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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范技能是师范类高校毕业生从教任教的基本能力，高等师范院校应重视并加强师范类大学生师范技能训练工作。

在训练过程中，传统的管理手段呈现出诸多劣势，开发相关的管理系统满足学校师范技能测试工作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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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Teachers' Skill Test Management System
--- Take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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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skills are the basic ability of normal college graduates to teach, teacher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skills in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ethods show many disadvantages, and i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to develop related management systems to meet the school's teacher skill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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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报名人次均超过1万人次。操作实施过程中，所有数据从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断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

个学生到全校自下而上汇总，由于环节多、时间紧，且均以

养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立足地方培养输出基础教育师资力

人工方式录入、统计、分析，费时费力，数据也容易出错。

量的高等师范院校，应着力提高师范类高校毕业生教师基本

随着此项工作的持续开展，每学期测试数据将不断累积，后

技能，使其从业后能够尽快适应基础教育工作的需要。上饶

期面临的数据管理及分析将出现越来越大的困难。培训测试

师范学院是一所以师范教育为主的地方本科院校，现有师范

信息发布过程中，所有信息从全校到单个学生自上而下进行

类本科专业19个，覆盖基础教育的大多数学科，师范生占在

广播式公告，各个环节稍有疏忽则极有可能信息不达而延误

校生比例60%。目前学校正在试行“师范生八项技能证书”

培训或测试。传统管理手段落后严重降低了技能测试管理工

制度，即师范专业学生从二年级开始必须通过测试获得八项

作的效率，若能搭建师范技能测试报名及统计管理系统，充

教师技能的合格后，才能进入实习阶段。这是一项旨在提高

分利用互联网、数据库进行信息化管理，使此项工作做到更

本校师范类大学生教师教育基本能力的素质培养制度，为此

精确、更高效，则能够很大程度推进学校“八项证书”制度

学校出台测试实施细则、编制测试大纲、研制测试合格登记

的深化实施。

制度、组建测试评委库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政策和措施，并每

3 系统架构设计

学期投入经费20余万元，专项用于培训测试。实施“八项证
书”制度，有利于师范类大学生形成自觉融入职业技能训练
的积极导向，有利于推动师范类大学生成长成才、增强从教
意识和能力。
2 系统前期分析
“八项证书”制度以第二课堂的技能培训与测试为主要
载体，分为五项必修技能和三项选修技能。其中，五项必修
技能分别是普通话、“三笔字”书写、简笔画、现代教育技
术、教学设计，三项选修技能为说课、演讲、班主任体验、
教学论文、音乐舞蹈特长、美术特长等六个方面，引导和帮
助师范生完善技能结构。自师范技能测试实施伊始，每学期
18

图1 师范技能测试管理系统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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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技能测试管理系统拟设计开发为一套基于Web的应
用软件系统，采用B/S模式框架，不需要另行安装插件就可
以支持IE9及以上版本、safari、firefox、chrome等浏览器，

4.5 系统管理
该模块主要用于实现系统管理员、教师的用户管理，对
管理端、教师端进行密码重置，并可设置测试的淘汰率。

前端采用HTML、CSS及JavaScript、asp.net等技术，使用SQL

5 结语

Server2012系统数据库，应用服务器端采用asp.net技术框

教师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面对新方位、新

架开发运行在IIS的Web服务器上。支持多用户通过校园VPN

征程、新使命，地方高等师范院校仍需要努力为基础教育输

异步访问技能测试管理系统，同步并发处理多线程业务逻辑

送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师资队伍。

和数据流。设计的技能测试管理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强化师范生教学技能培训、测试及管理工作，能够促进

4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学校合理构建师范生教学技能综合训练体系，进而强化师范

根据技能测试管理系统需求分析，将系统划分为“学生

教育。通过设计开发并运用技能测试管理系统，能够逐渐从

报名管理”
“技能排课排考”
“成绩管理”
“数据统计表”
“系

手工形式向信息化方式转变，减少报名、测试编号等信息管

统管理”等五个功能模块，划分如图2所示。

理、成绩录入及发布等过程的数据矛盾与错误，大幅度提高
技能测试管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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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据统计表

景下师范生教师基本技能训练测试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研究

该模块主要用于实现数据统计功能，根据报名信息生成报

与实践”（编号JXJG-1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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