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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巨变，数字社会正悄然来临，过去

20 年，只不过是数字革命的“助跑期”。从现在开始，真正意义上数字革命才正式拉开序

幕。数字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打破行业隔阂，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包括教育和人

才培养方式。

1.背景与需求

在数字化转型新时代下，近年来，我国针对数字技能的非学历教育如雨后春笋正在蓬勃

升起，部分高校已对继续教育做出转型，转而进行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数字技术、人工智

能的出现与更迭，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创造巨大的就业空间和更多新的就业机会。数字

经济是技术驱动的经济，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推动力量，在数字经济迅猛的

发展势头之下，“数字人才”的缺口也越来越大，企业需要大量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

网+、云计算、区块链、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人才。因此，数字技能方面的人才培养显得刻不

容缓。根据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等发布《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

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将在未来 5 年内持续扩大，其中数字化管理师和大数据从业人员规模已

经超过 200 万，且保持着每年超过 30%的较高增速。预计到 2025 年，相关行业数字化技术

人才缺口累计将超过 1000 万。数字化管理师的市场需求量和从业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未

来将会遍布全部一级行业和全部 96 个二级行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 年）的通知国办发〔2019〕

24 号明确目标任务：2019 年至 2021 年，持续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提高培训针对性实效

性，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三年共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5000 万人次以上，其中 2019 年培训 1500 万人次以上；经过努力，到 2021 年底技能劳动者

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 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数字化技能非学历教育的市场较之更为庞大，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中国，数字化经济爆发

式增长带来了数字化人才需求量急速增长。预计到 2025 年，产业数字化进程需海量数字化

领袖、业务与技术人才。全球数字化人才需求将从 742 百万人提升到 1066 百万人，中国数

字化人才需求将从 201 百万人提升到 357 百万人（信息来源：华为 GIV2025, BCG Year 2035,

Accenture digital disruption），数字化技能培训建设迫在眉睫。

国脉考试系统是综合运用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门户技术等综合手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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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计算机网络上组织教学培训、考试评估管理等功能的电子化虚拟学习平台，帮助（企业、

园区、政府、教育培训机构等） 学员在数字化技能方面得到提升。平台通过文本、材料、

视频、等综合表现手段，将培训内容生动、直观、科学的传达给用户，并通过计算机进行在

线考试与自动批卷，准确客观的检验培训效果。

2. 产品概述

2.1 产品定义

国脉考试系统是基于微服务架构设计，以全新的 SO（智慧组织）理念构建的考试系统，

是取代传统考试学习的应用型软件。系统运用数据思维，赋能培训、考试认证，不受空间和

时间限制，随时进行职业技能的测评、认证，快速反馈结果。系统支持单选、多选、判断、

填空、问答等多种题型，具有灵活的题库管理，支持抽题、模拟练习、试题纠错、消息提醒、

统计管理等多种功能，具有多场景应用、多角色赋能，对组织人员进行实时能力管控，提升

组织有效管理。

系统支持电脑及手机移动端，从管理到前端的应用等整个过程都实现计算机无纸化。高

效稳定的培训、学习考试系统，对全民的数字技能在线学习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pc 端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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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 pc 端+APP+微信小程序的应用，操作界面友好而美观，使用者易于上手，支持

在互联网、局域网环境下的应用，在学员终端不需要另行安装配置任何的控件、插件或程序，

直接通过浏览器就可以访问使用本系统。针对手机移动端，还可以根据单位需要另行打包制

作 APP 或微信小程序。系统采用最新的组件加密和数据库加密技术，完全保证了客户数据的

安全与高效。

APP 端学员界面

2.2 研发理念

2.2.1 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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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以功能点作为最小单位，可根据用户需要，进行模块、结构、功能的灵活调整，从

而让业务管理真正实现了随需应变。用户可以轻松与其他系统进行功能整合、数据整合，实

现业务、数据的集中管理、共享。

2.2.2 易用

再好的功能、再好的技术，如果不能够让用户方便的使用，一切都是空谈。为此我们完

全按照普通用户的使用习惯来设计功能的结构、名称、排列、使用方式，实现了常用功能无

需培训即可直接上手使用的效果，大大减少了系统实施的障碍和成本，提升了实施成功率。

2.2.3 稳定

系统采用微服务技术架构，在稳定性、扩展性、健壮性、兼容性、运行效率以及用户体

验，远远超越于传统系统，这种越级性的设计会让你发现：即使是中小企业，也可以享受到

业界最领先的软件技术。

2.2.4 产品化

系统采用标准产品 + 深度应用的模式，以产品带动项目的快速实施，以项目促进产品

的成熟与发展，为不同需求的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既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又满足

需求的个性化，实现投入产出比最大化。

2.3 设计原则

2.3.1 实用性原则

满足用户现实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做细核心功能，兼顾辅助功能，实现快捷、可靠地

布署和使用，并节省投资。

2.3.2 易用性原则

各项功能一目了然，满足用户的使用习惯，易使用、易维护、易升级，实现“傻瓜相机”

式的操作，将实施、培训成本和周期降到最低。

2.3.3 先进性原则

采用先进的技术架构，结构化程度高，扩展性、升级性好，符合未来发展趋势。

2.3.4 稳定性原则

系统从底层数据库到功能层经过严格测试，数据库稳定，功能顺畅，能在不同的硬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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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长期平稳运行。

2.3.5 安全性原则

系统能有效防止外部各种病毒的攻击，内部数据具有多种备份方式，通过权限控制，具

有严格、细致的访问控制，保证内部数据安全。

2.4 系统架构

系统架构图

2.5 系统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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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栏目图

2.6 产品功能

考试系统目前已有 9大功能模块，包括系统管理、试题库、试卷库、考试库、证书库、

练习库、课程库、反馈库、统计分析。

2.6.1 试题管理

对考试的题库进行基本的操作，包含添加试题、编辑试题、删除试题、试题查询、批量

导入试题、管理试题分类的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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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试卷管理

主要管理系统中的试卷信息，可添加固定试卷和随机试卷 2 种类型，包含添加试卷、编

辑、查看、删除、查询试卷、试卷分类管理的基本操作。

2.6.3 考试管理

对考试进行管理，可进行新增考试、查看详情、编辑、搜索、阅卷管理、成绩管理、发

放证书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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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证书管理

对发布的证书进行管理，可进行新增、查看、编辑、搜索证书、查看获证人员、生成证

书预览图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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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练习管理

对练习库进行管理，可进行新增、查看、编辑、删除、查询、练习成绩管理等操作。

2.6.6 反馈管理

对考生提交的试题反馈进行管理，可进行采纳、不采纳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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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课程管理

对课程进行管理，可进行课程新增、查看、编辑、删除、查询、添加课件、查看学习名

单等操作。

2.6.8 统计管理

对组织内的考试的数据统计，包括数据统计、考试统计、考生统计。



磨刀石产品白皮书 V3.1

11

2.6.9 系统详细功能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电脑端应用 电脑端的学员前端及管理后台

APP 端应用 基于移动端的学员前端。

个人信息管理

成绩学分 查看个人考试历史记录、错题记录

练习 查看个人练习记录

证书 查看个人的证书记录

课程 查看个人的学习记录

反馈信息 查看个人对试题的纠错反馈记录

考试报告 查看个人的考试情况分析报告

考试练习中心

在线练习中心 针对错题、新题及错题新题多模式的自主练习与统计

自我模拟考试
考生可以抽题进行模拟考试练习，也可以根据管理员生成的

模拟试卷进行模拟考试练习

在线考试中心
答题考试，防断电、死机、断网的异常情况处理，多题型、

防作弊、查漏、保存，交卷智能评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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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信息管理

考试题库管理
支持各种题型的查询、维护、统计、分析、批量导入；支持

所有题型试题一次批量导入

试卷信息管理
固定 、随机抽题组卷；可按不同分类、难易程度比例抽题，

操作简便快捷

人工批卷阅卷 对主观题进行人工批卷

考试统计管理
排行、分析、统计、报表等；可以分析每个考试的考试情况

及证书情况

考试科目管理 可自由建立多个 3 层目录的科目课程知识点结构

课程学习 在线录播课程
学生可以在线学习录播的课程，可完成课后练习及参加考

试，取得课程证书

课程管理

课程分类 可自由建立多个 3 层目录的课程科目

课件库
可上传 mp4 类型的视频，mp3 类型的音频及 PPT、WORD、EXECL

文档

讲师库 可自由管理课程的讲师

权限设置 系统权限设置 可建立任意数量的管理员及分管员，可授予相应的功能权限

3. 产品价值

3.1 对政府机构的价值

◆ 适合各级政府机构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学习，全面提高公务员的数字化技能。

◆ 建立可共享的知识库体系，让整个领域共享这宝贵的知识财富。

◆ 改善教育培训的管理模式，开展绩效考核，为公务员定级定岗提供依据。

3.2 对学校的价值

◆ 适合各级学校进行无纸化考试，节约资源，简化流程。

◆ 建立可共享的题库体系，大大减少老师的工作量。

◆ 改善学校的管理模式，提高考试的科学性、公平性。

3.3 对企业的价值

◆ 促进向学习型组织的转变，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

◆ 以更低成本了解更多知识、更快地进行学习，更高的生产率与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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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公司知识的沉淀、管理、传播和创新。

◆ 提高部门之间的协作和沟通交流。

◆ 增强凝聚力，提高员工忠诚度。

3.4 对教育培训机构的价值

◆ 减轻培训管理者的工作负担，丰富教学手段，提高管理水平。

◆ 扩大受众范围，增加学习机会。

◆ 各种课件及考试资源一次制作，可多次使用。

◆ 可实现因人、因岗位而设置课程。

3.5 对考生的价值

◆ 自主地在工作中安排学习，获取最新知识。

◆ 加强教师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 考生个人全面发展，价值提升。

4. 产品优势

4.1 多端支持

系统支持“PC+APP+微信小程序”的应用，学员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就

可以进行学习考试。

4.2 多种模式支持

系统支持的培训、考试、练习、考证、职业能力测评等功能。

4.3 丰富的学习体系

◆ 功能多：课件、练习、作业、考试、反馈、案例、评估等功能。

◆ 学习目标全:允许设定课时、学分等多个考核目标。

◆ 跟踪功能全:学员学习课时、课件进度、作业完成情况都能进行有效跟踪。

◆ 学习课件丰富：可导入各种外部课件。

◆ 安全性更高：提供课件安全发布和保密技术，防止未授权访问。

4.4 试题功能强大

◆ 可进行整套试卷试题批量导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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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选、多选、判断、填空、问答等多种题型支持。

◆ 所有试题支持图片题。

4.5 其它特色功能

◆ 支持随机组卷，人工组卷，自定义抽题规则和分值标准。

◆ 支持试卷内容完全不一致等多种防作弊举措。

◆ 支持自动批卷，人工批卷，人工和自动混合批卷等多种方式。

◆ 支持题库、成绩报表、成绩排行等多种分析。

◆ 支持成绩归档管理，方便历史数据查阅。

5. 应用场景

5.1 企业培训

人才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今企业为了人才育留及整体水平提升，逐渐重视人才

培养，增加培训的频次、内容及类型，如举办内部培训讲座、聘请讲师、集体外训等，但是

这些传统的线下培训不仅耗费时间和经费，在没有完善配套的考核考试系统机制和在线答题

考试系统时，培训效果往往难以检验。即使企业规划并执行对员工的考试，也会因为各类问

题而增加组织考试的难度。我能考试系统支持企业培训考试全流程，更有在线学习、在线考

试系统 app，成熟的企业培训考试解决方案，充分满足企业培训需求。

5.2 职业认证

证书是对于达到某种能力或具备某种资格的证明，大部分证书认证考试为线下考试，考

生需经过报名、身份验证、支付、考试、获取证书等一系列较为繁琐的流程才能获取证书。

与此同时，证书颁发机构组织一场证书认证考试所投入的精力也不小。近年来，部分企业对

于证书认证考试的需求逐渐增大，应用场景愈发灵活，如：较为严肃的专业岗位人才培养与

晋升，与较为轻松的员工激励型趣味考试。我能考试系统作为培训学习和在线考试系统，能

够为前期组织考试节省大量的成本之外，还可对于严肃正式的考试证书认证场景给予专业的

技术支持。

5.3 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大多具备门店连锁的特点，教师的用工形式灵活，人员管理上具有一定的难度。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育机构也会定期对员工及教师进行培训及考试，必要的时候会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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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优胜劣汰。培训机构往往会因为地域、时间、用工形式限制而难以组织，导致教师教学

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质量难以提升。

5.4 政府公务人员考核

适合各级政府机构开展在线学习和网上培训，全面提高公务员素质，改善公务人员的管

理模式，开展绩效考核，为公务员定级定岗提供依据。

5.5 全民数字化技能培训

数字技能是未来最重要的生存技能，是人人必须掌握的工作工具，也是通向数字社会的

驾照。需要专业学习、培训、操作和考试，也是不断发展的基本技能体系。

我能推出系列数字技能培训课程，为各个领域各个年龄和各种岗位的人员提供相应培

训，并通过我能提供实训、创业和就业机会。

6. 成功案例

序号 客户名称

1 重庆仙桃大数据学院

2 国家开放大学-数字技能课程认证

7. 产品试用

为了便于您更加了解我们的产品，用户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https://www.woneng.net/)，进入赋能台，点击“考试”栏目进行产品试用与体验。

您也可在应用商店下载考试 APP,安卓系统请搜索“我能”，IOS 系统请搜索“我能 VIP”

进行下载。

也可以联系我们索取相关资料，我们提供的相关资料一般会有：

◆ 产品白皮书

◆ 产品操作手册

◆ 产品简介 PPT

◆ 产品视频教程



磨刀石产品白皮书 V3.1

16

8. 公司介绍

国脉集团成立于 2014 年，是大数据治理、数字化转型和超级生态平台的专业提供商。

以数据治理架构师为使命，以定义未来为愿景，聚焦“数字生态系统+数字技能提升+

百万合伙人+智慧群组+行业运营”五位一体的数据资产运营，拥有数据基因（DATA DNA)、

数据母体（ DATA MATRIX）、组织数据体系(ODS)、智慧组织赋能平台(IEP)、我能(WECAN)

五大系列五十多个模块的软件产品，长期为中国城市、政府、园区和企业提供规划咨询、软

件产品、数据服务和平台运营，广泛服务于政府机构、大型企业、协会联盟和金融行业等。

国脉产品体系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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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战略图

国脉集团立足北京，辐射全国，拥有国脉海洋、网脉科技、仓颉数源、佛山国脉、湖南

原道、北京数智、蟠桃会、中船通等多个子公司、办事处等。服务客户 2000 余家，涵盖国

家部委、省/市/区县级政府、上百家央企及部分世界 500 强企业等；执行项目 5000 余个，

并帮助客户积极打造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智慧园区、智慧企业等项目创新标杆，引领组织

变革、数据治理、流程再造新浪潮。

9. 联系我们

如果在购买或使用我们产品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我们将

及时响应。

地址：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道中国（舟山）海洋科学城 A11 幢 1101 室

北 京（总部）：010-68882870/8261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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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 山（总部）：0580-2299669/2299661

重 庆：18883989501

杭 州：13750715407

长 沙：15273455628

佛 山：0757-82915007

衡 阳：0734-8158822 / 8158833

国脉官网：www.govmade.com

官方邮箱：service@govmade.com

官方微信：我能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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