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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 网络平台的人体形态学形成性评价探讨*
崔勇 刘海兴 杨畅 唐莹 王玥
（辽宁中医药大学 沈阳 110847）
摘要：探讨人体形态学形成性评价方案。基于 THEOL 网络平台互联网技术终端的新型教学模式，给教

师提供了新的思考与实践空间。以课程基本信息及调查问卷、浏览利用教学资源、采用 PBL 及 CBL 教学法
的主题讨论和互动、阶段测试等评价要素建立模块，引入形成性评价，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表现欲望，同
时也为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培养提供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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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形态学是人体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的整合

个体差异，决定了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要注意引导

课程，是中医药院校护理专业课程体系中重要的组

学习兴趣。在最初的几次课结束后，学生对人体形

成部分，为联系基础与临床起到重要桥梁作用。形

态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可以进行小型的调查问卷。

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即时、动态、多次对学生实

如设置问题：通过第一堂课的学习，对这门课最初的

施的评价，
并以此改进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而进行的

印象（认识）是怎样的，是否喜欢学习这门课以及选

一种系统性评价，注重及时反馈，用以强化和改进学

择的理由，该如何学习该门课，等等。这样能对学生

[1]

生的学习能力 。近年来，以互联网技术终端为平
台的新型教学模式，为形成性评价方案提供了有益
探索。本文基于 THEOL 网络平台，探讨人体形态学
形成性评价方案。

的一般状态有个初步了解。学生和教师建立了初步
的良好沟通后，进行 THEOL 网络平台操作示范，介

绍形成性评价基本方案，使学生逐渐接受并融入评
价体系中。

1 人体形态学形成性评价要素模块

1.2 浏览利用教学资源

平台以现代教学模式为基础，以教学与管理实际为

学资源中心，为教师提供了强大的在线备课与课程

依据，
将精品课程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建设与网络辅

管理模块。教师将理论及实验课程的教学大纲、课

THEOL 网络平台是支撑教与学的综合平台，该

[2]

THEOL 网络平台的通用教学平台模块以及教

助教学等融为一体，
是现代化教学的理想平台之一 。

程教学进度表、讲义、课件、视频资料、微课资源等进

按照功能架构，平台包括几个子系统：通用网络教学

行在线动态创建、编辑和维护，同时可以自主管理教

平台、研究型教学平台、精品课程建设与评审平台和

学内容，控制教学进度。另外，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基

教学资源中心等。

于各门课程的各种学习工具，包括课程通知、课程笔

1.1 课程基本信息

在 THEOL 网络平台通用教学平台模块中，可以

记等。另外，资源中心还预置包括 OCW（网络开放）
课程、全国精品课程等，支持按院系、年份、学科、教

导入课程的基本信息，教师的基本情况等。人体形

育层次等多种形式组织和展示、检索资源，同时学校

态学课程面对的是一年级新生，相当多的学生还没

可以进行专题库结构与资源建设。通过多种方式上

有完成中学生向大学生的角色转换。由于学生存在

传和管理本校自建资源，实现学校资源的自我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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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托 PBL 及 CBL 教学法的主题讨论与互动发言

在研究型教学平台模块，可以进行探索、发现、

竞争协作和角色扮演等一系列自主学习活动。集中
选取合适的时间，提前公布授课教师在线时间段，利

用平台中的师生 BBS 论坛、聊天室、在线短消息等交
流工具，依托 PBL（以问题为中心）教学法，展开师生
的集体交流。提前设置与公布讨论主题，例如：
“为
什么通常情况下异物容易坠入右主支气管内”，
“为
什么内囊损伤会导致三偏症”等。还可以依托 C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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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学方法及内容设置作出相应调整。
2.2 评价学习过程

以 THEOL 网络平台的研究型教学平台模块为

依托，以 PBL 及 CBL 教学法为有效切入点，进行小组

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归纳总结为讨论报告 [4]。传统
的学习过程，都是独来独往没有组织性的讨论学习，
缺乏与同学们的交流沟通和对知识掌握程度的了
解。利用平台中的师生 BBS 论坛、聊天室、在线短消

息等交流工具，利于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和再学

（以案例为基础）教学法进行探究学习、协助学习等

习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理论联系

活动形式的案例教学，适当引入临床病例，如：通过

实际，灵活运用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

观察面瘫患者的症状，如何分析面神经损伤的部位；

利于加强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增强了师生

肺炎的患者从手背静脉点滴注射药物，用形态学知

间的合作及学生间相互分享学习成果的良好行为；

识解释药物所经过的途径等。在约定的时间在线进

有利于学生参与教学，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积极

行答疑讨论、建立虚拟教室等。

性。经过多个小组成员的充分讨论，
集思广益，
查漏

1.4 阶段测试及完成作业

补缺，从而对专业知识结构的理解更为细致和完整，

通用教学平台模块中，提前公布形成性考核成

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除此之外，同学们

绩的实施方案以及考核方法，选取适当时间节点，布

对此种学习模式也更加容易接受。在评价中，可以

置在线课程作业以及离线作业，学生作答后提交。

根据在小组学习讨论等形式中的学生个人贡献等进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进度，逐步添加作业。教师接收

行互评，提高学生们的主动参与度。

后，
可以分别回复每个学生，
发送有关个人作业的评
论。根据作业完成情况与得分，了解学生对知识掌

2.3 阶段测试与总评

在通用教学平台模块中，及时收集在线课程作

握程度。在有条件的院校中，可以逐步建立网络题

业以及离线作业，对阶段测试进行及时批改和反

库，
随时进行在线分章节测试以及期中、期末综合测

馈。对未按时提交作业或成绩较差的学生，要及时

试。依托题库，可以大大节省教师命题时间，而且具

进行有效沟通，了解原因并进行必要的帮助。对每

有题目可选择性大、操作方便等优势。

名同学建立形成性成绩评定方案档案，将整个学习

2 人体形态学形成性评价方式

过程中每个环节进行记录和评价，给出综合成绩。

基于 THEOL 网络平台的形成性学习评价，可以

并制定调查问卷，得到学生对形成性成绩评价方案

将学生和教师的主观评价，和阶段测试及作业完成

的反馈，综合分析评价体系的作用以及可行性。在

情况的客观评价相结合，对每名同学建立形成性成

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需确定评价体系中各种指标

绩评定方案档案，将整个学习过程中每个环节进行

所占比例。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特点及培养目标，

记录和评价，给出综合的形成性成绩。

建立完善的形成性成绩评价方案[5]。

2.1 评价学习态度与学习习惯

可以通过学生自评、教师评价的方式来考察学

2.4 信息反馈与调查问卷

学期评价结束后，向学生发放信息反馈表及调

生的学习态度及学习习惯 。在 THEOL 网络平台通

查问卷，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调查及反馈项

用教学平台模块中，对网络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统

目可以包括：形成性评价形式是否新颖、生动有趣；

计分析，了解学生对这门课的掌握情况。在教学过

能否更加明确学习目的和方向、激发学习兴趣；
能否

程跟踪与统计模块，有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跟踪统计

提高思考、质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及时反馈信

功能，
统计学生登陆网络平台的时间、次数等。有无

息，提高学习效率，改善不良学习习惯；能否提高自

阅读相关教学资料如教学大纲、日历等的记录，
是否

学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高协作能力，增强自我

下载过教学课件、视频等参考资料等。另外，还可以

表达及团队合作意识等等 [6]。另外，如果有学生认

通过记录学生的出勤、上课状态、回答问题情况等，

为不如传统的评价方式，可以写出意见及建议，
必要

进一步观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一些学习习惯。有初

时留下联系方式，以便进一步交流。

[3]

步了解后，在后续的授课过程中，根据掌握的情况，

以多功能的网络教学平台为依托，在中医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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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人体形态学教学中引入形成性评价，使教学评价
从单向转为双向，有利于培养学生对自我学习进行
监控和评价，改变了陈旧的终结性评价方式，激发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表现欲望，同时也为以学生为中心
的个性化培养提供了有益探索。随着混合式教学、
翻转课堂等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改革不断深
入、形成性评价方案逐步完善，必将进一步全面提高
人体形态学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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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ve evaluation on course of human morphology based on
THEOL network platform
CUI Yong, LIU Hai-xing, YANG Chang, TANG Ying, WANG Yue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847)
Abstract: The formative evaluation plan for human morphology is discussed. A new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OL network platform provides new thinking space and practice space to teachers. Some evaluation elements

are used to establish modules including basic information of courses, questionnaire, teaching resources, topic

discussion and interaction in PBL and CBL teaching methods and stage tests. The formative evaluation is

introduced for stimulating students’sense of innovation and desire of performance. At the same time, this new
teaching mode provides a useful exploration on the individuation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Key words: network platform; human morphology; format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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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体小写γ；
⑨样本用英文斜体小写 n；⑩概率用英文斜体大写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