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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study of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domestic learning user groups.
At first, by analyzing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mainstream MOOC platforms at home and abroad,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ir existing teaching modes, we found that the main drawback of MOOC teaching is the high drop-out rate. And Point out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current MOOC teaching models lack individualized research on learners. And then we analyze current
learning users from both ag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learning group of MOOC is the post-90s
college students. Finally, we make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90 - year - old college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MOOC teaching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90th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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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关于MOOC国内学习用户群体的研究。通过分析国内外主流MOOC平台的现状和发展，针对他们现
有的教学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目前MOOC教学的主要缺陷是高辍学率，并指出主要原因是现在的MOOC教学模式缺乏
针对学习者的个性化研究。进而从年龄和学历两方面分析目前的学习用户，得出现阶段MOOC的主要学习群体是90后大
学生的结论。最后简要分析了90后大学生这一主要学习群体的特点，并针对90后大学生的个性化特点对MOOC的教学发
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MOOC，个性化，辍学率，90后，可持续发展

1．引言
2015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这一行动计划，并将“互联

网+”提升为国家战略。在我国的信息化领域研究中，互
联网一直是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核心特征，互联网正逐渐融
入到各个行业的发展之中，以激发出其所在行业的内在潜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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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在现代教学中已经广
泛采用多媒体技术与手段，教学过程中多维的教学资源给
学习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把传统课堂上老师言语中的抽
象教学变为简单易懂的直观教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
了课堂信息量，而且使教学内容更加形象生动，深入浅出。
当“互联网+”与教育发生碰撞，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应运
而生。“互联网+”的到来给我国的教育变革带来了相当
明显的变化。其中，最为典型的成果就是“MOOC”。MOOC
的出现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新思路，它既不同
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也不同于现有的视频课程。
MOOC继承了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开放共享”的理念，
实现了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1]，同时也开创了一种
新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显而易见，MOOC具有大规模、
开放性、个性化等特点。MOOC的在线课程不局限于时间、
地点、学生人数的限制，覆盖人群广[2]，只需要上传课
程相关内容，学生们可以自行在网站上注册、学习、练习
甚至考试，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MOOC的课程同样具有
极大的开放性，各大MOOC平台基本都提供免费而优质的名
师课程资源，以供学习者来挑选学习，实现了优质教学资
源的共享。而在个性化方面，现阶段的MOOC显然更强调学
习者学习时间、学习地点的灵活性，强调学习者可以根据
自己的情况自行安排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而忽略了针对
学习者的特点设计个性化的在线学习模式和课程内容。本
文主要是阐述国内的MOOC的现状和发展，针对目前MOOC
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现阶段MOOC学习用户的分析，找出目
前MOOC的主要用户群体，进而通过对主要群体的特点分析
和研究，在个性化教育方面提出自己一点想法和思考，希
望能够为将来MOOC的发展提供一点思路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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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Academy

证书收费

高校学分

Futurelearn

是

否

Open2Study

是

部分高校

教学法
游戏奖励机制
学习论坛、学习视频、随
堂测验、课后作业
自适应课程、徽章制度、
即时聊天室

2.1.1．用户定位：以服务用户为中心，民主化教学
在MOOC项目中，教师会根据学生的需求和特点来设计
开发课程。同时MOOC也会根据课程科目的属性来进行不同
的学习方式的设计。比如理工科课程偏重“在做中学”的
学习方式的设计，在实践操作中激发学习乐趣，调动积极
性；而文科课程中偏重于情景式教学的设计，让学生身临
其境，感同身受。
2.1.2．课程设计：以教学形式为导向，结构化设计
每一门课程在MOOC上架之前，教师对每门课程的教学
和学习方式都是精心设计的，课程在设计的过程中更强调
学习互动性。教师以学习者的学习行为为指导[3]，通过
对学习进度和方式进行合理的设计，给予学习者明确的学
习方向。
2.1.3．教学资源：以课程视频为核心，辅助化练习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目前主流的MOOC 平台都是以
10~20分钟的短小视频为教学的核心资料，配以不同方式
的练习进行教学。视频成了各大平台教授课程的主要传输
形式，最成功的案例当属可汗学院。可汗学院应用微视频
与一套新型组织管理模式，运用由易到难的进阶模式将相
应课程的微视频连接起来，并辅以相应的练习。
2.1.4．教学方式：以知识掌握为目标，混合式教学

2．MOOC的现状和发展
在近几年的信息化教育的飞速发展过程中，MOOC是教
育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最具代表性的产物。MOOC的出现掀起
一股教育模式的新浪潮。近几年MOOC呈井喷式发展，越来
越多的高校开始加入到MOOC的行列，陆续推出一系列的优
质MOOC课程，以供本校学生和其他想学习此门课程的校外
人士学习。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能收获更好的教学效果。
2.1．国外MOOC的现状
目前，全球各大名校和教育机构纷纷投入到大规模网
络开放课程的潮流中，一批又一批的优质网络课程逐渐涌
出。针对典型的MOOC平台进行比较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国外典型MOOC平台比较分析。
机构

证书收费

高校学分

EdX

是

否

Coursera

是

部分高校

Udacity

是

部分高校

Udemy
Khan

是
无

部分高校
否

教学法
在线讨论、Wiki协作、过
程评价、网上实验
讲座视频、论坛讨论、交
互测验、学生相评
讲座视频、章节测验、做
中学作业、系统考评
讲座视频、交互式测验
讲座视频、交互式测验、

MOOC出现并没有推翻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而是为教
学提供了一种新型模式。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是为了学习
者最终能够掌握好知识并加以运用。因此，如何将传统教
学模式与MOOC相融合，使学习者能够更加高效的掌握所学
知识是大家应该思考的问题。线上课程很好的弥补了传统
课堂的不足。在MOOC模式下，混合式教学在高等教育中可
以得到很好的应用。
2.1.5．质量认证：以公平合理为原则，积极化探索
在网络学习中对学习过程进行评价一直都是难以攻
克的难题，MOOC在学习过程监控和评价方面都有了一定的
突破。比如将MOOC认证的可靠性依赖于第三方[4]的考试
或者审核来把关，在现行的主流MOOC平台并没有统一的质
量认证标准和体系，这也是未来MOOC想要长期发展下去需
要积极和迫切解决的问题。
2.2．国内MOOC的现状
相比于国外MOOC的飞速发展，国内MOOC的发展起步较
晚，规模和形式也不如国外MOOC完善。在世界范围内MOOC
的狂热浪潮席卷之下，中国的大学也对MOOC跃跃欲试。
2013年，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先后加盟edX和
Coursera，由此掀开了中国的慕课时代。经过几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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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也建设了具有自己本土特色的MOOC平台，如学堂在线、
好大学在线、中国大学MOOC等。
“学堂在线”推出于2013年10月，是由清华大学推出
的国内第一个由高校发起的中文MOOC平台。
“好大学在线”
与2014年4月由上海交通大学研发上线，实现上海西南区
域19所高校互认MOOC学分，学生可借此平台跨校辅修第二
专业学位。“中国大学MOOC”由“爱课程”网和网易云课
堂合作于2014年5月联合推出，全国高校均可通过该平台
进行MOOC建设和应用。针对国内三大MOOC平台对比分析结
果如表2所示。
表2 国内三大典型MOOC平台比较分析。
机构
学堂在线
好大学在线

证书收费
邀请好友兑换
是

高校学分
部分高校
是

中国大学MOOC

是

否

图1 学堂在线MOOC魅力测量报告截图1。
教学法
讲 座视频 、
测 验作业 、
论 坛讨论 、
结业考试

通过对国内这三个典型的MOOC平台分析，很明显可以
看出如下特点：
在教学模式上，国内MOOC的线上模式基本一致，教师
每周定时发布教学视频、布置练习和作业，部分课程还会
组织话题讨论。学生需要通过自学[5]，完成测验和作业，
参加话题讨论，课程结束后还要参加结业考试，获得修课
证书。
在成绩认定方面，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成绩的评
定，一是在课后设立了独立的以系统自动评分的选择题、
判断题等客观题型为主的课堂测试和以“同伴互评”为主
要评分方式的主观题型为主的作业模式，且对两者的定位
非常明确；二是将各种测验穿插在课程视频的目录中，随
学随测。
在质量认证方面，三个平台都提供免费的电子版结业
证书，部分课程无结业证书。三个MOOC平台需要完成自己
不同方式的考核获取纸质证书或结业证明。只有极少的
MOOC的课程提供针对个别院校的学生的学分认证和转化。
2.3．MOOC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全球各大名校和教育机构纷纷投入到大规模网
络开放课程的潮流中，一批又一批的优质网络课程逐渐涌
出。作为一种新鲜的教学模式，MOOC给教学带来便利和新
模式，但是在MOOC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
题。
通过对现行的MOOC平台进行研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MOOC的发展相当迅速，各大MOOC平台的注册人数也早已达
到百万级。然而，经过统计可以发现，在MOOC课程的学习
过程中，学生在课程开始时的注册率和参与度很高，但是
却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在学习过程中放弃继续学习，导致课
程的辍学率很高。
根据“2015年清华大学知识青年烩论坛”上分享的
“MOOC魅力测量报告”可以了解到“10个人里1个认真学，
5个人里1个修成正果”，尽管注册学生人数庞大，但是真
正能够坚持学习并顺利完成课程的学习者并不多，在课程
的学习过程中存在极高的辍学率。

根据2014年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整理发布
的2012-2013学年的edX平台16门课程的开放数据[6] ，通
过整理全球和中国学习用户的数据，整理出如下数据。其
中，开放数据对平台上的注册用户根据其学习的积极性分
成四类，分别是：仅注册用户、消极学习者、积极学习者
和完成课程的学习者。仅注册用户是指出于对edX平台的
好奇或其他原因，只在edX平台上进行注册，并没有报名
参加任何课程的学习；消极学习者是指在edX平台上注册
并参加课程的学习，但是课程学习没有达到课程进度的二
分之一；积极学习者则是指在edX上注册并参加课程学习，
而且学习进度超过整体课程进度的二分之一；完成课程的
学习者就是指注册并开始课程学习，最终完成所有课程目
标和考核直至获得课程的认证证书的学习者。
可以发现：不论是中国用户还是全球用户，尽管在edX
平台注册的学习人数比较多，但是开始学习的学习用户只
占人数的60%左右，中国用户和全球用户的比例基本持平。
其中在注册用户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是出于对edX平
台的好奇或者其他非学习目的而进行注册，导致学习用户
的比例降低。这一部分只注册而未开始学习的用户我们可
以忽略，不做研究，因为他们并非是MOOC教学的真正用户，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通过MOOC来进行某一课程的学习活动。
表3 国内三大典型MOOC平台比较分析。
用户类型
仅注册用户
消极学习者
积极学习者
完成课程的学习者
注册总人数

中国用户
1774
3210
124
62
5170

全球用户
240868
359894
22689
17687
641138

而在这些开始学习的中国用户中，真正能够坚持学习，
完成整体课程的二分之一及以上的就仅有3.6%，远低于全
球5.7%的平均水平[7]。最后中国用户中真正能够完成课
程的人数仅占学习者的1.8%，同样也远远低于全球的平均
水平4.4%。但是，不论从全球水平还是仅仅是研究中国用
户的学习积极性，积极学习者的比例都保持在相当低的水
平，更别提能够完成课程全部内容的学习人数。现阶段的
MOOC学习用户大部分都停留在注册后只浏览了少量课程
内容的阶段，这一部分人群是MOOC课程流失的学习群体，
也是MOOC课程的辍学率高的根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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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学堂在线MOOC魅力测量报告截图2。
图2 各类型MOOC用户人数比例。

3．用户群体的研究
尽管从数字上看，目前MOOC拥有极其庞大的用户群
体，但是，MOOC课程的高辍学率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制约了在线教育的发展，以MOOC为代表的在线教育还是
没能够在创新教学模式的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
各高校还是大多处在宣传和试用MOOC课程的阶段，现阶
段的MOOC只起到了辅助教学的模式，并没有发挥其独当
一面的作用。
为什么MOOC课程会存在如此高的辍学率呢?一方面，
注册用户人数庞大，各种职业、年龄层和学历的人都可以
进行注册学习，用户群体复杂多样，而对于用户群体的研
究却寥寥无几，现在大多数的学者大都注重研究学习者学
习过程和学习后的行为，却很少有人针对学习者本身的特
点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用户群体本身的个性
化研究的忽略，MOOC的课程模式设计大都是采用小视频和
各种形式的练习和考评相结合的模式进行学习，教学模式
单一，不能够持久的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导致学习者
的后劲不足，从而放弃学习。
所以，不论是从课程本身进行优化还是针对学习用户
的研究，都需要我们对MOOC的用户主体进行研究，只有了
解主要目标用户的个性和需求，MOOC才能够做出真正意义
上的个性化教育，而不仅仅是针对时间、地点的灵活多变
的“个性化教育”。

同样的，在2014年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整理
发布的2012-2013学年的edX平台16门课程的开放数据中
[6]，几乎80%的中国学习者都处在20-30岁这一年龄段，
其余基本都处于30-40岁和20岁以下的两个年龄段，其余
年龄段几乎没有中国学习者。
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MOOC平台，中国学
习者的主要年龄层都在20-30岁之间，以90后为主要用户
群体，而且占据的比例相当大。从MOOC目前应用的教育层
次看，MOOC更适用于高等教育[8]，学习用户都是成年人，
具有更强烈的求知欲，而且自律性更强，也具备使用网络
技术操作学习的基本知识和能力。
3.2．针对用户群体学历的研究
其次，针对中国MOOC用户群体的学历进行研究，根据
“MOOC魅力测量报告”中分享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学
堂在线的用户学历统计，还是edX的公开数据中中国学习
者的学历分析，学习者的学历主要集中在本科,占据整体
人数的60%以上，其次是中学和硕士学历。这与上一节学
习者的年龄分布情况相吻合。可以看出，目前的MOOC课程
学习主要是应用于高等院校的学习，以大学生为主要目标
学习群体。

3.1．针对用户群体年龄的研究
面对如此庞大的用户人群，我们不需要针对每一个人
进行分析和研究，而是需要对用户群体进行分类，分清主
次关系，适当合理的忽略次要或者数量相对较少的群体，
找到用户群体中的主要群体，加以研究。
根据“2015年清华大学知识青年烩论坛”上分享的
“MOOC魅力测量报告”可以看出，国内MOOC平台的用户群
体主要集中在18-28岁之间，以90后为主要用户群体。而
且以18-25岁的用户学习认真的人数最多。

图4 中国学习者学历比例分布。

根据针对MOOC现有的用户群体的年龄和学历分析，可
以看出，目前的MOOC课程学习主要是应用于高等院校的学
习，以大学生为主要目标学习群体。所以要更注重针对当
代大学生尤其是90后的学习者的个性和需求的分析研究，
以求能够长期激发这一主要用户群体的学习兴趣和欲望，
达到更高的课程完成率，有效的降低课程辍学率，以期发
挥MOOC的这一新型教育模式的真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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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用户群体特点的研究
当传统的教育模式遇到MOOC，传统教育受到了冲击，
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教育模式的出现，适应信息化技术给教
育模式带来的变化和转机，教育必须变革，而这一变革首
先就体现在教育理念上。无论是传统教育还是新兴的MOOC
式教学，教育理念都应该更关注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的
个性化教育。
以学生为本，就要分析现在学生的特点和需求。通过
上面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当代大学生为MOOC的主要用户
群体，尤其是以90后为主。90后是极具特点的一代人，他
们出生于社会发展的初期，伴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而成长。
90后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成长于父母和老一辈人呵护溺爱
中，成长于先进富足的生活环境，这些种种因素造就了与
众不同的90后人群。
3.3.1．个性化，拒绝被标签
90后是个性化的一代，他们不喜欢被任何词汇定义，
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鲜活的个性。他们成长于市场经济不
断发展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新旧思想
的碰撞和转变让90后逐渐形成各自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传
统单一的价值取向；与此同时，社会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
多元的文化交流，90后从中学习到不同的文化，领悟出不
同的意义和感受。
3.3.2．常孤独，自我意识强
90后大都是独生子女，是在父母和老一辈的精心呵护
中长大的。这种过分的关注、呵护以及优越的生活环境让
他们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意识极强。但是缺少兄弟
姐妹的陪伴，以及与父母和老一辈的思想观念的差异常常
让他们觉得十分孤独，缺少能够理解自己，与自己有共通
之处的人。所以在活动和交往中，他们乐于表现自我，常
常以实现个人价值为目标。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拥有老
一辈所远不能及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创造力[9]。
3.3.3．爱表达，依赖于网络
90后出生于网络时代，他们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缺乏兄
弟姐妹和同龄人陪伴让他们依赖于手机和网络。他们更早的
通过网络接收到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和新奇事物，他们喜欢新
奇、个性的事物，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喜欢依赖于网络
来表达他们的看法和见解，喜欢通过网络进行沟通和交流。
作为现阶段MOOC的主要用户群体，90后大学生是特点
鲜明的一代。大同小异的在线学习模式不能激发他们长期
的学习欲望。想要减低辍学率，发挥MOOC在教育方面的真
正作用就必须要考虑他们的特点和学习需求，做出适当的
改变和革新，做到MOOC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4．MOOC教学个性化的几点建议
毋庸置疑，MOOC的出现为教育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
教学模式[10]，也让教育发挥更大更广泛的作用。但是盲
目跟风、照搬已有模式，只关注于眼前成效的推行MOOC
教学，无法提高教学质量[11]，也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在

线教育的。根据90后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对MOOC未来的发
展提出如下建议：
4.1．转变教学模式
现阶段，学习者大都已经熟悉了单一的“微视频+练
习”的教学模式，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觉得枯燥乏味。设
计形式多变的教学模式，可以在学习过程中给学习者以新
奇的感觉，激发他们的学习欲望。未来的教学模式应更加
注重学习过程的娱乐化和游戏化，而不是单纯地通过视频
和练习等较为枯燥的方式进行学习。
要紧跟时代的步伐，用不断发展的先进技术丰富MOOC。
例如可以通过游戏、虚拟实践或者应用VR等更加先进的技
术来丰富教学资源和形式，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满足
他们的好奇心。
4.2．建立激励体制
90后大学生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要抓住他们的
心理特点，建立适当的激励体制。通过物质或精神上的奖
励，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找到自我价值，获得个人成就
感。比如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中，设置阶段性的目标，采用
更加趣味化的考核方式来检测学习者是否达成阶段目标，
并给予适当的奖励，以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给予学习者
成就感，促使他们坚持学习，完成全部课程。
同时，也要注重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过
强的自我意识让他们往往缺乏团队意识和集体责任感，在
以后的MOOC教学中，不仅要让学习者学到知识，还要在学
习过程中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可以设置小组任务或者
其他形式需要团队合作的考核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
们的团队意识。
4.3．开发即时在线沟通方式
现在，尽管各大MOOC平台都已经开通了各种形式的在
线交流模式，但是交流者却很少能够得到及时回应，这也
造成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而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
致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挫败感加强，逐渐失去学习的动力
和乐趣。
开发更加开放即时的在线沟通方式。让他们更加自由
想法，提出疑问，并且能够更加及时的得到回复和响应，
找打他们的存在感；也可以让他们在学习中找到志趣相投
的同伴，彼此鼓励，坚持学习。

5．结论
在近几年的MOOC发展中，各大高校和教育机构在已有
的MOOC模式上汲取经验，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优化变革，
已经形成的我国本土化的MOOC模式和体系。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
教育理念，真正的从学习者的角度去考究用户群体到底需
要怎样的MOOC教育，充分发挥MOOC的大规模、开放性和个
性化的教育特点，实现更加真实地个性化教育，做到在线
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做到MOOC与传统教育模式密切融合，
建立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使教学过程智能化、舒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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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便捷化，教学效果明显、高效，以此来促进我国
教育信息化建设。

[4] 姚昕雨.美国高校MOOCs学分认证现状研究[J].无线互联科
技，2016（3）：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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