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宝贝家长版使用手册 
适用对象：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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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宝贝家长版简介 

家长可通过云宝贝 app 随时了解宝宝在幼儿园的精彩时刻；及时与老师、

园长、班级圈互动；了解幼儿园最新通知和动态；记录孩子精彩的成长记录，

为宝宝留下一笔宝贵的成长财富。 

2 个人信息管理 

家长登录云宝贝 app 后，可以查看由园方管理员录入的个人信息，并对个

人资料部分内容进行修改管理，如头像、宝贝性别、生日等。如果发现录入的

姓名和班级资料错误，可以联系班主任老师进行修改。 

2.1如何查看/修改个人信息 

家长成功登录云宝贝 app 之后，可以通过点击左上角头像，进入个人中心，

然后点击用户头像，便可以查看和设置个人信息，包括头像、修改密码、宝贝

性别、生日及家长与宝贝的关系等信息。宝贝的性别和生日两项内容已经设置，

不支持修改，头像、密码、及关系三项内容可以进行多次修改。 

   

查看及修改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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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如何邀请家庭成员 

家长可以通过云宝贝 app 邀请家庭其他成员，让家人都拥有云宝贝账号，

随时查看宝贝在园动态，随意与班级其他家长交流沟通。 

邀请家庭成员方法：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左上角头像，进入个人中心，

点击【家庭成员】，点击【邀请】，弹出家庭成员列表，选择被邀请人与宝贝的

关系，填写被邀请人的手机号码，点击【发出邀请】即可完成。 

邀请成功后，系统会提示被邀请人的登录账号及密码，并且邀请人还可以

通过 QQ、微信及手机短信的方式告诉被邀请人账号信息。 

 

邀请家庭成员示意图 

2.3家长锁是什么？ 

家长锁是用户家长控制宝贝使用云宝贝时间的管理工具，具体设置方法及

使用详情如下： 

登录云宝贝 app，进入个人中心，点击家长锁，进入家长锁的设置界面，

首次开启家长锁的用户，需要输入 99 乘法的答案进行身份验证，答案正确才可

以进入时间控制的设置界面。在控制界面中，家长可以选择控制的方式（从不

控制、每天相同、区别平时周末），以及设置使用时长及禁止使用的时间段，设

置完成后点击返回即可完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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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家长锁示意图 

当宝贝在禁止使用的时间段内使用云宝贝时，系统则会自动弹出“现在是

休息时间哦”的屏保，阻止宝贝继续使用。如需解锁，必须通过 99 乘法的验证

才能正常使用云宝贝的各项功能。 

 

解锁家长锁示意图 

3 学堂模块 

3.1如何查看学习日历 

家长可以通过云宝贝 app 查看教师安排好的课程计划，包括每天上课内容

的时间安排、课程内容简介、课后练习、相关亲子活动等。 

查看学习日历的方法：进入【学习】界面，即可查看当前日期的课程计划，

点击【学习日历】图标，查看学习日历，点击具体日期，即可查看该日期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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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计划。 

提示：若老师还没有发布最新学习计划，家长可以向老师所要学习卡。 

   

查看学习日历及内容 

3.2如何查看亲子指南 

亲子指南的内容对儿童身心发展提出科学的教养目标和建议,设计了一个个

孩子乐于接受、父母容易操作的亲子游戏和活动,并详细的告诉父母怎样和孩子

一起玩、怎样选择游戏材料。让父母在家轻松进行家庭亲子活动。 

查看亲子指南的方法：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学习】标

签，点击【亲子指南】，即可查看亲子指南的全部内容，点选任意一条指南，即

可查看该指南的详细内容。 

 

查看亲子指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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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如何查看宝贝的课堂表现 

课堂表现由智慧星的数量表示，智慧星是由任课老师对表现优秀的宝贝发

放，每个课程单元最多可获得 5 颗智慧星。家长没有对孩子发放智慧星的权限。 

查看课堂表现的方法：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学习】标

签，可以看到宝贝所获得的智慧星的数量，点击课堂表现，可以查看宝贝活动

智慧星的历史记录，包括本月获得的智慧星总数及详细记录。点击课程标题，

可以查看具体课程内容。 

系统将根据宝贝所获得的智慧星总数进行排名，排名规则及项目由班主任

老师设定，总数最多的获得该班级**之星称号。家长可以查看宝贝所在班级的

周榜、月榜及学期排名情况。 

 

查看课堂表现 

3.4课程内容模块 

3.4.1如何查看课后练习 

家长可以在学习栏中查看每节课对应的课后练习，监督孩子完成课后作业。 

课后练习的查看方法，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学习】标

签，即可看到当天孩子的课程计划，点击课程详情，弹出当日学习内容，包括

课程、练习、活动，点击【练习】按钮，即可查看对应的课后练习。 

如果练习中包含视频文件，家长可以点击【下载练习】按钮，将文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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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手机，下载成功后，离线状态下也能查看哦。 

 

查看课后练习 

3.4.2如何查看课程详情 

家长可以通过云宝贝 app 查看宝贝已经学习的课程内容，具体的查看方法

如下： 

登录云宝贝 app，进入学习界面，点击【课程内容】，在弹出的选项中选择

【课程】按钮，即可查看已学习的课程列表，点击任意课程图片，可以查看对

应课程详情。在课程详情界面，家长可以将喜欢的内容下载到手机本地或者在

线播放课程内容。 

 

查看课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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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如何查看及参加亲子活动 

亲子活动是由班级教师发起的，建议家长在家庭开展的亲子互动内容。亲

子活动会同步在班级圈动态当中，并在发起该亲子活动的老师昵称后加上【活

动】图标标签，家长可以点击内容下的【晒一下】图标，晒出与宝贝在家中完

成的亲子互动照片及视频。 

查看亲子活动方法：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班级】标签，

点击右上角的【更多】图标，选择亲子活动，即可查看。 

 

查看亲子活动 

4 班级模块 

4.1如何发布班级圈动态 

家长可以将宝贝在家庭中的每一个成长时刻拍照记录，并和班级其他宝贝

家长们一起分享。 

分享家庭表现方法：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班级】标签，

进入班级圈，点击左下角【+】图标，弹出需要发布的内容，支持照片、小视频、

文字三种类型，选择任意一种，编辑好内容，点击【发布】即可分享宝贝在家

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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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班级圈动态示意图 

4.2如何删除班级圈动态 

家长可以删除自己在班级圈中发布的动态，删除方法如下： 

登录云宝贝 app，进入班级界面，找到需要删除的动态内容，点击该条动

态左下角的【删除】，弹出确定删除的警告窗口，点击确定按钮，删除该条动态；

点击取消，则不会删除该条动态。 

  

删除班级圈动态示意图 

4.3如何将他人发布班级圈动态收藏到成长相册 

在班级圈中可以将其他用户发布的内容收藏到自己的相册中，具体的收藏

与查看方法如下： 

登录云宝贝 app，进入班级界面，选择需要收藏的班级动态，点击该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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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左下角的收藏到成长相册字样即可。已经成功收藏到成长相册的动态的左下

角则显示取消收藏的字样，并且家长可以点击相册按钮，查看该条被收藏的动

态内容。 

 

收藏他人发布的班级动态到成长相册 

4.3如何参加云宝贝官方发起的品牌活动 

品牌活动由云宝贝官方团队策划，以幼儿园常规赛事&活动形式开展，联合

各大 APP、其他幼儿园同步开展，园区仅需负责活动期间宣传及报名。合作 APP

负责活动线上宣传及提供活动入口，园区负责线下活动宣传及报名，丰富园区

活动，带动园区活跃。 

品牌活动入口：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班级】标签，进

入班级页面，点击上方的活动广告图片，即可查看品牌活动的具体内容。点击

【我要参与】按钮，即可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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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品牌活动示意图 

5 家园互通模块 

家长用户可以通过云宝贝 app 对宝贝在校动态进行时时关注，了解孩子在

校表现、每日食谱、入园考勤时间、及学校举办的班级活动等内容。同时，家

长还能了解和掌握宝贝的学习内容，辅助孩子完成课后练习，并能将宝贝在家

庭的表现与老师和其他家长分享交流。 

5.1如何查看班级通知 

查看幼儿园园长、老师发布的通知信息。 

查看园区通知的流程：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班级】标

签，点击【通知】按钮，即可查看园区通知，点击单条通知，查看该通知的具

体内容，点击【确认已读】，来进行阅读确定并反馈给相应老师和园长。 

 

查看幼儿园通知示意图 

5.2如何查看个人相册 

查看个人相册的方法：登录云宝贝 app，进入班级界面，点击右上角的更

多按钮，然后选择【相册】选项，可以查看个人在班级圈中发布的动态历史记

录以及收藏到成长相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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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个人相册示意图 

5.3如何查看宝贝入园考勤详情 

记录宝贝当天的考勤数据，家长可以点击“考勤统计”查看本学期的考勤

记录，包括历史到园、缺勤、放假具体情况。 

 

查看入园考勤 

5.4如何查看宝贝的在校表现 

在校表现记录当前宝贝的在校表现，由小红花的数量表示，小红花是由园

长或者任课教师对表现优秀的宝贝发放的奖励。 

查看在校表现的方法：登录云宝贝 app，进入班级界面，点击右上角的更

多按钮，然后选择【表现】选项，可以查看宝贝的在校表现情况，点击【周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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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对应日期的排行榜详情。 

 

 

查看在校表现示意图 

5.5如何查看幼儿园每日食谱 

家长可以通过食谱查看宝贝在学校的食谱详情，食谱内容由老师据实编辑

发布。若没有，可以向老师提出发布要求。 

查看健康食谱的流程：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班级】标

签，点击【食谱】按钮，即可查看宝贝最近一周的食谱，如果没有，家长可以

要求教师发布食谱内容。 

 

查看每日食谱示意图 

 

Step2：点击表现按钮 

点击周榜，查看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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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如何查看/参加班级活动 

班级活动记录本学期老师/园长发起的所有班级活动内容。 

查看班级活动的流程：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班级】标

签，点击【班级活动】按钮，即可查看历史班级活动及正在进行的班级活动。 

点击单个班级活动的广告图，进入该班级活动的详情页，查看该活动的内

容详情，点击【参与活动】，即可参加该班级活动。 

 

查看/参加班级活动示意图 

5.7如何与老师及家长聊天 

家长可以通过聊天功能，与班级其他家长/教师对话交流。有新消息时，聊

天图标右上角有数量提示。 

与教师/其他家长聊天的方法：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班

级】标签，点选【聊天】按钮，进入班级通讯录，选择需要聊天的对象，查看

该家长的详细资料，点击【给老师/家长留言】按钮，即可开始聊天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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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师/其他家长聊天 

6 故事模块 

故事乐园每年新增 3000+百科绘本，一线儿童配音演绎，图文结合声情并

茂，让孩子每天都有不同的精美有声故事可读可听，让故事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6.1什么是书单 

“书单”栏目为家庭教学提供了长征、清华英语、金宝贝等品牌幼教课程

资源，每周更新一个书单主题，分门别类，让家长每周都能与孩子进入不同类

型的书单世界，共度亲子阅读时光。 

进入书单的方法：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乐园】标签，

进入亲子乐园，点击【书单】按钮，即可查看所有推荐书单,点击任意书单封面，

可以查看该书单的详细内容。家长还可以将期书单中的图书下载到手机，在离

线的状态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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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下载书单内容示意图 

6.2如何查看全部图书内容 

进入故事乐园的方法：登录云宝贝 app，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故事】标

签，进入故事乐园，点击【更多】按钮，可以查看各个年龄阶段的分类图书，

将该页面滑到最低端，点击【全部分类】按钮，查看全部的分类图书，点开任

意分类，进入对应分类图书下的图书列表。 

 

查看全部图书内容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