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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训课在线解决方案介绍 

作为虚拟仿真互联网应用的引领者，平行云根据客户不同层级的需求，推出

了多种解决方案。针对教育培训领域的仿真上云的需求，平行云打造了虚拟仿真

线上实训云平台，提供 SaaS 层和 PaaS 层的服务， 

1、SaaS 服务：训课在线（www.vsapponline.com ）是平行云在教育培训领

域倾力打造的在线平台，是随时随地访问的云上仿真实验室，服务于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资源的线上共享与传播。训课在线提供统一的入口，用户无需下载在线使

用。 

2、PaaS 服务：平行云基于公有云的 IaaS 层基础，为客户提供 PaaS 服务，

为客户打造独立入口的虚拟仿真应用平台。客户拥有完全独立的虚拟仿真应用平

台，可自主运营，适用于将自身积累产品，形成统一入口的管理应用平台，以及

某些能够接受使用公有云资源的甲方，为其完成项目。 

以上两种服务均可以实现跨平台跨终端的使用，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实

现用户随时随地轻量化访问的需求。 

二、使用系统及终端设备 

仅需一个 Windows 版本的仿真应用程序即可实现跨平台跨终端访问，可以

支持 Windows、Mac、Linux 系统，及安卓、iOS 系统，同时可以支持 PC 机、笔

记本、平板、手机等多终端。 

 

图 1 跨平台跨终端 

1．PC 浏览器客户端 

用户通过浏览器在线下单后进入课程时指定 Web客户端，即可通过浏览器使

用课程。推荐使用最新版 Chrome浏览器访问。

http://www.vsapp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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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浏览器版本支持情况如下： 

表格 1 浏览器版本说明 

浏览器类型 最低版本 推荐版本 

Chrome 33 以上 49 以上 

Firefox 30 以上 56 以上 

Opera 18 以上 49 以上 

360 浏览器极速模式 9.0 以上 9.0 以上 

QQ 浏览器极速模式 9.0 以上 9.0 以上 

 

2．Android 设备浏览器客户端 

用户在安卓设备上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网站，在线下单后进入课程时，通过

移动设备上的浏览器客户端使用课程。 

表格 2 安卓设备浏览器版本说明 

浏览器类型 推荐版本 

Chrome 62以上 

Firefox 57以上 

Opera 37以上 

 

3．安卓 App 终端（平板及手机） 

（1） 请使用安卓版本 4.1以上设备，推荐使用 4核以上设备； 

（2） 应用市场中搜索“训课在线”，或者于官网首页下载安卓客户端。 

4.  iOS 设备（平板及手机） 

（1） 请使用 iOS 版本 8.0以上设备； 

（2） App Store 中请搜索“训课在线”下载 APP。请注意，iOS设备无法下单

购买课程，请于网站上购买后在手机上使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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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aaS 解决方案 

推荐使用 Chrome 浏览器访问。、 

1. 注册登录 

1.1 用户注册 

访问：http://www.vsapponline.com。首页点击“注册”，填写注册信息，

完成注册进入训课在线平台。 

 

图 2 首页注册 

 

图 3 注册页面

http://www.vsapp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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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用户登录 

（1）填写注册手机号、登录密码，进去训课在线平台。 

 

 
图 4 用户登录 

 

（2）修改密码/修改绑定手机号。 

a. 忘记密码：在登录界面上请点击“找回密码”，重新设定新的密码； 

 

 

图 5 忘记密码 

 

b. 修改密码：点击右上角【头像】，进入个人信息设置页面，点击【修改

密码】 

 

 

图 6 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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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个人信息设置 

 

c.修改绑定手机号：个人信息设置页面，点击【绑定手机】，可更换号码。 

 

图 8 修改绑定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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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使用 

2.1 浏览课程 

在首页选择适合的课程，进入课程详情页，点击【立即下单】； 

 

图 9 训课在线 SaaS 平台首页 

 

图 10 课程详情页 

 

2.2 购买课程 

在订单详情中选择购买数量、时长、预约时间等信息。 

（1）选择【预定开始时间】方式访问：请选择距离您现在 15分钟以上时间，以

确保您获得更优质的用户体验。 

（2）名词解释： 

a.【时长】：每节课约 45分钟，时长代表课时数，即时长选“1”，代表 1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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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等于 45分钟； 

b.【开始时间】：每节课需要提前 15分钟准备，预定时间请选择距离您现在

时间错后 15分钟以上的时间点； 

请在订单时间内访问使用课程。 

（3） 通过微信/支付宝均可在线付款。 

（4） 预约时间到后，进入课程页面，开始上课。 

2.3 使用课程 

请使用 Chrome 浏览器访问，通过鼠标键盘即可实现收拾的交互操作，开启

随时随地访问的云上仿真实验室。 

 

图 11 在线使用课程 

 

3. 课程分享 

（1）首页上浏览课程，点击【分享至】按钮，可以将课程分享至微信/微博/QQ/

空间。 

 
 

图 12 首页课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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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完课程后，可以对课程进行分享。 

 

图 13 上完课程分享 

 

4. 课程信息查询 

4.1 训课运营机构 

在您浏览到课程详情页时，右下角有显示课程所属机构 logo，点击即可进

入机构主页，查看基本信息及对应课程。 

 

图 14 训课运营机构查询 

 

4.2 课程订单详情 

1．查看所有订单情况：点击右上角头像，进入【我的课程】页面，可以查

看到所有课程订单情况； 

 

 

 

图 15 【我的课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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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下单购买课程：下单成功后跳转到【我的课程】页面即可查看。首

次进入【我的课程】页面，浏览器将会有“是否允许开启浏览器通知栏”的对话

框弹出，为方便您后续接收课程即将开始的通知信息，我们强烈推荐您选择“允

许”，方便您接收课程开始倒计时的通知 

 

图 16 课程通知提示栏 

 

5．入驻成为机构合作伙伴 

训课在线 SaaS 平台为广大合作伙伴提供虚拟仿真上云服务，您可以申请入

驻训课在线 SaaS平台，成为机构合作伙伴。 “训课在线”平台上的机构用户分

为两类： 

⚫ 内容合作方：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虚拟仿真应用开发方 

⚫ 内容运营方：具有虚拟仿真线上使用、渠道资源及上云需求的机构方 

有意向企业可点击首页上【所有机构】了解已入驻合作伙伴情况，并可申请

加入。具体合作协议事宜，请联系客服获取帮助。 

 

图 17 机构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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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aaS 解决方案 

平行云为客户提供 PaaS 解决方案，提供全套管理系统，包括：服务平台、

计算服务、存储服务和运营平台。客户可根据需求自行配置前端服务注册中心，

平行云提供后台技术保障。具体应用及合作方式请咨询客服。 

 

图 18 PaaS 解决方案架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