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念为指导 慕课为手段

全面提升课程建设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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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国家西部重点建设高校、“中西部高校综合实

力提升工程”入选高校。

         1996年由石河子农学院、石河子医学院、兵团师范专科学校和兵团经济专科

学校合并组建。

办学定位：立足兵团、服务新疆、面向全国、辐射中亚

办学理念：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

办学特色：以兵团精神育人，为屯垦戍边服务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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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经、法、教、文、史、理、工、农、医、管、艺术等11
大学科门类。

          拥有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涵盖25个二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2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44个二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9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4个博士后流动站。

        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省级重点学

科13个、省级重点（培育）学科1个。

        有84个本科专业，特色专业5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

家级教学团队3个，教学名师1人。国家级精品课程4门、双语教

学示范课程1门，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3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1门。设有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是教育部卓越（医生、工程师、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

点高校。

引言



（1）CAI课件（1985年）；

（2）人才基地名牌课（1998年）：电子教案、试题库；

（3） 国家级精品课（2003年）：国家级—省级—校级；

（4）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2011）

（5）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1）；

（6）中国大学MOOC（2012）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1.1 点上突破 教材 vs.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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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课》上线31门

《精品视频公开课》上线9门
《中国大学MOOC》上线13门

1.1 点上突破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1）点上突破、不够系统；

      （2）共享效果差、带动作用不明显；

    山东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44门，省级精品课程130门，校

级212门。国家级只占总课程7185+300的0.61%，校级以上只

占2.9%，无法支撑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

1.1 点上突破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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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规模建设的启动

2007年5月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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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门/8,929,134

3672门/8,661,077

50门+/26,784,395

1386门/18,086,602

？？门/36,020,403
100门/5,130,285

20门/5,835,483

1.2 大规模建设的启动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2012年2月上线，46门。

    2012年8月31日，课程435门，总

点击量超过310万人次。

    2013年8月31日，课程1306门，

总点击量超过1585万人次。

    2014年6月20日，课程2613门，

总点击量超过211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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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20日，网站2990门，总点击量27253271人次

    2015年4月24日，网站3305门，总点击量29,873,737人次。

    点击量>100的，2600个；>500人次的，1246个；>1000人次的，

647个（校级精品课程标准）。

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山东大学“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学校将用三

年时间，基于课程中心平台完成全部近4000门本科课程的建

设工作，使全部课程达到合格标准，30%以上达到优秀标准。

    建立学院—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课程平台的一体化、

网络化课程管理机制；

    推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推进山东大学资源共享

课、精品视频公共课、MOOCs课程建设，提高山东大学教学

质量、扩大社会影响力。

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1）购置课程平台

（2）采取政策引导

（3）加强使用培训

（4）明确建设标准

（5）加大技术支持

（6）加强督促检查

（7）注重典型示范

（8）通过奖励引导

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出台《山东大学

关于加强本科课程中

心平台建设的意见》。

一、课程平台建设工作的主体是学院。

二、学校制定并发布《山东大学课程中心平台课程

建设标准》。

三、学校将每季度发布一次各学院课程中心平台课

程建设进展情况通报。

四、每年在12月中旬组织专家对本年度各学院课程

中心课程建设情况进行评估。

五、对于完成课程建设任务的新建课程，将按照优

秀课程5000元，合格课程2000元向学院划拨课

程建设经费。

六、将学院每年度达到优秀标准的新建课程数量纳

入学院管理考评。

七、对达到优秀建设标准、学生使用效果好的课程

进行表彰和奖励，年终奖励课程负责人5000元。

八、今后参评校级以上名师、团队、双语课程、申

报校级和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凡涉及课程建

设内容时，必须基于课程中心平台进行申报。

一、课程平台建设工作的主体是学院。

二、学校制定并发布《山东大学课程中心平台课程

建设标准》。

三、学校将每季度发布一次各学院课程中心平台课

程建设进展情况通报。

四、每年在12月中旬组织专家对本年度各学院课程

中心课程建设情况进行评估。

五、对于完成课程建设任务的新建课程，将按照优

秀课程5000元，合格课程2000元向学院划拨课

程建设经费。

六、将学院每年度达到优秀标准的新建课程数量纳

入学院管理考评。

七、对达到优秀建设标准、学生使用效果好的课程

进行表彰和奖励，年终奖励课程负责人5000元。

八、今后参评校级以上名师、团队、双语课程、申

报校级和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凡涉及课程建

设内容时，必须基于课程中心平台进行申报。

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先后组织4场学校层面的培训。

之后又先后到文学院、口腔医学院、

法学院、数学院、外语学院、国际

教育学院、化学院等等开展培训；

组织骨干教师技术培训会。

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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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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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70余名课程平台助教，为每个学院配备2-3名。

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自2013年2月起，定期公开发布《课程中心平台课程建设进展报

告》并通告学院教学院长。迄今已经发布了20期。

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评出2012年课程中心优秀课

程网站35个（36,50），优秀组织

单位6个。

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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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课程7185，网站建设数量3349，其中学院建设网站3246，覆
盖课程2668，覆盖率37.13%。

序号 学院名称
10位课号

数量
已覆盖网站
数量

网站覆盖
率

增加
数量

1 护理学院 54 50 92.59% 4
2 口腔医学院 62 51 82.26% 0
3 物理学院 116 91 78.45% 11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49 38 77.55% 1
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12 76 67.86% 3
6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204 137 67.16% 17
7 医学院 423 268 63.36% 88
8 机械工程学院 221 137 61.99% 0
9 软件学院 119 71 59.66% 12
10 土建与水利学院 274 155 56.57% 12
11 公共卫生学院 94 52 55.32% 7
12 化学与化工学院 156 82 52.56% 8
13 法学院 174 90 51.72% 24

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1）理念教育为先导：要想做；

（2）政策引导为保障：鼓励做；

（3）学院建设为主体：自觉做；

（4）服务措施为支撑：帮你做；

（5）考核评比为督促：督促做；

投入少、见效快，使用好。

1.3 山大课程建设经验

1. 课程建设由点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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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课程网站数量 本 学
期 教
师 登
陆 次
数

本 学
期 学
生 登
陆 次
数

本 学
期 布
置 作
业 次
数

本学期
学生提
交作业
份数

2015-
4-7

2015-
5-7

增长
量

1 外国语学院 114 197 83 177 444 1 0
2 土建与水利学院 194 196 2 132 701 11 6
3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187 192 5 244 224 0 0
4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84 187 3 70 553 1 0
5 生命科学学院 187 187 0 183 2698 22 675
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67 172 5 151 2278 12 305
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38 167 29 335 935 26 971
8 法学院 148 159 11 42 590 0 0
9 机械工程学院 150 155 5 72 769 3 190
10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141 141 0 138 552 0 0
11 医学院 129 129 0 553 10046 35 3692

2. 课程建设后的隐忧

2.1 建课与使用



2. 课程建设后的隐忧

2.2 课程建设与教学效果



Student goals 
Evaluation: Judge the value and/or accuracy 
of purposes, ideas, and methods based on a 
standard. Find support for arguments.
Synthesis: Compose the parts into a new 
whole. Organize information in a new way. 
Get broad ideas from specific ideas 
Analysis: Break information down into parts. 
Identify parts,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and 
their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Application: Apply a skill or concept to a new 
situation. Solve new problems. Illustrate and 
used knowledge.
Comprehension: Translate or interpret 
information. Describe meanings and 
relationships in own words.
Knowledge: Recall facts, concepts, or 
principles. Know dates, events, major ideas.

山东大学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 24

Bloom's Taxonomy of 
Learning Domains

http://www.learnnc.org/lp/pages/4719

2. 课程建设后的隐忧

2.2 课程建设与教学效果



学习层次 985大学 美国同类大学

课程强调-记忆
低年级 59.44 66.67

高年级 63.12 61.33

课程强调-应用
低年级 62.43 70.33

高年级 63.71 75.67

课程强调-分析
低年级 64.23 73.00

高年级 67.36 77.33

课程强调-综合
低年级 54.61 65.67

高年级 58.88 70.33

课程强调-判断
低年级 50.80 65.00

高年级 53.75 68.33

我们把“读”大学变成了“听”大学和“背”大学—注重掌握知

识的数量和准确性，不注重分析、综合、判断能力发展。

2. 课程建设后的隐忧

2.2 课程建设与教学效果



指标 年级 985大学 美国大学

学业挑战
度

低年级 47.90 53.60

高年级 48.47 57.20

主动合作
学习水平

低年级 46.84 41.80

高年级 48.46 50.50

生师互动
水平

低年级 21.52 34.20

高年级 28.69 41.20

  中国大学：一个学期选

10门课甚至更多都没问题，

日子基本上是在混。

    MIT：只选了五门课，

但感到异常繁忙：每门

都要读大量的书，稍微

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

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

深夜的情形十分普遍。

questioning

demonstration

Individual study

2. 课程建设后的隐忧

2.2 课程建设与教学效果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由于我们对课程建设的

错误认识，导致建设CAI课件、试题库、电子教案、资源库、

精品课程的几亿元资金的投入，对教学效果的提升不明显！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目前的困局？

课程建设水平             课程教学质量
2. 课程建设后的隐忧

2.2 课程建设与教学效果



终身/自主学习学前 中小学 大学 研究生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成
人
成
才

“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的学生必须能够进入那些目

前尚不存在的职业，运用目前尚未发明的技术手段，去

解决那些我们至今尚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查理 赖利

3.理念指导下的教学

3.1 教什么？



思想品德：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爱

国、诚信、守法；社

会责任感。

科学文化修养；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体魄和心理：健康体

魄、良好心理素质、

人格健全发展、适应

科学社会发展

素质

自我发展：自主学习、终

生学习；

获取、加工和应用信息：

查询、归纳、评价、预测、

实验、调查，数据软件。

交流、协调和合作的能力：

写作、语言、组织、管理

竞争力和创造力：语言、

思维、实验、实践

应用能力：综合运用专业

及相关学科知识进行教学、

研究、开发能力：

能力

专业知识：专业基础知

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

能，包括方法论、发展

规律、前沿进展等；

相关学科知识：学科类

相关的基础性、发展性

知识。

外国语：语言 + 文化

博雅与汇融：人文、社

科、自然、工程、医学、

教育学等

知识

3.理念指导下的教学

3.1 教什么？



Anderson and Faust, 1973, 8环节，http://baike.baidu.com/view/761142.htm?fr=aladdin

明确教学目标 了解学生的学习准备

进行课堂教学设计，
实施高效教学

教学诊断与
评价

达到目标 未达目标

补
救
教
学

3.理念指导下的教学

3.2 什么是好的教学？



启发心智：

（1）引进门：激发学科兴趣、教会学科语言。

（2）传授方法：教给学生如何学习、如何思考；

（3）督促发展：指导学生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思维习惯。

如何把老师从讲授“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重

负中解脱出来？

3.理念指导下的教学

3.3 怎么教？



（1）自我发展的能力：自主学习（作业、阅读、写作）、终身学

习；

（2）协调合作的能力：小组作业（集体荣誉感、团队合作精神）；

（3）利用资源的能力：图书馆、网络资源的利用；

（4）创新与应用能力：问题讨论、课程论文、创新实验。

如何在课外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指导？

3.理念指导下的教学

3.3 怎么教？



以教为中心 以学为中心

教师投入

教学产出

教三

学二

考一

教一

学二

考三

Courses Lectures
Tutorials
/Example 
Classes

Practical 
Work

/Laboratory

Private 
Study

Tota
l

CHEM3021
1 24 3 0 73 100

CHEM2021
2 21 3 0 76 100

3.理念指导下的教学

3.3 怎么教？



 任何学科都包括：

     1）符号体系（术语、命名、定律、原理）知识；

     2）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方法） 方法与技能；

     3）思维方式（评价与判断） 泛化的素质与能力；

     4）哲学思想（世界观） 自然哲学、工程哲学。

The mediocre teacher tells. The good teacher explains. The 

superior teacher demonstrates. The great teacher inspires.
William Arthur Ward

3.理念指导下的教学

3.4 高效教学的选择



24小时知识保持率：

学习方式 保持率

讲授 5%

阅读 10%

视听结合 20%

示范 30%

讨论 50%

实践练习 75%

向他人讲授 90%

3.理念指导下的教学

3.4 高效教学的选择



(1)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

(2) 团队学习（Team-based learning）;

(3) 混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

(4) 慕课在线学习（MOOC and other online learning）;

(5) 实作学习（real-world learning）.

3.理念指导下的教学

3.4 高效教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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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慕课提升教学效果

4.1 慕课的发展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from Harvard

    MOOCs differ from earlier online learning programs in their open, social 
nature: They ’ re available to anyone and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discuss 
content together.



The most important 
platforms for MOOCs

Edx

Coursera

Udacity

4.慕课提升教学效果

4.1 慕课的发展 



     2012年4月市教委正式发文批准成立“上海

高校课程资源共享中心”

4.慕课提升教学效果

4.1 慕课的发展 



4.慕课提升教学效果

4.1 慕课的发展 



平台 功能 问题

美国
自由选课，自由注册，
自由退出

特点：人数众多，缺乏有效监管
和保障机制，完成学业的比例很
低。
问题：热闹一时，难以持久。

中国

中国大学MOOC
尔雅MOOC

上海高校课程共享联盟、
东西部大学课程共享联
盟

特点：特定人群选课。网上监控
学习进度，面授和助教指导。可
以纳入学分体系，作为学校课程
的重要补充。
缺点：条件要求高，教学组织工
作量大。

“中国式MOOC”=混合式教学（blended teaching）

4.慕课提升教学效果

4.1 慕课的发展 



MOOC教学新理念：

        课前作业：看视频、学知识。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终身学习的习惯、团队合作的精神、

信息拓展的能力。

        知识点的连贯融通。形式喜闻乐见、内容深入浅出。

        课堂教学：学习检查、系统思考、应用研讨、高效反馈。

        学习研究思路和方法，视野拓展、深化理解，相互借鉴、共同

促进。

        互动教学、成果共享、教学相长。

4.慕课提升教学效果

4.2 慕课的理念 



2012级董文浩

4.慕课提升教学效果

4.3 慕课的效果 



指导本科生发表论文情况

4.慕课提升教学效果

4.3 慕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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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本科生发表论文情况

4.慕课提升教学效果

4.3 慕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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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大的慕课建设

5.1 慕课建设与使用是学校的内生需要

（1）多校区办学资源共享的需要；

（2）专业育人的需要vs.课程容量不足；

（3）缓解双学位选修冲突的需要；

（4）改革教学理念，提升教学效果的需要；

（5）提升学校地位与影响的需要；

（6）学院和学科提升地位和影响的需要。



5.2 大力推进慕课建设

        与智慧树网建设“智慧树—
山东大学MOOC课程制作基地”

5.山大的慕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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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力推进慕课建设

5.山大的慕课建设



5.3 慕课建设成效

5.山大的慕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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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负责老师

1 神韵诗史 王小舒

2 设计创意生活 王震亚

3 辐射与防护 侯桂华

4 局部解剖学 李振中

5 传统文学修养 王小舒

6 老祖宗的说话艺术-古代汉语 唐子恒

7 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 王云岭

8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 马保华

9 陶渊明与中国文化 李剑锋

10 细胞：一个和谐的社会 时永香

5.3 慕课建设成效

5.山大的慕课建设



（1）推进大规模慕课建设；

（2）推动线上+线下学习；

（3）推进跨校区课程共享；

（4）推进双学位教学建设；

（5）建立区域课程共享联盟

5.4 慕课建设目标

5.山大的慕课建设



欢迎批评指正！

张树永

山东大学 本科生院 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

济南 山大南路27号

邮编：250100

电话：0531-88361378

邮箱：syzhang@sd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