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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多媒体教学资源管理存在的低效问题，借助AJAX、jQuery等，使用了图片滚动、异步数据加载、分

页、安全登录等关键技术，开发了基于PHP的多媒体教学资源管理系统。该系统结合实际、操作方便，能够实现对多媒
体资源的分类浏览、评论、查找等功能，提高了多媒体教学资源管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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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low efficiency of multimedia teaching resource management,with the help of AJAX and
jQuery,the paper develops a multimedia teaching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PHP,with some key technologies
like picture rolling,synchronous loading,paging,secure login,etc..With practicality and convenience,the system includ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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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of resource classification,resource search and resource commention,which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ultimedia
teaching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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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录。用户一开始打开网页主页可以选择点击这里的安全登录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性能的不断提升，多媒体技术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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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学中的应用也越来越深入。然而海量的网络教育资源既
为教育带来了强大的服务功能,也为资源的建设与管理带来了
[1]

新的挑战 。如何开发和研制高质量的多媒体教学资源是许多
[2]

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建立功能完善的多媒体教学信息
[3-7]

后登录账号密码，登录界面为系统弹出层，点击安全登录时
会触发。
(2)在顶部图片下方为网站的导航条，该导航条分别链
接向不同的浏览界面：新闻列表、资源分类、资源更新、资
源评论、下载排行。点击不同的按钮可将该页面对应内容加

，

载到导航条下方body区域。另外系统的后台管理入口也在这

也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本文设计并实现了基于PHP的

里，点击管理登录后可链接至系统管理员登录界面，登录成

多媒体教学资源管理系统，该系统可以实现对多媒体教学资源

功后即可跳转至后台进行相关管理操作。

管理系统，更加有效的管理多媒体教学资源显得非常必要

的有效管理，能够很好的支持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2 多媒体教学资源管理系统设计(Design of the
multimedia teaching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2.1 系统界面设计
一级主界面是整个系统的入口界面，这个界面实现的功
能主要包括向其他子页面的跳转和显示一些相关子页面的部
分信息等。具体的功能如图1所示。
(1)页面顶部右上角有两个可选：a.设为首页；b.安全登
基金项目：2014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高〔2015〕33号).

图1 主界面功能布局

Fig.1 The main interface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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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导航条下方页面主体部分，该部分首页显示了其他
页面相关的部分信息内容，例如新闻中心显示了最近发布的
新闻或者公告；资源列表为部分资源的名称和上传日期；资
源讨论显示最近用户进行的评论；下载排行显示了最近下载
次数由多到少的前几名资源。

2.2 数据库设计
根据系统所设计的功能，用户需要对不同的数据进行查
找删除和添加操作，管理员要对数据进行增、删、改、查操
图3 后台功能

作，针对每种数据类型创建实体，所以多媒体教学资源管理

Fig.3 The background function

系统所使用的实体有五个分别为用户实体、评论实体、多媒

(1)用户登录：多媒体教学资源管理系统供校内师生使

体资源实体、新闻实体和咨询建议实体。

用，使用者账号密码无需注册，由系统管理员按照教室编号

师，后台管理为管理员，用户相关的信息保存在数据库中，

和学号同一分配，这样可以保证系统用户为校内师生，避免

包括用户ID、用户类型、用户姓名、用户密码。

了有不良企图者上传与教学资源无关的内容，以及可以很方

(3)多媒体资源实体：用户上传的多媒体资源会存储在数
据库中，包括资源ID、资源名称、资源简介、上传日期、存
储路径、资源类型、作者、资源大小、下载次数、资源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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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包括评论ID、评论内容、评论日期、评论人。

便管理系统用户。当用户未选择登录但是需要发表意见或者
下载教学资源的时候，系统应该给出提示让用户登录后进行
相关操作。

z.

(2)评论实体：用户对资源进行的相关评论会存储在数据

m

(1)用户实体：多媒体教学资源的主要用户有学生和老

(2)新闻浏览：多媒体教学资源管理系统主要用户为学生

和老师，所以提供关于学校的一些公告和通知是非常有必要
的。浏览的信息主要包括新闻标题、新闻发布日期、新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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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上传者。

(4)新闻实体：系统发布的公告或者新闻会存储在数据库

容、新闻列表。
(3)资源浏览：该功能模块主要实现用户通过不同方式实

中，包括新闻ID、新闻名称、新闻内容、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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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咨询建议实体：用户的咨询和建议会存储在系统的数
据库中，包括咨询ID、咨询问题、回答、建议。

现对各种媒体资源的浏览。主要包括：多种方式浏览、多媒
体资源排列、自动统计：记录用户下载、浏览次数等。
(4)资源上传：多媒体教学资源上传首先需要进行权限验

的数据库包括五张表：用户表、评论表、多媒体资源表、新闻

证多媒体教学资源上传的权限只有教师拥有，所以在上传之

表、咨询建议表。由于篇幅所限，每个表的细节不再详述。

前需要使用教师账号登录系统，才能上传多媒体教学资源。

2.3 系统流程及功能设计

上传的多媒体资源主要包括：上传资源名称、资源作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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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程序功能设计的要求和功能模块的划分，本客户端

客户端程序在功能设计上共分为前台和后台两个模块，

源类型、资源简介、上传日期等信息。

前台包括：主页、安全登录、新闻列表、多媒体资源分类、

(5)资源评论：在多媒体信息管理系统中，用户所上传的

资源评论、咨询建议等模块；后台包括：用户管理、新闻管

资源其他用户下载后可以对该资源做出评论，方便对资源的

理、资源管理、评论管理、咨询建议管理模块。为了方便用

质量做出评判，用户可根据评论内容选择是否下载。
(6)用户管理：系统的主要用户为学生和老师，用户管理

户的操作，便将这些功能模块的入口并行在前台界面中，所
以整个系统的流程及前台，后台功能如图2和图3所示。

的具体功能包括用户浏览、添加用户、删除用户。
(7)新闻管理：新闻模块可以显示学校相关公告的新闻，
具体的要求包括：新闻浏览、添加新闻、编辑新闻、删除新
闻。
(8)资源管理：由于系统资源基本都是由系统用户上传，
不考虑管理员发现合适的资源从后台添加到系统，如果需要
可由管理员用教师账号上传至系统，具体的功能要求：资源
浏览和资源删除。
(9)评论管理：系统用户在使用时可对资源的使用情况
做出一个公正公平的评论，在此模块的功能要求包括评论浏

图2 前台功能

Fig.2 The foreground function

览、评论删除、账户封停或者注销操作。
(10)建议管理：系统允许用户和管理员在前台有一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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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用时的故障疑难解答平台，在此模块的功能要求包括

“对不起，您还未登录。”当用户选择“登录”的时候，系

建议浏览和建议删除。

统应该弹出登录界面并且可以正常登录成功，用户登录成功

3 多媒体教学资源管理系统关键技术(Key
technology of the multimedia teaching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后应该在系统上方显示用户账号信息，并提供用户个人信息
管理的入口。当用户未选择登录但是需要发表意见或者下载
教学资源的时候，系统应该给出提示让用户登录后进行相关

(1)图片滚动

操作。

系统前台主页界面显示多媒体资源的信息时采用了图片

4 结论(Conclusion)

滚动技术，具体的实现过程和方法如下：

本文给出了基于PHP的多媒体教学资源管理的设计与实
现，包括系统的需求分析，功能的设计与实现，以及在系统

列表，每个<li>列表中包含<img>图片标签和超链接标签，

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关键性的技术。本系统具有功能齐全、界

超链接指向图片相关的资源信息界面。

面友好、运行稳定等特点。本文的研究能够较为对于高校教

并计算图片尺寸和列表个数，得出图片和列表个数的乘积。
③列表对齐方式为浮动向左，为列表添加滑动事件，间
隔时间为3000ms，位置设置为绝对定位，每隔3000ms设置列

学资源的信息化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广
和应用意义。

co

②主页面打开后自动加载列表中<img>路径下的图片，

m

①前台界面建立一个<div>标签区域，容器中添加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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