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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空间

1.1 登录系统

       宁波市高校慕课联盟平台页面。如图所示：

       用户登录界面：

       说明：

     A、选择学校：点击“选择学校”按钮，用户可

以根据需求进行学校的选择，可选择在主单位进行

登录或者登录子单位的平台；

苹果版                   安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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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密码：用户登录系统的密码；

       C、下次自动登录：选项处于选中的状态，则会

自动记录当前用户的用户名，下次登录系统时不需要

再次重复输入；反之，下次登录系统需重新输入用户

名。

       若所输入的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点击“登录”

按钮后，仍停留在登录页面。

       若用户忘记密码，则点击忘记密码按钮：

苹果版                   安卓版 

       可填写绑定邮箱或手机，用绑定邮箱或手机自动

找回密码，若没有设置绑定邮箱或手机，可以联系管

理员进行人工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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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习空间

       系统登录成功后页面还是在泛雅主界面，右上角显

示登录成功。

鼠标移动到向下箭头，点击学习空间：

       点击之后，跳转到当前学期课程的主页，如图所示：

       A、左侧为个人信息和空间应用，学生可自由设置个

人信息、管理应用。

       B、点击右侧我学的课进入课程学习空间。

       C、点击学习空间的课程，即可进入每门课程的学

习空间。如下图所示：学习空间界面可显示待完成任务

点数，黄色圈圈里面的数字就是待完成任务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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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空间中还包括了统计，资料，通知，作业，

考试和讨论功能。在界面右侧，同学们可以参与讨论，

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当任务点呈现黄色时，说明该任务点还未被完成：

       当任务点变成绿色时，说明该任务点已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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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参与讨论

       在学习页面的右侧可以发起讨论，查看、回复该课

程本班内所有老师、同学的讨论。填写讨论的标题、内

容，可以选择讨论的章节范围，点击发布。即完成发起

讨论的操作。

       鼠标点击新建话题之后，该栏立即展开成如下图所

示，编辑好标题和内容后，可以点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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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可以随时与老师或者其他

同学进行讨论。

      B、进入课程学习后，学习页面如下图所示。主要是

课程内容，左侧是章节目录，其中任务点显示为橙色并

带有数字提示，表示还有相应的任务点未完成，完成则

显示为绿色。

2 课程学习

       A、以《沟通智慧》为例，点击章节知识点名称，即

可进行课程学习，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进度进行课程的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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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同学可以随时添加自己的学习笔记，体会，心

得，方便日后温习时查阅。

3 统计

       在右上角导航栏中点击统计即可进入统计界面，学

生在统计页面可查看自己的学习进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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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度统计

       进度统计界面显示了学生学习本课程的考核办法及

其权重，统计了学生学习课程的进度和进度盲排，如下

图所示。

3.2  章节统计

       点击章节统计，显示界面如下图，学生通过章节统

计可直观的得到学习进度的章节信息以及任务点完成数。

      点击右上角选择章节按钮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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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访问统计

       访问统计界面用折线图的方式直观的反映了学生每日

访问课程次数，右上角下拉菜单可以筛选出一段时间内

学生的访问情况。

       这是完整的一张访问统计图，可以直观地看到每天

学生对学习页面的访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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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

       在右上角导航栏中点击资料进入资料界面，可查看

教师端推送过来的学习资料、教材教参、推荐视频。

4.1  共享资料

       共享资料界面如下，这是一个师生共享的平台，同

学们可以本地上传资料与同学共享，可查看老师和同学

上传的共享的资料，资料较多难以查阅时也可以进行关

键词检索。

4.2  教材教参

       学生可以在教材教参页面查看老师为学生推荐的课

程相关的书籍。这些书籍由数字图书馆提供，资源链接

可用，均支持免费在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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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推荐视频

      学生可以在推荐视频界面查看老师为学生上传或推

荐的与课程相关的视频，这些视频可以根据教师设置的

权限，由学生进行在线观看或下载观看。

5 通知

       学生可以在我的通知处查看老师向学生发布的所有

通知。

       当最新通知发布后，会出现在通知的最前面，旧的

通知不会被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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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我的作业

       看到作业右下角显示做作业字样，说明这个作业可

做，点击可以进入做作业。

6 作业

       在课程空间内，点击右上角导航栏作业，进入作业

页面后显示我的作业，点击作业即可做作业。

       进入做作业的页面，根据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相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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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老师在布置作业时设置了生生互评的功能，学

生可以对其他同学提交的作业进行评价。

       在作业界面点击待批作业，可以对其他同学提交的

作业进行批阅。

       作业完成后点击提交，等待老师批阅。

6.2  生生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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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我的考试

       A、我的考试显示的是已完成的考试和未进行的考

试，有效考试时间由老师设置。

7 考试

       在课程空间内，点击右上角导航栏作业，进入作业

考试界面，如图所示：

      点击继续考试或者去考试，进行考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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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进入考试，界面如图所示，由老师设置考试时长

以及考试题型。

       C、考试完成，老师批阅试卷后，学生可以查看自己

的考试成绩。

       D、点击查看后界面如下，查看完毕后按返回键返回

上一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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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空间设置

      点击头像右侧的设置，可进入设置界面。

9.1  基本资料

      基本资料设置，同学们通过本页设置可以实现绑定

邮箱、修改姓名、修改昵称、填写手机号以及学号的

功能。

8 讨论

      在课程空间的导航栏中点击讨论，即可进入讨论界

面，学生可以在任何章节新建讨论话题，也可以在已有

话题中点击回复参与讨论，老师可以对学生谈论内容置

顶、加精处理，加精后的讨论显示为精华，以便学生筛

选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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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头像功能可以设置学生空间头像，点击浏览在

本地上传后保存，头像就会显示在学生空间。

9.2  我的头像

       点击密码管理进入密码管理界面如图所示。可通过

输入旧密码和新密码来更改密码，保存后生效。

9.3  密码管理

       点击应用管理，显示如图界面。应用分为两类：系

统应用和我添加的应用，系统应用学生无权限修改，我

添加的应用则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进行修改。

9.4  应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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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点击重置按钮，则会出现下图提示：

       点击添加应用按钮添加其他的应用，对已添加的应

用，若不再需要，可以点击应用右边的删除按钮进行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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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数字化学习中心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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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客户端下载Android客户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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