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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Freedom to Learn
学习的自由

Totara Learn 是一个灵活、开放的学习管理系统 (LMS)，它赋予您的企业
学习的自由。Totara Learn 可以随时随地为您的企业提供培训和绩效评
估，提高员工参与度，确保合规性，在您的组织和分支机构中实现突破性
的效果。

科技、商业、社会，如今的一切都
在加速改变，影响着我们每一个
人。生活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成功
取决于您对变化的反应和适应能
力。

这对您的企业意味着什么？困难往
往不是您的企业是否具备新思想，
而在于是否能够摆脱旧的思维范
式。学习技术对我们的明天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继续使用僵化的技
术、锁定在昂贵的长期合同和封闭
的知识产权中，只会适得其反，阻
碍您组织的潜力，我们现在有更好
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拥抱未来，选择开放、灵活和更具

价值的学习技术是必不可少的。确
保您的学习管理系统能够适应这
些不断变化的环境，请记住，您的
企业当前所需的技能可能无法满
足其明天的需求。

Totara	Learn	是开放的，我们的
软件就是您的软件。您可以决定如
何塑造它来适应您的业务发展。
选择我们，将您的投资用在不会过
时的学习技术上、拥有更多的控制
权。如果您需要帮助，我们的全球
专家合作伙伴网络随时为您提供
支持。我们相信，价值毫不妥协。

世界在改变，组织在演变
TOTARA 在适应这些变化

全世界有
超过1,700个组织 
超过1,600万学习者 
使用	TOTARA	LEARN		 

16,000,000



节省的自由

学习的自由

创新的自由

选择的自由

Totara倡导的四项用户自由支撑着我们产品的多功能性、安全性和可伸
缩性，这是其他解决方案无法提供的。

摆脱昂贵的软件许可和一次交付的定制合
同。通过自由选择订阅插件集成的方式，
与其他重量级定制开发的企业学习平台相
比，可节省高达80%的总成本，最小化您
的预算，把钱投到真正重要的地方—您的
学习者。

Totara的课程设计以学习体验为核心，通
过开放、灵活的课程组件使用，能自由地
根据学习者的背景需求及企业品牌特性来
设计课程，从而让学习体验更加舒适、高
效、引人入胜。

学习技术的客户不是普通消费者。您是一
个创造者，生产者，问题解决者，创新者。
开放创新就是赋权。创造您想要的平台，
不受任何外观制约、功能制约，自由定义、
设置、更改您的平台主题外观、布局，更可
以在Totara社区选用来自全球用户共享的
插件，而不是被迫妥协的接受。适应不断
变化的环境，不受未来的影响，忠于自己
的使命。

Totara对客户并不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来对学习平台作过多条框与限制，而是提
供全球解决方案服务商社区，让客户自由
选择适合自己的增值方案。

这样客户不仅能享受到Totara提供的开放
自由服务，同时还能享受到您所选择的合
作伙伴的专注和个性化服务。因为我们始
终认为，客户应该拥有服务选择自由。

	 	 TOTARA倡导的四项用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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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Totara全球社区合作，确保我们的产品研发遵循真实、有效的客
户需求，从而让您和您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致力于不断
的软件开发、升级换代以确保我们的客户能够始终使用最新的功能。我
们的开放源码学习平台让您的企业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完全定制。Totara 
Learn是一个灵活的、可扩展的企业级LMS，具有支持和管理各种类型
和规模的组织学习所需的所有特性。

内容 配置

绩效管理

强大的报表功能

学习管理
• 为学习者分配新课程、能力要求、任务和

目标

• 通过全方位的跟踪功能来记录学习者的
重要合规培训

• 设定个人学习目标、优先事项和截止日期

• 通过为学习者建立并跟踪个性化的学习
计划和学习路径来吸引学习者

• 通过颁发证书和开放徽章来激励学习者

• 为具有组织层级的特定组别设置能力框
架

• 通过动态受众功能建立按个人需求自适
应调整的学习路径

• 使用研讨会管理功能管理学习活动和协
作活动

• 创建能力框架

• 提交并评估能力表现依据

• 建立虚拟和面对面学习会议

• 为管理员、讲师、学习者、经理分配和定
制系统角色及权限

• 使用直观、可过滤的日历系统来安排课
程

• 发送提醒

• 使用在线绩效管理工具为员工设定目标
并跟踪进度

• 通过快速浏览仪表盘来了解团队的学习
与完成情况

• 为每一个学习者创建一个全面的学习记
录

• 通过评估功能和360度反馈功能来有效
管理团队

• 确保管理层和学习系统管理员可随时了解
学习者的进展情况

• 个性化学习数据仪表盘快速提供学习概况

• 自定义学习数据报表帮助您随时掌握各种
关键学习指标

• 为管理层提供具有友好用户界面的学习数
据仪表盘

• 提供引人入胜的、为移动学习设备优化的
内容，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

• 支持混合学习计划，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活
动

• 支持上传SCORM和AICC兼容的在线学
习课件，多媒体资源和游戏

• 支持上传资源，外部链接、文档等

• 支持创建和上传用户生成的内容，如博
客、wiki、论坛

• 定制与您的品牌匹配的主题和外观

•  轻松地与您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和ERP
系统无缝集成

•  使用移动主题畅享跨设备、跨平台学习

•  响应式平台让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的学
习，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  使用自定义报表生成功能定制您的专属
学习报表、定期自动发送

•  轻松导出学习分析数据

•  支持35种语言，服务全球用户

•  支持单一系统登录(SSO)提高学习体验

•  结合使用Totara Learn和Totara 
Social，促进学习协作和开放创新



 谁在使用 
TOTARA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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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有1千6百万用户在世界各地的1,700个企业和组织里使用Totara 
Learn学习，遍及45个国家的几乎每个行业。Totara Learn为各种行
业，无论大小和类型，提供了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企业级LMS，节省了大量
的成本。

三星（Samsung）将其部署的Totara 
Learn学习管理系统命名为“后台”
（Backstage)。在部署后的第1个月，课程
完成率增长了181%，活跃用户增长了42%
。“后台”为用户创建了一个跨平台、跨设
备的统一学习体验，并使用了勋章和其他
游戏竞争机制来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积
极性。

美国癌症协会

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在使用Totara Learn时采用了
一种混合学习方法，用以培训其遍布全美
900个办公室的300万名志愿者。美国癌
症协会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满足其庞大的
分支机构培训解决方案，使志愿者的在线
学习和支持易于使用、一致、高效并便于
访问。志愿者们对Totara Learn的反馈非
常积极。

三星 英国人道主义领导力学院

总部设在英国的人道主义领导力
学院（Humanitarian Leadership 
Academy）是世界上第一个人道主义救
援学院。他们的Totara Learn学习管理系
统，叫Kaya，为超过10万名用户提供学习
培训支持。Kaya使用离线播放器、 复杂
的内容分发网络和经过技术处理优化过的
内容，向处于危机地区，甚至是有些网络
条件相当差的地区的救援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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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Volvo）急需一个新的学习平台，
他们的Totara合作伙伴在短短的8个工作
日内，赶在项目截止日期前，成功部署了
Totara Learn。沃尔沃的管理人员现在可
以随时浏览学习数据报表，掌握学习者的
表现。

捷蓝航空东部医疗

捷蓝航空（Jetblue）设立了一个学位项
目：捷蓝学者，旨在帮助机组人员获得学士
学位。为此他们使用了一个定制的Totara 
Learn系统，通过这个可延展的、拥有友好
用户界面的解决方案来帮助他们的学员，促
进他们的学习体验。

澳大利亚的东部医疗（Eastern Health）使
用Totara Learn，在每年的护士培训中节省
了3,000个小时的培训时间，在改进学习管
理的同时，还确保了重要护士培训的100%
完成率。它还为护士培训师每年节省了840
个小时的培训时间，让他们有时间进行更有
价值的面对面交流。

沃尔沃

181%
8 个工作日 3,000沃尔沃急需一个新的学习平台，
他们的TOTARA合作伙伴在短
短的8个工作日内，赶在项目截
止日期前，成功部署了TOTARA 
LEARN。

在部署TOTARA LEARN后的第
1个月，三星的课程完成率增长
了181%。

使用TOTARA LEARN，东部卫
生在每年的护士培训中节省了
3,000个小时的培训时间。



联系我们

选用 Totara 
改变您的学习世界

Totara的全球学习和技术专家生态系统、以客户为导向的丰
富功能组合，以及与各种学习、培训、人力资源和IT系统的集
成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会有这么多的企业与组织选择
Totara作为他们的学习管理系统。

Totara全球合作伙伴

加利福尼亚 
+1 707 559 9544

惠灵顿 
+64 4 385 8399

广州 
+86 (0)20  2919 3713

剑桥 
+44 (0)1273 964014

美国新西兰

中国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