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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teaching mode is a combination mode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 It is the mainstream teaching mod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lso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urse of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in the Software College of Northeast University,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heories of SPOC teaching mode to construct and apply SPOC cour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course, the emphasis is on leading the high-quality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into the
course, so as to integrate the contents of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course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this kind of teaching mod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lassroom,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s in
extracurricular learning, effectively promote students' studying independently ability, and also
grea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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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教学模式是一种线上和线下教学模式的结合体，
目前是国内外主流的教学模式，也是有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一种教学模式。本文以东北大
学软件学院《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为蓝本，应用SPOC教学模式理念，进行了SPOC课程
的建设和应用，在该门课程的建设中，重点是将校内外的优质资源引入了课程教学中来，从
而能够进行校内外课程内容的融合，以及国内外优秀课程的融合。从实施效果看，该种教学
模式可有效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提升学生的课外学习兴趣，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学习能力的
提升，对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引言
中国的MOOC建设从2013全面启动，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也提出要“加强慕课建设、使
用和管理”，由此可见中国高校MOOC建设已经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MOOC教学存在
通过率低、缺乏有效师生互动、学生学习存在感缺失等诸多问题，也制约了MOOC的真正落
地与有效推广，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开展深入的思考与实践 [1-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阿曼
多·福克斯教授最早提出了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的教学模式，并积极开展教学
实践，通过实践证明了SPOC教学模式有助于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教师能力、降低教学
成本。SPOC教学模式是一种支持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基本的知识学生在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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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看视频等方式自学，难点和重点通过课上老师讲解、讨论等方式来理解，既有面对面
的沟通，又有自主学习，这样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当前
主流的教学模式之一，国内外、校内外很多高校都在实践该种教学模式，以提高本科教育教
学质量[4-6]。
面向对象(Object Oriented, OO)是当前计算机界关心的重点，它是90年代软件开发方法的
主流。目前的所有软件系统、平台基本都是基于面向对象的思想被设计和实现的，因此信息
技术人才必须全面深刻理解面向对象的思想，才能构造好的软件产品。面向对象的思想建立
起来并不十分容易，尤其是与计算机世界的模型映射，对于低年级学生而言，计算机体系结
构和工作原理知之甚少，计算科学思维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学习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非常
不易的[7-8]。
大学教育又有其明显的特征，大学课程教学时间有限，但学习的内容又多，因此需要学
生课外自学很多知识，而学生课外学习必须要有一种有效的形式，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在
线教育形式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都很自由，学生可根据自己对课
程内容的掌握情况来选择学习的内容，这样可有效补充课堂教学。
因此应用SPOC课程教学模式，建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SPOC课程》，教学过程的组织
以学生学为主导，而不是老师教为主导，课堂变成师生讨论问题的场合，变成老师解决学生
的疑问的场所，教学的过程变成老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基本知识、扩
展知识、知识细节等内容学生在课外通过观看MOOC视频、网络资源等形式自学，疑难问题
通过课堂讨论、网络答疑等多种形式解决，这样有效促进学生的思考，还可有效提高学生的
学习能力，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2．《面向对象程序设计》SPOC课程建设内容
SPOC课程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学过程依据课程教学目标来建立，本门
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面对复杂工程问题时，具备应用工程化的方法，采用面向对象的思想
形成面向工程问题的代码设计和实现的能力。依据这个目标，根据课程学时，将教学内容进
行分解，分解出20个小节内容，每个小节内容重点突出，内容关联紧密，20个小节的内容如
表1所示。
表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SPOC课程教学内容
小节序号

小节主要内容

小节序号

小节主要内容

Section 1

Java语言开发和运行环境介绍

Section 11

Is a关联及其在Java语言中的实现

Section 2

Java语言基本知识

Section 12

图书馆系统案例（关联）

Section 3

控制结构

Section 13

面向对象的设计-类图

Section 4

类和对象的概念

Section 14

类图到Java代码的转换

Section 5

Java语言中类和对象的定义和应用

Section 15

类的高级特性

Section 6

图书馆系统案例（定义类和对象）

Section 16

设计模式简介

Section 7

消息的概念理解

Section 17

图书馆系统案例（设计模式应用）

Section 8

Java语言中消息的定义和应用

Section 18

Java异常处理机制

Section 9

关联的概念理解

Section 19

Java文件读写

Section 10

Has a关联及其在Java语言中的实现

Section 20

图书馆系统案例（文件的应用）

根据每个小节的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包括课前预习、课堂讨论、课后完成作业/复习、预
习下一次课的内容，通过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完成教学过程。在该教学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
环节是课前预习，SPOC课程建设实际是要求学生在课下通过MOOC等在线课程先将课程内容
进行学习和预习，发现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到课堂上来讨论，从而达成知识学习的目标。本
门SPOC课程建设中选取的在线课程不是本学校的在线课程，而是在中国大学MOOC上选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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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外校老师的课程作为本门课程的在线课程来让学生学习，他们分别是北京大学唐大仕老师
的《Java语言程序设计》[9]和浙江大学翁恺老师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语言》[10]。除了
视频教学外，还选取了两个网上学习资源供学生学习，它们是C语言中文网[11]和菜鸟教程[12]。
为了保证学生的预习效果，在每个Section中还有一个预习任务让学生完成，一般都是跟本
Section内容相关的选择题。因此在本课程中课前预习包括视频教程、网络教程、预习任务和
课件这4个部分，图1是本门课程在东北大学BlackBoard平台上的建设成果。
课程内容是学习的一部分，但对于程序设计类课程而言，上机编程实践是最为重要的环
节，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程序设计能力，课程还设置了课后作业、每周一
题、作品展示等学习活动环节，学生通过完成每周一题，然后自我展示，每位同学还可对其
作品进行评价，从而达成互相学习的目标。图2是在东北大学BlackBoard平台上，学习活动的
设定。

图1 课前预习在BlackBoard平台上的建设成果

因为有了这些课外学习内容和任务完成，整个课堂教学过程就跟原有的模式不一样了，
课堂教学一般是首先回答、讨论学生在完成作业、预习课程内容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然后
对预习的课程内容的关键知识点做以讲解和讨论，最后是对下一节内容做出引导，整个课堂
的安排是以学生的问题为主导，教师的讲授为辅而进行的。

图2 学习活动设定

3．《面向对象程序设计》SPOC课程建设效果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SPOC课程是边建设边实施，课程从2019年3月份开始建设，20019
年5月份就在东北大学2018级的计算机类II的学生中进行了试点实施，实施的班数为8个班，
从8个班的教学效果来看，还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此，截取了一些学生学习过程中间的数
据展示一下。
图3是20次课堂教学中的其中10次学生课堂参与互动答题的统计结果，从统计结果看，学
生上课积极参与到课程中来，参与度平均在95%左右，没参与的同学很多是因为网络不好，
没有及时提交答案。
图4是18次预习任务的学生完成情况统计结果，从统计结果看，学生在刚开始上课时并没
有认真的完成预习任务，随着课程的进展，学生基本能够做到去预习并完成相应的任务，但
在课程的后期，学生完成预习任务的积极性就降低了很多，这个与课程后期学习任务重考试
多有关系，学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预习和完成相应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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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期末考试成绩看，不及格率是3%，卷面成绩的提高比较明显，成绩较上一级学生提高
了5%，与其他的没有实施教学改革的班级比较，平均成绩高出5分。学生反馈对这门课程有
了很大的兴趣，对面向对象的基本概念和思想理解较深入，有信心继续后续内容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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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课程参与度统计图

图4 学生预习任务完成情况

4．结论
通过《面向对象程序设计》SPOC课程的建设与实践，这种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激发学生们
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并能够引导他们积极思考问题，从而提升他们解决问
题的能力。通过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把学习者的学习由浅到深地引向深度学习，
探索了一条支持混合式教学的课程建设模式，促进大学人才培养的提升。将线上线下教学内
容的混合应用，将课堂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可有效提升该门课程的教育教学质
量。该门课程应用其他学校的在线课程，与校内教学融合到一起，因此探索了一条与国内外
高校课程的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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