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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概述 
 

为强化实验教学过程管理、规范实验开出、促进实验室开放、增强教师实验

开出和学生选课自主性、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建设并全面使用“南京理工大学实

验教学管理系统”，系统网址为：http://syjx.njust.edu.cn。如图1所示，实

验教师、中心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可由智慧理工门户一键登陆，也可由教务处网站

（jwc.njust.edu.cn）主页左侧的“业务管理系统”栏进入。本管理系统实现了

实验中心信息管理、实验项目信息管理、实验教师排课、学生选课、实验报告提

交、实验考核等功能，为师生搭建学习、交流、互动的平台，改善管理手段、提

高管理效率。 

实验教学管理系统根据用户管理职责进行角色划分，分别为系统管理员、教

学院长、学院管理员、实验中心负责人、督导、实验教师和学生。教职工系统登

录用户名为本人工号，学生系统登录用户名为本人学号，初始密码均为“工号/

学号”，请及时修改密码，若需重置密码，请联系所在学院教务员。 

实验教学管理系统目前开通的一级菜单为二部分：基本信息维护、实验教学

管理，这也是本系统目前的主要功能。 

  

图1 两种登录方式 

 

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维护 

 

基本信息维护部分主要功能是实验项目信息管理。每个实验项目都有一位

“责任教师”，负责该项目的新建、变更和建设。实验项目责任教师依据培养计

划负责申报新实验项目、提出变更、停用申请，实验中心负责人、所在学院教学

http://syjx.nj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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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审核通过，学校教务处审核后方可实施，确保实验项目信息的权威性、严肃

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基本信息维护流程图如图2所示： 

 

图2 项目基本信息维护流程图 

 

1. 实验教师 

如图2所示，教师登录实验教学管理系统，点击“基本信息维护”进入，可

见“负责实验项目、项目变更、申报新项目”等二级菜单。点击“负责实验项目”，

查看本人所负责的全部实验项目，包括培养计划内实验项目和创新性开放实验项

目。若所负责培养计划内实验没有显示，联系实验中心负责人添加为该实验承担

教师即可。 

新进教职工应由所在单位教务员上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田老师添加实验教

学管理系统账号，并明确其所在实验中心。 

开始 

责任教师申请变更项目或申报新项目 

结束 

实验中心负责人审核 

教学院长审核 

教务处审核 

生成新项目 

通过 

通过 

通过 

退回 
 

退回 
 

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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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负责实验项目 

1.1 项目变更及新项目申报 

如图4所示，负责教师可根据培养计划对所负责的实验项目进行项目变更。

项目变更包括项目信息“变更”和项目“停用”，点击“变更”和“停用”按钮，

分别进入项目信息变更和项目停用操作界面。若需变更已有实验项目，请将旧项

目通过“变更”流程进行修改，无需申报新项目。 

在项目信息修改界面，“基本信息”的改动提交后须经实验中心负责人、教

学院长批准后，教务处审核生效。 

 

图4 变更或停用实验项目 

培养计划修订后，由负责实验教师申报新实验项目，新项目申报须经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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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负责人、教学院长审批，教务处审核生效。 

如图5所示，点击添加新实验，申报新的实验项目，在实验项目信息界面填

写项目的“基本信息”和“其他信息”。 

新增或变更实验项目须同时在教务管理系统中修订相应课程教学大纲和专

业培养方案，做到三个内容相一致。 

 

图5 申报新项目 

2. 实验中心负责人 

实验中心负责人主要负责实验中心的资源配置、管理、开放，进行实验中心、

实验教师、实验项目的信息维护以及中心项目变更、申报新项目审核操作。 

如图6所示，实验中心负责人登录实验教学管理系统，选择“中心负责人”

角色进入系统，点击“中心基本信息维护”，可见“实验中心管理、实验教师管

理、实验项目管理、实验项目审核等”二级菜单，分别进行“实验中心”、“实

验教师”、“实验项目”的日常维护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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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心基本信息维护 

2.1 实验中心管理 

如图7所示，实验中心负责人可以点击“实验室”、“实验分室”进入对应

界面查看、修改、添加所在实验中心下设的实验室、实验分室。（若需删除实验

室请与教务处管理人员联系。） 

 

图7 实验室分室 

2.2 实验教师管理 

如图8所示，实验中心负责人须点击“添加实验教师”，从本学院教师列表

中选择为本中心实验教师。只有归属为本实验中心的教师，才能承担本实验中心

负责的实验项目。在日常维护管理中，中心负责人可“删除”和“添加实验教师”

调整所在中心的实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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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实验教师管理 

2.3 实验项目管理 

实验中心负责人需为实验项目指定承担该实验项目的实验室和实验教师。之

后，相关教师才可看到自己承担的实验任务。 

如图9所示，选择“当前学期开课”只列出当前学期开设的实验项目，否则

会列出中心承担的全部实验项目，点击“项目设置”即可进行实验项目管理： 

 

图9 实验项目管理 

如图10所示，点击项目设置后，可对该实验项目的负责教师、承担教师、开

课地点进行设置。若同一课程下其他实验项目的负责教师、实验教师、开课地点

等信息与该实验项目相同，点击“同步设置本课程其他项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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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若该实验项目由非本中心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可通过“手动添加”教

师工号来添加承担教师； 

（2）开课地点建议选择本实验中心所属实验室，若选择非本中心实验室开

设实验，需实验室所在实验中心负责人进行课表审核。 

 

图10 实验教师设置 

2.4 实验项目审核 

如图11所示，进入“实验项目审核”可查看所有的申请审核操作。点击“类

型”列的“查看变更”，可以查看项目变更前后的对比列表。点击“进入审核”

填写审核意见。 

直接点击“进入审核”，查看新申报实验项目的具体内容并填写审核意见。

若审核不通过，则直接退回，申请教师可重新修改后提交。若审核通过，进入到

等待教学院长审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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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实验中心负责人审核界面 

审核注意事项： 

（1）一般情况下，已有实验项目通过“变更”流程进行修改，无需申报新

项目，变更实验项目须同时修订相应课程教学大纲和专业培养方案； 

（2）教师申请新增实验项目时，须停用相同学时数的实验项目，以保持实

验课程总实践学时数不变，同时应修改课程大纲。如要调整课程总实践学时，除

修改课程大纲外，还应调整培养方案并通过审批。 

3. 教学院长 

3.1 实验项目审核 

登录系统，点击“基本信息维护”，进入“实验项目审核”。审核实验中心

负责人审核通过后的实验项目变更申请、新实验项目申报。 

如图12所示，点击“类型”列的“查看变更”，可以查看项目变更前后的对

比列表。点击“进入审核”填写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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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教学院长审核界面 

审核“项目申报”申请时，直接点击“进入审核”，查看新申报实验项目的

具体内容并填写审核意见。若审核不通过，则直接退回，申请教师可修改后再次

提交。若审核通过，进入到等待教务处管理员审核状态。 

4. 学院管理员 

4.1 实验项目管理 

如图13所示，具有“学院管理员”角色的是教学单位的教务员，登录系统后，

点击“基本信息维护”，进入“实验项目管理”，可查看本学院下设各实验中心

承担的全部实验课程，并可进行实验项目成绩权重及排课模式设置。 

 

图13 学院承担实验项目列表 

4.1.1 实验项目成绩权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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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4所示，进入“实验项目管理”后，点击成绩权重列的“进入设置”可

设置一门课程中各实验项目成绩占比，界面如图14所示。系统默认各实验项目的

成绩占比与其学时数成正比，根据需要可以设置实验考试成绩。 

 

图14 实验项目成绩权重设置 

4.1.2 实验项目排课模式设置 

如图15所示，进入“实验项目管理”，点击进入实验项目列表，可查看该课

程对应的所有实验项目，点击“排课设置”下拉菜单，可选择“预约排课”或“预

置排课”排课模式。系统暂默认“预约排课”模式，若教师需要“预置排课”请

经教学院长同意后，由学院管理员重新设置项目排课模式。两种排课模式区别详

见5.1章节。 

 
图15 实验项目排课模式设置 



11 

 

4.2 账号管理 

如图16所示，登录系统，进入“账号管理”，点击“修改”可以维护本学院

实验中心负责人、教师、学生等基本信息。 

 

图16 学院各类人员信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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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实验教学过程管理 

实验教学过程管理部分主要是实验教学运行流程的管理，也是本系统的核心

部分。主要包括： 实验教师预约排课（或预置排课）、布置实验预习要求、学

生选课、实验报告提交、实验考核、师生交流互动等，实验教学运行流程图如下

图所示。 

 

5. 实验教师 

5.1 实验教师预约排课及预置排课 

如图17所示，在一级菜单“实验教学管理”下，点击“承担实验任务”，实

验教师可以看到本学期所承担的培养计划内实验任务和开放性实验任务。在承担

实验任务界面，点击“预约排课”、“实验预习”以及“实验考核”等按钮完成

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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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承担培养计划内实验项目 

实验安排有预约排课和预置排课两种模式： 

预约排课：实验教师根据课程进度和实验室条件提前一周时间发布足够多的

开课时段，学生自主选择时段，然后按时到实验室做实验。  

预置排课：实验教师在系统辅助下提前确定开课时段和相应学生，学生不能

选择时段。 

因预约排课模式更能发挥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促进实验室常态化开放，若无

特殊原因，实验项目均应采用预约排课模式。 

实验教学管理系统有教师和学生的理论课、实验课时间冲突检测功能。 

5.1.1 实验教师预约排课 

预约排课操作步骤：  

（1）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教师承担同一个实验项目时，在排课之前，教师

需要先点击“选择学生”来设置自己所承担的学生。 

（2）如图18所示，在“新增课表”栏目下，填写最大学生容量、每组核定

人数、上课周次、实验地点，点击“开始安排实验”后显示图18所示表格，选择

实验时间，点击“确认生成课表”来生成课表，所有课表确定后发布供学生自主

选择。 

建议勾选学生时间空闲检测，在较多学生空余时间发布课表时段，可以提高

课表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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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预约排课 

注意事项： 

（1）预约排课，教师只可以从当前时间的完整一周之后安排课表，如当前

时间为第2周星期三，排课时，只能从第3周的星期三开始排课，第3周的星期一

和二为“无效时间”。 

（2）“暂存”状态下的课表时段，学生不会看到，教师可以自行取消。已

发布的课表时段，若已有学生选课，无特殊原因不得取消。取消操作须经中心负

责人审核通过才会生效，且已选本次取消时段的学生需重新选择时段。 

（3）若实验地点列表中无正确实验地点请与实验中心负责人联系进行添加

或者修改。实验地点描述务必清晰完整，确保学生能找到。 

5.1.2 实验教师预置排课 

预置排课步骤与预约排课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在“确认生成课表”后，需选

择该时间段上课学生。如图19所示，点击已排课表中的“选择学生”通过课序号、

专业、班级来筛选确认上课学生名单。 

预置排课实际上剥夺了学生选择实验教师和实验时段的权力，会造成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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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教学安排相冲突，所以除非特别情况，不应使用“预置排课”模式。 

 
图19 预置排课 

注意事项： 

（1）取消排课时段：“暂存”状态下的课表时段，教师可以自行取消； 

（2）发布课表时段：当暂存的课表可容纳的学生数量大于等于承担的实验

任务量时，可发布课表。 

（3）修改课表时段：预置排课模式下，学生不需要选课，因此发布即表示

确认开课。确认状态下的课表不可取消，选择的学生名单不可修改，“修改”表

示只可以修改实验时间，并需经中心负责人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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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有学生已完成实验但忘记选课，可在实验结束后由实验教师进行补

选。 

5.2 实验预习 

如图17所示，教师可提前布置实验预习要求。在教师承担实验任务界面，点

击进入“实验预习”，可以设置项目预习要求、查看学生提交的预习报告，并对

学生预习报告评定成绩。 

5.3 实验考核 

如图17所示，在教师承担实验任务界面，点击进入实验考核操作界面，如图

20所示。维护项目成绩时，可点击“开课记录”列表，选择对应课表时段的学生

记录考勤情况， 

并对学生的预习、考勤、操作、报告等进行评分，系统自动根据各项的权重

值计算生成项目总成绩。如图21所示，预习、考勤、操作、报告的权重属于实验

项目信息，可由项目负责教师进行修改。 

考勤列默认“出勤”，若学生有其他情况，点击考勤列选择“缺勤”等其他

选项，若学生本实验项目不通过，点击“考勤”列选择“重做”。其他特殊情况

（如旷课、临时请假等），可在成绩格中填写不超过5个字的说明。 

 

图20 实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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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实验项目成绩权重 

5.4 实验成绩查询 

如图22、23所示，点击“实验成绩查询”，下拉学期列表选择需查看的学期

段，点击“进入查看”，即可查看该学期教师所承担培养计划内实验及开放性实

验的实验成绩。 

 

 

图22 成绩查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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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实验项目及课程总成绩查阅 

5.5 周历课表 

如图24所示，点击菜单栏的周历课表，查看教师本人已安排的课表。点击图

中的课表，可以查看实验项目的具体信息。 

 

图24 周历课表界面 

6. 学生 

学生登录实验教学管理系统，系统会显示该学生本学期培养计划内必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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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项目和可选做的开放性实验项目列表。 

学生可以对教师已发布开课时段的实验项目进行选课、实验预习、实验、提

交实验报告、实验考核、交流互动。如图25所示。预置排课模式的实验项目由教

师安排课表，学生需按照课表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实验。 

注意事项：因系统提醒功能还不完善，学生应经常登录本系统，关注自己的

实验项目任课教师发布的可选时段，及时选择，按选定的时段到相应实验室进行

实验，关注实验安排的调整，及时补选。 

 

图25 学生选课界面 

6.1 选课与退选 

如图26所示，对于预约排课模式的实验项目，点击“进入选课”，查看实验

教师已发布的该实验可供选择的实验时段。 

 

图26 选课界面 

注意事项： 

（1）选择实验时段后，在教师确认开课前，学生可以直接取消本次课表重

选时段； 

（2）教师确认开课后，学生取消时段需要申请退课，并且经过实验教师审



20 

 

核通过后才会退课成功。 

（3）取消选课时，可以同时选择新的实验时段。退课申请通过后，新的时

段选择会自动生效。实验项目考核中，教师设置重修的学生，学生可以重选一次

本项目的实验时段。旷课的学生，该实验项目成绩为0。 

（4）学生选课时应考虑成熟，不应频繁取消或变更，否则会影响教学秩序。

系统会记录学生在校期间所有的选课情况，包括变更次数。 

6.2 预习报告和实验报告 

学生选择实验时段后，在正式实验之前，点击实验项目所在行“考核”列的

“预习报告”，可以查看实验项目的预习要求，按教师的预习要求进行预习，撰

写并提交预习报告。 

学生根据教师的课表完成实验项目后，需及时在系统中提交实验报告，点击

实验项目所在行“考核”列的“实验报告”，可以提交实验报告。 

6.3 成绩查看和周历课表 

待教师提交实验成绩后，学生点击“成绩查看”后，切换顶部选项卡，可查

阅培养计划内实验与开放性实验的实验成绩。 

点击“周历课表”可查看已选课实验项目的实验时间。 

7. 实验中心负责人 

7.1 课表变更审核 

如图46所示，实验中心负责人应及时对本中心实验教师取消已发布的课表进

行审核。教师提交取消课表时段申请，中心负责人审核通过后，该课表才取消，

已选择此时段的学生需要重新选择新时段。 

 

图27 课表审核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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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于已发布的实验时段，不应频繁取消或变更，否则会给学生带来困扰

并影响教学秩序。系统会记录教师所有的发布情况，包括取消和变更次数。 

 

 

 

 

 

 

 

 

（系统功能模块还在不断完善，图示界面与实际界面可能存在差别） 


	系统功能概述
	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维护
	1. 实验教师
	1.1 项目变更及新项目申报

	2. 实验中心负责人
	2.1 实验中心管理
	2.2 实验教师管理
	2.3 实验项目管理
	2.4 实验项目审核

	3. 教学院长
	3.1 实验项目审核

	4. 学院管理员
	4.1 实验项目管理
	4.1.1 实验项目成绩权重设置
	4.1.2 实验项目排课模式设置
	4.2 账号管理


	第二部分 实验教学过程管理
	5. 实验教师
	5.1 实验教师预约排课及预置排课
	5.1.1 实验教师预约排课
	5.1.2 实验教师预置排课
	5.2 实验预习
	5.3 实验考核
	5.4 实验成绩查询
	5.5 周历课表

	6. 学生
	6.1 选课与退选
	6.2 预习报告和实验报告
	6.3 成绩查看和周历课表

	7. 实验中心负责人
	7.1 课表变更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