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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的发展及对高校物理课程的影响
陈 浩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多种变革，在高校学习阶段中学生
的逻辑能力较差，而物理学习有着一定的难度，教学也存在一定的单一性，所以学生在进行物理学习时存
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我国的高校物理教育不能有效地得到提升。科学的发展中也出现了
多种新型的教学方式，MOOC 就是在社会发展下发展而来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方式是采用互联网技术为
支撑进行发展的，将 MOOC 教学方式应用在高校的物理教育中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对
我国的教育事业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本篇文章，主要就是对 MOOC 的发展以及对高校物理课程的影响进
行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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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MOOC and its influence on physics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o Chen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y country’s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many changes. In the learning stag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ents’ logical ability
is poor, and physics learning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difficulty, and there is a certain unity in teaching. There are
various problems when students are studying physics. These problems have caused the physic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to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 variety of new teaching methods have also
appea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MOOC is a teaching method developed under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method is developed with the suppor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MOOC teaching method is appli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hysics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and efficiency in learning, and it has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is mainly about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OC and its impact on college physic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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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OC 概述

也要对人数进行限制，而 MOOC 课程可以供成千上

MOOC 简单来说就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由

万个人来对一门课程进行学习，所以具有规模大的

于 MOOC 是一种开放性的课程，所以可以为学生的

特点，MOOC 通过在线学习的方式打破了以往学习

学习提供免费的在线资源，使学生通过网上学习就

上的空间和时间限制，所以受到了广泛地使用，

能实现完整地学习，MOOC 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

MOOC 课程在得到大力发展的同时对高校的教育

而来的一种课程，具有互动性强、资源优质和免费

事业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高校要想提升自身的教

学习的特点，正是由于 MOOC 发展优势较多所以在

育能力，就必须抓住这次机遇并合理的应用 MOOC

社会的发展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MOOC 课程和学

对教育效率进行提升。

校中的课程有着极大的不同之处，在传统的课堂学

2 MOOC 课程的优势和缺点

习中学习的人数是有限制的，为了保障课堂的秩序

第一，MOOC 与传统的教育方式相比不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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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由于是基于互联网技术进行发

力强，采用传统的教育方式来让学生的注意力始终

展的，所以不论是资源量上还是对资源的获取速度

集中在枯燥的学科学习中很难让学生提升起学习的

上都有着极大的优势，MOOC 课程是免费的课程，

兴趣，而应用 MOOC 可以根据学生的心理对课程方

学生只需要在相关的平台上注册账号就能对

案进行制定，也能将物理知识中的碎片化知识进行

MOOC 课程中的所有资源进行查阅，在 MOOC 课

整合，在教育的过程中适当的通过动画的形式对物

程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名校加入了行列，

理知识点进行讲解不但能对学生的注意力进行集

所以使得 MOOC 拥有比任何大学单独课程都要好

中，也能让学生更加便利的对知识点进行掌握。由

的课程。

于 MOOC 是免费的，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观

第二，MOOC 课程的学习对于学习地点没有要

看，当第一遍没看懂时也以通过反复的观看来对其

求，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也没有要求，只需要一台

中的难点知识进行学习，学生们采用 MOOC 进行课

能够上网的设备就可以通过 MOOC 进行免费的学

下学习也能使教师在进行备课时根据学生观看最多

习，由于 MOOC 资源量极大，且是基于互联网进行

的视频来进行细致的讲解，以此实现物理课程教育

发展的，不但在我国对于 MOOC 有着较好的应用，

的高效率性[2]。

其他国家对于 MOOC 也有着极大的广泛性，正是由

3.2 MOOC 可以体生学生对于物理学习的兴趣

于 MOOC 在各个国家中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所以

由于 MOOC 的课程是面向社会中的各类人员，

为了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在应用 MOOC 进行学习

所以不但具有的课程多，且每项课程都有着多种多

时可以进行多种语言的转换。其次，在采用 MOOC

样的学习方式，MOOC 还为学习人员提供了一个友

进行学习时当有知识点没有听懂时也可以将视频暂

好的交流平台，当有不会的问题在该平台上进行发

停，将难点弄懂之后再接着进行学习，所以说

布时，就会得到不同的人地回答，且回答有着多种

MOOC 与传统的教育方式相比可以让学生对学习

多样性，在高校物理的学习中对 MOOC 进行应用，

的进度自行把握，不但提升了学习方式的灵活性，

教师可以将 MOOC 有关于物理学习中有趣实验拿

[1]

也能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性 。

到课程教育中去，通过多样化的实验不但能够利用

3 MOOC 对高校物理课程的影响

学生好奇心重的特点来提升学生对于物理学习的兴

MOOC 课程的应用可以让学生在家就能对知

趣，也能在一些实验中让学生学到相关的物理知识。

识点进行学习，且由于其具有共享性和交互性的特

由于课程教学时间有限，教师在课程上的教育

点所以在社会发展中受到广泛的应用，在高校的物

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而通过 MOOC 就可以使学生

理学习中，主要的学习内容是对一些物质的性质、

在课下学习时在该平台上与其他的学生一起进行学

结构以及基本运动规律进行的研究，所以在学习中

习，以此让学生通过观念的互动来提高自身的思维

学生要具备较高的逻辑性和理解能力，但是由于在

能力，通过 MOOC 也可以让学生在自主学习时遇到

物理学习中教育方式较为单一，课程的教育中学生

不会的知识点时有途径可以进行学习，由此可见，

不能很好地参与进去，所以导致了物理学习效率不

在高校物理学习中通过对 MOOC 的应用不但能够

能得到有效地提升，在 MOOC 不断发展的同时，在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知识获得途径也能有

高校物理的教育中适当的应用 MOOC 可以对物理

效的拓展。
4 从物理课程建设中对 MOOC 需要进一步完

教学起到较大的帮助。
3.1 翻转式教学方式对在校大学生学习起到有

善
MOOC 在我国当前的发展中，不论是师资力量

益的辅助作用
在物理教育中受到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对于

还是资金投入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且课程中还

物理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由于

具有多数的知名教师的教育视频，学生在通过

物理学习具有专业性，所以在教育时只为了应付考

MOOC 进行学习时不但能够通过动画的形式来提

试进行教育就不能有效地对学生对知识的灵活变通

升学习的丰富性也能通过多种途径对知识点的含义

能力进行提升。高中阶段的学生思维活跃，动手能

进行了解，虽然 MOOC 在高校物理的教育中有着一
- 17 -

MOOC 的发展及对高校物理课程的影响

陈浩
[8]

定的帮助，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较多的不足，为了对
这些不足进行改善，就需要 MOOC 在后续的发展中

理课程的教学实践[J]. 科教文汇, 2020(6):2.

实现真实有效的考核，且在该平台中的考核成绩也

[9]

能作为学生的毕业成绩进行使用。其次，由于物理

刘玉涵, 李青. 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对高校课堂
是否有效?[J]. 2021.

课程的学习中，对于知识点的灵活运用都是学生在

[10] 朱婷, 韩财宝, 王春霞. MOOC 平台与大学物理课程混

不断地练习中所掌握的，所以 MOOC 也应该制定专

合教学的研究与探讨[J]. 电子工程学院学报, 2020,

业的程序实现对于学生思维过程的跟踪，这样才能

9(3):1.

对学生知识点掌握的情况进行明确[3]。

[11] 许飞, 罗锻斌, 谢海芬,等. 基于 MOOC 平台下大学物

5 结语

理实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与探讨[J]. 物理与工

在社会信息时代下，网络的发展给教育事业带

程, 2021.

来了极大的冲击，教育事业要想更得更好的发展就
必须抓住机遇使课程教学方式与时俱进，高校物理

[12] 李淑侠, 李妍, 刘晓艳. "互联网+"背景下的大学物理教

课程的教育本身就具有枯燥性，所以为了提升物理

学研究[J]. 黑龙江科学, 2019, 10(9):2.

教育的有效性就必须采用合理的教学方式来提升物

[13] 刘文彦, 曲铭镭. 大学物理实验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教学

理教学的多样化，这样才能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提升

探讨[J]. 大学物理实验, 2019, 32(4):3.

学生的参与性，在物理的学习中应用 MOOC 教学方

[14] 刘树成, 魏晓楠, 周江. 新形势下高校物理实验课程教

式有着多种优势，不但能改善传统教学方式中的不

学现状和改革探究[J]. 物理通报, 2021(7):3.

足，还能有效地提升教学的效率，正是由于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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