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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登录点石网（二期） 

点石网（二期）网址为：http://dsw.jsou.cn 点击网页右边的登录按钮，输入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即可。 

    
可使用的账号类型为： 

 统一身份认证账号（江苏开放大学师生推荐使用） 

 自己注册账号 

 QQ 

注意：1、如忘记统一身份认证密码，请致电025-86265561（校内小号8561、6676）进行密码修改工作。 

http://dsw.jso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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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发布课程 

2.1 创建新课程 

点石网首页右上角，点击我的空间，然后选择课程管理，然后点击添加课程。课程创建元数据项目的详细说

明如下（课程封面还是要弄的哦，用户体验问题）： 

 课程名称   请如实填写准确的课程名称（必填项） 

 分类       请对应选择该课程所属的专业（可多选）（必填项） 

 标签组     请对应选择该课程所属的一级学科或者适用人群等信息（可多选）（必填项） 

 关键词     该课程的相关关键词（必填项） 

 主持人     课程负责人（必填项） 

 主讲老师   每个视频的主讲老师（多填项）（必填项） 

 版权归属   该课程及视频的版权归属问题，默认为江苏开放大学版权 

 课程封面   每个课程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封面 

 简介       该课程的简介信息 

如果没有填写相关信息项目，系统会提醒您完善相关数据信息。如下图所示。注意不要有空格等这种无效

的关键词、主持人、主讲老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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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布新课程 

点石网首页——我的空间页面——课程管理界面，然后未发布的课程里面，点击管理右边的箭头 ，选

择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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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上传您的资源 

3.1 上传您的资源 

点石网首页——我的空间——上传我的资料 进入到上传界面，选择该资源所对应的课程。添加文件即可。 

这里强烈推荐您先选择对应的课程，因为选择了课程之后，资源的元数据信息都不要再逐个添加修改。 

 

  

注意事项： 上传完毕之后，要点击完成上传哦。点击完成上传，才能把资源关联到对应课程里面去！

如果没有点击完成上传的话，请移步 4.3 管理课程之选择添加资料，进行课程与资源的关联工作。 

最新更新，如果上传资源元数据信息不全的话，点击完成上传，会有如下的提醒，这个时候，可以点击取消，

重新完善信息，或者点击确定，回到资源管理，一个个资源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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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完成元数据的填写，管理员无法进行审核工作，故该资源只能自我欣赏哦！ 

3.2 上传的时候，选择文件夹，这样资源不会杂乱无章 

我的空间——资源管理——新建文件夹，新建自己命名的文件夹，比如 2018.10 这个文件夹 

 

然后第 1 步：进入 2018.10 这个文件夹 

第 2 步：点击上传我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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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点击完成上传的时候，资源默认归入到2018.10这个文件夹中。以免老师们资源多的时候容易杂乱无章。 

 
如果上传的时候没有选择文件夹，可以参考 5.9 移动相关资源进文件夹 

 

第 4 步：管理您的课程 

4.1 管理课程之更新课程元数据信息 

如果新建课程的时候，课程元数据填写不规范或者不完整，需要点击点石网首页——我的空间——课程管理

—— ，然后选择编辑，进入到课程修改界面，重新编辑课程元数据。 

 

比如分类，标签 和主讲老师等信息，一定要准确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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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课程之更换课程封面 

如果添加课程的时候，忘记选择封面了，需要点击点石网首页——我的空间——课程管理—— ，

然后选择编辑，进入到课程修改界面，选择自己截图好的图片，上传即可。 

 

注意：图片不要大于 2M，图片不要是 BMP格式的文件，否则会提示上传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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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理课程之选择添加资料 

如果上传资料的时候，没有选择课程，或者选择了相关课程，最后没有点击完成上传。会出现该课程无相关

资源的情况，这时候需要您手动添加相关资源。可有两种途径进入添加资料界面 

 点石网首页——我的空间——课程管理——点击 管理右边的箭头 ——添加资料 

 点石网首页——我的空间——课程管理——点击 ——添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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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全选，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输入资源名称，定向查找相关资源信息。 

4.4 管理课程之关闭不需要的课程 

点石网首页——我的空间——课程管理——点击管理右边的箭头 ——关闭 

即可关闭该课程，如果想重新发布该课程，请详看第二步——2、发布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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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管理课程之移除不相关的资源 

点石网首页——我的空间——课程管理——对应的课程——点击右边的 ——进入课程管

理界面——选择每个资源后边的移除，即可从课程里面移除该资源 

 

 

有时候，移除的超链接区域不太明显，请耐心一些，或者切换一下浏览器模式（极速模式或兼容模式）尝试

一下。 

特别注意的是，资源删除的时候，会提示您课程已经有关联的资源。如果不在这里移除资源的话，删除按钮

无效。 

4.6 管理课程之对资源进行排序 

点石网首页——我的空间——课程管理——对应的课程——点击右边的 ——拖动相关资

源，到相应的位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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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管理课程之删除课程 

如果想要删除不需要的课程，需要先把课程关闭，然后从未发布的课程里面，删除该课程（确保课程里面没

有资源再删除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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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转让课程给他人 

请通过 QQ 联系我，我的 QQ 号是 147541857（玉宁），告知你的用户名和要转让的用户名。转让成功之后，

该课程的课程信息以及里面的资源都全部转让到新的用户名下。新用户到个人空间——课程管理和资源管理里面

就会发现相关的课程和资源了。 

注意：如果课程里面的资源不是你自己上传的，而是添加其他人的资源的话，该资源的所有权依然是原上

传人所有。 

4.9 复合课程视频总时长 

   以一门课举例，系统自动生成该门课程所有视频的总时长，如图所示： 

 

如果老师有疑问，资源数比较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excel 的统计功能，自己测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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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课程资源批量下载 

自己上传的课程，自己有权限批量下载。如果想下载其他人的课程，需要和管理员联系，授予相应的下载权

限。 

我的 QQ 号是 147541857（玉宁） 

 
授权成功之后，就有了下载这一列，不然没有下载这一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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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管理您的资源 

5.1 资源管理之修改资源元数据 

点击点石网——我的空间，选择每个资源右边，有个笔尖的图标  

 

修改相关的信息即可，注意的问题就是如果元数据您没有填写完整的话，需要补齐元数据的。 

资源创建元数据项目的详细说明如下（如上传资源的时候，选择了课程，则上传资源默认继承课程元数据

信息，注意不要有空格、无这种无效的关键词、主持人、主讲老师等）： 

 名称       请如实填写准确的资源名称（此项元数据非常关键）（必填项） 

 分类       请对应选择该资源所属的专业（可多选）（必填项） 

 标签组     请对应选择该资源所属的一级学科或者适用人群等信息（可多选）（必填项） 

 关键词     请填写该资源对应的关键词（必填项） 

 主讲老师   该资源的主讲老师（必填项） 

 版权归属   该资源的版权归属问题，默认为江苏开放大学版权 

 简介       该资源的简介信息 

 公开范围   请选择该资源的公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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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资源管理之完善信息 

如果上传资源的时候，元数据信息填写不完整，这里需要到资源管理页面，点击完善信息，完善相关资源的

元数据信息。 

 
注意的是资源名称、分类、标签组、关键词和主讲老师这几项是必填项目。资源提示完善信息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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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管理员是无法审核该资源的！切记切记 

5.3 ★★资源管理之删除相关资源 

点击点石网——我的空间，选择每个资源右边，有个删除的图标  

 

如果该资源已经添加到某个课程的情况下，请先把资源从相关课程中移除，，详见 4.5 管理课程之移除不相

关的资源。 

不然会有如下提醒，提醒您该资源已关联相应的课程，点击进入对应的课程管理，移除相关资源。 

 

如果提示资源已引用，删除失败，则表明有可能你的资源被其他平台引用，如江苏开大新平台或者江苏学习

在线等其他平台。 

 

登录 xuexi.jsou.cn 江开新平台，选择文件，把对应的文件删除即可，如果没有删除字样，说明你的课程正在

使用该资源，需要去课程里面把相关文件删除，然后从文件库删除对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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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资源管理之添加字幕文件 

 

资源转码成功之后，字幕图标 就出来了，点击字幕图标  

选择添加文件 

记住哦，必须为 UTF-8 编码格式的 SRT 字幕文件（不然就会转码失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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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码失败的原因就是 字幕文件不是 UTF-8 编码格式的 srt 

转换编码方法如下： 

第一步：选中该字幕文件——鼠标右键——打开方式——用记事本打开该 SRT 字幕文件 

如果这里没有记事本的话，请点击 选择默认程序，找到记事本即可。 

 

第二步：记事本左上角——文件——另存为，编码变更为 UTF-8，保存即可。 



点石网（二期）使用说明 

19 

 

第三步：保存的时候，会提示已存在，是否替换，点击是，替换即可。 

 

 

第四步：重新上传即可。转码成功之后，播放该视频，播放器右下角会有对应的字幕版本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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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资源管理之删除字幕文件 

删除字幕文件，需要点击视频的字图标删除对应的字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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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从资源管理界面，直接删除字幕文件，会提示字幕被某视频关联。 

 

5.6 添加其他课程的资源到您自己的课程 

点击播放您感兴趣的课程资源，播放器下部有个添加到课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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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需要了的话，可以进入课程管理——管理——移除相关的资源即可。详见 4.4 管理课程之移除不相关

的资源 

5.7 转让资源给他人 

请通过 QQ 联系我，我的 QQ 号是 147541857（玉宁），告知你的用户名和要转让的用户名。 

转让成功之后，该资源就出现在新用户名下的个人空间——资源管理里面了。 

5.8 误删除资源的情况 

请通过 QQ 联系我，我的 QQ 号是 147541857（玉宁），告知你的用户名和要转让的用户名。 

注意：切记后台回收站只能保存 30 天内的资源。 

5.9 移动相关资源进入文件夹 

先新建一个文件夹，比如国开江苏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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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想要移动的视频，选择移动 

 
选择对应的文件夹——国开江苏分部，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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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江开新平台选择点石网资源 

首先确保点石网上面的资源都是已经审核通过的，视频和字幕都正常，课程为发布状态。 

登录江开新平台，点击相关课程，选择文件——选择点石网资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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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课程名称，或者具体到某个资源的名称 

 

选择对应的资源，保存到文件库即可。文件库里面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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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文件夹删除 

文件夹删除需要首先情况文件夹里面的所有资源，不然会提示如下提示： 

 

清空文件夹资源以后，点击删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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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步：会员 VIP 功能介绍 

6.1 回收站功能 

会员 VIP 我的空间页面会多一个回收站的链接。该用户下面被删除的资源会保留 30 天。如果误删除的话，

自己可以复原即可。 

 

6.2 资源审核功能 

会员 VIP 可以自己审核自己上传的资源。在首页鼠标靠近图标的时候会出现下拉菜单，点击资源审核即可进

入到资源审核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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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课程及资源下载设置 

这个是整个课程所有资源都可以下载。 

 

这个是课程内设置那个资源需要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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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单个资源设置能否下载。 

 

 

资源是否可以下载，选择是 

然后搜索要授权下载的用户名，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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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步：常见问题解答 

7.1 点石网使用操作文档下载地址 

点石网首页右上角，就有使用说明下载链接哦 

 

7.2 课程页面数据统计查看 

 

1 表示该课程共有包含的资源数量 

2 表示该课程页面访问量 

3 表示该课程所有资源的总时长 

4 表示该资源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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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示该课程所有资源的实际访问量（播放量） 

6 表示该资源的实际访问量（播放量） 

另外还有点赞数和收藏数，在 2 的右边大拇指和五角星图标   

7.3 个人账号课程资源数据查看 

点石网首页，显示该用户上传的所有课程数量和资源数量，点击相应数字，进入到我的空间的课程管理界面

和资源资源界面 

 

7.4 个人数据统计页面 

按照时间日期，可以查看自己的资源和课程建设情况，以后该功能会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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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步：异常问题（报错）解答 

如果点石网使用过程中有异常情况，请及时反馈给我，QQ:147541857（玉宁），电话：025-86265410（校内

号码 8410），记得要截图哦！ 

8.1 上传的时候进度条不动或出现红条报错（没显示 已上传 右边有个√）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最大的问题出在网络的不稳定上面，特别是视频大小超过 1G 的时候。 

建议方法： 

 择期重传一下，多数情况下，第二次上传就好了 

 用格式工厂压一下视频，最好的大小为 500M 左右，视频大小给力，画面质量也很棒！ 

8.2 资源上传完毕以后，提示转码失败 

出现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系统问题 

这时候，需要做两步 

1、 检查该视频，是否真的没有问题，用播放器播放视频测试一下（推荐 QQ 影音或者暴风影音）。 

 看看能否正常显示该视频的时长 

 特别关注视频的后半部分能否正常播放 

2、 如果视频没有问题，请重新上传一次，一般情况下，第二次上传转码就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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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资源播放的时候，长时间黑屏状态 

出现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点石网后台自身的问题，请及时联系我哦！谢谢 

 

8.4 播放 PPT 全屏的时候，不满屏的问题 

是因为 ppt 默认的大小比较小的缘故 

4:3 的 ppt 默认是 25.4 厘米宽，19.05 厘米高 

16:9 的 ppt 默认是 25.4 厘米宽，14.29 厘米高 

可以设置成 如下的宽和高就好了 

             

（16:9 分辨率 1920*1080）             （4:3 分辨率 1600*1200） 

如果需要定制其他的分辨率，请参考如下图的方法设置您的 ppt 页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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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课程界面 404 错误，资源提示已经被删除 

去课程管理界面，移除相关资源即可，详情参考 4.5 管理课程之移除不相关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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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播放页面 500 错误，按键盘 F5 刷新即可 

 

这个时候，按键盘 f5，刷新页面，重新加载播放器。 

8.7 资源上传提示超配额 

出现这种情况，请打电话或者 QQ 给我，我后台调整配额，系统默认配额是 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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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文档修订记录 

修订记录 

日期 版本 修改描述 作者 

2016-12-26 V1.0 初始版本，介绍点石网（二期）的操作流程 杨海宁 

2017-01-04 V1.1 
1．增加了常见问题解答 1 

2．修订了部分路径指引说明，更加详实 
杨海宁 

2017-01-07 V1.2 1．点石网上传视频分辨率码流说明 杨海宁 

2017-03-01 V1.3 

1. 修改 dsw.jsou.cn 的超链接指向 

2. 增加 4-7模块资源元数据详细描述 

3. 增加 5-3上传转码失败情况的解决 

杨海宁 

2017-04-01 V2.0 
1. 全面修订点石网使用手册 

2. 增加第 6步，异常情况处理解答 
杨海宁 

2017-04-06 V2.1 1．修改 qq号码 杨海宁 

2017-04-27 V2.2 

1. 增加 3.2客户端上传资源说明 

2. 增加 5.3添加字幕文件说明 

3. 增加 5.4学习平台连接点石网资源说明 

4. 增加 5.5添加其他课程的资源到您自己的课程 

杨海宁 

2017-05-10 V2.3 1．增加 7.4 ppt 全屏不满屏的问题 杨海宁 

2017-11-20 V3.0 
1. 半年以来，全面修订各个模块 

2. 增加 6、会员单位 
杨海宁 

2018-05-10 V3.1 1．半年以来，全面修订各个模块 杨海宁 

2018-10-20 V3.2 1．半年以来，全面修订各个模块 杨海宁 

2019-03-13 V3.3 
1．半年以来，全面修订各个模块 

2．删除老平台添加点石网资源的说明 
杨海宁 

2019-10-30 V3.4 
1．半年以来，全面修订各个模块 

2．添加新平台选择点石网资源 
杨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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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9 V3.5 
1. 两年以来，修订的各个模块 

2. 资源和字幕删除做出相关 BUG修复 
杨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