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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学习社区系统移动端应用的分析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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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移动端应用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使得基于“互联网+”学习社区系统的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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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移动端。本文在探讨了学习社区系统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及系统选择的依据后，着重分析了系
统的移动端浏览和社交软件辅助登录的应用。在针对这两种应用对系统进行了配置后，对配置结果进行了验证。验证结
果表明，配置后的系统可以有效支持移动端浏览及社交软件辅助登录，为教师的辅助教学活动提供了与时俱进的“互联
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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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nfiguration of Mobile Terminal Application in
"Internet+" Learning Commun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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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technology,mobile application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As a
result,more and more auxiliary teach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Internet +" learning community system will take place on
the mobile terminal.After discussing the role of learning community system i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he basis of system
selec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terminal browsing and social software assisted login.After the system
is configured for these two applications,the configuration results are verified.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fig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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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can effectively support mobile terminal browsing and social software assisted login,providing advanced "Internet +"
support for teachers' assisted teach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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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便地组织在一个环境中集中学习，成为教师提高教学质量一

“互联网+”是变革教育的技术基础[1]，在国家号召下，

个重要手段。虽然网上也有很多问答解题类的网站，但其

随着技术的发展，教学活动与互联网的联系越发紧密了。通

专业性和方便性不如为班级量身定制一个专门的学习社区

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提高教学效率成为课程教学的必然趋势[2]。

目前以教育资源共享为特点的“互联网+教育”模式正式被我
国推广运用 [3]。不断有新型的教学形式涌现，比如 Mooc(慕
课)、微课、翻转课堂、手机课堂等等 [4]，其中雨课堂更是密

系统。这种环境中相当于是课堂的延伸，使同学们在课上学
习、课下解疑、训练变得极为方便[5]。
近年来随着移动端及社交通讯软件的流行，学生登录
网站的手段悄然发生了变化，更多的同学开始用手机登录网
站。为了使同学们的学习变得便捷，一个与时俱进的学习社

切地使用了移动互联网技术，达到了课堂与网络的深度融

区系统应该考虑移动端的使用场景。教学中应用微信功能作

合。教学过程除了课堂教学外，课后的辅助环节也是非常重

为对传统课堂的有效补充,能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要的。学习社区系统的作用正在于此，可以在课外把学生方

性,提高教学效果[6]。

基金项目：沈阳师范大学大创校级重点项目(20181016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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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分析(System analysis)

系统的注册和登录，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有效增加用户

一般来说，移动端网站应用有两个典型应用场景。一是

的使用兴趣。

通过移动端浏览器直接访问网站进行操作，这会带来页面布

手机的屏幕比电脑的要小很多，直接浏览会导致文字太

局问题。与电脑屏幕相比于，手机的屏幕要小很多，直接用

小而看不清楚，所以将学生社区系统配置成适配手机可浏览

手机屏幕显示为电脑屏幕设计的网页，会影响使用者的浏览

的响应式布局是十分必要的。为了让网站适应不同平台的屏

体验，所以在这种场景下需要对系统进行移动端优化。二是

幕以达到用户满意的浏览体验，人们做出了许多努力。1999

利用手机上的社交APP直接注册并登录网站，这可以减少登

年人们提出了WAP协议用于信息的移动端访问 [8]，但由于其

录社区系统的操作步骤，方便学习。

与HTML的兼容性、重复性等问题而逐渐被淘汰。2001年就
有网站实现了页面布局自适应浏览器视宽的功能 [9]。2010年

比较好的选择，它不但有着强大的负载能力，而且在及移动

Ethan Marcotte 提出了响应式Web设计(RWD)的概念，将其

端浏览及社交软件注册登录都有着较好的支持。系统采用流

定义为流动布局(fluid grid)、弹性图片(flexible images)以及

行的php语言实现，支持流行的开源数据库mySQL，这使得

媒体查询(media queries)[10]。随后RWD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系统更容易被用户接受。在扩展性上，系统也进行了设计，

但RWD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不适合复杂排版页面、消耗更多

吸引了大量的二次开发者并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系统，联合开

用户流量等资源、不利于搜索优化和排名以及浏览器兼容性

[7]

发公司配套的其他软件产品可以让系统功能得到极大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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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比较了几种流行的社区网站系统后，Discuz!系统是

问题等[11]。

Discuz!系统并没有追求使用RWD，而是通过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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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z!系统虽然在功能的实用性上做得比较好，但在系

的WEB参数来辨识是否为手机端登录。系统通过对$_

改进。比如页面代码设计的可重构性上，以及数据库设计的

SERVER['HTTP_USER_AGENT']的内容进行判断，具体情

合理性上都需要进行系统的改进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及系统

况如图2所示。从图2中不难看出系统在客户端访问网站时要

本身的发展。系统的部分类继承示例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

进行判断以决定以何种方式进行显示。实际用户从手机访问网

看出类继承较“简单”，并没有体现更多的“对扩展开放，

站时将被引导进入网站m目录并使用手机模板进行显示，手机

对修改关闭”的设计模式原则。此外，系统配置模块比较烦

模板是专门为手机端定制的，可以更清楚地显示页面内容。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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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缺乏系统性，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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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设计的科学性上与国际前沿的软件相比还有很多地方需要

图1 部分Discuz!类继承情况

Fig.1 Some Discuz! classes inheritance

但瑕不掩瑜，Discuz!系统的实用性是经过多年磨合、改

图2 客户端类型判断

Fig.2 Client type determination

进的，其功能齐全且实用是毋庸置疑的。其实用性、易用性
及丰富的社区功能是同类其他开源软件无法达到的，所以作
为一个供班级学生活动且希望功能上实用、易用的学习社区
系统来说，Discuz!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3 系统配置及应用(System configuration and
application)
现在移动端已经非常普及，学生基本人人都有手机，都

图3 微信登录配置

Fig.3 Wechat login configuration

有微信账号，使用手机登录网站已经是非常方便的事情。为

考虑到目前使用手机已经成为人们上网的便捷工具，系

了让系统能更好地为同学们服务，应该让系统支持移动端的

统支持让用户通过手机已有账号快速注册并登录。这就极大

使用并能有效利用人人已有的流行社交APP的账号信息简化

地方便了学生登录系统，减少了注册账号等重复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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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需要申请一个微信开发者账号并得到自己的开发者凭

值。总之，该学习社区系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互联网+”理

据。然后以系统管理员的身份进入系统，即可配置系统的微

念，实现了将流行的移动端互联网技术与教学活动的深度融

信登录功能，在“管理中心”->“应用”中找到微信登录插

合，不但促进了学生计算机技术和课程的学习，同时也为教

件并启用，在展开的配置选项里填入开发者凭据，并根据需

师教学活动课下环节提供了有力的辅助手段。

要设置好登录特性。这样在网站首页会新增出现一个微信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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