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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端

一、 教师端使用流程概览

图 1 老师端使用流程

二、 教师端使用方法说明

1. 直播课程上课

教师使用智云课堂上直播课，只需按照教务处排课计划，到指定的智慧教室正常

进行授课即可，智云课堂平台会通过智慧教室的录播系统，自动将教师授课内容

同步在平台中进行直播。教师可按照如下步骤在平台中查看线上直播效果。

【访问方式 1】



访问学在浙大（http://course.zju.edu.cn/），找到智云课堂，点击跳转至浙江

大学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输入“浙大通行证”账号密码进行登录。如图所示：

图 2 学在浙大首页

图 3 统一认证登录页

【访问方式 2】

步骤一：访问学在浙大（http://course.zju.edu.cn/），登录学在浙大后，在学

在浙大个人中心导航栏中找到【课堂直录播】，点击即可进入。如图所示：



图 4 学在浙大首页

图 5 智云课堂入口

步骤二：跳转至智云课堂后用户无需再次登录，可直接打开智云课堂各功能模块

进行使用，如图所示：



图 6 智云课堂首页

【访问方式 3】

步骤一：使用谷歌浏览器，输入智云课堂平台地址

（http://classroom.zju.edu.cn）打开浙江大学智云课堂首页。如图所示：

图 7 智云课堂首页

步骤二： 点击首页【统一认证】按钮，跳转至浙江大学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输

入“浙大通行证”账号密码进行登录，登录成功后会自动跳转回到智云课堂首页。

登录页如图所示：



图 8 统一认证登录页

步骤三： 登录成功后，即可在首页中筛选校区及教学楼，点击需要查看的课程，

进入该课程的播放页面，教师可在直播学习页面中预览线上直播课程状态如图所

示：

图 9 课程播放页面

2. 管理直播回看

1) 教师用户可在智云课堂首页中将鼠标移至页面头部登录位置，进入工作台，



在左侧菜单选择【课程管理】-【智播课程】打开课程管理页面，教师可对

由直播生成的点播课的章节以及学员进行管理。如图所示：

图 10 智云课堂首页

图 11 智播课程页



图 12 章节管理页

2) 章节管理页设公开/取消公开按钮：默认所有课程章节任务均为公开状态，

教师可点击【取消公开】按钮，将该任务设置为非公开，如图所示：

图 13 章节管理页

图 14 取消公开弹窗



图 15 取消公开成功

已取消公开的章节任务可再次点击【公开】按钮，恢复为公开权限，如图所示：

图 16 章节管理页

图 17 公开课程弹窗



图 18 公开成功

3. 查看课程直播回看

课表页面增加课程模式显示“公开/非公开”：为方便用户快速判断课程是否需

要权限才能进行观看，在课表页面中增加课程任务模式的显示，具体显示为“公

开”或“非公开”，如图所示：

图 19 课程列表页

2） 非公开课程章节无权限用户点击后提示“无此课程观看权限，请联系管理员



/授课教师”：非公开课程章节任务无权限的用户不可点击打开播放页面，用户

点击无权限的非公开课程时，页面将会进行提醒。

图 20 非公开课程无权限者无法观看

4. 查看学员数据

教师端【课程管理-智播课程】可以看到该门课程的所有选课学员，也支持查看

每个学员的学习详情，如图所示：

图 21 智播课程页



图 22 智播课程-数据统计页

点击某学员学习详情，显示该学员在这门课程每次来学习的记录，如图所示：

图 23 数据统计-学员数据页



图 24 学员数据-学习详情弹窗

5. 查看课程数据

教师端【课程管理-课程数据】可以看到该门课程下的相关数据。课程数据包

括：直播任务数、课程开始时间、课程结束时间、课程点击量、直播签到人

数、观看直播总时长、观看回看人数、观看回看总时长，如图所示：

图 25 数据统计-课程统计页

其中数据的具体意义是：

 直播任务数：该门课程下在本学期所上的课程次数，需要注意的是第 6~7

节都算一次上课；

 课程开始时间：该门课程第一次上课的开始时间；

 课程结束时间：该门课程最近一次上课的结束时间；

 课程点击量：该门课程所有直播/回看播放页的点击量，该计数为人次；

 直播签到人数：该门课程每次上课直播时，来观看所有直播人数之和；

 观看直播总时长：该门课程所有上课直播的时长之和；

 观看回看人数：该门课程所有任务，来观看所有回看视频的人数之和；



 观看回看总时长：该门课程所有任务（即每次上课的回看视频），每个

人来观看视频的总时长之和；

6. 查看任务数据

1) 课程的任务数据：

课程任务数据：课程每节次的任务名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签到人数、

直播时长、观看回看人数、观看回看总时长、PPT 页数、点击量，如图所示：

图 26 数据统计-任务数据页

其中数据的具体意义是：

课程每节次的任务名称：该课程每次上课的任务名称，一次上课第 6~7 节

被认为是一次任务，故名称也是一个；

开始时间：每次上课直播实际开始录制的时间；

结束时间：每次上课直播实际结束录制的时间；

签到人数：每次上课直播时，进直播间的人数，判定只要在直播时进入播放

页就算签到；

直播时长：每次上课直播时的录制时长；



回看人数：每次上课的回看视频，来观看的人数，即如果一个人来观看了 2

次，算 1 个人；

观看回看总时长：每个人来观看该次回看视频的时长总和；

PPT 页数：每次上课，识别出的 PPT 页数；

点击量：每次上课，直播/回看播放页的点击量，该计数为人次；

2) 任务数据 - 直播签到人数

点击签到人数可以看到这次直播的签到详情，显示课程任务名称、签到

人员姓名、观看直播时长、笔记页数、组织结构，支持人员组织结构的筛选，

支持显示这次直播总平均观看时长，如图所示：

图 27 数据统计-任务数据



图 28 任务数据-观看直播详情弹窗

其中数据的具体意义是：

 课程任务名称：该课程每次上课的任务名称；

 签到人员姓名：进入直播页面的人员，该用户的姓名；

 观看直播时长：该用户在此次直播播放页，观看的累计时长；

 笔记页数：该用户在此次直播时，所做的笔记条数；

 组织结构：该用户所在的组织结构；

 支持人员组织结构的筛选：根据用户的组织结构进行筛选；

 支持显示这次直播总平均观看时长：该次直播，根据所有签到人员的观

看时长，求平均值；

3) 任务数据 - 观看回看人数

点击回看人数显示回看人员详情，显示课程任务名称、回看人员姓名、观看

回看时长、视频时长、该学员上次观看至的时间点、笔记页数、组织结构，需要

注意的是，“上次观看至不代表学习进度，仅代表上一次学习观看视频的位置”，

该数据仅作为数据参考，不是绝对的学习进度；如图所示：



图 29 数据统计-任务数据页

图 30 任务数据-观看回看详情弹窗

其中数据的具体意义是：

 显示课程任务名称：该课程每次上课的任务名称；

 回看人员姓名：进入回看页面的人员，该用户的姓名；

 观看回看时长：该用户在回看时，观看回看的累计时长

 视频时长：该次回看视频的时长；

 该学员上次观看至的时间点：上次观看至不代表学习进度，仅代表上一次学

习观看视频的位置”，该数据仅作为数据参考，不是绝对的学习进度；



 笔记页数：该用户在回看时，所做的笔记条数；

 组织结构：该用户所在的组织结构；

4) 任务数据 - 行为分析

点击行为分析-查看详情按钮，可查看学生学习行为统计的分析图表以及详

细数据。

图 31 数据统计-任务数据表

分析图表展示了学生的拖曳，标记跳过，暂停&笔记，观看回看时间分布这

些行为的数据图表。如图所示：

图 32 任务数据-行为分析图表



其中数据的具体意义是：

 拖曳行为：拖曳行为分正向拖曳（表示跳过）和反向拖曳（表示重看）。

 标记跳过：该表统计该视频被标记跳过的原因分布

 暂停&笔记：统计视频被点击暂停以及做笔记的时间点分布

 观看回看时间分布：统计观看回看的时间

详细数据统计了正向拖曳详情，反向拖曳详情，暂停时间，笔记时间，标记

跳过，跳过原因，观看回看详情（点播）这些学习行为的数据。如图所示：

图 33 任务数据-行为分析-详细数据

其中数据的具体意义是：

 正向拖曳详情：正向拖曳表示跳过，可查看学生学号，学生姓名，拖曳开始

点，拖曳结束时间以及操作时间。

 反向拖曳详情：反向拖曳表示重看，可查看学生学号，学生姓名，拖曳开始

点，拖曳结束点以及操作时间。

 暂停使用：可查看学生学号，学生姓名，暂停时间以及操作时间。

 笔记时间：可查看学生学号，学生姓名，记笔记时间以及操作时间。



 标记跳过：可查看学生学号，学生姓名，标记跳过开始点，标记跳过结束点，

跳过原因。

 跳过原因：可查看跳过原因 ID，跳过原因描述，跳过次数，跳过时间分布。

 观看回看详情（点播）：可查看学生学号，学生姓名，观看回看总时长，观

看回看次数，每次回看详情。

学生端

三、学生端使用流程概览

图 34 学生端使用流程



四、学生端使用方法说明

PC 端

1. 访问方式

【访问方式 1】

访问学在浙大（http://course.zju.edu.cn/），找到智云课堂，点击跳转至浙江

大学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输入“浙大通行证”账号密码进行登录。如图所示：

图 35 学在浙大首页



图 36 统一认证登录页

【访问方式 2】

步骤一： 访问学在浙大（http://course.zju.edu.cn/），登录学在浙大后，在

学在浙大个人中心导航栏中找到【课堂直录播】，点击即可进入。如图所示：

图 37 学在浙大首页



图 38 智云课堂入口

步骤二： 跳转至智云课堂后用户无需再次登录，可直接打开智云课堂各功能模

块进行使用，如图所示：

图 39 智云课堂首页

【访问方式 2】

步骤一： 使用谷歌浏览器，输入智云课堂平台地址



（http://classroom.zju.edu.cn）打开浙江大学智云课堂首页。如图所示：

图 40 智云课堂首页

步骤二： 点击首页【统一认证】按钮，跳转至浙江大学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输

入“浙大通行证”账号密码进行登录，登录成功后会自动跳转回到智云课堂首页。

登录页如图所示：

图 41 统一认证登录页



2. 智云课堂学习

登录成功后，即可在首页中筛选日期、教学楼、教室等信息，选择要学习的直播

课或课程回放，在课表中点击相应的课程，即可进入课程播放页。如图所示：

图 42 智云课堂首页

选择【我的课程】，选择后会展示学生的一周课表。点击可观看回放/直播的课

程卡片，可跳转至课程播放页。如图所示：



图 43 我的课表页

1) 直播学习页面中，学生可以观看课程直播视频、实时教师讲解字幕以及参与

实时课堂互动讨论，如图所示：

图 44 课程播放页

2) 支持学生放大观看 PPT。点击右上角小视窗里的切换播放窗口按钮，可将

PPT 切换至大窗口观看。可对 PPT 进行翻页操作，方便回顾。

图 45 课程播放页

3) 做笔记：点击播放窗口下方写笔记按钮，可以在笔记区域输入需要记录的文



字内容，支持修改字体大小，粗细，对整段文字编号，同时也支持添加标记

时间，截屏笔记保存等功能。

图 46 课程播放页

4) PPT 涂鸦：截图 PPT 或者视频内容至笔记后，点击图片上的编辑按钮，可对

截下来的图进行勾画重点及涂鸦。

图 47 涂鸦笔记页面

5) 课程结束后，将自动生成课程回看视频，可在智云课堂首页中点击进入。



图 48 课程列表放页

6) 标记跳过：可对回放课程进行标记跳过操作，标记视频与主要知识点无关的

部分，选择查看精简版观看时可跳过标记部分。（跳过只是逻辑上的跳过，

并不会物理删除视频标记段。）

图 48 课程播放页-标记跳过



图 49 课程播放页-标记跳过

7) 支持检索语音识别内容，输入关键词，可检索出含有该关键词的语音识别条

目。点击该条目，可快速定位至内容对应视频节点。

图 50 课程播放页-语音识别内容检索



图 51 课程播放页-语音识别内容检索

3. 复习我的课程

1) 学生可在首页中点击【我的课程】模块，查看学习过的课程，选择要复习的

课，点击继续学习，以课程的维度进行复习，如图所示：

图 52 我的课程



图 53 课程详情页面

2) 在课程详情中点击要复习的章节，即可进入该课程章节的课程回放页面，在

回放页面中，学生在直播课时记录的文字笔记、涂鸦笔记以及教师的讲解字

幕都会同步显示。如图所示：

图 54 课程回放页

4. 复习我的笔记

1) 课程结束后，可在首页点击【我的笔记】模块，复习笔记与课程内容。如图

所示：



图 55 我的笔记页面

2) 笔记复习页面中，可回看课程视频，可对智云课堂中做的 ppt 涂鸦笔记、文

字笔记进行复习，修改及导出。

图 56 笔记详情页面



移动端

1. 课程列表

登录成功后，进入【课程列表页-我的课表】，展示学生的一周课表，点击可观

看回放/直播的课程卡片，可跳转至课程播放页。支持切换查看其他周课表，支

持筛选查看其他学期周课表。

图 57 我的课程列表页

选择【全部课程】，可查看平台当日直播和回放的全部课程，在课表中点击相应

的课程，即可进入课程播放页。支持对课程进行搜索，筛选，支持查看其他日期

课程。如图所示：



图 58 全部课程列表页

2. 课程学习

进入课程播放页，可观看课程直播及回放视频。回放视频支持定位至上次播放时

间点，点击确认继续上次观看，视频会继续上次播放进度。选择取消从头播放。

图 59 H5 播放页



1) 语音识别：页面默认展示课程的语音识别及其英文翻译。点击语音识别段落，

可跳转至视频对应时间节点。

2) PPT 识别：点击【ppt 识别】可查看课程 ppt，ppt 会随着视频播放进度同

步切换。点击 ppt 大图，可全屏查看单页 ppt（固定横屏展示），支持对

ppt 做勾画，可保存勾画后的 ppt 作为笔记（笔记会保存在 pc 端，移动端

不会展示笔记记录）。

图 60 PPT 识别&PPT 涂鸦

3) 做笔记

点击 ppt 识别 tab 下的点击添加笔记区域，会弹出做笔记弹窗，可记录文字笔

记（笔记会保存在 pc 端，移动端不会展示笔记记录）。



图 61 做笔记弹窗

可在 pc 端播放页查看到自己在移动端做的笔记，也可在 pc 端【我的学习-我的

笔记】里查看。

图 62 PC 端笔记记录

4) 课堂互动

点击课堂互动按钮，支持发送/接收课堂实时互动信息。



图 63 课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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