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udio（http://studio.xuetangx.com/）是供学堂在线使用的一个课程管理系统。

教师可以在这个系统中创建并且编辑自己的课程，课程将会发布到学堂在线教学

平台（http://www.xuetangx.com）上供学生学习。 

本篇是教您如何使用 Studio创建一个简单课程，如果您需要使用更多功能请

查阅《学堂在线 Studio技术使用手册——提高篇》 

首先介绍一下学堂在线中的课程结构： 

一门课程是由很多节课组成的，而每节课也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同样，在

学堂在线中，课程的组织方式也是这样的。 

课程 

在 Studio中，一个课程是由很多章节组成，而每个章节是由很多小节组成，

每个小节是由很多单元组成，每个单元是由一些模块组成的。 

章节 

章节是用来组织一个课程的最上层的结构，最普通的命名方式就是“第一章 

XXX”，“第二章 XXX” 

小节 

一个小节是一个章节的一部分，教师可以按照内容主题的方式来命名小节。

学堂在线中章节和小节的展示方式如下图所示，是一个章节名为“第一章 课程概

要”，其中包含“1.1 小节一”和“1.2 小节二”这两个小节。 

 

单元 

很显然，一个单元为一个小节的一部分，你可以在一个单元中讲述一个要点，

或做一次测验等等。 

模块 

每个单元中包含有很多模块，模块包括有网页、视频、讨论、习题等形式，

模块是学堂在线中的最小编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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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 Studio 

1.1  创建帐号 

登入 Studio的地址：http://studio.xuetangx.com 

点击首页右上方“注册”按钮，进入注册页面。 

 

填写您的注册信息，并点击创建帐号并开始创建课程。 

注意：Studio的账户是可以同时在学堂在线教学平台上登录的。 

 

系统提示您需要激活您的帐号，请登录您的邮箱并激活。 

 



登录您的邮箱，您将收到来自 registration@support.tsinghuax.org 的一封激活

邮件。按照邮件中的步骤进行操作，当您看到以下页面时表示您可开始创建课程。 

 

1.2  登录 

 

点击首页右上方登录按钮，进入登录页面。 

输入用户名（注册时使用的邮箱）和密码（注册时填写的密码），登录。 

 

当您看到我的课程页面时，已成功登录，并可以开始创建课程。 

  



2 创建一门课程 

2.1  创建 

点击课程面板右上方橙色的新建课程按钮。出现新建课程面板。 

 

填写课程名称、组织、课程代码内容，点击保存创建。 

2.2  添加章节 

 

点击课程可进入课程大纲，点击右上方添加新章节按钮。 

填写章节名称，点击保存。 

2.3  添加小节 

 

点击添加新的小节，更改小节名称，点击保存。 

2.4  添加单元 

 



点击添加新单元即可创建新单元，并进入此单元的编辑页面。 

 

 在显示名称将默认单元名进行修改，可变更单元名称。 

2.5  添加模块 

在单元编辑页面中的四个按钮可创建对应类型模块。 

2.5.1 讨论模块 

点击 discussion按钮，创建讨论模块。 

 

点击此题的编辑按钮，可更改一些讨论区基本设置。 

修改完毕后，记得点击保存。 



 

2.5.2 网页模块 

点击 html按钮。可创建公告、空页面、LaTex系统排版 的页面。 

 

点击 Announcement选项，可快速创建一个公告。点击编辑按钮，可修改公

告内容。 

 

2.5.3 习题模块 

可快速创建常见习题，包括有选择题、计算题、填空题等。 



 

例如，点击Multiple Choice，出现一个模板选择题，点击编辑按钮可修改习

题文本内容。 

 

通过修改内容更改题干，其中()后面的为选项，(x)表示正确答案。 

点击设置可以修改题目的一些高级属性。如果您对 html有足够的了解，可以

使用高级编辑器进行题目编辑。 

修改完毕后请记得点击保存。 

2.5.4 视频模块 

点击 video按钮。创建出一个视频模块，点击编辑按钮可以在设置的页面中

进行视频的上传和字幕的添加。 



 

点击上传视频，弹出下图中的窗口。， 

 

点击浏览，选择需要上传的 video文件，再点击上传（注意请务必上传到 100%

再关闭上传视频窗口。字幕添加的方式为： 

1）首先上传字幕文件，步骤在 3.3文件上传及管理中有详细叙述 

2）将字幕文件的 URL粘贴在对应字幕的输入框内。 

URL可在课程内容——文件上传及管理的文件列表中找到，如下显示： 

 



粘贴后如图显示 

 

2.6  单元公开 

单元编辑面板的右方有单元设置面板，将是否公开下拉框设置为公开可以公

开此单元。注意单元状态为公开时，是无法修改单元内容的。如果你希望修改此

单元的内容，可以改状态为不公开或使用编辑草稿功能（编辑草稿功能在设置公

开后才会出现）。 

 

2.7  小节设置 

在小节的编辑面板右方，有发布时间，结束时间以及评分方式的设置。 

 



3 课程及文件上传更新 

3.1  公告更新 

点击课程内容——更新，进入课程更新页面，点击右上角新的更新。 

 

在文本框中输入最新的公告内容，点击保存按钮。即可更新公告。 

注意是 html格式的文本，您可以仿照以下版本进行 

 

保存后如下所示， 

 



3.2  课程讲义 

1）首先上传课程讲义，步骤在 3.3文件上传及管理中有详细叙述 

2）进入课程内容——更新，点击课程讲义部分的编辑按钮。 

 

3）将课程讲义的 URL如下格式编辑，即可形成讲义的链接。 

 

URL可在课程内容——文件上传及管理的文件列表中找到，如下显示： 

 

3.3  文件上传及管理 

点击课程内容——文件上传及管理，即可进入文件管理页面。再点击右上方

上传新文件按钮可选择文件进行上传。 

 

点击选择文件进行上传，上传成功后会显示在文件列表中。 

点击每一个文件对应的垃圾桶图样即可删除此文件，删除后不可恢复。 

  



4 设置课程相关信息 

 

点击“课程设置——日程与细节”。 

4.1  课程时间表 

 

4.2  课程的介绍 

采用 html方式编辑，已存在有模板，可在此基础上修改。 

 



例如修改成以下 html代码： 

 

点击您的课程总结页面，则可跳转至学堂在线教学平台中可预览， 

 

4.3  课程介绍视频 

点击上传视频按钮，类似 video模块上传课程介绍视频，。 

4.4  课程封面图片 

课程封面显示在教学平台中。在课程内容——文件上传与管理页面中上传一

个名为“ images_course_image.jpg”的图片即可成功设置课程封面。如图， 

 



5 设置课程评价 

 

点击课程设置——评价。 

5.1  设置评分范围 

可以任意删除和添加评分段（2-5段），并修改分数段的上下限。 

 

5.2  评分规则与政策 

可以设置允许作业迟交的宽限时间。 

5.3  设置作业类型及占分比例 

默认作业类型有 4种：作业，实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除此之外，你可

以添加删除作业类型。 

可以修改任意作业类型的名称，缩写，占分比重，总数和不计分数量。 

 
  



6 课程预览 

若想进行课程预览，可点击任何面板中的预览及查看学生界面效果的按钮。 

 

同时，Studio的账户可以直接登录教学平台。 

登入教学平台的地址：http://www.xuetangx.com。 

 

使用您的 Studio的注册邮箱和密码便可成功登录。 

在课程面板中进入您的课程（若您的课程中没有相应课程，请点击页面最上

方的查找课程进行选课）。因为您是这门课的教师，所以登录后进入的是员工视

图，可以看到学生看不到的静态页面例如教师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