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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书馆课程资源 

http://lib.cqmu.edu.cn 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利用以上资源请访问图书馆网站多媒体学习

资源栏目： http://lib.cqmu.edu.cn 

http://www.yuanlaiedu.cn/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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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校公开课资源 

2010年，哈佛、耶
鲁等世界名校纷纷
推出视频公开课程 

用户足不出户就能
免费观看世界名校
课程，感受名校授
课氛围。 
 



http://lib.cqmu.edu.cn 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2011年，我国北
大、清华等知名
大学也陆续开始
建设“中国大学
视频公开课”，
免费向社会公众
开放。 

2. 名校公开课资源 



如何学习名校公开课？ 

访问网站 

选择课程 

观看视频 

2. 名校公开课资源 



2. 名校公开课资源 

And more………… 



网易公开课 http://open.163.com/ 
 

Open Courses 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2. 名校公开课资源 

传播属于全人类的知识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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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公开课 
 
http://open.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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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校公开课资源 





爱课程 

http://lib.cqmu.edu.cn 

        

http://www.icours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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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哈佛、斯
坦福、麻省等一些顶尖
大学陆续开始建立大规
模开放在线课程（简称
慕课）平台，给全世界
人民提供免费在线课程
学习。 

2012年被称为世界慕课
元年。 

3. 慕课学习资源 

Open Courses 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3. 慕课学习资源 

  2013年，北大、清华

等一批中国知名大学

也陆续开始建设自己

的慕课学习平台。 

  2013年被称为中国慕

课元年 。 



如何进行慕课学习？ 



3. 慕课学习资源 

第一步：寻找课程开始学习 

选择课程学习平台 

注册个人账户 

选择感兴趣且时间合适的课程 



3.慕课学习资源 

第二步：按一定时间进度开展学习 
 

在规定时间内观看课程视频 

参与课中互动和测试 

向老师提问，与同学互动讨论   

完成课后作业 



3.慕课学习资源 

第三步：实现你的小目标 
 

在规定时间内在线参加课
程结业考试 

平台根据评分标准计算课
程最终分数，合格则可获
取课程结业证书 



3.慕课学习资源 

慕课学习平台(国内) 

And more………… 



 

 

 
由高教社与网易联手推出，让每一个有提升愿望的用户能
够学到中国知名高校的课程，并获得认证。 

名校名师课程——来自191高校的1400+门优质课程，涉及
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经管法学、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和
农林医药等学科。 

教学体验——完整在线教学模式：定期开课、简短视频，
提交作业，和同学老师交流讨论和终极考试。 

证书支持——完成课程学习后，可以获得讲师签名证书。 

 

       

3.慕课学习资源 

免费学习名校名师的精品课程
http://www.icourse16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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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水平大学慕课联盟官方网站，旨在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高水平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向成员单
位内部和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慕课课程； 

目前参与高校约70+所，有600+门课程，提供优质课程
教学和第二专业系列课程教学等； 

 

 

3.慕课学习资源 

让所有人，都能上最好的大学 
http://www.cnmooc.org/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应用平台，致力于通
过来自国内外一流名校开设的免费网络学习课程，为公众提
供系统的高等教育，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会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 

目前以清华大学为主,约70+所国内外高校。有1000+门课程
，涉及计算机、医学、生命科学、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领
域。 

 

 

 

3.慕课学习资源 

学堂在线，把一流大学带到你身边 
http://www.xuetangx.com/ 





 

 

 

 

•中国首个正式商业运营并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规模开放在线教
育平台，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一流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内容，构建“
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在线开放大学。  

•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著名高校合作，成为多所高校
对外学分输送课程的官方平台，并于2015年推出首个中文慕课学历
课程。同时制作并运营北大、清华、复旦、武大等数十所高校的上
百门顶级慕课课程。 

•课程有免费和付费课程两种，涵盖IT互联网、医疗护理、经管财会
和人文社科等门类，用户覆盖所有985与211高校； 

 

 

3.慕课学习资源 

力争成为14亿中国人的在线大学 
http://www.topu.com/  





 

 

 
 

•由北京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过来人公司共同打造
的以中文课程为主的MOOC平台，为全球华人服务；  

•目前主要以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院校课程为主，开设
70+课程； 

 

 

3.慕课学习资源 

集优秀课程，惠全球华人 
http://www.chinesemo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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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树网是全球大型的学分课程运营服务平台，在国内拥
有超过1900家高等院校会员，覆盖超过1000万大学生。 

智慧树网帮助会员高校间，实现跨校课程共享和学分互认
，完成跨校选课修读。 

 

 

 

3.慕课学习资源 

你的每个学分都该来自更好的课程 
http://www.zhihuishu.com/ 



 



 

 

 

人民卫生出版社联合国内一流医学院校及中华医学会、中
国医师协会等组织，组建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并建设中国
医学教育慕课平台，目前联盟单位已近200家，几乎涵盖国
内所有医学院校（包括重庆医科大学），目前课程120门。 

通过加盟单位间学分互认，发布课程，促进教学资源共建
共享，促进医学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变革，促进医学
教育公平的实现，促进卓越医学人才的培养，提升医学人才
培养效果与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通过面向全民的课程开放，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健康中国”的建设。 

 

 

 

3.慕课学习资源 

根植医药卫生、创新教育模式 
提升教育质量、服务人才培养 
https://www.pmphmo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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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集团打造的通识教育品牌，拥有综合素养、通用能力
、成长基础、公共必修四大门类。作为核心的综合素养板块
，由文明起源与历史演变、人类思想与自我认知、文学修养
与艺术鉴赏、科学发现与技术革新、经济活动与社会管理、
国学经典与文化传承六部分组成。目前开设有300余门通识
类课程，并以每年30门课程的数量递增。 

与数百位名师合作开发课程，其中不乏学术思想界的名师
大家。 

 

 

 

3.慕课学习资源 

  超星尔雅，专注通识教育 
http://erya.mooc.chaoxing.com/ 



 



 

 

 

深圳大学发起并成立的首个全国地方高校优质MOOC课程资
源共享平台, 简称优课联盟(UOOC-University Open Online 
Course) ,为联盟高校学生及社会学员提供课程学习的选择
和服务。 

加盟高校规模不断扩大，成员高校达119所，遍布全国28个
省市，63座城市，覆盖师生人数250万；MOOC课程数量不断
增多，上线MOOC课程数量达216门；学校参与度广泛，供课
学校已有48所；学生选课人数不断增加，累计选课人次突破
30万。 

 

 

 

3.慕课学习资源 

       共建共享，学分互认 
    http://www.uooc.net.cn/ 



 



3.慕课学习资源 

慕课学习平台(国外) 

And more…………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 

        在网上学习全世界最好的课程 

 
•由斯坦福大学创建，与全世界一流大学和机构合作，提供
任何人可学习的在线课程。平台提供中文界面。 

•有来自全球28个国家的130+家合作院校，中国合作院校有
北大、复旦和上海交大等。学习人数已达1700+万人。 

•包括艺术与人文、商务、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生命科
学、数学和逻辑、个人发展、物理科学与工程、社会科学
、语言学习等十个方面的1000+课程。 

 

 

 

       

3.慕课学习资源 

http://www.36kr.com/?s=Cours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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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X – https://www.edx.org/ 

        Best Courses. Top Institutions.  

         Learn anytime, anywhere. 
                

 
       

3.慕课学习资源 

由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于2012年联手创建的大规模
开放在线课堂平台，给大众提供大学教育水平的在线
课程； 

有90+家合作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香港
科技大学等； 

有包括人文科学、数学、计算机等1700+门课程。 





Udacity – https://cn.udacity.com/(中文版) 

       

3.慕课学习资源 

斯坦福大学教授 Sebastian Thrun 和 Peter 
Norvig，通过在线授课的方式，向全世界免费开放他
们的课程“人工智能概论”。来自 190 个国家的 16 
万多名学生报名参加了这门课。不久之后，正式成立
Udacity（中文版网站：优达学城）。 
一所云端的“硅谷大学”，和 Google、Facebook、
亚马逊等全球领先企业合作推出纳米学位认证项目，
将学员培养为世界一流的网站开发者、数据分析师和
移动开发者。 
课程主要为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无人
驾驶等前沿技术。 

https://cn.udacity.com/
https://cn.udacity.com/


http://lib.cqmu.edu.cn 



Future Learn – https://www.futurelearn.com/ 

 
       

3.慕课学习资源 

由英国公开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OU)创立的英
国第一个MOOC平台。  

合作院校是以英国大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45+所，还
有大英博物馆、英国文化协会、大英图书馆、国家影视
学院等机构； 
有包括商业、人文、艺术等百余门课程。具有轻量化、
社交化特色，用户量和课程完成率较高。 



http://lib.cqmu.edu.cn 



iversity – https://iversity.org/ 

 
       

3.慕课学习资源 

德国MOOC平台，由柏林洪堡大学学生创立，被视为是
欧洲的Coursera。其命名以小写“i”代表“Internet”，
加上取自“university”字尾的“versity”，合成的
“iversity”有「网路大学」之意。 
 

课程主要以英文及德文授课为主，内容涵盖医学、电
脑科学、经济、物理、法律、设计、哲学等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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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课程资源 



 
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立的
教育性非营利组织，旨在于利用网络
影片向世界各地的人们免费授课; 
 

网站提供关于数学、历史、金融、物
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科目的教
学影片。 

 
 

4.其他课程资源 

https://www.khan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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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在英语中的缩写)是美国的一家
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
TED大会著称，这个会议的宗旨是"用思
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 
 

•每年TED大会都召集众多科学、设计、
文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分享他
们关于技术、社会、人的思考和探索。 

 

 

4.其他课程资源 

https://www.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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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课程资源 

http://www.howzhi.com/ 

重拾学习乐趣 

杭州阔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建的终
身学习平台，提供分享或学习摄影、
乐器、健身、手工、情感等各种有趣
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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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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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uanlaiedu.cn/index.asp


谢
谢
聆
听 
! 

Open Courses 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联系我：      Tel:  65714683 

                        QQ：514762119    

 

一起来“淘课”吧! 

祝大家学习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