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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说明 

该手册为“北体课堂”学生 V2.0 的操作说明，目前版本支持学生登录、学习课程、

考试、讨论 4 大基础操作流程，以完成的网络学习功能。 

1.登录 

1.1 连接网络 

连接网络后，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网址：http://bsu.innovisionu.com 

1.2 打开首页 

 

 

1.3 登录平台 

用户在上图所示界面中，点击右上角登录，页面跳转至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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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用户名：用户名与学生学号一致（部分学生用户名为“bsu+学号”）。 

（2）输入密码：系统初始密码为：11111111（8 个 1），学生可在登录后修改

密码。 

（3）输入图片所示验证码后，点击立即登录即可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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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人设置 

1.4.1 个人信息修改 

点击右上角图标“ ”选择“个人信息”，即可修改头像、邮箱、手机等信息，并

确认。 

 

1.4.2 个人密码修改 

点击右上角图标“ ”选择“修改密码”，编辑原始密码，填写新密码，并确认新

密码。“确认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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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页面皮肤 

点击右上角图标“ ”选择其中一个皮肤，并点击确定。 

 

2.导航栏功能介绍 

登录页面后，左侧导航栏展示： 

“我的考试”（可查看最近是否有未完成的考试）、 

“正在学习”（展示未完成学习的课堂）、 

“关注收藏”（展示自己收藏的课程）、 

“已经完成”（已经完成学习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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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堂学习 

课堂学习分为“spoc 课堂”和“mooc 课堂”。 

“spoc 课堂”，即小课堂学习。不用学生自己选择课堂学习，教师会在教师端导入该

班级学生信息，进入小课堂学习。学生登录平台，可在首页直接查看到自己“正在学

习的课堂”。 

“mooc 课堂”，即大规模在线课堂。需要学生进入课程中心自主选课。 

3.1 选课 

进入“课程中心”，选择带有 标志的课程，可进入学习。 

没有带标有“开课中”标签的课堂，是老师未发布的课堂，无法查看学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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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想要学习“运动生理学”课程，直接点击进入，并“开始学习”。 

 

3.2 学习 

点击“开始学习”后，进入视频学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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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目录”，查看整个课程的学习目录。绿色底面的目录名称为当前视频播放

名称。 

在课程学习中，可以做笔记、提问并回答别的同学的疑问（富文本编辑）。也可收到

老师发布的学习公告。 

 

系统也会对学生已观看的视频，给出一个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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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页面回到课程中心时，学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进入学习”。进入自己的学习空间，

点击“继续学习。” 

 

 

学习空间主页会展示学生最近学习的课程以及正在学习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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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体云课堂小程序 

V2.0 学生操作手册 2020 



操作手册 V2.0 | 学生 

13 

 

手册说明 

该手册为“北体云课堂”学生端的操作说明，目前版本支持学生登录、学习课程、

答题考试、问答讨论，4 大基础操作流程，以完成的小程序端学习功能。 

1.登录 

1.1 微信搜索-北体云课堂小程序 

打开微信后，在搜索栏输入：北体云课堂。 

点击小程序，用户进入到北体云课堂首页。 

 

 

 

用户进入小程序后可以操作查看“首页”和“发现”这两个页面展示的内容，当点击

“学习”和“我的”时，页面会提示用户“前往登录”。 

 



操作手册 V2.0 | 学生 

14 

 

 

1.2 小程序登录授权 

点击“前往登录”跳转到“微信授权”界面，勾选“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点击

“微信授权”按钮进行微信授权。授权之后跳转到身份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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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身份选择登录 

授权后跳转到如下图所示“身份选择”界面中，分为【校内学习者（北体大学生）】、

【校内学习者（北体大教师）】、【校外学习者】三类身份，用户根据自己身份进行对

应选择。 

例如： 用户身份为校内学生，请选择【校内学习者（北体大学生）】，然后点击“授

权获取手机号”选择“允许”授权。（下图所示） 

 

 

（1）如果您身份为学生：请选择【校内学习者（北体大学生）】，点击下方“授权获

取手机号”选择“允许”授权，跳转到“账号登录”界面，按照提示输入用户名、密

码。（与北体课堂的账号密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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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您身份为教师：请选择【校内学习者（北体大教师）】，点击下方“授权获

取手机号”选择“允许”授权，跳转到“账号登录”界面，按照提示输入用户名、密

码。（与北体课堂的账号密码同步） 

 

 

（3）如果您身份为校外学习者：请选择【校外学习者】，点击下方“授权获取手机号”

选择“允许”授权，跳转到“账号登录”界面；如果没有注册账号，点击下方“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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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文字，跳转到“登录注册”界面，按照提示录入相关信息。（填写完点击“登录

并注册”即可登录成功） 

 

 

 

 

 

（4）如果您身份为校外学习者：请选择【校外学习者】，如果已经注册有账号，点击

下方“授权获取手机号”选择“允许”授权，跳转到“账号登录”界面，按照提示输

入用户名、密码。（注册时填写的手机号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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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航栏功能介绍 

2.1 首页 

（1）登录后进入北体云课堂首页界面，用户可以看到“轮播图”、“推荐课程”、

“精品课程”三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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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推荐的课程可以直接跳转到相应的“课程介绍”界面，详细展示了课程名

称、授课教师、课程简介、课程章节等内容详情。 

 

 

（3）下图界面还没有开设课程，如果是已开设的公开课，可点击下方的“立即报名”

按钮，报名进行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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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现 

用户点击“发现”跳转到发现课程界面，该界面分为【课程中心】、【通识课】、【公开

课】三类内容，用户可自行选择学习课程内容。 

 

（1）点击【课程中心】可跳转到课程分类界面，用户点击左侧的课程类别，对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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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详细课程分类；点击上方的“搜索栏”可直接搜索课程名称。（例如搜索排球） 

 

进入【课程中心】，选择带有 标志的课程，可进入学习。 

带标有【未开课】标签的课堂，是老师未发布的课堂，无法查看学习。 

例如：想要学习“排球”课程，直接点击进入，并点击下方的“立即报名”按钮，报

名进行课程学习。 

报名成功后将跳转到“学习”界面，用户可以查看“正在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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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通识课】可跳转到通识课界面，页面目前还在完善中。（如图） 

 

（3）点击【公开课】可跳转到公开课界面，页面目前还在建设中，暂时还没有相关

内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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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习 

用户点击“学习”跳转到学习界面，可查看“正在学”、“已学完”课程。选择正在

学的课程即可进去课程详情页面。 

 

（1）点击【简介】：用户可查看“授课教师”、“课程简介”等详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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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目录】：用户可查看详细的课程章节，点击 目录展开，点击 目录

收起，点击 视频可横屏展开观看。 

 

横屏看视频时，用户点击右侧“目录”按钮可查看详细目录，点击“设置”可调节播

放倍数，点击右下角“收起”按钮，回到竖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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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点击目录下方每章节对应的习题练习时（如下图），跳转到答题界面，选择“正

确选项”点击下方“提交”按钮完成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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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切换下一题，左下角 显示对错数量，右下角 显示

答题进度。 

答题结束会显示成绩，点击“返回课程”即可返回课程详情页面。 

答过的题目可点击“查看明细”重温课题。 

 

（3）点击【问答】：用户可在线互动，进行“提问”、“点赞”、“评论”、“回复”。 



操作手册 V2.0 | 学生 

27 

 

 

（4）点击【笔记】：用户可以添加学习笔记。 

 

（5）点击【公告】：用户可以查看老师添加的公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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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的 

点击“我的”跳转至我的界面，点击“设置”可选择“修改密码”、“退出登录”。 

 

点击“修改密码”用户可按照提示信息填写新密码，修改好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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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收藏”、“我的问答”、“身份认证”目前还在建设中，页面暂时还没有相关

内容。（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