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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用户 

1.1 登录学习账号 

进入泰克教育云平台：yun.ictedu.com，如图 1 所示： 

 

图 1 泰克教育云平台首页 

点击图 1 校企桥首页导航中【用户中心】进入登录页面，如图 2 所示： 

 

图 2 登录 

http://yun.ictedu.com/


点击图 2 中的登录进入个人中心，如图 3 所示： 

 

  

图 3 个人中心 

1.2 学生在线学习课程资源 

在图 3 中点击“进入个人中心”，进入学习空间，如图 4 所示： 

 

图 4 校企云个人中心 



1.2.1 视频，点击进入观看课程视频，系统会记录视频观看进度  

1.2.2 实验，点击进入实验环境，系统记录实验完成进度  

1.2.3 课件，可点标题预览、击下载课件文档到本地  

1.2.4 案例，与课件相同，可预览或点击下载案例文件到本地  

1.2.5 习题，点击进入做题界面，在线完成答题并提交，即可看到答题结果和正确答案  

1.2.6 作业，点击进入作业详情，在线编辑作业系统会自动保存编辑内容，可多次编辑，最后提交作业。作业提交后不

可再次编辑，等待老师的批复和评分。  

1.3 学生在线实训功能 

学生除了在课程资源体系中的章节下可进入操作相关实验，还可点击导航中的“行业资源”，选择更

多行业内最新的技术或案例，在线操作实验，学习最新最热门的技能，如图 5 所示。 

 

图 5 行业资源 

1.4 学习进度及实验记录管理 

点击“学习进度”，进入个人学习进度管理，如图 6 所示： 

 



 

图 6 学习进度 

 

1.4.1 学生在此管理实验进度，点击“清理实验环境”即可清除实验进度记录，再次进入实验即可从头开始实验操作； 

1.4.2 查看个人实验报告，点击打开实验报告详情，可点此下载实验报告文档。 

1.5 学生在线考试测评 

点击“考试测评”，进入在线考试管理，如图 7 所示： 

 

 

图 7 考试测评 



1.5.1 实时考试，学生可参加老师设置的实时考试，成绩记录供老师管理查看，每个实时考试仅能操作一次；  

  1.5.2 模拟考试，平台针对华为认证笔试推出仿真模拟试题，学生可进行考前训练，可多次操作，记录最新成绩；  

1.6 学生能力成长记录总览 

点击“学生主页”即可查看学生个人的课程学习概况，能力值得分记录以及能力分析图谱，如图 8

所示： 

 

图 8 学生主页 

1.6.1 课程学习概况，记录学生所学各个课程的完成情况，和综合得分；  

1.6.2 能力值，记录学生能力成长累计得分，在此可添加能力加分项，上传证书或比赛成绩，经系统管理员审核通过后

可获得相应的加分。 

1.6.3 能力分析，在此显示学生的能力项目数量和各项能力所达到的等级，切换至岗位匹配，即可查看学生能力可匹配  

到的岗位模型，以及该岗位模型当前在平台中匹配到的企业、职位数量。  

1.7 学生就业 

学生通过学习、实践、考试，最终获得各项能力，能够匹配企业的岗位需求，点击“职位匹配”可查

看学生当前能力匹配到的平台中企业所发布的职位，如图 9 所示。 



 

图 9 职位匹配 

1.7.1 职位模型筛选，学生能力能够匹配到多个职位模型，点击可筛选该职位模型在平台中匹配到的真实企业职位；  

1.7.2 职位列表中，可以看到学生与各职位的匹配度；  

1.7.3 点击列表中的职位进入该职位的详情页，在此可查看职位的能力要求，可收藏该职位，或投递简历。  

1.8 其他基础功能 

鼠标滑过头像可以出现修改资料、修改密码、消息、退出登录功能，如图 10 所示； 

 

 

图 10 其他功能展示 



1.8.1 修改资料，点击可修改头像及用户姓名；  

1.8.2 修改密码，点击可修改原有密码；  

1.8.3 信息，可查看及发送相关信息给老师；  

1.8.4 退出登录，点击即可退出当前帐号。  

 

2 学生实训功能 

2.1 进入实验环境 

学生可在各章小节内容与资源中“相关实验”列表，点击实验名称进入实验环境；条目右侧显示该实

验已完成的百分率，进入实验环境后可根据实验进度的记录，继续上次的实验。 

 

图 11 进入实验 



 

图 12 实验环境加载 

 

2.2 实验环境-左侧菜单 

     

图 13 实验环境左侧菜单 

点此可收起菜单  
菜单收起效果  

再次点击可展开  结束实验按钮  

实验目录，可切换实验  

实验剩余时间倒计时  

实验环境默认显示实验拓扑图 

实验操作节点 

此处显示实验进度，已完成百分率 



2.3 实验环境-拓扑图 

 

图 14 实验环境-拓扑图 

拓扑图展示了实验环境的配置设备，将鼠标在设备图形上停留 2 秒，即可弹出实验设备介绍，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实验环境设备介绍 

 

点此可进入该节点实验操作界面  



2.4 实验操作 

点击菜单栏上的设备名称，如【大数据开发环境】，或在图 15 中点击【点此进入开发环境】，均可进

入该设备节点的操作界面，进行相关实验操作。 

 

图 16 实验操作界面 

 

2.5 实验过程-右侧工具栏 

 

图 17 实验环境-右侧工具栏 

点此展开或收起服务窗口  

全屏切换  

屏幕截图  
复制粘贴  

屏幕共享  
代码下载  

其他实验设备节点同理操作  

当前显示为大数据开发环境

的操作界面  



工具栏包含：展开/收起服务窗、全屏切换、屏幕截图、复制粘贴、屏幕共享、代码下载； 

· 屏幕截图：点击打开截图框，调整大小位置后双击，即可完成截图并自动保存到实验报告中；  

· 复制粘贴：点击打开粘贴板，可实现本地电脑与实验环境操作平台之间的复制粘贴功能；  

· 屏幕共享：点击打开功能窗口，复制共享链接发送给其他人，对方即可在浏览器中打开同步观看实验操作；  

· 代码下载：在实验环境中编写的代码文件，可下载至本地。 

2.6 实验过程-服务窗功能 

服务窗包含：实验手册、视频、在线问答、实验报告。 

 

图 18 实验服务窗功能 

4.6.1 实验手册 

 

图 19 实验手册介绍 

手册左侧的色块代表当前

实验的步骤，可点击色块使

实验手册快速滚动至相对

应的实验步骤。  

可跳过步骤  

系统推送知

识难点解析

和常见问题

解答。  

可拷贝代码  



4.6.2 在线问答 

 

图 20 在线问答 

4.6.3 实验报告 

 

图 21 实验报告 

 

智能推送

猜你想问

的问题  

智能推送无法满足

时，可召唤老师回

答，问题消息会实

时发送给老师。  

可对实验报

告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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