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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高校的在线教学直播云平台建设与应用——北京大学“燕云直播”平台

2020年CERNET年会“疫情时期的网络与智慧教育”论坛



• “燕云直播”平台是由北京大学计算中心研发的一款通用云直播平台，在北京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多所院校和机构得到广泛应用。平台本着“让天下没有难上的网课”

的宗旨，支持直播式、录播式、植入式、观摩式等多种视频播放形式，以高并发、高

画质、高稳定的品质服务于高校在线教育、大型活动和会议讲座。

• 截至2020年10月，“燕云直播”平台已为多所高校和机构提供了直播录播服务，开设

课程50余门，累计课时量1200余小时；举办线上大型活动、会议、讲座30余次，每周

都有1-2场大型活动；视频点击量101.4万人次，高峰时段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达到2.6万

人，在高校形成了一定影响力。

燕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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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的常见教学模式 01 相关背景

l 直播授课：教师利用在线教学平台在约定的时间在网上开直播课，学生在线实时观看学习

l 录播授课：教师录制讲课视频或配语音解说的课件上传至教学网，学生按教师要求完成学习

l 慕课授课：教师利用各种在线慕课平台上现有的慕课资源授课

l 研讨授课：教师在网上提供学习资料和相关指导，定时开展线上答疑、讨论，学生按教师要求完成学习

对授课老师的IT技术水

平要求高

使用平台需要一定的技巧，

对于信息技术素养不高的

教师是一项挑战

支持人数有限

对选课人数较多的公开课

支持不好，容易出现卡顿、

拥塞的现象

很难满足板书需求

达不到实体教室黑板板书

的效果，对于一些需要大

量板书的课程支持不好

无法实现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

不能满足后疫情时代在校

学生在教室上课，云端学

生在线观看直播的需求

缺少基于高校用户的身

份认证体系

无法基于学习者的身份做

到课程资源的细粒度权限

管理



基于教室授课的北大直播课堂

l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在疫情期间自主研发B/S架构的直播课堂，基于教室

的已有摄像头和多媒体设备推流，提供在线直播

l 教室管理员：管理教室、为摄像头配置推流地址

l 授课教师：直接在教室授课

l 直播课堂：接收来自教室摄像头的视频流，在线直播

l 选课学生：直接在“直播网站”上点击观看课程

教
室
摄
像
头

视频集
群 直播网站

视频流 视频流

直播课堂

选课系统教
务系统

课程信息选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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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北大直播课堂的成效

2周时间完成了直播课堂研发工作2

使用了36间多媒体教室36

为41门课程提供了远程授课和回看41 

选课人数4687人次4687 

课程直播时长累计超过1100小时1100

约70万人次观看回放课程70w

高峰时段观看直播的人数1800多人次1800 

平均每天有1500名学生观看直播和回放1500

“有上课的感觉”，“要是都用这个就好了”是学生对北大直播课堂最好的评价

01 相关背景



疫情期间北大直播课堂的优势

极具通用性和推广性的在

线教学方案
成本低

学校视角

上手易

教师视角
体验好

学生视角

可扩展

技术视角

最大限度利用了北京大学现有教室的利旧

设备，只要有摄像头推流就能开设直播课，

无需过多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

让老师无需额外学习任何IT技术，与以往

一样地站在教室实现零技术门槛的在线授

课方式：

无需安装任何软件，就能通过网页形式观

看视频；直播课程和回放视频都能一目了

然地查看

在视频采集、直播、录播、回放等方面均

采用了普适性的技术方案实现

01 相关背景



后疫情时代北大直播课堂的可持续性

• 在全球疫情依然严峻的今天，本学期为不

能返校的留学生提供了课程直播。形成了

国内学生在教室上课，国外留学生在云端

同步观看直播的良好局面

满足“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

• 在国内疫情得到缓解后，提前部署，对全

校200多间公共教室的监控摄像头进行检查

调试。确保这些教室具备直播条件，能对

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复快速做出响应，满足

教育部和学校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

实现“线上”与“线下”间

的快速灵活切换

• 支持了“北京大学2020年毕业典礼”的

全球直播、“中俄数学中心成立仪式”

的校内直播。减少了大型会议、活动的

人员聚集，降低了疫情传播的风险

支持除课程外的大型会议、

讲座和活动的线上直播

把"战时"在线教学的"新鲜感"转化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新常态“

01 相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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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直播课堂在高校推广的可行性

l 以“公有云”的方式升级北大直播课堂，支持多租户接入、自服务管理，面向全国多个学校开放

l 每个学校都可以按照以下4个步骤，快速实现本校的“直播课堂”

学校入驻平台

• 学校提出申请，经审批

通过后自动形成学校主

页，该学校下的用户可

以通过本校身份登录

硬件设施维护

• 学校对多媒体教室的摄

像头进行设置，确保视

频流的通畅，在平台中

对教室信息进行登记

课程资源管理

• 学校对课程的基本信息、

教室信息、课表信息、

教师信息等进行维护，

并在平台上发布课程

视频直播录制

• 平台按课程开放程度将

课程开放给指定用户，

并按照课表安排实现视

频流播放和录制自动化

02 总体架构



燕云直播平台的四个需求

1

3
4

2

支持高校以租户的形式，按申请-审核-配

置的流程接入平台

用户能以本校身份登录平台，根据用户身

份获取用户权限

视频流的大并发传输；直播、回放流程的

自动化处理

在租户模式下，不同角色拥有不同功能权

限和数据权限，可以按一定流程管理资源

公有云环境对平台的通用性、资源的保密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直播课堂的基础上，需要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

02 总体架构

租户接入

自服务管理

视频服务

身份认证



燕云直播平台的总体架构 02 总体架构

直播
集群
管理

视频
采集

视频
录制

视频
编码

视频
传输

负载
均衡
服务

Authorize接口

Token接口

Resource接口

OAuth网关

DS页面

学校Idp
页面

认证服务

课程管理

租户管理

用户管理

教室管理

用户
数据

课程
数据

用户行
为数据

采用通用协议进行视频传输；确保视频
流的大并发传输；保证视频在所有主流
浏览器下的流畅播放。

获取到用户的认证并给用户授权。由于
高校用户数量庞大、用户身份属性变化
频繁，需要采取联邦身份认证机制。

不同角色对资源的权限不同；对资源的
管理要按照一定的流程来组织。主要包
括租户管理、教室管理和课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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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云直播平台的关键技术点

基于CARSI的跨校联邦身份认证机制

基于RBAC的资源管理体系

基于教室利旧设备的视频播放服务

03 技术方案



基于CARSI的跨校联邦身份认证机制

l CARSI：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联邦认证与资源共享基础设施

l 基本方案：基于OAuth的认证服务

l Authorize接口：获取带授权码的学校Idp的callback_url

l Token接口：获取访问令牌

l Resource接口：访问资源

l CARSI的好处

l 登录简单：用本校账号登录成功后即可观看课程

l 安全可靠：用户信息存放于各高校自身的用户认证系统里，

无需担心用户数据泄露

l 授权方便：基于用户的高校身份对资源进行授权，如：限

制本校用户访问限本校课程，限制选课用户访问限本班课

程，按本校身份指定管理人员等

03 技术方案

Login页面

Login Via 
CARSI

Callback页面

显示资源

Web应用
Shibboleth SP

OAuth Server
Authorize
接口

Token
接口

Resourse
接口

CARSI

DS页面

选择学校

学校Idp页面

云直播平台 CARSI SP+OAuth网关

1 2

3
4
5



基于RBAC的资源管理体系

主要功能 平台管理员 租户管理员 教室管理员 课程管理员

租
户
管
理

租户开通申请 √

租户开通审批 √

租户基本信息维护 √ √

租户认证信息维护 √

教
室
管
理

新增直播教室 √

教室信息维护 √ √

教室管理员授权 √

教室视频流监控 √

课
程
管
理

申请新开课程 √

审批新开课程 √

课程基本信息维护 √ √

课程表信息维护 √ √

选课名单维护 √ √

回放视频管理 √

03 技术方案

l 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l 4类资源：租户、教室、课程、视频

l 5类角色：普通用户、平台管理员、学校管理员、教

室管理员、课程管理员

l 基本方案

l 分层授权：平台管理员指定租户管理员，再由租户管

理员指定本租户下的教室管理员和课程管理员

l 功能权限：基于角色赋权

l 数据权限：基于租户和课程的属性设置策略，例如：

教室管理员只能管理指定的教室；课程管理员只能管

理指定的课程；“公开课”、“限本校”、“限本

班”3类课程针对不同身份的普通用户开放

平台管理员
租户管理员 租户管理员

教室管理员 教室管理员 课程管理员 课程管理员 课程管理员 课程管理员 教室管理员 教室管理员



基于教室利旧设备的视频播放服务

l 基本方案

l 通用协议：音视频信号→基于RTMP协议

的视频流→基于HLS协议的视频数据；

l 负载均衡：基于LVS的负载均衡系统，满

足10万级的并发用户量

l 访问控制：①只接受来自于直播网站的请

求；②基于token的权限验证

l 自动播录：基于课表自动启动直播，同时

进行录制，起止时间按课表时间，从开始

上课时间前5分钟到结束时间后5分钟结束

03 技术方案

摄像头1

摄像头2

摄像头3

网关服务器

视频流传输
服务器

视频流传输
服务器

视频流传输
服务器

视频流
服务器

视频流
服务器

视频流
服务器

负载均衡
入口

获取摄像设备产
生的音频视频数
据，转换为基于
rtmp协议的音视
频流

从网关服务器传
输基于rtmp协议
的音视频流给视
频流服务器

将基于rtmp协议
的音视频流转换
为基于hls协议的
视频数据

接收直播网站的
访问请求，通过
lvs调度服务转发
请求到视频流服
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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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1

这是一门由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开设的全校必修课，全校共12

个班，1650名学生选课，采用一间多媒体教室、12位老师

轮流授课、在燕云直播平台上在线直播的方式组织教学。老

师像往常一样站在黑板前上课，没有软硬件的困扰，没有过

多的课堂组织，没有PPT的无法载入；流畅的画面、清晰的

声音、便利的回放、技术团队的随时在线，也让“云端”的学

生几乎无损地获得了线下课堂的体验。

北京大学全校必修课高等数学

04 应用成效



典型案例2

2020年8月，受海外疫情严重的影响，外研社决定通过“燕

云直播”平台组织“人文经典互译与文明互鉴”论坛的全球

直播。这是新闻出版领域一次高规格的国际论坛，来自中国

-中东欧18个国家的多位专家共同参与。外研社为这次论坛

提供了详实的介绍，对活动现场进行了周密部署，对直播推

流组织了精心测试；北京大学在“燕云直播”平台上对直播

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做出了快速响应和精确指导，对直播

质量提供了全程保障。双方合作确保了论坛圆满成功。

人文经典互译与文明互鉴论坛

04 应用成效



成效

日常教学

名师讲堂

大型活动

继续教育

社会服务

2020年7月正式上线，历经4个多月的精心打磨，已形成了对日常教学、名师讲堂、大型活动、继续教育、社会服务等高校主要

教育教学任务的全方位支持和覆盖。在高校在线教育领域形成了一定影响力。

04 应用成效



大事记

2020

2月

• 为满足北京大学2020年春季“停
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教学
需求，燕云直播的前身北京大学
直播课堂正式上线运行

2020

4月

• 在北京大学直播课堂的基础上，
设计升级改造方案，着手建设支
持全国高校的通用云直播平台
——燕云直播平台

2020

6月

• 燕云直播平台成功实现与CARSI
跨校联邦身份认证体系，支持了
兄弟院校用户快速接入

• 6月30日，燕云直播平台正式上
线

2020

7月

• 7月2日对北京大学2020年毕业典
礼进行了全球直播。

• 7月15日中央戏剧学院接入燕云
直播平台，成为除北京大学以外
首家加入平台的高校

8月

• 燕云直播平台申请北京大学教育
大数据重点项目《支持智能推荐
的课程直播云平台建设与应用研
究》

9月

• 燕云直播平台入选2020年中国高
等教育博览会“校企合作双百计
划”优秀案例

• 申请专利《基于教室利旧设备的
在线课堂视频直播系统及方法》

10月

• 燕云直播平台用户视频点击播放
次数超过100万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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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向全国各院校和研究机构推广

• 希望有更多的高校入驻“燕云直播”平台，共同实现“让天下没有难

上的网课”的美好愿景

构建个性化在线课程推荐体系

• 依托北京大学教育大数据重点项目《支持智能推荐的课程直播云平台

建设与应用研究》，在燕云直播平台形成海量用户数据、课程数据和

用户行为数据后，基于大数据构建一套个性化课程推荐体系，构建高

校层面的“专递课堂”、“名师课程”和“名校网络课堂”

04 应用成效



谢谢各位专家

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