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时代教学新模式

MOOC和 SPOC

朱央央



第一部分

网络公开课



1、什么是网络公开课

● 是早于MOOC出现在互联网上的教育资源；

● 是世界著名高校把课堂录像发布在互联网

上，供世界各地学生免费在线学习，内容涉

及大学的各种学科；

● 名校的网络公开课是优质教育资源对个人

自修的赠与。



麻省理工学院网络公开课视频截图：

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教授：JOHN GABRIELI

http://oyc.yale.edu/psychology/psyc-110
http://oyc.yale.edu/psychology/psyc-110


2、获取网络公开课视频
主要途径



(1) 各著名大学和社会机构官方网站
耶鲁大学官网公开课页面



截图为耶鲁大学官网网络公开课页面

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络公开课页面



 汇集世界顶尖大学的公开课，包括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
麦吉尔大学、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等600多所高校；

中小学课程教学资源；

其他机构资料，如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

(2) Itune U:苹果公司开发的免费网络公开课APP



（3）各种网络公开课专门网站

●爱课程网

是教育部、财政部“十二五”期间启动实施的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支

持建设的高等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

网站集中展示“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和“中

国大学资源共享课”。



爱课程网上我校的课程



● 网易公开课：汇集中外名校网络公开课视频

是唯一正式加入OCWC(Open Course Ware Consortium 开放

课件联盟)而且签署CC协议的公益课程。



● 新浪公开课



第二部分

MOOC 穆课



1 什么是穆课 MOOC

●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中文名称：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简称“慕课”。

●MOOCs是一种基于网络的、能互动的远程开放

教育模式。

●MOOCs 是建立在网络上的学习平台，像真正的

大学一样，有完整的学习和管理系统。



2 MOOC教学要素

（1）教学视频

比较短小，适合碎片化时间学习。

（2）在线作业

通过自动在线评分系统和同伴互评对作业进行及时反馈。

（3）在线讨论

MOOC平台一般都有讨论社区，学员可与其他学生联系，对想
法进行辩论、讨论课程材料，并寻求帮助来掌握概念。

（4）在线考试

考试是开放式的，考生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线参加考试。

身份认定：通过身份证件、打字习惯和摄像头进行身份认定。

（5）发证

测验/作业分数 + 考试分数 + 论坛分数 = 总分。

总分合格，就可以拿到 MOOC 证书。



3、MOOCs和网络公开课的区别

Moocs(大型开放式网
络课程)

网络公开课

共同点 提供免费的网络在线学习资源

本质不同 不仅提供免费的优质资源，还
提供完整的学习体验。在这个
平台上，学习者可以进行学习，
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
得到分数，获得证书。平台囊
括了学习的全过程。

耶鲁、哈佛、麻省理
工大学等知名高校在
网上提供课堂实录的
录像。课程提供着并
不组织教学，自然也
不会给学习者以评价。



4、MOOC的起源和发展

（1）cMOOC起源

2005年上半年，加拿大学者乔治·西蒙斯（George Siemens）

首次提出了联通主义思想（Connectivism），指出网络时代

学习不再是一个人的活动，学习是连接专门节点和信息源的

过程。联通主义思想因此被定位为“数字时代的学习理论”。

2008年，乔治·西蒙斯在加拿大曼尼巴托大学开设了名为

“联通主义和连接性知识”的网上课程，有25名在校学生和

23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未注册的非大学生运用网络工具完成

了这门课程的学习。

由于这门课程具有“大规模、开放性”特点，因此被称为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2）xMOOC起源

2011年，斯坦福大学开设了三门大规模免费开放的网络在线

式计算机课程，每门课的注册学生都达到10万人的规模，其

中《人工智能导论》课程有来自190多个国家的16万人注册。

由于网络开放课程很受欢迎，2012年这三门课程的教授辞去

大学工作，创办了知名的MOOC平台：Udacity和Coursera 。

接着，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也合作组建了edX平台。

从此，三大MOOC平台鼎足而立，吸引了美国乃至全球名

校的纷纷加盟，很快掀起了全球性的MOOC风暴。

因此，2012年被称为“MOOC元年”。



5 MOOCs

（1）大规模：学生数量规模很大，每门课注册学
生可能达到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2）开放性：课程是免费的；没有入学门槛，任
何人只要有电脑和网络都可以注册学习。

（3）在线：教学视频、作业、讨论、考试都在互
联网上；学习不受时间、地点局限。

（4）实现“反转课堂”：学生课堂外通过教学视
频完成知识的学习，课堂则变成老师和学生之间以
及学生与学生之间讨论、答疑和实验的场所。



（1）Udacity：横空出世的“21世纪大学”

● 斯坦福大学教授Sebastian Thrun于2011年创办的

营利性MOOC网站；

● 与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著名科技企业合作；

● 提供包括数据科学、网页设计、软件工程、安卓

和IOS系统开发方面的课程。

6、著名的MOOCs三座大山



2016年Udacity推出有中文字幕的官网--优达学城



MOOC最初的理念是为所有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

实现教育民主化。因此在网上免费发布课程，免费

学习，免费获取学习证书。

但由于高辍学率和盈利压力，Udacity尝试改革：



● 取消免费学习证书，要获取学习证书需要缴费；

● 2014年6月推出收费项目:Nanodegree(纳米学位)

Nanodegree包含一系列课程，是将大学四年制高等

教育内容分成范围很窄的知识块，让人们以低廉的
价格、更短的时间掌握一项实用技能。

所有课程都由著名科技公司提供和授课。

均需付费学习，每月收费200美元，6-12个月读完。

学完之后可以获得专门的Nanodegree学习证书。

● Udacity从高等教育开始向职业教育转型，帮助
学员找到更好的工作。



在就业市场，Nanodegree学习证书已被下列著名企业认可



（2）Coursera：走商业化发展道路的网络教育机构

● 斯坦福大学宁教授（ Andrew Ng）和科勒教授

（Daphne Koller）在2012年4月成立的营利性的

MOOC教育机构；

● Coursera开设的课程远远多于Udacity，目前有来自

160多所一流大学提供的2000+门在线课程；

● Coursera与斯坦福、杜克大学等名校联手，更受欢

迎，是最大的MOOC平台。



Coursera涉及的专业广泛



● Coursera全球化的步伐比其他平台遥遥领先

与我国合作情况：

1、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
西安交通大学均有合作，这些大学为其提供中文教学视频。

2、与译言网合作“译言× Coursera中文课堂”项目，译
言网以众包方式翻译Coursera的外文课程。

4、与网易公开课合作，推出Coursera中文学习社区。

5、与果壳网MOOC学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建立Coursera

频道；果壳网的教育无边界字幕组为其课程翻译。



Couresera课程也在不断做出改革：

1. 普通课程：除了可以免费看视频，多数课程

不再提供免费学习和证书。



2.2014年1月底推出收费的Specialization(专项课程)

把以前分散的课程按入门、中级和进阶程度组成一个系列
课程，系列课程的结尾还有独特的“毕业设计”(Capstone 

Project)项目。学完可以获得Specialization证书。



3. 2015年尝试推出学位课程

●需要满足入学条件才能学习；

●收费项目；

●最终可获得认可的硕士学位。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商学院在Coursera推出MBA学位
课程(iMBA)，花费是传统MBA课程费用的三分之一。



（3）edX：防止网络教育过度商业化

● 2012年4月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
合创建的非营利性MOOC平台。

● 目标：

（1）为不同年龄、不同国别的学生提供从名
校名师那里学习的机会。

（2）为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以及新技术在教育
中的作用提供平台。



● 目前课程类型

微硕士



1. Earn a Valuable Certificate (可获学习证书的课程)

提高技能、挑战自我。

2.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职业教育课程)

长度在几天到几周之间，专为繁忙、时间不固定的职

业人士设计。

3. Credit-Eligible Course (大学认可学分的课程)

4. MicroMasters programs(微硕士课程)

一系列来自顶尖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学员一旦被提供

这些课程的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微硕士课程的学分将

被承认，可减少研究生学习时间和费用。

5. Xseries programs(系列课程)



6、欧洲MOOC三大新锐

（1）iversity 德国，2011年成立

●欧洲最早MOOC平台，被视为欧洲的Coursera。

●课程包括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主要以英文及德文授课，内容涵盖医学、电脑科学、

经济、物理、法律、设计、哲学等不同领域。

●未来关注的重点是授予学分的MOOC。



Iveristy官网



（2）FutureLearn英国

● 40年远距教育经验的英国公开大学在2012年12月建立。

● 近500万的用户量和高达15%的课程完成率，体现了巨
大的发展潜力；

● 除了与国内外顶尖大学展开合作以外，还与许多知名
组织合作，例如大英博物馆、英国文化协会、大英图书
馆、国家影视学院等。

● 大约70%的用户来自英国之外，其中大多数用户来自
美国、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



FutureLearn 官网



（3）open2study 

●澳大利亚，2013年4月由澳洲线上大学设立；

●课程特色在于多属入门型课程，偏向大众化，无

须学术基础。

●课程完成率为25%，在MOOC平台中是相当高的。



OPEN2STUDY官网



7、可汗学院 (Khan Academy)



● 是由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立的一家教育性
非营利组织。

● 主要是K-12 (幼儿园到12年级)领域的MOOC，内容涉
及数学、历史、金融、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科
目，包括SAT、GMAT和MCAT等。

●利用网络影片进行免费授课，可汗老师什么都教，从
数学，物理，化学，一直到理财人生。

●可汗学院收藏了5000多部教学视频。授课者不出现在
影片中，用的是一种电子黑板系统。

●在美国某些学校已经用可汗老师的影片代替上课，实
施“翻转课堂”，被认为正打开“未来教育”的曙光。

● 在我国网易公开课和好课网均能找到可汗学院的影片。



可汗老师正在讲解细胞结构影片截图



8、中国的穆课



第一类：大学联盟式MOOC平台

●

是爱课程网携手网易云课堂打造的在线学习平台。





“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我校的课程



● 中国医学教育穆课联盟



“人卫穆课”平台上我校的课程



● 智慧树在线教育

超过1900家高等院校会员，覆盖1000多万大学生。
帮助会员高校间实现跨校课程共享和学分互认。



●图书馆（学）在线课程联盟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教育

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爱课程”

网联合发起，2016年3月15日正式成立。

截至2017年3月15日，联盟成立一周年，已有63

家成员，覆盖24个省市的55家高校。





联盟在线课程已上线7门



第二类：大学独立研发的MOOC平台

●学堂在线：



学堂在线是由清华大学研发的中文MOOC平台，面向全
球提供在线课程。任何拥有上网条件的学生均可通过
该平台，在网上学习课程视频。

学堂在线运行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国内外几十所顶尖高校的优质课程，涵盖计算机、经
管创业、理学、工程、文学、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

在2016年发布的“全球慕课排行”中，学堂在线被评
为“拥有最多精品好课”的三甲平台之一。

2015年12月学堂在线与清华等全国40余所大学和重点
中学达成合作，在我国率先推出慕课化的大学先修课
（简称MOOCAP）。



大学先修课原是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为学有余力的高中生授课

的大学课程(Advanced Placement,简称AP课程)。

美国高中生在完成AP课程学习并参加考试合格后，大学承认其学分。



第三类：社会机构创建的MOOC平台
●网易云课堂

网易公司旗下实用技能学习平台，课程数量已达4100+，课时总数超
50000,涵盖实用软件、IT与互联网、外语学习、生活家居、兴趣爱好、
职场技能、经融管理、考试认证、中小学、亲子教育等十余大门类。



●腾讯课堂

腾讯课堂有执业药师和英语四六级培训课







第四类：汇集知名MOOC机构课程的平台

●果壳网的MOOC学院：

集中了目前为止全球热门的所有MOOC平台的课程



9、穆课的意义和价值

● 穆课使优质教学资源得以共享

穆课在普通人和名校名师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使人们不出

国门就能聆听世界名校的名师讲座。

● 穆课有利于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通过穆课，学生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在网络上选择更多自己

感兴趣的课程进行学习，有利于扩大视野，丰富知识结构。

● 穆课还可以使学习者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开展学习，

提高学习效率。

● 穆课使没有正规上学条件的人可以享受高等教育机会。



第三部分

后MOOC时代 -SPOC



1、什么是SPOC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的首字母缩写，

简称SPOC。中文称为“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相对于MOOC中的massive和open而言，SPOC 中

的“ small”是指学生规模一般在几十人到几百人；

“private”是指对学生设置限制性准入条件，达到

要求的申请者才能被纳入SPOC课程。

●SPOC概念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分校的阿曼德.福克

斯教授最早提出和使用的。



2、SPOC教学设计

●SPOC主要针对围墙内的大学生和在线学生两类学习

者进行设计。

●前者是一种结合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的混合学习模

式，是在大学校园课堂，采用MOOC的讲座视频(或同

时采用其在线评价等功能)实施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

●后者是根据设定的申请条件，从全球的申请者中选

取一定规模（通常是500人）的学习者纳入SPOC课程。



3、国外SPOC案例

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SPOC实验：

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电子电路课程使用麻省理工

学院的高质量MOOC视频进行教学，并通过自动评分系

统给予学生快速反馈，学生在课堂上与本地教师和助

教一起进行实验和设计等活动。

在这个SPOC中，相比于曾经一直使用的教学材料，

第一次考试成绩高出了5%，第二次考试成绩高出10分。

更引人注目的是，该课程的通过率（取得“C”或更高）

从之前的59%提高到91%。



4、SPOC优势

●由于学生人数少，结合数据分析，教师就能更
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学习和讨论；

●生源经过选择，基础相对接近，有利于教学；

●利用名校名师的MOOC视频进行教学，优质资源
得以共享；

●采用翻转课堂，增加讨论、实践的环节，因此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5、SPOC在中国发展趋势

●中国的SPOC主要针对在校大学生，因此SPOC常
被描述为SPOC=Classroom+MOOC。

●中国高校都在纷纷尝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甚至
有人认为混合教学是适合中国的未来教学模式。

● SPOC有同步和异步两种方式：同步SPOC是完
全跟随一门正在开课的MOOC源课程学期，教师仅

可补充内容，不能修改源课程原有内容；异步
SPOC是拷贝一门已结课的源课程学期内容，教师
可删减原有MOOC的内容，也可增补内容。



6、中国SPOC实践举例

●南京大学电子学院2014年9月25日采用翻转课堂形式
进行《电路分析基础》SPOC教学实践

引入清华大学《电路原理》MOOC教学视频；

采用反转课堂：学生通过教学视频进行预习，线下面授

课堂开展各种形式的师生研讨和互动。

对教室进行了专门化改造：

传统形式摆放的桌椅改成以学生六人小组为单位的蓝色
工作台；打通了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的分隔；

教室三面环绕黑板，适合多位学生同时在黑板上讨论；

改造了无线投影仪，每个学生都能随时切换成为主讲。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南京大学电子学院进行《电路分析基础》SPOC教学实践课堂



●武汉大学利用“中国大学MOOC平台”对部分
公选课采用SPOC混合教学。

●我校为2016年新生暑假期间提供3门先修课
的SPOC教学：《药学概论》、《微积分启蒙》
和《学在药大》。

●南京大学的“和典学堂”采用线上授课和线
下讲座形式实现混合教学。



◆互联网正在引发第三次教育革命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