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GENUITY 学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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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EDGENUITY?
Edgenuity 是面向 6-12 年级学生的在线和混合学习解决方案的领先提供商。Edgenuity 的符合标准的在线课程以各种学习工具
为特色，以在线或混合形式支持学生学习内容。

从电脑访问 EDGENUITY
1.
2.

在网络浏览器中，前往 FCS ClassLink 网站。https://launchpad.classlink.com/fcs
录入您的 FCS 用户名和密码。点击 Sign In（注册）。
a. 用户名：FCS 学生 ID#
b. 密码：默认密码是出生日期，不带任何特殊字符 (mmddyyyy)。
c. 注意：学生可以更改他们的密码。如果您不知道您的密码，请联系富
尔顿信息技术服务台，请求重设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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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Edgenuity 图标。

4.

如果学生有为其指定的课程，这些课程将在登录程序后显示。

从移动设备访问 EDGENUITY
1.

2.

下载 ClassLink 应用程序
a. 富尔顿 iPad:从 iPad 桌面上的 District Catalog（学区目
录）下载分 ClassLink 应用程序。
b. 个人设备：从 Google Play 或 Apple App Store 下载
ClassLink 应用程序。
登录到 ClassLink 应用程序
a.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启动 ClassLink 应用程序，您会被问
到学校或学区。搜寻 Fulton County Schools（富尔顿县
学校）。
b. 用户名：FCS 学生 ID#
c. 密码：默认密码是出生日期，不带任何特殊字符
(mmddyyyy)。
d. 注意：学生可以更改他们的密码。如果您不知道您的
密码，请联系富尔顿信息技术服务台，请求重设密
码。

3.

点按 Edgenuity 图标。

4.

如果学生有为其指定的课程，这些课程将在登录程序后显示。

The linked image cannot be displayed. The file may have been moved, renamed, or deleted. Verify that the link points to the correct file and location.

EDGENUITY 故障排查提示
我看不到我的下一课。我该怎么办？

可能问题：最近的测验活动
您参加加测验了吗？
•
•

如果您在 Edgenuity 参加一个测验，但您没有以 70% 或更高的分数通过，您将不得不重新参加测验。
如果您第二次得分没有达到 70% 或以上，系统会自动阻止您继续进步。

•

您需要联系您的教师，获得更多指导。

可能问题：FLASH 媒体问题
•
•

Edgenuity 中的某些对象需要 Flash。
您将需要在网络浏览器中启用 Flash。查看下列资源获得保护：
• Chrome
• Saf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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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解锁我的单元测试
•
•

您需要联系您的教师。
您的教师会检查您所提交的作业，并决定是否是解锁您的单元测试的合适时间。

我不知道去哪里或者如何浏览页面
使用本学生指南中提供的说明，通过 ClassLink 登录 Edgenuity。
一旦您启动 Edgenuity，您会在右上角看到“Hello, STUDENT NAME”（您
好，学生名字）。点击，就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点击 Help Center（帮
助中心）链接，将带您进入一个新页面。

•
•

补充资源
•

学生指南

•

技术指南

最低系统要求
更新于 6/5/2020。有关当前技术要求，请访问 Edgenuity 网站。
操作系统
•
•
•
•
•

Android 5.0+
Apple iOS 10.3+
Mac OS X 10.9+
Chrome OS 57+
Windows 7, 8, 10

网络浏览器
• Chrome
• Firefox
• Edge
• Safari

处理器

网络连接

• 处理器：2.33 GHz
AMD -或- Intel 1.33
GHz
• 内存：1+ GB RAM

• 连接到 LAN
100/1000 交换机的
桌面电脑
• 每个并发用户 384
kbps 的互联网接入
• Wi-Fi，带 54 mbps
或更高的接入点

注意：Edgenuity 产品
在最新支持的浏览器
版本上进行测试

音响
• 操作系统支持的声卡
• 话筒
• 喇叭或耳机

针对具体设备的要求
Edgenuity 不支持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设备。
操作系统/浏览器
Apple iPad

•
•

Apple iOS 10.3+
Safari

Chromebook

•
•

Chrome OS 57+
Google Chrome 浏览器

Android

•

Android：5.0+（Lollipop 或更高版
本）
Google Chrome 浏览器

•

•
•
•
•
•
•
•
•
•

示例设备
iPad（四代以上）
iPad mini
iPad Pro
Acer Chromebook 15 C910
Dell Chromebook 11
Chromebook Pixel
Google Pixel C
Samsung Galaxy Tab 3
Dell Venue 1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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