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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函授教育网络课程自动录播系统简介 

1. 长安大学网络课程自动录播系统功能 

课程自动录播系统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可实现单电影模式（系统可根据各种策略实现自动导播）及资源模

式（三分屏模式）两种录制方式； 

2）授课教师可以在教室内自由移动授课； 

3）学生可以发言或回答教师的提问； 

4) 教师的板书高清拍摄； 

5）可以实时合成国家精品课程标准格式的流媒体课件； 

6）实现课堂直播功能，并且能适应多种网络环境下的播放； 

录播系统功能总体概括为以下三点： 

1、能制作出完全符合国家教育部《精品课程教学录像上网技术标准》

的教学录像和课件； 

2、现场教学中讲师与学生的音视频采集完全自动化完成，不需要专业

录像人员参与； 

3、系统应用简单、方便，方案组合灵活多变。 



2. 长安大学网络课程自动录播系统组成 

2.1 录播系统结构图 

 



2.1.1 教室布局示意图 

 

2.2 录播系统组成 

根据用户的要求，需要在教师授课的同时对精品课程教室内所有课堂发生的场景做全程

录像，全面反映教师教学与学生情景调动及教学过程中教师使用的任何课件及板书内容等场

景元素，这种方案需求下，需要对教师、学生、板书及全景视频信号进行采集，并需要进行

音视频切换，同时要求分教室和网络上用户能同时以流媒体的方式在网络中观看直播课堂并

能存储在服务器上供课后点播，进行在线学习。录播教室组建主要设备包括：嵌入式高清录

播主机、图像跟踪主机、数字音频处理器、高清摄像机、图像跟踪定位摄像机、指向性话筒、

音响功放、录播中控系统、一体化液晶电视等设备。 

2.2.1 嵌入式高清录播主机 

内嵌智能导播平台软件，提供智能化导播界面，具有教师、学生、板书、全景等相应场

景预览，实现自动导播、课堂同步直播、点播发布（将录制好的课件发布到服务器上供课后



点播）、录播管理、用户管理、课堂节目管理等功能。支持 2-4 路高清 3G-SDI 视频输入接口； 

B/S 导播模式 

 

本地导播模式 

 

 

直播模块 



 

 

录制模块 

 

 

片头\片尾 

 

 

字幕\LOGO 



 

 

 

2.2.2 图像跟踪系统 

图像跟踪主机：内嵌图像空间分析软件系统，通过图像空间分析采集技术以及图像采集

摄像机，可将整个教室空间全景化，无盲区，实现准确定位，教师与学生无需佩戴、操作任

何设备，实现跟踪拍摄。 

图像行为分析系统是实现全自动录播的核心模块。系统采用全自动智能拟人工拍摄，授

课老师、学生无需佩戴任何跟踪设备，整个拍摄过程无需人工干涉。 

系统采用独创的人体行为分析、二位立体空间（专利技术）定位和摄像跟踪技术，根据

常态化课堂教学的行为，采用机器学习的高级决策方式，分别从目标追踪识别、运动预测模

型、目标自动聚类识别、人体姿势分析、人脸识别、景深检测、图像重建等多种图像分析手

段进行智能判别，实时控制摄像设备对各种教学场景进行合理有效平滑的拍摄，完整的记录

整个教学活动过程。 

2.2.2.1 模块化智能分析系统 

系统实现对教师区、学生区、板书区等多个应用场景进行模块化智能分析，并控制摄像

设备进行自动化拟人摄像。 

先进的智能图像分析技术 

 

教师无需佩戴任何定位装置，不受光线、声音、电磁等外在环境影响，这种方式技术最

先进，对人体健康不会产生影响。采用 HOG（overlapping 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s）、

多级金字塔（multi-resolution pyramid）、人脸追踪（face tracking）、kalman 运动预测



模型、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等先进技术实现人物精确定位检测。 

先进的全面防抖动技术 

在拥有“宽场景画面防抖技术”的同时，支持创新的“窄场景画面防抖技术”。 

①宽场景画面防抖技术：可对教师在某个自定义的数值范围内的移动进行忽略，保持摄像

机固定拍摄，以保证画面的流畅及稳定，避免出现画面跳动、遥移等现象 

②窄场景画面防抖技术：在 1.8～2.4米的窄场景中，在 0～3m/s的移动速度下，人物精

确跟踪，不抖动，不丢失。并在精确跟踪教师的同时，完全避免大幅度肢体动作造成

的镜头抖动问题，解决了多年的业界难题，实现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 

 

误判拍摄主体                          准确识别主体 

2.2.2.2 控制系统教学建模 

采用非线性速度自适应控制系统，保证拍摄灵敏度、平滑度、柔和度、精确度更趋近于

手工拍摄。 

支持多级全自动缩放取景拍摄模式： 

①教师图像行为分析：当教师在讲台区域快速走动时，系统会自动以全景进行拍摄，避

免快速移动镜头的晃动感；当教师在讲台区域一般走动时，系统会自动以中景进行跟踪拍摄，

有效记录教师教学行为；当教师停止走动或板书时，摄像机会自动以特写方式进行拍摄；当

学生走上讲台与教师进行互动时，摄像机会自动拉伸镜头，全景拍摄学生与教师。 



 

②学生图像行为分析：采用二位识别方式，分别判断学生起立“动作”和学生“身高”

进行综合分析进行准确定位，真正达到 “零”误判。单个学生站起时，采用近景拍摄，多个

学生站起时，采用全景拍摄。 

 

③板书行为分析：系统自动识别教师板书行为，并以板书画面为中心以近景特写方式进

行拍摄，摄像定位精确，拍摄画片清晰、连续、无抖动。 

 

 



2.2.2.3 其他特性 

良好地系统交互性：根据复杂的教室环境，系统可以设定不规则“拍摄禁区”，避免无效

场景摄录。 

抗干扰能力：系统不受窗帘、灯光、阳光、等光线变化的影响； 

部署简单：安装部署图像跟踪系统,只需要在教室的几个不同位置安装摄像机即可，对

安装位置没有精确要求，部署简单省时。 

稳定的教师定位：图像跟踪系统中的图像分析系统，采用最先进人体目标识别技术及人

体行为动作分析技术，极大的提高了教师跟踪的准确性，完全避免了由于教师肢体动作引起

的定位不准等情况。 

高适用性：图像跟踪系统可以安装在包括阶梯教室在内的任何种类的教室中。 

学生定位抗干扰能力强：图像跟踪系统利用最先进的人体行为分析技术，准确识别起立

动作，有效屏蔽学生屈伸，挥手等干扰动作，极大的提高了识别准确性。 

人工智能的云台控制策略：录制完整的教学过程不能完全依靠图像分析系统的结果。例

如学生的起立不一定是要回答问题，教师和学生的交互交流有时也不需要学生起立。课堂的

环境丰富复杂，不能完全靠学生和教室的行为动作做拍摄依据。云台控制系统，依据图像定

位系统的结果，结合用户的拍摄需求，在上课过程中智能调整拍摄策略，完整拍摄整个教学

过程，尽可能的接近人工拍摄的效果。 



3. 长安大学网络课程自动录播系统优势 

3.1 软件硬件全嵌入式设计 

 

单板结构嵌入式一体机，采用全嵌入式

操作系统、性能稳定可靠、高质量的音视频

编码，系统具备本地和网页两种配置方式，

安装调试更加灵活；同时处理 2-5 路

1080P/60的全高清视频输入，支持多画面切

换、录制、手动/自动图像跟踪，并具备多点

直播，点播预览等独特功能。 

 

嵌入式板卡集成了 SDI 转换

模块，VGA 转换模块，VGA 及 HDMI

输出模块，音视频编解码 DPS模块，

高性能逻辑处理器等多个复杂模

块，整体化程度高，运行效率高。

并且避免了插拔件造成的品质不

均、故障点多、机箱结构复杂等问题。 

多路 1080P 50fps/60fps并发处理： 

能同时处理并发的 1080P 50fps/60fps信号，能够自如应对多路 1080@60全高清视频信

号并发处理，采用先进的 H.264.High.Profile 视频编码方式生成最高质量的 1080p 全高清

mp4文件。 

 

3.2 场景智能控制自动录制 

系统采用图像空间分析采集技术，可将整个教室空间全景化，无盲区，实现准确定位，

教师与学生无需佩戴、操作任何设备，实现跟踪拍摄。 

并根据教学实践中的各种情况，系统内置各种智能策略，通过智能策略的控制，系统能

mailto:50fps/60fps�źţ��ܹ�����Ӧ�Զ�·1080@60ȫ������Ƶ�źŲ������������Ƚ���H.264.High.Profile
mailto:50fps/60fps�źţ��ܹ�����Ӧ�Զ�·1080@60ȫ������Ƶ�źŲ������������Ƚ���H.264.High.Prof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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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识别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关键环节（教师板书、使用教学课件、与学生互动等），自动切换

场景，实现全程全场景全自动录制。 

在录制过程中，摄像机组会根据老师的具体位置和操作进行智能定位，自动跟踪教师的

教学过程，并在录制过程中，将教师画面切换至录播界面的主画面；当老师走到黑板书写板

书时，镜头自动切换到板书摄像机，并平滑跟踪老师板书的过程，能够清晰地看到教师的板

书内容；操作 PC 键盘鼠标时，摄像机自动切换到 PC 课件画面；运用展台进行实物展示时切

换到展台内容；学生提问时摄像机主动切换到学生特写等。通过自动跟踪式摄像及录播界面

的主画面切换，能够让学生最直观地看到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全方位展示教学现场。 

系统内置的智能跟踪拍摄和切换策略实现了教学场景与电影语言的融合，让自动跟踪、

拍摄、切换完全符合教学实践的同时更加贴近专业的人工拍摄，就像“专业摄像师在拍摄”。 

系统对教学实践中的多种典型转场环节（从讲课到板书、操作电脑、教师走进学生中、

师生互动、一个或多个学生回答问题、学生上台板书等等），设计了细致全面的策略，智能化

的进行跟踪速度的调整、特写及远近景的切换、淡入淡出等特技的使用，避免了垃圾镜头，

让影像更加符合视觉习惯。 

3.3 全场景全自动拾音，完美还原现场声音 

声音效果是录播课程质量的重要指标，一定程度上，声音效果比图像效果更加重要，对

于声音系统的建设需要更加的专业和细致，充分研究了授课环境的声学特性，自主设计开发

了全场景自动调音台，配合强指向性话筒吊装设计实现了声音的完美采集，准确还原教学现

场声音。 

3.4 多样化录制模式 

3.4.1 电影模式（单流单画面） 

遵从人的视觉习惯，以课堂授课过程为主线，将课堂现场的多路视频信号和 VGA 信号

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通过手动或自动切换，输出一个单流单画面的流媒体进行录制或网络

直播。有机整合教师讲课、学生互动、课件展示、板书等授课实况，有效降低了网络带宽占

用，便于网络应用和传播。 

为更好的展现课堂教学现场，我们在录制课件（计算机、笔记本、展台等外部信号）的

同时将主讲教师的画面自动叠加（可配置项）在课件录制屏幕中，在多个场景的切换之间我

们运用了一些直切、淡入淡出等特技效果，为避免画面的呆板，我们通过丰富的策略，将学



生听课画面、板书的画面穿插在录制过程，最终呈现给用户的是一堂最为接近人工拍摄习惯

的课程。 

3.4.2 多分屏全景模式（单流多画面） 

将课堂现场多路视频信号（教师特写、教师全景/板书、学生特写、学生全景）与 VGA

信号，直接实时采集压缩成单流多画面的流媒体，支持 IE和通用播放器播放，支持网络实时

直播。网络带宽占用小，便于实时快速制作网络课件。 

我们更提供了适应宽屏幕显示设备的 1366×768 等多种分辨率。 

全景模式可采用 16：9规格录制，特别适用于宽屏设备播放。 

3.4.3 资源模式（多流多画面） 

将课堂现场多路视频信号（教师特写、教师全景/板书、学生特写、学生全景）与 VGA

信号，分别实时采集压缩成多流多画面的流媒体，多路视频分别录制成独立文件，也可以直

接打包成一个文件，支持网络直播；更可以高码率提供高质量视频素材文件，方便用户后期

编辑。 

3.5 自动索引 

在录制课程之前，系统可通过教师的 PPT 标题可自动/手动建立索引，将以标题列表和

进度条索引点两种方式同时呈现，在形成网络教学资源后，带有自动索引文件的视频课件，

可通过教学资源平台上进行播放，教师和学生可通过双击索引可快速跳转到相应的学习内容。 

 

3.6 双码流同步录制 

电影模式（单画面）和多分屏模式同步录制，即同时录制生成两个视音频文件，便于课

程资料的保存备份以及精品课程资源编辑，满足客户的不同需要。 

 



3.7 三种录制控制方式（全自动/手动/手自一体） 

 

本套全自动课程录播系统，不仅提供全自动的录制模式，还提供手动控制的录制模式，

并且提供手动/自动一体控制模式。 

3.7.1 自动录制手段 

自动跟踪录制模式，操作简单，仅需要在上课的时候，由做好准备的教师轻按“开始/

录制”按键，即可录制，所有摄像机的跟踪、机位切换均自动完成。 

3.7.2 手动录制手段 

系统提供的自动模式，在某种场合下，可能不适应用户的需要，或者用户更要一种人工

的录制方式，在此套系统中，我们也考虑了手动的录制手段，并且作为控制者，也可以方便

的在手动、自动两种手段之间自如切换。 

3.7.3 手/自动一体录制模式 

通过录播软件的设置，勾选自动跟踪手动切换的选项就能实现手自动一体录制，这样就

能使自动跟踪机和人工导播同时使用，从而降低录课人员的工作强度，及时跟踪课堂的老师

和学生，并且提高课件录制镜头切换的精度。 

 

3.8 免插件直播点播及模板化录制 

录播系统生成的音视频流，支持免插件、直播和点播。 



同时全自动课程录播系统采用录制参数、录制流程、基础信息等可预设成为录制模板，

用户可通过资源平台进行数据同步实现快速模板化录制，录课时根据授课教师的登录信息自

动调用平台中的个人空间模块课程数据自动生成片头、片尾，其中的内容包括讲课教师、上

课地点、内容简介等，形成完整的优秀课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