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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主要介绍 Utalk 视听实训平台（以下简称“Utalk”）PC 端的功能和操作，

帮助你快速了解与使用 Utalk。

本手册结构
第 1 部分 概述

本部分简要介绍 Utalk，帮助你了解 Utalk 是什么，以及 Utalk 有什么特点。

第 2 部分 新手入门

本部分介绍了学生使用 Utalk PC 端需要进行的主要操作，包括注册登录、身份认

证、环境检测等。

第 3 部分 使用指南

本部分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学生相关的各项功能及操作步骤。

第 4 部分 常见问题

本部分提供学生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疑惑及相关解答，以便您的使用。

如何阅读

如果你是新用户，建议按顺序仔细阅读本手册；如果你已经有一定使用经验，可

以不按顺序阅读本手册，只选择关心的部分进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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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Utalk简介

Utalk以外研社多年来对外语教学的深入研究为基础，以国家人才培养战略为指导，以

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能力为核心，以机器辅助学生自主学习为方法，针对当前我国高校学生英

语听说能力普遍较低，但社会对学生的要求却越来越高的现状而设计。

平台包含备赛备考、出国留学、校园口语、商务外贸、职场英语等七大内容模块。视频

设计短小精悍，引入碎片化、游戏化的学习概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采用先进的人机交互、

语音评测等技术手段，完美融合 PC端和移动端，为高校学生提高英语听说能力保驾护航。

Utalk具有以下特点：

1. 系统多元、实用有趣的视听素材，解决教学中视听语料匮乏的问题，提高教师备课

效率，增加学生语言输入。

2. 科学合理、步步为营的口语练习设计，以产出为导向，创设交际环境，鼓励学生开

口练习，做到言之有序、言之有物。

3. 人工智能、大数据支持下的个性化学习路径，语音评测引擎为学生纠音、正音，个

性化学习反馈报告直击学生听说薄弱微技能。

4. PC端+移动端的多终端学习模式，使听说训练突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磨耳朵、练

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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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手入门

2.1 注册/登录

访问 Utalk 官方网址（utalk.unipus.cn），注册 Unipus账号登录（如果您已有 Unipus 账

号，可直接登录）。

图 2-1 Utalk 官方首页

2.2 认证学生身份

登录后，请输入学生学号、姓名完成身份认证。在手机客户端也可进行认证。在 PC端

或者手机客户端认证一次即可。

图 2-2 学生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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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环境检测

在开始学习之前，需要做一下环境检测，以便确认您的浏览器以及 Flash 播放器满足系

统要求。首次登录成功后，首页会弹出环境检测提示框，点击【开始检测】进入检测页面。

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检测即可。

图 2-3环境检测

2.4 手机客户端

可在手机应用商城或者 Utalk首页下载手机客户端，支持 iOS 和安卓系统。学生可以在

手机客户端完成课程学习并查看学习报告。

图 2-4 手机客户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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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指南

3.1 主窗口介绍

成功登录 Utalk PC端后，进入主界面（图 3-1）。

图 3-1 Utalk主界面

1 课程导航：全部课程分类的导航栏。

2 个人信息：包括个人头像、姓名、账号管理、退出、我的课程、我的成绩、体系说

明。

3 课程列表：包括精彩推荐、各个分类课程列表。

3.2我的课程

在首页点击【我的课程】按钮，进入我的课程界面（图 3-2），这里会列出所有学生开

始学习的班课。点击页面右上方的【加入班课】按钮（图 3-2-0），可以通过输入邀请码加入

班课。对于已加入的班课，学生可以点击班课信息右侧的退出按钮，自主退出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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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我的课程

图 3- 2-0 加入班课

3.2.1 课程学习

点击某个课程，即可进入与此课程的学习界面（图 3-2-1），默认停留在教程目录。可以

通过点击目录中的板块名称（示例：Course overview）或者板块后面的图标来进入具体的学

习页面；也可以通过点击【开始学习/继续学习】来进入。右上角的“必修进度”显示了学

生已完成的必修板块数量除以全部必修板块数量。单词测试次数显示的是课程内包含的单元

测试数量。



~ 9 ~

图 3- 2-1 课程目录

板块名称前图标蓝色图标代表：

蓝色空心圆圈：未完成的板块；

蓝色实心圆点：已完成的板块。

板块后图标表明该微课下学习资源的类别，具体说明如下：

代表视频；

代表多种类型的练习题；

背景知识、语言点等文本信息；

通过音频学习单词；

通过原文、翻译、语言点、单词和音频来学习文章。

点击进入课程学习页面（图 3-2-1-1），就开始学习之旅啦！学习过程中，如有需要记

笔记，点击页面右上方的图标，即可展开目录-笔记侧边栏。做练习时，可以通过点击页面

中的 task①、②、③，或点击【上一题】、【下一题】来切换 task。对于音、视频资源可以设

定播放倍速，支持 0.8、1.0、1.2倍速。提交后可以查看听力的原文和视频字幕。底栏会显

示提交时间、该 Task和教师设定的目标正确率，并可查看解析。

做题时页面样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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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1-1 课程学习

提交后页面会显示答案（图 3-2-1-2），样式如下：

图 3- 2-1-2 答案信息

3.2.2 作业与测试

3.2.2.1新作业提醒

在课程学习页面中点击作业/测试，可以进入作业/测试页面（图 3-2-2-1），当教师发布

新作业时，导航栏上会有橙色的数字提醒。如果教师设置了作业测试重做，学生会再次收到

本次作业或测试任务，并在作业测试列表中显示重做图标提示，之前的答题记录和成绩将会

清空，学生需要在新的截止时间前完成再次提交。

作业与测试页面展示的是作业列表，可以查看作业类型、标题、开始和截止日期、作业

状态、操作、成绩、和推荐作业。其中，作业有待完成、待批阅、已批阅三种状态，可以通

过状态栏进行下拉筛选。操作这一栏，可以做作业和查看作业详情。已批阅的作业会显示成

绩和教师推荐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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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2-1 作业

3.2.2.2在线完成作业

查看待完成的作业，点击个人作业对应操作这一栏的【做作业】，进入个人作业做作业

页面（图 3-2-2-2-1）。
区域 1为答题区。

区域 2可以查看作业总分数和答题卡情况，点击答题卡区的题号，页面会直接定位到该

题的答题区。答题后点击【提交】，确定不再继续答题或修改后，点击【确定】即可。如果

作业截止时间到期时学生还未主动提交作业，则不论学生是否完成了全部内容，系统都会自

动提交作业。

图 3- 2-2-2-1 完成作业

作业测试学生作答时，仅允许一端答题，不可 PC、移动端同时作答一份作业。正在一

端答题时，又切换到另一端答题，系统会提示学生是否切换（图 3-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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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2-2-2 提示切换平台

3.2.2.3查看作业详情

查看已批阅的作业，点击个人作业对应操作这一栏的【作业详情】，进入个人作业详情

页面（图 3-2-2-3-1）。
区域 1为参考答案区，其中客观题，以长对话为例，红色标识的为错误选项，绿色为正

确选项；主观题，以写作题为例（图 3-2-2-3-2），可以查看教师评分、教师从语言、篇章结

构、内容、技术规范四个方面给出的评星、教师评语、参考答案以及教师推荐的优秀作文。

区域 2展示作业所得总成绩。

区域 3为答题卡区，其中绿色的代表正确的作业，红色代表错误的作业。点击答题卡区

的题号，页面会直接定位到该题的参考答案区。

图 3- 2-2-3-1 查看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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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2-3-2 查看参考答案

3.2.2.4新测试提醒

进入作业与测试页面，当教师端发布新测试时，导航栏上会有橙色的数字提醒。

切换到测试页面，显示的是测试列表。可以查看测试标题、开始和截止日期、测试时长、

状态、操作、成绩。其中，测试有待完成、待批阅、已批阅三种状态，可以通过状态栏进行

下拉筛选。操作这一栏，可以开始测试和查看测试分析。已批阅的作业会显示成绩和测试分

析。

3.2.2.5在线完成测试

查看待完成的测试，点击操作这一栏的【开始测试】，进入测试详情页面（图 3-2-2-5-1）。
区域 1为答题区。

区域 2可以查看测试总分数。

区域 3显示测试倒计时。

区域 4可以查看答题卡情况，点击答题卡区的题号，页面会直接定位到该题的答题区。

答题后点击【提交】，确定不再继续答题或修改后，点击【确定】即可。测试截止时间到期

后，若学生还未主动提交，则不论学生是否完成了全部内容，系统都会自动提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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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2-5-1 完成测试

3.2.2.6测试分析

查看已批阅的测试，当测试超过截止时间后，会出现【测试分析】字段，点击【测试分

析】，进入测试分析详情页面（图 3-2-2-6）。

图 3-2-2-6 查看测试分析

3.2.3 课程详情

点击课程学习页面中【详情】即可查看课程介绍（图 3-2-3），你可以了解该教程特色、

课程结构、适用人群、学习目标、学习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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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课程详情

3.2.4 学习记录

点击导航栏中【学习记录】即可进入该页面（图 3-2-4），你可查看该课程的学习时长、

学习进度和学习成绩。

图 3-2-4 学习记录

对于提供学习报告功能的课程，在课程成绩页面中如果学生完成了某一单元的全部练

习，即可查看该单元的学习报告。在学习记录页面中点击【查看学习报告】按钮，可进入学

习报告页面（图 3-2-4-1）。页面中显示本单元的学习成绩，以及在全班的排名情况，还有本

单元涉及训练的相关技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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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1 学习报告

3.2.5 补充资源

通过导航栏，进入补充资源页面（图 3-2-5），显示教师发布的补充资源列表。可以查看

标题、发布者、发布时间。点击【下载】，下载补充资源到本地。

图 3-2-5 补充资源



~ 17 ~

3.3 我的成绩

在首页点击【我的成绩】进入我的成绩页面（图 3-3），可以查看你所学课程的课程名

称、班级名称、授课教师、记分周期、课程状态和成绩。

图 3-3 我的成绩

3.3.1查看成绩详情

在我的成绩页面中点击课程后面的【查看详情】按钮，进入成绩详情页。自主学习课程

的成绩详情页面（图 3-3-1）仅显示教程学习的成绩详情，可以查看课程总的正确率以及各

学习模块的正确率。

图 3-3-1 自主课程成绩详情

校内学习课程的成绩详情页面（图 3-3-2）显示教师设定的综合成绩各个维度的成绩详

情以及课程中全部教程学习的成绩详情。

图 3-3-2 校内课程成绩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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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查看学习报告

在成绩详情页点击各单元后面的【查看学习报告】按钮，进入学习报告页（图 3-3-2），
可以查看该学习模块的学习报告。

图 3-3-2学习报告

3.4 账号管理

3.4.1修改个人信息

在首页点击【账号管理】进入账号管理页面（图 3-4-1），首先显示基本资料，可以修改

性别，头像等信息。切换到账号和密码页面，可以修改手机号、邮箱和密码。

图 3-4-1基本资料

3.4.2修改账号与密码

进入账号管理页面，切换到“账号和密码”页面（图 3-4-2），可以修改手机号、邮箱和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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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修改账号与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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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见问题

4.1 账号密码

 忘记密码怎么办？

答：可在 Utalk的 PC 端或手机客户端通过【忘记密码】找回密码。

 为什么我注册登录后，认证身份信息失败？

答：请确认贵校已经开通使用权限。

4.2 在线学习

 为什么课程内的音视频无法正常播放？

答：可进行环境检测，确认系统是否满足学习需求。

环境检测地址：https://ucontent.unipus.cn/upcstatic/user_env/user_env.html 如果仍未解决，

可与客服联系进一步查找原因。

 我的手机操作系统可以使用 Utalk移动端吗？

答：Utalk 移动端推荐使用手机操作系统为： iOS 8.0 及以上版本、Android 5.0及以上

版本。

 课程学习页面总提示“您的登录状态不太正常，页面停留时间过长或者请检查是否在多

个地方或多个浏览器使用统一账号登录！需要重新登录。”，怎么办？

答：检查是否在多个浏览器登录，如果是则需要在一个浏览器中退出登录。如果仍弹出

提示，则需要清除浏览器缓存。

 登录后显示的用户信息跟我的用户信息不一致？

答：由于上一个用户没有正常退出造成的，退出当前账号，重新登录即可。

4.3 客服中心

如果在 Utalk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客服邮箱：service@unipus.cn
客服电话：400-898-7008
客服 QQ：2774182652

tel:%20400898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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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优质外语学习内容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 Unipus微信公众号，每周七天源源

不断的双语阅读、精彩赛事、外语考试与留学资讯，为你的外语学习保鲜。

Unipus微信公众号

外语新知，每天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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