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的音视频全场景解决方案供应商

教师端功能介绍及操作说明



大直播互动课堂基本介绍01

➢ 用户角色：

支持老师、学生、巡课、助教四种角色。

➢ 登录方式：

支持Web网页、PC客户端、移动端多种登录方式。

➢ 人数限制：

大班课最多支持10万人同时在线，支持2名学生同时与

老师进行音视频互动。



登录方法说明02

Web网页登录：

管理员在管理后台新建直播教室

后会分别生成老师和学生的教室地址，

在浏览器中输入教师直播地址进入登

录页面，昵称建议填写教师姓名，输

入教师密码进入教室。

【注】：为了保证平台使用的稳

定性，建议使用谷歌内核浏览器。



登录方法说明02

PC客户端、移动端登录：

下载拓课云官方客户端，输入账号密码登录。

下载方法：

可进入拓课云官网（https://www.talk-cloud.com/）

中的开发者中心-软件下载中下载不同版本的软件

https://www.talk-cloud.com/


麦克风及摄像头的设置03

允许系统使用麦克风和摄像头：

➢ 使用谷歌浏览器第一次进入房间

时，系统会弹出是否允许使用摄

像头和麦克风的提示，请点击允

许，否则上课时系统将无法获取

学生端的视频和声音。

➢ 温馨提示：音视频权限设置可在

谷歌浏览器的设置-隐私设置和安

全性-网站设置中进行修改。



设备检测04

声音检测：

➢ 首次直播时需要进行设备检测，

包括声音检测、摄像头检测、

麦克风检测和系统检测。

➢ 如果扬声器或者麦克风没有声

音，请先确认设备是否静音、

修改声音设置或者检查耳机是

否使用正常。



设备检测04

摄像头检测：

➢ 如果摄像头无法正常显示视频，

请确认设备是否有摄像头或者

摄像头是否开启；

检测结果异常怎么办？

➢ 如果检测结果异常，可点击检

测界面左下角按钮，查看相应

解决办法尝试解决。



房间引导05

房间引导：

➢ 用户首次进入房间时，房间内会

展示引导信息，方便用户熟悉教

室功能，用户在最后一个引导页

可以选择是否每次都弹出引导信

息；

➢ 若用户勾选了“以后不再提示”

的选项，则从下次进入房间起，

不再弹出引导信息，状态记在本

地。



上下课按钮06

上下课按钮：

➢ 上下课按钮在直播教室的右上

角，点击上课按钮，教师即可

开始上课，课程正式开始录制；

➢ 课程结束后，点击下课按钮，

录制结束，一般录制回放会在

24h内生成。

➢ 温馨提示：不点击上课按钮，

互动工具将无法使用，课程无

法录制



直播间布局07

布局介绍：

➢ 直播间分为导航栏、课件区、视频区及互动区4个部分。

导航栏

课件区

视频区

互动区



导航栏



导航栏介绍08

➢ 导航栏左边是状态栏，显示教室房间号、教室人数及授课时长。

➢ 教室人数：教室人数支持显示真实人数和设置虚拟人数。管理员可根据实际需求在管理后台设置教室虚拟

人数配比；后台设置虚拟人数配比后，教室人数将显示虚拟人数。

状态栏

布局介绍：



导航栏介绍08

公告：

➢ 导航栏右边的公告按钮显示老师在教室发布的公告内容；如无公告，点击公告按钮会显示“暂无公告内容”

➢ 公告发布操作说明会在【工具箱-公告】部分详细说明



导航栏介绍08

分享：

➢ 点击导航栏右边的分享按钮会出现二维码，使用移动设备扫描二维码可以进入直播课堂；

➢ 或者点击复制观看地址按钮，分享观看地址，打开网页浏览器进入直播课堂。



花名册功能介绍09

花名册：

➢ 点击“花名册”按钮，

弹出框显示花名册内容；

➢ 花名册通过分页处理展

示当前教室的所有学生，

支持模糊搜索，可对每

个学生的状态进行管理。

花名册

模糊搜索



花名册功能介绍09

花名册：

➢ 观众人数

花名册表示当前课堂学生在线人数；

黑名单表示教师禁言学生的人数；

➢ 连麦

点击连麦按钮，学生即为连麦模式，音视

频开启，可与老师进行实时音视频沟通；

下台后学生为观看模式。

观众人数

加入/移除黑名单

踢出教室

连麦



花名册功能介绍09

花名册：连麦状态展示

学生处于连麦模式
后，教师可对学生
状态进行管理。



花名册功能介绍09

➢ 连麦人数

连麦人数显示大班课正在连麦的学生人数，大班直播

课最多支持两名学生与老师同时连麦进行音视频互动；

➢ 上下台

点击上台按钮，学生为连麦模式，即可与老师进行实

时音视频沟通；下台后学生为观看模式；

➢ 麦克风和摄像头

分别点击麦克风和摄像头按钮，可以控制学生的音视

频开关。

连麦人数

连麦 摄像头麦克风

花名册：



花名册功能介绍09

➢ 画笔授权

授权学生画笔权限，学生可在学生端利用画笔工具

操作白板和课件；

➢ 设为主讲人

学生被设为主讲人后，拥有画笔、上传图片和翻页

的权限，其他学生的课件状态将与主讲人保持一致；

➢ 更多

授权学生上传图片和桌面共享的权限或把学生加入

黑名单、踢出教室。学生被加入黑名单后将无法在聊

天区发言。
设为主讲人

更多

画笔授权

花名册：



课件库功能介绍10

课件库：

➢ 点击“课件库”按钮，

弹出框显示课件列表。

➢ 课件库展示当前教室上

传的所有课件，支持课

件搜索。

课件库

模糊搜索



课件库功能介绍10

课件库：

➢ 教师可在课件库中添加上课所

需的课件，点击右上角的添加

-选择本地文件，点击上传，

课件上传成功后，会有3-5分

钟的转码时间，因此建议提前

上传课件；

➢ 如果是动态PPT，上传时会出

现动态PPT和自动播放的勾选

项，勾选动态PPT选项，所上

传的课件会呈现动态效果。



课件库功能介绍10

温馨提示：

➢ 如果机构统一上传课件至教室，教师登录后，课件会直接显示在直播间内。

➢ 互动课堂支持多种格式的动态课件，保证课堂效果，包括Word、Excel、带有动画、触发器、视频音

频的动态PPT、MP3、MP4、PDF、TXT、图片以及H5格式的动态课件。



课件库功能介绍10

课件使用：

➢ 课件库未上传课件时，互动小班课默认使用

白板。

➢ 点击使用按钮，当课件状态变为【使用中】

时，文件就会出现在屏幕上。

➢ 对于使用中的课件，点击关闭按钮，即可取

消课件的使用，恢复使用白板。



课件库功能介绍10

课件操作：

➢ 鼠标悬浮课件，出现“更多”图标，点击图

标可以对课件删除或是重命名课件。

① 【删除】：点击“删除”按钮，可对课件进

行删除操作，学生仅可以删除自己上传到课

件列表中的课件，老师可以删除所有人的课

件，但不可删除云盘关联的课件。

② 【重命名】：点击“重命名”按钮，可对课

件进行重命名操作，学生仅可以重命名自己

上传到课件列表中的课件，老师可以重命名

所有人的课件，但不可重命名云盘关联课件。



工具箱功能介绍11

答题器：

➢ 点击“答题器”，答题器将会在课件区弹出。点击选项选择正确答案，可设置多选；点击“+”添加

选项，点击“退格键”删除选项。发布答题后可看到回答结果统计情况。



工具箱功能介绍11

计时器：

➢ 老师开启计时器时，师生

将进行同步倒计时。计时

器默认计时时间为5分钟，

老师可自己设置时间。计

时器有时间校准的功能，

可保证在不同网络状态下，

教室内的成员计时器没有

延时，与老师保持一致。

重新开始 暂停



工具箱功能介绍11

桌面共享：

➢ 点击桌面共享，弹出框显示共享屏幕，支持共享屏幕、应用窗口、Chrome标签页，支持共享音频。

共
享
屏
幕



工具箱功能介绍11

共享应用窗口

共享chrome标签页



工具箱功能介绍11

问卷_新建问卷：

➢ 大班直播可支持发布问卷，既可在

教室新建问卷也可以关联已有问卷；

➢ 表单设置了基础的问卷题干供用户

直接点选，系统默认题干和作答框

的提示语，支持企业进行二次编辑，

所点选内容会自动展现在右侧；

➢ 问卷题型包括单选、多选、判断和

问答四种，支持【移除】和【设必

填项】操作；

➢ 问卷顺序按点选的先后自上而下进

行排列，同时支持鼠标长按拖动调

序。



工具箱功能介绍11

问卷_关联问卷：

➢ 点击关联问卷，选择需要关联的问卷表单，点击发布即可发布问卷;

➢ 点击终止作答，问卷即可回收；点击再次发布即可再次发布问卷；

➢ 问卷可在管理后台-教室管理-统计-问卷列表中查看下载



工具箱功能介绍11

问卷：

➢ 问卷同时支持移除、预览。

➢ 老师发布问卷时，学生如果在

直播间，问卷会主动弹出，在

发布问卷的同时，教室右侧聊

天区会伴随发布问卷消息，如

果学员关闭作答中的问卷，或

已将问卷提交，点击消息区问

卷消息会再次弹出；未提交的

仍可作答，已提交的可预览。

学生聊天区画面



工具箱功能介绍11

签到：

➢ 老师/助理，点击【签到】弹出

签到面板；可设置“签到提示

语”和“签到任务时长”，点

击【开始签到】，向在场所有

观众，推送签到任务；

➢ 签到期间，显示签到“剩余时

间”和“已签到人数”；

➢ 签到结束动作：1.签到倒计时结

束、2.手动点击【结束签到】，

结束后，支持查看“已签到人

数”和对应名单（支持excel下

载导出）。



工具箱功能介绍11

公告：

➢ 老师/助理，点击【公告】弹出

公告面板，录入公告内容，点

击【确认发布】向全场用户

（含老师和助理）推送公告内

容（常驻公告入口：顶部工具

栏处）；如当前房间已有公告，

新进入用户会主动弹出公告面

板，如面板被关闭，点击【公

告】会再次弹出；

➢ 在有公告的情况下，除预览外，

还支持【发布新公告】和【删

除】公告操作（发布新公告，

会自动顶替掉已有公告内容）。



全体控制功能介绍12

全体控制：

➢ 上课过程中，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全体控制，一键实现学生开关麦、复位及翻页等操作，提高

课堂效率。



全体控制功能介绍12

➢ 视频复位：点击“视频复位”按钮，连麦学生的

视频窗口将一键全部复位至视频区；

➢ 麦克风：点击“全体开麦”或者“全体关麦”

按钮，连麦学生的麦克风将统一打开或者关闭；

➢ 课件翻页： “课件翻页”开启后，教室内全体

学生可在本地翻阅课件，且不会同步到其他人。



设置功能介绍13

设置：

➢ 点击设置按钮，弹出框显示设置内容，可在教室内进行设备检测。



设置功能介绍13

设置：

➢ 分别点击视频检测、扬声器检测、麦克风检测、系统信息和设备监测分别进入相应的页面进行检测。



全屏功能介绍14

全屏：

➢ 点击全屏按钮，教室可全屏呈现，充分满足师生沉浸式学习体验。

全屏按钮



课件区



课件区功能介绍15

课件当前页数
和课件总页数

翻页按钮

课件放大和缩小



课件区功能介绍15

鼠标

激光笔

画笔：不同类型、颜色和大小的画笔

文字：不同类型、颜色和粗细的文字

形状：不同类型、颜色和大小的形状

橡皮

撤销：撤销上一步动作

恢复：恢复上一步动作

清除：一键清除白板标注内容



举手功能介绍16

举手功能：

➢ 当有学生举手时，侧边工具栏上方会出现“有人举手”的文字提示，老师可点击查看举手同学。



视频区



视频区功能介绍17

教师窗口：

➢ 当鼠标移动到教师窗口时会出现三个功能标。

点击开关音频

点击开关视频

点击可全体复位
学生窗口



视频区功能介绍17

学生窗口：

➢ 当学生状态为上台，鼠标移到学生视频上，会相应出现操作栏，可以对学员进行个别操作。

点击开关音频

授权学生画笔权限 上下台学生

点击开关视频 发放奖杯 允许桌面共享



视频区功能介绍17

学生窗口：

➢ 点击学生窗口，可将学生

视频拖移至课件区，也可

以调正学生窗口大小；双

击视频窗口即可复位。

➢ 双击视频区学生窗口，可

将学生视频全屏展示至课

件区。



互动区



互动区功能介绍18

互动区分为直播介绍、聊天区和问答区三个部分。



互动区功能介绍18

直播介绍：

➢ 直播介绍包括教室名称、课程开始时间及课程简介

➢ 课程简介为后台管理员设置，如果添加课程简介则会显示在直播介绍区，如果未添加则不显示。

课程简介

教师名称



互动区功能介绍18

聊天区：

➢ 除音视频互动外，老师和学生均可通过聊天室进行文字、表情和图片互动，聊天室根据师生日常沟通场景，

配置了不同的消息模板供师生选择，文字也可进行中英文互译，消除沟通障碍；教师也可根据授课需要点击

全体禁言，当全体禁言开启时，学生将无法发言。

表情 发送图片

设置字号大小

快捷回复

全员禁言



互动区功能介绍18

问答区：

➢ 学生提问后，所提问内容会在【所有】和【待回复】

tab下进行展示；

➢ 点击【回复】，可在下方文本录入区，完成答复内容

的填写；点击【发送】后，所答复内容会被推送到对

应提问学生处，完成问答解疑操作；

➢ 如当前提问内容具备一定代表性，老师&助理，可点

击【更多】将该问题【发布】到全场观众，使得每一

个在场观众，都可以看到当前问题；相应的老师完成

答复，在场所有观众也可以看到对应答复内容；

➢ 对于“已发布”的问题，支持【取消发布】操作，相

应问题及答复内容，会从观众面板中“自动撤回” ；

➢ 如学生所提问内容与课堂无关或对讲师/助理的问答面

板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后两者可通过【更多】里的

【禁止提问】功能，禁止对应学生提问问题（禁止后，

支持恢复提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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