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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 

1 平台介绍 

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是中国知网为满足教育系统“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在线

教学的需求上，而开发的全新一代在线教学服务系统。它将视频教学和云端课堂相结合，面

向全国教育系统大、中、小学校及社会培训机构具体授课场景，提供课程直播、在线培训、

点播课堂等功能，可有效支持师生在线互动、直播课程自动录制及课程回看，并可用来构建

公开课、同步课堂、直播教室、MOOC 等教学活动，实现了知识的教授、学习、考核全流程

云端化，是教育机构课程教学的基础支撑平台。 

 
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以保障在线教学为核心，为云端课堂提供丰富的教学工具，它打

破了传统课堂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保证知识的快速传播、学生的规模化培养。服务平台

支持多类型课程灵活应对各类授课场景，针对前置学习、正式学习、后置学习各环节精准覆

盖，实现多角度师生互动。 

 

2 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三层应用结构 

a.教育机构（培训网校） 
首先是机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培训网校，服务对象是各类真实的教育机构这包括

大学，中小学，职业院校，社会培训机构，企业培训机构，校外教育机构（如少年宫、辅导

站），成人教育机构（函授学院、电视大学、广播大学、成人自学考试站等）等。以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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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通过入驻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构建培训网校，即可管理网校签约教师，由签约教师

发布录播、直播课程，以及面授课程，从而完成课程在线教学的闭环。 

b.任课教师 
教师资格有两种通过方式，一种是通过教学平台认证上传教师证明，另一种是被以上培

训网校邀请加入，成为网校的专属教师。教师资格通过之后就可以发布直播课程，慕课以及

博客日志等内容，以及参与课程录制，课程评价，课后作业，课程考试以及课程咨询各个学

生互动环节。 

c. 学生与学员 
学生如果属于某个培训网校，可以通过网校发送的链接进入到网校内部，即可报名学习

属于各个网校的专属课程。 
如果不隶属与学校，则可报名教学平台的公开课程，参与课程讨论，作业，考试以及咨

询等相关课程环节。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就是针对以上三个层面进行搭建。 

3 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课程类型 

 

4 课堂教学 

 

二、 通用使用篇 

1 如何注册在线教学平台用户（适用于教师和学生） 

目前该系统采用中国知网统一认证系统，只要在知网（汇智或者研学）上注册过的用户

即可直接使用其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陆。如果没有，请根据以下步骤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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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立即注册 
在首页右侧账户去，点击立即注册按钮进行注册页面，如下图： 

 

b.输入个人信息 
输入手机号、验证码、密码完成注册。 

 

2 如何找回密码 

首页点击找回密码跳入到知网的统一认证系统的找回密码页面，即可以通过注册时候填

写的邮箱或者手机号码进行找回功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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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修改个人消息 

登陆系统后，点击个人中心，进入个人管理页面。点击编辑资料即可以修改个人相关信

息。 

 
注意：个人管理页可以完成教师及学生多种操作，包括修改个人资料、有学生认证为签

约教师、进行课程作业考试管理等。请详细浏览个人管理页面。下文如若提到个人中心即为

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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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师使用篇 

1 如何入驻平台，成为签约教师 

a. 进入教师认证 
用户登陆系统后，点击首页教师认证栏目。 

 

b.填写教师资料 
进入教师认证介绍页面，点击立即加入，填写个人的真实有效的信息，等待管理审核，

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就可以成为签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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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管理点播课程 

完成教师认证后，登陆系统进入个人中心页面，点击左侧导航课程管理中的点播课程，

即可管理点播课程。管理点播课程又分为几个模块： 

a.创建课程 
在个人中心页面的点播课程栏目可以进行点播课程发布，步骤如下： 

I. 点击我要发布，进入发布课程页面 

 

II. 设置课程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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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添加章信息 

 
添加章信息 

IV. 添加课信息，上传视频 

 
 

注意：此视频要求是 mp4 h264 编码格式（文件不得小于 5 分钟，不得大于 1G），如果不满

足要求，请自己通过视频压缩转码工具进行分割编码，可以将视频分成为若干小节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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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上传教学资料 

在课程发布步骤需要上传教学相关的案例、讲义等教学资料便于学习时使用。步骤如下

图： 

 
注意：上传课件以及视频需要使用 flash 插件。 

 
b.发布课程 

教师在点播课程管理界面根据指引按照课程设置，上传课程，课程发布三个步骤进行完

课程发布后保存不发布，此时教师可以自行修改课件等内容。点击保存并发布，此时会将课

程发布出去，注意此时仍需要后台管理员审核，审核通过以后才能在平台上发布。学生即可

检索该课程进行学习。 

c. 布置作业 
课程发布完成以后，可在个人中心的布置作业与考试界面进行作业布置，目前支持的试

题的类型有判断，单选，多选几种类型。所有的题目都可以在试题库中查看。布置作业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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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I. 点击导航栏布置作业按钮后进入布置作业页面，选择需要添加作业的课程，

点击添加作业。 

 

II. 点击开始添加 

 

III. 依次录入题目 

 

d.布置考试 
布置考试，习题只能从作业中抽取，在个人中心中点击布置考试进入考试布置页面。用

户可以布置 AB 卷 两套试卷。设置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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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点击左侧导航栏布置作业，进入布置作业界面，点击设置试卷进行试卷制

作。 

 

II. 选择相关题目加入试卷即可完成布置如下图： 

 

3 如何开设直播课程 

a.发布直播课程 
直播课程也需要发布课程，上传教学资料，发布作业，组织考试。步骤和上文点播课程

操作过程基本一致。但在上传课程的时候不需要上传视频，只需要编辑直播的开始结束时间

即可，到了上课的时候进入授课即可。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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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认证通过教师，登陆系统以后进入个人中心页面，点击左侧导航课程管理中

的直播课程，即可管理自己的直播课程。 

 

II. 点击我要发布进入课程发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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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设置直播课程基本信息 

 

IV. 添加学习资料，完成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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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到达直播时间，点击开始授课。 

 

VI. 提取两串代码填入 OBS 软件，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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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将直播二维码告知学生进行学习。 

 

b.教师直播授课（OBS 方式） 

I. 下载安装 OBS 直播软件。 

进入下载网站  https://obsproject.com/zh-cn，根据系统选择下载版本。 

下载后安装软件，安装完成后打开软件。 

 
如果下载速度慢，请加入 QQ 咨询群（830923353），群文件中下载。 
注意： 
1.针对复杂的 OBS 软件操作请参阅软件的帮助栏目，获取更丰富的信息。 
2.如果安装提示环境不存在请安装插件： 

https://obsproject.com/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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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是，出现下载地址：https://obsproject.com/visual-studio-2017-runtimes-64-bit 

 
点击下载安装以后再安装 OBS。 

3. 如安装过程出现缺少 DirectX 组件，请下载安装 DirectX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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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 obs 左下角新建场景 如下图（如果已有场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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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新建来源，点击+号。  

 

IV. 选择显示器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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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新建显示器作为直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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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选择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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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预览效果。 

 

VIII. 添加摄像头作为直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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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通过红色边框设置两个直播源的主次位置。如果是主讲 PPT 课件将显示

器作为主要界面，如果主讲为教师板报等将摄像头设为主要页面。 

 

X. 进入推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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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设置推流 

 



 

 页 25 

XII. 设置帧率 

 

XIII. 开始直播与录制。直播结束后，点击停止推流，即可结束推流。 

 

4 如何发布文章 

认证教师登陆系统以后，进入个人中心，点击文章管理，即可以管理自己的文章,点击我

要发布即可进行文章的撰写。点击保存会保存在个人中心，点击发布即可进入文章发布阶段，

等待后台审核，通过后就可以在个人主页上展示该博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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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回答课程问答 

课程详情的咨询老师与课程播放页面的提问问题需要教师去解答。进入个人中心，在课

程管理中的课程咨询中即可查看所有问题和进行回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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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生使用篇 

1 如何查找课程 

a.热门推荐查找 
进入首页，浏览热门推荐以及左侧更多。 

 

b.首页分类查找 
进入首页，点击不同分类进入学习。 

 
c. 发现课程查找 

点击首页导航栏发现课程，按照主题类型分类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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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教师主页查找 

点击导航师资库，选择相应教师进行教师的个人主页。在教师个人主页中可以查看该教

师的所有课程，点击相应课程即可学习。 

 

e. 网校查找 
如果是培训网校学生，进入网校主页在最新课程中浏览寻找。 



 

 页 29 

 

f. 首页搜索查找 
点击首页搜索按钮对课程精确或者模糊搜索。 

g.正在学习的课程 
学生登陆以后，进入个人中心，在学习任务栏目可以看到我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学习过的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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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学习直播课程 

a.网站进入方式 

I. 根据以上课程查找方式找到直播课程进入。 

 

II. 进入课程详情点击立即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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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到达上课时间之后在课程详情点击立即学习进行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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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直播完成点击回放。 

 

V. 选择片段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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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维码方式： 

I. 扫描教师分发的课程二维码，输入个人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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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进入手机直播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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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点击播放按键进行学习界面。为匹配手机屏幕，点击右下角的旋转屏幕

进行学习。 

 

3 如何学习点播课程 

a.根据以上课程查找方式找到点播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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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进入课程详情点击立即报名。 

 
 

c. 点击课程目录进行学习。 

 

4 如何进行课程讨论 

登陆系统以后在课程详情页面或者是课程学习页面，点击学习讨论，点击发起讨论，即

可针对讲座或者是某个话题发起课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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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咨询教师 

点击课程详情页面的右侧询问教师，弹出咨询窗口即可以对老师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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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评价课程  

在课程详情页点击评价课程，我要评价模块即可针对课程进行评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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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领取作业 

如果该课程教师设置了习题，在课程详细页面点击课后作业，在出现的目录中选择作业

即可以进行领取作业进行答题。 

 

8 如何参加考试 

在课程详情页面，点击课程考试，即可参与课程的考试。 
 

 

9 如何进行补考 

如果考试未通过，可以进行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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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培训网校篇： 

1 如何成为机构用户 

需要联系产品的销售人员，签订入驻协议，由系统管理员进行导入，并分配管理员账号。 

2 培训网校管理员管理后台 

机构管理员拿到账号密码以后登陆系统进入网校的管理后台，可以维护机构信息，教师

发布教学公告以及成员管理。 

a.进入具体培训网校管理平台。 

 

b.输入管理员账号 

 

3 培训网校管理员进行单位设置 

网校管理员登陆后台，点击我的单位，分别在单位设置、单位成员、通知公告三个栏目

进行相应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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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网校管理界面 

 

4 培训网校学生教师邀请 

a.复制邀请链接 
在网校后台管理界面点击我的单位中的成员管理进入单位成员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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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网校邀请链接 

b.将邀请链接发送至需要加入的学生教师。 
c. 学生教师点击进入填写信息。 

 
学生信息填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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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管理员对加入成员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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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中国知网将尽最大

努力帮助教育机构快速拥有线上授课的能力，为学校、教师和

学生的教与学保驾护航，让“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真正地

落到实处。 

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是机构知识管理与协同创新平台

（简称 OKMS）中学习培训的功能载体，更丰富的知识管理与

服务请参考下方公众号查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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