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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软件介绍 

1.1 简介 

C30 职教智慧课堂教师 PC 端助力智慧职教云平台在智慧教室场

景下的常态化应用，实现课堂交互数据，教学板书数据，电子教材数

据等教学过程的全量采集。可以实现教师的智能备课，是一款移动的

大屏，这是一款属于教师自己的应用系统，解决了长期以来教师只有

电脑，没有应用系统的问题，是“教育信息化 2.0”教师“全面”应

用的利器。全国大中专院校师生可用职教云账号一键登录 C30 职教智

慧课堂，不改变职教云用户原有使用习惯。C30职教智慧课堂教师 PC

端以优良的兼容性，结合教师 PC 备授课一体化的多功能教学工具，

与云课堂 APP 移动端完美组合，形成全设备，全功能课堂教学产品，

助力学校实现教育信息化 2.0 背景下的智能教学。 

1.1.1C30 职教智慧课堂教师 PC 端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的新一代课堂教师教

学系统。 

极致手写体验—使书写更加流畅美观，无限版面 2mm 精细度，

52ms极速响应不延迟。 

智慧教学—超级白板、资源、书架、课堂轻松切换教材、互动，

授课全场景。 

全方位互动—支持课堂端，教师 PC 端，学生移动端多屏立体互

动。互动学习、思想碰撞、活跃课堂，有效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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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大数据—板书、行为、结果、评价、教材、时长全过程性数

据收集。 

 

1.2 使用流程 

课前： 

➢ 备课：老师在 C30职教智慧课堂教师 PC 端登录账号即可使用，只

需要在职教云【我的资源】上传资源，可同步到课件—“我的网

盘”中，教师备课资源即可同步使用。 

课中： 

➢ 教师 PC 端授课：老师可以用板书、电子教材、云端资源等多种方

式授课。点击【上课】可调出教师配套 C30 职教智慧课堂，支持

windows 界面和课堂教师界面任意切换。可以一键同屏 C30 职教

智慧课堂课堂端设备和录制微课功能，让数据直观、全面的展现。

并且教学数据及行为轨迹将纳入职教云管理后台。 

课后： 

➢ 老师可直接在下方拓展栏一键发布作业、考试和查询数据、成绩；

学生在移动端在线学习、在线作业、考试等。这样的话教师端不

仅可以收存管用的教学资源，也是一个生产工具和搜索工具，并

形成不同层级的业务闭环，同时可以接入第三方应用，形成个人

的使用模型，也为教师统一入口，贯穿课前课中课后，形成备授

课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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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装说明 

2.1 运行环境 

2.1.1 C30 职教智慧课堂教师 PC 端 

✓ Win7及以上 Windows 操作系统 

2.1.2 云课堂智慧职教 APP 

✓ 安卓系统和 IOS系统皆可 

2.2 路由器安装（选配） 

➢ AP 连接图 

 

➢ 先将 AP 接入电源，再将互联网接入 AP 外网口（LAN1(POE)口），

使用网线与 AP 内网口（LAN2 口）连接，无线即可散发出来。 

➢ 选择打开无线的“打开网络和 Internet 设置”，点击更改适配器

选项。选择查看此无线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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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详细信息并找到 IPV4 默认网关，将其网址复制。 

 

 

➢ 打开浏览器，输入默认的网关地址,按照步骤进行操作，设置无线

网络的密码和名称，即可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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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30 职教智慧课堂教师 PC 端安装步骤 

2.3.1 C30 职教智慧课堂教师 PC 端 

1、 双击打开桌面上的 C30教师 PC 应用程序  

 

进入软件准备安装界面，如图 2-3-2-1 所示. 

 

图 2-3-2-1 准备安装界面 

 

选择“C30 职教智慧课堂教师 PC端”的安装路径并点击安装，如图

2- 



 8 / 18 
 

 3-2-2 所示 

 

图 2-3-2-2  

 

完成后即可进入软件安装界面，如图 2-3-2-3 所示 

 

图 2-3-2-3 安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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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弹出如图 2-3-2-4 安装完成界面。至此，C30 职教智慧

课堂教师 PC端系统就已经可以开始使用啦。 

 

图 2-3-2-4 安装完成界面 

 

 

在 此 界 面 输 出 职 教 云 的 用 户 名 密 码 进 行 登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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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介绍 

3.1 账号登录 

在软件安装完成后，双击桌面上的 C30教师 PC 图标，即可启动软件。

点击右上方“头像框”，会进入登录页面，如图 3-1-1 所示。输入

职教云账号密码即可登录 

 

图 3-1-1账号登录界面 

打开并登录职教云账号后即可进入 C30 职教智慧课堂教师 PC 端界面

如图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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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3.2 我的资源  

数据和职教云打通，可一键获取职教云网盘资源，以及本机网盘和

桌面的教学资源。丰富多样的教学素材为教师备课提供资源。 

 

图 3-2 我的资源 

3.3 我的书架 

支持将校本教材、校本教辅、习题试卷等电子化资源加入学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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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书库（校方需承诺电子资源无知识产权纠纷），可按照院系、

专业、出版社等条件进行自动归类；支持配套的教学资源一键下

载并完成教材知识点自动关联，同时内置于教材知识点对应位置。

电子书库仅限校内教学使用，无任何商业用途。如图 3-3-1所示： 

 

图 3-3-1 课本 

3.4 超级白板 

支持基于白板进行教学，并按照不同的学科提供个性化主题模板

（米字格、四线谱等）；支持白板的无限扩展，并可实现利用 2mm

细笔（圆珠笔、铅笔等）在白板上任意位置进行原笔记书写、自

由批注、擦除、拖动等全部功能，支持笔记保留功能，实现解题

过程完整展现。课前书写板书保存到云白板，上课可以直接调取

使用如图 3-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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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超级白板 

3.5 我的课堂 

所有的互动都集中在课程当中，教师打开课程，进入自己在职教云所

建课程界面，进入所要讲解的课程可新建课堂教学或者提前备好，点

击进入即可发布课中互动。如图 3-5-1 所示： 

 

图 3-5-1 课堂 

注：点击左侧可在不同课程之间进行切换。 点击进入可直接进入课堂进行各

类教学活动的增加及使用。 点击+课堂教学即可选择相应的班级，上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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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增加课堂教学。  

 

3.6 录制 

微课录制可以支持基于任意授课场景/界面下进行，录制过程中可随

时暂停、结束，录制结束后自动生成 MP4 格式的文件。支持微课的上

传与推送，录制完成后，实现以时间轴为线索的课堂实录，可一键保

存本地或者导出至 U 盘。如图 3-6-1-1所示： 

 

3.7 同屏 

登陆后在上方菜单-同屏，会自动搜索同一网段的大屏名称，点击开

始同屏，即可实现教师 PC 端与大屏的同屏。（注意：同屏需要课堂

端和教师 PC端的网络处于同一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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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上课 

点击【上课】可一键调出配套的 C30职教智慧课堂辅助教学，点击【下

课】即可关闭。如图 3-8-1所示： 

 

图 3-8-1上课 

3.9 更多功能 

这里的作业考试也是对接了职教云中的作业考试模块，也就是说把职

教云进行了了模块化的拆分给它放在桌面上，成为快速的入口，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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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了更多的应用，比如教师上课需要 PS、CAD 这些软件，都可以放

在教师端，这样教师仅仅在我们的教师端就可以使用他所需要所有的

功能，同时也提供了统一入口。工具随手可用，一键直达。这样的话

每个教师的桌面都是个性化，为教师带来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3.9.1 作业和考试 

在下方功能栏点击作业和考试可新增作业和考试，或者发布启用已经

设置好的作业或考试。如图 3-9-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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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1作业考试 

3.9.2 成绩 

点击成绩可查询不同课程—班级的学生成绩。 

 

3.9.3 我的数据 

点击我的数据可查看不同课程的统计分析，包括“课程分析”，“课

程教师”和“课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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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点击【我的班级】、【我的微课】可对不同课程班级和微课进行管理编辑，

点击职教云，智慧职教，MOOC学院可一键调转到网页端，点击“+”可添加本机

应用。点击右下方“桌面”可实现电脑桌面与教师 PC桌面来回切换使用。 

以上为 C30 职教智慧课堂教师 PC 端产品使用说明书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选择本公司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