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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环境下电子阅览室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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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大学图书馆，江西 吉安 343009
摘要：文章简述了当前高校电子阅览室、MOOC 等概况。阐述了 MOOC 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电子阅览
室应根据 MOOC 情况进行科学管理，提高 MOOC 学习效率，提供广泛性、专业性、共享性及个性化服务，
提升图书馆信息资源服务水平，以达到全国第六次图书馆评估标准中提出的“特别强调服务，特别强调
效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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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Service under MOOC Environment
LI Jiu-wei
(Library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Jiangxi 343009,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and MOOC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pounded how the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uld realize scientific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MOOC condition,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MOOC, provide large-scale, professional, shared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s, and enhance service level of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with a purpos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special emphasis on service and performance”
in criteria proposed in the sixth national museum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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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大规模的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课程给高等教育带来巨大影响，被媒体称

1
1.1

MOOC 概况
MOOC 起源

为“MOOC 元年”。而高校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在经

2008 年，MOOC 起源于美国高校，规模发展迅

历了一段时间的使用后，读者数量急剧下降，为防

速，影响日益扩大，MOOC 平台用户突飞猛进[5]。

止其陷于消亡的窘境，各高校图书馆纷纷响应 2011

2013 年，随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中

年 1 月 26 日及 2012 年 2 月 3 日文化部、财政部联

国的一流大学陆续与 Coursera、edX 课程提供商合

合下发的有关电子阅览室免费服务的政策

[1-2]

，陆续

作，积极推出自己的 MOOC 课程，推动了 MOOC

对读者提供免费使用。免费后的电子阅览室成为读

本土化在线学习的热潮[6]。

者 MOOC 学习的实践场所。

1.2

2017 年，文化部将对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3]

开展第六次评估定级 ，这次评估标准“特别强调
[4]

MOOC 特点
MOOC 具有大规模、开放和在线学习等特点。

其大规模体现在课程种类多、学习平台多、学习人

服务，特别强调效能” 。MOOC 环境下高校图书

数众多。而选课的学习者专业背景和经历千差万别，

馆电子阅览室如何开展读者服务，实现评估标准，

除各专业的大学生以外，还有中学生、老师、教育

是图书馆人探讨并实践的主要工作。

管理工作者、工程师及其他各行业从业人员等[7]。
1.3

作者简介：李玖蔚，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及计
量分析。E-mail: 530807487@qq.com

MOOC 完成率低及其原因
MOOC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课堂注册人数

众多，但真正完成课程的学习者不到 10%[8]。完成

2017 年 8 月第 41 卷第 4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45 •

率之所以低，除了来自设备条件的因素外，更多的

MOOC 平台中的信息内容及课程更新情况，并对各

来自学员自身的因素。主要体现在：第一，学员在

平台中的课程资源进行整合，按学科性质或课程领域

挑选课程时，看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就通通纳入

进行分类，建立相关学科 MOOC 课程导航，满足学

学习之列，但其中不少课程的开课时间大致相同，

习者对课程资源广泛性、专业性、共享性的需求[10]。

学员由于自身还有工作或学习任务，往往难以应付

2.2 个性化服务

如此多的课程学习，特别是当有些课程在错过几次

高校图书馆除了要满足读者大众化的服务外，

作业的提交时间后，就会选择舍弃这部分课程的继

还应深入 MOOC 课程，在学习实践中不断调整服务

续学习。第二，MOOC 学习者没有学历限定，用户

体系，着眼对民众关注度高的资源的揭示和整合，

的信息素养、技能悬殊很大，这也是导致 MOOC 完

满足读者个性化和多样性的需求。

成率低的原因之一。

2.2.1

2 科学管理，提高 MOOC 学习效率

软件种类不计其数，图书馆工作人员在下载好大众

随着 MOOC 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学习者日益增
[9]

汇集学习软件

如今科技发达，相同功能的

化工具软件后，还需要亲自体验，并与读者沟通交

多。研究者何宇杰 通过对 MOOC 学习者调查发

流，掌握他们的个人喜好和使用习惯，下载并汇集

现，MOOC 学员主要由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组成，

一些非大众化软件工具，供学习者点击安装，节省

其中在校学生占 50.85%，而且这部分学员总体偏向

他们查找的时间。

人文学科，他们对图书馆的依赖逐渐加强。调查结

2.2.2

果显示，有 75%的被调查者希望在 MOOC 平台直接

书馆要进行个性化服务，除了整合国内外所有

得到图书馆的服务。因此，高校图书馆电子阅览室

MOOC 课程学科资源导航外，还有必要对一些重点

工作人员有责任从以下 3 个方面着手，进行 MOOC

学科课程，或用户关注度高的课程的章节内容和知

资源服务和科学管理，充分发挥图书馆设施设备、

识点进行深层揭示。比如，国务院自 1995 年 6 月

资源的效用，从而提高 MOOC 学习效率。

20 日最早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民

2.1 广泛性、专业性、共享性服务

众的保健养生意识逐步增强，对这方面的知识渴求

对 MOOC 资源知识点进行深层加工整理

图

目前国内外 MOOC 资源平

也越来越多。因此，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可在已建

台众多，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 MOOC 平台主要有清

立的有关生命科学学科导航基础上，对那些与人们

华大学的“学堂在线”、上海交通大学的“好大学

的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中医与诊断——学做自

在线”、吉林大学的“吉大在线学堂”、网易云课

己的医生》《急救常识》等民生课程，通过深入学习

堂与“爱课程”网合作推出的“中国大学 MOOC”

后，对其中的章节内容及知识点进行深层加工整

等。图书馆工作人员应投入时间，收集整理国内外

理，方便读者直接选择需要了解和巩固的知识点来

各种 MOOC 资源平台，在图书馆网站建立资源平台

学习。

导航，学习者可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偏好选择平台参

2.2.3

与学习，满足用户广泛性的需求。

作人员选择一些课程进行学习实践，从中捕捉到学

2.1.1

MOOC 平台汇总

给予读者非学科专业问题的辅导

图书馆工

MOOC 平台众

员在学习过程中可能碰到的非学科专业问题并给予

多，不同平台的操作方法和特点都不相同，学习者

解决，比如，《方言与中国文化》课程要求学员录

不可能掌握所有平台的功能、使用技巧等。图书馆

制地方方言并上传作业，而录制的视频文件因录制

工作人员首先要对汇总的平台进行粗略浏览，大致

工具的不同，其产生的视频格式及打开方式亦不尽

了解 MOOC 学习中需要用到的常用软件，比如阅读

相同；学习《文献管理与信息分析》时，需要用到

课件的浏览器、提交及批改作业需要用到的软件

大量的应用软件，如鲜果阅读器、为知笔记、

等，事先下载并安装好，满足读者大众化的需求；

EndnoteX7、Histcite、思维导图等，这些都需要我们

其次，要深入研究 MOOC 平台，了解各平台的内在

深入课程后，才能知晓课程涉及的软件，并事先掌

规律和功能特点，并对各平台的特色、使用技巧及

握这些软件的使用技巧，在读者有这方面的咨询需

优缺点等情况进行归纳，形成使用指南，帮助读者

求时，快速给予辅导。

提高使用技巧。

2.2.4

2.1.2

2.1.3

平台特色、使用技巧导览

MOOC 课程整合

图书馆还应密切关注各

配合学科馆员做好学科课程基础分析

随着

国内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引入，学科服务成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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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读者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图书馆面向院系

者沟通交流，获取 MOOC 课程作业、章节测试及考

开展的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电子阅览室工

试所需时长，合理调整读者用机时间，使学员有足

作人员要配合学科馆员，归纳汇总课程学习中应注

够的时间完成学习任务。

意的事项，使学员在学习中规避一些常见问题，提

3 结语
MOOC 是一种新兴的课程模式，MOOC 课程及

高学习热情。
笔者在通过考试来检查某些课程的学习效果

平台功能将逐步完善，其发展趋势对图书馆的服务

时，发现一些 MOOC 平台的考试评测系统有待改进

功能及馆员的素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图书馆电子

或完善。比如，《科举与中国文化》课程出现不少

阅览室工作人员要不断的深入学习，掌握 MOOC 中

类似以下的评判结果，见图 1。

的新理念和新技术，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高效解

14 填空 （2 分）金代科举中，词赋、经义、策论中式者

得分/总分

决学习者在学习中遇到的非学科专业问题，提升图
书馆的信息服务水平。

称____，律科、经童、武举中式者称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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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工作人员就要深入了解 MOOC 课程，或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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