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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MOOC为代表的在线开放课程
和学习平台在世界范围迅速兴起，拓
展了教学时空，增强了教学吸引力，
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
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正在促
进教学内容、方法、模式和教学管理
体制机制发生变革。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OOC的发展



厚积薄发，建设首批职教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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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资源统计

课程名称 教学视频 课件 配套习题 开课次数 在线学习人次

茶艺 75 29 9 4 7300

咖啡技艺 48 7 8 3 8000

西餐之旅 21 5 6 2 3500

跟我学调酒 103 65 11 2 3500

跟我学礼仪 72 31 8 2 3600

西式烘焙 50 10 9 1 3700



旅游类专业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实践与应用

在线课程建设的基础

在线课程的开发与运行

在线课程建设促进教师成长

在线课程的教学应用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建 设 的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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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实践的政策背景





学校信息化建设软硬件基础

信息化基础建设

数字化云平台

数字化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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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基础



数字化校园云平台



学习中心平台

教师自主建课

教师可以通过平台自主建
课，课程资源包括文字、
图片、视频等。幵可以设
置讨论、作业等。

学生学习进度监控

能够监控每一个学生的学
习进度，及时反馈本班的
学习情况。支持在线考试。

电脑、手机端通用

课程既可以在电脑端使用，
也可以通过手机端的“超
星学习通”APP进行访
问。



2003年受教育部委托开发6门网络课程



2012年，学校组织由专业课教师和信息技术老师组成的团队，开发《咖啡技艺》网络

课程。课程由调制越南咖啡、调制爱尔兰咖啡等7个单元组成。课程创新性的将虚拟仿

真引入酒店类的专业课程，而且开发了iPad端的电子杂志。

2012年《咖啡技艺》获得全国职业院校信息教学大赛软件类一等奖



2014年《茶艺》数字教材---基于秱动终端



2014年《西餐面点》数字教材---基于秱动终端



郑春英---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教学大赛课埻实录一等奖第一名



在线课程开发的师资队伍基础



2001-2003年开发数字化网络课程



2001-2003年开发数字化网络课程



2001-2003年开发数字化网络课程



2001-2003年开发数字化网络课程



2003-2007年资源库建设



2003-2007年3D导游模拟软件

2003年建成全国

第一个模拟导游
实训室



2006年科研课题的研究



我校教师编写出版的教材



我校教师编写出版的教材



打造精品慕课，

在线课程的开发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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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

校 长

信息中心
责任部门

教科研
教学内容把关

教学处
应用及推广

项 目 组
课程开发

团队教师 项目组长 助教



阶段 时间 主要任务

组建团队 开课前6个月
确定主题并组建开发团队
制定开发计划
其他相关准备工作

课程设计 开课前4-6个月
确定课程目标、撰写教学大纲，模块化教学内容，编写
拍摄脚本

资源开发 开课前2-5个月 拍摄微课视频、宣传片、制作动画、PPT、测试题等

申请开课 开课前1个月
申请开课、维护课程主页
进行课程宣传

上线与维护 课程开始至课程结束
每周发布公告，教学内容和测验
答疑和讨论
结课和颁发证书

规划与实施



规划与实施---组建团队（开课6个月前）

项目组

负责人 全面负责项目的规划和设计

撰写脚本、拍摄微课、答疑等

技术支持、课程后台维护

主讲教师

助教



规划与实施---课程设计（开课前4-6个月）

确定课程的架构

适应微课的特性

制定课程大纲突出职业性、技能性和操作性

确定课程目标

确定教学内容、镜头的展现

形式以及教师的教学语言

撰写脚本



规划与实施---资源开发（开课前2-5个月）

数字资源开发
包括宣传片、
教学微课、动
画、课件和练
习题等



规划与实施---申请开课（开课前1个月）



每周更新一个
教学单元
3-4个学时

单元测验 论坛答疑 结业考试 颁发证书
免费（电子证书）
收费（认证证书）

规划与实施---上线与维护



慕 课 建 设 促 进 师 资 队 伍 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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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建设促进教师成长

• 促进教师转变观念，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
• 促进教师团队成长，提升课程品质
• 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与教学能力
• 促进课堂教学研究，提升教师教科研能力，



茶 艺 团 队



慕课带动教学科研



慕课带动教学科研



慕课在教学和社会培训中的应用



积极探索，寻找慕课与教学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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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中国大学慕课戒爱课程网站

登录中国大学慕课网站

登录爱课程网站

http://www.icourse163.org/
http://www.icourses.cn/home/


应用

1.慕课在教学中的应用：翻
转课埻

2.慕课在社区教育、
社会培训、教师培
训方面的应用

3.慕课相关科研课
题的研究

慕课与教学的结合



《咖啡技艺》

课程对接岗位要求，突出技能训练



《西式烘焙》

展现形式生动直观，适合学生自主学习



《茶 艺》

提供优质资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跟我学礼仪》

提供优质资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跟我学调酒》

用于社区教育、社会培训、教师培训



《西餐之旅》

翻转课堂模式



MOOC学习局限性：

教学交互质量低；

学习者行为管控低；

师生情感交流度低；

在线课程开放时间与课埻教学时间脱节；



爱课程职教MOOC提供了示范性的大规模
在线开放课程(MOOC)，针对各地区、学校的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开设个性化
的小规模在线课程（SPOC)

MOOC           SPOC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序号 比较维度 MOOC SPOC

1 开放性 完全开放，任何人均可进入 对学习者有预设的申请条件

2 学生人数 无限制 有限制

3 学习形式 完全在线自主学习 教师主导下学生与自主学习

4 完课率 低 较高

5 监控性 低 较高

6 个性化反馈 低 较多

7 教师的主导性 低 高

MOOC与SPOC比较



后慕课时代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