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教室常见问题解答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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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1.1 产品介绍： 

SYLive® 是一款用于实时互动教学的在线教室软件，由胜友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设计开发，以下简称为“在线教室”。 

 

1.2 产品优势： 

在线教室® 为老师和学生用户提供：高达 720P/1080P 的高清音视频互动通道、高品质

的教学多媒体互动共享功能、以及低带宽占用/高稳定性/超大并发的用户接入服务。 

 

1.3 使用场景： 

大班互动教学、小班互动教学、一对一互动教学、双师课堂（教师直播间/学生端）等 

 

1.4 产品功能： 

定制化 PC 客户端（Windows/Mac）API 集成 

定制化移动客户端（iOS/Android）SDK 集成 

本地+云端录播及定制化 AI 情绪识别分析接口 

在线题库/智能硬件/答题器/IM 服务 API 集成 

 

1.5 最新版本： 

Windows：2.31 

Mac：2.8 

 



2. 在线教室® 快速入门 

2.1 Windows 

 

注：安装 Windows 系统的 PC、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均适用 

 

2.2 Mac 

 

注：iMac 电脑、Macbook 系列笔记本均适用 

 

 



2.3 iOS 

 

注：iPad 平板、iPhone 手机均适用 

 

2.4 Andorid 

 

注：安卓 Pad、安卓平板电脑、安卓手机均适用 

 



3. 系统操作指南 

3.1 准备工作 

系统使用软硬件环境建议： 

 

 

用户自行查看软硬件信息的方法（Windows）： 

 

 

用户自行查看软硬件信息的方法（Mac）： 

 

 



硬件购买推荐选型（参考）： 

 
 

 

3.2 客户端程序的安装及使用 

我们为客户提供完全定制化品牌的客户端程序（Windows/Mac）和移动端 SDK 服务，

SYLive 在线教室®作为底层基础服务模块，会被客户端程序自动调用。 

 

注：关于定制化客户端程序的安装及使用细节，不在本文档中做详细介绍，一般可参考

客户官网或相关程序手册。 

 

 

3.3 进入 SYLive 在线教室®后的常用操作 

客户端程序自动调用 SYLive 在线教室®的过程，在设计上不需要用户做任何操作。 

 

3.3.1 进入在线教室后的首要设置 

 

 



3.3.2 设备检测及常用设置 

 
 

 
 

 



 

 

 

 

 
 



 

 

 
 

 

 



4. 常见问题 

【问题编号】：001 

【问题描述】：在双屏模式下，老师端 PPT 全屏放映，有时会遮挡扩展屏幕（学员画廊视图），导

致老师只能看到 PPT，而看不到学生。 

【出现频率】：高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该问题与老师端电脑的 PPT 放映模式配置有关，按下图修改即可解决。 

 

【问题编号】：002 

【问题描述】：学生端可以与老师正常音视频互动，但是老师端共享 PPT 时（含有动画/音频/视频

等），学生端没有听到 PPT 的声音。 

【出现频率】：高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 

学生端可以与老师正常音视频互动，说明学生端音频连接正常（麦克风/扬声器）。 

如果老师端共享包含声音的 PPT（嵌入音频、视频、动画等），则应按下流程操作： 

（1）点击绿色【共享屏幕】按钮； 

（2）在弹出界面内，选择您要共享的 PPT 程序； 

（3）勾选【共享声音】选项。 

（4）点击蓝色【共享屏幕】按钮，学生端即可听到声音。 

 

注：如果未勾选【共享声音】选项，则学生端的效果是可以看到画面，但没有声音。 



 

特别提示：在【共享声音】选项旁边，有一个【优化视频共享】选项，一般情况下，请勿勾选该选

项，这个选项的功能是降低共享数据流的视频分辨率，主要用于网络环境恶劣的极端场景下，一旦

勾选，会严重影响共享内容的视频清晰度。 

 

注：如果老师端未使用头戴式麦克风&耳机，那么学生端有可能通过老师端麦克风听到老师端外接

扬声器（音箱）的声音，这种情况下，声音品质可能较差，同样需要按上图方法进行优化解决。 

【问题编号】：003 

【问题描述】：扬声器/麦克风/摄像头无法正常工作，或相关选项无法进行设置 

【出现频率】：高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 

原因一：没有对应硬件或者硬件损坏 

处理办法：需要增加硬件 

ü 便携机可以兼容安卓耳机，非苹果机器无法使用苹果耳机麦克风 

ü 音频输入输出分离插口的台式机，需要对应的耳麦，或者通过转接口接耳机 

原因二：硬件被其他软件占用 

处理办法：退出相关软件，清理缓存 

ü 前台占用，退出对应程序即可 

ü 后台占用，需要结束对应进程，或者重启电脑 

原因三：硬件使用请求被拦截 

处理办法：允许程序使用扬声器/麦克风/摄像头 



ü 调用请求被误点拒绝，或者确认的，退出程序，重新进入教室，允许程序使用扬声器/麦克风/

摄像头即可 

ü 摄像头使用被辅助软件拦截的，可以退出安全软件再使用，或者把直播 app 加白名单 

原因四：系统不识别 

处理办法：更新主板，声卡/显卡驱动（主板、显卡/声卡驱动太老旧，不支持视频编解码） 

【问题编号】：004 

【问题描述】：客户端相关软件安装不成功 

【出现频率】：高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 

原因一：Windows 用户未允许系统运行安装文件 

 

原因二：Windows 用户 360、电脑管家之类第三方安全软件禁止安装 

建议处理方法如下： 

ü 根据提示，【允许】程序修改注册表 

ü 根据权限提示，【始终允许】安装程序的操作 

 



原因三：Mac 用户不熟悉安全性设置（安装第三方软件都会涉及） 

 

 

【问题编号】：005 

【问题描述】：点击进入教室或上课按钮后，程序停止不动（界面卡住/无反应） 

 



【出现频率】：中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 

停止不动的原因排查流程： 

第一步：检查一下系统配置 

ü 右键【我的电脑】，选【属性】 

ü 或者打开直播客户端【帮助中心】的【环境检测】选项卡 

第二步：看插件是否安装正确 

ü 打开直播客户端【帮助中心】的【环境检测】选项卡 

第三步：查看是否被防护软件拦截/查杀 

ü 用浏览器访问直播课程首页，看是否能登录。浏览器可以进入而客户端不能，说明被拦截，需

要添加白名单 

ü 或者【退出】、【卸载】防护类软件重试，如果重试成功，说明客户端被拦截/查杀了 

第四步：检测网络情况 

ü 方法一：点进入教室界面的【测网速】，截图发给技术支持 

ü 方法二：浏览器访问【www.speedtest.net】，测试结果发给技术支持 

 

 

停止不动的原因及对应处理办法： 

1.  网络不达标 

ü 电信、联通的家庭宽带可以重启路由器尝试 

ü 共享宽带需要更换网络（手机有 4G 信号的可以使用手机热点） 

2.  插件没装上 

ü 确诊办法：点击进入【帮助中心】查看插件（SYLive）是否安装正确 

ü 处理：重装插件（重装客户端，或者单独装插件） 

3.  电脑配置过低 



ü 配置要求请参考系统使用环境建议 

4.  客户端被防护类软件拦截 

ü 方法一：把客户端加入防护软件的白名单 

ü 方法二：退出或者卸载相关软件，使用 windows 自带的安全服务 

 

【问题编号】：006 

【问题描述】：双屏模式下，第 2 显示器的部分区域或全部区域无法进行注释（书写） 

【出现频率】：低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 

双屏模式下，系统自带画笔（注释功能）一般在某一个屏幕区域生效，可以选择主屏，也可以选择

扩展屏（第 2 显示器）。 

同时，操作系统的【显示】——【缩放与布局】——【更改文本、应用等项目的大小】设置建议

修改为 100%，可以有效避免双屏模式下的注释异常。 

 

 

【问题编号】：007 

【问题描述】：用户（学生家长）反馈进入教室后，视频界面黑屏，且声音卡顿 

【出现频率】：中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 

通过用户拍照反馈，确认为网络不稳定导致的音视频卡顿。如下图所示，当网络质量严重下降时，

程序左下角会通过红色/黄色的图标进行网络质量异常提示。 

 

注：在线教室在正常网络条件下支持 720P 高清视频和音频，随着网络条件的下降，系统会依次调

低视频清晰度（360P/180P/90P），直至关闭视频，在网络更加恶劣的条件下，音频也会卡顿。 

 

【问题编号】：008 

【问题描述】：用户（学生家长）反馈安装客户端后，首次运行提示异常 

【出现频率】：低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 

客户端安装成功后，会在桌面自动生成快捷方式，有的用户不熟悉电脑操作，会再次点击安装包（而

没有通过双击快捷方式进入客户端），因此出现如下界面。 

 

注：已经安装成功的程序，如果再次运行程序安装包，都会有以上提示。 



【问题编号】：009 

【问题描述】： 用户（学生家长）反馈无法进入教室，提示“查询服务器失败”，效果如下图： 

 

【出现频率】：低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用户没有通过客户端程序按设计流程操作（并进入教室），而是直接运行了在线

教室插件 SYLive（如下图标），并在 SYLive 错误输入了 ID 和密码（其实不需要在 SYLive 界面

下输入任何信息，SYLive 程序正常情况下是被客户端程序自动调用的）。 

 

解决办法：用户打开客户端程序，按正常上课流程操作即可，无需在 SYLive 界面下输入任何信息。 

注：关于 SYLive 客户端的独立用法，可参考问题编号【010】。 

 

【问题编号】：010 

【问题描述】： 针对较为复杂的 PC 用户 IT 环境问题（如：驱动、操作系统、第三方防护软件等），

如果在上课前未能准确定位问题原因，有何办法帮助用户快速进入教室上课？ 

【出现频率】：中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 



 

老师进入教室后，即可查看本次课程的教室号： 

 

 

【问题编号】：011 

【问题描述】：家长反馈老师共享屏幕在电脑上显示“部分”画面，不能够看到全部的共享内容 

【出现频率】：低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 

共享状态下，学生可以自行设置显示比例，以获得最佳的观看效果（放大/缩小）。所谓在电脑上显

示“部分”画面，其实是由于学生端屏幕分辨率低于老师端时，需要按窗口大小显示。 

具体设置如下图所示： 



 

【100%原始大小】模式，在较小的屏幕上显示效果图 

 

 

【按窗口大小显示】模式，在较小的屏幕上显示效果图 

 



【问题编号】：012 

【问题描述】：用户反馈进入教室后，本地画面模糊，有明显锯齿感。 

 

【出现频率】：中 

【原因分析及处理建议】： 

产生该问题的最常见原因是本地电脑主板或显卡驱动 bug，用户可自行下载“驱动人生”等驱动

管理软件进行驱动升级，驱动升级后重启电脑，一般可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