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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流课程建设要求构建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实践必须以完善的考核机制为内在
驱动。本文基于昆明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开设的“建筑材料”课程，在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开展
系统考核评价改革与实践。构建全过程、多样性考核体系，考核体系包括四大环节，包括授课前考核评
价、授课中考核评价、授课后考核评价、期中及期末考核评价。形成了一种以能力测评为核心、以过程
考核为重点的多元化考核新体系。实施结果表明该课程考核改革措施总体成效显著，学生学习主动性与
课堂活跃度大幅提高，考核成绩显著提高，学生评价与认可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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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is constr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first-cla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 must be driven
by the perfect assessmen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course offered by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systematic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rst-class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adopts the whole process and diversity assessment system, which includes four links. The assessment system includes assessment before teaching, assessment during teaching, assessment after
teaching, mid-term and final assessment. It has formed a new system of diversified assessment
with ability assessment as the core and process assessment as the focus.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course assessment reform measures is remarkable,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classroom activity are greatly improved, the assessment results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students’ evaluation and recognition ar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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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于 2019 年发布，意见中强调，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
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必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必须把教学改革成果落实到
课程建设上[1]。教育部“一流课程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课程考核评价应科学评价，让学生忙起来。以
激发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为着力点完善过程评价制度。加强对学生课堂内外、线上线下学习的评价，强
化阅读量和阅读能力考查，提升课程学习的广度。加强研究型、项目式学习，丰富探究式、论文式、报
告答辩式等作业评价方式，提升课程学习的深度。加强非标准化、综合性等评价，提升课程学习的挑战
性[2] [3]。《建筑材料》课程是水利类专业的必修课程，是涉及工程相关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重要工
具学科，也是在工程一线有着广泛应用的一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该课程授课内容包括金属材料、
非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等，涉及面比较广泛且对于综合知识要求较高[4]。目前建筑材料课程考核
评价多为“期末一考定论”的考核模式，课程考核还是按照传统的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
法，而平时成绩的构成比较单一，几乎都是作业与考勤，课程平时成绩的给定及比例均带有一定的随意
性[5]。课程考核对教学具有导向、测量、监控、调节等功能，是进行教学结果评价和教学工作信息反馈
的重要渠道，也是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健全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
业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是一流课程建设的根本保障。教学内容与方
法的改革实践必须以完善的考核机制为基础，才能使学生真正忙起来[6]。
DOI: 10.12677/ae.2021.111027

170

教育进展

张国辉 等

因此，课程考核改革必须转变观念，改革考核内容和考核形式，强化过程考核。本文在总结国内外
先进课程考核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依托昆明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建筑材料”一流课程建
设，基于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开展系统课程考核改革探索与实践，采取授课前的
预习考核，授课中的课堂互动考核，授课后的强化考核以及实现教考分离等举措。构建了以“将知识–
能力–素质教育观念内化于考核”的过程性多样化考核评价体系，为高等院校一流课程建设的顺利实施
提供了基础驱动力。

2. 全过程考核体系
《建筑材料》课程全过程考核体系包括四大环节，包括授课前考核评价、授课中考核评价、授课后
考核评价、期中及期末考核成绩。其中授课前考核评价包括课前预习考核评价；授课中考核评价包括课
堂分组讨论成绩、课堂提问积分条成绩；授课后考核评价包括课后平时成绩、授课后工程案例分析成绩、
期中及期末考核成绩。详细成绩构成见表 1。
Table 1. The each parts achievement constitution of whole process examination system
表 1. 全过程考核体系的各部分成绩构成
总成绩

四大部分成绩

小分项成绩

授课前考核评价(10 分)

课前预习成绩(100%)
课堂分组讨论成绩(50%)

授课中考核评价(15 分)
课堂提问积分条成绩(50%)
100 分
授课后考核评价(25 分)

课后平时作业成绩(60%)
课后工程案例分析成绩(40%)

期中及期末考核评价(50 分)

期中考核成绩(30%)
期末考核成绩(70%)

3. 授课前的考核评价
采用雨课堂、腾讯会议、微信群等线上教学平台，在课程授课前一周时间，发布相关教学内容的预
习要求公告。预习公告包括预习的内容与要求，预习引导问题多为预授课内容相关的基本问题，基本概
念以及该内容与其他课程的相互联系。学生预习结束后提交本次预习总结，每次预习问题为 3~5 个。上
课前教师随机课堂提问预习要求若干问题，学生主动或被动回答问题，根据回答问题的质量，给予预习
成绩。将学生提交的预习总结报告，评阅后与课程预习提问成绩合并，形成最终的授课前预习成绩。《建
筑材料》课程每学期设置 12 次课前预习要求公告，12 次授课前预习成绩构成了授课前考核成绩。通过
授课前的考核要求及配套的考核评价体系，让学生提前了解预授课的基本内容，思考该内容与其他课程
的内在联系。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课堂，为教师正式授课做好铺垫，加强学生课堂知识的吸收。

4. 授课中的考核评价
4.1. 课堂分组讨论成绩
《建筑材料》课程授课过程中采用分组讨论教学法，根据课程内容，设置 8 次课堂讨论。分组讨论
授课法，实质上是学生之间对所学知识的重难点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展示自己的思维的过程，
所以分组讨论教学法充分体现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同时也体现了教师在课堂中的主导作用。本教学班
级人数 36 人，分 6 个小组，每组 6 名同学。针对具体讨论内容，各小组为无领导讨论，通过 6 名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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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讨论后形成最终汇报结论，各组请出 1 名代表进行汇报，最后再由老师点评各组的汇报情况。分组讨
论成绩由讨论过程表现成绩、分组讨论成果成绩、分组讨论汇报成绩三部分构成。其中讨论过程表现成
绩占分组讨论总成绩的 30%，分组讨论成果成绩占 50%，分组讨论汇报成绩占 20%。记录汇总每位学生
每学期的 8 次分组讨论成绩，最后占授课中考核成绩的 50%。

4.2. 课堂提问积分条成绩
本课程实行提问获取积分条机制。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主动性。课堂教学过程
中提出重点、难点内容相关问题，教师提出相关问题，学生主动回答或被动回答，依据学生回答准确率，
给予学生积分条。积分条为教师提前打印制作完成，其种类包括等级为 A、B、C、D 四种类型积分条，
分别代表优、良、中、差，针对主动回答问题同学，给予最低 C 等级成绩。为了防止学生复制积分条，
积分条上有授课教师亲笔签名，并保留副本。期末授课结束时，学生上交本学期所有积分条，教师统计
积分条数量与等级，每学期积分条 A 级超过 10 条，课程提问成绩为满分，积分条数量为零，则课堂提
问成绩为零分。其余按照 A 类积分条每条 10 分，B 类积分条每条 8 分，C 类积分条每条 6 分，D 类积分
条每条 5 分的积分规则进行成绩汇总，超过满分则记为满分。最终的课堂提问积分条成绩占授课中考核
成绩的 50%。

5. 授课后的考核评价
5.1. 课后平时作业成绩
课后作业向来是英语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不仅使学生温故而知新，还能使教师得到及时的
教学反馈。通过课后作业的布置，学生可以对已学知识进行有针对性的巩固和复习，从而提出新问题，
对接下来的新知识产生浓厚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建筑材料》课程总计布置 5 次课后作业，作业内容
为本课程需要强化的重点、难点知识。布置完作业后，学生有 1 周时间来完成课后作业，课后作业上交
后，教师将细致批阅并将错误之处进行明显标注。对于学生出错频率较高的若干地方，统一在课堂中进
行讲解。课后作业成绩由 5 次平时作业构成，每一次平时作业成绩占作业成绩的 20%，缺交 2 次作业则
平时作业成绩为零分。课后平时作业成绩占授课后考核成绩的 60%。

5.2. 课后工程案例分析成绩
工程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实际工程案例，引导学生将课程知识融会贯通，综合运用于实际工程，从
而强化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在建筑材料课程教学过程中，开展某水利工程重力坝混凝土配
合比设计工程案例分析。真实工程案例实践性强，引导学生从水泥、细骨料、粗骨料、外加剂的选择，
混凝土耐久性影响因素，混凝土配合比初步设计、校核以及混凝土配合比最终确立。将课本零散的知识
串联起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真实工程案例来自工程实际项目，紧跟工作岗位，适应就业需
求。实际工程案例教学法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能主动学习，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课堂
气氛活跃。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到辅助学习的作用，引导学生系统强化本课程理论知识。工
程案例分析成绩以学生提交的工程案例分析报告为依据，根据学生工程案例分析报告的内容，准确率，
分析过程，评价并记录学生的工程案例分析成绩，该成绩占授课后考核成绩的 40%。

6. 期中与期末考试成绩
《建筑材料》课程采取期中考试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期中考试安排在第 9 个教学周，进
行期中考试，有利于学生更系统的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检验，从而认识自身的学习水平。通过期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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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学生可以及时地了解自己各方面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发现学习上的漏洞，并及时弥补。根据这个成
绩，学生可及时调整学习心态和方法，更有效率的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期中考试成绩占期中及期末考
核成绩的 30%。期末考核采用闭卷答题，考前杜绝“划重点”等行为，本课程终结性考核以教考分离为
核心，参加教学的教师不直接参与所教课程的考试命题和阅卷。这种方式避免了教师的在命题和阅卷的
主观性，减少了教师教学过程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教师会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来教学来确保学生的学习
质量。试题难易度比例为，较容易、中等和较难试题的比例为 3:5:2。试卷中按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熟悉、
了解的内容比例为 50%、30%、20%，期末考核试题与双一流大学难度相当。要建设真正的国内一流课
程，首先要在考核试题难度上与国内一流大学比肩，才能驱动教师在教学、学生在学习上比肩双一流大
学。固然暂时存在阵痛，教师压力大，学生不理解。在这种高压状态下，通过不断持续改进教学方法，
让学生真正的忙起来。期末考试成绩占期中及期末考核成绩的 70%。

7. 结语
本文以昆明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开设的“建筑材料”课程为例，在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开展
系统考核评价改革与实践。建立全过程、多样性考核体系，考核体系包括四大环节，包括授课前考核评
价、授课中考核评价、授课后考核评价、期中及期末考核成绩。其中授课前考核评价包括课前预习考核
评价；授课中考核评价包括课堂分组讨论成绩、课堂提问积分条成绩；授课后考核评价包括课后平时成
绩、课后工程案例分析成绩、期中及期末考核成绩。构建多样性与过程性考核机制，实现教考分离，形
成了一种以能力测评为核心、以过程考核为重点的多元化的考核新体系。实施结果表明该课程考核改革
措施总体成效显著，学生学习主动性与课堂活跃度大幅提高，考核成绩显著提高，学生评价与认可度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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