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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哪些选项准确的描述了您的情况

我建设了慕课

我计划建设慕课

我利用慕课在课堂内开展了混合式教学

我在课堂上使用过雨课堂等智慧教学工具

A

B

C

D

提交

我计划申报国家级/省级线上、线上线下混合式、线下金课E

投票 最多可选5项



分享目标

• 关注线教育新进展

• 参与在线教育

• 利用信息技术改进自己的课堂

•信念转变与教师角色的转变



提 纲

一、在线教育的最新进展

二、政策指导

三、清华大学金课建设模式



您认为以下哪些内容属于在线教育的范畴？

慕课

音频

电视片

电子书

A

B

C

D

提交

投票 最多可选4项



• 2001年4月，MIT启动开放课程项目OCW，十年内把MIT所有的课程内容通过互联网分享给全世界

• 2400门课程，全球3亿学习者

MIT OCW精品课



一门典型的OCW课程



可汗学院



慕课缘起：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

cMOOC xMOOC
时间 2008至今 2011至今

典型项目 George Simens开设的慕课 Udacity，Coursera，edX，学堂在线

理论支持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模式特征

基于主题的 基于内容的
侧重于知识建构与创造 侧重于知识传播与复制

强调创造、自治和社会网络学习 强调视频、作业和测试等学习方式

课程结构
以学习内容为起点，学生通
过资源共享与交互扩展学习

传统的课程结构与教学流程

教学内容 分布式、开放性的内容安排 常规的学习内容结构安排

师生关系 变化的/开放的师生关系 传统师生关系

学习目标 学习者共享、创作知识 学习者掌握学习内容

课外讨论 分布式、多种社交媒体支持 基于课程的集中式论坛，线下见面会

测试与评估 教师综合评估 基于软件的测试，自我评判，学习者互评

2008年，加拿大学者George Siemens 开设了第一门慕课：关联主义学习理论和连接的知识



Zimbabwe Open University

MOOC平台风起云涌



全球慕课平台巨头：Coursera

• 2012年创立，创始人为斯坦福两位教授

• 2014年，耶鲁大学前任校长担任CEO

• 2017年6月14日，Coursera任命杰夫·马

金卡尔达为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



“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将能够通过技术给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没有界限的机会，去改变

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可以获得世界上最佳的教育。但现在整个世界在教育方面面临

着两个巨大的挑战，一是要以更低成本给更多人提供卓越的、优质的中学阶段后的教育；

第二个是要在一个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当中满足全球工作人口的学习需求。”

理查德·莱文 耶鲁大学前校长（1993-2013）
Coursera前任CEO（2014-2017）



Coursera与国际知名高校合作在线学位

• Coursera合作高校学位项目

• Coursera的总体战略：MOOC vs. 在线学位（低收费）



全球慕课平台巨头：edX
• 哈佛与MIT各出3000万美元设立

的非盈利公司



edX课程

课
程
体
验

朝代歌.avi


edX的微硕士





全球慕课平台巨头：Udacity

• 创始人：斯坦福大学教授Sebastian 

Thrun

• 关注计算机教育垂直领域



Udacity：纳米学位（Nanodegree）

• 与美国多家领先的科技公司进行合作课程开发与招聘

• 获得纳米学位, 可获得公司面试笔试机会

• 清华学习者故事



• “教育已死，学习永生”

• “通过社群运营培养学员终身学习的习惯”

• “教育者为核心的体系正在崩塌，马上会形
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体系”

• “建立环境、大量输入、大量输出、及时反
馈”



英国慕课平台：Futurelean

Mike Sharples/ Academic LeadSimon Nelson/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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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校万象：积极分子与观望者

U.S. News及World Report评出

的前100名美国国内大学中：

• 前5名大学提供了20%的课程

• 前20名大学提供了56%的课程

• 前50名大学提供了87.6%的课程



将在线教育纳入学校战略部署

• 哈佛、斯坦福设立副教务长办公室主管在线教育工作

• MIT设立负责开放学习的副校长

• …



哈佛大学在线课程建设



哈佛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探索





MIT：微硕士（Micromasters）项目

MIT微硕士 供应链管理微硕士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发展经济学微硕士
（DEDP）

发布时间 2015年10月 2016年12月

线上学习课程 5门 5门

线下所需学时 1学期(1-5月) 预计1学期(1-5月)

传统模式学时 10个月 10个月

优势 名校课程、缩短学时、降低费用



MIT数字教育战略：微硕士

Sanjay Sarma

• 1100名完成项目要求的五门在线课程

• 622人最终通过了考试，自动获得了申

请“供应链管理”硕士学位的机会

• 49人申请到“供应链管理”硕士



“‘微硕士’项目能够吸引更广泛的申请者，我们将找到那些认为

自己永远不可能申请MIT的学习者，通过免费在线课程，他们将发

现自己比预想的更具备全球竞争力”

拉尔夫·赖夫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2012-至今）









MIT：试点在线学分课程

• 2016年秋季，电子电路慕课在

MIT校内试点小规模在线学习

获取学分

• 动因：学生主动要求；希望解

决课程时间冲突及学业与实习

冲突

• 课程模式：MOOC+面向MIT

学生论坛+三次线下见面会

• 反馈：学生反馈积极



“我们弄清楚斯坦福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MOOC学习者

更多的是自学成才、具有自我驱动力的人群，而不是斯坦福的

一万名在校生。MOOC更多的是与世界其他地方分享我们的

资源与做法，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

约翰·轩尼诗 斯坦福大学前校长（2000-2016）



斯坦福在线教育战略：在线硕士学位



佐治亚理工大学：OMCS，OMSA



马里兰大学
科技创业专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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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线教育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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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华大学金课建设模式





教高〔2019〕8号 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2019年10月24日





课堂革命

坚持内涵发展，加快教育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

变。把质量作为教育的生命线，坚持回归常识、回归

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深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掀起“课堂革命”，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

——陈宝生



打造金课，淘汰水课

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

转。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合理

“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

本科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

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真正把“水

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

——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2018-6-21）

《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教高函〔2018〕8号）



•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

• 课程是“立德树人成效”这一人才培养根本标准的具体

化、操作化和目标化

• 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

 高阶性：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

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创新性：课程内容要反映前沿性和时代性，教

学形式呈现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

究性和个性化

 挑战度：课程有一定难度

中国金课





邓俊辉：建设挑战性课程，首先要透彻地理解“挑战度”。老师出题考倒学

生，这个事情不难。提高挑战度，就是提高考试难度吗？

• 挑战度这个表述的确容易造成误解，进而导致教学设计与实施过程中的

偏废，我更倾向于描述为收获度、成长度。商榷

• 挑战度应从双向的角度来理解：既要提高讲授内容的层次，教师也要不

断提高教学效率，使得学生能更好地消化所学内容，最终是教师与学生

的共同进步



提 纲

一、在线教育的最新进展

二、政策指导

三、清华大学金课建设模式



• 2013年10月10日发布学堂在线MOOC平台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一体两翼”发展模式



“积极推进在线教育工作是学校面向未来
的战略部署。”

——《清华大学关于加强在线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学校给予政策支持



学校投入

院系负责

教师发力

学生参与

建设工作原则

经费、资源由学校配备

院系、学科建设的任务

教师专心做课

学生要喜学、爱学



教育部2017年、2018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概况



线上金课建设思考

• 课程建设

• 课程运行

• 课程宣传



• 在线课程常用的制作方式包括：棚内布景、虚拟抠像、外景录制、实验室实景、手绘动

画、电脑录屏、课堂实录等

课程制作形式多样



慕课的特点



线上金课建设思考

• 课程建设

• 课程运行

• 课程宣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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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满意度

“时空”灵活度

学习资料丰富度

交流互动度

学习促进度

学习环境

学习评价反馈

学习社群

价值观-品格-品性塑造

可迁移能力培养

“十维”雷达比较图

传统教育 目前的在线教育



线上金课建设思考

• 课程建设

• 课程运行

• 课程宣传



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思考



在评估考察一所大学 的时候，选择听了一位省级教学名师的课。 如果用传统的教学要

求看，这位名师的课几乎无懈可击，严格 按教材内容结构组织教学，教学内容充分而

逻辑清 晰，教学态度认真且情绪饱满，不时提问对学生进行 启发，按铃声上下课，运

用了 PPT 课件授课。

别敦荣，大学课堂革命的 主要任务、重点、难点和突破口【J】.中国高教研究，2019（6）

在课后交流时，他希望我对他的课提出改进建议，我说没有具体意见，但我有个问题：

“让学生自己去看您这节课的教学内容，他们可不可以看得懂？ ”

他脱口而出答道：“完全可以”。我问：“既然学生可以自己看得懂，您这节课教学的

意义何在？ ”他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 ”



有效的学习

• 社会化学习-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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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机制

感知
sensory registration

工作记忆 长期记忆

Learning is making durable memories
How: cognitively process it —
actively link new knowledge meaningfully with prior
knowledge 

编码 Encode

提取

Elaborative Rehearsal

By creating an active dialogue between working memory and long term memory, 
by thinking to learn, we extend, elaborate, connect, modify, and/or consolidate new memories.



"Memory is the residue of thought.”

——Daniel Willingham



"Give the pupils something to do, not something to learn; 
and if the doing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demand thinking; 
learning naturally results."

——John Dewey   



四种学习模式









你的课程-慕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



• 何克抗（2003年12月）首次在我国正式倡导“混合

式学习”。他提出

 “混合式学习”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

和E-learning的优势结合起来

 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

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

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何克抗，2005)
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混合式教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与学

混合式教学：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模式



基于慕课进课堂

SPOCMOOC

基于SPOC平台多改造自MOOC平台



思想政治课混合式教学

• 马克思主义学院冯务中老师“毛泽东思想概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混合式教学

• 在小班讨论环节，教师更多地引导学生讨论带有挑战性、争议性的问题；同

学们针对某一个问题展开交流甚至是辩论，给了学生自由思考的空间

• 课下布置的作业能够让同学们有更多自我学习与自我审视的机会



• 经济管理学院教师朱英姿

• 线上慕课讲解知识点，线下课程分析解决重难

点

• 密切关注国际和国内发生的经济、金融事件，

并注重分析事件背后的逻辑

• 指导学生如何在不同商业环境中利用金融工具

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案例教学法：帮助学生分

析研究的思路和框架，建立对竞争性金融市场

的深入理解和对金融创新的专业思维

金融工程导论



图案审美与创作



大学物理

物理系安宇老师“大学物理”混合式教学

• 混合式学习可以因材施教

• 讨论学习对正确掌握物理概念非常有效

• 讨论学习容易激发学生探究式学习的热情

• 讨论学习有助于对基本方法的掌握

b ?

a b

50人十组-SOPC2.mp4
50人十组-SOPC2.mp4
教师参与小组讨论.mp4
教师参与小组讨论.mp4
Pen4.mp4
Pen4.mp4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测试能够极大程度地改进学生学习



地质学与工程地质

• 水利系教师徐文杰

• 课前教师提前明确知识点，学生组队对每周课

程内容、知识点进行深入挖掘与拓展

• 结合工程地质内容以及各个小组的兴趣和优

势，在学期中完成一个创新课题，以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

• “地质实习”混合式实践探索，真正实现学生

野外自主学习、探索

• 将学生从大课被动听讲的模式惯性中解放出来

• 助教林丹彤:“混合课堂模式确实很大的促进

了同学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力，希望这种

钻研精神也应用到其他课堂的学习中”



住宅精细化设计

• 建筑学院周燕珉老师“住宅精细化设计”

• 课前自主学习慕课视频，线下课程，补充讲授研究前

沿、分享里，组织学生交流讨论，多方位强化知识，

学以致用

• 实地参观调研，了解居住需求，拓宽视野，培养观

察、科研及设计能力，注重全面发展

• 课后完成专业设计作业，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认

识，使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权，提升学习效率

• 周燕珉：“装修设计是个民生课，首先得关心老百姓

的真实需求。”

• 学生刘嘉琪：“设计师要学会以使用者的身份和视角

来分析建筑，让建筑设计变得更加人性化，这是我通

过课程学习到的重要态度。”



汽车理论



线性系统理论

• 通过慕课使知识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可

以统一步伐

• 通过让学生把知识讲出来加深学生对知

识点的理解

• 翻转课堂提高学生表达能力、提问能力, 

为学生参加国际会议、论文答辩打下基

础

• 分组讨论促进学生沟通和合作能力



“大数据与城市规划”混合式教学



















课程内容

学生教师 问题解决者教练/导师

问题情境

传统学习的情境 混合学习的情境

102



教学支持策略

指导教学（Direct instruction）：

教师要发挥专业领导力，通过与学生共同分享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积累。教师

是一个专家（expert）。教师需要发挥专家的引领作用，对学生的理解做出精

准判断，适时提供相应信息，展开有意义有目的的探讨（而不是漫无边际的

闲聊），在与学生对话的过程中为学生的知识建构搭建“脚手架

（scaffolding）”等

103



教学支持策略

支持性话语（Facilitating discourse）：

主要是教师通过语言分享意义、进行判断，探索对话中的

共识性观点等。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回答给予评价，提出问

题，进行观察，推动讨论向着期待的方向推进，并有效推

进持续性的讨论等

104



混合式金课类型一：

自建MOOC、SPOC + 校内SPOC平台/MOOC平台

引进MOOC，其它在线课程 + 校内SPOC平台/MOOC平台

线上线下
混合金课

讨论：适合的课程类型？

重构线下教学



操作相对较难

没有SPOC平台的学校如何参与

有没有更便捷更普适的方式



雨课堂：轻度混合式教学工具



有PPT就可以做线下金课和混合式金课

清华大学教研成果
由清华大学与学堂在线组
织研发，文理工一线教师
全程参与

创新引领课堂革命
推动混合式教学，形成性评
价，多通道互动，教育部部长
点赞的教学利器

小插件，大数据
将教学工具巧妙融入PPt

与微信,全景式采集数
据，驱动教学探微



老师需要：能上网的电脑+PPT+遥控器（手机或者翻页笔）

学生需要：微信（免APP，免注册，免登录）

熟悉所以简单



备 课
资料推送
课中测验
课堂交互
课后测验
考 试

混合式教学
阶段性
测试

课中

课后 期末复习课前



开展混合式教学

连接师生，轻松互动

群发公告

推送预习材料+语音讲解

学习难题和老师随时沟通

课前



开展混合式教学

连接师生，轻松互动

课堂弹幕，随时开关

学有困难，匿名反馈给老师

随堂限时测试，学生听课更专注

课上PPT同步到学生微信

课中



开展混合式教学

连接师生，轻松互动

老师课后推送复习题

老师课后推送复习课件

群发公告

课后



远程教学，双向互动

临时有事上课来不了？

大范围教学公开课？

远程培训？

语音/视频直播



覆盖课前-课上-课后每一个环节

个性化报表，让教与学更明了

自动任务提醒，真正的数据驱动

数 据



从结果考核到过程性考核

课前预习 课后测验 通知公告课堂互动



雨课堂可以方便地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

雨课堂可以帮助学生有效&持续的参与课堂

雨课堂可以帮助教师进行精准的教学设计

雨课堂可以帮助教师循序渐进提升课程难度

高阶性



雨课堂的开放性支持大量外部创新资源的引入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促使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思考

充分的师生互动促使教师不断优化课程

创新的智慧教学模式

创新性



形成性考核替代单一的终结性考核

在全面数据采集的基础上设计具有挑战度的题目

课堂主观题及分组等方式提升课堂习题挑战度

课堂随时小测

通过雨课堂实现OBE教学

挑战度





课前

课中

课后
查看预习效果



课前

课中

课后
查看预习效果



课前

课中

课后
参与性强的多元课堂组织形式

04

01 02

06

05

0307

随堂任务

红包答题、
弹幕、词
云、同屏板
书

随堂辩论

墙报交流

小组讨论、
组间互评

在线直播



课前

课中

课后

随堂测验



课前

课中

课后

随堂测验



四 教学效果

表1 混合式教学改革效果对比（以应用化学专业为例）

传统对照
（2016级）

A模式（2017级1班）
（在线开放课程）

B模式（2017级创新班）
（雨课堂+在线开放课程）

线上总成绩平均值 -- 78.1 77.6

课堂平时成绩平均值
（B模式即雨课堂成绩）

85.1 74.8 78.3

期末闭卷考试平均值 53.3 55.0 64.5

期末闭卷考试及格率 32.4% 33.3% 66.7%

课程总成绩平均值 66.1 70.5 74.0

课程及格率 79.7% 92.6% 93.3%



混合式金课类型二：

自建MOOC、SPOC + 雨课堂

引进MOOC，其它在线课程 + 雨课堂

线上线下
混合金课

讨论：适合的课程类型？

包含师生、生生协作的线下课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

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课程思政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所有课堂都有育人功

能，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只当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事，其他

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要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

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

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课程思政



如何在混合式教学中贯穿课程思政

• 混合式教学带来的根本改变是什么？

• 如何在混合式教学课程设计中贯穿课程思政？（e.g.清华概率统

计课、地质学、肿瘤生物学、职业探索与选择）



• 我们学校，开展混合式教学或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创新的教师比其他教师更受到关注；

• 我们学校，开展混合式教学或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创新的教师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 我们学校，开展混合式教学或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创新的教师得到了同行与领导的认可。

促进混合式教学的体制机制

网络基础设施，教学设计培训，工作量认定，教学效果评估，教师评教，职称晋升…



提 纲

一、在线教育的最新进展

二、政策指导

三、清华大学金课建设模式



早动主动 晚动被动 尽快动



创新教育
New Education

改变世界
New World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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