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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为协助各高校将疫情

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e 会学）坚决贯彻落

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同舟

共济，共克时艰。坚决执行教育部、教育厅关于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

作精神；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以平台为入口，课程内容为基础，

配合教学服务团队，为学生、学校、老师提供包括课程审核、课程上

线学习、学习运营、学习数据分析、技术服务等多方面的服务，针对

教师及学生用户在使用平台中遇到的问题，平台做到及时回复，及时

解决；积极协助各高校做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为此，制定以

下方案。

一、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e 会学）承诺保障平台原计划春

季学期开课课程平稳运行，不影响组织学生学习。针对该阶段教师及

学生用户在使用平台中遇到的问题，平台客服做到及时回复，及时解

决。目前平台正在开课课程名单（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31

日）如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老师 所属高校

1 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 蔡立炉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2 基础会计 孙敬平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3 国学今用 徐明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4 管理会计 李晶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5 数据结构 胡平 安徽工程大学

6 服饰配套艺术 邬红芳 安徽工程大学

7 信息理论与编码 瞿成明 安徽工程大学

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徐晓婧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9 表格之道 谷小城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10 单片机技术与应用 吴房胜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11 英语写作 戴歆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12 网络设备互联技术 张磊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13 国际贸易实务 赵亮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14 CAD/CAM 应用技术 朱炼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15 人际沟通与口才艺术 夏芳莉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16 商务英语翻译 吴郑龙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17 工程化学基础[引用] 储向峰 安徽工业大学

18 高级英语写作 马广利 安徽工业大学

19 机械原理 路曼 安徽工业大学

20 机械设计 路曼 安徽工业大学

21 机械制图 仝基斌 安徽工业大学

22 无机化学 魏先文 安徽工业大学

23 建筑设计基础 I 邢琨 安徽工业大学

24 机械设计基础 苏荭 安徽工业大学

25 成本会计 徐旻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6 安徽旅游资源 邱竹青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7 地质学基础 刘婷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8
体育与健康——健康体适能

篇
储庆桂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9 普通话与教师口语 徐奋奋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30 摄影摄像构图艺术 邵娣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31 汽车销售实务 张燕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32 会计基础 曾亚坤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33 跨境电商实务 朱小平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34 机械设计基础 陈云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35 外贸会计 方瑛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36 报关实务 曹云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37 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创业指导 王扬宇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38 MAYA 三维建模 沈媛媛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39 电子商务概论 陈文婕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40 个人理财 马京京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41 java 程序设计 王嫱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42 市场营销基础 杨晓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43 数控加工工艺编制与实施 刘顺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4 《工艺装备设计》 李钦生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5 Html+Css 网站设计 王军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 电工基础 田维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7 电机维修技术 鲁业安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8 PLC 应用技术（S7-200) 白金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9 塑料模具与设备 俞蓓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 工艺装备的液压与气压控制 刘欣玉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 电机与电气控制 李文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2 工艺装备零部件制作 王甫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 网络营销与管理 3 胡存梅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4 配送作业与管理 杨辉平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5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杨小娟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6 《旅游英语》 王先好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7 数控机床电气控制 江德松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8 客户关系管理 孙玉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9 特许经营管理实务 吴红迪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张守龙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1 电子商务实务 蒋培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2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平面) 张天成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3 工艺装备三维设计与制造 肖全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4 中国传统文化 卢婷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5 汽车单片机与局域网技术 田苗法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6 篮球 巩俊贤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7 羽毛球 姚曦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8 企业形象设计 王栋臣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9 汽车估价 姜能惠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70 Java web 框架编程技术 袁学松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71 工程材料及热加工 张新建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72 遥感基础与图像处理 潘邦龙 安徽建筑大学

73 Visual FoxPro 程序设计 朱庆生 安徽建筑大学

74 计算机网络技术 尹然然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5 桥涵工程试验检测技术 叶生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6 网络安全与管理 温海波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7 水运工程质量检测 叶生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8 隧道工程试验检测技术 叶生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9 建筑工程测量 纪凯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0 路基工程技术 王守胜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1 接触网技术 欧志新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2 城市轨道交通供变电技术 欧志新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3 公共关系学 王培章 安徽科技学院

84 动物解剖学 靳二辉 安徽科技学院

85 动物组织胚胎学 周金星 安徽科技学院

86 税法 孙承飞 安徽科技学院

87 理论力学 李同杰 安徽科技学院

88 数字电子技术 孙霞 安徽理工大学

89 医学微生物学 田晔 安徽理工大学

90 单片机及接口技术 陈静 安徽理工大学

91 时间序列分析 李德权 安徽理工大学

92 电力电子技术 高俊岭 安徽理工大学

93 理论力学 崔智丽 安徽理工大学

94 大学生创业实训课 丁朝阳 安徽农业大学

95 软件工程(MOOC) 余久久 安徽三联学院

96 C 语言程序设计 汤雷 安徽三联学院

97 高等数学 李宝萍 安徽三联学院

98 中级财务会计 袁良蓉 安徽三联学院

99 管理学 吴兴梅 安徽三联学院

100 工程测量 许倩倩 安徽三联学院

101 机械制图 周金霞 安徽三联学院

102 EXCEL 在财务管理中的运用 周敏 安徽三联学院



103 路由与交换技术 孙海霞 安徽三联学院

104 财务分析 千敏 安徽三联学院

105 金融理论与实务 胡艳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06 纳税实务 鲁学生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07 高等数学新讲 陈辉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08 摄影基础技术 孙湛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09 应用文写作 徐明友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10 Flash 动画制作 张强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11 初级会计实务 吕能芳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12 商务礼仪 李瑾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13 物流信息技术 吴竞鸿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14 中级会计实务 郑兴东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15 广告策划 张京洲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16 大学语文 俞晓红 安徽师范大学

117 计算机基本技能实践 赵传信 安徽师范大学

118 基础和声 石磊 安徽师范大学

119 房地产市场营销 钱叶莹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120 平面设计 方跃胜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121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费丽园 安徽新华学院

12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王静 安徽新华学院

123 土木工程材料 张劼 安徽新华学院

124 工程经济学 盛佳 安徽新华学院

125 Photoshop 汪强 安徽新华学院

126 电子商务概论 罗晶 安徽新华学院

127 国际贸易实务 韦钰芳 安徽新华学院

128 三维动画创作实训 戚大为 安徽新华学院

129 应用文写作 王鹏 安徽新华学院

130 基础会计 汤礼军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131 计算机应用基础 汪忠国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32 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王雪梅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33 管理学基础 毕小萍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34 医学机能学 杜鹃 安徽医科大学

135 思维与沟通 王维利 安徽医科大学



136 麻醉学 程新琦 安徽医科大学

137 病理生理学 李菲菲 安徽医科大学

138 医学文献检索 李桂芳 安徽医科大学

139 实验外科学 孙业祥 安徽医科大学

140
呼吸系统常见疾病诊治及基

本技能操作
范晓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1 病理学 吴义春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42 生物化学 王齐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43 急危重症护理 胡凤琴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44 通信工程制图（AutoCAD） 李转运 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45 汽车车身制造技术 张书诚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146 工程项目管理 刘茜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147 瑜伽 褚先云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148 初级舞蹈（爵士舞） 余育娟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149 中国传统文化选讲 姚明会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150 大学生安全教育 徐健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151 高等代数 胡万宝 安庆师范大学

152 摄影艺术 刘萌萌 安庆师范大学

15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黄海东 安庆师范大学

154 普通生物学 陈敏敏 安庆师范大学

155 数码摄影技艺与图片赏析 阮建玲 安庆师范大学

156 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陈逢林 安庆师范大学

157 三维动画制作 韦伟 安庆师范大学

158 AutoCAD 与课程设计 董晓庆 安庆师范大学

159 楷书书写能力训练 张雷 安庆师范大学

160 诊断学 邓艳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1 医学遗传学 杨元元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2 《临床医学概要》 李瑜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3 《急救护理学》 江一铃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4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魏星 蚌埠医学院

165 人体寄生虫学 陶志勇 蚌埠医学院

166 临床寄生虫学与寄生虫检验 焦玉萌 蚌埠医学院

167 中医学 徐磊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6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朱丽 亳州学院

16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SPOC）
朱丽 亳州学院

170 临床药理学 张兴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171 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 赵慧勇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17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王红丽 巢湖学院

173 数据结构 吴其林 巢湖学院

174
C 程序设计-程序设计方法与

技术
殷晓玲 池州学院

175 网络安全 钟宜梅 池州学院

176 无线通信 赵盼 池州学院

177 计算机网络 杨永超 池州学院

178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彭秀芬 池州学院

179 计算机组成原理 陈念 池州学院

180 网络工程导论 陈念 池州学院

181 Web 服务与开发 马小琴 池州学院

182 园林建筑设计 戴启培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183 人体解剖学 李友余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184 GPS 原理与应用 邓岳川 滁州学院

185 《有机化学实验》 王磊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186 儿歌钢琴弹唱 金瑞峰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87 健康计算导论 安宁 合肥工业大学

188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 郑红梅 合肥工业大学

189 机械工程基础（金属工艺学） 郑红梅 合肥工业大学

190 计算机网络技术 蒋翠清 合肥工业大学

191 运营管理 李凯 合肥工业大学

192 电子商务概论 刘业政 合肥工业大学

193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赵菊 合肥工业大学

194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梁昌勇 合肥工业大学

195 《办公自动化基础》 胡玉娟 合肥师范学院

196 同声传译 钱莉娜 合肥师范学院

197 无机化学 薛燕 合肥师范学院

198 学前心理学 张华玲 合肥师范学院



199 生物统计学 陈延松 合肥师范学院

200 学前儿童发展（基础理论） 张敏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 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基础） 张亚军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 生物统计学 丁建华 淮北师范大学

203 量子力学 任刚 淮南师范学院

204 高等数学 吴正飞 淮南师范学院

205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曹海 黄山学院

206 AutoCAD（2016） 陆玉兵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207 UG 应用技术 刘先梅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208 酒店情景英语 许军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9 学前卫生学 秦东方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10 外科护理学 张惠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11 前厅服务与管理 武俊丽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12 室内设计 AutoCAD 基础 刘哲军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13 Photoshop 实用教程 王永飞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14 酒水服务与酒吧管理 张一君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15 广告实务 董秋源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16 中国传统文化 殷宝为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17 网店美工设计 李眩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18 Excel在会计与财务中的应用 庄际亮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19 高职语文 桂琴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20 ASP.NET WEB 开发 伍丽惠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21 Flash 王萍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22 数控机床与编程 李俊阳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23 premiere 视频编辑 姚瑶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24 javascript 前端开发 崔莹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25 经济法 孙海燕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26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陈树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27 零件测绘 赵美云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28
酒店服务英语 Hotel

Service English
姚尧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229 信息技术应用 李赛红 皖江工学院

230 急危重症 护理学 李远珍 皖南医学院



二、鼓励平台其他课程老师开设新的教学周期以丰富平台课

231 会展英语 陈婧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32 机械设计基础 叶素娣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33 网络设备管理与配置 欧坤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34 计算机高级程序设计（C语言） 程鸿芳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35 电力电子技术 陈蕊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36 汽车故障诊断与维修 张秋华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37 工程制图 叶素娣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38 《新编实用英语》第一册》 章素华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39 办公自动化技术 邵杰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40 现代电气控制技术 蒋玲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41 三维动画 葛田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42 食品掺伪检测 许月明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43 高分子材料概论 文霞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44 西点制作 张冬冬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45 室内设计 王静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46 篮球 孙华飞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47 高分子化学 冯光峰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48 汽车设计 宗发新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49 创业管理 俞荟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5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吴婕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51 摄影基础 徐强 宿州学院

25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 潘正高 宿州学院

25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

创业教育
周家华 宿州学院

254 化工原理 武永军 宿州学院

255 大学英语（一） 李庆照 宿州学院

256 FLASH 动画制作 胡敏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257 液压与气动技术 程发龙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258 奇妙的化学世界 兰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59 会展概论 宦敏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260 环境保护概论 凌琪 安徽建筑大学



程资源，针对平台新发布的课程，平台做到一个工作日内审核上

线，不影响各高校组织教学；目前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e

会学）平台已上线课程 868 门，总开课期数为 1685 期，即将开课

课程期数为 18期,目前正在开课的课程 258 门，其余课程均已结

课。截止到 2019 年底，平台入驻教师总数 2000 余人，注册学习

用户 49 万余人；平台参与高校共 695 所，其中本科院校 434 所，

高职院校 261 所；平台累计访问量已达到 12380 万余次。



三、对于平台新入驻老师，平台提供方便快捷的操作指南，方便

教师随时开课，组织学生学习；教师创建课程指南以及平台使用说明

如下：

创建课程指南：

第一步：注册、登录

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平台网址：www.ehuixue.cn；

点击平台右上角注册按钮即可注册平台账号，注册时只需输入邮箱，

密码等信息，注册成功后需进入个人中心--我的资料中完善手机号及

其他信息后，教师仍需到个人中心--我的资料中申请教师资质才可以

创建课程。



第二步：创建课件库以及添加视频/文本课件

申请教师资质通过后，再次登录账号，将鼠标放置在头像上，默

认是教师身份，教师也可以作为学生进行学习。

进入个人中心，点击课件管理--创建课件库，即可创建课件库，课件

库名称为必填项；可根据不同章节创建多个课件库，课件库名称以章

节名称命名；课件库代码以及课件库序号不是必填项，须填写信息填

写完整之后点击保存或点击保存并添加课件即可。

课件库创建成功后，点击课件库列表可查看已创建成功的课件库，点

击操作栏中的“添加课件”或者页面左侧导航栏中的“课件创建”即

可向课件库中添加课件。

平台课件分为三种类型：视频课件、文本课件以及附件。

*针对未拍摄视频的课程老师，可先将课程各章节文本资料整理好，



转换为 PDF 格式，作为文本课件上传到平台，仅文本课件也可创建课

程。

第三步：创建课程及添加课程章节

1.创建课程主体信息

加个人中心，点击课程管理--课程创建--创建课程进入课程创建

页面，若之前未在平台创建课程选择创建新课程，之前开设过课程选

择引用源课程创建即可。

课程主体页面标注“*”的为必填项，其他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注意：自主模式课程无法分期，设置课程开课、结课时间；随堂模式

可设置课程周期，课程审核上线后开课周期不允许修改

课程主体信息填写完整之后点击保存即可。



2.添加课程章节

课程主体信息创建成功后，返回到课程列表可查看已创建的课

程，点击“管理”按钮默认进入章节目录--章节列表页面，在该页面

可创建课程章节，添加考试，课后作业以及随堂练习。点击页面上方

“添加章”即可创建课程章，点击章名称右侧的“增加节”即可创建

小节；前期已经将课件添加到课件库，创建小节时可从课件库选择对

应的视频/文本课件添加到小节中；

*后期创建章节均按照此操作步骤；课程章节创建成功后先进行课程

章节的发布，按照先发布章、后发布节的步骤进行，章节全部发布后，

还需要到课程列表页面点击课程封面旁边的发布按钮讲课程主体信

息进行发布。



3.创建随堂测试、课后作业以及考试

（1）进入个人中心--试题管理--试题库创建中创建一个新的试题

库；试题库创建成功后，可直接点击试题库一栏后面的“添加试题”

或“EXCEL 导入”来添加试题到试题库。平台目前支持五种题型：单

选、多选、判断、填空以及简答题。

（2）试题添加完成后，进入到课程章节目录页面，点击每小节后

面的“增加随堂”和“添加作业”可创建随堂测试和课后作业，点击

页面上方的“添加考试”即可创建课程试卷；随堂测试和课后作业，

试卷创建完成后点击“设置题目”或“设置随机”即可从试题库选择

题目添加。



教师端平台使用说明：

1.创建班级，添加班级学生

课程审核上线后即可创建线上班级，将学生添加到相应的班级中

方便办理以及后期查看学生的学习情况及学习成绩。“章节目录”模

块下方有“班级管理”，点击增加班级即可创建一个新班级。添加班

级学生有四种方式，详见下方截图；建议教师使用“EXCEL 导入”即

批量将学生导入到班级，批量导入班级的同时也将学生一并加入课程

了；首先下载系统模板，将所需信息填写到模板中；点击“选择文件”，

选择已填写好的模板，最后点击上传，导入成功与否系统都会有导入

详情。



2.课程讨论区

（1）在课程章节目录模块下方有课程互动模块，点击所有讨论，

在此页面可进行发帖以及回帖；也可对帖子进行点赞或者置顶的操

作；教师或者助教发帖会有标注；对其他发表的与课程无关的讨论，

教师和助教有删除权限。

（2）第一条介绍了教师如何进行发帖回复，教师也可像学习者一

样在课程主页--课程讨论中进行发帖/回帖；加入课程之后，点击继

续学习，在课程学习页面点击讨论，可按课程章节进行发帖；点击全

部讨论可查看课程的所有讨论。



3.课程任务--批阅

在课程任务中可进行课后作业/试卷的批阅，随堂测试全部是客

观题，由系统自动批阅；若作业/试卷中全部是客观题，也不需老师

批阅，若有主观题（填空题/简答题），主观题需老师批阅打分，总

分由系统计算；点击操作栏中的批阅即可进行批阅。若出现学生误提

交的情况，老师可打回让学生重做；若老师打分出现错误，可联系平

台客服进行撤销重新批阅。

4.统计查询--学生学习情况/学生成绩

（1）学生情况：统计查询--学生情况可查看学生学习情况，可分

高校/班级进行查询；可查看学生的课件学习数，练习完成数，作业

完成数，考试完成数以及讨论参与数量。也可将学生学习情况通过表

格进行导出；

（2）学生成绩：进入统计查询统计查询--学生成绩可查看学生各

项成绩，若老师未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开始统计成绩，则系统不统计各

项成绩以及总成绩；点击之后系统开始统计成绩，课程一并更新完毕，

点击时需仔细查看系统提示信息。线下成绩可以批量导入，学生成绩



可以通过表格进行导出。

*点击开始统计成绩之前需先设置课程的各项权重，方便系统统计学

生成绩。

5.课程公告

点击课程公告可发布课程相关通知，如：课程更新，结课，考试

通知等；公告也可上传图片，附件等，发布之后也可进行修改删除。



学生端使用说明：

1.注册登录

登录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e会学）或输入网址：

http://www.ehuixue.cn ，输入邮箱邮箱号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后直

接使用邮箱进行登录，进入个人中心--我的资料中完善手机号,高校

及学号信息。

2.加入课程学习及完成随堂测试/课后作业及考试

（1）加入课程

可以在网页右上角搜索框内输入课程名或者输入院校，授课老师的

关键字也可检索，搜索到之后选择加入课程即可；若之前是通过老师

批量导入注册，直接到个人中心--我的课程中可查看要学习的课程。

（2）完成随堂测试/课后作业及考试

随堂练习，只能在观看视频时完成，只能查看自己已经完成的练

习。

课程作业可在“练习考试”页面完成，点击上方课程的下拉选项，

选择一门课程，以查看到课程所需要做的作业，作业显示已过期则不

可以做，如有继续做题，可以点击完成作业。

（ps：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也可以点击视频右侧作业来进行完成。）

考试可在“练习考试”页面完成或者直接到课程视频学习页面在

章节目录找到该次考试并完成考试；若不在老师设置的发放班级内或

试卷过期了则不可提交。



*在视频播放框下方的“课程任务”中同样可以完成课后作业及考试。

3.我的笔记

默认是全部笔记，也可以选择某个课程的笔记，笔记也分为我的

笔记和同学分享，我的笔记是自己的课程笔记，同学分享是同学分享

的笔记。

4.我的证书

（1）申请证书，只有课程总成绩达到老师设置的及格分且老师已

经更新完毕才可申请证书 。



（2）我的证书，可以看到自己已经申请的证书，也可以打印，证

书都是免费的哦！

5.我的讨论

（1）进入个人中心--我的讨论，点击所有讨论，选择一门课程，

可在此页面看到所有讨论，并可以对所有讨论进行点赞和回复，也可

在此页面发表自己的讨论。

（2）学生亦可在课程主页--课程讨论中进行发帖/回帖；加入课程

之后，点击继续学习，在课程学习页面点击讨论，可按课程章节进行

发帖；点击全部讨论可查看课程的所有讨论。

6.我的资料

注册登录后需到个人中心--我的资料中完善个人信息并点击保

存方可激活账号（注：只有激活账号后才可以学习课程）；在该页面

学生可以进行更改手机号，更改密码，更改邮箱，密码修改，邀请好

友；若之前未完善高校信息需输入机构关键字选择自己所在高校，并

输入学号即可。

*学生可修改学号，高校一旦选择无法进行修改。



四、提升新教师在线课程教学能力，可参考学习 e 会学平台

《MOOC 示范项目建设培训课程》，课程链接地址：

http://www.ehuixue.cn/index/Orgclist/course?cid=1119。

五、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e 会学）积极及时响应“一校一

策”教学要求，积极配合各高校组织学生通过网络自主学习、直播授

课等方式开展理论知识学习，及时准确提供课程教学数据；做到：学

校不停课、教师不停教、学生不停学。

http://www.ehuixue.cn/index/Orgclist/course?cid=1119。


e 会学 APP 二维码

e 会学平台联系方式：

平台邮箱：ahmooc@ustc.edu.cn

平台客服 qq:3224114574、2289770365、3265176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