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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陆

1.1 登录醍摩豆 IES 云平台

登陆方法 1：

通过浏览器登入 IES 阿里云的网址：www.teammodel.cn。首先点击登录首页的教师身份利用

HiTA5 教师助教APP扫码登陆 或 输入教师醍摩豆 id/手机账号和密码 的方式登入即可。

登陆方法 2：

打开 HiTeach5，通过任务栏小工具中登录信息，点击打开 IES 服务平台也可以直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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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 云端学习平台的登陆界面。

1.2 界面总览

IES 云平台操作界面分为个人信息管理区、学校管理导航区、教师个人应用导航区、功

能设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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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信息管理

2.1 学校管理

对账号所在学校进行管理

2.1.1 添加学校

步骤一：点击学校管理，输入学校名称或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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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在下拉信息里面选择需要加入的学校点击申请加入，

步骤三：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可加入学校，此时账号将归属到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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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系统设置

可设置语言、菜单显示关闭或开启、LOGO显示或隐藏。

三、学校管理

3.1 学校管理

主要对学校教师、学生、课程、账号授权等进行管理。

3.1.1 基础设置

对学校所属类型进行设置，包含普教和高教。

3.1.2 学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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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所教授学段进行设置，可设置所教授学校学段是小学、初中或高中。

 学期设置：对每学年的每学期开始时间进行设置。

步骤一：点击添加按钮，

步骤二：在弹出对话框中输入学期名称、开始日期，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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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级设置：设置所在学段的年级数量，可进行年级的增加、删除或修改。

 学科设置：设置学校开设的学科。

添加学科步骤如下：

步骤一：点击添加学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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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类型，输入学科名称，点击确定。

 学情设置：可设置考试类型，进线生人数百分比，踩线生人数百分比。

 时段设置：对每天上课时间及课间休息时间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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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时段步骤如下：

步骤一：点击时段添加按钮，

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该时段的名称，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然后选择这个时

段是上课还是休息，最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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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整个学段信息设置完成后记得点击保存。

3.2 教师管理

主要功能：添加和删除学校教师信息

3.2.1 批量导入教师信息

步骤一：选择添加教师，下载批量导入范本；

步骤二:打开下载的范本，输入醍摩豆 ID和名称，然后保存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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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选择导入名单，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编辑好的名单信息，点击打开；

步骤四：信息导入完成后，点击全部发送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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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单个教师添加

步骤一：选择添加教师，输入教师醍摩豆 ID，点击搜索老师；

步骤二：当搜索到当名教师后，点击发送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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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教师权限设置

步骤一：选择需要修改权限的教师，点击批量修改或单个修改；

步骤二：在需要修改的权限项目中打钩，然后保存变更。

3.2.4 教师教学空间修改

步骤一：选择需要修改教学空间的教师，点击分配教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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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输入分配空间大小，保存更改。

3.2.5 批量设置学科

步骤一：选中教师，点击批量设置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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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对应学科，点击确定，学科设置完成；

3.3 学生管理

功能主要是汇入全校班级名单，能对学生名单进行新增，删除和修改等操作，便于管理。同

时建立班级，分配班级学生。

3.3.1 批量导入学生

步骤一：选择学生管理，点击导入名单；

步骤二:打开的对话框中下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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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打开范本输入学生相关信息，然后保存范本；

步骤四：点击浏览，选择编辑好的学生名单，点击建立账号；

3.3.2 单个增加学生

步骤一：选择学生管理，点击增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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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学生相关信息，点击建立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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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新增行政班

步骤一：选择行政班，点击添加按钮；

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年级等相关信息，点击确定；

步骤三：为行政班添加学生，点击添加学生，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根据条件选择学生，点

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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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新增教学班

步骤一：选择教学班，点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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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年级等相关信息，点击确定；

步骤三：为行政班添加学生，点击添加学生，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根据条件选择学生，点

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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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课程管理

3.4.1 新增课程

步骤一：在课程管理中，点击新增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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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学科，输入课程名称等相关信息，点击确定；

步骤三：点击添加课程老师按钮，为该课程选择教师，点击确认添加；

步骤四：选择其中一位教师，为该名教师分配授课班级，完成课程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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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教室管理

主要功能：为教室指定上课班级或编制课程表

3.5.1 新增教室

步骤一：在教室管理中，点击新增教室；

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教室名称，教室编号，并选择教室属性是常规教室或者

专科教室，然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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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常规教室有固定学生上课，专科教室无固定学生上课。

3.5.2 编制课程表

步骤一：选择需要编制课程表的班级，点击设置课表；

步骤二：根据时间段，点击设置课程，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学科课程、授课教师、班

级，最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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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发布学校公告

步骤一：选中学校管理中的学校公告，点击创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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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标题、时间、内容等信息，然后点击发布公告；

3.7 授权管理

3.7.1 服务授权管理

在服务授权管理中可以查看学校已购买的服务、平台空间大小、学生授权人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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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智慧教室授权管理

在智慧教室授权管理中可以查看学校已购买或安装的智慧教室产品注册序列号，同时能够把序列号绑

定到对应教室。

四、学校资源

管理学校校本资源，包含课纲、教材、影音及试题和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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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学校课纲

为科目编制课纲步骤如下：

步骤一：选择科目，点击添加册别按钮；

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年级、学期以及授权编制该课纲的老师（可设置多人共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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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册别建立完成后，点击新增章节按钮，建立章节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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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为章节添加相应资源，资源包含：图片、影音、试题、试卷、超链接；

4.2 学校内容

添加资源步骤如下：

步骤一：点击上传资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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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资源适用的学段、年级、学科，点击上传按钮选择相应资源，

最后确认。

备注：上传的资源会根据文件格式自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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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校题库

4.3.1 新增试题

步骤一：点击新建习题，依次输入学段、年级、学科、难易程度、知识层次及知识点、

题型；

步骤二：题干设置，题干可以使文字、图片、视频、音乐等类型；

步骤三：设置参考答案、解析和补救资源，最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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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试卷

增加试卷的方式有：智能组卷、挑题组卷、导题组卷。

4.3.2.1 智能组卷

步骤一：选择智能组卷，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依次输入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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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完成筛选条件输入后，点击开始组题；

步骤三：组题完成后进入预览界面，在预览时可以新增试题，给试题配分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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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分析：自动生成试题统计图表，包含：题型分析图表、难易度分析图表、知识点分

析图表等。

4.3.2.2 挑题组卷

步骤一：选择挑题组卷，设置挑选条件；

步骤二：从筛选出的试题中挑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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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组题完成后进入预览界面，在预览时可以新增试题，给试题配分等操作；

试卷分析：自动生成试题统计图表，包含：题型分析图表、难易度分析图表、知识点分

析图表等。

4.3.2.3 导题组卷

步骤一：选择导题组卷，下载格式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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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按照格式要求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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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步骤三：导入按照标准修改好的试卷，然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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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分析：自动生成试题统计图表，包含：题型分析图表、难易度分析图表、知识点分

析图表等。

4.4 知识点库

4.4.1 新增知识点

步骤一：选择科目，点击增加按钮；

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知识点名称，点击确定；

4.4.2 增加知识块

步骤一：点击新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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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知识块名称，点击确定；

步骤三：选择多个知识点，点击组成知识块；

步骤四：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知识块，把已选择的知识点加入到知识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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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校活动

5.1 评量测验

评量测验有三种评量模式：线上评量、课中评量、阅卷评量；线上评量主要是教师发布线上评量作业，学

生利用WEB 或移动终端参与；课中评量是教师发布的课堂中的随堂检测；阅卷评量主要运用在期中或期

末。以线上评量为例创建评量测验步骤如下：

步骤一：选择评量测验，点击创建评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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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根据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在评量模式处选择线上评量；

步骤三：加入试卷，点击增加学科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本次测验的学科，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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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选择一套该学科下面试卷，点击选择试卷；

步骤五：在试卷预览里面查看试卷或试题具体情况；没有问题时，点击发布评测；

5.2 投票活动

创建投票活动如下：

步骤一：选择投票活动，点击创建新活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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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输入名称，选择投票对象和时间以及投票选项等信息，最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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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问卷调查

创建问卷调查步骤如下：

步骤一：选择问卷调查，点击创建新活动按钮；

步骤二：输入名称，选择投票对象和时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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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增加题目，可以是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问答题；题目增加完成后保存试卷。

六、学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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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线上评量、课中评量、阅卷评量的学情分析报告；通过筛选条件能够精确找到需要查看的学情分析报

告。

打开学情分析报告，可通过成绩分析、落点分析、试题分析、知识点掌握、认知层次掌握五个方面查看相

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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