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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功能 

（1） 多端操作：学生作答可在 PC端或手机微信端操作，多端数据同步。 

（2） 题型全面：单选题、多选题、投票题、判断题、填空题、主观题等题

型，支持 Excel 批量导入和 Word 批量导入，支持题目乱序、选项乱

序。 

（3） 在线监考：证件照比对、随机拍照、切屏提示。(如果教师开启在线监

考功能，学生仅能在 PC 端参加考试，且学生电脑需要配置摄像头，

浏览器建议使用 Chrome 浏览器，具体内容详见 6.2在线监考) 

（4） 批改便捷：客观题、填空题自动批改，主观题支持批注、圈画等多种

主观题批改方式。 

2. 与旧版雨课堂试卷的对比 

雨课堂旧版试卷不包含在线监考、题目、选项乱序等功能，在保留旧版试卷

的基础上，雨课堂推出包含在线监考等功能的新试卷系统，新旧试卷系统并行，

老师可根据自己需求的不同制作不同的试卷。 

相同点 

功能 具体介绍 

发布方式 老师可在网页版中发布试卷。可设置发布时间、考试开始

时间、考试截止时间、考试时长、交卷后答案是否可见等。 

作答入口 支持学生在手机端或网页版答题。 

批改方式 考试开始后，老师可以在网页版随时查看完成进度并进行

批改，客观题支持自动批改，主观题支持圈画和批注。 

不同点 

制作试卷 旧试卷系统需要在 PPT 上制作，新试卷需要在网页版上制

作，制作后可以直接通过网页版发布。 

增加题型 除单选题、多选题、投票题、填空题和主观题五种原有题

型以外，新试卷系统增加判断题。新旧试卷系统均支持批

量导入。 

发布设置 新试卷系统支持考试开始时间、题目乱序、选项乱序。 

在线监考 新试卷系统支持在线监考，教师在发布设置中勾选【在线

监考】后，学生须在网页版上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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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方式 旧试卷系统支持文字、图片、语音作答，可在网页版上传

附件； 

新试卷系统支持文字、图片作答，暂且不支持语音作答，

可在网页版上传附件。 

3. 雨课堂考试流程 

老师使用雨课堂新试卷系统进行考试的流程为： 

 

图 1 

后文将对每个流程的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为老师提供操作参考。 

4. 步骤一：制作试卷 

4.1 新建试卷 

教师登录雨课堂公共服务器网页版为：www.yuketang.cn,  

长江雨课堂网页版为 changjiang.yuketang.cn， 

荷塘雨课堂网页版为：pro.yuketang.cn， 

在左侧目录栏中找到【资源库】，点击进入后，在上方目录栏中选择【试卷库】。

教师可以在试卷库中新建试卷，编辑、重命名、移动、删除试卷。可通过新

建文件夹、移动试卷等功能管理自己的试卷。 

（注：旧版上传的试卷不支持编辑） 



3 

 

图 2 试卷库（考试系统）页面 

4.2 编辑习题 

新建试卷后，进入【添加习题】页面，雨课堂支持设置单选题、多选题、投

票题、判断题、填空题、主观题 6种题型，可在网页版上即时添加和编辑每一道

习题。 

 

（注：这个步骤选择“无随机”“随机抽题”之后有变动可随时修改。） 



4 

 

图 3 添加习题 

 

图 4 支持单选题、多选题、投票题、判断题、填空题、主观题 

也支持用 word 或 excel 批量导入，点击【批量导入】之后可下载 word 或

excel模板，根据模板编辑好 word或 excel习题，再批量导入。 

 

图 5 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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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批量导入习题上传及模板下载 

任何题型均支持富文本编辑，支持插入图片、插入音频。选择题和投票题

的每个选项也支持插入图片和音频。任何题型均支持设置分值、设置答案解

析。 

 

图 7 支持设置答案解析、题目分值 

针对使用代码和公式出题的老师，雨课堂提供了插入公式和使用代码语言

的功能，供老师们编辑习题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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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支持插入公式及代码语言 

多选题支持选择少选不给分或给分的选项，可设置给分分值。 

 

图 9 多选题选择少选不给分或给分 

投票题支持设置是否匿名、是否计分。 

 

图 10 投票题支持设置是否匿名、是否计分 

填空题支持设置多个空，每个空支持多个答案。教师可设置答案顺序打乱，

模糊匹配和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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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所有题型添加完毕后保存。 

5. 步骤二：发布试卷 

编辑好试卷后，老师可在试卷库中直接发布试卷，选择对应班级并发布。 

 

老师可在发布设置中设置发布时间、考试时长、考试开始时间、考试截止时

间、题目顺序、选项顺序、试卷查看权限、成绩与答案公布时间等。可勾选在线

监考选项，勾选后学生仅可在网页版上作答，不可在手机端作答。在线监考目前

只开放给专业版学校教师及会员教师。 

设置完成后，点击发布，试卷将在老师设定的发布时间点发布。图 12、13、

14发布试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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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发布试卷设置 

 

图 13发布试卷设置 

 

图 14发布试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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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试卷发送成功 

注：发布时间、考试时长、考试开始时间、考试截止时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如不勾选在线监考，则无身份验证这一步骤）： 

 

图 16 

发布成功后，教师和学生均可在微信公众号中收到提示，教师可点击进入查

看作答情况，学生可点击进入，开考时间开始后可开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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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老师和学生接收微信通知 

6. 步骤三：学生作答与在线监考 

6.1 学生作答 

如教师在发布设置中未勾选在线监考的选项，学生可以在 PC 端和手机微信

端作答。 

如教师在发布设置中勾选了在线监考的选项，学生仅能在 PC端作答。 

以下为勾选在线监考后，学生在 PC端作答需要的操作步骤： 

（1） 进入试卷 

学生登录雨课堂网页版（雨课堂公共服务器网页版为 www.yuketang.cn, 长

江雨课堂网页版为 changjiang.yuketang.cn，荷塘雨课堂网页版为：

pro.yuketang.cn），在【我听的课】列表中找到即将进行考试的课程，点击进入，

已发布的试卷将出现在【学习日志】中，标签为【试卷】。在开考前 30 分钟点击

进入，即可进行身份验证。 

（2） 身份验证 

学生在考试前 30分钟可以开始身份检验，需要学生提前准备好学生证照片。

为不影响正式考试，建议学生尽量提前进行身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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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验证暂不支持自动匹配，学生学生证和摄像头信息将传递到教师端，教

师可手动进行验证。 

学生无需等待老师验证通过，上传学生证照片及摄像头拍照后，即可进入考

试。 

 

图 18 上传证件照 

 

图 19 摄像头拍照认证 

（3） 在线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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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在线考试主要依靠摄像头抓拍、切屏提醒、电脑桌面截屏三个功能。 

摄像头抓拍：学生进行在线考试时，右上角始终有摄像头窗口，系统将进行

抓拍（学生无感知）。 

 

图 20 学生答题页面 

切屏提醒：如学生在作答时切出了考试页面，将收到系统的提醒。 

 

图 21 切屏提示 

6.2 在线监考 

教师可以在网页版中对学生的作答情况进行实时跟踪，对学生的考试状态进

行监考。 

开启在线监考后，学生仅能在电脑网页端作答，对学生电脑的要求： 

⚫ 浏览器使用 Chrome浏览器（最新版本）进入雨课堂参加考试； 

⚫ 电脑配置摄像头； 

（温馨提示：勾选在线监考功能，建议教师提前组织学生各自进入考试系统测试上传

证件、身份校验等环节有无设备、网络等不支持因素） 

进入试卷 



13 

教师登录雨课堂网页版（雨课堂公共服务器网页版为 www.yuketang.cn, 长

江雨课堂网页版为 changjiang.yuketang.cn，荷塘雨课堂网页版为：

pro.yuketang.cn），在【我教的课】列表中找到正在进行考试的课程，点击进入，

在教学日志中找到对应,试卷并进入。 

教师可以在网页版中对学生的作答情况进行实时跟踪，对学生的考试状态

进行监考。试卷页面中出现【在线监考】，点击可进入监考页面。 

 

图 22考试详情页面 

（1） 监考页面 

教师可在监考页面中看到所有学生的考试状态，左侧动态按照时间倒序，

标明了学生开始答题、考试异常、交卷、考试作废等状态。右侧显示学生列表，

图片为其身份检验时拍摄的摄像头图像，考试异常或未检测到摄像头的同学将在

列表中被标注出来，点击可进入学生个人页面。 

图 23 在线监考页面 

（2） 学生个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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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页面主要展示【拍照】【试卷截图】【桌面截屏】三个数据。 

教师可点击任意同学，进入该学生的个人页面，个人页面记录了该同学的

所有系统抓拍和切屏状态，【拍照】和【试卷截图】展示的是考试期间的摄像头

照片和试卷页面截图，教师可查看大图和手动标记异常，也可将异常改为正

常。学生动态显示了学生开始结束考试的时间、切屏状态、IP地址，教师的改

动将同步到监考页面。 

教师可手动标记异常，也可将异常改为正常，教师的改动将同步到监考页面。

同学交卷后，【考试作废】的按钮变蓝（考试时置灰），教师可将操作异常的学生

的考试作废。 

 

图 24 改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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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考试作废标记 

   当教师在【在线监考】设置时勾选了【电脑桌面截屏】选项，学生考试时

须使用电脑端版本高于 71的谷歌浏览器参加考试，且需要同意授权共享“整个

屏幕”。否则无法参加考试。考试过程中，系统会自动对学生的电脑屏幕截屏，

频率为每 3分钟一次。 

 

图 26考试桌面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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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考试桌面截屏 

7. 步骤四：批改试卷 

学生提交试卷后，老师可对试卷进行批改。目前，新版试卷只支持在 PC 端

批改。系统将自动批改客观题（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投票题、填空题），

主观题需老师们手动批改。点击右上方的主观题【去批改】进入主观题批改页面。 

 

图 28 考试详情页面 

点击【去批改】进入批改主观题页面。批改主观题支持圈画与批注，支持在

打分的同时写上评语。老师批改后，学生可立刻在试卷页面中查看老师的给分及

评语。 



17 

 
图 29 主观题批改页面 

如老师在设置填空题答案时未设置完整，部分正确答案被忽略了，本该正确

的答案被系统自动判定位为错，可在批改试卷时增加正确答案。 

 

图 30 批改填空题入口 

 
图 31 选中学生手动批改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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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步骤五：导出试卷及下载数据 

老师可在批改完成后下载考试数据，考试数据中详细标明了试卷名称、学生

学号、姓名、得分、考试用时、交卷时间、客观题答案等。 

 
图 32 导出数据入口 

 
图 33 下载数据样例 

老师还可单独下载某位学生的试卷或批量下载所有学生的试卷，可查看客观

题作答、主观题作答等详细的内容。主要应用场景一是将试卷下载并打印，在纸

质试卷中进行批改，更符合老师线下批改试卷的习惯，二是将学生试卷下载下来

作为资料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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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批量下载试卷入口 

 
图 35 单独下载学生个人试卷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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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下载试卷样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