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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使用操作指导 

一、前期准备：Moodle 课程安排和学生导入 

以一个九年义务教育的国际学校的课程参考来进行课程设置： 

A B C 

1 年级 班级数 课程内容 

2 一年级 3 个班 语文 数学 英语 外教英语 班会 科学 综合主题 音乐 体育 美术 道法 

3 二年级 3 个班 语文 数学 英语 外教英语 班会 科学 综合主题 音乐 体育 美术 道法 

4 三年级 3 个班 语文 数学 英语 外教英语 班会 科学 综合主题 音乐 体育 美术 道法 

5 四年级 4 个班 语文 数学 英语 外教英语 班会 科学 综合主题 音乐 体育 美术 道法 

6 五年级 4 个班 语文 数学 英语 外教英语 班会 科学 综合主题 音乐 体育 美术 道法 

7 六年级 3 个班 语文 数学 英语 外教英语 班会 科学 艺术 地理 体育 

8 七年级 2 个班 语文 数学 英语 外教英语 班会 科学 艺术 地理 历史 道法 体育 

9 八年级 2 个班 语文 数学 英语 外教英语 班会 科学 艺术 地理 历史 道法 物理 

10 九年级 2 个班 语文 数学 英语 班会 化学 道法 物理 体育 

1. 创建课程分类

网站管理 → 课程 → 管理课程和分类 → 建立新类别 

 父分类 1 （e.g. Name：一年级, ID：1）

o 子分类 1（e.g. Name：一年级 A 班，ID：1A）

o 子分类 2

 父分类 2（e.g. Name：二年级, ID：2）

o 子分类 1（e.g. Name：二年级 C 班，ID：2C）

o 子分类 2

（1）登录 Moodle，点击网站管理，选择“课程”标签页，并点击“管理课程和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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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新类别

（3）添加新类别，初始情况下没有创建任何课程，新类别的选项中，父类别选择

“置顶”，类别名称根据之前规划，命名为“一年级”，分类 ID 为 “01”， 课程描述可

以根据学生培养目标和大纲进行描述，便于识别和管理。点击创建课程分类，从而

完成了一年级的课程顶级目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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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下来进行一年级不同班级的分类创建，找到对应年级类别，点击“编辑”按

钮，点击“建立新的子类别”。 

（5）由于需要创建一年级 A 班的课程，父类别选择“一年级”，类别名称“一年级 A

班”，分类“1A”，描述部分进行简单描述，点击“创建课程分类”按钮。针对一年级的

3 个班，我们依次创建，完成一年级学生班级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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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照上述步骤，完成二年级-九年级所有的父类别(年级)和子类别(班级)的创

建。 

2. 创建课程

网站管理 → 课程 → 管理课程和分类 → 选择相应的课程类别 → 建立新课程 

 课程名称（e.g. 语文/Chinese）

 课程简称（不带空格的英语字符，e.g. Chinese）

 课程类别（已选定类别，e.g. 一年级 A 班）

 课程编号（便于管理和之后筛选，e.g. 1A001）

 课程格式：单一活动格式

o Type of activity：BigBlueButtonBN

为各个班级创建课程，如一年级 A 班语文课。操作如下: 

（1）网站管理，选择课程选项卡，点击管理和课程分类，在“课程分类”中选择“一

年级 A 班”, 点击右侧“建立新课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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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创建一年级 A 班的语文课，操作如下，课程名称写“语文/Chinese”，课程简称

“Chinese01A”,课程类别，选择“一年级/一年级 A 班”,课程编号 1A001。课程格式

，格式选择“单一活动格式”，Type of activity 选择“BigBlueButtonBN”,其他部分

可以根据教研情况自己设定和描述。然后点击保存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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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一年级 A 班语文课的创建。

（3）并以此方式分别创建一年级 A 班的其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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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相关规范： 

a. 班会/Homeroom 001

b. 语文/Chinese 002

c. 数学/Maths 003

d. 英语/English 004

e. 外教英语/Expat English 005

f. 科学/Science 006

g. 综合主题/Theme 007

h. 美术/FineArt 008

i. 体育/P.E. 009

j. 音乐/Music 010

k. 道法/Morality & Law 011

l. 艺术/Art 012

m. 地理/Geography 013

n. 历史/History 014

o. 物理/Physics 015

p. 化学/Chemistry 015

3. 创建群组

网站管理 → 用户 → 账户 → 群组 → 新建群组 

 名称（e.g. 一年级 A 班）

 场景（e.g. 一年级/一年级 A 班）

 群 ID（便于管理和之后筛选，e.g. G01A）

（1）点击“网站管理”，选择“用户”选项卡，点击“群组”，开始创建新的群组 。从而

实现学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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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新建群组，填写规划好的名称“一年级 A 班”，场景选择“一年级 A 班”，

点击保存更改，完成一年级 A 班的群组创建。 

 

 

（3）以此方法，创建其他年纪不同班级的学生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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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传用户（批量添加用户） 

（1）登录 Moodle，点击网站管理，选择“用户”标签页，并点击“上传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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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载模板文件，并按照模板文件格式批量添加 

 

模板示例 

 A B C D E F G 

1 username firstname lastname email cohort1 cohort2 password 

2 zhangsan Zhang San zhangsan@example.com G06 G06A Abc@12345 

3 lisi Li Si lisi@example.com G02 G02C Abc@12345 

4 wangwu 02B-13-

王五 

FiveWang wangwu@example.com G02 G02B Abc@12345 

5        

 这里的 cohort 对应的则是对应前面步骤所创建的群组，可以将用户一次性

导入并完成分组 

 教师如果需要在上课会话中看到年级、班级、学号、中英文等信息的话，可

以在用户名称定义处进行自定义，参照“王五” 

（3）完成用户 csv 文件批量导入和保存后，添加到“上传用户”页面，并点击“上传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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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用户所在年级，将用户分配到不同群组。点击“网站管理”，选择“用户”

选项卡，点击“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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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所有群组选项卡中，找到年级群组，点击分配按钮。 

 

 

（6）将一年级 A 班的学生都添加到左侧的用户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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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程管理 

Enrol users 

（1）从课程管理和分类选项卡点击进入课程管理功能，比如我们想针对一年级 A

班语文课进行课程分配，点击“语文/Chinese”，然后将界面下滑到最下方。 

（2）将界面下滑到最下方之后，看到如下界面。点击“已选课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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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看到界面中，并没有用户选课，于是，我们点击加入用户。 

 

（4）点击选择群组为“一年级 A 班”，然后点击“为所选用户及群组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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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统自动将群组中的组员加入到选课用户中。 

 

6. 系统设置 

在网站首页的左上角，可以点击语言快速进行中英文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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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课前测试：BBB 产品介绍 & 设备调试 

 

产品介绍：Bigbulebutton 的使用完全给予浏览器操作，没有专用的 Client 端需要

安装。包括 Windows、MAC、iPad 等都可以做为学员使用终端。不同终端设备推

荐的浏览器如下： 

1. 对于 Windows 系统可以考虑从如下地址下载，选择对应操作系统版本即

可， 

o Google Chrome，目前最新版本：80，下载地址：

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

https://dl.pconline.com.cn/download/51614.html 

o Firefox，http://www.firefox.com.cn/ 

o Microsoft Edge, 请注意不是 Windows10 系统自带的 Edge，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edge 

2. 如果使用 MAC，可以使用默认 Safari，但仍然推荐使用如上浏览器。所有如

上浏览器在 App  Store 中可以下载。 

3. 如果使用 iPad，可以使用默认 Safari，但仍然推荐使用如上浏览器。所有如

上浏览器在 App  Store 中可以下载。 

4. 如果使用 Android  PAD，请勿使用系统自带的浏览器，请从对应用商店下

载 Chrome 和 Firefox。 

 #后续的演示都是使用 Chrome 来进行操作。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和您个人的隐私，请务必在课前课后确认您的摄像头和麦克风

都处于关闭状态！！！ 

设备调试步骤： 

（1）登陆 BBB 之后，首选需要进行音视频确认。当首次使用的时候，会提示是否

允许使用 Microphone，请选择 Allow。 

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
https://dl.pconline.com.cn/download/51614.html
http://www.firefox.com.cn/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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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概 10s 以后，页面会出现回音测试。请尝试对麦克风说话，测试声音是否

正常回放，如果没有问题选择-是。 

（3）调试完毕，可以准备开始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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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线授课 1：BBB 线上授课基础功能 

 

1. User: 课堂在线的人数和人员。 

2. Public Chat: 实时聊天会话窗口。 

3. Shared Notes: 实时笔记分享。 

4. Function: 从左往右，麦克风是否禁言，耳麦是否禁音，摄像头是否打

开，是否共享屏幕（可用于文件和操作界面共享）。 

5. Slide: 点击向右滑动随时调取白板。 

6. Tools: 从上至下，白板写字和画图工具，操作撤销按钮，白板内容回收

按钮，多人白板绘画模式（可用于学生白板作答等）。 

7. Start Recording: 录屏功能。 

8. Action: 课堂互动做题，上传文件，播放外部视频的功能。 

 Tips:  针对上传和共享桌面的内容，建议教师上传 pdf 文件，尽量避免使用

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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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线授课 2：BBB 线上授课教师附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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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ear all status icons: 清除学生状态图标 

2. Mute all users: 全员禁言 

3.Mute all users except presenter: 禁言非演示者 

4.Save user names: 保存此次课堂参加者名单 

5.Lock viewer: 锁定学生，被锁定的学生无法参与特定操作，可以参与白板互动（

支持单用户锁定） 

6.Start a private chat: 打开和学生私聊窗口 

7.Make presenter: 给学生提供屏幕共享功能，可以分享 PPT 或者桌面操作等 

8.Remove user: 将学生移除课堂 

9.Promote to moderator: 给学生课堂的管理员权限 

10.Lock someone：单个学生锁定，无法参与特定操作，详细锁定操作见下图 

 

Tips: 建议教师将禁言和锁定等相关功能都开启，可以避免学生开启摄像头或随意

聊天。 



Page | 23  
 

五、授课结束 1：BBB 授课结束后可选功能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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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ublic Chat Save: 将聊天框内容保存到本地 

2. Shared Notes Export: 将笔记内容保存到本地 

3. Pause Recording: 停止录屏（录屏内容会保存到 Moodle 界面） 

4. End Meeting: 结束会议解散所有学生 

 

六、授课结束 2：授课结束后 Moodle 可选功能项 

可以在个人主页-我的课程-课程详情中查看到录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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