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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网络技术的应用已经使人们的学习与进修不仅仅只依赖

于学校的课堂，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随时随地的学习。各种

网络学校更是迅速发展，网络化教学已经越来越普及。但目前

很多的网上教学还只限于让学生浏览静态的 %&’ 页面，并不

能吸引很多的用户。而多媒体方式的虚拟教学系统的构建一般

又都非常复杂，对软、硬件的要求都比较高。

文章提出了基于异地协同与控制技术的网上虚拟课堂的

构建思想与框架，利用文中开发的协同工作支持模块（()*+，

(,-./, ).0012.31/45, *6,31/4.7 +.89013） 构 建 虚 拟 课 堂 系 统

（:);，:43/910 )01<<3..- ;=</,-）。:); 可以在网络中组建一个

虚拟的协同学习环境，学生可以在这个虚拟课堂上进行交互式

的学习与讨论。学生可以看到老师的演示、听到老师的讲解、可

以提问、可以讨论，学生们可以感受到身在教室的真实。这有利

于提高学习的效率及学习的兴趣。:); 的结构简单、成本低、维

护简便，能很好满足远程学习的需要。

! :); 的体系结构

利用 :); 进行课堂学习时，系统提供给用户的不仅仅是

网上或数据库中的一些学习资料，更重要的是 :); 提供给用

户一个协同与交互式的学习环境。学生与老师可以在异地进行

在线、交互方式的教与学，置身 :); 中的用户感觉就象真的坐

在教室当中一样：身边有同学，有老师，有黑板，有讲义；上课时

需要回答问题，并可提问，要做笔记，并完成作业。:); 的目标

就是模拟真正的课堂生活。

:); 的体系结构如图 $ 所示。系统采用的是浏览器 > 服务

器 （’ > ;，’3.?<,3 > ;,35,3）结 构 ，即 用 户 端 采 用 的 是 标 准 的 浏 览

器技术（’3.?<,3 @,AB7.0.C=）。系统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用户界

面层；远程协同与控制层；应用系统层。

!#$ 用户界面层

基于异地协同技术的网上虚拟课堂系统研究

战洪飞 $ 李荣彬 ! 顾新建 $

$（浙江大学生产工程研究所，杭州 D$""!E）
!（香港理工大学制造工程学系，香港）

&F-140：BGHB17!"!I<4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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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中的用户流动性、随意性的问题。通过 :); 系统，教师可以完成分布式、基于网络的虚拟教学任务，学生只需要

通过网页浏览器就可以随时随地地参加虚拟课堂的学习。文中介绍了 :); 的体系结构、构建框架、功能及主要特色。

关键词 校园网 协同技术 J151 虚拟课堂

文章编号 $""!FKDD$F（!""!）$"F""LLF"D 文献标识码 M 中图分类号 @NDOD

!"#"$%&’ () *+%,-$. /.$##%((0 12#,"0 3$#"4 ()
/(..$5(%$,+() 6"&’)(.(72

8’$) 9()7:"+; <=3=>""? @- A+)B+$);

$（P,6/#.G +,AB174A10 &7C#，QB,R417C S745,3<4/=，T17CHB.9 D$""!E）
!（P,6/#.G +179G1A/9347C &7C#，@B, T.7C U.7C N.0=/,AB74A S745,3<4/=，T.7C U.7C）

C5#,%$&,：V7 /B4< 616,3 1 A.0012.31/4.7 <966.3/47C -.89013（()*+，(,-./, ).0012.31/45, *6,31/, +.89013）21<,8 .7 ’ >
; （’3.?<,3 > ;,35,3）13AB4/,A/93, 18.6/47C J151 /,AB7.0.C4,< 4< 8,5,0.6,8#M78 /B4< -.89013 4< 9<,8 47 /B, 2940847C .G 1
543/910 A01<<3..- <=</,- （:);）?B4AB A17 B,06 /. <.05, /B, 63.20,-< .G 9<,3 84</3429/4.7#S<47C /B, :);，/,1AB,3< A17
A.0012.31/45,0= 178 84</3429/,8 /,1AB </98,7/< 541 V7/,37,/#%B40, </98,7/< A17 /1W, 613/ 47 /B, A01<<3..- /. </98= .70=
9<47C /B,43 0.A10 ?,2 23.?<,3 1/ 17=?B,3, 178 17= /4-, .7 V7/,37,/#@B, 13AB4/,A/93, 178 G31-,?.3W 178 G97A/4.7< 178
AB131A/,34</4A< .G /B, :); 13, 84<A9<<,8 47 /B4< 616,3#

D"2E(%4#：).00,C, X,/?.3W，).0012.31/4.7 @,AB7.0.C=，J151，:43/910 )0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EOOE""DY）；国家 KYD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编号：!""$MML$!$$"）；香港理工大学资助

作者简介：战洪飞，男，$OE" 年 $$ 月出生，博士，研究方向：先进制造技术，网络化生产，企业建模，企业协同工具与系统开发，发表论文 $" 篇。

李荣彬，男，$OZ$ 年出生，香港理工大学制造工程学系主任，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先进制造技术、制造策略和网络化制造。出版

专著 L 部，发表论文 $Z" 余篇。顾新建，男，$OZY 年出生，浙江大学机械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有先进制造系统理论、基于网络的制造、

大批量定制生产、计算机集成制造、成组技术、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学、表面形貌识别，时间序列的理论和应用、预测理论和应用、机电一

体化系统等。出版专著 Z 部，发表论文 $K" 多篇。

LL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

图 $ %&’ 的体系结构示意

图 ! (&)* 模块的工作原理

用户界面层采用的是标准的浏览器界面。用户使用 %&’
时，在客户端不需要进行任何专用软件的安装，只需要有能够

上网的浏览器就可以了，如目前比较流行的 +,-./,.- 01234/./，
5.-6782.。而且 %&’ 对用户熟悉电脑的程度要求很低，对用户

端的操作系统平台也没有限制，这样就可以使用户在比较低的

客户端需求的条件下使用 %&’，并可以适合不同背景的学生使

用。客户端运行的程序是采用 98:8 ;223.-、9’< 等动态 =0> 技

术开发的。%&’ 的用户端主界面如图 ?，这是利用浏览器登录

到虚拟课堂后，%&’ 自动弹出的主工作窗口。

图 ? %&’ 的用户主界面

!#! 远程协同与控制层（(&)* 接口模块）

远程协同与控制层是 %&’ 的关键，它是用户与用户间、用

户与应用服务器间连接的纽带与接口。这一层的主要功能是：

（$）支持用户间的沟通，提供语音、文字方式的交谈功能；（!）支

撑多用户间的协同工作：它可以使 %&’ 中的每一个用户都能

同步地浏览到同一台计算机的屏幕变化；同时在取得相应的操

作权的情况下，还可以操作这台计算机，就象大家都坐在同一

部电脑前面一样：可以演示，可以讨论。

远程协同与控制层的功能是由作者开发的 (&)*（(.@4-.
&4338A4/8-B:. )2./8-. *4CD38/）模块实现的。(&)* 是采用协同

控 制 协 议 （0&<，0,-./2/B6. &4338A4/8-B:. </4-4743）与 98:8 技 术

开发的远程协同共享与控制接口模块。0&< 是 (&)* 中自定

义的应用协议。0&< 定义了分布式的客户与服务器间进行协同

的方式及协同信息的编码规则。在该协议中特别定义了用户间

计算机屏幕的共享方法与远程操作的规则。

通过 (&)* 接口模块，一台计算机的屏幕变化会被同步

地传送给异地的多个用户，异地的用户还可以协同地对该计算

机进行远程的操作，从而实现多用户间的协同工作。(&)* 对

远程用户的操作权限进行管理、协调，辅助协同工作的完成。其

工作原理如图 ! 所示。

利用 (&)* 模块提供的功能，虚拟课堂中的教师就可以

通过一部被共享的计算机的屏幕进行演示与讲解，学生们就可

以通过他们的浏览器 “聆听”老师的讲解，同时还可以利用

(&)* 的交谈功能向教师提问，同学之间也可以进行相互的交

流与讨论。

!#? 应用系统层

应用系统层是在原有软件系统的基础上构造的一个层次。

因为在网络教学中，教学工具被一些应用软件取代，如 *BE
7/464F- <4G./<4B,- 取代了黑板。因而 %&’ 中配置了一些安装了

常用工具软件的服务器，作为教学工具提供给学生与教师使

用。这些工具服务器就构成了 %&’ 的应用系统层。

在 %&’ 中，应用系统层的软件工具仍保持原有软件的状

态，并不需要任何的改变，不同的是在安装这些软件工具的服

务器上同时也安装了 (&)* 接口模块。通过 (&)*，这些工具

软件服务器就都成为了 %&’ 中可被协同共享的资源。

? %&’ 的构建框架及主要功能

%&’ 的构建框架如图 H 所示，主要包括：用户、=0> 服务

与教学工具三部分。

用户（包括学生与教师）通过他们的本地浏览器登录到同

一个虚拟课堂后就组成了一个虚拟班级。上课开始后，由授课

的教师选择要使用的“黑板工具”（如图 ? 中所使用的黑板工具

为 *B7/464F- 017.3），并按授课计划为异地的学生们讲解课程

内容。学生利用图 ? 所示的本地窗口同步地接收教师的讲解，

并随时可以与远程的授课教师进行对话，提出问题。

=0> 服务部分包括的主要是一些系统管理与信息发布的

功能，主要包括：

课程表管理：类似于学校里的课程表，用户可以根据此课

程表的内容，安排自已的学习计划。课程表一般由 %&’ 管理人

员制定，包括课程名称、任课教师、内容简介、上课时间、相关资

料等内容。

用户帐号管理：包括学生帐号与教师帐号两部分。包括帐

号的填加、修改与删除等功。另外，对用户的等级也有限制。用

户等级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资源共享权利，如教师身份比学生

身份的用户有更多的资源共享权利。用户级别由系统管理员控制。

作业提交与查询：每节课之后，教师都会布置作业。学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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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到作业管理服务器下载作业内容，完成后进行作业的提交。

教师也在作业服务器上接收作业，并进行批改。

在线问题服务：这种问答是在线、实时、协同方式的。教师

在网上等待同学的提问，并立即通过网络作出回答，学生与教

师之间可以实时地展开讨论。

教学工具是由一组安装了各种应用软件的服务器构成。它

们是在网上教学时要使用的“教学工具”，也是课堂上进行协同

交互的工具。在 _XS 中设置了“工具箱”服务器对教学工具软

件进行管理，工具箱服务器为用户提供进入各种教学工具的入口。

在教学工具中有一个重要的工具是“记录与回放”服务。该

服务器负责对每节课程的内容进行全程的记录，并保存在 _XS
的课程记录数据库中；同时服务器提供检索与查看功能。用户

可以随时对已经完成的某节课程进行重放，重新温习教师的讲

解过程。该服务功能也是基于 ^XG 协议开发的，属于 ,XM? 模

块的扩展。

I _XS 的主要特色

因为 _XS 采用的都是成熟的 ‘^: 技术，开发的工 作 量

小。另外 _XS 结构框架的核心技术是采用 ,XM? 接口实现的，

在原有软件服务器的基础上安装 ,XM? 模块就可以实现原有

系统到 _XS 的集成，即插即用，因而系统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

与灵活性，系统构建的成本低、实施简单、周期短。

_XS 的客户端不需要进行任何客户软件的安装与配置，因

而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参加虚拟课堂的学习。另外，_XS 所有的

维护与升级工作都是在服务器端进行的，因而系统维护的成本

低、简便易行。

另外，系统框架的核心模块 ,XM? 是采用 ’(2( 语言开发

的 ，因 而 _XS 可 以 跨 操 作 系 统 平 台 B!C，不 但 可 以 集 成 ‘=685F+
平台的应用软件，还可以同时集成 A=6-a 等操作平台下的应用

软件，并且可以构造复杂的虚拟协同工作环境。

J 结论

构造一个虚拟的互动教学网络，这是网络化教学的基本需

求。文章把协同控制的思想与技术加入到虚拟课堂教学系统

（_XS）的构建中，通过网络组建虚拟的协同学习群体，解 决 用

户多样性、分布性及学习过程的交互性的问题。文章介绍了系

统的结构框架、主要功能、特色。作者的研究可以为其他协同系

统的开发提供有益的参考。（收稿日期：!""!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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