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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做好疫情防控 有效支持“停课不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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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各级各类学校51.88

万所、专任教师1672.85万人、
在校生2.76亿人，教育系统在疫

情防控期间面向全国亿万学生
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是历史上
没有过的，在全球也尚属首次。

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全

球最大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
改造工程和一个师生信息素养
提升培训工程，一次全球最大
的信息化教学社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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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规模互联网教育组织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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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CALIS）是教育部“九五”、“十
五”和“三期”“211工程”中投资建设的面向所有高校图

书馆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过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共建
共享”云服务平台。

支撑着高校成员馆间的“文献、数据、设备、软件、知识、
人员”等多层次共享。

www.cali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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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s.edu.cn/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NSTL）于2000年6月12日成立，一个基于网络环
境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机构。

中心以构建数字时代的国家科技文献资源战略保障服务体
系为宗旨，按照“统一采购、规范加工、联合上网、资源
共享”的机制，采集、收藏和开发理、工、农、医各学科
领域的科技文献资源，面向全国提供公益的、普惠的科技
文献信息服务。

www.nstl.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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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stl.gov.cn/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网格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CAS IR GRID)以发展机构知识管理

能力和知识服务能力为目标，快速实现对本机构知识资产
的收集、长期保存、合理传播利用，正在积极建设对知识
内容进行捕获、转化、传播、利用和审计的能力，也将逐
步建设包括知识内容分析、关系分析和能力审计在内的知
识服务能力，开展综合知识管理。

系统服务框架主要包括知识资源存储、知识资源传播和版
权管理、检索能力以及知识图谱和知识审计，提倡在最佳
实践的状态下进行存储、描述、传播管理和下载管理。

www.irgrid.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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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rgrid.ac.cn/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中心面向全国高校科研机构提供CSSCI数据服务，同时开
展下列方向研究：

• 引文分析、知识库与人文社科评价研究；

•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趋势研究；

• 人文社会科学信息资源与研究状况评价研究。

cssrac.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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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rac.nju.edu.cn


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

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CHAIR）由中国高等教育文献

保障系统组织部分高校图书馆共同发起成立，共同认可联
盟章程与协议后结成的联合体。

CHAIR的目标是推进高校机构知识库发展，增强高校机构

知识库建设的凝聚力，提升高校机构知识库的可见度和影
响力，构建一个链接全球开放获取知识库的知识基础设施。

chair.cali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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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calis.edu.cn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立足中国科学院、面向中国，

主要为自然科学、边缘交叉科学和高技术领域的科技自主
创新提供文献信息保障、战略情报研究服务、公共信息服
务平台支撑和科学交流与传播服务，同时通过国家科技文
献平台和开展共建共享为国家创新体系其他领域的科研机
构提供信息服务。

science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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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china.cn/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社科网以服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服务社科研究管理、服
务人文社科资源及成果推广应用为宗旨。通过建设全国性
的网络平台，为高校及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社科
研究的信息服务；充分利用人文社科资源与成果，为人文
社会科学服务社会提供平台；向海内外整体介绍和展示我
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动态、研究成果及其他信息。

www.sino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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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oss.net/lwonline/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
心主办，针对科研人员普遍反映的论文发表困难，学术交
流渠道窄，不利于科研成果快速、高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而创建的科技论文网站。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破传统出版
物的概念，免去传统的评审、修改、编辑、印刷等程序，
给科研人员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交流平台，提供及时发
表成果和新观点的有效渠道，从而使新成果得到及时推广，
科研创新思想得到及时交流。

www.paper.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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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aper.edu.cn/


中国知网CNKI

1月29日，中国知网旗下的“OKMS汇智”平台免费开放，

知网相关负责人称，“将针对团队（项目组或课题组）进
行CNKI文献授权（或者用户绑定机构账号），提供文献的
在线检索、浏览。”

同时知网研学也开放了免费服务，系统功能包括：文献检
索、笔记、创作、思维导图、个人知识管理等；免费服务
的文献包括：HTML碎片化内容阅读，限每日每人在线阅
读文献不多于20篇。

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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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ki.net/


维普期刊

维普期刊库现在已经免费开放给注册用户使用。其中大部
分文献可以直接下载 PDF 版全文，少部分文献则需要通过
" 文献传递 " 方式获取。

该库收录了期刊 15000 余种，现刊 9000 余种。

qikan.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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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kan.cqvip.com


万方数据库

高校开学延期，为满足师生文献获取和知识创新服务需求，
万方数据携手CARSI开通校外漫游服务，支持师生在校外

直接访问国内与国外需要身份认证的海量在线资源，帮助
未返校的师生突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便捷使用万方知识
资源与服务。

www.wanfangdat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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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anfangdata.com.cn/


锐思数据库

锐思数据平台向注册用户免费开放数据库下载权限并提供全
天候在线服务。

疫情期间，锐思数据提供以下数据的免费查询和下载服务：

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RESSET宏观经济数据库、
RESSET行业数据库。

www.ress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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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sset.cn/


百度文库

百度文库是百度发布的供网友在线分享文档的平台。百度
文库的文档由百度用户上传，需要经过百度的审核才能发
布，百度自身不编辑或修改用户上传的文档内容。网友可
以在线阅读和下载这些文档。

百度文库的文档包括教学资料、考试题库、专业资料、公
文写作、法律文件等多个领域的资料。百度用户上传文档
可以得到一定的积分，下载有标价的文档则需要消耗积分。

wenku.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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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ku.baidu.com


超星

在当前疫情的严峻形势下，为便于广大用户在家也能使用
数据库资源，超星将以多终端、多渠道为校外师生提供便
利的资源服务。疫情期间，超星期刊和超星发现也将免费
向注册用户开放访问下载权限。

手机端：学习通免费获取海量资源

登录学习通，进入首页，点击“资源”，即可看到图书、
期刊、讲座等各类免费资源供您阅读。

PC端：超星学术资源免费开放

• 登录超星网获取海量学术资源；

• 登录超星期刊网开放期刊下载和阅读权限。

www.chaox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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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aoxing.com/


文泉学堂

因新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影响，清华大学对外开放知识
库，至开学前全国用户可免费免登陆进入 " 文泉学堂 " 网

站，这是隶属于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在线学习平台，高质量
的教学内容资源可用于学生自主学习，教师也是通过该网
站在线教学或进行辅助指导。

“文泉学堂”知识库是以该出版社近10年的正版电子书为

基础，聚合多媒体附件和特色课程内容资源，突出理学、
工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科领域知识，为国内高等
院校师生提供专业知识内容资源，方便师生快捷、精准查
找专业知识内容，高效率阅读和学习。

www.wqxuet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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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qxuetang.com/


博看有声

有声图书：提供有声图书资源80万余集，总时长17万小时。

涵盖文学、历史、政治、法律、哲学、经济、管理、军事、
医学、艺术、教育等领域，分为国学经典、儿童文学、头
条报道、历史文学、科技科普、商业财经、健康养生等二
十余大类。

有声期刊：博看拥有最大最全的人文期刊数据库，收录了
国内发行的人文畅销期刊的95%以上；博看精选优质期刊
的优质文章制作有声期刊，目前已提供200余种期刊，时长
38万分钟。

new.book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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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bookan.com.cn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是由美国汤森路透公司开发的综合学科全球
高质量核心期刊论文及全球会议文献的检索工具，Web of 

Science新平台系由原Web of Knowledge平台更名而成，而
原Web of Science则更名为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即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

webofknowle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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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webofknowledge.com


Springer

SpringerLink中的期刊及图书等所有资源划分为12个学科：

建筑学、设计和艺术；行为科学；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
商业和经济；化学和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和环境
科学；工程学；人文、社科和法律；数学和统计学；医学；
物理和天文学等，并包含了很多跨学科内容。

link.spr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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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springer.com


Scopus

用户通过Scopus可以检索到来自全球4,000家科学出版公司
的超过15,000多种科学期刊，500余种会议录，超过600种
的商业出版物以及超过125种的丛书或系列图书。

Scopus的检索结果全面集成了科研网络信息，包括超过4亿
个学术网页，来自5个专利组织的2100万条专利信息和多种
精选资源。

www.scop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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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opus.com/


教育技术期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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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教育研究》开设的栏目主

要包括理论探讨、网络教育、学
习环境与资源、课程与教学、学
科建设与教师发展、中小学电教、
历史与国际比较等。

《中国电化教育》杂志是教育部

主管，中央电教馆主办的全国教
育类核心期刊，1980年创刊。

《开放教育研究》是由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主管，上海远程教育集
团与上海开放大学主办的国家级
远程教育期刊。

《现代教育技术》创刊于1991年，

月刊，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的学术期
刊，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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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程教育》主要面向广大

开放和远程教育工作者、研究者、
学习者，服务于正在形成的我国
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

《中国教育信息化》面向教育行

业秉承“传播信息知识，推动教
育发展”的宗旨，及时宣传教育
信息化方针政策，大力推动教育
技术理论和应用研究。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由四川省

教育厅主管，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主办的远程教育综合性学术期刊。

《远程教育杂志》一本紧密追踪

与反映国内外现代远程教育、教
育技术及相关领域的前沿脉搏、
选题与研究新进展的杂志。

教育技术期刊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12号京师科技大厦A座12层
电话：010-58807205
邮箱：cit@bnu.edu.cn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由
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移动、网龙
华渔教育、科大讯飞组建，主要任务是针对我
国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个性化学习服务
能力不足等问题，围绕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智
能教育服务的迫切需求，支撑开展远程教学交
互系统、知识建模与分析、学习者建模与学习
分析、学习环境设计与评测、系统化教育治理
等技术的研发和工程化。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是一个综合性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教育教学实验平台，由北
京师范大学设立，并与网龙华渔联合共建。研
究院专注于研究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规律，打
造支持终身学习的智慧学习环境和平台，以切
实支持数字一代学习者多样性、个性化和差异
化的学习。

cit.bnu.edu.cn

sli.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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