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录端口及登录方式

1、网页端

网页进入教室的方式有 4 种，分别是： 1、公开链接进入：在后台创建好课
程后，可以直接分享学生进入教室的链接，学生 点击该链接后可以直接进入教室。

（1）在课程首页直接点击分享按钮：

（2）进入课程管理，点击分享课程链接：

2、参加码+昵称进入：在    www.baijiayun.com/entry    中输入百家云后台生

成的课程参加

码和昵称既可进入对应的直播教室。(www.baijiayun.com/entry 可以应客户需
要修改对 应的 LOGO 和登录背景图片)

http://www.baijiayun.com/entry
http://www.baijiayun.com/entry


3、手机号+验证码/手机号+密码进入：在  www.baijiayun.com/entry 中选
择“手机号登 录”，手机号登录包含验证码登录和密码两种：输入“手机号”，并接
收对应的“验 证码”;或者点击“密码登录”，输入“手机号”及“密码”，两种方式登陆
成功之 后，选择相应机构进入课程列表页，选择进入对应的直播教室。

http://www.baijiayun.com/entry


4、机构代码+账号+验证码/密码进入：在后台分享课程链接中选择教室登录，在“手

机号登录”中选择“验证码登录”或“密码登录”，输入机构在百家云后台创建的 “账号

&验证码/密码”及可以进入对应的课程列表页面，选择进入对应的直播教室。



二、教室功能介绍
1、进教室前自检

为了保证进入直播间后教室内的成员的麦克风、摄像头和扬声器可以正常
工 作，在进教室前需要对本地设备进行自检，确保本地设备正常运转。在自检界
面用 户可以选择对应的设备。

2、教室内部
2.1.软件整体界面

整个教室大块可以分为教室顶栏、“座位席”区域、“互动黑板”区域、教室 底
栏、文具工具栏；

1）、教室顶栏：显示更多设备设置和一些常见教室内的操作。

2）、座位席：显示教室内成员视频的初始位置。

3）、互动黑板：显示课件，画笔的区域。

4）、教室底栏：显示基础设备设置和一些常见教室内的操作。

5）、文具工具栏：显示常用的画笔功能。



2.2教室顶栏

展示示一些常见教室内的操作。

1)  、刷新：刷新即刷新当前教室，重新进入。

2)  、截图：截图直接上传至课件管理。

               (1)  截屏：在当前界面下截屏。

(2)   隐藏教室截屏：隐藏直播间界面后进行截屏。

(3)   一键截屏黑板区：快捷一键截取黑板区，并将截图保存至本地及课件

管 理内

3)  、全屏/退出全屏。

4)  、关闭/退出教室。

2.3座位席

座位席为显示视频区域的初始位置，默认上课后教室内的所有学员按进入教

室的先后顺序显示在座位席上。

  1）、老师始终显

示在最左边；

2）、座位席上最多显示 13 路视频（1 路老师，12

路学生）；

3）、老师可以双击把座位席上的学生置入互动黑板区域，也可点击视频窗上拖入
黑板 区按钮将视频窗拖入黑板区，视频窗弹出至黑板区后可进行拖拽调整大小等
操作； 

4）、老师可以为学生发奖励，发奖励后会弹出奖励动画，弹出后飞回学生视窗上
的奖 励按钮，并且奖励数量加 1；支持多种奖励样式，在后台全局设置中设置相
关奖励 样式。



5）、老师可以直接在视频右上角第一个图标，点击可授权学生操作 ppt；视
频右上角 第二个图标，点击可授权学生使用画笔；视频右上角第三个图标，
点击可将学生视 频窗弹出至黑板区

6)、学生视窗上的‘...’，可对学生进行相应操作，例如打开摄像头、打开麦克风、
授权屏幕共享、下台、踢出教室等。

(1）只听声音，本地不拉该成员的视频流，不影响教室内其他成员正常拉流。

(2）打开/关闭摄像头，打开/关闭该学生摄像头，教室内所有成员可见/不可见

其视频画面。

(3）打开/关闭麦克风，打开/关闭该学生麦克风，可以听到/听不到该学生的声

音。

(4）屏幕共享，授权学生使用屏幕共享，学生可选择共享自己的窗口。

(5）下台，将该学生下台，即该学生离开视频区，教室内成员无法看到该学
生视 频。

(6）踢出教室，将该学生踢出教室。



2.4互动黑板区

互动黑板显示课中的课件和画笔，同时老师可以把自己和学生置入互动黑板

区

域。

1）、互动黑板区域可以打开图片、PPT、PPTX、DOC、DOC、PDF、H5     等常

见课件；

2）、互动黑板区域支持打开带有动画的 PPT 课件；

3）、互动黑板区域可以显示教室内成员的画笔笔迹；

4）、互动黑板区可以显示脱离座位席的学生视频；

5）、互动黑板区域支持上下滚动互动黑板，滚动的互动黑板页数支持配置；

6）、互动黑板区域内的资源（图片、课件、视频等）支持移动、缩放等功能；

2.5教室底部

教室底栏显示教室内基础硬件设置和一些基础功能。

基础硬件设置可以选择本地麦克风、扬声器及摄像头的硬件设备，并调整对应

设备的开关状态及音量大小。

1）、鼠标点击对应的设备图标可以开关和调整对应设备的音量；

2）、鼠标点击对应设备右侧的小三角符号可以切换硬件设备；

2.6教室控制功能
    教室控制功能可以操作教室内的一些控制教室的功能，一般由老师/助教操
作， 如护眼功能、设置、求助、黑板导出、切换布局、轮流上台、专注度检



测、开启/ 关闭录制、一键静音、允许/禁止举手、学生锁和显示成员列表
等。
（1）、护眼功能：本地开启教室界面的护眼模式

（2）、设置：设置中可以调整本地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的硬件设备和部
分设备的功 能调试，以及其他相关直播间功能

1）摄像头：

1)    展示正在使用的摄像头及其采集画面。

2)    本地水平翻转的开关；支持调整摄像头清晰度。

3)    支持替换未开摄像头时更换未开摄像头的背景图片。

        

               2）麦克风：

                1)    设备列表：展示目前正在使用的设备，支持切换其他麦克风设备。

                2)    声道修复：可选不需要修复、修复左声道、修复右声道、自动修复

                3)      输入音量：可调节麦克风的输入音量，并支持实时查看音量波动



3）扬声器：

1)    设备列表：展示目前正在使用的设备，支持切换其他扬声器设备。

2)    输入音量：可调节扬声器设备的音量。



4）虚拟背景：可以设置老师摄像头的虚拟背景，支持上传多个背景图片

5）美颜滤镜：允许老师自行设置美颜滤镜，11    种常见美颜设置，10    种滤镜可

供选择。

6）课程录制：



1)   上课后自动打开：支持调整上课后是否自动打开云端录制和本地录制
（支 持云端录制和本地录制同时自动开启）。

2)    本地录课模式：可选择窗口录制或全屏录制。

                 3)     本例只可视频保存到：可自行调整本地视频录制保存地址

（默认保存至 桌面）

7）房间控制

1)    全体禁言：控制是否开启全体禁言。

2)    禁止举手：控制是否禁止学生举手。

3)   全体镜像翻转：控制教室内全部成员是否处于视频镜像翻转状态（仅
支 持客户端、APP 进入的成员）。



8）其他

1)    软件语言：本地切换直播间语言环境。

2)   摄像头采集模式：不同摄像头支持的采集方式不同，如发现摄像头未
被 采集，可在此切换采集方式。

3)    触摸屏支持：是否支持触摸屏的使用。

4)    硬件编码：如出现花屏等问题，可通过开启硬件编码解决。

5)    是否开启硬件解码：如出现蓝屏等问题，可通过开启硬件解码解决。

6)   课件品质：原图课件清晰，但容易出现卡顿，流畅使用压缩课件，翻
页 较快。

              7)      画笔是否启用硬件加速：启用硬件加速可以增加手写板的流畅性

9）、求助：遇到问题，可以点击求助按钮，支持    QQ    求助、官网求助、微信求

助等方 式或查看课程信息。



10）、黑板导出：支持一键将当前黑板导出为一张底色透明并带有画笔笔迹的图

片。

11）、布局：布局切换中可以切换至画廊布局，切换至画廊布局时会将座位席

上的成员 全部切换到互动黑板区并隐藏掉座位席。

12）、轮流上台：控制是否开启轮流上台，支持设置轮换时间、单人/批量轮

换、是否 开启显示轮换倒计时、是否开启轮换快捷操作等；还可以在轮换列表

查看学生参与 轮换的状态等（仅 1vNvM 班型支持）



13）、专注度检测：可以检测出当前教室内未认真听讲的学生，例如当前教室处于

最小化状态、教室被切换至后台、鼠标焦点未在当前教室页面等情况，并给出检测

结果， 老师可根据检测结果对未认真听课的学生给出提示。



14）、录制：可以开启本地录制和云端录制 2 种方式，本地录制通过采取录制屏幕

的式将录制的课程保存至本地，云端录制将本节课录制并存储在远端服务器；

（备注： 只有客户端支持本地录制）

15）、操作麦克风：可以一键操作教室内除老师、助教外全部台上学生的麦克

风

16）、允许/禁止举手：可以设置当前教室是否允许学生举手

17）、到课名单：展示当前教室内曾进入的全部成员，并支持一键导出名单

18）、学生锁：开启学生锁后会将使用  windows  客户端进入教室的学生锁定在

教室界面，不可切出教室页面或使用其他软件



19）、用户列表：展示教室内的所有成员和举手列表，并展示成员的所用端、网络

状摄像头、麦克风、聊天权限、画笔权限、PPT 权限、屏幕共享权限、 以及控

制学生上下台和拉黑等功能，同时老师/助教可以通过搜索功能快速定位到某

个学生；同时老师/助教可以进行全员/全组控制，可以禁止全员/全组聊天、举

手、 控制全员下台、给台上成员发放奖励等

3.7 文具工具栏

文具工具栏主要显画笔、课件管理、工具箱和分组功能



3.8画笔工具:

（1） 移动热区:支持拖拽移动画笔工具栏﹐可将画笔工具栏移动至任意位置

（2）操作 ppt按钮∶打开动态 ppt时﹐点击操作ppt按钮即可操作ppt内的动态事件

（3）移动&选择∶可以选择互动黑板上的课件﹑视频﹑笔迹等进行移动

（4）画笔:画笔可以选择粗细和颜色

（5）马克笔:马克笔是一种带有颜色﹑半透明且笔触较宽的画笔工具﹐可以用来划

重点﹐涂抹文字等﹐马克笔支持粗细和颜色的选择;

（6）图形:图形可以在互动黑板上自动生成各种图形﹐例如矩形·圆形﹑三角形等﹐

图形的边框粗细和颜色可选

（7）文字:可以在互动黑板和课件上输入文字和设置文字的基本格式﹐可选字号是

否加粗和字体颜色等

（8）激光笔:可以在互动黑板和课件上进行标记画笔

（9）扫码传图/本地传图:可以通过扫码或本地上传的方式将手机中的图片传到老师

的课件管理中



（10）删除︰删除选中的画笔笔迹和图片;

3.9 课件管理

（1）教室文件:支出查看后台已尖联课件和本地上传的课件﹐支持动效课件·H5课件

和普通课件

（2）我的云盘∶云盘内为老师账号下自行上传的文件(仅通过账号登录的老师有该功

能） 

（3）作业区:允许教室内成员相互传递作业文件﹐即老师助教学生均可上传作业文

件

答题器、抢答器、计时器、打开网页和小黑板等

( 1)屏幕分享∶分享本地程序﹐同时共享该程序的声音·首次程序的时候如果用户使用

的 Chrome版本号低于70则会提示安装插件﹐版本高于70时提示打开插件。 



（2）辅助摄像头∶开后辅助摄像头选择摄像头后﹐即可使用辅助摄像头进行推流



（3）播放文件：老师可以在直播间播放本地音视频和云端插播的视频，同时

视频 同步至学生端播放



（4）答题器：老师/助教设置答题说明、答案及时间，提交后发布到学生端，学生

参与答题后会将结果反馈到老师/助教端﹐老师可以查看答题记录

（5）抢答题∶老师/助教发布抢答﹐学生端将在界面内随机出现抢答按钮﹐点击即抢

到﹐每次抢答仅一人可抢到﹐老师可撤销或结束抢答﹐若无人参与抢答后30秒即自

动结束抢答



（6）计时器∶开后计时器后计时器将同步在教室内所有用户界面显示。老师/助教可

关闭或重置计时器。

（7）打开网页∶老师可以在直播间内打开网页﹐输入网址﹐确认无误后将该网址发

布给学生﹐学生端即可看到老师发布的网址。



( 8 )小黑板:老师可在小黑板上编辑内容并发布小黑板给学生﹐发布后老师可以随时

查看学生的作答情况﹐或收回/撤销小黑板·收回小黑板后老师可以重新编辑或者再次

发布小黑板﹐也可以将某一学生作答内容公开出去﹐公开后教室内所有成员可见

(9)测验:老师可以在直播间内发布一套测验题﹐学生端收到测验试卷后可以进行答

题﹐老师可以随时查看答题情况或结束答题﹐将正确答案公布至学生端。



( 10）随机选人∶老师可在教室内通过随机选人随机选出一名成员﹐可选台上/台下/

全部成员。并可将选中成员直接激请发言。



（11）分组∶老师可将教室内成员设置并编辑入分组﹐在授课过程中使用分组教学·

小组对抗生形式。

3.10 聊天

文本聊天区﹐教室内的成员可以以文字形式进行聊天﹐同时老师/助教可以选择‘禁止

聊天” 。



3.11 便签

教室内提供快捷便签﹐方便使用者快速记录文本·笔记等内容﹐同时支持一键保存至

本地﹐避免笔记丢失。



3.12 常见问题﹐教室左下角提供常见问题的查询和解答功能﹐便于老师在教室中遇

到一些常见问题的时候﹐可以自行查询。c



三、首页

3.1首页下展示该账号下的课程、消费情况概要。同时可以按季度、月等维度

筛选 显示信息



3.2 我的课程

（1）创建课程

后台我的课程下支持创建单节课程

（2）排课列表

1）设置通用皮肤

后台支持设置教室内的皮肤﹐支持一键设置该账号下所有教室的通用皮肤·默认提供

的通用皮肤共有两套︰暗夜·流白（深色皮肤﹑浅色皮肤）﹐后台手动设置后可以预

览教室内的皮肤效果。同时支持自定义皮肤﹐通过创建自定义皮肤链接进人自定义

设置﹐设置完成的皮肤将自动保存在皮肤管理中。同时也可以对单课程和课节分别

进行设置皮肤

2）创建自定义皮肤

支持创建自定义皮肤﹐可以选择模板﹑设置皮肤名称﹑配色·背景和白板等﹐并且可

以预览教室内的场景。



（3）创建课程（快速）

快速添加一套课程，添加时仅添加一节课



（4）创建课程（周期）

选择课程类型﹐添加一套课程、自习室﹐添加过程中可以设置课程的基本信息及添

加对应的老师﹑助教和学生等。



（5）操作课程

1）对相应课程进行编辑﹑管理·分享·结课﹑删除查看课程回放﹑统计﹑消费﹑学情

报告·设置皮肤·课后作业等操作。

在课程总览中﹐可以获取用户参加码·进入链接·设置试听学员等操作。



2）基本信息

在基本信息中可以查看或者修改课程信息。

3）观看限制

观看限制中可设置本节课允许进入教室的观看方式（仅针对我的课程，周期排

课暂不支持设置课程限制）

4）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中科设置下课倒计时提醒和h5课件翻页等

5）课程统计

课程统计中﹐可以查看本节课的相关统计信息﹐包括并发统计﹑用户名单统计﹑地

域分布统计·课堂数据统计·设备信息导出·用户名单导出等等。

6）课前问卷

课前问卷中，可将问卷关联到教室内，学生进教室前需提前填写课前问卷

7）课件管理

可将文件库中的课件尖联至该教室内﹐老师可直接在教室内取用已关联的课件

8）评价管理

评价管理中﹐可将全局设置中的评价模板尖联至本教室下﹐在下课后﹐学生端弹出

对应评价模板﹐由学生完成课程评价。

9）求助设置

求助设置中﹐可设置本教室内的求助方式。求助方式包括QQ求助﹑微信二维码求助

等。

10）老师安排

老师安排中可为本节教室设置老师﹑助教等。

11）课后作业管理

作业管理中﹐可在课前提前尖联与本教室有尖的作业文件﹐也可在课后导出教室内

成员上传的作业文件。并支持以云盘链接形式转发。

 12）回放管理

回放管理中存储该账号下的所有课程回放，其中包含我的课程回放和排课列表回

放﹐剪辑过回放存储在的剪辑列表中。



13）监课管理

教室内开后云端录制即可在后台进行监课管理﹐监课每3分钟秒截取一张教室内的图

片。同时可以点击该课程隐身进入直播间﹐实现隐身监课的功能

13.1）监课预览

监课预览内可查看教室的基本情况及每3分钟截取的教室内图片。

13.2）监课数据

监课数据内可查看教室内全部成员的相关信息﹐如成员信息﹑系统环境·进入教室时

间·离开教室时间·所在地区·相关操作

（6）用户管理

管理该账号下的老师﹑助教和学员﹐而且可以添加分组﹐按照分组编辑﹑管理学员

信息。



（7）账户中心

账户中心中﹐可查看本账号的账户信息·消息中心·认证中心·合同管理等信息。展示

本账号的一些基本信息﹐包括邮箱﹑密码﹑手机号·域名﹑及部分公司信息等等

（8）    全局设置



设置该账号的通用信息，包括视频水印、课件水印、聊天敏感词、跑马灯和小

测模板管理

（9）水印设置

设置视频中的水印和水印显示的位置，开启改功能后在直播过程中，老师的视

频中显示该水印。或者设置静态课件中的水印文字内容

（10）求助设置

求助设置用于设置教室内的求助方式。包含    QQ    求莪术、官方求助链接、

微信

求助二维码等方式，并允许自定义   QQ   账号、官方链接和微信二维码等



（11）跑马灯设置

设置跑马灯后在云端录制的回放中显示对应的跑马灯，跑马灯可以显示固定值

和对应学生的昵称

（12）敏感词设置

设置直播间中的聊天敏感词，及设置该功能后过略直播间中的文本聊天信息中

的敏感词。如：在敏感词中添加了“敏感词”，则在文本聊天中会自动过滤不显

示 “敏感词”

（13）敏感词设置

可添加单个敏感词或批量导入敏感词，对全员生效

（14）课前——问卷模板管理

设置课前问卷调查或提问，课前创建好问卷信息等



（15）课中——测验模板管理

（16）课后——评价模板管理

设置评价模板后，在课程设置下可直接取用全局设置中已设置好的评价模板

（17）监课设置

监课设置中可设置通过后台监课管理进入教室的身份

（18）通用设置

通用设置里包括聊天配置、自习室配置、作业管理、其他配置



（19）奖励设置

奖励设置中，可将设置本账号下的教室内可使用的奖励样式。默认样式支持点赞、

花花、奖杯，允许自定义样式修改



（20）自习室提示设置

自习室提示语可设置自习室提示语&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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