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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慕课教学模式因其教学资源丰富、教学模式自主性强、师生交流互动频繁的优点得到了高校教

育界的广泛关注。根据课程本身的特点，将慕课模式引进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教学中，从教学模

式的优化、课程结构的优化设计、考核方式的改良三个方面对课程进行慕课化改革探索实践。实践

统计数据表明，课程慕课化改革能有效地保证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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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慕课，音译自 MOOC(Massive 0pen Online Courses)，意为大规模公开网络课程。慕课的概念

于 2008 年被首次提出
[1]
，2013 年清华大学加盟由麻省理工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创办的 MOOC 在线平

台edX
[2]
并于同年面向全球发布“学堂在线”MOOC在线平台,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步入慕课化时

代
[3]
。自慕课面世以来，以其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新颖的在线教学模式、教学团队及庞大的学生

群与学员的互动性强三个显著优势而倍受关注。随着地理数据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被广泛运用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上，地理信息系统基础知识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应当掌握的基本知识。地理信息

系统概论课程的学习包含对初学者来说较为抽象也难以理解的理论概念，也包含对于新手来说较为

复杂难以较快上手的实践操作。发挥慕课的优点，能解决传统地理信息系统概论教学中存在的学生

在课堂时间内难以理解所有知识、实践操作学习跟不上助教操作进度、教师与学生交流答疑时间不

足问题。

下文将从:慕课（MOOC）的概述、课程慕课化改革措施、改革实践的数据分析三个方面对课程的

慕课化改革进行思考讨论。

二、慕课（MOOC）概述

（一）慕课（MOOC）的概念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即大规模公开网络课程，国内因音似称其为慕课。该



词由爱德华王子岛大学的 Dave Cormier 于 2008 年首次提出[1][4][5]。慕课不受课室容量大小与课程时

间安排的限制，不限制选课人数、通过网络平台完成授课、交流答疑、考核的过程。慕课将课程内

容系统地划分成若干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对应一段约 15 分钟的教学视频，每个教学视频后配有需

要学员自己解决基于对应学习内容的问题或完成指定的学习任务。学员还可以通过平台所提供的论

坛或网络通讯工具与授课老师及其教学团队进行交流答疑。完成课程学习后并通过考核的学员可以

获得相应的证书或修得学分。由此可见，慕课与传统面授课程、传统网络公开课有明显的区别亦有

相应联系。

2012 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慕课热”。然而将大量优秀的课程资源对外免费开放这

个概念，早在十年前已出现了雏形。2001 年麻省理工学院提出对外开放课程课件资源的方案[6][6]。

2008 年，首门被称为慕课的课程诞生于加拿大。2012 年以来，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等国外著名高等学府联合创建了 Coursera、Udacity、edX 等知名的慕课学习平台，以网络媒体作

为媒介向全球在线用户免费提供大量的优质课程及学习资源，2012 年也被称为慕课的元年[7]。2013

年清华大学与 edX 合作发布我国内地第一门慕课课程。同年，清华大学成立自主品牌的慕课平台“学

堂在线”，区别于国外的 Coursera、Udacity 及 edX，该平台使用中文授课，扩大了慕课在我国的受

众范围[2]。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及社会团体、机构等开始建设慕课平台，除上文提及的清华大学发

布的“学堂在线”，还有上海交通大学自主研发 的“好大学在线”、爱课程与网易云课程一同建设的

“中国大学 MOOC”等。

（二）慕课教育发展现状

国外慕课教育平台起步较国内慕课教育平台早，开设的课程数量较多，课程的设置、安排与流

程体系发展较国内发展更为完善。研究表明，慕课化教学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能有效

地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8][9]。2013 年 Larry Johnson 认为慕课教育对传统的教学已经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且在高校学习中将占有不可代替的地位
[10]

。慕课模式打破了传统课程所有的时间上、空间上、

年龄上、种族上的障碍，实现课程资源全球共享
[11]

。慕课模式还促进教师角色的转变，使教师从课

程的讲授者向学习的引导启发者变化，给予学生对课程控制上一定的自由，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实

现教育个性化[12]。慕课模式还实现了教育资源再生功能，将教学团队与学习者及学习者之间的交流

活动中引发的思维碰撞而产生的隐性的新知识，随着课程持续的时间加长而渐次隐化、反馈到课程

资源体系中去
[13][14]

。



然而，作为新生事物，慕课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课程前期开

发时间长，投入成本大[7]。多个研究表明，每一门慕课课程上线前，课程团队平均需要花费 100 小

时进行筹备[15][16]。香港大学 MOOCs 执行主席更表示，为了确保课程的后期制作及修改有充足的时间，

至少提前六个月开始准备课程的前期工作[17]。第二，慕课平台建设尚未完善，后期维护时间成本高。

在线答疑的机制及技术还未得到完善发展及完善，慕课课程上线运作后，教学团队需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对其进行维护。维护的工作包括：通过论坛、邮件等方式对学习者提出的问题做出及时解答、

针对课程上线后的各种问题及时作出课程公告等。对于拥有大量学习者的慕课课程来说，答疑维护

工作的工作总量自然十分庞大。根据研究调查，慕课课程上线后，教学团队每周平均花费 8 至 10 小

时进行维护。[9][15][16]第三，课程通过率低，学习效果两极分化严重。慕课平台给予学习者一个免费

获取著名高校学习资源的平台，因此吸引了大量学习者进行注册学习。然而，与这一让人鼓舞的现

象形成反差的是，仅有 50%左右的通过率，有些课程的通过率甚至只有 5%。[7][16][18]与传统课堂相比，

通过慕课平台学习的学生自主性更强的同时，对于学习者的自律性要求也变得更高。调查表明，同

一门课程通过慕课平台学习得到优秀的学生比例较传统学习方式要高，同时未达结业标准的学生比

例也较传统学习方式高，课程成绩呈现哑铃型的两极分化态势[19]。

目前，课程慕课化已经被我国众多高校投入教学实践中[20-25],黄如花以爱课程网站上信息检索为

例，对课程质量反馈情况进行分析。据分析，80%以上的学习者认为与传统课堂、传统网络公开课相

比，慕课平台所提供的功能更满足学习需求，所提供的资源更优，学习效果更好[25]。课程慕课化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教学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不统一、师生交流匮乏等问题，成为提高教学与学

习效率的新工具[26]。在实践的过程中，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现状及我国教学习惯与环境，我国慕课教

育仍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进优化:第一，丰富及优化慕课平台教学资源。国内慕课课程的发展

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线上提供的课程相对国外发展较为成熟的平台少，未能满足我国国内数量庞大

的学习群体对慕课学习的需求[2]。同时，有些教学团体误认为课程慕课化就是将课程学习资料、教

案通过互联网进行分享的线下传统课堂的简单在线化。然而慕课课程需要结合慕课形式特点及该课

程自身的学特点设计的教学大纲。为适应慕课课程的微视频教学方式，既要在 15 分钟左右的微视频

中将每个知识点细致讲解清楚，又要使课程整体内容简短精炼，知识点的划分需要同时具备概括性

和细致性。第二，完善慕课平台的功能。根据是否需要预修课程划分课程便于学习者理智地选择注

册学习[27]；完善平台答疑功能，开发根据提问内容相似程度自动给出解答的技术，“聘请”国际在线

助教资源者，提高教学团队答疑效率[28]；将学习成果可视化，给予学习者对自己及课程整体学生的

学习进度、答题正确率的查询权，便于学习者检视自身学习效果、激发学习动力[2]。第三，开发慕



课平台移动端。慕课课程将课程内容微缩化整理于微视频中，移动端的开发与使用，可以让学习者

将日常碎片化的时间也利用起来进行微学习。同时，通过慕课平台学习对网速有一定的要求，利用

移动端下载缓存视频进行学习，既满足了学习者移动学习的要求又满足了保护课程知识产权的条件

[2]。第四，优化考核评价模式。慕课平台允许学习者跨专业、跨院系、跨校进行选课，在完成并通

过考核后可以获得学习证书或学分。为保证公平性，需保证学习者与考核者为同一个人[3]。完善考

核方式与制度，线上、线下考核方式并存，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课程考核的公平性。

三、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的慕课化改革措施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由理论课和实习课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理论课部分含有大量立体抽象的

过程、需要图表辅助理解的概念；实习课部分包含大量的动手操作实现的内容，对初次接触地理信

息系统的学习者来说大多是复杂且需要在指导下完成的。在以往的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上，一般将

课堂时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时间先由老师讲解理论内容，后半部分时间则根据前半部分讲解的

理论知识在老师的演示下学习相应的实习课操作。在较短的课堂时间内，学生既要完成理论知识的

理解，又要在理解的前提下掌握相对应的实践操作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然而延长课程时间，不仅占

用教师学生过多的学习生活时间，还会因课堂时间的延长而引起学生的集中度和教师的教学质量下

降。结合多年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教学经验，结合传统线下教学与网路教学的优点，引用慕课的

教学模式及理念对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进行慕课化。课程慕课化后，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在慕课

平台学习理论课知识及实习课部分的操作。教学团队在课余时间透过平台讨论区与学生们分别进行

答疑互动，课堂上对课程中重点难点部分及在讨论区较多学生提问的知识点进行重点讲解与答疑。

通过课程慕课化，给予了学生们掌控课程学习时间、课程难度与强度的自由，使课程更具适应性及

个性，从学习体验出发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效率及学习质量。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作为越来越多专业的基础课程，慕课化使课程内容更为简单易懂，更容易被

无基础学习者学习了解，使地理信息系统基础知识愈发平民化、大众化。同时作为地理科学类学生

一年级的必修课程，慕课化能激发学生们对地理信息系统的学习兴趣，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

选择学习的深度及难度，继而找准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
[30]
。

本文以 2015 年 3 月于逸仙时空上线的《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为例，从优化教学模式、改善

课程结构设计、改进考核方式三个方面对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进行慕课化改革实践。

(一)优化教学模式



结合传统面授课程与慕课模式的优点，采取线上学习线下互动的混合模式对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

程进行慕课化改革，课程教学学习流程如图 1。

图 1 课程教学流程图

学生通过慕课平台获取课程视频及课程学习资料，观看课程视频并完成课后测试题后，根据个人

学习情况在讨论区发起提问等待解答。教学团队与课程学习者均有权对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提问者

拥有追问及是否采纳解答的权力。教学团队每周汇总讨论区提问的问题，选取较多学生提问的知识

点在课程公告区以及每周一次的面授课堂上进行更详细的讲解。完成理论课及实习课的学习后，学

生需要根据所学知识自己选题完成课程大作业，并参加课程闭卷考核。总评成绩合格者才能获得学

分。总评成绩由平台统计数据、大作业成绩及期末考试成绩共同组成。

慕课化对课程的教育模式进行优化后，学生的学习时间更为灵活，教学团队与学生群体得到了充

分的交流沟通。值得注意的是，慕课化的课程经过多次开课后，历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

题及解决方法以提问、公告的形式保存在课程的讨论区、公告区上，这些大量的数据自身形成了一

个“经验数据库”。这些诞生于课程开展过程中的经验，以新知识的形式反馈到课程中，丰富了课程

学习资源。

(二)改善课程结构设计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及慕课模式的特点，参考课程原有的教学大纲，将课程划分为十六

讲，共 54 节内容，每节内容通过一段 15 分钟左右的教学视频呈现。要求学生每周完成一讲学习内

课程结构设计

及

教学资源教准备

在线学习

在线提问

在线答疑

面授课堂重点难点答疑

及

关键操作演示

课后巩固复习

完成大作业

期末考核

教学团队

学生

在线提问

在线答疑



容，总计安排 16 周的学习时间。课程的结构设计如表 1 所示。

第

一

部

分

基

础

理

论

课

程

第一讲

地理信息系统概述

第一节 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

第二节 GIS的组成和类型

第三节 GIS 与其他信息系统的

区别和联系

第四节 GIS的基本功能

第五节 GIS的应用于发展前景

第

一

部

分

基

础

理

论

课

程

第九讲

空间分析（下）

第一节 数字高程模型

第二节 地形分析

第三节 空间相关性分析

第四节 门槛分析

第二讲

地理信息空间

参考系统

第一节 地球空间参考系统

第二节 地图偶应

第三节 空间坐标转换

第十讲

地理信息工程

第一节 地理信息工程概述

第二节 地理信息工程的基本方法与步

骤

第三节 地理信息工程的支撑技术

第四节 地理信息工程应用案例

第三讲

地理空间数据组成与

特征

第一节 地理空间数据的基本结

构

第二节 矢量数据的结构特征

第三节 栅格数据的结构特征

第四节 矢量和栅格数据格式的

转换

第

二

部

分

实

践

操

作

课

程

第一讲

ArcGIS Online 概述

第一节 ArcGIS Online 的基本功能

第二节 ArcGIS Online 入门案例

第四讲

地理空间数据质量

与不确定性

第一节 地理空间数据的质量问

题及特点

第二节 数据的误差来源和分类

第三节 数据的质量评价

第四节 数据的检查与规整

第二讲

地理空间数据可视化

第一节 地理空间数据可视化的基本功

能

第二节 地理空间数据可视化的应用案

例

第五讲

空间数据库技术

第一节 数据库基本知识

第二节 关系数据库模型

第三节 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

第四节 空间数据库设计原理与

方法

第五节 空间数据库的发展趋势

第三讲

地理空间数据的编辑

第一节 地理空间数据编辑的基本功能

第二节 地理空间数据编辑的应用案例

第六讲

地理空间数据数字化

与可视化表达

第一节 数字化技术与方法

第二节 符号化技术与方法

第三节 GIS可视化技术

第四节 GIS 可视化表示方法与

应用发展

第四讲

空间查询

第一节 空间查询的基本功能

第二节 空间查询的应用案例

第七讲

移动互联网地理信息

技术

第一节 互联网 GIS 概述

第二节 WebGIS体系结构与关键

技术

第三节 移动 GIS的构建

第四节 云环境下的 GIS

第五讲

空间分析工具（上）

第一节 叠加分析、缓冲分析、路径分析

的工具

第二节 空间分析的应用案例（上）

第八讲

空间分析（上）

第一节 空间分析概述

第二节 空间信息查询与量算

第三节 叠置分析

第四节 缓冲区分析

第五节 网络分析

第六讲

空间分析工具（下）

第一节 空间数据统计、空间模型分析、

地形分析的工具

第二节 空间分析的应用案例（下）



表 1 慕课化课程的结构设计

针对前文提出的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教学中实践操作内容对于初学者过于复杂而需要逐步指

导的问题，课程将实习课纳入慕课教学大纲中，作为单独的知识点逐个通过课程视频讲授。对于较

难较复杂的操作过程，学生可以反复观看实习课的教学视频，并跟着示范操作步骤实现相应的功能。

在每周一次的面授课程中，教学团队也将对于课程的重点难点或实习课实践方法涉及的关键操作步

骤进行详细地讲解，确保学生能高效地掌握课程理论及实践操作内容。

（三）改进考核方式

本此慕课化实践从成绩权重调整、平时成绩评定方法的改革、根据学生类型进行期末考核难

度调整共三个方面对考核方式进行改进。

第一，对总评成绩权重进行调整。课程的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二者所

占的权重分别为 40%、60%。适当地减少期末考试成绩的占比，从成绩组成上引导学生注重平时学习

及动手操作能力的锻炼。第二，对平时成绩评定方法进行改革。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其中

15%来源于课程实践大作业的得分，25%来自慕课平台客观统计数据。客观统计数据包括学生课程学

习的完成度、课后习题的正确率、讨论区问题讨论的参与度。这些数据由慕课平台实时统计生成，

便于获取与查询，使平时成绩有据可循，避免了教学团队因主观印象影响分数的情况，使平时成绩

得分具有可量化的标准，更能体现课程评分的公平公正性。第三，根据学生类型不同而适当进行期

末考核难度调整。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对于地理科学类学生为专业选修课程，而对于其他院系学

生则为公共选修课程。这两类学生本身具有的理论知识背景有所差异，学习课程的侧重点及所获得

的学分也不同，所以在设计这两类学生的期末闭卷考试试题时也应当有所差异。对于报选专业选修

课类的学生，应当着重考察其对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及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而对于报

选公共选修课类的学生，着重考察对概念、方法等理论性的理解，对于方法的运用只需理解并完成

课程作业中所涉及的操作和实现过程即可。

四、实践分析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于 2015 年 3 月于逸仙时空上线，并在 14 级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地理科

学学生中以专业选修课的形式、在其他年级其他专业以公共选修课的形式开展实践。以下将从课程

学习的完成度数据、互动统计数据、成绩数据三个方面，对课程慕课化改革实践进行分析思考。

(一)完成度数据



于逸仙时空完成课程注册的共 1210 人，其中 473 人同时通过中山大学教务系统选修了该课程。

473 名学习者中，含有 289 名专选课学生及 184 名公选课学生。通过逸仙时空平台所获得的，本学

期选修本门课程的 473 名学生的课程完成度情况如表 2。

完成度 人数 所占比例

0～10% 5 1.04%

10～20% 31 6.42%

20～30% 11 2.28%

30～40% 7 1.45%

40～50% 6 1.24%

50～60% 5 1.04%

60～70% 1 0.21%

70～80% 4 0.83%

80～90% 11 2.28%

90～100% 402 83.23%

表 2 课程完成度分布情况

由统计数据分析可知，课程学习完成度在 90%以上的学生有 402 名，占全体选修人数的 83.23%，

总体完成率较高。课程结合了线上慕课学习及线下答疑考核的混合教学模式，能有效地保证课程打

到较高的完成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 16.77%的学生的完成度分布在 0%～90%区间上，这是传统

面授课程同样需要面对的学生缺课、逃课问题，说明在慕课课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但是课程学习仍须依赖学生高度的自律。

(二)互动统计数据

逸仙时空平提供的讨论区是供学生进行课后主观题作答及向教学团队提问的交流互动平台。截

止发稿日期为止，课程的互动情况统计数据如表 3、表 4。

互动情况 互动人数

总提问次数 6379

总回复次数 3372

有效提问次数 2033

学生参与讨论人次 6798

学生回复的次数 419

教室参与讨论人次 2953



表 3 课程互动情况统计

互动率指标 数值

互动率=总回复次数/总提问次数 52.86%

有效互动率=总回复次数/有效提问次数 165.86%

教师投入率=教师回复次数/有效提问次数 145.25%

学生互动率=学生回复次数/有效提问次数 20.61%

表 4 课程互动率指标统计情况

课程上线一学期以来，讨论区共收到 6379 次发帖回复，共 3372 次收到回复，互动率为 52.86%。

但由于课程讨论区同时开放给学生进行每讲后主观题作答，为准确地计算出教学团队与学生的互动

率，引入有效提问次数及有效互动率概念。有效提问次数为总提问次数减去学生进行主观题回答的

回帖数，有效互动率为总回复次数占有效提问次数的百分比。根据统计数据可见，有效互动率为

165.86%，说明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均得到了有效的回帖作答。同一提问贴子下，往往存在多位教师及

学生共同回复及提问者与作答者补充提问与作答的现象，所以总回复次数大于有效提问次数，使有

效互动率远远超过 100%。值得注意的是，讨论区共收到 419 次学生对提问帖子作出的解答，学生互

动率在 20.61%，说明使用慕课平台，不仅能加强教学团队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同时亦能加强学生相

互间的交流，在交流讨论中产生思维碰撞，促进新知识的产生及即时交流。

(三)成绩数据

本课程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及期末考核成绩组成，学生亦分为专选课学生及公选课学生两大类，

因此本文除了在整体上分析课程成绩以评价慕课化课程的教学效果，同时将分别对平时与期末成绩、

专选课与公选课学生进行成绩分析与评价。

1.总评成绩

全体学生的课程总评成绩情况如表 5、图 2 所示。

分数
全体学生 专选课学生 公选课学生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0 26 5.50% 3 1.04% 23 12.50%

1～9 10 2.11% 0 0.00% 10 5.43%

10～19 4 0.85% 2 0.69% 2 1.09%

20～29 2 0.42% 0 0.00% 2 1.09%

30～39 4 0.85% 0 0.00% 4 2.17%

40～49 0 0.00% 0 0.00% 0 0.00%

50～59 0 0.00% 0 0.00% 0 0.00%

60～69 34 7.19% 7 2.42% 27 14.67%



70～79 148 31.29% 100 34.60% 48 26.09%

80～89 193 40.80% 129 44.64% 64 34.78%

90～100 52 10.99% 48 16.61% 4 2.17%

表 5 全体学生课程总评成绩情况表

图 2 全体学生总评成绩分布图

由图 2 可以直观地看出，课程总评成绩呈两头不均等大小的哑铃型,总评成绩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以 60 分以上为及格，80 分以上为优秀的标准，课程的整体及格率为 90.27%，优秀率为 51.8%。其

中专选课学生的及格率与优秀率分别为 98.27%、61.25%；公选课学生的及格率与优秀率分别为

77.72%、36.96%。90%以上的学习者能通过课程考核获得学分，且逾半数学习者获得优秀。其中专选

课学生的及格率、优秀率较公选课学生分别高出 20.55%、24.29%。由于专选课包含的学分高于公选

课课程，并与其专业息息相关，故可以认为专选课学生对本课程的重视程度略高于公选课学生。观

察图表可知，无论是专选课学生还是公选课学生，均存在总评得分在 20 分以下的情况。由此可见，

未能通过课程学习的原因，除了课程内容对无基础的其他院系学生有一定难度，更大的问题在学习

者本身是否对课程学习有足够的重视及自律性。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知，慕课化课程的教学效果较

好，学生间学习成绩及效果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本人对课程的重视程度及学习自律程度。

2.平时成绩

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满分为 40 分，其中 15 分为课程大作业的评分，余下的 25 分为慕

课平台学习数据综合得分。慕课平台学习数据综合得分取决于该学生在慕课平台上学习的完成度、

课后习题测试正确度、在讨论区发贴提问及参与问题讨论的次数。全体学生的平时成绩得分情况如

表 6、图 3所示。

平时分得分
全体学生 专选课学生 公选课学生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0 31 6.55% 3 1.04% 28 15.22%



1～9 10 2.11% 0 0.00% 10 5.43%

10～19 9 1.90% 2 0.69% 7 3.80%

20～29 52 10.99% 5 1.73% 47 25.54%

30～39 371 78.44% 279 96.54% 92 50.00%

表 6 全体学生平时成绩情况表

图 3 全体学生平时成绩分布图

由图表可知，96.54%的专选课学生平时成绩得分在 30 分以上，远高于公选课学生的比例。有趣

的是，课程中平时成绩最高分 39 分出现在公选课学生当中，仅以一分之差超过专选课学生最高分

38 分成为课程平时成绩第一名。由此可见，绝大多数专选课学生平时成绩得分在 30 分以上，专选

课学生平时成绩分布呈“一边倒”形。说明绝大多数专选课学生在本课程学习中参与程度高，对课

程内容掌握程度较高。对于公选课学生来说，平时成绩分布呈不对称哑铃型，存在微弱的两极分化

问题。75%的公选课学生获得了过半的平时分数，获得 30 分以上的学生达 50%。

3.期末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以闭卷形式于第 18 周集中进行，本次改革实践中，专选课学生及公选课学生使用同一

份试卷进行期末考试。

总期末分
全体学生 专选课学生 公选课学生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0 41 8.67% 5 1.73% 36 19.57%

0～9 0 0.00% 0 0.00% 0 0.00%

10～19 0 0.00% 0 0.00% 0 0.00%

20～29 1 0.21% 0 0.00% 1 0.54%

30～39 1 0.21% 0 0.00% 1 0.54%

40～49 0 0.00% 0 0.00% 0 0.00%

50～59 0 0.00% 0 0.00% 0 0.00%

60～69 117 24.74% 79 27.34% 38 20.65%

70～79 117 24.74% 79 27.34% 38 20.65%

80～89 119 25.16% 65 22.49% 54 29.35%



90～100 77 16.28% 61 21.11% 16 8.70%

表 7 全体学生期末考试成绩情况表

图 4 全体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分布图

由图 4 可知，专选课学生期末考试成绩集中在 60 分至 100 分的区间，分布图呈半边倒抛物线状，

在 60 分至 100 分区间百分比随着分数的增加而缓慢递减；公选课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两极分化问题严

重，呈哑铃型分布，得分在 80 分区间的学生人数最多。以 60 分以上为及格，80 分以上为优秀的标

准，全体学生期末考试的及格率为 90.91%，优秀率为 41.44%。其中专选课学生的及格率与优秀率分

别为 98.27%、43.60%，最高分为 98 分，获得 90 分以上的学生有 61 名，其中，获得 95 分以上的高

分段学生有 7 名；公选课学生的及格率与优秀率分别为 79.35%、38.04%，最高分为 93 分，获得 90

以上的学生有 16 名。期末考试作为考核学生学习效果及教学团队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从成绩分布

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通过慕课化课程学习所获得的学习效果较好，无专业基础的公选课学生通过慕

课平台学习亦可以获得高于拥有一定专业基础的专选课学生的成绩。这现象反映了，慕课化课程使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更平民化、大众化，易于无专业基础的学习者了解与掌握。这现象也从侧面

反映了，通过慕课平台进行课程的学习，学习的效果与成绩更大程度地取决于学习者自身的兴趣及

自律能力。

总结分析总评成绩、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三个成绩的分布情况，课程慕课化能有效地引起

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有效地提高与改善教学效果。但是慕课平台仅作为一个提供课程

资源的学习交流平台，没有强制学习的措施，学习时长及强度的掌控权均在学生手中。因而仅拥有

良好的课程设计、学习平台及教学模式是不足够的，只有在拥有这些完备的客观条件下，学习者高

度自律地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才能有效地提高学习成绩、改善学习效果。



五、总结与思考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通过慕课化改革，有效地解决了课程中抽象概念难以在短时间的课

堂内被一般学生了解掌握、功能实现过程及实践操作学习跟不上进度、教师团队与学生间交流答疑

不足的问题。慕课化课程在课程资源提供、学生学习自主性、师生交流互动程度方面与传统面授课

堂及传统网络公开课相比均有着明显的优势。实践数据表明，学习者通过慕课平台学习慕课化的地

理信息系统概论的学习效果较好，课程完成率达 83.23%，通过率与优秀率分别为 90.27%、51.8%。

通过课程慕课化能使知识更为平民大众化，便于无专业背景的学生更好地理解与掌握课程内容。慕

课学习平台给予学生极大的学习自主权，学生拥有对学习的时间长度、内容深度及课程强度的掌控

权，便于学生针对自身专业方向及兴趣，有重点地深化学习相关内容，找准未来学习、研究的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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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Deliberation about the Reform of Introduction to GIS based

on MOOC

ZHANG Xin-chang，YANG Xiao-ling

Abstract: For the advantages of its abundant teaching resources, independent and strong teaching model,

frequent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MOOC has gained widely attention from Universities’ educational

circl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itself, we will introduce MOOC model to the course

named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from three aspects to reform Introduction to GIS

based on MOOC,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mode, teaching structure and the evaluate methods of

the cours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Reform of Introduction to GIS based on MOOC can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Teaching Effects.

Keywords:MOOC; GIS;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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