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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英语教育中学生在线自测系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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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网络教育中，适当采用学生在线测试系统能够增加考试的真实性，有利于学生对自我学习的检验，同时有
效促进网络教育中实时监控和测试系统中的完善，以适应 ２１ 世纪英语网络教育高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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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信息相对滞后，这与网络化教育强调的个性化和自主性学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

习的特征并不完全相符。

出现加速了语言教学的现代化进程。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本文提出在北外网络教育中应适度采用学生在线自测

多媒体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改变了传统的粉笔加黑板的单一

系统作为学生形成性评估的重要依据，作为传统笔试的补

的教学模式。在我国，远程教育、
网络教育的发展欣欣向荣。

充形式，从而提高网络学习评估的真实性，增强学生在阶段

许多著名大学和教育机构纷纷成立相关的远程教育学院或

性学习过程中及时、有效评估和反馈，提高网络学习的效

网络教育学院，面向成人提供专科至本科等各层次的学位

率，
促进学生自我学习的积极性。

和非学位教育。据悉，经教育部审批授权试办网络教育学院

２．学生在线自我测试系统的作用

的大学已达 ６７ 所。就语言教育方面，比较有影响就有北京

在线语言测试（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计

外国语大学的网络教育学院。

算机技术在网络上进行的语言测试。与传统的以纸笔为主

网络教育与传统的课堂教育完全不同，北外网院顾曰

要媒介的测试不同，在线测试采用的是因特网的客户机 ／服

国教授（２００２）提出“网络教育首先是一个系统，包括教育理

务器系统，生成语言测试题的网络测试系统是由数据库和众

念，教育对象、教育手段，教育过程、教育评估体系，教育质

多 Ａ ＳＰ（Ａ 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ｇｅ）文件构成，测试者利用网络浏

量等。开展网络教育就是为了教育目的、利用互联网能超越

览器在因特网或局域网上登录测试系统后，找到老师预先设

时间和空间提供资源共享的技术为学生提供所需的资源、

定的试题进行在线答题，完成后提交。系统将测试结果读入

服务、标准和承认。”传统的课堂教育强调标准化，教育的

数据库并进行评估分析，当场给出具体的成绩报告单，供学

出口是一个统一的标准，而网络教育不同于校园教育，它的

生和老师查阅。

学生来自各行各业，层次不一，对所求的知识和技能有不同

与一般的计算机辅助语言测试相比，
在线语言测试使用

的要求。网络教育主要针对学生的多样性，提供多层次的，

方便，
实用性强，
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较强的优势。其中最主

多样化的出口。网络教育中自主性学习，个性化学习的特

要的特点是：在线语言测试需要的设备简单：一台联网的计

点，多样性的学习目标，多层次的出口决定了质量监控与保

算机，一个标准的网络浏览器就是进行测试需要的全部设

障是网络教育的核心。实际上，决定因素是测试与监管机制

备。任何一台联网的计算机，
无论它使用什么操作系统，
都可

的建立以及实施。正如顾教授所指出的“间接的网络教育

以随时随地用来进行测试。同时在线语言测试系统设计比较

必须有严格的质量监控与保障机制，高质量的教育才是可

灵活，
可以生成内嵌各种文本，图像，声音等超文本文件，不

能的”。

需要第三方的插件；
利用浏览器，
实现跨平台的显示。

目前北外网院的测试系统包括入学测试，
课程评估和测

Ｒ ｏｖｅｒ（２０００）将网络语言测试划分为低技术含量型和高

试管理系统。其中课程评估和测试 主 要 包 括 形 式 评 估

技术含量型两类。在低技术含量型的网络测试中，
远程服务

（ｆｏｒｍ 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 ｅｎｔ）和总结性评估（ｓｕｍ ｍ 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 ｅｎｔ

器的作用是存储测试题和相关的数据，测试基本上是在客

）。形式评估包括学生完成在线作业；学生在线完成学习进

户终端完成；在高技术型的网络测试中，远程服务器不仅起

度卡（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而期末考试即形成性评估，仍然延续

存储作用还可以起调控、监督、管理的作用，如运行调适性

了传统的笔试形式，考试往往依靠各地的辅导中心和考试

的算法程序，
调用数据库程序等。

院进行具体的操作；各地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集中参加测

在北外现有的语言教学平台中，利用现有的技术，设计

试；考试的分数由北外总部进行管理，学生得到的考试反馈

学生在线自我测试系统是完全有可能的。设计在线自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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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系统主要是要有一套大型的数据库如 Ｍ 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ＳＱ Ｌ 或

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实现测试项目的时间控制，可

Ｏ ｒａｃｌｅ，使之满足较大规模的考生同时在线提取考试信息，

以方便地测试学生快速阅读能力；如果在线测试采用了调

进行数据处理。在线测试系统主要由两大功能构成：
在线考

试性算法程序，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反馈提供不同难度的

试和管理。首先，要对所有用户包括系统管理员、
老师、学生

测试题，即实现测试题的非线形发展，能够更加真实地考察

进行注册管理。例如测试系统自身可以设定一个默认的管

学生的能力水平；利用现有互联网上丰富的英语资源，通过

理员，管理一切用户包括老师和学生。教师获得批准授予相

提供真实的语料和使用环境，考察学生适应不同语域的阅

应的权限后，
就可以通知自己班级学生进行考试注册。这种

读能力；就是在写作和翻译等传统笔测项目中，在线测试系

教师对学生管理的设计可以控制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

统也可以通过教师平台和数据库进行在线评估和管理，将

测试，
并且对参加测试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在线测试系统中

反馈意见提供给考生。总而言之，
在线测试系统应充分发挥

还要考虑如何方便课程教师制作测试题，预约考试的时间，

计算机网络在题型设计方面的较强优势。

上传学生的反馈情况。在出题过程中，可以考虑为教师提供

３．３．安全性

多样的选择，如教师可以选择制作试题的模式：由计算机利

在线测试最大的隐患可能就是测试的安全性。如何进

用题库自动制作或自己亲自动手制作，同时设定试卷中各

行有效安全管理来防止测试题的外泄，确认测试者的身份

考项的具体数目。与传统的笔试相比，在线测试系统在分数

是学生在线测试设计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尽管目前可以通

的管理、信息的反馈和考试时间控制等多方面具有明显的

过对主机过滤以及要求访问者输入口令等办法来限制访问

优势。在线测试的模式可以较好地适应于网络学习环境中

服务器，但是这样以来，网络化测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

自主学习的特色，
同时提高测试的真实性。

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测试者使用浏览器下载测试题后，

３．在线测试系统设计的相关问题

相应的信息会保存在计算机的缓冲区，这也有可能造成试

尽管在线语言测试与一般的计算机化语言测试有不少

题的泄漏。现在使用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和 Ｈ ＴＭ Ｌ 语言生成的网络测

相同之处，要开发在线测试系统，笔者认为需要了解以下相

试题具有自动评分的功能，但测试者可以通过浏览

关的问题：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和 Ｈ ＴＭ Ｌ 的源代码发现测试题的答案。要解决这

３．１．人机交互性（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些问题，
可以通过数据加密，
或运行其他程序如 Ｊａｖａ。当然，

正如 Ｇ ｏｂｗ ｉｎ－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１：９）谈到的“使用网络的重要性，

服务器本身也有可能被攻击。总之，
安全性关系到在线测试

在于它具有的交互性”。网络的交互性从简单的动画，滚动

系统能否真正适应语言测试的要求，也是网络化测试自身

的信息，
到由 Ｊａｖａ 创建的复杂的在线辅导系统，有各种不同

发展的关键问题。

的层次。就网络语言测试系统而言，试题的存储和提取，分

４．在线测试系统在网络教育评估体系中的作用

数的统计和显示，对某些测试项目的时间控制等等，以及测

在线过程个性化的自动监控是网络教育的独特之处。

试者和系统间的其他各种交流反馈信息都依赖人机之间的

在线测试系统也是网络教育评估中重要的部分，是传统评

交互程度。在目前北外平台中学生自测和复习的设计中，
测

估方式的有益补充。目前，
虽然北外网院也设有在线监控机

试系统仅仅要求测试者在用户终端完成测试，将答案以表

制如作业评估和学习记录跟踪等，但在笔者教学实践中发

格（Ｆｏｒｍ ）的形式传给服务器，没有提供及时的反馈信息。

现这些测试系统中自动监控的功能比较单一，设计思想也

整个过程比较简单，没有体现出网络化测试应有人机的交

比较简化，需进一步完善。如目前在线提交作业的机制中，

互性。其结果是所有的学生在线完成的是内容相同，次序相

学生通过网络平台提交作业，辅导中心的教师从总部网站

同的同一试卷。其它如试题的提取和存储、个人分数的统计

下载作业批改，上传分数，学生们再从总部的网站获知作业

和反馈都没有在所设计平台中体现出来。今后的平台设计

分数。该机制的设计原则体现了直线型（ｌｉｎｅａｒ）的模式，学

中如果采用学生在线测试系统，设计者应该考虑人机交互

生和教师都必须通过网络平台才能进行有限的信息交流，

的程度以及算法的模式：如是否在测试中显示项目时间反

信息的交互性和及时反馈不充分。可喜的是北外网院也注

馈信息以及是否需要调试性（ａｄａｐｔｉｖｅ）算法模式等等。

意到了这个情况，新的平台增加了作业反馈的功能，使学生

３．２．题型设计

们可以在在线学习过程中获得及时的帮助，了解教师对自

为了便于机改，在北外现行的网络平台中，学生自测平

己作业的评估意见。如果适当采纳学生在线测试系统作为

台设计所采用最常用的题型是多项选择题，其他类型还包

课程成就测试，通过设计交互性试题，在某些项目中采用自

括简短回答（答案为唯一时）。多项选择题广泛运用于阅读

动评分，同步批改的机制可以使学生进行更加有效的自我

能力测试，听力理解测试，完型填空以及语法的测试等等。

评估，在学生自测中向测试者提供及时、适当的反馈信息，

对于此类二分性质的测试题，大多数标准的浏览器如 ＩＥ ４．０

帮助自学者完成学习任务，使他们能够和教师及时进行交

或 Ｎ ａｖｉｇａｔｏｒ４．０ 以上都支持下拉菜单、表格、 框 架 结 构

流而不是简单地完成单项选择题，促使学生和丰富的网上

（ｆｒａｍ ｅ），可以对照预先设计的模板（ｔｅｍ ｐｌａｔｅ）自动评改，统计

教学资源进行充分的互动。毕竟测试只是手段，
提高教学的

分数。与传统的笔试相比，网络化测试系统在题型多样化设

效果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计方面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例如，在平台设计中可以发挥

５．结束语

多媒体在图像和声音上的优势，综合测试学生的听力能力；

基于因特网的语言测试系统在网络教育中有较强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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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测试将能够在我国现代远程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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