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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numerical level of the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is
still low. How to make teachers get effective information feedback in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has
become a new and urgent problem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is paper, through mining,
sorting out, formulating evaluation criteria, building relevant models, establishing scoring rules
and other method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large data,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process evaluation is implement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raining and benefit fo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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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新课程改革后，考试评价系统体系的数字化水平仍然较低。如何使教师在教学和考试环节得到有效
的信息反馈，改进成绩评价系统，不断提高教学的效率成为各大高校面临的一个崭新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中通过数据挖掘整理、构建相关模型、制定评价标准、建立评分细则等方法，基于大数据背景下实施
了过程性评价的成绩评定系统开发，达到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训练和受益终
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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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理学作为高等医学教育的基础学科，是学生从形态基础学科向临床过渡的重要桥梁学科，存在内
容广、含量大、逻辑推理性强的特点，因此造成学生学习吃力，挂科率高。而生理学的评价若从期末考
试终结评价单方面进行，则更造成了学生的恐学，恶性循环，补考率高，重修率高。
教育评价作为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主题，一直被教育工作者广泛关注。新课程倡导的教育评价倡导以
人为本，是促进个体发展的评价，其核心特征是过程性评价。有调查研究显示，虽然时代信息化速度快
速更新，但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的生理学平时作业、实验报告、期末考试试卷等仍然以纸质资料形式保
存，不便于收集、整理和统计，即课程评价体系的数字化水平仍很低[1]。另外，由于时间沉淀的教学过
程中累积下来的学生信息量庞大复杂，很难以数据形式通过形成性评价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使得形成
性评价难以达到其目的。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均未能获得有效的信息数据反馈，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难
以改进和完善，从而限制了生理学教学质量的快速提升。
而信息化的时代是大数据的时代。大数据指的是数据量规模庞大到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用常
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2]。涂子沛曾这样形容大数据的价值，“大数据将成为我
们下一个观察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显微镜’”[3]。也就是说，数据能够详细记录及反应学生的个体差
异，不同的认知能力、不同的学习行为习惯、不同的知识掌握程度等。在大数据的指引下，教师及管理
工作者能够依据大数据实施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对学生实施分层教学，在教学中
遇到问题可以对症下药，及时纠正问题，让教学步入新一轮的良性循环[4]。
因此，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构建个性化的学习系统模型，制定评价标准，建立评分
细则，建立基于过程性评价的成绩评定系统将成为未来教育的必然。我们在生理学教学中基于大数据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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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实施了形成性评价，具体方案如下：

2. 大数据的挖掘与整理
学生在生理学线上学习时会产生大量细化的学习数据，包括视频观看日志、线上学习进度、习题测
试数据、线上作业数据、在线讨论数据、期末考试数据等。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对学生的行
为、知识、能力建模，从而获取学生的生理学学习反馈数据、认知能力数据，总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是记忆性，理解性或是应用型，从而随时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适应性调整，以达到查补缺
漏，实现良性循环。
教学评估系统数据含量庞大，各项业务之间又存在大量的重叠数据，另外，很多线上平台还存在着
或多或少的生理学名词定义不清、数据混乱、数据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因此，处理数据为评价的首要
行为。数据处理即通过对数据进行规范化整合，标准化处理，处理后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学生学习的难
点，易错点，易忘点，后期教学中进行强化。

3. 基于大数据背景确定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主体
过程性评价是学生自我评价、学生交叉评价和教师评价的结合。学生学习评价的主体不再仅仅单纯
的是居高临下的教师、校长和家长，还包括了学生自己。学生自评、同学互评有利于学生对于自己或他
人的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学习交流等充分全面的进行自我反思。教师校长点评则有利于学生自评、互
评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引导性评价、补充和总结。这样的评价不是只关注于学习结果的评价，而是对学生
的全方位态度能力的评价。它给非预期学习目标预留空间，更注重学生自我评价、相互评价，关注学生
的自我分析和认知。

4. 基于大数据背景制定过程性评价标准
过程性评价从多角度全方位进行评价，不仅仅包括学习效益的评价，还从学习情感，学习素养，学
习过程进行评价，真正体现客观、公正、让学生终身受益。
1) 学习情感的评价：课前的预习，课堂的出勤，视频观看各占总成绩的 2%。另外，从生活中发现
生理问题并讨论，课堂上与老师的互动，课下与老师的交流，占总成绩的 4%。
2) 学习素养的评价：课堂笔记整理，生理学知识点相关文献查阅数量，课后习题练习，错题的整理，
生理学学习资源的搜集各占 2%。
3) 学习过程的评价：以生活中的生理现象为实例，开展课堂上互动，课堂汇报，课堂辩论赛各占总
成绩 2%。
4) 学习效益的评价：生理学是一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考评学习效益更应当考察学生对于生理
学知识的应用，如何用生理学只是去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撰写小论文报告，作
业，单元测试成绩各占总成绩 2%。

5. 基于大数据背景开展开放式的过程性评价方式
对于学生学习的过程评价，应尽可能综合使用多元化的方法，分专业分对象实施不同的评价方法。
对于大临床平台的学生采取激励式评价方法，课下有参与生理学科研课题，生理学相关文献阅读的予以
平时分加分，鼓励学生进行理论实践，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对于小专业平台的学生采用督促式
评价方法，如检查其课前有无预习，课后有无笔记整理复习等将平时成绩分等级打分。对于认知能力强，
学习效率高的同学对其创新性探究性进行挖掘式评价，鼓励其进行探究式创新性学习；对于认知能力一
般，学习效率一般的同学对其进行追踪式评价，从生理学学习的各个环节追踪其生理学知识的理解与记
DOI: 10.12677/ve.2019.83023

139

职业教育

袁琳波 等

忆，观察知识掌握与否[5]。
生理学总成绩由期末考试成绩、在线平台成绩和平时线下成绩三部分组成。期末考试主要是线上限
定一个半小时的包括名解、简答、论述、选择三种题型测试；在线平台成绩包括视频观看、单元测试、
讨论交流成绩、线上作业成绩，这些由在线平台自动计算；平时线下成绩包括学生的出勤，课堂上讨论、
互动、辩论，课堂笔记，文献阅读，科研课题参与，生理学小论文等成绩的加权。

6. 基于大数据背景制定过程性评价的计分细则
过程性评价满分为 100 分，每位同学起评分为 60 分，各备课组依据二级指标要求，并根据各学段学
生的特点制定加减分细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予以指导，并及时记录学生的表现定期反馈。
1) 网络平台学习成绩计分
包括视频学习、网络随堂测试、讨论区交流、作业得分、教师调节分等成绩。
视频学习成绩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通过将学习视频分成若干段，视频学习分数根据观看的
视频片段数与视频片段总数的比率并乘以分数权重来计算。网络随堂测试主要针对视频中的关键知识点
进行设计，可以是选择题，也可以是简答题，主要对学生观看视频后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评价，有效引
导学生进行有效的视频学习。讨论区主要根据学生的就生理学相关知识点或日常生活中的生理现象的提
问发帖数、回答发帖数、讨论发帖数进行打分，对于比较有建议性和指导型的帖可以双倍赋分[6]。作业
主要是每单元学习结束后教师上传作业题目，学生在 1 周之内可查阅相关资料，讨论交流完成作业后上
传，教师根据学生具体作业内容进行打分，如遇雷同作业作零分处理。教师调节分即网络平台无法智能
化给分时进行调节，如讨论区发帖网络无法分辨精华帖或是口水贴时由教师进行调节(见表 1)。
Table 1. Academic achievement score on the internet
表 1. 网络平台学习成绩计分
视频进度

网络测试

讨论交流

作业得分

教师调节

20%

15%

15%

20%

10%

2) 翻转课堂学习成绩计分
翻转课堂即先有教师给出讨论的方向，或是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学现象，或是生理学的知识点，以汇
报或是情景剧的形式呈现。汇报即：一周的时间给学生去准备，先是分组查阅资料，提出问题，然后设
计项目，制作 PPT，最后现场汇报，讨论交流。因此成绩评价主要根据汇报与讨论的情况给出，具体指
标及其典型权重比例 包括考查汇报内容(占 50%)、PPT 制作(即成果 形式，占 20%)、口头表达(占 20%)、
问题回答(或辩论交流，占 10%)等几个方面，满分为 100 分(见表 2)。翻转课堂的成绩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组内自评、组间互评及教师评分。组内自评主要是小组成员就小组选题内容，创新性，可行性，PPT 制
作，汇报人的现场表现(讲解，回答问题)进行客观评价打分；组间评价是班上除汇报组以外的小组对汇报
组就上述项目再次进行打分；教师评价是教师对各项进行打分的同时进行微调，即学生的参与度，团队
的协作性再次微调分数。
Table 2. Academic achievement score in flip classroom
表 2. 翻转课堂学习成绩计分
汇报组

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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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内容

PPT 制作

讲解

问题回答

30%

20%

25%

25%

提问

辩论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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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剧即学生通过一周的时间准备，设计场景和剧情，在课堂上以故事或话剧的形式展现，说明一
个生理现象和机制。
3) 期末考试成绩计分
期末考试作为综合成绩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课程中常用的一种评价方法，用来评价学生
的最终学习效果。平时单元测试中，我们主要使用选项题、是非题等客观体型。期末考试则主要采用名
词解答、简单题、分析论述题等题型，减少了客观问题的分量(见表 3)。其中，名词解答和简答题主要考
核生理学基本概念和原理，分析论述题偏重考核学生对于生活中生理现象的发现，解释，生理知识的应
用。
Table 3. Score of final examination
表 3. 期末考试成绩计分
选择

是非

名解

简答

分析讨论

20%

10%

20%

30%

20%

7. 结论
借助大数据，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可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教学，审视教学的主体——学生，摆脱意识
形态的禁锢和偏见，提高教学质量；从课程评价体系建设上，完善和创新教学评价体系，在不增加学生
学习负担的前提下，实现教学的良性循环；从教学效果上，可延伸学生空间和学习机会，使学生对理论
的理解更透彻，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科研思维和动手能力，
让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
到训练和受益终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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