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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itional assessment of basic courses of mechanics, we
discuss the reform mode of staged assessment in process teaching. It has proved that such a
teaching assessment model can promote the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of students in
practice. Furthermore,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cultivat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students, and also enhanc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of basic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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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基础力学课程传统考核方式存在的问题，探索了过程化教学的分阶段考核改革模式。通过实践证明，
该教学考核模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推
进基础学科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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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础力学系列课程是工科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在诸多工程技术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然而，基础力
学课程，比如《理论力学》[1]、《材料力学》[2]，普遍存在考试成绩偏低、及格率低，学生较难掌握方
法和技巧，重修现象严重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充分发挥教学效果，使学
生学好基础力学课程显得尤为重要，而合理的教学考核方式不仅对学生学习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而且
教师教学能够根据学生学习状态的及时反馈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激励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随着高等教育教学的改革，各种教学方法和考核模式应运而生，其中，
过程化考核是对基础力学课程行之有效的一种考核方式[3] [4] [5]。
过程化教学过程中的考核是一种针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多方面、多形式、分阶段的考核方法，注重
学生实践能力与知识掌握能力的培养，对学生学习认知过程和综合应用能力进行监督和评价，同时，根
据阶段性考核将学生学习效果动态反馈给教师，可有效做到真正的教学相长。本文针对目前基础力学课
程考核现状存在的问题，探索了过程化考核模式，将考核分解到各个阶段，使课程模块化清晰，学习循
序渐进，使学生全面掌握课程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同时，根据阶段性考核及时将学生学习
效果动态反馈给教师，教师实时调整教学内容、方式等，做到教与学相互促进，这对基础学科教学质量
的整体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 基础力学课程传统考核方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一般课程的考核方式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以期末考试为主的“一考定成败”的做法。基础力学
课程系统性强、前后关联大、难度深，若采用传统考核方式，过于注重期末考试成绩，平时缺乏循序渐
进的学习，缺乏阶段性考核的考核方式，会无形中放大力学课程的难度，阻碍学生积极主动性的发展，
导致部分学生对力学课程失去兴趣。基础力学课程是工科专业学生大一或大二时期的重要基础课程，若
对基础课程不能较好理解或掌握，将直接影响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学习热情也会因此减弱甚至消退。
传统单一的考核方式，学生主要以作业形式将学习状态反馈给教师，而基础力学课程的难度导致作
业不可避免存在互相借鉴或抄袭现象，学生积极主动思考的能力减弱，作业无法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状
态，教师无法较好地获得学生学习状态信息，不能适时进行教学调整。这种考核方式不利于教师发挥引
导作用，不能较好地促进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不利于课程教与学的互动过程，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3. 基础力学课程过程化考核实践
3.1. 课程特性分析
鉴于基础力学课程系统性强、难度大，采用过程化教学考核模式更加符合课程特性。以《理论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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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课程共分为静力学、运动学与动力学三部分[1]，每部分知识循序渐进，这三部分表面上各自独立，
却存在不可分割的阶梯式递进关系，静力学是课程的基础，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学习均建立在静力学基础
上，动力学的学习更是需要综合考虑运动学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要一个环节或知识点没有理解，
必将影响后续课程的理解和学习。基础力学课程的这些特性迫切需要教学和考核方式的改革，而过程化
教学考核可以充分发挥其职能促进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3.2. 考核方式的实施
不同于传统单一的考核方式，基础力学课程采用过程化考核，将考核变为多次分阶段考核的方式，
建立包含平时考核(包括平时作业、课堂表现、随堂测试等)、阶段考试、期末考试、材料力学实验等在内
的考核机制，并规定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比例不超过某个百分比，课程成绩最终按多次考核比例计算综合
成绩。教师在讲授课程的第一节课上就应对学生说明过程化考核(包含期末考试)的内容、次数以及各部分
的占比，使学生清楚学习过程的重要性，放弃欲通过期末突击考试便过关的念头。以苏州大学为例，记
录成绩的过程性考核不少于 5 次，期末考试成绩占比原则上不超过 40%。事实上，基础力学课程过程化
考核实施过程中，记录成绩的过程性考核为 5~7 次，期末考试成绩占比仅为 16%~30%。现从以下几方面
具体探讨过程化考核的实施。
1) 平时考核。平时考核主要由平时作业、课堂表现、随堂测试等组成，占最终考核成绩的 14%~20%。
平时作业考核不仅仅考虑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在讲解作业时，教师随机抽查典型习题，表面随机实则有
规律请作业中答题正确的学生上讲台进行分析讲解，同时也抽查可能不是独立完成作业的学生回答问题，
学生讲解和回答情况作为平时作业考核的一部分，有效避免作业抄袭现象。同时，让学生不以作业答题
不佳而焦虑；课堂表现，主要考察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程度与教师互动情况、课间或课后答疑情况等，
鼓励学生积极思考，有效提高学生上课注意力；随堂测试，重点测试学生当堂课程的学习效果，题型选
择方面以小的知识点为主，比如选择、判断或简单计算题等，做到随学随做随批改，有助于学生理解和
掌握课堂知识。
2) 阶段考试。根据课程总课时及章节内容的完整性，分 3~4 次进行阶段考核，每次考核占最终考核
成绩的 14%~20%，不同阶段考试成绩占比根据难易程度、内容多少适当做调整。阶段考试是过程化教学
重要体现，把握学生对基础知识和计算方法掌握程度，重点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和提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并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阶段性评价，让学生对课程学习情况作出正确的自我认识和评价。
同时，通过试卷卷面情况将学生学习状态及时反馈给教师，教师再适时调整教学安排，以促进教学效果。
阶段测验一般安排在课外时间，以一个半小时到二个小时为限。题型主要有涉及基础知识的选择题(30%)、
计算题(50%)和综合题(20%)。
3) 期末考试。期末考试是对课程的最后一次全面考核，涉及的知识面较大，占比约 16%~30%。题
型采用计算题为主，重在考核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对学习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4) 实验。材料力学有基础实验要求，实验考核占比约 14%~20%。实验要求学生提前分组做好预习
准备，在实验开始前请每组学生代表上台讲解部分实验理论、实验过程及注意事项等，教师再根据学生
讲解情况分析总结，有效提高了学生的求知欲，培养了学生的探索精神。实验考核根据学生准备情况、
现场实验情况和实验报告分析情况综合评价，主要考核学生的观察能力、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实践和创
新能力。

3.3. 助教的作用
基础力学课程难度大，作业量大，考核次数多，势必大大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因此，可引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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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作为助教，充分发挥研究生对本科过程化教学的辅助作用，有效实施课程的过程化管理与过程性考核。
助教的主要职责包含课堂教学辅助、答疑与辅导环节、实验辅导指导等，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1) 课堂教学辅助。要求助教随堂听课，协助教师顺利展开课堂教学，包括分发资料、收发作业、考
勤记录等。
2) 答疑与辅导环节。协作教师完成批改作业、监考和试卷批阅、成绩记录等，协作教师课后对学生
进行答疑和辅导，并及时将学生学习情况反馈给教师。
3) 实验辅导指导。协助教师进行实验指导，包括督促学生遵守实验课堂纪律、协助教师批阅实验作
业等。
经过这些环节，研究生助教不仅帮助教师分担部分工作量，使教师的教学更加有效展开，且对于研
究生助教而言也是一种促进和提高力学知识和辅助能力的过程。

4. 基础力学课程过程化考核成效
4.1. 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
近几年，苏州大学轨道交通学院的力学教学团队对车辆工程专业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课
程均进行了过程化教学考核试点工作，教学效果明显提升。考核班级学生出勤率提高，课堂学习氛围活
跃，与教师互动性增多，课后答疑大幅度增加，作业完成较好，有效解决了学生平时学习松懈的不良风
气，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善了班级学风。

4.2. 学生学习成效明显
《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一直存在学生考试成绩偏低、及格率较低的现象，自进行过程化考核
以来，学生成绩提高明显。分阶段的过程性考核，不再因为一次考试成绩的失误而影响课程的最终成绩，
能够真实反映学生学习情况，成绩评定合理，这增加了学生学习力学的自信，培养了学习的兴趣，保持
了学习的热情，提高了班级的整体成绩。
《理论力学》是机械类专业考研课程，《材料力学》也经常作为机械类专业考研初试和复试可供选
择的课程之一，过程化考核使得学生对课程的内容掌握较好，学习态度认真，这大大提升了学生的考研
率，比如 2019 年 6 月毕业的 2015 级车辆工程专业班的读研率达到了班级总人数的 36%。同时，在多次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中，由于扎实的力学功底，每次均获得优异成绩，获奖比例占参加比赛人数
的 50%以上，也因此连续多届获得江苏赛区的团体一等奖。特别是在 2019 年 1 月参加的国际力学竞赛(亚
洲赛区)中，2017 级车辆工程专业班的 9 名学生参加了个人赛和团队赛(组成三个队)全部获奖，其中 1 个
个人特等奖，6 个个人一等奖，2 个个人二等奖，3 个团队分别获得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检验了实
行过程化教学考核后优秀学生更加优秀，没有被落后的学生影响教学进程，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和效果。

5. 结语
与传统单一的考核方式不同，基础力学课程采用过程化考核更加符合课程系统性强、前后知识关联
性大、难度深的特性，同时，引入助教将更有效实施课程的过程化管理与过程性考核。经过多年的探索
与实践，以考促学、以考督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杜绝了通过靠期末突击过关的侥幸心理，培养
了学生平时抓紧学习的良好习惯。主要体现在学生积极性明显增加，学生学习成绩提升、成效明显，
班级学风改善，螺旋式地整体提升了基础力学课程的教学质量，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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