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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陕西高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本科）
省级决赛线上比赛参赛教师端设备搭建指南



搭建方案

n方案一：网络摄像头方案

       主要通过网络摄像头采集比赛教室图像信息，通过麦克风采集参赛
教师及其与学生互动的声音信息。特点是平台搭建简单，成本低。

n方案二：数码摄像机方案

       主要通过数码摄像机+视频采集卡采集比赛教室的图像信息和参赛
教师的声音信息。特点是充分利用数码摄像机镜头及麦克风优势获得较
高质量的画质和音质。



方案一：网络摄像头方案



一、教师端教学场景平面示意图

黄色阴影区域设备包括：
参赛教师用大屏、计算机、
无线麦克风接收机等

红色阴影区域设备包括：用
于拍摄教学场景的摄像头、
计算机（台式机或笔记本）



二、参赛教师用软硬件设备清单（示意图中黄色阴影区）

设备名称 数量/单位 用途 注意事项
大屏 1块 比赛时显示参赛教师的课件 65寸及以上尺寸

计算机 1台 连接大屏，无线麦克风，安装参赛教师教学用各种软件，运行钉钉
此电脑应具有独立的麦克风输入接口，
有线网络接口，若此电脑有摄像头，
应提前禁用

一拖二无线麦克风 1套 一个无线领夹麦克风用于采集参赛教师的声音，一个无线手持麦克
风用于采集参与学生的声音

请使用带有混合输出接口的一拖二无
线麦克风，一个领夹麦用于参赛教师，
一个手持买用于参与教学互动的学生。

钉钉 1套 安装在参赛教师用计算机上，用于向评委端传输参赛教师用计算机
的桌面图像同时传输教师、学生以及电脑的声音

请将此钉钉的昵称改为：**学校展示，
如：陕西师范大学展示。

3.5转6.5音频连接线 1根 用于连接无线麦克风主机和电脑主机

翻页笔 1只 参赛教师比赛过程中使用

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应尽可能使用有线网络

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 链接
大屏+计算机 希沃86英寸触控一体机含内置计算机

无线麦克风 新科U15百搭版（一拖二） https://item.jd.com/6050520.html

3.5转6.5音频连接线 https://item.jd.com/100000585019.html

陕西师范大学测试时使用的
设备，经测试效果良好



三、参赛教师用设备连接示意图

混合输出接口
（6.5mm接口） 一般情况下需要一

根3.5转6.5音频线
连接麦克风主机和
电脑主机 

电脑显示输出
至大屏

电脑麦克风输入接
口（3.5mm接口）

无线麦克风

计算机主机

大屏



四、参赛教师比赛环境

大屏在一侧+黑板或白板 大屏在中间+黑板或白板



五、参赛教师用电脑使用钉钉注意事项

1.为保证传输图像准确，
共享窗口时，应选择
“桌面”进行共享。

2.为保证电脑声音可以
正常共享，应勾选“共
享电脑音频”复选框。



六、教师端教学场景画面采集用软硬件设备清单（示意图中红色阴影区）

设备名称 数量/单位 用途 注意事项

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 1台 连接摄像头通过钉钉传输教学场景画面
此计算机需要禁用所有录音设备（即
麦克风），此计算机应具备USB接口
以及有线网络接口

网络摄像头 1个 用于采集教师端教学场景画面 摄像头需准备三脚架，并根据教室大小
确定摆放位置

钉钉 1套 安装在笔记本或台式机上，用于向评委端传输教师端教学场景 请将此钉钉的昵称改为：**学校实况，
如：陕西师范大学实况。

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应尽可能使用有线网络

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 链接
笔记本电脑 自备

网络摄像头 罗技c930e或c930c https://item.jd.com/62695438750.html
陕西师范大学测试时使用的
设备，经测试效果良好



七、教师端教学场景画面采集设备连接示意图

笔记本或台式机 摄像头

通过usb接口连
接摄像头和电脑

摄像头在比赛场地内的位置示意图

网络摄像头取景应尽可能将参
赛教师及学生都纳入画面。



方案二：数码摄像机方案



一、教师端教学场景平面示意图

黄色阴影区域设备包括：
参赛教师用大屏、计算机

红色阴影区域设备包括：用
于拍摄教学场景的数码相机、
视频采集卡、计算机（台式
机或笔记本）



二、参赛教师用软硬件设备清单（示意图中黄色阴影区）

设备名称 数量/单位 用途 注意事项
大屏 1块 比赛时显示参赛教师的课件 65寸及以上尺寸

计算机 1台 连接大屏，无线麦克风，安装参赛教师教学用各种软件，运行钉钉
此电脑应具有独立的麦克风输入接口，
有线网络接口，若此电脑有摄像头，
应提前禁用

无线领夹麦（发射机） 1套 用于采集教师及学生的声音，可以放置在讲台附近，也可佩戴在参
赛教师身上

钉钉 1套 安装在参赛教师用计算机上，用于向评委端传输参赛教师用计算机
的桌面图像同时传输教师、学生以及电脑的声音

请将此钉钉的昵称改为：**学校展示，
如：陕西师范大学展示。

翻页笔 1只 参赛教师比赛过程中使用

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应尽可能使用有线网络

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 链接
大屏+计算机 希沃86英寸触控一体机含内置计算机

无线麦克风 索尼UWP-D11（发射机） https://item.jd.com/100005173149.html
陕西师范大学测试时使用的
设备，经测试效果良好



三、参赛教师用设备连接示意图

计算机显示输
出至大屏

计算机主机

大屏



四、参赛教师比赛环境

大屏在一侧+黑板或白板 大屏在中间+黑板或白板



五、参赛教师用电脑使用钉钉注意事项

1.为保证传输图像准确，
共享窗口时，应选择
“桌面”进行共享。

2.本方案中参赛教师比
赛过程中播放的电脑音
频将由数码摄像机的麦
克风进行采集，因此请
勿勾选“共享电脑音频”
复选框。



六、教师端教学场景画面采集用软硬件设备清单（示意图中红色阴影区）
设备名称 数量/单位 用途 注意事项

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 1台 连接摄像头通过钉钉传输教学场景画面
此计算机需要禁用所有录音设备（即
麦克风），此计算机应具备USB3.0接
口以及有线网络接口

数码摄像机 1台 用于采集教师端教学场景画面

需准备三脚架，并根据教室大小确定摆
放位置，数码摄像机必须具备HDMI输
出端口和麦克风输入端口，数码摄像机
使用过程中需全程开启录制功能，否则
摄像机会待机。

无线麦克风（接收机） 1套 安装在数码摄像机上用来采集比赛现场的各种声音

USB视频采集卡 1块 用于将数码摄像机输出的音视频信号转换为钉钉能够识别的信号

钉钉 1套 安装在笔记本或台式机上，用于向评委端传输教师端教学场景 请将此钉钉的昵称改为：**学校实况，
如：陕西师范大学实况。

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应尽可能使用有线网络

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 链接
笔记本电脑 自备

数码摄像机 SONY FDR-AX40

USB视频采集卡 毕亚兹R47 https://item.jd.com/100014651430.html

无线麦克风 索尼UWP-D11（接收机） https://item.jd.com/100005173149.html

陕西师范大学测试时使用的
设备，经测试效果良好



        测试时我们分别使用了SONY的HDR-XR500E，HDR-XR160，HDR-PJ-670，FDR-AX40，

FDR-AXP55五款数码摄像机，均能正常使用。以上所有型号的数码摄像机都具有HDMI输出接口，

麦克风输入接口。

        测试时我们使用的视频采集卡是毕亚兹的hdmi高清视频采集卡，型号：R47。京东自营链接：

https://item.jd.com/100014651430.html

        测试时我们使用的无线麦克风型号是SONY的UWP-D11，使用SONY数码摄像机建议使用相

同品牌的无线麦克风。也可用数码摄像机自带的内置麦克风进行声音采集，但效果不如外置的无线

麦克风。 UWP-D11价格较高并且已经停产，市场在售的是其升级版本UWP-D21，京东自营链接： 

https://item.jd.com/100005173149.html。参赛学校如采用本方案可先咨询自己学校的新闻宣传

部门是否有相同型号的麦克风，最好能够借用。

七、关于数码摄像机及视频采集卡的说明



八、教师端教学场景画面采集设备连接示意图

笔记本或台式机

通过usb接口连接
视频采集卡和电脑

数码摄像机视频采集卡

通过HDMI连接线
连接视频采集卡和

数码摄像机

无线麦克风
接收器

通过数码摄像机的麦
克风输入端口连接无
线麦克风的接收器

无线麦克风
发射器

无线麦克风发射器放置在距离参赛教师较
近的位置即可，参赛教师可以不用佩戴



数码摄像机取景应尽可能将参赛教
师及学生都纳入画面。

九、教师端教学场景画面采集设备连接示意图



十、钉钉传输教学场景相关设置

在钉钉会议中
打开摄像头

摄像头选择
USB Video



十、钉钉传输教学场景相关设置

2.点击视频
设置选项

1.在钉钉会议中
点击摄像头图标
右上角的箭头

3.选择摄像头为
USB Video，
然后将开启镜像
的勾选项取消



十、钉钉传输教学场景相关设置

在钉钉会议中
打开麦克风

麦克风选择数字音频接口
（USB Digital Audio）



技术咨询：李  骏 韩广欣
联系方式：029-85303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