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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对移动学习理论与实践及微信学习应用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基于微信的在线测试系

统。该在线测试系统后台管理的主要功能有用户管理、测试项目管理、试题管理、测试发布、测试评分、成绩分析等，
微信客户端通过访问微信公众号有选择测试项目、自由练习、参加测试、试题解析等功能。本文阐述了利用微信公众平
台开发应用系统的流程以及在线测试系统的实现。用户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在线测试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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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tudies of mobile learning theories,practice and learning applications,this pape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n online test system based on WeChat.The major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backstage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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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management,test projects management,test management,test publishing,test grading and grade analysis,etc.
The user can visit the official account through his/her WeChat client,and then choose different patterns,such as test
projects,exercises,exams,keys and explanation,etc.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rough th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online test system.The user can study and have a test online anytime
and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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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用与互联网服务 [4] ，目前微信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入

随着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的普及，各种移动应用层出不

口之一。在微信平台上已经构建了各种类型的移动应用，包

穷，在教育领域，移动终端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国

括移动学习方面的应用。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微信在移动

外，十几年来针对移动应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一直在持续进

学习方面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文献[5]针对微信支持下的移动

行着。文献[1]提出了一个利用移动技术构建支持终身学习系

学习平台进行研究，并且设计了一个基于微信的移动学习平

统的框架，包括软件、硬件、通信及界面设计等，并对给出

台，文献[6]研究了在线学习平台和微信协作学习知识建构层

的一个示范性系统进行了评估。文献[2]开发了一个移动学习

次分析，研究表明，在线学习平台在协作学习方面质量高于

原型程序用来辅助课堂教学并在大学本科及研究生课程中使

简单的微信交流。微信平台若要发挥其在移动学习方面的功

用，结果表明移动技术可以在高等教育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能，还需要设计相应的应用程序，本文基于微信设计并实现

文献[3]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研究第二外语学习者利用移动设

了一个在线测试系统。

备辅助英语短语学习，结果表明，使用移动设备可以取得较

2 系统功能设计(System function design)

好的学习效果。
微信作为社交类软件的代表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手机应

基于微信的在线测试系统的功能分为后台管理与微信客
户端两部分，两部分的主要功能模块如图1所示。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项目编号：JAT160399)，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41039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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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试评分。对于选择、判断、填空等客观题，系统可
以进行自动评分，但对于填空题在录入题目时必须设定所有
的参考答案，才能保证评分的客观性，为此系统针对填空题
的评分除了自动评分外还允许进行人工确认。对于简答、综
合等主观题，则通过在同一屏幕同时显示作答情况及参考答
案进行人工评分。测试评分通常用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中
测试的情况。
图1 功能模块图

(6)成绩分析。对于以班级为单位组织的测试，教师可以

Fig.1 Function module diagram

进行成绩分析，针对一次测试，可以统计参加测试的人数、

2.1 后台管理功能设计

平均分、各个分数段的人数及百分比，可以对成绩进行排

(1)用户管理：对在线测试系统的用户进行管理。用户必
须先关注提供在线测试系统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对用户进行

序，还可以进行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分析，如可以分析每种题

m

后台管理的主要功能如下：

型参加测试者的得分情况，每道题的得分率等。
(7)菜单设置。可以设置微信客户端进入公众号后在屏幕

co

增加、删除、修改等操作，可以以班级为单位对用户进行分

底部显示的菜单，方便用户进行快捷访问。

组，从而支持班级形式的分组教学。
(2)测试项目。在线测试系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各

2.2 微信客户端功能设计

种各样的测试项目，取决于微信公众号运营者的实际需求。

z.

微信客户端的主要功能如下：

如果运营者是各级学校的教师，测试项目可以是所任教的课
程，也可以是一些公共课程，比如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
程序设计基础等；如果运营者是培训机构，测试项目可以是

众号后，还需要进行注册才能使用测试系统的完整功能，也
才能保存参加测试的数据，只关注微信公众号但没有进行注

cz

所培训的相关项目；另外测试项目也可以灵活地应用到其他

(1)用户注册。用户关注提供在线测试系统功能的微信公

册的用户只能完成系统提供的一些公共的测试项目。考虑到

场合，比如调查表、投票系统等。

用户的操作体验，注册时仅需提供昵称、性别、联系邮箱等

类型的试题。对于学校的教学应用，所有课程都支持常规的

必填信息，其他信息如学校、学号、姓名、出生年月、联系

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判断及填空等客观题，系统也内置了

电话、QQ号、联系地址等则作为选填信息，如果学校使用该

对部分主观题型的支持如简答题，综合题等。当选择试题管

在线测试系统辅助教学，则需要学生在注册时把信息填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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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题管理。针对不同类型的测试项目，可以支持不同

理功能时，首先选择系统中已有的测试项目，接着进入相应
试题的添加、修改与删除等，对于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判
断题，试题管理支持试题的批量导入，只要下载相应的试题

整才能参加以班级为单位组织的测试等功能。
(2)项目选择。用户进入在线测试系统所在微信公众号

后，可以通过发送信息及微信底部菜单两种方式选择测试项

实现试题的批量导入。

目，通常是发送测试项目名称，比如发送“计算机基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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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文件，按照模板文件的格式输入试题的各项信息就可以

(4)测试发布。首先选择测试项目，接着选择要发布的试

以进入计算机基础测试项目，也可以在后台管理的测试项目

题并设定各个题目的分值，可以限定测试完成的时间段，这

功能中进行设定，比如可以设定发送“jsj”进入计算机基础测

适合于班级教学的集中测试，如果没有限定测试时间，则用

试项目。通过在后台管理菜单设置功能中可以设置菜单项，

户可以在任何时间段进行测试，最后进行再次确认，测试发
布的流程如图2所示。

让用户通过菜单快速进入某个测试项目。
(3)自由练习。用户进入某个测试项目后，选择自由练
习可以进行自由练习。自由练习的题目主要是客观题，以单
项选择题为例，用户选择单项选择题后，可以设定练习的题
目数量，默认为20题，可以设定要测试的知识点，比如对于
计算机基础课程，可以选择全部知识点或者某一章节的知识
点，确定了题目数量和知识点后，就可以开始练习，每道题
选择完后自动进入下一题，所有题目答题完成后显示答题结
果，答题结果显示每道题的正误，并且可以查看试题解析。
(4)参加测试。用户进入某个测试项目后，选择已发布

图2 测试发布流程图

Fig.2 Test release flow diagram

的测试可以查看到通过后台管理发布的测试。用户进入测试
后，答题方式与自由练习差不多，只是测试完成后没有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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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结果，也不能马上查看试题解析。如果应用于课堂教
学，教师可以事先在后台发布测试，然后在上课期间通知学
生进入测试，学生完成测试后，教师可以实时在后台查看到
学生的测试结果并可以通过多媒体投影等形式反馈给学生，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课堂上的互动反馈功能。
(5)试题解析。用户进入某个测试项目后，选择试题解析
可以查看自己参加过的测试的试题解析。

3 数据库设计(Database design)
图4 微信应用开发流程

本系统数据库采用MySQL，数据库中主要数据表的信息

Fig.4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WeChat

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库中主要数据表

m

application
(1)申请微信公众号。要开发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应用，首

Tab.1 Main tables in database

先要申请一个微信公众号，只要到微信公众平台网站按提示

说明

User

用户信息表，保存用户各项信息

TestProject

测试项目表，保存各个测试项目

ExerciseType

习题类型表，保存各种题型信息

Exercise

习题表，保存测试系统中的习题

PubExercise

已发布测试表，保存已经发布的测试信息

UserExercise

用户答题情况表，保存用户参加测试的答题情况

MenuInfo

菜单信息表，保存微信公众号的自定义菜单项

co

表名

申请即可，在微信公众号应用开发完成之前，可以先申请一
个接口测试号，利用该接口测试号，即使没有公众号，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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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体验和测试公众平台所有高级接口[7]。
(2)搭建服务器运行环境。开发的程序需要上传至服务器

中，服务器可以使用传统的虚拟主机或者云服务器。微信开

cz

发通常使用PHP，服务器端一般安装PHP、MySQL及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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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服务器操作系统可以选用Windows系列或者Linux。

与数据表相应的实体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该图表明一

(3)开启公众号开发者模式。刚申请的微信公众号默认不

在开发者模式下，开发者必须登录微信公众平台管理页面，
在开发的基本配置中启用服务器配置。
(4)进行开发基本配置。配置包括URL即服务器地址，

试可以包括多道习题，一道习题也可以用于多次测试，一个

这是开发者要存放代码的服务器的地址；Token用来和接口

用户可以参加多次测试，一个用户有多条答题记录。

URL中包含的Token进行比对，从而验证安全性；消息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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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测试项目拥有多道习题，一种题型包括多道习题，一次测

密方式可以设置为明文模式，兼容模式或安全模式。
(5)编写代码上传服务器。按照公众平台技术文档，结合
具体应用的功能设计编写应用代码并上传到在基本配置中设
置的服务器上。
(6)进行模拟测试。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接口调试工具可以
帮助开发者检测调用开发者API时发送的请求参数是否正确，
并可获得服务器的验证结果，可以测试开发者的代码逻辑是
否存在错误，是否与预期相符合[8]。
(7)微信客户端测试。开发者通过自己的个人微信号扫描
公众号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测试应用程序在微信客户端

图3 实体关系图

Fig.3 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

的运行效果，根据运行结果判断代码是否有逻辑错误，从而
进行修正与完善。

4 开发流程与系统实现(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ystem implementation)

现相应功能，各项功能相对完善后，可以对外推广微信公众

4.1 微信应用开发流程

号，让更多的人通过公众号使用系统的功能。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应用开发流程可以用图4表示，以下进
行简要说明。

(8)完成所有系统功能。按照功能设计的内容，逐项实

4.2 系统实现
本系统的实现结合了Html5及PHP技术，在实现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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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jQuery Mobile框架，数据库采用MySQL，为了简化对数据
[9]

图5是关注并进入公众号后的界面，可以通过关键字回复

库的访问，编写了数据库操作公用函数库 。以下是本系统的

或选择菜单项进入相应功能。图6是测试功能选择，图7用来

部分实现界面。

选择要参加的测试，这两个界面的列表使用了jQuery Mobile
的List View UI组件。图8是答题界面，选择项使用了jQuery
Mobile的Radio Button UI组件，底部按钮则使用了Grouped
Buttons UI组件。

5 结论(Conclusion)
随着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的普及，移动学习已经成为移
动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微信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入口正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开发基于微信的移动学习应用具有

m

Fig.5 Official account

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实现的在线测试系统已经在一定范围
内使用，目前注册用户数2000人左右，平均每天在线学习的

co

图5 进入公众号

人数在200人左右，在对用户的调查中，普遍反映本系统对他
们的学习有一定的帮助。后续将继续完善系统的功能，以方

z.

便使用者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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