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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目标受众

本指南适用于计划在课堂上使用 Casper Focus 的老师。

准备部署 Casper Focus 以供用户使用的 IT 管理员可以在 Casper Suite 管理员指南 中找到
完整安装信息及要求。

概览

Casper Focus 是一款 iOS 应用程序，它通过将设备“聚焦”在单个应用程序、网站或关注屏幕
上，使得老师能够控制课堂上所使用的设备。

除了聚焦学生设备，在 Casper Focus 中，老师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清除学生设备上的密码。

在 Apple TV 上使用 AirPlay Mirroring 来显示学生设备屏幕。

将电子书分发到学生设备上，这样学生就可以安装它们。

Casper Focus 可在 App Store 中免费下载。

Casper Focus 是 Casper Suite 的一个组件，后者是专门针对 Apple 平台开发的一个综合管理
解决方案，可在 JAMF Software 上下载。

注意：IT 管理员必须先确保学生设备满足老师计划使用的所有 Casper Focus 功能的要求，之
后老师才能使用 Casper Focus。此外，IT 管理员需要额外完成一些设置任务，之后 Casper 
Focus 才能在课堂上供大家使用。IT 管理员可在 Casper Suite 管理员指南 中找到关于这些要
求和设置的完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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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入门

Casper Focus 一览

侧栏

要显示或隐藏侧栏，请单击左上角的 。您还可以向右侧滑动显示侧栏，或向左侧滑动隐藏 
侧栏。

退出
建议您使用完 Casper Focus 后退出该软件。特别是当多个老师在一台共享设备上使用 Casper 
Focus 时，尤须如此，因为显示的课程与您的用户名直接相关。

要退出该软件，请单击侧栏顶部的用户名，然后单击 。Log Out

设置
可通过 Casper Focus 设置来访问 Casper Focus 用户指南 。

要访问 Casper Focus 用户指南 ，请单击侧栏顶部的 ，然后单击 。 User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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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
将电子书分发到学生设备上，这样学生们就能安装这些电子书并使用 Apple 的 iBooks 应用来
查看它们。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分发电子书

网站
创建一个网站列表，以便您可将学生设备聚焦在某个网站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网站列
。表

课程
允许您在课堂上访问学生设备。课程的名称可能是以
老师的名字、课程主题或是与设备同步的推车的名称而命名的。

如果您的 IT 管理员为您的课程设置了会议时间，那么，只能在安排的会议时间内才能访问该课
程。如果您的 IT 管理员没有设置会议时间，那么任何时候都可使用该课程。课程左侧的绿色圆
圈表示该课程可用。

注意：如果您的课程没有设置会议时间，从侧栏中选择课程时需额外小心，以确保您没有对另一
个教室中的设备执行相关操作。

要显示某个课程的设备，请单击侧栏中的相应课程。

设备显示面板

“设备显示”面板中显示在侧栏中所选课程的设备。您还可以单击一个设备以查看电池容量和名
称，或更改它的状态以将它从当天的课程中排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当天的课程中排除设
。备

网格视图
网格视图可以缩略图形式显示设备。默认情况下，网格视图按设备名称或学生名字的字母顺序来
显示设备，但是您也可以按任何其他顺序来对设备进行排序。要对设备重新排序，请单击并按住
设备图像将其选中，将其拖放至网格中的所需位置。新顺序将会自动保存。

网格视图还会在设备的电池电量较低时显示电量过低的指示。

要以网格视图显示设备，请单击 。 

列表视图
列表视图可按设备名称的字母顺序来显示设备。

要以列表视图显示设备，请单击 。 

按设备名称/学生名字查看
在网格视图中，您可以按设备名称（默认）或学生名字来查看设备。为课程选择的视图会自动保
存。

要更改网格视图显示，请单击 ，然后单击  或  View by Device Name View by Studen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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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3.  

操作按钮

可通过屏幕底部的按钮对学生设备执行相关操作：

Focus Devices 按钮能让您将学生设备锁定到单个应用程序或网站上。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聚焦设备

Clear Passcodes 按钮能让您清除学生设备中的密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清除设备密码

打开 Casper Focus

若您的设备上没有安装 Casper Focus，请从 App Store 上下载。

在设备的主屏幕上单击 。 

登录

使用您标准网络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Casper Focus。

如果您不知道用户名和密码，或者您的登录信息未被接受，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员。 

从当天课程中排除设备

您可以临时从课程中排除某个设备，这样它就不会接收任何当天执行的“聚焦”或“清除密码”
操作指令。

注意：当从课程中排除某个设备后，Include/Exclude 状态会在午夜 12 点时自动恢复为 
Include 状态。

在侧栏中，单击一个课程将其选中。
与该课程相关的设备随即会显示在右侧。

单击您想要从该课程中排除的设备。

单击  开关，将状态更改为 Exclude。Include/Exclude

设备上会显示一个影线标记以表明该设备目前已从课程中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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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a.  

b.  

c.  

5.  

6.  

a.  

b.  

7.  

8.  

1.  

2.  

3.  

4.  

5.  

管理网站列表

您必须先在 Casper Focus 的网站列表中添加一个或多个网址，之后才能将学生设备聚焦到网站
上。

您创建的网站列表只能由创建该表的已登录用户进行访问，且只能在创建该列表的设备上进行访
问。

向网站列表中添加网址

在侧栏中，单击 。Websites

单击 。Add New

在  字段中输入标题，作为网站列表中网站的可搜索显示名称。例如，如果您添加网址Title
“https://www.apple.com/itunes/”，您可能会使用“iTunes”作为标题。

在  字段中，输入网站地址。网址必须以 http:// 或 https:// 开头。Address
若网址很长，或难以输入，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从 Safari 中复制并粘贴网址。

在 Safari 中，导航至您想要将其添加到 Casper Focus 中的网站。

单击 ，然后单击 。 Copy

在 Casper Focus 中的网站列表  字段中，单击并按住不放直到出现 Paste 选项，然Address
后单击 。Paste

单击 。Save

为了验证您输入的网址可打开所需网站，请执行下列操作：

单击列表中的网站。网站在 Safari 中打开。

在设备的主屏幕中，单击 返回至 Casper Focus 中的网站列表。 

要添加另一个网站，请重复步骤 2 至步骤 6.

单击 。Done

网站即会添加到您的网站列表中，当将设备聚焦到某个网站上时可供您选用。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 。聚焦设备

编辑网站列表

在侧栏中，单击 。Websites

单击 。Edit

要编辑某个网站的标题或地址，请在列表中单击该网站，然后根据需要进行更改。然后单击 
。Save

要以不同的顺序对网站重新排序，请单击某个网站旁边的 ，然后将其拖动到列表中的所需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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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要从列表中删除某个网站，请单击该网站旁边的 ，然后单击 。 Delete

编辑完网站列表后，请单击 。Done Editing

单击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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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a.  

b.  

a.  

聚焦设备

通过聚焦设备，可将学生设备锁定到单个应用程序、网站或关注屏幕上。在“聚焦”设备的过程
中，学生不能访问任何其他屏幕或内容。

您可以对一台设备、一组选定的设备或是课程中的所有学生设备执行聚焦操作。不得对老师的设
备执行聚焦操作，即使课程中包含该设备，也不要这么做。

您可以使用 Casper Focus 执行以下聚焦操作：

聚焦到应用程序 - 在课堂上，如果您想将学生限制在您所教授或引用的内容上，将设备聚焦到
应用程序上将非常有用。在考试中，您还可以利用该软件将设备聚焦到某个无害的应用程序
上，这样学生就不能访问其它应用程序或未经授权的材料。

聚焦到网站 - 通过将设备聚焦到网站上，您可安全地将所有学生设备锁定到特定的网站上。当
您将设备聚焦到网站上时，在学生设备的 Safari 中会显示网站的书签图标。
您必须先在 Casper Focus 的网站列表中添加一个或多个网址，之后才能将设备聚焦到某个网
站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管理网站列表

聚焦到关注屏幕 - 通过将设备聚焦到关注屏幕上，您可将所有学生设备都锁定到某个特定的消
息或空白屏幕上。当您将设备聚焦到关注屏幕上时，在您解除聚焦之前，设备将一直被锁定到
消息或空白屏幕上。“聚焦到关注屏幕”功能要求学生设备安装 Self Service Mobile v9.7 
或更高版本。

聚焦设备

在侧栏中，单击一个课程将其选中。
与该课程相关的设备随即会显示在右侧。

执行下列其中一项操作：

要聚焦某个设备，请单击该设备，然后单击 。Focus Device

要聚焦课程中的所有学生设备，请单击 。Focus Devices

要聚焦一组选定设备，请单击 ，之后单击每个要加入群组的设备，然后单击 Custom Group
。Focus Devices

执行下列其中一项操作：

单击  选项卡，以将设备聚焦到应用程序上。Apps
如果您要从一个长列表中选择，您可能想通过搜索从列表中找到相应的项。

单击列表顶部的搜索字段，并输入完整或部分项目标题。
输入时会显示搜索结果。

单击列表中的某个应用程序。
该应用程序的旁边会出现一个复选标记，指示其已被选中。

单击  选项卡，以将设备聚焦到网站上。Websites
如果您要从一个长列表中选择，您可能想通过搜索从列表中找到相应的项。

单击列表顶部的搜索字段，并输入完整或部分项目标题。
输入时会显示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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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  

4.  

1.  

2.  

3.  

a.  

b.  

a.  

b.  

单击列表中的某个网站。
该网站的旁边会出现一个复选标记，指示其已被选中。

单击  选项卡，以将设备聚焦到消息或空白屏幕上。Attention Screen

如果您想将学生设备聚焦到某个特定的消息上，请单击消息字段并输入您的消息，然后单击 
。Focus on Attention Screen

如果你想将学生设备聚焦到某个空白屏幕上，请确保消息字段中不包含文本，然后单击 
。Focus on Attention Screen

单击 。Done

学生设备即被聚焦到选定的应用程序、网站或关注屏幕上。

注意：当已经有其他网站选项卡在 Safari 中打开时，如果您将设备聚焦到网站上，这些网站会

显示“Restricted Site”消息。学生需要单击页面顶部的搜索/地址栏（或单击 打开一个 
新选项卡），然后单击所聚焦网站的书签。

更改聚焦

在侧栏中，单击一个课程将其选中。
与该课程相关的设备随即会显示在右侧。

执行下列其中一项操作：

如果已聚焦了某个设备，请单击该设备，然后单击

如果课程中的所有学生设备均已聚焦，请单击 。Update Focus

如果已聚焦了一组选定设备，请单击 ，之后单击您想要将其聚焦到不同的应用程Custom Group
序或网站上的设备，然后单击 。Update Focus

执行下列其中一项操作：

单击  选项卡，以将设备聚焦到不同的应用程序上。Apps
如果您要从一个长列表中选择，您可能想通过搜索从列表中找到相应的项。

单击列表顶部的搜索字段，并输入完整或部分项目标题。
输入时会显示搜索结果。

单击列表中的某个应用程序。
该应用程序的旁边会出现一个复选标记，指示其已被选中。

单击  选项卡，以将设备聚焦到不同的网站上。Websites
如果您要从一个长列表中选择，您可能想通过搜索从列表中找到相应的项。

单击列表顶部的搜索字段，并输入完整或部分项目标题。
输入时会显示搜索结果。

单击列表中的某个网站。
该网站的旁边会出现一个复选标记，指示其已被选中。

单击  选项卡，以将设备聚焦到消息或空白屏幕上。Attention Screen

如果您想将学生设备聚焦到某个特定的消息上，请单击消息字段并输入您的消息，然后单击 
。Focus on Attention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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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1.  

2.  

3.  

如果你想将学生设备聚焦到某个空白屏幕上，请确保消息字段中不包含文本，然后单击 
。Focus on Attention Screen

单击 。Done

学生设备即被聚焦到选定的应用程序、网站或关注屏幕上。

注意：如果您将聚焦目标从一个网站改为另一个网站，Safari 会继续显示原先聚焦的网站，直

到学生单击页面顶部的搜索/地址栏（或单击 打开一个新选项卡）为止。然后学生就能单击 
所聚焦网站的书签。

解除聚焦

在课堂上您可以根据需要解除学生设备的聚焦。

如果您的 IT 管理员为您的课程设置了会议时间，那么，课程结束时会自动解除学生设备的聚
焦。如果您的 IT 管理员没有为课程设置会议时间，那么，您需要手动解除聚焦。

在侧栏中，单击一个课程将其选中。

执行下列其中一项操作：

要解除某个设备的聚焦，请单击该设备，然后单击 。Update Focus

要解除课程中所有学生设备的聚焦，请单击 。Update Focus

要解除一组选定设备的聚焦，请单击 ，之后单击每个要加入群组的设备，然后单Custom Group
击 。Update Focus

单击 ，然后单击 。Remove Focus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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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清除设备密码

清除学生设备中的密码在某些情况下会很有用，比如某个学生在另一个学生的设备上设置了密
码，或者某个学生忘记了他/她的密码。

您可以在一台设备上、一组选定设备上或是课程中所有学生的设备上清除密码。

清除密码

在侧栏中，单击一个课程将其选中。
与该课程相关的设备随即会显示在右侧。

执行下列其中一项操作：

要清除某台设备中的密码，请单击该设备，然后单击 。Clear Passcode

要清除所有学生设备中的密码，请单击 。Clear Passcodes

要清除一组选定设备中的密码，请单击 Custom Group，之后单击每个要加入群组的设备，然后
单击 。Clear Passcodes

单击  进行确认。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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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  

3.  

在 Apple TV 上影射设备

您可以使用 Casper Focus 中的 AirPlay Mirroring 功能在 Apple TV 上显示学生设备屏幕。

AirPlay Mirroring 功能要求学生设备由 Apple Configurator 进行监管。

使用 AirPlay 在 Apple TV 上影射设备

在侧栏中，单击一个课程将其选中。
与该课程相关的设备随即会显示在右侧。

单击您想在 Apple TV 上影射的设备。

单击屏幕右上角的  ，然后单击要在其上影射设备的 Apple TV。
在 Casper Focus 中，将显示设备的 AirPlay 图像，以表明 AirPlay Mirroring 在设备上已激
活。

在学生设备上，当学生被询问是否想显示他们的设备屏幕时，学生必须单击 Display。

设备屏幕即会影射到 Apple TV 上。

停止 AirPlay Mirroring 会话

在侧栏中，单击一个课程将其选中。
与该课程相关的设备随即会显示在右侧。
目前影射在 Apple TV 上的所有学生设备在背景中都会显示一个 AirPlay 图标。

单击您想停止影射会话的设备。

单击屏幕右上角的  ，然后单击 。None

注意：通过单击设备上 Control Center 中的 AirPlay 图标，然后取消选中设备在其上进行影
射的 Apple TV，学生可以在设备上结束一个 AirPlay 影射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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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分发电子书

您可以使用 Casper Focus 将电子书分发到每个学生设备上的 Self Service 。然后学生就 
可以从他们的主屏幕中进入 Self Service、安装电子书，以及使用 Apple 的 iBooks 应用程序
查看电子书。

当您使用 Casper Focus 分发电子书时，您将先浏览 iBookstore、然后选择电子书以及指定其
对应分发的课程。

分发电子书后，当课程中的学生在其设备上打开 Self Service 时，学生就能够安装电子书 
了。学生安装电子书所需的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电子书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以及
您的组织是否为电子书分配了 Apple 的批量购买计划（VPP，Volume Purchase Program）码。

免费电子书 - 课程中的学生可以从 Self Service 中将电子书安装在设备上。

分配有 VPP 码的付费电子书 - 如果您的 IT 管理员已经为电子书关联了 VPP 码，那么课程中
的学生可以立即从 Self Service 中安装电子书。安装电子书后，VPP 码会自动赎回。

不带 VPP 码的付费电子书 - 这种情况下，学生必须购买电子书。（如果您不想让学生为他们
的电子书付费，那么在用 Casper Focus 添加电子书之前，请联系 IT 管理员来协调支付方
式。）

要将电子书发布到学生设备上，他们的设备上必须安装 Self Service。

要安装使用 Casper Focus 发布的电子书，学生设备需要安装 iBooks 3.2 或更高版本。

发布电子书

在侧栏中单击 。eBooks

在搜索字段中输入完整或部分电子书名称或作者姓名，然后单击键盘上的 Search 。
即会显示电子书搜索结果。

只有 ePub 格式的电子书才会出现在搜索结果中。如果您没有看到想要发布的电子书，很注意：
可能是因为电子书的格式无法用 Casper Focus 来发布。

单击一个电子书以显示该书籍的描述。

要将电子书添加到一个或多个课程中，请单击 。Add To Classes

单击每个要向其中添加电子书的课程，然后单击 。Add
会显示一条消息，指出电子书是否已成功添加。

单击 。OK

要添加另一本电子书，请重复步骤 2 至步骤 6。

单击  关闭电子书搜索面板。Cancel
电子书即会发布到学生设备，并显示在 Self Service 中供学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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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问题 解决方案

无法登录，或忘记了密码。 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员。

侧栏中没有列出课程。 对于当前登录的老师，没有为其分配课程。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员。

课程未包含任何设备。 此课程未分配设备。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员。

Focus Devices 和 Clear 
 按钮不可用。Passcodes

为课程安排了不同的会议时间。请在安排的会议时间内重
试，或者需要更改会议时间，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员。

不能将学生设备聚焦到应用程
序上。

设备上运行的操作系统不是 iOS 7 或更高版本，且/或设备
不是由 Apple Configurator 监管的。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
员。

不能将学生设备聚焦到网站
上。

设备上运行的操作系统不是 iOS 7 或更高版本，且/或设备
不是由 Apple Configurator 监管的。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
员。

不能将老师的设备聚焦到应用
程序或网站上。

软件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您能充分利用您的设备。

我要将设备聚焦到其中的应用
程序未显示在应用程序列表
中。

应用程序尚未添加到 Casper Suite 的 Mobile Device App 
Catalog 中。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员。

当我尝试将设备聚焦到网站上
时，在学生设备上 Safari 中
的所有选项卡中均显示“受限
站点”消息。

学生可能需要单击 Safari 页面顶部的搜索/地址栏（或单

击 打开一个新选项卡），然后单击所聚焦网站的书 
签。

如果这样做不起作用，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学生设备只
能访问一组特定的网站，并且该组网站中未包含所聚焦的网
站。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员。

尽管我没有解除聚焦，聚焦还
是从设备中解除了。

当安排的课程时间结束后，会自动解除聚焦。如果还要为课
程安排其他时间，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员。

当我在 iBookstore 中浏览查
找某个电子书时，搜索结果中
未出现我想要的电子书。

只有 ePub 格式的电子书才会出现在搜索结果中。如果您没
有看到想要发布的电子书，很可能是因为电子书的格式无法
用 Casper Focus 来发布。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员获取其他
电子书分发选项。

当我的老师设备包含在被管理
的课程中时，我的设备被锁
在 Casper Focus 外。

为防止老师的设备被锁在 Casper Focus 外，可将其从 
Casper Focus 操作中排除。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员。

我无法从学生设备上停止 
Apple TV 上的 AirPlay 影射
会话。

设备不是由 Apple Configurator 监管的。请联系您的 IT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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