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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 increasingly raised people’s wide concern. MOOC provides 

students a new approach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 new model to learn. It becomes important learning method in Internet times and 

brings great impact to college education especially to computer course teaching.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MOOC and discuss the advantages of MOOC. The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of MOOC on the computer course 

teaching also is studied. At last we point that we need explore a novel teaching model that more suitable for computer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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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给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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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即 MOOC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便利的知识获取渠道和学习模式，

成为互联网时代人们学习的新途径，同时它也将会对现有的高等教育尤其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深入阐述了 MOOC

的发展现状及分类，并重点分析了 MOOC教学模式优势，深入研究了 MOOC 对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以期能够探索出

更适合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的新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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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全球互联网技术和教育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

共享的教育资源和开放的教育形式日益成为教育的热点话

题。其中，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在最近几年迅速发展，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在线

教学模式。MOOC 的根本目标是让学习者能够方便地利用互

联网络，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空闲时间来学习世界上最好的

课程，从而缓解教育不平衡的现象。 

2012 年被称作“MOOC 之年”，其标志事件是《纽约时

报》作者帕帕诺发表 “2012 年是 MOOC 之年”的文章，

从此 MOOC 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目前，目前国际上最有影

响力的 3 个 MOOC 网站是 Coursera、edX 和 Udacity。

Coursera是目前规模最大、注册学生最多的在线课程网站，

其学生数已超过 700 万。 edX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

佛大学联合创办的全球在线教育非盈利组织。而 Udacity 

则是在 2012 年 2 月由斯坦福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 斯朗

（Sebastian Thrun）创建的盈利网站。另外，2013 年又

被视为中国 MOOC 元年，在这一年，中国多所知名大学纷

纷加入 MOOC 平台。2013 年 5 月，EdX 宣布新增 15 所

高校的在线课程项目，其中就包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两所著名高校。同年 7 月，上海交通大学宣布加盟

Coursera，成为加入 Coursera 的第一所中国内地高校。

随后，复旦大学与 Coursera 达成合作意向，向 Coursera 

免费提供中文或英文教学的在线课程。 

MOOC 平台的创建多是起源于美国著名高校，其课程内

容也最先涵盖计算机专业的多门课程。同时，计算机专业

课程教学主要以计算机本身作为学习对象，而 MOOC 的基础

也是一台可以上网的计算机，两者的结合将会产生巨大的

优势，学生为寻找课程实验的对象而煞费苦心，而 MOOC 开

放共享的教学模式也将对计算机课程的教学模式带来巨大

的冲击。只需通过一部联网计算机，教师和全世界的学生

就能进行计算机课程授课、实验、讨论，而老师甚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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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控学生的实验和作业，在软件的帮助下开展实时评

估。这必将会对未来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授课教师面对全世界的学习者进行授课，与

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讨论，自己的思想也会受益匪

浅。因此，MOOC 的发展将为计算机课程教学提出一种新的

思路和方法，并会对未来计算机课程的学习和教学方法带

来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本文首先介绍了 MOOC 的发展现状及其分类，然后重点

分析了 MOOC 教学模式的优点，在此基础上研究了 MOOC 平

台对传统高等教育尤其是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最后本文指出我们需要在现有 MOOC 教学方式的基

础上探索新的更适合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学模式。 

2．MOOC 的现状与三大平台 

MOOC的本质是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开放在线优质课

程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名校名师优质课程资源的大规模

学习共享[1]。MOOC 是在互联网技术成功运用于教育、开

放教育的理念得到社会认可、社会化学习成为一种主要学

习形式的背景下出现的[2]。该课程模式的出现引起了远程

教育和开放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培训行业的广泛关注。按照

学习理论分类，MOOC 可以分为基于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的 

cMOOC ( Connectivist MOOC) 和基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 

xMOOC 两种模式[3，4]。其中在 cMOOC 课程模式中，教师

不是课程的主导者，而是更多地扮演课程发起人和协调人

的角色，学习者在 cMOOC 中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学习者在

课前了解课程内容、课中从大量的讨论信息和共享资源中

提取知识、课后又利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工具继续自发

地交流、组织协作，构建知识。xMOOC 则比较接近于传统

教学模式。在学习固定知识点、完成知识的传播和复制方

面，xMOOC 具有很高的效率。不仅如此，xMOOC 学习活动

的设计与展开都针对学习者精心设计，有利于培养学习者

的兴趣，有利于保护学习者的求知欲望，有利于使学习者

掌握获取知识、构建知识的方法。目前最流行的三大平台

Coursera、 edX 和 Udacity 都是基于 xMOOC 模式。 

2.1 Coursera 

 Coursera 是目前最大的免费公开在线课程网站，由美

国斯坦福大学两名计算机科学教授吴恩达( Andrew Ng) 和

达芙妮•科勒( Daphne Koller) 创办，旨在同世界顶尖大

学合作，向全球免费提供在线网络课程。Coursera 的首批

合作院校包括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4 所名校。目前，Coursera 平台目前聚

集了来自全球 19 个国家的 108 个教育机构，包括美国、

欧洲、澳大利亚、中美和亚洲的顶级大学，为来自世界各

国的 700 万学员提供了超过 600 门免费课程。Coursera 与

高校的合作模式是在双方签订协议达成共识的基础上，

Coursera 提供技术开发和支持，各高校授课教师或团队开

发和设计网络课程，共同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学习

服务和支持。自 2012 年 4 月成立以来，Coursera 的快速

发展令人瞩目，为全球越来越多的学生提供着高质量的学

习机遇。 Coursera 不仅激发了高校及教育工作者利用新

技术改进校园教学的热情，还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对学习

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打破了传统上地域以及成本等带来

的阻碍。 

2.2 edX 

 edX 是由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在 2012 年 5 月

份联合推出的非盈利性教育网站，旨在以突出的教学设计

为学生提供互动式在线学习。 edX 希望能够继承 

MITOCW( “MIT Open Course Ware”) 开放、共享优质教

育资源的使命，创建一个反映学科广度和深度，为学生提

供新的在线学习体验的网络课程平台。开展 edX 项目的目

的不仅是配合校内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和推广在线教育，

而且通过学生学习过程数据的分析，研究技术在教学中的

应用，探索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学习效果。edX 提供的课程

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了法律、历史、科学、工程、商科、社

会科学、计算机科学、公共卫生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截止

到 2013 年 9 月初，参与的大学包括： 美国的麻省理工

学院、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28 所世界各地

的顶尖高校。目前，EdX 已经吸引了超过 90 万的学生。

其课程的形式主要由在线视频、网页插入式测试以及协作

论坛组成。EdX 平台以交互式学习设计为特色，平台特征

包括： 自定步调的学习、在线讨论小组、基于 Wiki 的协

作学习、针对学生的学习进程进行及时的评价、在线实验

室和其它的学习交互工具。此平台不仅作为收集和分析学

生学习过程数据的实验室，而且旨在为学生创设一个世界

范围内的学习共同体。 

2.3 Udacity 

 Udacity 是由斯坦福大学教授于 2012 年 2 月创办

的盈利性机构。Udacity 旨在重塑 21 世纪教育，通过 

Udacity 平台给各阶层想学、乐学的人带来可获取的、低

廉的、高参与的高等教育，来缩小学生技能与就业所需素

质之间的差距。Udacity 已经发布 24 门课程，分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三个水准，仅限于商学、计算机科学、数学、

物理学和心理学五个学科领域，并且着重于实际应用，比

如教你“如何建立一个博客”，以及“如何构造一个网络浏

览器”。 Udacity 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学生能有更好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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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教师选择上，Udacity 在选择教师时依据的并非

是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而是他们的教学水平。Udacity 的

课程一部分是由教师自行设计，一部分是与 Google 或者

微软等公司共同设计推出。Udacity 提供的不仅是单向的

在线视频，更多的特色在于其高度交互性、基于项目练习

的学，基于微视频学习的寓教于乐，基于真实情境的学习，

高度参与的学习社区。 

3．MOOC 的特点 

MOOC 提供的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在线教学模式，

具有包括课程目标、课程组织者、话题、时间安排、作业

等完整的课程结构。在 MOOC 教学模式中，课程组织者通

过课程中心平台发布课程内容、组织学习活动、发起讨论

主题，学习者注册后登录课程中心平台参与到学习中，并

通过博客、论坛及其他社会性学习工具等记录学习笔记，

分享学习体会，进行学习交流。课程组织者对学习、讨论

等与学生的互动活动中由学习者生成的内容进行整理和筛

选，使用电子邮件或者社交媒体软件反馈给学习者。可按

课程的进度学习到最后或者中途放弃，但完成作业并通过

测试之后，才可获得该门课程的电子学习证书。与传统的

高校计算机专业课堂教学相比，MOOC 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3.1  MOOC 的开放共享全球化思维 

 MOOC 之所以成功，因为它能抛开各种成见与局限，真

正将资源开放与共享理念运用到实践中，让资源最大程度

地为大众共享，为社会服务。这极大改变了资源开放与共

享仅仅停留在小范围内造成优质资源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而造成资料浪费的弊端。因此，MOOC 的一个朴素而又

不新颖的开放共享的全球化思维，它将全球真正视为一个

地球村，这样，它才能超越地域的界限、跨越行业的门槛，

真正为全球具有需求的人士提供帮助；正是这种开放的、

可共享的、无私的奉献精神往往能打动人，产生强大的影

响力，散发出十分迷人的光芒。在 MOOC 现象上，我们看

到了这种无私的开放与共享的价值是无法衡量，只有站在

相当的高度，才能产生相当的影响，也只有为大家服务，

才能被大家承认和接受。由此可以看出，在当今世界，开

放共享的全球化思维是一种基本的而又容易被人忽视的思

维，开放共享的全球化视野促成了 MOOC 获得巨大的成功。 

3.2  MOOC 具有大规模、多层次的协作交流特点 

 MOOC 的视频课程中设置了与学习者的互动环节，一般

是在完成本节视频单元中知识点的讲解后，平台以客观题

的形式进行内嵌式的随堂测验，学习者只有答对问题才能

继续学习。另一方面，MOOC 平台上的课程论坛提供了师生

之间的交流功能。教师可以设置讨论话题，学生可以就话

题展开讨论，分享观点，也可以自主发起话题或提问。其

它学习者可以解答，也会有专门的课程助理解答。学习者

还可自发利用博客、Facebook、微博、QQ 群等较为熟悉的

平台开发第二课堂，进行更多形式的互动。 

3.3  MOOC 的重视一线教学思维点 

 面对目前我国由于云计算、移动互联及物联网等新兴

信息技术的兴起而诱发的智慧校园的建设热潮，让我们感

觉到教育信息化似乎又发展到了新到阶段。然而，目前这

些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对教学一线的帮助不明显，或者说

关注度不够。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对教学一线的有实质

性帮助的 MOOC，就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学习 MOOC 

的热潮。不管 MOOC 今后发展如何，它用事实雄辩地证明

了教育信息化的重点应该是在为教学一线服务，因此，教

育信息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为教学一线服务，只有这样，

教育信息化才能真正找到出路，才能事半功倍而不是昙花

一现。 

3.4  MOOC 全面及时的学习评价和反馈 

 除了课程中内嵌式的即时测试之外，MOOC 平台设置还

包括课后测试和平时作业模块。课后测试以客观题为主，

学习者在做答之后即时获得正误反馈和讲解。平时作业一

般是一些开放性的主观题目，课程组织者公布了详细的评

分标准，学习者上传作业后由老师或者其他学习者进行评

阅。有的 MOOC 平台甚至规定了每个学习者要评阅规定数

量的他人作业才能算有效完成本次作业。期末考试是学习

者完成本课程学习的最后环节，学习者只有按 MOOC 平台

的要求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后才会得到课程学习证书。对

于课程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学习内容，如讨论话题、提交

的平时作业、学习者提出的常见问题等，MOOC 课程组织者

团队会对其进行分析、整理和总结后反馈给学习者。同时，

这些反馈信息又可作为新一轮 MOOC 的课程资源。 

3.5  MOOC 的大数据思维 

 MOOC 最重要的价值是创造了一个世界范围内任何人

都可以自由出入的大学堂，由此推动了工业文明造就的封

闭大学课堂向信息时代开放、共享、多元“学堂”的历史

性转变[5]。MOOC 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大课堂，它

将有用的教学数据视为教师和学生的数据海洋，它适应了

当今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由此客观上符合了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育理念的要求，同时也客观上促进了教师个体向

课程团队的转变以及教师中心向学习者中心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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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OOC 给计算机专业教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MOOC 打破了大学围墙的界限，使得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不受时间、空间和年龄的诸多限制。目前三大 MOOC 平台

的注册报名人数已超过几百万，这对社会大众有着非常大

的影响，对传统的高等教育特别是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带

来了极大的挑战。我们相信，MOOC 必将对大学的课程设计

与开发、教学组织、学分认证、师资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

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方面。

MOOC 的开放特性构成并彰显了其独特的创建、结构以及运

作，这为传统大学的课程开发、教学组织和运作提供了独

特的思路。 

4.1  以资源共享作为资源建设的重点 

 在网络信息时代，业内人士一致认为高校教育信息化

建设应“以网络为基础、资源为核心、应用为根本、管理

为灵魂”，因此资源的核心地位是不容质疑。优质的资源才

是 MOOC 获得广泛认可并迅速推广开来的最根本原因。因此

我们在开展在线教育时，应该高度重视学校的优质资源，

在视频制作和课程团队建设方面应该给予适当倾斜。另外，

MOOC 开放、共享的全球化思维给我们计算机专业课程源的

建设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本校的优质校

本资源，我们在资源建设理念上将做一些调整，即工作重

点由原来资源库建设向资源库管理进行转型，做到“少建

库、多修渠”，侧重做好资源共享的道路建设，而建库工作

主体向各院系倾斜，要充分利用各使用单位的人力资源。 

4.2  继续加强信息资源对教学一线的支持作用 

MOOC 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对教学一线产生了

实际性作用，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思考。因为目前各种新兴

技术的兴起让大家有些应接不暇甚至有些迷失方向，而 

MOOC 的出现无疑给大家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因此，

MOOC 的出现让我们更加坚定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重点应该

是支持教学、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只有抓住了

这一根本，我们的教育信息化事业才不会事倍功半，才不

会走弯路。我们要想进一步提升计算机专业课程的教学质

量，就必须进一步加大研究信息技术对教学一线的支持工

作的研究力度，并稳步推动翻转课堂的建设工作，研究新

技术对当前教学的支持作用，做好了一两个成功的案例后

以便在全院乃至全校范围内进行推广。 

4.3  探索大学教学模式创新 

 高校教师应转变“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讲台下听”

这种传统的传授式教学理念。MOOC 正是一个改变传统教学

模式的时机，高校应当顺应信息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积极探索将在线学习、混合学习以及翻转课堂之类的创新

性教学模式有机融合到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中去。在这个

过程当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关键在于观

念的改变，从教师到学生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已有教学

和学习观点。 MOOC 的平台上，教师与学生将会充分讨论，

来自全球各地的学习者会将各种问题抛给教师，也许完全

超乎我们想象。教师的角色也会发生重大改变，不在于将

知识传授出去，更多地是在于启发学生以及引导学生进行

更有效的学习。在学生层面，多年来在固有教学模式下成

长的学生习惯了应试教学模式，而 MOOC 的教学模式完全

不同。大学可以充分利用现有 MOOC 课程，鼓励计算机专

业课程教师部分使用或者完全使用现有的高质量的 MOOC

课程。 

5．结束语 

随着在线课程的发展和功能的不断完善，基于 MOOC 

理念构建的高校课程教学模式，能够突破校园界限，必将

吸引大量的用户进行在线学习。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和

学习者数量的不断增加，在线学习平台中积累了每个学习

者的学习行为数据，如学习者的选课内容、上网时间和时

长、对某个知识点的学习时长、学习次数、查阅过的学习

资源等数据，因此可形成教育大数据，这些教育大数据的

积累又将会为探索新的个性化的教学模式提供重要支撑。

必须指出的是 MOOC 平台的蓬勃发展必将促进高等教育事

业的不断发展，尤其会对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产生深远的

意义。为此，本文对 MOOC 的现状及其分类做出了深入的讨

论，并分析了 MOOC 的优势，同时提出了 MOOC 对计算机专

业课程教学的机遇和挑战，最后指出我们应当基于 MOOC 先

进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更加适合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的新

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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