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助力北大师生开展“在线教学”培训的通知 

目前疫情防控工作刻不容缓，学校推迟 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为了落

实“停课不停学”精神，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即日起，提供多种网络教学平台和

系统工具，在正式开学前，组织第一批次线上培训课程，助力北大师生顺利实

施 2020 年春季学期的教学工作。 

第一批次“在线教学”培训（2020.2.6-2.14），具体培训方案如下： 

一、培训对象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开课教师 

二、培训目标 

掌握直播互动教学方式，实施课堂教学策略活动； 

灵活运用网络教学平台、支持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三、培训方式 

“线上直播培训和答疑专场” + “线下自主练习和热线解答” 

四、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一 开课日期 开课时间 主题内容 培训地址 

北大教学网 

2 月 6日 

（周四） 
09:00-11:00 

教学网在线课堂

（第一场次） 

直播观看 1 

直播互动 1 

2 月 6日 

（周四） 
14:00-16:00 

教学网建课和交

互教学（第一场

次） 

直播观看 2 

直播互动 2 

2月 10日 

（周一） 
09:00-11:00 

教学网在线课堂

（第二场次） 

直播观看 3 

直播互动 3 

2月 10日 

（周一） 
14:00-16:00 

教学网建课和交

互教学（第二场

次） 

直播观看 4 

直播互动 4 

https://www.pku.edu.cn/
https://www.eeo.cn/webcast.php?courseKey=0758935b42559c0f
https://www.eeo.cn/s/publesson.html?lessonKey=18052d98f0c32c31&classSN=9ienavqdx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dd80fc65c7ca311c
https://www.eeo.cn/s/publesson.html?lessonKey=dd80fc65c7ca311c&classSN=m5167xpmk
https://www.eeo.cn/webcast.php?courseKey=f54bf0cd565f5c57
https://www.eeo.cn/s/publesson.html?lessonKey=4160c541ecb28ae8&classSN=9hrv3w53f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b12a1a5fbeaa4dac
https://www.eeo.cn/s/publesson.html?lessonKey=b12a1a5fbeaa4dac&classSN=gkxgcpch5


2月 12日 

（周三） 
09:00-11:00 

教学网在线课堂

答疑专场（第一

场次） 

直播观看 5 

直播互动 5 

2月 12日 

（周三） 
14:00-16:00 

北大教学网答疑

专场（第一场次） 

直播观看 6 

直播互动 6 

2月 14日 

（周五） 
09:00-11:00 

教学网在线课堂

答疑专场（第二

场次） 

直播观看 7 

直播互动 7 

2月 14日 

（周五） 
14:00-16:00 

北大教学网答疑

专场（第二场次） 

直播观看 8 

直播互动 8 

1. 教学网培训建议 

（1）请提前查看“宣传页”“培训帮助”“在线课堂操作”，并安装并注

册“在线课堂(Classin)”； 

（2）每个主题开设在线培训两个场次（内容一致），推荐教师通过“直播

观看”进入线上培训课程，因为每场“直播互动”容纳 200人（支持线上

交流互动），若使用过程中掉线，请用“直播观看”方式进入； 

（3）直播培训课程实时录制，和培训资料一起，放在“北大教学网”，

“2020年春季北大教学网培训课程”，公共账号/密码：2020s1/2020s1

（4）建议教师 2 月 12日（周三）和 2月 14日（周五） 9：00-11：00 可

进入“北大教学网”您的课程中，利用“在线课堂”模拟课堂教学过程； 

2.技术支持与服务 

教学网客服：course@pku.edu.cn  62767551/13269919860 

教学网培训：lzgpku@pku.edu.cn  62761148/15650717056 

教学网建议：xqwang@pku.edu.cn  62758385/13261049123 

在线课堂支持：daniel.ji@eeoa.com、phyllis.zhang@eeoa.com 

18576674465、15692155070 
 

 

 

https://www.eeo.cn/webcast.php?courseKey=9ddcf1be8d20cdd7
https://www.eeo.cn/s/publesson.html?lessonKey=595164c5017a33ed&classSN=rgp7p3h9c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df64c0c0b20abe1e
https://www.eeo.cn/s/publesson.html?lessonKey=df64c0c0b20abe1e&classSN=8rwrwxie1
https://www.eeo.cn/webcast.php?courseKey=0a30cf3f72cbf566
https://www.eeo.cn/s/publesson.html?lessonKey=30ad37f7409fdc00&classSN=1hqz0qvhp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c9c87a8db210f2c3
https://www.eeo.cn/s/publesson.html?lessonKey=c9c87a8db210f2c3&classSN=3i8pg1ecd
https://courseweb.pku.edu.cn/course/jiaoxuewang/about.html
https://courseweb.pku.edu.cn/peixunbangzhu/index.html
http://www.eeo.cn/cn/download.html
https://www.pku.edu.cn/
https://www.pku.edu.cn/
mailto:daniel.ji@eeoa.com、phyllis.zhang@eeoa.com


培训模块二 开课日期 开课时间 主题内容 培训地址 

北大 Canvas

平台 

2 月 7日 

（周五） 
10:00-11:00 

Canvas 建 课 和

BBB直播课堂 
ZOOM 直播 1 

2月 11日 

（周二） 
10:00-11:00 

Canvas 建课授课

答疑专场 (第一

场次) 

ZOOM 直播 2 

2月 13日 

（周四） 
10:00-11:00 

Canvas 建课授课

答疑专场 (第二

场次) 

ZOOM 直播 3 

1. Canvas培训建议 

（1）若教师希望利用 Canvas平台开展网络教学，请提前“开通 Canvas 教

师账号”（校园卡号、北大邮箱…）； 

（2）请查看“教师手册（英文）”或“教师手册（中文）”,BBB直播系

统的使用说明，请重点查看“Conference”或“会议”章节； 

（3）Canvas培训使用的是 ZOOM会议系统，限额 300人，可直接点击

“ZOOM直播”地址，使用常用浏览器(推荐 Chrome)直接进入培训课程 或

提前安装 ZOOM客户端； 

（4）若教师未进入直播培训课程，我们在 Canvas直播课程的同时进行录

制，课程视频将和培训材料放在云盘上，可直接下载“Canvas资料包”； 

（5）建议教师 2 月 11日（周二）和 2月 13日（周四） 10：00-11：00

可进入“北大 Canvas”您的课程中，利用“BBB”模拟课堂教学过程； 

2. 技术支持与服务 

Canvas热线：4001203191（英文客服，仅限开通账号的正式用户） 

Canvas支持：zlt@pku.edu.cn   62767551 

Canvas建议：xqwang@pku.edu.cn 62758385/13261049123 
 

培训模块三 开课日期 开课时间 主题内容 培训地址 

北大媒资平

台 

2月 11日 

（周五） 
14:00-16:00 

媒资平台视频课

件制作工具 

直播观看 9 

直播互动 9  

https://pku.instructure.com/
https://pku.instructure.com/
https://instructure.zoom.us/my/kathyxu
https://instructure.zoom.us/my/kathyxu
https://instructure.zoom.us/my/kathyx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DQSIkWdsW0yxEjajBLZtrQAAAAAAAAAAAANAASGn-SdUMzEzVTRTSzFDTUtCWTIzTjVVWkxVMjFVNC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DQSIkWdsW0yxEjajBLZtrQAAAAAAAAAAAANAASGn-SdUMzEzVTRTSzFDTUtCWTIzTjVVWkxVMjFVNC4u
https://community.canvaslms.com/docs/DOC-10460-canvas-instructor-guide-table-of-contents#jive_content_id_Conferences
https://zh.guides.instructure.com/m/11077
https://launcher.zoom.us/downloads/RHi1YpbJye6dHR1g3q5Ymxx9T-9uw3Gjp-E-9Iq3SBSxU5dVK9zKgGnIrf9rfVqbCoCMT47RTe9BDCO2NCmfRGMbTL3NCezpwtBSGrIMqvZcjb3yk3MXyFBXPgzkxQ-hWxjDG7kQWObSdygC_4iSnD9z-Gv5bQB71P14QStAO17UzX4y_c-yZd4spCj6pOCkQkIYOFF6ST95rAy8dtwUanVtiNtK1Ehn9E8enAl6i_OWLv0vLrqxb0oqa27dxbaBbFN_BnqcJoQ0IdgQiM0NPtn0L8XXuccTUNj15TMfDDuK5Kv5oGzYKHu99WdS8W1Z7lC7bVGSgHJ7nZ2MMkLUHB_1CLAYHVTyi9FhD8CQeKc=.6611da4a9b8515086f98308a07f07362080d2959766dd8baae77d7fcdd3f180c/Zoom_launcher.exe
https://pan.baidu.com/s/1xKmsTeUHEqvv3N1KSxHXgQ
https://pku.instructure.com/
http://resource.pku.edu.cn/
http://resource.pku.edu.cn/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52ae3b1c23c72f99
https://www.eeo.cn/s/publesson.html?lessonKey=52ae3b1c23c72f99&classSN=651an51a4


2月 13日 

（周二） 
14:00-16:00 

媒资平台使用答

疑专场 

直播观看 10 

直播互动 10 

1. 媒资平台培训建议 

（1）推荐教师通过“直播观看”进入线上培训课程，因为每场“直播互

动”容纳 200人（支持线上交流互动），若使用过程中掉线，请用“直播

观看”方式进入； 

（2）请提前查看，北大媒资平台（统一认证登录）-- 媒体工具（视频课

件微编）-- 操作简介，了解培训内容； 

（3）建议培训期间，请教师尽量不要操作，先听教师讲解演示； 

2. 技术支持与服务 

媒资平台客服：ma_hicc@163.com   18201095377 

媒资平台支持：xianwanzhou@chinamcloud.com  15208396209 

媒资平台建议：zengteng@pku.edu.cn  62751908/13261049133 

 

北大网络教学平台（北大教学网、北大 Canvas平台、在线课堂 Classin）在

实施过程中，若遇到技术问题，请直接联系相关平台客服和技术人员；若对平台

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直接联系：xqwang@pku.edu.cn  62758385/13261049123 

王肖群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20年 2 月 3 日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d9c319edd1588ccc
https://www.eeo.cn/s/publesson.html?lessonKey=d9c319edd1588ccc&classSN=7vqe5ev6w
http://resource.pku.edu.cn/
mailto:ma_hicc@163.com
mailto:xianwanzhou@chinamcloud.com
mailto:zengteng@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