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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学习通辅助分段考试在高校有机化学课程中的应用
赵新筠*，周忠强，吴腊梅，胡晓允，陈玉，金龙飞
中南民族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通过超星学习通辅助高校有机化学课程分段考试方式的实施，学生期末卷面考试成绩及格率和优良率得到了提高。
这种方式重在强调平时知识的积累，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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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ar Learning Assisted Sectionalized Examinations in
University Organic Chemistry Course
ZHAO Xinyun *, ZHOU Zhongqiang, WU Lamei, HU Xiaoyun, CHEN Yu, JIN Longfei
College of Chemistry & Materials Science,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P. R. China.
Abstract: Super-star learning assisted sectionalized examinations were carried out in university organic chemistry
course. The passing rate and excellent rate of final examination of organic chemistry course have been effectively
improved. This strategy emphasizes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in normal learning which can improve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ability and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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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校普遍存在基础理论课程学时偏少、学生被动学习情况严重、学习效果不理想等亟待解
决的问题。如何促使学生主动学习，考试无疑是一种提升教学效果的直接手段。但是传统的考试方
法形式单一；多门课程考试经常集中在学期末，复习备考时间不够，造成考试结果不理想；或者因
意外事件造成考试失利。而且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往往占很大的比例。这种一锤定音的考试，并不能
很好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对部分学生的学习评价有失偏颇。经过高校教学工作者多年的努力，
高校基础理论课程考试方式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2]。分段考试方式被认为是可以以考促学，提
高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策略[3–5]。它是指将学科的教学内容分项目任务或不同的模块在正常的教学过
程中进行分段测验，即讲授完一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内容后，随即对该教学内容进行测试。但是这种
方式使得任课教师在教学学时有限的前提下，还要进行试卷命题、评卷、考试结果的总结和试卷内
容讲解等，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尽管孙涛等 [4]提出，可以通过减少课后作业的数
量和批改次数等手段调整别的方面的工作量以保证总的教学工作总量不变的方法来改善目前的状
况，但这不是最佳的解决问题方案。随着网络信息教育技术的发展，利用微信社交平台和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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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高校基础理论课程考试方式的改革也被尝试，一定程度上对高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
的范本 [6]。近年来，超星智能移动平台被引入到我校的教育信息化系统中，为我校的课程考试方式
的改革提供了机遇。
超星学习通移动智能教学平台是由超星公司推出的面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移动
学习专业平台。学生能够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学习各类课程资源，教师也可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地开
展教学活动。这种移动智能教学平台以及 App 的出现，给分段考试的考核方式带来了曙光[7]。我们
对超星学习通辅助高校有机化学课程分段考试方式进行了初步实践探索，对学生学期末卷面考试成
绩的及格(60–100 分之间)率及优良(80–100 分之间)率进行客观评价，同时利用学生的课后意见反馈
进行主观评价，综合评判超星学习通辅助分段考试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1

分段考试方式的实施

有机化学课程是我国高校化学、医学以及生物学等专业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我校的有机化学课程考试一直采用常规教考分离的方式进行，即不同的任课教师承担
不同专业学生的教学工作，学生必须完成课后单元作业，最终以统一的考试试卷来进行学生成绩的
评价。不同任课教师由于教学风格和教学方法不同，对学生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有一定的影响。选
取所任教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以及药学院的化学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分别进行
研究，定性地评价超星学习通辅助分段考试的方法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以药学院相同授课方式、相
同教学学时的有机化学课程 B1 为监测对象；以化学生物学专业 40 名学生为实验组 1 研究对象；以
药学院平行的其他专业药物制剂专业(98 人)、药物分析专业(82 人)总共 180 名学生为对照组 1 研究
对象。以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相同授课方式、相同教学学时的有机化学课程 A1 为监测对象；以化
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66 名学生为实验组 2 研究对象；以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平行的应用化学专业
(70 人)、材料化学专业(81 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83 人)总共 234 名学生为对照组 2 研究对象。
实验组的学生实行超星学习通辅助有机化学课程分段考试方式，对照组学生进行常规的教学过程。
按照有机化学教学内容和课程进度要求分 4 次进行平时分段考试。第一次考试内容涉及烷烃和
环烷烃；第二次考试内容涉及对映异构和卤代烃；第三次考试内容涉及烯烃和炔烃；第四次考试内
容涉及芳香烃。最后以教考分离的相同的有机化学期末考试试卷为衡量对象，来评价分段考试方式
对期末考试成绩的影响。考虑到使用超星学习通进行在线测试时教师不能有效进行监控，学生可能
会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或有关 App 作弊等情况，4 次分段考试中 1 次采用网络无纸化分段考试，在学
生的自由时间内进行；另外 3 次采用纸质版的分段考试，在课前或者课后半小时进行。学期末时，
该理论课程的期末考试按教务处规定的时间进行，考试内容涉及整个一学期从烷烃到芳香烃的重要
知识点。

2

超星学习通移动智能教学平台辅助分段考试的应用

超星学习通移动智能教学平台中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任课教师可以通过平台的教师端口，根
据教学组织和学习进度发布作业或考试信息，学生收到通知信息，查看作业或者考试时间，并在手
机移动端或者电脑端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线完成作业或考试。教师在线批改完后，学生能即时查看作
业或者考试的批阅状态和相应得分。对于做错的地方，学生能马上对错题进行分类标记、分析以及
查看正确答案、纠正错误。而且对于考试或作业的客观题部分，系统具有自动批阅功能，既能有效
减少任课教师阅卷的工作量，又能降低人工阅卷的主观性失误概率，有助于提高阅卷效率和考试信
度。教师可以通过设定试题的类型、难易程度、分值，在网络教学平台构建有机化学课程不同章节
的考试题库。然后按照特定需求设置各类题型的数量、分值比例以及试题的难易程度，在不同的题
库中进行在线选题或编辑，创建试卷，实现不同知识点的综合考核。同时也可以设定测验时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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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对象发起测验。当然也可以从现有的题库进行选题，大大减少了任课教师组卷的工作量。4 次
分段考试的试卷均来源于超星学习通上新建的题库，组卷完成后，选择合适的时间进行阶段性的考
试。考试完毕，任课教师可以把试卷及其答案存储在超星学习通上，有利于学生平时自主学习和复
习。对有难度的考试题目可以进行课堂讲评，或者进行个别答疑。

3

结果和讨论

3.1

分段考试对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的影响
以药学院化生专业实验组 1 和该学院同年级其他专业对照组 1 学生的有机化学 B1 期末考试卷
面成绩的及格率和优良率来衡量分段考试对期末考试成绩的影响。结果见表 1。
表1

分段考试实验组 1 以及对照组 1 的及格率和优良率的比较

组别

及格率(样本数)

优良率(样本数)

分段考试实验组 1

72.5% (40)

30.0% (40)

对照组 1

51.7% (180)

16.1% (180)

学生整体平均水平 1

55.5% (220)

18.6% (220)

a

学生整体：药学院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总人数 220 人

从表 1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的统计分析结果来看，分段考试的实验组 1 学生的及格率(72.5%)明显
高于对照组 1 (51.7%)的结果。实验组 1 的优良率(30%)也明显高于对照组 1 (16.1%)。相对于学生整
体的平均水平 1 而言，分段考试实验组 1 的及格率(72.5%)比平均水平(55.5%)高出 17 个百分点，优
良率(30.0%)高出平均水平(18.6%)约 11 个百分点。
以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学生实验组 2 和该学院同年级别的专业对照组 2 学
生的有机化学 A1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的及格率和优良率来衡量分段考试对期末考试成绩的影响。结
果见表 2。
表2

分段考试实验组 2 以及对照组 2 的及格率和优良率的比较

组别

及格率(样本数)

优良率(样本数)

分段考试实验组 2

81.8% (66)

47.0% (66)

47.9% (234)

21.4% (234)

55.3% (300)

27.0% (300)

对照组 2
学生整体平均水平 2
a

a

学生整体：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总人数 300 人

从表 2 卷面成绩的统计分析结果来看，分段考试的实验组 2 学生的及格率和优良率也同样明显
高于对照组 2 的结果。相对于学生整体的平均水平 2 而言，分段考试实验组 2 的及格率(81.8%)比对
照组水平(47.9%)高出约 34 个百分点，优良率(47.0%)高出对照水平(21.4%)约 26 个百分点。除此之
外，把实验组每个学生的分段考试成绩的总和与各自期末考试卷面成绩进行比较，发现大部分学生
分段考试成绩的总和与期末考试卷面成绩的高低有正相关性。说明平时知识的积累对期末考试卷面
成绩有很重要的影响，平时重要知识点掌握好的学生，在期末考试中明显占据优势。
3.2 学生对超星学习通辅助分段考试的意见的调查分析
在学期结束时，对超星学习通辅助有机化学课程分段考试的学生即实验组学生进行相关意见的
征集。学生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超星学习通智能教学平台上给出了每次考试内容

50

大 学 化 学

Vol.34

中的重点、难点及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段考试可以促使学生平时对这些重要知识点
进行复习和巩固，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把期末复习备考的压力分散在平时的知识积累中，减轻
了期末考试复习备考的压力。(2) 总结本次分段考试的结果，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目前的学习情况，有
利于查漏补缺。把没有掌握的知识点重新掌握或加深理解，起到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和提高学习效
果的作用，有利于指导下一步的课程内容的学习。(3) 大部分学生希望能在其他学科推广分段式的
考试模式。学生觉得采用这种分段考试模式在学期末时对课程专业知识收获颇丰，而其他未采用这
种方式的课程相对较少，同时也有利于对其他课程的复习备考。(4) 建议把分段考试和智能学习通
的优势特点结合起来，利用超星学习通系统的自动批阅功能对客观题部分进行网络在线考试，主观
题的部分则采用纸质考试方式进行，以减少任课教师的工作量。
3.3 分段考试对任课教师的影响
分段考试不仅可以让学生对重要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及时进行自我反省，同时对任课教师而言，
能够及时了解学生各阶段的学习态度、学习状况和学习质量；可以随时了解学生对当前教学内容的
掌握程度，调整自己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便于教师因材施教地开展下一步教学工作。这种分段
考试方式，使教师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控，同时教师对收集的反馈信息整理分
析后，可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案，从而实现教学方面的自我监控，实现教学水平的自
我提高。
3.4 超星学习通移动智能教学平台的辅助作用
超星学习通移动智能教学平台在分段考试题库的构建、组卷、无纸化的在线测试、主观题的自
动评分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辅助作用，可以大大减少任课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但是由于有机化学考
试中涉及到很多化合物分子结构式的书写，而超星学习通系统目前由于技术上的缺陷本身并不能提
供这些画图功能，所以对于主观题部分的答案，学生只能采用拍照上传的方式进行，无形中延长了
在线考试的时间。而初期大量试题的题库构建、在线测试时间的设定对于无纸化的分段考试来说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4

结语

利用超星学习通辅助分段考试对高校有机化学课程进行实践探索，发现学生期末考试卷面成绩
的及格率和优良率均得到了提高。对于学生来说，阶段性的考试能即时敦促学生加强重要知识点的
复习和巩固，提高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减轻期末考试备考的压力，有利于本课程期末考试的复
习和考试成绩的提高，同时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其他考试课程的复习备考。对教师而言，缩短了教师
评价学生学习信息的收集和反馈周期，有利于教学水平的自我提高。这种方式重在强调平时知识的
积累，有利于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能够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提高教学质量。除此之外，
由于有了超星学习通智能平台的协助作用，并没有增加任课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因此利用超星智能
学习通辅助分段考试是一种提高教学质量、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的好方法。如果超星智能学习通系
统本身能够和化学画图软件进行有效对接，可以实现有机化学课程考试主观题部分的在线答题；如
果能很好地解决提交考试答案时移动网络拥堵问题，就可以实现有机化学课程考试在指定的时间内
完成在线测试；再加上学生考试诚信水平的提高，在线测试的监控问题也能解决。彻底实现无纸化
的分段考试方式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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