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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教学项目简介 � 

Ø  基于远程授课的网络平台 � 

Ø  由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担当主课堂教学 � 

Ø  由全国贫困地区的乡村学校作为第二课堂 � 

Ø  以每日远程录播的形式 � 

Ø  为贫困地区提供优质教学资源 � 

双师教学项目是由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联盟共同发起
、主办的远程教学模式，是一种旨在促进教育均衡的、公益性的、
创新型的教学方式 � 。 � 

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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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附中优秀班级
作为第一课堂 � 

第二课堂里的当地教
师组织学生观看教学
视频 � 

网
络
传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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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负责每日授课 � 
Ø 向试点学校

提前发送备
课件、习题
、试卷等教
学文件，以
便试点学校
提前了解授
课内容 � 

第一课堂教师—人大附中的数学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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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组织学生观
看教学视频 � 

Ø 复讲复练 � 
Ø 组织讨论 � 
Ø 解答疑惑 � 
Ø 课后辅导 � 
 � 

第二课堂教师—当地的老师 � 



双师教学项目操作指导 � 

 � 
 � 

1.主页介绍（主页图）： � 



双师教学项目操作指导 � 
 �  �  �  �  �  �  �  � 1) � 教学课程（以初二数学课程为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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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知公告，关于项目最新进展和安排的一些通知。 � 
 � 



双师教学项目操作指导 � 
3）视频交流会，定期开展的，由主讲教师、评估专家与第二课堂教师交流与

解答问题的网络会议。 � 

 � 
 � 4）媒体关注，大众媒体对项目的一些宣传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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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账号登录 � 
 �  �  �  � 1) � 打开浏览器。(建议使用 � IE � 浏览器) � 

2) � 在地址栏输入网址:ssjx.g12e.org,然后按回车键进入双师教学

网页首页。如图 � 浏览器地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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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页面右上角的“登录”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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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然后会弹出一个登陆页面,在弹出的页面相应位置填上登录账号、密码

及验 � 证码(第一行为用户名,即登录账号,第二行填写密码,第三行根据右的

数字填写相应的验证码)。再点击“登录”按钮（用户名要注意大小写，用户名只能

小写，不能空格；初始密码：123456，可以自行修改） � 

注:本平台不提供用户注册 � 功能,需要学校提供实验班班任课教师及学生名单发送给项
目组,生成账号 � 后反馈给实验学校，“帐号导入模版”详见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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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成功登录  
登录成功后,可看到如下图的页面,右上角有登录状态。在首页可以快速

进入用户中心,并可查看通知公告、媒体关注及视频交流会。(注:没有登

录 � 之前用户中心界面都是无法查看的,点击后会直接弹出登录页面,登录

步骤相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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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一课程 �  2）初二课程 � 

注：初一数学分为普及版和提高版，普及版是今
年在人大附中分校录制的课程，特点是进度慢，
难度小；提高版是去年在人大附中本校录制的
课程，进度快，难度相对较大。各校教师可以根
据当地的教学实际，选择观看学习和下载相关
课程。 � 

注：初二的课程只有一个版本，如上图
，各地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教学进度，
观看和下载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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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线观看 �  � 

 � 1)在双师教学首页(ssjx.g12e.org)登录后，点击右上角导航处的“课程”

，找到“课程目录”。（注：必须登录后，才可进行这样的操作，本学期不提供直播

，只提供录播，每天人大附中上午的视频课程，下午5：00之后就会放在平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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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在课程首页可查看课程简介、课程目录以及教师信息等内容，在课程目

录处，点击章节名称，可进入对应视频点播课程，右侧的功能区，分别可

进入该课程的作业、讨论以及对应章节的笔记、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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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课程观看界面，最下方是功能区，功能分别是：笔记（在线写笔记）、

讲义（查看图文版课程讲义）、标记（标记是否为重点章节）；上一节、

暂停/播放、下一节；音量调节器、全屏按钮。在界面右侧，有两个图标，

可以进入课程目录（自行选择观看章节）或快速进入讨论区。 � 



双师教学项目操作指导 � 

 
 

  

5.视频下载 � 

1）下载按键 � 在已登录平台的状态下,点击导航上的“课程”进入课

程目录页面,点击每个视频右侧的 �  �  � 图标,即可下载对应课程。 �  � 



双师教学项目操作指导 � 

 
 

  

2）下载完成后 � 

视频下载到本地之后显示为“双师教学”logo“ � 样式的小图标,双击

即可 � 播放视频课件。 �  � 

注:同一账号不能在两台以上的电脑上下载视频,且将视频复制到其他移动设备上不能
播放，但是PPT可以随意编辑移动。 � 已登录状态下首次下载课件需系统验证,此时点击
播放即可。未登录状态下 � 需登录验证,在登录框内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即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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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如不能正常观看 � 
如果您下载到本地的视频不能正常观看,点击 �  �  � http://www.g12e.com/

downcenter/index.shtml,下载安装网校课件认 � 证工具,关掉浏览器和课程,重

新下载视频即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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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加讨论 � 
如图 � 课件下载页面 � 

1）进入讨论区 � 在双师教学首页(ssjx.g12e.org)登录后,在左下角的“课程目录

—讨论”,进入讨论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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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讨论区首页 � 在讨论区首页,左侧为讨论列表,点击详情可查看本条讨

论的完整内容及所有回复;在每条讨论右下角可以点击“赞”表示同意,

或者点击“回复”给作者留言; � 列表的右上角可以快捷进入课程点播;点

击“所有讨论”左侧的“我的讨论”,可以 � 只看自己发起的讨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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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讨论区功能 � 点击讨论区首页右侧的“发起讨论”,可发表新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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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教学项目课程模式： � 

1.课前备课 � 

 �  �  � 1）各地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进度，在网上观看和下载人大附中的

课程，，包括双师平台上录播课程和群文件里的课件或练习题等资料。 � 

 �  �  � 2）老师在观看课程视频的过程中，要记录下播放给学生看的那段视频。

人大附中的课程视频不一定要老师全盘给学生观看，要找到自己学生适合的

可以接受的那部分视频进行播放，我们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兴趣，让学

生更爱学习数学。（注：人大附中的课程难度可能会比较大，一味的给学生

观看人大附中的视频，可能会导致学生看不懂，挫败学生自信心，从而对数

学失去兴趣，这样我们的努力就会事倍功半。） � 

 � 3）教师根据人大附中的课件资料，确定哪一部分要借鉴人大附中的资料，哪 � 

 � 一部分要结合本地学校的具体实际进行修改，从而形成适合自己学生的教案

，进行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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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课堂上 � 
1）录播模式上课 � 

a.课前复习，第二课堂的教师可以利用课前5分钟来指导学生复习上堂

课的内容，并对下堂课的内容进行预习。 � 

b.铺垫、情景引入，第二课堂的教师可以结合人大附中的视频和当地的

实际情况进行课程的引入，可以利用洋葱数学。（详见双师操作手册） � 

c.探求新知，开始学习新的知识，第二课堂的教师根据自己之前准备的

教案进行教学，给学生播放的人大附中的课程视频，不需要40分钟都

放视频，要有选择，有侧重。 � 

d.落实巩固，第二课堂教师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辅助人大附中的视频

课程，带领学生巩固本节课内容。 � 

e.课堂小结，第二课堂的教师根据自己的授课内容，结合人大附中的课

堂小结，给学生做课堂小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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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改编课件自己授课 � 

 �  � a.选取合适的授课素材（视频、课件、练习题） � 

 �  � b.结合本校的课程进度、课程要求、与学生情况 � 

 �  � c.整合成适合本班学情的教案再授课 � 

 �  � d.如果时间有限学校可以按照自己班级的情况制定预习和复习的环节 � 

3. � 课后复习 � 

老师可以利用晚自习的时间，针对上课内容，给学生补充一下难度较大
的练习题，也可以给学生安排一次限时作业，老师在进行检查和批改作
业的过程中，会发现学生知识点的漏洞，进行重点讲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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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关于周报 � 

 �  �  � 重点实验学校：每周要向项目组反馈周报，按照周报模版（下一页）填写，以

学校为单位发送一份即可。(周报发送邮箱地址

：shuangshijiaoxue02@163.com � ) � 

 �  �  �  � 百校计划学校：开学第一个月,以学校为单位，每周提交一次周报，按照周报模

版（教学进度、教学安排、课堂中出现的问题，项目改进建议）填写（在下

一页），以便项目组及时了解学校情况，并作出调整。（周报发送邮箱地址

：ssjx@g12e.org � ） � 

 �  �  �  �  � 第一个月结束后,进行一次视频会议,就当月的情况展开交流（重点实验学校会单 � 

 � 独交流）。以后每月向项目组发送一份月报即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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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周报模版
以邮件的形式
发送致各校领
导的邮箱，请
老师们查收。
如老师收不到
可以在群文件
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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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各学校需总结该学期的教学情况,包括教学内容、成绩分析、评估

结果、教学反思、项目建议、学生反馈等。每学年提交一份年度总结

报告。项目组支持实验学校教师开展教科研活动,教师针对双师教学撰写

的论文,项目组会帮助推荐至国家级期刊发表。 � 

2.项目总结 � 

总结内容包括： � 

Ø  � 成绩方面的反馈 � 

Ø 期中期末学生成绩 � 

Ø 实验班和非实验班的成绩差别 � 

 



常见问题与解决策略 � 

 
 

常见问题与解决策略： 
1. � 双师教学在几个年级实验？开展哪个科目的教学？ � 

双师教学是针对初一（七年级）和初二（八年级）两个年级，没有开设初三年级（

九年级）课程；双师教学目前除了开设了数学科目，而且还开设了小学英语。其他 � 
科目的课程还在研发中，暂不开课。（注：人大附中的课程已经都放在网上了，如果教材不同，
可以选取重合的部分加以利用。） � 

2.课件及习题在哪里下载？ � 

 �  � 1)初一课件及习题，每天人大附中有新课件或习题都会发在百校交流

群（369916080）和初一交流群（391133307）的群文件(如下图)里，老师们可

以根据自己的进度进行下载，所有课件都在群文件里。 � 

 �  � 2)初二课件及习题，每天人大附中有新课件都会发在百校交流群（369916080）

和初二交流群（103098987)的群文件（如下图）里，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

进行下载，所有课件都在群文件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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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初一练习册，我们已经扫描，上传到群文件中，老师们可以自行下载

使用，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在淘宝上购买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spm=a1z09.2.9.124.m9A0NL&id=40130613136&_u=c1rgb9o6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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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使用QQ群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 

1）根据自己的身份加入所属群组： � 

 � 初一交流群：391133307 �  � 

初二交流群： � 369916080 � 

百校计划交流群： � 369916080 � 

2）加入QQ群以后，请修改群名片（如下图）， � 

为了保证群安全，不修改名片的将被踢出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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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视频下载无法播放怎么解决？ � 

a.视频下载完成以后（出现如下图标表示已经下载成功），必须是在下载的

电脑上观看，不能复制或移动，一个帐号不能同时在两台以上的电

脑登录下载；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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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可以尝试换一下播放器，比如暴风影音即可播放； � 

c.或者点http://www.g12e.com/downcenter/index.shtml，下载

安装网校课件认证工具，关掉浏览器和课程，重新下载视频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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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帐号导入模版（如下图）”怎么填写？下载后出现乱码怎么办？ � 

 � 

注：如果学生有学号的就按照学号来填写学生的信息，如果学生没有账号的就可以自己编

写01,02，03等等 � 

Office版本太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下载一个07版本的office办
公软件或者下载一个07版的office兼容包即可，以后我们也会注意另存
一份97—03版本再发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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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视频下载会不会有病毒？ �  � 

请放心，我们的视频是不会有病毒的。 

7. � 学校断电，上不去网怎么进行教学？ � 

为了避免学校突然断网，可以提前把人大附中的课程下载下来保存上，
进行教学。 

8. � “rar”文件打不开怎么回事？ � 

“rar”文件，需要先解压，再打开。 

9. �  � 群文件里的文件都是什么格式的？下载后出现乱码怎么办？ � 

课件是ppt格式的文件，练习题是word的格式文件。出现乱码是Office版
本太低的原因，可以下载一个07版本的office办公软件或者下载一个07版
的office兼容包即可，以后我们也会注意另存一份97—03版本再发送
。（注：头一天晚上会上传第二天的课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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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洋葱数学，是提供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用的有趣的资料。 � 

1）洋葱数学，链接：	  h&p://yangcong345.com/webapp/login/?r=o	  -‐	  /signup	  

 � 

 
2）如何免费注册 � 

a.  打开链接，h&p://yangcong345.com/webapp/login/?r=o	  -‐	  /signup	  

	  

	  

 

 � 
 � 

为了便于我们为您提供技术支持，请您： � 

注册时选择“教师”身份； � 

输入手机号和邮箱； � 

输入真实姓名和真实学校名称； � 
提交后请您稍等片刻。如果页面没有自动跳转，您可以刷新页面 �  � 

b. � 登录 � 

打开yangcong345.com，点击右上角的“登录”即可。 



常见问题与解决策略 � 

 
 

 
 
 

3）学生帐号批量创建模版(模版已经放在群文件里了，可以自行下载。） � 

为了方便老师填写学生信息，我们制作了一版新的学生名单导入模版，

老师只需填写Excel表上的基本信息，同之前一样发送到我们的客服

邮箱kefu@guanghe.tv � 即可，我们建好后会第一时间给老师发送帐号

信息。 � 



•   � 联系人：马老师（主管初一教学和百校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邢老师（主管初二教学） � 

•   � 电子邮箱: �  � 重点实验学校邮箱：shuangshijiaoxue02@163.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百校计划学校邮箱：ssjx@g12e.org � 

•   � 电话：010-62128840 � 

•   � 平台网址：http://ssjx.g12e.org � 

 � 

双师教学项目组联系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