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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班课使用手册 

网宿云课堂班课是由独立研发的专业互动直播教室，轻松实现音视频互动、多种

课件展示、教师桌面的共享等功能，支持文字、视频、语音等交流的实时线上互

动。 

 

1.1 用户角色 

 网宿云课堂 班课系统共分为老师、学生、助教、巡课四种角色。 

 

1.1.1 老师角色 

老师是班课中的核心人物，老师可以控制房间的上下课（开始和结束），可以

控制学生的上下台和授权，可以管理课件和控制全体学生的发言、以及可以使用一

些教学工具如答题器、桌面共享等丰富的教学内容。 

 

1.1.1 学生角色 

学生同样是班课中的重要角色，可以通过网页，APP进行上课学习。在班课

中，学生可以控制自己上课的音量、摄像头、麦克风等模块功能，也可以进行举

手，向老师提问问题，也可以在聊天区域进行讨论问题，老师和助教看到后会及时

的回答问题。 

 

1.1.3 助教角色 

助教是班课的辅助人物，也可以是第二老师，助教支持协助老师完成在线课堂

教学。在班课中，助教与老师是相互独立的角色，无法控制对方上下台或踢出教

室，在需要的场景中，助教可以自主上台，完成教学行为，助教无法控制班级的上

下课操作。 

 

1.1.3 巡课角色 

巡课角色可以对正在上课的班级进行巡视，巡课仅可以查看课程的上课情况，对

课程及其他角色均无管理权限，巡课对老师、学生、助教均不可见。 

 



 

1.2  设备支持与登录方式  

老 师 、 助 教 、 学 生 和 巡 课 角 色 支 持  PC 端 （ Windows7 以 上 操 作 系 统

和 MacOS），可使用拥有 Chrome 内核的浏览器直接访问（推荐使用谷歌浏览

器），非 Chrome 内核浏览器需要安装客户端，以客户端的形式进行在线教学。 

 

老师、学生和巡课角色支持平板和手机等移动端以 App 的形式使用班课功能。 

使用角色 \ 终端支持 PC端（网页/客户端） 移动端 APP 

老师 √ √ 

助教 √ × 

学生 √ √ 

巡课 √ √ 

 

1.2.1 PC端： 

硬件设备推荐：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CPU 酷睿双核 1.6GHz I5  1.6GHz 

硬盘 5G 10G 

显卡 集成显卡 独立显卡 

内存 4G 8G 

摄像头 USB 罗技 C170 USB 罗技 C910 

耳麦 
漫步者（EDIFIER） 

耳麦一体   K800 

飞利浦（PHILIPS） 

耳麦一体   SHM7110 

操作系统 Windows7 windows 8/10、MacOS 

 

若使用拥有 Chrome 内核的浏览器，可以通过房间地址直接访问直播房间，若没

有 Chrome 内核的浏览器，可以通过下载客户端访问直播房间。 

 

1.2.2 移动端 APP 

安卓app：http://download.vclass.haplat.net/Android/wangsu_2.0.0.apk 

苹果app：app store搜索网宿云课堂 

 



 

2、创建房间与房间配置 

2.1 登录系统后台 

可以进入 网宿云课堂小班课系统后台（official.vclass.wangsu.com）创建班课房间 

填写企业域名、系统后台用户账号和密码登录机构业务管理后台。 

机构业务管理后台登录页 

2.2 班课房间 

填写正确的【企业域名】【账号】【密码】即可登录至【 网宿云课堂 】系统后台，如下

图，单击【小班课】-【创建房间】即可新增班课房间， 

 小班课列表 

班课房间支持通过房间号和房间名称检索，并可以通过【更多操作】支持实现房间设置和上

课前的准备等。 

编辑房间：可以调整房间的基本信息和房间参数； 

课前准备：可以查看该房间的有效时间，给该房间准备好上课要用的课件，并且获取各



 

个角色的进入班课房间链接和密码； 

查看记录：可以查看该房间的上课记录，有录制件记录，房间进出记录和聊天记录； 

删除房间：即删除房间，一旦删除将无法找回房间及房间记录，请谨慎删除。 

2.3 创建房间 

点击创建房间即可跳转【创建房间】页面，由基本信息和房间参数组成，如下图 

创建房间页 

基本信息表示该房间的基本信息，例如教室名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 

房间参数表示该房间的具体信息，其中有密码设置、帧率、视频分辨率等设置项： 

密码设置：表示各个角色的进入房间的密码，学生可设置密码为空； 

帧率：可以设置每秒更新视频帧数的频率，帧率越高，视频流畅性越好； 

视频分辨率：可以设置视频的清晰参数，分辨率越高，视频清晰度越好， 

班型：可以设置该房间的最多上台人数； 

桌面共享：可以设置该房间是否支持桌面共享； 

是否自动开启音视频：可以设置该房间的学生是否自动上台，若未开启，则开课时默

认学生不上台。 

2.4 课前准备 

设置好房间后，可以在课前准备页面中设置课上需要使用的课件，以及可以获取到各个

角色的进入房间的链接。 

准备课件可以通过从本地直接上传需要的课件，也可以关联后台中已有的课件，设置课

件时可以选择某课件为【缺省课件】，如下图示。 

上传课件的格式，样式等详细问题可通过【上传文件和制作文件注意事项】文件进行相

关了解。 

 



 

 

请注意：上课中仍可以上传动态 PPT 文件，但由于转换文件需要一定时间，可能会影响

上课进度，请在课前进行上传。 

2.5 上课记录 

上课记录可查看课程的录制件，课程进出记录以及聊天记录。 

 

3、房间内功能介绍 

3.1 进入房间 

3.1.1 PC 端 

用户获取房间地址、房间号及房间密码后，即可进入房间， 

 

 



 

进入房间后，需要对硬件设备（包括扬声器、摄像头和麦克风）进行检测， 

3.1.2 移动端 

用户下载 APP 之后，输入相应的房间号和密码，即可进入房间，进入房间后也需要对移

动端设备进行检测。 

 

3.2 教室内部 PC端 



 

班课有两种教室布局：1v1 与 1vN 布局，1v1 指得是支持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音视频互

动的教室布局，1vN 指的是一个老师和多个学生音视频互动的教室布局。因为两种布局的功

能大致相同，在这里仅讲述 1vN 布局中的功能。 

3.2.1 整体界面 

班课房间由顶部状态栏、黑板区、辅助工具区、老师视频区、学生视频区、底层功能栏

组成。 

1v1 教室布局 

1V1 双师布局 

        当在 1v1 布局中点击视频与黑板之间的缝隙时，布局切换为1v1 双师布局，也称画中画布

局。 



 

1vN 教室布局 

 

3.2.2 顶部状态栏 

顶部状态栏位于教室最上方，用于展示教室的丢包率、网络延时、房间号、以及上课的

持续时间。 

3.2.3 老师/学生视频区 

老师与学生视频区位于顶部状态栏的下方，老师的视频始终是从左往右的第一个，学生

在老师右侧依次展示，并在视频中展示对应的用户昵称、奖杯数、涂鸦权限和音频信号信

息。拖动视频时可以将视频移动至黑板区。 

  当老师将鼠标放置在视频区上方时，出现老师和学生的功能键，其中老师的功能：全体

奖杯、全体复位；学生的功能：关闭音频、关闭视频、授权、下发言席、发送奖杯、视频截

图、视频复位。 

 

 视频互动区 



 

老师视频控件： 

全体奖杯：给当前所有上台的学生发送一枚奖杯； 

全体复位：将所有视频不在默认位置的视频复位； 

学生视频控件： 

关闭音频：将学生静音； 

关闭视频：关闭学生的视频关闭； 

授权：给学生授权，使其可以在黑板及课件中进行涂鸦； 

下发言席：将学生下台，那么该学生将会离开音视频互动； 

发送奖杯：给学生发送奖杯； 

视频截图：给学生视频截图； 

视频复位：将学生的视频复位。 

3.2.4 黑板区（单/多课件） 

黑板区位于老师/学生视频的下方，老师可在黑板中涂鸦，拖拽/放置课件、拖拽/放置视

频，黑板可以通过翻页的方式获取新一页的黑板，课件可以本地全屏、放大和缩小。 

黑板区分为两种展示形式：单课件和多课件，该项功能可以联系技术支持进行切换。 

在单课件的展示形式中，只允许黑板区打开一个课件，并在黑板区全屏，课件可以通过

课件库进行切换，课件可以本地全屏、放大和缩小。 

 

 黑板区：单课件 



 

在多课件的展示形式中，允许黑板区打开多个课件，缺省课件默认在黑板区最大化，黑

板始终在课件最底层展示、课件支持黑板区最大化、本地全屏、放大和缩小。 

每个课件支持最小化、课件全屏和关闭课件，当需要某个课件最小化时，会在黑板区上

方展示标签页，标签页会对应最小化的课件，当需要全部课件最小化时，可点击【课件收

起】，即可暂时收起课件，再次点击即可重新展示课件。 

 

 黑板区：多课件 

3.2.5 辅助工具 

辅助工具位于黑板区的左侧，由花名册、课件库、工具箱、画笔工具组成； 

花名册：管理进入房间的所有学生，控制其上下台，发言权限以及控制其离开房间； 

课件库：管理该房间内的所有课件，以及可以在房间内上传课件； 

         

 辅助工具：花名册、课件库 



 

工具箱：管理班课中辅助教学的工具，如：桌面共享、答题器、计时器、抢答器和上传

图片等特色工具。 

画笔工具：管理班课中用于涂鸦的画笔工具，如：画笔、激光笔、文字输入、图形输

入、橡皮、清屏等。 

 

 辅助工具：工具箱、涂鸦工具相关 

3.2.6 底层工具栏 

底层工具栏由老师个人音视频控制、消息讨论区、视频轮播、综合/平铺布局切换、

学生全体音频控制、本地全屏、举手功能。 

 

 底层工具区 

老师个人音视频控制：控制本地音视频禁用/恢复，以及调整音视频设备。 

       

 音频设置                                                                视频设置 

 

 



 

讨论区：展示教室内用户的聊天内容和人员进出信息、系统提示信息，可以发送图片，文字

表情等信息，老师可以控制全体禁言及解除全体禁言。 

 讨论区 

轮播：该项可以将未展示视频的学生和正在展示的学生进行轮换。系统会根据设置的时间，自

动更换学生视频区的一名学生，将目前未上台的学生切换上台，如目前上台人数已满，则顺序下台一

人、上台一人。请注意：若当前房间中学生人数小于最大上台人数时，该功能无法使用，呈灰色 

若学生或助教在黑板区时，不参与轮播。 

 轮播设置 

 

布局切换：可以对页面布局进行切换，现目前有三种布局：综合布局、平铺布局、焦点布局。 

综合布局是默认布局，可以在音视频互动的同时操作课件等教学工具。 



 

 综合布局 

综合布局和平铺布局可以通过下方布局切换进行切换，在平铺布局中，可以通过双击某角色视

频，切换为焦点布局。 

 平铺布局 

焦点布局是以某个角色为焦点进行放大，其他角色缩小，双击其他角色可以更换焦点

角色，双击焦点角色可以返回至平铺布局。 



 

 

 焦点布局 

学生全体音频控制：全体学生的音频控制，可以一键将所有学生的音频静音； 

全屏：可以将本地显示全屏； 

举手区：学生在课堂中若有疑问可以点击或长按举手区可以举手；老师端可以查看举手的学生，

并可以允许举手学生上台。 

3.3 教室内部移动端 

移动端班课有两种教室布局：1v1 与 1vN 布局，1v1 指得是支持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上

台的教室布局，1vN 指的是一个老师和多个学生音视频互动的教室布局。因为两种布局的功

能大致相同，在这里仅讲述 1vN 布局中的功能。 

3.3.1 整体界面 

班课房间由顶部状态栏、黑板区、涂鸦工具、老师视频、学生视频、抽屉导航组成。 

 
1V1 班课房间 



 

 

1VN 班课房间 

3.3.2 顶部状态栏 

顶部状态栏位于教室顶部，用于展示教室的房间号、以及上课的持续时间。 

3.3.3 老师/学生视频交互  

老师与学生视频区位于顶部状态栏的下方，老师的视频始终是从左往右的第一个，学生

在老师右侧依次展示，并在视频中展示对应的用户昵称、奖杯数、涂鸦权限和音频信号信

息。拖动视频时可以将视频移动至黑板区。 

当点击老师/学生视频时，出现控制老师和学生的功能键： 

 

老师/学生视频功能键 



 

其中老师的功能：关闭音频、关闭视频、镜像、全体奖杯、全体复位； 

关闭音频：关闭/开启老师端本地音频； 

关闭视频：关闭/开启老师端本地视频； 

镜像：开启/关闭镜像功能； 

全体奖杯：给当前所有上台的学生发送一枚奖杯； 

全体复位：将所有视频不在默认位置的视频复位； 

其中学生的功能：关闭音频、关闭视频、授权、下发言席、发送奖杯、视频截图、视频

复位； 

关闭音频：将该名学生静音； 

关闭视频：关闭该名学生的视频； 

授权：给学生授权，使其可以在黑板及课件中进行涂鸦； 

下发言席：将该名学生离开音视频互动； 

发送奖杯：给该名学生发送奖杯； 

视频截图：给该名学生视频截图； 

视频复位：将该名学生的视频复位； 

3.3.4 黑板区（单/多课件） 

黑板区与 PC 端一致，支持两种黑板形式，功能与样式一致。  

在单课件的展示形式中，只允许黑板区打开一个课件，并在黑板区全屏，课件可以通过

课件库进行切换，课件可以本地全屏、放大和缩小。 

 

 黑板区：单课件 



 

在多课件的展示形式中，允许黑板区打开多个课件，缺省课件默认在黑板区最大化，黑

板始终在课件最底层展示、课件支持黑板区最大化、本地全屏、放大和缩小。 

每个课件支持最小化、课件全屏和关闭课件，当需要全部课件最小化时，可点击【课件

收起】，即可暂时收起课件，再次点击即可重新展示课件。 

 

 黑板区：多课件 

3.3.5 涂鸦工具 

涂鸦工具由鼠标、铅笔、马克笔、文字

输入、形状、橡皮、清屏组成，支持将涂鸦

工具收起至屏幕右侧。 

其中铅笔、马克笔、文字输入和橡皮支

持会调整其对应的大小、颜色、字号或形

状，右图是铅笔的相关控件，可以调整颜

色、笔触和尺寸。                                                                           

 

铅笔控件

 

3.3.6 抽屉导航 

抽屉导航由花名册、课件库、工具箱、布局切换、轮播、全体静音、切换摄像头、消

息、退出组成，支持将涂鸦工具收起至屏幕右侧。

 



 

花名册：管理进入房间的所有学生，控制其上下台，发言权限以及控制其离开房间。 

 花名册                                                         课件库 

课件库：管理该房间内的所有课件，以及可以在房间内上传课件。 

工具箱： 管理班课的工具：答题器、抢答器、计时器、图片上传、相册上传，功能与 

PC 端一致。 

布局切换：可以对页面布局进行切换，现目前有三种布局：综合布局、平铺布局、焦点

布局，在平铺布局中，点击某角色，选择设为焦点，即可以该角色展开焦点模式。 

 
 综合布局 



 

 
 平铺布局 

焦点布局 

轮播：该项可以将未展示视频的学生和正在展示的学生进行轮换。系统会根据设置的时

间，自动更换学生视频区的一名学生，将目前未上台的学生切换上台，如目前上台人数已

满，则随机将台上一名学生下台一人、再随机上台一名学生。 

轮播

请注意：1.若当前房间中学生人数小于最大上台人数时，该功能无法使用。2.若学生被拽



 

上黑板区，则不参与轮播全体静音：管理全体学生的音频开关。 

切换摄像头：可以将切换前后摄像头。 

消息：展示教室内用户的聊天内容和人员进出信息、系统提示信息，可以发送图片，文

字表情等信息，老师可以控制全体禁言及恢复禁言。 

消息 

退出：退出房间，老师退出房间满十分钟后，该房间自动下课。 

3.3.7 举手区 

举手区：学生在课堂中若有疑问可以点击或长按举手区可以举手；老师端可以查看举手

的学生，并可以允许举手学生上台 

 

4、常见问题 

Q：在上传课件时，无法上传课件，并出现【上传失败】提示？ 

A：请仔细查看《上传课件和制作课件注意事项》文件，检查是否因为课件格式问题无法上

传。 

Q：请问视频轮播的上下台规则？ 

A：根据学生进入房间的顺序依次上下台。 

Q：上课时，老师桌面共享时，怎么无法打开计时器等工具？ 

A：老师桌面共享时，无法打开其他工具箱中的功能，并且也无法打开媒体课件，请关闭桌

面共享后重新尝试打开。 

Q：上课时，老师的视频会出现卡顿，加载中等情况，或者无法正常视频交互，怎么办？ 

A：1.请检查使用环境的网络情况，尝试重新打开路由器或使用手机热点连接设备网络。  

2. 请把房间的上台人数适量减少，通过降低总体带宽来提高网速。  



 

3. 请在上课中呼叫技术支持，并将房间号、卡顿视频角色的 ID一并记录下来告知技术支

持。 

Q：上课中，在全体语音发言的情况下，声音比较嘈乱。怎么办？  

A：请先将所有学生静音，并逐个打开上台学生的语音进行检查，对比检查到嘈杂的学生后

关闭其音频 

Q：上课中，我想要上传 PPT 但是上传时间太长，怎么办？ 

A：由于 PPT 的转换时间会因为动效等问题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建议在上课前在后台上传课

件 PPT。 

Q：给学生授权后，学生仍无法涂鸦，怎么办 

A：请让该学生查看自己的涂鸦工具，重新选择铅笔工具，调整铅笔颜色后重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