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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来了! 

 2012年：MOOC元年 

 斯坦福大学校长John Hennessy）对《纽约客》杂志（New 

Yorker）：他看到“一场海啸正在袭来” 

美国前教育部长William Bennett）：感到一种“古希腊式的
复兴”正在发生 

  Coursera: 90+大学, 400+门课,  

                       4 百万学生; 

       edX:        28 大学, 58门课，  

                       1.2百万学生; 

       Udacity:   6 个美国大学, 25 门课,  

                        50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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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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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上海交通大学张杰校长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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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特征1：以“短视频（10分钟左右）+ 交互式练习”为基
本教学单元的知识点/知识体组织模式和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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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的基本技术特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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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2：借重交互式练习的即时反馈（Instant feedback） 
 

+ 由机器自动评分（auto-grade）的交互式练习，实现了对学习者
的即时反馈（Instant feedback），摆脱了传统在线教育模式中单向
提供学习材料和灌输式学习（虽然也支持大规模用户访问）的局
限，能够鼓励和引导学生更加积极地学习与思考，从而有效提高
学习效果。 

 

+ 保证在线教育在“大规模”（massive scale）的条件下仍然得以
有效进行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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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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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3：基于“学习大数据”的个性化服务 
 

+ 教惟在于因人（明·李贽《焚书》）  

 

+ 原则上每个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对全部学习对象（Learning ob

ject）的全部学习行为都会被自动记录下来，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在
线学习的相关数据将会汇集成“学习大数据”。 

 

+ 通过系统化的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分
析中发现、把握其中隐藏着的规律，使教师能够随时掌握每个学
生的学习状况并能及时进行反馈指导及“推荐”学习资源，能够
持续改进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设计，藉以实现“因材施教”
式的个性化服务研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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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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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4：依托社交网络的互动交流 
 

+ 相观而善之谓摩《礼记·学记》 

 

+ MOOC则更加注重依托网络社区（社交网络）进行互动交流，以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特别是对机器难以自动评分的较为复
杂、灵活的交互式练习，依靠网络社区群体智慧的评分机制便显得
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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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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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5：课程组织方式（像校内课程一样按周上课，在线
学生有上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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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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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纷呈的MOOC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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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最新动态 
 

Coursera近日扩增融资2000 万美元，使其 B 轮最终达到 6300 万美元。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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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中国自己的MOOC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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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 

平台建设历程 

5月17日 

6月1日 

10月10日 

6月6日 

清华大学加盟edX 

清华大学成立大规模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组建“学堂在线”研发团队 

清华大学发布“学堂在线”平台 

edX平台发布OpenEdX开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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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愿景 

打造全球首屈
一 指 的 中 文
MOOC平台，
全面服务于中
国教育 

融通先进教学理念 

集成前沿信息科技 

汇聚优质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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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简介 

 基于EdX发布的开源框架OpenEdX开发学堂在线平台 

 学堂在线平台主要包括在线学习系统和课程管理系统 

 OpenEdX包含约50万行代码（其中20万行自有代码），学堂在线平台修

改、增加代码近6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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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例）：视频播放器 
开发基于HTML5/Flash的视频播放器 

 不依赖于YouTube，支持多视频源 

 支持EdX课程视频在中国的镜像 

 提供视频上传、制作课程的一站式操作，支持中英文多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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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例）：课程搜索 

支持中英文字幕的课程内容搜索 

可以通过检索字幕精准定位课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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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例）：编程作业自动评分 

支持编程作业的自动评分 

 学生上传程序文件，系统在云端进行编译，并自动给出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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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使用情况 

与美国edX平台同步支持清华大学五门MOOC课程 

电路原理、中国建筑史、数据结构、文物精品与文化
中国、财务分析与决策 

引进edX平台名校课程 

美国MIT：电路与电子学 (Circuits and Electronics) 

支持国内高校优质MOOC课程 

北京大学：计算机辅助翻译原理与实践 

本学期支持两门清华大学课程的教学环节 

C++程序设计，本科课程，郑莉老师，93名同学 

云计算与软件工程，本科课程，徐葳老师，35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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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使用情况 

201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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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使用情况 
截止2014年4月16日 

      学堂在线选课总人次：170624，学堂在线注册用户总数：114402 

 

中国建筑史（上）：16420     数据结构（上）：12681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上）：10042 电路原理（一）：10618 

财务分析与决策：30968   财务分析与决策（2014春）：18660  

电路与电子学：4094   清华院系概览：5768 

数据结构（下）：2788   中国建筑史（下）：4689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下）：3142  电路原理（二）：3094 

组合数学：3248    线性系统理论：1384 

大学物理1 (力学、热学)：3114   足球运动与科学：3728 

有机化学：2758     微积分B(1)：3988 

云计算与软件工程：2567    心理学概论：16775 

计算机辅助翻译原理与实践：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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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MOOC在中国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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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MOOC在中国的实践 

可以预期，课程将极大地丰富….. 

下一个问题：MOOC如何实质性、系统性地走进大

学课堂?  

SPOC：翻转课堂 （急先锋：华中师范大学） 

建议：开展全球MOOC课程对现有相关本科教学课

程体系覆盖率的调研 

“教育是平的”：基于MOOC 的本科办学试点（得

天下之名师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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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C很多理念和设计基于众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尚没有MOOC的研究圈子：有必要建立 

 学科交叉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语言信息处理、机器学习、人机

交互等）、教育学、认知心理学等 

 计算教育学 

 重要分支：支持大规模在线教育的自然语言处理 

 
 

启动MOOC在中国的科学研究 



此处为副标题 
此处为主标题 

 
10/10/2013 

  太阳照常升起，境界已然不同 

 
谢谢！ 

 
欢迎注册“学堂在线”学习高水平课程 

https://www.xuetang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