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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的兴起，成

为国内外关注与研究的热点之一。 关于 MOOCs 和现有远程

教育运行方式的关系，不同学者的观点不一。

乔治·西门子（George Siemens）等认为，远程教育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1833 年， 它多年来致力于为更多的人提供学习

机会， 英国开放大学的建立是成功的尝试，MOOCs 正是这种

趋势的延续 [1]。 塔玛·列文（Tamar Lewin）认为，MOOCs 是远程

教育领域的新发展 [2]。 而大卫·马兰（David J. Malan）则表示，

远程教育并不新鲜。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大学就已经通过

多种媒体形式向学生提供课余学习资料[3]。托尼·贝茨（Tony Bates）

认为，xMOOC 运动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网络学习方式和

有用的技术， 一些所谓的新技术早在 40 年前就在远程学习

领域为大家所熟知。 而约翰·丹尼尔（John Daniel）的态度更不

乐观：在开放教育的历史上，提供免费的、非认证的课程是失

败的 [4]。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MOOCs 的发展对于高等教育将造

成很大的冲击。 当各种各样从事 MO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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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优势，并且是绝对优势。 常春藤

联盟大学著名教授开设的 MOOCs 明显比地方高校教授开设

的 MOOCs 有更大的吸引力。 不仅如此，这些著名高校还可以

通过 MOOCs 增加全球影响力，并在新市场中大获信誉，从而

出现 “赢家通吃 ”的局面 [5]。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6]在其公布的一份报告中称，MOOCs 的兴起

可能有助于顶尖高校扩大受众面，帮助他们提高声望并最终

通过提供教学内容或颁发证书获得收入。 报告也预警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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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大学带来冲击 [7]。

那么，MOOCs 的兴起会对现有的远程教育产生哪些方面

的启示？ 发展更为成熟的远程教育又会给 MOOCs 的进一步

发展带来哪些经验？ 本文将从在线教育运行机制的视角，对

MOOCs 和现有远程教育运行方式进行系统比较，并分析这两

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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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 MOOC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兴起，各界对其与远程教育的关注逐渐升温。 从在线教育运行

机制的角度，对 MOOCs 和现有远程教育运行机制进行对比分析：首先选用比较分析研究法，提出对比指标项

的选择依据，选取 MOOCs 的三个典型机构———Coursera、edX 和 Udacity 以及远程教育的代表机构———英国开

放大学和中国国家开放大学作为比较对象。 其次从总体规划设计、教学环境、资源建设、师资发展、支持服务、

教育管理与质量保证、成本效益和盈利模式、社会认可等八个方面，逐一比较 MOOCs 与现有的远程教育运行

机制。 结果表明，MOOCs 在运行机制方面的探索将给远程教育的发展以新的启示，体现在 MOOCs 借助“名

校、名师、名课”效应，增加课程的影响力；采用“高校加盟、统一平台、统一制作”的协同运作方式；运行主体由

传统的教育机构转变为公司等。 另一方面，MOOCs 仅以名校声誉作为质量保障的基础，缺乏有效的学习支持

服务，也不具备系统、完整的教学管理体系。 所以，更为成熟的远程教育则能够为 MOOCs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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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制定在线教育运行机制

比较的指标项， 选择 MOOCs 和远程教育的一些代表机构进

行比较分析。

（一）描述在线教育运行机制的指标项选择

在线教育的运行机制包括教育教学运行机制和商业运

行机制。 有学者从教学方法、商业模式、课程质量与完成率、

评估和学分四个方面对 MOOCs 和开放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概

括性的分析[8]。 一个教育机构既有静态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动

态的业务流程。MOOCs 和远程教育机构虽然在组织结构上差

异很大，但要完成教育教学过程，则都需遵循特定的业务流

程。 从商业的视角来看，即使是以“培养人”为出发点的教育

机构也要进行成本控制和利益追求，以便达到可持续发展的

生存目标。 “任何教育机构在做出决策时必定会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9]。”

经过多年的发展，远程教育形成了自己的运作体系和机

制，研究者将其概括为八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10]：（1）总体规划

设计：在线教育系统的分析、设计和决策；（2）教学环境：在线

教育中的信息技术和媒体教学环境建设与运行；（3） 资源建

设：教学系统的课程设置、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4）师资发

展：具有在线教学能力的师资团队的建设和发展；（5）支持服

务：在线学习和在线学生的支持服务；（6）教育管理与质量保

证：在线教育教学管理、质量保证和学分认证；（7）成本效益

和盈利模式：在线教育成本效益分析和盈利模式确立；（8）社

会认可：在线教育的评估和认可。 本文就依据这八个方面展

开比较分析。

（二）比较对象的选择

在众多 MOOCs 运营机构中，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

niversity）教授创办的 Coursera 规模最大、课程覆盖面最广 [11]。

据其官网介绍， 目前有超过 460 万学习者，437 门课程和 86

家合作机构。 edX 是由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联合运营

创建的非盈利甚至开放的资源平台， 致力于提供含金量最

高、最知名的课程 [12]。 而最早创办的 Udacity，将自己的发展限

定在特定领域内，课程最为灵活，没有学习的起始和结束时

间。 同时，在免费的课程认证之外，提供收费的测试，其结果

专为用人企业提供 [13]。

在以学历教育为特征的远程教育机构中，英国开放大学

成立于 1969 年， 是欧洲甚至世界开放与远程教育的先导之

一。 该校全英综合排名前十，教学研究水平位居第三，师资水

平仅次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14]。 中国国家开放大学于 2012

年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建立，面向全社会提供高等

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培训以及公共服务，是在校接受远程

开放教育学生人数最多的高等学校 [15]。 目前，其注册学生 359

万人，其中本科学生 105 万人，专科学生 254 万人，包括近 20

万农民学生，10 万士官学生，6000 多残疾学生 [16]。中国国家开

放大学以实现有支持的开放式学习为目标，探索以学习者为

中心，基于网络自主学习、远程学习支持服务与面授辅导相

结合的新型学习模式[17]。其前身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有 30 余

年发展历史的，是目前全球在校学生最多、规模最大的远程

开放教育教学系统 [18]。

本文选择 Coursera、edX 和 Udacity 作为 MOOCs 的代表，

以英国开放大学和中国国家开放大学作为提供学历的现有

远程教育的典型代表。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总体规划设计

总体规划设计是远程教育办学中必不可少的前提，具体

而言，包括系统分析、设计决策和制定规划。 首先，系统分析

的内容主要包括对课程和学生子系统构成要素、结构、功能

和特点的分析以及对系统的分类。 其次，设计和决策是在对

社会环境、市场、教育需求、学生、课程和资源等状况进行调

查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决定采用什么样的在线教育系统。

最后，在设计和决策的基础上，对以学生和课程为主的子系

统进行具体规划并制定系统开发的组织实施方案 [19]。

以英国开放大学的总体专业和课程设置为例，由于学生

来源各异，入学动机各不相同，学校为了满足学生实践技能、

单纯兴趣或者研究需要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在进行专业的总

体规划时，遵循了紧密结合社会需要的原则，涵盖众多学科

门类，并充分保证如设计、计算机、发展研究、教育、数学、社

会政策等专业要求较高的教学水平 [20]。 中国国家开放大学也

在办学之初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和教育市场等因

素，明确潜在的对象学生，有的放矢的开发教学系统。

相对于开放大学而言，MOOCs 目前整体上处于汇聚课程

阶段，尚未看到通过“总体规划设计”，面向社会需要，开设经

过系统化设置的专业，全面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的举措。

（二）教学环境

教学环境主要是指网络教育中教学媒体、教学平台、管

理系统等全方位支持教学的软硬件环境建设， 不仅包括对

学习资源建设和学习活动的支持 ，还包括招生、培养 、认证

等全过程的教学管理。 英国开放大学和中国国家开放大学

都是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的流程全面构建了上述教学平台和

管理系统 [21]。

MOOCs 目前只是为加盟高校提供了网络教学平台，并按

照统一要求来建设课程的资源和内容等。 由于 MOOCs 向全

球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注册，所以，它并不像开

放教育机构那样要考虑招生和培养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为了

保证课程的质量，MOOCs 机构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课程考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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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方面的工作。 如，Coursera 目前已经为医学、管理学和人

文学科等 44 门课程提供学业认证， 并有 5 门课程提供美国

大学的学分推荐服务认证，同时正在通过建设签名追踪服务

系统和著名考试公司 Pearson 合作来进一步完善课程的考核

评价方式[22]。

（三）资源建设

资源建设方面，主要从课程设置、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

两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其中，课程设置对教学系统而言是

第一要务。 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的核心是课程材料的设计、

制作、发送、评估和更新 [23]。

1.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国国家开放大学提供学历与非学历

教育。 据官网数据，针对学历继续教育，已开设 26 个本科和

69 个专科专业，建设了 1170 余门课程资源；针对非学历继续

教育， 已开设 1500 个非学历教育的视频公开课和 372 个网

络课程或课件 [24]。 它的课程设置开放灵活，实行多级开课体

制，中央（总部）负责开设公共基础课、通用性大的专业基础

课和若干骨干专业课，地方（分部、地方学院、学习中心、行业

和企业学院）则负责开设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

课程和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25][26]。

相对于中国国家开放大学，英国开放大学更注重通才教

育，课程设置也覆盖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其课

程分为四个等级：一级为基础课程；二级为多学科交叉的综

合课程；三、四级为专业课程。 课程可以板块式组合，以适应

成人学习时间不足且分散的特征 [27]。此外，其选课制度自由灵

活，仅有很少量的限制，例如，学习者需要通过一门基础课程

学习后，才允许选学较高层次的课程。

而 MOOCs 目前尚未发展到根据专业系统化设置课程的

阶段，但其课程建设一直秉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站在

名校的起点上，注重名师效应 ，追求课程品质 ，树立品牌形

象。

2.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

在课程开发方面，中国国家开放大学针对每门课程都配

备了完整的课程设计与开发团队（包括组长、主讲教师和技

术人员），定位明确，能够充分整合各方面课程资源，建成了

大量的成人教育、职业教育课程和企业培训资源 [28]。

英国开放大学的课程开发体系更为专业， 主要包括立

项、开发、制作和反馈等四个环节，一般开发周期 2-3 年。 立

项环节，学科小组需将可行性研究及课程设置报告提交学术

委员会；开发环节，其课程组机制极具特色，被广为推崇，负

责开发的人员具有多方面的专业和技术背景， 包括学科专

家 、辅导老师 、媒体制作人员 、管理人员 、设计人员 、技术人

员、课程协调人员、审读、负责版权事务的人员、网络专家等；

制作环节，英国开放大学与英国 BBC 广播公司合作，合力保

证课件内容精致、形式精美；反馈环节，所有开发的课程均有

半年到一年的试用期，并在使用中不断修改，一般每三年修

订一次。 此外，英国开放大学采用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包括入

门级课程、短期课程、本科三级课程以及硕博课程 [29]。

MOOCs 一般提供课程平台 ，将课程设计工作留给各加

盟高校 ， 在课程内容方面给予各学校和教师很大的空间 ，

很多教师可以对课程进行自由设计 。 但事实表明 ，很多学

校教师的课程设计质量并不高。 针对这一现象，托尼·贝茨

（Tony Bates）认为，单凭个别教师的课堂教学经验来设计网

络课程的 “独行侠 ”的方式 ，不可能开发出高质量的课程 。

好的远程教育需要拥有不同技能的专业化教学团队的支

持 [30]。

（四）师资发展

师资发展指网络教育的教师队伍建设，不仅包括一线教

学教师，也包括课程辅导教师。

英国开放大学的师资队伍水平无论从数量、 还是质量

上都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准。 据 2008 年的统计数据，该校的

师生比（包括兼职教师在内）已经达到 1:24.8，同时教师招聘

录用的标准也相当严格， 该校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引进世

界顶尖的旗帜性人才。 此外，该校的地区学习中心也会依据

学术资格、相关教育经验招聘兼职辅导教师，其中一半以上

都是来自于大学的专职教学人员 [31]。学校还为兼职教师提供

培训， 这既考虑了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也保障了开放大学

的教学质量 [32]。

中国国家开放大学也拥有一支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目

前拥有专职教师 5 万多人， 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超过 2

万人，占教师总数的 37%[33]。

MOOCs 的授课教师都来自于世界顶尖名校，一方面名校

名师的效应本身对于学习者就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

很多教师通过 MOOCs 的课程效应也迅速成为 “教学明星”，

为所在高校赢得了 “口碑”， 反过来又极大地提升了 MOOCs

机构的知名度。但是，MOOCs 缺乏辅导教师的配置，更无师资

发展支撑体系的建设。

（五）支持服务

支持服务是对于在线学习者和教师学习与教学的技术

性和服务性支持。 研究表明， 要提高远程教育学生的巩固

率，需要积极主动的针对学生学习动力的工作机制，其核心

就是向学生伸出援手、及时干预，提供有效的支持服务 [34]。

英国开放大学建立了本部、 地区中心和学习中心三级

学习支持服务体系。 本部负责制作教材、制定管理制度、提

供认证服务、抽查作业及试卷 、处理学生申诉 、通过问卷进

行学生调查等事项；地区中心负责协助学生选课、制定职业

生涯规划 、办理与学费有关的事宜、提供学习场所 、解答学

生问题、为学生提供针对性指导 、提供学习设备 、服务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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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等事项； 学习中心（300 余个） 负责为学生发放面授安

排、组织自主学习小组及新生见面活动、提供设备及视频会

议、安排考试等事项。

为了保证学习效果、督促学生完成学习过程，英国开放

大学从入学到考试，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开始学习之前，学

校会提供丰富的网络资讯服务和学习资源服务， 包括详细

的学校简介 、入学资格 、资料查询 、学前准备以及为无法参

加入学活动的学生提供的虚拟暑期学校服务 。 同时还会提

供完备的课程材料 ，不仅包含教学内容 ，也包括教学要求 、

学习指导、作业安排、考试说明等。 更重要的是，学校会为每

名学生设置导学教师，提供全过程的学习指导，具体包括入

学前指导、基础课程学习和职业生涯咨询指导。 学生在遇到

学习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准确的帮助， 作业也会有专人批

改 [35]。每名辅导老师所辅导的学生不超过 25 人，学生对辅导

老师的帮助有非常好的评价。 研究生导师组制也值得一提，

申请研究生课程的学生与导师每月要进行一至两次会议 。

这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并不是说学生想要什么就

给什么，而是尊重学习者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以提高学习者

的工作生活能力为目的 [36]。

中国国家开放大学致力于探索基于网络自主学习、远程

学习支持服务与面授辅导相结合的新型学习模式。 从 2011

年开始，其前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就通过依托各级电大资源

建立的分布全国各地的学习中心，来解决远程教育学生的孤

独感和学习集体缺失问题 [37]。学校通过提供面授辅导和高清、

快速的双向视频系统来促进师生实时交流，为学习者提供随

时随地的远程学习支持服务。 同时，学校成立了远程接待中

心，负责解答各类咨询，提供奖学金、数字图书馆、毕业证书

查询服务。

刚起步的 MOOCs 虽有个别课程拥有人数较多的教师团

队，但大多数课程教师都没有足够的精力满足所有学生学习

辅导的要求。 MOOCs 所能提供的学习支持非常有限，也鲜有

专职人员为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进度提供专业、具体的指

导意见。 此外，由于 MOOCs 课程学习给予了学习者很大的自

主性，教师引导的力度较弱，也很容易导致学习者没有什么

收获 [38] 。 MOOCs 在点对点的交流 [39]、面对面的交互和教师反

馈等方面 [40] 的缺失也备受指责。 奥蒙德·辛普森（Ormond

Simpson）指出，“除了课程资源，并没有任何的学习支持服务，

所有考核也是基于电脑进行的”。但是，MOOCs 目前这种大规

模的学习者群体， 在课程之外通过 Meetup 建立的自组织学

习型社区，则在学习互助交流方面展现了良好的潜力 ，将有

助于网络环境下“学习型组织”的研究与探索。

（六）教学管理与质量保证

教学管理是在线教育办学机构对教师、学生、教学行为、

学习行为、教学资源、教学技术手段应用及教学过程主要环

节和组织机构的管理程序和方法，质量保障贯穿招生、培养、

考核和认证的全过程 [41]。

1.招生准入

英国开放大学在研究生招生中， 非常注重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学术潜力，要求申请人提交研究提案，通过后方能入

学，非本土的学生还需要电话或者网络面试。 中国国家开放

大学 ,学历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高中毕业文凭或同等学历

的中国公民， 没有入学考试， 考试要求一般是高中基础知

识，具体的招生、考试等环节由地方学院负责。 继续教育课

程或其他非学历教育的学生无需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 采取

课程注册模式 [42]。 MOOCs 则没有任何门槛，向全世界所有学

习者免费开放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人都能学习到开

放的课程。

2.管理体制

中国国家开放大学采取总部、分部两级管理体制，按照

“统一战略、共同平台、资源共享、相对独立、各具特色”原则

运行。 办学体系包括总部、分部、地方学院、学习中心、行业和

企业学院，在统一指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院校的作用。

中央电大负责制定指导性学科类教学计划或参考性专业教

学计划，管理内容相对宏观等事务；省级电大负责制定实时

性专业教学计划；而基层电大则制定具体的课程设置与教学

环节的操作性教学计划 [43]。英国开放大学与我国情况类似，也

采取统一策划、分级管理的原则，其纵向管理体系包括学校

本部、地方学习中心和各学习站点。 MOOCs 运行主体由传统

的教育机构转变为公司，在课程建设上采用统一平台、统一

制作的方式，与全球名校进行广泛合作。

3.考核评价

英国开放大学为学生提供了 “形成性+总结性 ”的评价

方式，二者在评价中各占 50%。 其中形成性评价即对平时作

业 ，具体包括教师批阅的作业 、计算机批阅的作业 、个人研

究项目和小组研究项目，每门课大约需要完成 7-8 次作业，

每两周提交一次；总结性评价即期末考试，形式包括开卷或

闭卷考试，由专门的机构确定评分标准并对考试进行审核 ，

考试之前教师还会对学生进行集中辅导。 中国国家开放大

学目前正在由以考试为主的总结性评价向 “形成性+总结

性”的多元平台模式转变 [44]。

为了适应大规模学习群体的自主学习， MOOCs 偏重于

探索解脱教师的学习评价，包括机器评价和同伴评价。 由机

器自动评分（auto-grade）的交互式练习支持对学习者的即时

反馈（Instant feedback），能够让教师摆脱大量重复的批改工

作。 而同伴对写作式作业进行评估能够发挥大量学生参与者

的潜力，实现互助学习。 但机器自动批阅目前仅限定于客观

题，交互性更强的内容批阅功能又仅限于特定课程。 学生同

伴评价存在态度粗鲁，回答、评价效率低下的问题，无法与教

MOOCs与远程教育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 荨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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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或助教相比 [45]。

4.学分认证

英国开放大学采用学分制和学分互换制度，学生通过每

门课程的学习获得相应学分，学分累计到一定数量后，即授

予相应的证书、文凭或学位。 英国开放大学的学分体系与国

家学分积累和转换体系（CATS）保持一致，学分被许多大学所

承认。 其认证体系具有层次化的特点，在学历教育中，本科生

不仅有课程认证、 还在学习结束时对学历和学位进行认定，

研究生则只进行学历和学位认证。 在非学历教育中，为了提

高学习者在职业领域的认可度、增加就业机会，英国开放大

学还提供与企业合作的基础学位，为学生提供职业资格认证

服务。 例如，在校经过护士项目培训合格后，符合国家医疗服

务系统注册护士标准的学生就等于登上了就业直通车 [46]。 在

丹尼尔的眼中，英国开放大学虽没有传统入学要求，但却成

功的给一百万以上的学生授予了被广泛认可的学位。 尽管它

的入口很松，但获得学位的出口很紧。

中国国家开放大学正在探索学分银行制度， 为学习者

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档案，提供学分认定、积累、转换等服务。

学分银行制度与我们所熟知的银行存取义务流程类似 ，学

习者可以采取零存整取的方式，按照学分累计规则，申请获

取相应证书。 此制度试图贯通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为各

类办学组织之间的学分互认和转换创造条件。 这项服务今

后将收取一定的费用 [47]。

MOOCs 目前主要还是课程的结业认证， 类似于企业 e-

learning 培训认证。托维（Touve）指出，学生“千辛万苦”完成课

程考试，拿到的是课程证书而非学分。 接下来学生是否能获

得学位，不是由他们对该课程的掌握程度决定的，而取决于

大学的招生过程 [48]。绝大多数 MOOCs 至今只提供课程证书和

分数，是否与学历教育相衔接、采用学分制依然是尚待解决

的问题。 同时，来自顶尖名校的 MOOCs 授课教师大多对在线

教育和正规学校教育的同质性持怀疑态度，改变他们的观念

并不容易。 目前，仅个别高校开设的 MOOCs 课程提供了学分

认证，例如华盛顿大学。对于学分服务认证，MOOCs 也正在进

行探索，如，Coursera 的部分课程在付费后由特定大学授予相

应学历，edX 在缴纳一定费用并完成学业认证后获得学校的

课程结业证明。 但是，未来 MOOCs 关于课程认证方面还有大

量的问题亟待解决。

5.质量保障

英国开放大学有非常完善的课程质量监督和评估制度，

内部评审委员会经常性的对课程进行评估，外部评估机构也

会定期抽查。 同时，还建立了内部信息反馈制度，通过学生意

见促进教学。 中国国家开放大学建立了以 “五统一”、“五要

素”为核心的质量保证体系。 “五统一”是指教学计划、课程

表 、教材 、考试及评分标准的统一 ；“五要素”是指对教学资

源、教学过程、学习支持服务、教学管理和系统运作这五个环

节的关注。 国家开放大学通过年报年检、教学检查、评估等多

种形式进行全程质量监控 [49]，对平时作业进行抽查、开展实践

性教学和学习行为跟踪， 对信得过的考点和考区进行评选，

通过过程性考核保证教学过程的教育质量 [50]。

目前，MOOCs 课程质量主要还是依靠于名校实力和名师

的水平，但是已有学者指出“名校+名师是否等同于高质量，

还有待商榷” [51]。

（七）成本效益和盈利模式

英国开放大学和中国国家开放大学有明确的收费模式，

主要收益来源于学费， 这样主要是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支

出，不以盈利为目的。 以英国开放大学为例，收入来源包括政

府拨款（本科生教育）、学生学费、出版物销售、咨询费、合作

项目、海外收入、审定费。 其中，相对于传统大学，英国开放大

学的学生学费相对低廉，大概相当于传统大学的一半，修完 6

个学分需要 2500 英镑； 海外收入主要是指通过在英国本土

以外的地方开设课程、招收学生而获得的收入；审定费是指

为其他学院审定奖励标准和学位所取得的收入。 主要的成本

包括这样几个项目，行政管理和学术活动、支持各地学习中

心、维持出版机构、制作试听资料、发放教职工工资等 [52]。

MOOCs 的商业运作模式还处于比较模糊的探索阶段，关

于 MOOCs 如何做到可持续的研究，还落后与 MOOCs 本身的

扩张速度 [53]。 运营者发现通过学生学费和收取学生就业服务

费用将有着很大的市场前景，如，Coursera 目前开展了八种商

业推广模式：认证、有把握的评估、员工招聘、雇主或者大学

筛选、人工指导或作业批改、企业培训、公司赞助课程、学费。

认证的部分，Coursera 目前是免费的， 但 edX 在去年秋季开

始， 已对课程的完成证明收费；Udacity 提供给用人单位的个

人测试也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 雇主和大学筛选的部分 ，

Coursera 和 Udacity 都已经进行了尝试，为学生提供简历和就

业匹配服务。 去年底，Coursera 推出了自己的职业服务方式，

他们会向参与这一项目的用人单位负责人提供符合其条件

的学生名单，这些学生的表现都是某区域内最优秀的，他们

的表现不仅仅是成绩，也包括善于帮助他们学习这样的“软

技能”或者说“高情商”。 对于用人单位感兴趣的学生，Cours-

era 会通过邮件与该学生取得联系，询问其就业意向，若学生

愿意，则将其介绍到用人单位。 参与项目的用人单位需要支

付 Coursera 一定的费用，提供相应课程的教育机构也会得到

一定比例的分成。 但被推荐的学生都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

件：认真并优质的完成课程学习。 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不接

受这样的服务 [54]。

这样的职业服务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对学习者的完成率

是有力的促进，但 Coursera 也只是在软件工程课程上对这一

系统进行了试验，是否在其他课程上也长期有效，还需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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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来证明。 此外，Coursera 也为教师提供服务，允许其通过教

师教育课程实现其职业发展，一些课程成为签名追踪项目的

一部分。Coursera 的签名追踪项目在赚钱方面成效显著，很可

能成为主流收入之一 [55]。

经过多年发展， 开放大学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盈利模式。

而 MOOCs 正在探索一条“互联网运营模式”之路，依靠品牌

号召力来吸引消费者，在大量课程点击率的基础上通过广告

和增值服务来增加收益。

（八）社会认可

对所有教育机构而言，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社会认可度

的提高也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 英国开放大学的社会认

可度之高，从它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排名就可一目了然，几乎

能够与牛津、剑桥这样的传统名校比肩。 中国国家开放大学

作为远程教育的“航母”，经过多年的办学实践已经形成了一

整套远程教育的运行机制和质量保证体系。 虽然，目前国内

对于远程教育的“文凭的含金量”认可度不是很高，但是其在

普及中国高等教育和发展终身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MOOCs 免费开放的名校名师课程使得学习者趋之若鹜，

但课程学分尚未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 课程的极高辍学率也

成为影响其良性发展的隐忧。远程教育长期研究和实践表明，

辍学会对学生造成长期伤害，同时也有损在线教育的声誉 [56]。

四、结论

由公司化运作的 MOOCs 在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变革

的浪潮 ，但从总体规划设计 、教学环境 、资源建设 、师资发

展、支持服务、教育管理与质量保证、成本效益与盈利模式、

社会认可等多个方面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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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MOOCs 在运行机制方面的探索将给远

程教育的发展带来新的启示， 而 MOOCs 的进一步发展，尤

其是向在线教育方向的发展， 也需充分吸取远程教育多年

积累的经验。

（一）MOOCs 对远程教育发展的启示

MOOCs 机构的创办者大都来自顶尖名校， 合作伙伴的

“入选条件”相当严格，名校效应为其发展壮大推波助澜。 把

授课教师包装成了“好莱坞式明星”，充分利用学生“名校名

师崇拜”的心理，借助媒体的力量，让知名高校的教师像娱乐

圈里的明星一样“闪闪发光”，对学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MOOCs 的运作没有沿用远程教育通行的自建课程惯例，

而是采用“高校加盟、统一平台、规范制作”的方式，充分开放

教学平台，吸引全球名校在其上开设课程。

MOOCs 的运行主体是公司，而非传统的教育机构，这将

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运行走向专业化分工协作之路。 这种运行

体制的多元化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一种突破和创新。 技术开

始改变高校百年的运营模式 [57]。

（二）MOOCs 的发展需要充分借鉴远程教育的经验

在线教育机构办学的核心是质量保障 ，MOOCs 对其质

量的自信源于名校的课程。 但有学者认为，名校的价值来源

于其顶级的生源、高度汇聚的社会与文化资本，与世界上最

聪明的学生和一流的老师 “面对面” 学习讨论所带来的体

验，这些都是在线课程无法替代的 [58]。 约翰·丹尼尔也认为，

“大学的品牌是教学质量的代名词”是错误的。 没有证据证

明，这些大学在教学上非常在行，尤其是网络教学。 与此相

关，这些大学曾质疑凤凰城大学的学历认证，认为网络教学

天然而低效。 尽管凤凰城大学的商业实践不太稳定，但它是

作为一个整体的教学与学习系统在运行， 教学质量要好于

新兴的 MOOCs[59]。

MOOCs 的兴起体现了学习者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同

时， 满足了政府及高校所期望的扩大高等教育参与率的需

要。 但其遇到的挑战是在保持高等教育目的、价值和相关性

的同时，如何做好管理[60]。参与 MOOCs 课程的学生很多，但辍

学率高居不下，这与学习支持服务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 对

待完成率的态度不同， 造成了 MOOCs 提供者和其他远程机

构（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之间存在很明显的区别。 这些

远程教育机构是一个学生服务、消费者立法和专业行业协会

共同监管的理想的组合体， 他们会投入大量资金来保留学

生。 远程教育机构重视提高保留率和完成率，认为学生所寻

求的是那些既能保持质量标准又能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取得

成功的机构 [61]。

MOOCs 是完全的在线自主学习， 缺乏有效的教师指导。

虽然已有部分 MOOCs 的学习者在线下组织了见面会、 学习

小组，但教师的参与还是奢望。 而远程教育的办学体系不仅

保证了在线学习部分，也设置了教学点为有学习困难的学生

提供一对一的辅导，能够为学习者提供较为完善的学习支持

服务。 MOOCs 需要学习远程教育的经验，通过构建学习服务

体系降低课程的辍学率，否则 MOOC 课程只能是少数学生的

“挑战项目”，而非普惠社会大众的“优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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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教育信息化暨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标准

及应用国际论坛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在上海等

地举办。 本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

际电工技术委员会共建的联合技术委员会第 36 分技术

委员会（ISO/IBC JTCI/SC3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

息技术部 UNESCO-IITE、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CEN 学习科技工作室、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

委员会等。 承办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和中国软通动力，

Intel 公司和 Dell 公司等为本次会议提供了赞助。
据介绍，会议征集了关于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新技

术、新思维、新方法和新应用、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的理

论探讨、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标准与技术、电子课本与

电子书包产业发展与应用、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教育应

用创新这五个主题， 在专题组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 进一步推进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标准和体系研制工

作。同时展示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相关产业成果，包括内

容、终端、平台与服务等，以及交流其教育应用的经验和

成果。 这是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关于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

领域的国际交流盛会。
本次国际论坛聚集了海内外广大教育界人士、 教育

与信息技术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电子课本与数字化资源

开发工作者以及关心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各界人

士，共同推动着我国教育信息化进程，促进电子课本与电

子书包标准应用和教育创新的研究工作， 规范电子课本

与电子书包市场， 并带动数字出版和数字学习等产业的

发展与创新。 （电 技）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OCs and Distance Education on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Yao Yuan, Han Xibin, Liu Yingqun & Cheng Jian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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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 the rush of MOOCs,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OCs and distance education is heated graduall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OCs and distance education on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is conducted. The study, with the comparison

analysis method, determines the selected comparative indicators, and chooses the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of MOOCs (Coursera、

edX and Udacity) and typical bodies of distance education (the Open University of UK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as

comparison objects.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OCs and distance education are compared from the eight aspects of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design, teaching environment, resources construction, teacher development,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nd quality assurance, a cost-effective and profitable model and social recognitio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some new

ideas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MOOCs have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for example, MOOCs, with “famous

universities, best teachers and high-quality courses”, improv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urses; the operating way of MOOCs is “leading

universities affiliation, unified platform, unified production”; the operating body changes from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o

companies. However, MOOCs, whose quality only depends on the elite universities’ reputation, lack effective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and complete tutoring system, so distance education with mature systems on these aspects can bring some inspirations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OOCs.

【Keywords】MOOCs; Distance education; Online education; Educational operating mechanism;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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