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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线教学背景



一、在线教学背景



       为了服务好防疫期间的在线教学，我们编写了使用手册，供我校教师开展线上教学参考使用，远程

教学实现的形式主要有：录播教学、直播教学、在线视频会议互动、师生讨论。

       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推荐了线上教学流程—六步网课教学法。

 

一、在线教学背景



一、在线教学背景—基本过程

云平台录播、
直播或

选用在线资源

大类基础课
专业必修课
通   识    课
其他理论课

超星教学平台
上传课件

上传电子教材教参

学习通/微信群
/QQ群/云会议

按时点名
师生互动
在线答疑

电邮/
超星教学平台
收取批改作业

       我们按照在线教学的需求，编写了制作教学资源和实现在线互动的方法供老师们参考使用。请大家

批评指正，详细的使用资料和通告http://zxjx.hnie.edu.cn或https://xsjx.webvpn.hnie.edu.cn（包含软

件工具）。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修正。

形成教学过程
数据用于教学

分析



一、在线教学背景—技术支持方式

1、热线电话：58683995，早8点至晚上10点（在线

教学期间），提供课件录制、网络通信、师生互动等

方面的支持。

2、超星教学平台学生账号支持：

   教务处  王跃玲 18175192242 

   超  星  刘岸滨 15399997011  

           周志峰 18670730609

提供课件上传、访问异常等方面的支持

3、负责人联系方式：廖  毅 18975268868  

                   李珍辉 18007320678

                   张仕华 18973248908



二、在线教学主流形式

1、在线教学平台+云会议（社交软件）

2、在线教学平台直播



二、在线教学主流形式——在线教学平台+云会议（社交软件）

特点：

1、在线教学平台是基础，教学过程性数据采集太重要了！

2、选择师生视音频传输延时短，双向交互方便的云会议（社交软

件）。

3、云会议平台有的具有录制、回放功能，用于帮助学生课后复习。

4、课堂交互方式可以利用云会议的语音视频交互，或在线教学平

台提供的课堂交互功能

5、作业发布、收缴、批阅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完成



二、在线教学主流形式—超星学习通 + 云会议（社交软件）

超星学习通

云会议



二、在线教学主流形式—直播

截图通过QQ群、微信群发
给学生，学生可通过学习
通扫码、填写邀请码，或
者浏览器访问链接地址进
入直播间

电脑屏幕右上角出现
此控件，说明屏幕共
享已开始，之后它会
隐藏，可以将鼠标移
到右上角调出它，关
闭共享

填写直播标题和直
播简介

提示：超星学习通只适合错峰使用，平台使用人数多时延时大，不可靠



1、录播授课

2、超星学习通同步课堂

3、慕课授课

4、录播教室录课或授课

5、直播授课

三、在线教学5种模式



授课形式：

    课前的授课视频录制：一般采用录屏软

件自行提前录制，后面有详细说明。

    课中教师通过电脑上的云会议创建会议，

通过云会议软件分享电脑屏幕（即可播放

PPT内容，展示教学资料，使用电子白板进

行板书），教师头像、授课语音实时传送给

所有上课学生，通过学习通软件开展课中互

动（签到、投票、选人、抢答、主题讨论

等），课后进行作业布置、在线考试等。

    学生通过电脑或者手机上的云会议加入

在线直播讲课，实时观看教师的电脑屏幕内

容，收听教师的授课语音，在课中互动环节，

可以通过云会议的麦克风实时向教师提问或

回答问题；通过学习通软件参与课程互动环

节，完成课后作业、在线考试等。

    教师提前录制授课视频，上传至我校的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学生在课前自行

观看学习，课中（课表时间）教师进行在线答疑等活动。

三、在线教学5种模式— 1 录播授课

提示：主要方式，为形成网络课程积累资源



授课形式：

    教师通过手机学习通软件播放PPT课件，同步语

音授课，开展课中互动（签到、投票、选人、抢答、

主题讨论等），课后进行作业布置、在线考试等。

    学生通过电脑网页或手机学习通APP进入同步课

堂，在线观看教师的PPT课件，收听教师的授课语音，

参与课中互动。

教师利用超星学习通软件在线上课，学生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在线收看。

三、在线教学5种模式—2 超星学习通同步课堂

这种方式使用简单，现在平台压力大不流畅
不建议使用，建议用QQ或钉钉等方式！



三、在线教学5种模式— 2 超星学习通同步课堂



教师选择中国大学MOOC平台、学堂在线、超星尔雅、学银在线、智慧树等平台上现有的优质慕课资源，

学生在课前进行学习；课中（课表时间）教师进行在线答疑等活动；课后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

三、在线教学5种模式—3 慕课授课

授课形式：
    课前教师给学生指定优质慕课资源。
课中教师通过电脑上的云会议创建会议，通
过云会议软件分享电脑屏幕（即可播放PPT内
容，展示教学资料，使用电子白板进行板
书），教师头像、授课语音实时传送给所有
上课学生，通过学习通软件开展课中互动
（签到、投票、选人、抢答、主题讨论等），
课后进行作业布置、在线考试等。
    学生通过电脑或者手机上的云会议加入
在线直播讲课，实时观看教师的电脑屏幕内
容，收听教师的授课语音，在课中互动环节，
可以通过云会议的麦克风实时向教师提问或
回答问题；通过学习通软件参与课程互动环
节，完成课后作业、在线考试等。



授课形式：

    教师准备课件材料授课，通过学习通软件开展课中互动（签到、投票、选人、抢答、主题讨论等），课后

进行作业布置、在线考试等。

    学生电脑或手机访问在线直播页面，实时在线上课；课中互动环节，通过手机端学习通软件参与课堂互动。

    利用微课室、精品课程教室、虚拟演播室三间录播教室，教师可以方便地录课，教师可按课表时间上课，

以网上直播的方式播出，学生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在线收看。

三、在线教学5种模式— 4 录播教室录课或授课

前提：需要将直播音视频流推送给互联网直播平台，有需求我们商量解决方案！

微课室 精品课程教室 虚拟演播室



授课形式： 

    教师通过电脑上的云会议或直播课堂创

建会议，通过云会议软件分享电脑屏幕（可

播放PPT内容，展示教学资料，使用电子白板

进行板书），教师头像、授课语音实时传送

给所有上课学生，通过学习通软件开展课中

互动（签到、投票、选人、抢答、主题讨论

等），课后进行作业布置、在线考试等。

    学生通过电脑或者手机上的云会议加入

在线直播讲课，实时观看教师的电脑屏幕内

容，收听教师的授课语音，在课中互动环节，

可以通过云会议的麦克风实时语音回答问题；

通过学习通软件参与课程互动环节，完成课

后作业、在线考试等。

教师定时(课表时间)在线直播讲课，学生在线实时观看学习。

三、在线教学5种模式—5 直播授课



四、在线教学工具

1、云会议和社交工具

2、录屏工具



二、在线教学主流形式—主流云会议平台及社交软件平台



四、在线教学工具—社交软件

主要有微信群、
QQ群和学习通，
学习通的数据便于
统计和分析。



四、在线教学工具—腾讯课堂



四、在线教学工具—钉钉

第一步：电脑上打开钉钉，进去之后，点击通讯录，如下图所示：



四、在线教学工具—钉钉

第二步：进去通讯录之后，点击我的群组，选择要直播的群，如下图所示



四、在线教学工具—钉钉

第三步：进去要直播的群之后，点击直播图标，如下图所示：



四、在线教学工具—钉钉

第四步：输入直播主题，选择直播模式，一般讲课选择屏幕分享模式，点击创建直

播，如下图所示：



四、在线教学工具—钉钉

第五步：创建直播之后，等待一会儿，点击开始直播，就开始直播了，屏幕分享

模式，可以讲ppt课件等，如下图所示：



四、在线教学工具—腾讯云会议



四、在线教学工具—ZOOM

https://zoom.com.cn/



四、在线教学工具—自助录课利器EV录屏

使用教程

对整个电脑屏幕进行录制

框选录制区域，仅对区域内进行录制

仅录制麦克风的收音

不录麦克风的收音

将摄像头的大小及位置进行调整，
完毕后回车

作用：1、录制教学视频，2、转录优质教学资源



步骤1：打开电脑麦克风或插入带麦克风的耳机（一般用于接听手机的耳机线即可）；

打开电脑音量开关， 并将音量选取至适合位置。 

四、在线教学工具— Office PowerPoint录屏



步骤2：在电脑上使用2013及以上版本的Office软件， 打开一个课件PPT，选择菜单栏里的

“插入” —“屏幕录制”。 

四、在线教学工具— Office PowerPoint录屏



步骤3：上一步点击“屏幕录制”之后，PPT将缩小到任务栏中，同时屏幕上方出现下图所示的录制控件，可以直

接点击“录制”，此时进行全屏录制；也可以点击选择区域，框选一个屏幕区域，则只有此区域内的画面将被录

制下来；录制过程中，您通过电脑麦克风的语音也会录制下来。

四、在线教学工具— Office PowerPoint录屏



步骤4：上一步点击“录制”之后，屏幕会有一个倒计时，同时提示可以按“window键+Shift+Q”停止录制。倒

计时结束，您就可以开始录制视频了。此时您在录制窗口内的任何操作，打开其他软件，都将被录制下来。

四、在线教学工具— Office PowerPoint录屏



步骤5：若要结束录制，您可以按“window键+Shift+Q”停止录制，也可以将鼠标移动到屏幕上方正中，在弹出的

录制控件上点击结束按钮。

四、在线教学工具— Office PowerPoint录屏



步骤6：录制结束之后，在您操作步骤2的PPT页面，将生成一个视频文件，可以保留在PPT中进行播放，也可以

按步骤7将其另存为其他格式。

四、在线教学工具— Office PowerPoint录屏



步骤7：右键生成的录屏文件，选择“将媒体另存为”，将其保存到您指定的位置。

四、在线教学工具——Office PowerPoint录屏



步骤8：在保存的位置可以看到生成了一个MP4格式的视频文件，可以看到此视频文件的分辨率为1920*1080，

即1080P的高清格式。

四、在线教学工具— Office PowerPoint录屏



步骤1：打开电脑麦克风或插入带麦克风的耳机（一般用于接听手机的耳机线即可） ；打开电脑音量开关， 并

将音量选取至适合位置。 

四、在线教学工具—在PPT中嵌入授课语音



步骤2：打开一个课件PPT，选择菜单栏里的“幻灯片放映” —“录制幻灯片演示”，选择“从头开始录制 ”。

四、在线教学工具—在PPT中嵌入授课语音



步骤3：弹出一个选择框， 用于确认需要同步录制的内容， 两个选择框应全部选中。  

四、在线教学工具—在PPT中嵌入授课语音



步骤4：点击“开始录制”按钮后，幻灯片开始播放，此时教师可以进行PPT课件的讲解，所有的讲解音频将随着

PPT页面上的动画播放和页面切换等操作同步录制。 

    左上角的录制控件有两
个时间，前面的是当前页的
录制时长，后面的是已录制
的累加时长。

重要技巧1：每页PPT开始计
时后再讲解，PPT换页时不
要讲解。

重要技巧2：录制控件上的
回退按钮可以重新录制当前
页。

重要技巧3：暂停键可以暂
停录制。

四、在线教学工具—在PPT中嵌入授课语音



步骤5：将鼠标移至左下角，会出现一些工具，可以选择“笔”，利用它们在PPT中进行强调和标注。

四、在线教学工具—在PPT中嵌入授课语音



步骤6：按ESC键可以退出PPT放映，可以看到每个PPT页面右下角有一个小喇叭，这里保存了当

前页的音频，可以点击来试听。一定注意保存PPT。 

四、在线教学工具—在PPT中嵌入授课语音



步骤7：勾选下图红框，点击“从头开始放映”，检查录制的成果。

四、在线教学工具——在PPT中嵌入授课语音



步骤8（可选）：选择PPT菜单中的“文件”，按下图操作，可以将PPT转换成为MP4格式的视频文件。在创建视频

文件的过程中，因录制的音频时长、PPT页数以及电脑配置等因素，创建的过程可能比较长，请耐心等待完成。

四、在线教学工具—在PPT中嵌入授课语音



四、在线教学工具— WPS录屏

使用教程



视频类：上传前统一转换格式为 720P MP4（包括本身为 MP4 格式的）， 大小不超过 

200M；

音频类：建议上传前统一转换格式为 MP3（包括本身为 MP3 格式的）；

文本类：建议不超过 30M； 图片类：格式都支持，尽量压缩小一点。

1、用“格式工厂”软件处理。

2、用EV剪辑对视频文件处理，可以截断不需要的部分。

3、以上使用方法请访问学校线上教学网站。 

   

四、在线教学工具— 课件的后期处理



四、在线教学工具—课件的后期处理



五、在线教学硬件设备

教师端：

联网电脑（I5 CPU以上）、麦克风（支持语音直播，笔记本电脑自带麦克风或外接降噪麦克

风）、摄像头（笔记本自带摄像头或外接摄像头皆可，可以配套设备支架）。

手机配置：请尽量使用主流6G内存，6.6寸及以上屏幕。

教师授课录制电脑软件干净无病毒，关闭不需要用的软件和弹窗，要处于安静环境，防止外

人干扰，手机处于飞行模式，打开Wi-Fi。

学生端：

智能手机或电脑。

直播网络：

无线有线网络均可，建议有线网络更加稳定。



五、在线教学硬件设备— spotlight翻页笔

不是必配设备，具有探照灯功能，说课时帮助提醒重点。



五、在线教学硬件设备— wacom手写板

不是必配设备，手写板的面积和A4幅面一样大，便于说课时作标记，

用于白板上书写演算过程。



五、在线教学硬件设备—网络摄像头罗技C310

不是必配设备。

外置摄像头比笔记本电

脑内置摄像头更方便调

整拍摄角度。

安装驱动程序后，在录

屏或直播软件中一定要

选择该设备使用！



六、在线教学建议操作

操作 时间 工作内容

掌握教学平台、直播平台功能 课前 掌握所选择的在线教学平台、工具、直播软件等操作使用

确定教学计划 课前 调整在线教学计划，准备好预案

确定考核标准 课前 确定考核方案，线上、线下考核占比

调整教学课件 课前 调整教学课件，按在线教学的特点和节奏进行调整

准备课程作业 课前 准备课程作业

课程录制 课前 利用录屏工具将课程提前录制

建立课程群 课前 建立课程的qq群、微信群

课程资料上传 课前 上传课程资料至在线教学平台、课程群，让学生提前预习

发开课通知 课前 告知本节课的课程内容、授课方式、使用工具、课程预案

直播调试 课前半小时 提前调试课程中使用的各种软硬件设施

在线授课 课中 利用直播工具、在线教学平台提供的视频、语音、互动功
能完成授课

课后作业 课后 利用在线教学平台的作业模块、社交软件等进行作业的发
布、收缴、批阅

在线答疑 空闲时间 通过在线教学平台、社交软件等提出问题、回答问题

在线教学的资源准备和教学过程，超星学习通平台+QQ群或其他方式，教学时防止与学生失联。



六、在线教学建议操作

特 别 建 议

      网络教学平台录播课与面授课课时的对比关系通常为：25分钟录播课≈45分

钟面授课。

      建议每一讲视频控制在8~10分钟，事先设计问卷，课中发布，让学生抢答。

      说明：一节45分钟的面授课转换为录播课后，总视频的时长通常在25分钟左

右。 请将其分成3讲录制，每一讲视频的时长约为8~10分钟。建议保存为“高清

720P” 模式的mp4文件。

       如果希望录制包含教师画面的视频请用EV等录频工具软件。



六、在线教学建议操作

录制前注意摄像头安装位置，

调整好主讲教师的图像，教

师着装整齐，保持一个面对

学生、端庄的形象。教师后

面的背景整齐规范，确保整

体效果。



六、在线教学建议操作



一平三端使用手册 视频演示 同步课程教学

七、超星平台培训材料



速课教学 同步课堂详细介绍及演示 网课制作步骤

七、超星平台培训材料



网络信息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2020年2月



湖南IPTV课程直播模式

长沙市教育局统一安排课表，请各个课程的教学名师进行课程录制，由湖南电信上传至IPTV平台；仅长沙地区的
IPTV用户可以观看，后台仅统计观看次数；学校组织学生观看，课中互动、课后作业通过线上的微信/QQ等社交
媒体工具进行

附、中小学——IPTV课程



湖南IPTV课程直播模式

附、中小学——IPTV课程



湖南IPTV课程直播模式

附、中小学——IPTV课程



湖南IPTV课程直播模式

附、中小学——IPTV课程



特点
1、汇集名师，统一授课
2、电视播出，不受网络影响
3、单向讲授，无互动
4、可回放
5、结合线下答疑，通过社交工具进行作业发布、收缴
6、学生学习情况由家长监督
7、教学过程性数据无法采集

附、中小学——IPTV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