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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库简介

1.1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是什么？

在高校教学改革、高校教学评估及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大趋势下，"新东方多媒体学习
库"应运而生。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http://library.koolearn.com)是集网络课堂、在
线考试、多媒体互动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学习平台。该平台依托于新东方教育科技
集团的强大师资力量与教学资源，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教学内容开发与制作团队，并结合
网络学习的先进理念及信息化技术手段，致力于为高校在校大学生提供卓越的个性化、
互动化、智能化的在线学习体验。

新东方在线推出的“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包含四六级、考研、出国留学、应用外
语、实用技能、求职指导、职业认证和公务员等八大类别，能满足不同读者学习需求，
并且课程全部都是由新东方在线名师倾力讲解并经过后期多媒体技术制作而成的互动性
极强的音频、视频形式的教学课程，除丰富的网络课程外，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还提供
大量学习服务，包括考试中心、励志视频、最新学习资讯、学习互动、内部资料下载等。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在高校图书馆的广泛使用，既满足了广大师生便捷获取新东方在线
优质资源的需求，又帮助高校提升教学服务水平，助力高校教育改革工程。



1.2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能做什么？

一.学习库简介

学习资源

•学习资料：新东方在线内部权威资料，如课堂讲义、学习笔记、电子期刊。

•学习资讯：及时准确的学习资讯，如考试信息、出国留学、文化资讯；帮助考生第一时间掌握政策信息。

•学习视频：新东方在线内部讲师经典视频，如励志视频、高校讲座；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奋发向上
的学习精神。

•学习互动：实时与非实时在线互动，如YY实时讲座、论坛、知识堂；可以与同路人交流互动，共同探讨学
习疑问。

学习功能

•检索功能：检索考试/课程，帮助用户在海量信息中寻找对自己有价值的内容，结果以列表方式呈现，让
用户体验极速和精准。

•下载功能：实现学习资料在线下载，即便离线也可正常学习。

•在线播放：直接在线播放视频、音频，实现在线学习。

•直播课堂：YY直播课堂学习，学员与老师在线互动，及时解决疑难问题。

学习课程

•课程分类清晰：国内应试、出国留学、应用外语、在职等多类别考试，满足不同类型的学员需求。

•课程体系全面：基础精讲、强化冲刺、应试技巧等课程，满足不同水平学员需求。

•教学形式多样：直观教学、情景教学、微课堂、flash教学等，教学形式活泼生动，提高学习兴趣。



1.3 为什么选择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自2005年上线以来，凭借强大的品牌保障、独特的教学风格、极强的资源

互动性、优质的服务和先进的技术，深受广大用户好评！

一.学习库简介

1 品牌保证：依托新东方在线强大的师资资源，凭借多年教学经验及优质的服务。

2 独特的教学风格：秉承新东方在线特有的激情、幽默教学风格，课程内容紧扣学
生实际需要，注重实践运用。

3 资源互动性强：课程主要为flash、视频、音频等先进的课件制作手段制作而成，
具有极强的互动性，保障学习效果。

4 更新及时：根据最新教育政策、考试大纲以及广大学生的最新需求及时更新课程及
服务。

5 特色服务：完善的在线答疑互动、励志视频、口语训练、学习资讯/资料等服务

6 版权保护：所有课程都是自主研发、或者和合作机构开发研制，同时受美国404法案
的严格控制；在版权方面，不存在任何法律风险。



1.4 学习库

网站结构



1.5 学习库频道介绍

——登陆后首页

作用：

帮助学员了解网站

引导学员快速学习

详细如右图所示：

一.学习库简介

学习引导：全站热门内容引导

听课引导：无明确学习目的新学员去听课

快速了解特色服务

服务引导：热门视频吸引新学员目光



1.5 学习库频道介绍

——课程中心

简介：课程中心是网络课程的学
习入口，包含国内应试、出
国留学、应用外语、求职指
导等网络课程。课程分类清
晰，课程设置合理，教学形
式多样。

作用：清晰合理的课程设置方便
您快速定位想要收听的课程；
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可以提高
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

一.学习库简介

通过“课程分类”快速定位想要收听的课程



1.5 学习库频道介绍

——考试中心

简介：考试中心是在线考试的入
口。考试中心的试题均由新东
方多媒体学习库权威名师，根
据考试命题趋势，汇集百万经
典题目之精华 ，精心编纂而成，
题库覆盖面广，考点全，试题
紧扣考试大纲，训练效果明显。

一.学习库简介

通过“考试分类”快速查找想要参加的考试

每日更新 各科目单项习题

每日更新各科目套题（真题/预测题）



1.5 学习库频道介绍

——爱学励志

简介：爱学励志精选俞敏洪、
王强、徐小平等一线名师的
精彩演讲及讲座视频，包括
职业规划、学习方法、人生
感悟等。

作用：通过收听爱学励志频道
的视频，您可以到感受奋发
向上的学习精神，学习事半
功倍的学习方法，指导学习、
就业及人生规划。

一.学习库简介

视频推荐区域：快速查看最新视频

大师讲堂：点燃梦想，助跑人生，新东方
大师级人物励志演讲

名师课堂：包括国内应试、出国留学等各
类考试复习指导视频，指点考试迷津

高分学员经验分享：高分学员分享学习经
验谈



1.5 学习库频道介绍
——爱学资料
简介：爱学资料是新东方在线课程

的专有在线巩固资料下载库，
经过精心设计和分类，确保准
确性、前沿性、有用性。

内容类别包括课堂讲义、笔
记、习题集、真题讲解、电子
期刊；分类体系与课程同步，
科学清晰，既符合用户学习资
料的使用习惯，也容易与课程
关联，增强互通性；

作用：爱学资料是网络课程的有力
补充，既可以巩固所学，也可
丰富、扩展知识面。

同时强大的跨库检索功能，
帮助您在海量资料中快速寻找
对自己有价值的内容，提升用
户体验。

一.学习库简介

推荐区：快速查看最新、最热、最全资料
推荐

分类下载区：资料按科目分类，方便用
户快速查看需要的资料

电子期刊：每季度1期电子杂志，内容集考
试、学习、生活、娱乐于一体，极具趣味性

图书推荐：遴选新东方英语学习最新、最
热书籍。

论坛：精心选编各类网友上传资料，包括
新东方在线课程笔记、讲义、复习方法等



1.5 学习库频道介绍

——爱学互动

简介：爱学互动包括YY语音直播
课堂、时时英语电台、论坛
三个互动栏目。涵盖娱乐、
生活、文化类型，趣味性也
比较强，用户在锻炼口语、
听力技能的同时，也能了解
到西方文化，提高英语文化
素养。

作用：爱学互动是学习库为广大
学员提供实时在线交流平台，
学员与名师可以通过语音时
时交流互动，及时解决学习
中的疑难问题。

一.学习库简介

课堂推荐区域，定期推出精品课堂专题，将
分散的课堂内容体系化，方便用户学习使用；

英语直播课堂：包含考试辅导、新概念、
时文赏析等课程

左侧为每周课表，帮用户筛选有用
的课程信息；右侧为往期推荐课程的回顾，
含讲义、笔记、音频文件等辅助学习资料，
用户即使错过直播时间，精彩内容也不会
错过

时时英语，包括听力听力晨读、随时英语
（英伦风格，英式英语）音频在线收听。

左侧为编辑推荐的节目单，帮用户
筛选有用的课程信息；右侧为往期节目回
放，音频文件可在线收听，随时“磨练耳
朵”，进行听力训练

论坛：与爱学资料论坛区相同



1.5 学习库频道介绍

——爱学资讯

简介：爱学资讯可以提供个性化、
全程化、精准的考试资讯，
如考试复习计划、学习指导，
励志经验分享、招考信息等。
资讯更新及时、准确。

作用：方便学员第一时间获取最
新考试信息、帮助学生在考
试复习阶段少走弯路、有的
放矢，保证学习效果。

一.学习库简介

资讯、专题推荐区域，根据不同的考试
时段，推出考试专题；帮助学员系统复
习，提升复习效果。

大学考试类资讯，主要是各类招考信息、
考试大纲变化等与大学英语考试相关信
息

出国留学类资讯，主要是出国政策时讯，
帮助用户第一时间掌握政策变化，设计自
己的出国计划

文娱英语，侧重于传递英美文化娱乐资讯，
包含各种影视、音乐双语新闻，美文欣赏
等，为大学生提高英语文化素养提供帮助；



1.5 学习库频道介绍

——移动学习

所谓移动学习就是让学习跟着我们移动。
地铁、电梯、办公室、家里、甚至吃饭逛街的
时候，我们都能学习。不管是用mp3,iPod,手机
或是平板电脑，总之我们都能自由使用这些工
具来学习。

简介：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移动学习产品是新东方
在线为英语学习爱好者倾心打造。内容包含新
东方学口语、学词系列（学词-四级、学词-六
级、学词-考研、学词-托福、学词-雅思、托福
词汇8000）、公开课（大师讲堂）、多纳学英
语。

作用：产品依托新东方在线强大的师资力量与教学
资源，结合美观简洁的界面设计和人性化操作，
确保学员无成本、无障碍的学好英语。

一.学习库简介

给我一根杠杆，我可以翘起地球；
给你一部手机，你能做什么呢？

——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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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何登录学习库

二.学习库使用

高校图书馆用户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登录
方式一：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学习库网址library.koolearn.com，点击回车即可登录首页；
方式二：校内学员可访问图书馆主页，找到”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点击即可登录；

登录后首页



二.学习库使用

2.2 如何在线听课

首页提供两种方式查找课程 1、通过二级分类，更快定位自己感
兴趣的课程类型
2、通过课程简介，找到自己想学习
的课程

方式二：通过
首页 “课程分

类”进入

方式一：点击“课程中
心”进行查找

点击“进入
课堂”开始

听课

进入听课页面

二级分类

课程简介

1.如何寻找自己需要的课程？
通过课程一级分类，学员可定位自己的听课方向；英语考试、英语能力、求职等
通过课程二级分类，可进一步明确听课目标；四级、六级、考研、TOEFL、IELTS。

一级
分类



2.3 如何参加在线考试

二.学习库使用

点击导航栏“考试中心” 已购题库产品

点击进入考试产品详情页

每日更新在线测试

真题/模拟试题推荐

点击进入考试

第一步：进入考试入口

第三步：开始考试
第二步：确定考试分类

点击进入考试

考试结果分析

对于非注册用户（学员可免费注册个人用户,点击页面顶端“注册”按钮进行注册）：
（1）可正常参加考试，答题结束后点击交卷，可查看考试成绩和考试结果分析；
（2）参加过的考试没有留存，喜欢的考试丌能收藏；



2.3 如何参加在线考试

二.学习库使用

已购/试用题库产品

点击收藏考试

点击进入考试

对于注册用户：
（1）可使用“收藏考试”功能，随时收藏感兴趣的考试；
（2）可以在“我的学习库”查看考试记录

点击查看考试
成绩



2.4 如何与名师在线互动

二.学习库使用

每周课表 每周课表

查看往期课程 查看往期课程

点击查看更多
往期课程

点击查看更多
往期课程

学员可以通过“爱学互劢”频道不新东方在线名师实时交流互劢；点击导航栏“爱学互劢”频道
(1).直播课堂：左侧（更新每周课表）；右侧（查看往期最新课程）
(2).时时英语：左侧（更新每周课表）；右侧（查看往期最新课程）



2.5 如何查找学习资料

二.学习库使用

(1).首页导航栏提供“爱学励志、爱学资料、爱学互劢、爱学资讯”，共四个频道入口， 可依
学习需要点击进入。每个频道上方均为最新资料推荐区，可实现快速查看。
(2).右侧边栏对爱学服务主要栏目进行排行展示，更方便用户了解最热门的信息。

点击导航查找相应学习资料



2.6 如何查看学习记录

二.学习库使用

个人注册用户
“听过的课程”
会出现在这里

个人注册用户
“参加的考试”
会出现在这里

个人用户收藏
的考试

个人信息
正在学习的课程，点击可继续听课程

登陆个人用户，点击页面顶部
“我的学习库”

登陆个人用户，点击页面顶部“我的学习库”，如下所示：



2.7 如何进行移动学习

二.学习库使用

1、使用哪些设备进行学习？
手机（如iPhone）、iPad、iPod touch等支持iOS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

2、如何查看学习库更多移动学习产品？
第一步：登录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首页 http://library.koolearn.com/
第二步：点击导航栏中的“移动学习“，查看更多移动学习产品。

3、如何学习？
例如：用iPhone手机进行学习

第一步：轻按手机主屏幕的“App Store”
（注：App Store是苹果公司推出的软件商店，iPhone手机用户可通过注册帐号购买或免费下载
的方式得到App Store上的应用程序。若要浏览App Store，必须将iPhone接入互联网）

第二步：进入App Store，轻按搜索栏并输入一个或多个单词，如输入“新东方学口语”，
然后轻按“搜索”，点击下载并安装到手机上即可开始学习了。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用户均可免费使用移劢学习产品。

http://library.koolear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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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多媒体学习库有哪些特色内容？

新版多媒体学习库在旧版学习库的基础上进行了整合和细分，主要分为课程中心、考试中心、爱学服
务三部分：

1、课程中心：国内考试、出国考试、应用外语、实用技能等多类网络课程。

2、考试中心：四六级、考研英语、出国留学等多套经典题库，题库内容包含模拟试题、预测试题、真题
等。

3、爱学服务：多媒体学习库的“爱学服务”由爱学励志、爱学资料、爱学互动、爱学资讯四部分组成。

1）爱学励志：精心编选大师级人物俞敏洪、包凡一、周成刚、王强、徐小平及新东方在线名师的演讲、
讲座视频，包括职业规划、学习方法、人生感悟以及大师们在高校的演讲，传递奋发向上的精神，
事半功倍的学习技巧。

三.常见问题解答



2）爱学资料：爱学资料是新东方在线课程的专有在线巩固资料下载库，经过精心设计和分类，确保准确
性、前沿性、有用性。内容类别包括课堂讲义、笔记、习题集、真题讲解、电子期刊；分类体系与
课程同步，科学清晰，既符合用户学习资料的使用习惯，也容易与课程关联，增强互通性；提供强
大的跨库检索功能，帮助用户在海量资料中寻找对自己有价值的内容，结果以列表方式呈现，让用
户体验极速和精准。

3）爱学互动：包括YY语音直播课堂，时时英语电台，论坛三个互动栏目。涵盖娱乐、生活、文化类型，
趣味性也比较强，用户在锻炼口语、听力技能的同时，也能了解到西方文化，提高英语文化素养。
同时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惑，会定期举办的在答互动答疑，均由新东方
在线名师主持，学生与名师通过语音时时交流互动，及时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4）爱学资讯：按计划为学员提供个性化、全程化、精准的考试资讯服务，包括考试复习计划、学习指导，
励 志经验分享、招考信息等各类考试热门信息。帮助学生在考试复习阶段 少走弯路、有的放矢，
保证学习效果。资讯的体现形式为电子杂志及专题，生动的呈现形式更便于在紧张的学习过程中资
讯被学生接受和掌握。

三.常见问题解答



3.2 多媒体学习库有哪些特色服务？

 课程服务：国内考试、出国考试、应用外语、实用技能等多类网络课程。

 考试服务：在线考试系统，提供大量各类外语考试模拟和真题分析，强化学习效果。

 时时英语：磨练你的耳朵，包括听力晨读训练、随时英语音频下载等。

 直播课堂：语音互动课堂，涵盖娱乐、生活、文化、时文各类型话题讨论，趣味性强。

 网考中心：集课堂辅导、交互练习、环境模考、资料于一体的大学英语四六级网考学习平台。

 学习资料：新东方在线精品课程资料汇总，包括课堂讲义、笔记、习题集、真题讲解。

三.常见问题解答



3.3 多媒体学习库有哪些特色功能？

 检索功能：提供强大的跨库检索功能（检索课程、考试、资料），帮助用户在海量资料中寻找
对自己有价值的内容，结果以列表方式呈现，使用户体验极速、精准

 下载功能：学习资料、课堂讲义、电子期刊支持在线下载，文档占用空间小，下载速度快，支
持迅雷批量下载。

 视频播放：新版多媒体学习库所有视频、音频无需下载，直接在线播放。

 YY语音：语音互动，简单实用

三.常见问题解答



3.4 多媒体学习库励志视频相关问题

1、多媒体学习库中的视频可以下载吗？

答：学习库中的视频不支持下载，仅支持在线播放。

2、多媒体学习库大师讲堂中都有哪些大师视频？

答：大师讲堂精心编选大师级人物俞敏洪、包凡一、周成刚、王强、徐小平及新东方在线名
师的演讲、讲座视频，包括职业规划、学习方法、人生感悟以及大师们在高校的演讲，传递奋
发向上的精神，事半功倍的学习技巧。

3、多媒体学习库名师课堂中都有哪些名师视频？

答：名师课堂精选四六级名师周洁、王江涛、赵丽、王兆飞；考研名师于吉人、范猛、任汝
芬；出国留学名师孙丽婷、杨峰涛、范亚飞等老师的经典视频课程，课程内容包含知识点基础
复习、强化冲刺、备考经验技巧的传授等等。意在辅助用户强化知识水平，提高应试能力。

三.常见问题解答



4、如何迅速查找并观看俞敏洪老师的视频？

答：俞敏洪等大师级视频均放置在爱学励志——大师讲堂栏目。用户点击导航栏“爱学励志”，
找到“大师讲堂”，选择想要查看的视频，点击图片或标题即可在线播放！查看其他视频点击
“更多”按钮。

5、大师讲堂和名师课堂的视频有什么区别？

答：大师讲堂栏目主要精选大师级（俞敏洪、王强、包凡一等）演讲、讲座视频，包括职业规
划、学习方法、人生感悟，用以传递新东方奋发向上的精神，事半功倍的学习方法。

名师课堂栏目的视频主要针对某个科目的考试辅导，更具有针对性，能够有效帮助学员应
试备考。

三.常见问题解答



3.5 多媒体学习库资料下载问题

1、爱学资料里面的下载资料有分类吗？

答：当然有。点击导航“爱学资料”，页面“分类下载”部分就是爱学资料的专属分类啦。无论你
点击任何一条，都会出现该类别资料的列表。

2、如何下载？

答：直接点击文件名称，即可下载；或在文件名称上面点击右键，选择“另存为”，也可将文件下
载到电脑的指定文件夹。

3、能使用迅雷下载吗？

答：当然可以，鼠标放置在文件名称上，点击右键，选择“使用迅雷下载”。

4、一个资料里有多个文件，如何批量下载？

答：在页面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使用迅雷批量下载”。

5、下载的资料有问题怎么办？

答：可以通过页面右下方的“帮助中心”，打电话、发邮件或在线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两个工作
日内为大家解决问题 。

三.常见问题解答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