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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有课介绍 

目睹有课是一款为企业提供专业的内部直播培训工具。解决企业传统的培训难问题，

目睹有课从功能易用性，平台安全性，场景契合性三个方面出发，规划开发产品功能。首

先，通过直播能让培训者在特定时间内进行培训活动。能大大改善传统点播培训缺少互

动，无参与感，随意枯燥的劣势，又能在培训中收集到更多维的数据结果，提升培训效果

产出。其次，我们规划了包括组织，通知，培训，考核等在内的标准培训流程，通过清晰

直接的培训方式降低线上直播培训的门槛，提高产品竞争力。我们深刻了解一场有结果的

培训对公司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能让培训不再流于形式，目睹有课提供多位的数据报告和

实用的互动功能让组织者了解到培训质量，产出培训结果和报告。 

1.2 界面预览 

控制台登录主界面预览： 

主界面为主账号和管理员发起，控制培训时使用的后台管理界面，主要包括培训管理，用

户管理，数据统计，媒体库，账户中心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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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控制主界面预览： 

直播控制页面为培训发起方在直播时控制的页面：主要包括前期设置模块（邀请观看人

员，观看地址查看），功能模块（提问），直播互动模块（聊天，观众在线列表），直播

方式设置（直播发起工具，回看设置）等功能 

 

1.3 术语描述 

推流：指的是把采集阶段封包好的内容传输到服务器的过程，在本文档中特指将直播视频

的图像和音频数据，通过推流地址发布到网站上的过程。 

解码：把蕴含信息的编码翻译或恢复成信息（文字、数据或图像等），本文档中指的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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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中一种对图像的处理方式。 

 

1.4 运行环境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7 及以上；macOS 10 及以上 

浏览器：Chrome 60 以上（一些功能仅支持该浏览器） 

硬件要求：CPU  2 核   内存 4G 

2.登录有课控制台 

2.1 帐号登录 

用户可通过目睹官网登录到控制台，登录地址为：http://youke.mudu.tv/  

 

进入登录页面后，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可进行登录，登录成功后进入控制台： 

http://youke.mudu.tv/用户可通过目睹官网登录到控制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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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训管理 

培训管理可供使用方（一般为培训发起／组织人员）掌控整体直播培训从创建，使用到结

束的整个过程。包含直播培训的创建，直播控制，发起直播，直播互动功能的使用，培训

数据结果的查看等功能， 

3.1 创建培训 

点击界面右侧上方创建按钮培训按钮，输入培训主题，开始时间，培训封面，培训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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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培训共分为两步，填写完第一步培训基本信息后，点击“下一步”填写其他信息。如

下： 

 

选择好培训类型、直播方式以及观看方式等，最后请勾选“我同意”《有课直播管理条

例》，点击完成就可以完成一场培训的创建。 

现支持对已建立的培训进行培训主题，培训时间的修改。 

支持删除某场培训：请谨慎进行删除操作，删除后所有培训信息将被删除。 

鼠标悬浮在某场培训上时，可看到修改信息按钮和删除培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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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培训成功后，直接进入培训控制页面：也可点击直播控制按钮进入培训控制页面。此

页面主要包括所有在直播时使用的功能： 

主要包括左侧功能栏：文档，提问，视频功能。 

下侧直播控制栏：开始／结束直播，直播方式。  

右侧互动聊天栏：聊天，问答，观众列表 

上侧功能栏：回首页，培训控制，数据统计，观看设置，观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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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功能具体介绍详见章节：4.2-4.8 

 

3.2 培训分类 

在培训管理页面点击分类管理可创建培训分类 

 

分类创建完毕后，可为创建的培训设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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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培训类型 

单讲师培训：一个讲师发起一场培训，观众人数取决于您购买的并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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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嘉宾培训：一个讲师可以通过嘉宾链接邀请 4 个企业外的嘉宾共同开启一场

直播。 

 

3.4 邀请学员和讲师 

邀请观看功能为允许培训组织方设置本场直播允许观看的对象并对其发送短信通知。请在

直播开始之前设置好允许观看的对象。 

3.4.1 邀请观看人员设置 

点击观看设置按钮，弹出框选择指定制定人员观看（非公开）后，点击指定人员，进行观

看人员选择，支持选择部门或具体人员。选择后点击保存按钮即设置成功。 

其中可通过弹框左下角前往导入按钮进行人员导入，具体操作参考“5.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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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发送通知 

目前支持使用短信功能通知观众直播信息。 

点击“保存并通知”即可使用短信通知观众功能，短信内容暂不支持修改，为固定格式培

训名称+培训时间+直播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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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观众登录方式设置 

支持对观众登录方式进行修改：可供选择：手机号或邮箱+动态验证码或密码的登录方

式：如下显示:  

 

按照需求进行相应的勾选，点击保存即可，可选择手机号+动态验证码/密码或邮箱+动态

验证码/密码的观众登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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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邀请讲师 

对于不在组织架构内的讲师，管理员创建培训后，可通过控制台“讲师设置”设置专属的

讲师登录地址和用户名密码，讲师可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控制台进行授课： 

 

3.4.4.1 讲师登录 

讲师在得到培控制台登录的地址和用户名密码后，可同伙链接访问登录界面： 

 

讲师登陆成功的控制台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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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观众登录 

组织方可以通过将观看地址分享给学员进行登录。观看地址可以在控制台获取，也可以通

过短信发送。 

 

支持通过网页端或移动端进行登录操作： 

根据 4.2.3 选择的登录方式不同，分别出现以下登录页面：动态验证码登录和固定密码登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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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目睹有课支持无需进行身份验证的公开观看，您可在登录设置中开启 

观众登录成功后，手机端观看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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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开始直播 

组织方可在培训控制进行开始直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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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文档应用 

目睹有课支持文档（PPT、PDF、word 等）直播，将本地的文档上传转码，完成后即可应

用文档，开始直播后，导师可以 PPT 上进行文本批注，同时培训控制页面的文档及批注记

录会同步给所有观众，配合摄像头直播可以直播共享 PPT，如下图所示 

 

 

温馨提示：ppt 上传后需要一定时间的转码，请在直播前先提前 1-2 小时上传 ppt 文

件，以防影响直播。 

示例图如下： 

  

转码完成后点击【使用】即可展示文档。 

上传成功的文档即支持下载，管理员或讲师可在培训控制页面开启指定文档的下载权限，

观众即可在观看页面下载（目前仅支持 pc 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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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有课支持摄像头、有课助手、专业设备推流三种直播方式，如下图所示，其中摄像头

直播无需安装任何软件。 

3.6.2 摄像头直播（无需下载软件） 

摄像头直播是通过电脑摄像头和麦克风采集音视频进行直播的方式， 此时便可在直播预览

框看见摄像头画面。 

 

点击开始直播，观众便可在观看页面中看见直播，可在直播时随时启用或切换不同的

ppt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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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1 网页桌面共享（需下载安装谷歌插件） 

开启摄像头直播的情况下，点击视频框右下角的“桌面共享”按钮，按照安装说明可实时

分享当前桌面、应用程序窗口、浏览器标签页 

插件安装提示： 

 

共享桌面操作面板： 

 

3.6.2.2 控制台网络信号检测及画面质量调整 

 在摄像头直播的模式下，支持检测视频上传和音频上传的实时码率，用可根据实际情

况对画面质量进行调整，画面质量越高，对网络带宽要求越高，画面清晰度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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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质量选择可在直播前和直播中进行切换，切换后立即生效。 

当画面质量为最低时，网络环境仍未得到改善，可关闭摄像头进行纯音频直播： 

 

3.6.3 有课直播助手 

使用有课助手直播需要先下载并安装有课直播助手，如需下载请点击立即下载，也可以在

选择直播方式的页面下载，此方式更适合高阶用户，和需要直播桌面的客户，如下图所示 

http://static100.mudu.tv/app/%E6%9C%89%E8%AF%BE%E7%9B%B4%E6%92%AD%E5%8A%A9%E6%89%8B.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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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课助手安装成功后，点击启动（如果出现提示弹窗，请允许打开）：可在有课助手中添

加桌面，ppt 窗口，摄像头等画面。也支持添加图片，文字，视频等元素。具体更多操作

参见“8、有课助手使用说明” 

点击开始直播，学员即可在观看端看到直播。 

 

网页端点击结束直播，即可关闭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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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设备推流直播 

目睹有课支持通过推流设备进行直播，只需将推流地址填写到对应的编码器或其他推流设

备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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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培训提问及试卷（问卷）功能 

提问和试卷功能为平台上的特色功能。支持在直播中进行实时提问和随堂考试，学员端将

实时出现问题弹框或试卷。讲师可在后台实时看到答题统计，并随时结束提问，结束后未

答题的学员观看页弹框将自动消失。不在线的学员无法补答。讲师可以通过这个及时提问

来检验在线人员的培训情况，也可以通过试卷功能考察学员的培训学习情况，从而形成较

准确的培训结果。 

 

3.7.1 培训提问 

3.7.1.1 创建问题 

点击添加提问进行创建问题（直播中、直播前均可创建问题）。支持设置问题分值，答案

支持单选或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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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问题批量导入功能 

提问功能题目支持批量导入，下载指定模版填入，选择编辑完成的模版，点击上传完成导

入，如下图所示 

 

3.7.1.3 查看和编辑问题 

对未提问的问题，可进行编辑修改，已提问的问题，为保证答题数据准确性，暂不提供编

辑功能，仅支持查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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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删除问题：删除问题后，数据统计中的答题数据统计也将删除。 

 

3.7.1.4 提问和回答 

A）组织方通过点击开始提问，可进入提问状态：在弹框中可以实时查看当前在线人数，

回答人数，答题率，每个选项的选择人数和百分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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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由于视频推流和网络的问题，直播页面会有不同程度的延迟（3~15 秒左

右），但是提问是实时的，所以需要讲师在培训过程中控制提问的时间，建议在讲课过程

中，讲师说明将要开始提问，等观众反应后再进行提问。 

提问过程中，如果需要离开提问页面，那么可点击提问弹窗的右上角，最小化问题： 

 

最小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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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点击查看，再次弹出问题弹窗。 

B）回答 

在当培训管理端发起提问后，观众端将显示提问弹框： 

电脑端： 

 

手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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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选项，再点击提交即可关闭弹窗。为保证提问的及时性，在发起提问时不在线的

用户在后续进入直播页面中，无法再补答。 

3.7.1.5 结束提问 

在提问弹窗中，可以点击按钮直接结束提问： 

 

或者在最小化后，点击结束提问直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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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结束提问直接结束。 

3.7.1.6 提问数据 

问题关闭后，不仅可以查看答题统计，也可以查看答题详情，查看每一位学员的答题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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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试卷（问卷） 

点击左侧边栏“试卷”菜单中添加试卷，页面右侧会出现试卷编辑页面，如下 

 

同时用户也可以通过批量导入的方式将线下按照标准模板编辑好的试卷导入，供课堂使

用，导入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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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结束后，可通过数据统计进入试卷统计的专门统计页面，可通过左上方的试卷筛选功

能对不同试卷进行筛选，以查看不同试卷的统计结果，如下 

 

3.8 培训聊天管理 

培训控制右侧为培训观众管理区域：可以查看学员的聊天内容，后台支持以主持人名义发

送聊天，后台支持开启和关闭观众聊天内容。也可以删除某条聊天内容。 

未勾选允许观众聊天功能时，主持人仍可以在后台发送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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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查看观众和观看设备 

点击观众 tab，可查看在线员工列表，且可查看到员工的观看方式（电脑端、手机端） 

3.8.2 删除聊天 

 

鼠标移到想要删除的评论上方，将会出现删除按钮，点击即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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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QA 问答 

QA 问答是一个讲师与观众互动的功能，需讲师在控制台将本功能开启，观看页才会展示

该模块。 

学员进行文字提问，讲师可针对学员的文字提问进行文字回复，支持多次回复。 

功能效果如下图所示： 

 

学员的提问默认为私密状态，仅讲师和提问者能看到。讲师可将问题设为公开，公开之后

所有参与培训的人员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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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可以根据问题的公开、私密、已回复、未回复状态对问题进行筛选。 

问题可以被清空或删除，但删除后会同步删除相应的数据。 

3.8.4 视频连麦 

视频连麦支持讲师和学员间的音视频互动。仅支持 PC 端观看的观众参与连麦 

连麦功能仅能在直播中使用，频道成功创建后默认开启连麦功能，讲师可邀请学员参与连

麦，或者开放连麦申请权限，由学员申请连麦。如下图所示 

 

 

特殊情况： 

1.连麦有回音 

请连麦的参与者都使用耳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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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设置视频点播 

视频点播功能为让学员能在直播结束后回看需要的精彩点播视频。结束直播时，会弹出弹

窗提示，默认勾选将本场直播设置为点播状态，视频设置为回看后，学员可在个人中心点

击观看，点播视频生成是的时间大学需要 3 分钟左右，如下图所示 

 

3.10 视频上传 

支持本地视频的上传，目前支持 rm，rmvb，wmv，avi，mp4，3gp，mkv，flv 视频格

式，可将本地上传的视频设为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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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培训数据统计 

目睹有课提供了详细的培训数据统计供组织方参考。主要为呈现培训整体结果的培训报

表，学员登录记录统计，问题统计等，方便从各方面分析培训效果。 

3.11.1 查看方式 

A）在培训控制中点击数据统计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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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点击培训管理列表中的数据进入 

 

 

3.11.2 培训报表 

在培训结束后，将会生成一份数据报告，以图表的形式展示观众的到场情况、在场时间，

培训的提问情况等培训关键数据。培训报表支持导出为 pdf 保存，方便团队讨论培训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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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参与人员 

参加过培训的人员都会记录在这个列表中，数据包括用户的总在线时长、在线流水、以及

答题的情况。支持根据时间筛选数据，筛选后只展示筛选时间段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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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可以导出为 execl 文件进行保存。在导出的文件中有两张表格，一张是可以看见用

户的到场情况、答题情况等用户相关数据，另外一张是用户的在线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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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问题统计 

以列表的形式，展示用户的回答情况。 

 

此表格可以导出为 execl 文件进行保存。在导出的文件中，可以看见问题的回答情况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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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功能主要分为两块： 

第一是：学员管理。即用于对所有直播观看用户（学员）的信息录入和管理：支持批量导

入，组织架构的显示，修改信息，删除等功能，直播培训的邀请对象需在直播前提前导入

到用户管理中，才能被选择邀请，为保证培训安全性和人员数据统计准确性，目睹有课不

支持匿名登录观看直播。 

第二是：管理员管理。适用于大企业中多个独立区域进行独立培训的场景，可根据部门

（区域）切分成不同管理模块，设置对应的管理人员，支持对管理人员权限的分配。 

4.1 学员管理 

4.1.1 添加学员（观看对象） 

a、批量导入： 

平台支持批量导入学员信息功能。请下载平台提供的名单模版，按模版规则填写相关信

息，通过批量导入按钮上传文件即可进行学员导入。支持分批导入操作，单次导入数量建

议 2000 条以内。有重复学员的信息，采取以手机号为唯一凭证更新学员信息规则：如第

二次导入的某学员手机号已存在，部门不同，则部门更新为第二次导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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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单个添加： 

点击添加人员按钮：在弹出框中填入学员相关信息，即可完成添加人员操作。其中，手机

号和邮箱不允许与已导入学员重复。 

 

4.1.2 部门管理 

支持组织架构的添加，可通过批量导入，也可在左侧进行部门的添加或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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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信息修改 

支持对已导入的学员信息进行编辑修改，删除。 

 

允许同一学员在多个不同部门，若需要彻底删除此学员，请选择将员工从所有部门删除，

否则默认仅删除当前所在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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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通过多选来批量删除学员。 

4.1.4 人员搜索 

支持通过输入用户名／手机号／部门来搜索定位某学员或部门。 

 

4.2 管理员管理 

管理员功能为企业版专享功能，未开通企业版显示以下默认介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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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企业版后，默认页面为： 

 

 4.2.1 创建管理员组 

一个管理员组是相同权限的一批管理员的组成。系统默认生成一个管理员组，可以点击编

辑权限进行修改，也可点击右上角新增一个管理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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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支持修改用户管理的操作权限和人员信息展示权限。其中若勾选了操作权限中的任意

一个权限：增加，删除，编辑人员，则人员信息展示权限将全部勾选。 

如下示意： 

 

4.2.2 添加管理员 

选中管理员组之后，点击添加管理员，可从 5.1 中导入的人员中选择对象，选定后进行选

择该管理员的管理对象范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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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成功后将显示在以下列表：点击编辑范围可重新选择管理对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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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同管理员之间的信息是相互不可见的，管理员只能看见自己创建的培训及培训生

成的视频。而主账号可以看见所有的培训和视频。 

4.2.3 管理员登录 

管理员登录地址为显示在此功能管理页面上方，如下以下显示，不可更改： 

 

打开链接会跳转到登录页面，管理通过自己的手机号加手机验证码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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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后管理员控制首页如下显示： 

 

培训管理，数据统计和媒体库都只展示该管理员创建的培训相关内容。相关功能操作见本

文其他说明。 

5.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功能为用户提供了账户级的相关培训数据整理和归纳统计。 

5.1 数据概况 

数据概况展现了账户的整体情况：培训场次，在线人数分布，培训状态分布，培训观看方

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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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有课产品使用说明书 

 51 

 

5.2 培训统计 

展示账户所有的培训信息，方便管理员对比查看培训的效率和成果。 

 

6.媒体库管理 

媒体库主要存放直播中录制的视频，支持对视频的下载，删除，名称修改。 

6.1 培训视频管理 

鼠标悬停到具体视频可查看功能操作键，点击播放即可查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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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视频名称： 

 

下载视频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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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视频：

 

 

 

批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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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账户中心 

账户中心为用户账户可用资源及资源消耗的展示页面，其下有 4 个二级菜单，依次为：账

户总览、资源管理、短信流水、结算账单 

7.2 账户总览 

账户总览为账户所有可用资源的汇总展示页面，包含当前账户的直播并发、点播并发、媒

体库容量、可用短信，当账户发生超额使用资源的行为时会生成未结算账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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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为账户资源包的展示页面，每个资源包都有各自的额度和有效期，账户的可用资

源是有多个资源包叠加组成的。根据资源包类型可将资源包分为：直播并发资源包、点播

并发资源包、短信资源包、存储资源包 4 种资源包；根据生效状态可将资源包分为：未开

始、使用中、已用完、已过期 4 种状态。您可根据资源包的生效时间、类型、状态对资源

包进行筛选。 另外您可将资源包数据导出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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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短信流水 

短信流水为短信消耗记录的展示页面，根据短信类型可将短信分为通知、验证码。您可根

据短信发送时间、短信类型对筛选出相应的短信发送记录，或者根据收信人的用户名、手

机号、或者培训的名称搜索短信发送记录。另外您可将短信消耗流水导出到本地 

 

7.5 结算账单 

结算账单为账户超额使用资源产生现金账单的展示页面，为账户的欠费账单。每种资源超

额使用后都会产生现金账单，包括：直播并发、点播并发、短信、存储。超额使用的资源

通过线下结算，后台操作后，账单的未支付状态会变为已支付。您可根据账单生成的时

间、资源类型、支付状态对结算账单进行筛选。另外您可以导出账单数据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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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专业设置 

专业设置为专业版和企业版才有的功能，可以进行 logo、域名、邮箱发送服务、登录方式

的设置 

8.1 品牌设置 

在该设置页面下可以进行系统前端显示的品牌信息的设置，如控制台 logo、网站标题、网

站域名、网站角标等，推流域名，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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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网站域名的定制，必须要将想要定制的域名解析到 youke.mudu.tv，否则会造成通过

定制域名无法访问的情况，具体的操作说明详见 http://mudu.tv/docs/10050 

8.2 登录设置 

如果是企业版，登录设置页面下可以修改企业子管理员的登录方式和普通学员的默认登录

方式，设置方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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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初次使用默认只支持指定人员观看，口令观看和公开观看这两种登录方式可在系统

设置-登录设置中开启， 

公开观看：学员输入昵称即可观看，适合完全公开的公开课培训 

口令观看：管理员预设口令密码，学员通过口令密码进入直播间。 

如果是专业版，没有管理员登录方式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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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个人中心 

管理员可在登录设置中将个人中心链接分享给学员，学员可通过管理员分享个人中心

链接登录个人中心，查看其培训信息，如下图： 

8.3 邮箱设置 

邮箱设置配置的是企业的邮件发送服务，具体的配置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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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可以选择是否要测试邮箱配置的正确性，如下图所示 

 

选择“是”后，输入一个常用收件的邮箱地址（请确保收件地址正确） 

 

点击发送测试邮件，如果配置正确，收件邮箱会收到一封邮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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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和发件账号都是之前配置的 

9.有课助手使用说明： 

9.1 使用方式 

进入或者新建一场培训，点击开始直右侧设置按钮选择直播方式中的有课助手直播，

如果还没有下载安装有课助手，请在弹窗中选择立即下载软件。如果已经下载请直接点击

启动即可打开有课助手。 

 

注意：助手需要一定的软件运行环境，所以首次安装时，未安装相关环境的需要允许助手

同时安装，否则会导致助手不可用。 

在网页的管理后台中点击开启开启直播，再选择启动有课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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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完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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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开始、结束直播 

开始直播：点击有课助手的开始直播按钮即可进行直播： 

 

 

注意：推流视频清晰度默认为标清，解码方式为软解码。如需修改默认配置，那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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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助手的设置中修改（参见 8.1.8 设置）。 

结束直播：助手端结束直播后，网页端的直播培训也会结束。 

 

 

 

9.3 本地录制 

本地录制功能支持在直播时将视频保存在本地，勾选左下角按钮即可开启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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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点击开始播放直播按钮设置进去修改保存位置和录制清晰度： 

注：默认录制分辨率和直播时分辨率一致，若更改为不一致，则会增加电脑消耗，电脑性

能不足会引起卡顿，请谨慎设置。 

 

9.4 添加窗口 

添加窗口功能用于添加电脑中的不同内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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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支持添加共享桌面，即直播自己电脑的桌面 

 

B）支持添加共享窗口：可选择不在最小化任务栏状态的所有窗口，如需要直播 ppt，

即可事先打开一个 ppt 窗口，选择即可。 

 

C）支持添加摄像头，直播主持人头像 



目睹有课产品使用说明书 

 68 

 

D）调整窗口大小： 

点击左侧的菜单栏，或者页面中的元素，即可看见窗口旁的红色线框，点击边框可调

整窗口大小， 

在右侧列表中拖拽可调整窗口层级位置。 

 

E）显示和操作 

点击菜单栏中的眼睛图标，即可显示或隐藏该窗口。支持上下拖动移动层级。点击齿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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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辑，点击删除可进行窗口删除。 

 

9.5 添加元素 

支持添加视频，图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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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声音管理 

左侧为系统声音：即是电脑扬声器发出的声音。(仅 windows 版本支持显示) 

 

右侧为麦克风声音，即控制直播出去的声音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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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在直播过程中出现回声，请关闭系统声音。 

 

 

9.7 设置 

点击设置的齿轮图标进入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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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推流设置 

推流培训：选择需要推流的培训； 

清晰度：选择推流直播的清晰度，可选项有：流畅、标清、高清。其对应的格式分别

为：流畅（360p）、标清（480p）、高清（720p）。 

码率：支持动态码率和静态码率选择，动态码率可随着画面的复杂度自动变化，带宽

占用相对较少，在网络不佳的环境中可选择此项。 

解码器选择：选择解码方式，可选有软件解码、硬件解码，其中软件解码对 cpu 的要

求相对较高，而硬件解码由于市场上电脑的硬件格式各不相同，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极

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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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声音设置 

麦克风：选择声音捕捉设备； 

系统声音：选择外放声音的捕捉设备。 

声音降噪：可一定程度降低环境杂音 

 

C). 本地录制 

存储位置： 

windows：默认存储在系统盘下的 Videos 目录下，可选择修改；mac：默认存储在：系

统的 movies 目录： 



目睹有课产品使用说明书 

 74 

示例：/Users/`username`/Movies 

清晰度：默认录制分辨率和直播时分辨率一致，若更改为不一致，则会增加电脑消耗，电

脑性能不足会引起卡顿，请谨慎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