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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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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ra近日扩增融资2000 万美元，使其 B 轮最终达到 6300 万美元。Co 

  

精彩纷呈的MOOC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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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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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来了正在发生什么？ 
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计算学院在线硕士学位项目：三周中收到的
申请是其一年中收到的类似住校项目的近两倍。80个国家的学生
提交了申请。学生只需缴纳约6,600美元，而住校生则需要缴纳约4

.4万美元。其中，美国居民申请数量增加了13倍，在2,359名申请
者中，占79%。而今年秋季入学的1,371名住校课程申请者中只有9

%是美国人。拥有四年本科学位且GPA成绩不低于3.0的申请者都
将被接收，但条件是前两门功课必须至少拿到B。 

     来源：华尔街日报http://cn.wsj.com/gb/20131104/bus142715.asp（20

13年11月4日）  

欧洲大学协会正在讨论认可大学生在慕课中完成的学分，同时设
法保证慕课的学习质量。爱丁堡大学提供了有监考的考试中心，
而拥有来自世界33所顶级名校课程资源的可汗学院，则为平台上5

门课程开设有实况监督的在线考试，通过这五门课程的学生将获
得由美国教育委员会授予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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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POC）的教学效果 

24 

引自圣何塞加州州立大学许平教授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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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POC）的教学效果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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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POC）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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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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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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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Future Ready Pledge 

2014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召开地区负责人会议，宣布了“面向未来
宣言”（Future Ready Pledge）。 

 

根据该宣言，edX已经向学生提供美国多所学校免费先修（A-level）课程，
向全国教师提供10多种免费培训课程。2015年，Coursera将向全美教师提供
为期两年的职业发展认证的免费课程，让他们更好地通过Coursera完成职业
培训，提高教学水平。 

 

奥巴马：“如果教室里没有一位能跟得上潮流的老师，那么所有的无线上网
设备和先进的教学软件都无法发挥它们的作用。” 

 

奥巴马还称，21世纪全球经济背景下最有价值的技能是学习能力，必须给从
幼儿园到高三（K12）的孩子们提供“全球课堂”（globle-class)的教育理念
，不断改善学校教育，让学生的学习实践适应未来工作和职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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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ra中国大陆学习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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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24 

MOOC中国探索：打造学堂在线 

2013.5.17 

2013.6.1 

2013.10.10 

20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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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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的MOOC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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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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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使用情况 

201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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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技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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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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edX平台实现了国际化（i18n）机制 

国际化相关代码（2890行）已并入

OpenEdX开源平台的主代码库 

特色（例）：edX平台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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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约3万个英文单词的翻译，实现平台中文本地化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edX平台的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目前已

有22种语言在进行平台本地化工作，其中简繁体中文、法语、韩

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的本地化工作已基本完成 

特色（例）：edX平台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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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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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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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在清华大学成立（2014.4.29） 

探索以“学堂在线”平台为依托，以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和

慕华教育科技公司为支撑的“一体两翼”在线教育发展模式。 

“学堂在线”与 edX 签署合作协议，获得edX课程在中国大陆地

区的唯一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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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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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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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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etangX mobile apps 

• XuetangX supports Android, 

iPhone, and iPad 

• 20% traffic comes from 

mobile devices 

THE WORLD IS WITHIN YOUR REACH. 

www . xuetangx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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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与决策选课分布情况 

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的十万名学习者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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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 MOOC Focused Faculty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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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 MOOC Focused Faculty Workshop 



XuetangX 
MOOCs 

130+ 
Total course enrollments 

1,350,320 

Data updated on 4/17/2015, not including SPOCs and XuetangX 
MOOCs on edX.com 

XuetangX statistics 

edX MOOC 
Hosting 

250+ 

www . xuetangx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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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对比(《电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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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对比(《电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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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 MOOC is being used by many universities in China  

Tsinghua conducted various pedagogical experiments 
using MOOC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 tier 1 

Qinghai University – tier 2 

Guizhou PolyTech – tier 3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 from Tsi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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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 Sloan’s MOOC “Entrepreneurship 101” are experimented as both MOOC & SPOC in China 

MOOCs licensed from MIT used as SPOC in 
China  

Tsinghua Univ. SPOC 

Nanjing Univ. SPOC China Science & Tech. Univ  

SPOC. 

Fudan Univ. SPOC 
XuetangX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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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实践：教师感想 
 

传统教学中老师与学生的沟通更加直接，可以讨论一些更加深

入的问题，而且学生的背景比较接近，可以更有针对性。线上

教学的优势是可以更高效率地完成对知识点的讲授，可以采取

更加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比如切入动画、视频等都非常快捷，

而且学习者不需要适应别人的进度，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时间

和理解的速度安排学习进度，更加个性化，同时，学习者的群

体非常多元化，学生之间的学习将更有效。 

从没想到给摄像机上课比给学生上课要累的多。现场上课我可

以连着上四整天，而给摄像机讲课，半小时就筋疲力尽了。 

                                 ------《财务分析与决策》教师肖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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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实践：学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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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实践：学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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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实践：学生的学习努力 
 

《数据结构》学习者blankyao 

 

做了整整一天，终于把灯塔问题过了，最开始就用的最简单的算法，
结果是和好多同学一样，只能得20分，今天腾出来时间，本来打算
花半天时间的，没想到弄了一天才终于通过了，泪流满面啊... 

虽然代码写的很乱，还没整理，但是真的很激动，第一次上正儿八
经的数据结构课，发帖纪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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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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xuetangx.com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目 录 

http://www.fzsbwg.com 

1. 慕课的发展态势 

2. 从学堂在线看慕课在中国的实践 

3. 学堂在线大数据分析初步 

4. 慕课与自然语言处理 

5. 展望 

   
 

 

 



 

截至2014年4月27日， 

 学堂在线平台发布第200天。 

共有          52257314  条记录  

， 

     平均  每秒  就有    3 条记录。 

“学堂在线”用户行为数据日志 

学堂在线学习大数据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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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年龄分布 

注：截止2014年1月22日，48640名学习者。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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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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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性别分布 

蓝色： 

所有选课用户 

 

红色： 

获得证书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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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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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学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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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院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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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获得证书分布 

  曾选课 

人次 

退课人次 最终选课
人次 

获得证
书人次 

获得证书
比例 

财务分析与决策 27202 1006 26196 1210 4.62% 

中国建筑史（上） 10981 864 10117 163 1.61% 

文物精品与文化
中国（上） 

8206 759 7447 167 2.24% 

电路原理（一） 6639 85 6554 75 1.14% 

数据结构（上） 9041 847 8194 93 1.13% 

计算机辅助翻译
原理与实践 

3023 392 2631 60 2.28% 

合计 65092 3953 61139 1768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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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获得证书分布 
 

总人数 

获得
证书
人数 

985 
人数 

985 

获得证
书 

211人数
（含

211 

获得证
书 

大学在校
生人数 

在校生 

获得证
书 

财务分
析与决
策 

26196 1210 1567 
(5.98
%) 

105 
(8.68
%） 

2398 
(9.15
%) 

165 
(13.64

4663 
(17.80%) 

324 
(26.78

中国建
筑史(上) 

10117 163 1069 
(10.5
7%) 

18 
(11.04
4%) 

1438 
(14.2

1%) 

29 
(17.79

2491 
(24.62%) 

45 
(27.61

文物精
品与文
化中国

(上) 

7374 167 
707 

(9.49
%) 

11 
(6.59
%) 

954 
(12.8

1%) 

19 
(11.38

1803 
(24.21%) 

49 
(29.34

电路原
理(一) 

 

6554 75 679 
(10.3
6%) 

15 
(20.00
0%) 

978 
(14.9

2%) 

19 
(25.33

1722 
(26.27%) 

35 
(46.67

数据结
构(上) 

 

8194 93 1101 
(13.4
4%) 

35 
(37.63
3%) 

1506 
(18.3

8%) 

44 
(47.31

2543 
(31.03%) 

53 
(56.99

计算机
辅助翻
译原理
与实践 

2641 60 
348 

(13.2
3%) 

35 
(58.33
3%) 

448 
(17.0

3%) 

37 
(61.67

800 
(30.41%) 

44 
(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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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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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类型分布 

证书获得者 有效学习者（证书获得者
+活跃学习者） 

学习者（证书获得者+活
跃学习者+普通浏览者） 

 1768 5970 19229 

2.89% 9.76% 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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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行为分析 

成绩与访问资源情况四象限划分 



以财务分析与决策为例，三类典型学习者： 

学习流畅型（获得证书）： 

用户ID:62057  年龄:24  来自:吉林   教育背景:本科在读 

有效学习时间:34.05小时  获得证书（88.85分） 

基础薄弱用功努力型（参加考试，未获得证书）： 

用户ID:5745   年龄:61   来自:北京    教育背景:大专学历 

有效学习时间:51.95小时（学习时间排名第2）   

不以获得证书为目的的学习者（未参加考试）： 

用户ID:48522  来自:四川    教育背景:本科在读 

有效学习时间:34.22小时 

学堂在线典型学习者之观察 





www.xuetangx.com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Experiment 

Take off 

Adjustment 

•2013.10-2014.12 
 —50 courses 
 —0.4M users 
  

Growth 

•2015.1-12 
 —200 courses 
 —2M users 
 

•2016.01-12 
 —800 courses 
 —10M users 
 

•2017-2018 
 —2000 courses 
 —100M users 
 

XuetangX goal: educate 100M Chinese in six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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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MOOC在中国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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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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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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 MOOC Focused Faculty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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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平的 
 

 edX（由MIT和哈佛大

学联合创办的网络高等

教育平台）的首席科学

家彼得·密特罗斯（Piotr 

Mitros）介绍说，现在

世界上有50亿人无法接

受优质的高等教育，其

中“又有数以百万计的

人聪明绝顶，但他们没

有任何机会一展长才。

”他说，如果回到20年

前，我们完全没办法发

掘和教育这样的学生，

“但现在我们已经掌握

了不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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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http://tv.cntv.cn/video/C10435/ec94f2cf574c417083c4fbb9950cc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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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课堂掘金战
http://jingji.cntv.cn/2014/09/20/VIDE1411227175288698.shtml 



此处为副标题 
此处为主标题 

 
10/10/2013 

 得天下之名师而学之，得天下之好学者而教之 
 

慕课讲堂，无远弗届；咫尺名师，万千学业 
 
 

欢迎注册“学堂在线”学习高水平课程 
https://www.xuetangx.com/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