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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A 智慧助教

HiTA 智慧助教是教师上课的好帮手，教师可以通过智慧型手机操作HiTA，

记录课堂活动与延伸更多教学内容。在巡堂中随时记录，老师手机或云端的课件

内容即时贴上白板，也更方便地将群组作品同时呈现，进行多文件比较。此外，

教师还可以将HiTA 作为 IRS 教师遥控器操作，进行即问即答、统计图表、翻牌、

挑人、即时抢权等功能，在教学活动中完美帮助老师。只要教室搭载HiTeach

智慧教学系统，用HiTA 智慧助教连接教室HiTeach，即可为教学带来交互与便

利，改变传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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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巡堂

HiTA 可以遥控HiTeach 的功能，能帮助老师更放心的走下讲台，与学生打

成一片。也能轻松完成教学交互，提升教学效率。教学不中断、互动再升级、学

生更专注是兼顾班级经营和教学效率的好帮手。

 影像记录

相机功能可拍摄照片，进行学生作品比较；微视频适合重现课堂精彩的瞬间；

即时影像则可以进行老师演示或同学/小组演示，是最佳的观摩学习工具，全面

的影像功能运用，让教学更贴近、更有趣。

 档案传输

老师手机中的文档，或存储于云端的档案，皆可以通过HiTA 快速的导入

HiTeach 教师端运作，广泛有效的素材利用，信手拈来都是课件，用技术突破传

统的限制，使老师的智慧更方便分享给同学。

 课堂好助手

云端班级的学生名单可以通过HiTA 检视，直接选择上课班级启动HiTeach；

下课后，也可以用HiTA 检视上传 IES 的学习历程。从课堂中到课堂外，全面支

持老师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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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注册 HiTA 智慧助教

步骤 1：点开软件进入主界面，选择醍摩豆账号登录。（推荐）

步骤 2：选择立即注册，进入注册界面。

步骤 3：进入注册界面后，根据提示输入相关信息，完成信息填写后发送

验证码即可。

1.2 HiTA 智慧助教登录

步骤 1：点开软件进入主界面，选择醍摩豆账号登录。

步骤 2：输入上一步注册的账号密码，然后登录。

步骤 3：登陆后的界面如图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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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界面菜单栏各部分功能总览

2.2 个人信息管理

（1）进入后可以看到个人信息，还有绑定管理。

（2）个人信息可以根据需求对个人信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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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绑定管理

绑定管理是能够正常使用HiTA各个功能的关键，以下是绑定服务的步骤。

步骤 1：在服务绑定中选择大陆地区连接。

步骤 2：输入启用码（学校统一提供），如果启用码输入错误，会提示。

绑定成功后如图二所示，显示”断开连接”。

2.4 连接教室

点击连接教室会回到初始界面，开启相机后，扫描HiTeach 信息栏中登录

码登录即可。同时，也可点击右上角红框标出二维码处，进行扫码登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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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ES 选项

进入后可以看到当前学期的课程班级，也可以看到所有上学年的课程班级。

2.6 通知讯息和关于

（1）通知讯息主要是软件版本更新的一些消息。

（2）关于主要是显示当前版本还有其他一些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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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HiTA 新增课程和名单分组管理

2.7.1 新增课程

HiTA新增课程步骤如下：点进右上方 IES 图标，进入 IES 站台选择，再点

击下方加号新增课程，根据提示输入信息，最后确定建立课程。新增完成后，学

生可通过AClassONEMobile 扫码加入课程，或者在网页端智慧学伴输入邀请

码加入课程。

2.7.2 名单分组管理

点击进入想要进行班级名单分组的班级后，可以对班级现有座号和分组进

行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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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送电子纸条：

如果想对教室中的学生发送电子纸条通知到学生AClassONEMobile 终

端，只需点击右上角管理，发送电子纸条，挑选学生后，点击储存发送电子纸条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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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辑分组：分组名称编辑。

（3）编辑分组：新增分组。点击新增分组后，输入组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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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辑分组：设定学生

在需要调整的小组，点击 设定学生，勾选学生姓名，确定后将已勾选的学

生添加到该分组中。

2.8 进入苏格拉底议课

参加智慧教研活动的时候，只需点击苏格拉底智慧观课，即可进入观课网

页进行评课议课。进入网页后，输入HiTeach 信息栏中的教室编号，方可进行

评课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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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HiTA 连接 HiTeach

在界面 IP 处输入HiTeach 信息栏处的 IP 地址也能够连接到HiTeach。

3.2 HiTA 扫码登录HiTeach

通过HiTA扫描HiTeach 中的二维码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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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排行榜功能

HiTeach 互动模式中，可点击 快速查看学生作答情况的排行榜。

3.4 即问即答功能

HiTeach 互动模式，或者其他模式中，可点击 让学生立马进行一次

作答。

3.5 统计图功能

学生作答完后，可点击 将学生作答情况以图标形式展现。

连接状态
班级信息

向学生推送HiTeach 当前页面

上下翻页

HiTeach 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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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抢权功能

课堂中，只需点击 ，即可让学生进行一次抢答。

3.7 图像功能

课堂中，对学生的作品，或者做题步骤拍照上传至HiTeach 中，只需点击

即可。

3.8 挑人功能

课堂中，对学生进行挑选作答，可点击 快速调出挑人功能界面。

3.9 隐藏互动列功能

课堂中，如果想要隐藏学生作答互动列，只需点击 即可，便捷操作。

3.10 翻牌功能

课堂中，若想查看座号对应的学生姓名，只需点击 即可，可以以分组

的形式展示互动栏，并直接点选想要的座号，获得对应的学生姓名。

3.11 暂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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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中，如果想要停止接受学生的作答，只需点击 即可。

3.12 即时影像功能

课堂中，可点击 将课堂中的讨论情景在HiTeach 中进行实况直播。

3.13 微视频功能

课堂中，可点击 拍摄学生讨论情况微视频至HiTeach，进行播放。

3.14 传送档案功能

在课堂中，可点击 将手机中的文档等资料传送至HiTeach 中，并打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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