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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急方案的设计思路

在目前“新型肺炎”疫情关键决战时期，教育部于 2019年 1月 27日晚下发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含大中小幼各学段）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根据教

育部安排，部属高校要适当推迟 2020年春节学期开学时间，具体时间与当地高

校开学时间保持一致，地方所属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等学校春季学期开学时

间，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地方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确定。通知中同时要求要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并做好开学后疫情防控工作预案。

全国各类学校推迟开学，在教育史上是非常少见的。推迟开学，将会打乱学

校教学计划、学校的资源调配也会出现困难，对于学生的阶段性人才培养会有一

定影响。如何充分调用各种技术和资源保障学校的教学运行，如何能在不开学、

尽量少的改变教学计划的前提下完成教学任务？如何做到线下停课，线上不能停

学？如何高效快速的进行疫情安全教育及信息搜集？是当下各级各类高校面临

的非常急迫的问题。

超星作为文化、教育领域的重要企业，公司现有员工 5000余人，其中网络

授课平台各地运营服务保障团队超过 2000人。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总部北京

与全国40余家分公司7*24小时全天候的网络授课在线运营服务体系。面对2020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超星愿意携手并助力全国各级各类高校，在线下

延迟开学的情况下，保证线上照常开展教学，保质保量甚至高效地完成学校常规

教学任务，深切落实学校人才培养方案。

此方案结合现状特点，突出几个关键内容：

1) 快：快速反应、快速集结、整体统筹，群体服务、与校方需求紧密对接

2) 全：集合超星平台、资源、服务优势，为高校师生提供全方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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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特殊时期需要的是用最基本的服务满足最广大师生最基础的教学和

防疫要求，所以本案也本着最简易化设计，力求实现更大程度的覆盖。

4) 合：在特殊时期，企业与学校不是简单的甲乙方关系，而是携手共度难

关的伙伴，如此大量集中的在线学习对于企业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需

要校方更清晰的梳理教学计划，更有序的进行在线教学的分流，更充分的调

用学校内部资源，彼此充分沟通，合力攻坚。

本方案以超星集团的以泛雅平台、学习通构建的“一平三端”核心产品为依托、

以尔雅通识课、公共选修和基础课为辅助、以超星微服务平台构建的疫情信息管

理平台为延伸，充分调动超星集团遍布全国的服务人员，点对点提供远程支持，

实现“停课不停学”的目标，为特殊时期教学工作正常开展和疫情的有效管理保驾

护航。

二、线上教学及在线课程保障教学计划恒定推进

为配合已经做好的教学计划的正常开展，尽量少的调整现有教学计划，超星

提供数据、应用、课程、培训、资源五大类的支持服务。

（一）数据支持

针对泛雅平台正式用户，按照校方已经做好的春季学期教学计划将所有

课程在平台上开设出来，做好教师、学生、课程的匹配，配合校方开通春季

学期所有课程。将所有教师、学生数据实名导入，倡导学校、院系、教师、

学生之间的通知发送采用学习通进行实名通知。

针对非泛雅平台正式用户，联系对应销售人员或附件各地抗疫辅教小组

服务人员，开通试用平台，协助有意愿利用平台授课的老师建立班级，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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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用平台开通课程，上传资源，开展在线教学。不通过学校教务系统匹

配教师、课程、学生的关系，学生根据教师要求自行加入课程。

（二）应用支持

免费为高校开通“一平三端”在线教学系统所有教学功能的使用权限。“一

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是超星集团最新推出的以在线教学平台为中心，涵

盖课前、课中、课后的日常教学全过程，将课前建课备课和学生预习、课中

课堂教学和实践操作、课后复习考核和教学评估等整个教学过程融汇贯通，

融合教室端、移动端、管理端各类教学应用于一体的的信息化教学整体解决

方案。从而实现对“线上+线下”教学全过程的即时数据采集、云端分析处理和

即时结果反馈，协助学校成功构建完整的信息化教学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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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支持

目前在超星平台及其他主流平台有大量优质在线开放课程，但是否能取

代或部分取代现有各校春季学期的部分课程，还需要学校根据自身的教学安

排和师资在线课程建设及应用情况确定。已经在超星平台（尔雅、学银在线）

上的课程，如列入各校春季学期教学计划，超星针对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

包括开课、辅助教师应用、支持学生学习、增加师生直播互动等。不在超星

平台上的课程，由对应平台相应课程支持。如有些平台无法针对教师平台上

课程提供个性化服务，可以考虑课程在原有平台上学习，教学辅助支持及直

播互动等环节利用超星“一平三端”实现，对应服务人员可以提供支持。

对于尚没有开设在线课程，且无法采用其他学校相似在线课程进行完全

线上授课的教师，这部分应该是现状下的主体部分，超星鼓励和支持这部分

教师在经过简单培训后，能快速应用超星平台建课功能，按照每两周课程量

为一单元，边建课边开课，逐渐完善。为达到学生更好理解的目的，鼓励课

程采用微视频的方式录制，或者是课件（PPT等）加配音，或者是手机录制

授课视频等，原则就是简易、快速、清晰。此外可以采用超星速课工具录制

速课（具体操作参考下文“关键教学工具 3”）。

以两周课程量为一周期，可以缓解前期学校和企业面临的共同压力，首

先保障课先开出来，前两周可能会是一个磨合期，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这样

保障整体的在线学习环节更加有序。

（四）培训支持

为保障针对用户做到及时效应，超星集团将现有总部支持人员，销售人

员和服务人员全部打通使用，以当地销售和服务人员为核心支撑，面向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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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高校提供平台应用指导视频及直播培训支持，为高校授课教师提供自助

录课、快速建课、直播讲课的在线培训服务，对于在目前形势下，对于有意

愿深入应用自有或他人在线课程及教学工具开展更深入的混合教学尝试的

教师，超星按照专门团队人员提供在线教学支持。

（五）资源支持

“超星尔雅”是超星集团着力打造的通识教育品牌，拥有综合素养、通用

能力、创新创业、成长基础、公共必修、考研辅导六大门类，质量并举，双

一流高校超过 80%，副高级以上职称教师超过 90%。迄今为止，超星尔雅

已与数百位名师合作开发课程，其中不乏叶嘉莹、杨振宁、叶朗、赵林、江

怡、吴国盛、李景林、夏可君、雷颐、戴吾三、韩昇、刘悦笛、周晓亮、朱

光磊、时殷弘、刘擎等学术界思想界的名师大家。

超星尔雅课程应用模式有 MOOC和 Spoc两种。SPOC模式，线上线下混

合课程模式，学校需为课程配备相关的助教老师，并充分利用慕课资源和翻

转课堂技术，将在线学习与常规的师生面授教学适当结合。MOOC模式，纯

在线的知识传播模式，所有教学活动均在网络上进行，学生可以跨时间、跨

地域灵活自主地参与学习。疫情期间，MOOC学习方式尤为合适。

“学银在线”是超星集团基于学分积累、认定与转换的学分银行理念，研

发出来的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它通过汇聚、遴选、运营中国大学优秀课程，

在服务好校内课堂教学的同时，努力为社会成员提供开放且有支持的学习服

务，探索构建校内+校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深化教学改革、促进

教育公平、提高人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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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本次疫情，尽量降低疫情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超星集团免费为高

校开通 100门尔雅通识课程和 500门各学科专业课程，供各高校在校学生在

线选修。课程清单见附件 1。

三、防疫专题和信息管理守护师生身心安全

（一）疫情防控专题

为更好的帮助在校大学生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提高安全意识，我们创建了疫情防控专题，

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目前专题还在不断完善中，

针对防疫需求，必要时将此专题升级为示范教学包，

广大学校在此基础上可以共同编辑、共同完善，选

择使用。

（二）校园疫情管理

为更好监管、防控疫情蔓延，超星通过微服务平台构建疫情防控记录表等应

用，通过岗位打卡、疫情防控记录表、门卫测量体温记录表等表单，与提供内已

导入的师生实名信息对应，快速记录，快速生成，快速统计，帮助学校有效掌握

疫情情况，做好疫情防控。此表单设计灵活，生成简易，扩展方便，适合各类学

校快速部署。此外还可以针对不同场景，可以利用微服务表单工具，进行每日健

康情况统计、假期出行情况统计、返程时间及交通方式调查、在线课程需求调查、

异常情况上报等；超星免费提供系统搭建、数据调优、数据分析等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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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校与企业的配合

如前所言，在特殊时期学校与企业的联动，共同推进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

在尽量不影响教学计划前提下的开展教学活动，更是需要各自站位、充分沟通、

彼此联动。为更好实现特殊时期的教学效果，希望校方给予如下配合：

1. 对于春季学期有教学计划的老师，如有在线课程，鼓励采用自己的在线

课程为学生开课，相关课程服务由对应平台提供，如平台不能提供教师

授课的个性化支持，如直播互动等，超星可提供支持。

2. 如学校或教师认可通过学习平台上相似课程，可更换教学计划中对应课

程，并认可学分，也可安排本校教师以原有平台课程为主体课程，额外

利用超星平台辅以自有课程内容开展教学。

3. 如教师既没有建设在线课程，也无法使用公共平台提供的课程开展教学，

则利用超星平台快速建课，以两周课程量为一个单元周期，边建边用，

建用结合。

4. 根据课程性质，在快速建课，学生可以在平台开展基本内容学习基础上，

将课程部分内容开展直播教学，或通过直播形式与学生进行互动答疑等，

超星提供相应技术支持和培训支持。

5. 针对全校师生在集中时间提供在线教学及直播教学，尤其是直播教学，

对于企业平台支撑及网络云服务都会构成巨大压力，企业要额外增加大

量带宽费用及技术保障力量，此部分有可能会根据学校情况有一定的费

用需求，也请理解。

6. 学校内部也充分调动教务处及学院教学秘书的力量，更多强化服务职能，

与企业携手，对春季学期教师按照上述安排进行课程分层次梳理，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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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培训，保障大多数教师能接受最简易的课程制作技能，或更充分的使

用已有在线课程资源，保障教学计划不受影响，教学进度稳步推进。

五、师生学习指南和教学工具应用

（一）教师开课指南

为帮助任课教师及时掌握线上教学和开课方法，我们制作了教师开课指南，

详见附件 2。

（二）学生在线学习指南

为帮助在校大学生及时掌握线上学习的方法，我们制作了学生线上学习指南，

详见附件 3。

（三）关键教学工具

超星基于“以学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以管理者为主导”的原则，根据学校

需求，超星全国各地平台和课程运营服务人员可对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进行

有针对性的远程直播及完备的线上授课操作指南，直播培训内容基于并不限于

“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旨在于应对延期开学，保证正常教学，助力学校完成

教学计划，落实人来培养方案。

以下为具体的基于“一平三端”的大规模网络教学与管理整体实施方案：

1. 直播教学

手机直播：教师通过电脑或手机运用一平三端开展直播教学。移动端手机建

课，直接开展直播授课，直播可转发至其他班级群聊，满足多个班级观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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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可选择允许回看，学生可以反复观看。同时在线上班级里可以发起签到、

投票、主题讨论、测验等各种教学活动，学生通过手机可实现师生间、生生间各

种互动，积极开展互动式教学。

电脑直播：电脑上安装直播客户端，分享链接给学生，只要电脑上有摄像头，

就可以进行直播教学，直播过程中可以发放问答题。直播结束后可以选择允许回

看，学生可以反复观看，具体操作可扫描下发二维码查看视频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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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步课堂教学

教师运用手机移动端直接开展移动教学，通过移动端课堂教学，选择同步课

堂，教师可边口述讲课边用手机播放 PPT，运用白板功能手写演示等各种方式

开展教学，学生端即可实时观看 PPT又可以收到教师讲课的声音更能看到老师

的板书。课程可同步不同的班级，满足多个班级同时授课。具体操作手册可扫描

上方二维码查看。

3. 录制速课

教师可选择“ppt+录音”，将所需讲的内容录制成为速课，添加在章节或者转

发给学生进行学习，相当于做好了简单的线上课程资源，学生可以反复观看。具

体操作手册可扫描上方二维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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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急响应保障机制

值此非常时期，超星集团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5000余名员工已经在互联网上

集结完毕，超星集团建立“抗疫教学指挥部”，各分地区服务团队已成立“抗疫辅

教小组”，并指定对接负责人。学校如有需要可及时与您熟悉的业务人员或各省

联系人联系，我们竭力提供支持。

超星愿与各校一起，紧密协作，众志成城，共度难关！

各省联系人

省份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北京 柴老师 13718672891

天津 王老师 15922009321

河北 段老师 18931194670

山西 郝老师 18903402618

内蒙古 蔡老师 18686065378

辽宁 门老师 15002439386

吉林 康老师 17790067443

黑龙江
白老师

刘老师

13321112991

13244678010

上海 胡老师 15901680832

江苏 张老师 15335182587

浙江 杨老师 15757857864

安徽 龚老师 1500566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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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官老师 15980665248

江西 曹老师 17370872052

山东 赵老师 18615285685

河南 郑老师 15739296389

湖北 喻老师 13036165834

湖南
杨老师 18674866022

黄老师 18374957735

广东 童老师 15913127841

广西 李老师 13807809017

海南 彭老师 13876507731

重庆 杨老师 18723117464

四川 符老师 13088087707

贵州 周老师 18153102560

云南 姚老师 18213140747

西藏 李老师 18702893045

陕西 陈老师 15909272412

甘肃 杨老师 13919430851

青海 海老师 18693122020

宁夏 吴老师 18395200892

新疆 许老师 1307991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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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在线课程提供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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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教师开课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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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学生在线学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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