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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移动授课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移动授课

系统，包括：智能手机，通过WIFI无线通讯信号与

无线同屏器信号输入端连接；无线同屏器，用于

将信号输入端接收的无线视频和无线音频信号

去除载波并转化成HDMI信号，其信号输出端与

VGA转换器的信号输入端有线连接；VGA转换器，

其信号输出端包括视频信号输出端和音频信号

输出端，分别以有线连接方式将VGA格式的视频

信号V和音频信号A传输至多媒体中控器的视频

信号输入端和音频信号输入端；多媒体中控器，

其信号输出端包括视频信号输出端和音频信号

输出端，分别以有线连接方式将VGA格式的视频

信号V和音频信号A传输至投影电视和音响设备。

它具有课堂教学使用简单方便、稳定性好，性价

比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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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移动授课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智能手机，用于储存并控制播放教学课件音频和视频信号，通过WIFI无线通讯信号与

无线同屏器信号输入端连接，以将智能手机屏幕播放的教学课件音频和视频信号无线传输

至无线同屏器的信号输入端；

无线同屏器，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接收的无线视频和无线音频信号去除载波并转化成

HDMI信号，其信号输出端与VGA转换器的信号输入端有线连接；

VGA转换器，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HDMI信号转化成VGA格式信号，其信号输出端

包括视频信号输出端和音频信号输出端，分别以有线连接方式将VGA格式的视频信号V和音

频信号A传输至多媒体中控器的视频信号输入端和音频信号输入端；

多媒体中控器，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视频信号V和音频信号A进行调节控制，及

管理授课系统，其信号输出端包括视频信号输出端和音频信号输出端，分别以有线连接方

式将VGA格式的视频信号V和音频信号A传输至投影电视和音响设备；

投影电视，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视频信号V进行图像显示；

音响设备，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音频信号A进行声音播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移动授课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手机

采用Android系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移动授课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同屏

器采用Miracast协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移动授课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授课系统

还包括受多媒体中控器控制的电动窗帘和灯光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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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移动授课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教育信息化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大屏幕多媒体演示已成为课堂教学的常态，支持设施主要由电脑、音响、投

影机、银幕或电子白板组成，为广大教师的多媒体教学提供便利，但是也存在一些固有的局

限性，教师为操作电脑不能随意离开讲台，限制了与学生的近距离交流；多媒体讲台置于教

室的一侧，使传统意义上教师中心地位被投影幕取代；展示台的操作调整比较复杂，其强大

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音响话筒由于使用维护不当，常出现音质不佳的现象；当使用电子白

板时，教师会置身于较强的光电环境中。因此，针对多媒体设施自身的不足，提出应用智能

手机构建移动授课平台。

[0003] 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智能手机媒体全方位、多层次地进入人们的生活，智能

手机已突破传统手机和电脑的范畴，成为除打电话以外承载着更多信息传播的多媒体平

台。在硬件性能方面，智能手机数据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并配置独立的图形处理芯片，能够

运行各种应用程序，其性能与个人计算机不相上下；智能手机配备多点触控屏幕、摄像头、

麦克风、重力感应器、GPS等装置，有很多辅助应用功能是普通计算机所不能达到的。但是，

在课堂教学中智能手机屏幕小、音量小，无法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移动授课系统，它具有课堂教

学使用简单方便、稳定性好，性价比高等特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移动授课系统，包括：

[0007] 智能手机，用于储存并控制播放教学课件音频和视频信号，通过WIFI无线通讯信

号与无线同屏器信号输入端连接，以将智能手机屏幕播放的教学课件音频和视频信号无线

传输至无线同屏器的信号输入端；

[0008] 无线同屏器，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接收的无线视频和无线音频信号去除载波并转化

成HDMI信号，其信号输出端与VGA转换器的信号输入端有线连接；

[0009] VGA转换器，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HDMI信号转化成VGA格式信号，其信号输

出端包括视频信号输出端和音频信号输出端，分别以有线连接方式将VGA格式的视频信号V

和音频信号A传输至多媒体中控器的视频信号输入端和音频信号输入端；

[0010] 多媒体中控器，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视频信号V和音频信号A进行调节控

制，及管理授课系统，其信号输出端包括视频信号输出端和音频信号输出端，分别以有线连

接方式将VGA格式的视频信号V和音频信号A传输至投影电视和音响设备；

[0011] 投影电视，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视频信号V进行图像显示；

[0012] 音响设备，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音频信号A进行声音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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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进一步改进在于：

[0014] 智能手机采用Android系统。

[0015] 无线同屏器采用Miracast协议。

[0016] 授课系统还包括受多媒体中控器控制的电动窗帘和灯光等设备。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本发明中，智能手机不需要进行线路连接和设定，也不需要额外安装其它软件，就

可以在教室的任何位置，将各种智能手机与显示设备相连接，随意播放手机上的内容，在大

屏幕上镜像显示。与利用软件实现智能手机接入多媒体系统的方案相比，除不必安装、设置

软件等环节外，无线同屏器不受教室电脑的影响，可直接与大屏幕电视机或投影机连接，课

堂教学使用简单方便、稳定性好，是高性价比的移动授课平台方案。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由图1所示的实施例可知，本实施例包括：

[0022] 智能手机(型号：华为P9)，用于储存并控制播放教学课件音频和视频信号，通过

WIFI无线通讯信号与无线同屏器信号输入端连接，以将智能手机屏幕播放的教学课件音频

和视频信号无线传输至无线同屏器的信号输入端，采用Android系统；

[0023] 无线同屏器(型号：YIKU  Q4)，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接收的无线视频和无线音频信号

去除载波并转化成HDMI信号，其信号输出端与VGA转换器的信号输入端有线连接，采用

Miracast协议；

[0024] VGA转换器(型号：UGREEN绿联MM105)，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HDMI信号转化

成VGA格式信号，其信号输出端包括视频信号输出端和音频信号输出端，分别以有线连接方

式将VGA格式的视频信号V和音频信号A传输至多媒体中控器的视频信号输入端和音频信号

输入端；

[0025] 多媒体中控器(型号：德亿方DYF2610)，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视频信号V和

音频信号A进行调节控制，并对电动窗帘和灯光等授课系统辅助设备进行管理控制，其信号

输出端包括视频信号输出端和音频信号输出端，分别以有线连接方式将VGA格式的视频信

号V和音频信号A传输至投影电视(型号：日立HCP-800X)和音响设备(型号：KODAJW  25V)；

[0026] 投影电视(型号：日立HCP-800X)，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视频信号V进行图像

显示；

[0027] 音响设备(型号：KODAJW  25V)，用于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音频信号A进行声音播

放。

[0028] 工作原理：智能手机将储存并控制播放教学课件音频和视频，通过WIFI无线通讯

信号与无线同屏器连接；无线同屏器将信号输入端接收的无线视频和无线音频信号去除载

波并转化成HDMI信号；VGA转换器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HDMI信号转化成VGA格式信号，分

别以有线连接方式将VGA格式的视频信号V和音频信号A传输至多媒体中控器；多媒体中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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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将信号输入端所接收的视频信号V和音频信号A进行调节控制，分别以有线连接方式将

VGA格式的视频信号V和音频信号A传输至投影电视和音响设备。从而完成了从智能手机到

多媒体教室各设备的教学内容传输。

[0029] 常见问题及解决。在教学应用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是投影画面出现花屏、马赛克或

卡顿，主要原因及解决方法如下：

[0030] (1)在进行同屏传输中，智能手机消耗较多的系统资源，因此应尽量减少后台程序

运行，以免影响同屏传输的质量，在开启同屏接入操作之前，手机进行清空或重启，以释放

更多的内存空间；

[0031] (2)手机的CPU运算速度、编码能力、WiFi天线设计、编码模块优化等，都会影响同

屏传输效果；个别智能手机，虽然支持同屏功能，但CPU速度跟不上，也容易出现花屏情况，

这是手机本身配置问题，建议采用RAM容容2GB以上、CPU频率1.2GHz以上配置；

[0032] (3)当智能手机推送高清视频时，因数据量大，容易出现花屏、声画不同步等问题，

这是无线信道的数据传输速率所致，尽量保持手机与讲台之间适当的距离。另外，高清视频

对同屏器、手机的数据处理能力要求高；

[0033] (4)同屏器不要放置在铁制讲台内，以免引起信号的屏蔽，一般通过延长线安置于

讲台面或外置天线，当推送数据量大的视频时，尽量保持手机直接面向同屏器。

[0034] 下面是本发明在课堂教学的相关应用。教师利用同屏技术将智能手机无线融入教

室多媒体系统，构成移动授课平台，可以脱离讲台，在教室内自由走动，在手机上的操作同

步镜像显示在大屏幕上，可以展示手机上的教学PPT、各类文档、照片等，可以直接在手机屏

幕上书写展示例题、演示推导过程，可以随时拍照展示学生的学习过程；学生端手机同样可

以随时融入多媒体系统，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0035] 1.课堂教学应用方式

[0036] (1)作为电子白板。智能手机屏幕是高清多点触控屏，在APP应用软件的支持下，配

合同屏镜像投影，可以成为功能强大的手持电子白板，直接在屏幕上板书、画画等，并且具

备笔迹优化、图文混排等优势，如表1所示。具备电子白板功能的免费APP应用很多，如白板

涂鸦、小黑板、画图板、随手写、好写笔记等，它们功能各异。经应用比较，Android系统的“随

手写”APP应用，具备绘图、文字输入、图文混排及媒体支持功能，适合于课堂教学应用；而苹

果iOS系统的“Explain  Every-thing”APP应用软件，除了方便导入、批注图片和视频外，还

能记录屏幕上的书写、绘画的笔尖移动轨迹，通过手机的麦克风录制讲解音频，最终把录制

的结果导出成MP4格式的视频文件，适合用于制作微课。利用智能手机随身携带的优势，充

当随身小黑板，可以在课前列提纲、要点，并随时随地熟悉完善教学内容，在课中补充完善、

引导学生认知；课后总结回放，还可以把教学过程分享给学生，再现教学过程，有利于复习

提高。

[0037]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粉笔+黑板”言传身教的教学模式在形成学生逻辑思维，培

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智能手机融入多媒体系统，实现传统黑

板与电子白板的有机结合，将板书、推导、演算、标注等传统课堂教学活动回归现代课堂，实

现“随处可写，随时可写”的效果，而且课堂板书自动分页保存，可以随时查阅与分享。

[0038] (2)作为视频展示台。在多媒体教学中，视频展示台在课堂中的应用丰富教学方

法、提高课堂效益、给学生更为直观生动的感知。但是，展示台也存在操作复杂、使用局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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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当智能手机融入教室多媒体系统，成为可移动的视频展示台，节约经费投入，减小系

统管理维护的难度。摄像头是智能手机重要的组成部分，像素普遍达到500万以上，具有拍

照和录像功能，在手机APP应用软件的支持下，可以实现智能、3D全景、补光、特效等优化拍

摄功能。手机实时图像同步显示于大屏幕上，可以直接分析讲解，也可以拍成手机上的图

片，进行局部放大分析。手机高清摄像和位置角度可以灵活移动、调整，使银幕上显示的画

面效果更清晰，操作更方便；相对于传统视频展示台，利用手机无线同屏技术，教师可以走

入学生中，可以快速展示不同位置的学生典型案例，学生也可以在自己的座位操作示范，并

即时同步镜像到大屏幕上，节约时间，提高效率；为了方便教师的展示操作，在教室配置“手

机三脚架”固定手机，达到更好的应用效果。

[0039] (3)作为无线话筒。教学中话筒扩音对减轻教师的工作强度有重要作用，但是教室

配备的有线话筒不便教师移动和师生互动，而无线话筒存在电池消耗、维护比较麻烦的问

题。因此，当智能手机融入教室多媒体系统后，配合手机的带麦耳机作为拾音器，在拾音APP

程序的支持下，便可以形成性能良好的无线话筒系统。具备拾音功能的APP应用程序很丰

富，有MegaPhone、LoudSpeaker、VoiceSpeaker等。经对比测试，MegaPhone的音质好、延时

少、操作简单，并且支持后台、锁屏方式下运行，配合同屏器能组成性能良好的无线扩音系

统。使用时，把话筒佩戴在合适位置，教学扩音就好比佩戴耳机打电话一样方便，智能手机

是教师熟悉的装备，可靠性高，应用效果好。

[0040] (4)作为教学多媒体平台。智能手机是功能强大的多媒体平台，能直接编辑播放常

用的教学PPT、文档、图像、视频、动画等教学资源；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催生了应用商店的

出现，具备大量通用性和学科性工具，使智能手机能够有效地应用于各门课程的教学中。通

用的教学应用APP有笔记类、作品创作类、办公套件类等；而各门学科的教学应用也非常丰

富，如小学语文的“笔顺”这一知识点有“汉字笔顺、写汉字、笔顺大全、笔顺规则等”，与化学

相关的有“元素周期表、神奇的化学实验、化学方程式等”，丰富的学科APP软件能够帮助教

师进行有效的教学，提升课堂效率，还原教学过程，摒弃单向讲授式的弊端，让学生高效、快

速领会学习要点。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都拥有智能手机、APP应用软件发展迅速、与

生活结合紧密、教师使用熟练等优势，将最新信息引入课堂，教师平时通过微信、网络浏览，

对于教学有用的视频、文章、新闻等各种信息通过收藏、拷屏等方式保存下来，在教学中直

接展现，能够实现课堂教学和信息发展实时同步，发挥“互联网+”的优势。

[0041] (5)学生端的应用。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智能手机同样可以融入多媒体系统，分

享相关的学习成果，在手写软件的支持下，同学们的课堂练习、推导演练等，不仅能够直接

展示结果，还能再现推导过程，便于分析问题，找出原因。智能手机相当于手持电脑，在普通

教室学生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开展探究学习、情景学习、合作学习等，特别是在高

校的课堂教学中，大学生几乎人人拥有智能手机，具备作为个性化学习工具的条件。

[0042] 2.课堂活动中的具体应用

[0043] 在课堂讲授活动中，智能手机发挥富媒体资源的优势，创设教学情景，除了投影教

学PPT、各类文档、网络资源以外，还能直接投影展示微信收藏、手机上的照片和视频。在随

手写、绘图板等白板APP应用软件的支持下，进行逻辑推导、重点提示、例题解答、公式运算

等教学活动，实现传统黑板的功能。

[0044] 在课堂提问活动中，可以应用手机“随机抽号器”，通过程序随机抽选某个学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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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小组进行回答，大屏幕直接投影抽号过程，在课堂中应用发现，抽号过程就像抽奖一

样，学生兴奋度高，有利于保持学生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随机选出的同学自觉起身回答，

效果比教师直接点名更好。另外，对于一些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利用手机对同学的回答进行

即时录音或录像，并随时播放进行精细化分析评价。

[0045] 在课堂演示活动中，教师在讲台上进行操作演示，后排同学不能看清操作细节，演

示效果受到影响，应用智能手机对演示过程进行直播投影，距离较远的同学，也可以在大屏

幕上看清操作细节和实验结果；手机方便对整个操作过程进行录像，关键步骤或瞬间即逝

的实验现象，可以通过特写、全景录像，以慢速播放方式，清晰再现实验过程。

[0046] 在课堂练习活动中，各学科、知识点都有大量的练习测评类APP应用，如“拼音大挑

战、速算盒子、物理课堂练习”等，能够实现快速出题，即时呈现，学生能够在教师的手机上，

以交互游戏的形式完成练习，增加课堂练习的趣味性和效率；同时智能手机课堂练习中还

可以充当记时器、记录仪的作用，进行作品展示和结果分析；可以对学生的练习拍照，在

“Pic  Say”等应用的支持下，进行放大、批注、划线等点评操作。

[0047] 智能手机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全过程，有效应用于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需要相应

APP软件的支持，主要有学科通用和学科专用两类，如表2所示。

[0048] 以上是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移动授课平台的构建以及相关的应用，智能手机和智能

APP软硬件性能的不断提升以及良好的人机交互持续发展，智能手机应用于课堂教学将越

来越普遍，基于现有的多媒体教学系统，应用智能手机和无线同屏技术构建移动授课平台，

充分利用师生个人设备，以较低的资金投入，优化多媒体辅助教学，实现教学方式的创新，

具有较大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

[0049] 表1智能手机白板优势

[0050]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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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表2常用APP应用于目的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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