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汗微网校平台帮助文档——教师端 

 

一、汗微网校平台 

汗微网校是一个基于内容（音、视频、课件）管理而实现知识变现的服务型产品。它能够很好

的帮助机构、IP 个人、学校，进行资源（音、视频、课件）的管理与应用，将优质的内容进行

更好的商业变现。 

各机构、IP 个人、学校都拥有独立的站点网址（店铺)，展示各自形象，有助于打造自身品

牌，实现品牌价值的最大化。 

 

 

二、入驻汗微网校平台 

管理员身份电脑端登录自己的网校平台，在左边功能列表中的【应用中心】--【应用市场】 



 

点击需要购买的基础服务类型【汗微网校标准版】、【汗微网校中级版】、【汗微网校直播版】 

 

点击【提交订单】即可购买基础服务，实现平台入驻，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店铺。 

购买了基础服务之后，可以更加需要自行购买扩展服务。 

 

三、角色说明 

站点有三大类型角色，管理员、教师（含助教、辅导老师等）、学生。 

管理员，能够对站点进行管理，设置各类型角色的权限，能够对站点首页布局、展现内容进行

设置，权限最大。 

教师，能够创建和管理资源。 

学生，学习者身份。 

 

四、课程、资源分类说明 

课程、资源分两大类，一类云课程、云资源（微课、课件、附件）；另一类是教师个人的课



程、资源，即我的课程、我的资源（微课、课件、附件） 

管理员里只有云课程、云资源（微课、课件、附件）；教师，既有云课程、云资源（微课、课

件、附件），也有我的课程、我的资源 

 

五、站点管理员操作指南 

站点管理员没有移动端，管理员只能在电脑上登录系统后台。 

1、系统 

所有关于自有平台身份角色（管理员、教师、学生等）创建、权限分配，平台首页布局、内容

展现等相关设置 

 

1.1、站点管理 

在站点管理里可以对站点的名称、机构 LOGO、站点首页轮播图进行设置 

 

站点名称设置 

 



 

LOGO 设置 

 

 

站点首页轮播大图设置 

 

1.2、用户设置 

对学生注册、登录、公众号登录等权限进行设置 

a、注册：学生加入本校的方式，分为开放学生注册和不开放学生注册 

开放学生注册，站点首页会有注册按钮，学生可以通过注册成为本校的学生。 

 

 

不开放学生注册，站点首页不会出现注册按钮，学生不能通过首页注册方式成为本校学生，如

需添加学生，可以通过管理员后台添加或批量导入。 

 

 



b、登录：查看本校资源的条件，分为登录后才能访问资源和不登录即可访问资源 

登陆后才能访问资源，用户在访问课程、微课、课件等资源时提示需要登录才能查看。 

 

不登录即可访问资源，用户无需登录就可以直接访问课程、微课、课件等资源。 

 

c、公众号授权登录： 

设置好之后，点击页面底部的【保存】按钮，完成设置。 

 

1.3、年级学科管理 

对本校服务对象的年级、学科进行设置。 

 

直接点击需要选中的年级或学科，取消选择亦然。 

 

1.4、门户管理 

对站点首页所呈现的版块、内容进行设置管理。 

导航栏目管理，对站点首页导航条进行设置。 



 

设置前 

 

设置后 

 

点击导航栏目管理后的【添加】按钮， ，在弹出的

添加导航栏栏目面板中进行设置。 

 

在名称输入框中填写导航名称，比如选课中心，该导航页面下全部放置课程，所以选择内容类

型中的课程。点击【确定】按钮完成设置。 

内容类型：课程是多个微课组成的体系化课程，微课指的就是单个微课，课件指的是 ppt、

pptx、pdf，附件包 MP4,MP3,JPG,PNG,GIF,PPTX,PPT,DOCX,DOC,ELSX,XLS,PDF,RAR,ZIP

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当内容类型选择富文本，编辑区里只能编辑图片、文字。 

 

 

在导航栏目管理面板中会出现刚新建成功的导航，选课中心。在站点导航条上也会出现这个导



航栏目。 

 

接下来，对选课中心导航里的内容进行设置，点击选课中心，右边出现课程添加窗口。 

 

点击【+添加课程】图标，会出现当前站点所有云课程中的课程列表,已经添加的课程不会显示

在列表里。点击课程右边的 ，即可将改课程添加到选课中心页面。 

 

效果如下图： 



 

如果要删除所选择的课程，只需在课程列表中点击课程后面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 

 

点击右上角的【排序】图标，在每个课程后面会出现一个数字框，在数字框中输入数字，该课

程在选课中心页面就处于相应的顺序。设置好，再次点击【排序】图标确认完成。 



 

如果内容类型选择的是富文本，那么编辑区里就是对文本、图片的编辑 

 

 

首页模块管理，设置首页的模块及模块里的内容。 

点击首页模块管理后的【添加首页模块】按钮

，在弹出的添加导航栏栏目面板中进行设置。 



 

在名称输入框中填写模块名称，比如热卖课程，该模块里全部放置课程，所以选择内容类型中

的课程，点击【确定】按钮完成设置。 

 

在首页模块管理下面就立即生成一个热卖课程的模块。接下来，对热卖课程里的内容进行设

置，点击热卖课程，右边出现课程添加窗口。 

点击【+添加课程】图标，会出现当前站点所有云课程中的课程列表,已经添加的课程不会显示

在列表里。点击课程右边的 ，即可将改课程添加到热卖课程模块里。 



 

效果如下图 

 

课程的删除和顺序调整如同导航页中的课程删除、排序操作，不再赘述。 

 

1.5、角色管理 

创建角色，并设置权限。开通平台就默认有 admin（学校管理员）、teacher（教师）、

student（学生)三个身份。 

 

点击【修改】按钮，弹出修改面板，可以对角色标题、角色名称和描述进行编辑，角色类型不

能修改 



 

点击【权限】按钮，在弹出的权限面板中设置不同角色具备的权限 

 

如需创建新的角色，可以点击左上角【+添加角色】按钮，创建新的角色。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效果如下同 

 

接着为助教配置权限，点击【权限】按钮，弹出权限对话框面板 

 

根据实际情况勾选权限，勾选完成，点击中间的绿色》图标，权限设置成功，如下图 



 

取消已经分配的权限，则在右边的【已分配权限】中勾选需要取消的权限，然后点击中间绿

色》图标，取消权限完成。 

 

1.6、系统日志 

记录了该站点里所有的登录记录和操作记录 

 

2、用户 

对站点的用户实行管理 

 

管理员管理 

 



教师管理 

对站点所有教师进行相关信息管理，包括添加教师。可以直接点击【+添加】按钮，单个添

加，也可以先点击【批量导入】旁的 图标，下载【批量导入模板】，填写完模块后，点击

【批量导入】按钮，即可批量导入 

 

 

学生管理 

无论是线下导入学生还是线上注册学生，其信息管理都在于此。可以直接点击【+添加】按

钮，单个添加，也可以先点击【批量导入】旁的 图标，下载【批量导入模板】，填写完模块

后，点击【批量导入】按钮，即可批量导入 



 

 

3、班级管理 

对站点所有班级进行信息管理，包括站点管理员自己创建的班级和老师创建的班级。 

 

点击右上角【+添加】按钮，弹出创建班级面板,如下图 



 

值得注意的是，当允许学生加入班级时，学生申请加入班级，老师无需审核，直接加入。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班级编辑面板，其设置方式和创建班级一致，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只

有站点管理员才能更改班级管理员。 

 

点击【删除】按钮，删除班级，管理员能够删除站点中的所有班级，不论该班级是否由管理员

创建。 

点击【成员管理】按钮，对该班级所有成员进行管理，如下图 



 

从班级删除某个学生，直接点击该生信息行里的【移除】按钮即可。勾选多个学生信息行前的

方框，然后点击【批量移除】可以一次性移除多个学生。 

点击【+添加教师】按钮，弹出站点所有教师列表，如下图 

 

点击教师信息行末的添加图标，则将该教师添加到班级；也可教师信息行前的选框，点击【批

量添加】，将多个教师添加到班级。如果没有添加教师的信息，需要在教师管理里先将该教师

信息添加进去。 

 

点击【+添加学生】按钮，弹出站点所有教师列表，如下图 



 

 

具体方法和添加教师进班级一样，不再赘述。需要添加到班级里的学生必须在站点的学生管理

里 

 

4、云课程 

云课程的管理权限归属于站点管理员。云课程中课程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站点管理员自己创

建的课程，二是普通教师共享的课程。 

 

上线，处于上线的课程，在普通教师的云课程里可见，教师可以进行引用，分享、收藏。课程

信息行里显示“已发布”状态。 

下线，处于下线的课程，在普通教师的云课程里不可见，但站点管理员后台仍可见。已经建立

起的引用、分享、收藏等关系仍存在，即通过原路径还是可以看到该课程，只是在点击播放时



提示内容已下线，即“建立的关系存在，在里面的内容已下线”，课程信息行里显示“编辑

中”状态。 

 

设为完结，当课程的课时数已经达到了创建课程时设置的课时数，则可以点击【设为完结】按

钮，将课程设为完结，那么课程信息行里显示的“未完结”状态则变为“已完结”状态。 

设为未完结，表示该课程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更新，则可以点击【设为未完结】按钮，将课

程设为未完结，那么课程信息行里显示的“完结”状态则变为“未完结”状态。 

 

删除，点击【删除】按钮，则该课程会被删除，在站点管理员的云课程、教师的云课程里都会

删除，包括删除普通教师对该课程的引用，学生的收藏、学生学习该课程的轨迹，学生在删除

前的相关统计，仍保留。如果该课程是由某老师共享而来，那么该教师“云课程”里将不存在

这个课程，但“我的课程”仍存在，基于“我的课程”的课程应用，一切正常。 

点击【+创建课程】按钮，创建一门新的课程，弹出“创建课程”对话框，如下图 

 

完成课程简介的设置，点击【保存并跳到下一步】按钮，进入到课程大纲设置环节，如下图 



 

点击【+添加章】，填写章节名称；点击【添加微课】，弹出云资源中的所有微课，如下图 

 

点击每个微课信息行右边的 ，即可将该微课添加到课程章节里。前提是要将组建课程的微

课上传到云资源---微课管理里。一个章节里可以添加多个微课。 

点击章节名称前的上下图标 ，可以对章节进行顺序调整，点击每个微课后的上下图标

，则对微课顺序在章节范围内移动 

完成课程大纲的设置，点击【保存并跳到下一步】按钮，进入到课程资料设置环节，如下图 



 

点击【添加】，可以添加云资源下附件管理的附件作为该课程的辅助学习资料。设置完成，点

击【保存】，完成云课程的创建。 

点击【修改】按钮，弹出修改面板，其修改方式与创建新课程一样不再赘述。如果该课程由老

师共享而来，站点管理员对课程的修改，也会修改创作老师“我的课程”的那个课程。 

 

5、云资源 

云资源，包含微课、课件、附件，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站点管理员自己上传的资源，二是普

通教师共享的资源。 

5.1、微课管理 

站点管理员对微课的集中管理。微课管理界面如下图 



 

上线，处于上线的微课，在普通教师的云资源里可见，教师可以进行引用，分享、收藏。 

下线，处于下线的微课，在普通教师的云资源里不可见。已经建立起的引用、分享、收藏等关

系仍 存在，即通过原路径还是可以看到该微课，只是在点击播放时提示内容已下线。 

 

删除，点击【删除】按钮，则该微课会被删除，在站点管理员的云资源、教师的云资源里删

除，包括删除普通教师对该微课的引用，学生的收藏、学生学习该微课的轨迹，学生在删除前

的相关统计，仍保留。如果该微课是由普通老师共享而来，那么该教师“云资源”里将不存在

该微课，但“我的微课”仍存在，基于“我的微课”的应用，一切正常。 

 

点击【上传微课】按钮，弹出微课上传的对话框，如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支持 mp4 格式的视频文件上传，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300MB,mp4 用 AVC

（H264）编码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并跳到下一步】按钮，完成微课的上传。 

微课的修改与上传微课的设置一样，不在赘述。同样，站点管理员对微课的修改也会影响到共

享者“我的微课”里该微课。 

点击【新建文件夹】按钮，输入文件夹名称完成创建文件夹，没有级数限制。 

点击【移动到文件夹】按钮，弹出文件夹结构树，如下图。在下拉框中选择目标文件夹即可完

成移动。 

 



注意：微课宝机构版，录制好的微课，在上传时选择了共享，该微课直接出现在云资源的微课

管理里，机构的其他老师可以引用，同时微课上传者自己的“我的微课”里也有一份 

 

5.2、课件管理 

支持 office、wps 制作的 ppt，pptx、pdf 格式。这里的课件，只要上线了，机构所有老师皆

可引用，引用到自己的“我的资源---课件”里。引用到自己的资源里之后，就可以通过机构

版微课宝进行调用（登录机构版微课宝，调用方法与个人版一致），录制微课。 

其他操作方式与云课程操作方式、修改原则一致，不再赘述。 

 

5.3、附件管理 

支持上 MP4,MP3,JPG,PNG,GIF,PPTX,PPT,DOCX,DOC,ELSX,XLS,PDF,RAR,ZIP 格式。只要上

线了，机构所有老师皆可引用，引用到自己的“我的资源附件”里。其他操作方式与云课程操

作方式、修改原则一致，不再赘述。 

 

六、教师操作指南 

普通教师身份有 PC 端和移动端。 

（一）、教师身份通过电脑登录系统（机构自己的独立域名） 

 



1、班级管理 

对教师创建的班级和加入的班级进行管理，如下图 

 

点击右上角【+添加】按钮，弹出创建班级面板,如下图 

 

值得注意的是，当允许学生加入班级时，学生申请加入班级，老师无需审核，直接加入。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班级编辑面板，其设置方式和创建班级一致，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只

有站点管理员才能更改班级管理员。 

 

点击【删除】按钮，删除班级。 

点击【成员管理】按钮，对该班级所有成员进行管理，如下图 



 

 

从班级删除某个学生，直接点击该生信息行里的【移除】按钮即可。勾选多个学生信息行前的

方框，然后点击【批量移除】可以一次性移除多个学生。 

点击【+添加教师】按钮，弹出站点所有教师列表，如下图 

 

点击教师信息行末的添加图标，则将该教师添加到班级；也可教师信息行前的选框，点击【批

量添加】，将多个教师添加到班级。 

 

点击【+添加学生】按钮，弹出站点所有教师列表，如下图 



 

 

具体方法和添加教师进班级一样，不再赘述。需要添加到班级里的学生必须在站点的学生管理

里 

点击【退出班级】按钮，则从加入的班级里退出。 

 

2、云课程 

普通教师在云课程里能够看到站点管理员创建的所有处于上线状态课程，以及所有教师（包括

自己）共享且处于上线状态的所有课程。 

 

点击【引用】按钮，将云课程里的课程引用到“我的课程”里，然后对引用的课程进行权限设

置。教师运用云课程的第一步，必须引用。 

点击【收藏】按钮，将云课程里的课程进行收藏，教师在“我的收藏”里可以查看收藏情况，

自己共享的课程，无需收藏。 



 

3、云资源 

3.1、微课管理 

普通教师在云资源----微课管理里能够看到站点管理员上传的所有处于上线状态的微课，以及

所有教师（包括自己）共享且处于上线状态的所有微课。 

 

点击【引用】按钮，将云资源里的微课引用到“我的微课”里，然后对引用的微课进行权限设

置或组建课程。教师运用云资源里的微课，必须先进行引用。 

点击【收藏】按钮，将云资源里的微课进行收藏，教师在“我的收藏”里可以查看收藏情况，

自己共享的微课，无需收藏。 

 

3.2、课件管理 

普通教师在课件管理里能够看到站点管理员上传的所有处于上线状态的课件，以及所有教师

（包括自己）共享且处于上线状态的所有课件。 

点击【引用】按钮，将云资源里的课件引用到“我的课件 ”里，然后对引用的课件进行权限

设置。 

点击【收藏】按钮，将云资源里的课件进行收藏，教师在“我的收藏”里可以查看收藏情况，

自己共享的课件，无需收藏。 

 



3.3、附件管理 

其操作方式与课件一致，不再赘述。 

 

4、我的课程 

教师管理自己创建的课程和从云课程里引用的课程（引用的课程有“引用”图标）。 

 

 

点击【创建课程】按钮，创建新课程，弹出面板如下图 

 

 



填写完课程简介后，点击页面底部【保存并跳到下一步】按钮，跳到课程大纲设置页面。 

 

 

点击【+添加章】，填写章节名称；点击【添加微课】，弹出我的微课里的所有微课，包括从云

资源里引用的微课，如下图 

 

点击每个微课信息行右边的 ，即可将该微课添加到课程章节里。前提是要将组建课程的微

课上传到“我的微课”，或者从云资源里引用到“我的微课”里，一个章节里可以添加多个微

课。 

点击【修改】，可以修改章节名称；点击相应的【删除】可以删除相应的内容。 



点击章节名称前的上下图标 ，可以对章节进行顺序调整；点击每个微课后的上下图标 ，

则对微课顺序在章节范围内移动。 

 

完成课程大纲的设置，点击【保存并跳到下一步】按钮，进入到课程资料设置环节，如下图 

 

 

点击【添加】，可以添加我的附件里的附件作为该课程的辅助学习资料。设置完成，点击【保

存并跳到下一步】，进入到权限范围设置，如下图。 

 

共享设置 



设置为共享时，课程将进入到机构的云课程库，课程会出现在云课程里，机构内的其他老师均

可引用。一旦设置共享，那么在该课程将出现在云课程里，创作老师将不再对云课程里的共享

课程具备管理权限。 

设置为不共享时，仅自己可以使用，只出现在“我的课程”里。 

 

观看权限 

不公开，只能自己使用观看 

完全公开，符合站点要求（是否要登录、是否要注册）的师生皆可使用观看，课程缩略图上显

示“公开课程”。 

班级公开，只有自己创建或加入的班级里的学生可以观看，课程缩略图上显示“班级课程” 

。选择完成，点击保存完成课程创建。 

注意：一旦老师选择班级公开，那么班级里所有学生的“我的学习”里都会自动生成课程链

接，即“一键指定”。 

 

点击【设为完结】按钮，将课程设为完结，当课程的课时数已经达到了创建课程时设置的课时

数，将课程设为完结，那么课程信息行里显示的“未完结状态则变为“已完结”状态。 

点击【设为未完结】按钮，将课程设为未完结，表示该课程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更新，那么

课程信息行里显示的“完结状态则变为“未完结’状态。 

点击【删除】按钮，引用的课程和自己创建的课程，会从教师自己的“我的课程”里删除，基

于此设置的观看权限、收藏、分享、学生学习轨迹都不会存在，但云课程里的课程不受影响。 

点击【修改】按钮，其操作方式与创建新课程一致，不再赘述。但是如果该课程已经共享到云

课程，老师对该课程的修改，会影响到云课程里的该课程。 

 

5、我的资源 

5.1、我的微课 

教师管理自己上传和从云资源里引用的微课。 



 

点击【上传微课】按钮，弹出微课上传时的相关设置，如下图 

 

设置完成，点击页面底部的【保存并跳到下一步】，跳到设置权限范围，如下图 

 



共享设置 

设置为共享时，微课将进入到机构的云资源库，机构内的老师均可引用，微课会出现在云资源

中的微课管理里。 

设置为不共享时，仅自己可以使用，只出现在“我的微课”里。 

 

观看权限 

不公开，只能自己使用观看 

完全公开，符合站点要求的师生皆可使用观看。 

班级公开，只有自己创建或加入的班级里的学生可以观看。选择完成，点击保存完成微课上

传。 

点击【新建文件夹】按钮，输入文件夹名字创立文件夹；点击【移动文件夹】，弹出文件夹

树，选择目标文件夹，微课就到了目标文件夹。 

点击【权限设置】按钮，其设置方式和上传微课的设置权限方式一致，不再赘述。 

点击【删除】按钮，引用的微课会从“我的微课”里删除掉，基于此的应用会删除，包括学生

的学习轨迹，但不影响云资源里的微课。教师创建的微课会被删除，基于此的应用会被删除。 

点击【修改】按钮，其设置方式和上传微课的设置方式一致，不再赘述。但是，如果该微课已

经共享到了云资源中的微课管理里，那么教师对微课的修改，会影响到云资源中该微课及其相

关应用。 

值得说明的是：微课宝机构账号录制的微课，上传云端就会直接上传到教师的“我的微课”

里。 

 

5.2、我的课件 

教师管理自己上传和从云资源里引用的课件。其使用和管理方式与微课一致，不再赘述。 

值得说明的是：微课宝机构账号调用的 PPT，都将是从这里调用，对于云资源里的课件，先引

用到这里，然后再调用到微课宝里。 

 



5.3、我的附件 

教师管理自己上传和从云资源里引用的附件。其使用和管理方式与微课一致，不再赘述。 

 

（二）、教师在移动端（手机上）打开移动版网址 

 

点击【我的】，用手机号和密码登录（如果还未注册，则先注册） 



 

云课程，机构管理员创建的所有课程，以及普通老师共享的课程都在这里展现。普通老师可以

通过“引用”操作，实现对共享资源的应用。 



 

自己已“引用”的课程，在课程信息行上会有“引用”图标，如上图所示。对于改类课程的具

体应用设置，需要到【我的】---【我的课程】里进行设置 

点击课程信息中【···】，引用的课程和未被引用的课程，操作面板不一样。已被引用的弹出面板

如下 



 

未被引用的课程，弹出面板如下 



 

取消引用，需要在【我的】--【我的课程】，点击【被引用的课程】后面的【···】。 

 

云资源，机构管理员上传的微课、课件、附件以及普通老师共享的微课、课件、附件都在这里

展现。普通老师可以对该资源进行引用，具体方法与云课程一直，不再赘述。 



 

点击【我的】，进入到教师端的相关自有内容的管理 



 

【我的班级】，顾名思义，教师自己创建的班级和加入的班级都在这里，包括新建班级 

【我的课程】，教师引用的课程和自己创建的课程，都在这里进行管理 



 

点击“引用”课程的【···】，弹出如下面板 



 

点击【权限设置】，对该引用课程的权限范围进行观看范围“不公开”、“完全公开”、“班

级公开”设置 

点击【删除】，则删除对该课程的“引用”，该课程将从教师【我的课程】列表中删除，教师

基于引用课程的所有设置都将不存在。 

点击自建课程的【···】，弹出如下面板 



 

点击【权限设置】，对该引用课程的权限范围进行观看范围“不公开”、“完全公开”、“班

级公开”设置 

点击【删除】，则删除自己创建的课程以及基于此的相关设置与应用。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该

课程已经共享到云课程了，那么删除，只能删除【我的课程】里的课程，不能删除云课程里的

课程。 

点击【设为完结】，一个课程有多个独立的视频组成，整个课程组建完成了，就可以将该课程

设置为完结 

点击【修改】，则对该课程的标题、内容、观看权限等进行修改。 

点击【创建课程】，创建一个新的课程。 



 

输入完相关信息，然后点击【保存并跳到下一步】 



 

设置完相关信息，然后点击【保存并跳到下一步】，添加相关资料，然后保存跳到下一步权限

设置 



 

权限设置分为共享和观看权限。设为共享后，设置为共享时，课程将进入到机构的云课程 

库，机构内的老师均可使用。一旦共享，云课程中该课程的管理权限属于机构管理员。 

 

七、微课宝机构版使用方法 

第一步、管理员账号电脑上登录自己网校网址（例如华锋教育）：https://hfjy.wkzj.com/ 

第二步、将老师导入到平台，让每个老师的账号具备机构身份。在管理后台用户里，通过【添

加】或者【批量导入】方式将老师导入到平台。批量导入后的小问号里有导入模板。 

https://hfjy.wkzj.com/


 

第三步、老师们打开微课宝 App，在登录页面选择【机构账户登录】 

 

第四步、输入自己的【机构代码】、【手机号】和【密码】，比如华为教育

（https://hfjy.wkzj.com/）他的机构代码就是【hfjy】，手机号就是导入到机构网校的教师手

机号，如果老师原本已经注册过微课宝，密码仍是原来的密码。倘若手机号还未注册微课宝，

那么初始密码为 123456. 

https://hfjy.wkzj.com/


 

注意：录制好视频后，如果想上传到自己网校云平台，则需要管理员在后台的【系统】---

【年级学科管理里】将年级、学科事先设置好。 

 

八、学习卡（管理员特有功能） 

学习卡是一种营销插件，购买汗微网校标准版服务就默认开通学习卡功能。它能给特定的学生

指定的学习内容，给线下报名同学线上学习内容，让学生感到在机构付费学习的超值。 

同时，对于未特定的用户，按照正常购买、学习的方式进行，线上学习。 

 

点击【创建学习卡】，弹出创建学习卡面板，如下图： 



 

学习卡激活期限：规定该学习卡的激活时间，超过时间不能激活。 

学习卡内容有效期：指定内容供于学习的时间。 

下一步就是指定获得学习卡的学生 

 

下一步就是为学习卡指定学习的内容，目前供学习的内容有课程和微课。 



 

选择好课程、微课，点击确定即完成学习卡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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