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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后台简介 

学校管理员在平台充当重要的角色，通过学校管理后台，可以管

理网络学习空间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学校基本信息管

理、栏目管理、装扮管理、用户管理、内容管理、学校资源管理和统

计分析等模块。下面介绍如何进入学校管理的后台。 

在之江汇首页 http://yun.zjer.cn/。使用学校管理员账号或拥

有权限的账号登录，点击右上角“齿轮”图标弹出菜单的“学校管理”，

进入学校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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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栏目管理 

要求千所结对学校建设网络学习空间，其中应有如下栏目（或内

容）： 

○1 结对工作信息：结对实施方案、帮扶协议、工作计划、工作总

结、新闻报道、经验交流 

○2 学校基本情况：学校地理位置、学校历史简介、学校情况介绍

（班级数、学生数、教师数）、学校特色 

○3 直播活动：包含直播活动简介和链接地址 

○4 其他学校推荐：其他学校空间链接（包括结对学校）等 

○5 需创建四个板块（非栏目）放置资源，分别为：城乡同步课堂、

远程专递课堂、教师网络研修、名师网络课堂。 

创建完成后的栏目效果如下图（供参考，有条件学校可自行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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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栏目创建 

步骤 1：在学校管理页面中，点击左侧导航栏的“栏目管理”，

点击右上的“新增栏目”进入新增栏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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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创建一级栏目。在新增栏目页，编辑栏目名称等基本信

息。如上文提到的“结对工作信息”、“学校基本情况”等“大标题”，

将其作为一级栏目创建。“栏目序号”为在学校网络学习空间展示的

顺序，栏目序号越小则展示越靠前，点击提交完成栏目创建。 

 

步骤 3：创建子栏目。在对应的一级栏目右侧点击“添加子栏目”，

进入子栏目创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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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编辑子栏目的基本信息。如栏目名称为上文提到的“结

对实施方案、帮扶协议、工作计划、工作总结、新闻报道、经验交流”

等二级标题。“栏目序号”为在学校网络学习空间展示的顺序，栏目

序号越小则展示越靠前，点击提交完成栏目创建。 

 

学校管理后台支持创建学校门户栏目，除上述千校结对必备栏目

外，还可自定义创建学校其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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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栏目授权 

创建完栏目后，需要对新建的栏目进行授权才算完整的创建完成， 

接下来，介绍创建栏目后如何对栏目进行授权。 

步骤 1： 点击学校管理后台左侧导航栏中的 “角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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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点击角色管理页面右侧的“修改” 

 

步骤 3：在“内容管理”——“资讯管理”栏目中，将“资讯管

理”下方的所有内容勾选，点击保存，即可完成新建资讯的授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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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网络学习空间创建完毕，接下来介绍如何编辑修改已创建

栏目。 

3. 栏目编辑 

在栏目管理中，所有栏目右侧具有“编辑”、“移动”、“隐藏”

等按钮，可点击进行相关操作。 

 

完成了栏目创建（修改编辑）后，将介绍如何在已有栏目中发布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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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容发布 

步骤 1：点击学校管理页面左侧导航栏中“资讯管理”，进入资讯

管理页面，点击右上的“发布新内容” 

 

步骤 2：编辑需发布内容。 

○1 在“内容栏目”中选择对应的发出栏目，如结对协议发布在“结

对工作信息”——“帮扶协议”中，结对方案发布在“结对工作信

息”——“结对实施方案”中。 

○2 “内容模型”可选择“文章模型”或“图文模型”。 

○3 如需上传附件等可在下图 3中点击相应按钮进行选择。 

○4 输入相应的文章标题及内容，最后点击“发布”即可发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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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已发布内容 

在学校管理后台左侧导航栏的“资讯管理”页面中，展示所有发

布在学校网络学习空间的内容标题、栏目、发布时间、发布人；管理

员可以根据以上关键词筛选内容，如根据内容标题进行筛选等；还可

以对已发布内容进行删除、编辑、投稿、置顶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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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源管理 

1. 资源上传 

步骤 1：在学校管理页面中，点击左侧导航栏的“校内资源”进

入学校资源管理页面。 

 

步骤 2：在资源管理页面中，点击“上传”（已红色标记）进入

资源上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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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在资源上传页面中，点击“选择本地文件”，选择需要

上传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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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填写资源基本信息（见下图），点击“上传”即可完成

上传操作，支持批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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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已上传资源 

点击左侧导航栏中“校内资源”，进入学校资源页面，页面中以

列表的形式展示学校资源库所有资源，用户可以点击资源名称链接查

看资源详细信息，并可以对资源进行公开/不公开、报送、下载、移

动和删除等操作。同时，平台支持根据资源名称、资源类型搜索资源。 

步骤 1：在学校管理页面中，点击左侧导航栏的“校内资源”进

入学校资源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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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资源右侧可选择“公开/取消公开”、“上报”、“移

动”、“删除”等操作，其中文件夹还可进行重命名操作，点击相应

按钮可进行对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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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在学校主页展示资源 

步骤 1：在学校主页装扮页面，点击“模块插件”—“自定义模

块”—“列表模块”进入列表模块设置页面。 

 
步骤 2：列表模块设置页面如下图， 

○1 模块名称填写“城乡同步课堂”或“远程专递课堂”或“教师网

络研修”或“名师网络课堂”。 

○2 模块尺寸任意选择 

○3 填写链接名称（子栏目名称），如：城乡同步课堂栏目下的城乡

同步课堂简介，同样操作完成城乡同步课堂预告、城乡同步课堂

点播等子栏目装扮。学校可自行定义，以上为举例。 

○4 链接地址处填入资源链接，具体获取方式见下文。 

○5 如资源较多，可点击左下角“增加一项”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列表模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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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主页可按住鼠标左键拖动模块，从而改变模块位置，使学

校主页整齐、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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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获取资源链接地址 

步骤 1：在学校管理页面中，点击左侧导航栏的“校内资源”进

入学校资源管理页面。 

 

步骤 2：找到相应的资源，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复制链接地址”

即可获取资源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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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装扮管理 

装扮管理主要功能是设置学校空间的板式布局、皮肤风格、模块

插件、背景设置和恢复默认布局，决定了学校空间的展示风格。 

步骤 1：点击左侧导航栏中“装扮管理”进入装扮管理页面。 

 

1.板式布局 

在装扮管理页面中，点击“版式布局”可选择不同的布局，决定

网络学习空间的排版样式，目前提供两种最常用的布局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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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肤风格 

在装扮管理页面中，点击“皮肤风格”可选择网络学习空间的皮

肤模板，不同的模板风格决定了学校网络学习空间的颜色风格和展示

样式，有能力学校可进行自定义装扮。 

 

3.模块插件 

以在学校专项网络学习装扮“学校资源栏目”为例，演示装扮模

块创建步骤。 

步骤 1：在学校主页装扮页面，点击“模块插件”—“自定义模

块”—“列表模块”进入列表模块设置页面。 

 
步骤 2：列表模块设置页面如下图， 

○1 模块名称填写“城乡同步课堂”或“远程专递课堂”或“教师网

络研修”或“名师网络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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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块尺寸任意选择 

○3 填写链接名称（子栏目名称），如：城乡同步课堂栏目下的城乡

同步课堂简介，同样操作完成城乡同步课堂预告、城乡同步课堂

点播等子栏目装扮。学校可自行定义，以上为举例。 

○4 链接地址处填入资源链接，具体获取方式见下文。 

○5 如资源较多，可点击左下角“增加一项”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列表模块设置。 

 

在学校网络学习空间进行装扮管理时，可按住鼠标左键拖动模块，

从而改变模块位置，使学校网络学习空间整齐、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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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资源链接 

步骤 1：在学校管理页面中，点击左侧导航栏的“校内资源”进

入学校资源管理页面。 

 

步骤 2：找到相应的资源，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复制链接地址”

即可获取资源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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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页面设置 

在装扮管理页面中，点击“页面设置”通过页面设置的背景图片，

实现在学校专项网络学习空寂上传 banner图，尺寸是 1024*270，注

意图片中要醒目位置标明“千校网络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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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角色管理 

对于学校管理员，可以分配某些管理权限给个别老师，协助管理

学校网络学习空间相关栏目建设工作，还可以帮助学校成员重置密码

以及删除、新增学校成员。 

1.成员授权 

步骤 1： 选择学校管理后台左侧导航栏中的“角色管理”，点击

右上的“新增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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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编辑角色名称和赋予管理权限。 

 

步骤 3： 点击学校管理后台左侧导航栏中的“成员管理”，选择

成员，点击其右侧操作列的“设置角色”，进入授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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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选择某个角色进行授权，点击“保存”完成授权。 

 

2.重置密码 

步骤 1： 点击学校管理后台左侧导航栏中的“成员管理”进入成

员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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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勾选需要重置密码的成员，点击“重置密码”即可将该

账号密码重置为“12345678”，支持批量重置。 

可使用左上角的搜索功能快速搜索教师。 

 

3.成员管理 

步骤 1： 点击学校管理后台左侧导航栏中的“成员管理”进入成

员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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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在成员管理页面中， 

○1 点击“新增”可新增成员账号。 

○2 勾选成员，点击“退出学校”可将成员退出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