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编：

副主编：曹小荣

郑海金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

2017年第2期
第12卷第2期总第44期

主 办

编辑出版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印 刷

准印证号

批准单位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

平顶山市姚电大道中段

467001

0375-3397108

0375-3397108

hnzlxy@126.com

平顶山市瑞恒印刷有限公司

河南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平顶山］036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Sponsor: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

Published:Editorial Department of 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

Address:Middle Parts of Yaodian Road,Pingdingshan,Henan,China

Postcode:467001

Telephone:0375-3397108

Fax:0375-3397108

Email:hnzlxy@126.com

Printer:Pingdingshan Ruiheng Printing Co.Ltd.

Printed number:036[Pingdingshan]Henan Continuous Interior Materials

Approval unit: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of Henan Province

河
南

质
量

工
程

职
业

学
院

第
12
卷
第
2
期
总
第

44
期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学报第12卷 第2期 总第44期

JOURNAL OF 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中国   河南   平顶山

No.2
Vol.12
June.

2017 2



2017（第十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河南省级赛4月21日—

23日在郑州大学举行。由信息工程系王京、庞蕊、冀勉和朱佰函四位老师

带队指导，秦怡帆、刘璐柯、刘腾腾、任贺一、米娇、李冰六位同学的作

品《它们》、《共存》代表我院参赛，经过技能测试、作品演示和现场答

辩三个环节，最终荣获两个三等奖，为我院争得了荣誉。

本赛事共有全省258所院校的代表队参加，比赛的内容涵盖了软件应

用与开发、微课（课件制作）、数学媒体设计、动漫游戏创意设计、软件

服务外包等专业领域。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我院六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

冷静发挥，在激烈的竞争氛围中彰显了我院学生认真、严谨的学风和良好

的团队协作精神。

通过此次技能大赛，我院相关专业学生的计算机实践能力有了很大的

提高，并增长了见识，同时借助大赛平台促进了我院师生同兄弟院校之间

的交流，增强了创新意识，提高了我院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为今后参加

技能比赛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在2017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河南省级赛中获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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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高职会计综合实训课程研究现状出发，对教学中不科学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重点研究了建

设嵌入式高职会计综合实训课程的意义和任务。

关键词：会计；综合实训；嵌入式；优势；任务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秦燕妮，副教授，研究方向：高职教育，现任职于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1  会计综合实训课程研究现状

会计综合实训课程涵盖了基础会计、财务

会计、成本会计等多门课程的相关知识，综合

性极强。尽管学生在学习相关专业课程的时候

也有涉及相应内容，但是侧重点不强，综合性

不高。会计专业学生在即将走向岗位实习之前

必须要经过实训，经过训练的学生对工作适应

性明显增强，大大缩短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

践的时间。

但是目前的高职会计综合实训课程普遍没

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四点：

（1）重学术而轻实践，导致学生在实习

过程中不知所措，无从下手。

教学评价体系单一，传统的实训课

程评价导向是以学生成绩为主的，评价尺度单

一，与社会需要有一定的脱节，无法满足用人

单位的测评

教学安排缺乏整体性，模拟实验的

内容和形式过于单一

（2）

。

（3）

。

嵌入式高职会计综合实训课程建设思考

秦燕妮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黄冈，438002）

（4）重核算而轻分析，实验教学的方法

多为模拟实验，缺乏案例分析研究，无法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目前的现状，近年来国

内相关学者提出了高职会计综合实训课程建设

的新模式——嵌入式教学。

嵌入式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培养专

业能力为主线，将综合能力与职业发展嵌入课

程中来，使会计综合实训课程成为一个有机整

体。新形势下，传统的会计教学模式已经不能

达到企业的发展要求，根据新形势下会计职业

特征与能力构建新型的嵌入式教学模式是形势

所需。

2  嵌入式高职会计综合实训模式的构建

构建嵌入式会计综合实训教学模式需以直

接模拟公司为载体，根据公司的岗位任务来驱

动教学，从而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在学生岗

位职业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嵌入式教学主要是

指嵌入综合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规范其职业

道德，提高学生的交流能力，增加团队意识以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Training Cours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QIN Yan-ni

（Huanggang Polytechnic College, Huanggang, Hubei, 438002）

Abstract: 

tasks of constructing integrated accounting training courses in embedd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accounting; comprehensive training; embedded; advantage; tas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nscientific problems in teaching, and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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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嵌入式教学具有极

强的仿真性和综合性，有利于教和学的共同发

展，这对锻造师资队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

高质量会计人才都是极为有利的。

2.1  将企业经营管理环境嵌入会计综合实训课程

嵌入式会计综合实训环境和实训流程应当

按照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思想进行设计，从制

度张贴，到物品、设备的配置等方面应当尽可

能模拟企业财务部门，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

觉；实训教材内容要仿真，实训教材资料要来

源于实际，根据从实际单位取得的真实业务资

料进行加工整理，进而形成仿真的实训教材。

突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会计业务处理能力、岗

位适应能力、会计职业判断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等职业素养，从而使会计专业学生具有较强

的职业能力，使校内教学与实际岗位零距离对

接，实现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

2.2  将企业经营管理组织结构嵌入会计综合实

训课程

按照企业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即出纳岗

位、成本费用核算岗位、资金核算岗位、总账

报表岗位、会计机构负责人或者会计主管人员

岗位等设置实训岗位，有助于学生将某一项或

某几项专业知识和会计职业技能从彼此孤立到

相互融合、从模块分割到系统连贯再到岗位熟

练，培养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解决职业岗位实

际问题的能力，一般采用分岗位手工与电算化

双轨并行仿真实训，实训内容包含企业会计核

算与监督的全部经济业务，仿真实训流程应从

起初建账到日常业务处理再到期末账项结转与

会计报表编报的全过程，实训结束后撰写并提

交综合实训报告。

2.3  将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化手段嵌入会计综合

实训课程

为使学生真实体验现代企业中的经营管

理，熟悉财务管理流程，借助于ERP沙盘模拟

企业经营系统为会计实验教学搭建仿真企业环

境，将不同类型企业交给学生模拟经营，使学

生有一个接近或仿佛置身于企业管理实际环境

的感觉，从财务角度透视企业整体运营过程，

对产品研发、筹措资金、投资回收、现金流管

理等进行分析，以财务会计子系统为核心，将

各类资源、计划、管理信息及时地转换为会计

信息。然后，再进一步为仿真企业经营管理及

时提供计划、预算、分析、决策所需的信息。

通过嵌入企业经营管理环境，可以使得学生主

动思考、规划实验过程和实验步骤，体验团队

协作，提高学习积极性。

3  嵌入式高职会计综合实训课程建设的

必要性

3.1  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企业经

营管理也经历了新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企业从

追求利益最大化转为追求价值最大化，员工从

被动的工作转向了自我管理，各种新型概念理

论受到了国内外企业的追捧。结合自身发展，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是我国在国际化竞争中获取

主动的必要前提，这必然对会计专业人才有了

更高的要求。相关人才不仅要掌握会计工作技

能，还要会利用会计软件处理会计实务，进行

数据提取的分析，为决策者提供信息服务。因

此建立嵌入式高职会计实训课程是企业制度对

会计人才提出的必然要求。

3.2  企业信息化管理的激励

企业信息化管理主要包括企业信息资源管

理和企业运作管理，属于战略管理的范畴，对

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会计与信息技术结

合产生的会计信息化又是企业信息化管理的核

心，因此企业信息化激励了嵌入式高职会计综

合实训课程的产生。从1990年开始，国外著名

的 企 业 管 理 软 件 如 SAP、 Oracle已 经 进 入 中

国，并迅速扩展。到当前，ERP已经成为了最

为突出的代表，在高职会计信息化教学平台中

得到了普遍应用。企业信息化管理要求高职会

计教学模式进行创新，进行嵌入式教学，让学

生体会到会计并不是独立于企业其他部门的孤

岛，而是可以用于其他业务读取的工具。

3.3  企业发展的要求

会计综合实训课程是会计教学系统中的

重要组成，采用嵌入式教学模式对培养学生

的职业道德有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企业发展

的要求。嵌入式教学模式有三个层次，分别

是笔试基础学习、综合实验和创新性设计，

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验的同步进行。不仅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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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吸收了知识原理，也让学生学会了如

何在实际中将基本技能发挥出来，真正适应

了企业未来的发展。

4  嵌入式综合实训课程的优势

采用嵌入式教学除了能够改进传统高职会

计综合实训课程中的一些小缺陷，还具有以下

明显的优势：

4.1  利于提高会计岗位能力的综合性

嵌入式教学模式除了在原有会计核算能力

中增加了职能培养，还增加了财务分析、预

算、审计等模块，可以说重构实验内容，改变

了传统的单一型人才培养，提高了人才的综合

发展，符合企业的人才需求，有利于快速适应

会计岗位能力。

4.2  有利于为社会输送高级会计人才

综合实训课程注重对会计职业能力的培

养，嵌入式培训模式能够将整个项目嵌入整个

专业中，使价值观、人际技能、组织技能能够

以项目的形式嵌入进来，使得综合实训成为一

个有机整体。同时该实验模式在培养学生综合

利用各种资源解决问题的同时，引入了答辩机

制，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和写作能力。故该方法有利于全面培养学生的

综合能力，有利于为社会输送复合型实用人

才，为社会提供合格的高级会计人才，提高学

生的动手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率。

4.3  有利于提高该课程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嵌入式教学模式采用了任务驱动的教学方

式，这种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

导，并辅以任务驱动，让学生在一个或多个任

务的驱动下采用多种形式的探索活动来加深对

知识的理解。每完成一个任务就会增加一份学

生的成就感，激发兴趣，并构建相对应的知识

体系。嵌入式教学法在会计综合实训课程运用

中具体表现为教师和学生都围绕一个或几个任

务展开讨论，通过运用各种资源和互助学习而

进行的一种学习实践活动，对学生学习积极性

和主动性的提高都有着重要意义。

4.4  有利于解决会计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之间

的矛盾

高职会计教学其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企业对

有

人才的需求，实现校企双赢。嵌入式高职会计

综合实训课程倡导将行业经验嵌入教学活动中

来，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了一个良好的教

学平台，解决了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矛盾，

值得研究与推广。

5  嵌入式会计综合实训课程建设的重点

任务

5.1  加强会计综合实训课程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会计综合实训课程建设与教学

改革的主导，完善这一任务可以从以下四方面

着手：

（1）选派优秀教师赴企业实践，提高教

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2）通过“教学比武”方式增强教师的

授课水平；

（3）购入新型实验设备，加快实训课程

建设；

（4）引进企业会计骨干担任兼职教师，

参与课程改革，推动教学质量的提高。

5.2  加强会计综合实训教学内容的丰富与完善

丰富且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是会计综合实

训课程建设的基础，这一任务也可以从四个方

面展开讨论：

（1）实训项目的设计与完善。

5.3  加强实验教学方法的改进与手段拓展

嵌入式会计综合实训课程建设需要组合多

种教学方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要。这一任

务可以从完善学校资源建设出发，首先为学生

提供一个良好的实训环境；其次，开设网上课

程论坛，让学生能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实现

经营分享，互助答疑 同时还可以邀请名师授

课，强化学生的实际问题应用能力 最后还需

要针对相关问题展开调研、分析与讨论，引导

学生开展探索性学习。

5.4  加强实验教学评价的改革与体系完善

完善的实验教学评价体系是做好实训课程

（2）

。

（3） 。

（4）

；

；

按照人才培养要求布置教学内容和

文件

以ERP为平台开发实训系统

更新培训数据，提升实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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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的本科院校不同，高职院校培养人

才的主导思想是实践，与相应的产业相对接，

与本行业紧密结合。高职英语教育应该采用合
[1]适的教学方法提高高职英语的教学质量 。本

研究调查了高职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了目前高职

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鉴于此，对启发式教

学、交际式教学与自然拼读法教学等教学方法

进行阐述和实证探究。

1  高职学生英语学习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1.1  学习意识与方法的问题
[2]学生普遍性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认

为将老师课堂上教的内容掌握就可以了，课后

甚至很少对笔记进行整理。第二，在考试前

夕，学生们总喜欢让教师划重点，对考题进行

猜测和背诵。第三，对于学习到的知识不能很

好地运用到实践中，更不敢和其他同学或者是

外教进行英语交流。究其原因：

（1）学生缺乏自主学习意识

高职阶段，学生仍是被动性地学习，加上

高职英语不同教学方法运用研究

晏  红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江西 南昌，330044）

缺乏父母与教师的监督，他们学习的环境与高

中阶段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高职阶段

的学习后，很多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效果大

大降低。更有一些学生对学习并不感兴趣，只

是遵照父母的安排被动学习，所以缺乏学习的
[3]主动性和积极性 。

（2）没有学习计划，学习目标不明确

学生开学之初都会根据老师的要求制定学

习计划，但是这个学习计划并非他们自身的意

愿，所以学习计划的执行力度不够。另外，高

职院校的学生学习动机不强烈，有很多学生进

行学习只是为了拿到相关的证书或者是找个合

适的工作，或者是出国留学。这种被动性的学

习导致他们仅把学习当作一种工具，为了某些

考试进行某一时间段的突击学习，却没有系统

性的学习计划。

（3）不科学的学习方法

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已经形成了专属的学习

方法和学习方式，他们进入高职学习阶段以

后，英语学习的方法、方式并不会进行改变。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in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YAN Hong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angxi, Nanchang, 330044）

Abstract: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introducing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with 

some practice.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heuristic teaching; communicative teaching; phonics teach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nglish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但是，以前的学习方式、方法已经不适用于高

职阶段的学习。学生在高中阶段为了准备高

考，多数是采取老师“点一点”“动一动”学

习方式，而这个学习方式在高职阶段的英语学

习中却收效甚微。

1.2  思考能力的问题

为了顺利通过考试，取得较好的考试成

绩，学生以习题的标准答案为依据进行学习，

阅读理解有标准答案与解题思路；作文写作有

优秀作文与解题模版。这样的教学模式限制了
[4]学生的自主思考力与创新能力 。究其原因：

1.2.1 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

独 立 思 考 能 力 对 英 语 学 习 来 说 至 关 重

要，相对于开放性的问题，传统的教育通常

是封闭性的教育，设计的问题都有标准的答

案 ， 学 生 受 标 准 答 案 的 引 导 进 行 学 习 与 思

考，逐渐成为一种习惯，也就造成了学生独

立思考能力的缺乏，亟需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开放性问题的能力。

课堂预习阶段，学生只流于形式做一些背

诵与翻译；课堂授课阶段，部分学生机械地完

成笔记的记录，还有一部分学生连笔记都需要

通过老师的督促才能完成。总之，很多学生虽

然很认真努力的学习，但是他们只能低效 完

成英语学习。加上他们仅仅认识到了独立思考

和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却由于自身的原因（背

景知识缺乏、学习经营不足、学习能力不足

等）而无法对遇到的问题进行很好的处理，他

们对问题的低敏感性导致他们放弃思考，被动

接受知识。

学习的目的决定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

积极性。英语学习本身就是一门锻炼人思维能

力的课程。学生愿意动脑筋、喜欢思考是语言

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条件，传统教育忽视了学

生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而是把学习的

重点放在了词汇、语法的学习上。

传统的学习环境抑制了学生提问的积极

性，而提问作为思考的切入点，没有了提问，

就使学生丧失了思考的积极性。此外，英语学

1.2.2 

地

地

1.2.3 

1.2.4 

缺乏思维能力提高的意识

缺乏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

习的考核环境导致学生以获得高分为目的，而

学校也以学习成绩为评判标准，这就形成了高

职阶段不宽松的英语学习环境。

1.3  知识运用到实践的问题

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是学习的主要

目的之一。但是英语在我国缺少语境限制了学

生对英语知识进行活学活用。究其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英语基础差几乎是普

遍现象，部分学生甚至消极对待英语学习。在

中学阶段，由于英语成绩不理想，加之某些学

校不注重学生的口语练习，导致学生进入大学

后养成了不开口的学习习惯。尤其在课堂上，

当教师提问时，学生们不自觉地产生心理恐

惧，因害怕说错而拒绝开口。有些同学鼓足勇

气，正欲开口时，又犹豫不决，最终因考虑到

语法、语音和语调是否准确而放弃，长此以

往，大多数学生会出现英语交流障碍，甚至对

英语产生抵触和厌恶之感。

造成听力障碍的主要原因在于单词记忆方

式的不正确。通常学生主要依靠抄写的形式记

忆单词，而忽略了英语的读和听。

2  高职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高职学校的教学目标定位是培养高级应用

型人才，高职英语教学也应该注重英语教学的

实用性，不仅要培养学生必备的英语学习能

力，还要关注学生英语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但是，目前高职英语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

2.1  英语教学思想落后

高职英语教学应该是为学生将来的发展奠

定良好的基础，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多数教师

往往注重学生课本知识的获取，以完成知识传

播、记忆与掌握为教学重点，而忽略了对学生

主动学习动机的挖掘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高职英语作为传播语言工具的媒介，应考虑到

语言工具的特质，结合高职教育的目标，注重

学生英语学习的实际应用能力。

2.2  英语教学方式匮乏，教学方法不当

传统的英语教学方式注重知识的传授，再

加上应试教育的学习环境，学生们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去应付考试，注意不到自己综合技能

1.3.1 

1.3.2 

交流、开口障碍

听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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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而教师也没有关注学生英语综合技能

的训练。英语课程内容本身匮乏，若教学方法

得当，教学方式丰富可以使得学生产生学习兴

趣，对于英语基础差的学生来说，可以疏解厌
[1]学情绪，提高学习成绩 。

3  高职英语不同教学方法概述

3.1  启发式教学

3.1.1  “启发式”教学的涵义

“启发式”教学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

让学生在学习中保持主动性，可积极主动 提

出问题、思考问题，主动 去发现问题，探索

知识。“教是为了不教”是“启发式”教学的
[5]重要反映 。

“启发式”教学要注意以下原则：①全面

性原则；②启发性原则；③发展性原则；④学

生的主体性原则；⑤沟通性原则；⑥及时性原

则；⑦阶段性原则。

“启发式”教学常用的方法是：第一、激

疑法，也被称为悬念法，在课堂上通过巧设悬

念，使学生在困惑中积极思考，产生解决问题

的动力和兴趣。第二、讨论法，在高职英语的

教学中，不仅要通过激疑法向学生提出问题，

还需要将学生分组进行讨论，分组讨论可以借

助集体的智慧解决问题，调动学生的思维。在

教学过程中为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在

处理教学的重难点时可以采用讨论法进行教

学。第三、故谬法，是一种讲授技巧，是指教

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故意将重难点知识讲错，

让学生注意到这些错误，引发学生对正确解释

的思考。第四、类比法，教师要利用事物之间

的相似之处对学生进行相似性联想训练。第

五、对比法，对于相互联系但是又容易混淆的

知识点，教师要善于应用对比法进行教学。第

六、暗示法，教师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语言、

手势以及眼神等暗示性的动作给学生暗示，启

地

地

3.1.2  

3.1.3  

“启发式”教学的原则

“启发式”教学的策略

发学生进行思考。第七、情境法，教师创设特

定的情境对学生的感官进行刺激，使学生在情

境中被熏陶和感染，引发学生探寻问题答案的

欲望，启发学生的思维。

在英语课堂中使用“启发式”教学，要注

意因材启发，使用不同的教学策略。《新起点

大学基础英语教程》（读写教程1）第十单元

为《南极冰层越来越厚》，在这个课程的讲授

时，教师可以运用激疑法。首先，利用学生的

已有知识提出疑问，全球温度越高，冰层就会

热，导致进入大气层的水分增多，是不是就导

致南极冰层上下的雪越多？这样，是不是南极

冰层就不会变薄了？新旧知识的碰撞激发学生

的解疑兴趣，帮助学生开动脑筋，为课程的学

习打基础。

“启发式”教学使学生的智力活动一直处

于积极活动的状态，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启发式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有利于学生英语学习。

3.2   交际式教学

交际法又称“功能法”、“意念法”，是

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交际式教学法的主要标

准是语言功能项目，它主要是在特定的社会语
[6]境中运用语言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

交际式教学具有积极作用：①“学以致

用”意识的培养；社会交际功能是语言功能中

的一项，交际式教学方法要求学生掌握语言的

形式与使用规则，还要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进

行运用，最后达到灵活运用并可以自由交流与

沟通。②学习兴趣的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

力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传统机械化的教

学方式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压制了学生的

求知欲。交际式教学可以让教师与学生、学生

3.1.4  

3.1.5  

3.2.1  

3.2.2  

“启发式”教学应用实践

“启发式”教学应用实践效果评价

交际式教学的涵义

交际式教学的特点与优势

“启发式”教学应用实践效果评价表

调查内容

“启发式”教学是否有利于融入将来工作？

课堂上使用“启发式”教学是否有利于学习兴趣的提升？

是

75.63

93.23

否

24.37

6.77

交际式教学应用实践效果评价表

调查内容

交际式教学是否有利于融入将来工作？

课堂上角色扮演的口语锻炼机会是否对口语表达能力提升有帮助？

是

86.58

81.56

否

13.42

18.44

自然拼读法教学应用实践效果评价表

调查内容

自然拼读法是否有利于提高英语语音意识？

自然拼读法是否有利于提高词汇认知能力？

自然拼读法是否对学生听写能力有影响？

自然拼读法是否对学生单词拼读能力有影响？

是

59.32

65.23

87.32

75.65

否

40.68

34.77

12.68

24.35

与学生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与交流，还可以活

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英语课堂中使用交际式教学，可以帮助
[7]学生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英语学习 。常用的方

法是：第一、场景模拟；英语课文中的对话只

有放置在它专属的场景中才能够大放异彩，让

学生直观感受教学内容的背景，了解事件前后

的语境及使用方法。第二、角色扮演；对于英

语教学中涉及多个人物关系场景的教学内容，

教师可以进行模拟教学，让学生扮演其中的人

物，或者进行角色互换。第三，小组间讨论；

教师在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小组讨论

让学生深刻地理解知识点。第四，英语辩论；

对于有对比性的话题，教师可以采用英语辩论

法，让学生通过辩论学习收集资料、分析资料

并掌握知识。

本研究对酒店管理专业的英语视听课程

《Looking Rooms》为例采取交际式教学法，进

而对结果进行分析。教学中采用多媒体资源，

借助视频与音频资料完成教学目标（学会与本

节课主题相关的词汇、句子）。

首先，对学生进行分组，让他们讨论在预

定房间时的一些基本流程，老师要针对课程目

标对学生进行一些有效的提问，促使学生思

考。客人在预定房间的时候基本流程为：①服

务人员声明酒店名称，了解客人的需求；②介

绍房间类型，询问客人具体需要；③对客人的

电话和姓名等信息进行记录；④确认客人的基

3.2.3  

3.2.4  

交际式教学的策略

交际式教学应用实践

本信息并对客人表示欢迎。

其次，分组进行情景演示。针对现实中可

能会出现的各种场景，安排学生进行表演。

最后，各组学生表演结束后，引导学生进

行效果评价，并对相关词汇和句子的掌握情况

进行阐述。

经调查，将交际式教学应用到高职英语教

学尤其是口语教学中可以使学生的口语能力得

到大幅度的提高，并且可为将来进入工作岗位

起到积极作用。

3.3  自然拼读法教学

自然拼读法是使26个字母以及这些字母之

间的组合在单词中的发音规则在学生的脑海中

形成一种字母与发音的直觉音感。自然拼读法

是一套拼音体系，它融合了单词的拼写与读

音。它结合了字母本身代表的“发音”与不同

“字母组合”发生的音，具有条理性与系统

性。它巧妙地避开了传统繁琐的音标学习，而

是经过看字、查音标、读音标、读字这样一个
[8]不断循环逐渐进步的过程 。

自然拼读法对学生英语学习具有积极的影
[9]响作用 ：

（ ）提高语音意识；自然拼读法对学生

语音意识的建立具有积极的影响，可以使学生

的语音和拼写能力得到提升。

提高词汇认知能力；自然拼读法通

过转录语音或者表象词性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

3.2.5  

3.3.1  

3.3.2  

1

（2）

交际式教学应用实践效果评价

自然拼读法教学的涵义

自然拼读法对学生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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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提高学生词汇识别能力。

对学生大脑的促进作用；自然拼读

法融合发音与拼写，调动大脑的视觉和听觉系

统，使大脑中的不同模块相互配合，积极进行
10]工作 。

高职英语教学中使用自然拼读法的注意

事项

在高职英语教学中使用自然拼读法需要注

意以下事项：

（1）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要按照

教学的基本顺序进行基本音的教学，结合自然

拼读的方法来使用。

（2）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网络技术的发

展极大地丰富了高职英语的教学内容与形式，

使得更多的形式如音频、视频、动画等被作为

一种教学方式进行自然拼读法的教学。

采用自然拼读法进行高职英语教学，尤其

是可以被用来训练学生的语音能力。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首先教授6个字母的发音，强调自

然发音的运用。其次，教授整个句子，通过完

整的句子的讲解与演示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各个

字母的发音。

针对中国学生比较容易出现错误的发音规

律 ， 例 如 “ qu”、 “ ch”、 “ sh”以 及

“ th”等 这 样 的 辅 音 组 合 ， 还 有 “ y”、

“j”等，可使用自然拼读法进行教学。

经调查，将自然拼读法应用到高职英语教

学尤其是语音教学中可以在短期内就取得可观

（3）

[

3.3.3  

3.3.4  

3.3.5  

自然拼读法教学应用实践

自然拼读法教学应用实践效果评价

的教学效果，使学生的单词听写能力与单词拼

读能力都得到提高。

4  结束语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导致对专业技术人

才的语言技能要求提高，相应的，高职英语应

用性需求越来越强。高职院校教师担负着培养

具体性、专业性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管理人才

的重任。本研究在对目前高职英语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以及高职学生英语学习面临的问题进行

分析的基础上，阐述高职英语的不同教学方法

并进行教学应用实践及教学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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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进行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是为培养建筑类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的。建

筑类专业群作为我院重点支持建设的专业群，如何构建与新的专业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并付诸实

施，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是建筑类专业迫切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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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该成果是基于省教育厅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高职高专工程造价专业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

体系改革与研究》和省级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

体系改革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而成。该成果经

过3年的探索与实践，构建了“三个平台、两

种技能、一条主线”的“321”理论-实训课程

体系；构建了以两套典型实际工程图纸跟踪学

生三年的“任务驱动、项目贯通”的工作过程

系统化教学模式；形成了“三纵三横加特定领

域（情境）”的“3+1”学习领域（情境）设

计；构建了建筑类专业群 “两真”（真实的工

程项目、真实或仿真的工作环境）学习情景；

构建了行业（企业）专家、专兼职教师、管理

人员、教学督导、学生、家长等多主体参与的

建筑类专业群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1 2李凤英，周涵佳

（1 上饶城乡规划局，江西 上饶，334000 ；
2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南昌，330000 ）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通过该成果实施，建筑类专业学生连续三

年就业率在98.72%以上（实验班100%）；学

生连续三年在国家级（省级）钢筋算量、识图

技能竞赛、测量大赛、项目管理沙盘等大赛中

多次荣获一、二或三等奖；专业群荣获省级特

色专业3个，省级教学团队2个，省级精品课程

15门，省级优秀教材二等奖2种，入选国家

“十二五”规划教材2种；三年来，10余所省

内外有建筑类专业的高职院校来校参观学习。

2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通过对建筑行业人才市场需求的调研和

企业对毕业生质量的反馈，从质量问题的角

度分析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明确了目前建筑

行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教育需要解决的主

要教学问题。

Systematic Course System of Working Group of Construction Specialty
1 2LI Feng-ying , ZHOU Han-jia

（1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Bureau, Shangrao, Jiangxi, 334000;

2 Ji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 Nanchang, Jiangxi, 330000）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The major of building group is professional in our bureau on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ty group. We need to solve problems of how to reform and new training 

aim and adapt 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put into practice, and achieve good effect.

Key words: system work; process; course system; task driven

The reform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working process systematization curriculum offer servic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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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体系与专业素质培养不协调。

已有理论课程体系忽视建筑业发展对先进技术

应用的需要；实训课程体系缺乏以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为背景的知识综合应用和工程能力训

练；素质教育不能有机融入理论教学与工程实

践过程。

（2）学习领域课程开发内容与实际工程

应用不匹配。课程内容没有与岗位能力有效

对接，缺乏有效教学载体，造成学生工作能

力缺失。

（3）教学模式与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不适

应。原有教学模式多是理论知识加技能点训

练，知识与技能割裂，各门课程相互贯通性

差，缺少一条主线贯穿教学始终实现工程实践

能力的培养。

3  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构建了专业群“321”理论-实训课

程体系，有效地解决了课程体系与专业素质

培养不协调的问题。从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

课程体系开发入手，削减或调整了与建筑业

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的课程，增加了与工程实

践和前沿技术紧密结合的课程，整合《建筑

工程制图》、《房屋建筑构造》、《建筑工

程 测 量 》 、 《 建 筑 结 构 》 、 《 建 筑 施 工 技

术》、《建筑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建筑

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设计、顶岗实习等

课程，搭建三个平台（职业基础平台、岗位

素质与技能平台、岗位对接平台），强化两

种技能（施工技能、管理技能），贯穿职业

能力培养一条主线，将职业资格、行业标准

和素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构建了

“321”理论-实训课程体系，使其成为一个

有机的整体（如图1所示）。

（2）通过对知识和技能的系统化整合，

有效地解决了学习领域课程开发内容与实际

工程应用不匹配的问题。该成果通过建立以

工作过程为主线、以职业岗位能力提高为目

标的阶梯式课程结构，开发结合职业标准和

行 业 规 范 的 新 课 程 标 准 ， 编 写 “ 项 目 — 任

务”驱动型教材，建立了学习与工作过程一

一对应关系，使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始

终与将来的职业工作过程紧密联系，达到学

习内容易接受，快速形成职业能力的目标，

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

作二元分离”等问题。

（3）以两套完整、典型的实际工程图跟

踪学生三年的教学，有效地解决了教学模式

与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不适应的问题。我院建

筑工程技术和工程造价专业从2010级学生开

始，每专业每届各选两个班作为实验班，实

图1 专业群“321”理论-实训课程体系

验班学生每人配备两套完整、真实、典型的

工程图纸（框架结构住宅工程、框架结构办

公楼工程图纸各一套），一直用到毕业。专

业教学过程中始终以这两套典型工程图纸为

工 作 任 务 ， 要 求 学 生 掌 握 建 筑 识 图 、 结 构

（平法）识图、建筑材料、房屋的构造做法

等基本技能；掌握测量放线和施工技能；能

够编制这两个典型工程的工程预算及施工组

织设计方案等。学生在校期间相当于建设了

两个典型工程项目，工作任务明确，两个典

型工程贯穿始终，各门专业课程紧紧围绕它

们设置，成为一个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有机整

体（如图2所示）。同时，改革考试方式，将

传统的“平时+期末”的笔试方式，改为过程

性考核，强化实践能力培养。

4  成果的创新点

（1 构建了专业群“321”理论-实训课

程体系，将理论课程体系和实训课程体系进

行有效融合，搭建了“三个平台”及相应的

）

专 业 群 平 台 课 程 ， 强 化 “ 两 种 技 能 ” 培 养

（如图1所示），有效地实现了学生的“宽

带”就业。

（2 以建筑工程技术和工程造价专业实

验 班 为 载 体 实 施 教 学 模 式 改 革 ， 以 两 套 完

整、典型的实际工程图纸为红线，串联起各

门主干课程，围绕实际工程案例进行组织教

学，从而使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任务成为一

个“任务驱动、项目贯通”工作过程系统化

的有机整体（如图2所示）。

（3 形成了“三纵三横加特定领域（情

境）”的“3+1”学习领域（情境）设计（如

图3、图4所示），较好地实现了学训交融与

教 学 做 一 体 化 ， 在 思 维 过 程 完 整 性 的 前 提

下，保证了学生实践能力的螺旋提升，收到

了较好效果。

（4）构建了建筑类专业群 “两真”学习

情景，力求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无缝

衔接”，这在全省同类院校中尚属首例。

）

）

图2  具体实施方法示意图

图3  “3+1”学习领域（情境）设计 图4  学习情境设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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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该成果的实施，获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提高了学生的识图能力、施工与

算量能力、工程管理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6）构建了行业（企业）专家、专兼职

教师、管理人员、教学督导、学生、家长等

多主体参与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7）课程体系实施动态管理

2009年至今，课程体系每年都在不断完

善，以顺应建筑业发展的需要，如2011年9月

1号，新平法图集11G101开始实施，在2011级

课程标准中，我们就把旧图集03G101修改为

11G101图集，在2011级学生入学时，配套新

图集，从《建筑工程制图》到《钢筋抽样》

再 到 《 算 量 软 件 》 ， 都 采 用 新 图 集 。 随 着

2013年7月1日实施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

计价规范》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

清单计算规范》，在2013年9月，就将2011级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中的08清单更

换为13清单。在2011级建筑类专业学生的顶

岗实习和就业中证明，这样的适时变化非常

符合建筑企业的需求，这些新知识正是企业

所急需的，企业对我院建筑类专业学生的认

可度迅速提高，对建筑类专业课程体系评价

很高。

5  成果的应用情况

5.1  成果应用推广情况

该成果以学院2010级建筑工程技术和工

程造价专业4个实验班180名学生为载体开展

研究试点，并逐渐扩大到建筑工程技术和工

程造价专业全部班级，经过二轮的改革、实

践和不断完善，该成果现已在建筑类专业群

全面推广，每届受益学生1 700余人。同时，

该改革成果已被校外建筑类培训机构有效采

纳，深受师生的喜爱。

该成果在实施期间，时逢我院工程造价

专业被立项为“中央财政支持的高等职业学

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和“山

东省首批名校重点专业建设项目”，其中建

筑工程技术和工程造价专业为名校建设的骨

干专业，名校工程建设的推进为项目的研究

和应用提供了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保障，加

速了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5.2  实际效果

（1）通过成果的实施，学生就业率和就

业质量显著提高

①通过实施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

实验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明显

优于其他普通班的学生，大大缩短了学生职

业 适 应 期 ， 较 好 地 实 现 了 由 “ 准 员 工 ” 到

“企业熟练技术员”的快速转换，较好地实

现了“上岗就能顶岗”的目标。

②实验班的“顶岗实习转化就业率”与

普 通 班 相 比 较 ， 工 程 造 价 专 业 高 于 普 通 班

25%，建筑工程技术专业高于普通班8.7%；

实验班的就业率两个专业均为100%，比平均

就业率98.72%高出1.28%；实习期间的收入，

实验班比普通班高10%；就业企业层次，实

验 班 在 一 、 二 类 企 业 的 就 业 率 比 普 通 班 高

14.5%。通过上述数据比较，实验班的就业率

和就业质量比普通班显著提高。

（2）学生的职业技术能力和科技创新能

力明显提高

2011~2013年，由实验班学生组队参加的

国家级（省级）钢筋算量、识图技能竞赛、

项目管理沙盘和测量等大赛，均获得了一、

二、三等奖的优异成绩；参加学院组织的职

业技能大赛，每届均有300余名学生荣获不同

等级的奖项，参赛的指导教师均被评为优秀

指导教师。

通过职业技能大赛，有效地检验了学生

的职业技术能力，体现了我院建筑类专业在

全国高职院校中的地位。同时，建筑类专业

共有126名学生进行了院级科技创新项目的研

究，把课程体系改革后的新知识、新技能及

时地应用到了实践中。

通过改革，同时也锻炼了一支业务过硬

的专业师资队伍，明显地提高了教师的业务

水平。

（3）就业单位对学生评价明显提高

2009年以前，我院建筑类专业毕业生在

省 内 同 类 专 业 学 生 中 不 突 出 ， 没 有 专 业 优

势 ， 企 业 对 学 生 的 认 可 度 不 高 。2009年 开

始，学院开始注重课程体系改革，同时进行

精品课程、特色专业、教学团队及精品教材

等的建设，为后面课程体系的实施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2009~2011年，企业对我院建筑类

专业学生的评价明显提高。2012~2013年，再

次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中，企业对学生的评

价在省内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主动到学校

招聘学生的企业也越来越多。

（4）建筑类专业社会影响力显著提高

2009年以前，我们主要是向省内外同类

专业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进行课程体

系建设。2009年至今，我院建筑类专业迅速

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并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课程体系特色，在央财和名校建设资金

的支持下，全新的课程体系迅速在建筑类专

业群中推广应用，效果显著。2011年至今，

省内外10余家有建筑类专业的高职院校来我

院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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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保障，也是嵌入式教学的重点任务之

一。完成这一任务首先要完善评分模式，在现

有的计算机评分基础上，改进评分点和评分标

准，增加考勤评分、实验报告评分、案例答辩

等多个部分，使之能够更加客观完善 学

生的成绩。此外，还要多听取在职专家的建

议，完善教学方法，把握会计实训课程的重点

环节和基本方法。

5.5  加强课程教学的校际交流与社会服务

开展多层次的交际服务是保证会计综合实

训课程活力的根本，是提升教育水平的保障。

达到这一要求可以从广泛地开设课程、建设交

流 管 道 出 发 ， 加 强 与 软 件 企 业 的 合 作 ， 将

ERP会计实验系统打造成标准化、职业化的产

品，以此作为高职会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的重

要手段。

6  结语

会计技能是长期实践和积累的结果，在实

地反映

训过程中，学生可以实现学习者到职业者的转

变，培养良好的职业素质，而这些会计质量正

是在嵌入式会计实训课程中培养起来的。嵌入

式教学是综合性技能的过度，培养了学生编制

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等技能，也是锻炼师

资队伍的有效措施，符合了现代会计专业的教

学要求，又体现了工学结合的本质教学模式，

是提升高职会计职业技能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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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以黄冈市某高职院校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进行调研，探究网络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开

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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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永坚，教授，研究方向：特产专业教学及成人教育，现任职于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

1  前言

近十年网络技术不断发展，几乎没有人能

够脱离网络环境而生存，而在网络环境的背景

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也

是“物质决定意识”的体现。伴随着新的心理

健康问题的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机遇。所以

必须大力加强网络下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研

究，掌握新时期学生心理健康状态，并借助互

联网对现有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优化，帮助
[1]学生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

2  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心理特征

在大的网络环境背景下，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绝大多数学生

不仅表现出应有的自信与活泼，而且有很强的

自信心与良好的创造性，在面对困难或挫折时

仍然能够表现出良好的心态。尽管如此，还是

有少部分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且这些问题

大多是由于网络环境而形成，可见学生在将互

联网作为信息与资源的重要来源的同时，不知

网络环境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

黄永坚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黄冈，438002）

不觉地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心理状态也在一

步一步发生着改变。受诸多因素影响，当前高

职院校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处在由不成熟向成熟

过渡的重要阶段即心理断乳期。具体表现为以

下三个方面。

2.1  自我认识问题

大学生正处于“三观”的定型期，该阶段

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互联网是信息量巨

大、各类诱惑繁多的平台，学生难以分辨是

非，因此在吸收或者排除信息时处于迷茫状

态，自身难以甄别信息的真实性与价值。不少

学生在冲浪过程中追求时尚与潮流，对新奇事

物保持很强的好奇心，在此过程中常常会受到

不良信息（如：网络赌博等不良娱乐项目）的

干扰，有时甚至是招致大学生形成不良的行为

习惯和产生不健康的心理倾向，从而影响他们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

2.2  情感心理问题

大学生正处于生理与心理需求最为强烈的

Research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HUANG Yong-jian

（Huanggang Polytechnic College, Huanggang, Hubei, 438002）

Abstract: 

wit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order that the author explores how to further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Key words: network environment; mental health; network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the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Huanggang are surveyed as the object of study, 

人生阶段，网络是为他们提供更加畅所欲言的

情感场所。在现实世界中遭遇情感挫伤或者渴

望情感的学生将会在网络世界寻求安慰，并一

步步对网络环境下的情感交流产生依赖。在调

查中不少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长相、家境等

原因产生自卑心理，无法积极地对待现实生活

中的感情问题，只有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才敢

与人交流，久而久之社会交往能力越来越差，

换来的只是在虚拟世界的沉迷。除此之外，一

些学生甚至迷恋上色情影片，网络很好地满足

了学生的猎奇心理，对于自控能力相对较弱的

学生，极有可能出现违法犯罪行为。

2.3  交往心理问题

一些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下脱离人群与社

会，将自己完全投入至虚拟网络中。在调查的

学生中，大多数均为独生子女，其中相当一部

分人都不善于与同龄人或者长辈交流，“低头

族”十分普遍，因而很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

在处理问题时不愿与人交流，碰到困难或者挫

折时容易暴躁，这也是许多高校经常出现学生

自杀情况的重要原因。

3 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产生原因分析

3.1 网络固有特点

虽然互联网的安全性不断提升，但是其固

有的隐匿性与开放性和现实社会环境差别很

大。当学生通过网络进行交流时，由于姓名、

性别等都是虚拟的，因此习惯于网络交流将使

学生逐渐变得孤僻与冷漠，最终甚至会使人性

异化。互联网使全球资源可以共享，人际关系

的建立更加简单，因此价值取向、思想文化的

碰撞十分激烈，因此使网络有很强的“去抑制

性”，即在网络环境中，人们的自我克制能力

会被削弱，人们更容易将网络作为“心灵避难
[4]所”。 网络环境下，人际交往表现出极高的

自由度，学生不再关注现实世界所要求的行为

规范。除此之外，由于网络有很强的双向性，

学生如果自制力不足，将会搜寻色情或者暴力

信息，导致其性心理畸形发展。

3.2  学生自身特点

现在大学校园里独生子女比例很大，这些

学生独立生活能力较差，进入大学以后容易受

到挫折，在人际交往中与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更大，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在网络中回避

挫折。有些学生对未来人生缺少明确目标，没

有树立远大理想，因此学习与生活中动力不

足，很难得到成就感，而在网络中成就感的获

得更加简单。在虚拟的世界中，学生能够轻易

地将自己隐匿起来，肆无忌惮地在网络环境中

讨论人生、感情，在极度自由的环境下容易出

现情感失控现象，甚至引发违法犯罪行为。网

络环境下，事物与各类资源的更新换代相当频

繁，从而使部分适应能力较差的学生心理状态

发生改变，例如就业形势不理想等，当代快节

奏的生活使学生很难把握时代需求，从而自我

控制能力降低，容易在内心深处产生抵抗情

绪，产生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时间一长就容易
[5]产生疾病状态。

3.3  社会原因

互联网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进

步的产物，在此进程中产生了大量垃圾学术知

识、垃圾网页等，导致众多负面效用。网络

下，学生获取学习资源的方式与途径不统一，

学校很难实现有效的管理机制，对学生的网络

限制严重不足，导致道德滑坡等负面效应的产

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与商业的

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焦点，从而使教育也呈现

出商业化的趋势。学生在商业阴影下内心悸动

也发生着巨大改变。

3.4  家庭原因

因为学生家庭条件差别较大，相对富裕的

家庭能够给予的更多，从而使学生间的生活差

异很大。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给予学生过多经

济支持，一味满足学生经济资本要求，使学生

社会适应能力低下，本我能力下滑严重。家庭

环境同样是对学生心理健康状态影响极大的因

素，只有良好的家庭环境才能够促进学生的健

康成长。在乐观、进取、和谐的家庭氛围中，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强大的内在资本与丰富

的精神力量；相反，在被动、消极、低迷的家

庭环境中，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3.5  学校原因

通过回收调查问卷的分析，可得知网络环

境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仍有较多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缺乏对学生心理发展辅导与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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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康教育效果。

4.2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

机遇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虽然暴露出更多心理健

康问题，然而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资源即时参

与性可以作为教育工作的突破口，将互联网发

展成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新阵地。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目

前高等院校开展的教育工作很难适应学生差异

性的心理健康需求，将网络作为心理健康教育

的新兴阵地可以大力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

源，共同构建集知识普及、学生自测、心理问

题咨询为一体的信息库，使高校师生吸收源源

不断的新资源。

受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有偏见的影响，

不少学生在学校提供的心理健康教育中不愿

暴露自己，更不用说直接向心理咨询机构求

助。在网络环境下，学生可以通过匿名的方

式消除过多的顾虑，将内心的疑虑与苦闷更

好地释放出来。

5  网络环境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具体优化策略

5.1  区别对待现实资源与网络资源

网络世界区别于现实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

资源信息的开放性，因此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时，应当加强现实资源的数量，提升网络

资源的质量，降低网络资源的数量，帮助学生

逐渐回归到现实世界中。心理健康教师应当帮

助学生制定学习与上网计划，合理分配二者时

间，限制网络资源的范围，注重有效资源的利

用。游戏是学生接触较多的网络资源，因此在

教育过程中应当控制游戏的下载量。网络资源

相比现实资源更新速度更快，良莠不齐现象很

常见，因此必须加强线上与线下资源的整合与

平衡，做到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合理归为，

一方面注重现代文化的多层次多元化发展，另
[8]一方面也应当促进传统文化的再生成果。

5.2  加快完善网络防御机制

网络环境中资源重复现象很显著，而且网

络垃圾产生频率极高。只有不断加强网络的监

督与管理，相关立法机关加快制定法律法规，

4.2.1  

4.2.2  

教育资源的整合

预警功能

（2 高校缺乏心理健康知识的有效宣传

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尚未全面普及，也未能

充分利用网络、广播、板报、校刊、讲座、测

试等载体和方法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导致学生

自我心理保健意识较差。

（3）高校缺乏对心理素质教育教学及科

研工作的建设和培养。普通心理学、大学生心
[6]理学等课程选修课开设效果不容乐观。

4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机

遇与挑战

4.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特点

基本上每所大学都有心理健康教育，目的

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与心理机能，尽可能挖

掘出心理潜能，使其具备良好的个性与积极向

上的价值观、人生观。在网络环境下，大学生

心理教育工作呈现出教育环境复杂化、教育关

系虚拟化、教育效果更显著等特点。

4.1.1  教育环境复杂化

随着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可

以更加方便地接触到各类信息，甚至与国外学

生有了更频繁的交流。所以心理健康教育除了

需要掌握国内信息动态以外，还必须时刻关注

国外情况，避免国外不良信息污染国内心理健

康教育环境。

互联网相比现实世界是一个自由度极高的

虚拟社会，因此基于网络环境的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必须意识到学生对“匿名”更高的接受

程度。因此新时期心理健康教育人员所面向的

对象更加虚拟，受教育对象可能是一个，也可

能是无数个；可能是本校学生，也可能是数百

公里外的学生。受教育者接受的教育完全取决

于自身对信息的筛选，因此传统的教育关注对

象逐渐被淡化、虚拟化。

真正的心理教育最终落脚点应当为自我教

育，在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应当以调动学

生自身教育资源为目标。现代心理健康教育理

论将学生作为教育主题，尤其在网络环境中，

学生一方面可以作为心理问题的求助者，自主

地选择各类服务项目，另一方面也可扮演助人

者，以BBS、QQ等方式与他人互动。他助、自

主与互助三种模式的结合可以大大提升心理健

）

4.1.2  

4.1.3  

教育关系虚拟化

教育效果更显著

身心和心理的健康成长。

5.5  学校应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师

资队伍的建设与培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政治性、专业

性都很强的工作，教师队伍的心理健康水平、

教师的心理健康意识和能力，是影响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的关键环节。因此从事该项工作的教

师既要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又要掌握思想政

治工作的规律，才能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入脑

入心管用。这就要求教师更要加强自身心理状

态的调适和人格的提升，用美好的心灵去塑造

学生健康的心理，为学生心理健康的成长提供

良好的软环境。

6  结语

 经调查发现，在网络环境背景下大部分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有很强的自信心与

良好的创造性，在面对困难或挫折时仍然能够

表现出良好心态。然而还是有少部分学生出现

心理健康问题，大学生心理教育工作虽然呈现

出教育环境复杂化、教育关系虚拟化等问题，

然而由于教育效果更显著，使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迎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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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真正遏制网络垃圾的产生，从根源断绝网

络信息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危害。然而在网络

环境下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必须考虑到内部资源

有效性、网络场所审批要求等。通过技术的创

新与发展，构建互联网智能过滤系统。

5.3  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式，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环境。

以往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学生接受相关知

识大多通过课程、讲座等方式，而这些教育形

式都对时空提出较高要求，大多通过言传笔授

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因此教学内容的传播性

较差，而且很难实现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交

流，学生在学习内容方面选择性受限。网络环

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实现广阔的覆盖

面，通过多渠道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传

播，多发挥论坛等形式的作用，帮助学生纠正

心理健康问题。学生在网络环境下可以随时与

教师、同学沟通，心理健康教育时空的拓宽使

教育工作即时性与前瞻性更强。

5.4  营造和规范学习教育网络环境

（1）校园是开展教育活动的核心场所，

也是主要阵地，因此必须加强对文化魅力的传

播，对主流价值观的宣传，避免商业思想对校

园的污染。高校需积极充分发挥利用学校广

播、电视、校刊、校报、橱窗、板报以及校园

网络的作用，积极组织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日

或宣传周、心理沙龙等活动，坚持正面宣传教

育，确保心理健康教育的正确方向。

（2 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动力，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起着

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校园文化中应渗透心理

健康教育。高校应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

动，利用运动会、文化节等活动，营造积极、

健康、高雅的育人氛围。实践证明，这些活动

不仅丰富了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通过活

动，他们既增长了不少知识，又提高了能力，

对于他们更好地认识自我、增强自信心，提高

挫折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陶冶他们的

情操，培养乐观豁达的生活情趣及健康积极的

心态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大学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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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教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

在现代教学中的应用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这

种教学模式之所以在教学中得到教师的广泛认

可，主要在于其在教学思想方面有独特的作

用，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较，翻转教学模式

更加符合现代教学的要求，在教学中注重学生

主体地位的发挥。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

者，采用翻转式教学模式颠覆了传统教学中填

鸭式的教学模式；学生作为学习主体，能够根

据自身的需求安排具体的教学活动形式，对自

身所掌握的教学内容加以检测，对于学生学习

效率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高职教学中加强对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可以激发学生积极

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课堂中，

完成教师安排的教学任务。

1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也称

“颠倒课堂”（Inverted classroom），它是由

翻转课堂在高职教学中的应用策略探讨

 廖 珍

（中山电子科技大学， 广东 中山 ，528463）

教师将相关课程的知识点制作成视频供学生课

前自学，再在课堂上通过参与、合作、讨论、

提问等方式辅助学生对新知识进行吸收内化，

从而能熟练掌握新知识。它是一种先学后教的

教学模式，集自主性和互动性为一体。翻转课

堂的本质不是如何使用微课，而是如何更好地

利用课堂有限的时间，创造一个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环境，让学生更为主动积极 参与到学

习中去（Bergmann, J. & A. Sams, 2012）。基于

微课的反转课堂流程如下：

（1） 教师提供给学生微课。

（2  学生课前自学微课。

（3 进入课堂，通过真实的互动交流内

化重难点知识。

2  翻转课堂应用于大学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2.1  翻转课堂在高职课堂教学设计中的积极作用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这种

教学模式颠覆了以前传统的教学模式，有着它

地

）

）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LIAO Zhen

（Zhongsha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ongshan, Guangdong, 528463）

Abstract: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content, optimiz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mak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more perfect, enhanc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lassroom activities; design; implementation

We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djust the 

独特的优势。该模式的教学流程是学生在课前

运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资源获得基本的知识

点，学生进行课外自主学习。课上学生提出问

题，教师通过组织师生讨论，学生分组讨论等

形式进行答疑解惑，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和内

化知识点。课后教师在信息资源平台上布置新

的任务，进一步拓展学生的学习能力。综上所

述，这种教学模式对我们高职课堂教学设计起

到了积极作用。

2.2  翻转课堂有利于提升教师教学质量，提升

教学效果

翻转课堂和传统课堂最大的不同就是翻转

课堂需要学生利用更多的课外时间来进行提前

学习，采用“先学后教”的模式，这样有助于

学生上课更有针对性地 问题，教师原本需

要花费在课堂上的很多讲解的时间都放在了课

前，学生已经对需要讲解的知识进行了初步了

解，那么课上学生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

的异议，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让学生积极参与

互动。教师课前提供到网络资源平台的内容一

般都是以视频为主，学生可以通过手机APP进

行在线学习，非常方便快捷，学生随时随地都

可以学习，形式新颖，这样的课堂大大提升了

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效果良好。

2.3  翻转课堂有利于增加师生互动，增强学生

学习兴趣

翻转课堂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师生互动性

强，翻转课堂模式要求教师课前在网络资源平

台上发布课前学习任务，学生通过自己的自主

学习查阅相关资料，对教师发布的信息进行消

化吸收，但是这些资源对于不同的学生接受程

度是不一样的，学生可以在线与老师进行互

动，给教师在平台上留言，课上带着自己的疑

问进一步和教师或者同学进行探讨，教师进行

答疑解惑，课后教师还会在平台上发布拓展训

练项目，加深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对于这

种全新的教学模式非常感兴趣，他们认为这种

模式让学习更加轻松，同时增强了和教师之间

的互动，加深了师生之间的友谊，对于教学有

很大的促进作用。

2.4  翻转课堂有助于营造学生自主学习氛围，

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环境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学生

解决

自主学习的自觉性。课前教师已经把相关的教

学视频放到了网络平台上，学生可以在线观

看，对于自己不能理解的内容甚至可以重复多

次观看，学生对于不理解的内容也可以查阅相

关资料，这种方式提高了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

自觉性，让学生养成了一种好的学习习惯，化

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在课堂上教师主要

组织学生对于他们在课前学习中的疑惑进行解

答，给学生创设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环境，这样

的模式能够帮助学生养成爱学习，爱探索，爱

动脑，爱互动的好习惯，教学效果也会有很大

的提升。

2.5  翻转课堂有助于优化课程评价体系，增强

评价监管，多方位评价学生

高职课程的教学改革课程评价体系必须是

多方位的，需要增强评价的监管，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课前教师在网络资源平台上发布学生学

习任务包含学习资料，学生都需要进行消化，

学习平台可以对学生课前学习的情况进行自动

监控评价然后给于反馈，课上教师也可以通过

学生对于课前任务的完成情况以及课堂上的精

神状态、合作学习情况、学习进度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的监管评价，同时学生之间会展开讨

论，学生与学生之间也可以展开相互评价，同

时课后教师还在平台上发布拓展练习，学生需

要熟练地完成这些拓展练习。学生的学习是环

环相扣的，所以多方位的评价体系能让学生的

学习效率更高，学习效果更好。

3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价值分析

在高职教学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其自

身的应用价值，这种教学模式主要是利用先进

的教学模式为现代教学提供服务，将其应用于

教学有利于深化教学改革。翻转课堂教学注重

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并且注重人本思想在教

学中的应用，利用翻转课堂教学理论有利于主

义理论和学习理论两者之间的有效结合。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在现代教学中的应用有利于提高

学生学习的效果。高职教学中注重学生对教学

材料的可理解性，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同，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

参与性，注重学生在学习中和教师以及其他学

生之间的互动性，这就需要学生在学习之前接

触较多数量的学习资料，对于学生学习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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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提升有很大的作用。最后，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高职教学中

强调对语言的有效应用，利用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能为学生应用语言提供更加广泛的平台，从

而让学生将所学习的理论知识能够充分地应用

到实际生活中去，从而促进理论和实践的有机

结合。

4  高职教学的现状以及教学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分析

4.1  高职教学的现状分析

就现代高职教学状况来看，主要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的现象。首先是学生的基础存在较

大的差异性，其次是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意识

相对较差，最后是教学中普遍采用公开课堂教

学。与本科院校的学生相比较，高职院校的学

生生源相对复杂，高职院校的学生主要来源于

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这些学生的基

础相对薄弱，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对学习的积极

性较差，一些学生即使有一定的基础，并且对

知识也有相应的掌握，但是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还是难以保障。基础薄弱，导致一些学生存在

自卑心理，无法提升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导致

自主学习的意识相对较差。随着教育扩张，高

职院校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加，给教师教学带来

了较大的不便。由于高职院校的教师缺乏，学

生人数和教师人数比例不对称，很多课程都是

采取公开课的形式来讲授，课程的实践性较

强，需要进行大量的口语训练，但是公开课的

互动性较差，无法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培

养，最终导致学生的学习水平难以达到有效的

提升。

4.2  高职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4.2.1  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严重

在传统的高职教学中，教师起主导作用，

教学过程分为课堂知识教学和课后作业布置两

种，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对教学知识的掌

握，但是这种教学模式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主要是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在一起，对于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难以起到很好的调动作

用。翻转式教学模式在高职教学中的应用有利

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但是要想让这种教学模

式真正地起到作用，教师应该打破传统的教学

模式，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对现代教学的影响。

而在实际教学中，由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深蒂

固，对教学造成的影响无法在短时间内快速地

改变。

4.2.2  缺乏对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

教学资源的缺乏对高职的教学有很不利的

影响，尤其是在课前教学环节，对于知识的输

入需要有大量的教学资源作为支撑。虽然当前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学生提供了较大的学习资

源，但是在实际教学中，由于教学目标不明确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些教学资源无法被

充分地应用到高职教学中，难以适应翻转课堂

在高职教学中的实际要求。

4.2.3  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在高职教学中，采用的教学评价方式依然

是形成性的评价方式，这种教学评价方式忽略

了对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导致整个教

学评价方式单一，评价固化等现象的出现，对

教学问题的诊断难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传统

的课堂教学中，很多教师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学

生的学习成绩方面，对于学生的综合能力没有

较大的关注，最终导致教师对教学评价体系的

优化没有起到良好的作用。翻转课堂教学强调

学生的自主学习，而传统教学中的教学评价体

系无法满足现代教学评价的基本要求，因此，

需要对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加以优化。

5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教学中的应

用策略

5.1  加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学生自主学习阶

段的应用

高职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较差，很多学生

在自主学习中缺乏主观能动性，对待学习存在

着消极的心理。因此，将翻课堂教学模式应用

于高职教学中，在课程教学之前，教师可以组

织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通常情况下，学生自主

学习的内容包括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两个部分

的内容，这两个环节同样也是高职学生掌握知

识，提高学习水平的关键所在。传统的高职教

学中对课本的应用效率相对较高，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下，单纯地利用课本教学难以满足学生

学习的需求。

在课前预习阶段，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教师将多媒体引入教学中，通过制作视

频的方式改变传统的课前预习方式，让学生通

过观看视频了解课程中需要讲解的内容。不仅

如此，教师还将上传的视频作为课件，在其中

附带了一些教学中需要学生了解的问题，让学

生在观看教学视频的过程中仔细思考这些问

题，从而达到对知识的掌握和了解的目的。在

预习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学生可以将其留到课

堂上和老师共同讨论解决。

在知识巩固阶段，教师会将上课讲解的内

容 通 过 音 频 或 者 是 视 频 的 方 式 上 传 到 班 级

QQ群，或者是上传到班级中指定的学习平

台，学生通过拖慢视频播放进度的方式加强对

知识的深层次学习。

5.2  加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设计中的应用

教学设计是整个教学的关键，对学生学习

兴趣和学习积极性的提升起到重要的作用。同

时对课堂教学氛围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

一堂好的课程首先应该做好教学设计。在高职

教学设计中，首先应该把握教学的重要内容，

通过教学核心内容展开整体教学。通过对主要

教学内容的设计，让学生重点掌握需要学习的

内容和知识，然后在学习中可以灵活地表达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靠近

教学的基础目标要求，从而起到课堂教学中应

有的作用。

5.3  加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课堂互动教学中

的应用

高职课堂教学的时间有一定的限制，教师

在教学中很难解决每一个学生遇到的问题，无

法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为了改变这种教

学模式对教学的限制，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课

堂教学中被广泛地应用，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

教师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状况对学生所反馈的

问题一一解答。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教学的不

同点在于学生在教学中主体地位的发挥得到了

高度的重视。课堂教学互动环节的时间增加

了。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事前完成了

课本内容和知识的复习，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前

对学生预习的状况进行了解，然后让学生提出

自己在预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将这些问

题进行分类总结，然后让学生集体对这些问题

进行讨论，听取学生的想法之后，教师加入学

生的互动当中，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的正确解

决方法。

5.4  加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评价中的应用

在高职院校教学评价中，往往是采取考试

的方式作为教学评价的标准，这种方式过于单

一，对学生学习的状况难以准确地判断。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

现，并不仅仅注重学生学习的最终结果。因

此，教学评价的标准多样化，主要有学生在课

前预习阶段的表现、学生在课堂参与和互动环

节的表现，还包括学生在课后知识巩固阶段的

表现，最后才是考试成绩。在教学评价阶段，

学生自身也可以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评价，教师

对学生在学习中的总体表现给出合理的评价，

班级中的其他学生之间也可以互相评价，最后

得出总的评分。其中，课堂综合评价主要包括

学生在课堂上的实践能力的发挥状况以及学生

与教师之间的互动状况，还有教师角色的扮演

等。教学考试主要是测评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

握程度。高职学生的知识基础比较薄弱，采用

传统的教学方式只会降低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

性，对学生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的提升无法起

到真正的作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评价

中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模式，有

利于学生水平的全面提升，对于学生综合能力

的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6  结束语

翻 转 课 堂 教 学 模 式 在 高 职 教 学 中 的 应

用，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信息

时代改革的必然发展趋势。在现代高职教学

中，存在传统教学思想根深蒂固的问题，因

此，作为教师，首先应该改变自身的固化思

想，不断实现教学思想的创新，采用多样化

的教学模式实施教学。加强对高职教学资源

的 有 效 利 用 ， 不 但 调 整 教 学 模 式 和 教 学 内

容，优化教学评价体系，使高职教学的体系

更加完善，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促

进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和发展，传统的教学模

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教学的发展要求，尤其

是在教学中，传统低效率的教学方式难以提升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满足高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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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院校校企合作模式概述

1.1  德国的双元制模式

双元制高等教育模式起源于德国。德国双

元制高等教育（duales Studium）最早在职业学

院实施。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不同于研

究类大学，是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三个月

在大学上课，三个月在企业实习，由企业和大

学共同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最早的校企合作

是1972年博世公司（Robert Bosch GmbH）、戴

姆勒公司（Daimler Benz AG）、洛伦茨公司

（Standard Elektrik Lorenz AG）与巴腾符腾堡

管理经济学院联合开创的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

式。大量高级应用型人才在巴腾符腾堡州职业

学院培养出来，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

之后，德国各州纷纷效仿这种模式，成立职业

学院，为当地企业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

2009年，巴腾符腾堡州的职业学院升格为

双 元 制 大 学 （ Duale Hochschule Baden-

国外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启示

刘江南

（衡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衡阳，421200）

Wuerttenberg）。经过质量评估，双元制所有

专业的本科学历等值于综合性大学和应用科学

大学的本科学历。这表明双元制大学的办学质

量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

不仅在职业学院中，双元制模式在应用科

学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这

些高校纷纷引入双元制课程，目前，提供双元

制课程的高校有189所，包括应用科技大学，

职业学院、综合性大学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机

构。现在，德国高校改革的重点放在设置双元

制课程上，双元制课程数量和报选人数不断增

多。德国双元制高等教育体系比较完整，孕育

了不同的办学模式，主要有三大模式：巴腾符

腾堡模式、北威模式（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模式）和巴伐利亚州模式。

1.2  美国的“校企契约”模式

校企契约模式是美国最经典的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政府教育部门牵头，合作企业和

The Training Mode of Applied Talents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Jiang-nan

（Hengyang Polytechnic, Hengyang, Hunan, 421200）

Abstract: 

Britain and Japan four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troduces the German dual system of cooperation mode 

and cooperation on securit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Key words: applied talents;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system guarantee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of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职业院校共同参与这种培养模式。合作的双方

签订公平的校企合作协议，实现职业院校和企

业的双赢。例如，针对中职教育，院式奠定了

德国双元制高等教育的基础，促进了双元制高

等教育的发展。学校重点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

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针对高职教育，院校

按照契约主要培养各领域的技能型的技术人

才。校企契约的模式将职业院校和社会各行业

紧密联系起来，职业院校可以根据各界、各行

业的需求建立适应型的人才培养方案，继而可

以开设针对性的课程和技能训练。

1.3  英国的“工学交替”模式

英国的职业教育采用的是工学交替模式。

前两年学生在学校进行专业知识和理论技能方

面的学习，第三年在合作企业进行岗位实习和

实际工作，最后一年学生回到学校再学习、考

试以及考证等。不同的学制下，学生在学校和

企业的时间也相应不同。英国的工学交替模式

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学校为主，学校委托企

业给予学生实践的机会并在实习期给学生发放

一定的工资；另外一种是以企业为主，企业支

付学生学习的学费和实习期所有的费用。这种

工学交替模式使学生、院校、企业融为一体，

让学生提前处于就业状态，使得学校教育和企

业工作联系密切，自然过渡。

1.4  日本的“企业访学”模式

日本的企业访学模式是借鉴德国的职业教

育双元制模式，基于本国国情发展而创设的校

企合作模式。学生在就读职业院校之前，先到

合作的企业进行短时间的见习，使学生了解实

际的生产流程和各个生产环节，并让学生制订

初步的职业规划和确定职业定位。当学生入校

进行理论专业教育后，学校根据学生的职业定

位施以针对性的培养和训练。同时，学生在校

学习期间需要定期回企业进行阶段性的实习和

技能培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

2  德国双元制校企合作的成功案例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着重于应用科学方面，

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区域内企业紧密

合作。现在，应用科学大学成为提供双元制课

程的主要院校。现以巴伐利亚州的代根多夫应

用科技大学为例，该校成立于1994年，共有工

业工程、土木与环境、电气工程、机械工程与

机电一体化和工商管理与计算机科学5个学

院，该大学与巴伐利亚州的企业合作紧密且很

有成效。

2.1  独特的教学方式、学分管理制度

代根多夫应用科技大学的教学形式有两

种：常规教学和项目教学。（1）常规教学是

学院在固定的教学场所，提供机械、计算机、

电子专业的基础课程教学。学生的在校学习时

间不以学年来衡量，而以学生完成课程的时间

来计算。学生在一个时间段内（例如第一、二

学期）可以报名一门课程，也可报名多门课

程，课程结束后考试合格即可报名下个阶段的

课程，全部考评合格后便可毕业。（2）项目

教学是企业委托学院解决生产和研发上的小问

题，学院为企业研发成立项目课题，学生报名

参加项目，在项目的过程中学生学习并实践，

项目结束后即项目课程完成。对应着其教学方

式，学院的师资也分成两部分：大约占总数

30%的教师团队负责常规教学；另外约占总数

的70%的教师团队负责项目教学。他们既负责

项目过程中的教学指导，也负责项目的实施，

保障项目的顺利完成。

由于其独特的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学生

必须通过完成课程或项目来获取学分。只要他

修完学历要求的学分，就可获得学历资格证书

和学位证书，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学分管理

制度体现了德国教育“宽进严出”的特点，严

格的学分、学历管理制度可以确保教学质量和

学生素质，还实现了终身学习的理念。

2.2  企业全面参与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代根多夫应用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代根多

夫大学）的校董会共16人，8人来自校内教职

工人员和学生代表，8人是校外企业和研究所

的 专 家 。 企 业 代 表 有 来 自 著 名 公 司 Lindner, 

Zollner, Edscha, Vorsitzender等企业高层主管代

表。企业的主管代表参与学院的管理和考评，

企业参与院校的专业设置和未来规划。“校外

导师制”是该大学的一个企业资助项目，校外

导师是企业有经验的专家，成绩优秀的学生可

以申请校外导师。导师在项目研究和毕业实习

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指导。

2.3  企业为实习和项目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

德国企业会将提供的实习岗位公布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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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站上，欢迎学生来应聘。应用科技大学的

本科学习一般是7个学期，第7学期的任务是实

习和毕业设计。实习和论文可以在企业完成。

应用科学大学大约有70%的学生选择企业中的

实际问题为论文或设计的题目，在企业做毕业

论文（设计）。企业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工资和

租房补助。除了企业外，政府和基金会也为学

生 学 习 提 供 一 定 的 经 费 ， 企 业 赞 助 大 约 占

30%。这些经费可帮助学生海外实习和项目研

究等。此外，企业还参与大学的项目式教学。

合作企业可以提出项目的题目，要求5-8人组

成项目小组共同完成该项目，企业安排专业人

员和教授共同协助学生完成该项目，企业通过

这种方式来解决企业中的一些小问题。

2.4  产学研一体化，服务区域经济

许多德国企业会资助在某一所大学设立的

实验室或研究所，企业和高校的教授携手进行

产品的创新和研发。这种校企合作也得到各州

政府的大力支持。Lindner公司是生产建筑材料

的公司，它在代根多夫大学投资创立了中小企

业研究基金会，企业的科研人员和教授一起研

发，将科研的成果服务于Lindner和当地企业。

这种校企合作对学校和企业是双赢的。

应用科技大学注重与当地企业合作，大

学根据当地企业和行业的特点，成立针对性

的科技园区，进行应用性课题研究，同时为

企业创新提供技术平台。代根多夫大学在州

政府资助下，创建了一个良好的科研平台，

为代根多夫市周边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战略

决策和技术支持。

3  美国在校企合作上制度保障的成功案例

完善法规是为了保障企业和学校的双方利

益，促使合作双方能否顺利合作。在法规制定

方面，美国曾经对职业教育的法规进行了6次

全面的的修订和增加。首先，1914年美国政府

颁布了《莫利尔法》（Morrill Act），鼓励创

办农工学院，讲授农业和机械技艺的知识，旨

在培养工农业所需的专门人才。之后，一些教

育家和雇主主张政府在中学阶段对准备就业的

学生进行职业培训，雇主可以参与职业教育，

这是校企合作的雏形。1963年美国国会颁布了

《职业教育法》（Vocational Education Act）。

这项法案重点是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它旨在

所有社区，所有公民都有机会参加职业训练和

培训。这种培训与学生的兴趣，劳动市场的就

业机会结合起来，具有实用性。因此，校企合

作在60年代后转变成：企业成立顾问委员会，

企业的主管代表参与学院的管理和考评，企业

参与院校的专业设置和未来规划。《1976年职

业教育修正案》扩充和完善了职业教育的规

划、评价和统计等方面。法案强调“机会与平

等”，保障教育和就业市场的关联性，促进企

业主导院校的教育计划。因而，到了21世纪，

职业院校90%以上的实习由企业承担，而职业

院校承担企业全部的在职培训。通过法规和法

案，企业和院校的职能区分开来，保障了校企

合作的顺利进行。

4  国外校企合作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4.1  建立健全的法规保障体系

立法先行是国家对新的发展模式保障的关

键和最重要的环节。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监

控和保障，任何发展模式都无法顺利实现。从

发达国家，例如美国的校企合作法规的立法史

来看，校企合作的相关法规制度大部分源自社

会需求，所以针对性较强，执行起来可操作性

很强。目前，在我国校企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

很不完善，特别是现有法规中缺乏对企业参与

职业培训的义务和权利的规定，使得校企合作

对企业缺乏吸引力。其次，政府职能缺位，缺

少行业协会的监管和协调，虽然近年来政府对

校企合作高度重视，开展了大量的试点工作，

但是政府及行业协会的组织、指导、监督、考

核功能较弱，对校企合作没有起到有效的组织

保障作用。这些都阻碍了校企合作的深入发

展。我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完善：

（1）加强法规对学校的约束力，学校的培养

计划要符合社会、企业的需求。另外，改革现

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不仅是初中、高中毕业生

有职业培训的机会，任何年级的学生都有权利

接受职业培训。同时，畅通职业院校和普通高

校的立交桥，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更多深造的

机会。（2）进行严格的资格认证。职业院校

的毕业生应颁发行业资格证为结业证明，而能

否进入某行业工作也以资格证为准。这样，职

业院校的毕业证就与就业资格相挂钩。当然，

要严格管理院校的毕业审核，行业资格认证考

核，要提高行业资格认证的含金量。（3）加

强对企业的管理。企业招聘的人员必须有相应

的行业资格认证才能上岗，同时企业的员工有

权利享受定期的职业培训，这样企业员工才能

掌握最新的知识。

4.2  创立互动、互助的校企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实际上是学校和企业的互动和互

助，而目前，我国校企合作的模式还局限于为

了解决学生的就业学校单方面的寻求企业合

作，而学校的培训学习对企业的吸引力不大，

互动、互助的校企合作模式还未形成。地方政

府应制定相关的管理措施和奖励，如支持与院

校合作的企业的实训基地建设，贷款提供优

惠，或者给予税收优惠等，来吸引企业参与院

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另外，建立完善的职业资

格评估体系，采取灵活多样的校企合作模式，

改革学校教学模式。

4.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我国应积极发展职前培训、职后进修的培

训计划，以我国人口众多，就业人口多的角度

来说，我国目前职业教育的发展潜力巨大。为

此，职业院校应巩固和发展自己的专业师资队

伍，以满足对师资的需求。另外，院校应完善

兼职教师和双师型教师队伍，聘请企业的高技

能人才做兼职教师，带来生产最前沿的新技

术、新科技，使学生能及时了解经济发展的最

新动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也使学生在实践

性教学环节得到更大的收获。

参考文献：

[1] Bundesministerium fuer Bildung und 

Forschung. Berufsbildungsbericht 2016. [EB/OL]. 

[2017-01-30]. http://www.bmbf.de/.

[2] Tatsachen ueber Deutschland. [EB/OL]. 

[2017-02-04]. http://www.tatsachen-ueber-

deutsch land.de/.

[3] 郝志强. 美国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管理机制

探析[J].执教通讯，2011（15）．

[4] 石伟平. 比较职业技术教育[M]. 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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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高职学生的特点，设计了“正弦信号PCM编码和PSK调制频带传输实验”。通过该实训，对

比实验结果波形，完成了让高职学生通过实训直观地了解PCM编码和译码、PSK调制与解调工作过程的

任务，达到了高职学生以动手实训弥补理论不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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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K数字调制方式识别方法实训探讨

胡哲文

（莱佛士设计培训学院，广东 广州，510510）

级实训基地”建设的成果，设计了“正弦信号

PCM编码和PSK调制频带传输实训”，让学生

通过实训理解PCM/PSK的工作过程。

1  PCM和PSK的实验原理

1.1  PCM实验原理

PCM是把模拟信号变换为数字信号的一种

编码方式，能把连续输入的模拟信号变换为在

时间和振幅上都离散的量，再把离散的量变换

为二进制编码进行传输。虽然PCM具有传输带

宽比较宽，系统复杂的缺点，但这些缺点在现

在科学技术前已经不重要了，同时PCM也是一

种极其重要的通信方式。在讲授PCM知识点

时，老师会重点讲抽样、量化、编码三个过

程，如果讲得比较仔细，还会画PCM三个过程

的图例，学生初次接触PCM，虽然会对PCM有

理性的认识，但具体的工作过程还是不明白。

1.2  PSK实验原理

在现代通信中，单纯使用2PSK的很少，使

目前高职院校电子信息大类、通信大类等

专业群都会开设通信原理、现代网络通信、现

代通信技术等课程名的必修或者选修课，各专

业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确定该课程的

课程标准，不管课程如何命名，课程标准中都

少 了 基 本 的 PCM(脉 冲 编 码 调 制 )编 译 码 、

PSK(相移键控)调制解调的内容。PCM和PSK的

基本原理涉及到很多数学知识，例如傅里叶变

换、贝塞尔函数等，高职学生数学基础不好，

讲到这些知识点时老师讲的学生听不懂，学生

没有兴趣，教学效果非常不好。但是PCM和

PSK基本知识是现代通信网的基础，也是学生

理解数字通信模型必须掌握的知识点，为什么

要做信源编码与译码，为什么要做调制与解调

等，只有理解了这些现代通信基本层面的基本

知识点，才能更好地了解后续的知识点。针对

高职学生数学基础不好，但愿意动手做实验的

特点，结合武汉交通职业学院“电子信息国家

Discussion on Sine Signal and PSK Modulation
HU Zhe-wen

（Raffles Design Training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Abstract: 

signal encoding and PSK modulation band transmission experiment”. Through the training, I compare the 

waveform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PCM encoding and decoding, PSK modulation 

and demodulation process, making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theory.

Key words: PCM; PSK; experimental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 make a design of “PCM sine 

用MPSK(多进制相移键控)比较多，但老师在讲

授该知识点时，一般会从2PSK开始讲，例如用

相同频率的正弦波的0相代表数字信号1，兀相

表示数字信号0。这些枯燥的知识点学生听得

似懂非懂，结合电路分析里的正弦交电三要素

好像听得懂，但怎么表示二进制数字信号就听

不懂。

2  实验设计

为 了 解 决 PCM编 译 码 与 PSK调 制 解 调 实

验，让学生了解PCM与PSK的基本原理，以及

它们在现代通信中的作用，使用了通信原理实

验箱与20M双踪示波器，设计了下列“正弦信

号PCM编码和PSK调制频带传输”实验，实验

基本原理如图1所示：

3  实验过程

3.1  PCM编码

本实验中，选择2KHZ的同步正弦波为信

号源，抽样脉冲为8KHZ窄脉冲，根据奈奎斯特

定理，在进行模拟/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中，当

采样频率fs.max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fmax的2倍

时(fs.max>2fmax)，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完整地

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即采样后的信号可

以通过数字低通滤波器还原成原来的正弦波。

本实验中fs.max=8KHZ，fmax=2KHZ，满足奈奎

斯特定理，理论上信号是可以恢复。本实验中

选择了正占空比为12%的窄脉冲，理想近似为

冲激函数，可以对连续信号进行线性表示，如

图2所示。

对比图2和图3，可以清楚地看出，每次窄

脉冲时抽样了一次，并进行了量化，到底量化

了多少位，本实验是量化为8位，这时就要看

线路编译码时钟信号，本实验线路编译码时钟

信号的频率为64KHZ，正好为抽样信号频率的

8倍，可以量化为8位。如图4所示，对于第2个

抽样脉冲，我们可以在示波器中把抽样量化编

码和抽样脉冲重叠，可以清楚地计算出本次抽

样对应的量化编码为01011011，同样算出第1次

抽样量化的编码是01010110。通过实验结果清

楚地向学生展示了信号源、抽样脉冲、编译码

时钟、抽样量化编码之间的频率和数量等关

系。当然本实验如果使用4通道的示波器，可

以把信号源、抽样脉冲、编译码时钟、PCM编

码结果放在一起，效果会更明显。本实验对于

学生了解PCM的抽样、编码2个过程很有帮助，

但对于理解量化过程效果不明显，我们可以使

用倒推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即由编码后的8位

二进信号，求出对应的十进值，可以知道当前

抽样点，在整个信号源振幅中的量化等级位置

值。例如第1次抽样编码01010110对应量化等级

PSK调制2K正弦波 抽样 量化 编码

8K抽样脉冲

信道∑

噪声1M正弦波

PSK 解调PCM译码低通滤波器2K正弦波

0相代表1，兀相表示0

图1  实验原理

图2 信号源与抽样脉

图3 信号源与量化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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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86，第2次抽样编码01011011对应量化等级是

91，可以推断正弦波是在上升阶段。

3.2  PSK调制与解调

本实验中，PSK调制与解调的原理就是用

相同频率但不同相位的正弦波来表示数字信号

1和0，实验中使用了1MHZ的正弦波，0相位的

正弦波表示数字信号1，兀相位的正弦波表示

数 字 信 号 0。 如 图 5所 示 ， 数 字 信 号 编 码 是

101，模拟信号的频率为1MHZ，仔细观察1与

0之间的正弦波，在数字信号1的周期内与数字

信号0交界处的波形，清楚地看到：正弦波先

是上升趋势，到了1与0的交界处，正弦波虽然

没有达到最大值，但波形已经是向下趋势了，

即正弦波反向了，因为要表示数字信号0。再

看看01处的正弦波，是向下趋势，也没有达到

最小值，但在交界处变成了向上的趋势，即反

向了。通过PSK调制实验，学生就能清楚地理

解如何用PSK调制数字信号。

由图6可见，当前载波是1MHZ的正弦波，

是由PSK调制出来的模拟信号，经过信道传送

到接收端，为了清楚观察实验结果，实验中没

有使用噪声模块。观察正弦波，开始都是完整

的正弦波，对应的是数字信号1，到了数字信

号0时，突然由上升趋势转变为下降趋势。对

比图5和图6，学生应能明白PSK调制和PSK解调

的过程和作用。

3.3  PCM译码

PCM译码是把数字信号还原成模拟信号信

源的过程。实验中采用的是64KHZ的译码时

钟，抽样脉冲是8KHZ的窄脉冲。在同步时钟信

号的作用下，译码器能位同步和帧同步，选择

8位为一帧，把信号送到低通滤波器，如图7所

示，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3.4  实验结果

经过本次设计的实验，2KHZ的正弦波在

8KHZ窄脉冲抽样信号和64KHZ编译码时钟作用

下，能把模拟信号变换为数字信号，然后选择

1MHZ正弦波为载波，进行PSK调制和解调，调

制后的信号能解调出原来的数字信号，在同步

时钟作用下，信号能还原为2KHZ的正弦波，如

图8所示。

4  结束语

高职学生基础不好，特别是高等数学中

的微分、积分、傅里叶变换等知识更薄弱，

要让高职学生理解PCM、PSK等知识点是很困

难的，但高职学生愿意动手，再结合实验工

图4 抽样编码与抽样脉 图5 PSK调制

图6 PSK解调

                               图7  抽样编码与还原正弦波

图8  信源、信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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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有限差分法求解了二维方形量子点中有杂质时的量子体系，得到了离散薛定谔方程。对体系中

电子处于基态时的能量和杂质的束缚能进行了数值计算，讨论了不同间距的杂质离子对不同尺寸量子点

中电子的基态能量和束缚能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量子点中电子基态能量是杂质位置和量子点尺度的

函数；基态能量随着量子点尺度的增加先急剧减小后缓慢增大，最后趋于定值；杂质对电子的束缚能随

着量子点尺度的增加而减小；杂质间距越小对量子点基态能影响越大。

关键词：方形量子点；有限差分法；杂质；基态能；束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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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质对方形量子点基态能和束缚能的影响

1 2 黄晓亚 ，徐明磊

（1 河南城建学院数理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2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 平顶山，467001）

体量子点系统进行研究，慧萍等用B样条技术

对圆形量子点进行了计算。但是很少有人对方

形、矩形量子点进行研究，人们的注意力大多

集中在圆形，圆柱型或者球形量子点上。而随

着纳米尺度制造技术的发展， 实验室已制备出

方形、矩形的量子器件， 因此研究方形量子点

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我们知道外加磁场能改

变量子点的特性，杂质所处位置的不同也可改

1  引 言

近年来纳米尺度制造技术的发展非常快，

科学家已成功地制备出超小结构的半导体量子

点。杂质对量子点器件的输运和光电性质有重

要影响，因此含有杂质的量子点引起了科学家

的注意。而离子被认为是研究分子结构很好的

模型，它为更复杂的双分子结构及光谱的研究

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很少对作为杂质的半导

Effects of Impurity on Ground State Energy and Binding Energy of Square 

Quantum Dots
1 2HUANG Xiao-ya ，XU Ming-lei

（1 Henan Univers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Pingdingshan, Henan, 467036 ; 

2 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 Pingdingshan, Henan, 467001）

Abstract: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and discrete Schrodinger equation is obtained. The energy of electrons in ground 

state in the system and binding energy of impurity are calculated numerically. The effects of impurity ions 

with different spacing on the ground state energy and binding energy of electrons in different sizes of 

quantum dots are discussed.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ectron ground state energy in quantum dots 

is a function of the impurity position and quantum dot size. The ground state energy decreases rapidly and 

then increases slowly with increasing of quantum dot size, and it tends to a fixed value finally. The binding 

energy of impurity to electron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of quantum dot size. The smaller the impurity 

spacing is, the greater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um dot ground state energy will be.

Key words: square quantum dots;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impurity; ground state energy; binding energy

The quantum system with  impurity in two-dimensional square quantum dots is solved by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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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子点的性质。本文根据量子力学理论，采

用有限差分的方法，通过计算机对含有杂质的

二维方形量子点模型进行数值计算，得出了不

同间距的杂质离子对不同尺寸的量子点系统的

基态能和束缚能的影响。

2  杂质半导体量子点的理论模型

我们考虑如下图1所示边长的二维方型量

子点，量子点中有一个杂质离子。假设杂质

依次处在位置A和A'、B和B'、C和C'、D和D'

等，图1显示杂质处于C和C'的情况，其中为

杂质离子间的距离。根据Born-Oppenheimer 

近似理论，可认为杂质离子核不动，电子在

固定的离子核所产生的静电场中运动。同时

由于量子尺寸效应，假设在平面内电子受到

抛 物 线 型 限 制 势 ， 在 有 效 质 量 近 似 的 基 础

上，考虑一个电子的情况，则该体系的非相

对论薛定谔方程为：

其中，      是电子在         平面内的波函

数，  为能量本征值，  是planck常数，  是电

子的有效质量，  是杂质离子间的距离。     

=            是抛物型限制势，其抛物型势垒的

强度因子采用参考文献（4）中所述方法求

得；    和     是电子与杂质离子间的库仑作用

项，    是杂质离子间的作用项。       、     及      

          的表达式分别为： 

其中，   是真空介电常数，  是相对介电常 

用五点差分法对薛定谔方程进行分离，

在方向上建立正交二维网格。限制势、库伦

势、波函数等的值均在格点上定义，用二阶

导 数 近 似 方 程 中 的 拉 普 拉 斯 算 符 ， 采 用

Dirichlet边界条件，通过五点差分法离散后得

出一带型矩阵。先求出该带型矩阵本征值和

本 征 矢 ， 进 而 求 出 该 体 系 的 基 态 能 和 束 缚

能。其中，杂质量子点的束缚能为，是没有

杂质时量子点的能量。

3  数值计算与结果分析

以二维方形GaAs量子点为研究对象，我们

发现了杂质量子点的基态能和束缚能随量子点

的几何尺寸以及杂质在量子点中不同位置的变

化关系。其中杂质位置依次在图1中的A和A'、

B 和 B ' 、 C 和 C ' 、 D 和 D ' 等 ， 且 A  

A'=8，BB'=12，CC'=16，DD'=24，EE'=32    。

计算时有关参数的取值分别为      =12.9，   

                 ，       为自由电子的质量。计算

结果见图2、图3、图4和图5。

图2描述的是杂质分别位于图1中的A A'、

BB'、CC'、DD'、EE' 时，量子点中电子基态

能量E随量子点几何尺寸   的变化曲线。由图

2可看出：含有杂质的量子点的基态能E随着   

    的增加先是急剧变小又缓慢增大，最终趋

于一个定值。对于每一条曲线，在  较小时，

基态能级E随  的增加快速下降，量子效应十

分显著。在   较大时，由于束缚作用减小，

能级变化缓慢，量子尺寸效应变弱。当杂质

间距较小时，比如杂质位在A A'=8时候，基

态能随量子点尺寸的变化较大，这说明杂质

距离越近，对基态能的影响越大；而当杂质

间距较大时，比如杂质位在DD'、EE'时，基

态能随量子点几何尺寸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3]且杂质对基态能的影响不大。慧萍 等是用

B样条技术计算了圆形量子点的相应情况，它

的计算结果和我们的基本是一致的。

图3描述的是不同尺寸  的方形量子点基态

能E随杂质间距D的变化规律，杂质仍然分别

位于图1中的A A'、BB'、CC'、DD'、EE'。量子

点   的 边 长 依 次 为 12nm、 16nm、 18nm、

22nm、25nm。由图3可看出：量子点的基态能

量随着杂质间距的增大先是急剧变小，然后缓

慢增大并趋于一个定值。其中边长为12nm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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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点基态能受杂质间距的影响较大，而对于

较大量子点其基态能受杂质间距影响的规律基

本一致，只有微小差别。当杂质间距较大时，

尤其是对较大尺寸的量子点，对量子点基态能

的影响是越来越小。

图4描述的是杂质间距不同时，束缚能随

量子点几何尺寸的变化关系。杂质位置依次在

图1中的A A'、BB'、CC'、DD'、EE'。从图形可

看出，杂质的束缚能基本上是随量子点尺寸的

增大而线性减小的。但是杂质间距较小时，比

如D=A A'=8时，束缚能随着量子点几何尺寸的

增大而急速减小，当量子点尺寸达到25时束缚

能接近为零；而当杂质间距较大时，比如D= 

EE'=32时，束缚能与量子点的几何尺寸的关系

不大，即束缚能基本上不随量子点尺寸的增大

而改变；所以说：杂质的间距越小，量子效应
[4]越显著。参考文献 中用少体物理的方法对三

个电子的情况做了类似计算，其计算结果和我

们的符合的很好。这是由于杂质间距较小时电

子受到束缚的机会较多，束缚较强，而杂质间

距较大时候，电子自由运动的机会较多，杂质

离子对电子的束缚要弱很多，所以体系有较小

的束缚能。 

图5描述的是不同尺寸的量子点的杂质束

缚能随杂质间距D的变化关系，杂质位置仍是

在图1中的AA'、BB'、CC'、DD'等。从图形可

看出：不同尺寸的量子点，杂质的束缚能随杂

质间距增大的过程中，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当

杂质间距较小时束缚能急剧增大，而当杂质间

距增大后束缚能缓慢减小，最后趋于一个定
[7]值。参考文献 中作者用少体物理的方法计算

了量子点中有两个电子时的情况，它的计算结

果和我们基本是一致的。杂质间距较小时束缚

能之所以较大，主要是因为杂质与电子间的库

伦作用较强。同时可看出，对于几何尺寸较小

的量子点束缚能较大，即量子效应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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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本文给出了一种求解方形量子点系统的方

法。选取抛物线形限制势作为GaAs量子点有

效束缚势，通过五点差分法得到离散薛定谔方

程的二维网格表示，对有杂质和无杂质时的方

形量子点模型进行了数值计算。从计算结果可

以看出，量子点中电子基态能量是杂质位置和

量子点尺度的函数；量子点中电子的基态能量

都是随着量子点尺度的增加，先急剧减小后缓

慢增大，最后趋于定值；杂质对电子的束缚能

都是随着量子点尺度的增加而减小的。这主要

是因为当量子点的尺度减少时，空间上对电子

的约束增强，导致电子的动能增加，而电子与

杂质之间库仑作用的有效强度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处于量子点中的杂质对电子的束缚能会发

生显著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与量子点的尺寸

有关，也依赖于杂质在量子点中所处的几何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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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能清楚直观地看到实验结果和信号传输的

过程和变化，通过设计该实验帮助高职学生

更好地掌握PCM和PSK知识点，增强高职学生

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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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子信息工程是一项基于信息传递的系统性工程，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计

算机网络技术在信息传递、资源共享、信息安全、设备开发以及电子设备联网功能开发上起到关键性的

作用，不断推动着电子信息工程向智能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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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领域

越来越广泛，对于信息的获取、存储和管理

方式的改变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计算机网络

技术的革新又给电子信息工程带来了新的变

化，远程操作、信息安全、信息存储等逐步

向智能化以及远程化方向发展。计算机网络

技术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改变着电子信息工程

的技术发展和应用。

1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是基于计算机网络、通信以

及信息等现代技术而形成的一个系统工程，包

括了信息的采集、信息的处理、设备的维护以

及系统的建设等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极大地方

便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手机、电脑、IPAD等

设备的应用都与电子信息工程的发展有密切的

试论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中的实践

刘东旭，马亚琦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 平顶山，467001）

关系。电子信息工程具有便捷性、更高的准确

性以及更广泛的覆盖面等显著的优点。

2  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中的

实践应用

2.1 信息传递

信息传递是电子信息工程在通讯行业的

主要应用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本身不创造信

息，但却对信息的大量、高效、便捷的传递

起到了关键作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从设计目

的 上 来 说 ， 信 息 传 递 的 便 捷 性 就 是 其 中 之

一，电子信息工程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

了信息传递方式、模式的大发展。计算机网

络技术为信息传递提供了中转站，实现了大

量信息的快速、高效交流。计算机网络技术

使电子信息工程通过无线通讯等技术实现了

The Practice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LIU Dong-xu, MA Ya-qi

（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 Pingdingshan, Henan, 467001）

Abstract: 

closely related to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esource shar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equipment 

development with electronic equipment networking function, promoting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o 

intelligent and automation.

Key words: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lectronic devic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s a system based o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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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递功能，并且使信息传递方式更为多

样化，能够进行文字传递、语音传递、可视

化信息传递等多种模式。计算机网络技术还

可以对电子信息工程的信息维护提供有效的

技术支持，电子信息工程本身不配置有维护

平台，只能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检测工程系

统内部的设备，以便发现并解决问题。

2.2  资源共享

计算机网络技术使电子信息工程实现了更

为广泛而及时的资源共享。同时，减少了信息

传输过程的阻碍，与网络终端直接连接，能够

在线传输大量的数据，进入电子设备后，这些

数据还能够自由转换，使信息的传输更为快

捷、有效。计算机网络技术包括三个分层，即

接口层、网络层和应用层。通过TCP/IP协议能

够有效汇集信息在分层中，因此在传输信息的

过程中，不会发生阻碍问题。将信息文件压缩

后，通过定位信息传输位置，能够确保信息传

输到准确的地点。计算机网络技术对于信息的

压缩和存储，能够使信息依据协议形式显示在

电子设备上，使信息流通更加及时、流畅。

2.3  信息安全

计算机网络技术本身存在较大的安全问

题，应用在电子信息工程中，也会带来一定的

安全隐患。通过完善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就

能够大幅提升电子信息工程安全性。互联网存

在极大的开放性特征，因此电子信息工程在应

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后也会受到各种攻击，因此

在互联网中，需要不断提高安全防护功能以应

对安全问题，通过防火墙等技术就能够更有效

地保护电子通信设备和环境，提高电子通信安

全。同时，计算机网络服务器还能够对电子通

信进行数据的自主备份，减少通信安全损失。

2.4  设备开发

电子信息工程的电子设备的开发以及设备

资源的共享都需要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支持。计

算机网络技术使电子信息实现了智能化、远程

化、网络化、一体化，因此电子信息知识成为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人员的必备知识。在电子信

息设备的开发中，参数的设定以及质量的检测

都需要计算机网络技术所提供信息的支持。

2.4.1  通信干线

计算机网络系统处于一个广域网中，而当

前电子信息工程还存在很多的局域网系统，信

息通讯往往无法建立一个系统性的网络。借助

于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广域性，就能够使电子信

息工程进入一个广域网中，建立一个基于广域

网的通信干线。在干线的建设过程中，技术人

员要能够准确区别专用线及公用线，并采取不

同的防护措施。

2.4.2  通信传播

目前的3G、4G甚至5G的通信技术与计算

机网络技术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计算机网络

技术，有效地实现了不同通信网络的信息转换

和传播。

2.4.3  传播媒体

计算机网络技术能够将信息和文件通过电

子邮件的方式进行传输，并且基于电子邮箱平

台实现查询、转发以及共享等功能，因此，能

够使新闻和信息发布更为及时、顺畅。这一技

术的使用价值正在不断攀升。计算机网络技术

为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

支持。

2.4.4  WEB浏览器

计算机网络技术通过HTTP等超文本传输

协议，在Internet中实现了超文本文件的阅读和

使用，通过网络技术，局域网与广域网广泛相

连，通过一个工作站或者电子设备就能够实现

各种信息的阅读与使用。

2.5  电子设备联网功能的开发

电子信息工程中电子设备开发和联网功能

的实现，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要

求，计算机网络技术能够灵活地根据不同的要

求实现相应的联网功能。如针对各种部门或企

业机密文件，就可以构建一个内部网络，部门

之间的信息和文件发布或者转发都可以通过这

一内部网络实现，同时安排专门人员对于传输

过程进行监管，就可以有效避免机密信息的流

失和外泄。也可以采取各种生物鉴别或者身份

验证等方法来确保信息安全，针对不同的用户

设定不同的访问权限。随着电子信息工程新型

电子设备的不断研发，设备的联网功能也成为

关注重点。

3  结语

计算机网络技术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发展

（下转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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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BIM技术可以说是现阶段社会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一类技术手段，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仅能够在建

筑设计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应用实效性，在后续建筑施工管理过程中，BIM技术同样极为适用，并且还能

够有效提升其管理实效性，本文就重点从建筑施工管理的进度、质量、成本以及安全四个方面探讨

BIM技术的应用。

关键词：建筑施工管理；BIM技术；应用要点

中图分类号：TU71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建沛，讲师，研究方向：工程管理，现任职于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1  引言

在当前建筑行业的发展中，BIM技术的应

用已经成为了比较重要的一类技术手段，其在

建筑工程项目的很多环节中都能够得到较好运

用。不仅仅能够在最为常见的建筑设计中得到

较好运用，还能够有效作用于建筑施工管理环

节，充分提升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的效果。从实

践应用效果方面来看，这种BIM技术的应用可

以说是多方面的，其能够在保障建筑施工质

量、成本、安全以及进度等各个方面发挥理想

效果，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2  建筑施工进度管理中BIM技术的应用

对于建筑工程项目的有效施工处理而言，

相应的进度管理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

面，这种进度管理方面BIM技术的应用主要就

是借助于虚拟施工能力，针对建筑施工项目相

应方案的落实进行分析和调整，进而促使其能

建筑施工管理中BIM技术的应用

李建沛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 平顶山，467001）

够具备理想的可靠性效果，其具体的应用步骤

有以下三个：

（1）制定进度计划。在建筑工程项目的

具体实施构建过程中，进度计划的制定是比较

核心的一环，这种进度计划的执行主要就是借

助于BIM技术中的相应模型进行系统分析，了

解其涉及到的具体工作量，进而也就能够基于

这一工程量进行规划，设定合理的进度。

（2）执行进度计划。为了更好分析了解

制定好的进度计划是否具备理想的可操作性效

果，还需要针对相应进度计划进行虚拟执行落

实，分析其是否能够在施工现场环境中得到较

好处理，该环节主要就是借助于BIM技术的可

视化虚拟操作来实现，如此也就能够有效发现

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延误工期问题和隐患。

（3）调整施工进度计划。针对上述虚拟

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和缺陷，必须要促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ngineering
LI Jian-pei

（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 Pingdingshan, Henan, 467001）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BIM technology shows a strong effectiveness i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in the 

follow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rocess it can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its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with 

the help of BIM technolog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IM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on progress, quality, cost and safety.

Key word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IM technology; main points 

BIM technology can be said the more important technical means of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第12卷第2期34



使其能够在进度计划中进行有效修正和调整，

如此才能够逐步优化相应进度计划，促使其能

真正有效地指导后续建筑工程施工操作落实。

3  建筑施工成本管理中BIM技术的应用

对于建筑施工成本管理方面BIM技术的应

用而言，其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全过程的把关

控制，这种全过程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环节中：

（1）工程投资预算环节中BIM技术的应

用。在具体建筑工程项目的投资预算环节中，

较好借助BIM技术能够实现对于工程项目的准

确估算，借助于相应数据模型，进而也就能够

全面系统分析其中涉及到的分类费用，并且能

够分析投资额度的可行性，如此也就能够规避

对于后续成本的管控形成较大威胁。

（2）工程设计环节中BIM技术的运用。该

环节中BIM技术的应用可以说是最为常见的，

其在设计中的应用不仅仅能够提升其准确性，

保障设计效率，还能够从相应的工程项目设计

方案的成本角度进行思考，更能够较为简洁地

分析其成本的基本状况，对于可能带来工程资

金浪费的一些环节进行有效处理，最终较好提

升其整体落实可靠性效果。

（3）工程施工过程中BIM技术的应用。具

体到建筑工程项目的实施构建过程中，较好借

助于BIM技术同样也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应用

效果，其主要就是借助于BIM技术的动态调整

功能进行处理，促使其相应的市场变动以及施

工现场变动，都能够在相应设计方案中得到较

好体现，并且实现较为理想的数据化管理效

果，成本控制的便捷性较为突出。

（4）工程竣工阶段BIM技术的运用。对于

建筑竣工阶段而言，其借助于BIM技术同样也

能够较好进行成本控制，因为可以从BIM技术

中进行较为全面的数据信息的获取和分析，如

此也就能够保障其具备理想的分析效果，尽可

能提升其竣工结算的准确性。

4  建筑施工质量管理中BIM技术的应用

对于建筑施工管理工作的落实而言，相应

的质量管理也是比较核心的一环，这种质量管

理的落实操作中，BIM技术的运用同样需要引

起高度重视。建筑施工质量管理中对于BIM技

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参考借鉴作用。因为BIM技术可以说

是一类包含内容极多的软件平台，其对于很多

技术手段以及施工材料、施工设备都进行了详

细的记录分析，进而也就可以有效借助于这种

BIM技术来进行相关资料的调阅和参考，促使

自身建筑工程项目的各个方面均能够得到较为

理想的严格控制，避免在后续施工操作过程中

出现一些有损于质量的要素出现。

（2）虚拟施工审核作用。在建筑工程项

目具体施工建设之前，可以借助于BIM技术进

行虚拟施工操作，进而也就能够较好评价分析

各类施工技术手段的操作是否可靠，尤其是需

要针对虚拟施工操作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进

行剖析，了解其可能对于质量存在的影响和威

胁，如此也就能够更好指导后续施工建设操作

的执行。

5  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中BIM技术的应用

具体到建筑工程项目施工的安全管理工

作，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全方位控制建筑工程

项目中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问题，避免其酿成

安全事故。基于此，重点加强对于BIM技术的

运用，促使其能够较好虚拟化施工操作整个建

筑工程项目流程，针对其整个虚拟化过程进行

详细分析审查，如此也就能够保障相应建筑工

程项目得到较好落实推进，提前发现其中可能

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和外界环境不利威胁，并

且在施工中也就能够进行有效预防和规避，确

保其施工操作的安全性效果。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BIM技术在现阶段我国建

筑行业中的有效应用而言，其不仅仅能够在建

筑工程项目的设计环节中发挥出较为理想的效

果，对于建筑施工管理工作同样也比较适用，

这也就需要重点围绕着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成

本、质量、安全以及进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严格

审查把关，提升施工流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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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有中介的调节潜变量的循环效应模型。推导出模型参

数的标准化估计以便进行变量效应分析。运用我们提出基于配方约束的潜变量回归的确定性线性算法来

计算潜变量的值，避免了观测变量的配对问题，使模型的计算更加简便。并给出模型变量效应检验的方

法。最后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和算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中介变量；调节变量；潜变量；循环效应

中图分类号：O213     文献标识码：A  

第一作者简介：胡俊航，副教授，研究方向：数理统计学与计量统计学，现任职于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张晓东，教授，研究方向：高职教育，现任职于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学生上网越来越

普及，其网络成瘾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导致大

学生网络成瘾的因素很多，而倍受学术界关注的

因素是抑郁。现有文献对网络成瘾与抑郁关系的

研究基本上都局限于单向因果关系的效应分析。

事实上，网络成瘾与抑郁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

系，形成循环，产生循环效应。网络成瘾与抑郁

的循环效应可能夹杂着中介变量（人际关系）和

调节变量（家庭功能），这就使循环效应的分析

更加复杂。为此，需构建包含中介变量和调节变

量的循环效应模型为网络成瘾与抑郁的循环效应

分析提供理论分析工具。

有中介的调节潜变量的循环效应模型

1 1 2胡俊航 ，张晓东，童恒庆

（1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 平顶山，467001；
2 武汉理工大学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关于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的效应分析

模型主要有Baron 和Kenny提出的有中介的调节
[1]变 量 （ mediated moderator）模 型 ， James和

Brett提 出 的 有 调 节 的 中 介 变 量 （ moderated 
[2]mediator）模型 ，在此基础上，温忠麟、张

雷、侯杰泰讨论了同时包含有中介的调节变量

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的效应分析模型，提出混
[3]合模型（mixed model） 。这些文献和已有的

效应分析的文献都还没有提出循环效应分析的

概念。为此，本文提出有中介的调节潜变量的

循环效应模型，给出模型的算法和参数估计方

法，同时探讨变量的检验和分析方法，最后进

行实证分析对模型进行验证。

The Potential Variable’s Circular Effect Model with Mediated Moderator
1 1 2HU Jun-hang , ZHANG Xiao-dong , TONG Heng-qing

（1 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 Pingdingshan, Henan, 467001;

2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mediated moderator model. The standardized estimation of parameters is deduc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size of 

the variables in model. The potential variables are calculated by the definite linear algorithm for potential 

regression based on prescription condition. This algorithm avoids partnering the observation variables to 

make the model’s calculation simple. This paper gives the method of effect testing for variables in model. 

Finally, demonstration analysis is done to validat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model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lgorithm.

Key words: Mediator; Moderator; Potential variable; Circular effect 

The potential variable’s circular effect model with mediated moderator is built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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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中介的调节潜变量的循环效应模型

构建

假设潜变量    和    具有循环效应，    为调

节潜变量，     是中介潜变量，    的调节作用部

分或全部通过     影响因变量。有中介的调节潜

变量的循环效应模型如图1。
图中潜变量    和    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结构方程组：

这里，                         为待估参数，   ，

  为随机误差项。公式（1）中的变量均为潜变

量，每个潜变量都对应若干个观测变量。设    

                 对应的观测变量是                            ， 

    对应的观测变量是                           ，    对应

的观测变量是                                      ，则从观

测变量到潜变量的关系可以写成：

这里      ，      ，     是从观测变量到潜变量

的待估汇总系数，    ，    ，    是随机误差项。

根据路径分析的思想，也可以认为观测变量的

变化是来源于它所对应的潜变量，于是从潜变

量到观测变量的关系可以写成：

1Y

1Y

2Y

2Y

W

W

U

U

图1 有中介的调节潜变量的循环效应模型示意图

这里     ，     ，     是从潜变量到观测变量

的载荷系数，      ，     ，     是随机误差项。

3  模型参数的标准化估计 

由 于 模 型 （ 1）中 含 有 交 互 影 响 的 潜 变

量，在对（1 中变量的效应大小的分析或比

较观测方程中负荷大小时，需用模型参数的标
[4]准化估计 ，这就需要对（1 进行变形处理。

先对（1 中的两个方程求数学期望得：

然后在（1）中的两个方程减去（8）中的

两个对应方程，再对应除以           ，         ，经

过复杂的变形处理后得：

）

）

）

1 0 1 2 2 2 3 4 1

2 0 1 1 2 1 3 4 2

Z = + +

Z = + +

Y Y U Y U W

Y Y U Y U W

Z Z Z Z Z

Z Z Z Z Z

aaa aaV

bbb bbV

+ ++ì
í

+ ++î

表示标准差。

利用（9）估计出的参数    和                   

是模型参数的标准化估计，利用它们就可以进

行效应大小的分析和比较了。

4  模型 的算法与参数估计

4.1  模型 中潜变量的算法

模型 中潜变量      、     和      对因变

量的影响还有交互效应，而现有文献都是把交

互变量项作为一个新的潜变量，利用组成交互

变量项的两个潜变量的观测变量配对作为交互

变量的观测变量进行计算，有关配对的方法文
[5][6][7][8][9]献 给出了不同的配对策略，模型一般采

用PLS方法进行计算。本文提出的有中介的调

节潜变量的循环效应模型中潜变量的计算，将

采用我们提出的基于配方约束的潜变量回归的
[10]确定性线性算法 得到潜变量的值。运用该方

法对交互潜变量计算时，不需要观测变量配

对，而是直接计算出潜变量的值，有了潜变量

的值，潜变量的交互效应就可以像显变量的交

互效应模型一样进行计算。下面运用基于配方

约 束 的 潜 变 量 回 归 的 确 定 性 线 性 算 法 给 出

（9）中潜变量的算法。首先考虑观测方程

（5 6 7 ，以 5 为例计算潜变量

      （          ）。假设每个观测变量有     个观测

值，令                                                是                

矩阵，

忽略（10）中的误差项     ，两边分别转置得：

（11）乘以（10 （忽略误差项）得                

                。先令    为单位向量，得              ，

从而                        ，该式两边均为        阶方

阵。取矩阵         和            的对角线元素得到数

组                                                               ，于是

在忽略随机误差的情况下解得了       ，即                   

                                                     ，。然后对

（11）左乘      得                           ，再转置得       

                        ，这里                                       。

于是

（9）

（9）

（9）

）（ ）（ ） （ ）

                                                是                矩阵，

）

则（5）可以写为：

（12）和（2）对比可知，（2）中的系数

                                的估计值

但是现在的                           还不满足配方

条件，而左边的    还是单位向量。好在方程

（2）是不定方程，    不必固定在单位向量。

于是可以对（13 正规化。取                         的

各元素之和得                               ，在（13 两

边同除以     ，为表示方便，（13 的左边仍用

原来的符号，得

此即为（2）待求的系数，非负且和为1。

根据上述算法，同样可以得到（3）中的

系数                                         和（4）中的系数       

（                          ）的估计值。（2

3 4 中的系数有了各自的估计值就可以

得到潜变量    （           ）、    和      的值了，这

样就完成了从观测变量到潜变量的计算。

4.2   模型 9 中参数的估计

对有中介的调节潜变量的循环效应模型进

行参数估计的目的是为了对变量效应大小的分

析。如第2目所述，这需要用模型参数的标准

化估计，即需要估计 ，为此，先

对潜变量   （          ）、    和     的值标准化，

再估计参数的值。如果对 估计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不能保证估计参数具有

一致性，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给予

了证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最典

型的是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

的值。

根据上述模型的算法讨论得到有中介的调

节潜变量的循环效应模型（1 标准化

估计（即（9 ）后，就可以根据

各变量的系数进行效应的检验了。

5  模型中变量的效应检验

按照前面第2目所述，有中介的调节潜变

量的循环效应模型中变量的效应分析应依据

（9）。据此，模型中变量的效应检验也应依

）

）

）

）

（ ）（ ）

（ ）

（9）中参数

（9）中参数的

（9）中各

参数

）的系数

）的系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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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9 变量的效应检验包括调节变

量的效应检验、中介变量的效应检验和循环效

应的检验。下面给出模型中变量效应检验的具

体步骤：

步骤1.分别进行

）。模型中

的系数       显著；

的系数       显著；

的系数       显著；

的系数       显著；

的系数       显著；

的系数       显著；

 （1）做      对       、    和            的回归，1YZ
2YZ

UZ 2U YZ  Z

 （1）做      对       、    和            的回归，

 （1）做      对       、               和       的回归，、

 （2）做      对       、               和       的回归，、

 （2）做      对       、    和            的回归，

2YZ

2YZ

1YZ

1YZ

2YZ

1YZ

UZ

UZ

UZ

UZ

2U YZ  Z

2U YZ  Z

1U YZ  Z

1U YZ  Z

 （2）做      对       、    和            的回归，2YZ
1YZ

UZ 1U YZ  Z

1 0 1 2 2 2 3 1Y Y U Y UZ Z Z Z Zaaa aV¢ ¢ ¢ ¢ ¢=++ ++

2U YZ  Z

2U YZ  Z

1U YZ  Z

1U YZ  Z

2a¢

2 0 1 1 2 1 3 2Y Y U Y UZ Z Z Z Zbbb bV¢ ¢ ¢ ¢ ¢=++ ++

2b¢

步骤2.分别进行

WZ

WZ

0 1 2 2 2 3W Y U Y U wZ Z Z Z Zjjj je¢ ¢ ¢ ¢=++ ++

2j¢

0 1 1 2 1 3W Y U Y U wZ Z Z Z Zjjj je¢¢¢¢ ¢¢ ¢¢ ¢¢=++ ++

2j¢¢

步骤3.分别进行

WZ

WZ

1 0 1 2 2 2 3 4 1Z = + +Y Y U Y U WZ Z Z Z Zaaa aaV+ ++

WZ

WZ

4a

2 0 1 1 2 1 3 4 2Z = + +Y Y U Y U WZ Z Z Z Zbbb bbV+ ++

4b

如果      与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或者     与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可以做Sobel检验来判

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步骤1、2、3完成了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的检验）

步骤4.（9） 中的循环效应，从统计学的

角度看，实际上就是     和     都是内生变量。

为此，可以根据Hausman检验的思想来检验变

量的内生性，即（9）中      和      循环效应。

比如要检验       的内生性，可以作      对       、

      和            的回归，得        ，然后再将       添

加到（9）中的第二个方程，作      对     、    、    

      、           和       的回归，若      回归系数显

著，则      是内生变量；同样可以做       的内

生性检验。若检验结果     和     都是内生变

量，则（9）的循环效应显著，否则循环效应

不显著。

6   实证分析
 采 用 普 遍 使 用 的 抑 郁 量 表 （ CES-D）

[11] [12]，网 络 成 瘾 量 表 ， 家 庭 功 能 评 定 量 表
[11]（FAD）  和郑日昌等人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

诊断量表对国内某大学在校生进行问卷调查，

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87份，回收率95.3%，

有效问卷283份，有效回收率94.3%。
使用本文构建的模型（1）对大学生网络

成瘾与抑郁的循环效应进行分析，    表示抑

郁，    表示网络成瘾，    是调节变量——家庭

功能，    是中介变量——人际关系。根据第

3目的算法得到（9）中各参数的估计值如表1。

利用表1中各参数的估计值可以进行变量

的效应大小分析。

下面进行变量的效应检验，根据第4目的

步骤，检验结果如表2。

根据表2检验的结果可知：抑郁与网络成

瘾的存在有中介（人际关系）的调节（家庭功

能）的循环效应，验证了模型实用性。

7   结束语

有中介的调节潜变量的循环效应模型是在

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模型基础上提出的，拓展了

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模型的应用范围。本文从模

型的构建、模型参数的标准化估计、潜变量的

算法、模型参数的估计方法和模型变量的效应

检验进行了讨论，这为该模型的广泛应用提供

了理论基础和算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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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YAG雷射制程技术制备微流道，不但处理速度快、低污染、低耗费，硅芯片经YAG雷射表面

处理后所呈现微流道，实验得出雷射光斑直径受频率及电流强度所控制，随着频率减少及电流强度增加

而变大，微流道宽度随着频率减少及电流强度增加而变宽，扫描速度对微流道宽度无明显影响。微流道

深度随着频率及电流强度增加而变深，随着扫描速度增加而变浅。微流道热影响区在各制程参数下，其

影响的变化差异并不明显，微流道表面粗糙度随着频率及电流强度的增加而变大，随着扫描速度的增加

而降低，最佳制程参数为扫描速度10mm/s、电流10A 及频率1KHz，其微流道表面及轨迹最为平整，且几

何形狀最佳。

关键词：YAG 雷射；微流道 制程参数 硅芯片

中图分类号：TH122     文献标识码：A  

； ；

第一作者简介：赵迪，副教授，研究方向：机械设计/优化设计，现任职于湖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  前言

近年来激光技术迅速发展, 其应用正在各

个领域不断深化和扩展, 使工业、农业、医

学、军 事、科研甚至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面貌有

了崭新的 变化，表面处理技术日趋重要。微流

道现今广泛应用于微机电与微加工技术，目前

大多利用半导体制程技术为基础，整合电子及

YAG雷射技术制备微流道的研究

1 2赵迪 ，商林

（1 湖北工业大学，湖北 黄冈，430068；）
2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430065）

机械功能制作而成微型装置。文献中，微流道

制 备 方 式 包 括 利 用 CO  雷 射 技 术 ； Spacer 2

method 制 备 三 维 微 流 道 ； 牺 牲 层 (Sacrificial 

layers )与 活 性 离 子 蚀 刻 (react ive  ion  

etching,RIE)技术；SU-8 与牺牲层技术；牺牲

层与UV曝光技术；紫外光雷射类深刻模造

(LIGA-like)技术；但尚未发现利用YAG 雷射技

Study on Fabrication of Microchannel by Laser Technology
1 2ZHAO Di ,  SHANG Lin

（1 Huanggang Polytechnic College, Huanggang, Hubei, 438002;

2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8）

Abstract: 

low pollution, low cost.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diameter of the laser spot is controlled by the frequency 

and current intensity. As the frequency decreases and the current intensity increases, the microchannel 

width increases as the frequency decreases and the current intensity increases, and the scanning speed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icrochannel width. The microchannel depth becomes darker as the frequency 

and current intensities increase and become lighter as the scanning speed increases. The vari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microchannel heat affected zone is not obvious in the process parameters.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microchannel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requency and current intensity, and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canning speed. The process parameters are scanning speed 10mm / s, 

current 10A and frequency 1KHz, the microchannel surface and the track is the most flat, and the best 

shape.

Key words: YAG laser; microchannel; process parameters; silicon chip 

We use YAG laser process technology for preparation of micro channel with fast processing speed, 

术在大气中制备微流道的相关研究。微流道技

术开发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2  实验流程及方法

微流道制程实验采用YAG-50 雷射机。其

波长为1064nm 的固体雷射，工作光源采用氪

灯泵浦，由Q-switch 对雷射进行腔内调制。微

流 道 制 程 参 数 采 用 频 率 1~3KHz、 电 流 强 度

9~11A 及 扫 描 速 度 10~30mm/s。 硅 芯 片 经

YAG雷射加工后，将微流道表面抛光，去除加

工时因高温所造成的熔融喷溅物及表面杂质，

再利用SEM 测量微流道宽度及深度值。其后采

用48% 的氢氟酸溶液蚀刻2.5~3.5 分钟，观察

热影响区及显微组织变化。微流道表面粗糙度

的测量，是直接利用SEM 观察微流道轨迹，用

描图纸绘出粗糙度曲线，去除最高及最低数

据，再计算Ra值。每一个制程测量五次，最后

取平均值。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频率及电流强度对雷射光斑直径影响

将石墨预涂于硅芯片表面，待其干燥后以

雷射扫描，利用雷射高功率密度特性，使石墨

直接汽化呈现该制程参数的雷射光斑。图2

为利用SEM 所拍摄典型的光斑显微照片。

图3为不同制程参数所产生之光斑直径曲线

图。图中代号说明：S 表示扫描速度(mm/s)，C 

表示电流强度(A)，F 表示频率(KHz)。图 3 中，

当电流固定而改变频率时，光斑直径将随着频

率的增加而减少，其主要因素是因为 所使用的

YAG 雷射属于Q-switch 脉冲式(pulse)雷射，由

Q-switch 控制单位时间内产生的雷射光子的

量。在Q-switch 频率不便的情况下，当扫描频

率为1KHz 时，由于开关次数 够频繁，因此

雷射腔体内可累积较多高能量光子的量，在雷

射束射出时，有较多高能光子撞击试片表面，

造 成 雷 射 光 斑 面 积 较 大 。 频 率 提 升 至 2KHz

 时，由于开关次数较1KHz频繁，造成雷射腔

体内所累积高能量光子的量 足，在雷射束射

出时，撞击试片表面的光子较少，因此雷射光

斑面积较小。当频率提升至3KHz 时，雷射光

斑面积将会再缩减。因此，在研究范围中可知

雷射光斑随着频率变大而有逐渐变小的趋势。

图3 中，当频率固定而改变电流时，光斑

直径将随着电流的增加而变大，主要是因为电

流强度会影响雷射功率密度；电流强 越高，

雷射所射出能量密 也越强，试片表面吸收能

量后温 急遽升高，造成汽化效应较为剧烈，

同时热传导将表面热能向试片内部传递。因

此，在固定频率制程参数下，电强度越高形成

的雷射光斑面积越大。

3.2  制程参数对微流道宽 影响

图4为利用SEM 所拍摄的典型的微流道

金相图，微流道宽度值是 SEM 仪器附加

的距离测量装置直接测量。图5及图6分别列出

在固定扫描速度(10mm/s)及频率(1KHz)制程参数

不

不

度

度

度

度

宽

度 利用

 图 2  典型的光斑显微照片

图 3 光斑直径曲线图

图 4 典型的微流道宽度金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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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相关制程的微流道宽度曲线图。由图5可

知微流道 将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变小。当频

率越高雷射光斑面积越小，因此所制备的微流

道 受光斑原有面积影响，也随着频率增加

有逐渐变小的趋势。图5中，当其他制程参数

固定而电流逐渐变强时，则微流道 将增

加。电流强 越高所形成雷射光斑面积越大；

雷射功率密 越高，试片表面吸收热能后温

剧增、加热速 提高，导致高温段维持时间延

长，平均冷却速 减慢；因上述热效应影响，

导致汽化区域扩大，使得微流道宽 随电流增

加而逐渐增加。图6中，在改变扫描速 且其

他制程参数固定下，微流道宽 并无明显变

化，仅影响每一光斑落在基材上的重迭范围。

因此，扫描速 对于微流道宽 并无明显影

响。

3.3  制程参数对微流道深 影响

宽度

宽度

宽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图 5 固定扫描速度下之微流道宽 曲线图度

图 6 固定频率下之微流道宽度曲线图

图 7 典型的微流道深度金相图

为利用SEM 所拍摄典型的微流道深度金相

图，微流道深 值同样是利用SEM 直接测量。

图8及图9

度

图8 固定扫描速度下之微流道深度曲线图

图9 固定频率下之微流道深度曲线图

分别列出在固定扫描速度(10mm/s)及频率

(1KHz)制程参数下，相关制程之微流道深度曲

线图。图8 中，除电流9A 及频率3KHz 制程参

数未能测量出微流道深度之外，微流道深度均

随着频率的增加而逐渐加深。其原因主要是因

为当频率较低时，开启遮板使雷射束达到基材

表面的次数远低于频率较高之制程参数。因而

当搭配在同一扫描速度制程参数时，在单位时

间及单位距离内，若频率为3KHz，每一个脉冲

雷射光斑，其圆心距离相距为1个单位距离，则

同样的条件下，频率为1KHz 时圆心距离将相距

为 3 个 单 位 距 离 。 以 下 面 制 程 参 数 为 例 ，

S:10mm/s, C:10A,F:1KHz 制程雷射光斑圆心距离

为10μm，S:10mm/s,C:10A, F:2KHz 制程圆心距

离则缩小为5μm，而S:10mm/s, C:10A, F:3KHz 

制程圆心距离更缩小为3.3μm，因此利用脉冲

式雷射制备微流道时，频率较低制程会因其光

斑重迭率太低，以致于其反应深度大多决定于

单一脉冲雷射所能反应的深度，而频率较高制

程 因其光斑重迭区域高，使得其深度是由上

一次的脉冲雷射反应深度加上部份再一次的脉

冲雷射所产生的反应深度，故微流道深度随着

频率的增加而变深。

在 图 8中 制 程 参 数 S:10mm/s， C:9A，  

F:3KHz，虽然其频率高达3KHz，但却未能测

会

量出微流道深度，此结论和前面研究成果有些

不同，主要因素是由于在3KHz 制程参数下，

开关次数太过频繁，造成雷射腔体内所累积高

能量光子的量较为不足，而此参数又刚好设定

在电流值最低的制程参数中，以致于激发出的

雷射能量密度不足，无法在基材反应中产生明

显深度，使得此制程参数无法制备出目标物-

微流道。

利用图8探讨电流强度对于微流道深度影

响，可发现电流强度越强，微流道的深度越

深。其原因和2.1 节中电流强度对于试片影响

的分析相同，使得基材较深区域仍受热能剧烈

影响，因此可使得反应深度较深。由图9可

知，微流道深度随着扫描速度增加而减少。雷

射在制备微流道时，当扫描速度增加，将会减

少雷射高能光子作用于试片表面上的时间，表

面受热能影响的时间较短，造成表面汽化区域

缩减，使得微流道深度降低。因此，微流道深

度随着扫描速度的增加而有降低趋向。

3.4  制程参数对微流道热影响区之影响

为利用SEM 所拍摄典型的微流道热影响区

金相图，图中颜色较暗处为其热影响区。在所

有制程条件下，微流道热影响区纵深范围均约

50μm，误差±5μm。雷射淬火产生的变形相

当小，因为它是高能量热源的移动淬火，热影

响区比普通淬火方法小得多；另外将雷射作用

于工件试验区时，由于基材的质量远大于工件

试验区，使工件试验区急遽冷却，属于自冷淬

火，也将导致工件变形量极小且热影响区较

小。因此，虽然制程条件不同，但在所设定的

制程条件下，所供给的热能决大部分是用于将

硅芯片直接汽化，导致其微流道宽度与深度的

差异。而对于其剩余的热能所引起的热影响区

则无明显差异。因此，微流道热影响区在各制

程参数下，其影响的变化差异并不明显。

4  结论

用YAG 雷射表面处理技术在硅芯片上制备

微流道，并分析频率、电流强度及扫描速度对

于微流道宽度、深度、热影响区及表面粗糙度

之影响。实验结果显示：光斑大小随着频率的

增加而减少，但却随着电流强度的增加而增

加；微流道宽度则直接决定于光斑之大小；微

流道深度及表面粗糙度皆受到频率、电流强度

及扫描速度三种制程参数影响；而微流道热影

响区在各制程参数下，其影响的变化差异并不

明显。研究中当扫描速度为10mm/s、电流10A 

及频率1KHz 时为最佳制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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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工艺蜡烛RB方缸的性能、用途及生产工艺，并对其燃烧性能及黑烟性能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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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工艺蜡烛是一种在燃烧时产生各种颜色火

焰的蜡烛，由主燃剂、发色剂和其它助剂组
[1]成，可点燃，可照明，具有浓郁的香味 。工

艺蜡烛燃烧时间比一般蜡烛长，且具有无烟、
[2-4]无毒、贮存时间长等优点 。工艺蜡烛产品

广泛应用于调节气氛、装饰家庭。伴随着全球

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蜡烛制品的需求将长期

稳定并持续提升，因而设计和生产新的工艺蜡

烛产品成为众多蜡烛企业扩大市场、提高利润

的主要途径。RB工艺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

现的一种新产品，其主要的成分仍为石蜡，但

是在形状和式样上与传统蜡烛相比有了很大的

改进。

2  工艺蜡RB方缸的性能及用途

工艺蜡RB方缸的外貌如图1所示。

RB方缸蜡烛拥有华丽的表面造型与表面

效果。它采用德国专业公司的颜料工艺，可以

生产各种颜色的蜡烛，带有纯正的欧洲风味，

也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颜色，为消费者提

供了更多的选择。RB方缸蜡烛全部采用食品

包装蜡（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蜡材料，无毒

工艺蜡烛的生产工艺及性能研究

1 2刁润丽，郭小阳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1）

无害）、全精炼石蜡等高品质石蜡，所用的添

加剂、颜料及香精都源自于欧美发达国家专业

公 司 所 供 应 的 天 然 提 取 物 ， 绝 对 不 含 欧 盟

REACH法规禁止的SVHC高危险化学物质，也

根据中国人的喜好生产了多种适合我国消费者

习惯的产品。产品在具有华丽外表的同时还具

有良好的燃烧表现，如合适的火焰高度、标准

的灯芯姿势、不流泪、不自熄、黑烟量少、剩

余蜡量少等等，这些突出的燃烧性带给消费者

Research of Technolog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Craft Candles
1 2DIAO Run-li ，GUO Xiao-yang

（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Pingdingshan, Henan , 467001）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erformance,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process candle 

RB square cylinder with the study of its combustion performance and black smoke performance.

Key words: craft candle；produce；performance 

图1  RB方缸

更高的满意度。

漂亮的RB方缸蜡烛可作为精致的礼品，

既有中式的含义，又呈现出西式的新颖潮流，

中西合璧的完美产物是送礼的最佳选择。适合

送给喜爱浪漫的佳人来传情达意，或是赠予乔
[5-6]迁新喜、甜蜜新婚、过生日的朋友 。又可作

为工艺品，陈列于家中，或作为时尚装饰品，

勾画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工艺蜡RB方缸的生产工艺

石蜡是蜡烛的主体成分，是构成蜡烛燃烧

的必要条件。石蜡是从原油蒸馏所得的润滑油

馏分经溶剂精制、溶剂脱蜡或经蜡冷冻结晶、

压榨脱蜡制得蜡膏，再经脱油，并补充精制制

得的片状或针状结晶。主要以C ～C 的高分子18 36

正构烷烃为主，此外，还含有少量的异构烷

烃、环烷烃和微量的芳香烃。商品石蜡的碳原

子数一般为22～36，沸点范围为300～500℃，

相对分子质量为360～500。

生产RB方缸的主要原料有石蜡、颜料、

香精、添加剂、灯芯、玻璃胎膜等，其组成如

图2所示。

生产过程中RB方缸次品的回收和利用如

图4所示。

4  工艺蜡RB方缸的燃烧及黑烟性能分析

4.1   燃烧性能

在蜡烛的燃烧过程中，碳氢化合物分子分

裂成更小的分子，和空气中的氧气结合。因为

碳粒子很难达到100%的完全燃烧，所以会残

留一些碳粒子，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黑烟

（为数不多的不能完全燃烧的碳粒子）或者碳

灰残留物。因此，蜡烛的火焰不可能达到真正

的无烟状态，但是选用好的原材料和高质量的

烛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完全燃烧碳粒子的

数量，进一步减少黑烟和积炭的情况。高质量

的烛芯在燃烧过程中可以轻微弯曲，能够接触

到温度最高的外焰部分，使整个蜡烛的燃烧更
[7]充分 。蜡烛燃烧过程中的火焰温度分布如图

5所示。

4.2  黑烟性能

在蜡烛燃烧期间，用黑烟指数来评估其产

生黑烟的情况。

测试黑烟指数所用的设备包括一个显示器

和一个测试箱。测试箱（图6）包括一光源，

固定玻璃板，玻璃板不导热，顶盖配有光反映

内衬，内衬配有光电二极管，连接着显示面板

（图7）。

工

艺

蜡

RB

方

缸

石蜡

添加剂

灯芯，玻璃胎膜

颜料

香精

图2  RB方缸的组成

化蜡平台 原材料除苯 加入添加剂

生产工序

胎膜的挑选灌蜡修蜡，扶灯芯，

擦蜡，剪灯芯
喷码

成品与次品分

离包装

RB次品回收

包装
工序

RB成品

    图3  RB方缸的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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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方缸的次

蜡

胎膜

蜡柱

蜡块

好胎膜

不良胎膜

回蜡柱化蜡灌

重新调色、调香精后回化蜡块灌

高温加热后使用醋搽干净

回玻璃厂家重新制作胎膜

图4  次品的回收

（1）蜡烛

（2）蜡烛芯

（3）蓝色区(外焰): 主要是在发光区的外面，是

温度最高的一个区域。通过和氧气的作用，一些相关

的C和H的化合物被释放出来。这个区域内可能产生部

分的没有完全燃烧的碳粒子。

（4）深色区(内焰): 这个区域内的温度在600-

1000度（华氏1112-1832度）的范围内。氧气在这个区

域的含量很低，所以容易产生没有完全燃烧的碳粒子

(积炭或者叫蘑菇头)。

（5）主要的反应区:这个区域非常热，是氧化作用

发生区。

（6）发光区:在主要的反应区以内，靠近火焰的顶

端，通过和氧气的作用，碳粒子在这个区域内可以部

分地燃烧，火焰的光是黄色的。

图5 火焰温度分布

图6 测试箱

a 最低高度=300mm；b 直径，型号1：d=230mm，

型号2：d=300mm  c 固定架；d 玻璃板 ；

e 丝网筛

1 测试电流；2 光度计；3 光探测器；4 快门

5 黑烟沉淀；6 不导热玻璃板；7 光源

图7 显示面板

使用干净的玻璃板和凝结了黑烟颗粒的玻

璃板进行检测操作，可以得到两个不同光线强

度值Ev，将这两个数值按照下面公式相除，就

可以得到相应的黑烟指数

黑烟指数=〔1-Ev﹙凝结黑烟的玻璃板﹚

／Ev﹙干净的玻璃板﹚〕×100％ 

Si=(1- E3/ E1)*100％           

其中  Si  黑烟指数

                  E3  黑烟玻璃平板的照明度

                  E1  洁净玻璃平板的照明度

   每小时的平均黑烟指数用下式来计算

Sih= Si/tm                         

其中  Sih  每小时平均黑烟指数，h-1

                 Si   黑烟指数

                 tm    总的测试时间，h

测试结果显示，工艺蜡烛RB方缸的黑烟性

能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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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对某矿综放沿空掘巷进行地应力实测的基础上，对巷道进行了较系统的锚杆支护优化设计

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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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深井开采面临的地质条件较浅中部更为

复杂，情况更为特殊。例如，深井开采大多

都面临着高应力、高地温和高岩溶水压等问

题，使得高地应力巷道的数量逐渐增多，巷

道的围岩应力也越来越大，在浅部表现为普

通坚硬的岩石在深部就可能表现为软岩的特

征，巷道容易出现大变形、冒顶、冲击地压

等，而且随着开采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煤巷

道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深井开采，这无疑给巷

道的支护设计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因此，对

于深部巷道的支护设计就不能照搬浅部开采

巷道的支护经验和支护方法。

2  基于地应力实测值的人工神经网络反演

BP神经网络反演地应力的方法与其它地

应力反演计算方法相比有以下优点：（1）不

受力学模型的限制，可以对各种非线性本构关

系的初始地应力求解；（2 求解范围非常

广 ， 并 且 求 解 程 序 和 步 骤 都 不 需 要 改 变 ；

）

基于地应力实测的综放沿空掘巷锚杆支护研究

张淼，李晶晶，李建沛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1）

（3）对测点数目没有特别要求。因此，本章

拟采用BP法对煤矿开采巷道所处的地应力场

分布规律进行反演，并将反演结果作为巷道支

护设计基础。

2.1  BP神经网络原理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有数十种之多，比较典

型的人工神经网络有BP网络、Hopfield网络、

ART网 络 、 CPN网 络 、 Daruin网 络 等 ， 其 中

BP网络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模型，据

不完全统计，大约有80%～90%左右的神经网

络均采用了BP神经网络或BP神经网络的变换

形式。

BP神经网络模型采用的是BP算法，该算法

最早是由Ramelhart等于1986年提出的。BP算法

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分别为正向计算和误差反

传。BP神经网络则是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一

个输入层、一个（或多个）隐含层和一个输出

层组成，并且网络中每一层的节点仅与同该层

相邻的下一层的各节点相连接，如图1所示。

Study on Bolt Support of Roadway Driving along Goaf in Fully Mechanized 

Caving Face
ZHANG Miao, LI Jing-jing, LI Jian-pei

（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Pingdingshan, Henan , 467001）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optimal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bolt support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in-situ stress of roadway driving along the roadway in a fully mechanized top coal caving face.

Key words: driving along the road; geostress; BP neural network; numerical simulation; mine pressure 

observation

      [P ,  minP,  maxP,  T ,  minT,  

maxT]=premnmx (inputs, outputs)

步骤2：创建BP网络，如图3.4所示。

net =newff(minmax(P), [9, 3], {‘tansig’, 

’purelin’}, ’trainlm’);

步骤3：由于BP算法存在收敛慢，易限

于局部极小值等问题，本文拟先利用遗传算

法对网络进行优化，即采用matlab中的gaot工

具箱对BP神经网络的网络权值和阈值进行优

化 。 经 计 算 ， 遗 传 算 法 的 编 码 长 度 为

S=R*S1+S1*S2+S1+S2=75，种 群 规 模 参 数

popu=50，遗传迭代次数设置为gen=100。然

后 调 用matlab中gaot工 具 箱 中 已 编 制 好 的 函

数，并绘制收敛曲线图，如图2所示。

步骤4：将初步得到的权值矩阵赋值给尚

未开始训练的BP网络，然后设置网络的训练

参数。

net.trainParam.show=1

net.trainParam.lr=0.05

net.trainParam.epochs=10 000

net.trainParam.goal=0.001

net.trainParam.mc=0.95

输入层 输出层

隐含层

信号层

误差反传（学习算法）

期望输出向量

（导师信号）

- +

图1  BP神经网络模型结构

BP网络的计算由正向和反向传播两个过

程组成：正向计算过程指的是将输入信息从输

入层输入，经过隐含层的逐层处理，然后传递

给输出层，在正向传播的过程中，每一层神经

元的状态仅影响下一层神经元的状态；如果输

出层得不到期望的输出，则转入反向传播过

程，将输出误差信号沿原来的连接通路返回，

经过隐含层逐层并传递至各层所有的神经元，

然后通过修改各层神经元的权值，使得最终输

出的误差信号达到最小。

简单来讲，BP神经网络模型就是把一组

样本的输入输出问题转变为了非线性优化的问

题，完成了输入与输出的非线性映射。为了提

高BP神经网络的性能，人们提出了惯性校正

法，Evenberg-Marquardt算法、L-M算法等多

种改进的方案。

2.2  网络的实现步骤

步 骤1：确 定 输 入 输 出 数 据 ， 然 后 利 用

premnmx()函 数 ， 对 输 入 输 出 数 据 进 行 归 一

化，消除数据的量纲效应，归一化后输入输出

的取值范围为[-1, 1]。

inputs=[输入样本]

        outputs=[输出样本]

图3.4  网络模型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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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取 巷 道 顶 底 板 及 两 帮 中 点 作 为 记 录

点 ， 对 巷 道 顶 底 板 及 两 帮 位 移 进 行 检 测 记

录，巷道记录断面为模型中部y=90m位置处。

对掘进期间巷道各监测点的位移记录值进行

整理，得到不同锚杆间排距条件下巷道开挖

支护平衡后巷道围岩变形量，如图4所示，图

4（a）中横坐标阿拉伯数字1，2，3……所示

含义见表4所示。

图2 收敛曲线图

步骤5：开始训练BP网络，得到最终的网

络权值。网络最终训练结果图所示模型尺寸

设置为：长240m、宽180m，高100m，整个模

型单元划分为250 704个单元，包括265 808个

节点，进行网格剖分后的几何模型。数值模

拟过程共分为四步，根据工程现场实际及相

邻矿区实践经验选取窄煤柱宽度为5m，为了

突出不同支护方案下巷道围岩变形情况，所

有模拟结果图均以该沿空掘巷中心为模型中

心并放大40倍。

3  巷道掘进期间数值模拟

巷道掘进期间不同锚杆间排距条件下巷道

围岩变形量的数值模拟结果如图3所示。

锚杆排间距为600×600mm

锚杆排间距为600×700mm

图3 锚杆间距不同时的掘进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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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锚杆支护后的巷道变形量图

4  巷道表面位移观测

4.1  掘进期间巷道表面位移观测

掘进期间巷道表面位移的监测布置3个测

站，分别对巷道掘进后顶底板与两帮的移近量

及移近速度进行观测，对相应的观测数据进行

汇总整理得出变形曲线以及以下结论。曲线图

如图5所示。

5  结论

本文从综放沿空掘巷地应力实测入手，根

据地应力实测值运用BP神经网络对巷道的地应

力 场 分 布 规 律 进 行 了 反 演 分 析 。 利 用

FLAC3D数值模拟软件建立模型，通过数值模

拟研究确定了较为合理的巷道初步支护参数。

通过现场巷道位移监测及锚杆（索）受力的数

据进行分析，对巷道整体的支护效果进行了分

析评价，本文主要结论有：

（1）地应力是推动巷道围岩发生变形破

坏与运动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引起矿井动力

灾害的根本原因，以地应力实测值为基础对巷

道围岩进行锚杆支护设计更为准确，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2）目前比较成熟的地应力实测方法有

应力解除法、水力压裂法、应力恢复法等，但

均存在工程量大，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时间

等成本及大量的工人劳动量等问题，因此要在

工程现场进行大规模的地应力测量是不现实

的。以有限典型地点的地应力实测值为基础对

研究区域的地应力场分布特点及分布规律进行

反演，在此基础上对综放沿空掘巷进行锚杆支

护设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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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的重要支柱，有效地提高了电子信息工

程的技术质量以及创新能力。计算机网络技术

的发展仍然有很强劲的前景，智能化、远程化

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这也影响着电子信息工

程的发展趋势，使电子信息工程不断向便捷

化、远程化、智能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电子

信息工程需要不断开发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

途径和模式，使计算机网络技术能够不断在实

践中推动电子信息工程的发展，在社会、生产

和人们的生活中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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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生物技术的日益发展，酿酒酵母在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本文主要介绍了

生物技术中的后基因组技术在酿酒酵母研究中的进展，提出对酿酒酵母的综合基因组信息、生物信息学

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研究策略。并概述了利用该手段对酿酒酵母进行功能分析、研究和改造的情况。

关键词：酿酒酵母；生物技术；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Q815      文献标识码：A  

第一作者简介：张淼，讲师，研究方向：建筑与土木工程，现任职于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酿酒酵母（Saccharomyce scerevisiae）是酒

精工业及食品工业等行业重要的发酵微生物，

也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一种酵母。在现代分

子和细胞生物学中，酿酒酵母与动物和植物细

胞有诸多相同的结构，被用作真核模式生物。

1996年，酿酒酵母的基因组测序工作已经完

成，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对酵母进行多种功能

基因的研究。后基因组时代到来，研究重心转

入对基因组生物学功能的研究。后基因组学主

要包括调控代谢机制，不同高通量的研究技术

手段（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

谢组学）及利用现代生物信息学对结果进行分

析和处理。

酿酒酵母的生物技术研究进展

徐明磊，张旭伟，孙亚楠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1）

1  后基因组时代酿酒酵母研究的主要方

法简介

1.1  基因表达的连续分析技术

1995年，Velculescu等首次建立了基因表

达的连续分析技术，使用碱基标签代表转录物

特征序列，将核苷酸顺序以连续数据形式输入

计算机中进行处理，从而对基因表达作定性和

定量的分析技术。其中基因转录产物-转录物

特定区的短核苷酸标签，足以特异确定该基因

的信息。SAGE可用于大量定量的、平行的转

录本分析。李永平等利用SAGE标签产生长片

段cDNA应用于基因识别技术，将白念珠菌的

酵母相和菌丝相17 bp的LongSAGE标签扩增至

Advances in Biotechnology of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XU Ming-lei, ZHANG Xu-wei, SUN Ya-nan

（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Pingdingshan, Henan , 467001）

Abstract: The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has been extensively used as a model eukaryotic system. In the last 

decade, genomic techniques have revealed important features of its molecular biology.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the methods of post-genomics applied on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and review the most recent 

applications of post-genomic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between laboratory strains and wine 

yeasts in yeast physiology. We also report recent advances in wine yeast strain improvement and propose a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integration of genomic information, bioinformatic tools and molecular biology 

techniques for cellular and metabolic engineering. Finally, we discuss the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for using biotechnology in the wine industry.

Key words: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biotechnology Advances; 

相应的3′cDNA端，获得了数百个碱基片段，

测序分析发现超过95%的碱基与已知基因相

同，包括原有17 bp的SAGE标签，说明获得的

序列为已知基因。Rodrigo Malig等将SAGE方法

应用于酿酒酵母基因组，结果显示，10%的转

录与未标明的酵母基因组区域相匹配，稳定期

后期的表达标签与已知实验室酵母基因组的任

何区域都不匹配。

基因表达的连续分析技术具有对整个基因

组表达做全面分析、灵敏度高、准确度高等优

点。既克服了差异表达、消减杂交技术只能分

析有表达差异的基因和对低含量转录子灵敏度

低等缺点，又不同于只能分析已知基因表达的

DNA芯片技术，SAGE可以分析已知和未知基

因 的 表 达 。 因 此 ， 利 用 SAGE库 （ 如 NCBI 

SAGEmap）提供的标签有望发现新的基因。

SAGE对高表达基因的分析效果很好，但对不

属于高表达的基因仍具有局限性，因为它们出

现在测序中的次数可能只有一次或两次。相对

其它排列平台，用此技术得到低水平表达的信

息且具有统计学上的有效性，需要测序更大一

套的多联体，并花费大量的成本和时间。

1.2  DNA芯片

DNA芯片又称DNA微阵列，20世纪90年代

兴起的一项尖端生物技术。该技术把大量已知

序列探针集成在同一个基片（如玻片、膜等）

上，即将把核酸片段通过体外转录、扩增、分

子杂交等技术标记荧光物质或发光物质底物酶

后，与芯片特定位点上的探针杂交，荧光扫描

仪获取杂交结果，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综合分

析，获得被测样品中大量基因序列和表达信

息、杂交信号强度及分布模式图谱。Brown等

应用DNA芯片技术，研究从葡萄糖转化成乙醇

的发酵到利用乙醇有氧呼吸代谢过程的基因表

达。结果发现，当葡萄糖耗尽时，约6 000个编

码蛋白的基因中35%的基因有明显的变化。张
-1岩等用盐酸小檗碱（100 μg·mL ）处理酵母

细胞90 min后，抽提细胞的RNA进行反转录荧

光标记cDNA，与DNA芯片杂交，激光扫描仪

检测杂交信号。结果显示，共有545个基因受

到诱导，38个基因受到抑制。

DNA芯片具有高集约化，高灵敏度，高通

量平行分析，样品用量极少，简便，在同一杂

交板上用同一杂交反应进行不同样品的比较等

优点。

1.3  代谢足迹法

代谢足迹法是根据质谱或核磁共振的检测

结果对细胞外的代谢产物进行分析，得到代谢

特征图谱的技术。在功能基因组分析中，代谢

足迹技术对剔除某基因后，菌株的代谢类型及

模式行为的研究非常有用，区别一些作用位

点、模式和新的代谢物。

Allen等用DIMS分析法将酿酒酵母培养基

上清液直接注入正离子低分辨率的电喷雾质谱

中进行分析，得到扣除单基因酵母菌株的平均

足迹。Pope等利用DIMS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

和气相飞行时间质谱比较不同酿酒酵母菌株的

代谢足迹分析，结果发现，这两种分析方法之

间无实质性区别。Mas等利用DIMS技术和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进行酵母株系代谢足迹分

析，结果发现DIMS可以提供更全面的质谱信

息。但是该方法只能作为筛选工具，不能进行

代谢物定量分析。

1.4  代谢工程

代谢工程是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改变细胞

的代谢途径。 Steen等改造酿酒酵母正丁醇代

谢途径，通过选择合适的同工酶将正丁醇的产
-1量扩大了10倍，高达2.5 mg·L 。张晓阳等将

酿酒酵母海藻糖代谢工程与全基因组重组技术

相结合，改良了工业酿酒酵母菌株的抗逆性和

乙醇发酵性能。高糖、高乙醇浓度和高温条件

下，得到的改良菌株生长与乙醇发酵性能均有

不同程度的改进。利用代谢工程和杂交介导的

全基因组重组结合，是提高酿酒酵母抗逆性及

乙醇发酵性能的有效策略和技术途径。

2  现代生物技术背景下葡萄酒酿酒酵母

的研究方向

2.1  调控发酵过程相关基因的研究

葡萄酒酿造过程中存在霉菌、酵母、细菌

（醋酸菌和乳酸菌）和病毒（真菌病毒和噬菌

体）等多种微生物，随着葡萄醪中环境的变化

而发生改变。每种微生物对葡萄酒成分的改变

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产生

的香气，是不能通过对纯接种发酵后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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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混合而产生的，这一点我们已经通过代谢

足迹法对纯接种发酵、自然发酵以及混合发酵

进行研究而证实。

由于葡萄醪的环境并不适合大多数的微生

物 生 长 ， 因 此 用 于 接 种 的 酵 母 必 须 适 应 低

PH（2.9—3.8）、高渗透压（耐受糖含量高于
-1300 g·L ），还 有 高 SO 含 量 （ 40—100 2

-1mg·L ）的条件。发酵启动后，酵母发酵的生

物化学变化引起了多种限制因素的增加，如氮

源 的 缺 乏 （ 在 发 酵 启 动 前 总 氮 为 50—600 
-1mg·L ，但这些氮源会在发酵开始后迅速消耗

殆尽）、温度的变化及酒精的毒害等。酵母对

如何适应这些不利因素和应答代谢机制，知道

的还太少。随着近来功能基因组学手段对工业

发酵过程的研究，了解和鉴定了调控相关过程

的基因及调控代谢过程中的转录因子。表中列

举了与工业发酵过程3个阶段：调整期、对数

期和稳定期耐受性相关的基因。酿造过程进入

稳定期后，胁迫应答被触发，表现为普遍环境

应答、环境胁迫应答和热休克基因表达，在基

因表达的连续分析技术中得到证实。该发生与

氮源的缺乏有关，主要是由于酒精含量的升

高，使编码与质子动态平衡相关的调控基因

HSP30和PMP2表达，对发酵稳定期的胁迫条件

表现出服从。另外，海藻糖的积累也与酒精度

的升高有关。目前，发酵3阶段研究发现的基

因外，麦角甾醇的合成基因，脯氨酸氧化酶基

因以及其它与电子传递链相关的基因也被检测

了出来。

2.2  葡萄酒发酵过程中酵母生理的研究

2.2.1  实验室菌株和商业菌株特性

对环境条件适应程度不同，实验室酵母和

商业酵母从进化上展现出两种不同的方向。实

验室菌株被分离和纯培养扩繁已有几十年的历

史，它们能在低碳源的条件下生长，同时高效

快速地进行糖代谢。商业酵母则依据适应酿酒

过程中严酷环境而进行筛选，主要表现为克服

氮源缺乏的能力，这种特性是由于在合成代谢

和分解代谢中与氮源有关的过程中相关基因的

表达。实验室菌株对于某些逆境条件的适应和

应答基因，已经通过研究对其特征进行了确

认，如氮源的缺乏、厌氧环境、酒精胁迫、高

渗透压和低温。商业酿酒酵母在酿造过程中也

会遇到类似的胁迫条件，但是将实验室菌株的

某些优良特性移植入商业酵母来应对胁迫，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实验室菌株往往发酵性能

弱，实验室的标准培养条件与葡萄酒酿造的实

际条件相差甚远，多种胁迫条件会在酿造过程

中进行积累并顺序发生。

2.2.2  酿酒过程中不同基因的表达情况

代谢网络的组成分析，是通过对转录组学

分析而得到相应代谢控制信号的方法，如用

DNA微列阵和SAGE来确定发酵某一个关键控

制点上拥有关键活性作用的转录因子。代谢网

络组成分析的应用可以获得发酵过程中转录组

学的数据资料，从而了解和调节酵母在任何特

殊条件下胁迫的应答。进一步，利用转录组学

的研究，确定特定条件下表达的基因（如只在

稳定期后期、低温条件下或氮源缺乏等条件下

才表达的基因）。这些基因可用来获得特定的

调控序列，控制自然的或人为引入的基因表

达，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得到相应基因表达的产

物。利用代谢网络组成分析，通过对特定基因

的人为调控，以现有的技术可以控制酿酒酵母

发酵过程中代谢产物的量、分泌时期及分泌条

件。Ye等利用NCA法分析酵母的活跃转录子浓

度及启动子的亲和力，确定其在单核苷酸多态

性形式干扰下的遗传变异。

微列阵技术被用于商业酵母对高糖（高渗

透压）的代谢应答的研究。Francisco Pizarro等

通过微阵列技术比较了连续培养条件下实验室

菌株和商业菌株，发现商业酵母中HXT1、

HXT6/7、ENO1和PDC5基因表达上调，与在高

糖条件下糖酵解有关的基因（HXT1、HXT5、

ENO1、PDC6、GLK1、GPM2）上调相吻合。

总的来说，自然筛选更倾向于选出高糖酵解通

量的商业菌株。

另外，对葡萄酒酿造过程中氮源对酵母基

因表达影响的研究也已开始。氮源的缺失导致

相关生物合成基因的下调，伴随着含氮丰富生

物大分子的分解。同时，对实验室菌株和商业

菌株在周密控制的连续培养条件下氮源的缺乏

进行了研究，该条件下，编码尿囊素的DAL基

因被认为是氮源缺失的标志。由于在氮源缺乏

的条件下，DAL基因表达水平不同的实验室菌

株和商业菌株消耗了相同数量的氨，惟一的不

同在于细胞内游离氨基酸含量的不同。

2.3  商业酵母改良的研究

新商业酵母的要求，既有酿酒师导向又有

消费者导向。酿酒师需要控制成本，以最少的

成本酿制出好酒。因此，所需酵母需要具有促

进发酵的进程、适应环境、耐受酒精和渗透

压、有效利用氮源率和对应抗生素的抗性等能

力。为使发酵过程更加有效，可以通过促进蛋

白质和多糖的澄清，控制细胞沉降、絮凝和漂

浮 在 液 体 的 表 面 。 也 可 采 用 添 加 溶 菌 酶 和

SO 的方法，控制病害微生物对葡萄酒商业价2

值的不良影响。消费者追求葡萄酒保健养身的

功效，更注重红酒所带来的丰富的感官享受。

通过对商业菌株进行改良得到新商业酵

母，传统的方法为：对变体的菌株进行筛选、

诱变育种、杂交育种、罕见杂交、利用细胞质

导入和原生质体融合等，用普遍的标准，如发

酵能力、酒精耐受力和不产生硫化物和亚硫酸

等不良风味的能力等对其筛选。这些方法适用

于由相关的多基因调控的某些特性，得到的酵

母菌株不被认为是基因改良生物。因此，既不

会像转基因酵母一样受到广泛的质疑，也不会

受到像GMOs一样受到严格的监管。

基因组学技术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对细菌和

真菌进行生物工程改造。改变某一所需性能的

相关基因，或导入某些性能的基因从而构建新

的商业菌株，是改良商业酵母最直接、有效的

方法。与传统改良酵母的方法比，目标性强、

省时、省力。尽管有多种酵母基因改良的报

道，但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是增加或减少某一

特性，而不可能不引起酵母细胞其他方面表现

的改变。

其它酵母菌株优化方式包括在恒温培养条

件下的定向进化（菌株驯化），如恒化器、

Brown和Oliver发明的相互作用的连续筛选。

Ferea等利用该方法优化了酿酒酵母，并对优化

菌株的葡萄糖代谢进行了研究，比较亲本菌株

与在葡萄糖缺乏的培养基上培养250—500代的

3个子代菌株。结果显示，每个子代菌株利用

葡萄糖的生物量都有所增加，未能利用葡萄糖

的菌株仅为亲本的1/3。微列阵技术被用来确

定变种酵母中转录水平的变化，3个子代菌株

中基因表达的情况非常相似。与亲本比，基因

表达的改变主要在糖酵解、三羧酸循环、氧化

磷酸化及代谢物质的转运过程。虽然试验是在

碳源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但对于商业酵母的

改良工作还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研究商业

菌株在氮源缺乏条件下转录水平的变化情况。

3  前景与展望

基因工程在葡萄酒产业中具有巨大的应用

潜力，基因改良菌株发酵的葡萄酒在推向大众

之前，须先经过明确的感官品质证实，确保经

济和健康价值上的提高。在后基因组学时代，

商业葡萄酒酿酒酵母的改良是将基因组信息、

生物信息学工具和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整合。

因此，必须通过有计划的设计、合理的综合技

术应用及结果的检测，从而达到定向改良菌株

的目的。葡萄酒的酿造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希望通过对葡萄酒酵母的改良，得到满足大众

及酿酒师需要的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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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且          ，          是函数                               的迭代函数：

关键词：Evans三角形；本原Evans三角形；Evans比 ；迭代函数    

中图分类号：O156.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永利，副教授，研究方向：基础数学。现任教于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1  引言及引理

1977年，R.Evans在《美国数学月刊》上
[1]提出一个未决的问题 ：“求出所有的整数边

三角形，使它的某个高与底边之比为整数．”

这一问题被 R. K. Guy收录在著名的《数论中未

解决的问题》 一书中，通常被称为Evans问

题． Guy曾指出：这个比不能为1和2，但可以

为 3（ 例 如 边 长 分 别 为 4,13,15的 整 数 边 三 角

形，第一条边上的高为12），并提出问题：这

个比能否取大于3的整数？

定义某个高与底边之比为整数的整数边三

[2]

关于Evans问题的四簇新解

李永利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角形为Evans三角形，称Evans三角形的某个高

与底边之比为整数的比为Evans比。

约定           表示△ABC的三边长， 表示   

   边上的高  与   边长之比（即Evans比）。  为

大于1的整数。

Evans三角形是数论中一个没有完全解决

的问题，十几年来引起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与

探究，得到Evans问题的一些解，给出 Evans三

角形的六种类型，分别是

Four New Solutions to Evans Problem  

Li Yong-li

（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 Pingdingshan, Henan, 46700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ing the problem of Evans triangle .we use a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Evans triangle 

to construct four new Evans triangle, its Evans ratio is 

                                            whileis positive integer, and         ,           is  iterative function of the function 

Key words: Evans triangle; primitive  Evans triangle; Evans  ratio; iterative function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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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质检总局标法中心、山东检验检疫局、济宁市政府三方共同签署协议，国内首个大

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落户济宁。

根据协议，济宁市政府在金乡县成立由检验检疫部门主导的国检贸易便利化服务中心，承担基

地日常工作，组织大蒜、洋葱等行业协会、部分企业与相关食品农产品认证机构的专家开展相关研

究评议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加强合作，深化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和“金乡大蒜”地理

标志品牌建设。

据统计，我国约40%的出口企业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而限于人员不足、信

息渠道有限、成本压力等原因，多数企业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应对，只能被动承受。

山东是农业生产和出口大省，济宁是食品农产品重要产区，其中大蒜产品每年出口约80万吨，

货物总值约为1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大蒜总量的50%左右。基地建成后，将有效发挥济宁大蒜出口

集散地优势，汇聚政府、行业、企业力量，参与大蒜等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和应对，开展国外

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采集、分析评议、培训指导，帮扶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助推大蒜等

产品出口。

同时，借助技术性贸易措施倒逼机制将促进我国大蒜等初级农产品产业转型升级。据估算，评

议基地可为济宁市减少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10%，每年可为大蒜等产品出口企业减少1 000万美元的

直接损失。

中国质量新闻网

首个大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落户济宁



本文将给出Evans问题的四簇新解，由此

可得出无穷多类Evans三角形。为此，先给出

两个引理：

引理1  设            为正整数，满足

则以            为三边长的△ABC是Evans三角

形，且Evans比为

因           为正整数，故以             三边长可

构成整数边三角形。又因

再由（8）式知          整除         ，故     为

整数，从而△ABC 是Evans三角形。

引理1证毕。

引理2  设   为正整数，函数                   ，

定义                           ，其中                        ，并

记                 ，则

证明可用数学归纳法给出，此处从略．

注：显然                    ，     是       的         次

迭代函数。

2  定理及证明

下面给出四个定理．

定理1  设        为正整数，且        ，函数

                   ，定义                               ，其

中                    ，并记                 ，                ，令

则以为三边长的三角形是本原Evans三角

形，且Evans比为

  证明  由题设条件及（12）式可知         均

为正整数，且由引理2及（12）式可知：      

满足                        （见下面    的计算） ，

于是由引理1可知，以（9）式确定的          为

三边长的三角形是Evans三角形，其各边长同

除以公因子

得到与其相似的Evans三角形，其三边长

    仍记为，即得（13）式．由（4）式可

得其Evans比为

即（14）式成立。

下 面 证 明 此 三 角 形 为 本 原 Evans三 角

形．为此先证                     。

实上，易证                                              。

因而                                                         ，因此

                       ，即                        ，于是

               。

由于                    及    的表达式知             ，

从而            。再由                  可知                  ，

又因           ，所以               ，进而                  ，

因此△ABC 是本原Evans 三角形。

定理1得证。

类似地，可得以下三个定理：

定理2  设        为正整数，且          ，函数  

                 ，定义                              ，其中                  

              ，并记                ，                  ，令

则以              为三边长的三角形是Evans三

角形，且Evans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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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为正整数）时，三角形是本

原Evans三角形。

证明  仿照定理1的证明，可证以（16）式

确定的           为三边长的三角形是Evans三角

形，其Evans比由（17）式确定 具体证明，

此处从略

下面证明：当              （   为正整数）时，

三角形是本原Evans三角形

。

。

。

设                        则                 ，由           知 

     或     的其它因数。由                           ，           

                ，                        可知 

                                         ，所以                ， 

          因而           或        ，而当            时，                    

                                                                     ，

即                故 只有          ，即                      ， 因

此△ABC 是本原Evans 三角形。

定理2证毕。

定理3  设         为正整数，且           ，函数

                 ，定义                              ，其中

          ，并记              ，                         ，令

则 以         为 三 边 长 的 三 角 形 是 本 原

Evans三角形，且Evans比为

证 明   仿 照 定 理 1的 证 明 ， 可 证 以

（19）式确定的           为三边长的三角形是

Evans三角形，其Evans比由（20）式确定。具

体证明从略。

下 面 证 明 ： 此 三 角 形 是 本 原 Evans三 角

形，即证                     。

事实上，易证                                          ，

因而                                                           ，因此           

                ，即                 ，于是                。 

由于                   及     的表达式            知，

从而            ，因此得                                。而

                                                           ，所以 

              ，因此                                           ，

即              ，又因           ，所以              ，进而             

          ，因此△ABC 是本原Evans 三角形。

定理3得证。

定理4  设         为正整数，且          ，函数

                ，定义                                 ，其中        

                ，并记                   ，令

则以         为三边长的三角形是Evans三角

形，且Evans比为

当             （   为正整数）时，三角形是本

原Evans三角形．

定理4仿上可证，证明此处从略。

3   若干重要推论

由定理1可得以下两个推论：

[8]推论1.1  令

则由（13）式确定          的为三边长的三

角形是Evans三角形，其Evans比为（9）式，即

这是定理1当           时的特例。

推论1.2  令

则由（13）式确定的            为三边长的三

角形是Evans三角形，其Evans比为

这是定理1当               时的特款。

由定理2可得以下两个推论：

[5][6]推论2.1 令

则由（16）式确定的           为三边长的三

角形是Evans三角形，其Evans比为

[5] [6]此结果分别见文 、文 的例6。这是定理

2当            时的特例。

推论2.2  令

则由（16）式确定的           为三边长的三

角形是Evans三角形，其Evans比为

 

这是定理2当            时的特款。

由定理3可得以下两个推论：

推论3.1  令

则由（19）式确定的           为三边长的三

角形是Evans三角形，其Evans比为

这是定理3当            时的特例。

推论3.2  令

则由（19）式确定            为三边长的三

角形是Evans三角形，其Evans比为

这是定理3当时的特款。

本文四个定理给出了Evans问题的四簇新

解，当或取定值时可得出无穷多类Evans三

角形。

此外，若记            ，       ，                  ，

则由引理1可得文[9]的结果：

命题  设         均为正整数，满足             

为正整数，且                                         ， 

令

                         

则以         为三边长的三角形是Evans三

角形，且Evans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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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寒山月亮意象着笔，从“寒山与月亮”、“寒山诗歌中描写的月亮意象”、“寒山诗歌

中的月亮意象及审美价值”三方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寒山；诗歌；月亮；意象

中图分类号：T222.7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袁恒雷，中学二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现任职于吉林省桦甸市第一中学。

“意象”是一种以语词为载体的修辞艺术

的基本符号，它是语言表达中的一种文化情感

的集结，是作者经过审美经验的筛选，融入特

定的情感和意味，用语言媒介呈现出来的并能

够引起读者的心理画面和文化记忆的某种物

象。“月亮”这一意象经过无数文人长期锤

炼，使其意蕴深厚，情感丰富，表现力极强。

千古明月，无言地审视着尘世的沧海桑田，人

们从它的阴晴圆缺里浮现出种种遐想。月，从

它进入中国文化殿堂开始，千百年来，人们对

其怀着特殊而执著的情感，或思之，或惑之，

或寄之，或怀之，或忆之，沐一身之清辉，洒

一空之明月，旨趣益远，抒发胸襟，舒展着对

天地人生的思索，寄托着对人情世故的眷念。

诗的意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特点，最能见出

诗人的风格。一个意象成功地创造出来以后，

虽然可以被别的诗人沿用，但往往只能在一个

或几个诗人笔下才具有生命力。以致这种意象

便和这一个或几个诗人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

诗人的化身。在寒山现有的三百余首诗歌中，

论寒山诗歌中的月亮意象

袁恒雷

（苏州科技大学，江苏 苏州，215009）

直接写到月的共有三十二首，占其总数十分之

一强。虽然数量上不多，但却是寒山诗作中最

具有文人诗气息的作品！

月亮在《诗经》中已多次出现，《邶风·

日月》有“日居月诸，照临下土”，《齐风·

鸡鸣》有“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但这些诗

句中的月是比兴之用，还不是作为正面的审美

对象。明月意象在汉魏南北朝的乐府和诗赋

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其特点是无论在

文人化还是民间化方面，都出现了更加多姿多

彩的展开和深入。《古诗十九首》之“明月何

皎皎，照我罗床帏”一诗，开始把明月和闺思

交融抒写，成为后世诸多诗人明月意象思维的

重要母题。

1  寒山与月亮

在寒山诗中，月亮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艺术

家，被赋予了多情明丽、情意绵长、亲切宜人

等诸多形象。有描摹乐姬夜宴时的场景：“鹦

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有诗人对月吟唱的

场景：“入夜歌明月，侵晨舞白云”；有诗人

Discussing the Moon Image in Hanshan’s Poetry 
YUAN Heng-lei

（Suzh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9）

Abstract: The moon image and the aesthetic value are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from three aspects of 

“Hanshan and the moon”,“the description of the moon in Hanshan’s poem”, “moon imagery and 

aesthetic value”.

Key words: Hanshan; poem; moo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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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至25日，“2017远东无损检测新技术论坛”在陕西西安召开。本届论坛以“一带一

路——无损检测新起点”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损检测专家、学者、技术人员、仪器厂商，进

行思想的碰撞、智慧的交流，推广无损检测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展示新的研究成果。

论坛由质检总局、陕西省政府支持，陕西省质监局、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

技术研究院等单位承办，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等18家单

位协办。

“远东无损检测新技术论坛”已连续举办了13届，是立足中国、辐射海外的无损检测领域专业

技术论坛，范围涵盖管道、压力容器、航空航天、高铁、船舶、核电、风电、机械制造等工业领域

及相关的仪器装备制造领域，在技术上涉及超声、电磁、数字辐射、红外、激光等各种无损检测新

技术新方法，论坛在促进中国无损检测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济新常态下，提质增效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无损检测又与工业发展紧密相连，

是控制产品质量、保证在役设备安全运行的重要手段，无损检测水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衡量国

家工业和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

据了解，论坛将围绕核电、数字射线、“十三五”NQI专项、相控阵、光声与超声、新能源、

电磁、残余应力检测与调控、高铁、“机器人+”、船舶与海工、石油管及装备无损检测技术共举

办12场学术报告专场，总计学术报告将超过250场。同时，一大批当今最先进的无损检测装备将在

论坛上亮相展示。

                                                     中国质量新闻网

2017远东无损检测新技术论坛在陕西西安召开



愁绪难遣的对月感慨的场景：“三界横眠闲无

事，明月清风是我家。”他的这些咏月诗形态

各异，气象万千，感情不一而足，展现了寒山

丰富的精神世界。寒山是月亮的知己、参悟

人，每当他写到月亮时，他是把月亮作为友

人、亲人、甚至爱人来倾诉交流的，用心灵与

其对话，用一颗最纯真的心、毫不掩饰地向其

敞开心扉，用最纯洁、最炙热、最真诚的情感

与月亮相拥。

从寒山多姿多彩的三百余首作品可以看

出，寒山的一生也是曲折跌宕的。他生命的大

部分时光归隐于寒岩，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

自然界里，松林鸟兽是他的邻居，明月清风是

他的家人，端的做到了以天为被、以地为席，

将自身融于天地之间的终极和合状态。而这其

中，月亮是其不可或缺的良友，他把整个月亮

拥入怀中，装在碗里，是他打坐时的守护者，

是他访友归路时的指明灯。月亮意象在寒山诗

作中大放异彩，不但因为月有照见离人的情

愫、温馨怡人的风致、飘逸脱尘的气韵、晶莹

高洁的品格，而且因为它善解人意，能够慰藉

人孤寂悲苦时的心灵，并伴随其度过漫长而又

寥落的归隐生涯，使其忘记尘世的纷扰，在静

谧恬淡的世界里，参透三界的奥秘，人生的真

谛，为尘世的芸芸众生寄语一句句至语良言。

月亮之于诗人，是一种凸显生命状态和皈

依情感的凝结，可谓月亮情结。我国在商周时

就有了对于月亮的崇拜，天地六宗信仰体系

中，月神是作为天宗之一享受祭祀的。《山海

经》曰：“月女子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

有二，此始浴之。” 这是关于月亮诞生最早的

神话。至秦汉以后，民间就有了拜月风俗，显

著地表现在每年的中秋节。另外，由于月亮的

隐显、圆缺、月食等现象，进一步激发了人们

的想象，民间便流传起关于月亮的传说，将月

亮进一步神化，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故事成

为众多文人创作的永恒素材。由于月亮出现在

夜晚，与太阳相对而属阴，又因它的晶莹澄

澈，往往寄托人们对母性的向往与怀念，人们

也把追忆和怀念留给远古母性社会，赞美一个

消逝的社会的温馨与柔美，这便导致了阴柔美

学的形成与发展。人们在精神上不断回归，追

求阴柔美的文化精神，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的太

阳神精神相对的柔性氛围。所以，月亮又成为

人类崇拜的原始女性的象征意象。这一系列的

文化传统积淀在唐朝诗人的心里，成为大唐诗

歌灿烂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寒山积极汲取了这

一养料，成为写月诗人的杰出代表。

从诗人独特的心理倾向看，寒山月亮情结

可以梳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寒山隐逸时的浪漫主义气质、得

道高僧的文化性格看，他必然选择“月亮”这

一意象作为传情达意的重要载体。山岳、树

林、溪流、日光，如果单就它们直接呈现的样

子看，都不过作为山岳、树林、溪流、日光等

为人所认识，但是这些对象本身已有一种独立

的旨趣，因为它们呈现出的是自然的自由生

命，这就在有生命的主体里产生一种契合感；

客观事物的某些特殊情境可以在心灵中唤起一

种情调，这种情调与自然的情调是对应的。人

可以体会自然的生命，以及自然对灵魂和心情

所发出的声音，所以人才会在自然里感到亲切

与产生归属感。人与自然都是有生命的，月亮

可以与人沟通，与人的心理、情绪、情感达成

一一的默契，所以寒山诗中的月亮给人的不是

抽象的感觉，而是一种审美意象，具有独特的

人格和动人的情趣，借此传达出一幅幅静谧优

美的寒山图画和一种种真挚饱满的情感。

其二，从寒山坎坷的人生经历来看，月亮

阴晴圆缺的自然变化恰好与人生际遇十分契

合。“一为书剑客，三遇圣明君。东守文不

赏 ， 西 征 武 不 勋 。 学 文 兼 学 武 ， 学 武 兼 学

文。”（《一为书剑客》可以看出，早年的寒

山和所有唐朝知识分子一样，有经国济世的入

世抱负，但却又和大多数失意不得志的文人一

样，文武双全的他报国无门，沮丧之余，不得

已归隐寒岩。这种思想难免是矛盾的，既有积

极有为的进取，又有消隐遁迹的出世逃避；既

有张扬自我、不卑不亢的清高，又有想兼济天

下、成为权贵的夙愿。所以，寒山这些看似坎

坷的人生遭遇一定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其诗

作中，而这又与月光的飞动虚无、月华的飘渺

迷离十分契合。

再次，月亮世界是诗人建构的人生理想。

月亮是表达孤寂清冷、脱俗离尘的固定意象，

诗人的家庭际遇、仕途经历都是他不堪回首的

痛苦过往，他需要一方净土来颐养他的心灵，

而月亮远离尘世的喧嚣、永远孤傲清冷的本色

恰好符合诗人的追寻，它最终成了寒山归隐时

不离不弃的佳朋，是治愈其尘世创伤的良药，

寒山引其为最主要的知己，是他用心呵护的终

极精神家园。

2  寒山诗歌中描写的月亮意象

寒山与月的关系是极为特殊的，他将其喜

怒 哀 乐 诸 般 心 绪 都 诉 之 以 月 。 笔 者 对 寒 山

300余首作品统计后，归纳出月亮意象出现了

32次。在这众多的月亮意象中，有静态的月：

如明月、圆月等；有动态之月：如月尽、月

照、月挂等；有不同时间的月：如晓月、秋

月、暑月、寒月等；有不同形态的月：如月

轮、孤月、圆月等。在这一月亮世界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是“明月”，达9次之多，如

“入夜歌明月，侵晨舞白云。”（《智者

君抛我》）

“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

（《世间何事最堪嗟》）

“明月照时常皎洁，不劳寻讨问西东。”

（《千年石上古人踪》）

“白云朝影静，明月夜光浮。”（《今日

岩前坐》）

“草座山家有，孤灯明月轮。”（《寒山

唯白云》）

“明月照，白云笼。”（《重岩中》）

在“明月”这一类型的意象之作中，《世

间何事最堪嗟》可谓代表。“世间何事最堪

嗟，尽是三途造罪楂。不学白云岩下客，一条

寒衲是天涯。秋到任他林落叶，春来从你树开

花。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此

时的寒山在天台寒岩已经隐迹了相当长的时

间，已经对孤寂幽冷的寒岩环境早已适应。并

且，在此处他的佛学修为精进了许多，逐渐实

现了身心和合，对世间诸苦一一参透，以生活

导师的姿态予以评点。他认为，尘世的万般苦

皆是源于“三途”，分别是“畜生道、饿鬼

道、地狱道”。换成更为具体更具有普遍意义

的是“痴、贪、嗔”三毒，寒山在他的许多作

品中常有提及。从诗作可以看出寒山的物质生

活是极为困乏的，住在寒岩里，且仅有一条寒

衲蔽体，但他却是个精神富足者，他不羡慕富

贵、不恋红尘。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只有清

风明月相伴足矣，大有与天地同寿之姿。“明

月”在这成为了寒山心灵的栖息处、灵魂的归

依地、精神的避风港。

寒山笔下的月情态各异，恰似一条多棱

镜，不同的角度所折射出的意蕴也是不同的。

下面从月的时令变化、阴晴圆缺对月的意象进

行更为具体的解析。

2.1  四季之月

春月在诗人笔下具有格外瑰丽的色彩，试

举一例来观看寒山的描摹：“碧涧泉水清，寒

山月花白。默自神自明，观空境逾寂。”春来

万物鲜，山涧泉水响，泉水清又清，碧透透，

蓝盈盈。月明如镜，寒岩笼罩于一片银白色的

月光里。全诗仅仅20个字，前两句写景状物，

后两句抒情感慨。读罢令人不胜唏嘘，实为短

小精悍之佳作，功力堪比盛唐“诗佛”王维，

端的亦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带

禅，禅透纸背。白色的“月华”既是对“万法

皆空”的寒岩环境的渲染，同时强化了诗人处

置于如此安谧和谐的自然情态下，感知世界为

空便是水到渠成的了。

夏月代表作是《田家避暑月》：“田家避

暑月，斗酒共谁欢。杂杂排蔬果，疏疏围酒

樽。芦莦将代席，蕉叶且充盘。醉后揲颐坐，

须弥小弹丸。”从这首诗的创作氛围看，寒山

当是在一处田园村庄做客，此中的“暑月”既

可以理解为“暑期”，又可以看作是夏夜的月

亮。这是见仁见智的，并且都可以说得通。诗

人在作品里描绘出了一幅和乐的山村田园聚会

图：几位友人在明月高悬的夏夜纳凉，推杯换

盏，山果排排，以芦莦铺垫为褥，以蕉叶当成

食器。大家兴高采烈，欢乐祥和，直至一醉方

休。天上的明月是这次聚会的见证者，也是参

与者。而这次聚会如果寒山直接参加了的话，

也是其作品里非常少见的直接描写参与社会活

动的。

秋月是寒山格外青睐的，不仅数量多，而

且篇篇经典，许多佳句在后世流传。其中被引

用率最高的是《吾心似秋月》：“吾心似秋

月 ， 碧 潭 清 皎 洁 。 无 物 堪 比 伦 ， 教 我 如 何

说。” “佛家例以月色之清净皎洁，比喻心性

之解脱无碍。”寒山是个中高手，他直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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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月”比喻自己的心，以碧潭清水，映照月

影之皎洁，反衬自己心境之一尘不染。然后他

接着说，没有什么可以与他的心相比，叫他怎

么说呢？在此可以如此理解：其一，寒山认为

“秋月”是所有喻体中最高不可攀的，他的心

只有圣洁的秋月可以比拟，世间万象再挑不出

一个可以比得上自己心性高洁的了；其二，既

然说“无物堪比伦”，那么就是没有任何物可

以比拟寒山的心，但诗人却说“秋月”可以比

拟，那么这个“秋月”在寒山看来不是“物”

的范畴，否则就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了。

不管怎样，此诗所创设的意境优美，格调高

雅，被无数文人墨客、法师高僧作典故引用，

影响深远。

冬月寒山也描摹的较多，这当与其所居住

的天台寒岩冬季格外寒冷有关。如《自羡山间

乐》：“自羡山间乐，逍遥无寄托。逐日养残

躯，闲思无所作。时批古佛书，往往登石阁。

下窥千尺崖，上有云盘泊。寒月冷飕飕，身似

孤飞鹤。”“寒月”在这里象征了诗人孤寂清

冷的内心，他虽然一人孤隐寒岩，但他乐观向

上，与天地自然和合，更似古时多数文人一

样，自比逍遥自在的孤鹤。所以，我们不得不

被其乐观豁达的坚强内心所折服。

2.2  圆缺之月

提起圆缺之月，我们今人首先想到的可能

是苏轼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此事古难全。”而苏轼前人寒山在其瑰丽

的诗篇中同样有精彩的描摹：

“庭廓云初卷，林明月正圆。”（《山客

心悄悄》）

“师亲指归路，月挂一轮灯。”（《闲自

访高僧》）

“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自乐

平生道》）

“岩前独静坐，圆月当天耀。”（《岩前

独静坐》）

可以看出，这类圆月意象在作者笔下收放

自如，感情意蕴饱满。此时的圆月，恰如作者

的一位朋友，每当寒山静坐的时候，它要么按

时从寒岩升起，要么正在天空明亮，不离不

弃。所以，寒山的笔端，流淌出的对圆月的情

感也是热烈真挚的。

缺月意象出现的次数较多，这自是和寒山

孤寂的独居生活相关，其中晓月、月尽、孤月

等都可看作缺月的情况，比如：

“月尽愁难尽，年新愁更新。”（《闻道

愁难遣》）

“众星罗列夜明深，岩点孤灯月未沉。”

（《众星罗列夜明深》）

“孤月夜长明，圆日常来照。”（《寒山

无漏岩》）

从这几首选摘的诗句可以看出，寒山在寒

岩隐居孤寂悲凉的心境是难免的，尽管其乐观

向上、与天地和谐，但偶尔怀念旧事旧人，偶

尔思及坎坷的人生，偶尔发现欢喜悲哀而无人

倾诉，他的孤独落寞自是难以排遣，所以才有

这一个个缺月意象的出现。

3  寒山诗歌中月亮意象的文化意义和审

美价值

寒山笔下的月亮意象，是传统月文化的一

个支脉，具有传统的共性。月亮在中国历史文

化和文学艺术中的地位十分显赫。《诗经·月

出》是把月亮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的开端。到了

南北朝，月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开始在山水诗

中出现。刘宋谢庄的《月赋》，北周庾信的

《舟中望月》等都着力开发月亮作为独立审美

客体的美学意义。但尽管如此，从《诗经》到

六朝的月形象，都属于对月亮进行客观描绘的

范畴。月亮只是被动地作为一个客观物象，被

动地被主体所感受，并按主体的意愿感受进行

描绘。而到了唐代，月文化就发展到了一个具

有可塑性的阶段。唐代诗人们以王者的姿态在

诗歌的疆土上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气象，而寒山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写月诗主要以寒岩为

背景，既有色彩清新淡雅的山水田园气息，又

渗透出浓浓的禅理意趣，有些作品已经将月亮

由纯自然的客体转变成具有人格意志的主体，

以闲心见月、以诗心赏月、以痴心醉月。情态

万千的月亮意象在寒山笔下一一描摹出，让人

可钦可敬。

首先，寒山赋予月亮意象丰富而深厚的象

征意义，把月亮意象高度人格化，扩大和强化

了月亮意象的文化意蕴。虽然月亮在诗人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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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当今的教育发展过程中，有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高校都将其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其中包

括着各种发展方向，同时也为汉语言文学专业

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例如编辑、教师、记

者、作家等等。汉语言文学在高校课程教学之

中之中非常灵活，有着很多的教育空间，同时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有着很多的就业方

向，但是要求相关毕业生要有扎实的汉语言文

学专业基础知识功底，这样才能在就业时拥有

较大的就业优势。

 2  影响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的不利因素

 2.1  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汉语言文学一直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在我

国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人们对其的热爱是其

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近些年来随着各高校扩

招力度的不断加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人

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就

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现状及对策分析

王海忠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60）

业造成不利的影响。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

转型和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市场对拥有

专业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变的越来越大，对文科

类的人才需求逐渐变小，这又对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就业能力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冲击，使相关

专业的就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2.2  汉语言文学知识结构的更新速度无法满足

市场需求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和转型，汉

语言文学知识也要做到一定的更新，以确保专

业知识可以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但是在实际

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相关教学知识的更

新速度却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其主

要表现有以下两点。一、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设

置比较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对综合性人才的需

求。二、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知识的应用能力不

强，无法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要，学校对学生

的实践能力也没有进行积极的训练，对汉语言

Analysis on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Hai-zhong

（Gansu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60）

Abstract: The author makes a judgment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 by 

the analysis of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local colleges, suggesting some effective strategies of improving 

the employability.

Key words: local colleges;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 employment status; analysis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第12卷第2期68

（下转第88页）



文学的教学还是停留在简单的理论知识层面。

这对毕业学生的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只有
[1]市场产生需求，毕业生才有更好的就业空间 。

2.3  缺乏有效的就业指导，毕业生缺乏有效的

就业准备

当代的很多高校都单纯的以教育为目标，

很少能考虑到学生的未来发展。在高校学生即

将毕业时，学校并没有采取相关有效的就业指

导，让学生进行自主择业，这造成了很多高校

毕业生毕业简单，就业难的现象。很多毕业生

自身对工作的选择并没有任何的概念，对自己

的未来还没有进行有效的规划，对自身也没有

良好的定位，当毕业选择工作时，往往都是比

较盲目，更有甚者毕业多年却还是没有工作。

高校的这种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给毕业生

酒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3  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现状分析

 3.1  毕业生到偏远地区进行工作成为一种就业

趋势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向城市集

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毕

业生对城市生活充满着一定的幻想，所以都想

在大城市进行工作。一个城市的工作岗位是固

定的，当大量人群涌入到城市当中之后，工作

岗位的竞争变的更为的激烈，很多毕业生宁愿

选择待业，也不愿意离开城市的生活。这造成

了很多偏远地区招收不到人才，毕业学生又没

有工作的局面。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调

整，对地方经济变的越来越重视，例如西部比

较贫困的地方，在近些年来一直是开发力度较

大的地区，同时这些偏远地区在发展中需求大

量的人才，所以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偏远地区将是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地区。

3.2  企业和“新农村”将成为毕业生就业时的

选择方向

 在传统的就业过程中，汉语言文学专业

的毕业生较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国家的党政机关

和事业单位。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更多的毕业

生选择走向考取公务员的道路，事业单位和党

政机关中工作岗位的竞争变的越来越激烈，想

要考取公务员的岗位变的更加困难，这对汉语

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时造成了更大的压

力，让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产生了更多的竞争对

手。但是随着国家对农村和企业的扶持力度不

断加大，农村和企业的建设速度不断的加快，

其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强。这就为刚刚

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较大的就业空间，走向农

村、走向基层、走向个人企业将成为未来毕业
[2]生的主要就业方向 。

3.3  社会经济需求专业知识强、综合素质高的

毕业生

随着现今社会经济体系不断的发展和改

革，对专业素质高、综合能力强的人才有着强

烈的需求。所以就要求我们当代大学生要具有

扎实的基础知识功底，同时还要拥有高效的适

应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为了满足社会经济的

需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要有充分的知

识储备量和良好的专业知识，以应对工作中所

产生的问题。古人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只有多读书、活读书，才能在社会竞争

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

生，要加强自身专业知识的培养，提高自身的

综合素质，培养自身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才
[3]能让自己在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 。

 4  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就业的对策

及建议

 4.1  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文学是一个传统的专业，它对美有着强烈

的表现能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要拥

有一定的审美能力，才能发挥自身专业知识的

积极作用。要想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不仅仅

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文学知识功底，同时还需

要学生拥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和审美经验。传统

的文学教学方式都比较注重学生理论知识的培

养和知识量的储存，忽略了学生阅读能力和审

美能力的培养，认为这只是学习过程的必然产
[4]物，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没有较大的影响 。实

际上这样的教学理念已经脱离了市场的发展，

脱离了工作需求。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墨子

曾经就说过“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因此

审美能力并不是单单靠知识的积累产生的，还

要通过实际的应用，才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笔者认为如果能将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社会

上比较受关注的产物进行结合，可以更为有效

的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从《卧虎藏龙》

的电影中，就能很好的发现中国的传统特点，

让学生对古代中国产生更多的了解，从而提高

学生对美的审视能力。

 4.2  培养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

汉语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每一个词汇

运用到不同的语句之中都会产生不同的含义，

所以培养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可以让学生在

未来就业时有更多的优势。传统的汉语言文学

教学并没有设立较多的写作课程，几乎都是通

过作业形式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设立

一定的写作课程，也是以讲授写作方法为主，

或者以基础写作为主，很少有专门培养写作和

训练写作的专门课程，这对汉语言文学学生的

就业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在学生毕业时，

编辑、记者等职业是汉语言文学毕业生选择的

良好就业方向，这样的工作岗位往往要求学生

要有良好的写作能力。所以在地方高校汉语言

文学教学过程中，高校应该根据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力度，设立一定的写作课程，来供学生进

行写作训练，同时要采用有效的考核标准，不

应该以传统的考核方式（对知识点进行考核的

方式）为准，应该以学生的作品为判断标准，

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文字表

达能力，为学生的未来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地参加各种写作竞

赛，来提高学生的写作功力和兴趣。

 4.3  提升学生的职业技术能力

在传统的教学理念当中，人们认为学生的

职业技术是通过工作慢慢培养出来的，并不是

学校应该教育的范围，这种教学理念是非常错

误的，同时对学生的就业也有着更多的不利影

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单位在招

聘过程中都需要毕业生能更好、更快地适应自

己的工作，快速 为企业做出贡献。所以地方

高校在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时，要充分 结合

现代高新科技产品进行教学，积极培养学生使

用与自身专业有关的科技产品进行训练。例如

在影视编导专业教学时，教师在培养学生写作

能力的同时，还要教导学生如何使用摄像机，

地

地

还要指导学生怎样进行编辑和制作。培养这样

的全方位人才，才能让学生在就业时可以得到
[5]更多的青睐和就业机会 。

4.4  建立良好的职业素质

一个人的职业素质对其未来的工作有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当今社会中的工作，都讲求团

队合作精神和能力，一项工作往往都是通过团

队合作来完成的，这需要刚毕业的学生拥有良

好的沟通能力和人际关系协调能力。汉语言文

学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常年与文学知识打交道，

很少有真正走进社会中的机会，所以他们比较

缺乏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没有良好的团队意

识，也缺乏一定的职业素质。所以高校在汉语

言文学教学过程中，要积极 鼓励学生走进社

会，通过实习或兼职的方式尽快 与社会产生

一定的交集，让自己尽早 了解社会工作与学

校学习的不同，以求能让自己在毕业时更快
[6]适应工作环境，加强自身职业素质的建设 。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生的就业能力，就要加快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改

革，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积极 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让学生更早 感受社会工作环

境，建立好自身的职业素质，让学生在毕业的

同时就具备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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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低碳经济下的企业成本管理优化问题展开分析，提出了低碳经济下的企业成本管理优

化方案，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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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碳经济对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

1.1  低碳经济下，企业成本管理现状分析

所谓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

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总称。低碳

经济的实质是要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转变能

源结构，减少污染的排放。低碳经济将成为减

缓气候变化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低

碳经济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

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

此，低碳经济指的是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

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

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减缓气候变化。低

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

经济形式，它的核心是节能减排。原材料价格

上涨，产品生产成本随之增加，企业若一味

扩大生产投入，而忽略环保问题，就会导致大

量工业废弃物的产生，既污染了环境，浪费了

资源，又变相增加了生产成本，与低碳经济时

代的发展背道而驰，最终将导致企业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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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地。

根据有关专家分析，目前80%的环境污染

来源于企业。随着各类环保法律法规和有关环

境保护标准的相继出台，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

环境保护制度的约束。为了应对环境污染，推

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经济双重发展，实行

企业成本管理成为当务之急。

1.2  低碳经济对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

当前很多企业还是仅仅习惯性把环保视为

社会责任，忽略了由于低碳化企业成本管理带

来的收益。企业只有以低碳经济为导向，运用

战略性的眼光对企业成本管理进行优化升级，

才能在同行业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人们对低碳经济的认识，对“绿色消

费”“绿色食品”等的绿色环保消费需求，迫

使企业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开始向低能耗、

无污染、绿色健康等低碳指标转移。企业只有

将低碳经济思维纳入企业成本管理中，提供适

合人们需求的节能和环保的消费品，才能适应

低碳经济下的市场发展需求，使企业向着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有机结合的绿

色成本管理目标迈进。

2  低碳经济下企业成本管理案例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峰会上

向全球庄严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碳

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在这一战略目

标的激励下，国内一大批正能量企业纷纷确立

并实施了适合各自特点的企业低碳发展战略，

开辟了一条节能减排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1  成功案例

2.1.1  蒙牛乳业实例

蒙牛乳业负责人言：低碳之路，初看起

来对企业好像是个包袱和束缚，但是从长远

看来，对每一个企业来说，又是利好抉择，

也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蒙牛

集团累计投入4亿元用于环保建设，蒙牛集团

万吨级污水处理厂的建立，经过处理的污水

可以二次循环为企业生产提供水源，所生产

的水全部用于园区绿化供水与灌溉牧草，使

企业污水实现零排放。同时蒙牛集团通过处

理 动 物 排 泄 物 ， 每 年 可 向 国 家 电 网 提 供 1 

000万度的电力，发电产生的热能用来维护牧

场 的 日 常 供 暖 。 蒙 牛 集 团 用 实 践 向 社 会 证

明，低碳经济不仅不是包袱，还能为企业实

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条明路。

2.1.2  河北宁纺集团实例

河北宁纺集团是一家集纺织、印染、服装

加工、纸箱包装和国内外贸易于一体的大型企

业。由董事长带头，成立企业节能减排领导小

组，引领企业全员参与。宁纺集团在实行各类

节能减排措施的三年时间里，通过节能减排增

加收入1 300多万元，将企业生产排放的固体

灰输送给建筑材料厂制成砖后用于企业基建。

在布机上安装节电自停装置，每月可节约电费

2万余元。

蒙牛乳业和河北宁纺集团的低碳之路的成

功，在于以企业负责人为代表运用先进的企业

成本管理理念武装，从上而下，从领导到各级

员工，全员参与、全员配合，采用先进的低碳

化生产设备，使企业利润实现最大化。

2.2  失败案例

某企业规定，一笔采购费用的支付要经过

采购员→采购主管→财务主管→分管副总→总

经理，层层审批。一笔费用的支付，经过逐级

审批，一笔费用的支付等待时间至少三五天，

如果不经过这些审批，费用就无法支付。这个

流程看似没问题，且每一步都不能省，但这不

仅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导致工作效率低，而且

要真出什么事，大家都没责任，因为要担责的

人太多，罪不责众，所以恶果还得老板尝。

这种审批流程完全可以通过使用自动化办

公软件来实现，不仅能提高各级部门和成员的

工作效率，使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得到优

化，而且不会出现遗漏，即使某个环节的负责

人员出差在外也可以审批，可以保证企业办公

流程不间断。

3  企业在实施低碳化成本管理中遇到的

问题

3.1  观念落后，人才短缺

在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粗放式的成本管

理方式已经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向低碳经济转型。原

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管理人员低碳化成本

管理观念落后会对企业造成不利的影响。

低碳经济下企业产品的最终目标将是物美

价廉、环保节能。企业在成本管理中，要注重

对产品成本和服务成本的管理。一个产品的最

终成本应该包括原材料成本、辅料成本、设计

成本、用工成本以及生产加工过程成本。这些

方面都需要企业配备专业的成本管理人员进行

分析核算，然而成本管理会计作为社会化的短

缺人才，成为制约一个企业成本管理提升的一

大要素。

3.2  企业成本管理制度不健全

企业成本管理制度不健全，将引发企业无

章可依，执行不严的现象，将最终导致企业无

法开展科学规范的成本控制工作，使企业成本

控制实际效果不理想，如：成本管理失控，成

本管理费用居高不下，企业利润由此受到损

失。因此在低碳经济下企业要实行成本管理，

首先要建立健全企业成本管理制度。

3.3  企业成本管理不科学且缺少管控

大多数企业将企业总投资成本作为企业经

济管理的重心，将企业成本管理的重心放在企

Optimization of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in Low Carbon Economy 
CHEN Xiao-yun

（Xinyu University, Xinyu, Jiangxi, 338000）

Abstract: The author did an analysis of the issues in terms of the low carbon economy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putting forward the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scheme of low 

carbon economy, an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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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利润高地上，而不重视对企业成本的管控，

使企业低碳经济的实施流于形式。只有从思想

上重视低碳经济，重视企业成本管理，才能结

合企业实际采取适当措施对企业进行成本管

控，依靠企业成本管理调节机制，实现全员成

本管控。

4  企业成本管理中的优化方案

4.1  培养节能环保意识，引进成本管理人才，

为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结合低碳经济时代的要求，企业要实施成

本管理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上将低碳经济思

维和低碳经济观念植入到广大管理者和员工身

上。企业员工是促使企业降低成本的主力军。

员工低碳经济观念越强，企业成本管理效果越

好，发展也就越快。因此加强企业人才管理也

是降低企业成本的一种方式。

着力宣传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在企业内

部推行办公自动化，实现无纸化办公。对企业

员工进行环保培训和在生产工人中开展降低生

产成本的活动，推动具有环保理念的企业文化

的形成。引进企业成本管理人才，对产品设

计、生产、销售全过程进行成本核算，在每个

经营环节上都做好低碳环保预算，提高资源使

用率，以推进企业低碳化健康发展。

4.2  运用信息化技术，对企业成本管理进行改造

企业可以通过运用信息化技术对企业成本

管理进行节能减排，实行标准化的企业成本管

理流程可以使企业管理成本大大降低，从根本

上带动企业提升成本管理能力，从而实现企业

成本管理能力和管理策略的优化。

以信息化技术为手段，将企业成本管理流

程进行设计重组，对企业可利用资源进行整

合，在科学配置物流和资金流的前提下，对生

产、销售、售后、财务等部门进行信息化改

造，以信息化管理软件为载体，消除企业内部

各部门间的信息孤立情况，实现系统化集成办

公。关停和淘汰高耗能设备，采用新型低耗能

高效生产设备，利用“管控一体化”系统对产

品生产线进行升级，一来可以减少繁琐的作业

人员的手工操控，提升企业产品生产效率，二

来对节约耗能，降低企业成本管理，增加企业

效益意义非凡。

4.3 发展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项目对接，为企

业低碳化成本管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与国内同行业科研所联合开发科研项目或

校企联合创建科技实验基地，能够使外部科研

人员与企业内部研发人员共同组成的科技研发

团队带动提高企业的实际研发水平，帮助企业

少走弯路，更高效合理地研发出低碳型新产

品，为企业实施低碳化成本管理创造出良好的

环境和条件。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加重，全球气候

变暖问题日益严峻，低碳经济成为全社会人类

普遍关注的焦点。“发展低碳经济，向低碳社

会转型”，推动企业向低碳经济靠拢，寻求企

业低碳化可持续发展，成为各企业面临的一大

挑战。低碳经济下的企业经营模式可以概括为

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在企业低碳发展前提下，增强并促进中国企业

战略成本管理有效实施，有助于解决企业实施

战略改组普遍面临的战略成本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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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凸显了高校人

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教师绩效评

价结果是高校制定和落实教师岗位聘任、人

才培养、薪酬发放、职务晋升以及奖励惩罚

等相关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直接依据，其结

果应用是否科学合理不仅影响高校人力资源

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且影响教师

个人的职业发展。

1  落实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是高校人力

资源管理的必然要求
[1]绩效评价是高校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 ，

而绩效管理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高校绩效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持续改进高校

组织和个人的绩效，不断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

和管理效能，最终促进教师个人和高校的共同

发展。绩效评价是高校了解和把握教师个人绩

效结果的手段，而高校绩效管理的最终落脚点

是教师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绩效评价结果的

地方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问题探析

王浩岩

（城市建设技师学院，广东  广州，510510）

应用凸显了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和政策导

向，直接影响到对教师的激励和约束效果。因

此，将教师绩效评价的结果有效地应用于高校

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实现高校有效管理的必

然要求和根本保障。

1.1  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能为高校人事决策提

供依据

高校的人事决策主要围绕内部人力资源的

选、用、育、留展开。绩效评价结果是高校制

定和落实教师岗位聘任、人才培养、薪酬发

放、职务晋升以及奖励惩罚等相关制度的直接

依据。一方面，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以人本管理

为理论基础，以绩效管理为核心，而以结果为

导向的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正是制定相关人力

资源管理制度的直接事实依据。另一方面，绩

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又是高校落实相关人力资源

管理制度的必然要求，为具体的人事决策提供

直接依据。事实上，绩效评价结果反映了教师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er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Hao-yan

（Urban Construction Technician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four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er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ult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Key words: local universities; teachers; performance appraisal; resul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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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绩效状况，使高校对教师有了全面、具

体的了解，高校人事管理者可以依据教师绩效

评价结果，判断哪些教师应该委以重用，哪些

教师应该优先晋升职称和增加工资，哪些教师

可以续聘，哪些教师必须进行培训，哪些教师

必须降职或辞退。

1.2  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能提升高校的管理效能

管理效能是指管理部门在实现管理目标中

所显示的能力和所获得的管理效率、效果、效

益的综合反映。工作效率和办学效益是衡量一

所高校管理效能的两个重要指标。办学效益是

学校整体的、全面意义上的绩效，工作效率是
[2]单位时间内学校所取得的绩效成果。 学校领

导的管理理念与工作方式以及学校的人力、财

力、物力固然影响学校的办学效益和工作效

率，但也绝对不能忽略学校各职能部门、各教

学院特别是每位教职工的绩效对学校办学效益

和工作效率的重大影响。一所高校是由各级管

理者和广大教职工组成的统一整体。只有建立

起有效的激励、竞争、约束和淘汰机制，通过

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价，得到合理的绩效评价

结果，将绩效评价结果与被评价者进行有效的

沟通和反馈，并将绩效评价结果进行有效地应

用，以此做出科学的人事决策，帮助被评价者

改善和提高绩效，由此才能让被评价者从内心

真正地接受并认同绩效评价，从而充分激发各

级各类人员的工作热情，避免工作懒散和倦

怠，促使整个学校工作效率和办学效益的提

高。因此，绩效评价结果的科学、合理的应用

能有效地提升高校的管理效能。

1.3  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能促进高校教师的职

业发展

高校教师群体具有高学历、高智商、以脑

力劳动为主等特点，而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是高校教师涉及的主要职业领域，这

就决定了教师的职业发展是一个具有重复性和

创造性的复杂过程。具体来说，教师的职业发

展是一个专业知识不断丰富和更新、教学经验

和技能不断丰富和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不断

提高和增强，社会服务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和

强化的过程。

高校对教师的绩效评价应该凸显“帮助教

师发展”的人本理念，强调以发展性评价为导

向，逐步淡化以奖惩为目的。高校教师的绩效

评价应该主要围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

层面来设计评价体系和标准，以便使绩效评价

结果能够较好地蕴含教师的职业成长信息。而

这些信息反映了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学校通过将

绩效评价结果与教师及时地沟通与反馈，能够

极大 帮助教师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工

作，找出自己在工作中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从

而明确今后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将不

良行为及时矫枉过正，合理分配和利用好自己

的时间与精力，激发潜能，注重提高自身的职

业发展能力。学校作为教师职业发展的组织载

体，应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导向作

用，将教师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教师岗位聘

任、人才培养、薪酬发放、职务晋升以及奖励

惩罚等教师管理的方方面面，形成一种激励有

效、竞争有序、监督有为、约束有力的长效机

制，在制度、政策、业务等方面为教师绩效的

改进提供支持和帮助，从而使教师的职业生涯

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2  基于地方高校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是指高校以

教师绩效评价结果为依据和准绳，将绩效评价

结果与学校绩效工资制度、人事任免制度、教

师职称晋升制度和教师培训制度以及其他相关

制度紧密结合起来，以期发挥绩效管理激励和

导向作用的过程。评价结果可应用在高校的哪

些管理领域？评价结果在地方高校应用的具体

情况怎样？评价结果应用后教师的满意度如

何？这些正是本实证研究所关注的关键问题。

本研究将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探寻地方高校

教师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有效性及制约因素。

2.1  研究假设

根据高校人事管理和本研究调查问卷设计

的需要，笔者就教师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范围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 绩效评价结果是高校实1

行教师绩效工资发放的依据；H 绩效评价结果2

是高校实行教师奖惩的依据；H 绩效评价结果3

是高校进行人事任免与职称晋升的依据；H 绩4

效评价结果是高校对教师开展有针对性培训的

依据；H 绩效评价结果是高校进行有针对性地5

教育资金投入的依据。

2.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2.1  研究对象

地

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地方高校教师绩效评

价结果的应用，考虑到全国各地的经济差异性

和政策的地域统一性，本研究以广东省4所高

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4所目标高校均为地方

性高校。

2.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无记名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方

法。调查问卷包括自编的一般资料问卷、高校

教师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总体满意度和分项满

意度调查问卷两部分。一般资料问卷的内容为

教师的基本信息（性别、学历、教龄、任教学

科、职称等），教师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分项

满意度调查的条目设计主要是依据本研究提出

的 5个 假 设 （ 教 师 绩 效 评 价 结 果 的 应 用 范

围），调查问卷的形式采用封闭式和开放式相

结合的方式，将调查问卷分为六个主要条目：

即教师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总体满意度；绩

效评价结果与评奖、评优的结合情况；绩效评

价结果与绩效工资发放的结合情况；绩效评价

结果与个人晋升的结合情况；绩效评价结果与

教师培训的结合情况；绩效评价结果与学校教

育资金投入的结合情况。分项满意度调查采用

5点式：①很不满意，②不满意 ③一般 ④

满意 ⑤很满意。

2.3  样本选择与问卷发放

依据研究的对象（地方高校），本研究在

调查4所高校中进行，本次调查采用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送给被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51

份 ， 收 回 有 效 问 卷 325份 ， 有 效 应 答 率 为

92.6%，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

2.4  研究结果与分析

2.4.1 地方高校教师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满意

， ，

，

度分析

根据学校调查问卷整理和统计，样本高校

教师对本校的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分项满意度

各条目统计情况见表-2。

从表-2的数据统计上看，教师对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分项满意度较高的是前三项，其中：

满意度最高的是教师对绩效评价结果在评奖、

评优方面的应用，超过七成以上的教师对此基

本满意；绩效评价结果在绩效工资发放方面的

应用满意度位居第二，基本满意的教师超过六

成；绩效评价结果在教师晋升方面的应用满意

度位列第三，基本满意度超过五成。教师对后

两项的满意度较低，两者满意度均不足四成，

“评价结果在教育资金投入方面的应用”的满

意度最低。

分析样本高校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教师总

体满意度调查问卷，可以发现：不同学历、不

同职称、不同教龄和不同任教学科对评价结果

应用的教师满意度也有差异。其中，理、工、

医、农类的教师满意度明显高于人文社科类，

高学历、高职称、教龄长的教师满意度明显偏

低。详细调查统计情况见表-3。

2.4.2  地方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中的存

在问题

综观表-2、表-3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地

方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中存在以下问

题：第一，从总体上看，教师对绩效评价结果

应用的满意度不高，且不同任教学科、不同学

历、不同职称和不同教龄的教师之间存在差异

性。第二，从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实际应用领

域来看，教师的满意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有

些领域满意度高，有些领域却不如人意。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325)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第12卷第2期76 王浩岩：地方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问题探析：第12卷第2期 77



上述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出地方高校

教师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有待提高和强化其有

效性，以便更好地改革和完善高校的人力资源

管理制度，真正发挥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导向

作用。为此，地方高校管理者必须高度重视绩

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有必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认真研究和分析，找出其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

因，并据此制定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提高教师绩

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有效性。

3  讨论

3.1  地方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中存在问

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目标高校的实证调查和访谈，教师绩

效评价结果主要可应用于绩效工资发放、教师

奖惩、人事任免与职称晋升、教师培训和学校

教育和科研资金投入等方面，这与本课题提出

的研究假设基本一致。但地方高校教师对学校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满意度存在不同任教学

科、不同学历、不同职称和不同教龄上的差

异，且教师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不同领域的

满意度也各有不同。

分析目标高校教师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

满意度问卷，可以发现导致教师对绩效评价结

果应用的满意度不高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高校各职能部门缺乏对教师绩

效评价结果的及时沟通与反馈，未能针对教师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给予帮助和指导；第

二、高校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缺乏科学性，评

价重科研、轻教学，教学重理论、轻实践，忽

视社会服务功能，从而导致教师对绩效评价结

果的不满；第三、高校只是将绩效评价结果作

为学校对教师评奖评优、绩效工资发放、人事

任免、职称晋升的奖惩性依据，缺乏对教师进

行有针对性的职业发展培训；第四、高校绩效

评价结果应用的目标导向不够明确，只注重对

教师个人绩效的考核和结果的应用，缺乏对教

学、科研团队的绩效考核和应用。

综观上述原因，从深层次上进行分析，可

归结为高校对教师的管理忽视了教师群体的高

学历、高智商、创造性劳动、较高的成就感和

强烈的求知欲等特点。高校教师的特点决定了

高校教师比一般群体具有更强的成就动机、更

注重尊重和友谊、更渴望团队的关爱和支持，

总之，高校教师具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因此，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必须以人为本，除了要体现

民主、自由、平等、和谐、公平、公正、公开

等先进价值理念外，还应该以尊重教师个性和

不断增长的内在正当需求，促进教师职业发展

为根本旨归。因此，以教师职业生涯的发展为

视角，有效强化应用教师绩效评价的结果，以

更好地修改和完善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充分发挥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竞争、激

励、约束和淘汰等制度导向作用，激发教师潜

能、提高教师满意度，矫正教师不良行为，合

理分配和利用好时间与精力，有利于教师个人

绩效和学校整体效能的提高，从而确保高校总

体目标的实现。

3.2  提高地方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有效

性的建议

上述实证研究反映了地方高校教师绩效评

价结果应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克服上

述问题，在教师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实施层面

上应该尽量做到如下几点：

3.2.1  尊重教师的个性和专长，加强评价结果

的及时反馈

教师对评价结果的应用不太满意，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本校各职能部门未能将绩效评价结

果及时地反馈给被评价者就将评价结果应用在

学校教师管理的方方面面。教师对这种未及时

反馈或没有反馈的绩效结果的应用往往缺乏认

同。他们会认为学校的这种做法是对自己的不

尊重，觉得学校未能给予自己申诉和辩解的机

会。高校只有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教师，并

与本人进行沟通，教师才能获知自身存在的问

题，查找问题原因，找到解决办法，明确努力

方向和职业发展目标。

事实上，每位高校教师都有自己的独特个

性和专长，有些教师擅长教学，有些教师擅长

科研，有些教师擅长社会服务。高校对教师的

管理应该尊重教师的个性和专长，“扬其所

长，避其所短”，学校在进行岗位设置时应该

充分尊重教师的个性和专长。绩效评价结果的

应用“应把如何弘扬教师的个性，发挥其专长

以及寻找教师岗位和个人能力、兴趣之间的最
[3]佳结合点作为评价的主要目的”。 加强绩效

评价结果的及时反馈与沟通是提高绩效评价结

果应用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3.1.2  满足教师正当需求，建立与教师职业发

展相结合的绩效评价体系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

分层次、不断增长的。高校教师是由不同任教

学科、不同学历、不同职称和不同年龄组成的

群体，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正当需求。要调动

所有教师的积极性，必须满足他们各自不同的

正当需求。实证调查发现，我国地方高校不同

任教学科、不同学历、不同职称和不同教龄的

教师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满意度存在差异，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不少高校的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缺乏科学性，未能满足不同教师的

正当需求。

当前我国地方高校绩效评价存在重科研、

轻教学，教学重理论、轻实践，忽视社会服务

的缺陷。这种高度统一的标准化绩效评价体系

看似公平，却容易导致教师对绩效评价结果的

不满。一方面，这种制度导向与当前政府和社

会期望的地方高校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的

办学宗旨不符；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导向忽略

了教师的个性差异和专长，教师的职业发展应

该满足教师内在“扬长避短”的正当需求。教

师由于学历、任教学科、任教时间、职称的不

同导致他们的职业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差

异，表现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领域的能力

存在差异。因此，地方高校在设计绩效评价体

系时应该充分满足教师内在的正当需求，尊重

教师的个性差异和专长，遵循地方高校培养应

用型、实践型人才的办学宗旨，依照教师不同

职业发展阶段的能力，科学设置教师岗位，构

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多元并举的动态绩效

评价体系。只有这样，绩效评价才能兼顾不同

职业发展阶段的所有教师的正当需求，教师才

能对绩效评价结果更为满意。

3.1.3  注重目标导向，构建个人、群体和团队

表-2 高校教师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各条目的满意度统计

表-3 高校教师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总体满意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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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等和谐关系

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凸显了高校人力资源

管理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向教师传递出明确的

学校绩效管理目标。然而，在实践中，高校绩

效评价往往只注重对教师个人绩效的考核和结

果的应用，缺乏对教学、科研团队的绩效考核

和结果的应用。这种建立在教师个体之上的绩

效评价及其结果的应用客观上形成了教师的个

人英雄主义，教师为追求个人的绩效，往往忽

略甚至拒绝参与群体和团队的合作，缺乏全局

观念和集体观念，导致个体绩效偏离甚至消减

群体和团队绩效，从而影响整个学校各级部门

的整体绩效。

工作团队是组织行为学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工作团队是通过其成员的共同努力产生积

极的协同作用，其团队成员努力的结果使团队

的绩效水平远大于个体成员的绩效之总和。
[4]地方高校不但应该重视对教师个体的绩效评

价和应用，而且要重视对教师教学、科研团队

的绩效评价和结果的应用，“从而促进教师工
[5]作群体向工作团队转变” ，“依据绩效评价

结果（以团队绩效考核结果为主）有针对性地
[6]分配学术研究资源和学科发展资金” 。因

此，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须注重目标

导向，构建教师个人与工作群体、工作团队间

的平等和谐关系，摒弃特权思想，杜绝个人英

雄主义，树立全局和集体观念，提高组织成员

的凝聚力，形成良好的教学和科研团队氛围，

从而提升高校的整体绩效，实现教师个人、团

队和学校的共同成长和进步。

3.1.4  体现人文关怀，搭建利于教师职业发展

的制度平台

高校以可持续发展为其终极目标。学校的

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所有教师积极性和潜能的充

分调动和极限发掘。实现教师个人和组织的共

同成长和发展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

标。然而，实证调查发现，不少地方高校对教

师的管理制度较多地表现为奖惩，缺乏人文关

怀。因此，地方高校对教师的管理必须以人为

本，体现人文关怀，为教师搭建有利于其职业

发展的制度平台。

提高地方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有

效性，必须完善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凸

显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导向，体现人文关

怀。体现人文关怀，除了上述提及的尊重教师

个性与专长、满足教师内在正当需求、构建平

等和谐人际关系外，搭建以下有利于教师职业

发展的制度平台尤为关键。第一，构建能体现

公平、公正、公开、客观原则的绩效评价制

度，教师职业发展中的职务、职称晋升、薪酬

待遇升降均以绩效评价结果为依据；第二，以

评价结果为依据建立教师职业培训制度。一方

面，对绩效结果不佳的教师进行相关职业技能

培训，帮助他们逐步改善自身绩效，提高其职

业发展能力；另一方面，选派绩效评价结果优

异的教师到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深造、

进修或参加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以便激发

优秀教师的职业发展动力，使其拥有更好的职

业发展前景。最后，构建教师职业生涯管理制

度，加强对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指导。努力营

造一种能促进教师职业发展的教学和科研环

境，淡化奖惩，突出对教师绩效的正面评价，

坚持教师在绩效评价中的自主地位，高校管理

者要尽可能地帮助教师减少压力，积极为教师

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提供指导与帮助。

总而言之，作为一项综合体现高校人力资

源管理理念和政策导向的教师绩效评价制度，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须建立

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

上。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教师的个性与专

长、满足教师内在正当需求、构建平等和谐的

人际关系、体现人文关怀，搭建有利于教师职

业发展的制度平台，教师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的满意度才能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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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浪漫主义音乐在思想上更加注重自我主观意识的表现与刻画，在作品中强调音乐与诗歌、戏

剧、绘画等其它姊妹艺术的有机结合，注重音乐的标题性和其中所体现出的诗情画意，重视吸取民间

音乐素材，从而体现其民族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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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为浪漫主义，浪漫主义音乐

“Romantic”一词语来源于拉丁语的一

种方言“罗曼语”。古法语将罗曼语文学中的
[1]故事及其冒险和放纵的想象称为“罗曼”。

何为浪漫主义？19世纪初，欧洲文学艺术

普遍形成了一种新的潮流和新的风格，即所谓

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的产生，可以溯源到18世纪的卢

骚时代，但它形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拿

破仑专政的时期。19世纪，欧洲各国反对拿破

仑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其两重性，人们的力量

虽然推翻了拿破仑的统治，但随着战争的结

束，却给人们带来了更深的痛苦和黑暗。怎样

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这是当时浪漫主义文学艺

术的中心问题，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个时期的人们渴望突破

传统势力的束缚。处处以理性为行动的准则和

最高境界不再是他们的追求之所在，更喜欢追

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

刘宇蓉

（南方电视台综艺频道， 广东 广州， 510095）

求一种一切从主观感受为出发点，将情感作为

行动的主宰。从某种程度上讲，浪漫主义是对

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与理性时代的一种反叛。

他们往往打破传统，强调一种自由的表达。

我们在浪漫主义艺术中可以看到：爱情是

各类创作中最为突出的题材，且大多数是充满

悲剧性的；幻想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热点，

它没有确切的具体目标，只是脱离现实的一种

幻想；壮阔的大自然也得到空前的关注。进步

的浪漫主义，是以民族解放斗争和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思想为基础的。它抗议封建制度；揭露

和批判资本主义。它觉得现状可以改变，它幻

想着社会的平等。

由于浪漫主义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很难用

某一单一的规则来对其进行定义。简而言之，

浪漫主义，它致力于开阔人们的视野，表达人

类生活的所有体验。浪漫主义运动，可以说它

影响了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艺术领域。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omantic Music 
LIU Yu-rong

（Southern Television Arts Channel,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5）

Abstract: Romantic music emphasizes the performance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elf-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the thought, emphasizing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usic and other arts such as music, drama, painting 

and so on, focusing on the title of music and the poetic expression embodied in it, with folk music material, 

and reflecting it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romantic; romanticism music; basic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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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作 为 浪 漫 主 义 的 音 乐 是 怎 样 的 呢 ？

E.T.A霍夫曼认为：“贝多芬启动了畏惧、敬

畏、恐怖、痛苦的杠杆，唤醒了无限的渴望，
[2]而无限的渴望正是浪漫主义的精髓。” 浪漫

主义音乐的特征之一就是追求个性的高度张

扬。如舒伯特的迷惘、舒曼的敏感、绿色通道

狂放、瓦格纳的壮严……，他们的个性情怀得

到了充分的表露，有些作品甚至就象是“音乐

自卷”。很多音乐家热衷于“标题音乐”，古

典的均衡结构被彻底打破，一切服从于“内

容”的需要。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导致了民族

化音乐的兴起。富有特色的旋律和节奏让听者

走 进 了 民 间 五 彩 缤 纷 的 生 活 世 界 之 中 。

2  浪漫主义音乐的基本特点

2.1  浪漫主义音乐在音色、力度与音域的范围

上比古典音乐范围更广

2.1.1 富有表情的音色

浪漫主义作曲家比较侧重感性，理性属于

次要地位。他们比较沉迷于富有感性的声音，

通过音色产生一种情绪与氛围的变化，而在这

之前，音色从未如此受到重视。浪漫主义音

乐，不管是交响乐还是歌剧作品，管弦乐团的

编制通常比古典时期庞大，在音色上也有更多

变 化 。 在 浪 漫 主 义 后 期 ， 交 响 乐 团 大 约 为

100人 。 （ 古 典 时 期 乐 团 编 制 大 约 为 20-60

人）。乐团中的铜管、木管和打击乐声部更加

活跃，而在描述某些壮观场面时，浪漫主义作

曲家增加了铜管乐的使用，长1号、大号、圆

号和小号得到了更多的采用。例：1824年，贝

多芬在他的《第九交响曲》中，就前所未有地

使用了9支铜管乐器；1894年，奥地利作曲家

古斯特夫·马勒则在他的《第二交响曲》里，

使用了25支铜管乐器。铜管乐器随着活塞的增

加，使之更容易表现作品复杂的旋律。

钢琴，作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一种最受欢迎

的乐器，在1820-1830年间有了很大的改进。

由于铸铁骨架的应用，从而使得钢琴的琴弦能

承受更大的张力，再加上琴锤外层加上了一层

毛毡，这样钢琴的声音更具有“歌唱性”。同

时，它的音域也得到了一定的扩展。再加上制

音踏板的使用，这样就使得钢琴的各个音域都

能产生一种响亮的混音。作曲家们也热衷努力

去挖掘短笛、倍低音管的音色。

2.1.2  力度、音高与速度范围的扩展

使用宽广的力度范围，是浪漫主义应用

的特点之一。它往往可能包含一种微弱的窃

窃私语到空前的强大的声音的对比。古典时

期的力度对比：ff与pp，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浪

漫 主 义 作 曲 家 的 要 求 ， 他 们 有 时 需 要ffff与

pppp。19世纪的作曲家，为了获得更多的情

感表达，他们往往频繁地使用渐强、渐弱，

以及力度的突然改变。

音高范围的扩展，也是浪漫主义音乐的特

点之一，作曲家们常常大胆地使用很高或很低

的音，以此来追求声音的一种辉煌或者深度。

浪漫主义音乐中，作曲家通过在乐谱的下

方标记渐快、渐慢或者节奏的细微变化来体现

音乐情绪的变化。浪漫主义时期速度的变化往

往比古典时期更多。浪漫主义时期音乐表演者

为了增强音乐的表现力，他们往往还使用“弹

性速度”，即：偷来的时间，以及轻微的加速

或放缓速度。

2.2  浪漫主义音乐的和声范围更宽、更强调丰

富的、不稳定的和弦

浪漫主义作曲家积极探索新的和弦，或基

本和弦的新的使用方式。为了获得更强烈的感

情，他们强调更丰富、更多彩和更复杂的和

声。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对半音和弦的使用

非常的显著，半音和弦的音符不属于流行的大

小调音阶，它们来自于半音音阶，而一般大小

调音阶包含七个音。半音和弦的使用使浪漫主

义音乐更加丰富、更具有动力感。不和谐、不

稳定的和弦的使用，也比古典时期更为多见。

通过有意延长从不稳定到稳定的 ，浪漫主

义作曲家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了一种渴望、焦

虑、神秘的感觉。

一首浪漫主义的音乐作品，它往往具有范

围很广的调式、或者快速的变调。由于这样的

特性及频繁的调式转换，使得浪漫主义音乐作

品的主调与古典主义音乐相比不那么清晰，导

致调性不稳定、不明确。

2.3  标题音乐——浪漫主义音乐与其它艺术形

式尤其是文学的关系更紧密

19世纪是标题音乐的一个重要时期，标题

音乐即与诗歌、故事、观念或场景等相关的器

乐音乐。非音乐因素往往通过题目或对作品的

和弦

解释评注来进行具体说明，这种题目或注释就

称为标题。一首标题音乐作品，它既可以用来

表达情感、人物特定的故事情节，也可以用来

作为模仿大自然的声音等。如取材于莎士比亚

戏剧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冷漠与朱丽叶》，

激动的音乐——描绘了两个敌对家族之间的势

不两立；温柔的旋律——则传达出年轻人的一

往情深；丧礼进行曲——暗示了这对恋人的悲

惨的命运。再如斯梅塔那的管弦乐作品《穆尔

道河》，通过音乐唤起人们的想象：潺潺的流

水、狩猎的场景、飞溅的浪花和乡村的婚礼

等，歌颂了捷克主要的河流。

虽然标题音乐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但在

浪漫主义时期，因为音乐与文学紧密的联系，

因此标题音乐显得特别突出。许多作曲家，如

舒曼、柏辽兹、李斯特和瓦格纳，都创作了大

量的标题音乐作品。浪漫主义时期的所有艺术

家都怀有这样的一个理想，即“艺术统一”。

作曲家渴望写出富有诗意的旋律，而诗人则希

望能创作出具有音乐性的诗歌。

2.4  曲式：小型作品与大型作品——浪漫主义

发展出了新的曲式，增加了乐曲的张力，不那

么强调平衡和张力的解决

19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浪漫主义

作曲家不管是通过小型作品或者是大型作品，

都能独特地表现他们的某些个人特点。这时期

的某些短小的作品中，以完美的方法，往往通

过一条旋律线、几个和弦或者是不平常的音色

处理就创造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表现。如舒伯特

的歌曲、肖邦的钢琴曲，它们仅仅持续几分

钟，这种乐曲形式非常适合在比较亲近的家庭

的这种小环境中演出。

而象柏辽兹、瓦格纳所创作的某些庞大的

音乐作品，因为要求具有为数众多的表演者，

并且通常持续几个小时，所以这些作品必须要

在较大的歌剧院或音乐厅演出。

浪漫主义作曲家，他们依旧象古典主义作

曲家一样创作交响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

歌剧与合唱曲，只是其中的某个乐章会比海

顿、莫扎特所创作的音乐中的乐章更长些。例

如：一首典型的19世纪的交响曲大约要持续

45分钟左右，而在18世纪的交响曲则只有25分

钟左右的时间。在浪漫主义的晚期，其中的有

些作品往往趋向于更长的篇幅，并且往往使用

更丰富的交响乐配器和更复杂的和声。

同时，浪漫主义作曲家往往会使用一些新

的技巧一统一篇幅较长的音乐作品。一些同样

的主题会在交响曲的不同乐章中出现。例如贝

多芬在他的《第五交响曲》中，诙谐曲乐章中

的主题会在最后一个乐章中再度出现。在一首

浪漫主义的作品中，当某一个特定的旋律在之

后的其它乐章或乐曲的另一部位出现时，通常

会在配器法、力度或节奏上作些改变，，从而

改变了它的基本特征，这种手法称为主题变

化。例如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中，第一乐

为一个抒情性的旋律，而在最后一个乐章中，

则运用了一个突出的变化的主题，使其转变成

了一首古怪的舞曲旋律。

并且，浪漫主义的音乐作品，它们的不同

乐章或段落，往往可以通过过度段来进行连

接，但是，也有些交响曲或者协奏曲的一个乐

章结束后，往往没有停顿直接就进入下一个乐

章。这种手法为贝多芬首创。19世纪的歌剧作

品，往往会通过在不同的幕和场景之间重复出

现相同的旋律乐思来对前后的乐章进行连接，

或通过乐段进行连接。

2.5  民族主义与异国情调——在作品中重视和

反映民族的特点，从民间艺术中吸取创作素材

作为当时重要的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也影

响了19世纪的音乐艺术。音乐上的民族主义是

特指浪漫主义自己有意识地创作带有某民族特

征的作品。例如使用民谣的曲调、舞蹈音乐、

民间传说等。这种富有民族特征的音乐，例如

俄罗斯、波兰、波西米亚（捷克）或德国，都

与古典音乐普遍性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这些作曲家对民族特征的迷恋，也使

他们从国外吸取素材，从而形成一种被称作异

国情调的倾向。捷克、匈牙利、俄罗斯的还有

芬兰、挪威的音乐，从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融

入到欧洲主流音乐文化中，从而为欧洲乐坛吹

来了一股强劲之风。例如有些浪漫主义时期的

作曲家会使用一些亚洲风格式旋律，或在创作

中使用异国他乡的节奏与乐器。法国作曲家比

才创作的歌剧《卡门》，它的背景就为西班

牙；意大利的普契尼创作的《蝴蝶夫人》，却

生动地描述了日本的风土人情；俄罗斯的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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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科萨科夫在他的著名的管弦乐作品《天

方夜谭》中营造了一种特有的阿拉伯氛围。使

得音乐上的这种异国情调与浪漫主义的那种对

遥远而独特神秘的向往相一致。从而使得那富

有特色的旋律和节奏将听众带向那更加广袤的

田野，走进民间那五彩缤纷的大千生活中。

总之，19世纪以来欧洲的浪漫主义音乐，

反映了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和他们的世界观和艺术观。随着社会的变革，

促进了资产阶级艺术家们的艺术创造，在艺术

手法和形式上都作了大胆的革新。作为浪漫主

义的音乐家，他们在以情感、自然、本性为宗

旨的这一思想层面，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技术

手段。在体裁创新方面，显示了一种 开

拓性能力。在作曲技术方面，功能性的和声最

大程度地发挥了作用，丰富调、转调技术的运

用为音乐的表达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持。

早中晚期的浪漫主义作曲家都显示了他们不同

的艺术才能，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展现出了

极大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丰富和发展了古典主

广泛的

义的传统音乐艺术。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在欧洲音乐

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有它

的积极作用和进步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注

意到，浪漫主义是有它的两重性的，它具有其

自身的复杂性。同时，浪漫主义艺术家他们的

世界观、艺术观、创作思想也是充满着各种各

样的矛盾的。因此，我们对浪漫主义时期的作

曲家及其作品，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具体分

析，从而作出正确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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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家传记记录了企业家的成长经历、创业过程和心得体会，可以给创业者一定的启发，有助

于当前创新创业实践的顺利进行。“双创”背景下企业家传记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高

度弘扬了企业家精神，为读者提供了学习的榜样，丰富了教学案例，传播知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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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简称“双创”）的号召后，全国掀

起了创新创业的热潮，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相

关政策和配套措施，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创新创

业园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建立，一系列的创

新创业大赛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在“双

创”的政策号召和鼓舞下，全民掀起了创新创

业的热潮，仅2015年一年，创新创业活动就经

历了井喷式的发展，然而“创业是一项高风险

的经济活动，创业的高度不确定性、模糊性、

创造性和资源的有限性都不断对创业者提出高

难度挑战，这就为创业教育的存在提供了充分
[1]的必要性依据”。 由此可见，创客们急需可

借鉴的经验和可参照的榜样，而这两点，从企

业家传记中可以获得。企业家传记披露了企业

家走上成功之路的“发家史”，展示了企业家

奋斗过程中的苦辣酸甜，读者可从传记中了解

“双创”时代企业家传记的社会意义研究

赵云洁

（许昌学院图书馆，河南 许昌， 461000）

到企业家的性格特色与行事风格，洞悉企业家

的人生历程和创业内幕，学习成功者独有的管

理风格与经营策略，这正体现了企业家传记的

社会意义，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1  企业家传记高度弘扬了企业家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

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
[2]神。” 郭树清同志在讲话中也指出：“企业

家特别能吃苦……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有很深的家国情怀，始终不忘带动乡亲

共同致富……企业家精神就是永不满足、不断
[3]创新、追求卓越。” 企业家精神是一个企业

的灵魂，是社会的正能量，它主宰着企业的前

途和命运，只有创业者具备了企业家精神才能

够披荆斩棘、开拓创新，才能够成为企业团队

的卓越领导者。

白手起家的企业家都接受过市场经济大潮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Entrepreneurs' Biography in “Double Creation”
ZHAO Yun-jie

（Library of Xuchang College, Xuchang, Henan, 461000）

Abstract: Entrepreneur biography records the entrepreneur’s growth experienc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and experience, offering a certain inspiration for followers to make further entrepreneurship in new era.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entrepreneur biography in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creation” is mainly embodied 

in four aspects, namely, the spirit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 the example of learning for the readers, the 

enrichment of teaching case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culture.

Key words: double creation; entrepreneurs’ biography; soci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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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门时报》报讯（狄国栋）日前，质检总局批复，支持郑州在出入境检验检疫信用等级

AA级企业代表——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先行先试原产地证书“信用签证”。

据介绍，2015年至今，宇通公司共申办各种原产地证书605份，货物金额11.7亿元，仅原产地签

证一项措施就为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4 000多万元人民币。河南检验检疫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实施原

产地证书“信用签证”管理，对于提高自由贸易协定利用率和便利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

企业负担，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一步，河南局将建立有效的产品原产地溯源机制，确保签证产品的原产地信息真实、准确、

有效、完整；及时跟踪和反馈已签证出口产品在海外的关税减免和遭受其他贸易措施信息，提升原

产地签证工作的服务和把关能力；争取质检总局将该项改革举措复制、推广至郑州乃至河南全省更

多企业。

中国质量新闻网

宇通客车获批河南首家原产地证书“信用签证”试点



的洗礼，经历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的艰苦卓绝的创业过程，他们呕心沥血、胼

手砥足地奋斗至今，终于有了企业、有了成

果、有了回报社会的能力。他们不畏艰难、激

流勇进的气魄可以激励后辈创业者把创业进行

到底；他们勇于探索、推陈出新的“闯劲儿”

能够启发同道中人革故鼎新去开创事业的新篇

章；他们敢于担当、饮水思源、富贵不忘家国

的拳拳赤子之心，进一步发扬了中华民族反

哺、感恩的优秀传统美德，足以感动全体中华

儿女，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正能量；他们打造

品牌形象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弘扬了大国工匠精神，既成就了企业挺立商海

潮头的根基和砥柱，又树立了基业长青的典

范；他们戒骄戒躁、沉心静气做好一件产品、

一个品牌的定力，对当前创业者急功近利的浮

躁心态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各级

政府大力推进侧结构性改革，全社会掀起了

“双创”的浪潮，充满了机遇和挑战，许多年

轻人、在校大学生、归国人员、复员军人及农

村剩余劳动力都加入了创新创业的大军当中，

值此沧海横流、千帆竞渡的历史时刻，更需要

大力弘扬企业家的精神，让企业家精神鼓舞人

民前进，昂扬人民斗志，凝聚人民力量，激发

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新活力，推动国家经济更快

更好地向前发展。

企业家传记高度弘扬了企业家精神，记录

了企业家的成长经历、创业过程，既揭示了他

们抓住机遇创业成功的历史机缘，也披露了他

们与磨难作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路历程；

既有功成名就后的鲜花和掌声，也有失败受挫

时的愁苦和无奈。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企业

家们都是百炼成钢，只有经历过千锤百炼、具

备了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创业者，才会实现创新

创业的宏伟理想，才能成为新一代的企业家。

2  企业家传记为读者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美国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阿伯特·班杜拉

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该

理论阐明遗传及生理因素制约着人类的行为，

但后天经验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更不可低

估.班杜拉认为人类的学习大多发生于社会情境

中，人们仅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就可迅速地进

行学习，人类的大部分行为实际上是通过观察
[4]学习而获得的， 换言之，人类的大多数行为

是通过模仿“榜样”而习得的，即个体通过观

察他人行为会形成怎样从事某些行为的观念、

图像和符号，这些观念、图像和符号所承载、

传递的“信息”远远大于语言描述，表现出更

快捷、更便利、更有影响力的优势，也更能引

起观察者的注意，从而更能促使观察者用这种

“信息”来指导行动。因此，观察者获得的学

习效果实质上是榜样活动的符号表征，并以此

作为以后适当行为表现的指南。鉴于此，全社

会应该充分调动、发挥榜样的作用，用优秀科

学家、企业家及各行各业成功者的事迹来教

育、鞭策广大群众，形成一股股巨大的激励力

量，引导社会主流自觉地向好的方向发展。

当前社会，许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沉

溺于网络游戏、影视肥皂剧、追逐影视明星和

所谓的“网红”，严重荒废了事业学业，造成

不思进取、玩世不恭、人生视野狭窄、智商情

商低下、道德品质败坏等不良社会现象。针对

这种不良现象，全社会有识之士应对广大群众

的阅读、观赏爱好加以引导，剔除精神糟粕，

推荐优秀的、营养价值丰富的精神食粮，比如

企业家传记——企业家传记所记载的企业家故

事真实具体，有血有肉，既可以在为人处事、

生活和工作方面成为广大群众学习的榜样，也

可以为创新创业实践提供良好的参照范例，同

时广大民众也会受到企业家精神的感染、熏陶

和激励，使道德行为得到激发和强化，思想境

界得到净化和提升。

3  企业家传记丰富了教学案例  

 案例教学法首创于1870年，创始人是美

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

布·朗代尔，后经哈佛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郑

汉姆的大力推广，从美国迅速传播到世界各

地，大量数据证明，案例教学法是一种成功的

教育方法，它代表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20世

纪80年代，案例教学法引入我国。案例教学法

是一种通过模拟或者重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场

景，让学生把自己纳入案例场景，通过讨论、

分析、总结来进行学习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

教学法的目的是通过将实际事件的典型过程再

现出来，来研究案例中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以

引导并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及情境实践能

力。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学生把僵化的知识转化

为实际应用能力，学生在案例场景中通过交流

分析进行了自主学习，并经过缜密的思考和深

入地讨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个过程加深

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升了知识的运用

能力。

 当前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还有许多有待

整改的地方，比如理论教育多于实践应用，导

致某些创新创业教育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只重视结果而忽视过程的历练作用，导致有些

人因为害怕失败的结果而没有勇气去尝试创

业；创业者扎堆于时下热门行业导致产能过

剩 ， 缺 少 在 远 景 事 业 上 开 疆 拓 土 的 创 新 精

神……“创新创业教育最重要的是案例教学，

但遗憾的是，高校老师对于案例的掌握是有限

的，也是零散的，如何将高校以外的案例及

时、有效地整合到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当中
[5]去，也是未来需要着力探索的方向。” 企业

家传记会弥补教学过程中案例不足的缺憾，企

业家的成长故事、创业经历、商业运作、管理

方法都是值得参照的案例，学习这些典型案

例，往往比接受抽象的原则方法要方便、具

体、形象，更能深入人心引发思考，往往会让

陷入困顿中的创业者眼前一亮、茅塞顿开。

4  企业家传记是传播知识文化的载体

当今世界，“知识、创新、创业被视作

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要素，且三者之间

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创新为核心的

创业、基于知识的创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
[6]要诉求与核心特征。” 现代经济凸显了知识

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知识在数量上和

质量上都表现出了空前的重要性，以知识和

高 素 质 人 才 作 为 依 托 、 以 创 新 为 主 要 驱 动

力、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创新型经济成为了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竞争力体

现在产品、模式、服务的不断创新上，从而

推动了新的创业行为的产生，具体体现在以

知识作为投资资本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对

科 学 技 术 等 既 有 知 识 的 重 用 和 传 播 蔚 然 成

风，知识产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与此同

时，新的知识技能也将被开掘利用。

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家当中，有许多人是

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比如，阿里巴

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腾讯公司董事长

马化腾、中国台湾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新

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他们都是大学毕

业生，都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就连从大学退学

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和苹果公司创始人

乔布斯也都是学有专长的，他们所创办的实业

都是以本人所拥有的知识为根基，既对所学知

识进行了开发利用，又更好地传播了新的知识

和文化。

企业家们不仅在经济领域创造了物质财富

从而功成名就，也在文化领域创造了精神财富

来体现出另一种存在价值——一些企业家亲笔

撰写的著作纷纷出版，在图书市场产生了较好

的反响。2016年3月，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大星文化全国独家发布的第十届作家榜全

新子榜单“企业家作家榜”上，国内商界名流

纷纷上榜，王健林、马化腾、李开复、俞敏洪

等分别以415万元、400万元、380万元、100万

元的版税收入占据榜单的第3、第4、第6、第
[7]15名。

从“企业家作家榜”上列出的书单可以看

出，企业家们出书，不只是写自传谈创业史、

致富经，而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元的思想、内涵

和文化情怀。企业家们博弈多年，对商场兵

法、运作法则、哲学伦理、人情事故等都已烂

熟于心，他们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在当今的

“双创”时代，企业家的心得和经验必会给年

轻的创客们一些启发，这正是文化的社会功能

发挥了作用。

5  结语

依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企业家是

“双创”时代的光辉榜样，企业家所具有的不

抛弃不放弃的执著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毅

力，可以鼓励逆境中的创业者们勇敢前行；企

业家在商海浮沉中深谋远虑、进退有度的战略

战术，可以给创业者一些启示；企业家传记中

所记录的企业运作法则、管理方式、经营模式

等，可以给创业者一定的参考，虽然不可能

“复制”企业家的成功轨迹，但企业家的精神

气度、方式方法、人文情怀仍是一笔富贵的财

富，值得创业者们认真分享。在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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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活动中，可以把企业家的成败事例当作

教学案例来讲，分析其因果得失，以此为前车

之鉴，这比枯燥的理论说教更为直观新颖，更

具体可感，更能促进创新创业活动的良性运

转。企业家传记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文化建设的社会大背景

下，企业家传记具有引导社会文化、创新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助推创新创业热潮、服务社会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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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作为自然形态出现的，但通过观照整篇诗

的情境，更多时候是诗人赋予了丰富而深邃的

象征意义。如“明月照时常皎洁，不劳寻讨问

西东。”（《千年石上古人踪》）这里的“明

月”首先是自然之月，但寒山深层的意思是这

轮明月见证了这里千年的轮回变换，俨然是一

位可以给人指点迷津的导师。再如“岩前独静

坐，圆月当天耀。”（《岩前独静坐》）同样

的道理，寒山独自在寒岩静坐，皓月当空，照

得万物明朗，也同样可以理解为，寒山参透人

生，这皓月恰似他澄明通透的心境。

其次，寒山把自己对人生、社会、佛理的

思考交付明月，增加了月亮的哲理深度。典型

句子如“性月澄澄郎，廓尔照天边。”（《大

海水无边》）所谓“性月”，是说佛家心性本

净，如月之朗。再如“师亲指归路，月挂一轮

灯。”（《闲自访高僧》）“谈玄月明夜，探

理日临晨。”（《本志慕道伦》）从中可以看

出，寒山虽然孤寂，但不是一个朋友都没有，

偶尔，他还会到远处去拜访高僧，或者他会邀

请僧友到寒岩来参禅访道。而此时的月亮，是

他回程路上的指路灯，是他的伴随者，是他参

禅论道的倾听者、参与者，是他生活里不可或

缺的一员。

月亮的永恒与灵性、清冷与傲岸是符合诗

人精神内质的，诗人在中国传统月文化的基础

上，熔铸了自己的人格和情趣，赋予月亮意象

丰富的精神内涵，既体现了中国民俗文化审美

特征的共性，又展现了其极具个性的一面。寒

山以出色的直觉能力、细腻的笔端，使对月亮

的情感体验趋于深入和精妙。因为月，寒山孤

寂清冷的隐逸生活折射出了浪漫的光辉；因为

月，诗人的心灵世界变得愈加丰富；因为月，

寒山单调枯燥的生活显得温馨充实。寒山诗歌

中月的意象，昭示了诗人的生态伦理、生命关

怀、宇宙意识及价值取向，是我们这个古老民

族丰富而细腻情感的诗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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