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构建高教社外语“平台+资源+服务”三位一体的整合
式数字化教学服务体系

●	 提供基于高教社数字化智能教学平台和优质在线
教学资源的“外语教学——赛事活动——考试
服务——教师发展”一揽子解决方案

iSmart
语言教学数字化智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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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G iSmart 外语智能学习平台

G iSmart-eBookware 智能交互课件系统

G iSmart 课堂小助手

G iSmart 背单词

G iSmart 爱阅读

G 资源库

G 综合素质拓展类课程

G 教材配套数字课程

G iSmart 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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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MyCourse

行走的教室：利用网页、PC端、移动端等多终端支持教学活

动，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支持不同终端同步浏览，让教学随时

发生

DIY

外语专属建课工具：教师个人或教学团队利用平台

资源、建课工具，可灵活制作DIY数字课件，并分享

给本校或其他学校的同行

MyLab

自主训练营：题量丰富且不断增长，以

专项技能自主训练为目标，有效提升学生

技能短板

iSmart 外语智能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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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Course

课 件

“课件搭配,教课不累”：根据教学计划，可
添加一个或多个课件

“自由配置，个性教学”课时有限可关闭课
件中的单元或学时；限时学习可定期锁定单元或
学时

测 验

十余种外语技能训练交互形式，万余道专家
潜心打磨测验题，基于云技术的智能评阅，提供
数据详尽的测验报告

活 动

“投票”：即发即答，实时接收学生反馈
“展示”：分享互评学习成果，营造友好和

谐学习氛围

外语教学

问 答

遇到难点，一键向教师、同学求助，就感兴
趣的话题自由讨论，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下 载 中 心

支持各种格式、大小的文档上传、下载，简
单便捷地分享学习资源

DashBoard

在线学习全过程数据反馈，助力教学有效
性，实现教师高效监督管理，学生轻松自省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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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工具外语专属　课堂互动人机交融 

建课工具灵巧易用，教学设计便捷实现

无缝对接资源库，优质资源尽在手边

支持音视频、PDF、

图片一键上传，潜心打

磨口语跟读、作文评改

交互题型，助力外语

SPOC混合式教学

高质量试题库和素

材库与DIY自主建课功

能无缝衔接，海量资源

一键搜索，强大工具与

优质资源携手助力校本

课程建设

DIY

 外语专属DIY备课工具，轻松打造“学-练-测”线上学习闭环

单元课时颗粒化，快速拼装特色课程

团队协作建课，跨校共享课程

课程资源模块化、

颗粒化，拆装、组合自

由灵活，自由开放式建

课简便易行

支持多人协作建

课，助力优秀教学团队

打造精品课程，打破校

际壁垒，实现优质资源

共享共用

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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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Lab

外语单项技能自主训练平台

提升技能短板

以专项技能自主训练为目标，提

供“初级”“中级”“高级”不同

难度层次的训练，有效提升学生技能

短板，是备考的练兵场

题量丰富内容可靠

有题量丰富且不断增长的题库支撑，所有试题

经过专业人员严格把关，确保每一道试题的质量

每天看到学习进步

成就一目了然，清晰看到每一点滴的进步，身

边的同学即是线上学习的同伴，互相激励，互相

进步

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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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iSmart-eBookware
    智能交互课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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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教学

混合
创新

活化
教材

聚焦
交互

回归教学常态，解决实际问题

面向实际教学需求，提供教学各

环节的无忧技术支持，如整合备

课资料，预埋知识点讲解、教学

即点即显、在线辅导监测，以及

可视化绩效评价等

支持混合学习，创新教学模式

同时支持在堂面授和在线函授，

方便混合式教学实践，可根据教

学实际、学生实际设计自己专属

的教学流程，从面授式混合到

SPOP混合均可轻松实现

活化教材形态，优化教学流程

变静态课本为动态资源，支持既

定课本自定义，如按需添加导学

方案、课件、视频、教案等课文

配套内容，或按需自行导入讲义

文本，师生数据同步更新

对标用户习惯，聚焦学习交互

支持常用格式文件的界面集成和

缩放呈现，如PPT、PDF、音视频

等，无需频繁跳转切换，同时支持

课文界面的多模态标注式讨论问

答，实现聚焦内容的学习交互

外语教学

iSmart-eBookware智能交互课件系统是一款提供教材数字化、教

案立体化、教学内容交互透明化、在线课堂一体化服务，实现翻转课堂

混合式教学的轻量级课堂应用和SPOC孵化平台

iSmart-eBookware包括师生移动端、教师PC端，为教师和学生

提供涵盖教学设计、课授互动、教师辅导、学生练习、在线互动、作业

反馈、学习评估、教学反馈、班级管理等环节的全景式应用；大量优质

可选的富媒体教学资源和全程可关注的教学与学习支持；基于同应用平

台进行英语在内的多语言、多学科的在线与在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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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前

课 中

课 后

备

●	预埋问题

●	标注知识点

●	引导学习

●	提供资源

预

●	视、听、说、写

	 四大维度训练

●	提出问题

●	拓展任务

教

●	教学演示

●	问题引导、难点解析

●	主题探讨、合作学习

学

●	讨论、练习

●	汇报展示

●	评价点拨

辅

●	作业推送

●	难题指导

习

●	评测反馈

	 （可视化分析）

●	学习建议

	 （针对性评定）

备教辅一体化

同一界面可实现备课、
教学、辅导等多功能，
无需跳转切换，如备课
时的知识点标注、课件
预埋，问题推送；教课
时的内容展示，即点即
现，缩放自如；辅导的
评测反馈等

02

SPOP孵化平台

提供从知识点到课
件，从课件到微课，
从微课到SPOC的框
架设计，教师可以根
据教学交互中的热、
重、难、疑的提炼形成
了系列课件，从课件讲
解中生成系列微课，一
点形成，本平台即可成
为SPOC平台

05

透明师生交互

可实现任意方式的师生
交互，生生交互，如即
时问答、话题讨论、作
业反馈等；支持文字、
语音、图片、视频，课
件等格式的在线交互

01

教材新形态

教材和教参不仅各自实
现数字化、立体化和富
媒话，而且完全一体
化；全面实现个性化、
敏捷化、互动性的教材
开发，让教材的编写和
使用有机结合起来，实
现编、教、学、用全流
程可观控与可反馈，从
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
形态化

04

标注式共时页面

可实现基于同一工作
页面文本的实时交互
标注，师生即问即
答，数据同步更新；
杜绝“爬楼搜索”的
不便利和“离题万
里”的无效交互

03

课堂级轻量应用

教学内容定制化，系统
支持教材内容的自动导
入、自定义到处，教师
可根据导入讲义，提高
课件拓展性内容。丰富
校本特色内容，实现了
轻量级应用

06

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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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iSmart 课堂小助手

  iSmart 背单词

    iSmart 爱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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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签到

签到详情学生签到

智能分组

教师界面

头脑风暴

新建分组

分组结果

智能科学按需分组
学生开心教师省心

思想交锋在线交流
智慧结晶一览无余

外语教学

快速高效在线签到
督促学生方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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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单词书

海量词表，涵盖高教社所有外语教材

高效记忆，为英语学习扫清障碍

课程教材 单词量

大学体验英语基础目标上册 619
大学体验英语基础目标下册 721
大学体验英语提高目标上册 755
大学体验英语提高目标下册 466
新编大学基础英语综合教程 1 849
新编大学基础英语综合教程 2 982
新编大学基础英语综合教程 3 1222
新编大学基础英语综合教程 4 1014
新通用综合教程 1 1315
新通用综合教程 2 793
新通用综合教程 3 419
新通用综合教程 4 314
新编实用英语综合教程 1 651
行知行业英语：幼师 492
行知行业英语：机械 545
行知行业英语：口腔医学 569
行知行业英语：急救护理人员 572
行知行业英语：体育 566
行知行业英语：渔业与海产业 547
英语（服务类）（第 2 版） 344
英语（工科类）（第 2 版） 297
英语（拓展模块）（第 2 版） 185
英语 1（基础模块）（第 2 版） 197
英语 2（基础模块）（第 2 版） 184
英语 3（基础模块）（第 2 版） 225
英语（基础模块）预备级（第 2 版） 133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 1） 624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 2） 784
大学通用俄语 1 656
大学通用俄语 2 1318
大学通用德语 1 566
大学通用德语 2 673
新大学法语 1 746

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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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阅读小程序

图文并茂 原汁原味 题材丰富 体裁多样

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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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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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潜心打造的高质量试题库、素材

库，2万+各层次、碎片化教学资源

尽在手边

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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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综合素质拓展类课程

  教材配套数字课程

    iSmart 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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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本课程将思辨能力的培养与英语议

论文写作教学有机结合，兼具工具性和

人文性双重性质，旨在提高学习者的英

语运用能力，特别是写作能力，培养学

习者的思辨能力。

本课程把英语与外贸知识相结合、

把商务与文化相结合，是一门理论与实

践紧密结合的综合性应用课程。学习者

能够了解国际贸易知识和跨文化商务礼

仪，提高商务情境下的英语写作能力。

本课程聚焦英语句子层面的语法，

尤其是长句和难句的分析和写作。学习

者通过接触大量真实的语料掌握纠错技

能，区分各种句子成分、从句和句子类

型，辨析其中的差异，并学会鉴别典型

的语法错误类型。

本课程通过对学生进行商务知识讲

解和英语语言技能训练，培养学生针对

商务相关话题的表达能力，并掌握正确

的语言学习方法以及良好的语言学习习

惯，形成独立批判的思维方式。

综合素质拓展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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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本课程涉及机器人英语发展简介和

机器人研发情况及个案介绍。课程精心

挑选原汁原味的语言内容，旨在帮助学

习者学习机器人英语，了解科技前沿大

势，拓展国际视野，强化语言优势。

本课程立足于课程团队多年的演讲

教学实践，精讲的八大主题荟聚英语演

讲的本质、过程、涉及要素、方法及策

略，助力学习者全面提升英语演讲素

养。本课程适合所有有志于成为优秀英

语演讲者的学习者。

本课程依据各类词表精心设计制

作，单元主题多样，旨在帮助学习者掌

握学习单词的技巧，记忆并应用大学英

语高频词汇，了解不同场景下的文化差

异，从而提高英语水平，加强国际交流

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

本课程主题涵盖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科学与伦理以及全球化话题等，在

启发学习者思考的同时，提供给学习者

最地道的英语，引导学习者用英语去搜

集、处理分析信息，最终能够传递信

息、表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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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本课程以公认的欧洲名校为主，结合

“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教师们在英

国、法国、荷兰等地的国际名校的亲身经

历，鼓励学生重新审视自身，发掘潜力，

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思辨型人才。

本课程材料取材广泛，旨在帮助学

生初步掌握常见题材的英汉及汉英交替

传译的技能。学生可基本掌握交传技能

和知识，了解和尊重职业规范，为更加

深入的专业口译学习和训练打下良好的

基础。

本课程以公认的美国、加拿大、日

韩及澳大利亚的名校为主，结合“终身

学习”的理念，通过教师们在国际名校

的亲身经历，鼓励学生重新审视自身，

发掘潜力，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思辨

型人才。

本课程采用基于问题的教学法，围

绕现实和人生的重要问题，选取特色鲜

明且可读性强的外国小说、诗歌和戏剧

作品加以细读和赏析，将专业性、趣味

性和现实性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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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本课程围绕生活常见主题，以生动

丰富的呈现形式，地道纯正的英语表

达，引导学习者用英语表达自己，达成

沟通的目标。本课程既适合本、专科在

校大学生，也适合有初、高中英语基础

的英语学习爱好者。

本课程以英美经典文学文本为品读和

启思对象，带领大家一起回溯14世纪以来

西方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回顾和反思每个

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从而正确认识和理

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阶段和进程。

本课程从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的冲

击讲到中西文化的互动与欣赏，领略中

西文化的激荡与交流，倾听黄与蓝的交

响，汇通中西，追慕先贤，为中华之崛

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课程作为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四级

考试的考前辅导课程，适用于已报名参

加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考生或

想了解本考试的人员。课程内容包括考

前辅导系列视频和真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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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本课程作为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八级

考试的考前辅导课程，适用于已报名参

加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的考生或

想了解本考试的人员。课程内容包括考

前辅导系列视频和真题演练。

本课程将能源电力基础知识与英语基

本应用能力相结合，将知识点与趣味性相

结合，确保不同专业背景具备基本英语听

说能力的学生既能获取电力专业知识，又

能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提高。

本课程具有多学科相融合的特色，

内容涉及通论和浙江古琴文化专论。学

习者可以了解古琴的相关知识，提升音

乐和人文素养；学会用英语介绍古琴文

化，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课程主要涉及基础日常英语、实

用场景英语、冬奥英语冰雪项目、礼仪

与文化、多语种问候等五个模块的内

容。学习者在掌握日常会话和具体情景

英语的同时，还能进一步了解冬奥会，

更好地为冬奥会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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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本课程主要涉及基础日常英语、实

用场景英语、冬奥英语冰雪项目、礼仪

与文化、多语种问候等五个模块的内

容。学习者在掌握日常会话和具体情景

英语的同时，还能进一步了解冬奥会，

更好地为冬奥会做准备。

本课程以中英语言文化差异为主

线，从英译中和中译英的学习与分析入

手，为医学院校英语专业本科生的文献

阅读和论文写作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学

习医学英语其他读写类课程做好铺垫。

本课程包含SCI生物医学期刊成功发

表论文的要素和写作的语法、句法及用

词问题等，旨在帮助医学院校学生初步

熟悉英文论文写作，并帮助其提高撰写

和发表英文论文的能力，具有很强的实

用性和指导性。

本课程以生物医学论文英文写作的

标准模式“IMRaD”为主线，全面系

统地介绍撰写医学论文的写作步骤、篇

章结构、语言要求和特点，同时以进军

SCI为目标，介绍投稿医学期刊、发表

论文的方法、步骤、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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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本课程通过基于医疗实践情景的英

语口语教学，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常用

医疗情景中常用和地道的英语表达方

式。课程适用人群：医学院校英语专业

本科生、研究生，外资医院医务人员，

准备赴英语国家行医和临床进修的医务

人员，准备美国、英国、澳洲执业医师

考试的学生。

本课程针对医学院校英语专业本科

生、研究生以及初级科研工作者，从

SCI论文各部分的结构组织、内容设计

和撰写技巧入手，帮助新手快速入门，

掌握写作技巧与方法。

本课程从实践角度出发，系统梳理

国际学术会议交流的形式、环节、参与

各方及其话语特点，帮助广大医生和科

学家短时间内，有目的性地改善交流技

巧和沟通效果。

本课程结合医学英语词汇和术语的

最新研究成果，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

者基本掌握医学英语词汇构词规律、词

的形态、构成方式和词语理解技巧。学

习者可以获取医学英语基础知识，培养

医学英语词汇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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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教材配套数字课程

本课程是《大学体验英语（第四版）听说

教程》系列教材的配套在线课程。课程在强化

学生语言基本功能训练的同时，保证学生对演

讲策略的学习和应用效能，满足线上、线下相

互呼应、补充的立体化教学需要。          

大学体验英语（第四版）听说教程 1-4 通用学术英语 1-3

本课程是《新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系列

教材的配套在线课程。课程在强化学生语言基

本功能训练的同时，保证学生对演讲策略的学

习和应用效能，满足线上、线下相互呼应、补

充的立体化教学需要。

新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1-4 大学体验英语视听说 1-4

本课程依据《大学创新英语》教材而建，以“应用

技术人”应具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涉外工作所需

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为主线，创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

+人与科技”的内容体系。进入本课程，学生可实现利

用移动终端进行自主学习。

大学创新英语综合教程 1-2 大学体验英语（第四版）综合教程（基础上下册，提高上下册）

本课程基于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中提出的

通用学术英语技能要素，结合我国情况，把通用学术

英语能力分解成16项微技能，循序渐进地建构通用学

术英语知识，培养通用学术英语技能。课程配套《通

用学术英语》系列教材使用。 

本课程题材贴近大学生活，任务编排由

浅入深、由输入到输出，为学生创造“在做

中学”的体验。课程选材具有时代性、思辨

性、趣味性，学习者可就同一主题从不同视

角、以不同方式进行听、说训练。

本课程为《大学体验英语（第四版）综合教程》

的配套教学资源，既可帮助任课教师开展混合式教

学，也可作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在线资源。课程

包括微课视频、语言练习、测试资源、扩展学习资

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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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本课程围绕职场英语交际的需要，进行实用听、

说、读、写的语言训练，形式丰富，可灵活应用于

课堂教学和学生课后自主模拟训练。将英语应用能

力的训练具体体现于实用英语能力的培养之中，贯

彻“学一点、会一点、用一点”，“听、说、读、

写、译并重”和“边学边用、学用结合”的原则，

与“教、学、考”多位一体的理念相互呼应。

新编实用英语1-4 新编实用英语（第五版）综合教程

本课程涵盖8套完整的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A级考

试真题样卷、录音及答案，着重考核学生的英语应用技

能，旨在培养具有较高英语运用能力的国际化高端技术

人才。课程适合高职院校、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学生及

具有相关英语水平者学习使用。试题由高等学校英语应

用能力考试委员会独家提供，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A级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

本课程为《新编实用英语（第五版）综合教

程》的配套数字课程，内容包括单元导入、各教

学部分重点视频讲解、文化部分的提高型练习，

以及补充精讲和练习。教师可跟踪学生的学习轨

迹，实现“以学生为中心”按需分配教学任务，

实现因材施教；学生可自主学习、反复练习，强

化学习重、难点和薄弱环节，提高学习效率。

本课程涵盖8套完整的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

考试真题样卷、录音及答案，着重考核学生的英语应

用技能，旨在培养具有较高英语运用能力的国际化高

端技术人才。课程适合高职院校、普通高校、成人高

校学生及具有相关英语水平者学习使用。试题由高等

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委员会独家提供，具有较高信

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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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本课程在教材基础上研发，设计了互动练

习，补充了教学微课。单元主题涵盖见面礼

节、购物、个人爱好、问路和指路、求职、餐

厅服务等。本课程可以满足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备考升学考试或其他更高学习需求。

英语1-3（基础模块） 英语基础教程

本课程将英语语言学习融入汽车运用与维修职业场

景之中，让学生在真实语境中完成语言学习，巩固专业

知识，实现职业素养的综合提升。借助在线课程配套情

景微视频和丰富的交互活动所构建的混合式学习环境，

学习者可以更好地掌握教材知识，提升英语口语水平。

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新形态教材——汽车英语 职业英语系列——幼儿英语课堂教学实训教程

中职英语基础教程，有的放矢，贯穿中高职知识体

系、知行合一，夯实单元知识要点；兴趣驱动，创设趣

味性语言实境；博闻强识，拓展学习者文化知识；实用

导向，突出职业能力训练；在线课程，助推学习效率。

本课程通过对幼儿英语课堂的观察、模仿和研

究，不仅帮助学前专业学生从理论上掌握幼儿英语教

学法，更能培养一定的幼儿英语教学实践能力。借助

在线课程配套情景微视频和丰富的交互活动所构建的

混合式学习环境，学习者可以更好地掌握教材知识，

提升英语口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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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本课程共有15课，每个单元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学

习，通过具体场景和人物设置，使学习者了解并熟悉

日语词汇和语法的使用环境，能够实际应用学到的语

言。课程教学的主题包括医院就医、打电话、图书馆

借书、邮局邮寄等生活场景，和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密

切相关，有利于活学活用。

新大学日语标准教程（基础篇1-2） 德语入门

本课程适用于高等院校以俄语为第二外语的本科

生、研究生及广大俄语初学者。课程包括语音阶段和

基础阶段，并且辅以文化介绍，力求知识性、实用

性、趣味性相结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习者可以

掌握600多个单词，达到俄语能力考试初级水平，为进

一步学习俄语打下良好的基础。

大学通用俄语 法语语法一点通——中级法语语法精讲

中职英语基础教程，有的放矢，贯穿中高职知识

体系、知行合一，夯实单元知识要点；兴趣驱动，

创设趣味性语言实境；博闻强识，拓展学习者文化

知识；实用导向，突出职业能力训练；在线课程，

助推学习效率。

本课程教学内容涵盖法语初、中级语法知识

（国内教学16～256学时/欧标A2、B1、B2级），

主要讲解法语专业四级考试、大学法语四级考试、

二外法语考研的重点考察内容（也基本涵盖法语专

业八级考试、高考法语中重要语法点）。课程主要

内容包括法语中各类代词的使用、语式与时态和各

类句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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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iSmart 课程教材

大学英语视听说

本课程题材贴近大学生活，内容

涉及相关主题的场景、情景、功能、

意念和文化背景知识，任务编排由浅

入深、由输入到输出。课程素材大都

取自真实交际场景，听、说训练有机

结合，教学环节浑然一体。

大学英语四级词汇

本课程参照《大学英语课程教学

要求》中列出的各级词汇，在整理归

纳历年四级考试真题的基础上，精选

出640个高频词汇，精心设计学习活

动，帮助学习者掌握科学、高效的词

汇学习方法。

职业英语视听说

本课程主要为学生提供听说练

习，充分利用智能语音评测技术，为

学生提供人机交互的语言训练，为学

生的听说训练提供准确、有效的即时

反馈，助力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情境

下保持学习动力、提升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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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活动

G 外语课程思政大赛

G 定制化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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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活动

外语课程思政大赛

后台管理页面

选手参赛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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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活动

定制化赛事活动

充分利用外语赛事平台功能，为省、

市教委和院校量身定制赛事活动，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

赛事设计

可行性分析

赛事方案策划

赛事活动执行

赛事总结更新

选手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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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服务

G 商务英语考试

G 中职无纸化考试

G 课程考试 /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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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服务

商务英语考试 中职无纸化考试

为贯彻《高等学校本科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指南》，提高高等

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促进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

满足国际商务行业的用人需求，根据《关于筹备开展全国商务英

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工作的通知》（「2012」外经贸企协字第15

号）精神，经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高等教育出版社

研究，开展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工作。

考试采用iSmart旗下“外语考试平台”提高技术服务，考试至

今已有474所院校，27815考生参与，全国商务英语专业四、八级

考试影响力逐年递增，影响深远。

外语考试平台同样支持杭州市职业类院校无纸化考试，考试至

今已有172所院校，86561考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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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art外语智能学习平台的“测验”可添加14 种题型，分别

为：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判断题、开放题、连线题、短文

改错、选填题、匹配题、口语跟读、口语问答、口语复述、作文

批改和组合题。其中口语跟读和作文批改题型均支持自动打分功

能。同样“测验”模块包含海量题库，方便教师布置测验

截止2020年10月31日，iSmart外语智能学习平台的“测验”模

块，参与测试提交3396045次，参与学生302943人

考试服务

课程考试 / 测试

2020 年 1 月 12275

2020 年 2 月 273572

2020 年 3 月 1012343

2020 年 4 月 827502

2020 年 5 月 550905

2020 年 6 月 335355

2020 年 7 月 46457

2020 年 8 月 10719

2020 年 9 月 68648

2020 年 10 月 24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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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

G 混合式教学工作坊

G 教学学术研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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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外语混合式教学新星的摇篮

混合式教学工作坊

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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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学术研究课程

学术科研 赛事培训

高教社外语名师讲堂——外语教师科研素养提升（第二期） 首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培训

高教社外语名师讲堂——外语教师科研素养提升（第一期）

PBLL 课堂教学设计与研究（主讲人：王海啸、余渭深、夏珺） 教育教学

语言测试研究：基于数据分析的路径（主讲人：朱正才） 走进“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系列讲座

外语教学中的课堂评估：理论与实践（主讲人：刘建达、曾用强） 《新编实用英语（第五版）》教学资源与应用培训

各类科研项目立项与结项（主讲人：高一虹、曾用强、辜向东） 中职英语课标解读与落实

会话分析与外语教学研究（主讲人：于国栋、李芳）

文献资料梳理与文献综述撰写（主讲人：刘建达、吕剑涛）

信息化背景下的外语翻转课堂教学与研究（主讲人：伍忠杰、李霄翔、杨安康）

外语教学设计与国际期刊论文发表（主讲人：张军）

定量研究方法与 SPSS 运用：数据统计与分析方法（主讲人：徐浩）

定量研究：设计、流程及适用领域（主讲人：曾用强、徐浩）

高校外语教师行动研究的知行效课堂 style（主讲人：夏纪梅、徐浩）

外语教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与 SPSS 运用（主讲人：曾用强、吕剑涛）

外语类科研选题与文献综述撰写（主讲人：高雪松、张军）

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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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测试”&“活动”模块，

让教学事半功倍！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背景介绍：

2019-2020年度第二学期采用线上教学方式，全院共137位教师

使用高教社iSmart平台授课，平均每位教师开课3门次，其中22位

教师使用平台内《通用学术英语》课程，115位教师使用《新大学

英语视听说教程》，每位教师DIY建课平均7门次。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构建个性化、混合式教学，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伊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背景介绍：

大学英语教学团队自2017年开始使用iSmart平台以来，充分利

用平台学习、测验、互动等强大的多元功能以及丰富、优质的教

学资源库和教学素材，致力于于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打造个性化教学，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教学团队借助iSmart平台开展听力、口语等多种多

样的测试以及阅读、写作等各类竞赛，极大丰富了校园文化和学

生的课余生活、提升了教学水平和学习学习积极性。借助平台，化危为机

北京联合大学外语部

背景介绍：

2020年春季学期，北京联合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化危为机，利

用部门多年建设的在线资源，依托iSmart平台，开展大规模在线教

学。全校104名大英教师和194个大学英语班的7303名学生齐聚空

中英语课堂，教学平稳有序，互动活跃。教师活跃次数28657次，

师均活跃 275.5次，学生活跃次数864340次，生均活跃118.4次，平

均每班布置测试/作业107次，布置活动20次。根据高教社提供的

平台数据，我校师生的平台活跃度在使用iSmart平台的高校中名列

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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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POC的大学英语混合式

教学模式

北京科技大学

背景介绍：

北京科技大学在2008年开始了基于现代教育技术辅助英语教学

的探索，从2015年大学英语教学开启了“互联网+”背景下探索信息

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阶段。iSmart助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

深度融合的新型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构建，支持基于平台的翻转课

堂教学与听说自主训练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促进学生语言

综合应用能力、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发挥教师融合技术

的外语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

iSmart助力大学英语听说翻转

课堂教学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背景介绍：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教学团队通过一学期的课堂实践，欣喜地发

现学生们“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习惯更好了，课堂参与程度也更

高了。尤其是口语跟读练习，深受学生喜爱，很多同学甚至爱上

了口语跟读。最重要的是，通过iSmart平台学习，学生们预习、复

习有了依据，学习情况有了记录，学习效果也有了检测，学生逐

步地养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iSmart集成学习、通知、测验、活

动、互动等功能，全面覆盖课前预习、课堂教学和课后复习，有

效地解决了学生“课下不开口、课上开不了口、课后口不开”的难

题，大幅度提高大学英语听说教学有效性。
iSmart助力优质校本课程资源

共建共享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背景介绍：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团队在数字化教学的道路上奋

战多年，积累了丰富经验，在iSmart平台上建设了《生活英语》

《艺术专科英语》和《NECCS竞赛实训》等多门课程，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iSmart提供了灵巧易用的建课工具，支持多人协作

建课，配备强大的资源库，为建课提供优质素材，助力学校打造

高水平外语在线校本课程资源，满足学校的个性化教学需求。

案例分析

iSmart-2020.indd   78-79 21/4/2   14:31



联系我们

区域负责人 省　份 地　址 院代姓名 电　话 邮　编 邮　箱

严　亮

四　川 成都市西安南路 69 号西雅图大厦 9 楼 18 号

刘奔海 18190729937
610072

18944543@qq.com
刘　波 18780216327 118139608@qq.com
徐　玲 13980841731 14833621@qq.com

重　庆 渝北区嘉州路 38 号（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B 栋 3 楼） 谭钦文 13650573458 401147 yw_tanqw@hep.com.cn
云　南 昆明市北京路 900 号颐高数码中心 A 座 8 层 吴　翔 18213104772 650021 1006341608@qq.com
贵　州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城 max-a 座 9 楼新知教育 刘仲群 18785180389 550002 1834795285@qq.com

广　西 南宁市金洲路 25 号太平洋世纪广场 A 座 1003 室
成端良 13737949334

530028
48905914@qq.com

黄鹤洁 18377182833 3425609612@qq.com

穆　峥
严　亮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209 号中山蓝色水岸 2702
李　鑫 13945013581

150001
yw_lixin@hep.com.cn

周佳瑞 13766837704 1055212409@qq.com
吉　林 长春市二道区世纪大街与珠海路交汇处 长春总部基地 E13A 孙　磊 15604408829 130022 13254709@qq.com
辽　宁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96-6 号启运商务大厦 15 层 李　斌 18002497345 110031 lionbin@foxmail.com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街 71 号银都大厦 B 座 1015 李松明 18104716197 010010 363233192@qq.com
山　西 太原市双塔寺街 124 号闻汇大厦 421 室 刘　媛 15803461506 030012 yw_liuyuan@hep.com.cn

陕　西 西安市南二环西段 88 号老三届世纪星大厦 19 层
毛　毅 15877326015

710065
13998952@qq.com

刘　丽 18092682258 304532987@qq.com

甘青宁 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 418 号永利金色花园 A 座 12 层
杨　婧 18189526911

730000
yw_yangjing@hep.com.cn

马宁欣 15293150315 270679694@qq.com
新　疆 乌鲁木齐市光明路 121 建设广场 A 座 6E 高言菘 18999104007 830002 cn.com@126.com

毕永军

安　徽 合肥市安庆西路中环汇景大厦 2001#
骆伟峰 18056098845 230061 605925332@qq.com
王　晶 15715516010 270420696@qq.com

上　海 虹口区宝山路 848 号 上海分社 赵　峻 13795382780 200081 flanklin2001@163.com

浙　江 杭州市拱墅区潮王路 225 号红石中央大厦 1101 室
陶婉婉 13868114779

310005
wanwan19830807@sina.com

黄凯莉 15850685255 602880356@qq.com

江　苏 南京市中山北路 217 号龙吟广场 13 层 1312 室
王　芳 17751049451

210009
fangfanglb@163.com

傅啟豪 18120102995 497423372@qq.com

窦汝昕
毕永军

江　西 南昌市洪城路长青国贸大厦 1702 室
江家祥 15070992010

330002
jjxrose@163.com

邓　晶 15007001323 jamedeng@163.com
福　建 福州市台江区五一南路 2 号茂泰世纪大厦 2 层 07 室 林剑芳 15959188165 350009 13042212@qq.com

湖　北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 501 号明泽丽湾 1 栋 C 座 11 楼
贺　珊 13871464750

437000
119081894@qq.com

肖丽华 13971168992 catherine850808@163.com

湖　南 长沙市五一大道 235 号湘域中央 2 栋 31 层

李云峰 18673135799
410011

liyf028@126.com
关艺仪 13017384395 409903152@qq.com
刘　胜 13707314334 40355116@qq.com

海　南 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 29 号龙华商城 A 栋 5A2 房 李朝魁 13707546843 570102 1571735929@qq.com
广　东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太源南路 30 号蓝色畅想文化创意产业园 7 楼 郑赛恰 15521030070 510521 332743745@qq.com

张　建
胡　岚

河　北 石家庄市广安大街 91 号世纪方舟大厦 B 座 21 层 2104
白　杰 13483193567

050011
babystar_828@126.com

郭存宝 18712986255 guocunbao8@163.com

天　津 河东区卫国道 204 号院内高雷图书公司一楼
孙　宁 13821424156

300384
sunning0208@163.com

杨鹤川 15002229160 646019510@qq.com

山　东 济南市山大路 47 号济南数码港大厦 B 座 1103
孟　辉 18668900281

250013
mengh519@163.com

张　芃 18663776507 zhangpeng930@yeah.net
孙　瑜 13165360272 1347243653@qq.com

河　南 郑州市经三路 15 号广汇国贸大厦 C1606 秦正婕 13213050792 450003 82007882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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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是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旗下以出版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成人与社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教学用书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高等教育出

版社始终坚持“植根教育、弘扬学术、繁荣文化、服务社会”的宗旨，出版了一大批颇具

影响的优秀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其中1000余种产品分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

优秀出版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各种国家和省部级奖励，荣获“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等荣誉称号。1984年，邓小平同志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亲笔题写

社名。进入21世纪后，高等教育出版社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实践从教材出版到教学资源研

发、集成、服务的战略转型，将努力成为引领中国教育出版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弘扬学术

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渠道。

外语出版事业部（以下简称	“事业部”）是一支充满朝气、富有活力、团结向上的团

队,包括高等教育分社、高职高专分社、中等教育分社、综合语种分社、数字资源分社、汉

语分社；另外，事业部还包括办公室、《中国外语》编辑部/学术研究出版中心和负责市场

推广的综合业务部等机构。

作为我国外语教材的权威出版基地之一，事业部一直承担着国家重点规划的“十五”、	

“十一五”、“十二五”、“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工程”等国家级出版任务，已出版了数千种各层次外语类精品教材，包

括研究生、本科、高职高专、中等职业等，还包括成人教育和各类考试用书；语种包括英、

日、俄、德、法、泰等。

事业部拥有大批国内外高水平的专家、作者队伍和经验丰富的职业编辑队伍。多年来，

事业部出版了多套代表国内一流水平的系列教材、多媒体学习课件、电子教案、网络课程、

试题库、高智能的数字化学习系统和教学软件等；在产品特色设计、版式设计、多媒体课

件、网络技术开发和应用等方面均名列前茅；在教材质量、教材权威性和立体化成系配套等

方面普遍受到欢迎和好评。

植根教育　弘扬学术　繁荣文化　服务社会

事业部的成长与发展得到了全国众多高等院校教师、专家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为我国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品

出版物。

iSmart平台是外语出版事业部为全国众多院校师生提供的优质数字化智能解决方案，

致力于为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领域外语教学提供优质服务，将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深度融

合，有机创新。平台特点如下：

1.	助力外语有效教学，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通过学习资源的自适应推送和

大数据统计分析技术，师生能够直观看到学习效果、发现并分析存在的问题，从而

提升教学有效性。

2.	集成试题库、精品在线课程等优质教学资源，为不同层次学习者在线学习提供服

务。试题库包含2万余条经专家潜心打磨的各级试题资源；精品在线课程包含高等教

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内各类获奖教材的配套数字课程。

3.	提供外语专属个性化建课工具，解决教师建课后顾之忧。支持各级各类课程、资源

之间模块化、颗粒化拆装组合；支持音视频、PDF、图片等文件一键上传；支持连

线、选填、口语跟读、写作等外语专属练习形式。

4.	内嵌多种智能评测技术，减少教师批改压力。智能语音评测技术可实现口语跟读、

角色扮演等高效人机互动，助力口语技能提升；写作评改技术支持智能批改、评

分，并提供即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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