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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课程创建部分

1.1 入口及编辑教师个人信息

教师登录“之江汇教育广场（yun.zjer.cn）”，在首页点击“教学”选择“同步课

程”，在同步课程页面点击“我的课程”，进入课程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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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边的“编辑信息”，即可编辑教师的个人信息，其将呈现在课程详情页

的右边。

1.2 编辑课程基本信息

教师找到已创建的课程，点击课程标题旁边的编辑按钮即可修改课程名称、

学段学科及所属年级、课程难易度、类型、简介、封面及互联网学生人数，编辑

完成后点击“创建课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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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修改所属年级和教材版本时，需重新选择学段信息，即可跳出年级和

教材选项，重新勾选后，点击底部的“保存”即可。课程类型需选择申报时的课程

类型。

1.3 管理课程基本内容

找到已创建好的课程，点击“管理课程”即可对课程介绍、课程目录及开课日

期、课程视频及辅助材料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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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管理课程介绍

教师可在右边的文字框中编辑课程介绍，编辑好后点击“保存”。课程简介包

含以下内容：课程内容、适用对象、教学目标、学习准备（教材、教具等）、评

价方法（学生优秀作业、优秀讨论的评价标准，结课奖励学分及勋章的授予依据）、

自我介绍、版权声明等。

1.3.2 管理课程目录及开课日期

（1）点击“课程安排”-“添加章”即可增加章节，点击“添加课时”即可增加课时；

（2）点击

（3）点击

即可上下移动章节或课时，调整顺序；

可选择对章节及课时内容进行编辑或删除；

（4）课时编辑中加入了“试看”按钮，教师可自行选择是否允许来访用户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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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报名）此课时的内容。教师根据需要可修改课时名称及开课日期，修改后

点击“保存”。

1.3.3 管理课程视频及辅助材料

选择“授课内容”-“章节及课时”，上半部分是上传视频，下半部分上传辅助材

料。

注：需新建“课时”以后方可上传视频，无法直接在“章节”下上传视频。

1.3.3.1 上传课程视频

方法一：点击“自主上传”-“上传文件”，选择电脑上的视频；

方法二：点击“从文件库中选择”，从空间网盘资源中选择视频；

当显示“上传成功、100%”后，将视频时长填入框中，点击“保存”，会提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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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功”。

注：（1）若教师忘记填入视频时长，视频仍可正常播放，但在视频页面中，

课时名称右边不会显示视频时长。

（未填视频时长） （已填视频时长）

（2）视频上传成功后，未到开课时间，课程详情页面显示“已准备就绪，等

待开课”；视频还未上传，显示“加紧筹备中，敬请期待”。

（3）视频上传成功，表明教师已经成功上传视频，但不代表已经转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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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平台上传的视频较多，为了优化播放效果，平台会根据教师上传的顺序进行

排队转码。

（4）若教师想要替换视频，可按照上述操作重新上传新的视频，新视频会

自动替换掉旧视频。

1.3.3.2 上传辅助材料

和上传视频一样，教师也可通过“自主上传”或“从文件库中选择”两种方法来

上传材料。

上传完成后，点击“保存”即可。

注：若教师想上传图片，可将其插入到 word/ppt 中再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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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管理学员

找到已创建好的课程，点击“学员管理”可对报名学生进行管理。

在“报名学生”一栏，可查看目前已报名学生信息，还可通过“关键字”或“筛选”

来查找学生。在学生个人信息框中，可选择将学员身份设置为“互联网学生”或“网

络学员”。

注：学生报名后自动成为“网络学员”，教师可手动将优秀的学生设置为“互联

网学员”。观摩用户指的是观看视频的未报名用户。

1.5 课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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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教师发现自己的课程右上角显示的是“未发布”，需要点击“上线”发布课程。

点击后课程右上角显示“已发布”即为正常。

注：发布课程与未发布课程的区别：

发布课程：用户可以在同步课程栏目搜索到课程；

未发布课程：用户在同步课程栏目搜索不到课程。

第 2 章 课程互动部分

同步课程创建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创建两个班级：课程的网络班级和课程的

互联网班级。

注：老师请勿随意删除相关班级，导致功能失效，数据不统计。请勿直接通

过邀请或二维码等的形式让学生加入网络班级或互联网班级，会导致数据错乱，

不统计。

学生报名课程后，自动成为网络学员。网络学员会自动加入网络班级，互联

网学员会自动加入互联网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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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优秀讨论

教师登陆之江汇 APP，点击“班级”，找到自己同步课程所在的互联网班级，

点击“发起讨论”，填写完相应内容选择发送。

教师可在“班级讨论”中查看学生的发言，对于优秀的学生发言可以进行点赞

操作，被点赞的发言就是一条“优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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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优秀作业

教师可登陆之江汇 APP 或教学助手 PC 客户端（需购买授权）给学生布置课

后作业。之江汇 APP： “工作”一栏中的 “课后练习”。

注：班级需选择相应同步课程的互联网班级。

教师可通过 WEB 端和之江汇 APP 对学生提交的作业进行评阅。在 WEB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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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作业页面，作业详情页可对作业进行“标记”，被标记的作业即为一份“优秀作

业”。

注：优秀作业的数据同步需要至少 1 天。

2.3 学生点评

互联网学员可根据自己的学习体验对课程进行点评和打分。在课程主页，点

击“学生点评”即可对课程进行打分和点评。

注：课程评价不少于 100 字，系统存在查重机制，如发现重复评价，学生则

无法获得系统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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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结课部分

3.1 结课基本要求（2020 学年）

（一）形成一门不少于 12 个课时的网络同步课程。

（二）组建 1 个互联网班级，招收不少于 50 位互联网学生；至少 50 位互联网学

生按要求完成学习获得系统学分。

（三）课程拥有至少 1 位专家点评；教师提炼 1 个基于网络同步课程的应用案

例，字数不少于 1500 字。

3.2 结课操作要点

3.2.1 课时检查

教师进入课程主页，检查是否开设 12 个课时并完成视频及相应辅助资料的

上传。

3.2.2 学生数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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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进入同步课程管理页面，点击“学员管理”可了解课程报名人数及互联

网学生个数。

3.2.3 赋分检查

每位教师总共可以赋予学生 100 教师奖励学分和 5 枚勋章。教师进入课程

管理的“学习管理”页面，可赋分的学生会在头像下方显示赋分选项。教师根据学

生学习时长、优秀作业和优秀讨论赋予分值不等（1 分、2 分、3 分）的教师奖

励学分与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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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只能对已获得系统学分的学生赋予奖励学分，学生获得系统学分要求如

下：

系统空间学分赋分计算规则

评价指标 分值 分值说明 得分

视频学习

练习提交

5 分/节 完整看完一个视频获 5 分

练习被教师批改并推荐为 优秀练习可获得

20 分

最高：40 分

学习类
20 分/次

5 分/次

最高：40 分

最高：20 分参与教师发布的讨论主题，回复内容被教

师点赞，每次可获得 5 分
讨论类

点评类

参与讨论

课程点评 对课程进行点评（结合本课程学习经历和
必做项

体会，不少于 100 字），教师审核通过

学生单门课程得分到达 60 分，并完成点评（须教师审核），平台给学生 1 个系统学分。

注：学生在课程主页的点评必须被教师审核通过才算完成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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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点评页面）

（教师审核页面）

学生须完整地看完一个课时视频才可计分，故可能出现已学课时数与得分中

的视频数不一致的情况，如图所示。此时以“详情”中视频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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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法赋分”的学生，教师进入同步课程管理页面，点击“学习管理”，点

击“详情”查看学生每项得分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督促学生。

3.2.4 评价检查

教师进入课程主页，查看课程下方“专家点评”处是否有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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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需邀请一位专家对课程点评。邀请专家范围包括之江汇省级讲师团成员、

名师网络工作室名师或学科带头人、省市县教研员、校教研组长发表对课程的专

家点评。没有点评权限的专家可以联系2021学年网络同步课程交流群（钉钉群组1：

31125786），@技术

提供教师身份信息及账号开通权限，开通权限后即可在课程下方发表点评。

3.2.5 案例撰写

提炼不少于 1500 字的课程建设和应用案例，案例发表在个人空间“成果”栏

目并置顶，标题格式为“【2020 学年网络同步课程案例】XXXXXXX”。将链接发课程交流

群，以方便集中定期展示。

3.3 申请结课

教师满足结课条件后，可在课程管理页面点击“申请结课”，完成结课申请，

在课程页面下方可查看结课报告并下载。

（申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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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课报告页面）

课程结课后，教师无法再进行课程管理操作，同时课程将向全平台学生开放，

学生无需报名即可观看课程。

历学年未结课教师，如需要申报下一学年网络同步课程，须说明未结课原因，

经所在单位、所在地市教育技术中心盖章同意后在下一学年网络同步课程征集时

由地市教育技术中心推荐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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