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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规范的教学质量认定标准，是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引进的重要保障。该文从构建高校在线开放课

程教学质量标准入手，按照“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思维逻

辑，以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相关文件要求及影响课程引进的外部约束因素为依据，构建了包含“6+X”个

维度、13个通用指标、“7+Y”个专属指标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研究表明，该标准具有较好

的结构效度与内部一致性。最后阐述了基于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课程引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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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是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双万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线上线下混
合式一流课程建设的重要支撑。早在2015年，教育
部出台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
用与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明确提出：
建设一批优质在线开放课程，认定一批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同时鼓励高校制定在线开放课程教学
质量认定标准[1]。《意见》提出的在线开放课程认定
涉及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和高校在线开放课
程教学质量认定两个层面：国家层面的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认定，以综合考察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资源等5个要
素为基础，按照“逐级评价遴选，择优限额申报”的
推荐程序，通过组织专家对“课程的学术水平、内容
质量、课程应用共享效果”等进行综合评议来遴选和
认定，对课程质量要求较高，重在树立标杆，促进课
程的建设与应用。而高校层面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
量认定则以高校自主制订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
认定标准”为依据，以“纳入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为手段，以促进教学质量提升为目的。显然，高校层
面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的实质是在“保证教学

质量”的前提下，对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是否契合
高校实际需求的综合评定，重在认定和引进契合高校
实际需求的课程。截至2019年11月底，教育部已认定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291门(2019年认定结果暂未公
布)。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进
一步提出：“从2019年到2021年，完成4000门左右国
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4000门
左右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6000门左右国家级线上线
下混合式一流课程”的认定工作[2]。相比较而言，高
校层面的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则相对滞后，根据课
题组的调研，高校在线开放课程与人才培养方案的融
合尚处于一种边缘性、浅层次的状态，仅有大约35.5%
的高校制定了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3]。鉴于
此，我们开展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
研究，旨在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的引进提供依据，进
而推动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的引进从“经验”走向“精
准”，以便实现在线开放课程的有效应用。

二、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内涵
阐释

高校承担着引进在线开放课程的直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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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通过高校认定是课程引入并纳入培养
方案的前提，而认定的首要环节则是制订契合学校
实际需求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由于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是在“保证教学质
量”的前提下，对课程是否契合高校实际需求的综
合评定。因而，对“保证教学质量”的在线开放课
程教学质量标准及“契合学校实际需求”等要素的
剖析，就成为阐释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
标准内涵的关键。

(一)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
在课题的前期研究中，我们将在线开放课程

教学质量界定为“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特性满足价
值主体需要的程度”[4]。在此基础上，以标准的基
本释义，即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5]为属概念，采
用“属+种差”定义法，同时结合高校在线开放课
程教学质量及其认定的实际，从形式逻辑上可将高
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界定为“衡量高校在
线开放课程的教学特性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程度的准
则”。由于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具有“课程”与“教
学”有机整合的特征，其教学质量体现出“产品质
量”和“过程质量”的统一，因此，作为高校在线
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既要关注课程资源、教学
内容等静态的预设要素，还要关注教学活动、教学
评价、应用效果等动态的生成要素。

(二)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将认定解释为：确定

地认为；明确承认；确定[6]。从本质上讲，认定与认
可、认证等同属合格或等级评定的范畴。由此，借鉴
相关管理文件[7-9]对认证、认可、认定的概念界定，可
将认定理解为“认定主体对认定对象是否符合相关需
要或达到相关规定所进行的评判活动”，认定标准则
是“认定主体在评判认定对象是否符合相关需要或达
到相关规定时所依据的准则”。以此为基础，可将在
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界定为“认定主体对在
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是否符合相关需要或达到相关规
定进行评判时所依据的准则”。

就本研究而言，开展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
定的目的在于引进符合高校实际需求的在线开放课
程，这一直接指向“在线课程引进”的教学质量认
定，其认定主体就是引进课程的高校。“符合相关
需要或达到相关规定”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课程
教学质量需符合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
“保证教学质量”是高校课程引进的前提，也是高
校对引进课程的共性要求，可称之为通用性要求。
通用性要求具有趋同化、共性化的特点。二是引进
的课程应“契合高校实际需求”，即与引进高校之

间的适切程度高。由于受办学层次、办学定位、生
源状况等因素的制约，适切程度因校而异，可称之
为专属性要求。专属性要求具有差异化、个性化的
特点。通用性要求和专属性要求是高校在线开放课
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两个方面，指向的均是引进
需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
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理解为“高校对在线开放课程教
学质量是否符合其引进需要进行评判时所依据的准
则，这一引进需要既包括高校对在线开放课程教学
质量方面的通用性要求，也包括高校对在线开放课
程与自身适切程度方面的专属性要求”。

(三)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与质
量标准异同分析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与教学质量
认定标准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其关联之处在于，都
与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相关，都对在线开放课程
的建设与应用具有正向的引导作用，均属衡量“在
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属性的“准则”。区别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应用目的不同。前者是对在线
开放课程教学质量共性要求的基本规定，以通用
性要求的要素为主，重在为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
量评判提供依据；后者则是对符合高校引进需要
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的基本规定，既包括通
用性要求的要素，也包括“契合学校实际需求”
的专属性要求的要素，重在支持课程引进决策；
二是内涵层级不同。教学质量标准是教学质量认
定标准的基础，认定标准的“准则”源于且高于
教学质量标准的“准则”，属于“准则”之“准
则”；三是关注点不同。前者更多关注的是影响
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的内在因素，即“满足价
值主体需要”的共性化要素；而后者除关注“满
足价值主体需要”的共性化要素外，还强调课程
与引进高校的适切度、价值主体的个性化需要以
及其他特殊约束条件等外在因素。

三、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的形成

(一)前期研究概述
前期研究中，课题组在文献综述[10]与现状调

研[11]的基础上，从价值主体需要的独特视角，采用
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QFD)的
方法与技术，通过梳理重点文献、挖掘分析《翻转
课堂教学法》等多门MOOC学习者的评论文本、开
展问卷调查与访谈等方式，获取了真实全面的高校
在线开放课程价值主体(包括管理者、教师和学生)
需要的初始信息，然后采用KJ法(也称亲和图法)对
各种需要信息进行梳理归类，经过抽取关键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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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亲和点、确定需要层次、遍历完善亲和图等一系
列过程，最终得到高校在线开放课程价值主体需要
指标项25个，并通过专家评分对各指标项赋予了相
应的权重[12]。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依据QFD的基本
流程，按照“价值主体需要—教学质量特征—课程
教学特性”的二阶展开逻辑，借助“教学质量特征
转化”和“课程教学特性转化”两个质量屋，将高
校在线开放课程的价值主体需要转化为课程的教学
特性，得到包括5个维度20个指标项的高校在线开
放课程教学特性要素列表，并基于价值主体需要指
标项的权重数据、专家的要素相关度评分数据，计
算得到了教学特性各要素的权重。上述研究结果为
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从教学特性到教学质量标准
如前所述，本课题研究中通过文献梳理、学习

者评论文本挖掘、问卷调查与访谈等多种途径获得
的价值主体需要信息，充分关照了高校管理者、教
师、学生等各类价值主体对在线开放课程的希冀与
期待，体现出显著的广泛性、全面性、深刻性和普
适性。按照QFD的展开逻辑，以“教学质量特征”
为中介，由价值主体需要经过两次转化得到的在线
开放课程教学特性要素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教学特
性，而是充分体现了高校管理者、教师、学习者等
各类课程价值主体需要的教学特性。所获“权重”
则体现的是教学特性各要素的重要程度。根据在线
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的定义可知，上述在线开放
课程教学特性已经具备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
的“雏形”，只需以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性各要素
的权重为基础，采用专家意见征询等方法，科学划
分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性的指标类型，明确教学质
量“合格”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性指标要素需满
足的条件，即可将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性要素转化
为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

基于此，课题组依据“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
特性要素列表”，重点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专
家意见征询：(1)按“核心指标”“重点指标”“一
般指标”三个类别对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性要
素进行归类；(2)可认定为教学质量“合格”的高
校在线开放课程应满足的条件。所选11位专家来自
北京、江苏、江西、河南、陕西、四川、甘肃等多
个省市，均有博士学历或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在教
育技术领域长期从事在线开放课程研究，专家群体
具有较好的地域代表性、专业代表性和权威性。根
据专家意见统计情况，经课题组讨论，将一半以上
(6位及以上)专家认为应当归为同一类别的指标项
(包括第1、2、3、4、6、7、8、10、11、12、13、

14、16、17、18、19、20项)归至相应类别；对专
家意见较为分散的指标项(包括第5、9、15项)，课
题组参照专家意见，在组内讨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归
类。最终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性要素划分为
6项核心指标(包括第4、5、6、12、14、19项)、6项
重点指标(包括1、3、9、13、17、20项)和8项一般
指标(包括第2、7、8、10、11、15、16、18项)。

在教学质量“合格”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应满
足的条件方面，有9位专家认为核心指标项均应全部
满足，但对于重点指标和一般指标，专家意见分歧
较大，认为重点指标的满足率应不低于85%、80%、
70%、60%的专家依次有3位、5位、2位、1位；认为
一般指标的满足率应不低于80%、70%、60%、55%、
50%的专家依次有3位、2位、4位、1位、1位。课题组
结合专家意见征询结果，经课题组讨论，将教学质量
“合格”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应满足的条件确定为：
核心指标的满足率应为100%，重点指标的满足率应
不低于80%(即至少满足5项)，一般指标的满足率应不
低于60%(即至少需要满足5项)。此外，还结合专家意
见，对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性要素列表中的个别
文字进行了修正，最终形成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
质量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

维度 指标 指标
类型

课程
与

教学目标

1.课程设计与实施充分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课程理念 B

2.与院校专业前导课程、后续课程内容衔接良好 C

3.课程教学目标适切专业培养要求及学习者的需要 B

教学内容
与

资源

4.课程教学团队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与较高的教学
水平 A

5.课程教学内容系统，适合在线学习、混合式教学
等应用方式 A

6.课程学习资源丰富，呈现形式多样，能满足不同
学习者的学习需要 A

7.导航设计可实现教学内容和学习资源的快速定位 C

8.注重生成性资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C

教学活动
与实施

9.技术环境有效支持在线教学活动 B

10.支持互动性较强的教学活动形式 C

11.支持学习者参与感较强的教学方式 C

12.支持线上线下的师生、生生交互活动 A

13.针对学术、情感、管理等提供个性化的支持服务 B

课程
与

教学评价

14.支持习题、作业、讨论等过程性评价方式 A

15.支持针对线上线下不同应用方式的终结性评价 C

16.支持针对内容、平台、服务、课程管理的评价 C

先期运行
与

效果

17.课程平台功能完善、运行良好 B

18.课程先期修读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C

19.学习者获得良好的课程学习体验 A
20.课程得到相关机构或组织的积极评价，社会认
可度高 B

     注：A代表核心指标，B代表重点指标，C代表一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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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构建

如前文所述，指向“在线课程引进”的高校在线
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包括通用性要求和专属性
要求两个方面，这是从“引进需要”的视角对高校在
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指标要素的划分。实际
上，“引进需要”仅仅是形成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
质量认定标准需要考虑的一个视角，另一个视角则是
与其进行比较和“符合”性判断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
教学质量，若从这一视角出发，则还需构建指向“教
学质量认定”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
准，包括“维度”及对应的“指标项”。从本文对高
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界定可以看出，
将指向“在线课程引进”和指向“教学质量认定”的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要素，按照
“比较”和“符合”性判断的逻辑进行处理，即可形
成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准则”。
由于指向“在线课程引进”和指向“教学质量认定”
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要素是对同
一对象从不同视角所进行的划分，从这个意义上说，
指向“在线课程引进”和指向“教学质量认定”的高
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要素在内涵上是
全同的。基于此，本文将沿用认定标准构建的通行做
法：首先，构建指向“教学质量认定”的高校在线开
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维度”及对应的“指标
项”；其次，将该“指标项”科学合理地分配到能
体现通用性要求的“通用指标”和体现专属性要求的
“专属指标”之中，以形成体系完整的高校在线开放
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框架，最后对认定标准框架中
的指标项进行类别划分，以形成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
学质量认定标准。从理论上看，这种构建方式与分别
构建，再进行“比较”和“符合”性判断的处理结果
是等效的。下面将按照这一思路，阐述高校在线开放
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构建过程。

(一)维度确定
构建指向“教学质量认定”的高校在线开放

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维度”，可以从两个视
角入手：一是基于认定标准的“认定”视角。近年
来，教育部已连续三年开展了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认定工作，虽然该认定工作与高校层面的在线开
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在认定目的、认定要求上并
不完全相同，但其认定“维度”的设计(包括教高
[2015]3号文件提出的“考察要素”、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认定“课程要求”、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评价与认定”维度)、认定过程中所考察的要
素及评价指标等，对构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

量认定标准的“维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
基于认定标准的“准则”视角。由于高校在线开放
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作为“准则”之“准则”，
源于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因而，高校
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维度，应是构建高校在
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维度的重要基础。

综合以上两个视角的维度，在对相同或相近维
度进行比较、归纳、合并的基础上，结合影响高校
在线开放课程引进的其他外在约束条件，经课题组
反复分析与讨论，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
定标准的维度确定为课程内容与资源、教学设计与
方法、教学活动与评价、教学效果与影响、团队支
持与服务、课程平台与保障6个维度。通过对以上6
个维度下“指标项”的分解和重组，即可将其科学
合理地分配到“通用指标”和“专属指标”之中，
形成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框架。另
外，为使“契合学校实际需求”的专属指标更完
备，本研究将以上专属指标之外个别高校还可能存
在的特殊需要作为一个构成维度单列出来，形成如
下页图1所示的“6+X”个维度。

(二)指标项生成
综上所述，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

标准是一个由维度和指标构成的二维结构，其中指
标包括通用指标和专属指标，在二维结构框架确定
之后，还需进一步明确通用指标和专属指标的具体
内容，即指标项。与构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
量认定标准维度的方法类似，指标项的来源主要以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相关文件和高校在线开
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为主。具体而言，通用指标以
提取二者中与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相关的“共性
化”质量指标为主，专属指标以提取二者中“契合
学校实际需求”的“个性化”质量指标为主，具体
步骤为：首先，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相关
文件、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中同类指
标项进行整合、抽象、概括和语言表述方式上的转
化，重点关照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标准的核
心指标和重点指标，形成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
质量认定标准维度下的指标项；其次，对高校在
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维度下的指标项，
按通用指标和专属指标的要求进行分类，形成通
用指标和专属指标的指标项。另外，为使专属指
标内容更加全面，课题组还以近三年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认定相关文件为文本，从政策文件文
本内容出发凝练专属指标关键词。同时，结合调
研结果，从高校办学定位及办学层次、现有的信息
化学习环境与条件等制约高校在线开放课程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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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深度融合[13]、影响高校课程引进的外部因
素中提取专属指标关键词，对以上途径所获两类关
键词(如表2所示)进行聚类，并与高校在线开放课程
教学质量标准、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中提取
到的指标项进行整合。最后在课题组充分讨论的基
础上，生成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
专属指标内容。此外，为充分兼顾课程引进高校的
特殊需要，还在“高校特殊需要”维度下为高校预
留了自主增设指标项的空间。

表2  认定标准“专属指标”关键词

维度 调研内容
梳理获得的关键词

政策文本内容
梳理获得的关键词

教学内容
与资源

办学定位；办学层次；
学生知识基础

办学定位；办学层次；学生能力
基础；学生知识基础；教学需
要；学习需要；学校教学计划

教学设计
与方法

课堂教学模式；课堂教
学方法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与活动

教学活动
与评价

教师能力素质；学习结
果评价方式；互动性教
学活动；交互活动；过
程性评价

教师能力素质；学习响应度；效
果测评；学习结果评价；教学过
程完整；师生互动充分

团队支持
与服务

个性化支持服务；课程
教学改革；针对学习者
的问题解决服务

服务团队；教学团队；助理教
师；在线指导与评测；在线教学
服务；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
合；教学改革

教学效果
与影响

教学效果；课程学习体
验；选学人数 在线教学效果；课程学习体验 

课程平台
与保障

信息化学习环境；技术
环境；信息化学习条件

信息技术设备；信息化学习环
境；学分认定；学分转换；学习
过程认定；学分认定机制；课程
运行保障；平台运行安全稳定

(三)认定标准框架构建
按以上思路构建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

质量认定标准框架如表3所示，该标准框架包含
“6+X”个维度、13个通用指标、“7+Y”个专属
指标。其中，通用指标侧重于评判在线开放课程的
“共性化”教学质量状况，专属指标侧重于评判课

程与高校之间的适配程度。表3中的“X”代表为
兼顾高校对在线开放课程引进的特殊需要，专门设
置的“高校特殊需要”维度，若高校对引进课程无
其他特殊需要，该维度可不设置；“Y”代表在教
学质量认定实践中，高校根据自身情况自主设定的
专属指标，可以是一个或多个，也可以不设定。

表3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框架

维度 通用指标 专属指标

课程内容
与资源
(CCR)

CCR1* 课程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系统性强，适合在线学习、混合
式教学

CCR4* 课程内容适切
本校的办学定位和人
才培养目标定位

CCR2* 课程学习资源丰富多样，
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性

CCR5* 课程内容难易
程度匹配本校学生的
知识与能力基础

CCR3 课程资源设计科学，资源
内容更新及时

教学设计
与方法
(TDM)

TDM1 课程教学设计科学合理，
充分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理念

TDM3* 课程教学目标
能够有效支撑本校人
才培养目标的达成TDM2 课程教学方法应用得当，

师生、生生之间交互性强

教学活动
与评价
(TAE)

TAE1* 课程教学活动难度适中，
便于学生参与，适配课程内容 TAE3* 课程学习结果

评价方式符合本校的
在线课程学分认定与
管理要求

TAE2* 课程能够针对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服务管理
等采用多样化考核评价

团队支持
与服务
(TSS)

TSS1* 课程教学团队具有丰富的
教学经验与较高的教学水平 TSS3 课程教学和服务

团队能够为本校的课
程教学改革提供指导
和帮助

TSS2 课程服务团队能够适时提
供学术、情感、管理等方面的支
持服务

教学效果
与影响
(TEI)

TEI1 先期引进学校对课程教学
效果评价良好

TEI4* 本校师生对课程
的试用体验反响良好

TEI2 先期学习者对课程的学习
体验评价良好
TEI3 课程得到相关机构或组织
的积极评价，选学人数较多

课程平台
与保障
(TPG)

TPG1 课程平台上线课程规模大，
能够有效支持在线教学活动

TPG2* 课程引进学校
或课程学习者具备课
程学习所需的设备及
环境

X.高校
特殊需要 Y.学校视情况自主设定

教学质量标准
“维度”

教高[2015]3号
文件提出的

“考察要素”

国家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

   认定“课程要求”

国家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

“评价与认定”维度

教学质量
认定标准“维度”

课程与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与资源

教学活动与实施

课程与教学评价

先期运行与效果

教学内容与资源

教学设计与方法

教学活动与评价

教学效果与影响

团队支持与服务

课程团队

课程教学设计

课程内容

教学活动与教师指导

应用效果与影响

课程平台支持服务

课程的学术水平

内容质量

课程应用与共享

课程内容与资源

教学设计与方法

教学活动与评价

教学效果与影响

团队支持与服务

课程平台与保障

高校特殊需要

影响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引进的外在约束条件

图1  认定标准维度的确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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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检验
为验证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

准框架的信度和效度，我们设计了李克特五级
量表，选项为“很不重要”“不太重要”“一
般”“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相应赋值为
1、2、3、4、5。用此量表对高校管理者、教师、
学生等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02份。
使用AMOS22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从拟合指数计算
结果来看，除了GFI、AGFI两项指标略低于建议值
以外(非常接近建议值，处于可接受范围)，其他指
标均符合建议值要求(如表4所示)；此外，从聚敛
效度检验结果来看(如表5所示)，各观测指标的因
子负荷量均高于0.7、各维度的平均方差提取值均
高于0.5、组合信度值均高于0.7，满足效度检验要
求[14]，表明该标准框架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结
构效度。应用SPSS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知，
指标体系整体的Cronbach's α=0.969，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值均在参考值0.8之上[15]，表明其信度
符合要求。 

表4  拟合指数计算结果

指标项 CMIN/DF GFI RMSEA TLI RFI AGFI NFI CFI IFI

测量值 1.567 0.887 0.053 0.970 0.920 0.847 0.935 0.975 0.975

建议值[16] ＜2.0 ＞0.90 ＜0.1 ＞0.90 ＞0.90 ＞0.90 ＞0.90 ＞0.90＞0.90

表5  聚敛效度及信度检验结果

变量 测量
指标

因子
负荷量

Cronbach's
 α值

组合信度
(CR)

平均方差
提取值(AVE)

课程内容
与资源
(CCR)

CCR1 0.795

0.898 0.898 0.639

CCR2 0.789

CCR3 0.813

CCR4 0.779

CCR5 0.820

教学设计
与方法
(TDM)

TDM1 0.821

0.865 0.867 0.685TDM2 0.797

TDM3 0.863

教学活动
与评价
(TAE)

TAE1 0.820

0.889 0.891 0.731TAE2 0.884

TAE3 0.860

团队支持
与服务
(TSS)

TSS1 0.899

0.915 0.917 0.787TSS2 0.903

TSS3 0.859

教学效果
与影响
(TEI)

TEI1 0.802

0.896 0.895 0.680
TEI2 0.784

TEI3 0.855

TEI4 0.855

课程平台
与保障
(TPG)

TPG1 0.838
0.848 0.849 0.738

TPG2 0.880

(五)认定标准的形成
为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框

架进一步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
教学质量认定标准，本研究按照“门槛性指标”
和“选择性指标”两个类别，征询了11位教育技
术领域长期从事在线开放课程研究的专家(专家
选择同前)对认定标准框架各指标项类别划分的
意见。最后将三分之二以上(8位及以上)专家认
为应归为同一类别的指标项归至相应类别，对专
家意见较为分散的指标项(包括CCR2、TDM1、
TAE2、TEI2项)，课题组参照专家意见，经小组
讨论进行了归类。最终形成包括11项“门槛性指
标”(表3中标注*的指标)、9项“选择性指标”(表
3中未标注*的指标)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
认定标准。

“门槛性指标”是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
量认定的必备指标，也是高校引进在线开放课程
的“最低”要求，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门槛性指
标”不满足便不能通过认定。“选择性指标”是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的可选指标，各
高校可在确保“门槛性指标”的前提下，结合自
身办学定位、办学层次、办学条件以及教师专业
能力、学生知识基础、教学模式、学习结果评价
方式等因素，合理取舍“选择性指标”，恰当设
定“高校特殊需要”维度指标项，使其与“门槛
性指标”一起作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
定的必备指标，形成符合高校自身要求的在线开
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并在认定实践中不断
调整、优化和完善。另外，随着在线开放课程数
量的激增，在认定过程中，认定结果为“合格”
的同一课程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在此情
况下，高校可依据认定结果、师生体验反馈信息
等，对多门课程进行综合比较、深度考察，选择
最为适切的在线开放课程。

五、基于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认定标准的课程引
进程序

课题组前期调研发现，绝大多数高校在线开
放课程的引进均由教务管理部门(如教务处)独立负
责，个别高校由教务管理部门与网络管理中心或大
数据中心等多个机构协同负责引进。目前，在线开
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工作“简单化”“形式化”的
现象普遍存在，尚未形成规范、严谨的课程引进程
序。基于此，课题组从价值主体需要的视角，提出
了基于教学质量认定标准的课程引进程序，如下页
图2所示[17]，供各高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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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引进程序包括以下四个关键环节：一是遴
选在线开放课程引进平台。由高校教务管理部门负
责组织成立在线开放课程教学委员会(以下简称委
员会)或在线开放课程引进认定专家组(以下简称专
家组)，委员会(专家组)结合本校学科专业特点、需
要引进的课程类别及要求，在综合考察平台规模、
公益性、开放性、认可度、知名度、支持服务、课
程资源数量与质量、安全稳定、运行情况等因素的
基础上，从国内已运行平台中遴选出符合本校实际
需求的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并
与平台运营服务商就课程开设、教学方式、学习管
理、考核方式、选课认证、费用标准等签署合作协
议。二是选择课程。高校教务管理部门组织校内各
教学单位，在学校遴选推荐的在线开放课程平台上
选择拟引进的在线开放课程，并选择部分熟悉课程
内容的教师和学生从课程的内容体系、结构设计、
难易程度、资源质量、评价测试等方面进行学习体
验和反馈评价，根据学习体验和反馈评价结果，将
拟选择引进的课程及学习体验和反馈评价结果报学
校教务管理部门。三是课程认定。学校在线开放课
程教学委员会(专家组)应首先对拟选择引进课程的
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规范性、知识产权等
进行审查，对存在上述问题的课程实行“一票否
决”。在此基础上，依据本校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学
质量认定标准，综合考察课程内容与资源等维度指
标，并结合师生的课程学习体验反馈信息，对拟引
进的课程进行综合评定，评定结果达到引进要求
的，视为该课程通过教学质量认定；若未通过教学

质量认定，可要求相关教学单位重新遴选同类课
程。四是教学试用与评价。对通过本校认定的在线
开放课程可在教学中进行试用与评价，教学试用与
评价环节可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开展，教学试用应完
成至少一个教学周期，试用结束后，若教学效果得
到师生的普遍认可，即可将该课程纳入学校的人才
培养方案；若教学试用效果不理想，可要求相关教
学单位重新遴选其他同类课程或替代课程，同时将
教学试用环节发现的问题反馈给课程平台，由平台
或平台与学校双方对课程进行修改与完善。

六、结语

构建科学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
不仅可以为高校的在线开放课程引进决策提供有力
支持，而且有利于实现课程开发者与使用者之间的
供需匹配，从而提高课程的建设与应用效益。本研
究中，我们依据课题前期研究得到的在线开放课程
教学特性及其权重，形成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
质量标准。以此为基础，综合教育部下发的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的相关政策文本，以及影响高
校在线开放课程引进的各种外部约束因素等，经过
确定维度、生成指标项、数据检验等一系列过程，
最终得到了能充分兼顾课程教学质量的内在决定因
素、课程引进的外部影响因素以及高校特殊需要的
教学质量认定标准。同时，针对高校在线开放课程
引进实际，提出了基于认定标准的课程引进程序，
对规范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的引进和有效应用等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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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Teaching Quality of Online 
Ope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Yang Xiaohong1, Zhou Haijun1, Zhou Xiaozhang2, Hao Zhao1, Dong Xiaohui1

(1.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2.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Zhoukou Henan 466001)

Abstract: Scientific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teaching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online open course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standards of online open course in Universities, and follows the thinking 
logic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standard of online ope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teaching quality of online 
ope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national top-quality online open 
courses and the external constraints affec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ours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teaching 
quality of online ope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ncluding “6+X” dimensions, 13 general indicators and “7+Y” exclusive indicator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riteria has good structural validity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the end, the procedure of course introduction 
based on 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teaching quality of online ope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s described.
Key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line Open Courses; Teaching Quality Standards; 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Teaching 
Quality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19日

责任编辑：李雅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