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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研究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最大型的

英语水平考试，总分成绩从最初 100 分变为 710 分，合格证

书升级为成绩单，并实施网上阅卷。 教育部在 2008 年实行机

考改革，并在全国部分高校实施四六级级考试点。 能用机考

的题型包括听力和阅读， 要求各部分题型严格控制答题时

间，15秒内必须做出回答。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应用的普及，基于网络机考的英

语考试将逐渐成为主流， 英语考试内容和方法也要进行改

革，这也是英语教学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比较机考与

笔考的实施效果，进一步探索大学英语机考的可行性并将取

代逐渐取代笔考而成为英语考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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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适应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的改革，我院于上学期在全院范围内挑选英语基础较为扎实的班级，实行大学英语

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的改革，即：推行基于计算机操作的网络机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壮大，语言类考试以计算机为媒介的开展

应用并推广，因其高效便利和经济而在国内的高等院校发展迅速。本文以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一年级学生在大学英

语期末考试中实施机考为研究目标，分析其依据并比较大学英语课程机考的优缺点。

关键词：大学英语；机考；探索实践

———以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为例

--A�Case�Study�on�Accounting�Major�of�JX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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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英语机考实施的现实意义

在学生方面，有助于学生通过词汇、语法等练习，巩固语

言基础知识。 通过读、写、译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强化训练，

提高各项语言技能。 通过网络机考，尤其是进行英语阅读和

翻译的训练，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提高了做题效率，

从而提升整个综合能力。

在老师方面，基于对考试成绩的统计分析，可以清晰的

了解并掌握学生的英语总体水平和学习效果，对试卷中各题

型考核知识点学生的熟悉掌握程度把控，老师在观察分析后

可以给予针对性辅导，也可以通过班级讨论形式，为学生增

加对薄弱知识点的学习。 老师还可以利用收集到的考试数据

作为研究参考，为开展课题研究做铺垫。

在学校层面，有助于学校组织班级规模或全院规模的网

络机考标准化测试，包括基于网络的大学英语四、六级模拟

考试，甚至是各类教学评估类考试。 实现从出卷、审卷、监考、

阅卷以及成绩归档的整个考试流程的网络信息化管理。 通过

对机考成绩统计分析，全面及时准确了解和评估全院学生的

英语能力和教学总体效果。

3 大学英语机考实施条件

要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推行网络机考必须具备主观

和客观的必要条件，完善软硬件的建设，机考对计算机的软

件和硬件设备都有较高的要求。

3.1 老师实时更新教学的新理念

在传统教学方式下教师就是传授语言知识点。 我们应把

英语当作是一种工具来教和学，加强实践，推行新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培养语言交际能力和提高文化素质为目的的

教学指导思想。

3.2完善硬件设施

广泛利用多媒体教室， 努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为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增加学生在多媒体语音室进行

自主听说读写译训练的时间，可以进行小规模的机考应用。

3.3�建设机考试题库

我院自身组织的机考考试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试题库的

建设，试题库一定是基于我院实际教材、所教授内容和教学

对象的能力而建立的有一定规模的试题集合。 我院推行的机

考是成绩考试，即考教材，学什么考什么，是检查我们根据学

校的教学大纲，教学要求选定的教材，进行教授后的效果，学

生达到教学要求的程度。 因此在编制试题库时必须考虑考试

的效度和信度。 效度也被称作测试的有效性，是指机考测试

是否有效地考查了希望考查的内容，是否达到了它预定的目

的。 信度是指机考测试的结果是否稳定、可靠，即测试的成绩

是否真实反映了应考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 试题库涵盖教材

和配套练习的全部知识点，根据大纲的要求编制并且输入。

根据我院实际情况， 此次大学英语期末考试方式改革，

以考试试卷中的单词题、单项选择题、阅读理解题和翻译题

型作为机考测试内容，可以相对缩短考试时间，缓解考生的

疲劳，提高考试信度。 准备工作是确保机考测试顺利开展的

基础，并保证完整实施。 首先，相关教师会根据本学期教材特

点，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设计试题，构成试卷，进行网上

录入试题。 期末考试的试题从试题库中抽取，为保证考试的

可信度和效果，参加考试的学生登入考试系统之后，由系统

自动随机抽选试题，组成一套考卷。 大学英语期末考试试题

库的编制老师们会对抽取试卷的难易度进行评估，确保试题

和所教授内容的相关性与难易适度。 其次，机房管理人员需

要提前准备各项硬件和软件检测工作， 确保机考的顺利进

行，其中包括对机房电脑设备的检测，测试软件的检测，试题

录入等各项前序工作。最后，合理安排考试的场次。将参加大

学英语期末考试机考的学生依次安排到我院可实施网络机

考的机房中，确保在不影响考试的情况下，最合理化利用机

房实训室。 在机考实施过程中，要求应考学生参加的考试场

次设定在同一考试时间下的统一标准化机房，充分确保考试

的信度。

4 机考的尝试与实践

我院于2018 年 1 月利用计算机实训室在会计专业进行

了大学英语读写的期末考试，学校了 4 个场次的考试，有管

理员的帮助，考试过程顺利，硬件和软件支持良好。

机考结果分析：在整个机考过程中，试卷的呈现效果很

好，字迹清晰。 客观选项提都进行得很顺利，主观题进行得比

较慢。 作文是在电脑上写作，部分学生打字速度很相对慢点。

阅卷结果显示，机考成绩比只纸笔考试成绩要好。 从整体看，

机考成绩呈正太分布，平均值与纸笔考试相比，成绩偏高，标

准差在正常范围内。 学生对机考普遍持肯定态度，考试试题

无看不清或错误的情况。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生不习惯在

电脑上阅读、写作，考试时阅读速度较慢，总觉得不习惯，长

时间盯着显示器眼睛容易疲劳， 要稍作休息才能继续答题。

但机考高效省时，学生用于检查答题内容的时间更长，考试

的成绩就比纸笔考试好一些。

大学英语实行机考的尝试效果较好，改变了传统的试卷

批阅，充分利用计算机阅卷速度高效。 作文和翻译主观题老

师阅卷，客观题的阅卷，成绩统计，试卷分析，等级划分都由

计算机完成。 整体阅卷时间，阅卷人力节省一半。

5 结束语

随着语言教学手段和方法的进步，语言测试的手段也在

不断发展。 实施网络机考，有利于推动考试试题库的建立和

完善，有利于推动大学英语的教考分离，对推动大学英语教

学改革有很大的帮助，进一步促进大学英语真题教学质量的

提升。 教师和学生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在机

考改革中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转变教学观念，注重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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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切实提高自己的英语综合应用能

力，也为日后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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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功能性需求。 本文基于层和组件的概念，介绍了解决方

案中所用的典型。 可以帮助进一步完善解决方案的每个组件

的角色和责任。

7.4 气象信息服务体系平台的功能

分布式架构，通过信息发布中心，依托气象局架设无线

路由 VPDN 接入内部网络环境，对各个气象云服务终端进行

控制，进而实现各地市的网络播放信息的统一管理。

新余气象信息服务体系平台，主要用于整合资源，管理

各地市服务器、终端，运维整个系统的正常运作。 系统分为播

放管理、终端管理，播放数据管理以及系统配置信息管理四

个部分。

播放管理功能

支持气象数据定时播放，根据不同数据接口可以获取或

者编辑气象预报、天气实况、灾害预警、通知、公告、广告等多

媒体信息等多种信息。 支持气象数据背景音乐播放，可在播

放气象数据的同时，播放背景音乐。 播放任务与多种分屏样

式紧密结合，可以根据任务替换分屏样式，支持播放列表，支

持播放顺序手动调节，支持视频、文字、图片等项目的实时更

新，自动采集外部数据并更新播放内容，多种播放格式支持

气象数据管理

根据不同数据接口可以选择气象预报、天气实况、灾害

预警、通知、公告、广告等多种信息。 同时支持与多种气象数

据源进行对接：HTTP/FTP/SOCKET/XSLT/XML 及各种数据

库。 自由选择数据显示列，并可根据区域自动调整气象数据

显示列宽、支持气象数据样式编辑、单元格、行样式编辑。

背景图片、行、列 255 级透明度编辑。 字体颜色、字体大

小、字体透明度编辑。 边框颜色、边框宽度编辑。

分组管理

分组任务管理，每个分组可以在频道直播或存储播放间

切换。 循环播放模式：循环播放多个指定影片。 定时播放模

式：指定时间播放指定影片，优先级高于循环播放。 插播模

式：插播视频或图片内容，优先级最高。

播放样式功能

支持自由分屏功能。 可以设定多种区域有：时间区域、天

气区域、LOGO 区域、最多达 5 个的图文区、气象实时数据区

域、视频区、走马灯区域、背景区域。 可以自由设定区域位置、

大小。 可以支持多区域气象数据，每个区域的气象数据可以

来自不同数据源。

终端管理

支持终端的增、删、改、查询等功能支持终端所属分组的

管理、支持定时开关机时间设定、可控制特定项目内容在不

同网点播放的次数、支持对网点终端的运行状态、播放状态

的管理、自动消除屏幕显示字体的锯齿，页面显示更加平滑

高清节目支持（1080p）。

终端监控与维护

终端监控、播放内容查看、存储容量查看、维护、开机、关

机、重新启动、动态设置终端音量、查看终端播放日志、对终

端的播放有效率统计、统计终端有效播放时间、总需要时间。

系统信息管理

操作员、权限管理。多级权限让项目发布更加有序。支持

操作员的分组分权限管理。 支持对操作员的分级管理、信息

的增、删、改、查询操作。

数据库维护管理、备份、导出以及简易更新查询。 系统自

动更新管理根据分组将终端更新到指定版本。

8 结论

平台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规范气象信息的获取以及发布

流程，更利益群众和各乡镇郊区对气象信息和预警信息的及

时认知， 加大了对自然灾害的提前预防综合利用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等现代化手段,从

生产与研究实际出发,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了气象信息服

务门户的创建, 满是了不同层次用户在信息利用上的不同需

求 ,平台在结构及资源构成上,满足了生产、研究、决策的多方

需求,为城市、农村现代化信息的获取提供了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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