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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徐葳 

•  背景：清华 -> Upenn -> UC Berkeley -> Google  
         -> 清华 （计算机科学） 
•  在清华主要工作 

– 清华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博导、助理院长 
– 清华在线教育办公室国际合作总监 

•  研究方向：分布式系统+机器学习 
•  讲授的课程 

– 云计算与软件工程 （本科） 
– 操作系统（英） （本科） 
– 大数据系统基础 （研究生） 



提纲 

•  MOOC与SPOC简介 
•  云计算与软件工程课程实践汇报 

– SPOC 
– MOOC 

•  思考与展望 



背景 � 

《纽约时报》撰文称2012为MOOC元年，
以Coursera、edX、Udacity等为代表的
MOOC平台，及其背后的美国高水平大学
领跑在线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 



世界MOOCs发展风起云涌 

性质 盈利性 盈利性 非盈利性 

开设课程 
 

822门 39门 329门 

合作机构 119个 11个 47个 

截至2014年10月27日 

来源：学堂在线统计 



Udacity、佐治亚理工学院与
AT&T合作提供在线计算机科
学硕士学位，仅为线下费用的
14.6% 



中国的MOOC发展举例 
学堂在线www.xuetangx.com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成果应用和推广平台 



 � SPOC � = � Classroom � + � MOOC � 
（Small � Private � Online � Course） � 
 � 

Armando � Fox � 
UC � Berkeley � 

Professor � in � CS � and � Director � of � MOOC � Lab �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 

基于SPOC的混合教学模式 



•  使用MOOC教学资源，可根据实际的教学进度进
行调整 

•  学生的学习过程通过线上完成 

•  老师进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方式(Flipped 
Classroom)，促进互动交流。 

•  可额外定制作业，增加实验环节等 

•  评分标准：线上+线下相结合 

什么是SPOC？ 



哪些因素影响了教学效果？ 

传统课堂需要改进 

来源：http://edu.people.com.cn/n/2014/0918/c367001-25682720.html 



有了MOOC，为什么要关心SPOC？ 

•  校内教学仍是大学的主要目的 
•  传统教学的一些环节不能省略 

– 讨论环节 
– 开放式的大作业项目 

•  充分利用了MOOC的优势 
– 精良的课程 
– 大数据分析 

•  节省了宝贵的课堂时间，提升教学效率 



提纲 

•  MOOC与SPOC简介 
•  云计算与软件工程课程实践汇报 

– SPOC 
– MOOC 

•  思考与展望 



云计算与软件工程课程简介 

•  UC Berkeley 的 CS169X: Software as a 
Service的MOOC 课程 
– UC Berkeley第一门MOOC 
– Coursera上第二门MOOC，后迁移到EdX 
– 世界范围内数十万人选课 

•  清华SPOC（2013年秋） 
– 受众：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大二到大四，
30人 

– 专业选修课 
•  学堂在线MOOC（2014年春、夏） 



SPOC教学形式 

•  课前 
– 学生自行观看视频 
– 做视频间的习题 

•  课上 
– 共同回顾重要知识点，讨论 
– 通过结对编程的形式完成作业 

•  额外内容：贯穿学期的软件工程项目 



翻转式课堂教室 – 便于讨论和实验 



翻转课堂的优势 

•  更多时间进行师生互动 
•  英文教学更容易被学生理解 
•  学生更多的动手实践 

– 多次提交，自动批改 
– 结对编程，同学/助教随时讨论 

•  学生节约时间？ 



学生每周花费的时间更多了 

好事？坏事？ 



翻转课堂的优势 

•  更多时间进行师生互动 
•  英文教学更容易被学生理解 
•  学生更多的动手实践 

– 多次提交，自动批改 
– 结对编程，同学/助教随时讨论 

•  学生节约时间？ 
•  课堂项目得以更好的开展 



课程项目 

•  软件工程课程大作业形式 
– 4-5人的团队 
– 真实用户，采用敏捷开发形式为用户开发一个
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程序 

– 学生每两周与用户见面，进行一次迭代（敏捷
开发） 

•  课上活动 – 杜绝期末突击模式 
– 小组展示 
– 组间互评 



学生对本课程的反馈 

•  ⋯.学生自主学习，老师根据同学们的反馈，对难点重点着
重讲解，并适当进行知识面的拓展与延伸⋯，极大地提高
了同学们的学习效率。 

 
•  知识性的内容我们在课下上网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学完成，

而老师可以在课上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指导学生实践中去。
这一点对这种偏重代码实践能力的应用课程来说尤为重要。 

•  大家都乐于使用它方便的课堂视频功能和在线评测平台。 

•  教学内容紧凑 



从SPOC到MOOC 

•  学堂在线引进的第一门国外MOOC课程 
•  从SPOC学生中选拔了第一批助教团队 
•  选课人数5000+ 
•  问题：完成率非常低 

– 课程难度高，每周学习时间长 
– 完成率真的是重要指标么？ 

•  学生参与了UC Berkeley的MOOC研究，取
得了很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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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C从MOOC中得到的最大价值 

•  经费？资源？学校重视？ 
•  视频录像？ 

•  数据资源！ 



问题和解决：教师的培训和备课 

•  备课相当复杂 
– 重点、难点的把握 
– 学生可能问到的问题 
– 实验细节 

•  MOOC与SPOC是跨校的合作项目 
–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 世界范围内13个教师讲授此SPOC 
– 讨论区+每周视频会议讨论教学经验 
– 各个SPOC教师都贡献新的内容 
– MOOC作者的大量参与 



世界范围CS169 SPOC应用举例 

B
in

gh
am

-t
on

 

U
C
 

B
er

ke
le

y 

U
. 

C
ol

o.
 

C
ol

or
ad

o 
S
pr

in
gs

 

Ts
in

gh
ua

 

U
N

C
 

C
ha

rl
ot

te
 

H
aw

ai
i 

Pa
ci

fic
 

Engineering SaaS Textbook ✔	   ✔	   ✔	   ✔	   ✔	   ✔	  

Instructor Reviews Video ✔	   ✔	   ✔	   ✔	   ✔	   ✔	  

Reuse Assignments ✔	   ✔	   ✔	   ✔	   ✔	   ✔	  

Autograde Assignments ✔	   ✔	   ✔	   ✔	   ✔	  

Reuse Exams ✔	   ✔	   ✔	   ✔	  

Have Local SPOC Forum ✔	   ✔	   ✔	   ✔	  

Reuse Lecture Slides ✔	   ✔	   ✔	  

Students Video Optional ✔	   ✔	  

Show videos in some lectures ✔	  

Flip Classroom (video required) ✔	   ✔	  

Online Course (video required) ✔	  

Autograded Exams 
Software Engineering Curriculum Technology Transfer: Lessons Learned from E-books, MOOCs, and 
SPOCs.  A. Fox & D. Patterson, Proc. SPLASH-E 2013.  http://www.saasbook.info/about 



问题和解决：助教团队的培训	  

用专门的SPOC培训助教？ 



问题和解决：对学生自觉性要求高 

•  对学生的自觉性要求高 
– 期中左右最好 
– 后半段学生各种活动增多，有时不看视频 
– 如何评估学生的参与程度？ 

•  加强学生讨论的评估 
– 小测验 （防止作弊，即时反馈） 
– Cold Call? 



问题和解决：平台技术问题 

•  平台技术问题是最影响学生体验的因素 
– 找到借口迟交作业 
– 影响学习效果，浪费时间 

•  开发更好的平台 
– 更加一致的实验平台环境（基于云计算的） 
– 开源和共享 

•  更为专业的运营 
– 学堂在线专业团队 



问题和解决：政策问题 

•  学生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 
•  教学工作量认定、教学评估方式 
•  高效的进行课程共享 

– 技术标准 
– 商业模式 
– 学校政策 



总结：SPOC ≠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  SPOC继承了背后MOOC的优势 
– 优良内容 
– 自动批改作业和快速反馈 
– 交互方式 
– 社区（学生、教师） 
– 。。。 

•  结合了课堂教育的优势 
•  MOOC/SPOC会是新的教材形式？ 



谢谢！   
 
徐葳 weixu@tsinghua.edu.cn 

徐葳, 贾永政, 阿曼多·福克斯, 等. 从MOOC到SPOC: 基于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和清华大学MOOC实践的学术对话[J].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14(4): 1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