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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进入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网站(arch.kmust.edu.cn)，下载并解压软件:“OR平台客
户端.exe”并放置在桌面。 

2、如安装了360或其它杀毒软件，请将本程序添加至文件白名单，以防杀毒软件误报。 

PC端——下载与安装 

设置 

白名单 

添加 

点击下载 



1、学生上传作业：填写作业基本信息 

PC端——学生应用 

添加教师 

提交作业页面 

如果小组完成，添加小组成员名单 

添加教师 

依次填好上述内容后，
点击下一步 

更改登录密码 

核对班级&学号，
区分相同姓名同学 

这两位教师
可分别评阅 



1、学生上传作业：上传作业文件 

PC端——学生应用 

上传作业页面 

1、确认选中刚才新添
加的作业提交记录 

4、选中多张图或文件 

2、选图纸类型 

4、批量上传 

3、A0+支持最大3
张A0横排或竖排，
200DPI 

A1幅面(含)以上图纸请转JPG格式
上传，不要打包成PDF格式提交 

只有JPG、PSD、TGA等图像
格式图纸才可进行图上点评发言 



1、调整上传图/文件：排序、删除、旋转图等。 

1、右键弹出菜单 

2、Ctrl或Shift+左键
选中多个文件/图 

3、旋转图，删除或调
整选中的图 

4、显示下一页或全部 

快捷图标：修改作业信息，删除作业，导
出作业离线文件，查阅评阅详情，说明书 

拖动左窗体边框可调整
左右窗体显示比例 



2、调整、修改、补传作业：可以在此进行作业调整，不必重新提交造成重复。 

Shift或Ctrl+左键连续选中多个文
件，点右键可删除或调整图序号 

修改作业基本信息操作，不会影
响作业提交时间。 

可调整图序 

还可以继续补传作业，再调整图序至对应位置。 

在老师还未批改或归档
之前仍然可以替换图纸，
提交时间以最新的为准。 

PC端——学生应用 

Shift或Ctrl+左键连续选中多个作业，
点右键可导出自己历史作业原图。 

上传完毕后，请依次调阅
每个上传文件，确保内容
和排序正确。 

Word需转成PDF格式上传，
图像需压缩，文件尽量小。 



PC端——学生应用 

3、导出自己历史作业原图、修改作业信息。 

修改作业信息不会影响
作业提交时间。 

下载和导出本人历史作
业原图/原文件 



PC端——学生应用 

4、查看教师评阅详情。 

多名教师共同评阅给定成绩，评分出现的顺序与评语出现的顺序一致 



PC端——教师应用 

一. 教师OR评图流程 

查阅作业 
筛选作业到相应
的《作业等级收

藏夹》 

教师内部发布
《作业等级收藏

夹》 

1. 教师在自己电脑上划分作业等级 

依据公开评图结果给定每份作业分数、等级和具体评阅意见 

3. 教师在自己电脑上填写成绩、等级、评阅意见 

将各位老师A、D等
级作业现场在电子
大屏幕调出展示 

年级组集体评选出A、
D等级作业，添加至
年级组长登录的《作
业等级收藏夹》 

向师生发布《作
业等级收藏夹》
公开评图结果 

2.年级组公开评图 



1、教师在自己电脑上筛选作业等级。（以2年级幼儿园设计为例） 

PC端——教师评图 

1.Ctrl或Shift选中提交给 
‘我’的作业 

2.点 <图集浏览>按钮，
进入快速浏览页面 

1.1. 教师登录OR，将提交给‘我’的作业图浏览、批阅，作业分级并加至对应的<收藏夹> 

拖动左窗体边框可调整
左右窗体显示比例 



PC端——教师评图 

1.Ctrl或Shift连续选图，右键
弹出菜单添加<我的收藏夹> 

双击可放大看高清详图 2.新建作业等级收
藏夹，并命名 

3.选中收藏夹 

4.添加选中的3张
图 

5.重复上述操作，继续添加相
应作业至<我的收藏夹> 

1.2  浏览图纸，作业等级归类，添加至对应等级的收藏夹。 

1、教师在自己登陆帐号上划分作业等级。（以2年级幼儿园设计为例） 

该收藏夹图纸数量 

双击查看收
藏夹内图纸 



PC端——教师评图 

1.3  图上点评  

 
 

绘图工具栏：绘图、移动
图纸、撤销、恢复、保存 

右键菜单文字发
言或绘图发言 

放大图纸，被遮挡
评语内容会显示全 

查看高精
度原图 

右键导引
图菜单 

1、教师在自己电脑上划分作业等级。（以2年级幼儿园设计为例） 

 
 

此处为文字发言位
置，鼠标可拖动 

 
 

鼠标可拖动  
 

此处为文字发言位
置，鼠标可拖动 



PC端——教师评图 

1.4  图上点评  

 
 

鼠标移至发言方块，同
一发言变色(含绘图) 

 
 

鼠标移至方块处，右键菜
单可修改、删除本人发言 



PC端——教师评图 
1.4 在各等级<收藏夹>之间调整作业 

1.选中“幼儿园设计B等”，
点<查看、调整内容> 

2.Ctrl或Shift选中多张图，可继续在<幼儿园
设计B等>收藏夹中调整内容，包括删除、添
加至其它收藏夹、调整顺序。 

经过上述调整，每位老师将自己学生作业进行等级分类，挑选出A、D等作业进行年级组公开评图。 



PC端——教师评图 
2. 基于电子大屏幕的年级组公开评图 

现场纸质挂图与大屏幕相互配合，快速调
阅图纸，评定图纸成绩等级。 

建筑2年级设计作业评图 规划3年级设计评图 

建筑3年级设计作业评图 



PC端——教师评图 
2. 基于电子大屏幕的年级组公开评图-以2年级城市生活发生器设计为例 

2.1在现场，用年级组长帐号登录OR，将各位老师选出的A等作业全选->添加“城市生活发生器-评
图结果-A等”收藏夹，统一展示。 



PC端——教师评图 

2.2  删除或添加作业，对各等级的作业收藏夹进行调整。 

     重复上述操作，年级组集体选出各等级作业集，向学生发
布，各位老师回去后依据评图结果填写每份作业具体分数、评
语、等级。 

• 每个人建立的收藏夹内容别人无权修改。 
•收藏夹只是自己建立的一个链接，删除收藏夹中内容并不
会影响作业本身。 
•收藏夹分享。自己收藏：别人都不可以看到。教师内部发
布：其他教师可见，学生不可见。 教师发布：所有人都可
以看到。 



OR应用实例——多校联合课程设计 

以昆明理工、惠州学院、长春工程学院三校2年级城市生活发生器联合课程设计为例 

A.管理员后台设置好
外校师生OR帐号 

B.同学们按时提交阶
段和最终成果图 

C.各校教师在OR上
评阅本校作业，推出

参评优秀作业 

D.管理员后台重新提
交参评作业给三校教

师 

E.三校教师分别进行
评阅 

F.后台管理员导出三
校教师评阅结果

Excel表 

G.依据成绩排出获奖
等级 



1、作业批改、导出作业原图：填写分数和作业评语，教师批改结果和公开范围。 

PC端——教师批改作业 

右键弹出菜单 

分数只对学生本人和
教师可见，不对其他
同学公开。 

B等以上对所有人都可见，当
等级低于B时，对其他同学等
级将隐去，只显示**。 

教师批改后，学
生不可修改作业 

作业提交时间范围 

批改状态，作业被锁定，学生
不可以修改和替换作业。 

邀请其他老师共
同批阅。 

“我的评阅” 

导出作业原图（离线文件）另存为 



2、填写评阅意见、等级和得分，评阅结果暂存或提交 

PC端——教师批改作业 

提交后即发布，不可
更改，学生即看到 

暂存后仍可继续修改，
都调整好以后再提交 

如果录入项变灰，且不可更改，表示
该评阅已提交或作业已归档。 

未提交（暂存）的批阅有*号标识，
只有教师本人可见，仍可继续修改 

仅显示未评阅作业清单 

评阅模版：评分项目数量，项目内容，各项得分权重等设置，系统管理员依据需要可在后台调整。 

建议每份作业先暂存（即使
关电脑仍保存在网络上），
都调整好最后再提交 



PC端——教师评阅模版设定 
1、每门课程分别对应不同的评阅/评图模版，可自定义评阅内容，数量和各项得分权重，由管理员在
OR后台设定好，教师评阅时会调出对应的模版界面。 

每门课程对应一个评阅模版，如
未指定，缺省是“默认模版” 

默认模版 



PC端——教师评阅模版 
示例-三年级博物馆设计评图模版 

OR管理员定义模版 教师评阅界面 



PC端——教师导出作业离线文件 
1. 如遇网络不稳定，教师可以一键批量导出评阅作业的离线文件，线下查阅。 

Ctrl或 Shift+
左键选中作业
清单 



1. 一键快速检查某门课程作业提交情况，统计按时、迟交、未交学生名单并导出Excel表 

PC端——检查作业提交清单 

OR可以按课程，以班级为单位，对学生提交作业情况进行检查，一键统计出按时、未交和迟交学生
名单，生成和导出EXCEL表。由于全院课程较多，请同学提交作业时，务必核对课程号+课程名，避
免因课程名称相近，提交错误导致成统计数据错误。 

起止时间尽可能放宽一些，将本次
作业可能的提交时间都要包含进去 

快捷工具栏 

课程清单：在系统中选择一门课程，如果某班级一部分人选修A课程，另一部分选B课程，可以将两门课程同时添加至
清单中，课程请选择，勿键盘手工输入。 



PC端——检查作业提交清单 

2.生成并导出作业提交情况Excel表 



2、导出学生评分、评语等另存为EXCEL表格，方便录入教务成绩系统。 

PC端——教师应用 

4、右键弹出菜单 

排序功能：可以点任意标题
列进行排序，如按成绩、学
号、姓名等。 

2、选择作业 

3、Ctrl或Shift+左键
选中要导出的条目。 

1、选择作业库。 

查询功能 

5、点右键弹出菜单，“导
出选中另为EXCEL”。 



4、上传教学资源，成果：可以上传教学档案(四大件)、教学案例、参会资料、获奖奖状、照片档案、参
考资料等。 (1) 填写资源信息。 

PC端——教师上传资源 

3、选择分类 

1、选择教师上传 

2、选择类型 

4、选择权限（不公开只有
后台系统管理员可以看到） 

5、确认提交 



4、教师上传教学资源，成果: 
(2) 上传资源文件。 

PC端——教师上传资源 

1、点击刚才新添加 
      的资源提交记录 

4、选中多个文件 

2、选择文件类型 

3、点击批量上传 

5、点击“打开”
开始上传。 



4、教师上传教学资源，成果: 
(3) 查阅、编辑、修改、删除、补传、追加自己提交的资源。可以修改已提交的资源，不要重复提交
。 

PC端——教师应用 

Shift或Ctrl+左键连续选中多个文
件，点右键可删除或调整图序号 

要先删除提交记录下面所有的
文件，才能够删除提交记录。 

可调整图序 

还可以继续补传
文件，再调整图
序至对应位置。 

查阅自己提
交过的资源 

修改提交内容或导
出上传过的资源。 



PC端——师生图上点评和互动交流 

双击即可调阅该作业所
有图纸，进入图集展示。 

或双击这里，进入单张详图浏览
模式，并可以在图上发表评论。 

1、选择要查看的作业。 



PC端——师生图上点评和互动交流 

双击这里进入单张详
图浏览模式，并可以
在图上发表评论。 

点击图片或者按
键盘“←”“→”
键可翻动图纸。 

图上有32条评论 

2、双击进入图集展示。 



3、图上点评，互动交流：添加、编辑、复制、删除、移动评语。 

PC端——师生图上点评和互动交流 

 
 

编辑、删除评语：在本
人发表的评语方块处点
右键，弹出菜单进行。 
移动评语：在本人发表
的评语方块处点右键，
弹出菜单先剪切，然后
再适当位置处粘贴。 

右键菜单选择
文字发言或绘
图发言，也可
二者结合。 

教师和学生的评语分
别用红色和蓝色显示，
学生自己的发言则会
显示橙色。 

 
 

双击图纸任意位置或右
键菜单可发表评论。 



PC端——师生图上点评和互动交流 

4、图上点评，互动交流：文字、绘图发言。 

 
 

进入绘图发言后会出现下列工具栏，依次为
绘图、移动图纸、撤销、恢复、保存绘图。 

右键菜单可选
择文字发言或
绘图发言，也
可二者结合。 

放大图纸，被遮挡
的评语内容会显示。 

 
 绘图完成后点保存，在弹出文

字录入框输入发言，继续点保
存。按下评语框红色左上角拖
动可进行文字发言位置选择。 当需要看更高

精度的原图时，
点此按钮。 



1、查阅作业库  

PC端——查阅功能 

4、双击即可调阅
该作业所有图纸。 

7、Shift或Ctrl+左键选中多条，点
右键弹出菜单，可批量调图。 

6、双击这里可以进
行单张图纸的调阅，
可以在图上发表评论。 

2、点开“+”号，
浏览更多内容。 

1、点击作业库 

3、点一下标题，可以
排序，再点一下则倒排。 

5、右键可弹出菜
单进行其他操作。 

图集展示 

搜索引擎 

这里会显示当
前在线的用户 

点击作业之后这里会显示图纸
缩略图，便于快速查看作业。 



调整作业库浏览分类显示：（1）调整分类顺序  

点击分类项，可前后
拖动，调整分类顺序。 

PC端——查阅功能 

“班级”分类调整
到了“课程前面”。 



调整作业库浏览分类显示：（2）取消和添加分类  

PC端——查阅功能 

点击分类项，拖动到下方分类行，可取消分类；
同理，将下方分类行拖动到上方，可添加分类。 

“所属学年”分类被取
消，放在了下方分类行。 



图集展示 

PC端——查阅功能 

双击这里可以进行单
张图的查阅，可以在
图上发表评论。 

点击图片或者按
键盘“←”“→”
键可翻动图纸。 



2、查阅教学资源库：包含课程档案、优秀作业、获奖奖状、照片档案、讲座PPT和录像等。 

PC端——查阅功能 

5、双击这里进行单张图纸或文
件的调阅，JPG以外文件双击以
后会用其他软件打开进行查看。 

2、点开“+”号，
浏览更多内容。 

1、点击作业库-教学资源库 

点一下标题，可以排序，
再点一下则倒排。 

4、右键可弹出菜
单进行其他操作。 

图集展示 

可输入关键信
息进行查询。 

点击作业之后这里会显示缩
略图，便于快速查看资源。 

6、Shift或Ctrl+左键选中多条
，点右键弹出菜单，可批量查看
。 

3、双击即
可调阅该资
源所有文件。 
 



PC端——我的收藏夹 

1、虽然因作品知识产权限制不能够下载，但可以利用“我的收藏夹”保存自己喜欢的作业，方便随
时调阅。 

右键弹出菜单 

双击调阅 



PC端——向大家共享我的收藏夹 

2、教师、学生可以向大家共享“我的收藏夹”内容。 



PC端——教师用户通过“我的收藏夹”获取作品原图 

3、原则上，教师只能够在自己的终端下载提交给本人评阅的学生作业离线文件。 
       
      因教学需要，教师如需使用其他同学作业或教学资源离线文件时，先将需要的作业添加到“我的
收藏夹”，然后通知平台管理员，管理员审核后将在后台下载离线文件后发邮件。 
 

管理员界面 



PART 



1、Iphone、Ipad安装，扫描二维码（先删除旧图标）： 

APP——下载与安装 

IOS安装 

Android安装 

2、   Android手机，扫码安装。或百度搜索“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官网-OR移动平台
移动版 (如原来已经安装过，请删除旧图标重新安装。) 

IOSApp安装好，授信后才可使用：设置-
>通用->设备管理->企业级应用->信任
XXXXX 

删除旧图标 



输入学号/工号，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或6位出生年月日。 

APP——登录界面 

选择所属学校 



1、点击我的作业，可查看已提交的作业，每条记录下方可显示等级、评分、图纸评论数量等。 

APP——学生应用 

上下滑动进行查看 

看图看内容 

点击我的作业 

看基本信息 



2、点击显示作业缩略图，点击右上角评论图标可查看作业批改详情。 

APP——学生应用 

上下滑动查看详情 

点击作业信息 

作业信息： 
 
设计题目 
 
学生 
 
指导老师 
 
评阅老师 
 
提交时间 
 
分数等级 
 
教师评语 
 



3、点击单张图纸查看大图，放大可看到评论按钮，点击按钮可查看评论详情。 

APP——学生应用 

两指滑动可 
放大或缩小图纸 

点击图钉显示评论 
或继续放大显示所
有评论 

放大 

缩小 

图钉颜色 
 
教师-红 
 
学生-蓝 
 
学生自己-黄 



4、在图纸上选择任意位置长按，可在当前位置发表评论，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互动交流，点击上方评论
图标，可查看当前图纸的所有评论。 

APP——学生应用 

长按新发表评论 

上下滑动进行查看 

长按自己的评论 
可删除 



1、查阅和批改作业：登陆以后点击“我的学生”，可查看所有提交给自己的学生作业，点击上方按
钮可选择时间年限。 

APP——教师应用 

点击选择时间年限 

点击我的学生 



2、查阅和批改作业：点击某条提交记录可查看作业详情，点击上方按钮可进行作业批改。 

APP——教师应用 

点击查看 点击批改作业 

上下滑动进行查看 



3、查阅和批改作业：点击按钮后进入批改界面，输入评语、分数、等级，移动设备还可支持语音输
入评语文字。点击单张图纸，在任意位置长按可进行评论，对图纸针对性点评。 

APP——教师应用 

输入评语、分数、
等级 

长按发表评论 



硕士论文评审 

APP——教师应用 

点击论文 

点击查看详情 

上下滑动进行查看 



硕士论文评审 

APP——教师应用 

点击文件可用手机
软件查看（如WPS） 

点击查看作业信息 



查阅作业：可直接输入“作业名字、学生名字、教师名字、班级名字、课程名”进行查询。 

APP——查阅功能 

选择需要查阅的 
作业类别 

多个查询关键词 
用空格分隔 
 
作业内容 
资源内容 
学生姓名 
教师姓名 
班级 
等级 
类别 
 
 
 
 

上下滑动进行查看 



查阅作业： 

APP——查阅功能 

点击查看 

点击查看作业信息 

上下滑动进行查看 



APP——师生图上点评和互动交流 

放大可查看评论 

长按发表评论 
（可匿名发表） 
长按可删除自己 
的发言 



APP——师生图上点评和互动交流 

师生之间交流 同学之间交流 

上下滑动进行查看 



PART 



“联合设计”是“互联网+建筑教育”实验室最新开发的一个功能模块，加入了远程评图、移动App等
功能，用于校、校联合毕业设计，校、校联合课程设计，校、企联合设计。作为多方（包括企业）师生
交流、评价和资源共享平台，同时也作为教学过程管理与控制、成果图档案管理平台。 

联合设计 



联合设计——学生应用 

1、学生上传作业：填写作业基本信息 

提交作业页面 

如果小组完成，添加小组成员名单 

添加教师 

依次填好上述内容后，
点击下一步 

作业名称 

选择联合设计 



1、学生上传作业：上传作业文件 

联合设计——学生应用 

上传作业页面 

1、点击刚才新添加 
      的作业提交记录 

4、选中多张图片 

2、选择文件类型 

3、点击批量上传 

最大支持三张
A0（200DPI）
竖排或横排 

5、点击“打开”，
开始上传。 



2、调整、修改、补传作业：可以在此进行作业调整，不必重新提交造成重复。 

Shift或Ctrl+左键连续选中多个文
件，点右键可删除或调整图序号 

如果基本信息录入错误，只能够删
除之后再重新提交，而且要先删除
提交记录下面所有的文件，才能够
删除提交记录。 

可调整图序 

还可以继续补传
作业，再调整图
序至对应位置。 

在老师还未批改之前仍
然可以替换图纸，提交
时间以最新的为准。 

联合设计——学生应用 



教师上传资料 

3、选择分类 

1、选择教师上传 

2、选择联合设计 

4、确认提交 

联合设计——教师应用 



查阅作业： 

联合设计——APP界面 

点击联合设计 点击查看作业 

上下滑动进行查看 



PART 



清除缓存、修改用户密码 

修改win客户端和手机App端的
登录密码，不少于6位（数字或
字母），修改后需牢记密码。 

清除系统中临时
下载缓冲数据。 

设置 

选择设置 



1、如外网访问网速较慢，启用数据缓冲：先进行数据缓冲下载；或在校园网内任意电脑下载至U盘、移
动硬盘中，回家后插入电脑，就可以在任意时间不受网速影响查阅了。 

常见问题解决 

1、选中需要查阅的作
业，点右键弹出菜单。 

2、可以选择U盘或移动硬盘下载，
回家后插入电脑，系统会自动识别
。 



2、每次调取文件系统有错误提示。 

常见问题解决 

极少旧电脑可能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窗口 

1、选择设置 

2、取消勾选，指定缓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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