备份】

按钮，即可将网站备份到本地电脑，如图 4.5.2-1 所示。

图 4.5.2-1 将网站备份到本地电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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