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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earning 使用说明

 产品介绍：

电子书包 (e-student-backpack)即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学生学习的主要工

具。它是老师与学生互动的媒介，更是完整化、精进化学生学习的载具。换言之，

它会是学生的学习同伴（Learning Companion），也是学生的小老师（Private

Tutor）。

所谓电子书包（e-student-backpack）是指具有传统书包功能（装入书本、

习作、铅笔盒、作等等）的电子装置，这种装置除了提供书包原有的功能外， 必

须提供教学和学习的辅助功能，这样才能名符其实，拥有“书包”＋“电子”。因此，

HiLearning 系统正是提供教学和学习辅助功能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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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HiTeach 版本：HiTeach 2.1 Pro & TBL 以上；

适用装置：Android 4.0 以上移动终端、windows 7 以上 PC。

2.1 HiLearning Android 安装

安装方法一：通过百度手机助手平台安装 HiLearning软件。

步骤 1：开启百度手机助手商店并在搜寻栏输入 HiLearning并点击下载，

如您使用移动网路将会提示如下图，点击确认即可。

步骤 2：下载完成后点击安装，安装完成后即可开始连线使用。



5

安装方法二：进入醍摩豆官网 https://www.habook.com.cn，点击产品

支持→下载专区。下载HiLearning 最新软件安装包。

2.2 HiLearning windows 安装

安装方法一：于官方网页下载取得最新版 HiLearning Windows 软件安装

包。

步骤 1：进入醍摩豆官网 https://www.habook.com.cn，点击产品支持→

下载专区。下载HiLearning 最新软件安装包。

步骤 2：下载完 HiLearning Windows压缩档解压缩后可得到

HiLearning Windows.exe主程式，主程式执行安装后将会在桌面自动建立

HiLearning Windows快捷方式。

安装方法二：通过 HiTeach 教师机取得 HiLearning Windows软件。

步骤 1：点击HiTeach 下方功能列按钮 ，跳出学生资讯视窗

后再点击下载按钮 ，即可通过老师端的（安装资讯）内容，取

得 HiLearning的下载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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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学生机开启浏览器，输入步骤 1所取得的 Windows 版本下载资

讯，即可自 HiTeach 教师机下载 HiLearning的安装程式 (setup.exe)。并点

击 "执行" 来安装 HiLearning程式。

步骤 3：因 Windows 系统版本的不同，安装过程中，请选择允许程序执

行操作。

步骤 4：执行下载的安装程式 (setup.exe) 后，请输入 HiTeach教师端 IP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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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输入正确的 HiTeach 教师端 IP 位址之后，软体即会进行安装

的动作。

当安装完毕之后，桌面即会产生 HiLearning执行图标 ，并会自

行启动。

步骤 6：HiLearning 启动之后，即可选择惯用的工作簿正式开始使用。

2.3 HiLearning iOS 安装

请进入 Apple Store，在搜寻栏里输入关键字 "HiLearning"，列表出

现 HiLearning 2时请点击进入下载安装页面。

http://211.22.108.239/Habook_FAQ/cn/node/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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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条件：学生平板必须与连线教室在同一局域网内，且教师端已开

启HiTeach、选择班级名单后，准备上课。

教师端连线信息包含：随机 PIN 码、连线 IP 地址、及连线二维码。

HiLearning Android 连线方式： （windows、IOS 版本相似）

步骤 1：点击 ，打开HiLearning 软件 APP。

步骤 2：点击右上角 ，再点击连线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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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输入教师机 IP 地址或扫描教师端二维码，点击下一步 。

步骤 4：输入教师机 PIN 码, 点击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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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选择组别名称或个人号码，点击图标 。

步骤 6：当HiLearning 页面显示使用者小组名/个人名，且右侧工具栏又

灰色变为绿色时，说明连线成功，即可进行课堂教学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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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功能使用：飞递

步骤 1：学生内容填写完成后，请点击红色圈选处 “上传页面钮”。

手写笔

橡皮擦

放大镜

文本输入

调色盘

新增一页

工作簿 页面列表

上一页

上传至工作区

飞讯

虚拟反馈器

拍照

重难点标记

相册

小组/个人信息

撤销

还原

清除页面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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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工作区" 为要上传作品的教师机工作区，如要上传当前页面可直

接点选下方 "蓝色箭头"。如要选择其他页面请点选 "选取其他页面"。

在 "选取其他页面" 功能里可以选择单张或是多张页面，但最多只能选 6

个页面，选取好后请按下方上传按钮。



13

步骤 3：学生成功上传作品后，在教师端点选学生页面总览 ，可看到该

组/该学生刚上传的页面。

4.2 功能使用：作品观摩

步骤 1：教师点击作品观摩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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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教师开启作品观摩后，学生平板左端出现上传按钮 ，学生可

书写、可拍照准备作品，完成后点击上传图标即可。

 学生平板显示如图：

 教师端显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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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功能使用：飞讯

步骤 1：点击飞讯功能图标 ，输入相关文字，点击上传图标 。

步骤 2：教师点击图标 → ，就可以看到学生发送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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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功能使用：虚拟反馈器

当教师使用即问即答或抢答时，HiLearning 会自动调出虚拟反馈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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