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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assONE 智慧学伴 PC端

AClassONE 智慧学伴是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的学习入口，从线上到线下、

课前到课后，提供自动化的教学数据汇流服务，为每一个孩子生成专属的学习资

源，通过移动设备，随时随地的学习，让学习更有趣、让师生更紧密。

 自学课堂：翻转学习，一手掌握

由老师安排编序式的学习内容与练习任务，按进度发布给学生进行课前预

习。学习内容包含影片、阅读文档以及网页链接等形式，练习任务则有学习单、

线上测验以及简答题等类型，并在完成后标示时间、结果以及整体进度信息，方

便老师掌握全班预习成果。

 学习影片：重点难点，一网打尽

汇整翻转课堂的预习影片，与老师发布至该课程的影音教材，将影音资源

一网打尽、重复观看。此外，结合 ezStation 智慧型录播系统所生成的课堂影片，

同样可以通过AClassONE 智慧学伴进行观看，以帮助课后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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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笔记：上课遗漏，下课补救

使用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室进行的课程，老师上课笔记，都会上

传保存在醍摩豆云平台，并且推送到学生的行动设备上，让学生能够随时通过

AClassONE 智慧学伴复习上课内容，帮助课后复习。

 评量记录：评量诊断，知强补弱

呈现各种类型的评量记录，包含醍摩豆(TEAMModel)智慧教室交互评量、

线上测验、网络阅卷评量等，可以通过关键字搜寻快速找到特定的数据。评量记

录除了基本评量信息的呈现外，还有逐题作答明细、电子笔记、课堂影片、阅卷

附件与答案卡以及诊断分析报告，都会同时列出。逐题作答记录中，会列出检讨

与补救学习所需的教材与老师提示。

 诊断报告：云端分析，数位报告

评量测验的结果通过云端诊断分析后，AClassONE 智慧学伴可以让学生

方便快速的看到自己的“个人诊断分析”报告；对于家长，也能快速了解孩子学习

的评鉴结果。

 错题补救：错题分析，即时巩固

自动收集学生所有评量中回答错误的题目，可按课程查看错题，每题的老

师详解与补救学习资源可以及时的点击浏览，方便学生检讨和复习曾经答错的题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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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注册 AClassONE 智慧学伴

步骤 1：使用火狐或谷歌浏览器登陆 IES 服务平台（网址：

http://ies.habook.com.cn），点选 AClassONE 学生醍摩豆账号登入入口。

步骤 2：在页面内选择 立即注册 按钮，填写相关信息后，注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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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登录 AClassONE 智慧学伴

在相应位置输入学生醍摩豆 ID 帐号 与 密码 → 点击 登入。

备注：第一次使用AClassONE智慧学伴时，需要老师提供课程邀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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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课程清单

2.1.1 查看已加入的课程

点击课程清单 ，进入课程列表界面，可以看到已加入的所有课程；

2.1.2 新增课程

步骤 1：课程列表界面点击添加课程 ，

步骤 2：在弹出的对话框内，输入课程邀请代码，然后送出，在课程列表

中就能看到加入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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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学课堂

完成自学任务步骤 1：点击 自学课堂 按钮 ，进入学习任务区，可

以看到老师发布的所有课程任务；

任务完成进度

步骤 2：点击任意未完成课程任务，可以看到任务的详细信息；

自学微课视频或课堂实录
自我练习师生互动线上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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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自学微课视频或课堂实录 学习：点击播放按钮 ，观看教学

微课或视频；

步骤 4：自我练习：观看完自学视频后点击自我练习。点击 学习单 下

载按钮， 完成作业练习后，点击上传按钮 回传作业单；

步骤 5：提交后可点击下载按钮 ，保存已完成作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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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线上评量： 点击线上评量按钮 ， 完成测评题目后点击上

传按钮 提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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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完成后可点击查看按钮 ，查看测试正确与否；

步骤 8：师生互动：点击Q&A师生互动，点击编辑按钮 ，输入问题

答案、本章节知识的疑惑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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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当老师发布的自学任务完成时，该章节任务进度显示 100%，且各

任务右上角显示 。

2.3 在线作业

主页面点击 在线作业 进入在线作业界面；

在进行任务中可以看到老师发布的所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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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完成在线作业任务

步骤 1：选择任意一个任务，点击 查看 按钮 ；

步骤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根据提示完成作业；

2.3.2 学生互评

在线作业学生互评，可在作业资讯 里查看其他同学给予的评分情况。也

可以点击 作业互评 查看其它同学的作业单，并进行打分。（该操作是在本人已

经提交作业的条件下，才可查看其他同学作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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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点选作业互评按钮 ，点击眼睛按钮 查看对应同学

的作业单，点击星星按钮 对同学的作业单进行评分，

2.4 在线评测

2.4.1 完成在线评测

步骤 1：点击在线评测按钮 ，进入在线评测页面；可以看到老师发

布的所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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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选择任意一个任务，点击 进行测试 按钮 ，进入试题测试

页面；

步骤 3：在试题页面依次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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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完成试题后，点击交卷按钮 ，提交试卷；

2.4.2 查看试题完成情况

步骤 1：试题完成后，回到在线评测任务页面；

步骤 2：找到 已结束 的在线评测任务，在页面内可以看到所有已结束的

评测任务；



18

步骤 3：点击查看结果按钮 ，查看评测结果；

步骤 4：点击查看详细结果按钮 ，可以看到每一道题的详细情况；

教师详解

补救资源



19

2.5 学习影片

点击学习影片按钮 ，可以看到老师上课后上传的课堂实录；

可切换其他课程

2.6 电子笔记

点击电子笔记按钮 ，可以看到老师上课后上传的课堂笔记；

可切换其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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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评量记录

点击评量记录按钮 ，选择课程，点击章节，可以看到自学课堂、在线

评测或课中自动生成的诊断报告。

可选择其他课程

报告详细页面：

可选择不同的报告内容和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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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诊断报告

查看报告 步骤 1：点击诊断报告按钮 ，进入报告查看页面；

步骤 2：选择报告所在班级或课程，点击要查看的报告。

可选择其他课程

 诊断报告页面（只能看到自己的诊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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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错题补救

查看错题补救情况 步骤 1：点击错题补救按钮 ，进入错题补救页面；

步骤 2：选择要进行错题补救学习的班级或课程；

选择需要进行错题
补救学习的班级或课程

步骤 3：选择需要查看的错题，就能看得到正确选项和补救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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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详解

补救资源
笔 代表作答选项

绿色 表示正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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