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天空产品功能列表

项⽬ 分类 功能点 描述

⽹校前台⻚⾯
⾸⻚

（模板化设计，⾃由更换喜欢的样
式）

顶部通⽤头导航 登录注册⼊⼝，⽹校⾸⻚和后台功能⻚⼊⼝，独⽴域名下可调整显示的内容。

⽹校Logo 图⽚⼤⼩不超过2MB，仅⽀持jpg、jpeg、gif、png,最佳尺⼨为 250x90，点击logo后会打开该
链接对应的⻚⾯，链接类型不限。固定链接，跳⽹校⾸⻚不可设置。

搜索框 搜索⽹校内的课程。

导航栏（⾸⻚、课程中⼼、公告、关于我
们、名师团队、在线答疑等）

导航最多显示12个模块，可添加10个⾃设模块，添加的模块显示在⽹站提供的默认模块之后；
模块名称更改后，模块内容不随名称⽽更改，且排列顺序不变。

⾸⻚内容展示 根据选择的⾸⻚模板，⾃由添加需要显示的内容，个性化⾃由设计。

在线客服 可添加在线QQ等客服咨询⽅式。

⻚脚信息 独⽴域名下可编辑⻚脚信息，⻚脚在AS域名下也可以编辑，顶栏设置只可以独⽴域名下编辑

⽹校后台⾸⻚

账户⾸⻚
（⽹校信息和数据的概览，每项功能
都可点击详情进⼊对应的功能操作⻚

⾯）

⽹站内⼴告 5个轮播图。

课程学习情况概览 最新时间⾥，某个课程被某学员学习了的展示。

快速⼊⼝
管理⽹校⾸⻚、显示/隐藏服务功能、发布课程、发布公告、发布直播课程、设置学员注册信
息。

产品更新 ⽹站产品更新公告。

热⻔课程 根据课程被观看的⼈数进⾏排列展示。

答疑提醒 显示有多少⼈在某⼀个课程下进⾏了提问，提醒回复。

昨⽇浏览量 浏览量和访客量。

私信提醒 ⽹站站内信的概览。

昨⽇新增学员统计 显示前⼀天新增的学员数量和总的学员数量。

学习卡组统计 已经创建卡组类型和数量，已使⽤的卡数量。

授权数统计 授权数的统计，包括累计购买的授权数量、已使⽤的授权数量和剩余的授权数量。

管理员信息 管理员账号的信息。

机构信息 机构头像、机构名称、主营领域，可在此处修改。

⽹校开通信息 关于⽹校的⼀些基本信息以及⼀些操作的快速⼊⼝。

教学互动

我的私信 站内信的管理，可收发站内信。

互动论坛 ⽀持版块，专区，发贴，推荐，投票，热⻔， 最新，来访，横幅。

⽹校答疑 查阅所有课程下的提问，并进⾏回答。

授权管理
授权购买记录 查看所有授权的购买时间以及剩余数量，并可在此⻚⾯直接进⾏购买。

已使⽤授权 查看已使⽤授权的具体使⽤情况，什么时间通过什么⽅式使⽤的授权。

内容分销

我的课程市场 可以将本⽹校的课程放到课程市场中供其他机构采购。

市场购买的订单 课程市场中本⽹校购买其他⽹校课程的记录。

市场售出的订单 课程市场中本⽹校课程的卖出记录。

管理我授权的代理 其他⽹校机构可成为本⽹校的代理商家，出售本⽹校的课程。

管理我申请的代理 可申请成为其他⽹校的代理商家，出售其他⽹校的课程。

营销推⼴

⼆级分销 通过社交裂变，提升销售业绩，帮助商户实现分销渠道裂变

积分商城 积分商城促进学员留存及活跃度

秒杀 限时限量抢购互动，促销利器

请好友看 分享好友⼀起学习，不知不觉推⼴课程，销量翻翻翻

能⼒引流 依托于能⼒天空平台进⾏引流，2千万学习者都是潜在学员。

能⼒⼴告 在能⼒天空投放⼴告，根据学习记录，浏览记录，我们为您精准匹配学员。

拼团优惠
较强的社交营销效果，刺激⽤户进⾏主动转发，并利⽤熟⼈关系完成⽼带新，最终使得成团数
裂变增⻓，提升销量必备裂变神器。

学习卡
添加并管理各种学习卡，⽬前⽹校中有的学习卡类型：试听卡、充值卡、充课卡、补课卡、代
⾦卡。

裂变推课
推课赚钱是能⼒天空平台为⽹校机构打造的⼜⼀招⽣利器。⽹校可以将⾃⼰的收费课程推
⼴给⾃⼰的学员或者合作伙伴，让他们帮你推⼴课程，从⽽获得更多的⽣源。

推⼴招⽣ 可以给机构每个招⽣⼈员⽣成招⽣链接，招来的学员都会有详细的统计。

⽹校会员
⽹校会员是为⽹校打造的新型课程销售⽅式，⽹校可以将⾃⼰的课程打包成会员课包，
按照时间周期以⽉、季、年卡的形式来售卖。

⻚⾯seo 填写seo信息可以让更多学员搜索到您的⽹校⻚⾯，未填写完整时，系统将为您⾃动配置
seo信息。

统计管理
浏览量统计 浏览量和访问量的统计信息。

新增学员量统计 学员新增数量的查询，可按⽇或⽉查询，或筛选时间段查询。

独⽴域名管理 查看独⽴域名的使⽤状态，以及有效⽇期。

系统设置

管理员/客服
⽹校管理员 添加⽹校⼦管理员账号，可分配不同功能权限，协作管理。

⽹校客服 设置本⽹校的客服，可⾃定义QQ或乐语等。

⽹校信息设置 ⽹校信息
⽹校信息的编辑⻚⾯，包括⽹校名称、主营领域、官⽹地址、联系⼈、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所在地区、详细地址、⽹校介绍。

⻚⾯建设

⾸⻚⾼级编辑 ⽹校的⾸⻚可不使⽤⽹校⾸⻚模板⾃由编写代码呈现需要的样式。

⾃定义⻚⾯ 使⽤代码编写新的⻚⾯满⾜⽹校的内容展示。

⽹络图⽚库
⾸⻚⾼级编辑和⾃定义⻚⾯中需要的图⽚先上传到图⽚空间中，可直接获取到编写代码时需要
的链接。

⽹校api管理 ⼀站式登录api
可通过“⼀站式api接⼝”，将同⼀学员在能⼒天空上的帐号与其在⽹校独⽴运维的⽹站上的帐号
进⾏⼀对⼀的绑定，并可在学员进⾏后续操作时，实现能⼒天空帐号与机构独⽴帐号之间的信
息同步。

登录注册设置

⾃定义登录图⽚
更换登录⽹校窗⼝左边显示的图⽚，图⽚上传尺⼨为400×300像素；图⽚⼤⼩不能超过
150KB；⽀持JPEG，JPG，PNG或GIF格式图⽚。

设置学员注册信息
选中的信息项在学员注册时，⻚⾯会显示出来，可根据需要⾃⾏选择或添加学员注册时需要填
写的选填项和必填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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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设置
logo/联系⽅式设置 设置或更换logo图⽚，图⽚⼤⼩不超过2MB，仅⽀持jpg、jpeg、gif、png,最佳尺⼨为 

250x90，点击logo后会打开该链接对应的⻚⾯，链接类型不限。（链接跳转⽹校⾸⻚除外）

⽹校装扮 ⽹校⾸⻚装扮⼊⼝，选择不同的模板⽅式，进⾏完全⾃定义的组合装扮。

⽹校模板管理

⽹校模板中⼼
该模版包含⽹校⾸⻚、该模版提供了灵活的⻚⾯板块设置（可隐藏、可排序）和⻚⾯内容管理
（⾃动读取、⼿动编辑）功能，可以对⻚⾯板块进⾏排序，可以隐藏不需要的模块。同时该模
版提供课程详情⻚和课程学习管理⻚，使得课程详情展示和学员学习状态管理⾮常专业清晰。

模板⻚⾯设置 根据模板设置⻚⾯内容，简单操作，完美效果

模板内容管理 管理模板内容，⼀次设置，永久⽣效

学员管理

⽹校学员

学员类⽬
管理学员类⽬是批量管理学员、批量给类⽬下的学员开通课程的新功能，点击列表右侧的图标
即可进⾏操作，可以将学员类⽬模拟成“学校--年级--班级”模式，以便管理更清晰明确。

学员管理

⽹校所有学员账号的列表，可查看学员的注册信息，并为学员添加备注信息；管理学员课程的
开通，课程播放次数的调整，延⻓授权和删除学员；批量创建学员，导⼊学员，搜索学员。

学员定义：主要是⽹校的学员。

学员⻆⾊的意义：针对各个培训⽹校的需求，都可以⽤⽹校学员的⻆⾊，当学员⻆⾊的学习模
式需求⽆法满⾜时，可采⽤⽹校员⼯的⻆⾊来开通制定课程学习、申请课程学习等学习模式，
使⽹校课程的学习⽅式灵活多样。

学员学习模式：1、直接观看免费课程；2、购买付费课程学习（课程中⼼公开课列表）；3、
学习⽹校制定课程（⽹校管理员开通制定课程）。

员⼯管理

⽹校所有员⼯账号的列表，可查看员⼯的注册信息，并为员⼯添加备注信息；管理员⼯课程的
开通，课程播放次数的调整，延⻓授权和删除学员；批量创建员⼯，导⼊员⼯，搜索员⼯。

员⼯定义：主要是企业的员⼯、单位的职⼯、内训学员等，可理解为⽐学员能够观看更多课程
的⾼级学员，也可根据企业需要赋予其他⻆⾊定义。

员⼯⻆⾊的意义：⽆论内训、外训需求，都可以⽤⽹校员⼯⻆⾊（外部学员也可以使⽤员⼯账
号）来进⾏指定开放课程学习、申请课程学习等新的学习模式，使⽹校课程的学习⽅式灵活多
样。

员⼯来源：可通过邀请注册（通过企业邀请注册链接）、其他⽹校管理员创建或导⼊、学员申
请加⼊企业培训（在⽹校⾸⻚显示）等⽅式成为企业员⼯。

员⼯学习模式：1、学习企业单位指定的课程（展示于课程中⼼⻚⾯的“内部公开”⻚）；2、学
习企业单位限制性课程（展示于课程中⼼⻚⾯的“内部公开”⻚，需要申请，通过审核后⽅可观
看）；3、学习企业单位少数⼈可学习的课程（由管理员开通，开通后才能观看）。

员⼯申请 处理员⼯申请信息。

学习记录

学员学习记录
详尽的统计学员的学习记录，便于了解学员的学习动态，做针对性的培训；可以将学员的学习
记录导出Excel表格。

学习进度管理
管理员（可以在学员类⽬下给整个类⽬学员开通课程、学员管理⾥给多个学员开通课程）给学
员开通课程时针对课程设置“学习完成时间”基于此时间要求得出学习进度提醒，该功能可以管
理所有课程开通任务，在任务下查看学员学习完成情况。

课程观看记录 ⽹校课程的观看记录。

教学教务

课程课件

课程类⽬
按照⽹校的课程设置，创建课程类⽬，对课程进⾏分类，同时便于学员的查找与观看，课程体
系⼀⽬了然。

课程管理
管理已发布的课程，可对课程进⾏查看详情⻚、查看学习⻚、编辑课程、置顶、发布相似课
程、修改分类的操作。

课件存储空间 查看所有已上传的视频课件。（上传⼯具：AbleSky课件助⼿）

课程发布

发布内容
可发布单视频课程、PDF/SWF⽂档、⾳频、双视频/三分屏课程，并且可在课程中添加练习、
测验、调查问卷以及添加⾃由任务。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课程简介、课程预览图、课程价格、学习有效期设置、课程类⽬、公开范围、
课程标签、授课教师、推荐课程、详情⻚SEO、⾃定义信息。

辅助信息 辅助信息包括：教学⽬标、教学对象、参考资料、学习计划、课程资料。

学习顺序限制 是否要求学员按照发布课程时设置的课时顺序进⾏学习。

直播 pc/app 实现⾳、视频直播、⽂件共享、⽩板、屏幕共享、课堂提问、视频录制，答题器、打赏等
⽹络教学功能

报班中⼼
报班管理 将已发布的课程进⾏打包出售，并管理已发布的打包课程。

⾯授报名项管理 可根据需要⾃⾏选择或添加所需要的⾯授班学员报名信息。

课程相关设置

课程信息⾃定义 所添加的填写项，在课程编辑⻚⾯左侧导航“基本信息---⾃定义信息项”可⻅。拖动可排序。

课程标签管理 标签来⾃发布课程时的标签设定，此处可重命名或删除，并查看某⼀标签所关联的课程数。

播放⾼级设置 可以设置完整试听、⽚头设置、跑⻢灯设置、客户端下载设置。

热⻔搜索词管理 设置好课程中⼼的热⻔搜索，可让学员更快速⾼效的搜索到相关的课程。

考试评测
考试系统

每个科⽬都拥有独⽴的试题库、试卷库、考点库和类⽬管理模块，每个⽹校最多可以开设50个
科⽬，可以根据⽹校⾃身需求，设置合理的科⽬划分维度。学员管理⾥⾯可以直接给学员开通
和关闭试卷。

课后测验报告 学员提交了课后测验，管理员在此处可以查看学员完成测验的详细情况。

名师团队 名师管理 名师信息管理。

财务/交易

财务管理

账户明细 查看账户余额，收⽀情况，可导出excel表格。

充值 向⽹校账户中充值。⽀付系统⽀持在线⽹银充值（多家⽹银）和第三⽅平台充值（⽀付宝）。

提现 将⽹校交易所得进⾏提现。

交易记录
卖出交易记录 查看⽹校课程的售出情况以及尚未确认付款的订单。

退款交易记录 查看申请退款的订单。

学员

学习模块

我的课程 查看⽹校给⾃⼰开通的课程、⾃⼰购买的课程，点击进⾏学习。

我的考试 查看所有的考试卷，并可直接进⾏考试。

我的收藏 查看收藏的课程。

学习笔记 查看在课程观看的过程中所记录的笔记。

我的答疑 查看⾃⼰提出的问题，以及受到的问题回复。

账户模块

我的主⻚ 个⼈空间主⻚⾯，包含资料信息，留⾔板等。

个⼈设置 包括资料设置、账号设置、隐私设置以及提醒设置。

账户明细 账户余额以及购买课程，充值提现等信息。

提醒私信 ⽹校个⼈站内信管理。

微⽹校
⼩程序课堂

⼀个专为微信⼩程序打造的知识课堂课堂，以轻量级学习体验帮助商家抢占微信亿级流量阵
地。

H5⽹校 低⻔槛传播，拥抱微信⽣态，快速裂变。

连⻨互动 ⽼师学员连⻨互动，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教室，完美沉浸式教学体验

点名发⾔ ⽼师任意点名学员发⾔，教师课堂掌控感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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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能⼒直播

随机签到 随机发起上课签到，上课学员统计so easy

⽩板教学 ⽩板可链接⼿绘板，仿佛置身教室⾥⽤⿊板写板书。

播放ppt ppt做的好，学⽣注意⼒跑不了

课堂笔记 重点难点核⼼点，笔记记录下来。

随堂测验 学习效果，⽴即可⻅。⽼师可根据学员掌握情况，灵活调整教学进度。

屏幕/程序共享 屏幕共享，⽼师桌⾯的内容，任选程序分享给学⽣。

直播录制 直播课程⾃动录制，⼀次上课，永久留存

直播回放 ⾃动直播回放，错过直播时间不担⼼，随时回看补课

直播加密 内部直播不想其他⼈围观，加密就好，想进⼊？输密码！

移动客户端
Android/iOS

                 

下载课程

对点播课程进⾏下载，将课程内容存放⾄⼿机缓存，在离线状态下也可随⼼所欲播放、观看免
费视频，更加节约流量！同时收费课程观看授权数将与⽹站进⾏同步更新，观看前只需使⽤少
量流量联⽹验证，⽆需担⼼超⽀。在下载管理系统中，还可以查看课程的下载情况，随时增
加、删除、暂停下载，⽅便快捷。

找课程
提供⼗多万套课程,与⽹站同步更新，助您徜徉知识的海洋；智能化列表，为您推荐最新、最热
的课程信息；清晰合理的课程分类筛选，迅速查找定位所需的课程。

课程详情
详细展示包括点播课程、系列课程和预售课程的相关信息，带您快速、全⾯的了解每⼀课程。
权威机构发布、名师主讲、丰富的课程内容、详尽的课程描述、充满诱惑的价格、客观的好评
率以及来⾃其他学习者真实有效的评论，帮助您迅速、准确的做出判断，有效安排学习。

学习中⼼

与⽹站同步更新，忠实记录您的学习情况，完美整合各项学习资源，为您打造得⼒的学习助
⼿，全⼒⽀持您的学习，助您完成知识的⻜跃！轻松愉快的在线学习体验，条理分明的课程管
理系统，让您尽享学习的乐趣；学习情况⼀⽬了然，⽅便您更合理的安排学习时间，制定下⼀
步的学习计划，省时省⼒。

⽀付
只要账户中存有余额，即可随时随地，通过⼿机客户端购买⼼仪的课程，不受任何限制！⽹银
及第三⽅⽀付可以通过浏览器进⾏。

能⼒播放器 基本介绍
能⼒播放器是能⼒天空新⼀代的客户端播放器，集合了原离线播放器的优点，让在线学习更流
畅，离线看课也不愁...           播放器及时更新学习中⼼的课程信息，并可记录学员使⽤播放器
观看过的免费课程记录，以及最近播放记录，⽅便学员使⽤。

课件助⼿

基本介绍

视频课件转换、上传、轻松搞定(可处理avi、mpeg、mpg、mov、wmv、mp4、asf、rmvb、
rm、mts等多种格式的视频⽂件)
超⼤空间全新体验，⽀持⽂件夹批量处理，视频课件快速剪辑上传， 快速搜索⽂件，添加多个
⾃定义⽹络设置，满⾜不同⽤户的多种需求。

视频转换 将⽂件较⼤的视频课件转换为较⼩的flv格式，便于上传到⽹站和他⼈浏览。

⾃动上传⾄AbleSky空间 视频课件转换完成后可⾃动上传⾄AbleSky空间，PDF资料⽆需转换即可⾃动上传到AbleSky
空间，简单⽅便。

AbleSky空间⽂件夹管理 AbleSky空间中可⾃主创建、编辑和删除⽂件夹，⽅便⽤户对课件进⾏管理。

⾃定义设置
可设置并⾏转换的CPU数量，⾃定义视频转换⼤⼩，以及设定上传完成后 删除转换⽂件，还
可以⾃定义⽹络设置。

服务器

硬件服务

基础架构采⽤私有云技术，由北京的主服务器群与全国的12个分站点服务器群形成实时同步数
据。所有服务器系统底层平台以Linux系统为主，数据库都以mysql系统为主，中间件都以
Apache Tomcat和nginx－web代理为主，⽹站开发基本以java为主，缓存服务都以
Memcached搭建，流媒体服务器软件是公司⾃⼰内部研发的软件，⽤于对录播等视频资料的
格式转换及课件上传等。

存储带宽 公司⽹络租⽤了七条isp链路并且保证独享带宽。保证⽹络访问的正常运⾏

数据故障

提供专⼈24⼩时全天候监控服务器，在遇到突发状况因素中断或⽹络延迟时，软件开发公司保
证在第⼀时间（⼀般不超过20分钟，24⼩时内）解决问题，并在解决问题时⽹站显示升级中或
系统更新中

备注：以上是能⼒天空⽹校现有功能，产品还会不断升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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