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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海遨游，是件乐事，也是一
种挑战，有时甚至是一程孤军奋战的征途。您希望有机会聆听大师的
讲授？期待能够自由选择感兴趣的课业？渴望与人分享知识？新的
学习方式“MOOC”帮助您实现这一切！
MOOC（慕课）即“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通常译作"大
规模网络公开课"，是一种从 2012 年开始迅速在全球流行的网络教学
形式。它把学校中的课堂，转化成更碎片化、更适合在线学习的形式，
移植到了互联网环境中，供全世界的人们学习。
MOOC 课程定期开课，课程视频符合网络时代碎片化的阅读特
点，通常只有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课上会有很多小问题，课后有作业，
有 deadline，有期末考试。如果在学习中有问题，你还可以在课程论
坛发帖求解，可能会得到来自世界任何角落的“学霸”的解答！
本专辑将介绍几个国内外知名的“MOOC”平台，马上开启你的自
由学霸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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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学院

一、
1. 简介

“MOOC 学院”是果壳网旗下的一个开放式网络课程整合平台，收录了主流
的三大课程提供商 Coursera、Udacity、edX 的课程，以及其它国内外的优质在线
课程资源。用户可以搜索课程，注册学习，交流互动。“MOOC 学院”致力于为
更多人呈现优质教育资源，跨越语言和地域障碍，实现“社会化学习”的目标。
2. 内容

“MOOC 学院”主页的内容主要有三大部分：课程资源、交流社区、留学
资讯。
1) 课程资源：
“MOOC 学院”与 edX、Udacity、FutureLearn、iversity、清
华大学“学堂在线”、台湾大学 MOOC 项目组、复旦大学等教育组织建立了长期
合作，汇集的大量优质教育资源。
课程语种

中文、英文、法语、日本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德语、俄语、西班牙
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等
计算机、AP 课程、经济管理、艺术与设计、英文写作、人文、社会科学、

学科类别

教育、生命科学、影视与音乐、数学与统计、电子、物理、化学、医药与
健康、食品与营养、工程、能源、环境、地球、法律、SAT 课程。
Coursera、edX、OpenLearning、FutureLearn、学堂在线、iversity、Udacity、
中国大学 MOOC、可汗学院、NovoEd、Canvas、Open2Study、好大学在线、

来源机构

ewant 、 Google 、 清 華 大 學 磨 課 師 、 华 文 慕 课 、 IOC-Athlete-MOOC 、
World-Science-U、FUN、opencourseworld、gacco、CourseSites、IITBombayX、
JANUX、openhpi、慕课网、Codecademy、MiriadaX、Stanford-Open-Edx、
果壳学院、极客学院、云课堂、Author-Academy、Microsoft-Virtual-Academy。

重点学校

Stanford 、Harvard、MIT、普林斯顿大学、国立台湾大学、布劳沃德学院。

2) 学习社区：学习社区是一个用户交流学习的互动空间。这里有精选资源
的推荐，包括一些热门课程和即将开课的内容介绍，引导用户发现更多感兴趣的
课程；学习研讨交流，用户可以将发表自己的学习经验和体会，与更多人共享学
习的方法和乐趣。社区还定期推出学院周刊，丰富的内容激发用户更多的学习兴
趣。
3) 留学资讯：
“MOOC 学院”和“Zinch 中国”合作推出了“海外院校库”，
不只是帮助用户发现全球在线好课，而且能发现更多全球优质教育资源，提供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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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校，课程或短期语言项目的全面信息和便利渠道。
3. 特色
1) 资源整合：
“MOOC 学院”不仅整合了国内外主流的在线教育视频资源，
还与 Coursera 达成了官方合作协议，通过组织志愿者网友成立字幕组，产生了
一批获得 Coursera 认证的翻译字幕，使用户能够跨越语言障碍，自由学习。
2) 奖学金制度：“MOOC 学院”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万科公益基金会、
阿克苏诺贝尔等合作伙伴，推出“MOOC 学院奖学金计划”。首轮上线的“联合
国人口基金 MOOC 奖学金”、“万科 MOOC 奖学金”、“阿克苏诺贝尔 MOOC 奖
学金”三大项目，鼓励大家通过 MOOC 保持终身学习，并通过有创意、有行动
的知识分享，让更多人感受到 MOOC 的魅力。
网址： http://mooc.guokr.com/
本节编辑自：
1)
2)

http://mooc.guokr.com/post/605193/
http://learning.sohu.com/20140610/n400669077.shtml

二、 爱课程
1．简介
“爱课程”网是教育部、财政部“十二五”期间启动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支持建设的高等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网站面向高
校师生和社会大众，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个性化教学资源服务，具有资源浏
览、搜索、重组、评价、课程包的导入导出、发布、互动参与和“教”“学”兼
备等功能。
2、内容
“爱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中国大学 MOOC，视频公开课，资源共
享。
1) 中国大学 MOOC。作为承接教育部国家精品开放课程任务的中国大学
MOOC，由“爱课程”网与网易云课堂共同承建。致力于做中国最好的大学课程开
放平台，收录大量优质大学课程视频资源，包括来自于 39 所 985 高校的顶级课
程，部分课程还提供广泛认可的证书支持，完成课程学习后，可以获得讲师签名
证书，为学习增添更多动力。完整的在线教学模式，定期开课、简短视频，提交
作业，和同学老师交流，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自由开始学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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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这两项内容是根据教育部在“十二五”期间的
教育改革计划而推出的“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项目。课程类型
包括本科课程、高职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和网络教育课程；学科涵盖文、史、哲、
理、工、农、医等方面，共有一百二十余门课程。
3、特色
“爱课程”网站设立了“SPOC”在线专有课程栏目，即“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是在“MOOC”的概念和实践基础上提出的。
“SPOC”主要针对本校学生和在线学生而设置，结合了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的
混合学习模式，通过“同时异地”的课堂教学和视频授课完成线上线下的讨论，作
业，答疑和考试等环节，通过者将获得课程证书。目前我国开展 SPOC 课程的高
校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津大学等 71 所大学。
网址：http://www.icourses.cn/home/
本节编辑自：
1)
2)

http://power.internet2share.com/?p=1162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43/201111/126346.html

三、 学堂在线
1、简介
学堂在线是由清华大学研发出的网络开放课程平台，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
正式启动，面向全球提供在线课程。任何拥有上网条件的学生均可通过该平台，
在网上学习课程视频。“学堂在线”平台合作伙伴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部分 G9 联盟高校（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联盟，2009 年
10 月启动，联盟成员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9 所高
校）
。
2、特色功能
1）引进 edX 上的热门课程并做了翻译字幕。
2）支持多视频源，不依赖 YouTube。
3）关键词检索可以直接定位到视频中的内容。
4）可视化公式编辑，解决理工科网上教学一大难题。
5）编程作业自动评分，解决万人大课堂的评分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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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新进展
在清华等一些 G9 大学的一些科目已经开始了学分互认，而且科目涉及人文、
历史、工程等科目。但是，个人学习者的证书认证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相关
政策的制定仍然在制定中。
网址：http://www.xuetangx.com/
本节编辑自：
1)
2)

http://tech.163.com/13/1010/17/9AREFDPN00094O5B.html
http://learning.sohu.com/s2013/xuetangx/

四、 Coursera
1、简介
Coursera 是一家在线教育公司，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两名计算机科学教授创办，
是全球领先的大规模开放课程平台提供者。它与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和机构合作，
包括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在 Coursera
上，大多数课程都是定期开课，有作业和考试，老师和同学可以在线交流，它强
调完整的在线教学过程。而完成了整门课程，学生可以拿到一张国际证书（部分
课程不提供证书），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
2、内容
1）合作大学。Coursera 与全球近 90 所大学和教育机构合作，包括美国、
欧洲、澳大利亚、中美和亚洲的顶级大学。

2） 课程。Coursera 提供各学科的大学课程，从人文学科，到医学、生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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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科学、数学、商业学、计算机技术等。用户可以在课程目录页查
看完整的 Coursera 课程列表。
3、学习流程
在 Coursera 官方中文社区上搜索、浏览课程简介及课程评
分。网站会根据用户的报名数据，推荐热门课程。
用户需要在 Coursera 上注册帐号，选择想要学习的课程，
如果课程正在开课，可以直接参与学习，如果尚未开课，
用户点击收藏该课程，会在开课时收到提醒通知。
Coursera 的学习过程包括了观看课程视频、参与学习讨论、
提交课程作业和穿插课程间的小测验和终极考试，用户需
要登录 Coursera 网站或者查收邮件来关注课程时间进度，
完成每周的课程视频和每周的作业。在学习的过程中，可
以选择在 Coursera 网站全球性讨论区参与讨论获取帮助。
Coursera 的课程一般在 6-10 周左右。一般而言，只要作业
和考试的分数在 60 分以上，就可以拿到一门国际证书。

4、中文合作伙伴
在国内，Coursera 的正式合作伙伴主要有网易云课堂和果壳旗下的“MOOC
学院”。
1） Coursera 和网易公开课达成战略合作，网易将为 Coursera 提供视频托
管服务，并在网易公开课开设 Coursera 官方中文学习社区。
通过网易视频托管，国内用户访问 Coursera 不用在通过国外的服务器进行
中转，将很大程度提高视频的播放速度和流畅程度。网易公开课中开辟专门的
“Coursera 官方中文学习社区”，包括 Coursera 优质课程介绍、专为中文学生录
制的视频、以及精彩课程评论。
2） 果壳网和 Coursera 达成官方合作协议，正式加入其全球翻译合作项目。
“MOOC 学院”网友自发创立的教育无边界字幕组合作，在果壳网的引导下开
始将 Coursera 的课程翻译成中文，使更多华语学习者能享受到世界级的教育。
网址：https://www.coursera.org/
本节编辑自：
1)
2)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722223
https://tech.courser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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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可汗学院
1、简介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是由孟加拉裔美国人，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
学商学院毕业生萨尔曼·
可汗在 2006 年创立的一所非营利教育机构。机构通过网
络提供一系列免费教材，包括超过 5,600 段教学影片，内容涵盖数学、历史、医
疗卫生及医学、金融、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经济学、宇宙学、有机化学、
美国公民教育、美术史、总体经济学、个体经济学及计算机科学。目前，可汗学
院在众多翻译志愿者的努力下，许多课程已经有了中文版本，并且可汗学院还与
国内的网易公开、果壳网等平台合作，将更多的课程展示给国内用户。
2、特点
1） 可汗学院利用了网络传送的便捷与录影重复利用成本低的特性，每段课
程影片长度约十分钟，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以由易到难的进阶方式互相衔接。
2） 可汗老师教学的方式，就是在一块触控面板上面，点选不一样颜色的彩
笔，一边画，一边录音，电脑软体会帮他将他所画的东西全部录下来，最后再将
这一则录下的影片上传到网上。
3） 教学者本人不出现在影片中，用的是一种电子黑板系统。其网站目前也
开发了一种练习系统，记录了学习者对每一个问题的完整练习记录，教学者参考
该记录，可以很容易得知学习者哪些观念不懂。
4） 传统的学校课程中，为了配合全班的进度，教师只要求学生跨过一定的
门槛（例如及格）就继续往下教；但若利用类似于可汗学院的系统，则可以试图
让学生搞懂每一个未来还要用到的基础观念之后，再继续往下教学，进度类似的
学生可以重编在一班。
3、成就
1）可汗学院获得 2009 年微软教育奖。
2）2010 年谷歌„十的一百次方计划‟教育项目的两百万美元资助。
3）美国爱达荷州在 2011 年立法通过中学毕业 47 学分中的 2 分必须为线上
学习课程，而 2013 年可汗学院的课程会在二十多所公立学校采用。
网址：www.khanacademy.org
本节编辑自：
1)
2)

https://www.khanacademy.org/about
http://open.sina.com.cn/school/id_7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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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它 MOOC 平台
名称

地区

简介

FutureLearn

英国

课程来自英国的大学，是学习英式英语的好材料。课程有英文
字幕，可以下载字幕的 pdf 文件。界面设计简洁，助于用户集
中注意力。用户还能实时评论课程，具有社交功能。

Iversity

德国

部分课程有英语字母。课程由网站向全球教师征集而来，网站
对用户评价高的课程会给予经费。用户若邀请好友来上课达到
一定数量，就可以获得购物卡的奖励。

Open2Study

澳大

网站推出自适应课程，这类课程没有统一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利亚

学生可以随时注册，按照自己的节奏修完课程领证书，学习课
程的时长也没有限制。

NovoED

美国

斯坦福大学建立的平台，以商科课程为主。它推出了一部分收
费课程，有 149、249 和 999 美元三个价位。课程有英文字幕，
专业性比较强，很适合商科的同学。

OpenupEd

欧盟

一个 MOOC 课程列表，提供了欧洲和阿拉伯等国家的大学的
近 170 门课程。课程建立在开课大学自己的网站上，其中大多
数是自适应模式。课程按照学科和语言分类。不管你的语言有
多么生僻，是阿拉伯语、波兰语、斯洛伐克语还是希伯来语，
都能在上面找到适合你的课程。许多课程还支持两三种语言。

本节编辑自：
1)
2)
3)
4)

http://www.openuped.eu/
http://www.pingwest.com/10-25-2013/
http://www.open2study.com/
http://www.egouz.com/topics/6361.html

七、 选登
MOOC 与图书馆
李灵慧（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研究生）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指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国内又译为“慕课”。
它是 e-learning 和远程教育领域的新发展，广受教育者和学生的喜爱。它以定制的平台技术
为基础、严格的课程制度为保障，以教师、学习者、平台之间无处不在的交互为经络，以交
互产生的各种课程材料为骨肉，从而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它使得教育资源开放和学习的过
程开放成为可能，使得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只要通过网络就能接触到来自世界顶级名校的顶级
教授的课程。MOOC 的出现极大的影响着教育教学的发展，也影响着图书馆未来的发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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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OC 的起源与发展
MOOC 于 2008 年诞生在加拿大 Manitoba 大学，该大学的两名教授在互联网上开设了
一门开放注册的课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 2300 名学生。直到 2011 年，斯坦福大学的
两名教授 Sebastian Thrun 与 Peter Norvig 一起开设的一门《人工智能导论》的免费课程，
吸引了来自 190 个国家的超过 160000 名学生，
该课程的成功触发了美国 MOOC 的广泛开设,
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 MOOC 的关注。
第一个 MOOC 平台为 Udacity，由 Sebastian Thrun 等人建立，主要为计算机科学相关的
课程。之后 Andrew Ng、Daphne Koller 联合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顶级名校建
成了涵盖人文、艺术、科技等多领域的综合性 MOOC 平台 Coursera。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
大学在 MITx（麻省理工大学的在线教育平台）的基础上建成了包括 30 多个高校的在线教
育平台 edX。此后，除了美国之外，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国家和也出现了 MOOC 平台，
如英国的 Futurelearn、德国的 iversity、中国的学堂在线、澳大利亚的 open2study 等。
目前，有 80 多个 MOOC 平台分布于世界各个国家.。这些平台按照内容可分为两类：
(一)综合类 MOOC 平台：该类平台的课程涵盖多个学科领域、涉及多种教学语言，如 Coursera；
（二）专业性 MOOC 平台：该类平台主要集中了某一学科领域的课程，如 Udacity；其中
Udacity, Coursera 和 edX 因其建成时间早、课程丰富、合作机构多和注册学生量大而成为
MOOC 领域的三巨头。

2 三大 MOOC 平台
2.1 Coursera
Coursera 目前有 99 个合作机构，不仅包括世界顶级高校，还有国家地理协会、世界银
行等机构，目前在线课程 600 多门，课程内容涉及艺术、生命科学、商业管理、计算机科学、
教育学等 22 个门类。这些课程免费向全世界开放，使用者只需简单注册就能够在线申请加
入。学生通过按时提交作业和通过最后的考试可以获得证书。Coursera 的证书分为两种，一
种为 Coursera 平台发放的课程通过证书，可免费获得电子版；另一种是开设课程的高校和
Coursera 联合发放的“签名认证认证证书”（Verified Certificates），这种证书学生要付费获取。
Coursera 的盈利方式主要有四种：一、认证证书，该类证书为 Signature Track 模式的课
程证书，由课程开设高校和 Coursera 联合认证，学生在通过课程考试之后通过付费获取该
类证书的电子版。二、课程辅助资料。某些课程需要学生阅读一些有版权限制的文献资料，
学生需要付费才能获取，Coursera 提供这些文献的数据库平台链接，从数据库商那里获得一
部分分成；三、用户数据。Coursera 拥有大量的用户，这些用户在使用平台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的个人数据，Coursera 通过分析和出售这些用户产生的大数据获得利润。四、向公司推荐
所需的人才。Coursera 从大量的课程参与者中遴选出适合某公司某岗位的人选从而推送给公
司，帮助公司获得所需的人才，并从公司那里获得报酬。
为规范用户的使用行为，尽量避免版权和用户隐私问题的出现，Coursera 制定有详细的
使用说明（Terms of Use）和隐私政策，对于平台中涉及的版权问题、用户在线学习规范、
课程认证情况等进行了明确说明。在用户隐私方面，Coursera 详细说明了收集用户数据的类
型和用途，并表明不收集未成年人的个人数据，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为了满足用户移动
学习的需要，Coursera 还开发了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平台的移动应用。
2.2 Ud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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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acity 的课程以计算机科学的为主。Udacity 的课程分为两类：一是免费课程，学生通
过该课程的考试之后获得一个荣誉证书，但不予学分学位等挂钩；另一类为付费课程，该课
程是高校将其课程 MOOC 化，放到 Udacity 平台上，高校学生通过在线学习和考试获取该
课程的学分，此类课程为高校传统线下教育的补充。
Udacity 为每个学生都配备有一个私人教练（personal coach），一对一的帮助学生解决在
课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该学生对教练的帮助不满意，可以立即更换教练。这项举措既
符合计算机科学本身学习特点，同时也最大程度上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2.3 edX
edX 目前有 179 门课程，涵盖了艺术文化、化学、法律、教育、工程等 17 个领域。作
为非盈利教育机构，edX 的课程是免费的。它依托 youtube，将其课程视频放到 youtube 平
台上供用户免费学习。利用第三方平台的举措降低了维护和运行课程网站的成本，但是由于
youtube 在一些国家无法使用，
因此对于这些国家的学习者来说，
使用 edX 存在一定的障碍。
edX 的课程资料只能在线浏览，不允许下载、复制、转制等。同时建立有学习论坛，供
用户讨论交流。edX 的证书有三类： 荣誉证书(honor code certificates),该证书目前免费，用
来证明学生完成了该项课程的学习，不具备认证功能；认证证书（ verified certificates）, 该
证书为收费证书，除了能够证明完成课程学习之外还根据学生的照片和个人 ID 进行认证认
证；系列证书( XSeries certificates),该证书发放给完成学习并通过某一主题下的一系列课程的
学生。
此外，edX 运用特殊技术，开发了专门针对残疾人学习的平台，保证了残疾人获取知识
的权利。
表 1 三大 MOOC 平台情况简介
平台名称

Coursera

成立
时间

2012

创建者

Andrew
NG、Daphne
Koller

Udacity

2012

Sebastian
Thrun 等

edX

2012

麻省理工大
学和哈佛大
学

性质

盈利方式

盈利

1.认证证书
2.课辅资料
3.用户数据
4.人才推荐

盈利

部分证书
和课程的
收费

非盈
利

无

证书
种类

是否有
收费项目

特色服务

课程体系

中文网
站

2类

认证证书

移动 app

2类

1.证书
2.部分课程

私人教练

3类

1.学位课程
2.认证证书

残疾人适
用

艺术、生命科学、商
业管理、化学等 22
个门类，644 节课
数据科学、网络发
展、佐治亚大学计算
机科学硕士课程；分
“全课程”和免费课程
人文艺术、计算机、
医学等 28 类 178 门
课程

是

否

否

3 MOOC 与图书馆
MOOC 的到来颠覆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同样也对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产生了重要
影响。2013 年 8 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中对 MOOC 问题进行
了专门讨论。图书馆人开始思考 MOOC 环境下图书馆的生存问题、图书馆的角色定位、图
书馆资源的利用、图书馆用户服务的新挑战等问题。
3.1 图书馆界针对 MOOC 研究的基本情况
国外研究方面，关于 MOOC 到底需不需要图书馆的问题，Forrest Wright 认为 MOOC
对高校图书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图书馆员要充分认识 MOOC 带来的挑战，并积极提供服
务，否则就会在未来的在线高等教育中被遗忘。Cameron Bames 在分析美国、澳大利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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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 的建设情况以及图书馆员参与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在 MOOC 这一开放环境中，图
书馆在发展和支持当地 MOOC 中起着关键的作用。Mariellen Calter 介绍了斯坦福大学及斯
坦福大学图书馆在整合在线教育技术服务 MOOC 的情况，指出图书馆能够也必须成为使用
在线教育工具的参与者和驱动者。同时，对于图书馆在 MOOC 环境中的发展情况也存在着
一些悲观的看法，认为“MOOC 环境下图书馆可能不被需要了”
，但该作者仅仅通过 Udacity
的独立的（self-contained）课程模式提出该观点显然是片面的。该模式下，学生不需要阅读
其他相关资料，只需要学习平台提供的视频资料。但实际上大部分人文类的课程，例如文学
艺术类课程需要学生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提供和获取恰恰是图书馆的长
处，因此图书馆在 MOOC 中应该也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图书馆如何参与到 MOOC 之中，Bernd W.Becker 通过分析 MOOC 课程资源的开放
性问题，认为图书馆可以通过建设可开放资源的整合推荐系统来解决 MOOC 课程资源的版
权和可获取性问题，从而建立图书馆服务与 MOOC 之间的联系。Lian Ruan 在“ACADEMIC
LIBRARIES‟S DEVELOPMENT AND FUTURE TRENDS”的报告中分析了 MOOC 时代对图
书馆及图书馆服务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图书馆应该积极通过开展图书馆资源营销、与
MOOC 教师合作、给学生提供公开研究向导和教程的链接等方式参与到 MOOC 之中。
国内研究方面，郑江平在《MOOC：教材教参建设走向何处？》的报告中通过对国内外
MOOC 发展状况的介绍，分析了 MOOC 所引发的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指出了 MOOC 环
境下教材教参服务在载体、服务模式、文献服务类型、受众面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指出图
书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他认为 MOOC 为教材教参建设带来了机遇，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到
这一教育变革风暴中来。秦鸿在 lib2.13 会议中做了关于 MOOC 的专题报告，他认为 MOOC
浪潮中的图书馆员可以充当以下几种角色：版权顾问，帮助 MOOC 课程清理版权问题；信
息素养培训师，嵌入课程，对较适合学生进行搬迁教育和信息素养培训；学习空间的提供者；
MOOC 课程制作的参与者。
正式出版物中，
傅天珍和郑江平分析了 MOOC 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定位，
指出了 MOOC
环境下用户需求、版权、资源等方面图书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认为图书馆应该利用其得天
独厚的优势参与到 MOOC 教学服务之中。
顾立平介绍了大英图书馆提供 MOOC 服务的情况；
王聪聪在对 MOOC 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指出公共图书馆要通过优化课程内容、提供引导服务、
开展社区教育等方式适应 MOOC 带来的变化。
3.2 图书馆界针对 MOOC 研究的特点
图书馆界针对 MOOC 的研究呈现出以下 4 个特点:
（1）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国。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 MOOC 起步早，且三大 MOOC
平台均属于美国；另一方面，美国高校图书馆在参与 MOOC 的建设上也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2）正式出版物少，学者的观点广泛分布在博客、会议报告和一些特定网站之中。这
一点在国内尤其明显，截至 2014 年 5 月 9 日，在 cnki 上以 MOOC 为主题进行检索，其中
图情领域关于 MOOC 的研究文章只有 3 篇。而关于 MOOC 及其进展等的介绍则大量分布在
以果壳网、36 氪等为代表的网站专题上。
（3）实证研究较少。这主要是由于目前 MOOC 仍处于发展初期，仅有少数图书馆参与
到 MOOC 之中。
（4）研究处于初期阶段。MOOC 作为新生事物，其本身的仍处于发展初期。MOOC 能
否代表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是否是教育领域的突破性创新仍然是争论的话题，图书馆嵌入
MOOC 开展服务仍处于小范围的初期的探索阶段，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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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来看，图书馆针对 MOOC 的研究处于初期阶段，但会随着 MOOC 的发展和图书馆参与
MOOC 的实践深化和发展而进一步深入。

4 图书馆与 MOOC 的结合点
4.1 版权清洗
MOOC 课程，尤其是人文艺术等类型的课程需要大量为学生提供大量的相关资料，而
资料越多涉及的版权问题可能就越多。Coursera 平台要求每一门课程必须版权清晰，而平均
一门课程的版权清洗需要 380 个小时。图书馆在资源建设、数据库建设和信息服务等过程中
需要处理大量版权问题，版权问题也是图书馆一直关注的问题。图书馆大都配备有知识产权
相关的图书馆员，这些图书馆员积累了丰富的处理版权问题的经验，完全有能力参与到
MOOC 课程的版权清洗工作之中。
4.2 开放获取资源
MOOC 课程资源版权问题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开放获取资源，而开放获取运动也
是近年来图书馆一直在参与和推动的运动。图书馆可以参与到 MOOC 课程的建设之中，为
教师和学生提供所需的开放获取资源，通过建设开放获取资源的集成知识库，来解决学习资
源的可获取性问题。MOOC 对于开放获取资源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推动开放获取运动的进一
步发展。
4.3 课程集成检索系统
信息组织和关联是图书馆的传统工作和优势所在，信息组织的好坏影响着检索系统的准
确性和易用性。随着 MOOC 的进一步发展，MOOC 课程必定会进一步增多，对这些大量的
MOOC 课程进行组织，建设准确易用的检索系统对于指导学生选择所需课程和优化课程管
理都有重要意义。图书馆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利用信息技术，通过深入挖掘课程内容对课程
进行分类和组织，并通过知识关联向用户推送相关的课程资源和学习资料，这能够提高图书
馆资源的优化使用，也能够为学生找到所需的课程和学习资料提供了便利。
4.4 嵌入式用户服务
嵌入式信息服务是图书馆进入 2.0 时代以来以用户为中心开展服务的具体体现，也是图
书馆开展个性化服务的体现，因此在嵌入式服务方面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MOOC 课程也
需要面向学生提供嵌入式服务，Udacity 为每位学生配备的私人教练就体现出 MOOC 对嵌入
式用户服务的需求。图书馆可以发挥参考咨询的优势为 MOOC 提供嵌入式的用户服务，帮
助解决教师和学生在 MOOC 课程建设和学习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4.5 信息检索课程
信息检索课程是图书馆为帮助用户提高信息检索能力多开设的课程，MOOC 环境下，
图书馆可以尝试将传统的信息检索课程 MOOC 化，来弥补以传统方式开设信息检索课程的
不足。

5 结语
图书馆在 MOOC 环境中开展服务既有先天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挑战。一般来说，
图书馆的服务群体的数量是有限的，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其服务对象为本校师生，但是在
MOOC 环境下，图书馆如果参与到服务中去，那么用户的数量可能是现在的几倍、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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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上百倍，这不仅对图书馆硬件设施，如网站的承载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
图书馆员如何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用户提出了挑战；在资源的可获取性上，本校师生可以无障
碍获取图书馆拥有的各种资源，但是在开放获取尚未被广泛接受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大量非
本校师生的资源获取问题是 MOOC 建设者和图书馆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合理使用”是图书
馆在处理版权问题的避风港，但是有些 MOOC 的学生数量似乎已经远远超过了现有的版权
法的对合理使用所规定的范围和规模。目前关于合理使用的界定仍是一个争论的话题，图书
馆如何在争论中为自己谋求优势，这一问题也给图书馆在与出版商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博
弈中提出了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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