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平台信息汇总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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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名称

主办单位

服务内容简述

平台地址

服务电话

1. 技工院校教师可利用“技工教育网”平
台提供的各种类型内容资源，在平台提供的在
线互动教学功能模块中完成线上班级创建、线
上教学内容发布、线上授课、线上答疑、学情
统计等教学练测考评全流程工作。技工院校学
生可通过电脑或手机端学习“技工教育网”上
各类微课教学资源，作为日常教学的有效补充，
010-64961747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实现“停课不停学、学习不延期”。
http://jg.class.c
技工教育网
2.各地教研机构、技工院校及有关单位可
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om.cn/cms/
安老师：18610119589
通过“技工教育网”平台上传自主开发、自有
版权的优质数字教学资源，包括各类在线课程
（微课、慕课、授课视频等）、电子教案、学
习任务案例库和试题库等，经遴选和审核通过
的资源将在平台免费分享。“技工教育网”也
将及时公布上传资源情况并报送人社部相关部
门。
疫情期间向全国高校免费提供以下服务：
1.课程资源服务：8000 余门优质在线课程
资源，涵盖本科 12 个学科门类所有专业类、专
爱课程（中国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网易有 科 18 个专业大类；
https://www.icour
010-86466958；
MOOC）
道
2.在线教学服务：学校专属在线学习空间
se163.org/
010-58581683
——学校云服务、优质慕课资源定制引用、智
慧教学工具——慕课堂、在线课课内直播服务、
学生在线学习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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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

4

智慧树网

3.在线直播讲座：2020 年 2 月 2 日起，每
天进行两场直播讲座，包括积极应对疫情、教
学理论方法、在线课程开发、混合式教学实践
等几个模块；
4.教师在线培训服务：教师能力提升系列
慕课课程，2 月初全部提前开课，助力提升教师
教育教学理论水平及信息化能力；
5.疫情防治服务：流行病学、传染病学通
识类慕课和专业慕课，助力疫情防控
1.雨课堂会员服务：免费开放会员，会员
具备直播、本地视频上传、板书等功能；
2.慕课服务：免费开放 2350 门课程让社会
北京慕华信息科技有限 学习者学习；
https://next.xuet
400-099-6061
公司
3.学分课服务：1600 门慕课免费开放给各
angx.com/
高校，供各高校引进作为学分课应用；
4.在线师资培训：从 2020 年 1 月 30 日起
每天进行一场免费直播培训
1.跨校共享学分课程 3223 门（大多数为 2
学分，涵盖 92 个专业大类）全部向高校免费提
供，不限单校选课门次与人次；
在线客服 8：30am
2.调整学期时间自 2 月 5 日到 8 月 20 日，
-12:00 pm 智慧树官网
上海卓越睿新数码科技 学校自定义设置本校引入共享学分课教学考试 https://www.zhihu
主页右侧栏直接点击即
有限公司
周期；
ishu.com/
可
3.为共享课、校内课提供线上直播；
选课服务总
4.提供“在线实时授课”服务；
5.开设教师培训系列直播课程；
6.在线课程紧急录制上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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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银在线

1.资源支持：免费提供 3464 门慕课及国家
级、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首批优选出 720 门
本科慕课及 298 门高职慕课，可供院校引进使
用，进行学分认定；
2.数据支持：配合院校线上开课工作，协
助导入教师、学生、课程等数据，提供教学大
数据支持；
3.应用支持：免费为院校开通“一平三端”
智慧教学系统所有教学功能的使用权限；
http://xueyinonli
超星集团、国家开放大学
4.服务支持：针对已在学银在线平台开课
ne.com/
及计划使用学银在线专业课程开课的院校，免
费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包括开课建课、辅助
教师应用、学生学习支持、师生直播互动等；
5.培训支持：免费提供平台应用指导视频
及直播培训支持（共 28 期信息化能力提升直播
培训）；
6.免费向高校及师生员工提供“新型冠状
病毒防疫安全公益课”

平台六大类别 480 余门通识课向所有师生
和社会学习者免费开放全部章节学习；特殊时
超星尔雅网络通识 北京超星尔雅教育科技
http://erya.mooc.
期对各延迟开学高校提供免费的开课和教学运
课平台
有限公司
chaoxing.com/
行服务；学生完成注册后的学习记录会被保留
对接到正常教学活动中

400-6999-516

400-902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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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慕课

北京大学

所有课程对外免费开放，大部分课程以自
http://www.chines
助课程形式开课。各高校可申请免费 SPOC 平台
emooc.org/
服务，平台提供一对一开课指导

1.学生自学：疫情期间向全国高校师生免
费提供 10 个语种、12 个课程方向 99 门外语慕
课，并提供 7 天*15 小时答疑咨询，全面帮助高
校“停课不停学”；
2.教师线上 SPOC 教学：自即日起疫情期间，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高
免费提供 SPOC 平台服务，教师可组织学生以院
校外语慕课联盟）、外语
中国高校外语慕课
校为单位，开展包含教材配套慕课的 SPOC 教学，http://moocs.unip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平台
保障师生在返校前通过线上 SPOC 开展本校的教
us.cn
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
学和学习；
公司
3.教师自我提升：自即日起疫情期间，中
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将通过 U 讲堂、UMOOCs 等
平台为高校外语教师免费提供教育技术和教学
能力提升课程，使教师提升在疫情期间利用线
上平台、工具和资源有效开展线上教学的能力
1.免费提供 500 门课程资源，覆盖 12 大门
类，特别是 2018 版大纲的思政课程，依托人民
网开发，科学、权威，适合 2020 年春季的形势
与政策课程已经录制完毕，配套纸质教材、线
https://www.ulear
上课程、教学课件、课后练习及考试题库；
北京文华在线教育科技
ning.cn/ulearning
优学院
2.免费支持教师远程教学：课件、视频上
有限公司
/index.html#/inde
传、课程公告、作业、讨论答疑、远程直播、
x/portal
线上考试；
3.免费为各大高校提供技术支持、教师培
训、直播培训；
4.免费提供必修课程、选修课程方案，同

13261049122

4008-987-008

1851324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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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公开课

智慧职教

人民网

高等教育出版社

时支持毕业论文管理；
5.免费支持师生信息的导入和账号开通、
学生学习的进度监督和考核、教师线上工作量
的记录和考核等教学管理工作；
6.免费提供数字马院、数字外院等垂直学
科远程教学支持
人民网公开课包括思政金课、思政名师、
畅谈思政课、名家领读、课研会、读书会等栏
目，通过线上课程为高校师生和社会公众提供
http://mooc.peopl
免费学习资源。
e.cn/publicCourse
平台现有课程 221 门，持续更新，课程内
/index.html#/inde
容包括创客讲堂、时事教育、体育、健康、中
x/portal
国传统文化、创新创业、中国精神等。
平台免费向公众开放，可以通过微信登陆，
也可以自行注册免费登陆学习
MOOC 学院免费提供慕课的在线学习服务及
数据服务；向学校免费授权 1273 门慕课、158
个国家级资源库的资源，并免费提供一学期的 https://www.icve.
“职教云”校级教学云平台和“云课堂”APP
com.cn/
服务，协助学校调用优质资源在云平台上建课
授课（SPOC）

13401122117

010-58581894

1.免费提供以下课程资源：15 门会计专家
领衔建设的专业核心课课程资源；初级、注会
备考辅导 8 门课程资源、训练题库、直播课程；
高校一体化教学平 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 4 门创新选修课和 1 门大学生求职课课程资源；http://chinaacc.e 服务详情链接中的二维
台
公司
2.免费提供远程教学平台，含在线互动教 du.chinaacc.com/
码 18159897971
学功能和在线直播教学功能，院校可使用平台
课程，也可以自建课程开展远程教学；
3.免费提供在线教学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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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保云课堂

1.免费提供 14 门会计类专业实训课程平
台；免费提供 30 门会计专业课程资源；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
2.免费提供远程教学平台，含在线互动教 https://edu.netin 服务详情链接中的二维
司
学功能和在线直播教学功能，院校可使用平台
net.cn/
码 400-0592-228
课程，也可以自建课程开展远程教学；
3.免费提供在线教学支持服务

湖南智擎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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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oder 是开放在线实践教学平台，为信
息技术等工科专业教学提供课堂、实验和实训
EduCoder 在线实践
https://www.educo
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等全面在线支持与教学服务，提供 12000 个教
教学平台
der.net/
MOOC 联盟、信息技术新 学资源，650 门在线课程，服务超过 1000 所高
工科产学研联盟
校，CMOOC 联盟、新工科联盟等官方合作平台

阿里云大学

百度云智学院

400-883-0971

阿里云推出高校在线课程学习与实验教
学解决方案，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在线
教学相关资源与技术支持。通过提供云计算/大 https://edu.aliyu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400-80-13260 7*24 小时
数据在线课程与基于阿里云真实云环境的在线 n.com
实验等教学资源，结合阿里云大学在线实验平
台，保障高校相关专业教学顺利开展。

百度

百度云智学院不仅有涵盖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等方向的系统化的在线课程，以
及配备 GPU 资源和丰富完整的实验案例的在线
http://abcxueyuan
实训环境，还提供直播教学管理、专业的考试
.baidu.com
认证等系列服务，帮助高校快速开展远程教学
与实战，帮助同学们通过培训提升相关的技术
和能力，并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18211120369

1.免费开放护理类课程，以及人文、理工、
教育、经管、政法、农林、语言等学科课程 300
多门。
http://www.ouchn.
2.为高职学校定制专属频道，由高职学校教
cn/
师组织教学，国家开放大学提供技术支持。
3.免费提供财经类实验实训学习账号，提供
线上技术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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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学习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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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免费使用“教师发展在线”学习平台，
建设本校的“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支持
学校自主开展网络直播活动，发布教学任务，
管理分析教学数据等，还可配套相应的在线学
习课程。
教师发展在线（全
2.通过“应对疫情支持服务专区”及各校“教 https://www.enete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
国高校教师网络培
师发展在线”学习平台，每周一至周四下午 14：du.com/Index/chin
司
训中心）
00 免费开放“杏坛大讲堂”直播讲座。
awillwin
3.疫情期间网络培训同步集中课程，全部免
费进行网络直播。
4.学员可通过电脑访问“应对疫情支持服务
专区”或关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微信公众号利用手机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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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出版的优质数字课程为高校提供在线课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 程的订制应用，助力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便捷 http://icc.hep.co
司
应用优质资源，借鉴优秀的教学设计，开展满 m.cn
足各校培养目标的特色在线课程。

数字课程云平台

国家开放大学

联系电话：
李彩霞 13661150613
QQ 群：1041931478

4006699800

李 融 13810369348
马天魁 1391137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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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期间免费向全国高等院校提供以
下优质学习资源
1.优质课程学习资源：创新创业类、大学
生涯发展规划类、求职招聘等九大类百余门课
程及实践实训的指导服务。
2.在线教学课程建设服务：提供在线教学
服务电话：010-62684750
服务平台，包括在线课程录制，直播教学服务
崔老师 18611332747
万学慕课平台（大
等在线教学全系列功能。
QQ:187379832
学生综合能力与创 北京万学教育科技有限
https://mooc.wanx
3.在线直播课程服务：大学生职业发展在
潘老师 18018672082
新创业深度教育孵
公司
ue.cn
线直播系列课程讲座、职业能力成长与求职就
QQ:531192685
化系统）
业指导讲座、学历与职业资格提升类讲座等。
牛老师 18640426126
4.第二课堂课程在线系统建设：为高校提
QQ:346887338
供第二课堂活动、实践教学活动的全方位在线
体系建设。
5.教师在线培训服务：为本科院校和高职
院校提供就业创业指导教师的在线培训与指
导。
1.易学 MOOC：结合高/职院校课程建设需
求，打造支持 MOOC、SPOC、在线课堂等多种产
品形式的在线课程平台。
2.FIF 口语训练：基于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
技术，配套专业口语评测内容，提供覆盖多方
北京外研讯飞教育科技 位教学数据的口语教学与管理系统。
https://www.fifed
FiF 智慧教学平台
17056661023
有限公司
3.FiF 外语学习资源库：通过视频、电子书、u.com
课件、口语评测题、在线测试题等资源形态，
提供一站式在线外语自主学习体验。
4.讯飞爱课堂：结合智能化软件工具，全
方位记录课堂授课内容，实现教学资源常态化
积累和教学场景全覆盖、教育信息全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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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提供 116 门在线课程，帮助大学生居
家学习，支持高校开展远程教学。
教师可通过 U 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进行混
合式教学，实现多终端实时监控，关注教学进
程，实现教学应用常态化。通过大数据分析功
U 校园智慧教学云 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
https://u.unipus.
能所提供的成绩分析，还可以实现多维数据、
平台
有限公司
cn
全面评价，进行学习问题诊断，开展差异性和
个性化教学与指导。
学生可学习数字课程，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
与测试，参与班级讨论，查收课程通知并接收
学习报告等。

钉钉

钉钉科技有限公司

4008-987-008

钉钉推出高校在线教学组织管理与实施服
务解决方案，全力保障高校“停课不停教，停
https://www.dingt
0571-88157808
课不停学”。通过教学群组织学生上课，免费
alk.com
服务时间：8:00~20:00
提供直播/群聊/视频会议/教学圈子等功能保
障教学顺利开展。

Classroom 是基于华为云的云上软件教学
服务，支持高校师生实现备课、上课、作业、
https://www.huawe
华为云 Classroom
考试、实验、实训等全教学流程的线上教学，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icloud.com/produc
云上软件教学服务
提供多类习题自动判题、企业级 DevOps 实训、
t/classroom.html
免费在线习题库等众多高级特性，辅助进行数
字化教学转型。

华为云热线：950808
微信：hw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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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免费提供在线教学平台，含在线互动教
学和在线直播教学功能，院校可使用平台课程，
也可以自建课程开展在线教学；
北京爱课互动科技有限
2.精品慕课服务：免费开放 104 门课程供学 https://www.ketan
课堂派
公司
习者自主学习；
gpai.cn
3.在线师资培训：从 2020 年 2 月 2 日起每
天进行一场免费直播培训；
4.免费提供在线教学支持服务。
1.云班课师生使用终身免费。
2.云教材平台上的 352 门课程免费一个学 蓝墨智能云教学平
期。
台：
3.免费教学包 117 个。
云教材:
蓝墨智能云教学平 北京智启蓝墨信息技术
4.院校定制云教学大数据管理平台免费一 www.mosobooks.cn
台
有限公司
个学期。
云班课：
5.提供云班课使用免费线上培训。
www.mosoteach.cn
6.提供云教材使用免费线上培训。
蓝墨官网：
7.经学校提出需求，疫情期间免费为学校 www.mosoink.com
提供 10 个云教材在线编辑器。
疫情期间，免费向全国高校、中小学校和
教育机构免费提供 300 人实时音频和视频交流
功能。
1.免费直播开课工具：极速帮助老师搭建
自己的专属课堂。支持手机、电脑、iPad 等多
终端学习。
腾讯会议、腾讯课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
2.免费教学平台：帮助学校和机构快速搭 https://meeting.q
堂、腾讯乐享
有限公司
建在线直播学习环境，拥有直播课，录播课， q.com
教学和教务管理功能，并提供丰富的教学平台
及教学资源。
3.免费课程资源：提供 8 万门免费课程，
包括 IT 互联网、设计创作、电商营销、职业考
证、升学考研、兴趣生活和语言留学等 7 大不
同的类目。

010-57748642
韩老师:
17316151943

400-008-1078
朴老师 18710032827
马老师 13910821925
王老师 18612259358
钱老师 13091880666

服务电话：95716、
400-78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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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集备课、计划、课堂互动、在线测试、
GPS 考勤、课堂讨论、直播教学、录播教学、学
习记录跟踪、分组教学、作业管理、移动端教
微助教智慧教学系 武汉天天互动科技有限 学、云资源共享和统一门户管理等多种教学功 http://portal.tea
统
公司
能为一体，旨在为高校提供在线课堂管理，打 chermate.com.cn/
造以混合式教学、高校课堂管理辅助为核心的
在线教育创新解决方案。以上服务疫情期间对
全国高校免费开放使用。

薛华东 13770714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