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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Moodle作为目前较大的开源在线学习平台，与线下教学相得益彰，但在自动化阅卷等功能还不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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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实际使用Moodle在线学习平台中遇到的问题，建立了在线自动试卷评阅框架，给出自动化评阅试卷的代码程
序及实现方法，并对Moodle的成绩打分功能给出了实现过程，最后给出数据迁移与备份的方法，提高了Moodle平台的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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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open-sourc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Moodle works well with necessary complement of offline
learning, but its automatic test paper marking function is still less than satisfactor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on th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of Moodle, we design a framework of automatic test paper marking, and provide
cod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automatic test paper marking. We also describe the data migration and backup method to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M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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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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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

教育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需要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1]。新时

代以来，Moodle平台由于其理念先进，功能全面兼之开源的
在线考试模块广受好评，相较于其他平台，更受开发人员们
[2]

2 自动化阅卷系统(Automated marking system)
2.1 系统功能阐述
基于Moodle的开放，可扩展性，对其功能进行二次开
发，如图1所示。
根据实际需要，将系统分为四个部分：构建试题库、自

青睐 。叶涛在构建基于Moodle在线学习平台的关键技术一文

动化试卷评阅、成绩分析、数据的迁移与备份，每部分的功

中介绍了Moodle平台的构建原理和具体应用[3]，王海燕在基于

能都有相关的模块，确保教学活动的良好发展。

Moodle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网络教学平台的设计与应
用研究上开发了聊天室,wiki等功能模块 [4]，郝水侠等在基于
Moodle平台的开发与实现中解决教学功能不足的问题[5]。
上述文献对Moodle平台的扩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在自
动化试卷评阅方面还有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基于Moodle平
台在B/S考试系统方面的优势，本文以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考试

图1 框架示意图

方案为例，实现构建试题库，自动化试卷评阅，成绩分析，

Fig.1 Framework diagram

数据备份与迁移等功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Moodle平台功
能，为课堂教学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2 实现环境
Moodle平台的开发环境：操作系统：Windows7及以
上。Web服务器：IIS，Apache2.2。PHP：PHP5.5及以上。

基金项目：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81032011y,20191032013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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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MySQL5.7及以上。

int preg_match_all ( string pattern, string subject,

3 构建试题库(Building a question bank)

array matches [, int flags] )

3.1 构建试题库简述

参数pattern为要匹配的模式，参数subject为被搜索字符

构建试题库是自动阅卷的基础。一个好的试题库必须包

串，参数matches为保存搜索结果的数组，可选参数flags决定

含多种题型及丰富的相关题目，才能满足考试使用。试题库

结果在数组中额排列的顺序。利用其工作原理，对Moodle匹

能够创建选择题、判断题、匹配题、填空题、数字题、简答

配机制进行修改，当匹配到结果时，为true，给予成绩，否则

题、计算题、计算题简化版、计算题选项版、内嵌答案(完形

为false，分数为0。

填空)、随机填空匹配题、拖放标签题、拖放到图片题、拖

4.2.2 伪代码解析
(1)单字符匹配

放填空题、选词填空题等题型，它能满足教育方面的硬性要
求。尽管Moodle平台已经支持了试卷制作功能[6]，但不免有些
烦琐。这里给出批量生成试卷的方法。

pmatch_can_match_char { * @param字符串$ char一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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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构建试题库的实现

* @return布尔值成功匹配？

首先以管理员(或任课教师)身份打开操作系统课程，并打

public function match_char($ char);}

开编辑功能，在期末测试模块添加一个活动或资源中选择测

(2)多字符匹配

验，然后对试卷进行命名。目前Moodle支持三种方式，即添

pmatch_can_match_multiple_or_no_chars {

加一道试题，从题库中添加一道试题，以及添加一道随机试

* @param string $ chars一些字符要匹配

题。这里以添加填空题为例，给出添加过程。

* @return布尔值成功匹配？

填空题：允许用一个或多个词回答，系统通过和不同的

public function match_chars($ chars);}

标准答案(可以包含通配符)对比来自动评分。

(3)单词组匹配

填入题号和题干：将答案赋分，分别给予不同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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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atch_can_match_word {

来判断答案是否准确！如图2和图3所示。

* @param pmatch_word_level_options $

wordleveloptions

* @return布尔值成功匹配？
public function match_word($ word，$

		

图2 录入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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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leveloptions);}

Fig.2 Entering the question stem

(4)多词组匹配
pmatch_can_match_phrase { * @param array $词组
* @param pmatch_phrase_level_options$

phraseleveloptions

图3 赋予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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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Assigning points

* @param pmatch_word_level_options $

wordleveloptions

4 自动化试卷评阅(Automatic test paper marking)

* @return布尔值成功匹配？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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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自动化试卷评阅流程

PHP是一种服务器端、跨平台、HTML嵌入式的脚本语

public function match_phrase($ phrase，$
phraseleveloptions，$ wordleveloptions);}

言，可以有效提升应用程序的性能和服务器端的响应速度[7]，

(5)段落匹配

非常适合Moodle的二次开发。尤其其独特的正则表达式为字

pmatch_can_match_whole_expression { *

[8]

符串模式匹配提供了一种高效、方便的方法 。将正则表达式

array $词组

和Moodle平台相结合，按照图4的工作流程可以实现自动化评
阅的二次开发。

@param

* @return布尔值成功匹配？
		

public function

match_whole_

expression($ words);}
4.2.3 开放考试资格
学生进入页面答题。考试完毕后，点击结束答题。确认
无误，便点击提交所有答案并结束。学生交卷后，当场给出
成绩和正确答案，供学生使用。利用Moodle实现自动批改，只
图4 自动批改流程

Fig.4 Automatic marking process

4.2 自动化试卷评阅实现
4.2.1 源代码解析
全局正则表达式匹配函数：preg_match_all

要学生答案中包含参考答案的关键点，就会获得一定的分数。

5 成绩分析(Performance analysis)
5.1 成绩分析
成绩作为课程教与学的评价，不能忽视。它是对教学过
程的反馈及提升依据。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对自己掌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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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有所认知，调整自我学习状态；另一方面，利用Moodle
[9]

统计学生学习期间各个阶段的能力做出有效评估 ，摸清学生
学习情况，方便教师调整教学方式与重心，改进命题质量。

5.2 成绩分析的实现

ttp://192.168.43.227.100';}else{$CFG->wwwroot='ht
tp://192.168.43.227:80';}
启动server文件夹下xampp-control文件，点击Config按
钮，选择httpd.conf，如图8所示。

(1)学生成绩查询
打开操作系统课程，进入成绩板块，在“评分人报表”
中选择“浏览”，进入“过往成绩”子模块。
(2)分数段统计
在成绩下的分数段子菜单进行编辑，可将学生成绩按等
图8 选择httpd.conf

第分类，如图5所示。

Fig.8 Choosing httpd.conf

教师可以设置每一次作业和测验的权重，用来给予最终
的分数。这里以平时作业占20%+期中占30%+期末占50%为
例。对成绩册进行权重分配，即可得到如图6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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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绩权重匹配

浏览其中内容，找到Listen，将后面的网址修改为当前主

机网址。

#Listen 192.168.43.227:80

		

完成上述步骤后，网站新的网址为当前主机网址，实现

了数据的完好迁移。

7 结论(Conclusion)

本文在Moodle平台的熟练使用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实际

Fig.5 Score grades

过自动化试卷评阅功能的成功开发，为课堂教学提质增效方

cz
z

图5 分数段

要求对Moodle平台进行二次开发和补充，丰富功能细节。通
面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在考试完全防作弊等功能的具体实
现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希望通过后续不断的改进，实现防作
弊功能，以便成绩更加可信，提高教师对学生知识掌握情况
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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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权重分配

Fig.6 Weight distribution

教师可以选择适合的类型文件，用来导出学生成绩，如
图7所示。

w

图7 导出成绩

Fig.7 Exporting grades

6 数据迁移与备份(Data migration and backu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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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数据迁移与备份的意义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数据安全不能忽视，尤其

是教学成绩。一方面在数据存储，数据传输和数据交换等操
作过程中，有可能使数据发生故障。其次，硬件故障，人为
操作失误等都会对Moodle在线学习平台的数据安全造成威
胁。平台上的数据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都十分重要，一旦发
生损毁，后果十分严重。做好数据的备份，防患于未然，更
能在发生数据损毁的时候及时迁移，恢复使用。

6.2 具体实现过程
首先找到Moodle平台的安装目录，在文件夹内复制
Moodle和Moodledata文件夹进行备份即可。在别的设备
进行安装，只需要从网络上下载安装包，解压后将M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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