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各位家长和监护人参考的  

Brightspace 支持文档  

 

 

 
 
 
 
 
 
 
 
 
 
 
 
 

 



为使用 Brightspace 的家长提供支持  
本文档对使用 Brightspace 时的常见问题进行了解答。关于使用时的操作步骤，文中将尽量逐一

进行详解，并配以图片和演示视频链接。  

 

请注意，本文档只是针对平台登录、作业提交、获取评价这些操作的基本概述。文中提供了几种

不同的操作方式，但根据您孩子所在学校和老师在使用平台时的具体决定，部分方式可能并不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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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space 是什么 

Brightspace 是一个由省厅资助、省政府提供支持的云端学习管理系统，K-12 年级的学生可以通

过该系统参与课堂学习活动、提交作业并获得反馈。  



登录 Brightspace  

Brightspace 网页端学生登录  

 

• 视频演示 

 

虽然 Brightspace 可以通过多个浏览器进行访问，但使用 Chrome 浏览器的效果最

佳。您可以在 iPad、电话、Mac 或 PC 端下载 Chrome 浏览器。  

 

准备登录时，请打开  www.tvdsb.ca/brightspace  页面，你将看到以下登陆界面，提示

有两种登录方法。    

 

学生需点击上方的这一按钮  TVDSB Students and Staff 

Login （TVDSB 学生和教职员工登录），随后将被提示用其 

@gotvdsb.ca 账户进行登录。   

请留意，该账号为学生姓氏的前四个字母，其名字的前四个字

母，再加上学号的最后三个数字。  

 

例如：James Thompson（学号 123456789）的账号即为 

thomjame789@gotvdsb.ca 

学生登录时的默认密码为： 

• FDK 至 2 年级：12345678  

• 3 至 12 年级：学生学号 

 
 

 

如密码已更改，那么请使用学生登录 Google 或学校计算机的密

码。如果忘记了这个密码，请与班级老师联系。  

 

登录成功后，请点击页面顶端的这个九宫格图标， 以

显示学生的课程菜单。 学生可以点击所需课程。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TKImxwY1G-GlCPzZ9lP1Eg3cTIpQBik
http://www.tvdsb.ca/brightspace


Portfolio 应用程序学生登录   

 

• 视频演示 

 

在任意 iOS 或安卓设备上下载并打开 

Portfolio 应用程序（App）。   
 

 
 
 
 
 

下载 App 后，您需要连接到所在班级（只需操作一次即可），具

体方式为，在被提示连接到所在学校时，键

入 tvdsb.elearningontario.ca 。    

 

在登录界面中，点击蓝色按钮 TVDSB Students and Staff 

Login（TVDSB 学生和教职员工登录）。   

 
 
 

 

学生需点击上方的这一按钮 TVDSB Students and Staff Login”

（TVDSB 学生和教职员工登录），随后将被提示用其 

@gotvdsb.ca 账户进行登录。   

请留意，该账号为学生姓氏的前四个字母，其名字的前四个字

母，再加上学号的最后三个数字。  

 

例如：James Thompson（学号 123456789）的账号即为 

thomjame789@gotvdsb.ca 

学生登录时的默认密码为： 

• FDK 至 2 年级：12345678  

• 3 至 12 年级：学生学号 

 
 

如密码已更改，那么请使用学生登录 Google 或学校计算机的密

码。如果忘记了这个密码，请与班级老师联系。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GynD_lsoGKkNh52m6e4ou9D9I0ERjROT


Portfolio 网页端学生登录   

 

• 视频演示 
  

学生访问个人 Portfolio（作业文件夹）的最佳方法，是从 Brightspace 的浏览器选项中进行操

作。 

请参考上文的“Brightspace 网页端学生登录”。进入所在班级后，学生可从页面点击个人姓

名，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My Portfolio（我的作业文件夹）。  

 
 
 

这里将显示学生已经提交的作业，和已经被老师批准的

作业。由于 老师要同时批阅多门课程的许多学生作业，

系统处理时可能会有延时。该作业文件夹将伴随孩子走

过 K-12 年级，记录他们多年来的远程学习和课堂学习的

成果。   
 

可以点击此处的任意一个学习组件，来查看老师给予的

反馈和评价。如果学习组件底部的对话图标呈实心灰

色，则说明有反馈待查看。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2WpW5KLiNe9eaH1mnx7EQ5EsW3YMnG-d


Pulse 应用程序学生登录 

 

• 视频演示 

 

Pulse 应用程序与 Portfolio 应用程序有很大区别。Pulse 应用程序的主要功能，是让学生以快照

形式查看自身课程，并接收通知。对于新的帖子和即将布置下来的作业，Pulse App 都会发出通

知提醒。但学生无法在 App 内直接进行课程学习，即使在 App 内进行操作，也将立即被引导至

课程的网页端。 

 
 

打开该 App 时，系统会询问“Who provides your learning?”（您的学习提供方是？）学生需

键入 TVDSB，系统将自动提示泰晤士河谷区教育局（Thames Valley District School 

Board）。    

 

学生需点击上方的这一按钮 TVDSB Students and Staff Login

（TVDSB 学生和教职员工登录），随后将被提示用其 

@gotvdsb.ca 账户进行登录。   

请留意，该账号为学生姓氏的前四个字母，其名字的前四个字

母，再加上学号的最后三个数字。  

 

例如：James Thompson（学号 123456789）的账号即为 

thomjame789@gotvdsb.ca 

学生登录时的默认密码为： 

• FDK 至 2 年级：12345678  

• 3 至 12 年级：学生学号 

 
 

如密码已更改，那么请使用学生登录 Google 或学校计算机的密

码。如果忘记了这个密码，请与班级老师联系。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2BnrBjpq8ksqO-gnbCJ07qEII9hGEqy


Brightspace 网页端家长登录 

   

只有幼儿园至 8 年级学生的家长和监护人可以通过家长或访客身份登录查看孩子的课堂学习状

况；对于高中学生，这一功能并未开启。Brightspace 家长版旨在为学生家庭提供一个了解孩子

课堂的窗口，老师会通过这一平台与家长分享孩子们日间的学习概况，便于家长了解。由于 

COVID19 疫情期间，课程全部移至网上远程进行，绝大多数老师都鼓励家长们与孩子一起以学

生身份登录系统，更全面地使用平台功能。前文详述了几种学生登录的方法，请您参考。  

使用 Chrome 浏览器访问 Brightspace 平台的效果最佳，请您务必留意。您可以在 

iPad、电话、Mac 或 PC 端下载 Chrome 浏览器。  

 
 

请打开 www.tvdsb.ca/brightspace 页面，并选择

“Parent/Guardian login”（家长/监护人登录）。您也可以通过移

动设备的浏览器端访问该网站。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使用 Brightspace 家长版，您需要先建立一个 

TVDSB Brightspace for Families （TVDSB Brightspace 家庭版）

账户，并自行设置账户密码。请使用“重置密码”功能完成这一重

要步骤。  

 
 
 

在登录界面中，点击“Forgot my Password”（忘记密码），即

使您是第一次登录也不例外。系统将提示您输入用户名。您的用

户名是您用于登录 TVDSB Parent Portal 的电子邮件地址。随

后，您将收到系统发送的密码重置邮件。如果您不确定这一电子

邮件地址，请与孩子所在学校的办公室员工联络。  

 

此时家长将看到以下窗口。请务必使用已在学校留档的电子邮件

地址进行登录，如使用其他邮件地址，将无法登入账户。 
 

 

  

  

http://www.tvdsb.ca/brightspace


连接 Google 和 Brightspace 
 

• 视频演示 
 

Brightspace 可以和 Google Drive 结合起来，让学生能够无缝访问安全储存在其 Google Drive 中

的文件，也使学生能够直接通过 Google Drive 向 Assignment（作业）工具或 Portfolio（作业

集）工具提交文件。 

 

请注意，该步骤需要进行双重认证（two-step authentication），您将首先需要 Link to your 

Google Apps account（连接您的 Google Apps 账户），然后进行 Authorize（授权）。  

 

登录成功后，请滚动至首页右下方的 Google Apps 工具，并

点击 Link to your Google Apps account（连接您的 Google 

Apps 账户）。 

此时系统会提示即将创建与已有账户的连接。请核对用户名，

然后点击 Creat Link（创建连接）。 

 
 

 
 

连接创建完毕后，请再次滚动至首页右下方的 Google Apps 

工具，并点击 Authorize。 

 
 
 
 
 
 
 

在新的弹出窗口中，确认您所链接的 GOTVDSB 电子邮件地

址，然后查看并接受 elearningontario.ca 关于 Google 帐户的

权限设置。完成后请点击 Allow（允许）。 

 

此后，学生将可以从 Brightspace 平台访问并使用其 Google 

Drive、电子邮件和日历的所有功能。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Spmyle6jWBdORcFivPoujzEOyw02xWJ3


提交作业由教师批阅 
 

学生可通过多种方式来提交学习文档。您孩子的老师可能会使用以下这些工具，来收集学生作

业，以进行批阅并提出反馈。  

  
  

提交至 Assignments（作业）文件夹中 

使用 Assignments 工具的老师可能会提供一个链接，或让学生点击导航栏中的图标。  

 

老师会在该工具中设置作业文件夹，让学生将作业提交至相应文件夹中。请务必选择正确的文件

夹，以确保作业提交成功。  

 
 

 
 

学生可以上传本地文档（.pdf、.doc 格式），也可以提交 

Google Drive 的文档链接。具体操作方法，请参考连接 

Google 和 Brightspace。  

 
 
 
 
 
 

 

老师也可以更改 Assignment 文件夹的设置，只允许纯文本提交，学生可以在文本中插入链接、

文字或 Video Note（视频笔记）录像。Video Note 录像功能仅对高中阶段学生开放，学生可点击

‘Insert Stuff’（插入内容）图标插入视频笔记录像。  

  



提交至 Student Portfolio（学生作业集）中   

学生可以从 App 端或浏览器端将作业提交至 Portfolio（作业集）。将作业提交至 Portfolio 中，可

使教师和学生/家庭之间就孩子的学习成果不断进行交流。Portfolio 将伴随孩子走过 K-12 年级的

整个阶段，其中的项目将只对教师和学生本人可见。我们建议学生使用 Portfolio 应用程序，通过

照片、视频和/或音频、文字作品的形式，直观地展示学习成果。   

 

使用 Portfolio 应用程序上传学习成果  

 

• 视频演示 

 

下载应用程序并登录（Portfolio 应用程序学生登录）。 
  

登入 App 后，你将看到照相机界面。你可以直接拍摄照

片/视频，或选择设备中已有的照片/视频。只需点击左

下角的山脉图标。 

  

照片/视频拍摄完成后，点击右下角的图像，为学习成

果添加详细描述。  
 
 
 

此时你已经可以看到自己的照片/视频。 点击照片/视

频，即可添加标题，还可以添加你自己录制的音频来详

细描述学习成果，并且/或者输入一段学习感想。  
 
 

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上传图标。  
 

 
 

请在此时选择相应课程，你的学习成果将上传到该课程

中。然后，你可以查阅自己的 Portfolio，或返回提交下

一份学习成果。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3-3B8vX_-TZNTfZXSrgCDWbpR3gQWtqc


通过网页端将学习成果上传至 Portfolio 中   

 

• 视频演示 

 

学生必须依照 Portfolio 网页端学生登录 章节中的说明，登入 Brightspace 访问自己的 Portfolio。 

 
 

然后点击 Add to Portfolio...（添

加至作品集）蓝色按钮。   

 
 
 
 

 
 

学生可选择上传计算机本地文档，或上传 

Google Drive 中的文件。学生必须事先按

前文说明连接 Google Drive 账户，才能

上传 Drive 中的文件。连接 Google Drive 

和 Brightspace 

 
 
 

 
 
 

文件添加完毕后，学生可点击该项目，并添

加一段学习感想。学生可以通过这一方式参

与到与学习成果相关的讨论中来，但需等教

师提供反馈后，才能继续提交更多感想。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z66xutAIO1G9_khoCDDAHdNemDtgjD


使用讨论区   

Discussions（讨论）工具能够很好地模拟课堂中老师与单个或多个学生对话的形式。教师可将发

布在这里的内容设置成对全班可见，使讨论区成为共享学习的一个独特工具。  

使用 Discussions 工具的老师可能会提供一个链接，或让学生点击导航栏中的图标。  

 

讨论区中设有不同的版块，每个版块内发布有不同主题的帖子。  
 

 
  
 
 
 
 
 
 
 
 
 

 

学生可以点击讨论版块中的某一话题，发布新帖，或点击已有的帖子进行回复/评论。  

 
  



查看课业反馈/评价 

Assignments（作业）或 Discussions（讨论）工具 
从网页端登入 Brightspace，点击提交课业时使用的工具（Assignment/Discussions）。如果

老师已提交反馈和/或评价，你会收到反馈已提交的通知，并可点击链接查阅反馈。 

  

在讨论区中，你可以查看他人回复，也可以在主题帖中查找教师提供的反馈。未读帖以蓝

色表示。 

 

  



Portfolio 工具 

 

从网页端登入 Brightspace，点击屏幕右上角的学生姓名。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My 

Portfolio。  

 

跟随提示，进入当前课程的 Portfolio。  

 

 

如果某一项目底部的对话图标呈实心灰色，则说明有反

馈待查看。 

  



如何求助？   
以下问题请联系 Help Hub（servicesupport@tvdsb.ca）： 

• 学校发放设备遇到问题 

• 重置密码 

以下问题请联系教师： 

• 学习相关问题 

• 无法顺利访问/使用 Brightspace 中的资料和工具 

• 课业评价/反馈相关问题 

特别提醒 

• 使用 Chrome 浏览器访问 Brightspace 效果最佳。  

• 如果老师使用 Portfolio，可让孩子下载 Portfolio 应用程序，方便提交学习成果  

• 使用 Pulse 应用程序可快速在平板设备或手机上查看最新课堂资讯 

• 在家学习，每个学生都会有不同的体验，让我们一起努力，驾驭这个全新的学习环境。  

   

在这个全新的学习环境里，我们鼓励大家多多提问！我们将全力协助！  

  
  
  
  
 

mailto:servicesupport@tvdsb.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