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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华 大 学 老 师 们 给 自 己 开 发 的 教 学 工 具

使用手册 3.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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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雨课堂
雨课堂是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和学堂在线共同推出的新型智慧
教学工具，是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

通过连接师生的智能终端，雨课堂将课前 - 课上 - 课后的每一个环节
都赋予全新的体验，快捷免费地实现大数据时代的智慧教学，包括
师生多元实时互动，教学全周期数据分析等。

雨课堂全部功能基于 PPT 和微信，轻量易用，操作便捷。同时支持
多语言版操作，极大地方便外国师生以及外语专业类师生的使用。

雨课堂 3.0 版中，新增填空题、富文本答案解析、语音直播授课等功
能，并对课前课件动画还原、习题作答结果投屏等操作进行优化。

观看视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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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0 日下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清华大学
一线课堂聆听了使用雨课堂进行混合式教学的思政课后，
评价雨课堂让手机从“低头的工具”变成了“抬头的利器”，
并指出“这堂课以 95 后大学生的话语方式和时尚现代的
呈现手段，把线上线下的学习成果展示出来，让我听后深
受感染、深受启发。” 更多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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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可以帮您

课上：创新师生互动

课堂弹幕——轻松组织讨论，活跃班级气氛
匿名反馈——学习遇到困难，匿名反馈教师
限时测试——随堂知识检测，结果实时统计
PPT 同步——不再拍照抄写，专注听课思考

课下：轻松翻转课堂

随时推送预习材料 + 语音讲解 
内置免费名校慕课视频
难点报告反馈，师生随时沟通
课后推送作业题目

全景：个性数据报表

教学数据全周期采集
分析课程数据
量化学习情况
帮助教师精准教学

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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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指南

手机端

进入微信，搜索“雨课堂”，并关注公众号

扫码关注雨课堂

温馨提示：首次使用需填写相关信息

电脑端

雨课堂官网（ http://www.yuketang.cn/）下载并安装
电脑需安装 WindowsXP SP3、Windows7 或以上版本 +Office2010 或以上版本

温馨提示：WPS 个人版 (6929） 及以上版本均支持正常安装和使用雨课堂的核
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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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收并显示来自雨课堂的
消息推送及提醒

手机端界面

公众号首页

个人主页
用户实名 / 头像修改等个人
信息更改
个人钱包入口，移动端界面
语言更改等

认识界面

班级课程目录页
该页面展示全部课程的列表，
教师可点击页面右下角「我
要开课」来创建新的班级。



7

教学日志列表页
展示该课程班级全部教
学活动内容

班级学生管理

讨论区

分组

设置协同教师，邀请学
生加入班级等。
点击学生姓名，给学生
发送私信。

师生均可在讨论区发表
话题，进行讨论。点击

「我的」-「课程」-「消息」-
「评论」可查看消息内
容。

授课教师可以根据课程
所需，进行自由分组、
随机分组或指定分组。
分组创建后，教师也可
随时对组内成员进行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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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端安装成功哪里找？
雨课堂是内置在 PPT 中的一个插件，打开 PPT，
可以在导航栏中找到。

用户登录区
课堂教学区

（课上使用） 题目制作区
资源制作区

（课下使用） 更多设置区

雨课堂

教师使用微信扫码登录之后，可使用雨课堂的全部功能。
为防止学生误扫教师登录二维码，在教师扫码后，手机收到 4 位数字验证码。
输入后，即可登录。
如为教师个人电脑，可选择「记住我」，下次直接扫码登录，无须再次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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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 多选题 投票 主观题

第一步：在课件中插入题目

（1）添加题目模板 

点击所需题型，
添加题目
编辑题干和选项

点击「设置」呼出编辑栏
设置题目分值
设置正确答案

（2）设置答案与分值

使用雨课堂授课

填空题

直接使用雨课堂授课？没问题！更建议您在授课前，对课件稍作加
工。插入几道题目，在课上发起限时小测。第一时间掌握学生学习
情况，使学生注意力大大提高，快来试试吧！

雨课堂 3.0 版目前支持插入单选、多选、投票、填空题和主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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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自行决定多选题学生少选时的得分，教师在制作题目时
可一键切换题目类型。

更多功能

每个空格可设
置一个或多个
正确答案

在需要添加空格处，
点击文本框右上角的
「添加空格」

全新题型——填空题

雨课堂支持幻灯片的演讲者模式。教师只需在「幻灯片放映」选
项下，勾选「使用演示者视图」后，正常开启雨课堂授课即可。

当课堂授课幻灯片包含动画时，学生端收到的幻灯片会先上覆盖
蒙版，并提醒学生观看大屏幕，当该页动画全部播完后，蒙版会
自动消失。

在制作课前课件 / 试卷，或授课幻灯片时，均可添加填空题。填
空题可每个空单独设置分值，整个题目的答案可设置允许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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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使用雨课堂授课

（1）开启雨课堂授课

点击「开启雨课堂授课」
选择课程和班级

创建新的    
课程或班级

开启雨课堂授课

大屏幕出现二维码
等待学生扫码      

课堂暗号：YKT001

电脑或手机上点击「开始上课」

教师可用手机或电脑进行翻页，
学生同步收到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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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上限时答题

对学生
红包奖励

查看学生
作答详情

查看客观题作答情况

客观题包括单选 / 多选 / 投票 / 填空题，
发送题目后，系统自动评判和统计学生作
答情况。

支持续时答题和立即结束答题。

在题目页，电脑或手机上点击「发送此题」，
直接或限时发送单个习题。

公布作答情
况至大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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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题可以发布至小组或个人作答

学生可以以文字或图片的形式提交答案，教师可直接给学生答案
进行打分，展示学生答案至大屏幕。

教师可在课前创建分组，也可当场创建。小组作答时，每位组员
均可提交答案，以最后一份为小组答案，得分即为每位组员得分。

将习题作答情况的柱状图投影至大屏时，可以选择缩小界面，页面会
同时显示柱状图界面和题目。

习题投屏时，教师可选择隐藏正确答案后，将学生的作答情况柱状图
直接投影至屏幕，不再担心正确答案的露出而影响未作答的同学。

给答案打分
将答案投屏

3.0 版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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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图
点击可查看 PPT 缩略图
及学生“不懂”反馈情况

更多
调出课堂二维码 
进行随机点名

设置
学生可见课件范围、匿
名投屏、投屏隐藏答案

课堂动态
发套试卷，开启弹幕，
查看投稿，都在这里啦！

（4）查看课件 / 进行课堂互动

（3）小工具悬浮窗

3.0 版本的雨课堂开启授课后，PPT 中出现浮动窗口，
包含截图、开弹幕等小工具。
点击截图，即可进行任意界面的截图操作。截图后可直接发送
给全班同学。学生在接收器中即可收到图片。
同时支持授课二维码小窗悬挂，方便学生随时扫码。

3.0 版新功能

课堂暗号：YKT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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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
点击调取试卷库中
的试卷，发送到班
级，进行考试。如
何制作试卷？详见
手册 P20

查看签到情况

投稿
学生可随时发送
图片和文字至教
师遥控器，教师
可随时查看、收
藏或投屏与全班
共享

弹幕

实时查看弹幕

该弹幕投
至大屏幕

在主观题和投稿板块中，教师希望分享某位同学的答案或想法，
可选择隐藏学生的姓名，让同学们注重内容本身，与全班分享。

3.0 版新功能



16

《清华雨课堂》(3 班 ) 的 
课堂数据

教师结束授课后，
退出电脑端 PPT 的全屏放映
点击「结束本次授课」结束本次授课

第三步：结束授课，手机端查看课后小结

同时，雨课堂会向教师手机端推送一个名为「课后小结」的消息，
点击查看此消息，教师能够精确地了解到本次课程数据。

「课后小结」推送

查看到课详情

优秀学生
预警学生

不懂反馈详情

习题作答数据

查看互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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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雨课堂，教师在课下可以轻松地制作“预习课件”，并向学生
手机端推送，灵活地开展翻转课堂。

该课件也可叫做手机课件，建议教师制作时，使用竖版 PPT 方便学
生查看。

该课件可以添加习题、视频、语音等材料，内容在精不在多，以免
影响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

使用雨课堂布置课前预习

第一步：电脑端制作手机课件

（1）点击创建新的手机课件

（2）添加题目
新建手机课件

手机课件中
支持题目 

「答案解析」

题目制作方法与授课课件
相同。

支持全新的富文本答案解析，文字、图片、公式均可作为习题的答案解
析上传。

手机课件中的主观题支持学生
上传文字、图片以及音频作答，
通过网页版还可上传附件。

3.0 版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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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插入网络视频」
粘贴网络视频播放页链接
确认插入

（3）添加慕课视频 / 网络视频

在需插入视频的页面，点击「插入慕课视频」
通过关键词搜索课程，预览视频，确认插入
视频位置、大小可调节插入

慕课视频

插入
网络视频

第二步：上传课件至手机

课件制作完成后，点击「上传试卷 / 手机课件」，
将课件同步到手机端「课件库」，或其中指定文
件夹。上传试卷 / 手机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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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讲解： 
教师可对每页课件添
加多条语音讲解，单
条时长不超过 60 秒。

第三步：手机预览并发送至学生

预览课件

添加语音讲解

确 认 发 布 时 间、 截 止 时
间、公布习题答案时间、
发布班级等

发布

预习材料发送给学生后，教师手机端收到「已
将 PPT 发送至班级」的提醒。

教师可随时查看学生预习完成情况，并在手
机端对学生提交的主观题进行打分批改。

第四步：教师手机端实时查看预
习材料数据

同步成功并在手机中预览无误后，教师可将
预习材料直接发送给班内学生，也可预约发
送，或需要时从课件库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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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各类题目

单选题 多选题

上传至手机「试卷库」

试卷封面页需保留，否则
将无法上传至试卷库。

新建试卷

使用雨课堂制作试卷

雨课堂的“试卷”（课后作业）
 雨课堂中的试卷是指，课堂上教师发布的试卷，或是课下推送给学
生的作业。

“试卷”是整套的题目，制作时只需要添加题目即可，试卷不支持
添加视频、录音等。

“试卷”上传后保存在教师手机端的「试卷库」中，供教师随时调用。

填空题 主观题投票

第一步：电脑端制作试卷并同步至手机

（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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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批量导入，更加便捷地制作试卷      
支持将 word 格式的习题集一键导入雨课堂，并生成习题
或雨课堂试卷。 

点击「文本输入」 
将题目及题干粘贴到文本框 
确认导入后，形成习题或试卷点击「文件导入」 

选择要导入的习题文件 
确认导入后，生成试卷

批量导入

第一章课后测试

提示：WPS 暂不支持「文件导入」。可以使用「文本输入」功能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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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预览并发送至学生

点击预览提示，查看无误后，可发
送至班级，方法与发送「手机课件」
一致。发布后，教师可实时查看学
生作答情况。

若该试卷用于课堂考
试，也可暂不发送，需
要时从「试卷库」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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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其他功能

选择班级
填写标题
添加附件
填写内容

1. 群发公告

通过「群发公告」，教师可向班级学生发送图文通知、网页文章、
在线视频、云盘链接及附件文件等。

方法一：在电脑端 PPT 中，点击雨课堂，选择「群发公告」，在网
页中可编辑公告内容及样式，添加附件文件。编辑完成，预览无误
后发送，学生手机端可实时查看。

预览发送

群发公告

方法二：

您也可以在手机端教学日志列表页中，通过点
击页面中的按钮        来进行群发公告，手机端
暂时无法添加附件内容。

提示：公告中附件文件需登录雨课堂网页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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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雨课堂网页版
全新的雨课堂网页版上线，网页版可以给学生带来更好
的视频观看体验，同时支持教师教学数据批量导出，群
发公告添加附件等。

网页端为老师提供微观、科学、精准的教学数据。有更
多可视化的数据图表、更高效的教师工作台、详细的教
学数据导出功能。用数据驱动教学，助力一线老师教学
改革探索。

网页版登录网址：www.yuketang.cn/web
扫描二维码后即可登录使用

网页端 2.0 体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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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 APP 下载地址

3. 蓝牙热点
为了给教师更好的授课体验，雨课堂即将推出安卓版 APP。
该 APP 的功能、操作和雨课堂公众号类似，同时，当授课电
脑无法联网时，可以尝试蓝牙连接，通过蓝牙热点，将手机
网络共享给授课电脑。

www.yuketang.cn/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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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二维码进微店购买

1. 雨课堂智能翻页笔支持普通翻页笔的所有功能。连接电脑， 即可
实现 PowerPoint、Keynote 和 Prezi 中的上、下翻页及激光笔功能。

2. 结合雨课堂软件进行课堂授课，智能翻页笔能够实现课堂互动的
全部功能。课堂发题、发试卷、开关弹幕、投稿、多屏互动、随机
点名均可通过双击功能键呼出的菜单栏进行操作。

全新雨课堂翻页笔来袭

智能·轻巧·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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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帮助
用户 QQ 群：661757223 
帮助中心：http://www.yuketang.cn/help
工作电话：400-099-6061
官方邮箱：yuketang@xuetangx.com

本手册更新时间：2018.9.8 
支持版本：3.0 版

版本信息

清华大学教研成果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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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uketan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