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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最终客户购买的模块，部分模块功能可能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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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线学习管理平台

1.1 平台登录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为您配置好的平台网址。打开网页后，点击页面顶部“登录” ，如

下图所示：

1.2 创建一门课程

登录后，跳转到课程工作室。点击创建一门课程按钮，来创建一门课程。

1.3 课程资源库管理

课程创建后，组建课程资源，为开课做准备。

资源包含：视频、文档、客观题目（选择题，多选题，判断题）、主观题目（简答题）以及

调查问卷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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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布一个开课

1.4.1 创建开课

创建开课分为两种方式：

方式一：通过自建课程来创建一个开课

方式二：通过引进资源开课方式，创建开课

1.4.1.1 开课信息设置

创建开课完成后，点击管理，对开课进行相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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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对开课的时间、开课名称等属性进行设置

2. 对本次开课的课程信息进行设置

3. 对本次开课的教师信息进行设置

如下图所示

1.4.1.2 教学内容安排

点击教学活动中备课，安排和设置课程内容。如下图所示。

课程内容支持 视频、文档、网页、讨论、客观练习、主观练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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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发布开课

以上内容设置完成后，点击发布开课，学生会在我的课程中看到已发布的开课。

1.4.2 成员管理

1.4.2.1 助教

为开课中设置助教，帮助授课教师管理开课和教学辅助。

在助教管理菜单中，点击“添加助教”按钮，选择本校相关人员，最后点击提交，如下图所

示。

1.4.2.2 学生

为开课中设置学生。添加选课学生可以通过 2 种方式添加：导入学生，新增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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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学生支持 Excel 文件批量导入

点击新增，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学生如下图所示

1.4.2.3 小组

对学生进行分组，方便教学管理。

添加小组可以通过 3 种方式添加：新增，一键分组、导入学生，如下图所示：

1.4.3 教学管理

1.4.3.1 客观练习

课程内容如果设有客观练习环节，可以在这里查看学生提交客观练习情况和成绩分析。如果

错过提交客观练习答案，可以提供补交机会，支持发送站内消息给学生以及导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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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题目分析统计数据，统计学生选择不同选项的数据。让老师知道学生最容易出错在哪里

或哪个知识点已经完全掌握，从而调整教学内容或计划。

1.4.3.2 主观练习

课程内容设有主观练习环节。主观练习基于成绩评分方式不同而划分为“教师批阅”和“学

生互评”。

教师批阅：教师查看学生提交作业情况，对已提交作业学生进行批阅登分。

学生互评：学生之间批阅作业，老师可以对学生的成绩申诉进行裁决给分。学生之间通过互

评作业加深理解，了解错在哪里。

1.4.3.3 课内讨论

查看课程内容添加的讨论环节，学生参与讨论情况。点击讨轮题目，可以查看讨论详情。教

师可以回答学生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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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 讨论区

查看和回复课程内所有讨论，同时支持对讨论中举报违规内容进行处理

1.4.3.5 线上考试

查看学生参与线下考试出勤情况，成绩等情况。

1.4.3.6 调查问卷

发布调查问卷给学生，调查学生反馈对课程学习的反馈等。可以查看到学生参与调查问卷全

面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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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监督统计

1.4.4.1 进度概览

了解整体学生出勤情况以及课件资源学习情况等。点击查看详情可以进一步下钻查看明细详

情。

1.4.4.2 开课分析

了解学生的活跃度（访问课程人次，学习视频人次，完成实验人次），以及学员专业分布情

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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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 教学分析

了解教师参与教学的互动行为统计，如批阅作业数量，回帖数和发帖数等.

1.4.4.4 学生进度

了解学生学习整体进度汇总信息。

如学生的首次学习时间、学习时长、学习进度、客观练习完成、主观练习完成、记录笔记数、

发帖数和回帖数等。

1.4.5 结课管理

1.4.5.1 成绩考核设置

包含线上考核设置与综合考核设置。

线上考核环节包含课件浏览（视频和文档），客观练习，主观练习，课内讨论。

综合考核设置包含线上成绩和线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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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 成绩明细查询

点击左侧导航“成绩明细”，在成绩明细页面查看学生成绩详情。

支持导出学生线上成绩和综合成绩。

1.4.5.3 课程关闭设置

开课结束后，支持对开课进行是否允许学生学习和发言等关闭处理。

1.4.6 其他教学支持

1. 设置参加翻转课堂的地点、时间和参加条件等信息，学生进行报名参加。

2. 设置线下考试的地点、时间和参加条件等信息，学生报名参加。在教学互动中线下考试

模块中查看学生参加线下考试的成绩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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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教学管理平台

2.1 平台登录

登录请参照 在线学习管理平台 1.1 内容。

2.2 创建实验课

登录后，点击创建课程按钮，创建一门实验课程。

2.3 安排实验任务

点击教学活动中备课，安排和设置实验内容。如下图所示。

添加实验

支持设置实验开放时间以及实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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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验教学管理

2.4.1 实验监控

实时监控学生完成实验情况，支持教师进入学生端查看学生做实验遇到难题。

2.4.2 实验报告

查看学生实验报告完成情况，批阅学生提交实验报告等

2.5 监督统计

了解整体学生出勤情况以及实验学习情况等。点击查看详情可以进一步下钻查看明细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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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结课管理

实验课支持对实验报告设置考核占比

成绩考核设置完成后，点击发布，会查看本次课学生的成绩明细。支持导出成绩对接教务系

统。

3. 金助教互动式移动教学管理工具

3.1 平台登录

登录请参照 在线学习管理平台 1.1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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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创建课堂教学

登录后，进入平台。点击进入一门开课，点击教学活动下的备课，如下图所示，添加课堂教

学。

3.3 设置课堂教学内容

课堂教学创建完成后，设置课堂教学内容。

课堂教学内容支持视频、文档、投票、脑暴、测试、评分、签到、选人和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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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授课与课堂互动

教师登录后进入教学中心，点击教学任务，进行上课

点击进入课堂，可以看到本次课堂安排的活动，如下图所示

开始课堂教学后，开启活动向学生发送参与互动，如下图所示开启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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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教师可以看到学生参与活动统计结果，如图 签到统计分析

3.5 课堂教学分析

每节课堂教学结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从课外到课堂教学小结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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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结课管理

本次开课的考核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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