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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realizes studying, interacting and sharing the courses all free
based on the internet. It is considered as the subversive innovation to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industry, and therefore i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recently. Deep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MOOC on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s essential to both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OC itself. This research firstly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brought by MOOC, and subsequently gives suggestion on
the proper response to these changes. It then concludes our practice in both tutoring some MOOC
courses from Coursera and constructing ourselves’ MOOC course. Trends in future development of
MOOC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is new educ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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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即“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采用在线的方式来实现基于互联网
的课程学习、互动、共享和测试，它被认为是对传统高等教育模式和产业的颠覆性创新，近年来受到了
教育界的高度关注。深入分析和研究MOOC模式对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既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全面
发展，也是MOOC本身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对MOOC课程对高等教育带来的改变、高等教育者应采取的
态度和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在辅导学生选修MOOC课程和建设MOOC课程实践过程的一些体会，
并对未来MOOC的发展进行了展望，旨在推动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实践的建设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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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即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国内亦有人将其译为“慕课”)概念
是加拿大教授在 2008 年提出的一种针对大众人群的在线课堂[1]，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由知名学
者讲授的在线课程，而且绝大部分是完全免费的。MOOC 是远程教育的最新发展，它是一种通过开放教
育资源形式而发展来的。在形式上，MOOC 与近年来所广为人知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相类似，
但是由于其借助了互联网这样一个全新的媒介，在服务模式体现了互联网思维，汇聚了新兴互联网产业
典型特征，因此也带来了更大的影响。从 2012 年起，MOOC 开始广泛传播，并迅速被广大受众群体所
接受，对传统教育业带来了强烈冲击。它对于传统教育业的影响，不亚于信息化对于传统工业、电子商
务对于传统商业的影响。在过去的两年中，提供 MOOC 服务的互联网公司大量涌现(包括网易、新浪、
搜狐等国内主要门户网站都提供了公开课服务)，数以千万计的学习者受益。尽管其商业模式还值得进一
步探讨，然而，可以肯定的是，MOOC 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震撼，现在是时候好好来考虑和面对这个
新生事物了。
笔者从 2012 年开始全程跟踪了 Coursera 平台上的多门通信网络类课程，包括由 Charles Severance 博
士主讲的“Internet History，Technology，and Security”和 Nick Feamster 教授主讲的“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等，并主要对选修这两门课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了课程辅导，近期也参与了本校
《通信原理》MOOC 课程的建设，现就在此过程的一点粗浅认识和体会进行总结。

2. MOOC 课程简介
MOOC 采用在线的方式来实现基于互联网的课程学习、互动、共享和考试。斯坦福大学 2011 年起
开设的《人工智能导论》(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OOC 实验课，被称为 MOOC 历史上的里
程碑课程。这门课由知名教授 Sebastian Thrun (后来成为 Udacity 的创始人兼 CEO)和 Peter Norvig (现任
Google 研发总监)主讲，无论是否是斯坦福的学生都可以免费注册学习。根据后来的统计，全球有来自
209 个国家的 16 万人注册了这门课程，并有 2.3 万人完成整个课程学习并收到了成绩单，最后的考试中
有 248 人考试获得满分。有趣的是这些考取满分的同学没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他们分散在世界
的各个角落，如果没有互联网开放课程，他们中绝大部分根本不可能受到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由此可以
显示出 MOOC 课程带来的影响和震撼力。
目前全球范围内有三个主要的 MOOC 平台，它们是 Udacity，Coursera 和 edX，其中前两者为美国斯

105

MOOC 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应对措施浅析

坦福大学的教授们联合创建的营利性企业，而 edX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联合经营的非营利性
平台。不论在商业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在教育上，这些平台的领导人都曾表示，MOOC 的终极目标就
是要打破那些阻碍现代教育普及的阶级和地域屏障，“MOOC 会把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上任何
人只要有能力、肯上进，都可以学到他们所需的技能”1。正是在这一宏伟目标的推动下，MOOC 从美国
迅速蔓延全球，包括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内的若干世界著
名大学的一批知名教授，在三大 MOOC 平台上开设了一批优秀课程，来自世界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
万学生在这些平台上注册修课。以 Coursera 平台的“Internet History，Technology，and Security”课程为
例，2012 年选课人中有 4701 人回应了自己所处位置的调查，从结果看，选课的人遍布在亚洲、非洲、
欧洲、美洲和大洋洲[2] (见图 1)。因此，MOOC 被认为是对传统高等教育模式和产业的颠覆性创新，受
到了教育界的高度关注。
另外，关于 MOOC 的含义，有两点需要补充和注意：
(1) 如果更严格的细分，MOOC 包括联通主义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 cMOOC 和美国知名高校运用行
为主义的方法开发的 xMOOC 两种，二者的主要区别是：cMOOC 更关注知识创造与生成，它强调创造性
和自主性的网络学习，一般是单个课程，由教师个人组织和实施；xMOOC 更关注知识重复，它强调视
频演示和测验等传统的学习方法，基本上采用公司化运营形式[3]。由于 xMOOC 采用公司化运营形式，
其组织更加严密和规范，而且常常会吸引外部资金的投入，无论规模、受益面还是社会影响均远超
cMOOC[4] [5]。但两者在形式上都是借助互联网，公开教学课程，免费供所有人使用。在后面的分析中，
本文不严格区分 cMOOC 和 xMOOC。
(2) MOOC 不但是开展网络化教育的有效手段，而且也可以是学生群体创新和实践的平台。教师在帮
助学生完成知识学习的同时，可引导学生组成社群，进行创新型科学实验和实践活动，实现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的目标。这一思想，也被称为 MOOC 2.0。在 MOOC 思想和理念的基础上，MOOC 2.0 强调大
规模在线课程学习与大规模在线课程实践的相互结合，借助群体创新和协同开发的理念，来加强和提高
大规模在线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实践环节建设，实现在线学习过程中的课程学习与实践紧密融合。2014 年
3 月 29 日，CCF 长沙联合 YOCSEF 长沙在国防科技大学 MOOC 制作中心举办了“MOOC 2.0：实践与
挑战”研讨会[6]。
这两年，国内 MOOC 相关实践的数量在逐年攀升，有关 MOOC 的研究和学术研讨活动也丰富多彩，
郝丹对国内的研究做了很好的分类和总结[7]。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he attendances of “Internet History, Technology, and Security”
图 1. 2012 年“Internet History，Technology and Security”选课人数分布图
*

Coursera 创始人之一 Daphne Koller 在 2012 年 6 月的一次 TED 演讲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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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OC 带来的改变与机遇

从教育格局看，MOOC 正在给高等教育带来诸多改变。深入思考这些改变有利于我们正确面对
MOOC 并积极利用这一优质资源来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活跃学术思维、开阔科学视野。我们从下面几
个方面来探讨 MOOC 已经带来或者将来可能带来的一些改变。
•

MOOC 可能改变大学与教师的关系。因为教师可能不再被动依附大学这个教学平台与学生互动。从
理论上讲，一个好的教师可能并不一定需要任职于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在社会各领域有一定造诣的
人都可以利用 MOOC 平台来传授知识。

•

MOOC 可能改变大学与学生的关系。因为一些好学生可能不再追求学费高昂的好大学了，因为随着
MOOC 课程的进一步普及，甚至学生不用去上大学，都可以学习到优秀的大学课程、获取专业知识
和实践指导。

•

MOOC 可能改变大学与大学的关系。因为大学之间的竞争关系可能被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所取代，
MOOC 使得未来的大学真正的成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各大学发挥自己的优势学科和课程，并进行优
势互补不可避免。

•

MOOC 可能改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因为通过大学培养和评价人才的单源、单维模式可能被包括在
线自主学习在内的多源培养和多维评价模式取代。

•

MOOC 可能改变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传统的“教师为中心、学生为客体”的灌输式教育模式，借助
于 MOOC 平台更可能转变为“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模式。

•

MOOC 可能改变课上与课下的关系，因为学生选课的自主性、目的性增强，以及学生对学习所选课
程的积极性显著提高，以往大学中“课上老师讲授基础知识，课下学生领悟高端知识”的低效教育
模式可能被“课下学生自学基础知识，课上师生面对面研讨高端知识”的新模式取代。

•

MOOC 可能改变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因为它改变了学生评分体系：
MOOC 的学生也要按时完成作业，
但这是在地球这座“教室”里与其他学生互助交流下完成；MOOC 也要考试，甚至颁发相应证书或
文凭，但这些服务，由学习者自主选择。不用多久，就可能出现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拿的不是大学
认证的成绩单，而是 MOOC 课程平台颁发的相应证书。
这些改变给大学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撼动了大学地位，颠覆了传统大学的教育模式，倒逼世界一

流大学不得不投身到 MOOC 浪潮之中。人们也开始担心这会导致许多教师失业，甚至一些院校倒闭。这
些担心虽然不无道理，但实际上，人们在关注 MOOC 给大学带来的改变和挑战之时，更需要关注 MOOC
给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带来的难得机遇。就我国而言，MOOC 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公平性提供了新
思路和机遇，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有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可极大的实现教育的公平性。
目前，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实现教育公平的突出问题。而且，在现行
大学运行模式下，这个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MOOC 为优质教育资源大范围共享提供了可能。有了
MOOC 带来的新的技术手段与新的教育思想，贫富的藩篱将被拆除，时空的界限将被消融，任何人在任
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免费或低价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将根据自身条件与兴趣，自
主选择。“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等中国古代先贤的教育思想，将在全球范围内实践，人类智力也
会由此得到极大解放[8]。
(2) 更有利于适应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要求，强化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以实现教育质量优先的原则。
长期的教育改革实践表明，传统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不能很好地兼顾教学资源的规模化共享、学
习主体的个性化学习和受教育者创新性培养三个基本方面。能否克服制约教育的规模化、个性化和创新

107

MOOC 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应对措施浅析

性三要素均衡发展的瓶颈问题，成为国内外高等教育领域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MOOC 与大数据的结合，
有可能在教育的规模化与个性化均衡发展上取得突破。因为，学习者通过在线学习产生了海量学习行为
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MOOC 平台可能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下一步，MOOC 与在线虚拟实
验的融合，以及 O2O(线上与下线)模式创新，有可能在教育的规模化、个性化和创新性三要素均衡发展
上取得突破。为此，王怀民教授在 2014 年 5 月的第六届中国云计算大会提出大数据背景下的计算教育学
的研究这一重要课题。

4. MOOC 课程实践与对策
MOOC 建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同时不同学校在课程领域也存在不同的优势和薄弱方
面。我们必须统筹利用校内外优质资源，既需要“大胆”，也需要“创新”[9]，在自建优势特色课程的
同时，加大 MOOC 建设合作与引进，确保教育资源高效利用。
(1) 有针对性的进行选择，将名师名课引入教学培养方案，构建合理的教学体系。
为更好借鉴 MOOC 教育理念，有效利用优质网络教学资源，从 2013 年秋季学期开始，我校遴选 6
门国内外一流大学的优秀 MOOC 课程，供学有余力的学员作为专题研讨课进行修读，试点开展翻转课堂
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3 年首批遴选了《Introduction to Engineering Mechanics》、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thinking》、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Electricity & Magnetism》、
《Web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Artificail
Intelligence for Robotics》6 门课程，后期又增选了《Internet History, Technology, and Security》等知识面
广、研讨性强的课程。这些课程均为国内外一流大学的名师名课，集中在 Coursera、edX、Udacity 三大
主流 MOOC 平台，共有来自 6 个学院的 53 名本科学员成功选课。教学过程采用线上学习、线下研讨的
翻转课堂教学方式，提高学员自学能力和学习效率。每门课程安排一名辅导教员，负责组织研讨、答疑
解惑、组织考核、学分认定等工作，确保教学过程有序进行。其中，共有 50 名学员完成课程全部学习内
容，通过辅导教员的综合考核并获得学分，按照每 20 学时记 1 学分，所获学分可冲抵除一些公共基础选
修课学分及学科基础和专业选修课学分。
这些课程是本校已有课程的有效补充，既利用了开放资源开阔了学生的思路，让他们体验到了完全
不同的教学风格，也通过与老师的交流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加深了知识印象。当然，这些 MOOC 课程的选
择，一定要注意结合教学培养方案，以构建合理的教学体系为最终出发点，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
极端，过分依赖在线教育。
(2) 贡献优质资源，建设我们自己的 MOOC 课程。
MOOC 的快速发展，是基于其开放性这一立足的根本。我们在利用这些开放资源的同时，也应该大
胆的走出去，建设我们的优秀 MOOC 课程，分享我们的优势资源。我们注意到，在教育部的推动下，“十
二五”期间，我国 985 大学将通过网易公开课平台提供 200 门大学优质 MOOC 课程及其服务。2013 年，
清华大学打造的全球首个中文版 MOOC 平台“学堂在线”(www.xuetangx.com)正式推出[10]。2014 年 5
月 8 日，教育部、财政部“十二五”期间启动实施的中国大学精品开放课程官方网站“爱课程平台”
(www.icourses.edu.cn/imooc)也首批上线了 10 门课程，如表 1 所示。后续还有 46 门“985 工程”大学课
程上线。
当然，还要有选择的、根据自己的优势录制，避免“好大喜功”，不能因为一味的追求 MOOC，反
而浪费资源。在 MOOC 建设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a) 建设之初，必须认准优势，做好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基础，必须对课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确
定自己的优势教学科目，并规划好课程的内容，讲授、组织形式，并统筹资源以提升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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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first online MOOCs in China
表 1. 首批上线的中国大学 MOOCs 一览表
序号

课程

学校

1

唐诗经典

浙江大学

2

C 语言程序设计

浙江大学

3

大数据算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

4

大学计算机——计算思维导论

哈尔滨工业大学

5

文献管理与信息分析

中国科技大学

6

高等数学

国防科技大学

7

大学物理

国防科技大学

8

大学计算机基础

国防科技大学

9

英语口语

国防科技大学

10

英语写作

国防科技大学

(b) 建设过程必须突出重点。针对 MOOC 课时数多、课程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梳理重构课程内容体
系，按知识模块组织教学，有选择有重点的推进 MOOC 建设实施。
(c) 组织实施必须依靠团队。MOOC 不仅需要优秀教员主讲，还需要多名辅导教员组织研讨、答疑
互动，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教学设计、教学课件、题库建设、视频剪辑等工作。各课程承建单位必须按课
程内容组建教学团队，集智聚力、分工合作，才能高质量完成 MOOC 建设实施任务。
(3) 在使用 MOOC 课程过程中，优化学员学习时间安排，发挥辅导教师的线下指导和监督作用。
由于 MOOC 课程上课时间的特殊性，课程周期和上课时间都有很大的差异，需要研究优化学员学习
时间安排，给予学员更多自主学习时间，为推进教学模式改革提供条件保障。另外，为了更好的发挥学
术听课的效益，保证学生完成作业的自觉性和自主性，辅导教员应该全程辅导、组织研讨、作业批改、
组织考核和学分认定等工作。就实际经验来看，最好每 10 个学时组织不少于 1 次集中研讨。
(4) 基于 MOOC 模式，充分利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广泛开展专业教育，扬长而不避短
MOOC 不仅仅是一种课堂形式，更是一种教学方法、一种思维方式，引导推动基于 MOOC 等优质
在线教育资源的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推广其与翻转课堂教学、混合式教学、小规模在线课程教学(SPOC)
等先进教学模式方法的结合和迭代优化，特别是与翻转课堂[11]相结合，发挥本地大学指导老师的作用，
面向实际效果，而不拘泥与何种形式，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另外，MOOC 课程也为广泛开展专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各教育机构在进行课程设置时，既可发挥
自己的优势、也不必回避自己所欠缺的方面(所欠缺的方面可以通过 MOOC 课程进行补充)，给学生更全
面的教育和培训。

5. 未来 MOOC 的发展展望
(1) 教与学模式的创新是 MOOC 发展的主流和生命线。
MOOC 模式虽然极具发展前景，但是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讲授式课程模式的搬家，从教学
法层面来讲，也鲜见有实质性的突破。关于 MOOC 的教学法或教学模式，Daniel 等人[3]都发表了类似的
看法。MOOC 在发展初期以其大规模和开放性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但这两点尚不足以构成 MOOC 可
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教育学层面上的创新，才是 MOOC 作为一种课程模式在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才有可能为 MOOC 赢得更多的支持者，从而引导 MOOC 走向更光明的前景。

109

MOOC 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应对措施浅析

(2) 参加课程学习、拿到课程证书、让雇主承认证书，三者之间的紧密衔接需进一步加强。
MOOC 课程提供方一方面把授予学生能得到高等院校和用人单位承认的证书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也把颁发证书或文凭看作是一种可以盈利的增值服务。图 2 所示，为 Coursera 平台“Internet
History，Technology，and Security”课程的证书样例。
为此如何杜绝“替学”或“作弊”现象，如何保证“证书”的可信度和含金量将是一个关键问题，

Figure 2. Example of the certification
图 2. 课程完成证书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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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在近两年年引发了多种讨论[12]-[14]。目前，三大 MOOC 运营商都是与 Pearson 的考试中心合
作提供有监考的课程结业考试，比如通过网络摄像头来监督考试。Coursera 还与一家网络考试机构合作
研究网上监考技术，包括利用“身份跟踪”(Signature Track)技术判断学习者是否为其本人[15]。它要求
每个人一开始就出示自己的身份照，而且在做作业时必须拍一张照片，并上交一段打字样本。因为一个
人打字的节奏有他自己的习惯，“击键生物识别术”(Keystroke biometrics)可以用来查明完成作业的那个
人是否就是报名参加本课程的那个人。
当然，除了监督学生，还要对提供 MOOC 课程的商业公司进行诚信监督。例如，当前 Coursera 的课
程对个人是免费的，但通过“身份跟踪”的文凭则要收费。例如：某位学生决定攻读杜克大学在 Coursera
上提供的一门进行了“身份跟踪”的课程，就需支付一笔约 100 美元的费用。在完成该课程并通过考试
后，即可拿到一份印有杜克大学 logo 的结业证书。在这样的商业模式下，建立监督机制，避免商业公司
单纯追逐利益，而对 MOOC 模式的诚信带来影响。

6. 结束语
MOOC 是教育信息化进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被认为是对传统高等教育模式和产业的颠覆性创新，
也因此受到了教育界的高度关注。如何冷静地看待 MOOC，如何推动 MOOC 稳健发展，特别是如何进
一步利用 MOOC 模式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值得所有高等教育从业者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结合笔
者在跟踪国外 MOOC 课程和本校 MOOC 课程建设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分析了 MOOC 课程对高等教育带
来的影响，探讨了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和应对措施，并粗浅的分析了未来 MOOC 发展的一些趋势，希望
能对读者更深入的了解 MOOC，并推动 MOOC 模式的发展和有效利用产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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