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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itin是全球最权威的论文检测工具，兼具了多种教学管理和写
作指导功能，提供给教育工作者强大而有效的工具。

• 帮助使用者有高质量论文产出，保障科研成果和学术诚信。

• 作为全世界教育科技的引领者之一，Turnitin的产品被150多个国
家的15,000多所学校、机构使用。

• 权威的论文原创性检测

• 多样化的写作指导功能，提升教学效率

• 整合ETS 的e-rater ®评分系统，对文稿进行语法测评和纠错，提供
英文写作修改建议。TOFEL、GRE等考试也使用e-rater ®进行电子
评分。

• 界面简洁清晰，易于使用。账户密码登入、不限制IP范围使用。

Turnitin简介



账号注册

Turnitin账号说明：

 教师账户，由管理员设置。教师创建课程/班级、为课程/班级添加学
生，以及为每个课程/班级布置不同的作业。

 学生账户，由教师设置。根据作业要求提交作业。

 以上账户创建后，系统将向登记的邮件地址发送注册邮件。



账号注册

以下以教师账号注册为例。

系统发出注册邮件。
请按邮件说明，打
开注册网址。输入
基本信息。

1

2

3

验证电子
邮件。

设置密码

第一次登陆，设置
安全问题和同意使
用条款。

4



访问地址 www.turnitin.com

点击Login，登入个人账户

http://www.turnitin.com/


教师教程 - 添加课程

点击”添加课程”

教师账户登录后，
默认身份为教师



教师教程 - 添加课程

课程类型有两种选择：标
准课程和主课程。主课程
可以添加助教（TA）。

输入或选择课程
的相关信息。

提交成功后，将
出现弹出窗口提
示。



教师教程 - 添加学生

点击进入已建立好
的课程

点击”学生”
选项卡



进入学生面板后，
点击”添加学生” (添加单个学生）
或是“上传学生列表” (添加多个学生)

教师教程 - 添加学生



教师教程 - 添加学生

添加单个学生：
输入学生的名字和姓氏
提交后，系统将向该学生的电
子邮件地址发送注册邮件。

学生收到邮件后，按提示注册
个人（学生）账户。

上传学生列表：批量
导入学生信息。
支持Word、Excel或
纯文本格式。
在此有格式范例。



教师教程–布置作业

点击进入已建
立好的课程

点击添加作业



注意！！务必点击打开
“可选的设定”

选择作业类别：
文稿作业：普通类型
PeerMark作业：允许学生之间互评
修订作业：允许学生多次提交，且每个作业版
本都能保留。
反思作业：学生的心得、总结等。该类作业不
使用原创性检测和GradeMark功能。

输入作业标题、点值（满分分值）
作业文档格式、开始与截止时间

教师教程–布置作业



教师教程–布置作业

下拉找到“将文稿提交到”。
这里只有选择了“无存储
库”，才能确保学生文稿不
会被上传到Turnitin标准比
对库。

在此可设置：
提交作业的要求
对学生开放的功能
查重比对库范围
…更多

每个作业都能设置该作业是否入库。“入库” 是指提交的作业存
储到标准比对库中，作为下次检测的参考。
入库的好处是，同一个班级的文章可以相互比对，对于鉴别作业
相互抄袭有很大帮助。
如果有些文章需要发表，建议在作业的选项中选择不入库。



教师教程–修改作业设定

在此修改作
业设定。您的课程主页

将显示所有的
作业。



教师教程–上传作业文稿

作业可由学生自己上传，也可在收到学生的作业后由教师上传。区别在于：学生只能上传
自己的作业，且有上传时间限制。教师可以批量上传多个学生的作业。

点击”提交文档”

该课程下的所有
作业列表

选择要上传文
稿的作业，点
击查看



教师教程–上传作业文稿

提供多种上传方式，默认为
“多档案上传”。
压缩档案上传：将多个文档打
成一个压缩包，系统可以逐一
识别文档。

在此可以逐一添加要上传
的文档，然后一起上传。



确认提交文稿的正确性后，
点击提交。

教师教程–上传作业文稿

上传后，可向
前或向后翻页
查看。



教师教程 - 检查作业

回到作业页面，上传的作业
文稿已经检测完毕。点击
“相似度”下的百分比或颜
色条，打开新窗口查看文档
的原创性检测结果。



教师教程–检查作业（feedback studio视图）

新窗口中打开feedback studio视图检查学生作业。
功能条



教师教程–检查作业-教学反馈

功能条蓝色部分为教学反馈功能：

快速评语(QuickMark）：将评语
标记拖拽到文稿中。

教师评语：支持文字和语音（3
分钟）。

评分表：根据自订的评分标准打
分。



红色部分为原创性检测功能：

显示文稿相似比总分。按相似度高低
列出所有相似来源。

排除来源：排除一个或多个特定来源
后，重新计算相似度。

设置检测条件，包括：
*是否检测带双引号的引文
*是否排除参考文献
*是否去除小重复源（如，少于一定文字
量，或相似度小于某个百分比）

教师教程–检查作业-原创性检测



按相似度高低列出所有重复
源，并以不同颜色区分。

文内的相似文字
高亮显示，颜色
与右侧的重复源
颜色一致。

教师教程–检查作业-原创性检测

文稿总相似度



点击右侧重复源，将打开弹窗，显示对应
的重复源文字，包括与文稿重复的文字，
及上下文。

教师教程–检查作业-原创性检测

点击两侧的小箭头，可
以跳转到本重复源上一
处/下一处出现的位置。

点击重复源链接，将打
开新窗口查看。



下载原创性报告：
1. 请先点击相似度分数。
2. 再点击下方 按钮，选择当前视

图，下载。

教师教程–检查作业-下载原创性检测报告



教师教程–原创性检测，纯文本视图

点击feedback studio底部的“Text-only Report”，打开纯文本视图

在纯文本视图下，会去除掉文稿中的图片、影像等内
容，仅留下文本。以便进行比对及文稿修改。



教师教程–检查作业，e-rater功能

点击加载e-rate测评结果。
对于文章的逻辑、语法、架
构、词汇、拼写等进行批改。
只对64,000字长度以内的文稿
进行纠错。

点击紫色标注部分，
显示修改建议弹窗。
教师在此添加评语。

Turnitin整合了ETS的e-rater评分系统（紫色部分）。可以对文稿进行语法测评和纠错。



学生教程–提交作业

点击进入课程

学生账户登录后，在
学生主页，在此显示
学生的课程。

选择要上传的作业
项目，点击提交，
上传作业。

本课程的
作业列表



有两种提交作业文稿的方式：
(单独文档上传、剪贴上传。
请注意上传格式要求。

学生教程–提交作业

当作业检测完毕，出现
相似度分值。这时学生
可以查看检测结果。

上传并确认提交
的作业



学生教程–查看作业测评结果

新窗口中打开feedback studio视图查看作业测评结果。

功能条蓝色部分为教
师教学反馈。
点击可看老师留下的
评语。



学生教程–查看作业，原创性检测

红色部分为原创性检测功能：

显示文稿相似比总分。按相似度高低
列出相似来源。

全部来源：列出全部重复源。

调整检测条件。可调整的检测条件取
决于教师对作业的设置。



点击右侧重复源，将打开弹窗，显示对应
的重复源文字，包括与文稿重复的文字，
及上下文。

点击两侧的小箭头，可
以跳转到本重复源上一
处/下一处出现的位置。

点击重复源链接，将打
开新窗口查看。

学生教程–查看作业，原创性检测



下载原创性报告：
1. 请先点击相似度分数。
2. 再点击下方下载按钮，

选择当前视图下载。

学生教程–查看作业，原创性检测



学生教程–查看作业，e-rater测评结果

Turnitin整合了ETS的e-rater评分系统（紫色部分）。可以对文稿进行语法测评和纠
错。如果作业启用了e-rater功能，则学生可以看到e-rater功能条和测评结果。

点击，系统
将显示e-rater
测评结果。



常见问题

Q. 以正确的文稿格式上传，却无法成功上传？
A. 可能是您的文稿内部有存在转档错误问题(如错误的pdf档案)，请使用

其他转档工具进行格式转换。

Q. 学生文稿误传到全球库，怎么办？
A. 您可以申请删除误传的文稿。请联系您所在机构的管理员申请删除。



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联系：

turnitin@igroup.com.cn 

021-64453167/64454595

www.igroup.com.cn

iGroup中国—长煦信息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北京 –广州 –西安 –重庆

iGroup是亚太区最大的学术信息服务商之一，是Turnitin/iThenticate唯一授权
代理。iGroup还代表AAAS(Science)，ACS，IEEE，APS，ACM等国际知名学
协会为国内客户提供本地支持和专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