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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入门

欢迎来到Quality Trainer

Quality Trainer是一个基于订阅的在线学习课程，提供易于遵循的交互式课程、测验和练习，帮助您了解统计中最常用

的一些工具。按照以下说明首次登录。

1. 打开来自 Minitab 客户支持的电子邮件，主题为"您的Quality Trainer订阅"，然后单击链接即可开始使用。

2. 如果您有 Minitab 帐户，请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并登录。如果您没有帐户，请输入您的姓名并创建密码。

3. 滚动浏览许可协议的条款，单击该复选框以指示您接受条款，然后单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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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熟悉Quality Trainer。

1：课程

访问课程内容。要查看完整的课程大纲，请转到Quality Trainer课程概览。

2：我的进度（用于用户）/管理（用于管理员）

作为用户，单击"我的进度 "选项卡可查看有关订阅、总体进度、完成的活动数以及平均测验分数的详细信息。

作为管理员，单击"管理" 选项卡以添加用户和管理订阅中的组。

3：帐户设置

访问您的 Minitab 帐户，以便编辑个人信息、提交支持请求、访问订阅和下载更新。

4：目录

按"章"，"节"和"活动"查看课程内容。活动包括引人入胜的课程、交互式测验、显示如何在 Minitab 中完成分析

的分步工具，以及使用可下载数据集进行练习。若要开始活动，请单击章节，然后单击节，然后单击活动。

5：指数

查看整个课程中使用的术语和概念的字母列表。

6：语言选择器

选择一种语言。对于非英语版本的Quality Trainer，标题和所有其他内容都已翻译，但音频仍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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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您的Minitab帐户打开Quality Trainer

若要在关闭质量培训器后再次访问该培训器，请转到 Minitab 网站并登录到您的 Minitab 帐户。

提示: 您还可以在浏览器 qualitytrainer.minitab.com 添加书签，以随时返回Quality Trainer。

1. 请前往 www.minitab.com。

2. 在网站的右上角，单击 "我的帐户"。 如果未显示 "我的帐户"，请选择 " 菜单 > 我的帐户"。

3. 使用迷你选项卡帐户信息登录。

4. 在"我的产品"下，单击 "Quality Trainer"，然后单击"打开 Web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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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许可证和组管理员入门

访问订阅

许可证管理员使用 Minitab 许可证门户访问用户并将其添加到其公司的Quality Trainer订阅中。此角色通常由 IT 帮助台

协调员、技术运营经理或类似职位担任。

作为许可证管理员，您可以通过 Minitab 网站访问Quality Trainer订阅。

1. 转到您的 www.minitab.com 从 Minitab 帐户创建和打开Quality Trainer。有关详细信息，请转到第 5 页上的从您的

Minitab帐户打开Quality Trainer。

2. 对于要管理的Quality Trainer订阅，请单击"管理"。

管理用户和角色

在 "管理用户"下，您可以查看与订阅关联的所有当前用户，并按关键字或短语搜索用户。您可以同时单独或多个用户

管理用户。

单击单个用户旁边的 "选项"以查看其帐户详细信息或将其从订阅中删除。在"选项"下，单击"更新角色"以添加或删除角

色。。

在列表中选择多个用户，然后单击 "选项" 以发送电子邮件、重新发送欢迎电子邮件或从订阅中删除选定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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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所有用户" 按角色或状态筛选用户。例如，只能显示许可证管理员的用户或具有挂起状态的用户。

添加用户

在 "管理用户"下，您可以将用户添加到订阅并分配角色。

备注: 当您添加新用户时，新用户会收到一封欢迎电子邮件，以便他们能够验证其帐户并创建密码。但是，您可以关闭欢迎电子邮件。
在"订阅摘要"下，选择"订阅首选项 > 禁用订阅电子邮件"。

1. 单击 "添加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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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动输入用逗号分隔的电子邮件地址，或从文件或文件导入.csv用户.txt列表。

3. 在 "产品角色"下，选择要分配的角色。 当您同时添加多个用户时，所选角色将分配给所有用户。

只有"Quality Trainer"用户

可以访问Quality Trainer及其自己的进度数据。

只有许可证管理员

只能访问许可证门户中的Quality Trainer订阅和用户管理功能。

这些角色包括"Quality Trainer"用户或许可证管理员

可以访问许可证门户和Quality Trainer中的所有用户管理功能。这是分配给与订阅关联的初始管理员的角色。

4. 单击 "添加用户"。新用户将收到欢迎电子邮件。没有帐户的用户在创建帐户之前具有挂起状态。

删除用户

在 "管理用户"下，可以通过输入电子邮件地址或导入列表来同时删除多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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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 "批量选项 > 删除用户"。

2. 手动输入用逗号分隔的电子邮件地址，或从文件或文件导入.csv用户.txt列表。

3. 单击 "删除用户"。

在Quality Trainer中管理用户

组管理员管理其他用户并在Quality Trainer中跟踪用户进度。组管理员既是许可证管理员，也是Quality Trainer用户，有

权访问Quality Trainer中的其他管理功能。此角色通常由持续改进团队领导、导师和其他跟踪用户进度的人担任。

作为组管理员，您可以通过一个数据库访问Quality Trainer www.minitab.com。

1. 转到您的 www.minitab.com 从 Minitab 帐户创建和打开Quality Trainer。有关详细信息，请转到第 5 页上的从您的

Minitab帐户打开Quality Trainer。

2. 有关要管理的Quality Trainer订阅，请单击"打开 Web 应用"。

3. 在Quality Trainer中，单击 "管理"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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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管理" 视图中，用户网格显示与订阅关联的所有当前用户。如果项目已损坏，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第 10 页上的管理权限

• 第 10 页上的监控进度

• 第 11 页上的管理组

管理权限

从用户网格中，选择单个用户或一组用户来更改权限。当前权限包括：

• 将用户提升为许可证管理员。将用户提升为许可证管理员后，只能在许可证门户中降级，而不能降级到质量培训器

中。

• 允许用户访问订阅中的所有用户、进度数据和组。

提示: 您还可以通过将鼠标悬停在单个用户行上并单击省略号来访问权限 进度 进度报告。

监控进度

在用户网格中，您可以根据每个用户完成的课程数量及其平均考试成绩为基础。

若要监视单个用户的进度，请单击其 用户行中的 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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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监视一组用户的进度，可以下载进度报告。进度报告是一.csv文件，其中包含一组用户的汇总进度数据。要下载进

度报告，请在网格中选择多个用户或按组筛选网格，然后单击"下载进度"。

管理组

在用户网格中，您可以将用户组织成组，以帮助您管理用户并跟踪其进度。

1. 若要查看组列表，请单击"管理组"。

2. 要添加组，请单击"添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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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用户添加到组。只能将用户分配给一个组。如果将已属于组的用户添加到新组，则该用户将从其当前组中删除并

添加到新组。

4. （可选）将管理员分配给组，然后单击"添加"。您可以将用户作为组管理员分配给多个组。可以随时保存会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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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ission is to help people discover valuable insights in their data.

Minitab helps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to spot trends, solve problems and discover valuable insights in data by delivering a comprehensive and best-in-class suite of data analysis

and process improvement tools. Combined with unparalleled ease-of-use, Minitab makes it simpler than ever to get deep insights from data. Plus, a team of highly trained data analytic

experts ensure that users get the most out of their analysis, enabling them to make better,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 decisions.

For nearly 50 years, Minitab has helped organizations drive cost containment, enhance quality, boost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increase effectiveness. Thousands of business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wide use Minitab Statistical Software, Minitab Connect, SPM, Quality Trainer, Minitab Engage, and Minitab Workspace to uncover flaws in their processes and

improve them. Unlock the value of your data with Minitab.

© 2021 Minitab,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Minitab®, Minitab Workspace®, Minitab Connect®, Quality Trainer®, SPM® and the Minitab® logo are all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Minitab, LL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dditional trademarks of Minitab, LLC can be found at www.minitab.com. All other marks referenced remain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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