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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争鸣·

“互联网+ ”新型教学模式形成性评价体系
构建及其应用于循证医学课程的思考
王云云1，2，3，4，王 宇1，2，3，黄 笛1，2，3，4，阎思宇1，2，3，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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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武汉大学医学部教学管理处（武汉 430071）
6. Cochrane中国协作网执委会（武汉 430071）

【摘要】“互联网 +”给医学教育带来巨大挑战，融入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学活动
应用日益广泛，它们具有较强的开放性、自主性和灵活性，如何强化对课程教学过程的
监督、管理和评估，已成为推动教学改革的难点。作为课程教学评价的重要方式之一，
形成性评价在“教学 - 反馈 - 改进”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医学教育领域“互
联网 +”教学模式及其形成性评价体系特点，提出了评价体系的建设方向及改革着力点，
结合武汉大学循证医学混合式教学的授课经验，以该课程为例提出了形成性评价体系建
设思路。期望能与同行相互探讨，共同推动信息技术与循证医学类课程的深度融合，充
分发挥其在医学生循证医学能力培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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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rnet +"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organization of new teaching activities integrated in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been normalized, bringing increased openness, autonomy and flexibility. Methods of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activities
are cited as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promoting teaching reform. Formative assess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feedback and improvement” as be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teaching” and its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focus of reform. Meanwhile,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of the blended learning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Wuhan
University, taking that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oposes ideas for development of a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to promote peer discussion, jointly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th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ourse, and help to cultivate medical
students' ability i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Keywords】Internet+;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evaluation; Formative assessment;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ducational reform
教学评价是监测课程活动实施、衡量“教”

教学，对学生线上学习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学”效果的关键环节，也是优化课程改革的

充分评估其学习过程、了解其反馈信息十分重要。

重要内容。教学评价包括终结性评价、形成性评

其次，既往形成性评价考核内容过多、耗时长，

价两类，前者意在课程结束后考核学生的学习效

新技术的运用可以大大简化评估流程，实现教学

果，后者则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反馈，以改

过程的智能化管理。然而，适用于新型教学方法

进、调整教学方式，进而达到提升教学质量的目

的形成性评价体系仍在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统一

的

[1-2]

。目前，形成性评价方式以平时测验、课

的路径。

堂表现、建立学习档案等为主。相对于终结性评

循证医学教育是培养医学生批判性思维、

价，形成性评价体系构建更为复杂。现有研究以

科学临床决策等能力的重要助力，循证医学能

评估新型评价方法的实证类探索为主，在是否将

力也被要求作为医学生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 [7]。

真实教学建议反馈给被评价者、健全培训和监督

武汉大学自 2004 年起，相继开设了循证医学系

机制及充分发挥其促学、促教的双重作用等方面

列课程，包括面向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硕士

[3]

仍需深入探讨 。

生、博士生及留学生的循证医学和面向专业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 + 教育”得

硕士生的循证临床实践 [7-9]。为充分发挥该课程

到广泛应用。自 2018 年起，国家教育部等相继

在医学生培养中的作用，学校教研室也相继采

发文，明确强调教学机构需大力推动信息技术与

取了一系列教学改革举措。2019 年至 2020 年，

教育教学的深入融合，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改革的

筹备并建成了循证医学线上慕课课程，现已于

方法，共享优质医学教育资源

[4-6]

，为推动形成

中国大学 MOOC 网完成 3 轮开课，累计受众达

性评价体系在医学教育领域的使用与优化带来了

14 489 人。2021 年 2 月，首次面向 17 级临床医

机遇和挑战。首先，“互联网 +”背景下新型教

学专业（5 年制本科及“5+3”），开展线上线

学模式的涌现，如运用线上教学资源开展混合式

下相结合的混合式试点教学，建立了初步的评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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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体系。
本文通过分析医学教育领域融合信息技术
的新型教学模式的特点及教学要求，对既往形
成性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总结，探讨运用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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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概述既往评估方式为路径，明确
评价体系优化着力点
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不仅改变了既往

术构建形成性评价体系的方向和着力点。同时，

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而且对师生的“教”与“学”

立足武汉大学循证医学混合式教学的授课特点

能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对其进行过程性

及教学改革需求，提出了该课程形成性评价体

考核，建立长效的形成性评价机制是现今推动教

系的建设构想，为进一步优化该课程教学提供

学改革的关键点和难点。现有研究已逐步探索了

参考。

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学模式的形成性评价体系。

1 以解析“互联网+”教学为切口，瞄
准评价体系建设方向
课堂教学是系统化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主要方

如表 2 所示，本团队根据课程类型进行了梳理，以
示例课程的形成呈现具体考核标准及考核方式，发
现信息技术在理论课、实践课及两者结合的授课内
容上起着不同的作用。在理论课方面，其多是辅助

式。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和不断创新，翻转课堂、

教学资源及教学过程管理平台，可提供线上教学视

模拟教学、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频、打卡签到、自评和测试、评教等功能；针对结

learning，PBL） 及 小 组 合 作 式 学 习（team-based

合实践的授课内容，信息技术可提供互动式虚拟模

learning，TBL）等新型教学方式推动教学模式由

拟训练、辅助实践操作演练等，考评内容也多聚焦

以教师为中心向发挥学生主体地位转变。互联网

学生对知识的综合性理解和运用能力 [17-19]。另外，

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拓宽了教学资源的类型，另一

针对线上学习，多采用设置测试题、课前限时回

方面也打破了单纯线下课堂教学的局面。其中，

答等形式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针对线下

混合式教学在医学教育领域应用较为广泛，涉及

学习，结合临床课程特点，多采用情景模拟或小

内科学、生理学、医学影像学、泌尿外科学等，

组讨论开展组内和组间互评、教师点评等；针对

多与 PBL 教学、TBL 教学、翻转课堂等其他教学

教学反馈途径，多借助云课堂等教学平台，实时

方式联合组织教学活动。各类教学方式实施步骤

观察学生的解题速度和对授课内容的理解程度等，

及特点见表 1

[10-15]

。

以调整课程节奏及授课侧重点。

现有混合式教学大体可分为两类：①半交互

总之，在构建课程形成性评价体系时，可考

式教学，依据线上教学资源或教学平台，如腾讯

虑从以下五方面入手：第一，结合课程教学目标

课堂、钉钉、蓝墨智慧云、智慧职教等，开展线

及医学生培养要求，设置多样化考核标准，并选

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同时借助平台发布作业、

择合适的考评方法，如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能

考勤打卡，实时掌握学生反馈等

[16]

；②全交互式

力，可采用单元或章节测试；针对学生沟通交流

教学，多应用于临床教学，通过虚拟现实模拟临

和团队协作能力，可通过教师根据课堂表现予以

床真实情景，引导学生以“第一视角”进行系统

点评，也可开展学生互评。第二，把握主观性较

化学习。新型教学模式更具开放性、灵活性，更

强的考核方式如实践报告、小组汇报等评价标准

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及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也对

的一致性，也需关注个人与小组综合性表现的差

教师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能力提

异化结果，避免“一刀切”。第三，充分权衡不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运用信息技术构建课

同考核标准在教学效果整体性评估中的作用，合

程形成性评价体系时，除需结合课程目标设立考

理设置不同类型考评方法在形成性评价中的权重。

核标准，评估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外，也

第四，注重线上学习效果及与线下课程的衔接，不

应强化对学生自主学习过程的评估，以保证线上

仅要求学生完成相应的测试题、教学问卷调查等了

教学质量。此外，建立有效的“教学 - 反馈 - 改进”

解其反馈，教学秘书或主讲教师也需动态监测学生

可循环途径也十分重要，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反馈

的学习过程，进行实时监督和引导。第五，设置“教

信息，实现线上 - 线下教学全方位的有效监督与

学 - 反馈 - 改进”监管标准，如互动频次、改进措

管理。

施等，以文档记录作为对教师教学评价的指标之一。

http://www.jnewmed.com

· 课后，鼓励学生持续性学习与分享，教师可进一步答疑解惑，保持良性循环

等，并总结课程内容

· 课中，教师明确教学内容重难点，引导学生参与讨论与互动，可进行实时提问与打卡签到

习、测试与提出疑问等

式教学计划，如线上、线下授课分配，混合式教学实施策略，学生可借助视频完成课前预

能力

互相质询

· 教师考核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力，同时开展组内自评、组间互评等

· 学生根据学习要求，在教师的引导下讨论、分析、解决问题

核标准等

· 教师借助移动教学平台设置考核板块，学生随机抽取试题，完成考核后，产生测评报告

信息及学习要求，同时，设置操作训练板块，如自我练习、在线考试、模拟诊断等

· 教师选择合适的移动教学平台，如在线互动云教学平台，授权学生访问，定期推送相关课程

· 教师对学生进行理论及操作知识的考核

形，引导学生进行交互性学习，完成诊治一体化流程学习

· 教师结合虚拟现实技术，使用预先准备的教学资源进行授课，同时模拟真人查房就诊的情

真技术制作相关器官或组织模型及手术操作视频等

注：TBL指小组合作式学习（team-based learning）；PBL指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模式

虚拟现实教学

基于互联网的 · 教师需准备多样化教学资源，如解剖、生理及病理等结合临床资料的知识库以及利用虚拟仿

移动教学法

基于互联网的 · 教师准备多样化教学资源，如文档资料、音频、视频，建立相应知识库

PBL教学法

学习

以“第一视角”开展系统化

· 交互式教学方式，引导学生

化知识库及模拟教学和工具

· 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可视

一体化的在线教学平台

· 集理论与实践、授课与考核

多样化教学资源

· 借助信息技术，优化、集合

作学习的积极性

· 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合

方式

上学习资源，创新教学管理

· 运用互联网沟通平台以及线

考和沟通及运用信息技术的

据处理、视频制作、凝练工作、幻灯片制作，并进行展示，教师进行点评和提问，团队间可

· 课后，考核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结协作、自主学习、独立思

· 以学生为主体，锻炼学生团

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

· 加强师生互动，调动双向参

反复观看

· 可视化教学视频，便于学生

学内容

教学特点
· 借助线上教学资源，丰富教

· 课中，以数人组成的团队为基础，教师引导学生做好任务分工，如沟通工具、信息收集、数

基于互联网的 · 教师将学生进行分组，建立线上学习群，提供线上学习资源，发布教学任务、教学目标、考

TBL教学法

基于互联网的 · 课前，教师根据教学大纲，选取部分知识点，提出学习要求和考核标准等

翻转课堂

教学方式
教学过程
基于互联网的 · 课前，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及学生培养目标录制教学视频或选用公共平台教学资源，制定混合

Table 1. The applica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education

表1 混合式教学在医学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学[15]

· 示例：泌尿外科临床教

床类课程

· 优选侧重技能培训的临

· 示例：医学影像学[13-14]

床课程

音频、视频等资料的临

· 优选需集合大量文本、

· 示例：外科临床教学[12]

· 几乎所有课程

· 示例：生理学[11]

· 几乎所有课程

· 示例：内科学[10]

适用课程
· 几乎所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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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

掌握和综合运用能力

作能力

上教学视频引导学习

运用能力

· 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和知识

运用程度

· 理论及实践知识掌握和

· 可选用线上教学视频或模拟 · 线上教学参与度

习、沟通交流、团结协

如SPSS软件实操，可凭借线

训练系统

· 病史采集

助产学

[19]

选题、多选题、简答等组成

· 教师通过相应平台发布不少于6次的课后作业，作业由单

· 教师在上课前5分钟通过相应平台发布签到要求

的答疑、解惑，教师根据病友反馈评估学生医患沟通能力

· 结合临床资源，建立真实“病友群”，小组每日参与患者

评、教师点评

· 以小组为单位，自制技能操作视频并提交，开展组间互

小组每人在既有分数的基础上额外加分

· 阶段性测验

见习报告

· 教师在期末前根据相应章节内容每月进行1次阶段性测验

· 临床见习教师根据学生的出勤和见习情况，进行教学评估

作项目练习

· 临床见习考勤与 · 学生借助计算机网络系统参与虚拟仿真实训室相关技能操

· 虚拟仿真实训练习

· 课后作业

· 课堂考勤

· 医患沟通

· 专科临床技能

· 以小组为单位参与限时模拟问诊，教师点评，得分较高的

提交电子版综述

核标准

· 课后，教师设置2~3个开放性思考题，学生根据兴趣选题

整课程节奏，同时，设置课中测试，学生课上限时回答

到不懂的内容，可点击“不懂”，教师根据反馈量实时调

· 课中，教师通过相应平台上传PPT，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遇

作课前限时回答，教师可根据学生预习情况完善教学设计

加主观题）；同时设置综述写作指导，学生在课程结束前

临床教学

题目、提交综述

· 课后设置开放性

· 课上提问

测试

可根据其特点，设立考

[18]

考核方式

· 线上相关知识的 · 课前，教师针对线上视频，每章设置2~3个基础性问题，

考核标准

作答；在教授章节结束后，发布测试题（选择题为主，附

· 侧重特定知识的实践操作， · 辅以评价学生的自主学

训练，常借助虚拟问诊

[17]

医学遗传学

授课内容

示例课程

· 若辅以其他教学方式，

运用水平

性或章节性掌握和综合

极性，对课程内容阶段

· 考核学生参与学习的积

频的学习和掌握情况

· 侧重临床技能，如临床模拟 · 常规评估学生对知识的

师管理教学过程较难

· 学生自主学习空间大，教

TBL等方式结合

混合式教学，可与PBL或

· 多借助线上教学视频开展 · 评估学生对线上教学视

“互联网+ ”教学特点

注：TBL指小组合作式学习（team-based learning）；PBL指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践结合

理论与实

实践课

理论课

课程类型

Table 2.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ormative assessment system of medical education

表2 信息技术在医学教育形成性评价体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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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优化评价体系为目标，创新循证
医学课程多维评估方式

如何做好线上与线下教学内容的有效衔接？第
三，如何明确教学人员在该教学活动中扮演的角
色，以合力推动教学质量的提升？第四，如何保

循证医学课程既涵盖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证混合式教学的延续性学习质量？鉴于此，经多

基础研究等复杂理论架构，又涉及内科学、外科

次教学研讨，结合武汉大学循证医学混合式教学

学、儿科学等临床主干课程，兼具理论与实践的

特点，借鉴既往形成性评价的方式，本教研室提

教学特点，意在培养医学生循证医学能力，以进

出了优化循证医学混合式教学形成性评价体系的

一步推动循证临床实践，优化临床诊疗策略，从

建设思路（图 1）。该体系分为课前预习、课中教学、

而为患者提供最佳的医疗卫生服务。历经 18 年

课后评估三个环节，贯穿了教学活动的全过程，

的教学探索，本教研室根据不同授课对象的特点，

每一环节均明确了相应的评价目的、评价指标及

结合教学目标，先后设立了形成性评价、终结性

实施策略。其中，评价目的意在定位各环节教学

评价及混合式评价的考核标准及权重配比。其中，

效果的评估标准，保证授课力度的衔接性，以达

既往形成性评价方式多立足医学生的专业特点，

成课程的整体性教学目标；评价指标采用线上与

融合循证医学方法，通过提交平时作业、撰写论

线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多途径、多角度、全方

文、课堂提问等途径进行综合性考核。随着“互

位的评估方式；实施策略集合了主讲教师、教学

联网 +”教育的逐步常态化，为适应新时代医学

秘书、教学督导等多方人员的力量，规范教学实

生及教学改革的需求，本教研室也初步建立了循

施过程，借助信息技术，推动“教学 - 反馈 - 改进”

证医学课程混合式教学评价标准。其中，形成性

活动的有效开展。

评价、终结性评价占比分别为 60%、40%，形成

循证医学课程的形成性评价体系建设是教研

性评价由课前观看线上学习视频并完成相应测试

室秉持“边教学、边研究、边应用、边改进”教

题、参与课堂问答、课下作业组成，各占其总分

学理念的又一创新举措，旨在优化武汉大学医学

的 20%、5%、35%

[7-8]

。该课程混合式教学的实施，

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留学生循证

是教研室初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教学质量的

医学能力的培养。与既往评估标准相比，该体系

重要环节。

具有明显的突破。首先，构建了围绕循证医学课

前期教研室混合式教学的开展也反映了线上

程“课前 - 课中 - 课后”全过程的评价体系，增

与线下教育融合的共性难点。第一，如何督促学

设了课前收集线下教学的需求，评估了“教学 -

生学习线上教学资源，评估其教学质量？第二，

反馈 - 改进”的执行情况，强化了对学生课后延

评价目的

课前预习

评价指标

•

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监督与管理

•

线上课程参与及完成度

•

了解学生对线上知识的掌握程度

•

线上测评，主观题和客观题结合

•

收集学生对线下教学的需求

实施策略
•

教学秘书监督，及时在公众号/微信/
官网发布课程进度，助教协助

•

主讲教师设计测试题和思考题，借助
教学平台发布并统计，助教协助

课中教学

课后评估

•

了解学生对线上知识的运用能力

•

课堂签到

•

主讲教师主导，教学督导监督

•

了解学生对线上知识的理解程度

•

阶段性测试

•

主讲教师设计测试频次、内容，借

•

评估“教学-反馈-改进”执行力度

•

课上参与度（如提问）

助教学辅助工具签到，实时通过线

•

反馈项目及改进过程记录

上数据了解学习效果等，助教协助

•

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水平

•

课后互动频次及内容

•

评估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等

•

开放性思考题

•

了解教师对课程延续性指导的开展

•

专业论文写作或评述

情况

•

问卷调研及访谈

•

主讲教师借助教学辅助工具发布开放
性思考题/评述，统计分析学生的回
复频次及内容水平，助教协助

•

主讲教师邀请学生参与调研和访谈

图1 循证医学混合式教学形成性评价体系建设思路
Figure 1.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a formative assessment system for blended learning i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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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指导实施力度的管理等。其次，明确了教学

Wang LN, et al. The domestic hotpots research of formative

督导、主讲教师、教学秘书、助教在课程教学过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knowledge map analysis[J].

程中的任务，并借助信息技术简化了评价流程。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2018,

再次，补充了开放性思考题及论文写作或评述的

17(10): 1006-1012.] DOI: 10.3760/cma.j.issn.2095-1

评价指标，以充分了解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综合性

485.2018.10.008.

运用能力。最后，课后开展问卷调研和定性访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

以掌握学生对该课程混合式教学的真实体验，并

息 化 2.0 行 动 计 划》 的 通 知 [EB/OL]. (2018-04-25)

收集其建议，以便进一步持续开展教学优化。

[2020-12-0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

4

结语

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5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 .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随着“互联网 + 教育”日益广泛的应用，如

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EB/OL]. (2019-02-23)

何建设适应新型教学模式的形成性评价体系已成

[2020-12-06].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

为近年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分析现有医学教育领

content_5367988.htm.

域“互联网 +”教学模式特点的基础上，对比既

6

教育部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往混合式教学形成性评价方法，结合本教研室循

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

证医学混合式教学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优化该课

意见 [EB/OL]. (2018-10-17) [2020-12-06]. http://www.

程形成性评价体系建设思路，期望能与相关人员

moe.gov.cn/srcsite/A08/moe_740/s7952/201810/t2018101

相互探讨，共同推动信息技术与循证医学类课程

7_351901.html.

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其在医学生循证医学能力

7

王云云 , 靳英辉 , 郭毅 , 等 . 新时代背景下循证医学

培养中的作用。同时，也为其他专业或有条件的

助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的思考 [J]. 中国循证心血管

院校融入线上教育资源开展新型教学模式教学评

医学杂志 , 2021, 13(12): 1434-1437. [Wang YY, Jin

价标准的构建提供参考。

YH, Guo Y, et al. Thoughts for cultivation of new medical
talents based o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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