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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步带您搞定课程设计 

 

第一步：完善基础信息。 

点击“课程设计”进入课程设计，完善课程基础信息 1,2,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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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行课程设计。 

单击“编辑”，进入课程设计编辑状态。 

 

 

第三步：添加教学视频和导学视频。 

注：此部分由教学部统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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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添加学习资料。 

教师辅导学生学习的资料均上传至“学习资料”处，根据需

要在可选类型中选择一种进行操作即可。 

 

 

 

 

 

第五步：设置在线练习。注：此部分由教学部统

一设置！ 

 
 

说明：“在线练习”由教学部近期陆续进行设置，不需要教师在“课程设

计”里面进行任何操作。 

 “在线练习”与课程作业均从题库出题，开放题库部分内容供学生进行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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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同时按题型保留不开放的内容，一般占试卷总分 20%-30%的主观题不开放

（如论述题、综合分析、计算题、案例分析题等）。系统根据各种开放题型的总

数量以一定比例随机出题给学生进行练习。 

教学部统一设置后，教师可以在“开始授课——课程内容——在线练习”处

查看练习开放的题型、每次练习出题的数量、学生做练习的情况，但不需要批改。

如果老师需要沟通或指定不开放的题型，请与教学部联系。 

 

 

 

第六步：发起课程讨论。注：教师必须发起多个

课程讨论帖以便学员跟帖获得平时成绩！ 
找到“课程讨论”，点击“添加讲课”便开始添加课程讨论

主题。 

 

 

 

输入课程讨论主题的标题，单击“保存”，再单击“添加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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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课程讨论”开始添加课程讨论贴。 

 

 

把带*的方框内容填写完毕，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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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右下角的“预览”按钮，可查看已添加的课程讨论。 

   

 

如果想删除某个课程讨论，单击“×”按钮，再点击“确

定”即可删除发起的课程讨论。 

 
 

 

若发帖后发现帖子内容不恰当或者内容有误，而已有学

员跟帖导致不能直接删除的情况，请选择“直接隐藏”，帖

子便可对学员不可见。 

 

注：各位老师发起课程讨论时不需关注“第几讲”，若想把帖子内容

和教学章节内容联系起来，可在帖子标题命名时进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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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模块由教学部统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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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带您搞定平台授课 

 

第一步：开始授课。 

点击“开始授课”进入教师工作室。 

 

 

 

 

第二步：添加课程通知。 

教师进入教师工作室“课程通知”栏，点击“添加通知”，

便可给学员发送课程相关通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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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课程答疑。 

学员会在“课程答疑”中提问，教师可对学生们提交的问题

做删除、推荐、回复及赞的操作。 

 

 

 

第四步：课程讨论。 

进入“课程讨论”栏，可看到该课程所有的主题讨论及学生

的回复情况，教师可对帖子进行回复、赞、设置精华及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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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学习笔记。 

教师可在此板块中查看及删除学生们所做的笔记，并可对某

些优秀笔记设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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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带您搞定新平台题库录入 

（本指引以《H5 应用开发》课程为例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题库，教师才能布置课程作业；

有题库，教学部才能统一设置在线练习，那还等什么，让我四步

带您步搞定新平台题库录入吧。 

注：如果之前在旧平台已经建立好题库的老师不需要在新

平台重新建立题库，系统已进行数据迁移。如果还需新增题库题

目，可继续参照本指引。 

第一步，下载题库模板。 

登录平台后，在教师空间的【通知公告】“新平台题库录入

指引”公告中下载题库模板，然后根据题库模板要求，先在 word

中按章设计好题库（每题必须提供正确答案）并保存备用，然后

将 word中的题库按题型录入对应题型的 Excel题库模板。 

 

第二步，登录“教师工作室”——“课程设计”——“考试题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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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添加知识点”。 

请务必选择对应课程名称“H5 应用开发”，然后点击“添加

知识点”。 

 

 

    在出现的编辑框中输入章节名称，如“第一章 认识 H5”。（依

此方法依次添加所有章的名称。注：请老师们按章分类，录入每

一章的题库。）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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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录入题目。 

方法一：手动录入（建议仅在录入少量题库时使用） 

如需录入第一章题库时，点击“第一章 认识 H5”——“添

加题目” 

 

根据需要选择录入的题型，然后依次填写题目、选项（选择

题）、答案、难度，最后点击保存。其中，带*号的为必填项，“答

案解析”可根据需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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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批量导入 

① 下载并打开对应题型的模板； 

② 模板自带样题的，须先删除样题，仅保留第一行的标题

行。根据模板内容（知识点编号、题目标题、答案、题目解析、

难度、选项等）填入题目信息； 

 

注：模板中“知识点编号”为系统导入题库时自动识别章节

的标志，即每一章都只有一个知识点编号，该章所有题目均对应

这一个知识点编号。知识点编号获取方法见本文档最后一页。 

 

③ 回到平台，选择课程名称后（负责两门课程的老师一定

要注意选择对应的课程进行题目导入），点击右上角“导入题目”

——“上传题目文件”——选择要导入的文件——点击“打开”

——核对导入的题型、数量——点“确认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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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传成功，系统将提示上传成功，否则提示导入失败。根

据提示，检查原因并修改自己的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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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知识点编号”获取方法 

① 鼠标点击课程名称“H5应用开发” 

 

 

② 鼠标移动到第一章，然后点击图标  再点击“复制编

号”即可得到该章节的知识点编号。 

 

 

注意事项 

① Excel 题库模板中，一行只能录入一小题，所有题目录

入时均不需要填写题号，系统会自动生成。 

② 选择题的答案都需填写大写字母，多项选择题答案要连

续填写，不能有多余空格。 

③ 题库录入时，答案务必确保正确无误，尤其是选择题、

判断题等客观题型，如有错误，将影响学生的作业成绩。 

④ 负责多个课程的老师一定要注意，在设置组题策略或录

入题库时，请务必正确选择对应课程的题库，否则不同课程之间

的题目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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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带您搞定作业设置 

平台作业定义： 

客观作业指的是由平台自动判定评分，无需人工批阅的作业，只含单选题、

多选题和判断题这三类客观题型的作业； 

主观作业指的是需要人工批阅的作业，如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写作题、

翻译题、计算题等主观题型的作业。注：填空题为主观题，请不要和客观题一起

设置。 

公选课作业指的是课程类别为“公共选修课”（列表详见附件），该公选课

所要求的主观作业，也是该公选课的期末作业。注：只有“公共选修课”才有公

选课作业，其他课程类型无需理会公选课作业。 

作业设置要求： 

课程教学模式为“线上”的作业要求： 1 套客观作业（题型全部为客观题） 

课程教学模式为“混合”的作业要求： 1 套客观作业（题型全部为客观题） 

1 套主观作业（题型全部为主观题） 

 “公共选修课”的作业要求：        1 套客观作业（题型全部为客观题） 

1 套公选课作业（题型全部为主观题） 

注：计算机前沿讲座、职业道德、中学数学论文写作、中学数学教学论、

会计专题讲座（一）、会计专题讲座（二）和学前教育专题等课程，只出一套

“主观作业”。数学化学习只出一套“公选课作业”。 

作业题量要求： 

客观作业题量：建议在 30-50 小题之间； 

主观作业题量：建议在 1-5 题之间。 

特别提醒：客观作业默认有 5次提交机会。主观作业只有 1次提交机会，作

业提交后不能修改，没有完成的作业切忌提交。作业系统会实时自动保存学员的

作答，学员无需人工保存。  



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19 
 

本设置方法适合于从“考试系统”的题库中调用题目作为作业的课程。 

 

第一步：进入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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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入考试系统。 

教师根据课程教学模式和课程类型对应的作业设置要求，填写作

业类型名称。 

  

选择对应的作业类型：客观作业、主观作业和公选课作业。根据

作业类型，选择相应作业按钮。注：每一种类型的作业，一定要

确保选择对应的作业按钮，切忌选错。 

 

以客观作业为例，填写作业名称，如：2018 秋《多媒体技术与

制作》客观题作业，然后进入考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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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作业起止时间。注：请根据教学部通知设定作业起止时间（本

学期作业起止时间统一为：10 月 20 日—12 月 20 日，已经设置作业

起止时间为 10 月 15 日—12 月 20 日的，不需要修改） 

 

 

 

 

 

第三步：设置组题策略。 

设置组题策略指的是老师根据课程的需要，结合学院的要求，从

题库中选择适当的知识点、题型，并设置每种题型的题量和分值，生

成组题策略。保存后,以后学期可以重复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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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新的试卷”后，在“试卷名称”中填写组题策略名称，

该名称可以按策略用途来命名，如“课程名称+客观作业”、“课程

名称+主观作业”和“课程名称+公选课期末作业”等。然后点击“组

卷”。 

 

作业可使用固定不变的“普通试卷”，也可使用每次随机变化的

“随机试卷”。客观和主观作业都可使用“随机试卷”的方式。（普

通试卷组卷方式的操作关键点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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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知识点 

 

根据组题策略，选择可以布置为作业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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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组题策略，客观作业只需填写选择框 1 中客观题的数量和分

值；主观作业只需填写选择框 2 中主观题的数量和分值；作业总分为

100 分。确认后，点击“发布试卷”，即可保存该组题策略。 

 

 

 

  



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26 
 

第四步：发布作业。 

建立组题策略后，可对该组题策略进行预览或修改。 

 

 

 

 

 

 

 

根据作业类型，从组题策略库中“选择”本次作业使用的策略。  

 

 

 

 

 

 

 

 

 

 

 

 

 

 

 

 

 

组
题
策
略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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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无误后，点击“确认选择试卷，并发布”,提示“考试发布成功”，确

定“添加考试完成”。 

 

 

 

 

 

 

注： 

作业添加的类型为“客观作业”，则选择全部为客观题型的组题策略，作业

添加的类型为“主观作业”，则选择全部为主观题型的组题策略，作业添加的类

型为“公选课作业”，则选择为公选课期末作业的策略，一一对应。 

不能将标注“在线练习”的组题策略作为作业或其他使用。 

第五步：检查确认作业。 

点击“开始授课”，进入课程空间，点击“阅卷”可以查看或批改学生作业。

“随机试卷”方式作业或作业未到开始时间的，只能看到作业时间、题型、分值

等信息，不能看到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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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需要设置两种作业的，请完成一种作业设置后，重复作业设置步骤，

以新加作业的方式来设置第二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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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试卷”组卷方式操作关键点： 

普通试卷组卷方式与“随机试卷”组卷方式略有差异，以下给出操作关键点： 

 

将需要的题型从左侧拖拽到空白区域，如需要添加论述题或写作题，可以将

简答题题型从左侧拖拽到空白区域，然后修改为题型名称，并点“添加题目”选

择知识点和对应题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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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知识点 

 

 

选择题型，为每种题型选择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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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要改选题目，则点击“已选”，取消对该题的选择。完成选择题目后，

点“确定选题”返回作业设置界面，设置作业分值。选择“预览试卷”可预览作

业题目、参考答案、分值等。如果需要重新组题，则点“抽题组卷”按钮。 

完成组题策略设置后，点“发布试卷”按钮，返回“选择试卷”的界面。 

 

点击“选择”确认作业使用的策略，核对无误后点击“确认选择试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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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问 10 答带学员搞定新平台 

 

第 1 问：老师，新平台看教学视频算分数吗？ 

答：学员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其中，学员自主学

习成绩占总成绩的 10%，网络教学平台课程交互成绩占总成

绩的 10%，具体规则如下：  

① 学员自主学习成绩占总成绩的 10%，学员平台自主学

习部分主要包括学员观看教师教学视频、学习网络教学平台

的学习资料以及完成教师布置的课程作业等。 

② 网络教学平台课程交互成绩占总成绩的 10%。课程交

互成绩以课程讨论中的跟帖数量和跟帖质量为计算依据，其

中，普通帖+2 分，灌水帖-2分，教师置精华帖+5分，累计

得分封顶为满分 10 分。如有跟帖被老师、管理员或自己删

除的情况，所获得分将被扣除。对跟水帖较多的学员（累计

扣分超过 20 分者），学院将对其采取禁言措施，并取消该门

课程的课程交互成绩。 

学员在“学习统计”处可以进行平时成绩的查询，具体

如下图所示： 

 

 

 

 



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34 
 

 

 

第 2 问：老师，我学习三小时了，学习统计还是 0 啊？ 

答：如果学员已经进行学习，平时成绩查询却为零，原

因是后台系统还没有对平时成绩比例进行统一设置，管理员

设置后，学员的平时成绩会自动更新，请勿担忧，请实时点

击“学习统计”进行查看。 

 

第 3 问：老师，“公共论坛”在哪里呀，我怎么发帖？ 

答：新平台中的“课程讨论”即旧平台的“公共论坛”。

学员在“课程讨论”中主要通过对教师发起的主题帖进行跟

帖、对同学的跟帖进行回复来实现与教师、同学间的交流讨

论，不能主动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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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师主题帖”跟帖方法如图所示： 

 

 

 

 

② “同学间交流”跟帖方法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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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问：老师，那我有学习疑问怎么向老师提问呀？ 

答：如果学员有学习疑问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向老师

进行提问，具体方法如下： 

① 通过点击页面右下角“我要提问”按钮向老师提问 

      

如上图所示，在页面右下角有一个“我有疑问”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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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按钮后，在方框中输入学习疑问或者通过上传照片的形

式均可进行提问。 

② 通过“课程答疑”向老师提问 

 

同时，如下图所示，在“课程答疑”中，学员可以对同

学的提问进行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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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问：老师，我怎么写学习笔记？ 

        

答：学员在学习的时可以通过随时记笔记来进行学习记

录。“学习笔记”的按钮均在页面右下角，记笔记时，可为

该笔记设置标题、标签，以及设置笔记是否私密。标签会自

动默认显示当前学习的章节，也可自定义标签，勾选私密后，

该笔记仅自己可见，不勾选则作为共享笔记，该课程教师和

所有学生均可看到笔记内容，共享笔记可在最上方共享笔记

板块进行查看。同时，教师可以对学员所作的笔记进行推荐，

供其他学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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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问：老师，《计算机基础》教学视频的第三章、第四章

我已经无间断地重复观看完几次，查看“我的观看轨迹”也

已显示 100%，可为什么查看我的“详细学习记录”里面，还

有“节点 2、节点 3、节点 4”显示“未完成”？以下是我“学

习统计”的截图，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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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谢这位优秀学霸学员的提问，原因是这位学员不

清楚第三章的教学视频一共有 4个，而他只无间断地重复观

看了第三章的第一个视频，所以第三章“节点 2、节点 3、

节点 4”显示“未完成”。直观解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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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问：老师，每一章节里面的“下载资料”是不是一定要

下载？还有，我第一章看过之后，右侧的圆圈显示为全蓝色

的，从第二章起看完每一个视频后始终显示只有半个是蓝色

的，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下载章节最后的下载的 MP3 文件还是

其他什么原因呢？ 

答：第一问，每一章节点里面的“下载资料”没有一定

要下载的硬性规定。“下载资料”为教师讲课的音频课程资

料，可以下载。第二问，只有该章节的所有视频资料（有的

章节可能有多个视频）都已学习并且下载了“下载资料”圆

圈才会呈现全蓝状态，鼓励圆圈是全蓝的，但不强求。 

 

第 8 问：老师，客观作业就是平时作业吗？在线练习又是什

么呢？ 

答：在线练习不计入成绩。学员在学习课程视频、观看

课件后通过在线练习熟练掌握知识点，从而更好的完成课程

作业以及期末考试。 

课程作业是课程总成绩的一部分。课程作业包括“客观

作业”、“主观作业”以及“公选课作业”三种类型的作业，

因课程教学模式不同，有些课程只有 1份客观作业，有些课

程有 1份客观作业+1份主观作业，而有些课程是 1 份客观作

业+1份公选课作业，总之，学员所学课程有几份作业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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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份作业即可。 

由于平台在升级完善阶段，后期“客观/主观/公选课”

三种类型的作业均将统一合并在菜单栏 “课程作业”处以

便于学员查看，通过“课程内容”→“课程作业”也可查看。 

课程作业的具体查看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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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客观作业默认有 5 次提交机会。主观

作业和公选课作业只有 1次提交机会，作业提交后不能修改，

没有完成的作业学员切忌提交，作业系统会实时自动保存学

员的作答，学员无需人工保存。 

第 9：老师，学习时长经常被扣除是什么原因？  

 

答：如上图所示，当登录时长超过 30 分钟学员没有进

行任何键盘或鼠标操作，系统会自动停止计时并扣除本次 30

分钟的学习时长，挂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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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问：老师，视频老师加载不了，一直不能播放怎么办？ 

答：Internet Explorer (简称 IE)播放视频时，可能要

等候很久（圆圈一直在旋转）才开始播放。  

这个问题在 IE11上已经解决，如果 IE11还有问题就必

须清理 IE缓存和 cookie。 

不懂怎么清理 IE缓存和 cookie，或还有其他问题（使

用更旧版的 IE等），请改用以下任意浏览器，打开视频也能

马上播放(几乎不用等候)。 

1. 使用 Edge浏览器（Windows 10 自带）。 

2. 使用谷歌浏览器或 Firefox浏览器。 

3. 若是 360 或腾讯搜狗之类的浏览器，手工启用“极

速”或“高速”模式，也能即点即播。 

Google Chrome 谷歌原版浏览器下载地址 

https://www.google.cn/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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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数字为你解读学生空间： 

 

模块 1是个人账号、密码等信息，学员可自行修改密码； 

模块 2 中点击“首页”按钮可回到首页，“APP下载”供

后期下载手机 APP，手机 APP 目前正在赶来的路上； 

模块 3 包括学习、选课、考试、毕业论文、费用、成绩、

申请等功能模块，详细功能请逐一点击查看； 

模块 4 为学员提供教学计划供作为选课指引，为学员提

供已修学分和未修学分的提示； 

模块 5通知公告为华师网络教育学院日常发布的公告信

息，需各位学员随时关注； 

模块 6 包括课程学分、课程教材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