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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基于知识点的《计算机导论》实验软件设计思想及开发过程。系统利用参数化知识点自动产生试题、
生成试卷的方法解决试题库的数量和质量矛盾的问题；利用 Visual Basic 宏语言（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VBA）技术实现微软办公软件知识点属性提取和完成自动评分设计，提高学生对微软办公系列软件的操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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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 software for Computing Essentials
based on parameterized knowledg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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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an experiment software for Computing Essentials based on the abstract
knowledge points.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softwares, the new software parameterizes the knowledge
points and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test questions and examination papers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examination database. The auto-judgment and evaluation module are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provide scores for students through extracting the knowledge points from the
electronic examination papers based on the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VBA). Based on the system,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operating capabilities of Microsoft office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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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如何让刚入学的新生利用业余时间了解 Windows 系统的基本操作、提升办

公软件操作水平是《计算机导论》实验课的主要目的。本软件以计算机基本操作练习为基础，面向《计
算机导论》实验课的实际需求而设计开发[1]，是一款突出以知识点考查为核心、强调用户日常练习的小
型绿色软件。此系统可在考生答题后，通过系统自动评分功能查看自己的答题成绩，并发现错误的操
作。这样能使学生合理安排时间，并通过平日练习加强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与运用，逐步增强自己的计
算机操作能力，尤其是微软办公软件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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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的各类考试系统一样，本系统包括一些常规测试模块。1）选择题模块：用于测试学生所学理
论知识，包括计算机组成、计算机发展历史、计算机网络、基础应用软件、系统软件、程序设计语言、
数据库管理等常见基本知识；2）打字练习模块：考查学生计算机打字能力，通过该项考核可提高学生打
字水平；3）文件操作模块：考查学生对计算机文件的基本操作，包括对文本的复制、粘贴、删除、属性
设置等文本的基本操作。此外，软件还包括基于参数化知识点的 Office 模块和 Access 模块，主要对
Office 操作进行考查，例如 Word 中字体属性设置（如字体颜色、大小、粗体、斜体、加边框、下划线
等）、段落设置（如段落的对齐方式，段前、段后间距等）和文档属性设置（如标题设置、页眉页脚及
页码的设置等）。同时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软件还考核他们对文本特效效果的设置，如艺术字、表
格、图表等操作。在 Excel 中主要考查对公式的应用，包括求平均值、最大最小值、求和运算以及单元
格的属性设置。在 PowerPoint 中主要考查幻灯片的设置，包括预设按钮动画、幻灯片中超级链接的设
置，也可以考查幻灯片填充效果这类复杂问题。在 Access 中考核建立新表、主键等基本操作。

1

系统需求分析
本系统的开发环境是基于 Windows 7 的中文操作系统，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程工具 Visual Basic
（VB）
6.0，

后台数据库为 Microsoft Access 2013. 选择 VB 6.0 是因为该开发工具同为微软公司开发，可以与微软
Office 软件进行紧密耦合，使用 VBA 技术提取 Office 属性，进行自动判卷[2~3]。
系统主要面向刚入学的新生，以提高学生计算机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但目前已有的一些软件在
《计算机导论》实验课的实际应用中，存在以下问题。1）功能不实用：大多数计算机操作练习软件具备
的功能繁多，但很多教师实际需要的功能却不具备，实用性不高。虽然有些软件功能很全，但是针对特
殊群体，比如大一新生，试题的覆盖面狭窄，无法体现出《计算机导论》课程的重点。2）界面操作不协
调：很多考试系统的操作复杂且繁琐，使用起来不协调，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操作习惯，界面也不美观。
3）不能提高辅助教学：几乎所有的系统均没有辅助教学的功能，只能单一地作为考试软件使用。而那些
具有辅助教学功能的系统，其辅助方式也很单一，教师无法体现出各自的教学风格。学生平时无法接触
到软件，这些软件只能考试时使用，无法提供作为考试练习的服务。4）可扩展性差：目前的实验软件使
用内置试卷，试题内容固化，造成学生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厌学情绪。如果增加试题类型，则需更新试题
库，操作不仅繁琐，还容易与已有试题重复。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针对《计算机导论》课程的实际需求，设计一款针对新生的练习软件，进而辅
助《计算机导论》课程的学习，提高其计算机操作能力。不同于现有软件，本系统最重要的创新点在于
知识点的参数化实现，即构成试卷的试题由参数化的知识点随机产生，而非基于试题库。通过这种设计
方案，实现知识点与试题一对多的对应关系，利用随机参数自动生成每套试卷的试题，进而保证在每套
试卷知识点考核一致的情况下，组卷试题内容完全不同，解决试题库存储数量与质量矛盾的问题。

2

系统设计分析

2.1

总体功能设计需求

2.1.1

题型丰富

本系统的考核内容应能够覆盖《计算机导论》课程的所有范围，通过调查研究，按照自动批卷的不
同方式，将整个系统的试题分为两类题型：客观题和主观题。
客观题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考核学生对《计算机导论》基础知识的掌握能力。由于以选择题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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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现，所以评分时可以直接与数据库中相应试题的答案字段进行匹配，以判定此题是否正确。而主观
题包含的范围比较广泛，主要考查学生对 Office 软件的操作。在提取此类试题答案时，需要利用 VBA 技术
对 Office 文档中的属性进行提取，然后与标准答案表中各字段进行匹配，以判定操作是否正确。对于文
件操作试题，利用 VB 的文件操作函数判断用户对文件的操作是否正确。而对于打字题，通过 VB 的字
符匹配原则来检测用户打字是否正确，同时计算出正确率。
2.1.2

试题内容丰富

系统设计时，应考虑试题内容的丰富性，即用户每次使用该系统时，试题的内容不能一成不变，即
使拥有相同的知识点内容，但出现的试题不同。在组合试卷时，本文创造性地提出知识点参数化方法，
使用者只需规定要考查的知识点内容，而对于以什么样的试题来反映这个知识点不做限定，系统以随机
数的形式自动决定。例如，在考查学生变字体的操作时，系统会随机产生要将哪段哪行的文字字体变成
什么样的字体。通过这种随机的组合，即使同样考查学生变字体操作，系统生成的试题却千变万化，以
较小的存储空间丰富了试题内容。
2.1.3

自动判卷系统

自动判卷系统在《计算机导论》实验软件中是个核心问题，对学生的试卷进行客观题和主观题的自
动评分，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工阅卷，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还可以有效减少人为的失误和
消除主观因素，保证评分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4]。
2.1.4

友好界面与强容错性

用户界面友好，提示明确，操作简单。由于该软件作为《计算机导论》课程的练习系统，只考核学
生的计算机基本应用水平，因此必须考虑到学生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操作，对于不正确的操作，系统除
了不能给分外，还必须保证不能因为学生的错误操作引起阅卷系统运行中断，要在程序中对可能出现的
错误进行鉴别和控制；而对于学生的一些正常但可能影响阅卷系统识别信息的操作，系统应具有足够的
容错能力，不能因此让学生损失分数。
2.1.5

系统的可扩展性

系统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式，采用堆积木的方式向模型中添加题型和知识点。为提高编程效率，本
系统按照试题功能的不同进行模块化设计，由于 Office 主观操作题的自动评分方法相同，因此将客观题
和主观题评分分开。各评分子程序也采用模块化的方法，每个知识点的评分均构成一个子程序，由一个
主程序进行管理与调用，这样做使程序结构清晰简洁，并增强了系统的可扩展性，便于日后按照教学需
求增加新的知识点，每增加一个知识点，只需在类模块中新添加一个子程序即可，无须对原程序进行较
大改动。
2.2

试题内容设计需求
由于主观题知识点众多，因此试题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使学生正常答题。一些存在二意性或无

法操作的试题应该避免。下面列出一般试题的特性。
2.2.1

合理性

合理性指试题的操作可行，题目可能要求学生对不存在的对象进行操作。例如，本系统设计时给
出的考试文档中，Word 有 4 段，PowerPoint 有 3 张，Excel 中是一个 8 行 7 列的表。因此，考试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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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必须可以在这些文档中操作，如果要求学生设置 Word 中第 5 段的行间距、设置 PowerPoint 中第 4 张的
格式、求 Excel 中第 9 行的平均值等操作是不可行的，如果有这些题目出现，必然会影响考试的正常
进行。
2.2.2

有效性

有效性是保证学生必须按照试题的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才能得分，不能出现学生在不操作的情况下
也可能得分的情况，例如，Word 文档原始的字体就是宋体，因此不能出现“将某段某行的字体设置为宋
体”这样的题目，只能要求设置为黑体等其他字体。
2.2.3

科学性

由于 Office 操作题有很多相近操作，因此试题的科学性应包括以下两点：
1）同一知识点不能重复考核，既可以确保在同一套试卷中覆盖尽可能多的知识点，从而考核学生对
知识点掌握的全面性，又可以避免学生仅因某一知识点掌握不好就丢掉过多分数的情况，为学生创造公
平合理的考试练习环境。例如，在 Word 操作中已经有字体颜色操作，那么在 PowerPoint 里面，就可以
忽略该知识点，转而注重考查学生对版式、超链接的操作。
2）避免各小题之间的冲突。例如在 Word 中，要求学生将某段设置为隶书，又要求将该段中的某行
设置为黑体；在 Excel 中，要求在某一单元格里求某一列的平均值，又要求在该单元格中计算该列的最
大值，显然后一个操作会覆盖前一个，这就造成了题目间的冲突，不仅使学生在操作中难以适从，也为
阅卷带来不便。
综上所述，系统应采用合理的工作流程和规范约束，使经由自动出题系统产生的试题满足试题应有
的合理性、有效性和科学性，全面保证题目的质量，从而满足《计算机导论》课程练习系统这一特定系
统的需要。
2.3

系统结构设计
系统采用 C/S 结构设计[5]，应用 Access 数据库存放在本地计算机上。整个系统分为 2 个模块：学生

答题模块和评分模块。同时按照试题的类型，将试题分为主观题和客观题。主观题和客观题的试题结构
不同，存放在不同的数据表中（如图 1 所示）。评分模块也按照试题类型分为主观题评分模块和客观题
评分模块。客观题评分模块主要进行字符匹配，相对简单。而主观题的评分设计内容较多：对于文件操
作试题，利用 VB 的文件对象判断学生的操作是否正确；对于 Office 操作，需建立一个类文件，利用
VBA 技术进行 Office 操作题的属性提取，系统的工作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1
Fig. 1

试题功能模块图

Illustration of test function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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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3

系统实现

3.1

数据库设计

398

系统操作流程图

Flowchart of system operation

为适应系统的要求，在设计数据库时，将主观题和客观题存储在不同的表格中，利用程序进行
模块化编程。因此一个完整的试卷被分为 2 个部分存储，学生提交的答案也分 2 个表存储，各表之
间的结构如图 3 所示。同时为丰富操作题的类型，以知识点作为考查目标，同一知识点可以衍生出
不同的试题内容，图 4 以图例的形式进行了解释。但是同一知识点的属性提取操作相同，可以用同
一个属性提取函数实现。因此在本系统中，每一个知识点对应一个属性提取函数，不同试题之间只
存在参数上的差异，这样的设计结构利于系统的可扩展性，即如果想添加新知识点，只需要在程序
的属性提取模块中添加对应的属性提取函数即可，对整个程序的改动不大。
系统除了考虑试题内容多样性，还进一步考虑了文本多样性，即系统在程序所在目录建立独立文
件夹，用于保存操作题的文本文档。学生答题时使用的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等文档均从中随机
抽取，这给了学生每次练习都是不同内容的感觉。在测试组卷时，分配给学生的试卷是随机抽取的，
分配的文档也是随机抽取的，这样的设计增强了考试内容的变化。图 5 对这种随机选择进行了说明。
3.2

考试模块设计
图 6 为系统主答题界面，该界面由 Photoshop 制作背景图片，利用 VB 的 Figure 控件添加嵌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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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中。同时，在对应的按钮部位添加 Label 控件，利用 Label 控件的触发事件激活相应功能代码。
图 6b 最上面是一排试题选项按钮，学生选择要测试的试题类型，界面中间部分为提示框，所有的试
题要求在此框中显示出来。提交按钮和退出按钮在突出位置用不同背景显示，避免学生错误操作。

图3
Fig. 3

主观题与客观题存储关联图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tems in the table

.

Fig. 4

图 4 知识点表与知识点题库表一对多关系图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table and the question representation table

图5
Fig. 5

Office 文档与题套随机选择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random selection of office documents and question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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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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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界面设计截图

Screenshots of system interface design

a—选择题界面；b—文件操作题答题界面；c—Microsoft Office 操作题界面；d—打字题操作界面
a-Interface of choice questions; b-Answer interface of file-operation questions; c-Interface of operating questions of Microsoft
Office; d-Interface of typing test

3.2.1

选择题设计

作为客观试题，选择题考查学生对《计算机导论》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界面如图 6a 所示。在
程序类模块中建立全局变量数组保存下载的试题，试题数组对应有答案数组，保存所有学生对该题
的选择。提交时，将该答案数组提交到选择答案表中，流程图如图 7a 所示。为使界面友好、可读性
强，在设计选择题操作时考虑两点：1）每页显示 10 道试题，利用翻页功能实现试题整块选择；2）
对于已经答过的试题，不仅高亮试题编号，而且高亮答案选择情况，帮助学生记录未答试题和已答
试题的具体答案。
为实现上述要求，系统一方面在 General 类中设置选择题答题情况属性，另一方面需要对试题进行
分组，“1～10”的按钮利用 VB 的控件数组制作，用于响应用户选择试题事件。
3.2.2

文件操作题设计

文件操作题主要考查学生对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文件操作，包括文件的建立、复制、剪切、删
除、重命名、文件属性（只读、隐藏）修改等 6 项操作。为实现对这些知识点的考核，在系统下载试
题时，要在 C 盘建立 2 个文件夹，文件夹的命名采用“上机考试_西南大学＋随机数”的方式进行，保
证文件没有重名。然后在第一个文件夹内部建立 6 个文本文件，并用 1～6 这 6 个数字命名，整个
流程如图 7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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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选择题与文件操作题考核模块流程图
Fig. 7 Flowcharts of choice questions evaluation module and file-operation questions evaluation module
a—选择题答题流程图；b—新建预备文件流程图
a-Flowchart of answering choice questions; b-Flowchart of creating preparative documents

3.2.3

Office 操作题设计

为保证构成每套试卷的知识点相同，同时实现试题内容的多样性，系统根据 Office 软件特点对知识
点进行参数化设计。表 1 列出了 Office 知识点考核内容，其中类型 1～4 为 Word 试题知识点，5～7 为
Excel 试题知识点，8～10 为 PowerPoint 试题知识点。针对每个知识点，拥有一个专门的评分函数，从
Office 中自动提取学生答题属性，并根据参数值判断其正确性。以知识点 wz01、wz02、wz03、wz09、
wz10 试题为例，获取字体属性和底纹代码为：
字体颜色，wordapp.Selection.Font.Color；字体类型，wordapp.Selection.Font.Name；
字体字号，wordapp.Selection.Font.Size；是否粗体，wordapp.Selection.Font.Bold；
是否斜体，wordapp.Selection.Font.Italic；底纹样式，wordapp.Selection.Font.Shading.Texture.
表1
Tab. 1
知识点
wz01

知识点样题表

Sample question table of knowledge points

知识点内容
设置某段某行为某色

类别
1

知识点
知识点内容
bg01 按指定行数、每行列数画表格
js01 某单元格公式计算指定范围数据的平均值

wz02

设置某段某行为某字体

1

wz03

设置某段最后一行为某字号
设置某段某行底纹为某样式某颜色某
填充色
设置某段最后一行边框为某线型某宽
度某颜色
设置某段某行下划线为某线型某颜色

1

js02

1
1

wz09
wz10

类别
4
5
5

js03

某单元格公式计算指定范围数据的和
某单元格公式计算指定范围数据的最大值

js04

某单元格公式计算指定范围数据的最小值

5

1

js05

某单元格开始的某行按某顺序排序

5

设置某段最后一行是否加粗

1

bs02

设置某单元格水平为某对齐垂直为某对齐

6

设置某段某行是否斜体

1

bs03

设置某单元格小数位某位

6

wz11

设置某段为某标题

1

tb01

设置插入图表为某图表类型

7

pb14

设置文档上下页边距为某设置值

2

tb02

设置插入图表是否有图例和图例位置

7

pb04

设置某段为某对齐方式

2

tb03

设置插入图表坐标轴主坐标轴

7

tc01

2

tc02

设置某幻灯片填充效果过渡为某变形
设置某幻灯片填充效果过渡为某底纹式样

8

pb11

设置某段行间距为某设置值
文档插入页码位置为页面底端某对齐
方式和某数字格式
设置文档页眉为某字符串

2

2

tc03

设置某幻灯片填充效果渐变设某预设颜色

8

pb12

设置文档页脚为某字符串

2

qh01

设置某幻灯片为某切换方式和某速度

9

pb05

设置某段段前距为某设置值
文档最后插入超链接 web 页为某名称显
示文字为某文字
设置某段段后距为某磅
在文档最后插入文本框为某个方向某
字符串
在文档最后插入艺术字样式为某样式
文字为某字符串

2

dz01

9

2

dh01

某幻灯片加某动作按钮
设置某幻灯片标题为某预设动画

2

mb01

3

bs01

wz04
wz05
wz06

pb06
pb13

pb15
pb16
tp01
tp04

3

设置所有幻灯片为某设计模板
设置某幻灯片为某版式

5

8

9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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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知识点的参数化设计，系统可实现将一条知识点存储记录演化为多道试题，如表 2 所示。组卷
时，系统利用随机数产生初始化知识点，然后产生具体试题分配给对应试卷。以 Word 插入表格为例，在
知识点表中，知识点编号为 bg01 的试题表示“按指定行数、每行列数画表格”，在进行参数化设置后，
会产生很多考题编号前 4 位为 bg01 的试题，例如，bg0101 试题“在文档最后插入一个表，第 1 行 2 列，
第 2 行 3 列”。用于参数化试题的具体数值则保存在试卷答案表中，用于自动评分。以 bg0101 试题为例，
在试卷答案表对应的知识点记录为“bg0101, 2, 2, 3, -, -, -, bg01”，其中 bg0101 代表试题编号，第 2 个参
数代表该表格有 2 行，第 3 个参数代表第 1 行 2 列，第 4 个参数代表第 2 行 3 列，“-”代表保留字段用于
存储其他试题对应答案。例如，bg0103 试题在答案表中的记录为“bg0103, 4, 2, 3, 4, 3, -, bg01”，该记录
表示，在表格最后插入一个表格，共 4 行，第 1 行 2 列，第 2 行 3 列，第 3 行 4 列，第 4 行 3 列。
表2
Tab. 2

基于知识点的衍化试题示例表

Sample table of the derived question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points

衍化试题

知识点

分值/分

类型

bg0101

在文档最后插入 1 个表，第 1 行 2 列，第 2 行 3 列

考题内容

bg01

1

Word

pb0301

第 2 段右边距设为 1 cm

pb03

1

Word

pb0302

第 3 段右边距设为 2 cm

pb03

1

Word

bs0301

B3 单元格格式小数位为 1

bs03

1

Excel

bs0302

C4 单元格格式小数位为 2

bs03

1

Excel

标准答案表不仅作为知识点存储表，用于检测学生答案是否正确，而且作为答案提取时的定位表，
帮助系统自动找到相应的位置。例如“wz0102, 2, 2, 2, -, -, -, wz01”，该题对应的知识点 wz01 表示“设置
某段某行为某色”，本题具体化为将“第 2 段第 2 行设为绿色”，在提取答案时，系统调用 VBA 程序，
提取第 2 段第 2 行的字体颜色，此处的第 2 个与第 3 个参数起着辅助 VBA 定位知识点属性的作用。知识
点的参数化设计是本系统的创新点所在，利用这种设计，系统解决题库试题数量和质量矛盾的问题。
3.2.4

打字题设计

打字题考核学生在单位时间内打字的速度与准确率，该模块有以下难点：1）打字文档随机选择，保
证文档的多样性，避免学生因为熟悉一篇文章而在该项考核中得分；2）打字题的内容应该贴近学生的生
活，最好是能够启发学生学习的文章，因为学生在打字时，注意力集中，此时的记忆力也最深刻；3）文
章的内容应该覆盖文字、标点符号、数字、字母等一些常用的字符，考查学生在字符之间切换的能力；
4）在学生打字过程中，系统能够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学生打字是否正确，这涉及文本的变色与定位问题，
也是打字题的核心算法；5）打字时间倒计时限
制，打字题要求在保证正确率的基础上提高打
字速度。
为完成以上需求，系统准备了 100 套打字
题文档，存放在系统文件夹中，每次学生答题
时，根据随机数选择文档，保证试题文档的多
样性。同时选择的文档也是经过详细分析的，
包含多种字符，内容也贴近新生的教学生活。
打字题界面如图 6d 所示，图 8 为设计流程
图。在学生打字时，若想修改某个字体，可以
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通过键盘移动光标到

图 8 打字题模块设计流程图
Fig. 8 Design flowchart of typing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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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位置；二是通过鼠标直接将光标点击到指定位置。为实现文本变色与定位功能，系统使用 VB 的
RichTextBox 控件。在 RichTextBox 控件中，利用 SelStart 属性将光标定位到指定位置，SelLength 属性则
是从光标所在位置向后选择 i 个字符。学生打字过程中，在 Change 事件和 KeyPress 事件中判断新写的
字符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将对应位置的 RichTextBox 控件中字体变成蓝色，否则变成红色。此外，为
实时展示准确率，系统利用 3 个 Label 记录打字的正确字数、错误字数及正确率，如图 6d 所示。在评分
时规定，在指定时间内准确率为 95%以上的学生，每打对一个字给 0.5 分，最终将记录存放到其学号所
对应文件夹下的打字题备份文件中。
3.3

评分模块设计
为便于学生练习后能及时了解成绩，系统在评

分后给出试题的评阅结果。系统不仅给出总分，更
重要的是告知学生哪道题错误，正确的结果是什
么。通过这样的设置，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提高计算
机的操作水平。试题结果显示界面如图 9 所示。

4

结论
提高入学新生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掌握计算机

基本概念和操作常识是《计算机导论》课程的主要教
学目标和内容。为激发学生日常学习的积极性，辅

图9

助课题教学，本文开发了一套《计算机导论》实验软

Fig. 9

评分结果显示界面
Score results interface

件，该系统利用知识点参数化方法解决试题库试题数量和质量矛盾的问题，这是本文的创新点，可推荐
到其他各类题库系统和在线考试系统的设计中。该软件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课外练习平台，以不断提高学
生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还能实现机考功能及无纸化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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