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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rocess assessment during 
the online implementation of undergraduate cours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pidemic disease,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rocess assessment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and Trustie were adopted. For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sign-in situation, the rain classroom sign-in function records were used. For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state of learning in class, the rain classroom exercises function is used for automatic 
evaluation, grading, archiving and recording. For the evaluation of homework and experimental reports, the 
real platform is used to carry out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uch as the publishing, interactive grading, archiving 
and recording of homework and experimental reports. Finally, the records of rain classroom and Trustie are 
exported, and the two can be summarized to obtain the whole process assessment of online classroom 
teaching. These measures were verified by two undergraduate courses and three shifts of teaching practice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and achieved good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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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疫情条件下本科课程教学线上实施过程中遇到过程性考核难以定量评估的难题，采用基于雨课堂

和确定平台的过程性考核定量评估。对于签到情况的定量评估，利用雨课堂签到功能记录。对于课堂

听课学习状态的定量评估，利用雨课堂习题功能进行自动评判、打分和归档、记录。对于课后作业和

实验报告的评估，利用确实平台进行作业和实验报告的发布、互动打分、归档和记录等功能进行定量

评估。最后，将雨课堂和确定平台的记录导出，两者汇总即可得到课堂教学线上教学全程的过程性考

核。这些措施在疫情期间经过二门本科课程，三个班次的教学实践验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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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疫情期间，本科课程线下教学遇到极大阻碍，高校

大多采取线上教学方式，确保“停课不停学”。相对传

统线下教学，线上教学面临诸多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

课程教学过程性考核的定量评估。不同于线下面对面教

学，在电脑、手机端前进行在线学习学生的真实学习效

果，教师难以有效掌握，更别提动态实时、定量评估。

仅依靠作业和实验报告，难以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学习

效果。因为线上教学，作业和实验报告的提交是电子版，

如果教学班学生人数较多，教师难以准确判断电子版的

抄袭情况。 

为了确保教学效果，本科课程成绩评定中有较大一

部分是过程性考核，主要包括：平时到课率，课堂学习

情况，课后作业以及实验报告等。线上教学的过程性考

核难点在于课堂学习情况的动态实时、定量评估，尤其

是教学班学生人数较多的情况。 

针对本科课程线上教学遇到的过程性考核定量评

估难题，本文基于雨课堂和确定平台工具提出具体应对

措施，并结合疫情期间的教学实践进行案例说明。 

2. 应对措施 

课程教学过程性考核主要包括：到课率、课堂学习

情况，作业和实验报告三部分。针对这三个部分的定量

评估，本文分别进行阐述。 

2.1. 到课率 

线下教学到课率情况可以通过点名核对人数，人数

较少的班次，课上教师瞄一眼即可实时掌握。线上教学

的直播软件，通常具备人数统计功能，但是缺乏归档记

录功能，需要课后手动统计那些学生没有签到。雨课堂

具备签到打卡功能，学生到课率可以归档记录，免去了

教师的手动统计，归档。 

雨课堂是清华大学教研成果，由清华大学在线教育

办公室组织研发文理工一线教师全程参与。雨课堂自从

退出应用后，创新引领课堂革命。推动混合式教学，形

成性评价，多通道互动，是教育部部长点赞的教学利器。

雨课堂特点是小插件，大数据。将教学工具巧妙融入 PPT

与微信全景式采集数据，驱动教学探微。 

疫情期间，使用雨课堂人数疾增，雨课堂服务器面

临瘫痪，直播频繁出现掉线情况，因此针对南方八所高

校，专门架设服务器，推出长江雨课堂软件，有效避免

了课堂直播掉线情况。 

雨课堂的签到打卡功能可以自动完成课程到课率

的自动统计和归档。如图 1 所示，学生只需在上课时扫

码进入课堂即可，无需额外操作。线上教学期间，学生

扫码一次，进入课程群，即可每次上课自动进入课堂。

雨课堂自动统计和归档每次到课率。 

 
图 1  雨课堂签到界面 

2.2. 课堂学习情况 

关于课堂学习情况的定量评估，是课程过程性考核

三部分之中最难实现部分。在线下教学，教学班次人数

不多情况下，对于课堂学习情况，教师有整体、大致印

象。如果教学人数较大，尤其超过百人的大班教学，教

师也难以进行定量评估。 

课堂学习情况主要体现在教学互动，课堂答题以及

研讨三方面。这三个方面雨课堂都有自动统计归档功能

可以进行定量评估。 

教学互动，主要通过弹幕体现，雨课堂自动统计每

个学生弹幕内容和次数，可以课后根据归档可以进行定

量评估。 

课堂答题是雨课堂特色。教师在 PPT 课件中发布题

目，学生运用手机雨课堂端答题。雨课堂实时自动判分，

统计正确率并汇总在 PPT 课件界面体现，便于教师实时

掌握学生课堂学习。针对疫情期间线上学习的特点，平

均 10-15 分钟，发布一次课堂习题，掌握学生在线学习

效果。 

雨课堂习题发布界面如图 2 所示，可以设置答题时

间。习题类型多样，有选择（单选，多选），填空，投

票等客观题，也有主观题。客观题预设置答案和分值，

雨课堂实现自动判分并自动统计归档。 

 
图 2  雨课堂习题发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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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的定量评估，需要教师手动打分。使用工具仍

然是雨课堂的习题功能，只是类型改为主观题。如果教

学班次人数较多，建议设置分组，设置 3-4 人一组，分

组讨论，提交结果，教师手动打分作为这一组的最终成

绩。雨课堂具有自动记录功能，手动打分环节可以在课

堂上进行，也可以课后进行，不影响正常上课节奏，同

时获得学生研讨的定量评估。 

2.3. 作业和实验报告 

疫情期间，作业和实验报告通常是提交电子版，为

了方便自动统计和归档，可以使用确实平台的作业发布

和打分功能。 

Trustie-EduCoder（Trustworthy software tools and 
integration environment）是指一个由 600 多所大学参与

共建共享的智能学习平台，支持全技术的实验和实训教

学，其中包含各学校可推荐给本校学生学习的各种教学

资源，实现了实践教学的课程软件化、过程游戏化、环

境生产化和测评全栈化。已成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重点开源社区和国家绿色计算基础软硬件开源

社区的基础设施，直接推动了我国开源软件生态的快速

构建。 

 
图 3  确实平台作业发布界面 

作业和实验发布界面如图 3 所示，作业和实验可以

存为资源库，便于同一门课不同班次，或同一门课不同

年级发布。一次建设，可以多次使用，避免了重复工作。 

 
图 4  确实平台作业评判界面 

作业和实验报告评判界面如图 4 所示，学生提交情

况一目了然。在作业提交日期之前，学生都可以提交新

的版本覆盖，便于学生动态更新。评判界面可以与学生

就作业和实验报告具体情况展开互动，偏于考核学生实

际学习情况。同时，确实平台自动统计归纳作业和实验

报告得分，可以下载 Excel 表格，便于后期定量评估。 

3. 教学实践 

笔者在疫情期间承担了 2 门本科生课程，《计算方

法》和《组合导航系统与应用》，3 个班次的教学任务，

学生涉及 2 个年级 4 个专业合计 193 人，人数最多的一

个班次有 117 人。为了定量评估过程性考核，采取了基

于雨课堂和确定平台相结合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使用雨课堂记录到课率，课堂弹幕情况，课堂习题

和研讨（以主观题形式），这些记录雨课堂自动统计归

纳，在课堂界面可以下载，格式是 excel。 

 
图 5  课堂情况汇总 

以《计算方法》17 级班（117 人）为例，下载课堂

情况汇总表界面如图 5 所示。在这个表中，到课率，弹

幕次数，习题得分（包括客观题和研讨分组主观题）都

自动统计归档，给予不同权值即可定量评估。 

作业和实验报告情况在确实平台下载，格式也是

excel。 

 
图 6  作业和实验报告得分汇总 

作业和实验报告得分汇总如图 6 所示，每次作业和

实验报告都是 100 分值。两个表格都是 excel。为了偏

于统一进行过程性考核定量评估，将雨课堂下载表格中

到课率，互动（弹幕次数），习题得分拷出来并入确实

平台下载文档中，这样每次作业和实验报告得分与到课

率，互动，课堂习题得分都在一个 excel 中，每一项赋

予相应权值，利用 excel 的计算功能，即可得到每个学

生的过程性考评的定量评估。 

在这个表中，作业和实验报告每次都有打分，原始

文档可以在确实平台可以下载。到课率、互动和习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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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具体情况，雨课堂按每次课进行统计。每一项得分

都有原始依据可以追溯，便于后续教务核查。当然，不

同类型课程，每项权值设置可以不同。 

以《组合导航系统与应用》为例，成绩组成为：过

程性考核占 60%，卷面成绩占 40%。该课程为专业课，

相对于闭卷考试，更侧重于实际运用。过程性考核 60%

中平时表现占 20%，实验报告占 40%。平时表现 20%中由

到课率 10%和课堂习题得分组成。综上所述，在最终成

绩中，到课率权重 10%，雨课堂习题得分 10%，实验报

告 40%（一共四次实验，每次 10%）。为了便于计算，每

一项都转化成100分值。如到课率在雨课堂中是百分比，

导出时乘以 100。雨课堂得分除以习题总分再乘以 100

即可转换成 100 分值。如图 7 所示，即每个学生得分

/39*100。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根据整体答题情况，

最终成绩还受不及格率或优秀率指标的限制。这个时候，

雨课堂得分转换可以采用得分乘以这个班次的最高分

在乘以 100。在转换过程中分母到底是选择习题总分还

是班次得分最高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图 7  雨课堂习题成绩汇总 

在《组合导航系统与应用》过程性考核（总权重 60%）

中，到课率权重 10%，雨课堂习题得分 10%，实验报告

40%。而在《计算方法》成绩组成为：过程性考核占 40%，

卷面成绩占 60%。该课程为基础课，卷面成绩比重较大。

过程性考核 40%中到课率权重 5%，雨课堂习题得分 10%，

作业 10%，实验报告 15%。相比《组合导航系统与应用》，

《计算方法》过程性考核中各项权重都有所有不变。 

由于过程性考核比重在教学计划或教学大纲是有

规定的，不能随意改变。但是过程性考核组成因素较多，

主要有到课率、课堂学习情况，作业和实验报告三部分。

到课率和课堂学习情况由雨课堂进行定量汇总统计，作

业和实验报告由确定平台进行定量汇总统计。将下载的

两个汇总文档合并，即可得到过程性考核全要素的统计

汇总。这三部分权重可以由教师根据课程性质和教学侧

重，进行自行调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比如说，疫情期间，为了确保教学效果，到课率和

课堂学习情况的权重有所提高。在《组合导航系统与应

用》中，这两项权重合计 20%，占过程性考核总权重的

33.3%。在《计算方法》中，这两项权重合计 15%，占过

程性考核权重的 37.5%。比重比较大，而在传统教学中，

这两项的权重占过程性考核总权重的比率通常不会超

过 25%。因为线下面对面教学，到课率和课堂学习情况，

教师都有大体、直观影响。 

4. 结论 

针对疫情条件下本科课程教学线上实施过程中遇

到过程性考核难以定量评估的难题，采用基于雨课堂和

确定平台的过程性考核定量评估。对于签到情况的定量

评估，利用雨课堂签到功能记录。对于课堂听课学习状

态的定量评估，利用雨课堂习题功能进行自动评判、打

分和归档、记录。对于课后作业和实验报告的评估，利

用确实平台进行作业和实验报告的发布、互动打分、归

档和记录等功能进行定量评估。最后，将雨课堂和确定

平台的记录导出，两者汇总即可得到课堂教学线上教学

全程的过程性考核。这些措施在疫情期间经过二门本科

课程，三个班次的教学实践验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上述措施的优点，1 过程性考核定量评估有依据，

到课率和课堂学习情况由雨课堂进行定量汇总统计，作

业和实验报告由确定平台进行定量汇总统计。每一项得

分都有原始依据可以追溯，便于后续核查。2 相关数据

自动统计、归档，省事省力。教师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

教学设计。3 可以根据课程类型和不同时期侧重不同，

动态设置每项权值，具有一定灵活性。 

下一步改进方向，研讨分组打分的进一步优化。如

何有效分组可以充分调动学习效果，以及研讨作为主观

题，打分如何量化且高效率，在教学人数较多的班次，

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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