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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形态学在线阶段性考试系统模式进行了改革，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网络

技术，设计难度系数、题型组合各异的阶段性考试、分项练习、模拟练习三种类型模板，实现了教考
分离，满足了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辅导答疑及考试等需要，提高了考试的科学性，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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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的期中考试和平时小测验渊统称阶段性

形态学课程主要包括人体解剖学尧 组织学和胚

考试冤一直作为阶段教学系统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袁是

胎学尧 病理学等遥 通过对阶段性考试状况的调研分

检验阶段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袁也是评价学生

析袁 学生对组织胚胎学和病理学课程的满意度不到

阶段学习效果的一个主要指标咱员原猿暂遥 然而袁沿袭久远

远园豫袁 故笔者首先将人体组织胚胎学和病理学进行

分析等五个步骤的传统考试方法越来越明显地暴露

识约占 员 辕 猿袁与其相关的实验知识尧实验技术和实验

的人工出题尧考生考试尧人工阅卷尧成绩评估和试卷
出诸多方面的弊端遥 因此袁笔者研究设计了形态学
在线阶段性考试系统袁为改革教学模式尧实施高效的

了有机整合袁两门课程的学时比例各半袁其中理论知
方法约占 圆 辕 猿袁主要突出结构与功能尧宏观与微观的
统一袁理论知识交叉渗透融合袁实验知识尧技术方法

教学管理袁考核尧考查教学效果与体现考生真实水平

与临床的紧密结合袁如在测试分析题中袁主要考核学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咱源原远暂遥

生胚胎尧器官尧系统的发育过程和电镜下观察结构袁

一尧研究对象与方法

其发育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可能发生的常见先天性
畸形及其临床意义曰又如在测试案例分析中袁考核学

渊一冤研究对象

生为什么手术后的患者需要及时且大剂量补充蛋白

本文以 圆园员猿 级尧圆园员源 级临床医学和 圆园员源 级尧

质和维生素 悦遥

圆园员缘 级护理医学本科生共 圆 圆愿苑 人作为分析对象遥

其中 圆园员猿 级临床医学 远员员 人和 圆园员源 级护理医学

圆援 考试题型的设计与分类

通过对传统考试题型的归纳分析袁 制定新型的

缘园远 人采用传统考核方式渊纸质试卷冤曰圆园员源 级临床

考试题型袁总试题量近两千条袁包括各种大体标本尧

段性考试系统遥

官结构的综合观察和辨认能力袁如在实际操作能力中

医学 远苑猿 人和 圆园员缘 级护理医学 源怨苑 人采用在线阶

组织切片等遥 实验内容主要有对细胞尧组织尧器官尧器

渊二冤研究方法

考核学生如何描述毛细血管电镜下的分类及结构曰理

员援 传统阶段性考试的调研与分析

论内容主要是基础理论知识袁通过各种题型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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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解学生观察尧分析问题的能力及对知识点的掌握

馈教学效果遥考试系统通过自身的统计分析功能袁迅

程度遥 试题类型中主观题和客观题各占 缘园豫左右袁知

速尧准确地反映出教与学的得失袁为探讨改进教学方

识点涵盖了解剖学尧生理学尧病理学尧病原生物学尧临

法提供科学依据遥
渊二冤创新之处

床医技等袁适合各专业尧各层次学生的需求遥
猿援 阶段性考试系统的构建

在线考试系统袁其试题难易度尧区分度等多项参

考试系统具有开放性尧通用性尧安全性和智能

数可针对各专业尧 各层次学生实际答题情况进行校

性袁学生可进行在线测试练习袁系统可自动对客观题

准袁提高考试命题的信度和效度曰随着试题使用次数

进行评分并存入数据库或进行统计分析遥 考试成绩

的积累袁逐步完成自我淘汰袁使阶段性考试更加规范

以均数依标准差渊曾 依 泽冤表示袁采用 杂孕杂杂员缘援园 版统计软

化尧科学化遥 在线考试系统设计的阶段性考试尧分项

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填空尧简答尧论述尧病例分析等 苑 种题型袁学生可自定

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袁 计数资料用 字 检验和 怎 检验袁
圆

二尧研究结果
经统计学分析袁传统考核与网络考试系统的及格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 越缘员援猿圆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平均成绩
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怎越圆猿援员缘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对考试情况的

练习尧模拟练习三种模板袁定义为单选尧多选尧判断尧
义试题类型袁 动态修改和增删袁 这种有的放矢的学
习袁满足各专业尧各层次学生的需求袁提高考生的学
习效率袁满意度达 愿园豫以上遥
渊三冤体会

阶段性在线考试系统科学尧可行尧可靠袁可减轻

满意度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 越愿怨援远缘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提

教师工作负担袁改革了传统的考试方式袁实现了教考

示网络考试系统能让学生在考试前针对应考科目进

分离袁满足了各专业尧各层次学生的学习尧辅导答疑

行练习测试袁及时发现自身学习中的不足袁提高学习

及考试等需求遥 通过该系统的应用尧考试成绩分析尧

的自主性尧学习效率和成绩及格率遥 网络考试系统优

学生满意度的调查袁 认为该模式有利于促进学生对

于传统考核袁深受学生欢迎渊表 员冤遥

教学内容的全面掌握袁 既能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又

圆

表员

不同考核方法的应用结果

及格 及格率 考试成绩
考试
人数 渊豫冤
渊分袁曾 依 泽冤 满意度渊豫冤
传统考核方式 员 员员苑 园 愿苑员 苑苑援怨愿 苑园援员猿 依 怨援远愿
缘愿援缘圆
网络考试系统 员 员苑园 员 园源圆 愿怨援园远 苑愿援源猿 依 苑援猿远
愿猿援源缘
检验统计量
愿怨援远缘
圆猿援员缘
缘员援猿圆
约 园援园员
约 园援园员
约 园援园员
孕值
考试方法

人数

三尧讨

论

渊一冤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第一袁在线考试系统针对形态学阶段性考试设
计袁可减轻教师命题尧阅卷尧评分所耗费的人力尧时
间和精力袁 降低考试成本及缩短组织考试的周期袁
提高考务工作效率且省时遥 第二袁实现教考分离袁提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袁更能客观地反映教学质量遥
综上所述袁该系统的应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袁为
进一步建立全校各学科的在线考试系统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袁对促进医学教学改革的创新袁提高教育技术
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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