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部署 � 低成本实施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比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学习系统在部署上更迅捷，所需的执
行服务却更少。区别就在这里：只需几周就可部署完毕，而不是几个月！

安全性 � 一流的安全保障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的安全性基于交易服务器模式，所有互联网请求被视作单独可
控的、可审计的交易来处理，在被系统后端的商业组件处理之前，必须通过安全模块的检验。

灵活的系统部署方式 � 满足您的部署要求
客户可以选择将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部署在公司内部的防火墙下，亦可以选择通过
NetDimensions符合ISO 27001认证的安全的SaaS（软件即服务）模式灵活部署系统

高度可扩展性 � 与企业共成长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可以扩展到极大的用户量。我们当前的测试显示超过50万用户
使用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可同时容纳10万人学习。 

简单易用 � 灵活、友好、可定制的系统界面 
“简单易用”是每个系统提供商的销售口号，但却少有兑现承诺者。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
理系统的用户界面是动态可调的，因为界面在初始阶段就是完全基于客户个性化的组织结构、组织偏
好、皮肤属性、语言选择和系统配置要求量身打造的。

全球性 � 多语言支持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在设计上彻底采用语言中立模式，因此能够同时实现多语言支
持，在同样的情况下，用户在任何时间都可自主选择。

行业领先的功能设计 � 全面支持移动学习，社会化学习，以及企业合规培训及测
评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自身具备支持移动学习的属性（包括移动学习平台、基于平
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APP应用等），同时还支持协作式学习（与全球领先的Confluence Wiki做无缝集
成）、具备合规培训和延伸性企业（Extended Enterprise）人才和培训管理功能特征

开放性 � NetDimensions SDK 
NetDimensions SDK软件开发工具包是一套开发工具和界面，可以让单位组织轻松安全的将学习管理
功能导入网站、门户网站、外部应用程序和移动设备中。

整合性&实用性 � 全面的人才管理系统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是NetDimensions Talent Suite人才管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
分，可为客户提供完全整合的方法来支持继续学习、人才和绩效管理的创新模式。

为何选择NetDimensions Learning？



全球诸多企业均采用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用于：

 � 课堂和在线培训

 � 内容/文档管理

 � 合规培训及测评

 � 认证和许可项目

 � 人力资源管理

 � 电子商务管理

 � 延伸性企业培训

 � 特许经营管理

在当今快节奏的全球环境中，企业须快速适应并回应新型业务，且遵守其要求，这是史无前例的巨大
挑战。新科技层出不穷并能为学习者提供传统环境所不能满足的其他学习方式。当今不管是常规还是
非常规学习，都已经融入到公司的各个方面。

在NetDimensions Talent Suite人才管理解决方案的核心，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
囊括了您在执行、管理和实施公司学习项目所需要的所有功能。不管您的雇员是集中在一处，还是遍
布世界各地，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比市场上任何其他的学习管理系统都能更好支
持绝大多数语言环境下的学习。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具备您所需要的所有工具来管理培训项目、新型合规性培
训、许可和认证需求、能力培养、协同学习以及扩展企业的外部培训等等。

实施便捷，性能可靠，功能强大，安全易用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可以让单位组织
更改整个学习和培训过程，也可以根据个人发展计划、能力、执照、证书，提供高度个性化的学习环
境。



系统特性

灵活可配置的用户界面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的用户界面按照功能模
块拥有直观的下拉菜单，用户可以通过点击轻松浏览网站，并根
据自身需求对界面作出灵活的调整。

课程目录提供了与课程相关的所有必要信息，包括学员参加每门
课程的图示进度条，还有包括考试或课程评价的课程测验状态图
标。开始学习一门课程只需点击一下鼠标。

便捷的个性化设置组件
系统拥有多维度的表格和工具组件，用户可以用于灵活的调整首
页面的布局和设置，轻松便捷的实现个性化的页面配置。

灵活易用的报表向导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内置灵活易用的报表向
导（Report Wizard），用户可以灵活、快速的生成各类报表。

仪表板（Dashboards）
培训管理员可以通过系统仪表板上清晰的图表查看各个培训项目
的培训进度、学员考试及评估情况、以及合规培训项目的详细进
展等信息，为管理者提供直观、精确的数据分析依据。

全能搜索（Universal Search）
系统内置全能搜索功能，用户可以在系统存储的各类资源包括课
件、参考资料、新闻与信息、胜任力描述等等进行灵活而准确的
搜索；同时组织还可以灵活选择课程目录的呈现方式，如一般图
片呈现方式和树形架构呈现方式等。

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支持多种移动学习方
式：

 � NetDimensions Talent Slate是NetDimensions 
Talent Suite基于平板电脑操作系统的系统应
用，该应用拥有直观的操作界面，易于搜索，
可同时用于支持在线学习和离线学习。

 � NetDimensions Learning同时具有专门针对智能
手机的浏览器，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智能手机屏幕
的尺寸大小，从而对系统界面进行自动的调整。

 � mEKP是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
统的移动终端用户版，系统存储在U盘中，无
需软件安装或者网络连接，便可独立运行。

学习路径（Learning Paths）
学习路径显示功能可以用图示布局的方式直观的呈现用户的培训
计划、培训课程和学习目标。它可以让用户一目了然的了解哪些
项目已经完成，正在进修或者需要启动。

胜任力管理（Competency Management）
企业可以在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上创建企业
个性化的胜任力模型，包括胜任力描述及其对应的评级制度等；
还可以导入现成的能力模型，在现成模型的基础上根据企业自身
的需求做出灵活的调整和改动。不管怎样的模型导入方式，每个
胜任力都可以和一个或多个培训课程或培训项目匹配，这样用户
便可以清晰的了解要做到该能力提升所需要的培训内容。

用户小组
用户可以通过系统用户组功能对系统的注册用户进行灵活分组，
甚至可以实现跨组织间的用户组创建。这样，管理员可以创建不
限数量的用户组，然后利用系统专门针对以组为单位的自动报名
功能，为学员进行课程的自动报名，从而大大提升了管理员的工
作效率。

逻辑域名
逻辑域名是区分完全不同用户组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通过逻辑
域名可以让不同用户的学习记录和学习内容呈现在完全不同的域
名下。NetDimensions Talent Suite的管理员可以通过采用不同
的域名实现同一套系统中的数据分隔，保证不同的用户组（如内
部员工、客户、分销商及合作伙伴用户组等）都拥有独立的系统
界面，互相之间无法实现信息的共享。

复合式培训项目
复合式培训项目即“项目套项目”的培训方式，即培训项目中套
有多个培训子项目；系统中的一个典型应用便是需要遵从一定学
习路径的合规及认证项目：员工在获得某项认证之前，需要逐一
完成该认证所需的所有培训子项目。

快速调研工具
快速调研功能允许新闻文章后附上调查，并上传到网站主页。结
果以图示形式向参与调查的用户展示。该功能为管理员和管理者
收集某些话题的相关信息，提供了快速简易的方法。

直观的课程安排计划
课程安排计划经改进的新型界面能让教员增添或者更新下学期的
详细内容，例如设备、教员和资源是否可用等。这项功能极大的
节约了时间，教员可以在单独的窗口安排教室、资源（白板等）
和房间等。

授权审批
管理者和管理员可在规定的时期内，授权审批机关来审批其他用
户。这种对内和对外的审批工作，允许指定另外一人来实行，通
常情况下只需一位即可，并不需要其它人员来汇报工作给管理者
和管理员，简化了审批流程。



符合美国邦法规21章第11款合规要求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经联邦法规21章第11款
的合规项目验证后，批准投入使用。须严格符合FDA规定的组织
可以对使用我们的系统成功完成联邦法规21章第11款认证充满信
心。对于合规性相关的报告，其它行业的组织也可以使用网维学
习的电子签名特色来建立详细的审计跟踪。

测评引擎
NetDimensions Exams在线考试系统是强劲而精密的测试编程
和配送环境。最初的研发是为了满足高度受管制产业的高要求，
该测验引擎可以使测试作为对象处理和执行。NetDimensions 
Exams在线考试系统分为两类：一是单机版企业测评方案，二是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的功能板块。

JavaScript SCORM API适配器
该特征允许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SCORM）课程在没有安装
JAVA运行环境（JRE）的情况下实现运行，可在iPhones和iPads
上运行课程，亦可在Android和Blackberry设备上操作。该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API）适配器无需在学习者电脑上安装Java程序，
节省了管理和学习者的时间。

与Confluence Wiki的无缝集成
用户可以从网维学习系统中为新课程创建Confluence Wiki软件
空间，当学员报名参加一门课程，会给予用户权限创建相应的空
间，当学员退出时，也会撤销该权限。该新增功能让学员更轻
松的进入相关的wiki空间，获取额外的材料，而无需再单独登录
Confluence Wiki软件程序。

第三方内容平台插件
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插件可让客户从系统中
在平台上展示下列内容：最新课程、注册、新闻、培养计划以及
资质认证等，比如：

 � 谷歌应用服务（通过iGoogle、Gmail
和谷歌日历工具来实现）

 � Wordpress网站（通过小工具/插件来实现）

 � 网讯（Webex），Adobe Connect ，GoToTraining

 � Confluence Wiki（通过插件/宏命令来实现）

软件开发工具包（SDK）
NetDimensions SDK是一套软件开发工具包，能够让
NetDimensions Talent Suite人才管理系统的用户把学习、知识
和绩效管理功能导入到网站或者门户网站，在NetDimensions 
Talent Suite人才管理解决方案和外部应用程序（如社会平台和人
力资源系统）以及移动设备（比如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之间
实现数据交换。

现在就请联系我们，让您了解NetDimensions Learning学习管理系统是如何简化您组织的绩效、 
知识和学习管理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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