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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认知工具（试卷编辑）—— 
EasyTest

  EasyTest 是华南师范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开发的一款常
用的网络测试试卷制作工具。

它是一个用于制作交互式教学测试、评估试卷的制作软件
，它可以制作选择、填空、匹配、判断和简答五种类型练
习题。

本工具界面直观、操作简单，十分适合教师用于制作各种
网络化的教学测试试卷（试卷是网页形式的）。此款软件
优势在于生成交互的网络测试试卷，生成的试卷具有简单
的交互功能，能够进行试卷提交，可以自动得出试卷的得
分。



小学数学网页版测试卷（样例）

初一政治网页版测试卷（样例）

初三语文中考模拟试卷（样例）

问：请教师回想一下，自己平时出
试卷是按照什么步骤来的呢？

file:///D:/lc/WebRoot/lc/koPage/ko7964/1/EasyTest????\??\????????????.html
file:///D:/lc/WebRoot/lc/koPage/ko7964/1/EasyTest????\??\??????.html
file:///D:/lc/WebRoot/lc/koPage/ko7964/1/EasyTest????\??\??????.html


一、运行软件
    下载 EasyTest.zip 文件后，把所有文件解压到某一目录中，运行 EasyTest.exe
文件，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操作界面非常简单，菜单栏包括试题、编辑、
设置、帮助四个项目，整个页面布局分为两块，左侧是树形导航栏，右侧是试题显
示窗口。

菜单栏 

树形导航栏
试题显示窗口



 2 、新建试题
         在“试题”中选择“新建试题”，弹出新建试题的窗口，填写相关试卷信
息，如下图。包括阶段选择，从小学阶段到大学阶段；科目选择，数学、语文、英语
等；填写试题名称；对试卷答案反馈信息进行设置。还可以填写出题教师名称，学校
名称等信息。填写相应的信息后，试卷会自动出现在左侧的导航栏中。

  



3 、编写试卷
         在左侧目录栏中，选择新建的试卷，即可启用试题编辑工具，先确定编写题
目的类型，                                               然后选择        图
表编辑试卷。编辑页面如下，可以编辑选择题的题目，给出选项，并设定其答案与分
值，并且可以编辑反馈意见，对于学生来说，相应的鼓励信息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每个选项高年级的学生的错误反馈信息可以编辑成题目的正确解法提示，方便
学生自主学习。其他试题的编辑页面类似，同样具有以上各种功能，并且与相应题型
匹配。

答案反馈

设置选项答案

设置答案提示信息设置选择题题目



设置分值

增加题
目数量

难度级别设置



右键需要
填空的地
方弹出填
空题答案
设置窗口





正确就打√，错误就不要打√



4 、生成试卷

题目输入完毕后，选择“试题”中的“发布试卷”，命名并且填写保存位置即
可在制定位置看到生成的网页效果，如下图。

选择不同的网页模板风格

选择文件保存路径



点击进行自动评阅

点击查看正确答案

试题说明

交互式动态网页



实战演练

任务一：打开 EasyTest 软件，新建一张试卷。阶段、科目、试卷名称教师自
己选择和命名。答案反馈选择允许产看答案，提示设置选择显示提示。为试
题选择背景图片（ EasyTest 文件夹里面的素材文件夹里面选择一张图片作为
背景图），写上出题教师姓名和所在学校，并且写上试卷说明。
任务二：编写一道单选题。
任务三：编写两道填空题（注意使用鼠标右键）。
任务四：编写两道判断题，要求一题是正确的，另外一题是错误的。
任务五：编写一道匹配题，并设置相应的提示信息。
任务六：编写一道问答题。
任务七：发布试卷，选择你喜欢的一款模板风格，文件保存在桌面上，进行
发布试卷。
任务八：发布成功以后，可以查看到网页版试题，也可以双击桌面上的网页
试题来查看试题，教师自己做题，做完试题以后，分别点击“提交”和“查
看按钮”，感受一下网页试题的交互性。

有奖励哦！



课堂即时反馈认知工具—— 抢答网

 抢答网提供免费的在线问卷，调查问卷创建工具，提供轻松愉快的表
单创建体验，并且用户可以实时查看结果。抢答网操作简单方便，学
科教师无需进行任何培训，都能够借助问卷编制出高质量的测试题目
，来检测学生对课堂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进一步把握课堂教学目标的
达成情况。

 作为一款流行的即时反馈的工具，抢答网具有以下突出的优势： 1.
使用免费。 2. 所有操作自动保存。 3. 所有数据轻松导出。 4.轻松
嵌入博客或网站。 5.松设置问卷关闭时间及密码保护，用户可以根
据需求设计问卷的访问权限，通过设计访问的密码或者设置问卷关闭
的时间来进行控制。 6.邮件及短信提醒。对于问卷产生新回应，可
以通过邮件或者短信形式提醒用户，以方便用户随时查看问卷所处的
状态，有哪些人对问卷进行评论或者问卷有那些人参与了作答。



课堂即时反馈的认知工具—— 抢答网

http://www.51qiangda.com/（抢答网网址）

抢答网首页，没有注册的，请点击“马上试试”按钮，直接跳转到注册页面。
已经注册的就直接点击右上角的“登陆”按钮，直接进入登陆界面。

http://www.51qiangda.com/


用户注册页面。用户自己可以新建注册新账号，也可以使用右边
的第三方账号登陆。

使用第三方账户登陆

用户自己新建账户



注册成功，登陆我的账号。在我的页面进行编辑。

点击新建
表单，即
跳转到到
下图

退出登陆

点击出考试试卷，
可以自动评分，只
有单选和多选两种
题型。

点击出问卷题目，
可出 5 种类型的题
目



选择考试测验

进入试题编辑页面



“新问题”可以选择待编辑的试题的类型，为了可以直观的统计试卷考核的结果，
这里可编辑单选题和多选题



主题可以选择测试题最终显示的背景风格，类似于 QQ 空间的主题；描述是教师对测试
题目的描述和说明。

选择主题 填写表单描述



编辑单选题

点击最后一行的空白选项可以增加选择项目。编辑完题目，可以为该题设置分值和
正确选项。提示对应的文本框教师可以输入解答该题的相关提示信息。



编辑多选题

基本操作类似单选题。同时对于每个选项可以设定显示的图片。



插入分页符

 可以点击分页符，在指定的位置插入分页符。处于编辑状态的分页符可以根据需求
进行移动。那么测试题可以进行分页显示。



生成一套测试题，保存



教师将生成好的测试的链接发给学生即可，学生即可在
本机上作答，如：小学数学试题

http://www.51qiangda.com/forms/4f4e258bb3e57c11e0000181


教师可以查看每道题的测试结果

如上图所示，所有条目可以显示出每位学生的分值和每道题的选择项。



报表可以图形化的显示出每道题的选择比例



可以测试结果导出到 Excel 中，更方便保存结果



实战演练

任务一：登陆抢答网网站（ http://www.51qiangda.com/），创建一个自己的新账户，用
创建的账号登陆抢答网。
任务二：登陆抢答网，点击右侧“新建表单”按钮，点击“考试测验”，新建考试测验
表单，为表单命名，教师自己命名表单名称（例如小学数学测试卷、三角形的概念测试
等）。
任务三：新建一道单选题，题目教师自己设计。（有能力的教师可以多设计几个题）
任务四：新建一道多选题，题目教师自己设计。（有能力的教师可以多设计几个题）
任务五：题目设置完成以后，请设置问卷主题，选择黑色的主题，并且对表单进行描述
。
任务六：设置访问密码和问卷关闭日期，并且设置回应确认。
任务七：保存好问卷，点击最下面的预览问卷的网址链接，进行问卷的查看。同时将链
接发给学生，让学生（这里教师可以将链接发给周围的老师），让周围的老师来填写你
设计的测试卷。
任务八：做完问卷测试以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查看得分情况，查看问卷的报表
情况，并且将测试结果导出为 excel格式，保存在桌面上。
任务九：打开桌面上生成的 excel格式的文件，双击打开，查看测试卷的结果。

按顺序做，同样有奖品哦！

http://www.51qiangda.com/


两款软件的对比

讨论：刚才介绍的“ EasyTest” 和“抢答网”这两款软件的
对比，各自有什么特点？各自那些优点？

思考：“ EasyTest” 和“抢答网”这两款软件在学科教学的
课堂上有什么结合点？

 Hot Potatoes更适合用来制作英语试题。

讨论 积极回答问题，有奖励哦！



语文新的认知工具——金山快写

　     2011 年 3月 1日，金山办公软件推出一款全新跨平台的在线文字编

辑器——金山快写。该产品全面兼容微软 Word 97-2010及WPS 文档格式
，用户在手机、个人电脑、个人平板电脑等设备上登录快写官网，就可以体验
这款化繁为简的新型的在线工具。  
    
         金山快写突破了网民对于 Office 软件的限制，帮助用户实现“随时
随地，想写就写”。在页面风格上，快写实现了创新，清新自然的版式设计简
约大气，让用户耳目一新。在功能上，金山快写涵盖了文字编辑的基本功能，
页面左侧的工具栏具备样式、字体、颜色等项目，并全面兼容微软 Word 97-
2010及WPS 文档格式。
    
       可以满足一般用户的文字编辑需求。金山快写还可以实现“在线存
储”功能，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访问自己的快写文档，在网页上直接修改共享在
线文档，免去文档上传下载的麻烦。



语文新的认知工具——金山快写

http://w.wps.cn/（金山快写登陆网址）

用自己的邮箱登陆

支持协同写作

http://w.wps.cn/


语文新的认知工具——金山快写



语文新的认知工具——金山快写

此区域编辑文字

编辑菜
单

搜索文档



语文新的认知工具——金山快写

文件共享（协同批改）

输入只能阅读用户的邮箱

输入可以修改文件的用户邮箱

可以留言



语文新的认知工具——金山快写

实战演练

任务一：登陆金山快写网站（ http://w.wps.cn/）。可以注册新用户，也
可以用邮箱登陆（推荐）。
任务二：新建一个文档，可以选用模板，也可以不用，在文档里面输入
一些文字，教师自己设计内容。
任务三：选用左侧的按钮对文档中的内容进行编辑，例如：修改字体、
颜色、模板、样式、插入表格、插入图片等等。
任务四：修改好以后，保存文档内容，可以将文档保存在不同的分类里
面。
任务五：把刚才的文档分享，可以请求别人协同批阅，也可以互相批改
！
任务六：将刚才的文档下载到本机，保存在桌面上。
任务七：将“金山快写”文件夹里面的三种类型的文档选择一种类型的
文档上传到金山快写上，进行简单编辑，然后共享给周围的老师。

http://w.wps.cn/


如何给 word 中汉字添加拼音

1 、直接在 word 文档中为汉字添加拼音，具体步骤另见
word 文档。

2 、使用软件拼音贝贝为汉字添加拼音。



Word2010 ：

a.选中待加拼音的文字—选择“开始”中的 —拼音指南

②  设置字体为方正姚体，设置偏移量和字号即可。

如何给 word 中汉字添加拼音



Word2003
① 选中待加拼音的文字—格式 | 中文版式—拼音指南

② 设置字体为姚体，设置偏移量和字号即可。

如何给 word 中汉字添加拼音



英语学科—自然英语语音软件

 听力试卷编辑

 朗读窗口（将英文文档以纯正自然的英语男生或女声朗读出来）



学英语 - 口语与单词软件美音版

 简介：

           学英语 - 口语与单词软件软件内置三大类库 64 小类，囊括
了 69142 个英语单词、 10357条英语单词，分类齐全、应有尽有软
件运用可爱的电脑卡通人物，以纯正的英语朗读精选的英文语句或单
词，极具娱乐性与趣味性。



 (1)多媒体技术创建学习情境  直观生动的或媒
体情景，激发交
际动机



 (2)逆向跟读训练

反复的听读、跟读训练 听写训练



 (3)利用编辑笔记库搭建言语交际的支架

 

利用编辑笔记
库形成言语交
际主题



 (4)结合重要句型，自主创编对话

 

方便地自行增
加和修改情景
对话和文档的

内容



PPT 中常用技能技巧

 插入视频（影片）

 声音连续播放

 任意形状图片

 按轨迹运动

 交互练习



插入视频（影片）

2003 版本 ppt ：插入—影片和声音—文件中的影片
2010 版本 ppt ：插入—视频—文件中的视频



声音连续播放

2003ppt 版本：①  插入—影片和声音—文件中的声音
                             ②  幻灯片放映—自定 —（ 音文件右 的小箭 ）义动画 单击声 侧 头
 效果 — 置 音停止播放的幻灯片选项 设 声 数值

2007ppt 版本：①  入—音 —文件中的音插 频 频
                             ②  —效果动画 选项
                                



任意形状图片

2003 版本 ppt ：视图—工具栏—绘图—自选图形—基本形状
选择一种形状的图形拖到 ppt 上—双击图形—设置自选图形格式—填充
—颜色—选择填充效果—图片 | 选择图片

2010 版本 ppt ：插入—形状—选择一种形状的图形拖到 ppt 上—双击
图形——形状填充 | 图片



按轨迹运动

2010 版本 ppt ：插入—图片—动画 | 自定义路径

2003 版本 ppt ：插入—图片—（右击图片）自定义动画（出现自定义动画的面板）—
添加效果 | 动作路径 |绘制自定义路径 |曲线—（绘出运动轨迹即可）



交互练习

下列作品属于我国四大名著的是：

A. 古今小说

B. 三国演义

C. 三言二拍

D. 红楼梦

错误

错误

正确

正确

注意：所有的文字放在不同的文本框中。
2003 版本 ppt ：①右击“正确”与“错误”文本框—自定义动画 |添加效果—从右侧飞入
                             ② “形单击 状 8 ： ”右 向下的小箭 —效果错误 侧 头 选项 | 入飞 | —计时 单击
                              器按 ，然后 “ 下列 象 效果”触发 钮 选择 单击 对 时启动
2010 版本 ppt ： ① 中文本框—选 动画 | 入飞 | 效果 — 右 入选项 从 侧飞
                              ② “效果 ”右下 的小箭 — 入选择 选项 侧 头 飞 | — 器按 ，然计时 单击触发 钮
                              后 “ 下列 象 效果”选择 单击 对 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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