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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实践课教学评价量表的研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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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研制了体育实践课教学评价量表。通过 

试评验证，对体育实践课评价要点，制定教学评价量表的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等六个 

方面进行 了阐述 ，对测评的信度和效度进行 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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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d~tmmntation，questionnaire，Delphi Method，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nd SO on，this paper de— 

veloped the measttring list fr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in the practical course of physical education．nIrDug}l the trial assess— 

ment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the reliability and vMi~b,for the measurement and assessITlent are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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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研究目的 

体育课教学是学校体育的中心工作，是实现学校体育 目 

标的基本途径。体育课 分为理论课和实践课 ，对实践课质量 

评估构成了体育教学评估的主体。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 

进程中，“教学评价”起着价值导 向和管理监督 的重要 作用。 

因此 ，制定科学 的“教学评价量 表”，既是测量教师教学水平 

的量化评价工具，也是加强教学管理 ，提高教学质蔚 的重要 

手段。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步骤 ：本课题 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体育研究会 组 

织实施 ，是“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课程评估方案的研制与实践” 

的子课题。起止时间 。1996年 6月 ～1999年 5月 ，经历了方 

案设 计、实验修订 、试评验证 3个主要阶段。 

2．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 ，问卷调 查法 ，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层次分析法 ( 1al、1ical Hierarchy Process)，模糊综 合 

评判法等。 

3 结果与分析 

3．1 体育实践课评价要 点 

体育(P．E)是身体的教育，“增强 体质”是体育的本质功 

能。体育教学是以体育课内容为中介的，它不仅仅是师生之 

间的双边活动，而且应当是各动态因素之间多边互动的统 一 

体。从总体上讲，体育实践课应从掌握“三基”入手．着眼于 

发展身体 ，培养体育能力 。将思想品德教育贯穿教学 的全过 

程。育德 ，也体现在心理品质的培育上 。即培养意志品质、竞 

争意识、合作精神等。 

体育实践课评估要点，是由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科学 

地运用体育方法 ．实施适宜 的身心负荷 ，注重学生体育能力 

培养，贯穿思想品德教育，强化学生身心教育的效果等因素 

构成——体育教学过程 ，呈现出教 、学 、练、育的高度统一。 

3．2 制定教学评价量表的原则 

体育实践课教学评价量表的制定，要求做到具有科学 

性、导向性、激励性、实效性。评价指标体系要体现指标与目 

标一致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测量性原则，简易可操作性原 

则。 

3．3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是一种 具体的、可测量 的、行 为化的评 化准 

则，是根据可测行为观察的要求而确定的评价内容。该“量 

表”一级指标共5项，二级指标 l3项。“量表”所构建的评价 

指标体系，具有简明性、完备性、独立性、联系性、客观性。评 

价指标内涵 ．有效地抓住了事物 的本质属性 ，它是信 息反馈 

的载体，具有导向作用(见表 2)。 

3．4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我们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评价指标 

的权重分配。权重的作用，在于将同级指标之间的重要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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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别和量化，使评价结果的数据统计有明确的操作依据。 验为：kmax=5．02．c·l=0．005，R·I=1．12．c·R：c．I／R．I： 

权重系数分配如表 l所示。一级指标权重系数 A．一致性检 0．0045<0．1。 

表 1 评价指标权重 

3．5 制定评价等级标准 

评价标准，是以评价内涵为表征的。“教学评价量表”采 

用 5级评定 ；A级——定全 符合 内涵；C级—— 基本符合 内 

涵；E级——不符合内涵；B级——介于 A、C之间；D级—— 

介于 C、E之 间。 

体育实践课教学评估，是一个复杂的价值判断活动，由 

于教学现象和价值判断有其模糊性的特点，其评价必然是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1)课的平均心率、练习密度，以及达到本 

课任务要求的人数比率，并非是固定的评价“模式”，应当根 

据大学生的体质状况 ，技术 、技能起点水平 ，体育课 的类型和 

特点，科学地制定不 同的量 化标 准。(2)评价运 动负荷 的适 

宜性 ，应从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进行测评 。一是通过观察学 

生的生理外部 反应 (呼吸、脸色 、汗量 )和心理外显 行 为(注 

意、情绪 、意志)．定性评价运 动负荷的适度；二是测评平均心 

率和练习密度，定量评定运 动负荷 的价值。(3)心理 品质 纳 

入评价内涵，体现了行为评价与心理评价的结合，但在评教 

应用 中，还应该认真制定评价的细则。 

表2 体育实践课教学评价■表 

一

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涵 权重 评定等级与隶属度 

& A B C D E 
‘

lO0 85 70 55 40 

教学准备 O．06 教案编写质量 

场 地器 材设置 

传授三基 内容 

教 学内容 0．30 施教体育方法 

调控运动 负荷 

组织形式运作 

教学方法 0．25 教法方法运用 

辅助教 法手段 

教学技能 。． 妻篓 釜 

育能的实效性 

教学效果 0．25 体育的科学性 

育德的 目的性 

任务明确、结构严谨 、教材优组合 
教法实用、步骤有序、负荷有预计 

课前场地准备就绪，器材设置到位 

系统传授体育知识、技术和技 能 
突出施教的重点 ，有效解决难点 

教授 锻 炼 方法 ．练 习保 护方 法 ． 

运动监控方法，培育体育能力 

科学安排负荷，适应学生体质 
及时反馈调控 ，身心负荷适宜 

教材衔接 紧凑．施教步骤合理 
教学环节连贯，组织形式灵活 

运用启发式教学．激活学练思维 
鼓励质疑和参与，贯彻因材施教 

有效运用教具、诱际教半手段 
强化运动感知 ．加速技 能形成 

讲解精炼，正确运用术语和口决 

示 范正 确 ．正 确运 用 术语 知 口诀 

观测达到本课教 学要求人数比率． 
估评掌握三基学用体育方法效果 

评定综合 密度、练习密度的用效性 

观察身心反应．测评平均心率价值 

依据课的 目的任务．培养学生勇敢、 
顽强、竞争、合作心理品质的效果 

0．50 0．20 0．60 0．20 0．0o O 0o 

0．50 0．20 0．80 0．0o O．0o O．0o 

0．33 0．1O 0．50 0．30 O．1O 0．O0 

0．33 0．2o 0 60 0 2o O．00 O．∞  

O．33 0．10 0．60 0．30 0．O0 0．O0 

0．38 0．2o 0．50 O．2o O．1O O．Oo 

0．47 0．20 0．40 0．20 0．20 0．O0 

0．15 0．2O 0．2o 0．6o O．0o O．Oo 

0．50 0．2o 0．50 0．20 0．1O 0．O0 

0．50 0．30 0．50 0．20 0．0o 0．0o 

0．44 0 2o 0．6o 0 l0 0．10 0．0o 

0．39 0．10 0．70 0．2o 0．0o O．0o 

0．17 0．2o 0．50 0．2)。 O．1O O．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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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统计方法的运用 
n 

3．6．1 加权l平均求和法。评价分值 G=∑wiCk，Wi为二级 
l： l 

指标合成权重系数：Ck是评价者根据个人的主观判断，昕给 

出的评定等级及所对应的分值，Ck△(100，85．70，55，40) 

3．6．2 模糊综合评价法。常用的算法模型有以下 5种： 

n 

模型 I：M(̂ ，V)，Bi=V(ai八ri，) 
!： l 

n  

模型Ⅱ：M(·，̂ )，Bj=V(ai· ) 
l 1 

n  

模型 Ⅲ：M(̂ ，0)，Bj=∑(aî r ，)。 
l l 

n 

模型Ⅳ：M(-，0)，Bj=∑(ai·ri ) 
1 i 

n n 

模型 V：M(·，+)，B =∑( -r．，)．其 中∑ai=1。当 ai具 
!： 1 _： I 

仃归 一性时 ，④的 算战为 一般实数加数．是模型Ⅳ的改写 

教育坪价．以矗多 嗣模 型 I和模型 Ⅱ 但足 ．模型 l 

Mf̂ ，V)的局限性 太大 ，一是对集合 A的元素界定 铂取值 

过分严格；二是合成法则 max—min太粗糙，丢失信息过多，故 

教育评估不适用。模型VM(·，+)，A与 R的合成变为普通 

矩阵乘法 ，则全部元素参加运算 ，充分利用丁各方面的信息 ， 

其评价比较合理 ，适用 于教育评估，运用“模 型V”对 体育实 

践课最终综合 评价分值 C=B·c 。B是最终评 判结 果的录 

属度分布 ，c 是分数行的转置矩阵。 

表 1列示的各评 价等级的隶属度，是 20名评价者给 出 

的评定等级所占人数的比率。经模糊综合评判运算，最终综 

合评价分值为 G=(0．17546，0．5381，0．21736，0．()6608，0)· 

(100，85，70，55，4o) =82．13分。当 今模糊数学和计算机软 

件在信息处理中的应用 ，提高 了教学 评价统计运算 的准确 

性 。 

3．7 测评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rehabiliw)，是指测评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效 

度(Validib-)，是指测评结 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对“教学评 

价量表”测评的信度和效度检验方法如下 ： 

3．7．1 等价系数法。评估专家组运用等价法(equivalent form 

method)，即采用统一研制的具有 同一 目的、同一性 质的两种 

评价《量表》(A，B本)，在同一课次分别进行两种平行型的评 

价 ，用积差相关的统计方法 ，求 解相关 系数 r=0．89(P<0． 

001)。然后，再比较两个平均值的差异性，若无显著差异可 

证实等价信度，如表 3所示。 

表 3 等价系数检验 

3．7．2 专家判断法。专家组 运用逻辑分析法 ，对评价指标 

体系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进行了客观判断。由于评价指 

标体系最初建立 在 R型主成 分分析的基 础上，叉经广泛的 

意见征询进行 修定；最雷，通过专家会议进 j～论证，并取 

得了 一致性的意见 ，故“教学评价量表’’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和 

结构敛度? 

3．7．3 点双列相关法 先根据各高校教师的综 合教学测评 

分数的秩次，将 58名参评教师分成进 入或 未进入本校测评 

前 30％两 个群体，其分率分别为 45％和 55％。然 后再分别 

统计本次观摩课测评的平均 分数 ：X ：88．26分 ，X =82．52 

分。由于我们不考虑样l本资料的分布，故采用点 l双列相关法 

进行检验，证明该“量表”有较好的区分判别功能。 

r=x 一x。／Sr)‘ P’q：0．563； 
— — — — — 一  ， 一 一 一 

t：r N一2／v 1一re： 5
． 1(D<0．001) 

4 结语 

4．1 体育实践课“教学 评价量表”。广集 了我 国众 多既有学 

卞造诣 ，又有丰富教学和管理经验的专家 、教授 、教育管理工 

作者的智慧。教学评估实践证 明，“教学评价量表”具有较强 

的价值判断和导向的功能，它能反映出体育实践课教学质量 

的总体特征和实际水平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4．2 体育实践课评估结果准确 与否 ，主要取决于评 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和权重的确定 ，测评有效的实施和原始数据的采 

集 ，测评数据科学的统汁处理等3个主要环节。随着高校体 

育教学改革的深入，体育与健康教育的结合，多种体育教学 

模式的研究上j健身课的科学实践 ，都反映了当今体育教学 改 

革的趋势。因此，对“教学评价量表’’的实践运用，应不断发 

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R]．1999． 

[2]国家教委 ．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评估工作的 

通知[R]．1991． 

[3]徐明欣，等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课程评估方案的研制与 

实践[J]．体育科学，2000，(2)． 

[4]汪培庄 ．模糊集合论及其应用[M]．上海科技 出版社， 

1983． 

[5]徐明欣 ．体育课教学质量 Fuzzy综合评判的方法[J]．体 
育研究， ，()． ．1984 4 

[编辑：邓星华]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