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BPMTI
2020年2期56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互动直播教学的模式与技巧探析
胡 菲[1] 马晓龙[2]

[ 摘  要 ]互动直播教学作为直播教学的广泛运用形式，对培训师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从互动

直播教学的特点入手，立足学员本身，分析了当前互动直播教学广泛存在的问题挑战，探索了互动

直播教学的模式结构，给出了互动直播教学过程中可行的互动技巧，分析了常见的直播平台，旨在

帮助培训师进一步抓住要点，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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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播教学的时代背景

继 2016 年中国网络直播元年拉开帷幕以来，

伴随着 AI、5G 等新技术的崛起和推广，网络直播

行业迅速发展。2019 年中国在线直播行业用户规模

已增至 5.04 亿人，增长率为 10.6%。在此背景下，

借助直播平台进行培训已成为企业、院校的常见教

学形式。面对 2020 年初的新冠疫情，直播教学又

俨然成为特殊时期解决培训时间、空间、成本问题

的最佳选择。而互动直播教学作为直播教学中的重

要运用形式，对培训师的教学方式、数字化转型提

出了更多要求和挑战。为更好地提高互动直播教学

有效性、生动性，探析其教学过程中的模式结构和

互动技巧是当前直播培训师的重点思考方向。

二、互动直播教学的特点及问题挑战

（一）互动直播教学的特点

互动直播教学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实现的异地实

时互动式的教学方式，通过网络直播平台视音频技

术将培训师与学员结联，在促使高效沟通的同时，

为学员提供教学信息分享、答疑辅导支持、技能演

示示范、成果考核评价等教学活动。学员的参与不

会因地域、空间的限制受到约束。与传统网络直播

的单向传授相比，互动直播教学更强调以学员为中

心，注重个体的参与过程，可充分激发学员的存在

感和积极性，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当然，互动直播相比于面授、录播而言，既有

其独特的优势，也有其相应的短板，表 1 为互动直

播与面授、录播课程形式优劣对比。

表 1 互动直播与面授、录播课程形式优劣对比

对比

课程形式
优 势 劣 势

面授

互动性强；可实时答疑

解惑；及时获取教学反

馈，评估效果。

一次性参与的人少；脱

产培训成本偏大；不利

于知识的快速传递。

录播

可同时参与人数多；学

习不受地点时间限制；

内容一次性传达无偏

差；时效性强；内容可

以多次录制并剪辑编辑。

缺乏互动；问题不能

及时解答；学习效果

难以评估；反馈性差；

需要专业的学习管理

平台支持。

互动直播

学习地域不受限；交

互性、参与性、场景

感强；教学形式多样，

如真人出镜、PPT 演示

+ 语音视频；平台技术

成熟。

培训师素质要求高；

培训时间固定；同时

参与课程人数不宜多；

依赖网络稳定性；不适

合复杂程度高的技能

类培训。

基于以上对比，不难发现知识类课程、技能心

态类课程、复杂程度较小的操作类课程适合用互动

直播教学；而需要团队共创、情景演练、实地考察

等方式才能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就不宜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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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师互动直播教学的问题挑战

随着互动直播技术门槛的降低，直播课程开始

在网络平台丰富起来，而培训师因为在这类教学方

式下的投入准备、能力素质存在差异，教学效果参

差不齐，惯用的教学手法应对不了新的问题挑战。

具体来讲，这些问题挑战主要包括对直播教学的偏

见、对教学模式结构的不明、使用互动方式的不科

学等问题。

1. 对直播教学有偏见。一些教育机构和培训师

对于直播教学存在偏见，重视不够，没有将直播教

学视为是与面授教学平等并列的教学模式，而臆断

为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无奈之举，甚至有些人将直

播教学与网红主播混为一谈，认为形式轻浮、不严

肃。这种认识影响着一批培训师在直播教学中投入

教学精力和研究思考。许多教员不愿走出以知识灌

输和传统训练为主的面授舒适区，加上直播过程中

对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独特观点存在的担心疑虑，

使直播教学在深度推广上进展缓慢。

2. 对教学模式结构不明。对于互动直播教学，

培训师因为没有系统思考其教学模式结构，导致单

纯地认为其过程只是将传统面授搬到网上，个人只

需要对着麦克风像以往面授一样照做就行。又由于

培训师不能将每一名学员的状态尽收眼底，因此开

场热身、个体与组织互动、教学评估就显得尤为困

难，不知所措，时常生硬地将多维度双向互动的教

学变成单向的同步直播。这不仅不能发挥出直播教

学的优势，就连基本的教学目标都实现不了。

3. 使用互动方式不科学。培训师教学中的互动

方式和技巧直接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常见培训师

一套打满文字的 PPT 从头讲到尾，生怕漏掉一个

知识点，以授课内容为中心，未将听课学员作为中

心；亦或者生怕学员注意力分散，开展过多的互动

游戏，中断课程内容，导致直播超时、完不成预定

计划。互动的程度与教学的内容做不好平衡统一，

互动的时机与学员的精神状态达不到契合互补，整

个教学过程存在规划不合理、实施不科学状况。

三、互动直播教学的模式结构

要切实提高互动直播教学的效果，应对解决

直播教学广泛存在的问题挑战，就必须剖析直播教

学的模式结构，并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 

环节。

（一）互动直播教学模式结构构建

本文设计了互动直播教学模式结构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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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互动直播教学模式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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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前，培训师需要进行教学设计、风格定

位、运营宣传、环境准备；直播中，进行教学实施，

情景互动、在线问答、课堂管理；直播后，要完成

课后任务、分析评估、跟踪掌握。培训师通过直播

前的教学准备、直播中的教学实施和直播后的跟踪

评估完成一次授课，通过之后的分析评估和个人反

思实现一次教学迭代，并在随后的直播教学中改进

优化。培训师与每个学员在同一网络平台工具下互

通交流，促动知识的传递和内化。

（二）互动直播教学环节设计

1. 教学设计。首要的是需求分析，弄清学员需

求和学习状态，并以此开展教学设计，明确教学目

标、内容、过程、方法、评价依据、技术应用等。设

计的原则是时间短，高相关且简洁的内容，聚焦业务

主题、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经常发生的共性问题。

2. 风格定位。清晰定位自身风格，容易让学员

留下好印象，也便于课程内容的展开。一般风格有

四种，包括优雅知性、清新甜美、亲切幽默、成熟

稳重。同时需要有对应匹配的举止妆容。

3. 运营宣传。制作直播项目海报，宣传讲授主

题、课程卖点、讲授时间、讲师介绍、直播入口；

建立沟通群，在群内预热直播内容，提醒观看时间

和听课需要的物资准备等。

4. 环境准备。选择直播平台，熟悉直播平台功

能，制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在安静单独的环境下

授课为宜。

5. 教学实施。依托多维度的视听元素向学员传

播知识点，抓住学员的眼、耳进行感知学习，使用

的 PPT 宜字少图多、音视频混合交替，具备丰富教

学内容的呈现形式。

6. 情景互动。通过学员状态巧妙穿插于教学实

施过程中，是激发学员学习兴趣、聚焦学员注意力、

浓厚线上学习氛围的重要举措。

7. 在线问答。时刻监控学员的留言，并尽可能

快地回答学员提出的重要问题，组织学员或小组按

规定的时间、规则开展完成线上交流讨论。

8. 课堂管理。在助教的辅助下对学员开展线上

管理，如考勤、言论引导、进度提示等。

9. 课后任务。上传课程知识要点、课件资源，

并发布作业及任务。

10. 分析评估。根据直播中的平台数据（如离

线率、回答问题比、活跃人数等）和学员留言反馈

复盘教学，萃取经验，反思个人表现。

11. 跟踪掌握。定期了解掌握学员学情、想法

动态，明确答疑时间，回答并辅导学员课下作业及

任务。

四、可运用的互动技巧

互动直播教学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网络在线沟

通实现知识的传递，同时利用互动交流消除人与人

之间的孤立，让学员有存在感，让培训师能不断感

受到学员的参与程度和接受进度，时刻调整教学内

容。因此，灵活科学地运用互动技巧尤为重要。

（一）开场互动的要点

美国读者文摘调查显示 75% 的人感觉自己是

内向人。基于此，培训师需要在正式讲授之前做一

些破冰暖场活动，使学员体验后消除芥蒂，获得安

全感和亲切感，从而打开自己的内心，增加听讲欲

望，提高学习效率。因为大多数人的学习都是带有

目的性的，所以互动本身最好与直播内容相关。开

场一般分三步：

1. 自我介绍。培训师用轻松有亲和力的语言和

饱满的感情介绍自己。

2. 线上破冰。可以用有个性打招呼、图片猜猜

猜、标记所在城市、成语接龙、心情分享、短故事、

专业背景调查等活动拉近培训师与学员之间的距离，

同时利用活动划分学习搭档或明确学习小组。

3. 公布课堂规则。明确讲授时间、休息安排、

学习建议等。

（二）教学中的互动

讲课过程中培训师要多看摄像头，稍加肢体语

言，注意肢体动作不要超出镜头范围，保持亲和的

微笑，吐字清晰。

互动直播教学的班级人数最好控制在 30 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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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利于互动过程中个人的充分展现，同时也便于

小组管理。授课时间控制在 90 分钟以内，这是成

人能够倾听并理解的最长时间；授课过程中每隔 20

分钟回顾复习一下并短暂休息一次，这是成人能够

倾听并记忆的最长时间，此时可以采用身边景致分

享、抢红包、拉伸运动等小游戏 ；授课每隔 4 分钟

就和学员互动一下，避免疲劳走神，这是调动学员

参与活动的周期，互动方式选择的原则是让学员反

馈简单。例如下面几种互动形式不受平台功能限制，

利用文本框就可完成。

1. 判断题，学员在聊天框回复 Y/N。

2. 选择题，学员在聊天框回复 A/B/C/D。

3. 投票，学员在聊天框回复 1/2。

4. 抢答题，学员在聊天框中发图片举手。

5. 打分，学员在聊天框中输入数字 1—10。

6. 排序，学员在聊天框中将 A—G 进行排序。

7. 点赞或者质疑，学员在聊天框中鲜花或者问

号。

活动中要积极鼓励和赞美学员，活动结束后对

学员的收获进行联结和引申。同时，每一次互动可

通过助教对学员的表现进行计分量化。

（三）结尾时的互动

结尾要做三件事：引导大家制定行动计划、颁

发学习奖励、通过小游戏串联知识点。串联知识点

的小活动可以是轮麦，也可以是自告奋勇主动回答。

颁发学习奖励是对综合表现最好的小组或个人进行

总结表扬。

五、直播平台的选择

市面上的直播平台种类繁多，功能呈现多样，

选择什么样的直播网络平台不仅影响着参与学习者

的整体体验，还决定了教学互动的具体编排与设计。

从培训师的使用角度讲，直播平台可大致按照费用

投入、软硬配置、应用场景的不同进行划分。

（一）按照费用投入，分免费和付费两种

1. 免费直播平台，普遍支持语音讲授模式，优

势是操作简单、兼容性强、高即时性，部分支持限

期回看功能；缺点是多数平台讲解模式单一，不

支持视频 +PPT 的融合功能，带宽容量有所限制，

稳定性不能保证。品牌有荔枝微课、千聊、钉钉、

UMU 等。

2. 付费直播平台，优势是自带功能丰富（如音

视频演示、桌面共享、多嘉宾连麦、学员举手连麦、

实时字幕、录播），可实施的互动技巧多样（如抽奖、

投票、打赏、礼物、红包、问卷、签到、私聊、问

答），包含多种授权观看方式（如密码、付费、邀请

码、白名单等）。品牌有展视互动、微吼、保利威等。

（二）按照软硬配置，分仅依托软件系统服务支

持和软硬件系统结合服务支持两种

1. 仅依托软件系统服务支持，优点是学员和

培训师可用个人电脑或者手机随时随地发起直播

教学，缺点是严重依赖教师端网络带宽。品牌包括

ZOOM、微吼、保利威等。

2. 软硬件系统结合服务支持，既有视频设备

（比如高清投影机，高清显示器）、音频设备（比

如麦克风，音响以及数字调音台，数字音频处理设

备），又有专属的视频会议软件，直播通路稳定性

强，学员收看体验感好，但费用高、需提前部署准

备。品牌包括 Polycom 、Cisco 等。

（三）按照应用场景，分视频会议型和教学互动

型两种

1. 视频会议型特点是学员间可相互视频、语音

聊天，但缺乏多种形式的教学互动功能（如签到、

答题、献花等）。主要有腾讯会议、ZOOM 等。

2. 教学互动型直播平台画面重点是教师和

PPT，功能侧重师生互动，更适合 K12 教学使用。

主要有腾讯课堂、雨课堂等。

培训师在实际直播教学中，应当结合课程内

容、受众对象、互动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虑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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