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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art and design, are offering online cours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major, art design major has many limitation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MOOC platform,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ome teaching links cannot be guarante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online courses of art design, and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good teaching effects, online courses of art design should be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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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背景下，各国高校开展在线教学，其中包括艺术设计专业。由于需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

能力等专业特殊性，艺术设计类专业在 MOOC 平台的教学过程中会有诸多局限，部分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等不

到保障，应对这样的局面，说明了艺术设计专业通过 MOOC 进行教学的必要性，分析了目前艺术设计类课程在

MOOC 平台存在的问题，指出了线上教学若要达到线下教学的教学成效，并依托线上的模式解决线下教学中存

在的部分问题，艺术设计类专业 MOOC 课程应做出改变以提升教学效果。 

关键词：MOOC，艺术设计，在线教学，教学质量 

1. 艺术设计教育概述 

在欣赏美的事物和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人

的内心会变得自由舒展，精神世界得以变得丰富，这

也是为什么，各个国家流传至今的经典的艺术作品当

中，都饱含着深邃的人文意识和思想内涵。高校当中

的艺术设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艺术设计教

育的发展目标是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审美标准，并且

帮助学生们自主地去发展美和创造美，进而推动学生

全身心的发展。 

艺术设计类课程将设计融入到艺术当中，二者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课程既包括专业的基础课程，如

素描、色彩、设计史论、构成基础、计算机设计软件

等等，也包括具体的专业方向课程，如图形创意、网

页设计、包装设计、字体设计、设计心理学等等，不

同专业区分较大，并且也取决于各个高校的区域特征

和师资情况。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提倡个性化，很少

规定标准型答案，重在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

实践能力。艺术设计专业通常采用单元制的课程结

构，即将各种类别的课程分成几个模块，分阶段教学，

在不同阶段让学生们去集中学习，学生需要在一段时

间内，强化技能，并将所学知识应用到设计当中。 

由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曾经以纸质图文作为

传递媒介的信息，被转换成为了由计算机作为传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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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数字信息，新时代下的艺术设计的范围因此得

到了扩展，进而促进了艺术设计教育朝着更广更深的

方向去发展，这也对高校内未来的设计师们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艺术设计

专业的学生们需要学习更复杂多样的知识，并将新知

识运用到设计作品当中，确保产出的设计作品可以在

互联网时代得以延续。 

为了顺应人才市场对实践型设计人才的需求，一

些艺术设计专业较强的高校已经在积极进行改革，改

变了传统的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

技术型人才培养，这些高校在开展艺术设计专业教学

的过程中，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接触实践项目机会，

力求在学生阶段就让学生培养一定的实践能力。但是

此类高校仍为少数，大部分高校由于地理位置、教学

条件等限制因素，不足以支撑实践教学项目的开展，

加之教学观念落后，仍然是填鸭式教学为主，学生间、

师生间缺乏有效的专业沟通，不利于全面的设计人才

培养。 

2. MOOC 的应用 

MOOC（慕课）指的是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是教

育教学与信息技术进行深度融合之后的产物。MOOC

的概念是 2008 年由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的 Dave 

Cormier 和 Bryan Alexander 首次提出的，这一概念

很快变得流行，英、法美、澳等国家的高校都积极地

参与到 MOOC 平台的建设当中，到了 2012 年，由斯坦

福大学两名教授创办的大型公开在线课程项目

Coursera 正式宣布，该项目中的五门课程进入美国

教育委员会系统，并且大学会认可通过网络学习获得

的学分，该事件标志着 MOOC正式进入高等教育系统，

MOOC 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流行。 

MOOC 引入中国后首先被应用到高等教育当中，

主要作为高校选修课程的授课途径之一，MOOC 在我

国发展至今，已经积累很多的经验，并且一步步走向

成熟。MOOC 教育具有广泛性、开放性、网络课程属

性三大个特性，既扩充了我国教育体系的规模，又加

速了我国的教学资源体系的完善，MOOC 对课堂的概

念进行了延伸，被称之为时最灵活和最高校的教育。

开放全面的 MOOC 平台，就好比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

MOOC 的教学模式实现了线上与线下教学的互补，对

学生、对高校、对教师，以及对教育机构，都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对新时代的艺术设计教育模式的转变有

积极的影响。 

MOOC 本身具有独特的优势，线上的教学模式可

以很大程度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可以通过

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随时随地地获取

多样化的教学资源，丰富的教学资源可以满足学生个

性化的学习需求，可以反复观看的课程确保学生可以

透彻充分地理解重难点内容。此外，线上教学还可以

很大程度地降低教学成本，如教室内的教学设备、教

材等教学材料的相关费用的缩减，都可以减轻学校的

压力。最重要的一点，MOOC 汇聚了各种各样的教学

资源，很多由重点大学的名师担任主讲的国家精品课

在 MOOC 上线，依托互联网的连通性，MOOC 可以向世

界上任何网络所能到达的地方，提供前沿的知识，这

使得交通不发达、教育不发达、经济较落后的地区的

学生，或者师资力量不够雄厚的院校的学生，以及任

何渴望新知识新技能的人，都有了接受先进的艺术设

计专业教育的机会。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病毒

肆虐期间，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各个

高校都延迟了开学，线下教学活动被大规模取消，纷

纷转至线上。各大高校提出了“离校不离学、停学不

停教”70%的线上教学实施方案，艺术设计专业也不

例外，而由于远程教育技术的存在，停课不停学的方

案得以实行，其中，中国大学 MOOC 在各大平台中表

现亮眼，在疫情期间，平台中有庞大的课程库可以供

同学们学习，并且大多都是免费资源，可以满足不同

地区不同专业同学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可以说，本次

的疫情导致了在线教育用户群体数目的激增，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教学改革，推动了远程教育技术的研发

和发展，催化并加速了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在在

线教育领域的实践，打破了维持了数十年的传统教学

模式。 

虽然相比线下教学，线上教学模式存在师生们无

法面对面沟通、受网络环境影响较大、课堂积极性较

差等一系列弊端，但是由于疫情期间的特殊性，大多

数课程转至线上，线上教学在特殊情况下仍然被普遍

接受和认可，线上教学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以改

善、得到了飞速的成长。现在我国的疫情防控已经取

得了较大的进展，全国接种新冠疫苗人数日益增长，

很多学校都可以开学，学生们重回线下课堂。但是线

上教学带来的益处已经深入人心，相比过去，越来越

多的学生和老师已经接纳了这种可以突破传统教学

局限的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所以 MOOC 的发展和应用

仍有必要，要继续提高在线课程的质量，让师生们可

以获得更好的在线课堂体验，提高学习成效。 

3. MOOC 平台开展艺术设计教育的现存问题 

艺术设计需要与时俱进，社会和时代不断发展，

人们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发

展，人们的审美水平也逐步提高，越来越注重创新，

追求个性，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的设计市场进入

了快速的发展期，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设计人才

去解决不断涌现的新的设计需求。人才市场的更高的

需求，使得各个艺术设计类高校和学院有了更大的责

任，传统课堂的教学模式的弊端也日益凸显。 

一直以来，艺术设计传统课堂都受到时间和空间

的制约，空间地域间、各个高校间教育水平差距较大、

教学资源不平均，学科建设速度相对市场新剧技术和

行业新丰风向相对滞后，因而培养出的优秀设计专业

人才始终有限，很多毕业生的设计知识不全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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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有欠缺，毕业时仍然没有达到市场要求。MOOC

是信息化时代推进学生提升知识水平与专业视野的

重要途径，通过 MOOC 进行艺术设计教育，可以有效

整合不同地区的教学资源，使得网络平台的艺术设计

教育资源更加的丰富和全面，设计专业前沿的知识可

以得到推广，高校间的教学资源可以得到互补，学生

间的交流与讨论也可以在时空层面上得以延展，加速

平等自主、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的形成。整体来说，

MOOC 可以推动区域间、高校间资源共享、均衡发展，

有助于推进艺术设计专业的深化改革、推动学科建设

的发展，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

质设计人才。 

然而，艺术设计专业在线教育的发展并不完善。

对于艺术设计专业来说，现有的 MOOC 平台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现代教学讲求师生平等，强调学生和老师

要有保持一定的互动，而不是单方面的知识输出，在

MOOC 平台，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沟通

交流环节较少、设计交流的渠道匮乏，主要的交流互

动，都在平台上的讨论区，评论区的问与答会存在信

息滞后的问题，不能及时的沟通和追加问答，也会导

致交流成效较差。在在线教学模式下，学生容易养成

被动学习的习惯，长此以往，会抹杀学生对于未知领

域的探索精神，甚至逐渐丧失求知的激情，这对需要

创造性的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来说无疑是有害无益的。 

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对老师教育学生来说，虽然

有很多优点，但是也存在一定弊端。课堂当中会有一

部分学生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存在自制力不够的问

题，甚至会有同学开着课程不听课、去做别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老师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目

前 MOOC 的教学模式较难做到这一点，这一问题在各

个专业不骗存在，艺术设计专业也不例外。 

对课程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在线教育平台

的成绩考核，主要有三种：课堂期间的抽查提问考核、

每次的课后作业或随堂小测考核，以及线上期中期末

考试考核。这样的考核机制，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学

生来说，更多的是能考察到学生们的理论知识的掌握

水平，却难以考察学生在实际项目中的实际设计能力

水平。即使有实践设计相关类的考核，也只是学生最

后上传一个结果，老师们看不到学生们的设计过程，

无法发现学生们在做设计当中碰到的问题并加以指

导，甚至无法考察作品的真实性。 

4. 将艺术设计专业与 MOOC 平台进行有效结

合 

开展艺术设计专业 MOOC 教学，首先要发挥互联

网的特性，将线上与线下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做到

不同院校之间的优势互补，并且及时的将行业的前沿

成果转换成教学资源，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学生最新的

知识。要针对不同专业课程的特殊性，推动各学科的

特色课程、精品课程的课程库的搭建和管理，确保

MOOC 平台上的课程既要覆盖范围全面，又要保证各

个专业的课程具备一定的深度，让各个专业的学生掌

握更扎实的知识。想要艺术设计类专业得到更全面更

深入的发展，在线教育平台上的课程要确保全面，而

且课程的质量要有一定保障。设计专业需要与时俱

进，很多设计方法和工具，都有可能在短短的一两年

之间被淘汰掉，新的设计方法又回诞生，所有平台上

的课程资源要保持定期地更新，旧的课程要下架，避

免同学们学习这些课程浪费了时间又没有实际用处，

新的课程也要积极通过联系相关高校的方式即使获

取并上线，让学生尽早地接触和掌握前沿的设计知

识。不同的艺术设计专业，如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

计、服装设计等等，都要在 MOOC 平台要建设好内容

全面、层级结构清晰的课程库，让不同专业的同学都

可以快速通过导航层级的指引，快速找到自己想要学

的课程，提升学生选择课程的精度和准度，有针对性

地学习自己所学的课程，快速提高本专业设计水平。 

对所有专业，包括艺术设计专业来说，学习过程

不连贯都会对学习成效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疫情期

间由于大量互联网用户的涌入，很多在线教育平台都

出现了瘫痪、卡顿等问题。比如说，一门以某电脑软

件为基础做设计的设计类课程，如果在软件的教学阶

段，平台出现问题导致同学们无法继续学习软件的使

用，而又不对此进行加课或补充教学等，那受到影响

的同学们的设计作品的效果必定大打折扣。所以提升

平台的稳定性，是平台发展的基础。为了让老师和同

学们有更好的课堂体养，真正做到知识传递，在线教

育平台要加强后台的建设和维护运营，增强平台的稳

定性，确保同学不因为网络和系统等外在因素影响学

习的进度和成效。 

艺术设计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鼓励学生在

提升综合素质的同时，进行个性化的发展，教育中，

老师需要鼓励和挖掘学生的个体意识，帮助学生产生

自己的而不是老师的独特想法，进而培养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传统的艺术设计教学模式下，由于课堂本身

环境的压力和每节课时长的限制，学生通常是被动的

接受老师或视频所传达的知识，课堂积极性较差。在

将艺术设计教育融入到 MOOC 的过程中，切不可将传

统课堂教学模式的弊端一并沿用，而是要依托 MOOC

的独特性，鼓励学生们在网络平台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并且给学生在课下时间可以随时在网上向老师留

言提问的自由，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老师也应当

积极的给予学生反馈，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激发学

生的创新意识与发散性思维。 

艺术设计专业具有特殊性，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

实践能力，在设计教学结构时，就确保实践类课程在

整门课程当中占一定的比重。而实践课程放在线上，

相比线下，缺少了很多学生间交流以及教师进行指导

等相关环节，缺乏实践性和互动性。针对这一点，高

校艺术设计类专业在 MOOC 平台的教学过程中，并没

有考虑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的特殊性，而是将其它学科

的 MOOC 教学模式照搬过来，并没有进行创新，缺乏

个性化的服务来支撑学生间与师生间的交流、问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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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等需求，仅仅通过线上的讨论区是远远不够的。互

动是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MOOC 平台

上可以通过功能的增设，去提高师生间、学生间的互

动频率，比如弹幕功能、留言墙、针对各个课程的专

门咨询区、论坛等等功能或模块。在线教学的互动，

可以提升在线课堂的活跃度，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老师

看到有多少学生正在认真学习、有多少同学已经学习

过相关内容，及时的正面反馈，也可以提升老师的授

课积极性。同样的，为了避免课堂的积极性较差，也

可以上线相对应的监督学生学习的功能，如摄像头识

别学生是否在屏幕前、智能检测学生有没有退出课堂

去点击和浏览其他软件和网页，如果有，就要弹出弹

窗等提示同学认真听课、返回课堂，也可以增加组队

学习的功能，让同学们分为学习小组，小组学习成绩

会占期末成绩的一定比重，小组成员们可以互相监督

同学，如果有小组成员发现组员不在课堂的情况，要

对其加以提醒。通过各项功能的增设，可以营造更为

开放的线上课堂氛围，更为高效的艺术设计线上教

学。 

教学的成效不仅要看学生，更要看老师。对新上

线的课程，要对授课老师加以监督和审核，教学内容、

课程作业、教学大纲等，进行严格的评估和审核，实

际教学内容要和大纲一一对应，避免出现实际课程内

容和教学大纲不符的情况，浪费学生的时间和学习成

本。对于已经上线的现有教学资源，也要定期地进行

维护和管理，通过识别关键词的方式，校对某课程的

教学大纲是否完全体现在了教学内容当中，及时暂停

课程并将问题反馈给对应高校和教师，让相关负责人

对教学模块和具体内容进行整改，确保教学资源得到

了重新审核和校对之后才能再次上线。要提升教学的

服务与管理质量，意见收集工作要贯穿整个课程，管

理者需要设计完善的课程评价体系，根据专业特殊

性，创新教学评价方式，多听取学生的意见与建议，

确保尽早获取意见反馈，并对后续的课程进行及时的

调整，进而提升教师授课水平与积极性，促进良好在

线教学模式和有效的学习策略的形成。此外，考虑到

教师间年龄差距较差大，很多年龄较大的老教师有丰

富的教学经验，但是对于网络平台的使用却比较陌

生，这也是限制线上课程发展的一大因素，针对这种

问题，MOOC 平台可以考虑开发专属的教师平台，简

化平台的设计和使用流程，配置使用教程或专属技术

顾问，在课程的各个环节给年纪较大的教师或有困难

的教师详细的指导，降低使用难度，并为平台匹配专

门的技术人员，随时解决相关问题，让老师们可以不

被其他事物干扰，专心上课。 

在 MOOC 平台的课程最后的考核方式，也要根据

专业特殊性做出设计与改进，仅仅通过试卷与出勤率

无法评估设计专业学生的真实设计水平，最后的测试

应当是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发现问题能力、实践能力

以及创新能力的多方面的考核，做到客观全面的评价

学生水平。 

5. 结论 

本文指出了疫情下，越来越多的高校的艺术设计

专业转移到线上教学的现状，分析了将艺术设计应用

到 MOOC 平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且提出了基于专

业特殊性，在 MOOC 平台中进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应

当注重的问题。总的来说，高校要发挥主动性，从艺

术设计专业学生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改进教学模

式、优化课程结构、创新授课方法，通过一些具体的

教学模式与教学结构的改革，可以有助于提升艺术设

计专业学生的实际设计水平。在未来，艺术设计教育

将会在 MOOC 有更广泛的应用，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通

过在线教育，成为满足人才市场需求、为社会建设做

出贡献的设计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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