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开展
网络直播教学

井冈山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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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妨多装几款直播软件

都说油多不坏菜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直播相关软件

超星学习通 ZOOM 钉钉直播 企业微信 腾讯会议 腾讯课堂



下载网址：

http://app.chaoxing.com/

iOS请到苹果App Store搜索“学习通” 下载。

Windows/Mac直接网页登录网络教学平台使用：

http://mooc.jgsu.edu.cn

超星学习通，
是我校推荐的网络教学工具

 签到、选人、抢答、分组教学、主题讨论
等课堂教学互动工具丰富

 高度还原课堂教学形态

同步课堂

 深度融合网络教学全过程
 完美打通课前、课中、课后及课外
 可以保留教学过程数据供教学评估

综合教学服务支撑系统

 整合的图书、期刊、报纸方便调用到课程
 名师讲坛、公开课等视频资源丰富
 超星示范教学包方便快速建课

丰富的数字资源

扫描二维码
下载手机客户端

http://app.chaoxing.com/
http://mooc.jgsu.edu.cn/


疫情期间可提供100人以内的不限时长、免费的在线视频会议服务

下载网址：

https://www.zoom.edu.cn/

我校教职工凭学校@jgsu.edu.cn邮箱可免费注册！

可用于视频会议或学生视频互动教学。

学生下载客户端后只要手机接收验证码就能加入直播。

教育网的zoom.edu.cn
视频会议服务

https://www.zoom.edu.cn/


下载网址：

https://tms.dingtalk.com/markets/dingtalk/download

iOS/Android/Windows/Mac都支持。

钉钉，可以用于教学直播

 简单易上手，一键开播。手机电脑都可用。
 自动保存直播录像，可方便地查看录像回放。
 观看人数、观看时长等数据精确记录。

群直播

 高清画质，稳定流畅
 高达302人可参会，多平台全面支持
 屏幕共享，高效会议协作

视频会议

 师生信息批量导入，统一管理。
 学生再多，也能按班级快速找到。

企业通讯录

扫描二维码
下载手机客户端

https://tms.dingtalk.com/markets/dingtalk/download


下载网址：

https://work.weixin.qq.com/

iOS/Android/Windows/Mac都支持。

老师在企业微信班级群中
可方便发起「群直播」

 老师在企业微信班级群中发起「群直播」
 学生在微信直接收看，不用安装其他

App，就能在线上完成教学工作。

视频直播
 简单易用，零成本上手。
 师生信息批量导入，统一管理。
 学生再多，也能按班级快速找到。

与微信一致的沟通体验

扫描二维码
下载手机客户端

https://work.weixin.qq.com/


下载网址：

https://meeting.tencent.com/download-center.html

iOS/Android/Windows/Mac都支持。

高清流畅、便捷易用的
在线视频会议可用于直播教学

https://meeting.tencent.com/download-center.html


下载网址：

https://ke.qq.com/s

iOS/Android/iPad/Windows/Mac都支持。

高清流畅、便捷易用的
在线视频会议可用于直播教学  手机号登录，即可一键开课

 无限次直播回放，便利学生随时复习

开课快速
 播放音视频/PPT分享/老师摄像头直播/分享

屏幕、涂鸦画笔、举手语音连线、在线答题
卡、考勤数据一键导出

课堂高效

https://ke.qq.com/s


2 酒香也怕巷子深
•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快速找到你的直播对象



超星教学平台 企业微信 钉钉
学校建设的教学平台

与教学过程管理契合度高

集成较多的查询应用

学校信息化门户的重要入口

具备完善的组织构架

方便一键发起群直播

依托三大平台，
快速找到学生班级
学校已经在3个平台导入了学生基本信息，

依托平台将更容易找到班级，发起在线教学。



登录网络教学平台
Http://mooc.jgsu.edu.cn

用户名：工号/学号
密码：统一身份认证密码或初始化

预留的身份证后6位数字

新建你的课程
登录后进入教学空间，参考使用

教程新建你的课程
http://mooc1.chaoxing.com/c

ourse/201709143.html

添加你的班级
管理课程，修改默认班级名称

从学生库中快速导入学生

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已经对接教务系统
它将是你最方便的教学工具

http://mooc.jgsu.edu.cn/
http://mooc.jgsu.edu.cn/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0914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0914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0914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zt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1709143&knowledgeId=126562030&_from_=&rtag=
http://mooc1.chaoxing.com/zt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1709143&knowledgeId=126562030&_from_=&rtag=


加入学校的企业微信
他将成为你的好帮手

学校信息化门户的重要入口 1 微信扫描学校企业号二维码

2 关注成功后进行身份验证

3 验证成功后可以登录企业微信

4 在 “通讯录”按组织构架找到班级

5 点右键“加入群聊”创建班级群

6 发起直播时可以选择班级群

扫描二维码
关注学校微信企业号



1.打开钉钉，点击右上角新用户注册；
2.输入手机号码，点击下一步；
3.输入短信验证码或语音获取；
4.设置登录密码。

注册钉钉

1.在钉钉搜索井冈山大学并加入
2.或者接受同事邀请确认加入

加入学校

1.在群聊中一键开启群直播
2.或者在工作台开启视频会议

发起群直播

1.让班级群管理员（班长）邀请加群
2. 在通讯录界面的组织架构中按部门查找

加入班级群

加入学校的钉钉
快速找到你的授课班级发起直播



3 真材实料才够味
• 行百里者半九十，磨刀不误砍柴工

充分准备你的直播内容



一餐美味

食材和厨师才是关键

端一盘注过水的牛肉上来

再精美的盘子

它只是个盘子

真材实料才够味

以打造金课的心态去准备

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是要培养学生解决

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课程内容反映前沿性和时代性

教学形式呈现先进性和互动性

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课程有一定难度，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着，老师要

认真花时间花精力花情感备课讲课，学生课上课下

要有较多的学习时间和思考做保障。

创新性

高阶性

挑战度



媒体素材
• 文本

• 图形/图像

• 视频

• 动画

• 音频

网络课件
• 相对独立的教学软件

• 能够通过网络教学环境共享

网络课程
• 按一定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

• 实施的教学活动的网络教学支撑环境

 网络课件切忌照搬书本，可以采用知识

重构的策略，对书本已有的知识进行多

种形式的概括、重组、知识创新以及足

够多的超链接。

 理工科的抽象概念、原理、操作流程用

二维、三维动画最为有效。

 医学的手术过程、病例分析用真实录像

或虚拟仿真技术效果最佳。

 人文学科可以引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图

表、照片和音视频资料。

 艺术学科多媒体的音响和色彩无疑能增

添效果。

精心准备网络教学资源



利用网络资源丰富你的资源库
平时应特别注意基础素材和原始资料的积累，如教材、图片、实验数据、科研成果、优秀教师课堂教学资料、国内外相关资料、一些教学思想和

教学方法等，都要注意收集和加工，不断完善和更新。在具体应用是需要注意版权问题，没有加工过的课件最好注明出处或者作为参考资料提供。

搜索引擎 专业数据库 素材网站
 中国知网
 万方
 维普

 中国医学文献服务系统
 WILEY在线期刊

 SCIE

 Nature
 Springer Link
 Science Online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Sciseek: sciseek.com

Find Articles: findarticles.com

DOE : www.osti.gov

pubmed: www.ncbi.nlm.nih.gov/

Open-i: openi.nlm.nih.gov

必应：https://cn.bing.com/

谷歌:  https://www.google.com

百度：https://www.baidu.com

…… …… ……

教学素材: http://sync.cctr.net.cn

第1PPT: http://www.1ppt.com/

51PPT : http://www.51pptmoban.com/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

素材中国：http://www.sccnn.com/

昵图:  http://www.nipic.com/

站酷：https://www.zcool.com.cn/

https://sciseek.com/
http://findarticles.com/
https://www.osti.gov/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https://openi.nlm.nih.gov/
https://cn.bing.com/
https://www.google.com/
https://www.baidu.com/
http://sync.cctr.net.cn/
http://www.1ppt.com/
http://www.51pptmoban.com/
https://wenku.baidu.com/
https://www.bilibili.com/
http://www.sccnn.com/
http://www.nipic.com/
https://www.zcool.com.cn/


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
http://www.jingpinke.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

资 源 平 台 。 目 前 共

1299024条资源，其中

本科879768条，高职高

专419256条。



Metel教学资源平台
http://www.metel.cn/

国道数据的国外高校多

媒体教学资源库。



网易公开课
https://open.163.com/

网易公开课是一个国内

外名校的公开课共享平

台，课程类目涵盖了哲

学，文学，历史，经济

金融，伦理，心理，社

会等各个大类。



腾讯课堂
https://ke.qq.com/

腾讯课堂凭借其在QQ上积累的

用户优势资源，积累了一大批

用户，而且他们在QQ直播音频

和视频上，也在不断优化，这

些优势的资源，都为其打造在

线直播教学平台，积累了很多

优势，同时也为用户的体验创

造了很多价值。



超星尔雅
http://erya.mooc.chaoxing.com/

超星尔雅是超星集团着力打造

的通识教育品牌，拥有综合素

养、通用能力、成长基础、创

新创业、公共必修、考研 辅

导六大门类。



学堂在线
http://www.xuetangx.com/

学堂在线是一个免费的公开中

文慕课平台，这个平台是国家

教育部MOOC研究中心方合作

平台，致力于通过来自国内外

一流名校开设的免费网络学习

课程，为公众提供系统的高等

教育，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

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好大学在线
https://www.cnmooc.org/

是中国高水平大学慕课联盟的

官方网站。



爱课程
http://www.icourses.cn/

“爱课程”网是教育部、财政部“

十二五”期间启动实施的“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工程”支持建设的高等教育课

程资源共享平台。



中国大学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

中国大学MOOC是由网易与高

教社携手推出的在线教育平台，

承接教育部国家精品开放课程任

务，向大众提供中国知名高校的

MOOC课程。在这里，每一个

有意愿提升自己的人都可以免费

获得更优质的高等教育。



MOOC中国
http://www.mooc.cn/

收录了来自全世界最好大学

的 1706门在线课程。



4 刀工火候费思量
• 不畏浮云遮望眼，熟能生巧卖油翁

反复练习你的直播操作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

/201709143.html

01 网络教学平台使用指南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

201747807.html

02 学习通使用教程

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需要全方位熟悉学习通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0914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47807.html


https://www.zoom.edu.cn/handbook

01 使用指南

https://www.zoom.edu.cn/reg

02 用户注册

ZOOM视频会议可以边演示PPT边讲解ZOOM

https://www.zoom.edu.cn/handbook
https://www.zoom.edu.cn/reg


 https://nh.dingtalk.com/admindetail.html?id=im_qzb

使用指南

一键开启你的钉钉群直播钉钉

钉钉员工手册 >

钉钉视频中心 >

https://nh.dingtalk.com/admindetail.html?id=im_qzb
https://nh.dingtalk.com/?spm=a3140.11259192.2231772.6.654f76edq85FEY&lwfrom=20180105165225279
https://nh.dingtalk.com/?spm=a3140.11259192.2231772.6.654f76edq85FEY&lwfrom=20180105165225279


 https://work.weixin.qq.com/nl/index/neumonia?

category=education&from=0014000324

使用指南

班级群里就能直播上课企业微信

https://work.weixin.qq.com/nl/index/neumonia?category=education&from=0014000324


 https://meeting.tencent.com/support.html?tab=1

使用指南

免费支持300人不限时会议腾讯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support.html?tab=1


 https://ke.qq.com/download/s.html

使用指南

手机号登录，即可一键开课腾讯课堂

下载操作手册 >>>

https://ke.qq.com/download/s.html
https://pub.idqqimg.com/pc/misc/files/20200216/d4b07c6ede9841d38de953e4e830b1ce.pdf


 通过归类、分层来结构化内容

 文字表格化、文字图形化

01 结构化

 布局美观以清晰地展示逻辑

 封面、标题页、正文页、结束页

02 逻辑化

 突出中心思想

 遵循简洁原则

03 清晰化

把PPT做得更简洁一些PPT

推荐一个PPT学习网站 https://www.islide.cc/

https://www.islide.cc/


 https://www.ieway.cn/help/question-evcapture-pc.html

使用指南

自己做教学视频的好帮手EV录屏

下载软件>>>

https://www.ieway.cn/help/question-evcapture-pc.html
https://www.ieway.cn/evcapture.html


5 用心做好每一餐
•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网上多看看别人的直播建议



直播不难，难的是上好直播课

充分备课
一堂好课的根本保证

灵活授课
营造宽松的学习环境

因材施教
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充满激情
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做好预案
迅速高效地应急处置



教务处发布了关于网络教学的

相关通知，也会经常性地更新

发布可利用的网络课程资源，

有必要仔细研读通知要求，及

时了解最新要求，调整相关教

学安排。

及时关注通知

在网络教学平台上传自己的课

程资源，把学习任务点提前布

置给学生完成，将提高网络教

学效果。也要考虑到极端网络

条件下如何跳过平台将教学资

源直接发送到学生手上学习。

上传课程资源

养成在直播前检查直播相关软

硬件环境的习惯。尽量提前打

开相关网络教学平台，错峰发

起直播教学、视频会议等消耗

网络资源较大的应用。出现问

题及时启用备用方案。

检查电脑软件

建议手机、电脑齐上阵，在直

播教学过程中，最好同时以学

生端的身份进入教学，及时监

测教学的效果。在互动中及时

响应学生反馈。课后注意通过

答疑、作业等方式巩固效果。

监测教学效果

关于做好直播教学的
几点建议



Copy paste fonts. Choose the only option 

to reta in text……

“在线课程+直播教学”

建立在线课程，更新学习材料，为学生提供在线和线下
异步学习虚拟环境（含学习材料、在线学习活动、学习
支持服务），让学生拥有网络环境中本课程学习的共同
学习空间，建立课程学习的团队感。

华南师大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穆肃
开展线上教学的经验、建议

1. 学习在线教学的规律和教学方法，掌握在线教学的

基本方法和技能。

2. 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根据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与

学活动，把握好实时视频直播以及非实时在线资源

学习互动的平衡点，还可拟定若干条鼓励学生参与

教学互动的措施。

3. 现有在线优质教学资源很丰富，要充分用好国家、

省、市的在线课程资源，不一定要自己从头录课，

关键在于如何做好在线指导与学习活动组织。

4. 在线教学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包括教学平台、学习

资源、直播教学方法、组织方法、活动设计等，正

式上课前应进行试用和测试，并做好预案。

原文出处： https://mp.weixin.qq.com/s/oCB-qc1UFab84zQ-LknPFQ

https://mp.weixin.qq.com/s/oCB-qc1UFab84zQ-LknP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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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翁恺老师“直播间”亮了！

1:小屏直播 2:大屏工作 3:外接摄像头 4:触摸板 5:键盘
6:平板电脑 7:落地话筒 8:备用白板 9:备用灯光 10:闹钟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翁恺
关于直播的七个小建议

1. 尽量给用来直播的笔记本接一根网线，而不是依
赖WI-FI；

2. 笔记本屏幕的观看角度和摄像头的拍摄角度未必
一致，有可能产生一些“表情包”式的直播画面
，建议把笔记本架高站立讲课或是放低埋头讲课
；

3. 适合自己工作的位置未必是适合直播的位置。老
师们在选择直播场地的时候，可以特别关注一下
自己的背景；尽可能选择简单、整齐的背景；

4. PPT宜采用浅底色、等线字体，最好能改成宽屏
16:9的，右上角适当留白。

5.屏幕分辨率适当降低，直播对屏幕分辨率要求不
高，可采用720P而不是屏幕的原始分辨率。

6. 演示软件操作时，尽量做局部放大动作，让学生
看得更清楚。

7. 在正式开课前，跟同学们来一次小范围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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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互动的多样选择

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

余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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