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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北大教学网平台 

北大教学网建课基础 

一、平台介绍 

（一）平台介绍 

北大教学网（https://course.pku.edu.cn）采用美国著名的 Blackboard 系统构

建，是一个集网络教学、数字资源管理、在线视频课堂和校园社区等诸多功能为

一体的综合性网络教学辅助平台。校本部每学年约 2000 多名教师、近 4000 门

课程使用教学网开展混合式教学，现已成为北京大学教学课程的总站。 

 教师：通过简单易用的功能模块，教师可以有效地管理课程、设计教学、制

作内容、布置作业和评测反馈，使教学内容更丰富，教学模式更灵活，进而

提高教学质量。 

 学生：通过丰富的教学工具和多终端支持，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

需求获取教学资源，参与教学活动，进行交流协作，使学习更主动，进而提

高学习效果。 

 请点击查阅“北大教学网平台介绍” 

 教学网微课“教学网建课基础_王肖群”“教学网基本功能速成_王世强” 

https://course.pku.edu.cn/
https://courseweb.pku.edu.cn/course/jiaoxuewang/about_zheye.html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xid-6119262_2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xid-6119263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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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信息修改 

用户登录北大教学网（https://course.pku.edu.cn）平台后，在我的机构页面，

工具--个人信息中可编辑个人信息，更改教学网密码，设置系统语言包。 

 

二、课程结构设计及课程内容上传 

（一）进入课程 

在我的机构--我的课程模块中点击课程名称，可进入课程 

https://course.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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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结构设计—菜单设置 

课程菜单示例如下，老师可根据教学设计以教学周方式、章节方式等创建课程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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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建课程菜单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创建课程菜单” 
 

进入课程，点击左上角的+,可添加课程菜单，常用菜单类型为 内容区、工具连

接以及划分工具： 

内容区菜单下课添加课程资源、发布作业、测试等 

工具连接菜单下课链接至教学网的交流互动工具，例如通知、讨论板、博客、日

志等 

划分工具为一条横线，可对菜单进行区域划分，让课程结构更清晰 

https://www.blackboardchina.cn/webapps/blackboard/content/listContent.jsp?course_id=_1489_1&content_id=_35583_1&mode=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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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结构设计 

以下图计算机基础课程为例，橙色为内容区型菜单，蓝色为工具链接菜单 

 

（五）内容区型菜单 

点击+，选择内容区，输入名称，勾选对用户可用后提交，即可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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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具链接菜单 

点击+，工具链接，输入名称，在类型中选择需要添加的课程工具，勾选对用户

可用，提交即可。 

  

 

（七）菜单顺序调整或修改 

将鼠标移动至菜单名称左侧，会看到双向箭头，点击鼠标左键拖动即可对现有菜

单进行排序，若需要修改现有菜单名称等信息，点击菜单名称右侧下拉箭头，即

可进行修改。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7 

 

 

（八）发布课程内容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发布课程内容” 

如图所示，如果课程菜单是右侧的呈现形式，例如第一讲课程菜单下包括课程预

习和课后复习环节，每个环节内有相应的学习资料等，则创建方式如下： 

 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利用内容文件夹工具实现 

 预习指导、微课、课件等利用项目、文件等工具实现 

 

 

 

1．创建内容文件夹 

在菜单下点击创建内容--内容文件夹即可创建 

 

https://www.blackboardchina.cn/webapps/blackboard/content/listContent.jsp?course_id=_1489_1&content_id=_35584_1&mode=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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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项目或文件 

点击创建内容--项目或文件即可创建 

 

（九）修改/删除现有内容 

点击课件名称右侧下拉菜单，可对现有内容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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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各类资源下面都会有个小箭头，用来修改已上传的资源 

（十）推荐使用的多媒体格式 

 

三、交流互动 

（一）创建通知/公告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创建通知/公告” 

 

点击通知菜单--创建公告，输入通知主题以及内容即可 

https://www.blackboardchina.cn/webapps/blackboard/content/listContent.jsp?course_id=_1489_1&content_id=_35587_1&mode=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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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讨论板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讨论版” 
 

1．创建论坛 

点击讨论板菜单，创建论坛，输入论坛名称进行设置后即可发布，一门课程下可

以有多个不同的论坛，例如分小组论坛或根据知识点教学内容创建不同的论坛供

学生交流互动。 

https://www.blackboardchina.cn/webapps/blackboard/content/listContent.jsp?course_id=_1489_1&content_id=_35587_1&mode=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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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可设置为评分项目，作为学生的一项平时成绩，老师可根据系统提供的数据

（学生发帖量等）对学生在论坛里的活跃度等进行评分。 

 

2．创建话题 

进入论坛，点击创建话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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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集学生的帖子 

勾选话题后，点击收集，可将勾选的话题在一页呈现出来，也可打印预览，另存

为 PDF 文档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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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看学生在讨论板中的表现 

点击控制面板--评估--成绩指示板，可查看学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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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志/博客 
 

1．日志/博客的区别 

 

 

 

2．创建日志 

点击日志菜单，创建日志，输入日志名称及相关设置后提交，学生即可点击该日

志名称提交日志文章。 

 

3．学生创建日志 

学生点击日志名称进入，点击“创建日志文章”，即可开始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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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组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小组” 

 

老师可在课程中对学生分小组，在小组内创建小组作业、讨论板、日志、博客等

只有小组成员可见的教学活动。 

1．创建小组 

点击小组菜单--创建按钮即可开始创建 

 

小组创建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创建： 

https://www.blackboardchina.cn/webapps/blackboard/content/listContent.jsp?course_id=_1489_1&content_id=_35589_1&mode=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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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注册：老师创建好小组后，提供小组注册名单，学生自行选择小组进行

注册 

 随机注册：系统随机分配学生 

 手动注册：老师手动将学生注册至各个小组中 

 单个小组：一次性创建一个小组 

 小组集合：一次性创建多个小组 

导入： 

 根据模板批量创建小组，导入小组成员 

 

2．小组—集合—手动注册 

以小组集合，手动注册为例，老师点击小组菜单--选择小组集合--手动注册 

 

输入名称，根据实际教学设计勾选小组设置选项，小组数目，其中创建集合中每

个小组的智能视图，是指在创建小组的同时自动生成小组成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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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名称设置好后，会进入小组成员设置页码，根据下图“添加用户”按钮即可

选择小组成员。 

 

 

3．批量导入小组以及小组成员 

点击小组--导入，在更多帮助链接下可以下载模板，填写模板后可批量上传，具

体操作请参考文档“批量导入小组及成员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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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业发布及批改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作业发布及修改” 
 

（一）作业发布 

点击菜单“作业”，选择“评估-作业”，输入作业名称，设置作业满分及选项

后提交，例如设置评分表，设置作业为个人提交、小组提交等，也可设置允许学

生提交几次测试以及勾选防抄袭检测。 

 
作业详细设置：老师可设置作业启用委派评分，将作业分配给特定人员批改，也

可设置作业成绩显示为分数或字母等形式。 

https://www.blackboardchina.cn/webapps/blackboard/content/listContent.jsp?course_id=_1489_1&content_id=_35585_1&mode=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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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业批改 

找到控制面板下的评分中心，点击进入完整的成绩中心。找到学生需要评分的作

业项（需要评分项会在单元格内显示感叹号），单击右边的下拉菜单，点击“成

绩详细信息”，可直接在线批改学生的作业，录入分数后提交。 

 

 

 

五、在线测试及题库管理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在线测试及题库管理” 
 

在北大教学网（https://course.pku.edu.cn）平台上老师可创建平时小测验，

https://www.blackboardchina.cn/webapps/blackboard/content/listContent.jsp?course_id=_1489_1&content_id=_35586_1&mode=reset
https://course.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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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先创建题库，根据题库随机抽题生成试卷。 

（一）平时小测验 

1．平时小测验创建步骤 

 
 

2．在课程中发布测试 

我们以题量较少的情况为例，老师直接在线创建题目，若需要以模板批量创建，

请参考下文 5.2，老师点击测验菜单，点击评估--测试 

 

 

如果课程菜单中有“测试”或类似的菜单，则点击该菜单即可，如果没有，则需

要手动创建一个菜单，操作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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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创建 

 

输入测试名称，描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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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后在测试面板页面开始创建问题 

 

 创建题目—单项选择题 

点击创建问题，选择单项选择题，输入问题文本，设置答案并通过点击正确答案

左前方的圆圈来标记正确答案。 

 

 创建题目—判断题 

点击创建问题--判断正误题，填写问题文本并标记答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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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问题创建完毕后，点击右下角的提交按钮，会看到如下页面： 

 

点击刚才创建的测试名称，点击提交，进入测试修改选项页面 

 

3．修改测试选项 

在该页面可将测试设置为可用，设置尝试次数等 

 

该页面中的设置有以下几项需要注意： 

 将连接设置为可用，需选择“是”，学生才能看到该测试 

 勾选“多次尝试”，选中“允许不限次数的尝试”，学生可以不限次数做题 

 “使用以下选项为尝试评分”，点击下拉菜单选择“最高成绩”，则记录学

生的最高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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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继续向下，可设置测试的开放时间： 

勾选开始日期及截止日期，则学生在此时间段内可以做测试。 

上述选项设置好以后，点击提交即可 

（二）题库抽题生成在线测试的操作步骤 

 

1．准备批量上传题目的模板 

根据提供的模板填写题目，A 列填写题型代码，B 列填写题目，C 列开始填写答

案，根据不同题型填写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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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模板填写好之后，点击 Excel 页面的文件—另存为—保存为 Unicode 文本格式，

然后进入平台测试面板界面，点击“上载问题”，上传 Unicode 文件文件 

题目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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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题库 

 

 

输入题库名称，然后提交。建议分题型或分章节创建多个题库 

 

3．批量上传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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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载问题 

 

 

点击浏览上传 unicode 文件，输入每道题的分值,上传后如下图 

 

4．组卷发布测试 

如果课程菜单中有“期末考试”或类似的菜单，则点击该菜单即可，如果没有，

则需要手动创建一个菜单，操作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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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测试菜单，选择评估--测试 

 

点击创建按钮 

 

输入测试名称及描述，点击提交，进入测试面板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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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面板页面选择重复使用问题--随机组卷 

 

 

在弹出的新窗口中，左侧点击题库、问题类型，勾选对应的内容，然后点击提交 

 

 

提交后会看到下图，在要显示的问题数量处点击，输入您需要抽取的题目数量 

 

之后再点击随机问题单元，重复上述操作，抽取其他题型的题目，题目抽取完毕

后，点击提交，进入修改测试选项页面，设置测试可用性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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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中的设置有以下几项需要注意： 

 将连接设置为可用，需选择“是”，学生才能看到该测试 

 勾选“多次尝试”，选中“允许不限次数的尝试”，学生可以不限次数做题 

 “使用以下选项为尝试评分”，点击下拉菜单选择“最高成绩”，则记录学

生的最高成绩 

页面继续向下，可设置测试的开放时间： 

勾选开始日期及截止日期，则学生在此时间段内可以做测试。 

上述选项设置好以后，点击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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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改测试或查看结果 

当学生完成测试后，教师可在评分中心查看学生的答题情况 

 若测试均为客观题，系统会自动评分，教师可在评分中心查看成绩 

 若测试中包括主观题，则会在成绩中心看到“需要评分”的图标，教师需点

击图标单元格内的下拉菜单，选择尝试对主观题进行评分 

 

主观题评分 

教师点击单元格内的下拉菜单—尝试，可查看试卷详情并对主观题进行评分 

 

可查看答题正确率及测试项目分析 

 

六、成绩中心管理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成绩中心管理” 

https://www.blackboardchina.cn/webapps/blackboard/content/listContent.jsp?course_id=_1489_1&content_id=_36078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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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中心的功能包括直接和学生、家长以及机构管理者交流和共享测验数据。报

告功能 可以帮助教师和其他主要利益关系人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并制定明智的

决策以提高成绩。  

老师点击控制面板--评分中心--完整的成绩中心，可查看该门课程下所有学生以

及左右作业测试等项目的成绩 

 

在该页面下，老师可创建加权或计算列，可设置不同类型的智能视图，可查看成

绩历史记录，可下载或上传成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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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列 

添加到课程内容的项目（如作业或测试）将在成绩中心内自动生成列。不是从课

程内容添加的项目需要手动创建列。例如，教师可以手动创建“测验”、“测试”

和“课堂参与”列。 

 

创建列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如下图所示，在“成绩中心”页面，点击操作栏中的“创建列”，打开

“创建成绩列”页面。 

 
创建列 

 

步骤二：在如下图所示的“创建成绩列”页面中，输入成绩列的名称、成绩中心

显示名称以及描述。 

 
填写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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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分别从“主要显示”和“次要显示”后面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主要显示

选项”和“次要显示选项”。其中，“主要显示”选项默认是“分数”。“次要

显示”选项在成绩中心中显示此成绩项目的次要格式。如下图所示。 

 

选择“主要显示”和“次要显示”选项 

 

步骤四：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类别，将列与类别关联在一起。并在“满分”字段中

指定分配给该列的分数。如下图所示。 

 

选择类别，设置满分 

 

步骤五：如下图所示，为成绩项目设置截止日期。 

 
设置截止日期 

 

步骤六：如下图所示，通过为以下选项选择是或否，来设置列的其他选项： 

在成绩中心计算中包括该列——创建计算得出的列（如“加权成绩”列或“总分”

列）时，在可能的项目选择中包括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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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显示此列——如果此选项可用，则成绩会显示在“我的成绩”、“查看成

绩”和“报告卡”模块中。 

在“我的成绩”中显示此列的统计数据 (平均值和中间值) ——向学生显示时，

包括统计信息和成绩值。 

设置列的其他选项 

 

步骤七：点击“提交”完成成绩列的创建操作。 

（二）管理智能视图 

智能视图是成绩中心中基于各种学生条件的视图。这使教师可以根据测试或作业

等项目的成绩条件创建成绩中心的特定视图，从而快速跟踪学生。 

 

有五种不同类型的智能视图可以指定学生信息： 

 课程小组使教师可以选择一个在课程中创建好的小组。小组是在“控制面板”

中的“用户管理”区域中创建的子区域。它们是由教师选择的学生的集合。 

 表现使教师可以根据表现选择学生。 

 用户使教师可以选择单个学生。 

 类别和状态使教师可以从学生属性的完整列表中进行选择；这是其他三种智

能视图的选项的组合。 

 自定义使教师可以根据用户条件创建查询。 

 

构建并保存后，智能视图将成为“成绩中心”页上当前视图下拉列表中的一个可

选择的列表项目，从而可以轻松地从一个视图导航至另一个视图。所有智能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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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另存为成绩中心的默认视图，从而更改当前的默认视图。 

 

1. 创建智能视图 

步骤一：如下图所示，在操作栏中，将鼠标指向“管理”，在弹出的关联菜单中

点击“智能视图”链接，打开“智能视图”页面。 

 

管理智能视图入口 

 

步骤二：点击下图中的“创建智能视图”按钮。 

 
创建智能视图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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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如下图所示，为智能视图提供名称和描述。其中，智能视图的名称是必

填字段，将显示在“成绩中心”页上的“当前视图”下拉列表中。它还会作为该

智能视图的链接显示在“管理智能视图”页上。描述则将显示在“管理智能视图”

页上。 

 
输入智能视图信息 

 

步骤四：可以选择上图中的“添加为收藏夹项目”复选框，以使智能视图成为收

藏夹项目。 

 

步骤五：选择视图类型，并选择相应的条件。这里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课程小组：学生的分组。必须先创建课程小组，它们才能用作选择条件。若选择

该类型，则需要选择要包括在此智能视图中的小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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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小组”类型 

 

表现：用户在某一项目上的表现。若选择该类型，则需要选择要包括在此智能视

图中的用户条件，例如，第二讲测验的分数大于或等于 60。如下图所示。 

 
“表现”类型 

 

用户：各个学生。若选择该类型，则需要选择要包括在此智能视图中的用户和列。

如下图所示。 

 

“用户”类型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39 

类别和状态：根据类别和成绩状态创建智能视图。若选择该类型，则需要选择要

按状态筛选的类别和用户。如下图所示。 

 

“类别和状态”类型 

 

自定义：使用属性组合选择学生的查询。若选择该类型，则需要选择要包含在此

智能视图中的用户及其用户标准，如下图所示。 

 

“自定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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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需要，通过点击上图中的“添加用户标准”按钮或“删除”按钮添加或删

除用户标准。 

条件始终作为 AND 语句添加，即该智能视图将包括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用户。

如果要改变这些条件的组合关系，请单击“手动编辑”并输入新的公式，如下图

所示。 

 
手动编辑公式 

 

步骤六：如下图所示，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筛选结果。 

 所有列：选择所有成绩中心列。 

 无：不选择任何成绩中心列。 

 向用户显示所有列：选择向用户显示的所有列。不显示已隐藏的列。 

 已向用户隐藏所有列：选择已向用户隐藏的所有列。 

 仅选定的列：从选择列表或列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列。 

 仅选定的类别：从类别列表中选择所需的类别。 

 仅选定的评分期：从评分期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评分期。 

 
选择筛选结果 

 

步骤七：点击“提交”按钮完成新类别的创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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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绩中心下载及上传 

点击右侧脱机工作，可下载成绩表，在线下通过 excel 表格打开后可进行编辑，

编辑后点击上传按钮可更新课程中的成绩表。 

 

七、查询本学期选课学生及进行分组 

 

 请登录教学网，在“2020 年秋季北大"在线教学"基础培训”--“模块一 北大

教学网平台”--“2020 年秋季：北大教学网建课基础”下查看相应视频教程  

（一）插件介绍 

由于北大教学网扩容至不限用户数，每门课程下会包括以前修完课程的学生以及

本学期新注册的学生，修完的学生在课程中是不可用状态，但会和新注册学生在

一起显示，为方便老师在课程中能够快速定位到本学期新注册的选课学生，特开

发此插件，老师可以通过该插件只查看新注册的选课学生，并对学生进行分组操

作。具体操作视频请点击“选课学生查看及分组操作”。 

（二）如何进入该插件页面 

老师点击进入课程后，在控制面板--课程工具中点击选课学生查询及分组可打开

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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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课学生查询 

点击进入插件后，点击“选课学生查询”链接，即可查看该门课程下所有可用的

学生。 

 
 

可通过搜索框进行搜索，搜索条件包括用户名及班级（院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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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选课学生进行分组操作 

勾选需要分组的学生（至少勾选一名），点击创建或加入分组按钮 

 
 

在下方页面根据情况选择创建新的分组或将学生加入已有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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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创建新的小组，则输入小组名称，点击对应位置的提交按钮即可 

若将学生加入已有分组，则在下拉菜单下选择小组名称，点击对应位置的提交按

钮即可。 

请注意： 

 创建新组或已有小组只能选其一，不能同时填写  

 一次只能创建或加入一个小组 

（五）查看已分组学生 

老师点击控制面板--用户和小组--小组，可查看已分组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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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获得帮助 

（一）帮助视频课程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网络课程建设基本操作” 

 

https://www.blackboardchina.cn/webapps/blackboard/content/listContent.jsp?course_id=_1489_1&content_id=_35583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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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lackboard Help 网站 

 https://help.blackboard.com/zh-hans 

 

（三）教学网帮助系统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北大教学网教师培训”（仅支持装有 flash

插件的设备播放） 

 

https://help.blackboard.com/zh-hans
https://courseweb.pku.edu.cn/peixunbangzhu/index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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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网技术支持 

 教学网客服： course@pku.edu.cn、62767551    

 教学网监管： xqwang@pku.edu.cn、62758385 

 

更多问题请参考： 

 《北大教学网与选课系统数据同步说明》 

 《北大教学网开通教学网账号和临时账号管理办法》 
1 

                                                             
本章节由马晶、王肖群编写，王肖群校审。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xid-6119223_2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xid-6119224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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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课堂 Classin 系统 

 

一、直播开课准备 

（一）常备设备（每次，必须） 

客户端：PC（重点推荐）、手机、IPad               网络： 教师端 10Mbps 及以上 

（二）资源准备（每次，必须） 

1. 直播资源：（非全部课程资源） 

请提前准备好本课程需直播展示的资源（至少“本讲直播资源”），放在云盘上； 

包括： 

 主要是课程讲义（推荐 PDF）； 

 辅助的音视频素材等。  

 

分辨率 1280*720P 

CPU i5 以上  

内存 2G 以上 

操作系统 Win7 以上 或者 Mac OS X10.9(Mac) 

 
佩戴耳机（带麦克风） 

 
选择清晰的摄像头设备 

（可选） 

Wacom–472 ￥299，https://item.jd.com/6029598.html   

Wacom – 672 ￥ 509 ，

https://item.jd.com/6011419.html#product-detail  

友 基  UG-16Pro ￥ 1499 ，

https://item.jd.com/11481621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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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动在线课堂 

（一）登录教学网（每次，必须） 

 关于在线课堂 Classin 的基本功能，请点击观看“Classin 功能介绍” 

 

北大师生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之一，访问“北大教学网”： 

 北大教学网：https://course.pku.edu.cn 

校园卡用户：统一认证账号/密码 

 通过 北大主页-->教育教学-->教学网  

 通过 北大主页-->门户-->公共服务-->教学网  

提示：若教学网内容显示不正常，请先清空浏览器缓存或  换一种浏览器； 

 

（二）进入在线课堂（每次，必须）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教学网内视频课堂 Classin 启动进入” 

 或登录教学网，在“2020 年秋季北大"在线教学"基础培训”--“模块一 北大

教学网平台”--“2020 年秋季：在线课堂 Classin 系统”下查看相应视频教程  

 

选择“我的课程”中的 一门（本学期）课程，进入该课程的界面；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courses/045-jxw-6/2020public/Classin/classin%E5%8A%9F%E8%83%BD%E4%BB%8B%E7%BB%8D.mp4
https://course.pku.edu.cn/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courses/045-jxw-6/2020public/Classin/%E6%95%99%E5%AD%A6%E7%BD%91%E5%86%85%E8%A7%86%E9%A2%91%E8%AF%BE%E5%A0%82Classin%E5%90%AF%E5%8A%A8%E8%BF%9B%E5%85%A5%20.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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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默认课程最左侧菜单区，点击“工具”—>进入”Classin课堂”； 

   

 

建议：在您的课程中，添加”Classin课堂“的菜单，方便进入； 

 点击课程最左侧菜单区的左上角“+”加号按钮，添加“工具链接”菜单项； 

 在“添加工具链接”窗口，“名称”项中输入”菜单名”（例如：课程直播

/在线课堂/classin课堂…）； 

 在“类型”下拉菜单中的“classin 课堂”选项，勾选“对用户可用”，“提

交”即可。 

 点击新添加的“”菜单名” （例如：课程直播/在线课堂/classin课堂…）， 

 直接进入在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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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账号绑定（只绑定一次） 

教师的校园卡号、Classin注册号和手机号需要三方绑定，确认教师的使用权限； 

 如果之前未注册过 ClassIn，输入手机号，点击“保存手机号“后，系统会

帮您注册 Classin账号，教师手机会收到短信初始密码； 

 如果手机号已注册过 classin，输入手机号，点击“保存手机号“，三方绑

定成功； 

 若绑定不成功，出现下面页面： 

 

 

 

解绑手机号：删除 Classin注册绑定的手机号（由于操作失误，错写了手机号） 

更新手机号：更改 Classin绑定的手机号（换新手机，更改注册的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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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装客户端 （Classin 新用户，仅一次） 

 未安装客户端 

 如果未安装 ClassIn 客户端，会点击跳转到软件下载界面。 

（请下载+安装+注册） 

 

 然后回到网页中，点击已安装 ClassIn 

1．客户端下载 

 下载地址：https://www.eeo.cn/cn/download.html 

 请下载与自己设备的操作系统相对应的 ClassIn版本 

 

 电脑端：- Win7，Win8，Win10用户请下载 Win7及以上版； 

- 苹果电脑 Mac OS系统的用户请下载 Mac OS版； 

 移动端：- 苹果移动端用户请在苹果商店 APP Store 中搜索：classin，不

https://www.eeo.cn/cn/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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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大小写； 

 

2．客户端安装 

 鼠标双击下载好的安装包，将会有简体中文、繁

体中文、英文、西班牙语、日语版本等供选择； 

 选择语言并点击确定后，弹出安装界面，点击“快

速安装”； 

 如果使用 Mac电脑，首次安装可能会提示，如图： 

 

解决方案 

3．Classin 注册 

 在登录页面点击“新用户注册”；  

 完善个人信息：上传头像、设置昵称； 

 点击 ClassIn客户端界面左上角的头像图标—>点击编辑—>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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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播设备自检（更换设备，仅一次） 

首次安装 ClassIn，点击“开始检测”。确定教师的网络、摄像头、扬声器、麦

克风的设备可用性。 

   

 

图1 进入设备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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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摄像头检测  &  扬声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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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麦克风检测  &  检测完成 

 

 
 
 
 

 已安装（每次，必须） 

直接点击已安装 Classin客户端--点击此处进行下一步 

（六）使用 classin 在线课堂授课（新版改动） 

当日课表课： 

 首页为当前课程日历，会显示课程下所有未结束的教室，教学网会在凌晨提

前创建好当天的课表课，一般情况下老师无需再创建教室了； 

 请查看当前课程日历，是否配置了正确的授课老师和助教 ，如果授课老师

有更改，可以从下拉列表选择其他老师。 

 如果没有助教，可以选择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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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要进入的教室后，直接点击进入教室即可，进入教室按钮在列表右侧 

其他非课表课： 

 如果首页没有教室信息或者老师希望创建讨论教室等非课表教室，点击“创

建 classin教室”即可新建教室； 

 创建教室均有默认值，老师不需要太多输入； 

 默认录课直播开启。 

 老师和助教都可以创建教室，默认选当前账号的身份为老师或者助教； 

 授课老师一项只能选教学网的老师角色， 助教只能选教学网助教； 

 默认开课时间为当前时间五分钟后第一个整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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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完毕点 “确定”，会回到首页，新创建的课节就会展示出来； 

 教师也可以提前创建所需 Classin教室，现在支持输入自定义的开课时间支

持创建多个教室； 

 

按默认值创建后，预留 5 分钟的准备时间，10 分钟后，直播正式开始；老师也

可以点击立即录课。立即开始 

1．进入在线课堂（新版） 

当天的课表课教室和老师创建的非课表课都会展示在列表中，到上课时间后点击

“进入教室”即可进入教室； 

首页教室列表修改老师及删除教室功能说明（新版功能）  

 首页会显示所有未结束教室列表。 

 授课老师任何时间都可以修改，但不支持删除； 

 未到开课时间的教室显示“课节未开始”（非课表课类型支持删除教室）； 

 到上课时间后，显示进入教室按钮（老师可提前 20分钟，学生可以提前 10

分钟）； 

 课节助教任何时间可以新增，但是不支持修改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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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传到“云盘”（推荐，每次） 

将自己准备的 U盘上的直播讲义和素材，上传到 Classin云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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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线课堂”界面操作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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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lassIn 客户端界面操作上传    

 

 

 

 

 

 

 

3．讲授式直播（必须，每次） 

（1）打开云盘资源（推荐，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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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云端工具（推荐，手写板） 

（3） 静音学生（建议，每次）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如何将学生静音和取消静音” 

 或登录教学网，在“2020 年秋季北大"在线教学"基础培训”--“模块一 北大

教学网平台”--“2020 年秋季：在线课堂 Classin 系统”下查看相应视频教程  

 建议正式上课的时候，选择全体静音； 

 老师头像下方的双话筒图标是全体静音键； 

 解除全体静音，只需再次点击全体静音按钮； 

 学生的麦克风变成绿色即为正常； 

 

4．互动式直播（非必须，每次） 

在讲授式直播的基础上，直播过程中允许学生参加课堂活动；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courses/045-jxw-6/2020public/Classin/%E5%A6%82%E4%BD%95%E5%B0%86%E5%AD%A6%E7%94%9F%E9%9D%99%E9%9F%B3%E5%92%8C%E5%8F%96%E6%B6%88%E9%9D%99%E9%9F%B3.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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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参与讨论 

 学生在“问题”区留言后，老师端的问题栏会显示数量及内容； 

 若问题具有共性，点击“解答”，该问题被放到大黑板上； 

 

 

 

 

 

 

 

 学生可以点击举手，参与课堂互动 

 

（2）给学生授权 

把鼠标放在学生的视频窗口下，选择授权。以下是授权图标和授权后的学生端

视角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64 

（4）给学生轮播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如何开启轮播功能” 

 或登录教学网，在“2020 年秋季北大"在线教学"基础培训”--“模块一 北大

教学网平台”--“2020 年秋季：在线课堂 Classin 系统”下查看相应视频教程  

 

手动或自动轮播学生的视频出现在台上 

 

 

 

 

 

 

 

 

5．分组讨论教学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分组功能（时间轴）” 

 或登录教学网，在“2020 年秋季北大"在线教学"基础培训”--“模块一 北大

教学网平台”--“2020 年秋季：在线课堂 Classin 系统”下查看相应视频教程  

 

教师在教学工具中，使用“分组讨论”工具发起分组。可定义学生分组数量（最

高支 持 50 组，最低支持 2 名学生分成 2 组）。分组方式支持随机分组或者

直接使用上次的分组，教师可手动调整每组中的学生。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courses/045-jxw-6/2020public/Classin/%E5%A6%82%E4%BD%95%E5%BC%80%E5%90%AF%E8%BD%AE%E6%92%AD%E5%8A%9F%E8%83%BD.mp4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courses/045-jxw-6/2020public/Classin/%E5%88%86%E7%BB%84%E5%8A%9F%E8%83%BD%EF%BC%88%E6%97%B6%E9%97%B4%E8%BD%B4%EF%BC%89.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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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组的一个学生默认为组长，支持修改为同组的其他学生；通过鼠标拖动或者 

ipad 按住拖动，可自由调整学生所在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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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点击“结束讨论”后，学生全部回归主教室，详细功能如下 

 可将某一个分组的大黑板的内容复制至主教室，展示各个小组的讨论成果 

 可将某一个分组的学生全部上台，对讨论成果进行讲解 

 将主教室大黑板的内容再复制至各小组教室，根据此次的讨论结果，再次发 

起分组讨论 

（七）视频回放删除（推荐，每次） 

 具体操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北大教学网视频课堂 Classin 视频管理” 

 或登录教学网，在“2020 年秋季北大"在线教学"基础培训”--“模块一 北大

教学网平台”--“2020 年秋季：在线课堂 Classin 系统”下查看相应视频教程  

选择“Classin在线课堂”工具，点击【获取历史回放列表】，即可获取所有已

录制的可回放视频； 

展示该课程下面的课节，可以选择对应操作 2 

                                                             

本章节由季志诚、张春春、王肖群编写，王肖群校审。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courses/045-jxw-6/2020public/Classin/%E5%8C%97%E5%A4%A7%E6%95%99%E5%AD%A6%E7%BD%91%E8%A7%86%E9%A2%91%E8%AF%BE%E5%A0%82Classin%E8%A7%86%E9%A2%91%E7%AE%A1%E7%90%86.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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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网”查重与写作助手 

 

在科研诚信管理领域，中国知网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和实践，为高校等机构在科

研诚信管理、学位论文过程管理和质量管控、学术写作与规范等方面提供了系列

技术解决方案。在治理学术不端，辅助教学过程管理、引导学术规范、助力学风

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反响良好。目前，知网开发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

统已在全国 95%以上的双一流高校及全国近 800 所大学广泛应用，为应对新时

代、新要求，公司不断进行系统的技术升级、产品优化更新，致力于为广大用户

提供方便实用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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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网查重 

 请登录教学网，在“2020 年秋季北大"在线教学"基础培训”--“模块一 北大

教学网平台”--“2020 年秋季：知网查重与写作助手”下查看相应视频教程  

操作路径：进入北大教学网后，点“我的主页”，我的课程-课程工具-CNKI 知网

作业查重 

（一）选择课程-课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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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下“CNKI 知网作业查重” 

 

（三）点击“启用查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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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单查看与下载 

回到知网整合界面，点击“查重结果下载”可进行报告单的下载，在本地解压缩

后，即可看到本次作业的同学上交作业的所有的报告单。 

 

1．下载报告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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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线查看报告单 

 

3．查重指标定义 

（1）总文字复制比 

总文字复制比是指所检测文献总的重合字数在总的文献字数中所占的比例。通过

该指标，可以直观了解到重合字数在该检测文献中所占的比例情况。 

（2）去除引用文献文字复制比 

去除引用文献文字复制比，指去除了作者在文中标明了引用的文献后，计算出来

的重合文字在该检测文献中所占的比例。 

（3）去除本人文献文字复制比 

去除本人文献文字复制比，指去除了作者本人已发表的文献之后，计算出来的重

合字数在该检测文献中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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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写作助手 

 请登录教学网，在“2020 年秋季北大"在线教学"基础培训”--“模块一 北大

教学网平台”--“2020 年秋季：知网查重与写作助手”下查看相应视频教程  

 

点击课程-工具-CNKI知网写作助手 3 

 

 

                                                             
本章节由徐剑平编写，王肖群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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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tin 论文原创性检测系统 

教学写作的综合解决方案 

 

 

一、系统介绍 

Turnitin 公司是全球教育科技的引领者之一，专注于文稿的原创性检测及电子评

估系统的开发。目前，Turnitin 系统被近 170 个国家的 15,000 多所学校、机构

所使用，活跃师生数近 3000 万。Turnitin 不仅是教育工作者强大而有效的工具，

也为学生打下原创思维、真实写作、学术诚信实践的基础，并终身受益。 

Turnitin 对比库收录的资源语种超过 30 种。除了英文资源，也包括中文资源，以

及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日语、韩语等语种。 

 

Turnitin 主要功能： 

 

 

 

 

 

 

 

 

  

全球权威的论文原创性检测系统 
 

 先进的对比技术和全球最大的对比文献库。 
 国际主要出版机构和大部分 SCI期刊使用 Turnitin的技术

审查稿件。 
 支持建立机构库，比对本校历年数据。 

e-rater ®语法测评，提升英文写作 
 

 ETS 的e-rater®评分系统用于 TOFEL、GRE等考试的电
子评分。Turnitin整合e-rater，对学生文稿进行语法测评
和纠错，提供写作修改建议。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74 

二、如何在教学网中布置一个 Turnitin 作业 

（一）新建一个 Turnitin 作业 

使用教师账户登录教学网。进入需要布置作业的课程。 

 

 

点击“评估”“Turnitin Direct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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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urnitin 作业设置 

之后将进入Turnitin作业设置。第一次使用Turnitin的用户，将会在进入此页面

时看到用户协议弹窗，点击同意后继续。 

在此，您可以组合不同的作业设置以满足不同场景需求。点击每个选项前的绿色

问号图标，了解其含义。 

 

 

作业提交方式有两种：上传文
件或复制粘贴文本。 

设置作业的开始日期，提交
截止时间和公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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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请务必注意“存储库”项下的“文稿存储库”选项。该选项是指学生文稿

将被上传到哪个存储库中。 

 标准存储库：学生文稿将被收录到Turnitin全球库，作为后续文稿的对比资

源。但是这些被收录的文章不会公布其内容，以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 

 机构存储库：学生文稿将被收录到本校机构库中，仅可供本校用户后续对比。 

 无存储库：学生文稿将不会被收录，也不会用于后续对比。 

如果有些文章需要发表，建议在作业的选项中选择无存储库。 

设置完毕，请点击“建立作业”，创建新作业。新建好的作业如下图。在此可以

随时对作业设置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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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提交作业 

学生登录后，进入自己的课程。点击信息，将看到老师布置的Turnitin作业。点

击“检视作业”进入该作业。 

 

 

 

 

 

 

点击“提交”进入作业提交页面。填写作业名称，选择提交内容。（* 这里有上

传文稿或复制粘贴文本两种提交方式，可用的方式取决于教师对作业的设置。）

点击“提交文稿”，系统上传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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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交成功，系统将返回数字回执，确认已经收到作业。 

 

 

回到收件夹，学生将在作业列表中看到自己提交的作业。红色框处的位置将显示

重复率分数。有以下几种状态： 

 显示重复率分数：是正常状态。 

 未决的：重复率分数尚未生成。正常情况下，重复率分数将在几分钟内生成。

文章字数越多，生成的时间越长。生成时间和教师对作业的设置有关。 

 三角形感叹号图标：表示教师对学生关闭了重复率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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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查看作业 

（三）查看学生作业列表 

学生提交作业后，教师将在作业收件夹里看到已提交的作业。点击红框处的重复

率分数，查看在线报告。 

 

（四）查看在线报告 

在线报告界面分左中右3部分。 

 

文中的相似文字被不同颜色标记出来。编号和颜色与右侧的重复源列表对应。点

击文中重复的文字，将弹出窗口显示对应重复源中的文字，以便用户更好了解为

何被系统识别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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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重复源显示为“提交至**学校”，表示文中有内容与其它学校的学生文稿相

似。Turnitin不会公布任何被收录到标准库中的学生文稿，以保护知识产品。您

可以向对方学校请求原文。 

 

Turnitin将代替您发出原文请求，但是不确保对方是否同意或回应您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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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置查重条件 

点击功能条上的漏斗按钮，打开过滤和设置面板。设置变更后，点击“应用更改”，

重复率将重新计算。 

 

 

您也可以选择排除一个或多个重复源。排除后，重复率将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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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排除的重复源，可以点击功能条中的 标记查看。您可以随时恢复部分或

全部的已排除重复源。同样，重复率将重新计算。 

（六）下载 PDF 格式的查重报告 

 

PDF格式的报告分为3个部分：封面、正文和重复源列表。下图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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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TS e-Rater 语法测评功能 

Turnitin整合了ETS e-rater评分系统，可以对文稿进行语法测评和纠错，包括

文章的逻辑、语法、架构、词汇、拼写等。该功能限文稿不超过64,000字符。 

当教师对该作业启用了e-rater功能，在功能条中会出现紫色的ETS按钮。点击后，

系统自动对文章进行测评，完成后将出现如下界面。界面右侧是e-rater检测结

果列表，左侧正文中以紫色标记出存在问题的地方。 

 

六、下载学生作业和成绩 

教师在作业收件夹里可以批量下载学生作业和成绩列表。进入收件夹，下载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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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下载的成绩列表是EXCEL格式的文档，包含详细的作业数据和查重分数。4 

 

                                                             

本章节由王茜编写，王肖群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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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 在线考试易考系统 

 
易考系统可以实现锁屏、随机拍摄、自动组卷、管理答卷等功能，平台提供的鹰

眼系统可以实现第二机位监考。本章节将介绍从申请易考账号到组织一场考试，

整个考试环节中的操作流程和实施细则，帮助教师能够利用易考这一在线考试工

具按成日常的教学考试工作。更多信息请点击观看“易考平台介绍视频”。 

一、如何开通易考账号 

（一）易考账号的申请 

为了增强北大在线考试的规范性，所有在易考系统进行的在线考试（作为学生考

核点成绩），统一向院系教务员报备。由教务员在易考系统开通教师账号。易考

系统由北大总账号、院系子账号和教师账号组成。教务部、研究生院、院系领导

和教学督导可以监管。具体流程如下： 

1．教师申请 

请教师提前做好规划，根据本或研课程，给院系教务（本或研）发个人开通易考

系统账号的申请 （场次序号（001…）、课程号、课程名、教师工资号（10位）、

教师姓名、教师北大邮箱、开考日期、开考时间、结束时间、学生人数、是否共

享）；每场次考试为一条记录，多场次多条记录； 

2．院系申请 

北大教管人员（教学院长、本研教务员）填写在线“申请表单”。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courses/045-jxw-6/2020public/Eztest/%E6%98%93%E8%80%83%E5%AE%A3%E4%BC%A0%E8%A7%86%E9%A2%91.mp4
https://docs.qq.com/form/fill/DQ2x2R2VUbmJGTWhh?_w_tencentdocx_for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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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开通院系子账号，表单内应填写以下信息：用户名（例如：物理学院本科；

物理学院研究生，若有多个本科教务，则物理学院本科 1...）、院系名称（例

如：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管人员姓名、教管人员邮箱（院系登录的邮箱）、

教管人员手机、最大同时考试人数（设置考场最大数）； 

3．院系确认 

易考平台收到教管人员提交的表单，将快速开通院系账号。开通后，院系教管人

员会收到易考的验证邮件，验证后，院系子账号即正式开通；教管人员使用初始

密码 pku123登录易考系统，在“管理中心”中及时修改账户密码； 

4．教师账号 

访问北大易考系统 https://pku.eztest.org，在首页中点击“注册”，设置教

师用户； 

5．教师确认 

教管人员添加教师账号后，教师的邮箱将收到易考的验证通知及初始密码，完成

验证后可以通过邮箱和初始密码登录易考系统，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 

6．用户登录 

北大易考系统 https://pku.eztest.org 

7．匹配教师账号管理关系 

（1）若考试信息共享：若教师的考题试卷、考生等信息可开放共享，教务

员直接在院系账号下自行添加教师子账户，各教师子账户权限由院系管理员赋

予； 

（2）若考试信息隔离：若教师的考题试卷、考生等信息不开放共享，则教

师账户需要单独处理。现阶段教师账号与院系账号的匹配关系由易考支持团队来

实施。教务人员收集教师信息后，填写教师信息收集，信息包括：院系管理员的

易考账号（邮箱）、教师管理员的易考账号（邮箱）、教师账号考生人数；将信

息提交给易考团队的申请邮箱 wangjian@ata.net.cn  

https://pku.eztest.org%EF%BC%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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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技术支持 

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在工作时间 08:00-19:00通过易考系统控制台中的在

线客服寻求技术支持； 

9．北大服务 

 北大教师可扫描二维码进入”北大在线考试-易考系统教师服务群”微信群 

 或发邮件至北大易考公共邮箱 gyikao@pku.edu.cn咨询； 

 易考系统建议 xqwang@pku.edu.cn 13261049123  王肖群 

（二）多账户管理 

如何开通子账户 

1) 易考主账户（在易考注册登录的账户）下可添加多个账号，即为子账户； 

2) 子账户仅可作为该主账户的分支使用，被删除后账号便不再存在； 

3) 子账户可选定角色或添加自定义权限，现子账户有多个角色可选： 

 人工判分员 

 内容制作员（命题） 

 考试观察员（监控） 

 管理员（超级管理员） 

 考试管理员 

4) 添加多账号的步骤如下： 

 通过右上角用户名下拉菜单进入管理中心，选择多账号管理；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89 

 填写帐号信息：姓名、邮箱（不可为易考已有账户）； 

 选择账户类型； 

 设置该账户的预设密码； 

 添加并通知后会有一封激活邮件发送到上面填写的邮箱中，激活后即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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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运行环境 

易考支持所有主流浏览器，不论是何种操作系统或设备，只要是支持 HTML5标准

的浏览器都可以正常使用。为了更好的用户体验，我们建议使用如下浏览器： 

 PC端（包括 MAC）：Chrome 浏览器 64.0及以上版本、Firefox（火狐浏览器）

54.0及以上版本、Safari9.0及以上版本 

 安卓移动终端：Chrome、Firefox 

 IOS移动终端：Chrome、Firefox、Safari 

 

三、试卷、内容的管理 

 易考平台试卷介绍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如何三分钟创建试卷” 

（一）支持题型及试卷结构 

1．支持题型 

 判断题 

 单选题 

 多选题 

 复合题（综合分析） 

 简答题 

 填空题 

 录音题 

 完形填空题 

注：所有类型的试题均支持上传音频和图片。其中简答、填空和录音题需要人

工判分；判断、单选和多选题必须设置正确答案。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courses/045-jxw-6/2020public/Eztest/%E8%AF%95%E5%8D%B7%E5%88%B6%E4%BD%9C%E4%BB%8B%E7%BB%8D.mp4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91 

2．试卷结构 

一份普通试卷可包含单个或多个单元，可按题型、知识点、章节等多种形式自定

义设置。 

 
 

（二）创建与编辑试卷 

1．创建试卷 

 点击导航栏“试卷”，进入我的试卷界面； 

 点击“+新建试卷”，在弹出的“创建试卷”窗口输入试卷名称和试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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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将会出现一个默认单元，编辑该单元并保存即可（如需多单元，可添加

单元）。 

 

2．编辑试卷 

 填写单元名称（若需要描述说明可添加描述说明，该描述说明会在考生进入

考试答题之前提醒） 

 填写大题名称（若需要对该大题进行说明可添加描述说明） 

 添加试题（即为该大题下的小题，有多种类型题供选择） 

 若需要增加大题点击左侧“+新增大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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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完成点击右上角“保存单元 

 完成试题可通过“预览试卷”查看效果 

 
3．试卷限时 

 试卷限时是在单元编辑时设置的考试限时，不勾选则为不限时； 

 单元设置最长交卷时间：到时间自动结束该单元，超过试卷时间则自动收卷； 

 单元设置最短交卷时间：不到该时间不可结束单元； 

 多单元的试卷，有一个单元不限时则该试卷不限时，需要某单元不限时但试

卷仍限时，可编辑试卷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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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题制作 

依次点击“题库”“新建题库”“管理/创建试题”，即可创建试题。 

1．编辑试题须知 

 所有类型的试题均支持上传音频和图片； 

 其中简答、填空、录音题可不设置正确答案，设置考试时需要开启人工判分

（见四）；若设置固定正确答案则跟答案完全一样才得分； 

 判断、单选、多选、拖拽题、完形填空题必须设置正确答案；其中拖拽题为

拖拽设置正确选项； 

 复合题增加下设小题可以为：单选、多选、填空、简答。 

 填空题的填空项不可随意添加到文字中间，需编辑一部分添加一个空； 

 编辑试题界面功能如下： 

 

2．编辑试题 

建议以使用为目的直接在易考账户中尝试设置试题。易考系统的文本格式较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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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需使用特殊符号或特殊格式，建议使用图片作为题干。 

（1）判断题 

、 

 

 

（2）单选题（判分支持常规及选项单独计分两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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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选题（判分支持常规、少选得分、选项单独得分三种规则） 

 

（4）复合题（即资料分析题） 

 

（5）简答题 

除传统的文字输入外，简答题还可使用多种形式收集答案。 

 本地附件上传，考生可以将事先存放在本机的文件作为附件上传至答案区； 

 手机扫码上传，考生通过纸笔作答，作答后使用手机扫描答题界面中的二维

码，调取拍照界面，将作答照片作为附件上传（该方法较难保证考试严格性）； 

 画图板，考生可使用画图板用鼠标绘制图形上传；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97 

 答题区工具栏，考生可以通过答题区的工具栏，插入特定符号进行答题； 

 

（6）填空题 

若一个填空项有多个正确答案，可为其添加多个参考答案；若题中包含多个

填空项，且答案无顺序要求，可勾选“允许考生答案与参考答案顺序不一致”。 

 

（7）录音题 

录音题需确保考生的答题设备具有录音功能，没有录音功能将无法作答此

题；最长录音时间建议在 120 秒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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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拖拽题 

拖拽题可以为排序题，对应题或者其他匹配类型的试题；选项的设置可多于

填空项，不可少于填空项；设置正确答案时将右侧选项拖动至左侧填空项的

正确位置即可。 

 

1．考生端效果展示 

（1）考生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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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界面 

 

 

2．各类题型 

（1）判断题 

 

（2）单选题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101 

（3）多选题 

 

（4）复合题（即资料分析题），点击选择小题进行答题； 

 

（5）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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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填空题 

 

（7）录音题 

注意：若想重新录制录音，重新点击录制按钮即可。 

  

（8）拖拽题 

将右边栏的备选项拖入左边，若托选错误可再拖回左边或拖至其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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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完形填空题 

 

 

（10）听力题 

 

（11）简答题（需上传照片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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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题库 

1．创建题库 

（1）逐一添加试题：点击“创建试题”，选择题型完成编辑； 

（2）批量添加试题：管理试题—选择一个分类（或添加分类）—Word 导入试

题—选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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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易考系统支持通过 Word 文档直接批量导入试题，但由于 Word 导入试题

格式要求严格，易出错，不推荐此方法。（通过 Word 文档导入试题时，对 Word

文档中用公式编辑器编辑的公式很不友好，对特殊字母也不友好，这些内容都无

法导入，而且还可能漏掉部分常规内容。将易考中的试卷导出为 Word 文档时也

存在类似的问题）详见 https://docs.eztest.org/form.html。 

 

2．WORD 导入题库注意事项 

 多个相同题型可以设置[单选题组][多选题组][判断题组][简答题组][填空题

组][录音题组]，一个题组下面题号必须连续，格式如：1、2、3、不可自动

编号； 

 [难度:0.7][分数:1]可省略（省略后使用默认难度 0.5，分数为 1）、[答案解析]

若没有可省略； 

 难度等级设置数值越大越容易，具体对应如下（如文档没有难度说明，默认

是中）：难：0.2；中：0.5；易：0.9； 

 需要试题标签可在答案解析下行添加[标签:计算机|集成环境|物理]，具体参考

导入模板； 

 填空题中使用四个连续下划线____表示需要填写内容的空缺，有多少空缺，

后续就要有多少个[参考答案]标签； 

 请保证全文均为半角字符，具体可以用 word 选取全文然后转换为半角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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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支持 DOCX 后缀格式，DOC 无法进行解析； 

 按题型要求存在特殊符号的题干、选项、参考答案请使用截图制题，请勿使

用 word 导入功能； 

 由于 Word 导入试题格式要求严格，易出错，请导入题库之后，使用组卷模

版将试题全部抽出为一份试卷，编辑该试卷，如有错误将会提示，随后更改

题库相应试题即可，组卷相关功能查看帮助中心-组卷。 

3．导入题库注意事项 

 所有题号不可自动编号； 

 保证整篇文档题号从 1 开始连续（或每个题组下从 1 开始连续）； 

 判断题答案只能写[正确]或[错误]； 

 不同题型前一定要写清楚 

4．使用题库试题创建试卷 

（1）导入后，点击导航栏“试卷”，选择已创建的试卷或点击新建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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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卷 

1．什么是组卷模板，如何组卷？ 

（1）组卷模板：通过定义抽题规则来从题库抽取试题进行组卷。模板包含试卷

的单元名称，大题名称和大题下设的小题类型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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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卷模板可以实现自动从题库中抽取试题，组成试卷的任务。组卷模板跟

试卷类似，但是不包含任何实际的试题，而是包含一组规则，定义了如何从题库

中抽取试题； 

（3）使用组卷模板的前提是题库已经建立好，并且需要在题库里有足够可供选

择的试题，题库里的试题越多，使用组卷形成的试卷的试题重复率就越低； 

（4）组卷的步骤和应用：首先需要创建组卷模版，编辑好模版结构，并添加好

抽卷规则； 

（5）通过模板可以单独抽取试卷；也可以在考试中直接使用模版作为考试的试

卷，以达到考生随机抽题的目的； 

（6）使用模版的方法：创建考试，添加试卷时勾选“使用模版”，选择所需要的

模板，考生考试将会从该模版随机抽题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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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题规则 

可以设置题型要求，选择题库、分类、题型；选择试题难度、标签；设置该种抽

题规则的数量，和每小题得分；特别注意注意所选题库里复合题所包含的小题数

量和题型是否一致，否则使用模版作为试卷后，考生抽到的试卷总分和体量会不

一致。 

 

3．设置题型要求 

（1）选择所需的题库； 

（2）进一步选择题库里的分类； 

（3）最后选择你所需要的题型； 

（4）选择试题难度、标签可进一步筛选所需要的试题，若不需要也可以不设置； 

（5）设置抽取该类试题的数量，和每小题得分； 

（6）特别注意：所选题库里复合题所包含的小题数量和题型是否一致，否则使

用模版作为试卷后，考生抽到的试卷总分和体量会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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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卷的具体操作步骤 

（1）新建模版 

 
（2）按照需要的试卷模版来完成模版的编辑，编辑好单元名称和大题名称，在

每道大题下添加抽题规则，即设置每道大题内所包含的小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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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数设置 

（1）折算总分：对模版编辑时可设置单元和大题的折算总分，如下图，该单元

分数为 15 分，折算总分为 100 分，则考生成绩为 100 分制；若考生试卷得分 3

分，按 100 分折算即为 3/15*100=20 分 

 
（2）使用原始分：设置抽题规则是可设置试题使用原始分（即试题在题库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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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分数）； 

 

6．抽卷流程 

新建模版——完成模版编辑——抽取试卷 

注：抽取试卷后会放在我的试卷里。抽取到的试卷和普通试卷一样，可以进一

步修改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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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试卷分享 

可将自己账号下的试卷分享到别人账号下。在我的试卷里选择一份试卷，选择分

享，填写对方用户的注册邮箱，确认分享后此用户便可以拥有该套试卷。分享试

卷时，可配置是否禁止对方复制或分享此份试卷（如图）。 

 

 

题库也可以分享给他人 

 

 

*易考平台免费用户无法接受其他分享来的试卷。 

 关于易考的试卷功能，可参阅易考平台的视频介绍。 

 

（七）注意事项 

https://eztest.org/hom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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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卷时，应注意考生只能按顺序进入各单元答题，进入下一单元后，

将无法重回上一单元检查答卷。每一单元均可设置答题时间，可以通过对单元时

间的限制，达到考生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的效果；限制单元返回也可减少考生违

纪的概率；如果对考生的答题过程较为宽松，希望能允许考生答题后检查、修改

答案，也可以取消单元的设置改为大题。 

（2）若考试结束后考生需要拍照上传答卷纸，由于此时考生需要移动手机，

难以继续通过鹰眼系统等手机软件监考，可在正式答题单元后再设置一个单元，

让考生在易考摄像头前将答卷纸通过手机拍照上传指定邮箱。可在该单元设置一

道简答题，在题干部分写明要求（如图），题目分值设置为 0 分，不要求考生作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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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组织与实施 

（一）新建考试与考试设置 

1．创建一场考试 

依次点击“考试”“新建考试”，根据提示设置考试相关信息，创建考试后相关

信息仍可反复编辑，详见“易考帮助中心考试模块”； 

主要功能介绍： 

 即报即考 

无须提前导入考生名单，考生可反复多次报名参加考试。 

注意：若选择“即报即考”，则只需考试口令即可在考试时间内查看试卷，此时

应妥善保管考试口令，不可提前泄露。若不选“即报即考”，则考生需凭准考证

号等信息参加考试，详见五。 

 

 限定登录位置 

限制考生登录考试的来源 IP地址。 

 练习模式 

考生每作答一题即可查看该题的答案和解析。 

 考试承诺书 

考生登录后承诺遵承诺书内容，方可进入考试。 

 视频监控（增值服务） 

若需要抓拍考生照片，可选择开启视频监控。若没有提前上传考生照片，不应勾

选“登录人脸比对”“人脸侦测”，否则会经常报错。 

注意：若考试开启视频监控功能（或试卷含录音题），须保证每位考生电脑上配

有摄像头，并提前让考生进行模拟测试。需为个别无法调用摄像头的考生重新设

https://docs.eztest.org/ex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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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场无摄像头的考试。 

 
登陆时，摄像头会记录一张考生登陆照，若考生人数较多，可提前要求考生同时

拍摄学生证、学生卡（如图），以验证考生身份，节约一一点名、查阅学生卡的

时间。摄像头每隔几十秒随机抓拍一张考生照片，与视频类监控相比对网络质量

要求不高，考试结束后也可随时查看，建议配合易考的鹰眼系统或其它视频监控

软件共同监考。 

 

 

 

 

 

网页版或手机端考试若开启视频监控，对考生考试的浏览器和设备有一定要求。 

浏览器要求： 

电脑端（包括 Mac）：Chrome、Firefox、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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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移动设备：Google Chrome、Firefox 

iOS移动终端：需 iOS11以上 

 锁定考试 

限制考生离开考试页面的次数，建议勾选。 

 鹰眼监控 

使用第二台设备登入考生的当前考试中，利用第二台设备的摄像头作为第二视角

监控，监控的画面与第一视角合并查看，详见《如何使用鹰眼系统》。 

*须创建考试后，联系易考工作人员针对该场考试开启鹰眼功能方可使用 

 网页考试 

使用浏览器即可进行考试，可供无法安装客户端的考生参加考试。 

 客户端考试 

下载易考桌面版进行考试，可实现霸屏功能。 

 答题水印 

考生作答页面，使用场次唯一编号和考生准考证号作为背景水印。 

 查看成绩 

允许考生答题结束后查看成绩。 

 查看试卷解析 

允许考生在答题结束后查看答卷和试题解析。 

 不满意重做 

允许考生重新答题, 考生需要放弃前次答题成绩。 

 重做保留最高分 

在多次答题成绩中保留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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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复制 

禁止考生对答卷内容进行复制。 

 分数线 

设置考试通过的分数线。 

 人工判分 

试卷中有主观题需要配置人工判分。 

 成绩通知 

将该场考试的每个考生成绩通知以邮件发送给指定接收人。 

2．教师测试考试 

考试设置完成后，可以绑定正式试卷做一测试，主要检查考试的各项控制项是否

与实际相符，检查试卷内容是否正确： 

 在考试界面点击考试标题旁的“编辑”图标，将考试时间设为当前时间； 

 在考试界面点击“添加考生”后输入任意考生信息，即可自动生成准考证号； 

 通过所填的考生信息在客户端登陆，测试考试，确保考试流程设置无误； 

 客户端下载、使用方法请参考“易考客户端下载链接”。 

 

（二）如何收集、导入考生信息 

易考提供了多种考生信息收集方式： 

1．用模板批量导入 

 进入创建的考试（如图），依次点击“添加考生”“批量导入考生”“下载

https://docs.eztest.org/candid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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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将学生信息填入下载的模板中，点击“上传名单”，即可批量导入

所有考生并自动生成准考证号。 

 

 亦可在模板中增加一栏“准考证号”即可批量自定义准考证号。 

 若教学网学生名单即考生名单，且邮箱信息无误，可直接从教学网下载学生

姓名、邮箱，保存在 excel文档里。 

 若考生人数较多，且存在退课、考生邮箱信息不完善等问题，可通过问卷等

方式收集考生姓名、手机号、邮箱号。 

2．单个添加考生信息 

进入创建的考试，点击“添加考生”，即可逐一添加考生。若考试当天考生因操

作不当导致账号临时无法登陆，可立即用此方法新建考生账号。 

3．使用易考的报名功能 

当考生人数较多，且存在退课、考生邮箱信息不完善等情况，可通过易考的报名

功能收集考生新信息 

易考提供了报名模块，教师通过建立一场报名，将报名链接地址或二维码发送给

考生，用以收集必要的考生信息。 

 可以设置多个时间段的多个科目，可以设置考生报名的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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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由教师自定义收集的字段，可上传附件（单个附件最大 10MB）。 

 考生报名后，教师可在后台查看并审核，若考生提交的信息不符合要求，则

可拒绝考生的报名请求。 

 详细信息可参考“易考帮助中心报名模块”。 

（三）模拟考试（试考） 

为了帮助考试检测考试设备，体验考试流程，建议在正式考试前设置一场模拟考

试（试考）。 

试考时间的设置应适当，时间过短，会达不到体验的目的；时间过长则长则有可

能引起考生的不适。通常试考时间的设置可以考虑试卷时长，参考人数等因素，

控制在 15-30分钟为宜。 

（四）发布考试信息 

易考提供了短信（收费功能）和邮件两种通知方式，若需要使用通知功能，则考

生名单中应包含手机号或邮箱数据。 

考生名单导入成功后，可点击“发送邮件”或“发送短信”向考生邮箱、手机发

送考试通知，通知中包含考试时间、考试登录方式及准考证号。 

 

五、考试的监考工作 

 监考工作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双监控环境布置” 

易考平台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监考实施工作，从 AI 识别、到人工监控，从单视角

监控到双视角监控，以下详细介绍各种监考功能的使用。 

注意：如需开启分班监控与鹰眼监控功能，在完成考试设置和考生导入后向易考

支持人员提出申请。申请方法及鹰眼监控的详细功能介绍，参见《如何使用鹰眼

系统》。 

http://docs.eztest.org/enroll.html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courses/045-jxw-6/2020public/Eztest/%E5%8F%8C%E7%9B%91%E6%8E%A7%E7%8E%AF%E5%A2%83%E5%B8%83%E7%BD%AE%E8%A7%86%E9%A2%91.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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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I 识别人脸比对 

通过开启视频监控中的登录验证功能，将考生报名照与考生登录照片做比对，识

别考生可能的替考行为，若系统识别考生的照片与本人的生物特征差距较大，将

在后台记录并呈现给考试组织者。 

 

同时通过考中的照片抓拍，可以与登录照片做比对，识别考中的异常考试行为（替

考、多人协助作答、脱离监控等） 

（二）视频监控墙 

考试管理员可在场次中通过视频监控墙实时查看本场次的考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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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整显示范围，查看每屏 9人、16人、25人的实时视频画面。 

（三）分班监控 

 

分班监控作为专业的监考工具，集成在易考系统中，考试组织者在完成考生信息

的导入后，可以将考生分成若干监考班级，由不同的监考人员进行监考，监考老

师访问监考平台进行监考，保证了考试数据的安全隔离。 

分班监控时，监考人员可使用声音侦听功能获取考生环境音来辅助监考；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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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幕功能向考生的答题界面发送文字提醒和警告；对于证据确凿的违纪行为可使

用截屏功能记录，截屏的同时选择违纪行为项，截屏的照片和记录保存在考生信

息中，可用于违纪行为的举证。 

（四）鹰眼监控 

易考在原有第一视角监控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二视角（鹰眼监控），使用考生的

移动设备（手机或平板电脑）作为第二摄像头，辅助进行监考。 

在鹰眼监控场景中，正面监控用于识别考生的答题状态，第二视角（鹰眼监控）

用于监控考场环境，两个视角的相互配合，可最大限度的杜绝考生的舞弊行为。 

 

 

六、成绩处理与报告 

（一）客观题自动判分 

在制作试卷时，对各类客观题设置了分值，考试结束后系统将自动完成阅卷工作。 

（二）主观题人工阅卷 

若需要人工判卷，可使用以下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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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直接点击条目后的“判分”链接，一一判分。 

 若多人共同改卷，可点击下载按钮下的“导出考生明细”，下载 excel表格，

点击表格中每个考生姓名后的“判分链接”（如图），即可查阅该生所答的

题目和答案。 

 

 

 若需查看考生客观题答卷情况，除在“考试”界面一一点开链接查看外，还

可点击下载按钮下的“导出答卷明细”，批量查看、统计答题情况。 

 

（三）考后数据分析 

所有考生都完成考试后，可以点击“生成考试报告”查看本场考试的总结。 

 

 

考试报告的内容包含以下几方面 

 与人数相关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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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情况分析 

 
 

 试题解析 

通过对考生答题的分析，帮助命题老师了解考生的知识点掌握情况，通过对试题

答对率、区分度等的分析，帮助命题老师调整考核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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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问题 

（一）试题无法显示 

若使用图片作为试题题干，偶尔会出现个别考生试题无法显示的情况，解决方法

如下： 

 若图片不多，建议暂时允许该考生移动手机，通过微信等直接将未显示的图

片发给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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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提前多添加几个考生的信息，让考生使用备用准考证号重新进入考试。

若该生已回答部分试题，理论上无需重答。但改卷时需人工整合两份答卷的

答案。 

 亦可适当延长该生答卷时间，令其使用新的准考证号重答所有试题。 

（二）考生因意外关闭客户端 

考试期间若考生报告因网络、电源、软件等问题重启客户端，只要使用同一准考

证登陆，即可继续答题，监考人员可在后台查看考生登陆次数和登陆时间。为保

证严谨性，考试前应明确要求考生重新登陆系统时向监考人员报告。 

（三）监考界面显示某考生考试中断 

在管理后台，管理员可以实时查看到考生的状态，如发现中断的情况，通常考生

不会发现，不影响考生答题。若同时监控出现异常，可以及时联系考生。考试结

束后可能出现个别数据未上传的现象，在“考试”界面点击“强制收卷”即可。

此时可立即查看考生客观题分数。 

 

 

八、如何使用鹰眼系统 

鹰眼系统是易考自带的监考平台，可实现第二机位监考。若需要使用该功能，须

须创建考试后发邮件到 gyikao@pku.edu.cn 提出申请（邮件中请注明易考账号

以及相应考试场次），开通此项功能。功能开通后，使用方法如下： 

 监考老师账号由监考组织方负责统一分配，并在考前通知监考老师。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128 

 监考老师使用 Chrome 浏览器打开所负责班级的监控地址，输入监控口令及

监控老师姓名进入监控页面，如下图所示。 

 

（一）角色选择 

在线监考平台设定有两类角色身份。监考老师选择“我是监考老师”，巡考

及其他辅助监考人员选择“我是巡考人员”。登录时的页面如下图所示。 

 

注意：同一个监考班级，只允许有一名监考老师，其余辅助监考人员、助教

或巡视人员，需选择巡考人员身份登录。 

 监考老师可以使用在线监考平台的所有监考功能，观察考生的考中行为，与

考生视频通话，以及对考生违纪行为的提醒、记录和存证等。 

 

 巡考人员只能使用在线监考平台的部分功能：查看考生监控画面、给考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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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弹屏提醒、重点关注和违纪行为的记录和存证。但巡考人员无法与考生进

行视频通话。 

（二）在线监考平台界面 

1．监考平台界面 

每一屏会同时显示 4 名考生的监控实时画面，并提供监考功能给监考/巡考老师

使用。同时，可以在监考平台上概览所负责的班级的整体情况。界面如下图所示。 

 

 

 

 

 

 

 

 

 

 

 

2．考生统计 

界面右上角可查看当前监控班级内考生总人数、当前在线人数、已完成考生人数

及已中断考生人数统计。 

 

 

3．考生轮巡 

在线监考可以使用两种轮巡方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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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轮巡：监考页面每 10 秒自动往左轮巡一位考生监控画面，监考平台界

面最上方的中间显示自动轮巡的倒计时。 

 手动轮巡：点击界面左右两侧的箭头手动翻页查看考生监控。  

 

4．单个考生监控区 

单个考生的监控区界面如下图所示。 

 

开启鹰眼监控的情况下，每个考生的监控区会同时显示两个实时视频监控画面、

考生信息、答题进度、考生行为日志、AI 智能检测的异常提示，以及监考手工

添加的违纪行为截屏记录等信息。 

（三）在线监考平台功能介绍 

监考老师通过实时关注考生答题行为与周围环境状况，结合监考系统记录的行为

日志、异常等信息，并配合使用监考功能，可以有效完成在线监考工作。在线监

考平台提供如下几种监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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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视频通话功能  

考试过程中，如有考生举手示意监考老师关注、或监考老师判断有必要即时对考

生进行干预的情况，可选择与考生进行视频通话。在对话结束后，由监考老师点

击结束通话按钮可结束连线。监考与考生的即时视频通话界面如下图所示。 

 

注意： 

 视频通话功能只能由监考老师发起和结束。考生可通过考试界面的“举手“功

能提出通话申请，等待监考老师发起通话。 

 视频通话的时间将计入考生的考试用时，监考老师应慎重发起视频通话，并

且要尽可能地简短。 

 监考老师发起视频通话不会直接导致考生考试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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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应考生举手  

如考试过程中，监考老师所负责的班级有考生举手时，在监考平台界面右上角上

会立即显示当前举手的人数。点击举手图标可查看考生信息，并可与考生发起一

对一视频通话，如下图所示。 

 

3．音频开/关按钮  

如果考试启用了音频监控的要求，监考老师可以听到考生考试现场的声音。监考

人员可以通过音频开关打开/关闭某个考生的音频，现场音频是协助监考老师判

定考生是否存在违纪行为的有效资料。 

4．弹屏提醒  

监考老师可向考生发送弹屏通知，提醒考生及时纠正轻微违纪行为。针对一些常

见的违规行为，在线监考平台提供了标准的提醒语，监考老师直接选择并快速地

发送。监考老师也可以编写自定义提醒内容，发送给考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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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老师发送的弹屏提醒，将立即显示在对应的考生的作答界面上（如下图所

示）。考生在阅读完提醒后可自行关闭弹屏信息。监考老师发送弹屏提醒不会直

接导致考生考试被终止。 

 

5．重点关注  

 如监考老师发现某位考生可能存在违纪行为，可选择将疑似考生固定在监考

画面上进行重点关注。 

 重点关注的考生，在自动轮巡或手动轮巡的情况下，都不会离开监考主界面。 

 再次点击图钉按钮，可以取消对疑似考生的重点关注。 

6．违纪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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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监考人员发现考生有违纪行为，可通过即时监控画面截图功能进行证据保存。

监考人员截图的操作会记录在考生的行为日志中。监考截图时必须同时备注异常

说明，监考人员可选择系统提供的常见违纪类型，也可以手动输入违纪描述。人

工截屏并添加违纪记录，如下图所示。
5 

                                                             
本章节由王健、王昊玉、王肖群编写，王肖群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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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北大 Canvas 平台 
 

北京大学 Canvas 系统 
 

一、Canvas 技术服务与支持 

（一）北大 Canvas 网址 

https://pku.instructure.com/（建议使用 Chrome 浏览器登录）。 

（二）北大 Canvas 公共邮箱 

gg_canvas@pku.edu.cn 

（三）北大 Canvas 技术服务群 

 

（四）Canvas 系统内帮助 

在 Canvas 左侧最下方的帮助按钮中，可以找到包括 Canvas 指南、在线客服、电

话客服等帮助方式。师生们在使用 Canvas 过程中的有任何问题，可以首先寻求

帮助系统。 

https://pku.instruc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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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 指南：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 

 

（五）Canvas 入门课——growing with Canvas 

这是一门帮助老师们快速入门的培训课程，包括培训说明、视频等，建议老师们

进入 Canvas 后先学习该课程。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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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大 Canvas 申请与使用 

由于用户帐号数量有限，北大 Canvas将优先对 Canvas现有教师进行支持。 

已有 Canvas账号教师：请直接填写表单进行开课申请。 

https://www.wjx.top/jq/88065998.aspx（截止日期为 2020年 9月 15日） 

无 Canvas 账号教师：原则上仅支持以国际交流为主的新开课程。请您先向本学

院教学院长发送邮件申请，说明在 Canvas 开课的必要性，经学院教学院长同意

后转发到 gg_canvas@pku.edu.cn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再填写表单进行申请：

https://www.wjx.top/jq/88065998.aspx（截止日期为 2020年 9月 15日） 

 

三、Canvas 快速建课示范 

（一）进入课程 

登录 Canvas 后，默认界面如图所示。 

https://www.wjx.top/jq/88065998.aspx
https://www.wjx.top/jq/8806599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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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菜单栏下方为帮助，打开后可以看到帮助指南及客服。右侧为待办事项（如

需要批改的作业）和下周日程。 

中间为师生的全部课程，点击即可进入具体课程，进入课程的界面如下图。 

 

 

左侧为课程导航，老师可以通过最下方设置-导航，将导航进行显示和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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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是创建单元和课程的部分，绿色的对勾表示该内容已发布，学生可见，反之

学生不可见。如果只对内容打勾而没有对整个单元打勾，学生也是看不到的。 

右侧是课程状态和其他选项。课程状态需要改为已发布，学生才可以看到该课程，

其它选项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两个：选择主页和学生视图。 

选择主页：Canvas 中默认的课程主页为单元，若您需要修改课程主页，点击选择

主页就可以设置为其他内容。 

 

 

学生视图：点击后可以从学生的视角看到课程内容，方便老师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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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程导航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47 

关于课程设置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74 

 

（二）创建单元 

单元是每一周的内容集合，包括课件、作业、测验、讨论、小组活动等等。进入

课程后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47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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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使用，我们已经给北大老师创建了课程模版，老师们可以在模版的基础

上对课程进行完善。通过拖拉的方式可以对内容进行顺序调整。 

 

 

选择“+单元”后，可以在每个单元右侧的“+号”创建不同的内容。 

 

关于单元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65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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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传文件 

选择课程单元右侧的“+ 号”，选择文件。 

 

可以从系统添加已有的内容，也可以通过新文件-choose file 上传本地文件。输入

标题及缩进设置可以让画面更加美观。 

 

上传后效果如下，可以看到“课程大纲”已经显示在内容中。还可以通过右侧对

内容进行缩进、编辑、移动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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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件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55 

（四）创建页面 

选择课程单元右侧的“+号”，选择页面。 

 

可以添加新页面或系统已有页面。添加后对页面名称及缩进进行设置。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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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后效果如下，点击页面名称进入页面。 

 

点击编辑进入富内容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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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内容编辑器中，我们可以添加文本、图片、视频等。 

 

关于页面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68 

关于富内容编辑器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72 

关于新的富内容编辑器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318302 

 

（五）创建作业 

选择课程单元右侧的“+ 号”，选择作业。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68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72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31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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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添加新作业或系统已有作业。添加后对作业名称及缩进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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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后效果如下，点击作业名称进入作业界面。 

 

 

点击编辑进入富内容编辑器，并对作业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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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中可以通过文字布置作业，也可以录一段视频进行作业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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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老师们可根据需求对作业得分、提交类型、截止日期等进行具体参数设置。 

 

作业布置效果如下图： 

 

关于作业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37 

关于评分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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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57 

（六）创建讨论 

选择课程单元右侧的“+号”，选择讨论。 

 

可以添加新讨论或系统已有讨论。添加后对页面名称及缩进进行设置。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57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151 

 

创建后效果如下，点击讨论名称进入讨论界面。 

 

点击编辑进入富内容编辑器，并对讨论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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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好讨论的内容，并对讨论的其他功能进行设置。 

推荐老师们选中“用户必须先发布本人信息才能阅读他人回复”，该功能的好处

是学生在发表内容前不能看到其他人的回复，可以更好的帮助学生进行独立思

考。 

 

关于讨论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52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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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建测验 

关于测验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71 

 

（八）复制单元 

当老师创建好一周的课程并放在一个单元后，可以通过点击最右侧三个点-复制、

重复的按钮对整单元进行复制。 

 

 

通过编辑修改名称和设置后，效果如下： 

 

 

（九）作业反馈 

当学生提交作业，在主页右侧“待办事项”中可以看到，点击进入作业快速评分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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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快速评分器是老师非常喜爱的功能之一。 

 

 

在这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作业的历史提交次数、时间和每一版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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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速评分器的工具栏，包括标记、高亮、添加文字、删除、画笔、选框等对

作业进行批注和说明。 

 

 

 

在快速评分器右侧可以手动打分，也可使用快速评分标准点选评分（评分后仍需

要在分数中进行手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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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文字、附件、视频及语音输入（仅英文）等方式添加评论。 

 

关于快速评分器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76 

四、Canvas Studio 

Canvas Studio 是一个教学创新工具，通过 Studio 可以和学生进行很多互动如测验

等。在 Canvas 中进入 Studio 有两个入口，包括全局导航的 Studio 链接及课程导

航的 Studio 链接。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c/48876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157 

 

 

（一）上传本地视频 

在 Studio 中，可以点击“添加”直接上传本地视频。 

 

（二）录制屏幕 

可以通过“记录”按钮，录制屏幕及讲解内容，满足老师异步教学的需求，操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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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屏幕捕捉。 

 

选择 Open Screen Recorder Launcher，第一次使用会自动下载录制软件。 

 

 

选区录制的范围，测试麦克风正常收音。老师也可选择录制仅屏幕（电脑画面）、

仅摄像头（教师画面）和同时录制。一般建议老师选择屏幕和摄像头同时录制，

若录制后对摄像头（教师画面）不满意，可以选择仅保留屏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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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好后点击红色 Rec 按钮，倒计时结束开始录制。在录制的过程中，也可使用

铅笔工具进行标注讲解。 

 

录制过程中可以暂停，增加多个内容后继续录制。 

 

录制完成后选择 Done 按钮，可以根据需要对视频进行编辑（如裁剪等），填写

标题和描述后，选择 Upload 按钮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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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一次录制时间不要过长，以免上载时间过长，一般不超过 20 分钟。 

 

（三）添加视频测验 

选择视频下方三个点，选择创建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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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测验名称及说明。 

 

在视频上的具体位置点击加号，添加测验，测验包括多选、判断对错、多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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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对错的效果如下，可以设置问题及反馈。 

 

通过以下方式整合 Studio 到课程内： 

 

学生在观看视频时的问答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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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tudio 的更多内容请查看 Canvas 相关指南：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95600 

五、关于 Canvas 的 Q&A 

（一）如何修改密码？ 

已知密码，点击账户－设置－修改设置－修改密码。 

不知道密码，在 https://pku.instructure.com 选择忘记密码，输入北大邮箱重置。 

（二）如何在课程中加入学生？ 

教师或助教进入课程，点击人员，右上角+人员，输入学号邀请学生（可批量），

选择身份和班级。 

若系统提示没有该人员，请联系管理员。 

（三）如何删除学生？ 

老师目前可以删除自己添加的学生，无法删除原有学生。请您把课程号－学号发

给管理员。 

（四）学生看不到我的课程，如何解决？ 

若老师确认该同学在课程人员中，请老师在课程主页右侧选择发布课程。备课期

间这个开关默认关闭的。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95600
https://pku.instruc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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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看不到“公告 Announcement”是因为什么？ 

可能性 1：公告一栏教师设置为不可见，既没有被移动到可以看到的上方。 

可能性 2：公告内没有发布过内容。 

（六）作业截止日期为什么要设置两次？ 

 

一般来说老师们可以只设置其中一个即可，不用重复设置两个时间。 

截止日期：超过该时间可以提交作业，但会被标记为迟交作业。 

直至日期：超过该时间学生无法提交作业，一般晚于截止日期。 

您可以这样设置，如作业截止日期 2 月 15 号，给学生 3 天宽限时间，直至日期

设置为 2 月 18 号截止（迟交一天扣几分等）。迟交的打分政策可以在评分册里

修改：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l/225049- 

关于两个日期的区别另有一个英文指南的说明，请参考： 

https://guides.instructure.com/m/4152/l/73044-what-is-the-difference-between-ass

ignment-due-dates-and-availability-dates 

（七）同学可以多次提交作业吗？ 

可以，在作业设定的截止日期前，学生可以重复提交，Canvas 系统中会显示时间

点，您可以查看学生提交的每一个版本。注释和视频评论在每一次的历史作业上

都会被保存。具体请参考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l/118623-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l/225049-
https://guides.instructure.com/m/4152/l/73044-what-is-the-difference-between-assignment-due-dates-and-availability-dates
https://guides.instructure.com/m/4152/l/73044-what-is-the-difference-between-assignment-due-dates-and-availability-dates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l/11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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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可以同时提交多份作业吗？ 

如果学生是从电脑上传文件的话，一次可以传多个。如果上传视频，可以将其他

文件作为附件，提交到评论中。 

（九）我的两门不同课想使用相同的资料，如何操作？ 

方式 1：在课程设置中，选择导入课程内容－复制 Canvas 课程。 

       

导入另一门课程，选择具体内容后，等待完成。 

  

具体操作参照：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l/118711-Canvas 

方式 2：通过个人文件库和课程文件库。 

打开账户－文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包含我的文件，以及您的课程文件）。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l/118711-can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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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资料放在个人文件夹中（一开始最好建立清晰的文件夹分类）, 之后直接拖

动内容到其他课程文件夹下即可（此操作为复制，不会删除我的文件里的东西）。 

（十）课程封面设置了图片后，如何修改卡片背景？ 

这个颜色是为了方便区分多门课程，它和日历中课程颜色也保持一致。您可点击

控制面板右上角的三个点，把“颜色覆盖”的勾选去掉。 

 

您也可以点击课程卡片右上角设置为其他颜色。 

请您注意，您的封面图片学生可以看到且无法修改，卡片颜色学生也可自行设置。 

（十一）原有课程模版让我的页面显得很长。 

我们在创建蓝图模板课的时候，默认帮您添加了标题，您可以删去此内容，以文

件、测验名来区分（这样页面就不会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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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Studio 上传有没有上限？如果每次课的录像上传会占很多

空间？ 

每个老师的课程容量为 1.5G，但是上传到 Studio 不算在 1.5 个 G 里，Studio

根据用户数量提供的空间池，所有老师共享。 

但是建议老师们用格式工厂等软件，把视频转换为 flv再上传，转码 flv视频后：

优点，1 上传速度快，2 容量小，3 学生播放回看速度也快。 缺点：画质不如

原视频。 

（十三）Studio 的课程录像能放多长时间？  

不限制时间，可一直存储。 

（十四）如何在课程中发布 Studio 的视频？ 

两种方法。 

方法一：在课程页面的富文本编辑器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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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可以在单元里直接添加一个视频，选择 Canvas Studio，选择视频。 

 

（十五） 学生看不到课程中 Studio的内容。 

课程的 Studio 只是用来存储用，教师和助教可见，学生不可见。您还需要把 Studio

添加到单元的页面里。视频需要嵌入到课程里，或者分享给学生。嵌入课程有多

种方式，您可以参考“Studio 指南”。最常见的方式是您可以在富文本编辑器出

现的地方插入 Studio，您可以参考“如何在课程中嵌入 Canvas Studio 媒体”。 

此外还可以将 Studio 里创建的视频测验嵌入到课程测验，算入课程总分等。 

（十六）Studio 里面如何建文件夹？  

Studio 有两个入口，一个是您进入 Canvas 后主导航栏的主文件夹（我的上传），

再一个是您课程导航栏的课程文件夹（课程 xxx）。主导航栏里是您所有的 Studio

文件，课程导航栏里是您在这门课里使用过的 Studio。当您在课程里创建了 Studio

文件的时候，该文件也会自动归入到“我的上传”主文件夹。如果您删除了课程里

的 Studio，主文件夹的仍会保留。 

目前无法创建文件夹，您可以在创建 Studio 视频的时候给视频加个 tag，同一类

的视频可以用一个 tag，方便查找。或者也可以给现有视频通过编辑“details”加些

tag 归类。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community/answers/guides/Studio-guide#jive_content_id_Canvas_and_Studio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9677-50736467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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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如何让学生提交 Studio 作业并用快速评分器批改？ 

学生如果是上传的 mp4 视频或者是用 Canvas 富文本编辑器里的媒体上传的视

频，是无法作为 Studio 视频在时间线上评论。如果您想让学生提交一个 Studio

作业并用 Speedgrader 批改，请在设置作业提交类型时选择“文本输入”和“文件上

传”，然后在文件上传里限制一下类型，可以写“请使用 Studio 提交”。这样，学

生试图上传其他格式文件的时候，会被系统提醒错误，然后就会看到提交的地方

有个 Studio 选项。如果他们选了文本输入，那么富文本编辑器里会有一个 Studio

的提交选项。6

                                                             
本章节由赵柳婷、闫宏飞编写，王肖群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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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s 直播会议系统 

 

一、技术服务与支持 

（一）北大 Teams 公共邮箱 

gteams@pku.edu.cn 

（二）北大 Teams 技术服务群 

 

 

二、申请北大 Teams 账号 

请教师填写 https://www.wjx.cn/jq/90074426.aspx 申请，开通后您将收到登录名

及随机密码，请根据提示尽快修改密码。 

 

三、安排会议 

Teams会议可以在 Canvas中的作业，讨论，页面等进行设置。这里以页面为例。 

（一）新建页面及登录 

选择课程单元右侧的“+号”，选择页面，创建新页面。 

mailto:gzoom@pku.edu.cn
https://www.wjx.cn/jq/9007442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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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页面名称进入页面富内容编辑器，选择“Microsoft Teams Meetings”按钮。 

 

点击登录，输入用户名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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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登录需要重新设置密码及安全，请老师们按照提示操作。 

 

登录成功后可看到如下界面。 

 

 

（二）创建会议 

点击“创建会议链接”，设置会议名称、开始及结束时间，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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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成功界面如下图。 

 

点击加入会议，选择一种方式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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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会议选项，对会议进行其他设置。 

 

点击复制按钮后将自动生成超链接。 

 

发布后效果如下，师生点击链接即可进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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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会议 

（一）客户端参与 

点击链接后，选择下载应用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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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也可根据电脑系统直接点击下载客户端： 

 MacOS 下载 

 Windows (32 位下载) 

 Windows (64 位下载) 

 

（二）浏览器参与 

点击链接后，选择浏览器参与。 

 

https://teamsclient.blob.core.chinacloudapi.cn/teams/Teams_osx.pkg
https://teamsclient.blob.core.chinacloudapi.cn/teams/Teams_windows.exe
https://teamsclient.blob.core.chinacloudapi.cn/teams/Teams_windows_x64.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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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Canvas中使用 Teams的更多内容请参考 Canvas平台官方介绍。 

 使用 Teams 进行线上会议的详细视频教程，请点击观看“Teams 保障远程会

议卓有成效” 

 更多个性化功能，请点击观看“Teams高效在线会议沟通的 5个秘笈” 

 更多问题，请点击观看“Teams 典型应用场景十问实答” 

 

7

                                                             
本章节由赵柳婷、Teams团队编写，王肖群校审。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t5/Admin-Group/Microsoft-Teams-Meetings-in-Canvas/ba-p/256340#toc-hId-1973544613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xid-6119206_2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xid-6119206_2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xid-6119208_2
https://course.pku.edu.cn/bbcswebdav/xid-6119207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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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tin 论文检测系统 

一、如何在 Canvas 中布置一个 Turnitin 作业 

（一）新建一个作业 

使用教师账户登录Canvas，进入课程作业。点击页面右上角的“新建”，来新

建一个作业。 

 

 

设置作业的基本信息：包括作业名称，作业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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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作业中启用 Turnitin 功能 

在作业设置中的“提交类型”选择“外部工具”。检索框中输入“Turnitin”，

点击查找。在弹出的“配置外部工具”窗口中选择Turnitin LTI。将自动载入

Turnitin URL。这将创建一个Turnitin作业。 

 

 

设置作业的开始日期，提交截止时间和公布日期。完成后保存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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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 Turnitin 作业设置 

新建好作业后，将跳转到如下界面。在此我们可以编辑Turnitin作业的各项设置。

需注意，如果要改变作业的标题或起止时间，需如图所示，返回上一步编辑Canvas

中的作业设置。 

重点：Turnitin作业的各项设置，请点击“可选设定”，展开选项，进行编辑。 

 

 

 

点击每个设置项目后的蓝色问号图标，可看该项目的说明。 

 请务必注意“Submit Papers to”选项。该选项是指学生文稿将被上传到哪

个存储库中。 

 标准文稿存储库：学生文稿将被收录到Turnitin全球库，作为后续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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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资源。但是这些被收录的文章不会公布其内容，以保护作者的知

识产权。 

 机构文稿存储库：学生文稿将被收录到本校机构库中，仅可供本校用户

后续对比。 

 请勿存储提交文稿：学生文稿将不会被收录，也不会用于后续对比。 

如果文章后续会发表或出版，建议在选择“请勿存储”。 

 允许任何文档类型的提交物件：不选，则仅能上传Turnitin支持的文件格式。 

 允许迟交提交物件：是否允许学生在该作业到期后提交作业。 

 

 使用ETS e-rater：选择后，将对该作业文稿开启e-rater语法测评功能，需

要选择应用的词典和检测项目。 

 与之比较：设置查重对比库，建议全选。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182 

 

 相似度报告生成方式：下拉列表中有3种方式可选。教师请按作业要求进行

选择。这将影响到学生是否可以重复提交作业（后提交的作业将覆盖之前的

作业），以及老师和学生何时能看到查重报告。 

 允许学生查看相似度报告：如果不勾选，则相似度分数对学生不可见。 

 （以下3个选项可以在此不设置，之后可以针对每个作业文稿调整） 

 排除书目资料：勾选，则文中参考文献（References）部分跳过不检测； 

 排除引用资料：勾选，则文中带双引号的引用文字不检测 

 排除小重复源：比如少于一定文字量，或相似度小于某个百分比。如勾选则

要设置具体值。 

 保存这些设置以供将来使用：勾选后，以上设置将成为您的Turnitin作业的

默认设置。当然，您可以随时在“可选设定”中修改。 

 

设置完毕，请点击“提交”，保存设置。 

进入“作业收件夹”，此时无提交的作业，是空白。之后学生提交的作业将显示

在收件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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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提交作业 

请注意：学生可以使用的Turnitin功能，取决于教师对作业的设置。 

学生登录后，进入自己的课程。点击作业，将看到老师布置的作业。点击作业名

称，进入。 

 

如果这是一个Turnitin作业，学生将会在作业页面看到Turnitin图标 。默认

进入作业仪表板，在此提交作业。也可以点击摘要，查看作业的详细要求和说明。

填写作业标题，提交作业。这里有多种提交方式，可用的方式取决于教师对作业

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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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并预览”，系统上传作业。 

 

 

 

 

预览无误后，点击“提交”，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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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提交作业后，将跳转回系统仪表板，提示作业已经成功上传，并在此显示。 

学生可以重新提交，或下载相关文件。 

 

 

 

学生将能否看到自己的重复率分数取决于教师对作业的设置。重复率分数会显示

在下图红色框处。有以下几种状态： 

 显示重复率分数：显示百分比数值。点击这个分数，将打开一个新窗口显示

在线报告。 

 空白：重复率分数尚未生成。正常情况下，重复率分数将在几分钟内生成。

文章字数越多，生成的时间越长。 

 显示图标 ：重复率分数将在截止日统一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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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图标 ：表示教师对学生关闭了重复率分数。 

 

 

三、教师查看作业 

（一）查看学生作业列表 

学生提交作业后，教师将在作业收件夹里看到已提交的作业。如下图，重复率分

数显示在红框处。点击这个分数，将打开一个新窗口显示在线报告。 

如果出现图标 ，表示重复率分数尚未生成正常情况下，重复率分数将在几分钟

内生成。文章字数越多，生成的时间越长。如果教师设置了在截止日统一生成查

重报告，则要在截至日才能看到重复率分数。

 

（二）查看在线报告 

在线报告界面分左中右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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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相似文字被不同颜色标记出来。编号和颜色与右侧的重复源列表对应。点

击文中重复的文字，将弹出窗口显示对应重复源中的文字，及一段上下文，以便

用户更好了解为何被Turnitin系统识别为相似。 

 

 

当有重复源显示为“提交至**学校”，表示文中有内容与其它学校的学生文稿相

似。为了保护知识产权，Turnitin不会公布任何被收录到标准库中的学生文稿，

所以您无法看到重复源内容。您可以向对方学校请求原文。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188 

 

Turnitin将代替您发出原文请求，但不确保对方是否同意或回应您的请求。 

 

（三）设置查重条件 

点击功能条上的漏斗按钮，打开过滤和设置面板。设置变更后，点击“应用更改”，

重复率将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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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选择排除一个或多个重复源。排除后，重复率将重新计算。 

 

已经排除的重复源，可以点击功能条中的 标记查看。您可以随时恢复部分或

全部的已排除重复源。同样，重复率将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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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载 PDF 格式的查重报告 

 

 

 

 

PDF格式的报告分为3个部分：封面、正文和重复源列表。下图为示例。 

 

 

（五）ETS e-Rater 语法测评功能 

Turnitin整合了ETS e-rater评分系统，可以对文稿进行语法测评和纠错，包括

文章的逻辑、语法、架构、词汇、拼写等。该功能限文稿长度不超过64,000字符。 

当教师对该作业启用了e-rater功能，在功能条中会出现紫色的ETS按钮。点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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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自动对文章进行测评，完成后将出现如下界面。界面右侧是e-rater检测结

果列表，左侧正文中以紫色标记出存在问题的地方。 

 

 

 

四、下载学生作业和成绩 

教师在作业收件夹里可以批量下载学生作业和成绩列表。进入收件夹，选择“全

部下载”“Grade Report”。 

 

下载的成绩列表是EXCEL格式的文档，包含详细的作业数据和查重分数。示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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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也可以在此批量下载学生提交的作业，可选“原始文档”或“标准PDF”格

式。 

8

                                                             

本章节由王茜编写，王肖群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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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华文慕课平台 
 

一、新建课程 

新建一门课程，需要老师、助教、后台管理人员的共同协作，分为三个步骤： 

注册账号、教师申请、创建课程。 

 

（一）注册账号 

1、进入网址：http://www.chinesemooc.org  打开华文慕课平台，点击注册。 

2、输入注册的邮箱地址，设置密码。 

 
3、账号注册后，登录注册邮箱，在收件箱可查看验证邮件，进行验证。（部分

邮箱会将验证邮件归类为垃圾邮件，可到邮箱“垃圾邮件”下查看） 

 
注：如果不进行邮箱验证，只能登入平台，不能进行选课与开课等其他操作。 

http://www.chinesemo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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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马上激活账号”后，则邮箱验证成功。至此，此账号已在平台成功注

册，可在平台进行选课学习。

（二）教师申请 

1、账号注册成功后，需要提交教师申请，获取教师资格。点击 。 

2、进入高校页面，点击教师所属学校。 

 

3、以北京大学为例，点击“北京大学”，进入学校页面，拉至底部，点击 。 

 

4、进入“教师申请”页面，填写其页面下的教师信息，提交申请。（为审核顺

利通过，教师信息务必填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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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交教师申请后，请联系后台管理人员（冯老师:fengxs@pku.edu.cn）进行

审核。如果审核通过后，则账号的“个人信息”处会显现 。 

 

6、教师个人信息完善：点击账号个人信息，完成个人信息设置，提交修改。 

注：个人信息中的签名必须上传。否则后期不能进行关闭学期、制作证书等操作。 

 

（三）创建课程 

1. 创建课程 

（1）在教师资格申请成功后，老师可进行新建课程操作。点击 。

进入教师页面，然后点击 添加课程。 

mailto:fengxs@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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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 后，进入创建课程页面，输入要创建课程的课程信息。添加

完成后点击确定。至此，一门课程成功建立。 

 
 

①此处的课程信息包括：课程名称、封面、宣传视频、背景图、分类、简介、大

纲、课程说明、参考资料、拓展阅读、其他。  

 

②课程信息在课程发布后，将出现在前台课程页面，学生可通过这些信息快速了

解课程，因此需要尽可能填写完整。 

 

（3）此外，创建课程页面，也可添加教师账号、助教账号、隐私权限、课程密

码。添加完成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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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教师账号：系统会自动默认注册账号为教师账号，如果一门课程有多个授课老

师，可点击 添加新账号。（新添加的教师账号必须为华文慕课注册账

号且通过教师审核） 

②助教账号：新建课程没有助教，因此如果课程需要助教，可点击 添

加助教，助教的操作权限与教师同等（除过助教账号不能添加老师）。新添加的

助教账号必须为华文慕课注册账号（通过验证）。 

③隐私权限：在课程通过后台审核的前提下，教师有权限设置课程是否开放。隐

私权限设置为“公开”，则课程在前台出现，如果设置为“不公开”，课程则在前台

隐藏。（初次设置建议设为“公开”） 

④课程密码：设置为“需要密码”，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需要通过密码验证。设置

为“不需要密码”，学生可直接参加学习，不需要密码验证。 

2. 修改课程信息 

在课程建立之后，教师页面会出现建立的课程。点击 按钮，可进入课程信

息界面，进行课程信息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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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期设置 

（一）什么是学期 

学期代表该课程实行教学的特定时间段。课程新开课一次，就需添加新的学期。

每个学期相互独立且学生数据（作业、考试等）具有唯一性。 

举个例子： 

 

 “002”代表开课时间为 2015/6/26 至 2015/9/18 的学期。在这一时间段内，学

生需完成课程内容，如果达到考核标准，那么可以顺利结业，并获取 MOOC

证书（如果为学历课程）。如果超过学期时间段（2015/9/18）则意味着该学

期已经关闭。 

 同理，“004”代表开课时间为 2016/2/08 至 2016/05/02 的学期。目前，这一

学期处于开放状态。 

 一门课程的一个学期结束后，在该学期学习的学员数据会储存在这一学期名

录下，用于最终考核。因此，如果要再次开课，则需要新建一个学期。 

（二）新建学期 

1. 在课程页面，点击 。（课程新建后学期默认有 999 学期，请不要在

999 学期开课，需新建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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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之后，会出现创建学期页面，设置好学期信息后点击保存。学期设置有

三个版块：学期信息设置、学习结果权重设置、证书考核标准设置。 

（1）学期信息设置 

 

①开始日期：指该学期什么时候开始，老师可根据课程安排设置。 

②持续周期：指该学期开课多长时间，以周为单位。比如，一门课程有 10 章内

容，一周对应一章，那么此课程需要 10 周的时间才能结束，而该课该学期的持

续周期则为 10 周。（结束日期=为开课日期+持续周期） 

③学习状态：根据开课流程依次为“未开放”、“正在授课”、“关闭”。 

A、学期建立初始状态为“未开放”，此时在课程审核通过的前提下，学员只

能在前端预约课程（有具体的开课时间），并不能进入学习中心学习。 

B、如果到了开课日期，需要老师把学习状态改为”正在授课”，此时在课程

审核通过的前提下，学员可在前台进行选课报名并学习。 

C、如果到了学期结束的时间，需要老师更改”学习状态”为“关闭”。此时在课

程审核通过且没有新学期建立的前提下，学员在前端可预约下一学期（没有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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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日期），不可报名学习。 

④学期容量：指该学期课程人数容纳最大量，不填代表没有限制。 

⑤总课时数：指该学期课程总共有多少节内容。（平台课程层次设计为“章—节”，

一个课程有若干章，一个章有若干个节） 

⑥更新频率：=总课时数/持续周期 

 

（2）学习结果权重设置 

学习结果权重是指各个考核项在考核总分中所占的权重。考核项有视频、作业、

随堂练习、考试、线下成绩五项。老师可根据课程需求进行设置。 

 

（3）证书考核设置 

及格分数：学生获取证书的标准。老师根据课程需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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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期设置完成后，设置的开课时间、学习状态会在教师主页下的课程页面

中显示。 

 

（三）修改学期信息 

如果要修改学期信息，点击学期，即可进入学期设置页面，操作方法和学期设置

中的方法一样，完成修改后点击保存即可。 

 

三、添加课程 

课程、学期建立完成后，需要添加课程内容。平台课程内容层次分为两级：章—

节。  

（一）章节 

1. 新建章节 

（1）点击 。 

（2）进入授课中心页面，点击 ，进入添加课程页面，再点击“添

加章节”，输入章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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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入章标题，点击确定。课程的第一章成功建立。之后开始建立该章内容

下的小节。点击 。输入小节标题，点击确定。 

 

 
 

（4）重复以上操作，可建立课程的章节体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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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节编辑与移动 

新建的章可以进行修改与移动，章不可以删除，如果误一个错误的章，可以选择

不发布。 

（1）修改章标题 

①当光标移动到所在章节时，章节上便会出现 。 

 

②点击 ，可以修改章的标题，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修改完成。 

 

（2）章的移动 

章可以自由移动，章移动后系统会根据现有顺序重新排序。 

①点击某一章标题上的 可将此章移动到下一章，而点击 则可以将此章

移动到上一章。移动后页面会自动刷新，重新载入，载入完成后，章移动成功。 

 

②如果某一章节的移动距离大于一章，在所有章列表展开的前提下，鼠标左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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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滚动鼠标滚轮，拖至移动目标位置，松手即可。松手后页面会自动刷新，

重新载入，载入完成后，章移动成功。 

 
 

如下图，此时松手，即可把第 2 章移动至第 5 章的位置。 

 

 

（3）修改小节标题 

①在光标移动到小节时，小节标题位置会出现 。

 

②点击 ，编辑小节标题，点击确定，小节标题编辑成功。 

 
（4）移动小节 

①点击某小节标题上的 可将此节移动到下一节，而点击 则可以将此节

移动到上一节。 

 
②同样，如果要把某一节的移动距离大于一节，在所有小节展开的情况下，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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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左键按住 ，滚动鼠标滚轮，拖至移动目标位置，松手即可。 

另外，此方法可以实现小节的跨章移动（前提是课程至少有两章，且章内至少有

一节，且章列表展开）。例如原来属于第 2 章的小节可以用此方法移动到第 4

章或者第 5 章。 

（5）删除小节 

当光标移动到小节上时，小节标题处会出现 ，点击，可删除小节。（注意：

删除小节，小节内的视频、作业、课件、资料也会删除，请谨慎操作）

 

 

（二）课程视频 

在建设好课程章节体系后，需要往章节里面加入教学内容。将鼠标移至“添加内

容”时，可出现添加内容选项。分别为视频、材料、讨论。（课件与作业会在第

五章与第七章单独提出） 

 

1. 上传视频 

（1）点击“添加内容”下的 ，出现上传视频的页面。点击上传 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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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视频上传完成后点击保存。（视频上传视频要求：格式必须为 MP4 且文

件需小于 500M） 

 

 

注：①同一小节可上传多个视频，操作方法一样。 

②一定要等到视频上传页面显示“上传成功” 且视频地址栏出现具体的视频

地址时再保存，否则视频上传会失败。上传成功时的情形如下图。 

 

2. 替换与删除视频 

视频上传错误或不能正常播放，可替换或者删除视频。 

（1）在光标移动至视频区域时，会出现 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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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 ，可进入替换视频页面，点击替换视频，选择视频文件，视频上

传成功后，点击保存，视频替换成功。

 

（3）点击 ，会弹出确认提示框，如果要删除视频，点击确定，可删除视频。 

 

（三）课程材料 

课程材料是对课程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可上传文字、文档、链接、图片等内容。 

1. 上传材料 

（1）点击“添加内容”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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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材料编辑页面。可以在此加入文字、附件、图片、链接等内容。编辑

完成后点击保存。 

 
 

2. 修改/删除材料 

（1）在光光标移至材料处时，会出现编辑等选项。点击 ，可编辑该材料；

点击 或者 ，可移动其排列顺序；点击 ，可删除该材料。 

 
注：当教学内容多于两项后（上例为视频 1 与材料 1），就会出现移动顺序的选

项。此顺序（自上而下）与教学内容在前台的显示顺序（从左往右）同步，在前

台进入学习页面首先显示最左边的内容。如下图。老师可根据教学需要调整教学

内容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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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讨论 

课程讨论是学生之间进行课程交流的一种方式，老师可在此提出一个与本节课程有关的话

题，让学生参与其中，互相学习。当然，老师也可以参与其中。 

1. 发布讨论 

（1）点击“添加内容”下的讨论。进入发布讨论题页面。 

 
 

（2）输入讨论题标题，内容，点击发布。（课程讨论题发表后会显示在论坛“课

堂互动”的版块内） 

 
在节中添加的讨论题可以直接在看完视频后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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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中添加的讨论题在论坛中可以显示为来自哪节： 

 

2. 删除讨论 

（1）光标移至相应章节讨论题处，点击 可编辑该讨论，点击 或者 ，

可移动其排列顺序，点击 ，可删除该讨论。 

 
注：教师也可在论坛版块管理讨论题。（置顶、加精、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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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课件 

课程课件是学员学习资料之一，老师可将课程课件上传至此，以便学员下载学习。 

（一）上传课件 

1. 点击授课中心页面下的 。

 

2. 进入课程课件编辑页面。点击 。 

 

3. 进入上传课件页面，点击 ，选择需要上传的课件，上传完成后，

点击确定。 

 

（二）替换/删除课件 

1. 在课件下载页面内，光标移至要删除的课件，点击 ，即可删除该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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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字幕管理 

（一）上传字幕 

1. 点击授课中心页面下的  

 
2. 进入字幕管理页面，选择对应的章节（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英文）上传字

幕。上传后页面会显示上传成功的页面，点击确定，字幕上传成功。 

 

（二）替换/删除字幕 

在字幕管理页面，光标移至需要替换/删除的字幕处，点击 或者

即可完成删除与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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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览/发布课程 

（一）预览课程 

在课程内容（视频、字幕、课件、讨论、材料）设置好之后，可以进行预览，以

检查课程效果。 

1. 在授课中心下的添加课程页面，点击相应的章节下的 。

 
2. 进入预览界面，在预览界面，可对课程的视频、材料、讨论、字幕进行预览检

查。 

 

（二）发布课程 

1、点击 ，进入发布列表页面。光标移至需要发布的章节处，出

现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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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发布选项设置。发布时间分为立即发布和定时发布，选择立即发布，点

击确定，课程则立即发布；选择定时发布，设置具体时间，点击确定，课程即在

设置的时间点发布。 

 

3. 另外，课程也可在“添加课程”页面下进行发布。点击 ，进入

添加课程页面，选择需要发布的章节，点击 ，出现发布选项设置，设置

发布时间，点击确定。 

 

4. 如果要取消发布，在发布列表或添加课程页面相应的章节处点击取消发布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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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考资料 

（一）上传资料 

1. 点击授课中心页面下的 。 

 

2. 进入添加参考资料页面，点击 。 

3. 进入参考资料编辑页面，编辑信息，依次输入资料名称、出版社/来源、作者、

URL。点击保存。 

 
注：此参考资料编辑后将显示在学员的学习中心，与课程信息编辑中的参考资料

（显示在课程介绍页）不冲突。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216 

（二）删除资料 

1. 在添加资料页面，光标移至需要删除的资料处，出现 ，点击，即可删除。 

 

八、随堂练习 

随堂练习是嵌入到视频任意时间段的练习题，可用于检测学生对课程视频的理解

程度。 

（一）添加练习 

1. 点击授课中心页面下的 。

 

 

2. 进入随堂练习添加页面。选择相应的章节，点击小节下的 。 

 
 

3. 点击 之后，进入练习编辑页面。随堂练习的题型只有选择题。需编辑的

信息为：题目名称、题型、选项、答案、插入视频时间、是否作为必答题、是否

需要验证、分值信息。编辑完成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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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答选项：选是，学员必须回答此问题，不可跳过。选否，学员可以选择是否回

答此问题。目前平台选是或者否，学员都需要回答问题后才能继续视频学习。 

正确验证：选是，学员需回答正确后，才可继续学习。选否，学生只要回答，无

论正确与否，都可继续学习。 

（二）修改/删除随堂练习 

1. 在随堂练习页面，光标移至需要修改或者删除的随堂练习题处，点击

或者 即可完成相应的操作。（在未发布的前提下，如果已经发布，需

取消发布） 

 
 

九、课后作业 

课后作业是对学员学习结果主要测评方式之一。课后作业分为章作业和节作业。

章作业指学员在完成一章的课程学习后需要作答的课后作业。节作业指学员在完

成一节的课程学习后需要作答的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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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添加章作业 

1. 点击授课中心页面下的 。 

2. 进入添加作业页面。可看到章节作业与小节课作业两个选项。 

 

3. 点击添加作业页面中的 ，进入新建作业页面，设置作业信息，设置

完成后，点击 。 

 
①选择章节：可以选择在新建作业所在的章节。  

②截止时间：章节作业的截止日期，如果超过截止日期学生将不能作答。而老师

在截止时间过后才能批改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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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提交次数：学员提交答案的次数，最少 1 次，最多 5 次。在提交次数为 2 次以

上（包含 2 次）的情况下，学员可在设定的次数内提交答案，提交答案后，再次

进入答题页面，系统会对答案进行判定并给出反馈（是否正确），学生可根据反

馈再次进行作答提交。如果答题次数为 1 次，那么意味着学员只有 1 次提交机会。

（作业以最后 1 次提交的答案为准计分，无论提交次数上限是否达到） 

显示答案：分为过了截止时间再显示和用完提交次数再显示。教师可根据需要设

置。 

 

4. 在点击 后，页面会回到新建章节作业页面。此时，第一章的课后测

试新建完成。接着需要添加题目，点击 。 

 
 

5. 进入题目录入页面。作业题分为选择题（单选题与多选题）、填空题、判断

题、主观题（评分题与互评题）、题组题五种类型。选择需要的题型录入题目信

息，点击确定。填空、判断题录入方法与单选题一致，下面以单选题为例。 

 
5. 进入录入作业题页面后，系统自动默认录入的是单选题。依次设置题目名称、

类型、选项、答案、随机选项、答案提示、答案解析、分值。录入完成后，点击

，则进入下一道题的录入。点击 ，则保存之前录入的题目并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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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观题的录入 

（1）如果要录入主观题，在题目录入页面选择 ，进入主观题录入页面。

依次填写题目名称、选择主观题类型（互评和评分）、评分参考、答案提示、答

案解析。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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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互评题与评分题的区别 

 互评题：互评题是学员之间互相进行评价的一种题型。在平台的互评题中，

系统会随机分配 5 个作业（不包含自己的作业，如果不够 5 个，有几个显示

几个）给一个学员，学员需要根据评分参考（评分参考对学员可见）对系统

分配的 5 个作业进行评价。随机分配的规则是优先查找已评，然后查找未评，

最多凑够 5 个。 

学员互评题分数=被评总分/参评人数 

 

 评分题：评分题是老师对学员提交的题目进行评价的一种题型。在学员提交

评分题后，老师可在后台对学员提交的答案进行审批。目前，在录入评分题

时，还需要录入评分参考才能保存题目，但评分题的评分参考不会对学员可

见。 

 

8. 题组题的录入 

①题组题用于一个题干下有多个问题的作业。输入题干，选择题型，完成第 1

小题的编辑。（同一题干下可选择：选择、填空、判断、主观四种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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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完成第 1 小题的编辑后，点击 ，即可添加同题干下

的第二道题目。 

 

（二）添加小节作业 

1. 在进入新建章节作业页面后，点击小节作业，进入小节作业的添加页面。添

加小节作业的操作与添加章节作业的操作方法相同。 

 

注：小节作业与章节作业的区别：小节作业的发布和课程视频发布是同步的，课

程视频一旦发布，小节作业也会发布。章节作业与课程视频是相互独立的，章节

作业需要单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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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作业信息 

在课后作业页面，在相应章节作业处点击 ，可编辑作业信息（作业名称、

截止日期、提交次数、以何种形式显示答案），编辑成功后，点击确定。 

 

（四）预览/修改课后作业 

1. 在课后作业页面相应的章节作业处点击 ，可对课后作业进行预览与

修改。 

 

2. 进入作业预览页面，点击 与 可上下移动该题目在整套题中的顺序，点

击 可修改该题目，点击 可删除该题目。 

  

（五）添加题目/删除课后作业 

1、在课后作业页面相应章节下点击 （需在课后作业未发布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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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某一章节的课后作业增加新的题目，添加成功后，点击确定；点击 可

删除该章的课后作业。（删除后数据不能恢复，请谨慎操作） 

 

（六）发布/取消发布 

1. 点击授课中心页面的 信息，进入发布列表页面。 

 
2. 在发布列表页面，拉至底端，可见课后作业的发布选项。 

 

3. 移动光标至 字样上，可出现 选项，点击。进入发布选项设置

页面。发布时间分为立即发布和定时发布，选择立即发布，点击确定，作业则立

即发布；选择定时发布，设置具体时间，点击确定，作业即在设置的时间点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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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业发布也可在课后作业页面进行，点击授课中心页面下的课后作业。 

 
选择要发布的课后作业点击发布，发布选项设置与在发布列表中的操作相同，设

置完成后，点击确定。

 
 

5. 要取消发布，在发布列表或者课后作业页面内相应的章节作业处点击取消发

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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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综合考试 

综合考试是对学员知识掌握情况的一个全面的检测，老师可在此设立期中考试或

者期末考试。 

（一）添加考试 

1. 点击授课中心页面下的 ， 

 

2. 进入到添加考试页面。点击  

 
 

3. 点击添加考试，进入考试信息编辑页面。新建考试分为三个步骤：填写试卷

属性，添加试卷内容，保存试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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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属性内容包括试卷名称、考试限时、截止时间、试卷总分、题型结构这五项。 

4. 在试卷属性完成后，点击 继续添加内容。进入添加试卷内容页

面，根据提示输入考试题。 

5. 在输入完成第一道题之后，点击 ，进入下一道题的编辑页面，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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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保存当前已经输入的题目，后续再添加题目。 

6. 考试题目输入完成后（输入的题目量等同于考试属性中所填的题目量），点

击 ，即生成试卷，期末考试创建成功。 

 

（二）试卷信息的修改/删除试卷 

1. 在综合考试页面，可点击 设置试卷信息，可点击 删除该试卷。 

 

（三）试卷预览/修改 

1. 在综合考试页面，可点击 对生成的试卷进行预览并修改。 

2. 进入预览界面。可进行修改分数、移动顺序、编辑题目、删除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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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布考试 

在综合考试页面，可以发布考试，点击 ，设置发布时间，点击确定，

发布成功。（考试发布的时间设置与发布作业操作方法相同） 

 

十一、课程调查 

课程调查具有调查问卷的功能。可以了解学生背景、学生对课程的期望、反馈等

问题。 

（一）添加课程调查 

1. 点击授课页面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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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课程调查页面，点击 。 

 
 

3. 进入创建页面，填写问卷信息。如果点击确定，可保存添加的问卷，返回课

程调查页面后再添加题目。如果点击出题，可继续在创建的该问卷内添加问题。

 
 

4. 点击出题，进入出题页面，编辑题目信息，完成后点击确定。 

 

 

（二）问卷新增/发布/删除 

1. 问卷完成后，返回课程调查页面，可以进行问卷的新增、发布、删除；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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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编辑，问卷问题的新增、更改等操作。 

 

十二、课程信息 

课程内容页面的课程信息包括课程说明与课程大纲。 

（一）添加课程信息 

1. 分别点击授课中心页面下的 与 。进入其编辑页

面，编辑信息，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 

 

注：此处的课程信息与新建课程时填写的课程信息（仅指课程大纲与课程说明）

为单向同步关系。新建课程时填写的大纲和说明可以同步到此处，但此处的不可

以同步到新建课程页面的大纲与说明。下图为新建课程时的课程信息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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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公告与邮件 

（一）新建与发布公告、邮件 

1. 点击授课中心页面下的 ，进入公告列表页面，点击 。 

2. 进入公告编辑页面，输入公告标题，公告内容。 

 
3. 完成后，点击保存或者发布。如果此公告要发送到学生的邮箱，那么勾选“ 

同步发送到选课学生邮箱”即可。 

 
 

（二）修改、删除公告 

点击 ，进入公告列表页面，可查看目前所有公告状态，在公告

未发布的前提下，可以对公告进行修改与删除。 

 

十四、论坛管理 

论坛是学生跟老师交流的地方，学生可在此向老师提问，与同学交流，老师可在

此答疑解惑，实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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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帖 

1. 点击授课中心页面下的 ，进入论坛页面。其分为三个子版块：

答疑提问、课堂互动、综合讨论。 

 

 
 

2. 进入答疑提问或者综合讨论（课堂互动版块用于发布课程章节里作为教学内

容的讨论题，因此在此处不能发帖）。点击 。 

 

3. 输入题目、内容后点击 ，发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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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帖/删帖 

1、进入某一版块，可以看到学生提出的问题。点击。 

 

2、可对此贴进行回复、置顶、关注加精操作。（如果要删除自己发布的帖子，

操作方法相同） 

 

（三）新建讨论小组 

在课程互动页面，老师也可根据课程需要新建讨论小组。 

1.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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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小组名称与简介，点击确定。 

 

注：老师、助教的权限等同于版主。 

 

（四）论坛中新建版块 

 
 

十五、学生分组 

华文慕课具有学生分班的功能，可以把报名的学员分成不同的班级，并针对不同

的班级发布不同的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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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建班级 

1. 在授课中心页面点击 。 

 
2. 进入我的学生页面，在此页面可以看到全部学生，本校学生的人数情况。点击

，输入新的班级名称，点击确定。 

3. 比如建立 1 班，点击确定后，我的学生页面会出现“默认班级”与“1 班”两个

选项。在建立新班级时，全部学生将被自动划分到默认班级。 

 

（二）添加成员到新班级 

1. 点击新建班级，点击“添加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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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需要添加到新班级的学员，点击添加成员。 

 

 

3. 返回新建班级，可以看到学生已被添加到新建的班级里。

 

 

（三）针对不同班级发布教学内容 

1. 进入发布列表或添加课程页面相应的章节进行发布操作，点击课程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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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发布对象即可。 

 
注：课程作业、考试没有针对不同班级发布的功能，发布对象为全体学生。 

 

（四）删除班级 

1、进入我的学生页面，在相应的班级处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此班级。（新建

班级后产生的默认班级不能删除，在新建班级后，系统会将所有学员划分到默认

班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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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直播互动教学 

（一）创建直播课堂 

老师端从教师主页点击直播课堂： 

  

老师在华文慕课已创建的课程将自动生成直播课堂，点击名称即可进入直播课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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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播 

建议采用新版Chrome或360极速浏览器 

有两种方式开启直播： 

第一种： 

 如果直播内容以课件为主，点击“发布课件互动”，从本地上传课件

（PPT/PDF/WORD）。 

  

 课件转码完成后，在课件后方点击“开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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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页面的右端点击第一个“直播”按钮。 

 

 

 可以选择是否开启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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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 

如果直播内容以共享屏幕为主，直接点击页面右侧“直播”。（该种方式

同样可以打开电脑中的PPT，相当于直播PPT，不用完成课件转码，但无法

使用直播软件中的互动功能） 

同时老师也可以自由使用电脑中的相应软件，如编程、播放视频、音频、

打开专属软件直接相关演示等。 

 

 

开启直播后，在华文慕课已选该门课的同学从学生主页点击“直播课堂”，

即可显示该门课程名称，并且标识“正在直播”，点击课程名进入即可。以

下为学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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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播中的互动教学 

用以上第一种方式开启的直播，可在直播授课过程中，利用下图的工具栏，

实现标记PPT、弹幕等互动功能。 

 

2. 关闭直播 

第一种方式开启的直播，再次点击页面右侧“直播”，或点击页面下方“停

止共享”即可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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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式开启的直播，点击页面下方“停止共享”即可关闭。9 

                                                             
本章节由冯雪松编写，王肖群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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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  北大媒资平台 
 

一、智能快编工具概述 

智能快编工具为授课老师们提供在线轻松制作视频课件的服务，支持快速剔除片

段、添加片头片尾、添加图片水印、背景音乐、转场特效、滤镜效果等。同时，

还能提供智能语音识别上字幕能力，免去繁琐，简单高效完成视频课程的制作。 

 

二、使用流程 

（一）使用整体流程图 

开始

从媒资平台
点击快编按钮

是否已登录
媒资平台

进入后台
操作桌面

登录媒资平台

上传素材 查看素材进入快编主页面

剪辑制作视频

提交后台合成

是

否

完成

合成成功后，
进入内容库下载查看

上传成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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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剪辑 

（一）步骤一：进入后台主页面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地址：https://resource.pku.edu.cn/ 进入如图所示的北

京大学媒资服务平台主页面。 

 

点击页面右上角登陆按钮，即可进入北京大学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如下图所示。 

 

登陆成功后，将自动跳转回到北京大学媒资服务平台主页面。下拉页面，定位至

“媒体工具”模块，点击视频课件微编按钮。如图所示： 

https://resource.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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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视频课件微编按钮后，页面将自动跳转进入后台操作桌面，如下图所示。用

户可点击上传按钮来完成本地素材的导入，也可以点击内容库按钮查看已保存在

内容库中的音视频文件，或者点击工作流实时查看上传或后续合成的任务进度。 

 

（二）步骤二：上传本地文件 

点击后台桌面的上传按钮，会弹出上传弹窗，如下图所示。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

类型，点击 WEB上传按钮。 

 

进入选择保存位置和选择本地文件页面后，按图所示，添加本地文件至待上传列

表，然后点击开始上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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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等待上传进度完成，即可在上传完成页面查看已完成上传的文件列

表，或者直接关闭该弹窗页面。 

 

上传完成后，如需查看，可关闭上传弹窗后，在后台主页面点击内容库按钮，进

入查看已上传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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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传完成后，立即打开内容库查看，可能找不到已上传的文件信息。这是由于

上传后需要经过后台转码的流程，请老师稍作等待。 

当然，也可以在后台主页面点击工作流按钮，查看刚刚的上传任务的后台处理状

态，如下图所示： 

 

 

（三）步骤三：编辑视频课程 

点击后台主页面的快编按钮，如图下图所示，即可进入快编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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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为智能快编主页面。资源栏目下，在左侧的栏目树中，找到保存视频素材的

文件目录并点击选中，即可查看素材文件。 

直接拖动素材文件至页面下方对应的时间线轨道，即可完成素材的上线。（A轨

放置音频文件，V 轨放置视频文件，CG 轨放置图片文件） 

 

 

上线视频素材后，可点击选中，并点击下图所示的剪刀按钮，来剪断视频素材；

剪断后，再选中需要剔除的片段，点击垃圾桶按钮或按键盘 Detele 键即可完成

无效片段的剔除。（此方法可用于剔除视频课程开头、结尾或中间课间休息时的

无效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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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删除视频中间的片段后，会在中间留下空隙段。点击磁铁样式的吸附按钮，即

可将多段素材间的空隙自动去除，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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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两段素材之间的过渡效果更自然，可点击转场栏目，选择预置的转场效果，

并拖动至时间线上两段素材的连接处。如下图所示： 

拖动图片文件至 C轨后，将鼠标移至时间线上图片的两侧，来拖动调整其在画面

出现的时长；同时，也可鼠标双击图片，来调整其位置和大小。（此方法可用于

为视频课程添加统一样式的学校水印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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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字幕栏目，在字幕模板中，可以选择一些标题字样式效果，拖动至 C轨，可

实现对视频中出现的人物的简单介绍，如下图所示： 

 

 

添加字幕标题字后，可拖动调整其出现的时长。可单击后在左侧弹出的属性面板

中修改文字内容，字体、颜色等。也可以直接在预览播放器上双击更改。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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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骤四：提交合成视频 

效果编辑完成后，需要选择输出的制式。当老师编辑的视频是横屏时，需要选择

横屏对应的输出选项，如果是竖屏，需要选择竖屏对应的选项。如下图所示： 

 

 

在右侧编目栏目下填写标题、并截取封面图，选择下方平台的栏目信息后，点击

提交合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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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成功后，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提示信息。此时，视频已进入后台合成步骤。 

 

如需查看合成进度，可点击节目栏目，在列表中查看合成状态。当合成状态更新

为合成成功后，可进入内容库中查看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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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阶效果 

（一）技巧一：自动添加字幕 

若上传的视频素材已经过智能 AI 语音识别，则可以上线后，直接点击智能字幕

按钮，自动添加语音字幕。 

 

双击自动上线至 C轨的字幕信息，即可在左侧展示智能识别后的字幕文本。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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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的字幕文本列表中，可精确校对调整文字内容。 

（二）技巧二：视频特效调节 

点击特技，选择特技分类下的特技效果，拖动至时间线上的视频素材上方，即可

完成特技的添加，如下图所示： 

 双击已添加的特技的标识，即可在左侧弹出特技属性调整框，可分别设置其不

同属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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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线上的特技标识上点击鼠标右键选删除，或直接按 Delete 键可删除视频

特技。 

（三）技巧三：视频滤镜添加 

点击特技，选择特技分类下的滤镜效果，拖动至时间线上的视频素材上方，即可

完成滤镜的添加，如下图所示：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259 

 在时间线上的滤镜标识上点击鼠标右键选删除，或直接按 Delete键可删除视频

滤镜。 

 

五、媒资服务平台概述 

中心负责建设的“媒体资源服务平台（https://resource.pku.edu.cn）”作为

北大视频教学资源的综合发布平台，荟萃各学科课程视频、以及各类讲座预告信

息和讲座视频资源, 并为全校师生提供丰富的资源服务工具，比如：在线预约我

校专业演播室服务, 申请预约教学会议直播、在线视频课件剪辑咨询、备课素材

下载等。自 2018年底投入运营至今，已经汇集近 200门（约 5000讲）北大各学

科全程课程视频，近 7000 个学术讲座视频，以及数百个教学专题类视频，上万

条校园学术讲座预告，总计约 1.5 万个教学视频资源以及大量图片和 PPT 教学

模板等备课素材。  

 

 

 

六、相关资源服务工具使用介绍 

（一）如何观看各类教学视频资源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地址：https://resource.pku.edu.cn/ 进入如图所示的北

https://resource.pku.edu.cn/


 
北大在线教学培训讲义（教师版） 

 

 260 

京大学媒资服务平台主页面。 

 

 

点击页面右上角登陆按钮，即可进入北京大学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如下图所示。 

 

登陆成功后，将自动跳转回到北京大学媒资服务平台首页。下拉页面，可以根据

访问需要分别定位至“课程视频”、“专题视频”、“北大讲座网”等相应专题

位置，并点击右下角“MORE”按钮，即可打开有关本专题全部资源分类与视频列

表，搜索并点击您想播放的教学视频，即可在线观看。目前平台内已收集近 200

门北大各学科全程课程视频，近 7000 个学术讲座视频，以及数百个各类型教学

专题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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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各类资源服务工具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地址：https://resource.pku.edu.cn/ 进入北京大学媒资

服务平台主页面，并完成实名登录。在滚动横幅下面有几个按钮选项，如下图所

示依次为 1、拍摄与直播服务 2、视频课件云编 3、备课资源 4、演播室预约 等

面向全校教师提供的媒体服务内容，点击进入相应模块。 

 

 

或者如下图所示点击右上角下拉图标也可以选择相关内容进入相应服务模块。 

 

 

点击按钮选项 1-4，可以显示对应的主题图片，然后点击图中“查看详情”可以

进入模块操作页面或访问相应资源，如下图所示。 

https://resource.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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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服务页面后，可选择左侧“服务申请”菜单中相关服务项目，在右侧填

写相应申请信息，点击“提交”即可，后台工作人员会尽快与您取得联系。 

 或拨打咨询电话 6275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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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公共多媒体教室 

 

公共多媒体教室教师使用手册 

 
为满足学校线上线下同步保障教学的要求，我们在学校公共教室均安装了直播设

备，用于保障上课过程的直播与同步录制，所有教室可以实现直播及录播功能。 

一、教室所备功能 

校内直播功能由计算中心燕云直播平台实现，课程及选课学生相关信息会定期导

入到平台上，教师和选课学生直接以统一认证账号登录后即可看到自已的对应课

程信息，并在上课前十分钟看到直播的画面。 

直播功能默认的权限为选课学生可见，如果教师同意，可选择将课程设置为校内

可见，则所有有权限登录的师生都可以以观摩的方式观看课程直播与回放。 

所有上课课程录像会在第二天自动在北大教学网的教师课程内生成回放的链接，

教师可自行设置录像观看的权限（选课学生可见，仅本人可见……），默认为选

课学生可见。并且教师可使用教学网提供的在线剪辑工具对课件进行简单的剪辑

处理。 

二、功能教室区域 

目前校管公共教室都可实现这一功能，具体教室为第一教学楼，第二教学楼，第

三教学楼，第四教学楼，理科教学楼，电教楼，老地学楼，国关楼 C座的全部教

室以及政府管理学院五楼校管教室。 

三、教师使用须知 

目前，为了最大化的保证线下教学的正常进行，我们将很多课程的保障工作放在

了后台，由后台对课程直播及录制进行配置和监测，在教室上课的老师，无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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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硬件准备，基本与平时教学保持一致，但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时间问题 

由于直播及录播工作已与课表进行对接，所以我们的时间设定是以学校校历

规定的时间表时间开始和结束，前后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余量，所以所有需要

直播的教师尽量按照课表时间准点上课和下课。不要提前，不要拖堂，以免

影响前后需要直播课程的顺利衔接。 

 地点问题 

由于直播录制系统都与教务系统对接，所以涉及到直播的教室不能随意调

换，临时调换教室无法保障线上教学的功能。如果确实需要调整教室，尽量

提前一两天完成调整工作。 

 上课过程中，请注意不要离开教学区域，我们目前教室设置的默认摄像区域

为整个黑板所在的区域，还会视教师要求设定特写区域，如果需要调整，需

要教师通知管理人员完成。 

 直播设备视频采用监控摄像头完成，声音采集均为教室无线话筒(50 人以下

教室采用拾音器)，所以所有有直播与录制需求的老师上课时都需要配戴无

线话筒，以保证直播的声音正常传递。如果不使用话筒，直播课件会出现没

有声音的情况。 

 建议教师在前几次上课时，配备一名助教，开课前协助查看直播的图像及声

音情况，以免集中监控不能及时发现教室设备故障。 

 重要提示：由于直播功能是初次尝试，难免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我们的原

则是尽量保障线下教学的正常进行。若线上的直播及录制功能临时出现意外

情况，请教师能够理解并继续授课，后期可以进行补录或采用上传资料等方

式进行课件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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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试界面点击考试标题旁的“编辑”图标，将考试时间设为当前时间；
	 在考试界面点击“添加考生”后输入任意考生信息，即可自动生成准考证号；
	 通过所填的考生信息在客户端登陆，测试考试，确保考试流程设置无误；
	 客户端下载、使用方法请参考“易考客户端下载链接”。

	（二） 如何收集、导入考生信息
	1． 用模板批量导入
	2． 单个添加考生信息
	3． 使用易考的报名功能

	（三） 模拟考试（试考）
	（四） 发布考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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