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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下载与安装



配置表

电 脑 推 荐

处理器 Intel i5及以上处理器

系统 Windows 7 及以上 /  mac OS 10.13 及以上

内存 4GB RAM 及以上

显示 不低于1280 x 720分辨率

网络 不低于2Mbps



第一步：下载ClassIn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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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地址栏输入：https://www.eeo.cn（推荐

使用谷歌或火狐浏览器）

2. 进入下载中心

3. 点击下载按钮（网站会自动识别您的系统，

将符合您系统的安装包下载按钮呈现在这里）



第二步：安装ClassIn

第一步：双击ClassIn安装包

第二步：点击确定

第三步：点击快速安装

第二步：将ClassIn拖拽到Applications中

Windows电脑安装ClassIn

Mac电脑安装ClassIn

第一步：浏览器右上角

双击下载好的ClassIn
第三步：点击打开



第二部分

账号管理与个人设置



注册与登录

温馨提示：

手机号需要处于未停机和未

欠费的状态，如果在国外，

老师需要开启国际漫游来接

收验证码。如未接收到短信

验证码可等待“60”秒后手

动获取语音验证码,语音验证

码仅支持大陆手机号

注册 登录

1

温馨提示：

国家号选择+86，如果是

非大陆用户请选择对应

的国家号



设备自检

1. 进入设置

系统检测：

查看设备性能以及CPU型号

摄像头检测：

检测摄像头是否能正常显示画面，

需确保摄像头未被禁用

扬声器检测：

点击播放按钮，

电脑中会播放一

段声音，在播放

按钮右侧勾选您

听到的声音类型

麦克风检测：

点击录音按钮后，

如果您说话时有

波动条在动证明

声音正常

2. 进入设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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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个人信息&设置

修改个人信息
1. 点开头像

修改头像

修改用户名

修改密码

1

2

当老师觉的ClassIn界

面图标较小或模糊时

可开启高分屏功能

客户端出现卡顿或异常显

示时可使用清理缓存功能

未显示正常课程时可使

用清理数据文件功能

修改手机号



第三部分

上传课件&熟悉教
室功能



上传本地课件

方法一：将本地课件拖拽进

ClassIn空间栏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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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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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进入空间 –我的云盘 – 文档，点击

上传本地课件或文件夹



熟悉教室功能

黑板：

老师可随时在黑板中

进行磨课，这里没有

时间限制，只能自己

进入，适合老师熟悉

ClassIn教室中的各项

功能和制作板书

工具栏中分别为：

1. 点击工具：触发PPT中的动画效果

2. 圈选工具：可对桌面中的元素进行选择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3. 画笔工具：在黑板中绘制属于你的作品

4. 橡皮擦：擦除黑板中的元素

5. 文本工具：在黑板中输入文字

6. 截图工具：截取教室内和教室外的画面

空间&教学工具箱：

1. 空间：所有拖拽到教室中的课件均在空间→我的云盘栏目中查找

2. 教学工具箱：包含多种个性化教学工具例如保存板书，屏幕共享，

移动设备投屏，物理化学虚拟实验教室等多种有趣的教学工具



第四部分

录课相关设置



录课相关设置

设置录制画面范围（此功能重新进入教室生效）

• 最小尺寸教室窗口（录课后ClassIn窗口会变小）

• 当前尺寸教室窗口（设置后录课后可随时调整教室窗口大小）

• 整个电脑桌面（录制整个电脑桌面）

设置录制视频分辨率（此功能重新进入教室生效）

• 高清（1280 x 720清晰度）

• 全高清（1920 x 1080清晰度）网络要求和设备要求会

更高一些

1. 进入设置

2. 进入系统设置

3. 进入教室设置



云端录课

1. 进入教室后会优先弹出此提

示，需点确定关闭提示后才会

弹出录课的提醒

2.如果您需要立即录课，请点击这里，否则

系统将会在倒计时10分钟后自动开始录课

此图标代表正在录制现场

绿色：正常状态

红色：网络异常或其他原因导致录制中断

此图标代表正在录制教室

绿色：正常状态

红色：网络异常或其他原因导致录制中断



第五部分

教室功能



如何进入正式教室

温馨提示：

授课教师可提前20分钟进入教室

24小时以外开始的课节不会在主页列表

显示需到左侧课程栏目中按日期查询

（公开课除外）

已经开始的课堂会在主页列表中显示

“上课”按钮，点击“上课”按钮进

入教室

未开始的课节，且在24小时内会开课

的课节会在主页列表中显示“距上课

XX小时XX分”

教师点击“上课”按钮后进入课前

检测界面；可以在当前界面的位置

进行调节音视频或者整理仪容仪表；

全部调整好以后点击“进入教室”

即可。



标准模式—设置开关自己摄像头与麦克风

打开/关闭自己摄像头 切换其他摄像头

更多摄像头设置

打开/关闭自己麦克风 切换其他麦克风

设置麦克风/扬声器音量



教学工具

点击工具（播放课件中动画或视频）

选择/移动（移动黑板中内容）

画笔工具（黑板中绘画）

橡皮擦工具（擦除黑板中内容或一键清空黑板）

文本工具（黑板输入文字）

截图工具（截图和扫码传图）

激光笔（黑板指示器）

空间（在线网盘工具）

教学工具箱（更多教学工具）

课堂作业（发布作业与批阅作业）

课堂笔记（记录课堂瞬间）

聊天工具（学生与学生之间文字互动）

花名册（操作学生上下台等功能）



标准模式—设置教室打开课件

1

2

使用点击工具可播放课

件中的动画效果或视频
这里可搜索课件

在这里查找并打开已上传成功的本地课件



展示/隐藏学生摄像头

点击这里可让学生上台展示摄像

头或让学生回到台下隐藏摄像头

黄色图标：代表学生已在台上

灰色图标：代表学生在台下

老师将鼠标悬停在学生摄像头位

置，下方弹出的快捷键中可操作

让该名学生回到台下

如果想让全体学生轮流上台展示

摄像头可开启轮播功能



禁言学生麦克风

点击这里可禁言学生的麦克风

或解除麦克风禁言

绿色图标：代表学生未被禁言

红色图标：代表学生已被禁言

老师将鼠标悬停在学生摄像头位

置，下方弹出的快捷键中可操作

禁言该名学生的麦克风，再次点

击解除学生禁言

绿色麦克风：代表学生未被禁言

红色麦克风：代表学生已被禁言



给学生发送奖杯

点击这里可给学生发送奖杯

老师将鼠标悬停在学生摄像头位置，

下方弹出的快捷键中可给学生发送

奖杯，右键单击则扣除奖杯



让学生使用教学工具和操作黑板内容

点击这里可给学生授权，再次点

击可取消授权

灰色图标：代表学生未被授权

黄色图标：代表学生已被授权

老师将鼠标悬停在学生摄像头位置，下

方弹出的快捷键中可给学生授权，被授

权的学生可使用部分教学工具和操作黑

板中的内容，被授权的学生摄像头右上

角会显示一个皇冠图标，再次点击则取

消学生的授权



显示/隐藏联席教师摄像头

1.进入联系教室栏目

2.点击这里展示联席教师摄像头，再次点击则隐藏摄像头



将捣乱学生移出教室

1

2.点击这里将学生移出教室



保存板书

1

在这里选择板书的保存或分享方式

2



共享老师屏幕

1
2

3

在这里开启声音共享

拖拽四周的绿色边框可调整共享范围

邀请学生上台回

答问题在这里操作
调整共享位置和设置共享尺寸



手机投屏

2

2.查找更多工具

3.使用投屏工具

4.选择ClassIn 投屏

5.扫码下载投屏软件

1

6.共享手机声音



定时器 / 随机选人 / 抢答器 / 骰子 / 计时器 / 答题器

定时器：

最大59分59秒最小1秒

到时间后会有铃声提醒

计时器：

记录时间工具

骰子：

和学生互动使用

抢答器：

开始抢答后教室中所有

在线学生均可参与

随机选人：

可随机选择教室中学生并支持操

作学生上下台回答问题

答题器：

支持查看答题统计和明细

查找更多工具

1



浏览网站

2.查找更多工具

3.使用浏览器

4.共享网站声音

5.当需要操作网站中内

容时，请使用点击工具

1



2.查找更多工具

3.使用教学素材库

教学素材库

1



2.查找更多工具

3.使用辅助摄像头

老师打开第二个摄像头

1
5. 如果您的电脑链接了高拍仪设备可使用

辅助摄像头打开高拍仪摄像头，或者您是

乐器课老师可以用辅助摄像头链接第二个

摄像头给学生们展现手部操作

4.在这里打开第二个摄像头或高拍仪



提前下课

当老师需要提前下课时，点击“全员下课”

后，教室会强制关闭，所有教室成员将被

强制移出教室且不得再次进入



第六部分

课后辅导



查看回放视频和教学报告
教学报告：

可查看课堂中学生的表现及老师

等信息，支持修改对学生的评价

和查看学生的学习报告

回放视频：

这里可观看已经录课的课堂视

频，支持倍速播放，切换观看

视角和选段观看

1

2

3



布置作业

老师进入班级【课程】栏目

下，在新建按钮中可布置发

布班级作业



布置测验

老师进入班级【课程】栏目

下，在新建按钮中可布置发

布班级测验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