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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学习系统 

1.1 登录方式 

 

图 1-1 

如图 1-1 所示，用户可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点击登录按钮，即可使用本系统。 

 游客试用: 

用户可以使用游客的身份登录系统，试用本系统的各项功能，但是游客身份不能保

存学习记录。 

 常规登录。 

以这种方式登录的用户可以使用所有的功能。 

企业客户可定制区域： 

1. 品牌 LOGO 

2. 品牌名称 

3. 背景图片 

4. 是否显示用户注册按钮 

5. 课程类别：目前可以提供英语、语文、数学、科学等课程。 

 



酷兔云英语                      北京如果智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 

1.2 用户注册 

在登录界面中点击 注册新用户 即可开始注册一个新用户。

  

图 1-2 

如图 1-2 所示，所有输入项目均为必填项，输入验证码后，点注册即可完成用户注册。 

注意： 

 用户名不超过 8 个汉字，或 15 个字符（数字，字母和下划线）。 

 密码必须为以英文和数字组成的 4-10 位字符。 

 验证码必须为数字。 

 邮箱地址必须正确。 

 必须接受最终用户协议。 

1.3 忘记密码 

如果忘记了用户密码，在登录界面中点击 忘记密码 即可取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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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如图 1-3 所示，输入用户注册时的电子邮箱地址后，点发送，重置密码链接会发送到用户注

册时提供的电子邮箱里面。 

注意：如果没有收到密码重置邮件，请检查垃圾邮箱，有时密码重置邮件会被误判为

垃圾邮件。 

2. 用户主界面和功能 

2.1 主界面描述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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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1 所示，主界面功能分区图如下： 

 

LOGO 

 

 

用户信息及消息栏 

快捷导航按钮 
 

 

 

主 要 内 容 显 示 区 

 

 

导 

 

航 

 

菜 

 

单 

在用户信息栏里，可以设置个人资料及对系统进行设置；在消息栏里，可以看到发给该用户

最新的消息。 

导航菜单是一个二级导航菜单。在系统后台，可以进行定制，不同的课程可以显示不同的菜

单，不同的客户也可以显示不同菜单。 

当登录到系统时，系统的右边是该用户当前的学习概览，学习概览可以让用户一目瞭然看到

到当前的学习进度。 

企业客户可定制区域： 

1. 品牌 LOGO 

2. 品牌名称 

3. 左边导航菜单 

4. 界面颜色和菜单风格 

2.2 课程选择 

点击主界面左侧导航菜单的 课程选择 即可进行要学习课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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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如图 2-2-1 所示界面中，课程选择模块的功能区块图如下： 

 

LOGO 

 

 

用户信息及消息栏 

快捷导航

按钮 
 

 

课程分类 

 

课程条件筛选区 

 

 

导 

 

航 

 

菜 

 

单 

 

 

课程列表 

在课程分类区域里，可以输入课程关键字进行搜索课程，也可以在课程分类树形菜单中

选择相应的课程类别，然后点击右边的课程列表中的课程，即可显示该课程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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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如图 2-2-2 所示，在课程的详细信息页面中，可以选择该课程的册数和课数，还可以查

看该课程的详细信息和最近一起学习的同学。 

选择完成后，可以选择两种学习模式，使用合适的学习方案和立即开始强化学习。 

企业客户可定制区域： 

1. 课程列表内容。 

2. 机构可提供自己研发的课程，添加到系统中。 

2.3 开始学习 

点击主界面左侧导航菜单的开始学习 ，然后选择学习方案模式或者强化学习模式

即可进行开始学习。 

2.3.1 学习方案 

学习方案是一个向导式的学习流程，学员可以只需要按照方案规划的步骤进行学

习，就可以实现学习成绩的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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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1 

如图 2-3-1-1 所示，学习方案提供免费和 VIP 会员 2 种不同的模式，点击具体的学习方

案，即可进行该学习方案的学习。 

 

图 2-3-1-2 

如图 2-3-1-2 的学习流程所示，学习方案将各个学习模块有机的组织起来，可以轻松实

现学习的快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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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3 

如图 2-3-1-3 所示，当使用学习方案进行学习时，每一个学习模块上会出现学习指引、

暂停学习、下一步 3 个按钮，右边会出现该步骤还剩下的学习时间。 

点击学习指引按钮，可以看到该学习方案的学习流程图；点击暂停学习，该步骤将暂停；

点击下一步，当前学习步骤将跳过，开始下一步骤的学习。 

企业客户可定制区域： 

1. 机构可提供自己研发的学习理念或学习法，转化为学习方案，然后添加到系统中。 

2.3.2 强化学习 

按各种不同的学习模块针对性强化学习。 

 

图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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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2 

 

如图 2-3-2-1 和图 2-3-2-2 所示，强化学习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模块可以针对用户的不同

需求进行特定学习。 

如图 2-3-2-1 所示的英语课程，提供了背单词、英语听力、课文等学习应用模块。 

如图 2-3-2-2 所示的汉字课程，提供了汉字类的学习应用模块。 

点击相应的学习模块，即可进行学习。 

企业客户可定制区域： 

1. 根据自身需求二次开发新的学习模块。 

2. 机构可提供自己研发的课程，添加学习内容到模块中。 

2.4 在线课堂 

在线课堂提供一些精品学习课程，主要为动画、音视频等多媒体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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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如图 2-4-1 所示，点击列表中的课程，即可开始学习。 

2.5 作业练习 

作业练习模块提供测试和练习方面的内容。 

 

图 2-5-1 

如图 2-5-1 所示，词汇测试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测试用户的词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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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成绩报告 

成绩报告可以显示用户最近 7 天、15 天、1 个月、3 个月、1 年内的学习情况，以图表

的形式直观地呈现给用户。 

2.6.1 单词成绩 

 

图 2-6-1 

如图 2-6-1 所示，以柱形图的形式显示用户最近 7 天、15 天、1 个月、3 个月、1 年内

的单词测试错误率情况。 

2.6.2 题型成绩 

 

图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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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6-2 所示，图表显示用户最近 7 天、15 天、1 个月、3 个月、1 年内的题型测试

成绩统计情况。 

2.6.3 进步统计 

 

图 2-6-3 

如图 2-6-3 所示，以图表的形式显示用户最近 7 天、15 天、1 个月、3 个月、1 年内的

成绩情况。 

2.7 “我的”模块 

对于不同的课程，系统会显示不同的名称，以英语课程为例，显示我的酷兔；以汉语课

程为例，则显示我的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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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我的生词本 

 

图 2-7-1 

如图 2-7-1 所示，我的生词本里列出了当前的生词，可以按熟悉程度进行筛选,也可以随

时改变该生词的熟悉程度。 

2.7.2 我的好友 

 

图 2-7-2 

如图 2-7-2 所示，我的好友里列出了当前用户的好友以及一起学习该课程的学员，并且

可以发消息给该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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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我的消息 

 

图 2-7-3 

如图 2-7-3 所示，我的消息里列出了当前用户的收到的系统消息、好友消息以及来自老

师的消息，并且可以回复或者发消息给其他人。 

2.7.4 我的积分 

 

图 2-7-4 

如图 2-7-4 所示，我的积分里列出了当前用户的积分和会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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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笔记/收藏 

 

图 2-7-5 

如图 2-7-5 所示，笔记/收藏里列出了当前用户的笔记和收藏的文章信息。 

2.7.6 会员福利 

 

图 2-7-6 

如图 2-7-6 所示，会员福利里列出了用户获取积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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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申请 VIP 会员 

 

图 2-7-7 

如图 2-7-7 所示，用户可以在此界面中付费成为 VIP 会员。 

2.8 常用工具 

常用工具里提供了在线翻译、有声词典、语法查询、音标查询、拼写检查、汉字笔顺动

画、成语词典等常用的学习工具。 

2.9 学习资源 

学习资源里提供了针对当前课程的一些学习资源链接。 

2.10 帮助中心 

帮助中心提供了新手上路、常见问题解答、问题反馈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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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系统设置 

 

图 2-11-1 

如图 2-11-1 所示，用户可以通过系统设置来配置颜色风格以及导航栏的样式。 

2.12 个人资料修改 

 

图 2-12-1 

如图 2-12-1 所示，用户可以通过个人资料模块修改呢称、头像、性别、生日、邮箱等

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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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台管理 

后台管理主要提供各种定制化界面给需要定制界面的高级用户。 

3.1 定制导航菜单 

可以根据不同的课程和不同的用户定制导航菜单。 

 

图 3-1-1 

如图 3-1-1 所示，系统根据课程的不同，定制了不同的菜单方案。点击编辑菜单方

案，即可修改相应的菜单。 

 

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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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1-1 所示，修改菜单时，可以根据菜单的层级设定不同的名称和属性。 

3.2 定制学习方案 

点击在后台管理左侧的方案即可进入学习方案的管理。 

 

图 3-2-1 

如图 3-2-1 所示，学习方案可以根据不同的课程定制不同的学习方案，点击新建方案，即可

创建新的学习方案。 

4. 常见问题 

 学习曲线用处： 

学习曲线可以随时清晰地查看用户学习的历程，可以从曲线中知道自己的过程中的

得失成败，以便用户调整学习方法,提升学习效率。 

 经验值说明： 

经验值记录了学习的轨迹, 分值越高,表明该用户越值得学友信赖。 

获得经验值的途径  

（1）注册即可获得 10 经验值；  

（2）每天的第一次登录获得 1 经验值；  

（3）做题,学习,发布文章时都可以获取一定的经验值 

（4）经验值可以兑换成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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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环境需求 

5.1 个人电脑端 

操作系统：Windows XP / Windows 7 / Windows 10 及以上；Ubuntu Linux / Redhat / SUSE；

Mac OSX。 

硬件要求：CPU 酷睿 2 双核 1.6G 以上，内存１G 以上，硬盘剩余空间５GB 以上。 

浏览器：Chrome V40 以上；Firefox V41 以上；Edge；Safari 5.0 以上。 

5.2 iOS  

iOS 7.0 以上，支持 iPhone5 以上手机和 iPad2 以上平板电脑。 

5.3 Android 

Android 4.0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