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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程的建设与评价研究
高明辉 １ 吕森林 ２
（１．国家开放大学，
北京，１０００３９；２．互联网教育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０）

摘 要 伴随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微课程在泛在学习中展现出了独到的应用价值和意义。而迅猛突起的微课程
自然存在的问题就是：研究滞后于实践，认识滞后于应用。为提高微课程的制作水平和使用效率，本文结合学
生的实际需求，论述了建设微课程应当注意把握的要点，制定了全面、理性、有效地评价一门微课程所应具备
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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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关微课程的报道和论述近年来异常火
热，笔者认为应注重从自身的视角出发、从满足学
生学习需求着手，研究和讨论如何建设微课程、如
何有效而科学地评价微课程，建设满足学生需求、
适合我国国情的微课程。

一、微课程成为教育界的关注点

越被社会大众所熟知和认可。

二、广泛开展微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和可
能性
首先，不管国内国外，参与远程学习的学生都
有学习能力参差不齐、
师生分离、
学习渠道单一等特征。
微课程的出现能够满足这类群体的学习需求。

随着人们学习意识的逐渐增强以及教育者视

其次，移动设备的普及化以及网络环境的完善

野的更加开阔，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学习模式，例如

为微课程的普及与使用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全球

可汗学院、coursera、
edx 等如雨后春笋一般开始进入
人们的视野，微课程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

技术研究和咨询公司 Gartner 调查报告称：中国手
机用户总数在 2013 年首次超过 10 亿。据工信部统

始引起国内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近些年国内很多学
者一直在探索微课程的建设和应用模式，广东佛山
的胡铁生[1]、内蒙古的李玉平[2]都是较早研究微课程

计数据，2015 年中国移动通讯用户已达 13.06 亿。
大中城市 WiFi 热点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广也为学生
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更多可能。
再者，微课程具备选题广泛、制作简单、趣味性

的践行者，参与微课程研究与建设的教学机构也越
来越多。微课程能够被大家所聚焦是有原因的，微
课程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形式，其自身具备诸多优
势：例如其选题灵活，教师可以根据学生需求或教
学经验来选题；微课程可以覆盖各种学习过程中的
“疑难杂症”；微课程能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率和效果；微课程的制作对于设备的要求不高，任

强、精炼短小（时长在 1~10 分钟左右）[4] 等特点，为
其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撑。

三、
建设微课程需要把握的要点
1.以视频为主[5]
媒体表现形式可以多样，针对不同的学科，可

何人都可以开展微课程的教学，主导微课程的建
设；微课程对于教师自身课程建设能力以及提高整
体课程质量水平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建立微

以根据学习需求设计适合学生学习的微课程。视频
给人的冲击力是文字、图片、音频无法比拟的，微课

课程网站平台，能够实现在教师间分享彼此的实践

微课程的建设要综合考量，
注意各类媒体间的比例。
2.强化
“课程”
理念
既然是课程，在建设微课程的时候，必须强调
与碎片化视频等素材元的区别。微课程不是微视

经验，传递先进的教学思想，引导广大教师利用好
其他的网络教学资源[3]。微课程普遍适用于基础教
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等所有培养对象，越来

程的建设目前还是以视频为主。对于不同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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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不是微课件，不是简单割裂出来的视频元、音频
元等孤立的学习资源，微课程必须是动态的、可交
互的，除了视频等资源本身，必须具备微练习、微考
试、
微实验等可交互的必备元素。
3.具体精炼
所谓具体，必须是围绕疑点、难点、考点、重点
以及热点进行解读。之所以要针对学习中的这些要
点来制作微课程，关键问题就是只有微课程具备深
入剖析这些知识点的特性。现今，人们获取信息已
经是微时代的，长篇累牍、索然无味的学习已然是
过去时，系统冗长地学习知识会令人抓耳挠腮，而
微课程却是有效地化解这个问题的利器之一。

四、
微课程的建设要素
1.课程平台
课程平台不仅能够展示和承载课程，也是教学
辅导、
讨论互动、
公告发布的重要场所。
2.客户终端
微课程的建设必须可以移动学习，开发相应的
IOS、
Windows 和 Android 客户端，具备自适应的功
能，根据网络质量与不同终端，可推送相应质量的
视频。
3.内容模块
针对每个课程，必须具备以下组成部分：
（1）媒

4.针对性强
某些特定的学生更适宜通过微课程来进行学
习，微课程必须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有针对

体资源（一般以视频为主）；
（2）微测试；
（3）互动、交
流区；
（4）公告栏；
（5）微练习。当然这些模块不是全
部的必要元素，其本质是要求微课程必须是可互动

性地解决一些实际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的、非静态的、可更新的，也就是将针对一个知识点

5.符合学生学习习惯
如何在校园之外加深对知识点更深层次的理
解、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课余时间是学生学习的障

的课堂互动转移到网络上。
4.团队建设
微课程的建设必须做好教学设计人员与技术

碍，微课程可以为学生营造充满乐趣的移动学习环
境，
让其乐于在课堂之外的间隙进行学习。
6.动态性和可扩展性
微课程不仅是预设性教学资源，同时必须具备

制作人员的构成、定位与分工，国内很多微课程包
括网络课程往往忽略技术人员在课程开发中的作
用。相对于教学设计人员，他们往往在技术层面、艺

生成性教学资源的特性，按照教学需求可扩展。微
课程必须是动态的，一是课程内容的动态性，二是
师生交互的动态性，三是根据学生的需求，及时建
设新课程的动态性。微课程的建设必须是可延展性
的，而且必须是通过学生而不仅仅是单方面地通过
教师来进行知识点的扩充。
7.软硬件支撑
相对其他教学形式，微课程更适宜开发适用于
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必须建设相应的微课
程网站、平台，可普遍适用各类计算机的操作系统，
也必须适用于主流的移动学习终端，包含 Android、
IOS 等系统。
8.结合实际需求
微课程的建设不能脱离学生使用需求的实际，
要将研究成果落到实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到解
决学生学习问题上。
9.注重共享和应用
国内普遍存在学习资源使用率低、为了评课和

术层面的能力更突出，突出技术人员的重要性在微
课程的开发中尤为重要。

五、
微课程的评价指标
1.课程框架的规范设计
评价一门微课程是否科学、合理，必须有一个
规范的课程设计框架，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１）系统性
微课程所要诠释的内容以简短的知识点为主，
但正是因为有此特点，微课程很容易流于碎片化而
失去了学习的系统性，因此要规划好课程的结构，
尽量在开发前针对某个学科规划好课程的目录结
构及知识层次关系，量体裁衣地进行微课程的选题
与开发。
（２）与传统课程的关系
确定微课是将传统课程完全微化，还是把部分
内容进行微化？如果是部分课程微化，内容组织也

建课而建设课程的现象，缺乏有效的资源共享与后
期的维护与更新。微课程的建设和应用要避免进入

应有渐 进 性 ， 要 注 意 与 传 统 课 程 其 它 部 分 内 容
的关系。
（３）微单元选题要求
主要针对知识点、例题、习题、实验活动等环节

课程重复建设、
建而不用的窘境。

的讲授、
演算、
分析、推理、
答疑等进行教学选题。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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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做到“小（微）而精”
，是围绕某个具体的点，而不
是抽象、宽泛的线与面。
（４）设计合理
微课程以视频为主，要做到有别于系统讲授的
大篇幅的录像课。应做到深奥的问题简单化，简单
的问题兴趣化。在有好的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强调
艺术和设计，从而起到烘托和营造气氛的作用，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教学设计的规范性
相较于纸质印刷教材、电子书、网络课程等其
他类型的教学媒体，微课程更强调教学设计在微课
程所起到的作用[6]，包括教学内容本身的设计性，通
过艺术设计来烘托教学内容，或者以什么方式来阐
述教学内容的设计。评价微课程教学设计须要规范
和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１）浓缩性
是否是紧紧围绕教学或学习中的常见、典型、
有代表的问题或内容进行针对性设计，要能够有效
解决教与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疑点、考点等问
题。
（２）趣味性
教学过程要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精彩有趣、启
发引导性强、针对受众，是否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
积极主动性，能够激发起学生学习的热情，尤其是
符合目标受众（如 90 后）的特点。
（３）启发性
微练习设计具备针对性与层次性，设计合理难
度等级的主观、客观练习，练习与知识点相匹配，形
式多样，
能引发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欲望。
（４）创新性
构思新颖，教学方法富有创意，不拘泥于传统
的课堂教学模式，类型包括但不限于教授类、解题
类、答疑类、实验类、
活动类等。
3.教师讲授的规范性
微课程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教学形式，对教师的
仪表仪态、语言的感染力、知识的广博度都有着更
高的要求。
（１）教姿教态
教师教学语言规范、口齿清晰，有较强的亲和
力、表达能力与沟通能力，可以辅助以一定的肢体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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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语言规范
语言标准，声音洪亮、有节奏感，语言富有感染
力，应避免枯燥的书面语言[7]。
（３）正确性
教学内容准确，不出现科学性、思想性、政治性
错误。
（４）逻辑清晰
教学内容的组织与编排，要符合学生的认知逻
辑规律，过程主线清晰、重点突出、逻辑性强、明了
易懂。
4.技术呈现规范
（１）技术选型灵活多样
制作方法与工具可以自由组合，如用手写板、
电子白板、黑板、白纸、PPT、平板电脑、录屏软件、手
机、
DV 摄像机、数码相机等制作。
（２）长短适中
微课程时长一般为 1~10 分钟，清晰、稳定、构
图合理、
声音清楚（无杂音）、声音与画面同步。
（３）多终端的适用性
既可在 PC 平台运行，
也可以在手机、
平板电脑上
运行，普遍适用于 Android、
iOS 及 Windows 系统等。
对于微课程的建设，我们要秉着一种健康、理
性的态度，不盲从，要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通过深
入探讨和建立合理、科学的微课程建设与评价标
准，提高微课程使用的有效性。
——
——
——
——
——
——
——
—
参考文献
２０１２（１１）．
［１］ 张静然．微课程之综述［Ｊ］．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走向简单的学习［Ｊ］．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２］李玉平．微课程——
２０１２
（１１）．
［３］ 吴秉健．国外微课资源开发和应用案例剖析［Ｊ］．中小学信息技术教
育，
２０１３（４）．
［４］ 黎加厚．微课的含义与发展［Ｊ］．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２０１３（４）．
［５］ 吴靖，夏斌．微课程建设的装备需求与实现方案［Ｊ］．中国教育技术
装备，
２０１２（３２）．
—基于国内外微
［６］ 梁乐明，曹俏俏，张宝辉．微课程设计模式研究——
课程的对比分析［Ｊ］．开放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１９）．
［７］ 李玲．浅谈云端教学平台下微课程的制作与应用［Ｊ］．中国信息技术
教育，
２０１３（５）．

[作者：高明辉（1980-），男，河北保定人，国家开放大学
学习资源部（图书馆）助理研究员，硕士；吕森林（1974-），男，
辽宁东港人，互联网教育研究院院长，硕士。]
【责任编辑 郑雪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