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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术人员结构 
 

1. 人员配备 

 

根据我们长久以来的经验，结合本次项目的实际情况，对于技术人员，建议

采用至少两级的管理/运作模式： 

技术负责人——〉现场技术人员 

 

  

2．工作内容 
 

  一次性/低频度的工作： 

- 计算机硬件的安装和调试； 

- 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安装和调试； 

- 其他应用软件的安装和调试； 

- 网络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 服务器上戴耐德课件的安装和调试； 

 

日常性的工作： 

- 计算机硬件的维护； 

- 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维护； 

- 其他应用软件的维护； 

- 网络设备的维护； 

- 为 Home-Study学员安装并调试戴耐德课件（如有）； 

- 为已经安装好的戴耐德课件进行升级，包括服务器和 Home-Study学员（如

有）； 

- 运行戴耐德课件时的异常记录、排错及问题反馈； 

- 确保机房的电脑运行状况满足学员的学习要求 

- 对戴耐德课件的相关测试； 

- 为参与该项目的人员提供 IT、课件的技术支持工作 

 
 

3．任职资格 

 
技术负责人的任职资格： 

- 具有宏观意识，逻辑思维严密，表达准确，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 

- 三年以上中等规模以上（大于 200节点）网络管理经验； 

- 熟练掌握 windows服务器的架设、部署、维护； 

- 熟悉常用的操作系统，并对 Windows操作系统的应用有深刻研究； 

- 熟悉常用的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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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常用的网络设备和协议，并对 TCP/IP 协议有较深刻研究； 

- 乐于钻研技术问题； 

- 精通常见网络设备的调试 

- 具有 MCSE 认证或达到相关水平； 

- 能够熟练阅读英文技术资料优先 

 

现在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 

- 一年以上 IT支持经验； 

- 较强的理解能力，能够高效的配合技术负责人完成相关工作； 

- 能够独立解决 IT桌面支持范畴内的常见问题； 

- 熟悉常用的 PC硬件，并能熟练 DIY； 

- 熟练安装、使用各种版本的 Windows系统； 

- 熟悉常用软件的使用； 

- 熟悉常用的网络设备的调试； 

- 乐于钻研技术问题； 

 

二、 机房 
机房是整个中心建立的基础，其中很多内容一旦实现，后期很难再做更改。因

此，在建立机房前因深思熟虑，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针对此次项目的具体情况，

我们建议如下： 

 

1. 每个机房包含多余最多学生班级学生数量 1 台以上的电脑（即，假定人数最多

的班级有 50名学生，那么所有机房至少要有 51台以上的客户机） 

2. 每个机房有一台文件服务器，用于安装 DynEd 课件 

3. 服务器和客户机均采用品牌机 

4. 为服务器添加 UPS 

5. 如采用域模式管理客户机，每个机房需要有一台域控制器 

6. 每个机房保证 2兆或以上的公网带宽 

7. 保证从学校核心路由器到机房的网络稳定 

8. 机房为学习 DynEd 软件专用 

9. 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学生在该机房只能使用 DynEd 课件 

10. 做好日常的防病毒工作 

11. 制定有效的灾难恢复.突发事件的预案 

 

 
 

三、 课件安装 

DynEd课件安装方式分为两种： 
1. 单机版安装（Standalone Installation） 

 

课件安装在个人电脑上及其他电子设备（例如 ipad）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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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器版安装（Networked Installation） 

 

     课件安装在服务器上，客户端只需要安装课件的快捷方式即可 

 
 

四、如何从 DynEd获取技术支持 
 

如课件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问题，技术人员在联系 DynED技术部前，需确认： 

 

1. 排除网络（速度不稳、断网等）/系统（病毒、文件丢失等）原因导致的课

件问题。 

2. 如果能够重现问题，步骤是什么？ 

3. 如果有错误信息，内容是什么？ 

4. 如果安装了多个课程，是否所有课程都有问题？ 

5. 如果是服务器安装/客户机运行的模式，是否所有客户机都有问题？ 

6. 换另外一个机房，是否有问题？ 

7. 更新课件后，是否有问题？ 

8. 请将屏幕上所显示的错误截图并保存成 jpeg格式 

9. 请找到与问题对应的日志（log）文件 

在做到了以上几点之后，将问题描述清楚，附带截图、log文件发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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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耐德中国技术部的联系方式： 

- 电子邮件，我们设有专门接收技术问题的邮箱：

techsupport@dyned.com.cn； 

- 电话，我们设有专门的技术支持电话 010-85711971 转技术部； 

- 传真，你可以将涉及技术的相关资料传真到 010-85711975； 

- 即时通信软件，你可以通过 Skype 联系我们的技术人员 
 

五、补充说明 

 
a. 在人员，设备都达到要求的基础上： 

 

1. 建议每 2-3 个运行中的机房，配备至少一名现场技术人员，负责解决机

房日常维护、为学员使用 DynEd课件，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 

 

2. 整个项目配备一名技术负责人，负责与 DynEd 协调软件部署等技术问题。 

 

3. 建议每个班级固定在一个机房学习 

 

 

b. 双方在组建机房、配备技术人员、部署软件的整个过程中，会保持沟通，

尽全力从人员、设备、技术手段等方面，将发生事故导致学生无法学习的

概率降到最低，但由于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教学事故，DynEd不承担责任，不

可抗力包括： 

 

1．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 

2．战争、罢工、停电、政府行为。 

3．电信线路被人为破坏或各地对应之主要线路、设备因调试、扩容或故障

所引起的中断。 

 

即使由于不可抗力导致事故发生，如果学生在一定期限内（根据 RM中的

设置值不同而不同）在该机房在线学习过，DynEd软件的“离线学习”功

能，便可以确保学生继续离线学习一定时间根据 RM中的设置值不同而不

同）。 

 

c. 在项目正式开始前，建议给与一定时间的测试期，磨合设备、技术人员、

DynEd课件、学生。 

 

d. 以上只是 DynEd 针对多年在中国的经验，结合本次项目的实际情况所提出

的一些建议，在具体实施时，请根据自身情况灵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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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DynEd 软件客户机、服务器硬件需求 
 

客户机： 

操作系统 内存 CPU 
DVD-

ROM 
硬盘 网卡 声卡 其他 

Windows XP/ 
Windows 7/Mac OS  

1 GB
或以上 

1.5 GHz 或以

上 
8X或以上 

60G或以

上 
100M AC97 标准 麦克风和耳机 

 

注： 1. 我们建议您购买品牌电脑, 例如: Dell, HP 等. 

        2. C 盘在安装好操作系统后最好有 10G 以上的剩余空间.  

        3. 通过网络方式(服务器-客户机模式)运行 DynEd 课件的计算机,可以没有光驱. 

            4. 在机房的环境下,建议使用头戴式耳麦. 

 

服务器： 

操作系统 内存 CPU DVD-ROM 硬盘 网卡 备份 

Window
s  2003以

上 

2G或以上 2.0 GHz或以上 8x 或以上 

60G 或以上, SCSI 

RAID 0或 5 

2 - 4 个硬盘 

100M/1000M 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