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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慕课建设工作现状、存在问题及建议
闫 娜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职业教育中心，河南 洛阳 471003
[摘要]慕课，即 M 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其实质就是大范围开放的网络在线课程，属于当前最为先进的一
种教学模式，慕课最为突出的优越性就是能够为学生提供高品质的教育资源和学习环境。慕课是在本世纪初期被专业人士所
提出，当前全球很多的国家都在慕课的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慕课当前在我国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但是就
现如今慕课实际运用情况来说，其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加以切实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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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MOOC Construction in China
YAN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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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OC i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which is a wide range of open online courses and is the most advanced teaching
mode at present. The most prominent advantage of MOOC i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MOOC was proposed by professionals in the early part of this century.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invested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OC. MOOC is also widely loved by people in China. However, in
the current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OOC,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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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慕课”也就是说将全球各个国家的著名院校的课程访问权限设定为开放的状态，运用慕课的主要目的就是
能够将世界教育资源进行共享，并且慕课的运用还能够有效控制大学教育成本，还可以有效的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工作
的整体水平。将慕课在我国高等院校教学中加以实践运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因为这种新兴教学模式并非是在起
源于我国，所以涉及到的诸多理念还没有彻底的与我国教学环境彻底的融合，所以针对慕课建设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是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的。

1 慕课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
将慕课运用到我国高等教育工作之中，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工作的未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其能够为学生
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慕课的运用和建设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切实的保障
了教育的公平性，慕课是借助教育平台的创设，能够协助利用慕课学习的学生接触到更多的教学资源，并且还能够为
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慕课切实的展现了当前教育的公平性的特征，对于学生的学习增添了更多的灵活性。慕
课这种教学形式适合使用到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阶层，只要学生在学习上有所需要，那么就可以利用慕课的方式来
进行知识的学习，这种模式有效的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在促进教学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影
响作用。
其次，因为受到老旧落后的教学理念的限制，导致教师在组织开展高等教育工作的时候，往往都是解决高考的成
绩来确定学生受教育的层次的，所以导致很多的学生尽管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却因为自身高考成绩的限制而无法深
入的进行学习，并且也无法接触到更多的高品质的教学资源。而慕课教学模式具有较强的公平性，运用慕课并不需要
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加以考察，就能够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利用慕课学生通常不需要在固定的教室内进行知识的学习，
而是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来进行知识的学习，这种模式能够保证学生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进行学习。因为慕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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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诸多世界其他国家的教学资源，所以也能够实现很多学生的留学梦，使得学生能够接受到诸多国外高品质的教
学资源，这就充分的说明了，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全面落实慕课建设工作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国内高校慕课建设与应用的现状分析
2.1 起步阶段
高等院校慕课的建设工作历经了从局部共享到大范围的共享的过程，早在本世纪初期的时候，教育机构就开启了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明确的指出了共享高品质教学资源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稳步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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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显现出了共享优质资源的势头 。在历经了几年的发展之后，教育部提出了精品课程内容需要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网络
授课，不能对登录用户进行限制，而是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开放，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效的促进了资源从局部到大范
围开放的发展形式。在 2011 年的时候，教育部开始着手进行精品开放课立项建设，针对精品视频公开课和精品资源共
享课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促进了精品课程的发展，提升了有致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为我国慕课建设工作的实施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2 发展形成
在我国最初期的慕课政策中为慕课的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随后就进入了实践落实阶段。在 2011 年，我党教育部
提出了支持“985 工程”高等院校率先设立公开课，创造大范围宣传传统文化的优质平台，率先由重点院校创设优质教
育资源共享平台，从而为其他院校提供参考建议。我国慕课最早出现是在 2012 年，教育机构对于慕课的发展形式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分析，紧跟国际慕课的发展节奏，在多个精品开放课程立项文件中对国家精品开放课给予了更多的资金
的支持。并在同年制定了相关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的计划，从而有效的推动了后续每年评选国家精品课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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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 。其次，专业研究人士针对慕课的建设和实践运用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并且确定了当下我国慕课的发展需
要运用中外合作的方式，对于其他国家慕课的先进经验进行学习，从而为我国慕课的发展起到良好的辅助。
2.3 发展完善
在多方面利好因素的影响下，使得我国慕课已经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相关政策也逐渐的关注怎样创设和运用
慕课资源。部分研究人士进行了分析研究之后最终得出结论，我国应当结合当前我国实际情况来设立慕课和网络公开
课等教育资源的网络认证标准，并且还应当设置免费的教育宽带网络，这样才能为线上教育工作的落实给予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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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在 2013 年，教育机构对慕课建设运用以及管理工作提出了专门的要求，并明确的慕课建设的主要任务 。2016
年教育机构启动了建设优质在线课程的工作，对于线上课程的实践工作进行了优化和创新，并且增强了高品质教育资
源的大范围的共享，学校推行混合教学模式，有效的带动了教育改革工作的实施。

3 我国慕课建设工作的问题分析
3.1 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
要想保证慕课建设工作的良好发展，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为慕课建设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无论是慕课网络
平台的建设，还是诸多新型辅助科学技术的研发以及慕课的管理工作都离不开资金的帮助。结合大量的信息数据分析
研究我们发现，在很多发达国家人们在慕课建设中所投入的自检已经达到了千万美元，很多的教育平台所接受到的投
资资金金额也已经累计到了百万美元。其次，很多国家的慕课都设立了多种多样的筹资模式，诸如：社会捐赠、政府
财政资金支持、基金会支持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社会资金的筹集，就现如今我国实际情况来说，慕课的资金来
源大都是来自于国家的财政资金的支持、学生学费的缴纳。其中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国家财政资金，结合实践调查
我们发现，我国在教育方面的资金投入与其他国家相对比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样就对我国慕课建设工作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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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诸多的限制 。再有，社会资金的利用在我国教育经费总体投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小，这样就造成了我国教育资金
的筹集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会对我国慕课建设工作的实施和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所以，综合当前我国教育状
况，因为国家财政资金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所以要想切实的为我国慕课建设工作给予辅助，那么我们还需要加大
力度进行慕课财政资金的筹集，并结合各方面实际情况拓展资金的筹集渠道，为慕课的良好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相关政策不够完善
就慕课的发展历程来说，发展方向的确定不但需要结合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情况，并且往往也与国家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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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的关联，政策的编制和落实对于慕课建设和发展能够起到巨大的影响。良好的政策辅助可以为慕课的稳步健
康发展给予有力的支持，促进慕课整体规模不断壮大，这样也可以带动教育的公平性发展，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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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积极的辅助作用 。结合国家相关政策的要求，能够切实的推动我国慕课高校稳定的发展。当下我国慕课的发展尽管
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因为相关辅助政策的缺失，从而导致慕课的发展较为缓慢。如何将慕课所具有的关键作
用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切实的加以体现，那么还需要我们切实的对相关法律法规加以优化完善。
3.3 教学质量不高
教学工作整体水平和质量是判断慕课开设效果和未来发展形式的重要指标，教学质量与我国慕课未来发展形式存
在密切的关联，并且也能够对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产生一定的影响。慕课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优越性就是可以利用网
络平台将各个国家的高品质教学资源进行共享。就当前我国慕课建设工作实际情况来说，整体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还
存在诸多的差距，当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于慕课还缺少全面的了解，对慕课所具有的重要性缺少正确的认识。而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根源就是因为慕课的开设整体教学效果较差，慕课用户的使用率逐渐降低，从而造成人们对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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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缺少信心 。

4 完善我国慕课建设的策略
4.1 建设统一标准的慕课平台
我国应当在充分结合自身各方面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来设立慕课平台，其优势主要为：首先能够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对网络平台进行维护，保证网络平台能够稳定持续运转，并对于网络平台运转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加以切实的解决。
其次，课程制作团队能够在课程设计和建设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从而有效的提升课程的整体水平。最后，学生能够
更加高效便捷的确定自己要学习的课程，因为资源相对较为集中，所以可以降低时间浪费的概率，提升学习的效率。
4.2 提高课程的完成率
首先要确保授课团队能够始终参与论坛讨论，光靠授课人个人是远远不够的，保证能够及时解决学习者在学习过
程中的问题，让大规模的粗放教学问题相对缓解。其次是增加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并彼此建立联系，慕课团队需要去
干预调节，增加教学实践互动环节。让学习者感觉到自己身在一个学习课堂里，学习者之间建立学习互助，遇到问题
也可以相互交流，增加学习的乐趣。最后要增加慕课的实用性和层次性。实用性就是注重实践和理论的结合，让学习
者学有所用，不仅仅是拿一个证书而已，更多的是获得一门技能；而层次性就是同一门课程，按照难易程度分几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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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习者，以满足不同层次学习者的需求 。
4.3 打造慕课的精品课程
质量是产品的核心，慕课的核心也是质量。质量的好坏对一门慕课课程能否被众多人选取起到决定性作用。要提
高慕课的质量，打造慕课的精品课程。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第一是深入理解慕课内涵。慕课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载
体，针对某个知识点（如重难点）或教学环节（如实验、任务等）而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新
型在线网络视频课程。在慕课团队制作之前要深刻领会其内涵，制作出的慕课才会有形有神，才不会偏离轨道。第二
是科学合理的设计内容。良好的教学设计有助于学习者系统、详尽地学习慕课课程。慕课团队在视频拍摄前，要重新
构建课程学习体系，划分出相对独立的知识点，不再是传统教学的“一条龙”
，这要求慕课团队对课程要有更深层次的
理解，同时受其他知识点的干扰较少。第三是制作短小精悍的教学视频。不论是国外优秀慕课视频，还是国内的优秀
慕课视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大多数的视频都很短，短的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长的也只有十几分
钟，视频的长度控制在学习者注意力相对集中的时间范围内，符合学习者学习规律特征。每一个视频都只说明一个特
定的知识点或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对独立性，学习者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和目的学习，同时查找起来也很方便
快捷。

5 结束语
总的来说，我国地域辽阔人口数量较多，长期以来教育工作的发展都是受到了人口数量的限制，再加上各个地区
情况不同，从而造成了教育资源无法实现共享的情况，而将慕课切实合理的运用到教育领域之中，能够高效的对上述
问题加以解决，从而还能够促进教育公平性的提升，所以我们需要对慕课建设工作加以重点关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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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对慕课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加以解决，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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