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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平台的多元化创新发展及其影响 荨荨

2012年兴起的 MOOCs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在全世界引发了教育信息化的新浪潮、 新挑战和新
机遇。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对 MOOCs 的反应从最
初狂热追捧亦或是质疑反对的情绪宣泄中逐渐平静

下来，进入理性思考进而务实应对的阶段。网络教学
平台是 MOOCs 发展的技术基础， 从一个侧面反映

MOOCs发展的动态和趋势。 本文从三个方面综述国
内外相关方面针对 MOOC 平台进行的多元化、本土
化创新发展之策，并探讨这种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最后分析平台发展对教育教学将会产生的影响。

一、典型MOOC平台加速研发进程
虽然 Coursera、Udacity 和 edX 在 MOOC 的发展

中占得先机， 但他们的技术平台都处于刚刚起步阶
段，与主流的网络教学平台尚有不小差距，由此也产
生了令人担忧的问题。 2013 年 5 月哈佛大学有 58
位教授联合签名要求对 MOOC 进行严格管理，主要
原因是由于学校的品牌为 edX 带来了很大的效益，
很多教师都担心由此产生的后果， 以及这个项目的
花费情况， 同时也有对技术平台能否真正促进学习
以及保障学习质量的担忧[1]。 为此，这些 MOOC 的运

营机构均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对各自平台进行深

度研发，同时他们还对外寻求合作，以期快速提升平
台的功能和性能。

EdX 试图借助 Google 的技术实力合作开发教
学平台。 Google 于 2012 年 9 月发布了 Course Bu鄄
lider。 这是一款用来传递免费在线课程的开源软件，
是 Google 涉入在线教育领域实验性的第一步。 由于
同在硅谷， 并都与斯坦福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
系，因此，Coursera 和 Udacity 对研发中的 Course Bu鄄
lider 项目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2]。 2013 年 10 月
edX 和 Google 宣布了新的合作平台———MOOC.org，
它是 edX 为非合作伙伴包括大学、机构、商业公司、
政府和教师个人建立和运营的新平台。

尽管斯坦福大学没有加入 edX， 但其研发免费
在线课程平台 Class2Go 的经验和技术实力仍然使
双方在学习平台的研发上走到了一起[3]。2013年 4月
edX 和斯坦福大学宣布将合作开发一个开源软件来
支持 MOOC 课程[4]。 2012 年 9 月edX 还曾宣布将与
Pearson 公司合作，完善课程的评价工具，为 MOOC
课程提供有监考措施的考试， 保证在线课程学习的
质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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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与 edX合作的学校可以将自己的技术工具
应用到平台之中，如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将融
合已有的分析工具到 edX平台之中， 用于测量学生
对免费学习材料的投入情况 [6]。 EdX 对 MOOC 合作
中过分苛刻的态度也有所缓和， 这从与德克萨斯大
学（University of Texas）的签约合同中可以看出来，
它不再强调一些特定条款的约定， 更注重与大学间
的合作，希望能够更好地促进教学平台的开发[7]。

Coursera 承诺会通过开发一系列工具为发展中
国家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 包括与翻译伙伴
合作提供视频的翻译字幕， 方便母语为非英语的学
生学习；对网站进行本地化，让学生能够更自如地体
验网站；与美国国务院在世界各地联合设立“学习中
心”；发布移动版，让学生能下载课程材料，并离线阅
读。 目前 Coursera 的 iOS 版本已于 2013 年 12 月份
发布， 但是只能提供基本的视频查看和浏览功能，
如果需要参与论坛、 阅读补充材料或者完成作业，
用户仍需要通过电脑访问教学平台 。 为了应对

MOOCs 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日常学生
注册数仅次于美国的增长最快的国家），2013 年秋
天 Coursera 还与网易公司合作， 提高了视频的高清
播放质量[8]。

Udacity 比较注重用户的职业发展，它与开放教
育联盟中的教育工作者和行业雇主合作， 旨在弥补
员工所需技能和传统大学教学内容的差距。 从 2014
年 1 月开始，Udacity 的部分课程将收取费用， 提供
更加全面完整的教学指导， 包括依据反馈不断修订
的课程计划、专门的私人指导教师指导。这里的私人
指导教师是一对一形式的， 他们会建议该课程是否
适合用户， 依据用户目标和生活方式建议和监督学
习进度， 并在概念学习和作业练习中提供详尽的指
导。学生完成课程要求后，将会获得一份经过认证的
课程完成证书①。其平台研发也在不断满足上述发展
的需求。

二、世界各国构建自己的MOOC平台
美国的 Coursera、Udacity 和 edX 在 2012 年先后

迅速崛起， 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MOOC 联盟机
构。然而三大平台的地位也并非不可动摇，目前已经
有不止一所学校或机构开始对它们持怀疑态度。 如
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美国一所著名的私

立文科院校，在 2013 年 4 月份的时候经过学校教师
的民主投票，拒绝了 edX 的邀请，没有加盟 edX 阵
营[9]。 其他类似的机构还包括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鄄
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奥克拉荷马大学（U鄄
niversity of Oklahoma）、 美国的机构合作委员会
（Committee 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等 [10]。 事实
上，MOOC 平台的建设与研发并不局限于美国，很多
国家已经开始建设自己的 MOOC 平台。

爱尔兰：早在 2007 年爱尔兰的 Alison 在线学习
系统就已经在为大众免费提供在线课程了。 这个平
台屡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奖励， 课程侧重于职场
培训，如管理、会计、客户服务、人力资源、卫生研究
和基本的业务技能。他们的口号是“免费注册学习”，
截至目前共发布了 600 门课程，有 300 万注册学生，
并且提供所有科目的免费认证。 2011 年已经有超过
5 万名毕业生拿到了证书及文凭[11]。

英国：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于 2012
年 12 月份专门成立了一家私人企业，宣布要推出一
个新的 MOOC 平台 Futurelearn， 旨在提供一些由著
名大学和机构开设的高质量课程， 增加人们接受高
等教育的机会。 作为英国的第一个 MOOC 平台，
Futurelearn 还将与英国文化协会 （British Council）、
英国图书馆 （British Library）、 英国博物馆（British
Museum）、21 所顶尖英国大学以及 2 个国际伙伴合
作。平台的第一批免费在线课程已于 2013 年九月中
旬上线，目前已有 44 门课程。 英国开放大学作为远
程教育的先驱者和佼佼者，它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
在线教育经验丰富， 这也将为新公司的发展奠定一
个良好的基础[12]。

加拿大：作为 MOOCs 的起源之地，乔治·西门子

（George Siemens）和斯蒂芬·唐斯（Stephen Downs）在
2008 年开设了 “联通主义与连接性知识”（Connec鄄
tivism and Connective Knowledge，CCK08） 课程是第
一个被定义为 MOOC的课程[13]。尽管加拿大的 MOOC
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但也涌现出了一些平台。 Text鄄
bookVideos 已发布 22 门 MOOC 课程[14]。Wide World
Ed 将与全国各地的大学和学院合作，提供非传统的
教育课程，包括有利于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
的课程，目前已经发布 6 门课程。

欧洲多国合作： 由多个欧洲国家参与的 MOOC
平台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正式启动， 平台被命名为

①Udacity网站. https://www.udacity.com/.

Thorough Analyse

59



20
14
年
第
2
期
总
第
22
1
期

OpenupEd，旨在将教育开放给所有人。 这个开放的
过程不仅仅是为学习者提供便利，也有助于教师、机
构和社会的发展，同时期望在不受教育理念、社会文
化环境和政策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引导高校采取
更加灵活的和创新的教学方法。 这个项目由欧盟委
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支持，参与国家包括英
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斯洛伐克、
西班牙等。 项目设立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所希望语
言种类的高等教育层次的课程。 平台提供的课程类
别涉及数学、经济、电子商务、信息技术、气候变化、
文化遗产、国际关系、语言学习等诸多领域。 如果学
生希望通过修学分获得学位， 需要根据每门课的情
况缴纳 25 至 400 欧元不等的费用。 OpenupEd 课程
非常注重平等性、高质量和多样化，其特征包括：对
学习者开放、 数据开放、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
法、自主学习、媒体支持的交互、识别技术（Recogni鄄
tion options）、关注质量和多样性等。 目前，平台上共
开设了 166门课程，涵盖 12 种语言②。

依据各 MOOC 平台官网数据、MOOC List 网站③

以及 Class Central 网站④，本文归纳了世界各国开发
的平台及其运行的课程数量（参见表 1），其中绝大
部分 MOOC 平台都是 2012 和 2013 年开始上线运
行的，体现了 MOOC 平台多元化、本土化快速发展
的趋势。

表 1 世界各国开发的平台及运行其上的课程数量

（截止 2014 年 2 月）

三、主流网络教学平台推出MOOC版
网络教学（或网络辅助教学）在近 20 年有了长

足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网络教学平台（或称学习管理
系统）的不断成熟。 借助多年研发的底蕴和经验，一

②OpenupEd网站. http://www.openuped.eu/.
③MOOC List网站. http://www.mooc-list.com/.
④Class Central网站. https://www.class-central.com/.

OpenSecurity鄄
Training 24

http://
opensecuritytrain鄄
ing.info/

Class2Go 10 https://class.
stanford.edu/

斯坦福大学

MRUniversity 7 http://mruniversity.
com/

乔 治 梅 森 大 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10genEducation 7 https://education.
10gen.com/

MOOC-Ed 6 http://www.mooc -
ed.org/

CreativeLIVE 467 http://www.
creativelive.com/

加拿大

TextbookVideos 22 http://www.
textbookvideos.com

Wide World Ed 6 http://wideworlded.
org/

欧洲 OpenupEd 166 http://www.
openuped.eu/

有 11 个欧洲国家
参与，涵盖 12种语
言

英国 Futurelearn 44 http://futurelearn.
com/

英国开放大学

爱尔兰 Alison 600 http://alison.com/
爱尔兰最大的免费

远程教育提供者

德国

Iversity 28 https://iversity.org/ 英语和德语课程

OpenCourse鄄
World

20
http://
opencourseworld.
de/

德语课程 （由信息
多媒体通信部门和

某些德国大学共同

开发）

OpenHPI 9 https://openhpi.de/ 英语课程

OpenSAP 7 https://open.sap.
com/

英语课程 （由 SAP
公司创建）

西班牙

Miriada X 122 https://www.
miriadax.net/

西班牙语课程 （由
Universia 大学和西
班牙电信学习服务

共同创建）

Unimooc-tec 4 http://www.
unimooc-tec.com/

西班牙语课程

澳大利

亚

Open2Study 238 https://www.
open2study.com/

澳大利亚公开大学

（OUA）

OpenLearning 54 https://www.
openlearning.com/

免费课程数量

uneOpen 10 http://www.
uneopen.com/

新 英 格 兰 大 学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巴西 Veduca 462 http://veduca.com.
br/home/index

葡萄牙语课程

日本 Schoo 467 http://schoo.jp/ 日语课程

印度 ApnaCourse 8 http://www.
apnacourse.com/

美国

国家 名称
课程

数量
网址 备注

Coursera 609 www.coursera.org/
目前课程最多的平

台

Udemy 580 https://www.udemy.
com/

Saylor.org 316 http://www.saylor.
org/

包含大学、K-12 和
职业发展课程

edX 131 www.edxonline.org MIT 和哈佛大学创
建的非盈利机构

CourseSites 68 https://www.
coursesites.com/ BlackBoard公司

Canvas Network 38 https://www.canvas.
net/ Instructure公司

Udacity 33 https://www.
udacity.com/

面向技能培训

NovoEd 24 http://novoed.com/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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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要的网络教学平台的研发机构纷纷推出 MOOC
版，以适应 MOOC的飞速发展。

（一）Blackboard 免费提供新的 MOOC 平台
全球最大的商业网络教学平台的提供商 Black鄄

board 在 2012 年 12 月宣布将与大学合作 ， 利用

CourseSites 平台提供 MOOC 课程 [15]，2013 年 7 月正
式宣布要向 MOOC 领域进军。 CourseSites 是一个免
费的、提供在线课程创建和便利化服务的平台，方便
中小学教师、 大学教师或者社区教育工作者为他们
的课程添加网络元素， 甚至可以允许他们整个将课
程放到互联网上。 目前该平台已有 74200 余名教师
用户，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网址，方便学生找到课程
页面。 CourseSites 基于已有的 Blackboard 平台技术
开发，着重强化了适应课程个性化建设、免费开放和
对外联系的功能 ， 如能够使用 Facebook、Twitter、
Gmail、Coursesites Live 同步聊天工具 、Groups 群组
聊天室、Journals 私人日志；通过勋章奖励，鼓励学生
进行课程交流；利用雅虎帐户进行登录；设置顶部导
航条；教师主页；课程邀请；发布课程成为开放教育
资源（OERs）。虽然 CourseSites 已提供给用户原有平
台的许多核心特性，但是相比较而言，那些具有合法
使用权的合作机构会享受有更多的功能[16]。

（二）Instructure 发布 MOOC 平台
Canvas 是美国 Instructure 公司于 2008 年开发

的一个商业网络教学平台，2011 年成为开源软件。
虽然其应用面和影响力与同样开源的 Moodle 和
Sakai 相比还有差距，但该公司对新技术和教育的新
发展反应非常灵敏。 2012 年 12 月公司针对 MOOC
发展潮流发布了新的 MOOC 平台———Canvas Net鄄
work[17]。 该平台对所有的机构、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
免费开放的， 并不局限于公司网络教学平台的原有
客户[18]。 全世界范围内的教师均可通过注册，按照自
己的意愿设计、开发课程。 目前注册 Canvas Network
的人数达到了 450 万。 Canvas Network 继承了原有
平台的教学工具，如移动应用程序、分析工具、第三
方工具（Kaltura、BigBlueButton）等[19]。 与典型的三大

MOOC课程的不同之处在于，Canvas Network 平台提
供的课程是由教师或者机构自己设计开发， 有的教
师会设定课程的选修人数，便于组织学生讨论，达到
更好的学习效果。有的课程还会为学生提供与教师、
与其他学习者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机会， 更加类似于
传统的大学教育环境。对于作业的评估，有的课程采
取同伴评估的方式， 有的课程是安排专业人士进行

批阅，有的则是将这两种方式相结合 [20]。 Instructure
公司已经拥有了一个现成的收入模式， 有雄厚的资
本来支撑新平台的运行， 去探索不同的在线教育模
式[21]。

（三 ） 清华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推出中国版

MOOC 平台
清华教育在线（THEOL）网络教学综合平台是清

华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于 1999 年开始研发的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平台，目前应用院校将近 400 所，是
国内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用户数最多、 应用最为广
泛的平台。 2013 年初面对 MOOC 的迅猛发展，该研
究所基于多年的研发基础， 并从人类学习方式发展
变迁的视角， 研究适应数字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在线
教育体系，提出了“泛在式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教育
系统”，即 U-MOOCS（Ubiquitous-Massive Open On鄄
line Course System）。 支持该教育系统的平台具有七
大特点， 即适应泛在学习方式； 基于多种学习理论

（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联通主义等）； 应
用多种教学模式（讲授式、探究式、任务式、案例式和
合作式等）；面向多种教育类型（基础教育、职业与成
人教育、高等教育等）；汇聚丰富的开放教学资源并
与其接轨；支持多系统、多终端的学习环境；可重组、
可扩展的开放式在线教育技术系统[22]。

四、MOOC平台多元化与本土化发展的动力分析
在典型 MOOC 平台加速研发的同时，各国也在

寻求构建自己的 MOOC 平台，主流的网络教学平台
加速推出 MOOC 版，这种多元化、本土化创新发展
的背后有其技术和非技术的驱动力。

（一）MOOC 平台的技术创新动力
根据 MOOC 的基本含义，其学习平台需要支持

大规模的开放在线课程。仅从这一要求来看，目前主
流的网络教学平台都可支持， 而且经过十多年的深
度研发， 这些平台的功能和性能从整体上都远远优
于刚刚起步的典型 MOOC 学习平台。 借助多年研发
的底蕴和经验， 主流教学平台的研发者迅速推出

MOOC 版不是一件难事。
然而，典型的 MOOC 平台在新技术驱动下展示

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为了适应 MOOC 大规模学习群
体的自主学习， 其平台偏重于探索解脱教师的学习
评价功能， 充分利用社交网站支持学习者的广泛交
流， 重视基于平台大数据的学习分析给予师生深度
反馈，将平台功能与课程设计、课件制作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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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提供了交互性很强的学习对象 （主要是视频
学习材料）和学习体验，给网络教学平台的发展提供
了新的启示[23]。

因此， 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应用模式的飞速发
展，尤其是其破坏性创新的特质，为网络教学平台发
展提供了无穷的技术驱动力， 它会使得平台研发有
可能出现后来者居上的局面。 从最新技术引入在线
学习这一角度来看，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平台研
发的竞争会日趋激烈。

（二）MOOC 平台的市场竞争驱动
网络教学平台，或称为网络学习平台，国外多称

为学习管理系统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e-
learning 平台等， 是在线学习的基础性技术平台，是
开展在线网络教学或网络辅助教学的必备条件，因
而形成了特定的产品市场。 国内外各类网络教学平
台不下百种，可将其分为通用平台和专用平台两类，
专用的含义包括专门为某个机构开发的， 和专门为
某类学科、课程开发的。通用平台又分为商业平台和
开源平台。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和淘汰，少数主流的
网络教学平台占据着大部分市场份额， 前者的代表
如 Blackboard 和 THEOL 平台 ， 后者如 Moodle，
Sakai，Canvas，Drupal 等。

面对 MOOCs 来袭，各个平台都给予了高度关注
并提出积极的应对之策， 市场之争关乎到已有平台
的利益和生死存亡。正如 Blackboard 教学部总监雷·
亨德森（Ray Henderson）所言：在进行了仔细的观察
之后，公司才决定要踏入 MOOC 领域，而非一时冲
动。 大学想要这些课程，如果我们不提供，他们就会
去其他的平台寻找， 而这种关系就可能会给我们带
来潜在的威胁 [24]。 因此市场竞争成为网络教学平台
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除了网络教学平台的研发者之外， 网络教育的
提供机构也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如英国开放大学与
相关方面联合推出 MOOC 平台：Futurelearn。 平台是
其提供在线学习课程和学位的技术基础， 是维护甚
至扩大其现有在线教育业务的必要条件， 也呈现出
了另外一种市场之争。

（三）MOOC 平台运营的管理权和掌控权之争
MOOC 运营的实体基础就是网络教学平台，虽

然其中的课程可以由不同学校来提供， 也可以多方
合作进行研发，甚至运营的收益也可以多方共享，但
归根结底平台运营的管理权和掌控权只能归属一

家。 这种管理权和掌控权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创新

的主导权和根本利益的归属权。
MOOCs 的兴起引起了教育界内外的广泛关注，

促进了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探索的积极性。 三个典型

MOOC 平台利用新技术在基于行为主义的程序化教
学模式探索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创新本身意味
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类 MOOC 平台仅仅支
持这种单一模式的教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诟病 [25]。
将各方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绑定到单一模式平台的

做法限制了多元化教育主体的创新活动， 研发支持
更多模式的网络教学平台就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需

要，也是争夺创新主导权的一种体现。
MOOCs 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品牌的建立与持续

发展，借此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这种利
益攫取的一种体现就是 MOOC 运营方借助技术平
台获取不断积累的关于教学行为的大数据。 基于这
些大数据不仅可以进行深度的学习和教学规律研

究，而且能掌控数据背后的安全问题。 “棱镜门”是美
国情报机构基于九家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业务平台进

行数据挖掘工作，从音频、视频、图片、邮件、文档以
及连接信息中分析个人的联系方式与行动， 从而为
美国国家利益服务。 虽然我们不能断定 MOOC 平台
会成为其分析的对象， 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掌控
这些大数据， 很难进行长期系统的教育教学创新研
究。

（四）MOOC 平台解决本土化教育教学问题的
需要

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主要是欧美少数几个

国家，MOOCs 的发展会吸引许多国家的学员选择这
些国家的著名大学，这样就可能造成这些国家的高
等教育的影响范围、影响人数进一步扩大，而非高
等教育强国的大学就要面临着挑战。 由此便容易形
成“强校愈强，弱校愈弱”的局面。 即使在美国，当各
种各样的从事 MOOC 的机构大肆争夺生源的时候，
由常春藤联盟大学主导或参与的机构明显比地方

高校主导或参与的机构占据优势， 而且是绝对优
势。 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著名教授开设的 MOOCs，
明显比地方高校的教授开设的 MOOCs 更有吸引
力。 这些著名高校还可以从 MOOCs 中获益，可以增
加他们的全球影响力和从新市场中获得更大的信

誉，从而出现“赢家通吃”的局面。 穆迪投资者服务

（Moody Investors Service）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预计[26]，
MOOC 的兴起可能有助于顶尖高校扩大受众范围，
提高声望并最终通过提供教学内容或颁发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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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获得收入。 报告警告称，免费在线课程越来越
受欢迎可能会给中小型地方院校和盈利性大学带

来一些问题。
上述论断虽然高估了 MOOCs 的作用，但是信息

与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普及应用， 使得知识经济
打上了数字化的烙印， 知识呈现出了数字化知识经
济时代特有的“网络化形态”，基于教室的传统教育
模式已无法适应网络化知识产生、 传播和应用的方
式， 高等教育从面授模式转向在线模式 （或混合模
式）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因此，每个国家都需要
借助技术的力量解决自身的教育教学问题， 迎接新
时代人才培养的挑战。

各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不同， 面临的教育教学问
题也会有差异，需要开发适合自身发展的 MOOC 平
台，为解决自己的教育教学问题奠定技术基础。正如
西澳大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
回应， 明确我们所代表的意义才是学校面临的最有
压力的问题，而不是 MOOCs[27]。表 1中体现出的各国
争相发展自己 MOOC 平台的态势正是这种解决本
土化教育教学问题的体现。

五、MOOC平台多元化创新发展对教育教学产
生的影响

各方对 MOOC 平台进行的多元化、本土化创新
发展必将对教育教学的许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支持学校混合教学改革

Coursera、Udacity 和 edX 的平台利用新技术在
基于行为主义的程序化教学模式探索方面前进了

一大步，但是这类平台基于单一模式，限制了不同
类型课程的教学改革。《纽约时报》于去年年底再次
发表文章称 [28]：MOOCs 的初步应用结果令人失望，
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大学教学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

网。文章引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一位教授的说法：
MOOC 似乎要死了，但 MOOC+永存，其意思是指刚
开始大家以为完全在线的 MOOC 课程可以替代传
统的面授教学方式，但现在来看应该发展在线与面
授混合的多种教学模式。文章又列举了一些大学利
用 edX 中的视频来辅助课堂教学，Coursera 将其一
些课程用于一些小班讨论课并配置辅导教师等例

子。
混合教学就是要把传统面授的优势和在线教学

的优势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既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
学习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要发挥教师

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 [29]。 MOOC 平
台的多元化发展将会支持混合教学模式的应用 [30]，
从而促进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从整体上提升所有
课程的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效。

一些研发机构正在探索支持更多模式的平台，
如“清华教育在线”U-MOOCS 平台支持多种类型的
课程包括基于视频讲授的步进式课程、 基于活动的
研究型课程等， 多种教与学的模式如基于案例、项
目、问题的教学，探究式学习和合作学习等，以满足
教师实施混合式教学改革的需要。

混合教学改革的实施还需要教师对学习资源

和学习活动在网络和真实教学环境中进行重新设

计、开发、应用、实践和评价，每个环节都需要发挥
教师引导、 启发、 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 U-
MOOCS 平台采用 Web2.0 的开放式网站群架构，支
持教师建设个性化在线课程， 自主掌控教学的进
程。 另外，开放教育资源的汇聚和推送服务，以及与
原有数字校园无缝对接的功能都能提高资源和数

据共享的水平， 大大减轻教师重复劳动的工作量，
提高教学效率[31]。

（二）基于平台的大数据学习分析促进数字化学
习的研究

MOOC 平台特别重视利用大数据的学习分析进
行学习反馈和教育研究。 学习分析 （Learning Ana鄄
lytics）可以为学生、教师和教育机构提供更多的实证
性依据，以支持学习、教学和教育决策，是当前发展
最为迅速的技术促进学习的研究领域之一 [32]。 学习
分析研究学会 （The Society for Learning Analytics
Research，SoLAR）定义学习分析为：测量、收集、分
析、报告学习者及其学习环境的相关数据，以达到理
解和优化学习过程与学习环境的目的 [33]。 美国新媒
体联盟 （NMC） 与美国高校教育信息化协会（EDU鄄
CAUSE）合作撰写的 2013 年度“地平线报告（Horizon
Report）”中预测，学习分析技术将在未来 2-3 年成
为高校主流的教学技术[34]。

本文研究团队研发的一系列教学管理系统和网

络教学平台 [35][36][37]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大量

合作院校与学生学习有关的数据。 这些数据包括学
籍、成绩等教务数据，作业成绩、讨论等学习过程数
据，视频，教材等教学资源数据。 在此基础上正在研
究设计学习分析工具， 不仅能够支持教师进行教学
优化设计，也可支持学生自我导向学习、学习危机预
警和自我评估，还可支持研究者获取实证数据、实施

Thorough Analyse

63



20
14
年
第
2
期
总
第
22
1
期

新的研究方法。图 1是学习分析的一个案例[38]。基于
网络教学平台运行积累的全量数据， 采用结构方程
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对某高校师
生教学行为进行多变量间交互关系的定量研究。 分
析数据样本选取了该校从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5
月一学期内网络教学平台中所有被访问过的课程，
共计 1471门， 涉及到 3 万多学生和 1 千余位教师。
这个关系图以定量的方式揭示了教师群体在线备课

行为对学生群体在线课程阅读行为的影响， 以及教
师教学指导与协助对师交互的影响等多种关系。 这
种基于动态采集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具有样本全、时
效性强、易于长期动态跟踪和横向对比的优势，必将
有力地促进数字化学习的研究。

图 1 某高校师生教学行为关系图

（三）促进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发展
虽然 MOOCs 仍然属于 E-Learning 的网络课

程范畴，离真正的在线教育（或称远程教育）还有
很大差距 [39]，但是 xMOOCs 借助于互联网引入商业
模式突破了百年来高等教育坚固的“知识产业链”，
吸引品牌大学的介入，为在线教育的发展带来新的
启示[40]。

MOOC 的快速发展展现了在线教育大规模运营
的前景，同时也推动了在线教育办学主体的多元化。
面对挑战和机遇， 已有的开放与远程教育机构也做
出了积极的回应。 作为在线和远程教育的先驱者和
佼佼者———英国开放大学推出新的 MOOC 平台 Fu鄄
turelearn，该平台不仅仅在技术上丰富和拓展了已有
平台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一新的机遇，与英国
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英国图书馆、英国博物馆
以及排名靠前的 21 所英国大学合作，为全世界学生
免费提供课程 [41]。 虽然 Futurelearn 平台上的课程不
归属英国开放大学， 但它掌控着平台的管理权和运

营权， 这种管理权和运营权意味着教育教学的主导
权和根本利益的归属权。 英国开放大学借助 Fu鄄
turelearn 的研发和运营不仅巩固了自身在远程教育
领域的地位， 而且增强了其在英国甚至欧洲在线教
育的话语权。

基于互联网的生态圈已经形成， 高等教育生态
圈也在互联网生态圈之中， 并与工作职业生态圈融
为一体，工作目标即是学习目标[42]。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发表的《学习：财富蕴藏其中》
指出：人类社会正在转型，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是
唯一的答案[43]。 MOOCs 以课程为单元进行运作的特
点使得其学习平台更加适合在线培训的应用。 经过
一定的定制研发，将会出现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学习
人群、不同学习周期、不同学习终端的专门MOOC 平
台，并适应不同管理服务和盈利需求，从而大大促进
终身学习的发展。

六、结束语
全球 MOOC 平台的多元化快速发展，以及各国

积极地针对本国国情促进 MOOC 的本土化创新和
应用态势表明，MOOC 运动正渐渐地从过分浮夸迈
入到务实创新阶段。 作为在线学习的技术基础，
MOOC 平台的多元化创新发展将会有效支撑高校混
合教学改革， 促进基于大数据学习分析的 E-Learn鄄
ing 研究，推进开放与远程教育进一步发展。

从 MOOC 平台多元化和本土化创新发展的内
在动力可以看出， 技术平台的研发关系到自主版权
技术的创新，教学平台市场制高点的争夺，在线教育
教学创新主导权和长远利益的掌控， 以及满足本土
化教育教学需要等重大问题。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
模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应该借助 MOOC 发展的
东风，着力创新研发自主版权的 MOOC 平台，从而
为解决自身的教育教学问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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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ersified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OOC Platforms and Its Influ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Cheng Lunan, Han Xibin & Cheng Jianga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E-learning platform is the supporting technology of online learning, so is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would be an indicator of the dynamic trend of MOOC progress. The development of MOOC platforms
is first discussed in the paper from three aspects: the typical MOOC ventures begin to realiz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ir learning plat鄄
forms and speed up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y countries develop their own MOOC platforms; and the traditional providers of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publish their MOOC-version platforms. Then the internal impetus to the diversified and localized inno鄄
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MOOC platforms are explored, includ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rket competition, platform management
right, and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of local educational issues. Finally some influences of the diversified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OOC platform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are analyzed in the paper, such as facilitating blended teaching in uni鄄
versities, improving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E-learning through application of the learning analytics,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Keywords】 MOOCs; E-learning platform;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Open and distance educa鄄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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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平台的多元化创新发展及其影响 荨荨深度阐述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公开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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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是一所以开放教育为主体、多元

办学、多种教育类型协调发展的现代远程开放大学。 学

校形成了由省电大校本部、10 所市级电大 （宁波除外）、

59 所县级电大、11 所直属学院（分校、教学点）构成的办

学网络（人网），并建成了覆盖全省各市县的卫星电视网

（天网） 以及基于互联网和宽带专用网的现代远程教育

系统 （地网 ），三网相互结合 、互为补充 ，以举办高等专

科、本科学历教育为主。 2008 年 1 月，经浙江省编委批

准，学校增挂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牌子 ，负责全省

社区教育工作。 学校本部（浙江省电大）位于杭州，是全

省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教学管理指导中心、网络技术与

信息资源中心、 学习资源制作中心及教育科研指导中

心，同时也招收学生进行办学。 因学校事业发展，拟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人员（列入事业编制）。 具体招聘岗位和要

求见下表：

应聘者请将个人基本情况、简历、两寸近期免冠彩照

一张、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科研成果等有

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各 1 份）邮寄或发电子邮件至校人

事处。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振华路 6 号 浙江广播电
视大学人事处：邮编 310030；咨询电话：0571-88064077；
联系人：徐老师（rs@zjtvu.edu.cn）。

需求专业 人数 学历 年龄
其他

要求

高等教育、成人教育、
远程教育、继续教育、
社区教育

若干 博士 35周岁以下

具有高级

职 称 者 ，
学历和年

龄可适当

放宽

国际商务 若干 博士 35周岁以下

社会学相关专业 若干 博士 35周岁以下

行政管理 若干 博士 35周岁以下

文化产业管理 若干 博士 35周岁以下

计算机相关专业 若干 博士 35周岁以下

电子商务 若干 博士 35周岁以下

土木工程相关专业 若干 博士 35周岁以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 若干 博士 35周岁以下

设施农业、设施园艺 若干

硕士研

究生及

以上

35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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