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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OC教育的大数据特征

与传统远程教育相比，MOOC教育更具有
大数据时代的突出特征，具体包括以下几项。 
（1）Variety:  MOOC学习群体中学生个体的

多样性。每门课程往往要面向数以万计不同背

景的学生，每个学生的已有知识水平、学习能

力差异较大，对学习的兴趣、热情、方法等存

在差异。这种差异性在海量的学生群体下更为

放大，如何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在学习同一

门MOOC课程过程中实现自适应的主动式学习，
成为MOOC教育的挑战问题。
（2）Velocity: MOOC教学模式的互动性和实

时性。MOOC教学内容以片段式的多媒体视频
交互为主体，学生在看完一段视频学习后，需要

做多项选择的测试题，来回顾和思考该视频的教

学内容。围绕教学视频和作业所展开的网上互动

对MOOC学习是非常重要的，面对海量学生群
体的各种疑问和困惑，授课教师必须依赖网络群

体互动模式并发动优秀的学生成为助教志愿者，

与教师一起解惑答疑，实现MOOC教育的互助
式学习。所有相关的MOOC学习行为数据，都
将实时地以网页点击流方式记录下来，以便进一

步学习建模和数据分析之用。

（3）Volume 和 Value:  MOOC教学的海量数
据和价值。大规模MOOC教育为教学法的定量

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和手段。成千上万学生

的实时学习数据都将被 MOOC平台及时记录、

分析和评价，一位MOOC课程教师在几周时间

内的MOOC教学实践所积累的学习数据几乎是

其借助传统课堂教学几十年才能收集的数据集

合。因而MOOC教育的大数据效应，无疑是检

验新教学法、教案设计和教学评估的大规模学习

实验室。

在这样以网络环境为支撑的MOOC学习实

验室里，授课教师为每个学生创建独立的学习行

为档案，实时记录每个学生对课程当前掌握的情

况和学习的历史信息，从而对学生的学习行为

进行深入的定量研究，建立和优化相应的学生行

为模型和分析预测方法，实现自适应的、个性化

的教学辅导。同时综合大量学生的学习行为，分

析学生目前所掌握的知识概念、方法技巧、课程

学习的独特轨迹和学习兴趣特质等，发现内在的

学习模式，通过评价学习的整体效果和存在的问

题，进而改进教学方法、教程设计，制订更合理

的教学大纲。

在MOOC大规模学习实验室中经过反复检

验和改进的优秀课程资源，反过来要作用于传统

的课堂教学，以新的方式来提高教学的质量。这

就是所谓“翻转课堂”[1]，又称为“混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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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环节转换过来，结合传统的面对面课堂教学
模式和虚拟在线学习，在课下以高质量的在线课

件吸引和激发学生预先学习课程内容，课堂上开

展讨论、练习、测验和团队协作等多种形式的师

生互动，来加深及强化学习效果。

2 MOOC教育的群体化和教学实践改革

要实现大规模的、高质量的 MOOC教学，
达到个性化学习的目标，必须采用群体化、社群

型的学习和创新方式，才能解决传统教育模式中

师资助教等人力资源的限制。我们研究MOOC
教育的本质规律，就是要从群体学习的过程中发

现内在机理和模式，优化群体教学的规划和流

程。正如活跃、积极的课堂气氛是传统课堂教学

效果的重要因素一样，群体学习还能产生强大的

学习激励机制，吸引更多学生积极参与课程学

习，提升和保持其持续学习MOOC课程的兴趣
和热情，提高课程的完成率。在群体学习基础

上，广大学生社群还可以自发组织起来，在授课

老师引导和带领下，进行创新型的科学实验和实

践活动，遵循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原则，在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自身创造

能力、才干和组织能力。 
在MOOC环境中，开展面向科学和工程类

课程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相应的实验支撑环境。在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需要实验平台完成实验

设计、实施和结果分析。面对地理分布的大规

模MOOC学生群体，授课教师一方面可以通过
网络远程实验室 , 实现实验平台的网络共享，使
学生可以远程访问和使用这些真实的科学教学仪

器。另一方面，对以计算为主的学科，则构造以

虚拟化、数值模拟和科学可视化为主要技术支撑

的网上实验教学环境。目前这些面向科学和工程

实践的信息化技术已得到MOOC教育研究者的
高度关注 [2]。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

已研制了面向 Cyber-Physical System教学的虚拟
平台和模拟工具 [3]，为学生提供虚拟机环境和机

器人建模与仿真环境，并开发相应的实践作业自

动评分和反馈系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可以

很容易地运用所学的 CPS知识，面向领域问题
来设计模型、实现代码和模拟运行。有条件的学

生还可根据课程要求，搭建真实的实验环境，并

验证和测试自己的设计。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在MOOC

教学方面的实践和发展

面对MOOC教育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无论
是全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还是面向教育普及

的教学型大学，都需要在革命的浪潮中确定自己

的位置、方向和策略，改革自身的教育系统和教

学方法，利用MOOC这种新的教育模式，更好
地实现教学服务的目标，进而提升学校在教育领

域的贡献和地位。学院在近一年来开始探索和思

考如何以MOOC教育来推动当前学院教学改革。
学院的MOOC教学和实验改革的目标是要

基于新型MOOC教学和实验平台，实现教学环
节的全面贯通、整合和互动，推动新的互动式教

程设计，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强调紧扣课程内

容，开展科学和工程实践，在知识学习和应用的

有机结合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适应计算机科

学和技术高速发展的人才和能力的要求。围绕教

学研究的全周期过程，进行广泛学习数据收集及

深度定量分析，从而实现对教学改革效果的及时

反馈和评估。当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如下：

1）建设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特色的大规模
在线教学和实验平台，支撑MOOC教学改革实
践，加强课件共享和互动功能，实现校内已有教

学资源的对接。

MOOC教学和实验平台是支撑MOOC教学
改革工作的基础，它不仅是视频公开课网站，更

是能有效支撑互动课程制作、学习数据收集和分

析、群体化科学实践的计算环境，使教师可以便

捷地开展教学改革工作，使学生更容易访问优质

课程资源。平台本身也具有开放接口和可扩展功

能，方便教师根据所教授的课程需要，设计开发

课件插件和计算工具，更好地实现课程需要的教

学实践和互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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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需求动向、对毕业生知识及各方面素质的要

求；对学生的评价、对软件外包人才培养和教学

工作的建议等。一方面要特别注重学生思想、学

习情况及教学情况等校内信息，注重加强学生信

息员队伍建设。另一方面要注重采集企业、用人

单位、校友、家长等校外意见和建议。与此同

时，注重毕业学生三年中再就业、薪金、升迁、

知识储备、能力拓展等反馈信息的收集整理。

4 结 语

在整个本科教育的全过程中，有机地将培养

基本素质和职业素养贯穿并融合到每一门实践课

程中，将 CDIO理念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培养学生

的职业素养和能力中。学校充分发挥企业的特色

和优势，强化校企合作，通过该体系结构多年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不断地调整完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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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当中，激励其探索创新思想和方法，以团队

和社群方式，群策群力、协同攻关，在实践中灵

活运用所学知识和技巧，解决实际问题。

4 结 语

面向多样性的学生群体、强调互动和个性

化学习的MOOC教育平台已成为大数据时代大

规模学习研究的理想实验室。借助该教学实验环

境，我们收集海量的学习数据，建立准确的学习

模型，总结群体学习的模式及其规律，评价和改

进课程的设计。根据教学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

基于“翻转课堂”混合教学模式有针对性地改进

课堂教学质量，并通过群体化实践提升学生解决

实际问题和创新能力，从而达到计算机教学改革

的目标。

2） 基于 MOOC教学和实验平台，面向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教学的实际情况，开展

MOOC教学改革，加强课程实践和创新，探索
MOOC教学经验，在MOOC教学平台的支撑下，
选择新增设的课程，开展混合教学模式和“翻转

课堂”的教学实验。

目前，笔者所在团队正在大数据科学导论和

机器学习 2个新的课程中，采用混合教学模型和
基于团队的学习方法进行相应的教学实验。要求

学生在上课之前，认真阅读视频片段，完成在线

练习和实验。在课堂上，学生在教师和助教的帮

助下，形成学习小组，以协同方式共同思考课程

内容，解决课业的难点和问题。在混合教学模式

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面向学生群体的学习

和创新活动，教授给学生必要的知识技能和工具，

通过科技比赛和竞赛，吸引广大学生参与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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