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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Ｍｏｏｄｌｅ 是一款免费、开源的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而开发的学习管理软件，用于开发基于因特

网的课程和网站．文章从 Ｍｏｏｄｌｅ 概述及其要求、虚拟主机与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之选择、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安装等方面展开讨

论，详细论述了虚拟主机环境中搭建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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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

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１］；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

员组织编制的《基础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标准（２０１２
版）》正式对外公布［２］；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中央网络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没有

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

代化” ．随着国家对信息化发展的重视，对教育信息

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和我国新课改的逐步实施，以及

现代教育技术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作为现代教育

技术重要手段之一的网络教学，以其独有的资源共

享性、开放性、交互性和协作性等特点，越来越受到

教育技术研究者、远程教育机构、网络教育机构、以
及高等院校等机构的关注与重视．Ｍｏｏｄｌｅ 作为一款

设计先进、应用广泛、功能强大的开源网络学习管

理软件，已受到广大教育者、实践者和研究者的青

睐．
借助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开展网络教学、辅助教学或

科研，首先需有 Ｍｏｏｄｌｅ 数字化学习环境．目前，多
数学习环境的搭建基于个人电脑或校园网，忽视基

于虚拟主机的搭建方案．
我们通过 ＣＮＫＩ 高级检索功能，利用检索条件

“题名 ＝ Ｍｏｏｄｌｅ ａｎｄ 题名 ＝安装 ａｎｄ 题名 ＝ 配置

（精确匹配）”实施检索，共搜索到 ６ 篇与 Ｍｏｏｄｌｅ

配置安装相关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从校园网或个

人计算机应用平台的视角，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或 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展开论述［３－８］，没有涉及虚拟主机环境的

搭建方案．６ 篇文献和文献［９］中论述之安装方案

在基于虚拟主机的 Ｍｏｏｄｌｅ 搭建时无法成功．
我们认为问题本质源于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本身与安

装环境间的不协调．基于安装过程中出现的显性与

隐性问题，本文从 Ｍｏｏｄｌｅ 概述及其要求、远程虚拟

主机与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之选择、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的安装和

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展开论述．

１　 Ｍｏｏｄｌｅ 概述［１０］

Ｍｏｏｄｌｅ 是由澳大利亚教师 Ｍａｒｔｉｎ Ｄｏｕｇｉａｍａｓ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
教育工作者、管理者和学习者等创建个性化学习环

境设计和开发的一款简单、健壮、安全可靠的免费

开源集成系统．很多教育技术研究者称其为学习管

理系统（ＬＭＳ） ．该系统目前主要由 Ｍａｒｔｉｎ 管理的

Ｍｏｏｄｌｅ Ｐｔｙ Ｌｔｄ（亦称：Ｍｏｏｄｌｅ ＨＱ）公司之 Ｍｏｏｄｌｅ
项目部负责其内核开发，其全球用户可基于此开展

二次开发，实现资源共享．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基于网页开发，任何人可在任何

时间和任何联网的环境下通过网页浏览方式进入

平台学习．其具有简单接口、界面组件可拖放、任何

人可使用可扩展和修改、操作简便、易于更新、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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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支持、高度灵活性和伸缩性、互操作性、用户数据

安全性、支持用户自己开发插件或使用免费插件以

满足个性化需求等特征，常被用于小班教学和大型

组织机构教学．目前被广泛用于教育、商业、非营利

组织、政府机构以及社区环境等开展混合式学习和

在线课程开发，也深受英荷壳牌公司（Ｓｈｅｌｌ）、伦敦

经济学院（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纽约州立

大学（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以及微软（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等大公司之信任．其全球用户量目前已超过

６５００ 多万，涉及学术性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公司．
总之，Ｍｏｏｄｌｅ 为全球化学习提供了一个经得

起实践检验和深受用户信任的数字化学习与管理

环境．

２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搭建要求与虚拟主机选择

２．１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搭建要求［１１］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基于

网页模式，需配置 １ 台 Ｗｅｂ 服务器，如 Ａｐａｃｈｅ 或

ＩＩＳ 服务器；其次，为使系统正常存取数据，需安装

数据库服务器，如：ＭｙＳＱＬ，ＭａｒｉａＤＢ 或 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
再次，ＰＨＰ 作为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之核心，需安装和配置

ＰＨＰ 与 Ｗｅｂ 服务；最后，需配置 ＰＨＰ 扩展，如

ｃｕｒｌ、ｚｉｐ 扩展等．此外，如需发送邮件，则需安装邮

件服务器．
２．２　 选择虚拟主机

（１） 虚拟主机 　 虚拟主机也称“网站空间”，
是使用特殊的软硬件技术，把一台真实的物理电脑

主机分割成多个逻辑存储单元，每个单元虽没有物

理实体，但却能像真实的物理主机一样在网络上运

行［１２］ ．这种从一台运行于互联网上的服务器中划

分出的逻辑单元称为“虚拟”服务器．一台真实的服

务器可划分出许多这样的逻辑单元，每一个逻辑单

元被称为一台虚拟服务器或虚拟主机．每个虚拟主

机都具有独立的域名和完整的支持 ＷＷＷ、ＦＴＰ 和

Ｅ－ｍａｉｌ 等功能的服务器．
（２） 选择虚拟主机　 每一事物都有优缺点，虚

拟服务器也不例外．其优点是相对于购买独立的服

务器，在虚拟主机中建设网站的费用大大降低，为
普及中小型网站提供了便利；利用虚拟主机技术，
使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真正成为人人用得起的网络，用户除了

大大节省购买机器和租用专线的费用外，由于网站

服务器服务管理简单，所以不必聘用专门的管理人

员；虚拟主机技术大大促进了网站建设效率．而其

缺点是由于租用 ＩＳＰ 提供的虚拟服务器，某些功能

必然受到限制，如数据库类型及其存储空间大小、
操作系统类型、邮箱服务器及其空间大小以及服务

器的某些读写权限等；由于 ＩＳＰ 提供商将主机出租

给众多的网站用户，必然造成虚拟主机的访问速度

过慢；某些服务商对网站流量有一定的限制，当网

站访问量较大时无法正常访问；一般虚拟主机为了

降低成本，不提供独立的 ＩＰ 地址，而是同一个地址

有多个可访问网站等，最糟糕的是由于服务商考虑

到自身服务器安全问题，常对某些类型文件作出读

写限制，如本文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中的 ｍｉｍｅｔｅｘ．ｅｘｅ 文件

则无法上传至服务器．
综上所述，只有在全面了解商家提供的服务器

特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使用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的目的，
选择能支持 ＰＨＰ、数据库（如：ＭｙＳＱＬ）的虚拟主机

服务器．本实验用主机的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Ｓｅｒｖ⁃
ｅｒ ２００３，属于典型的“ＰＨＰ ＋ＭｙＳＱＬ”主机环境，其
它参数配置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部分参数配置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配置值　 　 　

Ｗｅｂ 空间 ３００Ｍ

流量 ２５ＧＢ ／月

脚本支持 ＡＳＰ、ＰＨＰ、ｃｇｉ

数据库存支持 ＡＣＣＥＳＳ、ＭＳＳＱＬ、ＭｙＳＱＬ（送 ５０Ｍ）

由箱功能 ＰＯＰ３、ＳＭＴＰ

文件上传 支持 ＦＴＰ 上传、密码修改

管理工具
Ｗｅｂ 控制面板、２４× ７ 的 ＦＴＰ 访问

管理

安全保障
ＮＯＲＴＯＮ 企业级防火墙、双硬盘同

步备份

３　 选择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

每个 Ｍｏｏｄｌｅ 的发行版都有一些对 ＰＨＰ 版本

的最低要求和必要安装的 ＰＨＰ 扩展．尽管在每次

安装和升级前会做完整的环境检查，但为了顺利安

装，需与服务商确认是否已开启了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的

一些必要扩展功能．然而遗憾的是，服务器提供商

往往不会针对个别用户的特殊需求而随意更改其

软件环境，所以只能依据服务器的配置被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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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ｄｌｅ 发行版．
只能被动选择的原因是由于基于上述虚拟主

机环境的实践证明，先选择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后配置

ＷＷＷ 服务器、ＰＨＰ 以及数据库之策略在基于虚拟

主机的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安装过程中经常失败，见表 ２．
造成上述前 ３ 个版本安装失败之原因是由于

本虚拟主机中的 ＰＨＰ、ＭｙＳＱＬ 版本与所选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版本的最低要求不一致．

我们运用记事本编写程序代码： ＜？ ｐｈｐｉｎｆｏ
（）；？＞，在网站根目录下保存为 ｐｈｐＩｎｆｏ．ｐｈｐ 文件，
测试后知主机中的 ＰＨＰ 为 ５．２．９－２ 版本．证明了安

装 ＭＯＯＤＬＥ＿２６＿ＳＴＡＢＬＥ、ＭＯＯＤＬＥ＿２１１０ 时没能

通过 ＰＨＰ 版本检测的原因．从服务商处了解到本

机上的ＭｙＳＱＬ 为 ５．０．１８ 版本，进一步证实了ＭＯＯ⁃
ＤＬＥ＿２０１０ 虽通过 ＰＨＰ 检测，却安装失败之原因．

基本上述实验结果，选择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时应参

照主机中的 ＰＨＰ、ＭｙＳＱＬ 版本．本文最终选 Ｍｏｏｄｌｅ
＿１９＿ＳＴＡＢＬＥ 为最终安装版本，因本虚拟主机中的

ＰＨＰ、ＭｙＳＱＬ 版本符合其要求．

４　 安装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

４．１　 安装准备

（１） 一台能联网的计算机，一个可实时通信的

工具，如：电话或 ＱＱ 号码．
（２） 向中国万网、第一主机或其他合法的 ＩＳＰ

服务商购买支持 ＰＨＰ、 ＭｙＳＱＬ 功能的虚拟主机．

（３） 获取主机环境中的 ＰＨＰ、ＭｙＳＱＬ 版本，进
入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ｍｏｏｄｌｅ． ｏｒｇ 下载相应的

Ｍｏｏｄｌｅ 版本，本文以 Ｍｏｏｄｌｅ＿１９＿ＳＴＡＢＬＥ 版本为

例，解压备用．
（４） 安装 ＦＴＰ 上传工具，如 ＦｌａｓｈＦＸＰ．上传文

件至 Ｗｅｂ 服务器根目录下．操作如下：
① 运行 ＦｌａｓｈＦＸＰ，单击菜单栏中“站点（Ｓ）”

下的“站点管理器（Ｗ）…Ｆ４”，打开站点管理器窗

口；
② 单击“新建站点（Ｓ）”，在站点名称处输入

任意一个可识别的名称，单击“确定”，进行常规选

项设置．在“常规”选项中的“地址”右侧输入远程

虚拟主机地址（合法域名或 ＩＰ 均可，请向服务商获

取），其前不能加 ｈｔｔｐ： ／ ／ ， 但可加 ｆｔｐ： ／ ／ ；在“用户

名称”和“密码”右侧分别输入您的 ＦＴＰ 用户名和

密码；在“远程路径”右侧输入主机域名或 ＩＰ 地

址；在“本地路径”处输入存放 Ｍｏｏｄｌｅ 系统的文件

路径，单击应用保存设置．单击连接与服务器成功

连接后，将 Ｍｏｏｄｌｅ 文件夹下所有内容上传至虚拟

主机根目录下，如图 １ 所示．
４．２　 安装 Ｍｏｏｄｌｅ　 确保虚拟主机中已配置 ｐｈｐ＿
ｍｙｓｑｌ．ｄｌｌ，ｐｈｐ＿ｃｕｒ．ｄｌｌ，ｐｈｐ＿ｍｙｓｑｌｉ．ｄｌｌ，ｐｈｐ＿ｍｂｓｔｒｉｎｇ．
ｄｌｌ，ｐｈｐ＿ｏｐｅｎｓｓｌ． ｄｌｌ，ｐｈｐ＿ｘｍｌｒｐｃ． ｄｌｌ 和 ｐｈｐ＿ｇｄ２．ｄｌｌ
等 ＰＨＰ 扩 展， 且 Ｍｏｏｄｌｅ 学 习 系 统 文 件 已 上

传至Ｗｅｂ根目录，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主机ＩＰ

表 ２　 Ｍｏｏｄｌｅ ４ 种版本实验结果表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４－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ｏｄｌｅ

版本　 　 　 ＰＨＰ 与数据库存配置要求 实验结果

ＭＯＯＤＬＥ＿２６＿ＳＴＡＢＬＥ
（当前最新版）

ＰＨＰ ５．３．３，ＭａｒｉａＤＢ ５．３．５ 或 ＭｙＳＱＬ ５．１．３３ 或 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 ８．
３ 或 ＭＳＳＱＬ ２００５ 或 Ｏｒａｃｌｅ １０．２

失败

需安装 ＰＨＰ ５．３．３
需安装 ＭｙＳＱＬ ５．１．３３

ＭＯＯＤＬＥ＿２１１０
ＰＨＰ ５．３．２，ＭｙＳＱＬ ５．０．２５ 或 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 ８．３ 或 ＭＳＳＱＬ ２００５
或 Ｏｒａｃｌｅ １０．２

失败

需安装 ＰＨＰ ５．３．２
需安装 ＭｙＳＱＬ ５．０．２５

ＭＯＯＤＬＥ＿２０１０
ＰＨＰ ５．２．８，ＭｙＳＱＬ ５．０．２５ 或 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 ８．３ 或 ＭＳＳＱＬ ２００５
或 Ｏｒａｃｌｅ １０．２

失败

需安装 ＭｙＳＱＬ ５．０．２５

ＭＯＯＤＬＥ＿１９＿ＳＴＡＢＬＥ
ＰＨＰ ４．３．０，ＭｙＳＱＬ ４．１．１６ 或 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 ８．０ 或 ＭＳＳＱＬ ９．０
或 Ｏｒａｃｌｅ ９．０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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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ＦＴＰ 设置

Ｆｉｇ．１ ＦＴＰ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地址或域名．进入安装界面，在“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栏选“简
体中文（ｚｈ＿ｃｎ）”，单击“Ｎｅｘｔ ＞＞”检查 ＰＨＰ 设置，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检测 ＰＨＰ 环境配置

Ｆｉｇ．２ Ｃｈｅｃｋ ＰＨ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Ｐ 检查通过后，单击“向后 》”，设置 Ｍｏｏｄｌｅ
安装位置．请保持“网站地址”、“Ｍｏｏｄｌｅ 目录”不变．
配置“数据目录” ．考虑数据安全性，Ｍｏｏｄｌｅ 需要一

个对于 Ｗｅｂ 服务用户来说应当是可读可写，但不

能直接通过 Ｗｅｂ 访问的目录存放上传的文件．本文

在与 Ｗｅｂ 根目录同级的一个目录中创建用于存放

Ｍｏｏｄｌｅ 数据的一个名为 ｍｏｏｄｌｅｄａｔａ 的目录．如图 ３
所示．

在数据目录处输入创建好的完整的 ｍｏｏｄｌｅｄａｔａ
路径，单击“向后 》”，开始配置数据库，如图 ４ 所示．

请在“服务器主机”处输入您的数据库域名或

ＩＰ 地址（默认可用 ｌｏｃａｌｈｏｓｔ） ．在“数据库”、“用户”
和“密码”等处输入相应的值，保持“表格名称前

缀”不变．单击“向后 》”，检查服务器运行环境且通

过后，单击“向后 》”，开始下载中文语言包．请单

击下载“简体中文（ ｚｈ＿ｃｎ）语言包” ．如果因下载失

图 ３　 Ｍｏｏｄｌｅ 安装位置

Ｆｉｇ．３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ｏｄｌｅ

图 ４　 配置数据库

Ｆｉｇ．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败只能以英语方式安装，可在安装完毕后手动下载

中文语言包．继续单击“向后 》”，直至 ｃｏｎｆｉｇ．ｐｈｐ 文

件正确配置完毕，单击“继续”，接受 ＧＰＬ 许可，勾
选“无人值守操作”，单击“继续”，开始安装．安装

完毕后，系统进入“设置管理员账号”界面．在“常规

项”中保持“用户名”、“名”、“姓”不变，设置“新密

码”、“Ｅ－Ｍａｉｌ”、“市 ／县”、“选择一个国家或地区”
等项，单击“更改个人资料”，如图 ５ 所示．

设置网站首页． 设置 “网站全名”、 “网站简

称”、“首页说明”和“自己注册”等项，单击“保存更

改”后系统进入 Ｍｏｏｄｌｅ 后台管理页面，至此，Ｍｏｏ⁃
ｄｌｅ 成功安装．

用户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开始模块设置．在浏

览器地址栏输入服务器域名或 ＩＰ 地址，开始访问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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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安装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 有时因 ＰＨＰ 环境检测阶段的 ＺＩＰ 扩展失

效而安装失败．请与管理员联系．删除 ｐｈｐ． ｉｎｉ 文件

中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ｐｈｐ＿ｚｉｐ．ｄｌｌ 语句之前的分号，保存并

重启 Ｗｅｂ 服务器．

图 ５　 设置管理员账号

Ｆｉｇ．５ Ｓｅｔ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如果继续失败，请安装 ｃｕｒｌ 扩展．方法同上．删
除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ｈｐ＿ｃｕｒｌ．ｄｌｌ 语句前的分号，并将 ＰＨＰ
文件根目录下的 ｐｈｐ ＿ ｃｕｒｌ． ｄｌｌ， ｌｉｂｅａｙ３２． ｄｌｌ， ｓｓ⁃
ｌｅａｙ３２．ｄｌｌ 复制到系统安装盘上的％ｗｉｎｄｉｒ％ ／ ｓｙｓ⁃
ｔｅｍ３２ 下（６４ 位操作系统为 ＳｙｓＷＯＷ６４），重启 Ｗｅｂ
服务器即可．

（２） 配置数据库时服务器主机之前不能加 ｈｔ⁃
ｔｐ： ／ ／头，只能以 ｆｔｐ： ／ ／开头或直接填入 ｌｏｃａｌｈｏｓｔ、
数据库域名或 ＩＰ 地址．

（３） 设置网站首页时，建议“自己注册”保持默

认，无需设置为 Ｅ－ｍａｉｌ 验证．
（４） 日历与网站中文语言选项乱码问题，如图

６（ａ）、（ｂ）所示．进入系统后台，下载 ｚｈ＿ｃｎ＿ｕｔｆ８ 中

文语言包．上传至网站根目录下 Ｍｏｏｄｌｅ 系统平台的

ｌａｎｇ 目录中，即可解决中文语言选项乱码问题；同
时将 ｚｈ＿ｃｎ ＿ｕｔｆ８ 语言包上传到平台数据目录．． ／
ｍｏｏｄｌｅｄａｔａ ／ ｌａｎｇ ／下，用记事本打开此目录下 ｚｈ＿ｃｎ＿
ｕｔｆ８ 目录中的 ｌａｎｇｃｏｎｆｉｇ．ｐｈｐ 文件，另存为 ＡＮＳＩ 编
码格式并替换原文件即可解决日历乱码问题．

５　 结　 语

选择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时应参照主机中的 ＰＨＰ、
ＭｙＳＱＬ版本 ．由于Ｍｏｏｄｌｅ远程教育平台基于网页

图 ６　 乱码问题

Ｆｉｇ．６ Ｃｌｏｂｂ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实现，通常以虚拟主机为其运行环境．要求 Ｗｅｂ 服

务器与 ＰＨＰ 协调才能运行；操作系统不同，其 Ｗｅｂ
服务器与 ＰＨＰ 配置方法不同；新版 Ｍｏｏｄｌｅ 需要不

同版本的 ＰＨＰ、数据库支持功能；用户难以升级虚

拟主机中的 ＰＨＰ 与数据库、以及虚拟主机某些功

能受到限制等因素造成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安装困难．
由于虚拟主机服务商不愿意因个别用户的需

求而随意更改主机配置，造成用户很难升级与更新

Ｍｏｏｄｌｅ 系统，使 Ｍｏｏｄｌｅ 作为网络教学平台的最新

优势难以发挥．即使安装成功，这种环境中的 Ｍｏｏ⁃
ｄｌｅ 也只适于小规模或无需更新的用户．因此，为了

既能发挥 Ｍｏｏｄｌｅ 更多新功能的优势，又能降低用

户成本，当务之急应探讨一种能适于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

灵活升级与更新的远程网络教育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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