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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网络教学平台“移动学习客户端”（以下简称移动学习 APP）支持学生在移动设备上进

行在线学习，满足学生利用闲暇时间随时随地“碎片化”的学习需求，实现线上学习与线下

学习相互补充，移动终端与台式电脑无缝切换，以此推进泛在学习和终身学习有效实践。 

移动学习客户端的功能包括课程学习、交流互动、学习分析和学习管理四个部分，如下

图所示： 

 

图 通用网络教学平台“移动学习客户端”功能架构 

 

 

 

 

 



网络教学综合平台移动客户端                                                   教师使用手册 

2 
 

2 安装方法 

方法一：在移动设备应用商店中搜索“优慕课”下载。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

机在腾讯应用宝中搜索“优慕课”下载；苹果（iOS）操作系统的手机在 APP Store中搜索

“优慕课”下载并安装。如图： 

           

图 下载移动学习客户端 

安装完成后，在移动设备应用程序页面中生成移动学习 APP 快捷方式 。 

说明： 

安卓设备选择“普通下载”下载移动学习 APP 到本地并安装，即可不用下载应用宝。 

苹果设备可以直接跳转到 Appstore。 

方式二：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下载页面。 

 

图  APP下载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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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录与退出 

登录：点击移动设备应用程序中的 ，进入应用程序登录页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选择是否“自动登录”，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移动学习 APP 应用程序页面。登录后可以

看到页面下方包括“个人中心”、“课程搜索”、“我的课程”、“资源中心”四个模块。 

     

图 用户登录 

退出：点击移动学习 APP 应用程序页面下方的“个人中心”，点击“退出登录”按钮，

退出移动学习 APP 应用程序。 

4 个人中心 

用户登陆移动学习 APP 应用程序后，点击页面右下方的“个人中心”，进入“个人中

心”页面，个人中心包括“通知公告”、“新邮件”、“教学任务”、“下载管理”、“清除

缓存”、“系统设置”四部分。 

4.1 通知公告 

“通知公告”显示系统通知及所有任课课程中未查看的“通知公告”条数，进入新通知

列表页面，点击某条通知，即可查阅通知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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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查看新课程通知 

4.2 新邮件 

点击 “新邮件”进入新邮件列表页面，点击邮件标题，即可查阅邮件内容。如下图： 

     

图 查看新邮件 

4.3 教学任务 

“教学任务”显示所有任课课程中未批阅的“课程作业”、未参与的“课程问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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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 

     

图 未完成任务列表 

4.3.1 查看待批作业 

在“教学任务”点击某作业名称，即可查阅  学生提交作业内容，进行作业批阅（批阅

作业操作方法参考 6.5.2）。如上图。 

4.3.2 参与新问卷 

查看问卷：点击 “教学任务”下的问卷名称，查阅并参与问卷调查。如上图。 

参与问卷：在“调查问卷”列表页面，点击未参与的问卷名称，进入“参与问卷”页面，

做完问卷题目，点击页面下方的“提交”按钮完成问卷，点击右上角“返回”按钮 ，放

弃参与问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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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问卷列表                           图 提交问卷 

4.4 下载管理 

点击“下载管理”，可以查看正在下载资源的下载进度，点击下载进度所对应的“删除”

按钮 ，终止资源下载。如下图： 

     

图 下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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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清除缓存 

点击“清除缓存”，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点击“确认”按钮 ，清除所有在

线打开的缓存资源；点击“取消”按钮 ，取消清理操作。如下图： 

     

图 清除缓存 

4.6 系统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可以自定义“自动登录”、“WiFi 环境时下载资源”、“3g 环境

时下载资源”等选项。 

点击“常见问题”可以查看应用本应用程序时遇到的常见问题。 

点击“意见反馈”可以发送对本应用程序的意见和建议。 

点击“关于我们”可以查看本应用程序的基本信息和属性。 

点击“检查更新”可以检查本应用程序是否有发布新版本，如果有发布新版本，可选择

更新为最新版本。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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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系统设置 

5 课程搜索 

用户登陆后，点击应用程序页面下方的“课程搜索”，可查看“课程日访问排行”和“课

程总访问排行”。 

检索课程：在检索栏中输入课程名称或者课程编号关键字，点击“检索”按钮 ，

可检索到相关课程。如下图： 

     

图 课程搜索 



网络教学综合平台移动客户端                                                   教师使用手册 

9 
 

查看课程：点击“课程搜索”下的课程名称，进入课程基本信息页面。在课程基本信息

页面可查看课程信息、课程简介；点击课程基本信息页面的“进入课程”按钮 ，

进入课程空间，查看课程结构和已开放的课程栏目。如下图： 

     

图 查看课程 

6 我的课程 

6.1 查看课程 

点击移动学习 APP 下方“我的课程”，可以查看我的课程列表，点击课程名称，进入课

程主页。点击右上方“返回”按钮 或点击移动学习 APP 下方“我的课程”，返回我的课

程列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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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我的课程列表                      图  课程主页 

说明： 

课程主页栏目与网络教学综合平台课程网站上方栏目同步，体现教师教学设计思路，是学生学习的结

构导航。 

点击课程主页相关栏目开始课程预览，例如：点击“学习单元”可以预览单元列表。 

     

图  学习单元列表 

说明：课程主页中涉及作业、测试、讨论区、播课学习等活动，具体操作见 6.2-6.11 详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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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课程主页左上方“菜单”按钮 或向右划屏，弹出左侧菜单。再次点击“菜单”

按钮 或向左划屏，可以隐藏菜单。如下图： 

     

图  左侧菜单 

下面对课程的左侧菜单具体操作方法一一介绍。 

6.2 课程导学 

点击课程主页左上方“菜单”按钮 或向右划屏，点击左侧菜单“课程导学”进入课

程导学页面，包含“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日历”和“教师信息”。 

6.2.1 课程介绍 

点击课程导学页面的“课程介绍”栏目，预览课程相关基本信息，若“课程介绍”页面

较长，可向下滑动继续预览。返回课程导航页面可直接点击右上方“返回”按钮 。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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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课程介绍预览 

6.2.2 教学大纲 

点击课程导学页面的“教学大纲”栏目，预览课程教学大纲，操作方法同 6.2.1。 

6.2.3 教学日历 

点击课程导学页面的“教学日历”栏目，预览课程教学日历，操作方法同 6.2.1。 

6.2.4 教师信息 

点击课程导学页面的“教师信息”栏目，预览课程主讲教师或教学团队。返回课程导航

页面可直接点击右上方“返回”按钮 。如下图： 

     

图  教师信息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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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课程通知 

点击左侧菜单的“课程通知”栏目，可以查看教师发布的通知列表。如下图： 

     

图  课程通知查看 

6.3.1 浏览通知 

点击通知列表中通知名称，可以查看通知具体内容，返回通知列表页面可直接点击右上

方“通知”按钮 。如下图： 

     

图  通知内容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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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发布通知 

点击通知列表页面右上方的“添加”按钮 ，进入添加通知页面，包含通知标题、通

知内容、通知对象及确定发布按钮。如下图： 

     

图  添加通知 

1）点击“请输入标题”，输入通知标题；点击下方编辑框，输入通知内容； 

2）点击编辑框下方的“图片”按钮 ，将本机的图片上传至通知附件；点击“拍照”

按钮 ，可以借助手机照相机功能，拍照片上传至通知附件；点击“录音”按钮 ，可

以借助手机录音功能，拍照片上传至通知附件。 

3）编辑完成，勾选“教师可见”或“学生可见”前面的单选框，设定通知发布对象。 

4）点击“确定”按钮 即可发布，平台提示“添加通知成功”；若暂不保存，可以点

击“取消”按钮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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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通知编辑及发布 

6.3.3 删除通知 

点击通知列表中对应通知名称后的“删除”按钮 ，弹出“确认删除”菜单，点击“确

认”按钮 即可。如下图： 

     

图  删除通知 

6.3.4 检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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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通知上方的输入框中输入通知关键词，点击“检索”按钮 ，进入通知检索

结果页面，包含通知标题、通知发布时间，点击通知名称即可浏览通知内容。如下图： 

     

图  检索通知页面 

6.4 资源预览 

进入课程主页可以预览课程内容相关资源，点击“学习单元”打开单元设计目录，目录

下文本、视频、图片、文档等资源可以直接在线预览，上传的文件也可以下载到本地查看。

以《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模块二 基本放大电路”学习为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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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课程资源预览 

6.4.1 在线预览 

文本/图片资源在线预览 

点击“模块二 基本放大电路”单元目录下的“电子课件”，点击课件列表中的“焊接步

骤”，可在线阅读内容。如下图： 

     

图  文本资源在线预览 

 

文档资源在线预览 

点击“模块二 基本放大电路”单元目录下的“电子课件”，点击课件列表中的“电磁系

仪表”，可选择在线打开或下载本地，点击“在线打开”按钮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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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文档资源在线预览 

选择通过手机第三方软件打开文档，即可在线阅读 word、PPT、Excel 等多种格式文档，

如下图： 

     

图  文档多种播放模式 

视频资源在线预览 

点击“模块二 基本放大电路”单元目录下的“讲课视频”，可以直接预览视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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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视频资源在线预览 

若“讲课视频”下设计了测试，点击“半导体器件测试”名称，进入查看结果页面，包

括已提交测试学生姓名列表、测试批阅状态及学生成绩，点击作业名称可以查看学生试卷详

情。如下图： 

     

图  讲课视频相关测试 

6.4.2 下载使用 

上传的文件也可以下载到本地预览。点击“模块二 基本放大电路”单元目录下的“拓



网络教学综合平台移动客户端                                                   教师使用手册 

20 
 

展资源”，点击“放大电路工程案例”，可以在线打开或下载本地。如下图： 

       

图  预览可下载文件资源 

点击“下载本地”按钮 ，文件下方会出现下载进度条，然后提示“放大电路

工程案例.doc 下载成功”。点击下方“下载资源”，在对应的课程列表中可以预览已下载资源。 

     

图  文件资源下载及预览 

6.4.3 检索资源 

点击课程主页上方“检索框”，输入资源关键词，点击“检索”按钮 ，可以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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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定资源。如下图： 

     

图  检索特定课程资源 

6.5 课程作业 

点击左侧菜单的“课程作业”栏目，可以预览本课程发布的作业列表，列表提示作业状

态、作业截止时间、学生提交人数、未批阅人数。如下图： 

     
图  作业列表预览 

6.5.1 作业预览 

点击作业列表的作业名称，进入作业预览页面，分为三个选项卡，包括：已提交学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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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未批阅学生作业及未提交作业学生列表。如下图： 

     

图  作业预览 

作业分类说明： 

已提交：已提交作业的所有学生列表。 

未批阅：已提交、未批阅作业的所有学生列表。 

未提交：选课学生中尚未提交作业的学生列表。 

点击作业列表的学生姓名，进入作业预览页面，包括作业标题、学生答案、批改、评语

和评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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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查看作业页面 

6.5.2 批阅作业 

点击作业列表“未批阅”选项卡进入未批阅作业列表，点击学生名字进入作业批阅页面。

如下图： 

     

图  批阅作业 

查看作业内容及学生提交答案，点击批改、评语及评分对应的输入框，输入内容后，点

击“确定”按钮 即可保存提交，若暂不保存，可以点击“取消”按钮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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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批阅作业及提交 

说明：教师可多次批阅学生作业，系统保留最后一次批阅结果。 

6.5.3 邮件提醒 

点击作业列表“未提交”选项卡进入未提交作业的学生列表，勾选学生名字前面的复选

框，若给所有学生发送提醒邮件，可勾选上方“全选”勾选框 ，然后点击“邮件提

醒”按钮。如下图： 

     

图  作业提醒 

弹出“确认发送”菜单，点击“确认”按钮 即可发送邮件提醒，否则点击“取

消”按钮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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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提醒邮件发送确认 

6.6 在线测试 

点击左侧菜单的“在线测试”栏目，可以查看本课程发布的测试列表。如下图： 

     

图  测试列表查看 

测试列表包括测试名称、测试状态、截止时间、提交人数及未批阅人数等信息，点击测

试名称，可以打开测试信息，包含已提交测试的学生列表、学生成绩及批阅状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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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查看测试页面 

说明： 

测试状态：包括未开始、进行中、已结束、未公开四种状态。 

批阅状态：包括未批阅、学生成绩两种状态。 

点击学生名字，可以查看已提交测试的学生试卷详情，包括试题内容、学生答案、试卷

满分及教师评语等信息。如下图： 

     

图  查看试卷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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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答疑讨论 

点击左侧菜单的“答疑讨论”栏目，可以进入讨论区主页，包括浏览本课程的所有话题

及精华话题、检索话题、发表主题帖、回帖、“点赞”等。如下图： 

     

图  讨论区主页 

6.7.1 浏览话题 

进入讨论区主页，默认“所有话题”选项卡，每一个话题包括标题、内容、话题回复数

及支持数，点击标题/内容，进入话题页面，可以查看详细回帖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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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话题浏览 

点击讨论区主页“精华话题”选项卡，可以浏览课程讨论区的精华主题帖。如下图： 

     

图  精华话题查看 

 

6.7.2 回复话题 

点击讨论区主页话题下方的“回复”按钮 ，可以直接回复该话题。如下图： 

     

图  话题回复 

回复话题页面，点击编辑框内“请输入话题内容”，输入文字，也可以点击编辑框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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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或 按钮，添加图片或音频附件。编辑完成，点击“确定”按钮 即可发

布，平台提示“回复话题成功”；若暂不保存，可以点击“取消”按钮 。如下图： 

     

图  回复话题及发布 

6.7.3 话题点赞 

点击讨论区主页话题下方的 按钮，可以直接“点赞”支持该话题。如下图： 

     

图  话题点赞 

说明：每个用户对同一个主题只能支持一次，重复“点赞”会提示“您已支持过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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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发表话题 

点击讨论区主页右上方的“添加”按钮 ，进入添加话题页面，包含话题标题、话题

内容及确定发布按钮。如下图： 

     

图  添加话题 

点击“请输入标题”，输入话题标题；点击下方编辑框，输入话题内容，也可以点击编

辑框下方的 、 或 按钮，添加图片或音频附件。编辑完成，点击“确定”按钮

即可发布，平台提示“添加话题成功”；若暂不保存，可以点击“取消”按钮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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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添加新话题及发布 

6.7.5 删除话题 

教师可以删除自己发表的话题。点击讨论区主页，找到自己发表的话题，点击话题下方

的“删除”按钮 ，弹出“确认删除”菜单，点击“确认”按钮 即可删除，

否则点击“取消”按钮 。如下图： 

     

图  删除话题 

6.7.6 检索话题 

在讨论区主页上方的输入框中输入话题关键词，点击“检索”按钮 ，进入话题检

索结果页面，包含话题标题、话题内容及话题回复数、支持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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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检索话题页面 

6.8 选课学生管理 

用户登录移动学习 APP 后，点击页面下方“我的课程”，在课程列表中点击课程名称，

进入课程主页，点击课程主页左上角“菜单”按钮 ，进入课程左侧菜单，点击菜单下“选

课学生管理”，进入本课程的“选课学生管理”页面。如下图： 

     

图 选课学生管理 

6.8.1 搜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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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课学生管理”页面上方检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检索”按钮 ，搜索出

相关学生列表。如下图： 

 

图 搜索学生 

6.8.2 查看学生学习记录 

在“选课学生管理”页面下的学生列表中，点击学生姓名，在加载出的页面点击“课程

学习记录”按钮 ，查看该学生详细的学习记录。如下图： 

     

图 查看学生学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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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删除学生 

在“选课学生管理”页面下，点击学生对应的“删除”按钮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

点击“确认”按钮 ，删除该学生，点击“取消”按钮 ，取消删除操作，返

回学生列表。如下图： 

     

图 删除选课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