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激活您的账号

Step1：

您所在机构的管理员账号会收到Grammarly系
统发出的邀请邮件，邮件主题为：

Action Needed：Please activate your 
Grammarly Account(如左图)，

如果您无法收到激活邮件，请您联系您的机构
email管理员，将下表左栏IP地址和域名添加到
白名单即可。收到激活邮件之后，请点击“Join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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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在打开的链接中点击“Join the team”，请耐

心等待系统加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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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激活您的账号



Step 3：

出现以下界面，表示您的账号成功激活，您可
以下载Grammarly开始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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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激活您的账号

点击Sign In 开始使用



2 登录后用户界面的使用

登录网页版Grammarly
https://www.grammar
ly.com/

或者登录 Grammarly
Window/iOS 应用程序

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后
可进入用户界面。

账户设置，如
密码等

查看下载可用 APP和插件
• Grammarly Desktop Apps
• Grammarly Browser Extension
• The Grammarly Keyboard（Android、iPad）
• Grammarly for MS Office（Word、Outlook）

新建文档，上传文档，管理文档

https://www.grammar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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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登录后用户界面的使用

方式2：导入本地传已
编辑好的文件

Grammarly 目前支持 Word（
.doc/.docx）和纯文本（.txt .rtf）的常
用格式的文档，是的，不支持 Pages 文

档。

方式1：在
线编辑新建

文档

Demo 管理所有已
保存的文档
• 下载
• 删除

检索



更新用户名

更新登录密码

更新email推送需求

3 个人账号设置与管理



Dictionary，将单词加入词库，
一旦您将特定单词添加到个人词典中，
它将不会在其他Grammarly产品中被
标记（例如特殊缩写等）。

Language，设置语言
• 母语

• 写作语言
• 是否需要写作助手增加表达

的流利性

Feature，个性化表达

Writing Styles 写
作风格设置



“ Grammarly 的界面设计非常简洁，很像在线写作网站的风格，文档也都会自动保存在网站内，
供你随时编辑和查看，如果没有太多格式的要求，你完全可以直接在 Grammarly 上写作。

键入/导入的文本

“ Grammarly 可以实现实时语法检查，你边写它就边改，
语法问题和修改意见会以标注的形式显示在文档的右侧，
方便你去一一查看，而且在每条批注下面都会配有详细的
解释，告诉你哪里错了，为什么要这样修改。”

在线实时评分达成的写作目标

纠正的问题分类，以
不同颜色下划线表示
• 正确程度
• 表意清晰程度
• 有趣和有效表达的程度
• 给读者留下正确印象的程度

查重功能

实时纠正

4 Grammarly编辑器功能介绍



在开始编辑后您还可以上传另一个文档进行
检查——请单击屏幕左上角的G图标，然后
选择新建或上传文件。

导入现有文本的另一个选项是创建一个空白
文档，然后从剪贴板粘贴文本。

注意：如果使用此选项，文档的某些原始格式可能会丢失。

要从Grammarly编辑器中打印文档，请单击左上角的G图标以
展开侧栏，然后选择“Print”。



新建文档 为文档命名

键入文本

文本格式设置

保留文本格式

如果您复制并粘贴您带格式的文本到
Grammarly编辑器，只有以下格式将被保留:

• 粗体和斜体文本，编号列表和要点，H1和H2标题，链接

要保留文档的完整原始格式，请使用Upload 
(Import)按钮将其上传至Grammarly编辑器。
编辑完成后，使用Download (Export)按钮下
载文本。

• 请记住，在上传您的文档时，Grammarly的格式选项将被关闭。
尽管您的文档将在Grammarly编辑器中以纯文本形式显示，但
您的原始格式将在编辑后的下载版本中保留。



、

自动跳转到下一个修改建议

阻止Grammarly检查出现在引号内的文本

使文档的字体变大



、



退出系统

帮助，消息和反馈

下载文档

Grammarly将以与开始时相同的文件格式
导出文档(如果您上传的是.doc文件，那
么您下载的Grammarly文档也是.doc的文
件)。

不过如果您上传的是.txt文件，它将被导
出为.docx文件。

请记住，在上传您的文档时，Grammarly的格式
选项将被关闭。尽管您的文档将在Grammarly编
辑器中以纯文本形式显示，但您的原始格式将在
编辑后的下载版本中保留。



回到主页用户面板



5 文本检查评分 Overall Score

Grammarly会自动检查您键入的所有内容，使您能够
轻松地快速发现和修复错误。在检查文档时，总分数
图标处有转动的圆圈。此时您可以继续键入，
Grammarly将继续检查。



表现分数

Grammarly根据总字数，检测到的写作问题的数量
和类型计算文档的准确性水平。

Grammarly将您的文档的准确性水平与用户设置相
同目标的所有其他文档的准确性水平进行比较。

例如，90分意味着您在文档中的写作要比其他90%
具有相似目标的文档中的写作更准确。

要查看您的表现分数，请在Grammarly编辑器中打
开任何文档，并单击“Overall score”。

如果您想下载您文档评分各项统计的PDF报告，请点
击“Overall Score”，然后在弹出窗口中点击
“Download PDF Report”。



达成的写作目标

6 管理写作目标 Goals



设定写作目标

借助“设定目标”功能，Grammarly可以为您的读者和写
作风格提供量身定制的写作建议。除了文档的领域或类型
外，您还可以选择目标读者、形式、语气和写作意图。此
时，自定义默认目标的选项不可用。您需要调整每个文档
的目标。

Audience——受众
在选择此设置之前，请确定您的目标受众是谁。选择适当的选项将有助于Grammarly提供关
于可读性和清晰度的定制反馈。

Formally——正式程度
您写作的形式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变化。这种设置可以帮助Grammarly理解俚语或口语的使用
是否适合特定的文档，或者您的写作是否过于正式。

Domain——类型
此设置允许Grammarly根据文档类型提供反馈。我们目前提供六个类型——常规（默认）、学术的、
商务的、电子邮件、创造性的、休闲的。如果您不确定该选择哪种风格，那么常规（默认）模式是一个
很好的开始。要选择领域，请在Grammarly编辑器中打开任何文档，然后单击Goals。

Tone,Intent——语气,意图
语气和意图（实验中）设置目前
不会影响所提供建议的列表，但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您希望在将来看到的反馈类型。



7 语法检查，写作纠正建议 All Suggestions

当Grammarly在文本中检测到
书写问题时，您将看到红色、
蓝色、绿色或紫色的下划线。
点击任何带下划线的单词或短
语即可查看Grammarly的建议。

• 红色：拼写、标点符号和语法方面的建议
• 蓝色：改进文本简洁性和表意清晰度
• 绿色：使您的文章更具吸引力
• 紫色：将帮助您在礼貌、正式和友好之间

取得适当的平衡

对文档所做的更改会在您键入时自动保存到
Grammarly。



点击即可完成纠正

为什么错了？正确示例应该如
何？点击“Learn More”展开

点击Less可收起
解释

反馈标记

分类查看



某些类型的建议可以关闭：
• 被动语态
• 牛津逗号
• 词语选择与句子变化
• 填充词或多个从句
• 难读的句子
• 人称代词
• 以介词结尾的句子

如果您看到一个没有帮助的建议，请单击
建议卡右下角的三个点。如果是一个可以
停用的建议，您将看到一个选项，上面写
着“Turn off suggestions like this”，
如上图所示。

要重新启用停用的建议，请单击右侧面板
中的停用建议图标。

如果您在Grammarly编辑器中停用了某种类型的建议，则
它也将在其他Grammarly产品中停用。

关闭建议



8 查重 Plagiarism

剽窃检测

对于学术用户，您可以检
查您的文档是否存在剽窃。
要检查文本是否存在剽窃，
请单击侧边栏下部的
“Plagiarism”按钮。

注：默认情况下，剽窃检查器处于禁
用状态。



重复文章来源与
重复比例



9 专家意见

我们的写作专家可以检查您的作品是否正确，或
者是否正确和清晰。

如果您选择“仅正确”，他们将更正所有的拼写、
语法或标点符号问题；

如果您选择正确和清晰，他们将纠正错误，使您
的作品更简洁，准确，易于阅读。

然后，您可以选择首选的审核时间和其他编辑选
项，以帮助我们为您提供个性化的更正。

请注意，只能通过选择删除评论来删除它们。

若要删除文件中的所有注释，请执行以下操作:

• 点击发表评论
• 单击Review选项卡
• 在注释组中，单击“Delete > Delete All 

Comments in Document”的箭头



附录. Grammarly 产品简介



优秀的日常英文写作辅助工具

Grammarly是一款在线语法纠正和校对工具，支持

Windows、Mac、iOS和Android等多个平台。

Grammarly可以帮助您

1. 检查单词拼写

2. 纠正标点符号

3. 修正语法错误

4. 调整语气

5. 替换平淡无奇的词汇

6. 对频繁出现的单词，并给出替换词汇

7. 纠正模糊的单词，使句子意思更明确

8. 纠正过多使用被动语气

9. 纠正非当前使用的词汇

10.避免使用苛刻或者有伤害的词汇

11.纠正不恰当的文体风格，并给出整体风格建议等；

对学术写作来说，Grammarly还可以帮助查重。

Grammarly让您的英文写作准确，地道，专业！

• 全球超过2,200 高校和K12客户在使用Grammarly

• 每日30 million活跃用户

• 福布斯Cloud 100强企业

• 99.9% 正常运行



LMS

Beyond Grammar
不只是语法纠错

Grammarly 不仅仅是查找标
准拼写、标点符号和语法错误
。 我们使用 AI 驱动的算法向
学生展示如何提高清晰度、单
词选择和写作风格，从而为学
生和教职员工节省时间。

超过450种语
法纠错功能

Built-In 

Plagiarism Checker

内置抄袭检查器

为了支持用户课题研究，每个
Grammarly EDU类型账号都包含一
个抄袭检查器。 将用户文本与 160 
亿个网页以及学术期刊的主要专有
数据库进行比较。

LMS Integration
学习管理系统集成

Grammarly 直接与您的浏览
器集成，与 Canvas、
Blackboard、D2L 和许多其
他平台无缝协作。

● 全文互联网索引
● ProQuest 数据库基础
● Citation助手



Correctness
2 alerts

Clarity
A bit unclear

Engagement
A bit bland

Delivery
Slightly off

Rooms that are tiny can be tricky to decorate but
they

can also be a lot of fun. So when a client challenged

us to  give her pocket size space a summer

makeover for under

$500 dollars, we just couldn’t say no.Transforming a

very  small space doesn’t have to blow your 

budget. Small  things like finding a vintage piece 

of furniture from a  relative or adding a fresh coat

of paint to your own dated  items can add a stylish

splash to any abode.

单词拼写、语法和标点符号错误更正意见

更改建议帮助您的文档更容易被理解

更改建议，帮助您的文档更有趣更有效表达

帮助您给读者留下正确的印象



Grammarly Premium 付费用户账号可以获得更强大的功能。

• 让句子更简洁

• 表达力更强

• 用词更专业

Plagiarism Check

抄袭检测

35% of your text matches this source:

您文档中35%内容与以下来源重复

The benefits of riding a bike for good...

https://www.yes4health.us/the-benefits-of-riding-a-bi...

Reference data - click to copy

The benefits of riding a bike for good health https:...

1 MATCH

You can stop anywhere you... - www.coursehero.com

Remember when you were a careless eight-year-old kid

riding a bike with your friends, racing each other around

the neighbourhood? Remember that feeling of absolute

freedom as you felt the wind in your hair and the smile it

put on your face? Inever thought I would feel that way as a

grown-up until my friends presented me with a brand-new

red bike. At first, Iwas a bit skeptical about the whole idea

of commuting by bike. One morning a couple of days later, I

changed my mind completely.

I was stuck in a traffic jam and saw in my rear mirror a man

One of the best things about... - www.coursehero.comin a suit riding a classy bike with his laptop case in one

hand and a handlebar in the other. I figured out it would

take him about 15 minutes to get to the office while was

still sitting in my car and waiting for the cars in line a head

to move, even if just for an inch. I was always terrified of

being late for my business meetings.

Grammarly 会根据 ProQuest 授权的超过 160 亿个网页和数千篇文

章对您的文本进行交叉检查。突出显示您的文献与其它地方已发表的

文献段落的重复情况，并提供引文数据。

http://www.yes4health.us/the-benefits-of-riding-a-bi
http://www.coursehero.com/
http://www.coursehero.com/




Grammarly required - FNS 370 Essays for Fall 2012 (n=58)

Grammarly not used - FNS 370 Essays for Fall 2012 (n=68)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的研究表明 Grammarly 显著提高了学生
的英文写作水平：

Essay 1

47.4

46.4

48.4
47.5

49.7

47.4

48.7

46.8

48.5

47

50

49

48

47

46

45

44

Essay 2 Essay 3 Essay 4 Essay 5



Grammarly 受到全球2,000 多所高校校
和高校师生的信赖，我们的客户包括：



可在任何设备上访问

iOS Keyboard  

Android Keyboard

Browser extension  

Native app

Web app

iOS Keyboard  

Android Keyboard Editor



随时随地，使用便捷，
支持几乎所有浏览器和计算机系统

浏览器插件 Google

Docs 

Grammarly为您提供实时写作建议，例如在 LMS、

电子邮件客户端等的英文文段编辑过程中。

Microsoft Office方便使用，
实时检查

在 Word 或 Outlook 中英文写作时提供实时建

议。（仅限 Windows。）

客户端 Apps

您可以在 Mac 或 Windows 上安装

Grammarly 应用程序。 只需将您想要改进的

文件拖到 Grammarly 的应用程序中，即可获

取实时建议。

iOS

Android 和 iOS Apps

Grammarly移动输入法与您的所有移动应用程序和

移动浏览器无缝集成，因此即使在您的手机上，您

在使用Grammarly时也始终看起来优雅而专业。



Weekly 

Progress Report

使用情况周报

达成的写作目标



Infrastructure

AWS hosted in US w/ SOC 2 and 
ISO 27001 certification

We utilize AWS 
security tools

Data is encrypted in 
transit and at rest

Security features

Account roles and permissions

SAML-based SSO

Provisioning via SCIM or JIT

Process and policies

Organizational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tricted access to 
systems and data

Third-party vendor 
management

Grammarly安全可靠
We maintain uncompromising security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to keep your words safe.

Your words are yours—we do not, and will not, sell or rent your or your team’s information. We 
don’t help third parties advertise their products to you.

GRAMMARLY

Certifications and compliances



第三方安全评级和测试

Security posture rating that is 
higher than Salesforce, Slack and 
Atlassian

Annual third-party 
security audit

Public bug 
bounty program

We maintain a program that involves both periodic and ongoing security reviews 
of our software by third parties.

Rating: 780 (Advanced)
(as at 18 May 2021)

Top of the range in the industry 
(tech industry: 640 - 780)

Performs annual internal audits of Grammarly 
and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Private program launched in 
September 2017

Public program launched in 
December 2018

100% of reports meet response standards

~US$130,000 in bounties paid



免费版本与付费版本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