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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发展研究

徐小龙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 201209）

摘 要：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可以从以原有特色为基础、面向地方经济发展和结合产业结构升

级等三个方面探索转型发展路径。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面临思想观念、教学变革、师资以及社会评价

等障碍。教育主管部门要为新建本科高校转型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建立一体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制定校

企协作培养本科人才的法规与政策，改变单一的本科教育评价体系，建立职业型本科教育的评价标准。

关键词：新建本科高校；职业教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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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1999年我国实行大学扩招后，我国高等教

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许多专科学校先后升格

成为本科高校，从事着本科人才的培养。这些新

建本科高校推动了我国本科人才培养的速度。然

而，新建本科高校的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模

仿老牌本科高校，结果造成学术型人才供给过剩

和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培养缺口。面对应用

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缺口，新建本科高校向职

业教育类转型非常切合时代的需要。

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教育类转型符合国家高

等教育发展战略方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我国高等教

育要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规模。2014年2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

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让

职业教育为国家不断创造人才红利。国家教育部

更是明确要把 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新

建本科高校转作职业教育，让这些高校培养技术

技能型人才。

无论是站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层面，还

是从自身发展的角度，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教育

类转型都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虽然向职业教育

类转型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如何实现转

型，对新建本科高校而言，还缺乏可操作性的实

施措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建本科高校

向职业教育类转型，是对自身发展的重新定位，

需要明确转型发展的路径，清除转型中的主要障

碍。除了从高校层面为新建本科高校转型提供实

施措施，还要从政府教育主管层面提出政策建

议，为新建本科高校转型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发展的路径

和方法

1．转型发展路径

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新建本科高校人才培养

与老牌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要有清晰的区分度。

新建本科高校要改变以往模仿老牌本科高校发展

的模式，选择适宜自己的转型发展路径。新建本

科高校向职业教育类转型，意味着新建本科的高

校人才培养重心要发生改变，即从培养理论型、

学术型人才转向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新建

本科高校可以从以下三条路径向职业教育类高校

实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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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原有行业特色为基础实现转型。一些

新建本科高校在“专升本”之前，很明确面向某

个行业培养动手能力强的专门人才。在“专升

本”后，为了显现人才培养层次的提高，不少新

建本科高校淡化甚至舍弃了原有的专业特色和行

业特色，开设专业求多求全，专业教学内容趋向

理论化。为了向职业类本科高校转型，新建本科

高校可以大力恢复和强化原有行业特色，专业设

置瞄准行业需求，教学内容面向行业的岗位需

要，在夯实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强化面向行业

和岗位的实战应用技能教学，从而成为某个行业

具有鲜明职业特色的本科高校。

（2）面向地方经济发展实现转型。为社会经

济发展培养人才是高校的基本任务。地方新建本

科高校要立足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的本科人

才。地方新建本科高校的专业设置要依托地方产

业，面向地方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岗位，为地

方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撑。每一个省

市都有明确的支柱产业，支柱产业又是由若干个

企业构成。地方新建本科高校深入了解支柱产业

企业对一线技术和管理岗位人才的职业培养要

求，与支柱产业企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实行

本科人才职业培养标准与岗位技能标准对接，达

到学生“毕业即就业”的培养水平，成为具有区

位优势的职业型本科高校。

（3）结合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转型。中国正在

处于从低端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升级的发展过

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

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现代服务业和

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有完善的

职业教育体系做支撑，必然对应用型本科人才的

结构和培养规格提高要求，新兴产业将对高校的

本科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地方新建本科高校

专业设置重复，本科人才培养不仅同质化，而且

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不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

要求。面向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面向新

兴产业的应用学科迅速发展。地方新建本科高校

可以利用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大力发展与产业

结构升级紧密结合的专业，面向技术知识密集型

产业培养实践型的技术性人才，为现代服务业和

新兴产业培养具有综合技能的应用人才，成为新

兴职业的人才培养摇篮。

2．转型方法

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教育类转型，就是要把

职业教育作为本科人才培养的重心。因此，需要

优化专业结构，对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做根本性的

变革，也就是要调整人才培养目标，重构课程体

系，改进课程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式方法，创

新考核方式，从而真正实现本科人才培养转型。

首先，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优化专业结

构。新建本科高校基本上都以学科为导向设置专

业，向职业教育类转型意味着要以社会需要为导

向来设置专业。也就是说，面向职业教育，新建

本科高校不再是立足学科专业去培养人才，而是

以职业为本位，即根据社会需要考虑培养什么样

的职业人才。新建本科高校需要适当精简理论性

强的专业，增设新兴的应用型专业。这种增设建

立在对企业人才需求的调研以及与行业协会沟通

的基础上。同时，还要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从理

论型、学术型人才转变为应用型和复合型的职业

化人才，淡化学术能力的培养，强化应用技能的

培养。新建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要体现鲜明

的职业特色，直接面向各种企业生产和管理一线

的技术、管理甚至操作岗位，突出人才培养的实

践能力。

其次，要重构课程体系，调整课程教学内

容。新建本科高校要将以学科理论为导向的课程

体系转变为以应用技能为导向的课程体系，按照

职业要求重新构建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将课程体

系划分为专业基础模块、专业实践模块、综合能

力模块等不同的模块，确保课程设置既满足本科

人才的培养标准，又与行业就业岗位需求相一

致。减少理论性课程，增设实用性课程和职业素

养课程。减少理论教学的课时数，相应增加实践

教学的课时数，做到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并重。

要将从业的职业标准融入课程标准，课程设置将

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结合，建立本科毕业证

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融通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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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的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将理论课程向

应用方向转化，由理论性内容向实务性内容倾

斜，增加实验和实训教学内容，融入现代职业标

准和从业职业资格要求，要把职业资格鉴定相关

的教学内容作为课程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或者岗位要求无缝对

接。学生的实践课程、实验课程和毕业设计要以

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实际问题为导向，实现

课程内容与岗位技能要求相对接。

最后，要改变教学方式方法，创新考核方

式。新建本科高校要采用以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的

教学方法。以理论教学为基础，应用教学和实践

教学为主导。弱化讲授教学法，广泛采用能有效

提升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教学方法。新建本科高

校要加强企业实践基地建设，大力吸引企业参与

教学过程，与企业合作培养，实现深度的校企合

作，将部分入职培训课程以及实践类的实务课程

设在企业实习中心或者企业生产现场进行，由企

业培训教师实施完成，学校负责指导和监控教学

全过程，实现人才的综合培养。我们可以借鉴德

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的教学方式方法，由学

校和企业分工协作、共同培养，实行工学结合、

工学交替，学生在学校接受理论传授，到企业完

成技能教育，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相互促进，交

替反复进行。

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迫切需要改革

传统应试教育的书面考核方式。对学生的考核重

点不再是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而是对理论知识

的实践应用能力。考核方式要以评价应用能力为

导向，做到考核方式多样化，采用教师考核、企

业考核、行业评价和职业技能鉴定等评价主体多

元化的方式。新建本科高校要吸引企业技术权

威、企业高层领导和行业专家参与本科人才培养

考核过程。对部分实务课程引进行业专家评价方

式，实行职业资格考试与课程考试对接的考核方

式，把职业技能鉴定考核融入课程考核，做到课

程考核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完全一致。

三、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发展的主要

障碍

1．思想观念障碍

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很容易被师生误

解为是一种对本科学校的降格行为和倒退发展。

在不少新建本科高校的师生看来，学校好不容易

从专科升格为本科，当然要按照老牌本科高校的

模式发展，如果转为职业教育，显得本科人才培

养档次降低，学校规格降低，学校发展前途就会

受到很大制约。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最终

体现在本科人才的培养上，可以说，学校转型的

具体实施依靠每一位教师，如果不澄清这种错误

的思想认识，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很难付

诸实施。

2．教学变革障碍

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意味着需要强

化职业技能和应用能力，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

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都要进行根本性的改

革。这种深度的教学变革在大多数新建本科高校

并不容易实现。新建本科高校要向职业类转型，

对人才培养模式该做怎样的变革，教学方式方法

如何调整，国内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也

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教学变革中最难的部分就

是对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进行改革。在课程体系

中，职业技能培养是核心，以职业技能培养为方

向进行课程内容改革，对任课教师而言是一种挑

战，不仅工作量非常大，而且，那些从未接触过

实践的教师未必能够胜任。

3．师资障碍

目前，新建本科高校对师资的招聘要求都以

博士学历和学术能力作为主要评价标准，有无实

践经验或者应用技能还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从学

校毕业走向学校工作岗位的年轻博士毕业生已经

成为新建本科高校师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

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需要有一支拥有实

践经验和职业技能丰富的授课教师队伍，这样的

教师队伍在很多新建本科高校还未形成。尽管有

的高校在倡导双师型教学团队的培养，可是，教

师来源的单一化和社会对高校教师唯学历的评价

标准制约了应用型师资的配备。

4．社会评价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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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和偏见是阻碍新

建本科高校向职业教育类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很多人的眼里，学术型人才是高端人才，高校

培养学术型人才属于“高大上”的做法，而职业

技术教育属于不入流，是低人一等、够不上档次

的教育。社会上各种大学排行榜几乎都把高校的

学术教育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至于应用技能教

育根本不做考虑。不少的用人单位都把“211高

校”、“985高校”作为招聘的基本要求，追捧学术

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培养一直不受重视。这种

“重视学术教育，轻视技能教育”的社会观念使得

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面临巨大压力。他们

必然担心转型后生源素质下降，社会地位降低，

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逐渐被高等教育边缘化。

四、政策建议

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有助于解决我国

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

问题。实现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是我国教

育主管部门当前主导的一项战略决策，也就是

说，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来自我国教育主

管部门的推动。要想取得预期的转型效果，除了

新建本科高校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主管部门

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转型外部环境。

1．建立一体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为转型高

校提供发展空间

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还不健全，职业教育主

要停留在职业中专和高职专科层次，虽然在一些

高校设立了专业硕士，试点了工程博士，但是专

业硕士和工程博士等高端的职业教育还未与职业

中专、高职专科等低端的职业教育进行贯通培

养，而且高端的职业教育只设立在一些较好的老

牌本科高校，一般的应用型本科高校都难以企

及。我国需要建立纵向和横向都贯通的职业教育

体系，在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单位设立职业中

专、高职专科、应用本科、专业硕士到工程博士

等多个培养层次，鼓励不同类型的学校开展合作

贯通培养，既为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成才通

道，又为职业型本科高校提供向上的发展空间。

一体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可有效破除人们轻视职

业教育的思想观念障碍。

2．制定校企协作培养本科人才的法规与政策

新建本科高校向职业类转型的落脚点就在本

科人才的应用技能培养上。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

本科人才应用技能教育单纯依靠高校自身难以完

成，必须有企业的协作和参与。可是，在市场经

济体制下，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竞争主

体。在现行体制下，企业参与高等教育这种公共

品的生产没有什么经济利益，缺乏参与本科人才

培养的积极性。目前，新建本科高校连建立有效

的实习基地都非常困难，要让众多的企业深度参

与本科人才培养过程更是难上加难。要从根本上

解决这个难题，必须借助立法手段，在相关法律

法规中明确规定企业在大学生培养过程中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德国政府就制订了一系列的法规来

管理职业教育，比如，在职业教育中制订了《职

业教育基础阶段工业企业内实训时间与职业学校

课时计划原则》，确保企业对学生的实践培训有章

可循。同时，对与高校深度协作培养本科人才的

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或者项目资助，使

企业在本科人才的协作培养中得到利益补偿，激

励企业与高校建立密切的协作培养关系。

3．改变本科教育的单一评价体系，建立职业

型本科教育的评价标准

高等院校的本科教学合格评估一直备受争

议，一些高等院校和教育专家对此颇有微词。对

所有的新建本科高校来说，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是

一根极具威力的指挥棒。既然在本科高校中引入

职业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就不能只用一种教育标

准评价所有的本科高校。学术型、理论型本科人

才培养和技能型、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在教育理

念、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教学内容上都有很大

的差异，对两者应该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本科

高校培养的技能型人才是否名副其实，应该由用

人单位说了算，由社会的认可程度来衡量，而不

是由教育主管部门聘请的专家们从行政管理的角

度说了算。因此，对职业类本科人才培养的评价

应该以社会评价或者第三方评价为主，以此激发

新建本科高校面向社会需求办学的（下转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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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不同的课程观及评价

课程，简单地说就是教师借助教育资源帮助

学生实现学习发展目标的计划和进程。课程的制

订及其实施是教师专业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具

体体现。通常情况下，课程可以从名词和动词两

种含义上去解读。名词意义的课程含义为：（1）
为学生预定的学科知识内容的综合或教学计划；

（2）以知识为本位，注重书本知识的获取和系统

知识的学习；（3）课程内容和课程活动都是预成

的、封闭的、固定的，以结果或产品形态存在。

动词意义的课程含义为：（1）学生从学习活动中

获得的一切学习经验或体验；（2） 以学生个体

“经验”为本位，注重学生直接经验或体验的获

取；（3）课程内容和课程活动都是开放的、动态

的、生成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预见的，以

过程或活动形态存在。课程名、动属性的两种含

义，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课程观。前者是传

统的学科课程观，即要素主义课程观；后者是以

杜威为代表的活动课程观，即经验主义课程观。

要素主义课程观和经验主义课程观是上世纪

初，课程论进入完型形态后出现的两种不同的课

程思想。要素主义课程观因其强调课程对人类文

化基本“要素”的传递功能而得名。它认为：课

程是经过精心选择、由按学科逻辑顺序依次呈现

的知识所组成。课程的主要功能就是向学习者传

递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将人类文化中的精华传

递下去，以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与要素主义课程观不同，经验主义课程观认

为：知识并非永恒，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建构

的、生成的。知识的获得是学习者个体与外部环

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不可能无视外界经验

的变化。杜威指出：人类的知识、经验和智慧都

是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儿童要获得这些知识、经验和智慧也必须从

事相应的社会活动，在课堂上单凭读书是无法达

到这个目的的。这就形成了以杜威哲学为依据的

活动课程或经验课程思想及其课程实践。在经验

主义者看来，个体是一个“意义的创造者”，学校

中求知的真正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学校制

造知识以供需求的方法”。

要素主义课程观和经验主义课程观究竟谁更

科学合理？客观地说，对任何一方作简单否定或

肯定回答都是不科学、不正确、不合理的。现代

教育理论和实践业已证明，课程是文化发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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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段，是文化的“保存和传递、传播和交流、

选择和整理、创造和更新的过程”。课程的主要功

能之一就是向学习者传递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

达到传递人类共同文化要素的目的。正是由此，

人类社会文明最有价值的各种成果即“文化要

素”才得以传承，人类社会的进化才有了内在的

承续性，并使每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建立在前

人和他人营造的基础之上，使个人的知识和思想

突破个人生活经验的狭隘范畴，“在时间上，超越

个体生命的周期；在空间上，超越个体生活的地

理限制”，站的更高，走的更远，创造力更强。

然而，强调以学科课程为中心的要素主义课

程观，把知识的逻辑规律置于课程设计的中心，

倡导教师和教材在教育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片面

强调教育以智力训练为基础，较少考虑到学习者

的个体差异，漠视学生的个性需要和身心发展规

律，则又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因而，20世纪 30
年代以课程改革面目诞生并曾盛极一时的要素主

义课程观，到了 60年代后期便偃旗息鼓了。直到

80年代，在它积极吸收了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教

育思想的合理成分，并对自己的课程思想进行合

理改造后才以新的面目重新得到重视。

同样，经验主义课程观适应 19世纪末美国社

会工业化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大批

实用知识和技能管理人才的高素质劳动力而催

生，但这种课程思想及其实践到 20世纪 30年代，

因其无法改变其自身存在的松散、无序和低效，

缺乏以合理的方式传递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给

美国基础教育质量造成严重下降屡遭诟病而走向

衰落，而积极强调在课程实践中传递人类文化基

本“要素”，强调教学效率并对教育质量提高起到

积极作用的要素主义课程理论则走向前台。

要素主义课程观与经验主义课程观在上世纪

呈现的命运流年，正应了哲学上那老句话：真理

向前跨出一小步就变成了谬误。那么，什么样的

课程观才科学合理？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素主义

课程观与经验主义课程观二者合理内核的融通、

互补和升华。这种融万方于一炉的新型课程观的

价值取向，既能保证人类社会文明成果的保存和

传递，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师生两个主体的创造

性，实现教学效率成效最大化。

二、高职院校课程的特征及诉求

高职院校课程是新型课程观统领下的课程。作

为育人预设方案与育人活动实施的载体，它既有

与基础教育等其它类型教育课程的共有属性，又

有自身的特殊性，这是由高职教育的类型特征和

人才培养目标的素质结构决定的。高职院校培养

目标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的应用

型人才，在“零距离”上岗人才培养质量目标导

向下，其课程建设必须最大限度地与学生未来的

职业岗位相匹配，即“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

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

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不仅如此，高职课程

还要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相契合，这

就内在决定了高职院校课程的职业性、开放性、

动态性、跨界性和整合性。

因此，高职院校课程建设必须满足学生“职业

发展、个性发展、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面向学

生职业能力、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全面培养，

让每个学生有可选择的空间和自主选择课程的权

利，为学生的就业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特别是

要根据现代服务业的特征，“更加注重学生的心理

素质、职业道德、服务意识、诚信意识的教育，

更加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具体

来讲：

在培养目标上，从偏重文化技术和理论知识

转向重视职业技能和发展能力；在教学内容上，

从校内课程为主，重视学科性转向重视专业领域

建设，注重校内学习与工作经验的一致性；在课

堂结构上，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学生为中心，课

堂形成师生“双主体”；在教学评价上，从重知识

考核，重学科标准转向重职业能力，重社会评

价；在学习过程上，从系统学习经过组织的主题

材料，为进一步学习打基础转向满足社会和学生

职业生涯与后续发展的双重需要，为提高就业能

力打基础；在教师素质要求上，从单一的知识理

论型转向智慧型、职业型、经验型、社会型和导

师型的“多师型”，不仅能讲会做，还要善于启迪

激励、规划指导学生职业人生。因此，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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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与实施，不仅对教师素质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而且必须解决一个看似远离主题，而

实际正是主题问题内核的教师专业权问题。

教师是受过专门教育和训练，在学校担任教

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教师工作是一种专门

职业，“在执行其专业任务时，教师应享有学术自

由，由于教师特别有资格去评估最适合学生的教

学辅助方法，他们应当在如教材的选择及修正，

教科书之评选及教学方式之实际应用等方面，担

负决定性的角色。”即教师拥有专业权。从权利来

讲，教师的教育教学权是其最基本权利。我国

《教师法》规定：教师有权依据其所在学校的教学

计划，教育工作量等具体要求，结合自身教学特

点自主地组织课堂教学；有权依照教学大纲的要

求确定其教学内容、进度，不断完善教学内容；

有权针对不同的教育教学对象，在教育教学的形

式、方法、具体内容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实验。教

师的基本义务则从另一方面确保了教师教育教学

权的正确行使：教师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完成教育

教学工作任务。

教师作为具体的承担者、组织者和实施者，

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不可替

代性。任何先进教育思想、优秀课程方案、人才

培养目标都必须由他们独特的创造劳动来实现。

保证教师以应有专业权，赋予教师以重大育人使

命，为教师提供广阔的创造空间和施展才华的舞

台，充分发挥教师的创造活力和个人独特的教学

魅力，不仅是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

具体体现，而且正是我国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不

拘一格降人才的根本保证。

在依法治教，立德树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

今天，确保教师全面正确履行教育教学职责，必

须树立法治思维。首先强调教师的教育教学权，

教师要对自己的权责有着高度自觉的认知，拥有

专业权，必须履行好专业权，否则，就是渎职失

职。其次，充分尊重和维护教师的专业权。教师

是专业工作者，而专业工作者的一个重要条件就

是要拥有专业权。“任何形式的督察或监管体制，

都应以激励及协助教师执行其职权为目标，而且

不可妨碍教师之教学自由，教学主导权与职权。”

第三，突出教学实效，以学生的成长性、发展性

为实践检验标准评价教师的工作实绩，而不是简

单地看教案写的详略、教学进度快慢、上的课时

多少，以确保教师职责的全面正确履行。

三、课程建设：正确把握教材与课程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课程建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误

区：一是把课程等同于教材，未能把学生从特定

的教学活动方式中实际获得的学习经验也看成是

课程的有机要素。实事求是地讲，教材本身并没

有错，问题是应该如何对待和运用这些精粹资

源，是把它们作为目的本身，还是仅作为一种教

育手段和依据。现代教育实践证明，同样的教

师、同样的学生、同样的知识内容，但在不同的

教学活动方式下，学生实际所获得的学习经验相

差很大。比如，启发式教学与注入式教学、合乎

伦理道德教学方式与反伦理道德的教学方式等，

带给学生的学习经验是差别很大的。因此，以

“知识的意义建构”为特征的课堂教学，不能仅仅

把教师所要教的、学生所要学的预定知识内容看

作课程内容的唯一要素，更不能视教材文本为唯

一，把课程等同于教材，把教学等同于教教材，

应该看到学生从特定的课题教学活动方式中所获

取的实际经验，同样也是课程内容的有机组成部

分，对尤为重视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高职院校课

堂更是如此。

二是把课程看作先于教学过程预先编制好

的、现成的知识体系，不能从动态生动的角度看

待课程的存在形式。如果把课程当作动词使用、

当成一种活动的话，那么，有些课程并不是预成

的，而是在过程中逐渐生成、建构起来的。对于

生成性课程的开发与编制而言，它并不依赖专家

学者的权威，而依赖于学习者与周围环境、与指

导教师、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交互作用。在传统的

预成性课程的开发中，教师只作为既定课程的阐

释者与传递者，学生只是作为既定课程的接受者

与吸收者，他们都是课程开发的旁观者与局外

人。而对于生成性课程来说，教师和学生都是参

与课程开发的主体，他们既是课程的传递者与吸

收者，同时又是课程的建构者与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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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职院校课程观是一种大课程观，加

强课程建设，不仅要科学编制课程预案，更要从

动态的角度关注预案实施过程。强化课程开发意

识和开放意识，围绕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

对反映经济社会技术新变化的课程资源进行有效

开发，包括素材性教育资源和条件性教育资源、

校内教育资源和校外教育资源，都可能进入课程

视野而进行开发整合，以此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

未来职业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

精选职业能力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强化课

程建设中的立德树人功能，树立强烈的全人意

识，关注学生的认知、情感价值与动作技能，以

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和全面和谐发展的高素质劳动

者为终极目的。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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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Concept an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ZHOU Wei-bin

（Hebi Polytechnic, Hebi 458030, China）
Abstract: Curriculum is the plan and the process of teachers helping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udy and development. The de⁃
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rights and behavior capacities.
The curriculum concep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is a new curriculum concept. To strengthe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t is
not only to scientifically prepare the curriculum plan, 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from the dy⁃
namic point of view.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ust meet the demands of satisfying students' value
appeal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t should face comprehensive train⁃
ing of students’professional abilitie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spirits, so that every student has the space to choose and
the right to independently choose the curriculum and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lifelong development.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urriculum concept;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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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教学内容的基本载体，是教学实施的主

要工具，优质教材的建设与使用是推进高职教育教

学改革、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抓手。同

样，高职教育的改革、建设与发展也在引领着高职

教材建设的发展方向。教材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广义的教材指课堂上和课堂外教师和学生使用

的所有教学材料，狭义的教材即教科书。高职教材

的发展正趋向广义空间，并日益呈现出满足教师教

学、学生自主学习综合需求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究

高职教材的发展趋势，可以从品种规模、内容特

征、呈现形态、作者团队、存在问题等多维视角予

以梳理分析，进而加以研判。

一、高职教材品种：从规模发展到内涵建设

1．规模扩张期（2000-2010年）

本世纪初的十年，是高职教材经历了从无到

有的基本积累与积淀后开始迅猛发展的繁荣时

期。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全国大中专教材数

据分析报告》，在《新华书店大中专教材目录》涉

及的165家出版社中，品种增长最快的是高职高专

教材，从 2004 年的 9629 个品种增至 2009 年的

35572 个品种，增幅为 269.43%，远高于同期本

科、中职教材品种的增长速度，高职教材出版呈

现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局面。品种的快速扩张

使教材结构趋于完备，目前，包括公共基础课

程，高职教育全部 19个专业大类、99个二级类的

绝大多数专业都已有相应教材，教材门类比较齐

全，教材体系基本形成。

2．规模稳定期（2010-2014年）

在万种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建设项目的引领与激励下，高职教材品种规

模呈现了井喷式扩张。但在“十一五”期末，这

一增长势头得以明显放缓，并保持这一稳定状态

延续至整个“十二五”期间。同样来自《新华书

店大中专教材目录》的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2012 年 44069 种 ， 2013 年 42421 种 ， 2014 年

43378种。高职教材品种增速的“停滞不前”，一

方面表明高职院校所开设专业基本都有教材支持

教学；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十一五”、“十二

五”两轮规划教材建设的影响下，高职院校的教

师编教材、出教材、用教材的质量观念、精品意

识逐渐增强，一批学校出台了针对教材建设的管

理制度，组建了审核教材选用的专家委员会，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材整体结构的优化调整。逐

渐地高职教材建设与高职院校招生规模发展状态

取得了同步协调一致，即都在由规模发展向内涵

建设转型升级。

3．规模萎缩期

“十三五”期间，高职教材品种规模将呈现稳

中有降的发展趋势，更多的表现于品种新旧更

迭、专业课程教材结构调整方面。作出这样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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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原因有三：一是新的专业目录调整后，专业大

类数量保持19个不变，虽然专业类由78个调增至

99个，但与教材品种规模直接相关的专业数量由

1170个调减至748个，专业数量的减少必然抑制教

材品种数量的增加；二是伴随高职院校专业改革

的不断深化，学校更希望使用来自行业企业的专

业人士参与编写的教材，比如信息工程类专业，

则更愿意使用由业内知名企业、培训机构编写的

教材，但行业企业有能力、有精力、有时间参与

教材编写的人力资源相比于高职院校的教师来说

是极为有限的，也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了教材品种

的增长；三是从教育行政部门到高职院校的教学

管理者，教材精品意识、管理意识越来越强，愈

发关注、重视教材质量对教学质量乃至学校人才

培养质量品牌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多的管理教材

编写、出版，特别是管理教材使用的规章制度在

高职院校中制定并施行，而且更加务求实效，对

教师随意编教材、选用教材的乱象有直接治理作

用，对教材品种规模有直接的抑制作用。

二、高职教材内容：职教特色日渐凸显

教材内容是教学内容的直接体现。高职教材

内容的更迭往复、推陈出新，受人才培养理念发

展、课程改革推进的影响与引领较为突出。教学

改革的内在需求在倒逼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求

变，相应地也在要求教学主体工具----教材顺势

而变，而且教材自身这样的变化发生与否，更多

地交由教材市场来检验。高职教学改革二十余

载，高职教材相伴而生并记录发扬了改革的路径

与成果，通过梳理几类典型高职教材的内容发展

变迁与脉络特征，便会获得深刻了解与体验。

案例式教材。围绕教材知识点进行导入导出

案例设计。核心内容越来越强调依托贴近生活生

产实际，导入案例意在创设情境，导出案例则重

在引导应用。在教材中普遍应用案例是高职教材

改革的早期特征,也是在“能力本位”培养理念导

向下的高职教学改革的集中反映，因其教学效果

在师生间得到普遍认可，得以在教学实践过程与

教材内容中延续存在至今。

项目式教材。伴随国家高职示范校建设项目

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而成

规模出现，从最初的“换汤不换药”，即将“章、

节”改为“项目、任务”，而教材其中内容仍按传

统套路设计，到后期逐渐出现了一些“表里如

一”的“项目任务式”教材，多见于计算机类专业

等，折射出高职教学改革也日渐由形式到内涵的深

刻变化。

实习实训类教材。始终是职业院校在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迫切之需，一直是高职教材

领域的稀缺品种，因其存在复杂性、个性化且相

对小众化的特点，一直以来成为职业教育教材建

设领域的难点。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尤其在“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项

目的引领下，这一问题得到有效改进。新华书店

2015年秋季《全国大中专教学用书汇编》中收录

实习实训教材1596种，“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中有479种，相比“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中的220种有较大幅度增长。在专项调查中，74%
的教师表示有（包括较多、有一些）实训指导书。

可见，高职教育的课程改革在“十二五”期

间更为活跃且趋成熟，也令高职教材更进一步从

学科知识的载体（对教材的通常认识），向着体现

职业教育特色的理实一体化教材转变，而且这样

的变化将延续至“十三五”乃至未来一个时期，

因为这契合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发展方向

与规律。变化特征主要体现在：教材内容设计更

多融入了“教学做合一”的教学设计理念，如采

用案例作为知识点 （或技能点） 导入导出的媒

介，将知识、训练内容融入情境式、项目任务化

设计，版式设计趋向图表化乃至漫画化，使教材

不仅可用于课堂教学，也可用于自主学习训练、

用于实践指导。

三、高职教材形态：从纸质平面向网络立体

高职教材内容体系变化正在引领其自身功能与

形态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材

内容体系变化带来的版式设计、使用功能的变化；

二是与教材相配套内容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职

业教育教材的呈现形式始终伴随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与发展在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十二五”期间，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现代信息技术日益深度融合，

促使教材形态及其配套资源更加多元、丰富、生

动、立体，实现了从单一纸质教材向纸质教材+光
盘、+线下资源、+在线资源、+在线课程的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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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更有利地服务并促进了职业教育教学方式的转

变、教学手段的更新、教学空间的拓展。

1．教材内容呈现生动直观，易学易教

越来越多的高职教材的内容体系、版式风格

设计，更加贴近学生的学习认知特点、关注学生

的阅读体验，并通过教师用书等教辅资料的补充

性配备，为教师教学提供更为便捷的支持与服

务。图表化、情景化、漫画化、项目化、任务化

等设计理念的融入与运用，让职业教育教材的自

身形态更加丰富多彩，让学生感到更加易学乐学。

2．教材配套资源富媒体化，多元纷呈

丰富的配套资源逐渐成为职业教育教材的常

规配备，成为拓展与延伸主教材内容的有效手

段。通过“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

项目，既可以看到教材配套资源建设的普遍性、

实用性、针对性，也可以看到其呈现方式的多元

性、灵活性、富媒体化。文本、图片、音频、视

频、flash动画、虚拟仿真软件等多种媒体技术与

形式都有运用，既可集成为课件、题库、训练工

具、微课，也可以碎片化素材的形式直接应用。

在针对学生的专项调查中，87.2%的受访学生反映

教师在教学时使用过（包括：全部使用、部分使

用）教材配套的数字化资源，76.4%的学生课外使

用（包括：偶尔使用、经常使用）此类资源。

3．信息技术催生新形态教材，探索创新

新形态教材是“十二五”后期职业教育教材

建设发展的新形式、新成果。借助二维码技术、

增强现实技术等手段，创设了纸质教材+移动互

联、+PC互联、+数字课程等立体化教材形态，打

破了传统教学内容的时间与空间限制，改变了知识

呈现和学习的方法，将教材原有的支持课堂教学功

能拓展到支持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移动学习。

在“十二五”之前，高职教材配套资源多以

书配盘、电子教案、教学课件等为主要呈现形

态。“十二五”期间，在信息技术支持下，配套资

源建设迅速转型升级，内容更加丰富、富媒体

化，载体及呈现形态更趋网络化、移动化，这一

阶跃式变化催生了新形态一体化教材的出现。新

形态教材的研究与建设，为“十三五”期间职业

教育教材建设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高职教材作者：从以校内为主走向校内

外结合

高职教材作者队伍组成结构，呈现出由校内

走向校外、校内校外相互融合的总体发展特征。

本世纪初，本科院校的优秀教师是高职教材作者

团队的主体。随着高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一

批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特别是积极致

力于高职课程改革的高职院校自产专家迅速脱颖

而出，成为高职教材作者队伍的主力军。

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客观上推进了校企合

作的办学模式、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

做合一的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日益普及深入，也

为教师走向企业、行业企业人士走进学校创建了

必要便捷的环境与条件。一方面，企业人士参与

教学，参加专业、课程等项目建设，参加教材编

写，逐渐成为高职教材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另一方面，教师深入企业，将企业所用所需

与学校教学进行天然的嫁接与耦合，同时也为教

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与内容。

1．邀请校外专家参与教材建设成为主动自觉

行业、地方、学校、出版单位等多方共同参

与高职教材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教材编写

过程中广泛引入行业专家、企业技术人员，丰富

了教材编写主体。有了行业协会和知名企业的指

导与帮助，推进产教共同开发教材，使教材编写

充分体现行业发展和企业实际需求。高职教育这

样的主动自觉，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要

求，这样的主动自觉更表现为：56个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均由行业主导；国家财政投入的职

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1377家行业企

业优秀代表应邀与 745所高职院校协同共建；“十

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项目鼓励企业

人员参与编写；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组建高职专

家型研究组织时，都要为行业企业专家留有几席

之地；等等，表明了职业教育面向社会办学的开

放性、与行业企业相适相融的主动性，同时也昭

示了职业教育教材未来发展的核心特征与方向。

2．校外专家参与教材建设深度与广度日益增强

高职院校聘请企业专家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

案、担任课程教学任务，让企业专家接触到学校

教学，有机会参与教材建设工作。初期，企业专

家更多参与的是教材前期编写工作，如框架设

-- 13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 3 期 Jun.20,No.3
计、提纲审定等。随着校企合作的日益深化与拓

展，校外专家参与高职教材编写的广度与深度日

益增强，这一方面可以在教材前言所述的编写团

队及其任务分工中看出变化，也可从教材内容中

越来越多地呈现行业企业信息资料、生产情境，

乃至跃然字里行间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明显看到这些有益于职业教育、有益于学生的变

化与融合。高职教材建设发展至今，不仅仅越来

越多的行业企业专家以个体形式加入作者队伍，

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一大批培训机构，开始系统编

写高职专业教材，其中的优质教材已逐渐成为一

些高职院校专业教学的首选，相应地也促进了高

职教材作者队伍的多元发展。

3. 深化产教合作推动教材建设机制健康发展

职业教育“五个对接”、职业教育集团、现代

学徒制、“双师”队伍建设……这一系列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建设与发展的理念、实践，为高职院校

与产业、行业、企业合作进一步拓宽了渠道，创

设了环境与机制，也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由此可见，“十三五”期

间将会有更多来自行业企业的专家、技术人员加

入到高职教材作者团队中来，切实促进高职教材

建设水平与能力的整体提升。当然，高职教材作

者队伍由校内转向校内外结合的结构性变化不会

是骤然突变的，校外专家受时间、精力所限，在

教材建设过程中依然主要发挥指导作用，高职院

校的教师依然是教材建设的主体。随着产教合作

日益拓展与深化，广大教师对产业、行业、企业

多方面的认识与理解能力也会日益增强，作为职

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核心力量，将会与校外专家一

道，共同推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工作向着更大限

度满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的目标健康发展。

五、小结

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进程中，高职教

材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代信息技

术推动云计算、翻转课堂、创客空间、移动学

习、3D打印、3D视频、学习分析、慕课、自适应

学习、智能评价、虚拟及远程实验室、可穿戴技

术等现代教育新技术迅速走进课堂、助力教学实

践，让知识与技能的传播更便捷、更生动。面对

新媒体、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与冲击，作为传统媒

体的代表----纸质教材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值

得有关各方认真思考研究的重要问题。

从高职学生的学习认知特点、教与学的行为

习惯看，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与适行的

教学模式、方法、手段看，纸质教材依然是承载

教学内容、传承知识文化的核心主体，不可替

代。但作为纸质教材本身也不应墨守成规，要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寻求变化与创新，加强与

新媒体的关联融合，充分借助新技术、新工具，

让平面变立体，让单一变多元，让静态变动态，

真正成为能够充分满足教与学实际需求的、教师

易教学生乐学的新形态教材，这是编写、出版等

各方应积极探索努力的高职教材建设发展新方向。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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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实行了一系列

教育改革措施，教育水平在世界名列前茅，其

职业教育体现了产教深度融合、中学高职衔

接、终身教育等理念。

一、新西兰职业教育制度设计

新西兰的职业教育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目前

已有 18所理工学院，以培养实用技能和提高就业

能力为侧重点，注重技术和实用性。此外还有700
多所私立院校为学生提供通往专业领域的就业直

通车。新西兰学历认证局 （NZQA，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负责理工学院、私立院校

的质量保证工作，它通过专家小组对课程进行认

可与评估，确保课程符合规定的标准与要求，从

而监控并提高院校的办学质量。

1．全国统一的资格框架

上世纪 90 年代，为使职业培训更能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和行业需求，政府组织产业职业技能

标准研发机构在国家制定的职业培训框架基础

上，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职业技能标准，以此作为

职业培训机构认证、课程设置审批和技能考核鉴

定的主要依据，即新西兰资格框架（NZQF，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NZQF不仅涵盖

了证书、学历、学位 （学士、硕士、博士） 教

育，还包括行业培训、岗前培训和成人及社区教

育，共有 10个水平层次，形成了顶层设计优化的

生态教育系统。等级 1-10是依据学习内容的复杂

程度来区分，1级最简单，10级最复杂。每个等级

都由相应的学习成果组成，每一等级的知识、技

能、能力程度递增。

等级 1-4是资格证书等级；5-6级是文凭，相

当于中国的专科；7级相当于本科文凭和学位；8
级相当于研究生文凭和证书以及学士荣誉学位；9
级是硕士学位；10级是博士学位。每一证书、文

凭、学历、学位都有统一的课程标准，例如食品

与酒水证书等级 4模块 1“葡萄酒”包括的学习单

元有：23060讲解葡萄种植和制作的知识、22912
评价葡萄酒、14427在商业环境中建议并帮助客人

选择葡萄酒等，在NZQA网站上输入相应编号就可

以找到相关的标准。通过该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对

每一等级的证书、学历、学位授课内容进行了有

效的统一。

职业资格每五年修订一次，某些行业变化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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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专业例如信息、计算机、媒体艺术等修订的

时间更短。修订目的一是防止不断增加的职业资

格的重复，二是让职业资格标准易于被学生与雇

主理解，三是方便教育成果国际化比较，有利于

资格体系内不同层级的纵向比较，也有利于不同

国家资格体系之间的横向比较。见表1。

等级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等级4

等级5

等级6

等级7

等级8

等级9

等级10

知识

基本、基础、通用知识

某工作或学习领域基础、实
践知识

某工作或学习领域特定的
实践与理论知识

某工作或学习领域的实践
和理论知识

在专业领域里有广泛操作
实践与理论知识

在某个工作学习领域的操
作、知识、技能的深度知识

在多个工作学习领域的操
作、知识、技能的深度知识

某研究或技术领域的先进
的技术或理论知识，并且具
备批判性吸收关键原则

具备高度专业化知识，某些
该专业领域最前沿知识，该
学习工作领域关键问题的
批判性思维

某学习专业领域最先进的
知识

技能

运用基本知识解决简单问题；运用简单技
能开展简单任务

运用已知解决方式解决熟悉问题，运用标
准程序完成相关工作学习

从已有的一系列解决方式中选择一项来解
决熟悉问题；应用一系列标准程序完成相
关工作学习

选择并应用解决方式来解决熟悉问题和某
些不熟悉问题；应用一系列标准程序或某
些非标准程序完成相关工作学习

选择并应用一系列的解决方式来解决熟悉
问题和某些不熟悉问题；应用一系列标准
程序或某些非标准程序完成相关工作学习

分析并得出解决熟悉或不熟悉问题的方
式；应用一系列标准程序或某些非标准程
序完成相关工作学习

分析并得出解决熟悉或不熟悉甚至有时是
复杂的问题的方式；选择、调整并运用一系
列标准程序或某些非标准程序完成相关工
作学习

分析、生成复杂、有时不可预知的问题的解
决方案；评价并应用该领域的一系列程序

发展并应用新技能技术在现存的或正在出
现的问题；在相关学习实践领域掌握先进
技术水平

对现有知识或实践的批判反思并能创造新
的知识

能力

高度结构化的环境、要求基本的自我学
习能力、与他人接触能力

一般监督、要求对自我绩效和学习承担
部分责任

有限监督、对自我表现和学习承担主要
责任、与他人合作

在宽泛的指导下进行学习工作的自我管
理；展示出对他人工作的责任感、与他人
沟通时能调整自我行为、为团队做出贡
献

在限定条件下进行学习工作绩效的自我
管理；展现出他人绩效和学习表现的管
理责任

在限定条件下进行学习工作绩效的自我
管理；在动态环境中展现出领导责任感。

某工作或研究领域的先进通用技能或专
业知识技能

通过应用先进的通用技能、专家知识技
能来发展某个专业或领域的认知；职业
或研究领域融合的责任感

在一个学科或专业实践领域独立应用高
度专业化知识与技能；在相关学科专业
的领导责任感

在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发现新的知识和实
践，并持续致力于知识应用

表1 各资格等级对知识、技能、能力的要求（NZQA网站）

2．详细的模块的成就记录

当学生注册入学后，每个学生获得独一无二

的学生号，其在系统中的所有学业成就 （ROA，

record of achievement）将记录进这个号码中。成就

记录即学生每门功课获取的学分、成绩、日期、

证书等信息。当学生完成课程后，课程成绩会由

学校发给新西兰学历认证局，认证局每年底会更

新学生的成就记录。该记录非常详细地说明了学

生学习某门课程后掌握了哪些模块、什么程度、

学分、该模块的成绩以及通过日期。详细的记录

方式可以明确展示给潜在雇主学生在该方面的能

力评估情况。

3．灵活的学分转换制度

新西兰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他们认为

学生天生是不同的，思考能力、研究能力强的

人，可以不断学习成为科学家；动手能力、实践

能力强的人，可以掌握一技之长成为熟练的技术

能手。因此国家设置了灵活的选修制度和学分转

换制度，新西兰学历认证局（NZQA） 2001年开始

启动学分鉴定和转换政策起草工作，2002年 12月
发布了《学分鉴定和转换政策》，学分有效期为 5
年，在五年内完成学业，都可以拿到相应的资格

证书。第一种学分转换称之为正式学分，指的是

已经取得的资格中的学分转换到新的资格中去。

不同学校之间的学分可以无障碍转换，因为所有

学校考试的标准基本一致，同时学历认证局会对

教学过程不断监督考核，因此各校就读的学生获

取资格时的能力基本统一。第二种是非正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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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指的是教育体系之外获得的技能、知识和能

力转换为资格中的某项学分，如从业经历。评估

方式主要通过之前雇主提供的表现证明或通过学

校给予的评估考核，例如给学生一个展示自己能

力的活动、测试和任务。

4．专项基金培育职业兴趣

在新西兰，接受各类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其年

龄分布范围广，学生可在任意年龄段选择自己的

职业教育，这也充分体现出西方国家把高等职业

教育看成是一种终身教育的理念。例如针对高中

生，新西兰政府设立了“星星基金”，用于支付高

中学生在校期间选修职业院校等级1-4证书课程的

学费。星星基金的设立提供了高中生免费的培训

机会，使学生更容易找到兼职工作。对职业院校

来说，接受高中生培训，不但有客观的经济收

入，更是对最精准的生源市场进行招生宣传的机

会。对国家来说，也可以提高全民职业技能，推

动职业教育。

二、新西兰职业教育实施情况

1．在统一的课程标准下灵活选用教材

新西兰提倡“教师能力覆盖”这一理念，教

师吸收各种信息来源，组织教学材料进行课堂教

学。（1）教师自编教材为主。教师课程组讨论后

根据国家资格框架的教学大纲自编教材，校本教

材简明扼要，并且配备思考题与问答题，需要学

生思考、讨论与记录。教师也会提供参考书目，

学生可以在图书馆进行借阅，也可以购买二手书

籍。（2）网络课程平台辅助。例如每一位在怀卡

托理工学院正式注册的学生都会得到校内Moodle
平台的账号，当学生注册进入某门课程后，就可

以进行PPT下载、了解作业、查看资源、小测验、

学习反馈、学习讨论、寻求教师帮助等，资源丰

富、链接众多，学生在课余自学时间可以充分利

用平台进行学习。（3）教学辅助单页。课堂上教

师也会根据课程安排发放各种教学材料，包括案

例类，例如餐饮课的食谱案例、人力资源课的优

秀简历与推荐信；作业具体要求，例如餐饮课程

中的某个模块要求学生进行健康菜单的设计

（Unit206）。课堂小练习，例如进口葡萄酒酒标识

别、英语听力练习、餐厅关账练习等等。

2．在严谨的计划中平等灵活地教学

教学计划严谨细致。教师在开学前就已经计

划好了何时交作业、交什么作业、怎么交、评分

标准如何等，并且把课程计划张贴在显眼位置。

教学氛围平等、尊重、轻松。教师对学生有耐

心，学生取得任何进步和成就，教师也会倍感欣

喜，加以鼓励。课堂上，学生以各种舒服的姿势

听课，学生不懂就问。由于班级规模较小，教师

上课时经常与学生开开玩笑活跃气氛。学生有疑

问随时提出问题，教师也会耐心解答，其余同学

有不同看法也会补充。但教师对学生纪律礼节的

管理又是严格的，例如某次英语课上，当某学生

回答不出问题边上的同学笑话时，教师令其向同

伴道歉，又如上课时教师严令学生不得使用手

机，学生也非常配合。教学方法包括学生讨论、

项目与实践教学、视频、案例、游戏、讲座、参

观考查等方式灵活使用。其中，讨论式是使用比

较多的，但当学生讨论后回答问题后，教师一般

并不会评价学生答案正确与否，但会稍加引导。

这与国内问答必须有标准答案非常不同，有效保

护了学生的积极性和独立思考。

3．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学习如何学习

新西兰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重点在于教会学

生学习如何学习。首先，学生的学习动机明确。

只有通过相应学习，拿到证书、文凭、学位才能

进入相关工作领域进行学习。大学需要按照学分

与课程缴纳学费，课程没有通过必须重新缴纳学

费进行重修，一门课程如果两次以上重修则拿不

到资格证书。很多学生是通过学生贷款或兼职打

工赚钱前来就读，自然倍加珍惜。其次，课程的

自学时间多。在新西兰每一学分等于学习时间 10
小时，包括教师面授和学生自学时间，如战略客

户服务这门课程是 10个学分，相当于 100个小时

学习时间，其中 42小时是面授时间，58小时是自

学时间，自学时间甚至超过面授时间。第三，重

视严谨规范的学习习惯。大学第一课基本都是参

考文献的撰写要求，如何使用 google、scholar进行

文献检索，图书馆工作人员带领学生参观图书馆

等。教师PPT本身很注重引用的标注，以身作则。

学生的作业严禁抄袭，教师会对学生作业的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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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进行检测，一旦抄袭直接不及格。学生上课具

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会带书包，携带各种教学材

料、笔以及记号笔，在听课时随时作记号。在实

训课后会按照要求所有物品恢复归置到位。

4．在严肃的评价中教师享有全权自主权

新西兰的高校考核大部分以论文等思维性或

主观性更强的考核方式进行，而不只是简单的知

识背记，学生为完成考试任务需要主动阅读相关

书籍或对积累的知识进行加工、整理，进行智力

型或创新性劳动，从而实现对知识的及时提取、

运用，例如战略客户服务这门课的作业1是撰写一

篇论文。要求学生选定一个旅游组织，调查顾客

服务质量，思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旅游企业应

该关注哪些顾客服务的关键原则，以获得相对竞

争优势。作业评价严谨细致，包括格式布局

（5%）：文本呈现；文本结构；遵循字数、字体、

格式的要求。内容信息（80%）：作业的所有要求

都得到解决；文章能自圆其说；文章在深入调查

的基础上，有依有据；前后信息连贯一致。写作

质量（10%）：清晰的句子和段落；没有英语的语

法、拼写和使用上的错误；文章有组织且连贯。

参考文献和参考文献的使用（5%）：学术级的参考

文献；参考文献在文中使用的有效性；引用的合

理性；撰写参考文献和引用时按照 APA 格式进

行。教师还提供了详细的论文撰写建议：讨论客

户服务质量对一个旅游组织成功的重要意义；提

到服务质量监控方法及其对服务传递的影响；强

调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市场和服务竞争者的同

等增加；驱动企业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来实

现竞争优势以及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原则，应该

重点确定和阐述。教师享有对课程的全权自主

权，包括如何对学生进行评价和考试。全校没有

统一的期末考试，整个 Wintec 学生及格率约为

80%，如果及格率过低会检查教师的教学材料。

三、新西兰职业教育的启示

1．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新西兰教学模式的核心是：学生的学习成果

表现由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衡量而非教师在课堂

上的表现。新西兰职业教育的模式也是围绕如何

确保学生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来设计的，通常包

括如下五部分：（1）共同制定规则。教师与学生

共同制定课堂规则，当学生参与到规则制定中，

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会加强甚至帮助教师监督其

他学生。（2） 共享课堂领导。学生是课堂的主

人，与教师平等享有课堂管理权力，例如在团队

作业中，团队成员有权力相互打分与评价。（3）
对学习成果进行反思。课程反思渗透到每一门课

程中，通过反思学生可以更好地回顾自己所学的

知识，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

情况。（4）项目化运行。通过学生项目分组来解

决从企业实践或工作经验中遇到的真实问题，如

果学生能够运用理论很好地解决问题则证明学生

掌握了该项内容。（5）课程调查与评价。在课程

结束后教师一般会对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学生对

这门课程的评价。

2．突出教学成果的实用性与实践性

新西兰教育实践与育人目标保持高度的一致

性，非常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教学过程的实

践性，注重帮助学生将学校学习与未来生活建立

联系，同时教师注重让学生体验知识学习的过

程，从过程中领悟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例如

每门课程都注重学习成果设置，如层次4的食品与

酒水课程中葡萄酒模块的学习成果要求是：能够

理解制作葡萄酒的各个过程；了解新西兰葡萄酒

行业的动态，葡萄酒产区，以及在该国的主要葡

萄酒生产园；能够有效评价葡萄酒和不同葡萄品

种之间的区别；能够了解新西兰进口葡萄酒的动

态；能够帮助客人挑选葡萄酒并侍酒。授课计划

中每个章节会与特定学习成果进行对应。

3．为学生创新思维培养提供空间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是新西兰职业教育的特

色之一，主要通过以下教学方式体现：第一，教

师不用固定的思维模式限制学生，鼓励学生用多

种方法解决问题，学生可选择自己喜欢或擅长的

方式完成学习任务。第二，评价学生时，不强调

标准答案。如果一道题目的解答学生只写出了最

终的正确答案，教师不会给分如果答案错了但写

出了思考的过程，教师会考虑过程中有价值的部

分，适当给予加分。第三，当学生向教师请教问

题时，教师通常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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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建议启发学生。新西兰的教师认为，代替学生

做他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或把教师的想法强加给

学生，会剥夺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阻碍学生创

新思维的发展。第四，课堂上特别是低层次教

育，新西兰教师讲得教少，教师这一教学方式的

目的在于，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实践活动中学

习、理解和运用语言，充分挖掘学生的创造力，

为学生今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

4．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责任意识

在新西兰的学校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所

有可以由学生完成的事情，都由学生自己来做，

学校不过多地管理学生。学生在不断加强自我管

理的同时，也参与学校的部分管理，例如哈密尔

顿市华人学生会主席是WINTEC的学生，学生会作

为社会团体需要正式在政府进行注册，严肃性

强。学生会活动丰富，经常在全市举行电影包场

播放华人电影、举办各种学生活动、有自己的微

信公众号推送信息、与商家联手推出学生会卡

等，充分体现了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这里没有

班级的概念，全部以课程为单位进行学生管理，

在课堂上教师对学生进行管理，教师享有对课堂

的绝对自主权。离开课堂学生就是独立自主的

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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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师资配置及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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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两个育人主体职业学校和教育企业均严格的按照相关法规配备

多种师资，各类师资不仅有明确的任职资格，还有全面系统的培养培训体系和方案，两个育人主体的师

资既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分工，又有合理的交叉，符合学徒的职业成长规律，值得我国实践现代学徒制试

点工作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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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双元制”职教师资情况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久负盛名。所谓

“双元制”指的是，两个育人主体、两套法律规

范、两套相互协调与补充的教学标准、“双师”结

构的师资队伍、两种身份的学习者等，具体表现

为企业与职业学校围绕共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全程

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其中学习者三分之二的时间

以学徒的身份在企业的真实环境下跟随培训师进

行专业实践培训，而三分之一的时间以学生身份

在职业学校跟随教师学习、巩固与反思专业理

论。在德国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招收学徒并开

展企业职业教育的权利，只有那些符合《联邦职

业教育法》相关资质要求的企业才能招收与培养

学徒，德国将这类企业称为“教育企业”，而不具

备招收与教育学徒资格的企业，可以联合“跨企

业培训中心”共同完成“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

业必须实现的教学内容。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

即使大型企业也很难完全按照《职业教育条例》

的规定提供全面与多样化的职业教育，为此大型

企业也委托“跨企业培训中心”完成其难以实现

的教学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双元

制”职业教育在很多情况下，是在三个场地完成

的，即教育企业、职业学校与跨企业培训中心。

由于跨企业培训中心是作为教育企业的补充而存

在，所以它也常常被称为教育企业“扩展了的实

训车间”。

一直以来，保障“双元制”职业教育不断向

德国企业输送高质量技术工人的要素中，除了全

国统一的职业教育条例和教学标准、严格的出师

考试等要素外，最重要的要素是完成教育企业、

职业学校、跨企业培训中心教学任务的师资队

伍。根据德国 1973年《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专业

培训及考试细则》的有关规定，从事职业教育教

学工作的师资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职业学校教师

和企业/跨企业培训中心中的培训师。职业学校教

师又分为专业理论课教师、普通文化课教师和专

业实训课教师。不过职业学校中的普通文化课教

师与专业理论课教师都属于理论导向型教师，因

此这两类教师统称为理论教师。二者不同之处在

于大学期间选修专业不一样，其中专业理论课教

师选择2个职业教育主修科目，如机械与电气；或

选择一个主修科目与一个职业教育辅修科目，辅

修科目一般包括德语、外语，政治、历史、自然

科学、宗教和体育等，例如电气专业与物理。而

普通文化课教师一般选择两个职业教育辅修科

目。由于他们大学期间所学职业教育科目不同就

导致了他们在职业学校担任课程也不同。职业学

校专业实训课教师和企业/跨企业培训中心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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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类似的培训过程和能力要求，差别甚小，二

者可统称培训师。事实上“双元制”职业教育是

一种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但为了兼顾学生未

来升学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在职业学校除了开设

职业类/专业类课程外，也会开设德语、英语、数

学等基础文化类课程。“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整体

师资配置情况如图1所示。

由图 1可知，“双元制”职业教育配备的师资

队伍是多元的，这些教师在教学任务上既有交

集，但也各有侧重。1973年 10月德国文化部部长

联席会议制定的框架协议提出，职业学校的课堂

需要一种复合型教师，即教师可以独立的承担理

论课与实践课的教学工作。在这一框架协议下，

近年来这类复合型教师已经活跃于德国很多职业

学校。因此，在当前职业学校中，专业实训课教

师是比较少见的。

考虑到职业学校专业实训课教师的任职资

格、成长路径与企业和跨企业培训中心培训师的

基本一致，在本论文中主要介绍职业学校中理论

教师和企业与跨企业培训中心培训师的任职资

格、培养方案和工作任务。

二、“双元制”学校理论教师的任职资格、培

养方案与工作任务

1．任职资格

德国教育归属权在各联邦州层面，各州都有

自己的《学校法》及其对师资聘任资格规定。不

过各州在基本要求上保持一致性，以下是德国各

联邦州对于职业学校理论教师任职资格条件的普

遍规定：

（1）在大学完成 9个学期学习，参加并通过

第一阶段国家考试；或具有被承认的高校学位证。

（2） 进入教育学院完成 2 年的“双元”学

习，既要完成职业教育教学法等模块的学习，又

以实习教师的身份在职业学校的实践性学习，参

加并通过第二阶段国家考试。

（3） 受过职业教育或在企业工作 1年以上，

在大学期间完成的企业实习也可以计算在内。

（4）取得职业学校理论教师资格。

2．培养方案

对于职业学校理论教师的培养培训，德国普

遍要求实现学术性、师范性、职业性三性合一。

一是“学术性”。必须培养其宽广与系统的知识体

系，以及基于实践的科研能力。只有在此基础

上，教师才能较快的领会并吸收与转化新的科研

成果，甚至创造新的突破。二是“师范性”。教师

必须遵循有关职业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学

等原理，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来传授职业技术知

识和技能，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三是“职业性”。

联邦职教法规定，职业教育的目标是“通过规范

的教育过程传授符合要求的、进行职业活动必需

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这一教育目标明确要

求发展学生的职业行动能力，为此必须突出理论

教师的职业性。职业学校理论教师的培养培训基

本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大学教育阶段，9-10 个学期完

成，主要包括职业教育主修科目（如机械、建筑

技术、电子技术等）、辅修科目（如英语、德语、

数学、体育、哲学等）、教育科学三部分学习内

容，共计约160学分，三部分课时比例基本上是2:
1:1。第一阶段以第一次国家考试为终点。

第二阶段为各联邦州规定时间长短不一的交替

式预备见习期（两年到18周不等），通过第一次国

家教师资格考试的大学毕业生一方面必须在教育学

院进行教育理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

估、教学管理等学习，另一方面要进入一所职业学

校，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将教育学院所学的教育

教学理论运用到解决教育实习中遇到的问题中。第

二阶段的学习以第二次国家考试为终点。

第三阶段为在职教师的进修教育。在德国，

无论是培训师还是职业学校理论教师都可以参加

各种形式的带薪进修教育，为此德国建立了国

家、地方与校本三个层面的系统教师进修教育体

系，以保障教师可持续地更新知识与技术、技

图1 “双元制”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整体配置情况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职业学校 企业/跨企业培训中心

普通文化
课教师

专业理论
课教师

专业实训
课教师

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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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障其职业生涯的可持续性发展。

3．工作任务

德国职业学校理论教师的主要任务不仅包含

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还要注重学生人格的发

展。2004年底德国出台了首部全联邦性的《教师

教育标准》，该《标准》提出了职业学校教师应该

承担五大任务，具体包括：

（1）教师是教与学的专业人员。他们的核心

任务是有目标地并依据科学的认识设计、组织与

反思教学过程，并对此进行个性化评价与系统评

估。教师的职业质量决定其教学的质量。他们传

递基本知识、能力、技能和方法，使得学习个体

能够自主掌握终身学习的过程。

（2）教育要尝试有意识地影响学生的个性发

展。当教师为学生提供各种可能的体验并且自己

作出榜样时，正面的价值取向、态度以及行为才

能产生有说服力的影响。如果学生教育出现问题

或者学习过程受到挫折，教师与家长双方需要相

互理解，共同寻找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3）教师要具有较强的教育心理学与诊断学

能力，以便在教学中从事评价与咨询任务。通过

对每个学生采取适合他们的个性化支持手段，帮

助学生培养职业意识、理性能力与责任意识，使

学生体验到在学校可以充分享受各种教育机会，

接受公平公正教育的快乐。

（4）教师要经常与校外的各种机构以及劳动

市场保持联系，利用各种培训机会，不断发展其

能力，提升自己职业活动中的新能力与新知识。

（5）教师要具有协作、负责与团队精神。要

参与设计学校发展规划，参与建设学习型学校文

化和创设优良的学习氛围，共同促进学校发展。

三、“双元制”企业培训师的任职资格、培养

方案与工作任务

1．任职资格

德国“双元制”教育中的企业教育教学，从

教学标准与师资配备均由国家做统一规定，以保

障企业内技术工人的培养工作的正规化、标准化

与优质化。联邦政府发布的《企业培训师职业资

格条例》从专业角度提出任职条件：

（1）完成某一类职业教育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2）接受过相同专业方向的职业培训，并通

过各主办部门负责组织的考试，比如德国工商行会

或手工业行会，并取得相应专业培训师证书。

（3）必须至少具有3年以上的专业实践经验。

2．培养方案

培训师培养培训主要包括：

（1）接受 2-3.5年国家认可职业教育并取得

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2）接受师傅或培训师教育。教育年限为 2
年（全日制）或4年（在职）。

教育培训内容包括：企业职业教育的发展、

目标与任务；培训师的授权、任务、角色与能力

要求；“双元制”职业教育系统与欧盟其他国家的

职业教育；教育体系的基本结构和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的比较；职业教育的成本与收益；职业教

育条例职与职业教育法律基础；职业教育与课堂

计划的制定、实施、检查与评估；招生的流程与

方法；教具与媒体应用等。最终通过师傅考试或

培训师资格考试取得相应职业培训师证书。

（3） 根据专业不同，积累 3-5年工作经历，

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4）培训师职后进修教育。培训师可以通过

各类进修班和研讨会，提高自身教育管理、人才

管理和开发及新技术等方面的能力，以适应企业

自身管理、技术发展的要求，企业承担全部或部

分学费。

3．工作任务

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下，企业/跨企业

培训师肩负着多重任务，主要包括五项工作任务：

（1）及时传授前沿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要

快速从企业的实际工作中获得前沿的专业知识、

最新的原材料和最现代的工作流程以及相关的技

术标准，并将这些专业知识与技能及时融入实践

教学，这是培养合格学徒的关键。

（2）组织企业职业教育。与教育企业合作，

共同制定并执行教育计划，确定学习地点，准备

中期考试和结业考试。

（3）为学徒提供心理指导与服务。由于学徒

多是处于特殊心理年龄的青少年（16-19岁），培

训师有帮助学徒职业心理发展与成熟的任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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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现在：合理引导学徒成就动机的发展、培养

灌输学徒成为企业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和创造能

力、强化学徒责任意识和合作意识、促进学徒职

业道德形成、促进学徒职业能力全面发展等。

（4）做学徒代理人工作。在教育企业内部，

培训师有权作为学徒重要和首选代理人，而不受企

业工会和企业青年代理机构制约。培训师必须能够

理解、信任、体谅学徒，随时观察并记录其在“兴

趣”上的实际表现，并以此作为评判的标准。

（5）做好领导和协调工作。培训师要充当学

徒的领导并承担领导任务，包括命令与指示的发

出，可信与极具说服力的行为，明白易懂说明理

由和控制教育效果。同时培训师还负责企业教育

协调组织工作，包括学徒注册与向劳工局上报学

徒名额、向手工业行会或委员会递交职业培训合

同申报表、跨企业培训机构的注册，中期考试和

结业考试的注册和出具职业培训证书等。

四、结语

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所谓现代学徒制指的是校企均必须作为育人主体，

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与协调地

开展交替式教学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为两个

育人主体配置师资，如何定义各类师资的任务与要

求，尤其是两类师资如何围绕育人目标进行分工合

作，如何为其提供相应的培养与培训方案，是突破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重点。德国“双元制”职业

教育中两个育人主体的各类师资，不仅有明确的任

职资格，还有全面系统的培养与培训体系和方案；

各类师资既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分工，又有合理的交

叉，符合学徒的职业成长规律，值得我国实践现代

学徒制试点工作的借鉴。

[责任编辑：杨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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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ition and Path of Teacher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German“Dual System”

CHU Jian-wei
(Tianjin First Light Industry School, Tianjin 300131, China)

Abstract: The two education subjects, vocational schools and education enterprises, in the German dual system vocational educa⁃
tion equip a variety of teach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laws strictly. All kinds of teachers not only have clear qualifications,
but also the overall systematic cultiv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and schemes. The teachers in the two education subjects both have
clear division of working tasks and reasonable cooperation mode. The system conforms to the apprentice professional growth rule,
and it is worthy of China’s reference to practice experiment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Key words: Germany;“dual system”; disposition of teachers; cultivat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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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修订的OLBI（Oldenburg Burnout Inventory）职业倦怠问卷和工作内容问卷（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通过对广州市某职业院校240名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工作要求中的工作复杂性和时间要求可

以正向预测职业倦怠的耗竭和解离维度，工作要求中的技能要求和工作资源可以反向预测职业倦怠的耗竭

和解离维度。分别从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方面对干预高职教师职业倦怠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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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倦怠是影响高职教师专业发展、身心健

康及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高职教师职业倦

怠的成因是由多方面构成的。其中，工作特征是

影响其职业倦怠的一个重要方面。2001年，美国

心理学家 Demerouti 提出了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从工作特

征的角度对职业倦怠做出了独特的解释，其核心

假设是影响职业倦怠所有因素，都可以归结为两

大类：即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综合当前相关研

究，对于工作特征对职业倦怠的影响主要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第一，工作要求是职业倦怠的主要

预测变量，与职业倦怠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例

如：陈莉李文虎（2014）对特殊教师的研究，陈

莉 （2010） 对辅导员的研究；但是也有研究显

示，像工作负荷、角色模糊等一些特殊的工作要

求同时也与工作投入等积极的结果存在显著正相

关。第二，工作资源则能够缓解职业倦怠的发

生，促进工作投入等积极结果的出现。邵来成

（2005）对山东和湖北的中小学教师研究发现，中

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和其所拥有的社会支持之间

存在着极其显著的负相关。崔妫（2014）对医生

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作自主性对职业倦怠具有正

向调节作用。社会支持越高，工作协调性和工作

强度要求对于去人性化的正向预测作用越弱。综

合已有研究可以得出，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分别

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职业倦怠的发生，即工作特

征与职业倦怠的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关系。本研

究在此基础上，以高职院校教师为研究对象，探

讨其工作特征（工作要求、工作资源）与职业倦

怠的关系，以期明确职业倦怠在高职院校教师职

业倦怠形成中的影响状况，并从“工作特征”改

进视角提出降低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倦怠的策略。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本研究以广州某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为研究

对象，其中，男教师117人、女教师123人。教师

岗位性质分为包括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样本选

取采用随机抽样法，按照男女教师数量均衡的原

则，从中选取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进行深

入调查研究。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65份，回收问

卷中有效问卷240份，有效率为90.6%。

2．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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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根据德国心理学 Demerouti 编制的

OLBI（Oldenburg Burnout Inventory，2003）修订的

问卷为研究工具，问卷共有 14个题目，采用 Lik⁃
ert4分等级量表，计分方式为：1非常赞同、2赞

同、3反对、4非常反对，其中反向计分 7个题，

问卷有耗竭 （exhaustion） 和解离 （disengagement
from work）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7个题，两个分

量表单独计分，不加总分，分数越高表示倦怠越

严重。

（2）问卷选自经改编的国外著名的工作内容

问卷 （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共 27 个题目，

包括2个维度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工作要求包括

工作复杂性、时间要求、技能要求，工作资源包

括决策自主性和社会支持。该问卷采用 Likert5分

等级量表，1代表非常少，5代表非常多。得分越

高表示工作要求越高或工作资源越多。

（3） 事先经得本人同意后进行施测，用

SPSS17统计软件包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二、研究结果、分析与结论

1．高职教师职业倦怠各维度与工作要求-工
作资源的相关分析

以工作要求-工作资源 2个维度总分及其 5个

分维度为自变量，以职业耗竭和职业枯竭为因变

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维度方面，职业

耗竭与工作复杂性和时间要求呈显著正相关，与

技能要求、决策自主性和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

（见表1）。同时职业解离也一样（见表2）。

研究中发现，不管是耗竭维度还是解离维

度，都与工作要求中的技能要求呈显著负相关，

这与以往研究不同，按照齐雅静等研究发现工作

要求应该细分阻碍性工作要求和挑战性工作要求

等来看，技能要求应该属于挑战性工作要求，与

职业倦怠存在显著负相关，这说明高职教师对技

能提高的工作要求是有积极应对的，导致职业倦

怠的是那些工作复杂性和时间要求，而技能要求

可以促进个人能力的提升，不仅不会加剧职业倦

怠，反而会有缓解作用。

职业耗竭与工作要求呈显著正相关，与工作

资源呈显著负相关；职业解离与工作要求不存在

显著相关，与工作资源存在显著负相关 （见表

3）。这说明在工作要求高又没有足够工作资源来

缓解的情况下，高职教师越耗竭，感到在应激状

态下身体、情感和认知资源的消耗；当工作资源

缺乏时，高职教师不会明显感到明显耗竭，但是

会出现解离，与工作保持距离，对工作内容和对

象持消极贬低的态度。

2．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对职业倦怠的回归分析

表1 耗竭和工作要求-资源的相关分析

PearsonCorrelation
Sig.(2-tailed)

工作复
杂性

0.232**
0.000

时间
要求

0.289**
0.000

技能
要求

-0.167**
0.01

决策
自主性

-0.329**
0.000

社会
支持

-0.305**
0.000

表2 解离和工作要求-资源的相关分析

PearsonCorrelation
Sig.(2-tailed)

工作复
杂性

0.220**

0.001

时间
要求

0.288**

0.000

技能
要求

-0.338**

0.000

决策
自主性

-0.449**

0.000

社会
支持

-0.268**

0.000

表3 职业倦怠与工作要求-资源的相关分析

耗竭（Pearson Correlation）
Sig.(2-tailed)

解离（Pearson Correlation）
Sig.(2-tailed)

工作要求

0.158*
0.014
0.081
0.210

工作资源

-0.386**
0.000

-0.434**
0.000

**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4 职业倦怠与工作要求-资源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耗竭

解离

预测
变量
工作

复杂性
时间
要求
技能
要求
决策

自主性
工作
资源
工作

复杂性
时间
要求
技能
要求
决策

自主性
工作
资源

标准化回
归系数

0.161
0.211
-0.173
0.117
-0.410
0.173
0.216
-0.338
-0.085
-0.242

t值
2.081*
2.684**
-2.682**
1.151

-4.176***
2.417*
2.978**
-5.683***
-0.908
-2.673**

R
0.497

0.599

R2

0.247

0.358

F值

15.351***

26.146***

* P<0.05, **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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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4，以工作要求、工作资源以及 5个维度

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的耗竭和解离为因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复杂性、时间要求、

技能要求、决策自主性和工作资源进入了耗竭的

回归方程，其中工作复杂性、时间要求对耗竭具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技能要求和工作资源对

耗竭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可以解释耗竭的

变异量的24.7%；工作复杂性、时间要求、技能要

求、决策自主性和工作资源也都进入了解离的回

归方程，其中工作复杂性、时间要求对解离具有

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技能要求和工作资源对解

离具有显著的反向预测所用，可以解释解离变异

量的35.8%，工作资源和工作要求对职业倦怠的耗

竭和解离的解释率比较高。

3．工作特征与职业倦怠关系的结论

本研究部分验证了已有的相关研究结论，即

工作复杂性和时间要求可以正向预测职业倦怠的

耗竭和解离维度，工作资源可以反向预测职业倦

怠的耗竭和解离维度。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工作

要求的技能要求维度，不管是对职业倦怠的耗竭

维度和解离维度都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这说

明不是所有的工作要求都会增加职业倦怠的发

生，有些是可以起缓解作用的，技能要求在为高

职教师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教师的个人成

长和职业自信。这些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

步加以证实。

最后结论为：工作要求中的工作复杂性和时

间要求可以正向预测职业倦怠的耗竭和解离维

度，工作要求中的技能要求和工作资源可以反向

预测职业倦怠的耗竭和解离维度。

三、讨论与对策

根据已有研究，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的因素有

个人因素、职业因素和组织因素等方面，但高职

教师职业倦怠的发生更多的是由组织因素决定

的。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从减轻工

作要求，增加工作资源的角度，对高职教师职业

倦怠进行干预，以促进高职教师的身心健康，提

高工作效率。

1．针对工作要求对高职教师造成的职业倦怠

进行干预

就工作本身而言，职业倦怠是对工作负荷过

重的一种反应，这已经得到绝大多数研究者的一

致认同。工作要求包括时间压力、工作负荷、技

能要求、角色模糊、角色冲突等。国外已有研究

已表明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工作过量和工作超

负荷可以显著预测职业倦怠。目前高职院校可以

直接从减低工作要求对高职教师职业倦怠进行干

预，适当减免工作量，增加休息时间，如从 2016
年4月1日起，山西省晋中市、江西省吉安市开始

正式实行2.5天休假模式，这两地机关事业单位的

工作人员一个月可享有两次周五下午调休安排。

高职院校尤其是行政教辅人员在不影响正常办公

的情况下，可实行2.5天的休假模式。角色模糊和

角色冲突则可以通过领导进一步明确每个岗位的

责任分工，尤其是高职院校辅导员要扮演多个角

色，要应对多位领导，还要处理学生的各种问

题，更需要明确角色、清晰职责。也可以通过干

预一些中介变量进行干预，崔妫（2015）等对全

国 10地区 15家医院 510名医生的研究证明医生的

高职业承诺可以缓冲工作要求对职业倦怠的消极

作用；孙葵（2014）等对山东省 1910名医生的研

究发现在严苛的工作要求下，提升医生心理资本

可以有效控制职业倦怠。陈莉（2014）对特殊教

师的研究表明心理控制源可以调节工作要求对职

业倦怠的影响。对高职教师的职业倦怠调节也可

以通过干预中介变量，但是具体都有哪些中介变

量影响高职教师这一特殊群体，影响程度如何，

这有待以后的研究证实。

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工作要求的负面影响不

是绝对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要求在导致消极结

果出现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积极结果的发生。本

研究就发现技能要求与职业倦怠的耗竭维度和解

离维度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已有研究也证明工

作负荷、角色压力、工作多样性、认知负荷都具

有双面性，究其原因，可能与工作者的职业性质

以及所从事的工作属性有关，这就要求我们也要

辩证地看待工作要求。具体到高职教育这一职业

领域，高职教师掌握理论的前沿，有强烈的知

识、技能学习需求和自我提升的愿望，在干预过

程中，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教师个人的性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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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认知、期望归因方式以及职业生涯进程，把握

好度，找到一个合适的点，避免工作要求的负面影

响，发挥其积极影响的一面，避免过犹不及。

2．针对工作资源可以缓解高职教师职业倦怠

进行引导

在同样的工作要求下，拥有较多工作资源的

个体，职业倦怠程度会比较低。感受到更多支持

的个体，更不易产生职业倦怠。崔妫（2014）研

究表明工作自主性越高，社会支持越高，工作要

求对职业倦怠的正向预测作用就越弱。丰富工作

资源，重要的是以人为本，推行参与式管理制

度，学校始终把教职员工的发展放在管理的核心

位置，以岗位进行管理，实施同工同酬的管理方

式。为教师的专业发展积极搭建各种平台，提供

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完善并创新激励机制。

根据社会支持理论，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

持越强大，就能越好地应对来自环境的挑战。社

会支持包括组织的支持、领导支持、同事支持和

家庭支持等，不同的支持类型对职业倦怠的影响

程度和影响维度也不一样。Peeters（2001）等研究

发现同事的社会支持在情绪要求与去个性化之间

起调节作用，而家庭社会支持在对工作数量与去

个性化间起调节作用，来自上司的支持比同事的

支持更为重要（Hanrahan，McClaine&Aiken 2010）。

目前，关于工作资源的社会支持实证研究主要还

是国外的研究，即使国内一些研究使用的也都是

国外学者开发出来的量表，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比

较重视关系的作用，甘怡群（2006）发现引起农

村中学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不仅有缺乏社会

支持和公平感，另外发现人际消耗与冲突、感知

的社会偏见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感知的社

会偏见是唯一对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都起作用的

因素。就这启示我们在干预高职教师职业倦怠

时，不仅要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宣扬尊重高职教

师的价值观和社会氛围，学校也要营造公平和谐

的发展环境，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以法规、制度

治校，科学规范管理，减少社会偏见和人际消耗

对职业倦怠的加剧。同时家庭也要多提供情感、

时间上的支持。

影响高职教师职业倦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本研究只探讨了工作特征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并

没有涉及工作特征如何通过个体特征进行交互作

用影响职业倦怠的发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进

一步探讨工作特征、组织特征和个体特征如何交

换作用影响。职业倦怠的发生，虽说更大程度上

是有组织的特点决定的，但现有研究也发现，最

有效的干预是把组织的改变和个体的改变相结

合。因此，高职教师自身也应学会一些（如放松

训练、音乐疗法、认知压力管理、箱庭疗法等）

调节职业倦怠的方法，预防职业倦怠的发生。构

建“社会-组织-家庭-个人”四位一体的职业援助

体系，帮助高职院校和高职教师缓解职业倦怠。

最后，问题的根源还在于预防，防患未然总要好

于亡羊补牢，积极预防要好于当职业倦怠发生之

后再干预。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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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总之，政府主管部门要充分运用政策手段，

正确引导，积极促进新建本科高校循序渐进地完

成职业类转型，使其真正成为应用型、技能型人

才培养的主力军。只要有积极的转型政策支持，

新建本科高校无疑会充分审视向职业类转型的发

展契机。当然，新建本科高校要紧紧抓住这次契

机，在高等教育中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区别于

同类的其他高校，办出自己的教育特色，树立应

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教育品牌，自然会在高等

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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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模式下多元主体办学的实践
——以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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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100010）

摘 要：多元主体办学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通过与政府、行

业、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社区等多元主体深度融合、合作办学，走出了一条“高职院校+”模式下

高职教育多元主体办学的探索和实践之路，初步形成了开放合作、共融共生、协同共赢的高职教育多元主

体办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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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学院”）作

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和全国毕业生就业典

型经验高职院校，学院始终坚持“围绕行业办专

业、办好专业促行业”的宗旨，与北京商贸、金

融、旅游等行业形成了紧密合作关系，学院植根

企业、服务企业，被首都商界誉为“黄埔军校”

和“经理摇篮”。学院通过“延伸职业教育产业链

的蓝海战略、校企合作的一体化战略和学院品牌

管理战略”，主动适应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不断推进多元主体办学进程，获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社会影响，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首都财贸特

色的“高职院校+”多元主体办学模式。

一、高职院校多元主体办学模式的内涵和意义

高职院校多元主体办学是指在多个教育主体

合作办学中，高职院校和企业、行业、政府、社

区等都将是合作中的办学主体。在多方合作办学

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和其他相关的各方都是主

人，多方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参与高职教

育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包括对人才市场需求状况

的分析、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课程内容的确

定、教学资源的开发、“双师型”教学团队的建

设、培训与实训基地的建设、教育教学质量的评

估、学生技能（设计、作品）竞赛的评比和对学

生就业的指导等。

多元主体办学要求高职院校和相关的各方必

须通力合作，它们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关系。多

元主体办学过程是学校和相关各方根据人才市场

需求状况灵活调整其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从而为市场培养合格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

过程，将是人才培养方式的制定和培养全过程的

合作。多元主体办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高等职业

教育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

养的需求。多方合作能使高职教育的教育教学资

源得以合理配置，有利于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

才，所以它不仅能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更能促

进社会的发展。

二、“高职院校+”多元主体办学模式的内涵

及特征

“高职院校＋”多元主体办学模式是借助“互

联网＋”理念基础上，倡导高职院校在办学模式

上依托特色，背靠行业服务企业，联动政府兴业

创业，服务社区促进终身学习，形成开放合作、

共融共生、协同共赢的办学实践和探索。“高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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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是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政府、社区等合

作形成的现代多元主体办学模式的简称。“高职院

校+”就是“高职院校+政府、行业、企业、科研

机构、社区等”，是以高职院校为纽带、为中心，

让高职院校与政府、社会等进行深度融合，创造

新的职业教育发展生态。“高职院校+”多元主体

办学模式具备五个特征：

1．多方融合

“+”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下起决定性作

用，多方面的主体，包括高职院校、其他类型的

学校、政府、相关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科研

机构、社会组织、社区等各个相关利益方，围绕

共同目标，在协调互动中融合和发展。这里面的

各个相关利益方都是高职教育办学的主体，不仅

仅是简单的参与，而是正在进行深入的融合，真

正成为多元主体中一方主体。

2．育人为本

高职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经济社会需要的

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育人必须放在首位。积极

探索和实施高职教育的多元主体办学，其首要目

的也是为了培养人才，办学模式的变化和探索仍

然要坚持并强化育人为本的理念。

3．开放办学

“高职院校+”中教育生态是非常重要的特

征，而生态本身就是开放的。积极推进“高职院

校+”多元主体办学，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把过

去制约高职教育发展创新的环节化解掉，把高职

教育办学各个主体连接起来，实现开门教学，开

放育人，高职教育在市场中体现并提升办学价值。

4．开拓创新

多元主体合作办学打破了传统的高职院校一

元主体办学，更是突破了目前常见的校企合作双

主体办学模式，需要在办学理念、治理结构、教

育教学、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开拓创新，进

行深度改革。

5．结构整合

信息革命、全球化、互联网业已打破了原有

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教育文化结构。高职教

育的发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高职院校+”的多

元主体办学也将是教育链和产业链、人力资源链

等高职教育生态结构的整合甚至重塑。

三、“高职院校+”多元主体办学模式的形式

与实践

以学院为核心，通过院校、行业、企业、科

研机构、社会组织、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办学，

积极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学院“高职

院校+”多元主体模式主要有七种代表形式：

1．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人才定向班

学院健全企业参与制度，深化产教融合，发

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共

同培养培训人才，不断提升企业价值。成人学历

教育是学院的传统教学项目，结合学院在北京商

界良好口碑，以“企业下单，学校培养”的个性

化教学服务企业的方式，开设了校企合作定向

班，成功地将专业培养方案和企业实际需求紧密

结合起来。校企合作培养模式有三种实现途径：

（1） 以市场为导向，深入行业与企业调研。

学院组成以继续教育学院为主的专业教师团队和

企业教育项目开发团队，深入到北京市工商联、

北京市美发美容协会、北京市烟草专卖局、保利

物业（北京）有限公司等各个行业协会或企业中

去，了解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和对“订单式”

人才培养模式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调研，让企业

高层管理人员了解学院办学特色、专业优势，让

学院了解企业人才培养主要诉求，从而为企业提

供有针对性、实效性、个性化的培训方案。通过

多次调研，学院最终确定了工商企业管理和物流

管理两大专业，作为和企业合作“订单式”培养

企业在职员工的试点专业。

（2）以实用为导向，改革专业课程体系。学

院根据企业调研得到的有力依据，向北京市教委

申报了成人高等教育物流管理专业和工商企业管

理（物业管理方向）两个新专业（方向）。在新专

业的申报中，以实用为导向，对专业课程体系作

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和改革。在保证基础理论课的

同时，增加相关专业的前沿课和案例课；在符合

学历教育规律和学时要求的同时，将课程专题

化，努力做到让企业职工学有所成，学以致用。

（3）以发挥多主体作用为导向，整合校企资

源。企业兼职教师是校企合作“订单班”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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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特色，它是校外兼职教师重要组成部分。聘

任外校名师以及合作企业实践经验丰富的一线高

级技术、管理人员承担部分专业课和绝大多数专

业实践课的教学任务。学院还将合作企业开发成

为学生的社会实践基地。如北京市工商联与继续

教育学院签署战略协议，成为学生就业基地。

2．学校、政府、企业开发、开考新创举

2011年，学院成为北京首家开展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的高职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连锁经营

管理专业报考规模年年有突破。2015年上半年，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 （专科） 报考人数共计 2581
人，报考总科次 15842科次，报考规模在全市 103
个高自考专业中名列第三。2015年7月，学院与北

京教育考试院和北京市商务委员会联合签署了合

作协议，学院作为主考学校，依托北京教育考试

院平台，结合北京市商委所属行业特点开考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会计学（专科）》专业，从而成

为北京唯一一家有两个主考专业的高职院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始终坚持“依托行业

办专业，办好专业为行业”，建立校企一体化专业

开发、开考新模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考专业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论

证、考纲编制、教材编写等方面，始终与企业紧

密合作。北京王府井百货 （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多

次参与论证，明确培养定位，完善专业建设思路

和教学内容，使学员学到真本事，考出真能力。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由学院

负责的科目包括 《财贸素养》、《门店选址与开

发》两门“笔试+实践”课程的实践部分，以及

《连锁企业信息系统管理》、《理货业务》两门实践

课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计学 （专科） 专业，

建立校企合作开考新模式。主考校将和北京市商

委所属系统企业共同进行专业课程实践环节的命

题和考核，实现开考的新创举。

3．在职培训“蓝海”初具品牌效应

学院结合办学特色，社会服务单位和各个系

（院）部，积极拓展社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服务

行业企业，涉及金融、烟草、文化创意、商贸流通

等领域，服务类型包括非学历教育培训、考试、咨

询服务、事务委托等。2014 年，在职培训人数

10460人次，网络培训和考试人数 93590人次，社

会服务收入2466万元，其中培训咨询收入2098.79
万元，完成计划的110%。

利用学院资源广泛开展职工教育培训。以学

院二级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为例，去年至今，共计

完成北京市区县在职培训近 8000人次，培训业务

覆盖了北京9个区县，在职培训“蓝海”初具品牌

效应。高管培训中心将触角延伸到高级管理培训

中心属地培训项目，迈出了学校培训业务服务京

津冀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为塑造培训品牌，在

培训市场调研、课程设计、培训服务方面下足功

课，整合内外资源，将在职培训的基本规律和受

训单位的个性要求相结合，力争做到“三有一

无”：“培训体系有逻辑，课程设置有亮点，师资

团队授课有质量，服务细节无疏漏”。

4．多元主体组建北京商贸职教集团

2012年学院牵头组建的北京商贸职教集团，

吸纳了 60多家包括政府、行业协会、知名企业和

研究机构在内的成员单位，形成广泛的产学研共

同体和统一的利益链。职教集团模式实际就是一

种多元化主体参与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使行业

内或者区域内的职教资源得到有效的整合，实现

共享，最终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1）多种纽带建立的办学联合体。北京商贸

职教集团是一个靠情感纽带、事业纽带、利益纽

带建立的办学联合体。仅半年时间，在北京商贸

职教集团平台上运作的政府项目和企业项目、学

校项目达到 20项，并通过项目利益纽带捆绑，使

成员受益，解决集团动力问题。

（2）与政府、行业、企业同步联动。北京商

贸职教集团紧盯市旅游委的培训项目，完成了通

州“百千万”京郊旅游实用人才近 2000人的培训

工作。紧紧围绕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的培训项目，

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服务质量提升培训工程”

落户到北京商贸职教集团平台上，与六家行业协

会联合制定培训方案、培训标准和培训包，联合

颁发培训证书，为北京市美容美发行业培训在职

员工投入资金达300万元，培训人数达1万人。

（3） 搭建“系统培养、多样成才”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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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将“系统培养、多样成才”作为人才培养的

目标，不断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紧密衔接，

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

北京商贸职教集团是中高职衔接试点的平台，中

高职衔接试点的实践探索在集团平台上先改、先

试，如北京市考试院批准的首个“高自考连锁经

营管理专业中高职衔接”项目，在职教集团平台

上进行了探索，共有 11家中职学校、1000多名学

生参加改革试点。

（4）以典型拓展校企合作的规模和深度。在

北京商贸职教集团平台上，树立企业冠名商学

院、企业“订单班”、“3+2”中高职衔接典型，发

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体现榜样的力量，拓展

校企合作的规模和深度。北京菜百作为学院的战

略伙伴，在建立商学院、开启企业“订单班”、3+
2”人才培养模式（与北京商校合作）方面，取得

了良好效果。

（5）合作研究提升服务深度。北京商贸职教

集团通过研究资源整合，进行合作研究，让理论

更好地满足现实需求，提升职教集团的服务深

度。如通过设立“王府井商业研究中心”，研究王

府井的发展规划；通过在职教集团平台成立联合

课题组，合作开展“体验式消费服务模式研究”、

“北京社区商业服务体系研究”。

5．产学研紧密结合，推动深度合作

（1）设立专业研究机构，发挥智库作用。学

院现有两个专业研究所，7个系、所一体化的研究

中心。商业研究所作为北京商业研究领域有名气

的“智库”，每年为政府、行业、企业提供服务项

目 30余项，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商业标准的研发

与制定。

（2）建立校企战略联盟。目前，学院已与 50
多家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学院根据企业人

才发展需求为企业培养和输送人才，为企业发展

制定战略规划；企业为学院人才培养提供指导意

见，在学校设立奖学金，支持和参与人才培养。

学院与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多年，

据统计，近三分之一的员工来自学院培养。员工

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扎实的技能受到企业的欢迎，

部分员工通过企业历练晋升为中层管理人员，成

为企业管理层重要组成部分。

（3）成立校内企业冠名商学院、培训中心和

研究中心。学院成立的5个企业冠名商学院和培训

中心，在研究开发、培训服务、人才培养和师资

培养等方面，推动了校企深度合作。“北京烟草培

训中心”开发了物流培训项目，帮助企业进行社

会招聘和员工技术考核，并为企业培养500多名科

级干部。

（4）依托政府和行业建立研究基地，搭建研

究平台。学院建立了两个北京市地方高校科技创

新平台，即京商科技创新平台和流通现代化科技

创新平台，成立了北京老字号研究基地、北京社

科研究基地、王府井研究中心，并牵头主办中国

商业史学会、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北京商业文化

研究会等多家全国性和地方性学会。依托这些平

台，学院积极开展研究、咨询、培训等项目，与

政府、行业和企业形成对接，有力地推进了产学

研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5）建立生产性实训基地，引企入校，增强

校企合作关系粘合度。学院遵循校企合作共同成

长的理念，将产学研合作基地建设与培养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相结合，建立了375家以实训基地为主

要内容的合作模式，大大地增强了校企合作关系

的粘合度。同时，引企入校，在校内开办超市

发、环境国旅、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等企业，形成

真实的生产性实训基地。通过引进知名企业业务

流程，把企业运营真实情景带到课堂，有效地促

进了学生对企业的认知和职业能力提升。

6．多元主体助力大学生自主创业

作为高职院校，多元办学主体实践让学生与行

业、企业更贴近，从而在自主创业上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学院于2005年开始探索实践创业教育新模

式，奏响了创业三部曲，构建了“课程、大赛、孵

化”三位一体的创业教育模式，助力大学生创业梦

园，成为首都高职创业教育的一个亮点。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多家媒

体报道了学院学生创新创业的故事。2013届信息物

流系毕业生刁鹏奇注册了北京利见达人文化有限公

司。目前公司旗下孕育了两个品牌，均已成功申请

注册商标，公司团队全职人员5人、兼职团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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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人，公司的“音乐体验店”正式开业运营。目

前，学院有40多位毕业生独立创办企业，学院的创

业教育获得多项荣誉。2014年，学院一名教师入选

“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计划”教学名师，成

为北京市高职院校中唯一一位“高创名师”。2014
年学院成为唯一获得“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创业中

心建设单位”荣誉的高职院校。

7．共建社区学院和市民学习基地，积极推进

高职院校社区化办学

学院通过与其所在的通州区积极合作，共建

通州社区学院和首都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意

味着高职教育继续深化和加强与各级各类教育深

入融合发展、协同创新的可能和趋势。依托学院

创建通州社区学院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学院把建设

首都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与创建社区学院融为

一体，与服务首都学习型城市建设融为一体，逐

步打造和形成高职院校、社区学院和首都市民终

身学习示范基地三位一体、协同创新、共同发展

进步的首都高职院校社区化办学模式。

学院在创建通州社区学院和首都市民终身学

习示范基地的探索中，明确提出了要通过通州品

牌学历项目、通州精英培训项目、通州幸福居民

项目来打造通州社区教育培训基地；探索建立通

州社区资源的整合平台使其成为通州社区教育资

源的研究中心、居民学习管理中心、信息中心和

国际交流中心，并积极建设被北京市教委认定并

培育的首都市民学习示范基地。开展社区居民学

习需求调研，开发完成 《通州市民学习资源读

本》和《通州市民学习资源手册》，开发 5门社区

居民学习课程。建设通州区永顺镇、玉桥街道学

习型社区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军民共建技能证书

项目、通州失学青年学历提升项目、社区楼门文

化项目、财贸师生志愿服务社区项目、建立社区

心理咨询服务站等五大服务项目。要建立3个大学

生社会实践基地，建立2个心理咨询服务站，举办

两期50人次的青年素质拓展训练班，制作完成1-2
个街道、社区、居民楼门文化点，开发并实施2-4
个大学生服务社区便民项目，开展 4次高雅艺术、

民族艺术专家进社区开展社区讲座表演项目，培

训通州武警和居民800人次。在建立高职学生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的同时，创建通州青年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聘请优秀教师和通州区企业家担任青年

创业指导教师；设立通州青年创新创业基金，支

持通州区青年创新创业项目不少于 20个，建设通

州青年创新创业品牌。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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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Pluralistic Main-bodies' Involvement in the School-running under the Model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

—Taking Beijing College of Finance & Commerce as an Example
SONG Qiu-yun XIA Fei

(Beiji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Pluralistic main-bodies' involvement in the school-running is a very important way for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eijing College of Finance & Commerce goes an exploring and practice way of pluralistic main-bodies'
involvement in school-running under the model of“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rough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ve
school-running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ies, enterprises, social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communities. It has prelimi⁃
narily formed the school-running model of pluralistic main-bodies' involvement, open-up and cooperation, integration and growth
together and synergetic double win.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 pluralistic main bodies; school-running model;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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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单片机项目超市的跨专业教学探讨

包敬海

（钦州学院，广西 钦州 535000）

摘 要：单片机跨专业教学的难学难教现象较为突出。基于“互联网+”单片机项目超市的解决思路，

精心选择扩展性良好的项目案例构建项目超市，并部署在网络平台，使得学生可以从零基础开始循序渐

进，也便于学生随时随地学习。实践表明，该方案能够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更好

地学习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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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是信息类专业的重要课程，也是实用性

很强的一门技能。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

越来越多的文科生在大学选修理工科课程，用于培

养自己科学素养和动手实践能力。如何开展单片机

的跨专业教学，成为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一、单片机跨专业教学面临的难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跨专业的理工科

课程。作为技能性较强的课程，单片机也获得了

文科生的欢迎。但是，在教学中发现，虽然教学

内容已经大大删减，要求的难度也大大下降，但

是大部分学生还是很难跟上进度，学习效果很不

理想。

单片机跨专业难学难教，主要原因有如下几

点：（1）单片机课程需要一定的基础，例如进制

转换、程序设计、数字电子技术、传感器等，而

跨专业学生基本上属于零基础。（2）单片机课程

特别强调实践，而跨专业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比

较欠缺。（3）单片机技术涉及的知识点繁杂而抽

象。因此，很多老师认为：学生基础太差，单片

机跨专业教学比较困难。

二、单片机项目超市的解决思路

学生零基础难以在短时间内弥补，为此，必

须转变观念，改革创新。一方面，教学目的应该

放在培养学生的理科思维模式和系统分析方法，

而不必强求学生掌握知识点的多少。另一方面，

教学应该具有较大的伸缩性，从而满足不同层次

的学生需求。为此，提出“单片机项目超市”的

解决方案。具体做法是：精心搜集整理典型的单

片机项目案例，组成一个项目超市，并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选择其中的部分项目开展教学，而学

生课后也可以从超市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案例进

行拓展训练。采用单片机项目超市可以较好的解

决跨专业教学的难题：

第一，适合基础层次不同的学生。不同专业

的学生之间、同一个专业不同个体之间存在较大

的差异，如果受限于教材或某几个实验项目，很

难顺利开展教学。而通过实验案例丰富的项目超

市可以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第二，帮助学生稳步提高。每个项目都可以

通过多种方法实现，其难度、侧重的方面是不一

样的。刚开始学生基础较差，可以选择最简单的

实现方法。随着他们水平的提高，可以选择其他

方法，让学生循序渐进不断获得进步。

第三，可以培养学生兴趣。课堂时间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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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学生要获得提高更依赖课后训练。传统的课

后练习使得学生受限于教材或迷失于网络海洋，

而项目超市中多样化的精彩案例容易吸引学生，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自由选择训练的项目，

从而培养兴趣。

由此可见，单片机项目超市可以帮助零基础

的学生更好的入门并培养兴趣，而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该方案能够较好的解决单片机跨专业教学

的难题。

三、“互联网+”辅助跨专业教学

单片机项目超市如果只局限于课堂或让学生

通过优盘复制到自己的电脑，无法发挥其作用。

“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家级发展战略，各行各

业、各个领域都应该研究如何与“互联网+”进行

融合，以更好的解决应用难题、获得更好更快的

发展。

教学中的很多难题，也可以通过与“互联

网+”融合进行解决。单片机项目超市可以“开”

在网络上，并提供相应的指导教案、录像等，便

于学生随时随地学习提高。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截止到

2015年 6月，中国网民的数量约 6.7亿，普及率约

为49%，中国网民中的手机上网比例高达89%。由

于智能手机、移动网络的资费不断下降，WIFI热
点快速普及，因此大学生基本上人手一台大屏幕

手机，而且基本上都接入了宽带网络。可以看

出，利用移动互联网辅助教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利用“互联网+”辅助单片机的跨专业教学，

优势巨大。（1）摆脱时间的束缚，特别充分利用

碎片化时间，便于学生随时学习和训练。（2）摆

脱空间的束缚，让学生不必局限于机房、宿舍，

只要拿着手机，哪里都能学习。（3）学生可以利

用网络的即时搜索、师生互动等功能，及时、准

确的解决难题。可见，通过“互联网+”可以让学

生获得更好的学习条件。

四、实施情况

1．单片机项目超市网络平台的构建

针对跨专业学生的情况，构建了基于网络的

单片机项目超市。该超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类型丰富，种类齐全，全面覆盖单片

机技术 IO控制、中断、定时、计数、串口等知

识点。

第二，项目典型。初步收录的 82个实验项目

均为钦州学院十多年来单片机教学中积累的案

例，实用性强，符合学生的学习特点。

第三，适合网络学习。项目均为Keil程序设

计+Proteus仿真电路，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和训练。

第四，指导力度较大。提供了步骤详细、受

到学生欢迎的原创实验指导书，提供了重点难点

的微课视频教程，提供了师生互动、在线答疑、

在线测试等环节。

第五，稳定可靠。该平台采用ASP.NET+Ac⁃
cess的设计，性能稳定，响应快速，能够满足日常

教学的需求。

2．跨专业教学实践

在 2015年秋季学期钦州学院单片机跨专业的

教学中，针对学生零基础的特点，教师首先利用

两节课简单介绍理科思维方法以及单片机的应用

领域、工作原理、实验步骤，然后就利用流水

灯、交通灯、电机控制等经典案例进行循序渐进

的讲解。例如，流水灯就有表1的几种控制方式。

通过这些控制方法，能够帮助学生由浅入深

的学习。由于学生对编程不熟悉，程序由教师提

供。学生按照步骤编译运行后看到效果，觉得很

有意思，而且感觉也不是很难。由于采用精简优

化后的C语言，可以大大降低学生的进入门槛。例

如在数组控制中，核心程序如下：

int tab[]={1,2,4,8,16,32,64,128};
for(i=0;i<8;i++){P1=~tab[i];delay(5000);}

表1 流水灯的基本控制方式

控制方式

管脚赋值

端口赋值

数组遍历

ASM移位

C51移位

译码器

串并转换

串口通信

指针

说明

通过单独引脚控制，培养学生线路概念

通过整个端口赋值，提高控制效率

分析可能性并编写到数组中进行遍历

调用本征函数实现，了解嵌入头文件

C语言移位，对比ASM移位区别

用外部硬件例如三八译码器简化控制

用74HC164、595等扩展 IO端口

用自带的串口实现，了解串口通信原理

通过指针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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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修改 delay的参数，发现流水灯的速度变

了；学生将 i++改为 i--，发现流水灯的控制方向

变了；学生对 tab数组的数字进行更改，发现流水

灯的花样变了……虽然学生并没有学过硬件知

识，也没有C语言基础，但是懂得修改数字。通

过修改、对比、分析，学生逐渐理解其工作原

理。学生可以修改实现向左、向右、循环、缩放

及其他花样、速度、颜色等控制，其乐无穷，如

图1所示。

将项目超市部署在学校的服务器中，并提供

相关实验指导书、重难点微课、小型论坛、在线

测试、Datasheet 参考等，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

习。例如，对于学生难以记忆和理解的硬件结构

难题，设计了具有交互性的Flash课件，学生在手

机上点击到哪里，就自动显示相应的内部结构、

实际应用案例，非常方便，如图2所示。

再如，在线测试的题目覆盖了比较重要的基

础知识、应用知识，且题目和答案的排列完全随

机，每次提交后自动提示分数，非常适合初学者

的训练和提高，如图3所示。

经过实践，学生普遍感觉学习的难度下降

了，兴趣提高了，最后在分组设计中也获得成

功，例如无线通信系统如图4所示。另外，还有学

生的设计作品整理后发表了论文。通过“互联

网+”单片机项目超市的模式，学生的逻辑思维、

系统设计的思想、动手实践能力都获得较大进步。

[责任编辑：袁秀英]

图1 项目超市中的流水灯项目案例

图2 项目超市中的交互课件

图3 项目超市中的在线测试模块

图4 学生的课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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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教育信息化快速推进，数字化学习资源

平台和资源呈现井喷式增长，由于平台多、资源

量大，已经无法从精确数量上描述资源的多少，

更无法从质上判断资源的优劣。网络学习平台的

规模化推广与应用使得数字化学习资源规模日益

庞大，但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不成正比，特别是从

使用效果角度衡量，很多资源没有达到预期的应

用效果，主要表现在高质量资源匮乏、资源陈

旧、更新缓慢、资源异构、离散、缺乏维护等方

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的目标是到 2020年基本形成学

习型社会，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可以

预见优质教育资源对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将起到非

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建设优质资源势在必行。

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为优质资源建设提供有

效途径，对原有异构、离散、缺乏维护、过于落

后于信息技术学习环境要求的数字化学习资源进

行再生，使得新资源更加适合学习者，再生学习

资源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较长的生命周期，能够

较好的服务于教学活动参与者，还能够更好地促

进平台资源的融合和共享。

二、相关概念界定

关于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定义很多学者从不同

角度给出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本文主要参考李

克东教授的定义。数字化学习资源是指经过数字

化处理，可以在多媒体计算机上或网络环境下运

行的，供学习者自主、合作学习、创造、可共享

的多媒体材料，包括数字视频、数字音频、多媒

体软件、专题网站、在线学习管理系统、计算机

模拟、数据文件、数据库等。本文中研究的数字

化资源主要是指网络精品课程、多媒体课件、专

题教育网站等分布在互联网上以WEB形式接入并

能访问的学习资源。

在线汉语词典和百度百科都对“再生”进行

了定义，结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和再生的相关概

念，根据本研究的内容，综合给出数字化学习资

源再生定义：基于WEB2.0网络环境和自媒体传播

环境，用户参与数字化学习资源使用过程中多因

素相互作用产生的、对原有资源更新或补充的过

程。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强调基于WEB2.0和自媒

体环境，主要是考虑再生生态圈，资源传播依赖

于WEB2.0和自媒体，这些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资

源再生的效果；强调多因素也是基于学习资源存

在的生态圈的复杂度考虑，不仅仅局限于资源本

身，还要考虑资源依赖的平台和政策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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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模型设计

目前，对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模型研究相对

较少，为数不多的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实体

本身的再生研究，关注生态圈共生的寥寥无几。

笔者认为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模型是资源迭代更

新的过程模拟，是数字化学习资源生命周期的演

示，是资源内部调整和外部影响共同作用的过

程，是资源生态圈共生的作用过程。一个完整的

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过程不仅包括资源实体的更

迭，还依赖于物理平台、技术架构、外部可变环境

等内容的持续更新。同时，激励机制和外部保障也

是资源再生的动力和有效的质量保障。

图1是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图，资源属性、学

习者评价、建议、意见以及所依赖的平台、系统

等是内部再生因素；评奖、评优、资金投入、政

策支持等外部因素，每一个因素都可以作为资源

再生的动力，从而推动资源的再生。

图1中，资源实体包含：平台，主要是指专业

的课程平台、资源平台、基于某种技术的通用平

台等，比如MOODLE平台、MOOC平台、精品课

程平台、国家数字化学习资源中心平台等，一般

这类平台要符合一定的资源上传标准，同时也提

供自定义模块；资源属性，主要包括资源的类

型、学科分类、章节数量、数据量大小等基本数

据；资源标准，主要是指该数字化学习资源遵循

的通用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也涉及到资源技术规

范等，比如：SCORM标准课件资源等；底层技

术，主要是指自开发平台或者统一资源平台的开

发技术和相关扩展接口 （API），比如采用 JSP、
ASP、NET、PHP等技术开发的页面平台，接口对

于学习资源的二次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提

供灵活、可开发的API可以为资源再生提供便利，

可以在短周期内快速、便捷更新资源；架构模

式，主要指资源内容的组织架构模式，资源内容

的组织架构方式依赖于平台和呈现技术，好的架

构模式易于资源的合理呈现和充分使用；元数

据，是对资源的整体和节点进行统一描述，是资

源的一种树形抽象快照。

图1中，通过对学员意见、学员建议、学员评

论、学习者分析、常规内容更新、元数据更新、

平台适应性研究和已有属性的整理研究，进一步

改造现有资源 0，更新升级再生成为资源 1，同

理，通过以上系列过程，逐步迭代，由资源1再生

为资源 2，资源 2 再生为资源 N。其中，学员意

见、学员建议、学员评论不局限于在学习平台的

意见、建议和评论，任何通过现代传播渠道（微

信、QQ、Email、手机短信、电话、讨论组等）反

馈的对于资源再生有利的信息都作为记录整理使

用，同行专家意见、建议同样要予以研究考虑；

学习者分析这一要素非常重要，通过对学习资源

的持续监测和统计，分析该资源的学习者构成，

比如汽车维修课程，可能社会学员较多；再比如

专业学位课程资源可能在校学生比较多，当然，

在校学生又可细分为本科、专科等，通过对学习

者分析可以针对性很强的对资源进行再生考量，

提高资源再生有效性；常规内容更新，由于技术

的深入和网络学习的推进，课本内容可能出现不

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内容变化作为常规内容更

新；平台适应性研究，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给资源

呈现形式提供了多种可能，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

展示风格和内容呈现形式，比如开发微信课程学

习资源的老师要研究资源微信展示方式和展示内

容选择等。

外部激励和保障制度是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

的重要动力和保障。图 1中顶部矩形范围内，竞

赛、精品课程、评奖评优、资源建设、资金投

入、技术适用平台更新等都影响着资源再生的进

程，这些因素贯穿在资源再生的每一个版本，这

些因素有时可以不着重考虑，有时又必须考虑。

比如学习资源参加竞赛、评奖、评优、精品课程

评选等，要求资源符合特定的标准，这就需要对

图1 学习资源再生“内-外”作用模型

竞赛、精品课程、评奖、评优、资源建设资金投入、技术适用平台更新等

平台

底层
技术

学员
意见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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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属性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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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
据

元数据
更新 平台、资源

适应性研究

学员
意见

学员
建议

学员
评论

已有
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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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内
容更新

元数据
更新学习者

分析平台、资源
适应性研究

资源0 资源1

学员
建议

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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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
分析

常规内
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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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进行重组，重组的过程一旦发生，资源的再

生过程也随之发生，资源的版本也会相应的发生

变化。再如，单位为了推进精品资源建设，设立

资源建设资金，加大资源建设力度，资金的投入

也要求资源质量相应提升，在此基础上对资源的

改进和优化也促进资源的再生。技术适用平台更

新同样如此，原来的资源架设在较为老的技术平

台上，单位加大投入引进或自建新的资源库平

台，新建的平台架构与老平台必然会有差异，这

就需要重新组织内容，研究呈现方式，适当修剪

资源，这一过程也促进了学习资源再生。

四、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促进策略

通过搜索CNKI知识库，关于数字化学习资源

再生研究非常少，涉及到再生相关策略研究的更

是少之又少。在推进终身学习、全民学习的网络

时代，高质量的数字化学习资源是推动学习型社

会建设的重要保障。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持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

力，保障高质量资源持续服务于广大学习者。如

何更好的达到资源再生的目的以及运用何种策略

能够较好的保障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笔者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资源

建设者三个角度研究：

1．教育行政部门层面

（1）建立数字化学习资源生态服务体系和指

标体系。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需要多方投入、多

方合作，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积极努力探索

建立合理的服务体系，为资源建设提供强有力的

服务保障。可以尝试通过政策引导、政府支持、

市场推动等方式推动多元化资源再生服务体系的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牵涉着

方方面面，很难以个别指标来衡量数字化学习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程度，需要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

制定一个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让指标体系护航

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

（2）提供政策、经费支持。教育部印发《教

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到 2020
年，基本建成人人可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

学习环境，要完成信息化资源建设目标必然要有

资金的投入，还要求对资源持续不断的再生更新

以达到人人可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学习环境的目

标。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与政策的支持是分不开

的，资源建设本身就是耗时耗力的工程，如果没

有资金的投入仅靠自发的维护修改，久而久之会

影响资源建设者的积极性，最终会影响资源建设

效果，政策上的持续支持为资源再生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性。

2．学校层面

（1）加强数字化学习资源联盟建设。数字化

学习资源建设目的在于共享使用，这就要求学校

要以开放的心态去规划改进原有资源。资源高效

率的共享首先需要解决资源共建的瓶颈，只有实

现共建才能更好的无障碍共享。数字化学习资源

再生需要学校、资源开发者、资源使用者、资源

维护者都有共建、共享的意识，从资源的公共属

性着眼，更好的促进资源的再生，达到再生的目

的。各学校应该为学校师生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学

习资源联盟。目前，众多高校联合建设资源联

盟，资源联盟可以较好的解决共建问题，以资源

联盟团队优势研究资源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可以

高效率的促进资源再生。

（2）加强数字化学习资源项目过程管理。数

字化学习资源好不好、能不能再生取决于“根

基”，这个“根基”也就是原始资源的质量。朱冠

华、李盘荣在《数字化学习资源项目过程管理研

究》一文中通过过程管理方法的引入与使用，给

出了把关资源建设质量的几个重要指标，以期使

项目管理过程更加科学、有效，从而更高质量地

完成数字化资源建设，可以看出通过更好的过程

管理从源头上保证资源建设质量，为以后的资源

扩展再生提供有利条件。

3．资源建设者层面

（1）平台优选，提高数字化学习资源平台普

适性。平台是学习资源所依赖的物理和软件平

台。特别是软件平台：有商业软件平台、资源软

件平台、自开发平台等，种类多、更新快。在资

源再生过程中，要选择相对成熟、活跃度、认可

度比较高的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经过大量学习者

学习行为数据测试，通过多维度分析研究而开发

的平台，对知识架构体系呈现有着较为好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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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比如 SCORM、MOOC 平台、MOODLE 平

台、BLACKBOARD平台、国家数字化学习资源中

心等影响力较大、学习者较多的平台。资源平台

和优质资源是相互依存关系，好的资源平台必然

积聚着较多的优质资源，大批量优质资源也无形

中推广着资源平台。资源再生过程中通过对平台

考量优选，可以积累大量再生素材，进一步促进

资源循环再生。

（2）“细密度”服务。国家、省、市等各个层

面每年投入大量资源建设费用，旨在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提高人口素质，服务于学习型社会建

设。但是有学者在调研了众多课程资源后，指出

资源使用频率不高、使用效果不好，杨方琦、杨

晓宏发表的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传播策略研

究》一文中认为高校教师、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对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的信息缺位，是导致课程传

播范围小、使用人数少和利用效率低的重要影响

因素，笔者认为学习者对学习资源的信息缺位源

于服务缺位。原始资源建成后，资源成品的运作

周期才刚开始，维护周期比建设周期更长，需要

资源管理者提供精细化、高密度服务，高效率服

务于资源使用者可以较好地保持资源活力，提高

使用者资源建设参与度，扩大资源建设参与面。

服务方式可以多样化：微信群聊、论坛专题讨

论、Email单独交流、用户对资源的评论、建议

等，这些方式都可以更好地促进使用者通过辩

论、思考、升华自己的观点，达到掌握知识的目

的，只有通过服务升值才能有优质资源附加值产

生，“附加值”可以更好地促进资源再生循环。

五、结语

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再生，本质上是对资源生

命周期的延续，但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又受到各

种因素影响，如何提高资源再利用效率，提升资

源建设质量，克服不利因素影响使这些要素有效

地形成合力从而推进资源再生、促进资源的重复

利用值得我们关注。目前，数字化学习资源再生

研究比较少，缺乏完整的评估再生指标体系，资

源参与者积极性不高，政策、资金扶持力度不

够，这些都是制约学习资源再生的瓶颈。

[责任编辑：陈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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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5Ｗ教育模式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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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帮助大学生尽快实现自身兴趣与职业的就业匹配，成为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工

作的重点。将5W教育模式应用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当代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感兴趣

的职业，有效提升自身的就业成功率。在阐述5W教育模式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从某高校3年级学生中

随机抽选了9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选修课程，采用5W教育模式对其展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用实证分析5W教育模式对职业规划的意义，并对更好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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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高等院校招生规模日益扩

大，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大学生就业问题已

经成为社会大众和高校重点关注的焦点，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在高校教育中显得越来越重

要，5W教育模式在职业生涯规划中的应用能使大

学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明确自己的就业倾向，

发现与自己兴趣相匹配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大学生的就业率。本文在阐述5W教育模式相

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从某大学三年级随机抽选

了 9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选修课程，对其开

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在授课课程中采用

5W教育模式，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问卷调查，对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的5W教育模式效果进行的

实证研究。

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及5W教育模式相关

理论知识

1．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指高等院校的大学生

通过自我分析，对自己进行一个全面、客观的认

识，并通过对当下社会环境形势、自身人际关系

及专业特长、知识结构的分析，为自己未来想要

从事的职业做出一条合理的发展路线，同时，制

订科学合理且有效的教育、培训和发展计划等，

为实现自身的职业目标制订合理的实施方案。当

代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并不仅仅是为了在毕

业后寻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职业生

涯规划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自己，

提高自身的职业成就感，有目的性地朝着自己制定

的职业目标奋进，为自己将来的事业做足准备，最

终实现自己在未来事业中的快速持续发展。

2．5W教育模式相关理论知识

5W分析法是一种非常简单且有效的职业生涯

规划法，也是一种“归零”的思考方式，主要是

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探究分析自身感兴趣的职

业、适合自己的职业，进而对自身的职业定性定

位，对自己的职业目标进行设定，形成适合自己

的科学合理地职业生涯规划。5W分析法的内容主

要包含5个问题：

（1）Who are you? 该问题主要是对自身进行深

刻的反思，深入了解自身的优缺点，对自己做出

一个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高校大学生可以

对自己在未来职业中的优劣势进行全面分析。一

般来讲，大学生通常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与分析

能力，但是大部分大学生缺乏实践经验，其创新

能力和动手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对自己进行

分析之后，大学生可以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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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对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学习，注重加强自身实

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使自身的综合素养水平

得到较大的提升。

（2）What do you want ?该问题主要是检验自身

的职业发展趋向，解析自身职业理想。当代高校

大学生在职业理想上往往存在着多样化的现象，

很多大学生并不是按照自己所学习的专业进行对

口工作的选择，而是选择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行

业，因此，在大学时期大学生必须不断地问自

己：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以确定自己比较理想的

职业和自己今后奋斗的目标，从而实现自己制订

的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

（3）What can you do?这个问题是对自身现已

具备的能力及自身潜能的研究分析及全面总结，

大学生的个人能力决定了其在未来的职业发展水

平，大学生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职业未

来的发展空间。对于当代大学生，需要从其学习

能力、心理素质、团队合作能力、协调能力、交

际沟通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及创新能力等多

方面进行认识。对自己在大学期间做过的成功的

事情及获得的经验进行记录，找出自己认为自身

存在的有待开发的潜能，并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

不断下意识地培养，进而有效提高自身的职业竞

争力，为自己的职业理想打下良好的基础。

（4）What can support you ?该问题主要是对周

围社会和组织环境的分析，既包括社会经济发

展、地方政策制度、所选职业空间、社会行业企

业的发展、企业的规章制度等等一系列客观因

素，也包括大学生自身的社会人脉和朋友关系等

一些主观因素。当代大学生要深入了解外界客观

环境给予自己职业的机遇与挑战，以更好地制定

自身的职业发展目标。

（5）What can you be in the end? 该问题主要是

对自身最终职业目标的确立，对该问题的回答是

建立在以上四个问题的基础上，是大学生对自身

最终的职业的定位。通过对前面四个问题的明确

及综合性分析研究，大学生会发现对自身职业目

标有利与不利的一系列条件，大学生可以将对自

身不利条件最少的、自己能够胜任的、自己又喜

爱的职业目标记录下来，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职

业框架，通过职业框架的分析确定自己最终的职

业目标，并制定科学合理的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

规划实施方案。

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5W教育模式的实

践研究

1．研究方法

笔者从某高校大三全体学生中随机选取了 90
名为研究对象，通过选修课程学习了笔者所开设

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在整个授课过

程中，主要采取5W教育模式，走出传统的以教师

为中心的课堂授课模式，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

体，对学生进行专业的职业生涯教育，帮助其制

定适合自己的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实施方案。本

选修课程围绕5W教育模式的五个问题制定课程内

容，每周一次，每次两个课时，总计 24个课时，

每个问题4个课时，最后四个课时进行总结。根据

5W教育模式理论相关知识，笔者制定了 6个单元

的教育活动（见表1）。
表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5W教育模式教育活动

单元

1
2

3

4
5
6

名称

Who are you?
What do you want ?

What can you do?

What can support you ?
What can you be in the end?

职业抉择

活动内容

引导大学生用20句话来对自己进行介绍，描述
自己的生命线和自画像

MBTI、职业兴趣等测试, 霍兰德卡片

介绍自己在大学期间认为最成功的事件、分享
自己的经验；组织小组任务活动；

职业树、职业人物访谈

成就事件、我的目标、SWO T 分析法

头 脑 风 暴——“考研”、“出国”、“就业”, 他该
如何选择?

活动目的

使大学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自我

使大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兴趣、理想的职业

深化大学生对自身学习能力、心理素质、团
队合作能力、协调能力、交际沟通能力、人际
关系处理能力及创新能力等多方面的认识

对周围的社会环境、自身的人脉关系等进行
总结分析

制定自己的职业目标

情境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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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5W教育模式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

程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大学生对自身的全面客观

的认识，对职业信息的收集，自身职业目标的定

向，增强大学生对自身学习能力、心理素质、团

队合作能力、协调能力、交际沟通能力、人际关

系处理能力及创新能力等多方面的训练，有效增

强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提高大学生对职业生涯

规划的积极主动性，增强其面对未来职业竞争的

勇气。课程以 5W教育模式中的 5个问题为主线，

把大学生当做课堂的主体，通过自我介绍、小组

讨论、头脑风暴及科学测试等诸多活动，协助大

学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实施方案。

2．研究结果

以往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职业决策的自我

效能能够有效代表大学生个体对职业选择的自信

心，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发展中的核心理念。

本研究根据5W教育模式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

程内容，设计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5W教育模式

反馈表，对5W教育模式的教育情况及学生自身的

改变和主观体验进行评估反馈。同时结合金树人

教授的《大学生生涯规划问卷》作为干预组（参

与选修课程的 90名学生）和对照组（在同一年级

随机选取的没有参与过该课程的 90名学生）进行

测试比较，了解大学生对职业生涯发展目标、职

业兴趣、专业认知、职业了解、就业期望和自我

规划等内容的了解水平。90名选修该课程的学生

全部填写了职业生涯 5W教育模式教育效果反馈

表；100%的大学生表示通过参加 5W教育模式下

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效增

强自身面对职业生涯的信心，能够对自己做出一

个客观的评价，对职业生涯规划有了更深一层次的

认知，认为5W教育模式在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的

应用十分必要；90%的学生认为自己可以制订出对

自己有效的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实施方案。对于

《大学生生涯规划问卷》无论是干预组还是对照

组，其有效率都是100%，调查结果对比表见表2。
由表 2和图 1可知，经过 5W教育模式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学习的大学生不管是在自我认

识的自身个性、能力及职业兴趣方面都表现出比

较清楚的认识，而没有经过5W教育模式大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课程学习的学生中仅有47.8%的学生对

自身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多数学生自我认识

不全面，这将直接影响大学生对自己职业生涯发

展目标的确立；在对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职业信息

的了解上，干预组96.7%的学生能够熟悉自己的职

业信息，而对照组仅有38.9%的学生对社会职业信

息有所了解，大部分学生缺乏对社会职业信息的

了解，还存在将近 38%的学生不知该怎样获得这

样的信息，这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综合素养的培养

及就业竞争力的增强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在专

业与职业兴趣匹配度的了解上，95.6%的经过课程

学习的大学生能够了解自己的专业及职业兴趣，

而对照组中仅存在 10%的学生对自身专业与职业

理想匹配有所了解；而对于大学生职业规划方

法、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职业目标的确立及职业

规划的制定上，干预组与对照组存在的差别更

大，干预组 95％以上的人可以确立自己的职业目

标、制定自身的职业规划，对照组仅存在5%左右

的人可以做到如此；而对于职业规划实施方案的

项目

自我认识（个性、能力、
职业兴趣）

对职业信息的了解

信息的收集和获取

专业和职业兴趣的
匹配度了解

职业规划方法的了解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

职业目标的确立

职业规划的制定

职业规划实施方案的
制定

干预组

98.9%
96.7%
94.4%
95.6%
96.7%
93.3%
98.9%
94.4%
92.2%

对照组

47.8%
38.9%
62.2%
23.3%
10.0%
7.8%
6.7%
3.3%
1.1%

表2 干预组和对照组职业规划能力对比表

图1 5W教育模式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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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对照组几乎无人会制订有效的职业规划实

施方案，与干预组差距甚大。

由此可见，运用 5W教育模式对大学生开展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效果明显，可以有效提高大学

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水平，能够有效协助大学生进

行全面客观的自我认识，更加明确自身的职业目

标与理想，对自身的各方面能力能够做出比较合

理分析，有效提高了大学生职业决策的自我效

能，减少了大学生就业前的焦虑情绪，增强了大

学生就业的信心。

3．思考与讨论

5W教育模式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的应用

意义重大，以5个简单的问题为主要线索，寻找问

题解决的思路，激发学生进行思考，完成最终的

目标。这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导向式的学习方式，

还是一种以问题为出发点、深入研究问题、解决

问题的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问题式教学模式。

5W教学模式能够从问题的提出入手，有效激发学

生对问题探究的兴趣，整个教学过程用一系列的

问题为线索展开，问题解决了，那么学生对这门

课程的内容也就掌握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也得到了提高。5W教学模式的关键点在于教

师选取有价值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并

通过活动使学生受到启发，同时及时为学生提供

一定的引导。5W教育模式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学生

心理认知结构的变化，使学生获得理论学习和能

力提高，经过这种模式培养的学生理论功底深

厚，处理复杂问题能力较强。不过5W教育模式在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应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

问题，例如：大部分学生特别注重的是自我的状

态，而自我觉察的能力明显不足，所以对课堂上

的一些活动的体验不够深刻；很多同学对性格测

试、职业兴趣测验及自画像等特别有兴趣，又特

别依赖测试中给予的条目化的解释，需要教师在

教学中加强引导；学生在价值观澄清和增强自信

心的活动中，尽管通过辩论、角色扮演，认知得

到一定的调整，但是具体到行动中还是会存在脱

节的现象，知易而行难。

三、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几点建议

1．大学生应根据职业特性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应具备较强的学习能

力、创新能力、交流沟通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协调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及团队合作精神等职业素

养。因此，在校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应结合自己专业

的职业要求对自己进行正确的评估，了解自身在从事

该职业时所具备的优缺点，并不断弥补自身存在的不

足之处；努力学好专业基础知识，掌握好专业技能，

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展自身的知识面，了解、学习与

自己专业相关的或者相近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等，为未

来的职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大学生还需要加强

普通话、计算机等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培训，有效提

升自身的综合素养；最后，在校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

的实际情况设定有效的合理的职业阶段性目标，并制

订相应的实施方案，培养自身从事该职业应具备的各

项能力。

2．高校应根据大学生的专业特性做好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工作

高校可以根据相关政策积极开展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课程及相关活动，营造良好的大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氛围，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相关辅导，采取各种措施落

实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的每一项工作。（1）开

设大学生职业生涯网站，使大学生可以利用自己

的课余时间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知识的了解，

通过去与专业相关的企业实习实践、与行业专家

座谈等方式，使大学生了解本专业行业的发展现

状、本专业职业的特性及相关要求，协助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职业目标。（2）加强对大学生专业技

能、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及交际沟通能力等多方

面的训练，与一些专业相关的企业建立稳定的长

期合作关系，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实践活

动。教师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还可以对

他们日后的工作实况进行模式练习，增强他们对

未来职业的适应能力，有效提高大学生的专业技

能和职业素养，为大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3）建立并完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的指导服务体系。

3．社会要为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创造一

个较好的环境

做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社会环境有着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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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关系，如何更好地整合和利用好社会这个偌

大的教育资源，是做好当代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的重要突破口。首先是用人单位，应主动与高等

院校建立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为当代大学生提

供更多是实践、实习的机会，使他们在实践实习

的过程中对本行业职业获得更多、更深的了解，

同时获得一些工作实践经验，了解相关行业企业

未来的发展动向及对员工、人才的要求等，尽早

树立自身的职业目标。从政府相关部门的角度出

发，为帮助大学生进行更好地职业生涯规划、选

择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应推出高质量的职业技能

培训服务工作，增加大学生就业的途径；同时给

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对于暂时没有就业的大学毕

业生给予一定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正面引导。

四、结语

采用5W教育模式对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客观、全面地认识自己，

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职业素养，增强就业竞争

力，为在未来职业中的长期发展打下了基础。不

管是大学生个人还是高校与社会都应该给予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足够的重视，大学生的职业生涯

规划教育作为一项连续性的、系统性的工作，高

校教育工作者必须根据大学生的个性特点及发展

规律，不断探究新的教育方法与模式，采取各种

有效的措施，帮助每一位大学生做好自己的职业

生涯规划。

[责任编辑：杨理连]

参考文献：

[1]侯雨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研究——基于川渝高校大学生的实证分析[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8):
132-136.
[2]丁晓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辅导的有效模式研究[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2(4):29-31.
[3]杨红秀.基于 5W 分析的师范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J].社会科学家,2014(7):118-121.
[4]刘文灵. 两种发展了的传播模式对教育教学的启示——再论拉斯韦尔的“5W”模式和香农—韦弗模式[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6(3):15-152.
[5]徐文婷.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教育改革探讨——以“5W”模式为分析框架[J].新闻世界，2011(7):258-259.

An Empirical Study on 5W Education Model in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ZHANG Fan

（Shaanxi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to achieve matching their own interests with career and employment as soon as possi⁃
ble becomes the key in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guidance work. The application of 5W education model in college students ca⁃
reer planning can help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better, find their interested careers, and improve
their employment successful rate effectively.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5W education model, 90 students in
grade 3 from a university a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rough elective courses, 5W education model is adopted
to carry out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used to prove the significance of 5W education
model in career planning and some suggestions to help make better career planning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5W education model;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empir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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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市场需求，通过订单式定向培养模

式，建立校企合作共建的长效机制

广东理工学院（以下简称“学院”）与重庆

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合作，订单式培养该公司在

西班牙语国家力帆工厂所需要的能够从事汽车制

造、汽车售后服务、汽车商务等工作的一线管理

人员（力帆班）。企业对学生外语水平要求是英语

不低于四级、能够用西班牙语进行一般交流的要

求。校企共同制定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力帆班）人才培养方案，除了设置大学英语、大

学西班牙语等职业支撑课程之外，还设置了轿车

拆卸与组装实训、轿车总装和检验（汉、英语）、

车身焊装和检验（汉、英语）、轿车维护与检修、

汽车电器构造与检修（汉、英语）、外贸跟单实务

（汉、英语）、进出口业务（汉、英语）等职业能

力课程，其中英语、西班牙语课程和专业课双语

教学课程共占总学时约 70%。企业专门派人到校

讲授力帆文化与管理课程。

学院与珠海市珠光汽车有限公司合作，订单式

培养该公司汽车销售、机电维修和钣喷维修人员

（珠光班）。企业的职前教育、品牌车型销售、服务

流程和维修技术培训等在学校进行；企业派技术和

管理骨干来校上实践技能课程，提供学生生产性实

习场地，提供教师实践性进修合适的岗位，校企共

同制订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珠光销售与机

电维修班）人才培养方案和汽车整形技术专业（珠

光钣喷班）人才培养方案，企业参与审核职业能力

课程标准、制订顶岗实习计划和校内实训室建设方

案，共同编写教材，评估专业教学质量，企业的技

术人员作为校外兼职教师指导学生顶岗实习，在人

才培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深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1．工学结合、理实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就业为导向，在本专业课程体系、职业能

力课程和职业延展课程改革中，根据汽修行业及

其相关企业对技能型专门人才的要求和相关的职

业标准，考虑到学校汽车专业学生高考成绩较

低、基础较差、学习习惯不太好、普遍不喜欢上

理论太深的课程等特点，开发了人才培养方案与

汽修企业岗位群人才规格要求相对接、课程体系

与职业成长过程相对接、职业能力课程和职业延

展课程与综合工作任务相对接、教学实施过程与

真实的汽车维修作业过程相对接的“四对接”人

才培养模式。

2．订单式培养模式

首先是根据企业需要设置课程：为重庆力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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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有限公司开办了两届“力帆班”，从大一到

大三都开设了英语和西班牙语课程，并且主要专

业课程用双语教学，既达到了企业需求，又积累

了这一模式的办学经验，还培养了师资队伍，具

备了这一模式的拓展能力；“珠光销售与机电维修

班”根据企业需要，以职业能力课程为主整合成

一个企业专用的人才培养方案，而且它与“珠光

钣喷班”人才培养方案的职业能力课程都是开设

企业所获得的主要品牌车型的销售、服务流程、

车辆机电维修和钣喷实训为主的课程，案例采用

品牌车型的案例，实训由企业派出的管理和技术

人员按课表定期来学院和我系老师一起上课。

3．试行“产教融合、工学交替、校中厂”的

培养模式

学院开设的产教融合试点班分成两部分，采

用一部分两个月上理论课，另一部分两个月在校

内汽车生产性实践基地上班，不分寒暑假地轮

换，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汽车技术服务

与营销专业、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和汽车整形技术

专业的职业能力课程的教学过程与“4S”店的汽

车技术服务顾问、汽车机电维修、汽车钣喷和汽

车美容等岗位的工作过程融合起来，学生的校内

实践过程就是对外承接业务的修车和服务过程。

随着车辆维修与服务项目数量和业务量的增加，

逐渐地将“产教融合、工学交替、校中厂”的教

学模式发展到上述四个高职专业和本科的汽车服

务工程专业及对应的全部学生。产教融合班的学

生在教师的带领和指导下承接学院公用车辆、教

师私人车辆和社会车辆维修，真刀真枪地干，练

技能、积经验、长见识。特别是将车辆美容护理

作业交给我系大学生创业基地的学生来做，建立

毕业生流动站，执行学长制度，由学生主导完

成，这是本专业教改的创新或突破。

三、完成“职业成长”型课程体系建设

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建设及实践教学

建设这三个方面与汽修行业企业融合与沟通。以

行业企业的调研和市场需求为基础确立本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从事汽车检测、维修和技

术服务等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

职业生涯发展基础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本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汽车维修和技术服

务工作项目或任务的执行能力；具有一定的对汽

车维修和技术服务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以职业综合能力的培养为主线，通过对人才

培养目标相对应的汽修行业职业岗位群及其岗位

的典型作业项目或工作任务、工作过程及其技能

进行分析，构建课程体系，本专业课程体系主要

由校内教学和校外实践两部分组成。除了构建融

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生全面素质养成体系

必须开设的思想政治等公共课程之外，根据“够

用为度”的原则开设了CAD与机械识图、汽车电

工电子技术、汽车发动机构造、汽车底盘构造等

职业支撑课程。将发动机电控系统构造与检修、

汽车及主要总成检测技术、底盘电控系统构造与

检修、汽车空调系统构造与检修、轿车维护与检

修这五门课程设置为职业能力课程；将车身电控

系统构造与检修、汽车销售技法、汽车维修企业

管理这三门课程确定为职业延展课程。

四、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为了保证职业能力课程和职业延展课程的有

效实施，构建了完整的教学资源。课程建设资源

由课程标准、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实训指导书、

实训报告体例、适合于实操现场考核的形成性考

核单和课程期末考试的实操试题组成。

合理利用上述教学资源，指导教师先采用边

演示边讲解的教学方式，课程中必需的理论知识

穿插在相应的工作过程中，在学生动手做时，教

师规范学生的动作和程序。每位同学都必须严格

按照本次工作项目或任务的实训指导书中给出的

工作步骤和技术要求，动手做完规定的作业。这

样就有可能从“以知识的逻辑线索为依据”转变

成“以职业活动的工作过程为依据”，建立专业人

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

五、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实践教学作为本专业教学活动的核心环节，

学院将其纳入了课程体系的整体设置。按照岗位

职业能力素质的需要，科学设计了实践教学体

系。一是按照职业岗位 （群） 对能力素质的要

求，精心设计和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学内

容包括职业技能的训练、职业素质的培养、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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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养成，并突出学生职业创新能力的培养，

改变了过去实践教学简单等同于实验的做法。二

是按照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群对实践教学的需要，

科学布局和建设了校内外实践基地，并按照“教

学做一体化”的思路，强化了校内汽车实践基地

的建设，较好地解决了技能实训的方式、手段问

题。三是按照实践教学实际需要，认真规划和建

设了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的师资队伍。

本专业实践教学环节主要有：以示教板、实

验台和实训设备为载体培养基本技能和专项技能

为主，在实验室、实训室进行的校内实训；以待

修车辆、检测设备和汽修机具为载体培养综合技

能、技术应用能力为主，在校内汽车生产性实践

基地进行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和承接车辆维修；以

校外顶岗实习，维修社会车辆为主的校外生产性

实践；以培养职业素质为目标的社会实践，同时

辅以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第二课堂为补充，

形成了校内与校外、课内与课外的全方位实践教

学环节。

六、师资队伍建设

本专业聘请校内外兼课/兼职教师12人，其中

聘请企业的技术专家6名；专任教师中骨干教师12
人，具有双师素质教师 12人，具有行业企业生产

一线工作经历的专任教师 7人，4位高级技师具有

多年企业生产一线工作经历，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的教师6人，校内实训指导教师都具有技师和高级

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

验。另外还有一批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能工巧

匠、技术人员做为指导学生顶岗实习的校外兼职

教师，初步形成实践技能课程和顶岗实习主要由

兼职教师讲授和能工巧匠指导的机制，专兼职教

师比例达到 1：1，专业教师队伍数量和素质能够

满足本专业的教学需要。

七、实训基地建设

汽车工程系生产性实践基地，其中汽修厂就

有 1050m2，内设仓库、发动机维修车间、自动变

速器维修车间、两柱举升机机电维修工位、3D四

轮定位工位的车辆机电维修车间，烤漆房、带车

身校正台的钣金工位、打磨工位（干打磨、湿打

磨）、喷涂工位的车身车间。还配置了专用的汽车

检测仪器、汽车维修设备和汽车美容设备等，能

满足汽车维护、护理和检修所有作业项目的需

要。在校内汽车生产性实践基地基础上成立了

“高要市驰远汽车修理厂”。除学院公用车辆和教

师私人车辆，还对外承接社会车辆维修。汽修厂

人员生产组织架构主要由机电维修组、车身维修

组、汽车美容组和质检员、生产调度、配件库管

员等组成；员工由教师和学生组成。

八、考核方式改革

本专业近年来积极开展课程考核改革，实现

了四个转变：

（1）单一课程评价方式向多样评价方式转变；

（2）终结性评价方式向以形成性评价为主的

综合评价方式转变；

（3）知识评价向能力评价转变；

（4）单项专业能力的评价向综合职业能力评

价转变。

在职业能力课程标准中规定了课程考核标

准，使得课程评价有章可循，保证考核的顺利实

施。课程终结性考核有以现场考核、实训报告成

绩为载体的形成性考核加实操考核为载体的期末

考试或平时成绩、实训报告成绩加期末笔试成绩

这两种形式。

每一次情境教学都有一份考核单，根据课程单

元教学设计的需要应事先设计出来此单，主要考核

学生在现场实操时的动手能力和掌握的技能等。

形成性考核成绩由仿真软件评分、现场考核

的成绩、实训报告成绩组成，以百分制记录，在

纳入本课程评定成绩时要占评定成绩的 50%，其

计算公式为：

形成性考核成绩=
∑
i

m xi +∑
i

n yj +∑
i

t zt
m + n + t

式中：xi-每一次仿真软件评分的百分制成绩；

m-仿真软件评分的次数；

yj-每一次现场考核的百分制成绩；

n-现场考核的次数；

zt-每一次实训报告的百分制成绩；

t-实训报告的次数。

对于以实操形式进行的期末考试，设计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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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由学生抽卷进行，成绩以百分制记录，

在纳入本课程评定成绩时占评定成绩的50%。

课程终结性考核又由形成性考核和期末考试组

成，作为评定成绩登入学生成绩档案，职业能力

课程和职业延展课程评定成绩的计算公式如下：

评定成绩=形成性考核成绩×0.5+期末考试成绩×0.5
九、结论

1．与同类专业比较，具有显著区别与效果的

做法或措施。在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

设计、课程建设与教学内容改革、实践教学、师

资队伍、教学管理、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显著区

别于其他学校同类专业，且具有显著效果的做法

或措施。

2．在解决同类专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上有创新和突破。找好专业带头人，组建一

支过硬的团队。同时在做好本专业人才市场调

研、熟知本单位本专业的实训条件和可能的投入

力度的前提下，选择能够凸显办学特色的本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不同模式之间做好协调，并设计

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学院规定的总课时要求

下，设计好职业支撑课程、职业能力课程、职业

延展课程和综合实训课程，其中特别要设计好4～
5门职业能力课程，给出它们的课程学习目标和主

要教学情境，设计好校内生产性实训课时，保证

实践教学不低于教学活动总学时的 50%，校内生

产性实训达到校内实训教学的 80％以上，保证半

年以上的顶岗实习时间。

[责任编辑：孔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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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

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一体

化，我国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

略。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

的指导意见》（财会[2009]6号）中指出“会计工作

应当按照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要求，全面推进

信息化建设。通过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进

一步提升会计工作水平”。伴随着企业信息化的发

展，对会计信息化人才的需求呈明显递增之态

势，会计信息化人才的培养是当务之急。而人才

的培养离不开课程建设，《会计信息化》课程是培

养会计信息化人才的一门重要课程。目前，全国

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在专业设置中都把《会计信息

化》课程作为专业的主干核心课程，教育部高职

院校会计专业技能大赛中会计信息化的比赛分值

已占一半以上份额。此外，行业协会等相应地举

办各类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推动着会计信息化

的发展。笔者从事 《会计信息化》 课程教学多

年，也多次指导学生参赛，取得过不错成绩，在

教学过程中，与时俱进，摸索出“教学做评赛一

体化”的特色课堂教学模式。

一、《会计信息化》课程“教学做评赛一体

化”的教学设计

《会计信息化》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既包

含会计理论知识，也包含计算机知识，是一门交

叉性学科。本课程主要强调的是财务软件的操

作，如果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

兴趣不高，教学效果较差。随着会计信息化水平

的提高，会计职业技能大赛如火如荼的举办，作

为高职院校，在《会计信息化》的教学过程中，

我们探索采用“教学做评赛一体化”教学模式。

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突出

高职教育特色。“教学做评赛一体化”教学设计内

容如下：

1．教学理念的转变

教师向导师或师傅转变，改变过去老师教、

学生做的传统教学观念，由教程向学程转变。在

课堂上，老师更多的是组织者、指导者，某种程

度上充当教练的角色，学生是课堂的主动学习

者，某种程度上充当参赛者的角色。教师把课堂

任务布置下去，由学生去做，对学生做的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答，遇到共性的问题集中

予以讲解。

2．教学导向的转变

职业教育要让学生在上岗前掌握职业相关技

能，这就要求由学科知识本位向职业能力本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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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以行业业态为载体构建学习情境，每个学习

情境都是一个完整工作过程，将企业真实工作任

务改造后作为学习任务，将传统理论教学内容融

入各业态企业会计信息化实施管理中，有效避免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的问题，实现教学过程

与工作过程的一致性。

3．广义课堂的转变

平时我们说的课堂就是狭义上的课堂 45分

钟，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的

发展，传统的课堂教学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

发展。课堂设计要充分考虑到课前、课中、课后

全过程，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比如课程中薪资系

统这部分内容，就要求学生把财务会计关于职工

薪酬的相关理论知识预习好，掌握理论基础，课

后利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库等进行后续的复

习，同时充分利用手机APP平台、微信、QQ群等

进行在线的答疑互动，完成由狭义的课堂向广义

的课堂转变。

4．教学模式的转变

由传统教学模式向“教学做评赛一体化”模

式转变。高职教学过程具有实践性、开放性和职

业性特点，在《会计信息化》教学过程中形成以

学生为主体，以在做中学为重点，以掌握财务软

件操作技能为目标，与技能大赛相结合，改变考

核方式，融“教学做评赛”为一体，强化对学生

能力的培养。在《会计信息化》教学设计中，力

求把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融为一体，把课堂和实

训合二为一。设计思路如下：

（1）课前设计。教师把本次课堂实践操作所需

要的相关理论知识整理成资料，提前一周发放给学

生，让学生自主学习，自觉掌握相关理论知识。

（2）课堂设计。教师根据每次课的不同内容

设计出相应的教学环节，把课堂任务布置下去，

通过讲解、示范，教学生怎么做。学生通过完成

教师布置的工作任务，使“学”和“做”有机结

合起来，真正做到在“做中学”。

（3）课堂考评设计。教师根据学生的学做情

况，给出本次课的考评分数，进一步调整教学设

计以优化教学效果，做到教学过程的良性循环。

二、《会计信息化》课程“教学做评赛一体

化”的教学实践

目前，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以下简称“学

院”）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审计实务及财务

管理四个专业都开设了《会计信息化》课程，在

课程体系里都将其列为了专业核心课程。根据不

同专业、不同类型的授课对象课时分配比例略有

差异，但总的授课方式和思路是一致的，基本上

都采用了“教学做评赛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1．分模块教学，采用任务驱动法

在具体的教学章节设计中，选取每个情景中

有代表性的企业真实案例，设计出系统管理、总

账、薪资、固定资产、采购、应付、销售、应

收、库存、存货 10大模块，在每一模块下又将企

业真实工作任务改造后作为若干具体的学习任

务。教师首先提出总任务，即完成一个企业一个

月的经济业务。然后将这个总任务分解成上面的

10 大模块，在每个模块下又分解成若干具体任

务，比如总账模块下，分解成凭证和账簿，凭证

下面又分解成凭证填制、凭证修改、凭证查询、

凭证删除等具体任务，学生在课堂上完成每一具

体任务，则完成了这一模块的教学任务。

2．分行业教学，采用情境教学法

《会计信息化》课程学习情境的构建，来自企

业真实工作任务。本课程选取三个最典型的业态

（服务业、商业、制造业），以企业业态为载体构

建学习情境，每个学习情境都是一个完整的工作

过程，将企业真实工作任务改造后作为学习任

务，将传统理论教学内容融入各业态。企业会计

信息化实施与管理中，有效避免了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脱节的问题，实现了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

的一致性。学习情境的前后排序符合学生的认知

规律。第一个学习情境的学习重点是标准财务模

式，采用金蝶KIS软件；第二个学习情境的学习重

点是商业管理系统与财务系统一体化管理，采用

用友T系列软件；第三个学习情境的学习重点是财

务业务一体化模式，采用用友U8系列ERP系统，

即现在的省赛和国赛中使用的软件版本。在具体

的教学设计中，选取每个行业有代表性的企业真

实典型案例，使学生能熟悉不同行业下会计信息

化的操作流程，增强工作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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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岗位教学，采用角色扮演法

通过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来体验、掌握相

关的知识和操作方法。例如在“学习情境一”教

学中让学生扮演“会计主管、会计、出纳、审核

记账”等角色，通过相互间的业务往来模拟训

练，让学生掌握各岗位在实际工作中的分工及衔

接，会计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的业务关系、内部

牵制及沟通协调，既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

趣，又让学生通过角色体验加深了对未来所从事

岗位的理解。

4．分课堂考评，自评互评结合法

任务完成后，学生首先自评，接着同组同学

互评，最后教师进行点评。建立“学生个人自

评、学生之间互评、教师点评”三位一体的教学

评价体系。根据每位同学独立任务的完成进度、

在小组中角色的完成情况，教师根据其综合表

现，给出每位同学每次课的课堂任务完成分数，

一个学期下来加权汇总，得出学生的平时分数，

平时分数占期末总成绩的 60%，这样对学生的考

核量化到课堂，客观、公正、有效，建立了有效

的课堂约束机制，改变了传统的以考核为主的约

束模式。

5．分小组竞赛，技能大赛融合法

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分小组教学，考虑到

会计专业的学生女生多、男生少，把男生分别分

到各小组中去，互动效果良好。平时课堂教学、

小组计分、每次课公布排名，使课堂有竞争有对

抗，气氛活跃。与会计信息化有关的技能大赛较

多，除了教育部门组织的高职院校会计技能大赛

外，还有行业协会如工信部教指委举办的“用友

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此外还有

企业举办的各类赛事。每年学院都组队参赛，均

取得优异成绩。为了让每位同学都能体会参赛的

真实感，期末最后几周，分别把省赛国赛样题植

入会计信息化模拟考试平台，机器评分，客观公

正，作为期末考试成绩，一方面根据学生的总体

水平与省赛国赛公布的水平进行比较，找出差

距，为今后的教学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又为下个

年度参赛选手的选拔提供了依据。通过这样的方

式，把课堂教学和技能大赛很好地融合到一起。

三、《会计信息化》课程“教学做评赛一体

化”的成效

《会计信息化》课程实行“教学做评赛一体

化”后，学院取得的成效非常显著。

1．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动手能力明显增强

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学生和老师都

能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学生分组对抗，课

堂气氛非常热烈，学生的动手能力明显增强。

2．教师职业能力得到提升

对教师来说，教学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业务学

习提高的过程。要想真正教好《会计信息化》这

门课，教师不仅需要丰富的会计及计算机相关理

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企业实践工作经验。同时

还要求教师要有很强的课堂组织管理能力，课堂

分组教学，如何分组，分组对抗，如何协调，这

些对都教师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教师在“教学做

评赛一体化”的教学中，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同

时，自己的业务素质也得到了相应提高。

3．技能大赛成绩斐然，以赛促教效果明显

学院把技能大赛融入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学

生赛训融合，训练有素。在工信部和用友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组织的“用友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

息化大赛中，历届比赛中均是一等奖；在教育部

和省教育厅组织的高职院校会计技能大赛中，历

届赛事中均是一等奖，已稳居会计技能大赛第一

方阵。

四、《会计信息化》课程“教学做评赛一体

化”教学模式的思考

1．“教学做评赛一体化”教学模式要求学生

加强自主学习

“教学做评赛一体化”教学模式主要是以模

块化为主，以任务驱动进行的，课堂理论教学没

有传统教学模式对理论知识讲解的系统化，要让

学生在完成业务操作任务的同时，不仅要知其

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求学生在课前很好

的预习相关理论知识，要有很强的自学能力，课

后学生还要针对操作中遇到的问题查询相关理论

知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课前、课中和课后相

结合，才能使知识真正的系统化。

2．“教学做评赛一体化”教学模式对教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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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更高要求

《会计信息化》是一门会计和计算机紧密结

合的学科，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会计理论知识，

还要熟悉计算机相关知识，还要有很强的实践动

手能力，这样才能给学生有效的指导。同时在日

常的教学中，教师课前要布置预习任务，课中要

根据课堂任务特点组织教学，课后还要通过在线

答疑及时回答学生的提问。课堂教学延伸，课

前、课中、课后一体化，即全天候的教学，这对

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付出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教学做评赛一体化”的课堂教

学模式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责任编辑：邢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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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many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model of“integr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doing, evaluation
and competition”in the cours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z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practice teaching mode of this cour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explored, and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adoption of
this teaching model are summarized and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by using this model are thought r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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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个学了十几年英语的学生，在走出课堂

时能利用英语交流是英语教学者面临解决的首要

问题。2004 年教育部颁发了 《大学英语课程要

求》（试行），提出了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是：培养

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

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

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要求》明确规定：“各

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采用新

的教学模式改进原来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

堂教学模式。”新规定提出的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

英语多媒体的教学模式，与以往强调培养学生

听、说、读、写、译等几方面能力的大纲相比，

在教学目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英语教学以

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多媒体网络技术为支撑，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教学，自主

式学习的方向发展。多媒体教学改变了传统单一

的教学方式，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兴趣

和学习的自主性，并且使得英语学习延展到课堂

以外成为了可能。

一、建构主义理论及其内涵

语言学理论研究对外语教学有着直接的指导

意义，它为多媒体语言教学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理

论依据。大学英语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的理论基

础是建构主义。建构主义是认知理论的一个分

支，最早是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于20世纪60年

代提出的。该理论强调，人的认知是外界刺激与

认识主体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知识不

是通过教师传授而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

景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

习伙）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建构

的方式而获得。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提倡在教师的指导下、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法。与之相适应的教学

模式为：“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

师起组织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包括

情景、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对所

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总体讲，建构主义强

调以下几点：注重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进

行教学；提倡在实际情境中进行教学；转变以往

的教师的角色形象；引入协作学习的理念。

置于该理论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的教学

主体（教师）、教学客体（学生）和教学环境的功

能和性质较之过去有所不同。教师从传统的“传

道、授业、解惑”向学习者的知识意义建构活动

（即学习活动）的参与、组织、指导、协助、促进

方向转变。学生不再是被动信息的接受者，而是

利用先前积累的知识经验去同化，顺应眼前所接

触的新知识，从而实现动态、能动地去构建新的

认知结构。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打破了以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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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工具的形象，以其声、像、图、文并茂，交

互性的特性使抽象而单调的学习过程变得直观而

生动有趣，极大地丰富了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

优化了教学环境。可以说，建构主义理论和多媒

体教学互为补充，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二、建构主义理论模式下多媒体的教学实践

合理运用多媒体能提高大学英语课堂的效

率，调动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积极性。但教师若

把多媒体英语教学课变成简单的各种资料的展示

课，学生仅仅扮演观众的角色，多媒体英语教学

就从原来的教师灌输变成了现代先进的多媒体的

“电灌”，教师的地位和多媒体的作用发生了“主

辅倒置”。学生在经过一堂眼花缭乱的信息轰炸之

后，对所学知识存留甚少。所以，无论运用什么

样的教学模式，传统的还是现代化的，“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的内涵要准确把

握，教师的主导地位始终不变。多媒体教学活中

教师不是无事可干，而是需要科学定位。基于建

构主义教学模式下的多媒体大学英语教学，我们

不断尝试了一些做法。

三、教师的角色转变

1．学习活动的组织者

每学期初，我们都从所要学的课本中找出3-5
篇文章，作为话题单独呈现给学生，由学生自选

话题，在教师的指导下提前准备；在指定日期向

全班汇报5分钟。为了调动学生积极性，在辅导学

生时，教师会借助现实事例阐述跨文化交际的技

巧及口头表述的重要，强化学生文化背景知识的

学习和口头表达。由于口头报告是平时成绩的加

分因素，所以学生参与的热情极高。

2．教学情境的设计者

在多媒体课件的设计中，不要盲目追求其在

课堂上使用的频度和华丽，只需给出和课程相关

的信息，激发学生思维的内在认知动机，促进学

生参与语言实践。以课文“A Miserable, Merry
Christmas”《大学英语》（第一册）为例。课上通过

播放动听的圣诞音乐渲染气氛明确主题，同时用

多媒体演示出如圣诞老人、圣诞树等不同的画

面，启发学生说出他们所了解的关于圣诞的习俗

或简单的词汇；教师将关于圣诞的关键词汇列在

黑板上，并酌情给与讲解。在课文学习中，启发

学生思考，如作者为何用悲与喜两个词描述圣

诞？这种写作手法的意义？并让学生用关键词汇

口头复述课文，或者留作课后写作练习以加强记

忆。对于这种熟悉的题材，学生都表现出了极大

的参与热情。

3．学习过程的监控者

多媒体网络丰富的资源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所授课文内容，把相对分散的资

源进行梳理，从而使得每一个话题在有限的课堂上

得以进行。如《21世纪大学英语》（第三册）的第

二单元中在讲授关于“Lady First”话题时，先让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依照任务要求在网上搜集资

料。网络资源的丰富使得学生感到无从下手。教师

可以让学生围绕着一些小问题进行材料的遴选。诸

如：女士优先的传统由来？这一传统下，男士该怎

样做？这一传统在中国的意义？你对这一西方传统

的看法？等等。其目的就是引导学生将注意力集中

在与所提问题的相关信息上来。每个组长最终代表

全组通过“电子举手”的方式向教师提问，教师则

通过网络系统回答问题，观察学习屏幕，对学生进

行个别辅导。教师对全班的研讨内容进行宏观调

控，各组再通过讨论交流后形成一份报告材料，通

过不同形式展示，最后将成果链接到全班主页上，

实现资源共享。

4．学生学习的合作者

教学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团体活动。学生是通

过与人协商、会话、沟通的方式，在交互质疑

中，完成知识的建构。课堂的互动表现为师生互

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不但要以平等、尊

重、欣赏的态度对待学生。如在学生的课堂分组

讨论时，同时教师也经常随机参加任意组的活

动，与学生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形成轻松的课

堂气氛，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5．学习结果的评判者

建构主义教学观下的教学目标是促进学生的

意义建构，教学评价的目的不在于评价学生的成

绩，而是要促进学生的发展。通常我们对入学新

生进行外语水平测试，教师从中了解学生水平，

学生可根据自己水平确立学习目标、内容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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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学期中，定期对学生进行单元测试、阶段测

试，教学双方从中都能不断了解学习进展，调整

教与学的方法。提倡学生自评和互评，即启发学

生进行主体性评价。教师则注重对学生的学习兴

趣、态度、策略、合作精神等进行考察。在评价

过程中尤其要善于发现学生积极的一面，及时给

予鼓励，使学生在公平、和谐的氛围中构建知识。

6．教学活动中的学习者和研究者

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丰富了英语教学资

源，各种教学软件的应用使得教学的环节变得更

加合理，但最终却替代不了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

中的地位，这就对教师的各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一方面，大学英语教学是传授语言的教学

活动，这就要求英语教师要了解现代语言学、外

语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甚至相关的心理学、教

育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展动态，掌握新的教学理

念，洞悉教育的发展趋势、研究方向、研究方法

等，不断反思，完善自身的教学。另一面，一定

要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特别要具备多媒体和计算

机网络技术的使用能力。作为教师不仅要利用计

算机进行备课，在网上批改作业、答疑，熟悉各

种教学软件的应用，任意浏览下载各种资料，更

要注意利用网上丰富的原始材料，研究开发适合

所授学生群体的一体化多媒体语言教材，编制CAI
课件，制作教学光盘和网页，自如地完成教学整

个过程。

四、学生的角色改变

教师不仅要清楚在英语教学活动中应承担的义

务扮演的角色、具备的素质，更要清楚建构主义模

式下的英语教学活动中对学生的要求，“一切成功

的教学都取决于学生的学习”，学生是影响多媒体

辅助教学（CAI）效能发挥的三个重要变量之一。

学生是建构知识的主体，建构主义模式下的英语教

学活动是传统的抄笔记听课方式无法实现的。

《课程要求》（2004）在提出的新型大学英语

教学模式中，特别强调了个性化教学和自主性学

习，把学生放在了教学的主体位置，是和建构主

义教学观相一致。信息时代强调的是人们的终身

教育与学习，因此自主学习就成为了现代人不可

或缺的能力。它包括学习者自己确认学习目标，

寻找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法，并且会自我监控

学习过程，评价学习效果。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各大出

版社在出版各种教材的同时，也推出了相应的网

络教学版。以我校使用的《新视野大学英语》的

网络平台为例，网页上有精读课堂、视听说课

堂、在线作业、测试中心、班级讨论区等功能，

完全可以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另外，现实

生活中各种媒介、网络的信息来源都为学生实现

自主学习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面对如此丰富的

资源，学生同样要具备合理利用的能力。

1．自主学习能力

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人在认知过程中的主观

能动性。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要适应新的语

言学习环境，学会各种软件的使用，利用各种工

具、手段获取所需信息，整合各种资源为自主学

习提供便利。其次向学生明确教学目标，让学生

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在同老师、同伴的互动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完成知识的建构。

2．多媒体技术的学习

在基于多媒体网络教学的学习环境中，网络技

术作为获取、加工、处理信息资源的最基本的认知

工具和学习平台，现阶段的大学生基本可以熟练掌

握。这为在网络教学环境下学生成为一个主动的学

习者打下了基础。但多年的教学发现不少学生的自

控能力有限，这需要教师加以引导，使多媒体网络

学习的优势得以发挥。

3．自我的监控和评估

语言知识的建构成功与否，最终要在实践中

检验。我们通过外语学习的第二课堂、英语角、

各种竞赛活动等，创造学生实践语言的环境，让

其大胆尝试和应用所学语言，使其真正成为交际

的工具。多媒体环境下的英语学习同样需要得到

不断地评估。传统的评估方式就是各种大小考

试，而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的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丰

富的学习和检测平台。学生借助该平台监控自己

的学习过程，不断检测自主学习的成果，对成果

做出正确评估，学会科学地自评。现阶段的网络

学习平台都可自动生成所学模块的相应的试题供

学生自测，通常网络可以即时评（下转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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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指出要“强化信息技术应用，

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水平”。教育部为推动教师

运用信息化技术的能力、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于 2012年在江苏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了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天津市教

委于 2013年举办了首届“高等职业院校信息化教

学竞赛”。本次比赛共设 3个类别，分别是多媒体

教学软件比赛、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和网络课程

比赛。笔者作为参赛者，对信息化教学设计参赛

的内容、步骤、备赛流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

读与研究。

一、信息化教学设计解读

1．信息化教学设计的内涵

信息化教学就是在信息化环境中，教育者与

学习者借助现代教育媒体、教育信息资源和教育

技术方法进行的双边活动。其中信息化环境具有

信息显示多媒体化、信息网络化、信息处理智能

化和教学环境虚拟化的特征；配套设施包括多媒

体计算机、多媒体网络教室、校园网络、微格教

室、语音室、电子阅览室等；现代教育媒体包

括：多媒体教室、实训现场教学、一体化教学；

教育信息资源包括：课程网络资源、校园电子图

书馆、校园网络平台（QQ、微信等）、视频资源

库、图片资源库、软件资源库等；教育技术方法

包括：基于工作过程的导向式教学、项目教学、

案例教学以及问题引入式教学等；双边活动是指

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做引导，达到学生自主探究

学习、提高学习效果为目的的优化活动。

信息化教学设计是依据学习者特征和学习需

要，将学习资源、学习环境与信息技术有机整

合，以达到过程最优化而编制的教学实施方案。

信息化条件下高职生的特点是日常能接触多

种信息化资源，并掌握多种信息化手段，如计算

机网络、微信、QQ交流平台等。对视频、图片、

声音等动态的资源感兴趣且对自己的职业目标有

很强的规划性。但同时存在文化基础差，对复杂

的理论知识不容易理解，缺乏自信心，抗挫折打

击能力差等弱点。

根据高职生的特点以及课程改革的需求，笔

者所在的课程小组对机电专业的基础课程《电器

元器件检测与应用技术》 进行了信息化教学设

计，其中对“日光灯电路接线与测量”项目，将

“单项正弦交流电路”的知识以日光灯为载体，运

用实物图片、安装视频、原理动画、模拟仿真、

资源共享课等信息化教学资源，以及教学做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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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进行了信息化教学设计，充分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与参与性，很好地解决了正弦交流电理

解难、计算难，理论知识枯燥、晦涩难懂，电路

抽象的难题，达到了教学过程优化、教学效果显

著的目的。

2．信息化教学设计的步骤

（1）学情分析、制定教学目标。教学目标一

般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职业素养。知识

目标是指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文化知识、专业知

识以及有益于学生持续发展的人文科技知识、创

新创造和创业知识以及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等方

面的知识。能力目标是指学生应具备的适应正常

的社会生活、职业工作和职业竞争以及职业生涯

发展所必需的技能和能力。职业素养是指学生应

形成的良好品德、个性和职业态度与情感以及价

值观等。在充分了解高职生的知识、能力和素养

的基础上，从学生已知、未知和想知出发，确定

教学目标。

（2）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目前提倡的教学

模式，主要有项目驱动式、案例驱动式、任务引

领式、工作过程式等。其主要目的是将“学”作

为中心，“教”作为引导，改变传统教学学生被动

接受知识的现状，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

（3）确定教学的重难点，选择适当的信息化

资源。信息化教学设计的重点是如何突破传统教

学中最难以突破的难题，关键是信息技术在教学

当中的运用，追求信息技术在教学当中的功效最

大化，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传统教学中最难以

解决的问题。因此选择合适的信息化资源，如加

工视频、模拟仿真等，解决教学过程中看不到、

摸不着，难以理解的原理、结构和现象，能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4）信息化教学设计的实施。信息化教学设

计大赛考察的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化教学过程，因

此需从以下四个步骤入手进行信息化教学设计。

课前准备。教师课前布置任务，通过网络、

微信、QQ等交流平台下发任务工单或工作视频，

学生通过观看课程的教学网站，初步了解即将学

习的知识和任务，并把初步学习的成果如 ppt、电

路图、讨论方案等上传到学习交流平台，完成课

前预习。

课程导入。教师通过播放任务视频、加工动

画或引入实际案例、创设任务情景进行课程的导

入，并对学生的课前预习选择典型的成果进行分

析，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引起学生兴趣。

课程实施过程。明确任务后，教师引领学生

获取与任务相关的未知知识，或者学生先动手操

作，观察现象，进行总结，引出所需要掌握的未

知知识。可通过图片、动画、仿真等多种信息化

手段解决知识上的重难点，尤其是工作原理和分

析计算的知识。进入实操环节前，可通过观看操

作视频、操作仿真软件，减少操作的失误率和设

备的故障率。知识学习和实际操作穿插进行。

课后作业及知识拓展。课后作业包括教师检查

学生掌握所学知识情况的作业、学生的自我测试以

及查漏补缺、自我拓展提高的情况。该项任务可通

过课程的资源共享课平台进行互动交流实施。

资源共享课将原来教学中呈孤立状态的课堂

教学平台、实验教学平台、拓展教学平台等进行

融合，并辅以相关资源的教学视频、原理动画、

自我测试等大量的信息化资源，特别是课堂互

动、答疑解惑、学习笔记、资料分享等版块，促

进了师生、生生交流，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主

动性。

3．信息化教学实践与成果展示

信息化教学模式下，学生通过多种信息化手

段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后，鼓励学生自主创新，

进行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并参加各种专业竞赛，

如电气自动化专业的电子设计大赛、物联网大

赛、自动生产线安装调试大赛等。在检验信息化

教学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并将获

奖成果和学生作品进行展示，对其他同学进行有

效激励。

二、信息化教学设计备赛流程

1．备赛1：参赛项目的选择

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参赛作品，选题是关键。

选题时须选择能够鲜明体现本课程特色的教学单

元。笔者的参赛作品是《电器元器件检测与应用

技术》 课程中的“日光灯电路接线与测量”项

目，该项目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识图能力、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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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调试能力、分析计算能力以及软件的仿真能

力。因此，该项目的完成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

养与提升，充分体现了高职院校培养技术技能型

人才的培养目标。

选择的设计单元还必须具有清晰的重点和难

点，并有丰富的信息化技术、资源来支撑表现。

笔者一直在教授本课程，对课程中的知识点、技

能点把握的很清楚，也了解该课程在传统教学中

存在的难题，掌握学生在该门课程中的学习情

况，这为在竞赛时的答辩做好了充分准备。该门

课程有一个庞大的信息化资源作平台——国家级

资源共享课，共享课里有丰富的视频、动画、仿

真、课件等信息化资源。应用这些信息资源可以

创设信息化的学习环境，解决在传统教学中存在

的诸多难题。

2．备赛2：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评审指标分析

在进行信息化教学设计的过程中，要仔细研

读大赛评分标准，评分标准的每一条要点都要在

教学设计中有所体现。重点关注以下四点：

（1） 设计单元必须是已经实施过的教学过

程，重点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习者学习能

力的培养。

（2）找出传统教学中最难以突破的重难点，

合理运用信息化技术解决重难点，追求信息技术

在教学当中的功效最大化，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

决传统教学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3）恰当运用图、文、音频、视频、动画等

多种媒体形式，促进学生自主探究，做中学、做

中教。

（4）防止信息化技术的“过度替代”，以防

适得其反，尤其是学生思考和计算的能力不能完

全用软件来代替。

3．备赛3：历年获奖作品分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登陆信息化大赛官

网 ： http://www.nvic.com.cn/FrontEnd/ZZBMDS/ship⁃
in.html?type=6，观看历年信息化大赛获奖作品，

对参赛设计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4．备赛4：报名表的填写和教案设计

（1）充分说明信息化技术是如何运用在本单

元中，产生了怎样的教学效果；尤其是运用信息

化技术如何突破传统教学中的重难点，并对使用

信息化前后进行对比，突出信息化的优势。

（2）恰当表达本单元信息化教学设计的创新

和特色所在。

（3） 单元设计的样式要规范、美观、有特

色，要简洁，不用大篇幅的文字，注意图表和流

程图的恰当运用。

5．备赛5：演示文稿中工具的使用

参赛作品中需要大量的视频、图片进行教学

过程的展示，需要掌握以下软件对素材进行处理：

（1）录屏软件：屏幕录像专家V7.5Build20080428
破解版、Camtasia Studio 6（绿化版）；（2）视频剪

辑：QQ影音、camtasia_8_4_0；（3）视频格式转换

软件：插入 ppt的视频需全部转换成MWV格式，

采用格式工厂；（4） 仿真软件：Protus、Multi⁃
sim、AutocAD等；（5）图片处理软件：光影魔术

手、photoshop；（6）课件制作软件：PPT（带动态

转场）、flash等。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思考

信息化教学改变了一支粉笔、一本教材、一

块黑板的传统教学方式，对教师的教学设计思

想、信息化资源的开发、合理的应用于教学做一

体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

信息化教学大赛的竞赛机制激发了教师的内在需

求，推动了教师的能力发展，使大批参赛教师正

在或已经成长为职业院校的教学改革领军人物和

推进信息化教学的骨干力量，大赛在推动职业教

育教学改革，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如何将大赛的成果进行推广，实施到教学

的每个环节、每一节课，落实到每一位教师，惠

及到每一位学生，还存在以下问题：

问题一：信息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信

息化的教学做一体实训室需要有计算机网络、投

影、电子白板等配套电子设备，但大部分高职院

校的实训室建设年代较远，教学做一体化的实训

室由原先的设备实验室改造而成，只有少数配有

投影仪单一的电子设备，信息化教学普及存在着

很大困难。

问题二：适应信息化要求的师资队伍参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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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参赛的教师大部分为青年教师，青年教师在

掌握信息化手段、技术方面要优于老教师，但老

教师对课程的把握、内容设计方面优于年轻教

师。因此需要建立一定的机制，将二者的优势结

合起来，提供给学生更优质的教育。

问题三：信息化教学资源开发不足。大部分

参赛教师只对参赛项目进行充分的信息化教学设

计与展示，课程其他项目却存在信息化教学资源

不足的现象。

基于以上几个问题，高职院校需要把信息化

设施建设作为实训室建设的重点，充分考虑今后

发展的需求，有长远打算。同时，重点打造课程

团队，组成具有年龄梯度的教学队伍，优势互

补，集思广益，进行信息化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将大赛的成果真正的进行推广和实施。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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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Thinking on Participation in "Informational Instruc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 Hai-xia BA Shi-guang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The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al instruc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for national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been proved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in the aspects of enhancing th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for⁃
mation-based teaching level,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participant
carries out a detailed explan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informational instruc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content, steps, preparation pro⁃
cess and other aspects. And on "how to lead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higher voca⁃
tional colleges, there are also issues of thinking.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eaching competi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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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高校不断扩招，在校学生总人数急

剧上升，毕业生人数呈逐年增加趋势，大学生就业

问题凸显。高职院校学生能否顺利就业将直接关系

到学生自身的成才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还直接关系

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能否解决好这一难题，对社

会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高

职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开展有针对性地研究。通过实

际调研和专家咨询，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高职学生

就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诊断影响高职院校

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并据此针对性地提出

就业竞争力提升路径的策略建议。

一、层次分析法（AHP）的基本原理与运用

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AHP）是美国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运用网络

系统理论和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提出的一种层次

权重决策分析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将与决策总

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

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采用AHP将定性和定量方法进行综合并计算

权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AHP按照思

维、心理的规律把决策过程层次化、数量化、系

统化的多准则决策方法有效解决了那些难于完全

定量进行分析的复杂问题。因此，许多学者也将

AHP运用到高等教育研究中。蒋洪甫运用AHP法

对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重

要性程度进行了诊断；代婷联系高职生就业市场

需求和高职生特点，利用AHP方法计算影响高职

生就业竞争力各因素之间的层次和强度关系，建

立了高职生就业竞争力评价模型。

二、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

1．就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运用德尔菲法邀请专门从事大学生就业工作

研究的专家分两个步骤对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竞争

力的评价指标进行了诊断。步骤一：通过查阅相

关文献资料，从研究目标出发，制定意见征询表

并确定咨询对象。我们选取5所高职院校作为调查

研究对象，在5所高职院校中分别选取4位从事一

线学生就业管理工作的老师、专家进行访谈，在

这 20名老师、专家访谈的基础上，经过比较、分

析和综合，确定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竞争力的 20项
基本指标。步骤二：根据专家指导建议，以指标

体系构建原则将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竞争力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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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分为 3个层次：目标层(A)，即高职院校学生就

业竞争力评价体系；指标层(B)，包括就业定位、

身心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方案层(C)，具

体的20项就业竞争力影响因素(C11-C45)，见表1。

2．就业竞争力评价指标权重的计算与检验

通过构造比较判断矩阵及矩阵运算的数学方

法，确定该层次中与其相关元素的重要性排序及

相对权值。设判断矩阵为A，同一层次共有n个指

标，则A=(aij)n×n。式中 aij表示同层次指标 i与指

标 j相对于某一指标的重要性 1-9标度化值，具体

数值大小可根据两两比较获得。其中 aij=1表示两

个指标比较具有相同的重要性，aij=3代表两个指

标比较，前者比后者稍微重要；aij=5代表两个指

标比较，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aij=7代表两个指

标比较，前者比后者重要得多；aij=9表示两个指

标相比较，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aij=2,4,6,8表示

介于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以上各数的倒数表示

两指标反过来比较。显然任意 aij＞0，aii=1，aij=
1/aji（i，j=1，2，…，n), A为正互反矩阵。

根据上述 20名就业工作老师的打分及咨询相

关专家，经讨论后，我们对高职学生就业竞争力

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层B（包含就业定位B1、身

心素质B2、知识素质B3、能力素质B4）对A的相

对重要性进行判断，采用 1-9标度法进行两两比

较，确定各指标的标度构造矩阵A。

A=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
1 1/3 1/4 1/5
3 1 1/3 1/4
4 3 1 1/3
5 4 3 1

利用“和法”的原理，即对于一致性判断矩

阵，每一列归一化后就是相应的权重。对于非一

致性判断矩阵，每一列归一化后近似其相应的权

重，在对这n个列向量求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最后的

权重。具体的公式是：Wi = 1n∑j = 1

n aij

∑
k = 1

n akl
。计算得

到各一级指标的权重，w1=0.068，w2=0.134，w3=
0.269，w4=0.529，分别代表就业定位、身心素质、

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在高职学生就业竞争力评价

体系一级指标中所占权重。

为了明确采用AHP方法决策分析得出的结果

是否具备合理性，需要检验矩阵的一致性。判断

矩阵的一致性指标由下式给出：C.I. = λmax - n
n - 1 ，n

为矩阵阶数，λmax为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为求得

λmax，首先将判断矩阵A按列归一化（即列元素之

和为 1）：bij=aij/Σaij；再将归一化的矩阵按行求

和：ci=Σbij （i=1，2，3….n），将 ci归一化：得到

特征向量W=（w1，w2，…wn） T，wi=ci/Σci，W即为

A的特征向量的近似值；最后求特征向量W对应

的最大特征值： λmax = 1n∑i ( (AW )iwi
)。C.I.与随机判

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RI相比较可以得出协调率C.
R.，R.I.数值可以查表得到，其通过1000次正互反

矩阵计算结果得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值，见

表 2。即C.R.=C.I./R.I.，当C.R.＜0.1时，可以认为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应对判断矩

阵作适当修正。

据以上公式计算得出：λmax=4.18，C.I.=0.06，
由 n=4，查表得出 R.I. =0.90，则 C.R. =C.I./R.I. =
0.067，判断矩阵一致性被用过检验。由此可知，

在高职学生就业竞争力评价体系中，四个一级指

标的重要性程度是不同的，按重要性先后排

序，依次是能力素质、知识素质、身心素质和

就业定位。

3．就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结果与分析

目标
层(A)

高职
院校
学生
就业
竞争
力评
价体
系(A)

指标
层(B)
就业

定位(B1)
身心

素质(B2)
知识

素质(B3)
能力

素质(B4)

方案层(C11-C45)
自我评价 (C11)、就业态度 (C12)、就业观念(C13)、就业环境感知(C14)、服务意识(C15)
责任担当 (C21)、身体条件 (C22)、信念决心(C23)、职业价值观(C24)、心理受挫力(C25)
知识掌握广度(C31)、基础综合知识(C32)、学
科专业知识(C33)、信息处理能力(C34)、其他
生活常识(C35)
求职技能 (C41)、实践经验 (C42)、职业技能(C43)、协作能力(C44)、学习能力(C45)

表1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竞争力评价体系

表2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表
（1000次正互反矩阵计算结果）

矩阵
阶数

RI
1
0

2
0

3
0.58

4
0.9

5
1.12

6
1.24

7
1.32

8
1.41

9
1.45

10
1.49

1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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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 同 样 的 方 法 ， 就 各 二 级 指 标 C11，

C12，…，C45 等 20 个指标，分别对应 B1，B2，
B3，B4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判断，得到成对比较矩

阵B1，B2，B3，B4。按照以上计算公式和步骤，

进行权重计算并排序和一致性检验，得出各判断

矩阵的C.R.都小于 0.1，得出高职学生就业竞争力

重要性程度结果，见表3。

从总排序权重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影响高职

院校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前六大因素排序依次为：

责任担当(0.425)、就业态度(0.417)、学科专业知识

(0.401)、实践经验(0.361)、职业技能(0.297)和自我

评价(0.263)。可以看出，责任担当作为学生的身心

素质类指标成为重要影响因素，而学科专业知识

以及职业技能也是高职学生能够优质就业的关键

因素，在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中，高职学生更应

该注重把握准确的就业定位，以积极的就业态度

投入到未来职业发展中去，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

自我评价，才能更好的找准自身定位，顺利就

业，甚至优质就业。

三、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竞争力提升路径建议

1．提高学校的社会声望，积极构建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体系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决定高等职业教育未来

发展方向。在经济新常态下，高职院校必须坚持

特色发展，紧跟经济发展新变化，办学有特色才

有品牌，有品牌才有竞争力，而高职院校的发展

必须坚持以专业建设为龙头，特色专业才能成就

特色高校。

实践证明，解决高职学生就业的有效途径之

一是开展校企合作，校企合作在高职教育人才培

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让用人单位根

据自身需求和标准培养自己的人才，做到有的放

矢。高职院校要为企业服务，就必须努力做到高

质、高效、精准培养企业适用的优秀人才，积极

营造良好的校企合作环境，贴近企业需求，创新

人才培养，探索校企合作下的专业课程设置、教

育教学模式、师资队伍建设以及特色培养途径等

办学环节的深度融合，以就业为导向，架构起完

善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发展的和谐机制，促进高职

学生高质就业、顺利就业。

2．改善教学模式与内容，全面落实就业指导

与服务工作

张东玲等认为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是毕业生把

握并获取就业机会、赢得欣赏的实际能力和比较

优势。高校对每一个专业都制订了专业培养特

色，有专业特色的就业竞争力，这是相对于其他

专业学生关键性的比较优势，所谓“对口就业”

关键在于专业特色的就业竞争力要素。高职院校

的教学目的不再是纯粹的教授学生最基础的知识

以及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而是以培养符合社

会经济市场要求的专业型人才为主。因此，高职

院校应当对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作适当改善，并把

岗位需求、任职能力作为基础，大力开展各种职

业学习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在参与

活动的整个过程当中，不断达到提高其自身对专

业技能进行掌握以及应用的能力。

在加强专业教学模式与内容改革同时，高职院

校须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就业指导与就业服务工作体

系。首先，高职院校要面向全体在校生开设就业指

表3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竞争力指标的计算结果与排名

一级指标

就业定位

（B1)

身心素质

（B2)

知识素质

（B3)

能力素质

（B4)

权重

0.068

0.134

0.269

0.529

二级指标

就业态度

自我评价

就业观念

就业环境感知

服务意识

责任担当

自身条件

信念决心

职业价值观

心理受挫力

知识掌握广度

基础综合素质

学科专业知识

信息处理能力

其他生活常识

求职技能

实践经验

职业技能

协作能力

学习能力

权重

0.417
0.263
0.16
0.063
0.097
0.425
0.099
0.253
0.072
0.151
0.244
0.119
0.401
0.157
0.079
0.062
0.361
0.297
0.126
0.154

排名

2
6
9
19
16
1
15
7
18
12
8
14
3
10
17
20
4
5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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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课，纳入学生的必修课程当中，以促使学生在不

同的学习阶段，都能够了解并掌握就业的基本原

则，而这也可以达到培养学生就业竞争力的目的。

其次，要对毕业生进行全面、系统的就业指导，引

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形成合理就业预期，有针对

性的根据各专业的特性开展求职辅导。最后，做好

就业工作服务体系的创新完善，加强校企合作拓宽

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工作师资队伍建设，责任明

确，分工合理，积极协调解决毕业生在就业工作中

的各种困难。

3．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强学生创新和实

践能力培养

就业定位类就业竞争力是判断高职学生是否具

备在感知并认清就业环境的基础上，获得准确自我

评价、树立正确就业观念和端正积极就业态度的能

力，它是把准定位进入职场适应社会的前提条件；

身心素质类就业竞争力是高职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

发展过程中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有机统一，它是

影响成功就业甚至做人的一个必要条件；知识素质

类就业竞争力是决定高职学生就业方向和岗位的一

个重要因素，它是胜任具有专业特色工作的关键；

能力素质类就业竞争力是考查高职学生专业技能、

实践经验、求职技能、协助和学习能力的主要指

标，它是获得工作的重要敲门砖。

面对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高等职业院校要

加大力度，采取各项措施，提高学生就业环境感

知能力，实现自我定位和社会环境定位的统一。

高职学生要转变观念，增强竞争意识，在整个高

职教育学习期间，要有针对性、分阶段地不断充

实完善自己，强化学生团队协作能力、沟通交流

能力、心理受挫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等核心就业

竞争力，不断提高自身的就业定位、身心素质、

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高职学生更要根据自身专

业特点，加强具有专业特色就业竞争力的培养和

提高，要在提升核心就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全方位

提升就业竞争力，最终获得相对于其他毕业生更

多的就业竞争力比较优势。

四、结语

高职学生就业竞争力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运用AHP进行计算的前提条件是正确选择

影响因素及确定各因素之间的层次和强度关系。

因此，在运用AHP评价高职学生就业竞争力时，

我们必须紧跟就业市场需求和及时把握高职学生

特点，适时调整评价指标及影响权重关系，以确

保基于AHP的就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

[责任编辑：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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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of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AHP

CHEN Min LIU Fang-qiang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HP method is adopted to evaluat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e evaluation
index hierarchy figure chart is established, and index weight of the evaluation is gained by mathematical calculating and the degree
of importance is diagnosed and analyzed. The key factors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studen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re ex⁃
plored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to promote the employ⁃
ment of student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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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具有全程性、实时性、多元化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实现了多终端日常教学监控和教学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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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求分析

按照《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

〔2015〕 6号）、《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

（2015-2018年）》（教职成〔2015〕 7号）等有关

文件要求，高职院校需不断加强教学常规管理，

要坚持和完善巡课、听课制度，严格教学纪律和

课堂纪律管理，要加强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不

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对天津市部分高职院校调研发现，目前高职

院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仍然存在着常规监控管

理不够客观全面、听课评价操作流程不够科学合

理、信息反馈渠道实时性差等问题，因此教学质

量监控与评价信息化管理已势在必行。天津职业

大学通过建设全程性、实时性、多元化教学质量

监控与评价系统，提升教学质量监控管理信息化

水平，进而为全面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服务。

二、开发技术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是基于 SOA(Ser⁃
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架构，设计核心是通过

建立 SOA架构的技术标准，各应用子系统在遵循

该技术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业务应用组件化和服

务化，实现松散型、低耦合的集成以及信息与应

用服务的相互调用，从而保障系统具有良好的扩

展性和可兼容性。通用的SOA架构如图1所示。

SOA架构的技术标准主要有：服务组件架构

SCA与服务数据对象SDO。

1．服务组件架构SCA
SCA的实施需要建立在两个标准之上，一是各

应用系统对外的服务定义标准，二是流程的标

准。在 SCA体系中，服务定义标准是采用WSDL,
流程标准是采用BPEL。

SCA模型体现了对已有系统或新上系统提供的

标准、开放接口或数据进行组件化，并封装成服

务 WEB SERVICE，通过 BPM，根据 BPEL 规范，

需要对各种服务进行流程重组，形成新的服务并

提供给需要者。

2．服务数据对象SDO
服务数据对象 SDO确立服务间各种数据源调

用接口API，同时定义数据服务的方法，如Web⁃

图1 SOA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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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数据的格式如XML、JSON等。面向服务架

构项目的过程包括：建模→组装→部署→管理。

SOA实施以根据具体业务目标和已有 IT资源

为指导, 在建立公共组件服务（基础平台服务）

的基础上，以业务驱动服务，服务驱动技术为原

则。本系统中的日常教学巡视、考勤管理、调停

课管理及各类人员教学评价等功能均是在此框架

中完成。

三、系统目标

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按照系统

融合性、易操作性、可扩展以及需求、风险、成

本折衷原则进行建设，其目标如下：

1．实现教学监控全程性：涵盖日常教学监

控、教学评价、实习实训等业务过程，提供统一

的业务处理环境。

2．实现教学质量评价全员性及实时性：学生

评教、教师互评、督导评教、教学管理人员评教

等多元化教学质量评价，同时加强教学监控、师

生评教、信息共享和综合利用，有效形成信息化

管理运行机制。

3．基于微信，开发移动系统端口，满足移动

办公需求。

四、功能结构分析

1．PC端功能模块

（1）日常教学监控

教学行政历管理 教学行政历是学校教学运

行的基石，教学管理者需要对每个专业教学进度

进行整体掌控。因此，该模块按学期、学院上传

资料，实现下载和查询功能，并提供 PDF格式统

计报表。

教学进程表管理 教学进程表是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的具体体现，涉及每门课程的设置情况。

因此，在系统中该模块通过获取教务系统的接口

数据，进行教学计划的调整，审批合格后反传教

务系统，可以报表形式进行查询。教学进度表专

业负责人负责填写申请，教学院长、院长 （主

任）审核，教务处备案。

任课说明书管理 任课说明书是每门课程的

进度表，可为教学管理人员监控每门课程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进度提供有力保证。因此，该系统实

现任课说明书模板下载，文档上传功能；提供批

量打包下载服务；教师添加内容，专业负责人、

教学院长审核，学院院长、教务处、督导可查询。

日常教学巡视管理 教学巡视人员在系统PC
端下达巡视任务，包括：巡视的上课时间、上课

地点、教师、课程名称、学生数等基本信息，数

据从教务系统抓取，并传送到系统移动端。巡视

人员持手机进入系统移动端进行巡视，对教师授

课、学生出勤、教学环境等情况进行巡视，巡视

人员填写巡视记录，保存提交后，数据传送至PC
端，教学管理人员对相关数据可进行统计。教务

处、督导处可编辑、查询全校数据；学院可查

询、编辑本院系数据，可查看本院系的学校教学

巡视记录数据。

考勤管理 教师在课间，利用移动端登录系

统，通过课表确认当天课程，根据学生出勤情

况，进行缺勤、迟到等考勤管理。学生属于变化

动态数据，涉及选课学生或项目分批学生，从教

务系统其他相关流程中获取。上课考勤与日常教

学巡视相关数据如有关联，则设计两者的关联数

据读取。根据课表查询上课的班级，查询出相应

的教学任务，进行考勤管理、授课内容（文本）、

课外作业 （文本） 的相关操作，考勤管理结束

后，发起评教，如果没有完成考勤，则不允许发

起评教。

调停课管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因公或因

私进行调停课时有发生，但需要提前履行纸质手

续。为提升教学管理效率，本系统采用移动端审

批形式，教学院长能通过手机提示及时处理。具

体流程为：教师在系统PC端提出调停课申请，小

于等于4学时各教学单位教学院长审批，大于4学
时的院系、教务处审批。

学籍异动管理 履行学籍异动手续需要多

级教学管理人员审核签字。某一级人员不到

位，流程都会中断，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学

生满意度也会大打折扣。本系统解决了这一实

际教学管理难题。通过设计学籍异动表，学生

发起异动申请，在系统移动端可进行班主任、

辅导员、教学院长、院长、教务处、主管校长

逐级审核，并且实现导入、导出文件功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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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提供统计服务。

（2）教学评价

学生实时评教 在教学运行中，在期中或期

末的某一时段定时评价并不能很好的反馈给教师

教学情况，教师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较慢，

本系统弥补这一不足。通过每节课的实时评教，

教师能很好的了解学生对课程的吸收情况，可及

时完善教学。具体流程为：教师每次课程利用系

统移动端考勤后，发起教学评教。学生评价结束

后，教师及时得到反馈。院长、教学院长可通过

PC端查看本学院的每门课程、每位教师的评价线

形图及对比图，教务处、督导室可查询全校多维

度的评价图表及报表。

教师互评 包括预约听课和评价统计功能。

预约听课流程：教师在规定时间段内填写预约听

课申请，内容：听课时间、听课地点、被听课老

师；预约听课申请结束后，专业负责人按被听课

老师为主体，整理听课申请表，提交给领导审

批。审批通过以后，教师在听课后发起评价。

督导评教 督导评价与教师互评流程不同，

不需要预约审批，直接面向全校选取课表中的课

程、教师进行预约提交即可听课评教。督导评教

主要对教学做一体课程进行教学评价，教学做一

体课程审核通过后，方可对其进行评价。

教学做一体课程 该模块可实现教学做一体

课程在线申请、在线审批、在线查询测评成绩功

能。流程包括：任课教师在线填写课程信息提出

申请，专业负责人、教学院长、教务处审批，教

务处审核通过后准予立项。评价后以表格形式展

示结果，任课教师师可在线查询评语和成绩。教

学管理人员能查询本部门课程评价情况，教务处

能查询全校评价情况并有导出、统计功能。

（3）实习实训

实习实训是高职院校教学运行中的重要一

环，模块包括订单培养、顶岗实习和社会实践等

方面的实习实训管理，将订单协议、申请表、课

程安排、学生安排、校内指导老师安排、学生实

习日志、校内老师指导日志、企业老师指导日

志、实习报告，学生成绩鉴定全部在线管理。专

业负责人申请，实现信息添加、查询、删除、修

改及教学院长、教务处逐级审核功能。

（4）系统管理

用户管理以教师工号、学生学号、企业编

号、家长手机号作为用户名，用户类型分为学

生、教师、企业、家长；管理用户密码联系方式

等信息，相关人员的功能使用权限可按角色进行

勾选；还包括菜单管理、流程配置管理、审批表

单配置、数据字典、代码库管理以及日志管理功

能。功能结构图如图2所示。

2．移动端主要功能模块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移动端，实现微

信用户管理，用户根据配置帐号登录系统，主要

包括教学监控与教学评价两个模块。

在教学监控模块中，包括待办事宜通知、消

息传送、课表查询、任课说明书查询、考勤管

理、教学巡视录入、调停课审核、学籍异动审核

等功能，实现移动办公。系统移动端与PC端实时

传送无缝对接，如各类教学巡视人员，通过手机

图2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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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巡视结果，并实时推送到PC端，信息永久保

留。二级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可对本部门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及教学监控，教务处、督导室、校领导可

对全校教学秩序、教师授课内容等进行整体监控。

教学评价包括学生实时评价、教师互评、教

学管理人员评价、督导评价等多元移动评价，按

照评价指标，利用手机填写评价内容，时时传送

PC端。被听课教师可在移动端和PC端查询评价结

果。二级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可对本部门评价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教务处可对全校听课情况从听课

率、被听课教师、班级、专业、学院等多维度进

行统计分析，并针对每个评价指标进行横向与纵

向分析，为管理者决策提供数据支撑。系统移动

端界面如图3所示。

五、系统设计

１．总体结构设计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采用B/S结构，开发

语 言 为 JAVA， 数 据 库 为 Oracle， 服 务 器 为

Apache Tomcat，并采用 eAccelerator 进行加速。

系统总体架构如图4所示。

教学监控与教学评价系统中的学院、专业、

课程、教师、学生、教室等数据同步教务系统。

本系统中的教学行政历、教学任务书、任课说明

书等基础数据的变动，申请审核后将即时推送到

教务系统。同时，该系统以多端终形式与用户进

行交互，包括手机、浏览器、客户端等，便于用

户操作和提高教学管理效率。

2．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是信息系统设计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在给定的应用环境下，将用户的需求转换

为有效存储数据模型的过程。数据库设计分为用

户需求分析、概念结构设计、逻辑结构设计和物

理结构设计四个阶段。本系统采用大型数据库Ora⁃
cle作为数据存储，共包含 100余张数据表，主要

设计表如图5所示。

六、系统实现

在系统规划、分析、设计和测试的基础上，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已于 2016年初在天津职

业大学推广使用，目前已有15000余名师生在教学

中应用，效果明显。

1．日常教学巡视

学校或院系教学管理人员在教学巡视前，进

入PC端系统选择日常教学监控模块，单击“增加

巡视任务”发起巡视任务，如图6所示。在此界面

中，录入巡视日期、教学周、课程节次、开课学

图3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基于微信的移动端界面

图4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总体架构

图5 系统主要功能数据表

图6 日常教学巡视发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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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巡视人员、巡视地点等信息，单击保存即

可。在巡视中，巡视人员通过移动端将学生出

勤、教师情况、教具准备以及其它教学环境情况

录入系统，如图7所示。巡视后，学校和院系教学

管理人员可通过PC端“院系反馈处理”和“学校

审核处理”操作，进行异常教学情况的查询及跟

踪处理。

2．学生实时评教

学生通过关注学校教务处公众号，进入学生教

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平台。教师每次课程考勤

后，发起评教。学生在48小时内通过系统移动端录

入学号登录，真实填写问卷进行评价，如图 8所

示。点击提交后，评价结果经统计后将实时传送给

任课教师移动端，如图9所示。老师可根据评价结

果，实时掌握教学情况，适时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

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学习满意度。

［责任编辑：陈洁］

图7 教学巡视手机录入界面 图9 评教结果统计界面图8 学生评教指标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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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SOA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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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SOA framework and network platform, using the JAVA language, combining with the Oracle database and us⁃
ing structured development methods, the entire processed, real time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
tem is developed and the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of multi-terminal daily teach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s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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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高职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基础上，建立高职教育质量的

模糊综合评价（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模型，使用此模型对某区域3所高职院校教育质量进行评

价。评价结果表明，利用此模型对高职教育位置进行综合评价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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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

育”转移的过程中，如何评价和提高高等职业教

育质量成为业界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高等

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涉及多个因素，难以用传统的

精确数学方法解决。笔者使用模糊数学方法，定

量与定性相结合建立高职教育质量的模糊综合评

价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简 称 FCE）
模型；利用此模型对某区域3所高职院校教育质量

进行评价。

一、构建高职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聘请行政主管单位、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等

20位专家组成专家小组，拟定调查提纲。利用专

家调查法经过3轮调查，构建高等职业院校教育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高职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的 26个
指标按属性不同分成2个等级，见表1。

二、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

每项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同，需要

高等职

业院校

教育质

量评价

指标体

系

1级指标（%）

办学环境
Ｕ1（8.5）

2级指标（%）

U11(23.41)是否为示范校或骨干校；U13（36.47）培训基地比重；U14（12.47）入学成绩；U15（27.65）政府支持的经费；

表 l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高等职

业院校

教育质

量评价

指标体

系

1级指标（%）

社会服务

Ｕ２（12.2）

就业质量

Ｕ3（18.9）

实训基地

U4（35.5）

师资队伍

U5（24.9）

2级指标（%）

Ｕ21（10.41）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Ｕ22（5.90）公益性服务培训；
Ｕ23（16.23）技术交易到款额；
Ｕ24（39.67）纵向科研经费；
Ｕ25（27.79）横向课题经费；
Ｕ31（8.31）就业率；
Ｕ32（17.46）专业相关度；
Ｕ33（30.28）毕业生就业去向；
Ｕ34（28.17）月收入；
Ｕ35（11.60）雇主满意度；
Ｕ35（4.18）母校满意度；
U41（29.36）企业对学校的投入值；U42（39.12）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
时间；U43（11.33）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U44（14.71）生均校内实践基地使用
时间；U45（5.48）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比例；
U51（11.04）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
时占比；U52（11.29）生师比；U53（23.49）高级职称占教师的比
重；U54（6.18）学生评教；U55（31.69）双师专任教师比例；U56（16.31）专任教师人均企业实践
时间；

续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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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不同的权重。确定权重的方法有：专家打分

法、调查统计法、序列综合法、数理统计方法、

层次分析法和复杂度分析法等等。针对高等职业

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利用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得到高职

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见表1。计算指

标权重的步骤：

第一步，建立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第二步，构造比较判断矩阵，计算最大特征

值及相应的特征向量；

第三步，计算权重并做一致性检验。

如果不符合组合一致性检验，重新调整比较

判断矩阵。

三、建立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模糊综合评价

模型

模糊数学是 196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控

制论专家查德提出的，模糊综合评判是利用模糊

数学方法对评价对象做出的综合评价。

1．对第2级指标进行单因素模糊评价

（1） 第 1 级指标评价对象的因素集 U={u1,
u2,…,um}，

相应的权重向量为：

A=(a1,a2,a3,…am),∑
i = 1

m ai = 1
第2级指标为Ui=(Ui1,Ui2,Ui3,…Uij)，
相应的权重向量为：

Ai=(ai1,ai2,ai3,…aij)，∑
p = 1

j aip = 1
（2） 评 价 对 象 的 评 语 集 V={v1， v2， …，

vn}，
这里V={优秀，良好，较好，一般，待努力}。
取值分别为 100， 85， 70， 55， 40，即 V=

（100，85，70，55，40）。
（3）从评价因素Ui到评语级V的模糊评价矩

阵为： Ri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r11…r1n
⋮ ⋮
rj1…rjn

rkq=(k=1,2,…j；q=1，2，…n)为因素Ui对 q级

评语Vq的隶属度。

rkq的求法：如果对指标Ui有Vk1个人评判为 v1

评语；Vk2个人评判为 v2评语；……Vkq个人评判为

vq评语，则Vkq=Vkq/∑
q = 1

n Vkq (k=1,2,…j，q=1,2…n)
2．计算模糊矩阵

计算模糊矩阵的公式如下：

B=A·R=(b1,b2,…,bn)，
其中：A是权重向量，R是模糊评价矩阵，B

为隶属向量，“·”为广义合成算子。

常见的模糊评判模型有4种，高职教育质量评

价需要体现每位参评者意见，故采用加权平均算

子M(·，+)。
对第 2级指标Ui的评价矩阵Ri进行模糊矩阵

运算，得到指标Ui对于评价集V的隶属向量：

Bi=Ai·Ri=(bi1，bi2，…，bij)
记

Ｒ=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B1
B2
⋮

Bj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b11 … b1n
⋮ ⋮

bj1 … bjn

对R做模糊矩阵运算，可以得到第 1级指标U
对于评语集V的隶属向量B：

B=A·R=(b1，b2，…，bn)
归一化处理 B，得 B*=(b1*，b2*，…，bn*),其

中，bi*=bi/∑
i = 1

n bi ，B*即为第1级指标U对于评语集

V的隶属向量，其中 b1*，b2*，…，bn*分别表示U
对于评语集V1，V2，…，Vn的隶属度。

3．模糊综合评价

综合评判值 S通过模糊评判结果B*与评语集

矩阵的转置相乘得到，即S=B*·VT。

四、模型应用

在某区域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中，选择1所国

家示范校、1所国家骨干校和 1所其他类型的高职

学院，记为高职A、高职B、高职C。为了使26个
第 2级指标的评分能够真实地反映高职教育质量，

根据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

管理平台的数据和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2015年度报告及相关数据，请 10位评委对高职C
的就业率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为：2人评价为优，

8人评价为良好，该学校就业率指标的模糊向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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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0，0，0）。同样方法可以得到专业相

关度的模糊向量为（0.1，0.4，0.3，0.1，0.1）；毕

业生就业去向的模糊向量为 （0.3， 0.4， 0.2，
0.1，0）；月收入的模糊向量为 （0.2，0.5，0.3，
0，0）；雇主满意度模糊向量为 （0.1，0.7，0.2，
0， 0）；母校满意度的模糊向量为 （0.2， 0.6，
0.2，0，0）；该学校就业质量这个2级指标的单因

素隶属矩阵为

R3=

é

ë

ê

ê

ê

ê

ê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ú
ú

ú

ú
0.2 0.8 0 0 0
0.1 0.4 0.3 0.1 0.1
0.3 0.4 0.2 0.1 0
0.2 0.5 0.3 0 0
0.1 0.7 0.2 0 0
0.2 0.6 0.2 0 0

就 业 质 量 隶 属 向 量 为 B3=A3·R3=(0.2012，
0.5046，0.2290，0.0477，0.0175)

重复上述步骤可以得到办学环境的隶属向量

为（0.4025，0.3437，0.1772，0.0766，0）
社会服务的隶属向量为 （0.1278， 0.3561，

0.2941，0.1324，0.0896）
实训基地的隶属向量为 （0.1403， 0.5529，

0.2146，0.0652，0）
师资队伍的隶属向量为 （0.2002， 0.5239，

0.2211，0.0274，0.0274）

由此可以得到院校 A 教育质量为 B=A·R=
(0.1900，0.4789，0.227，0.0684，0.0252)

归 一 化 可 以 得 到 B* =(0.1918， 0.4835，
0.2301，0.0692，0.0254)

院校A教育质量综合评判值S=B*·VT=81.21
同理，可以求出高职A、高职B的教育质量综

合评判值为：90.48，86.57。
3所高职院校由高到低顺序为A＞B＞C，评判

结果可以客观体现3个学校的教育质量。

五、结语

建立综合评价模型的基础是评价指标体系的

合理性与科学性，高职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涉

及办学环境、社会服务、就业质量、实训基地和

师资队伍 5个方面 26个指标，比较全面准确反映

高职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准确程度关键在于评价

指标的权重和评分，指标权重和评分的确定具有

“主观”因素，但是这种“主观”是建立在对客观

事实分析与研究基础上，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

映，因此利用此模型对高职教育质量进行综合评

价是可行的。

[责任编辑：高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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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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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cation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s to get the weight of index in quality assess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
tion. On this basis, a model of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quality is establishe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of thre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some area is evaluated by this model.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feasible
to apply this model to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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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 IEEE标准电脑鼠走迷宫竞赛的要求，为了进一步提高电脑鼠的性能，在对电脑鼠软硬件

系统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优化了电脑鼠走迷宫控制算法。通过10个随机迷宫实验，结果显示优化后电脑

鼠迷宫冲刺时间平均减少了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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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脑鼠（Micro-Mouse）是一种由嵌入式微控

制器、传感器和机电运动部件构成的小型智能机

器人，可以在“迷宫”中行驶、记忆和选择路

径、寻找出口，并最终自动抵达预设目的地。电

脑鼠是多学科融合的结晶，用于教学或竞赛，不

仅可以提高参与者在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和应用

能力，还能培养参与者的创新能力，以及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电脑鼠竞赛也

能为机器人产业化和不同地区的技术交流提供一

个广阔的平台。

近年来，电脑鼠走迷宫竞赛在国内日渐兴

起，参与群体也愈加庞大。竞赛一般基于 IEEE标

准，其中迷宫由16×16个、18cm×18cm大小的正方

形单元格组成，迷宫由隔板沿单元格布置构成，

随着隔板布置的变化形成不同的迷宫地图，电脑

鼠起点在迷宫任意一角，终点一般在迷宫中心。

为了使电脑鼠在迷宫中高效地完成搜索和冲刺，

控制算法至关重要，鉴于此，本文对电脑鼠走迷

宫的控制算法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

对原有控制算法做了优化。

2 电脑鼠及迷宫搜索

2.1 电脑鼠硬件组成及结构

本次实验所用电脑鼠是由天津启诚伟业科技

有 限 公 司 设 计 生 产 的 一 款 电 脑 鼠 Micro⁃
Mouse615-JL，主要由传感器、微处理器、执行部

件、机械结构组成。

Micro-Mouse615-JL电脑鼠含有 6个红外线传

感器（简称红外探头），每个红外探头由红外线发

射装置和红外线接收装置组成，6个红外探头相互

配合用于检测左、前、右三个方向的墙壁远近信

息。另外使用电脑鼠底板上的6个可调电位器控制

红外信号发射强度，如图1所示。

Micro-Mouse615-JL微控制器为Luminary公司

生 产 的 带 Cortex-M3 内 核 的 ARM 处 理 器

LM3S615。作为电脑鼠的大脑，它判断和处理电脑

鼠几乎所有的输入输出信息，包括位置信息，速

度信息，角度信息和电机状态信息等，而且所有

的数据分析，算法实现和指令执行也都需要由微

处理器来完成。LM3S615及其引脚如图2所示。

图1 电脑鼠红外线传感器及可调电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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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作为电脑鼠的执行部件和动力源，既要

能输出足够的马力还要便于控制。由于直流电机

能使电脑鼠转速控制更加灵敏，因此 Micro⁃
Mouse615-JL电脑鼠使用空心杯直流电机，输入电压

7.4V，最大输出功率1.96W，最大转速14000rmps。
另外，电脑鼠的机械结构即车身，在设计或

改造中要综合考虑体重、大小和底盘高低等多重

因素，才能使电脑鼠发挥出最好的性能。

2.2 电脑鼠程序调试软件

本次程序调试软件选用 IAR Embedded Work⁃
bench for ARM （下面简称 IAR EWARM）。 IAR
EWARM 是一个针对 ARM 处理器的集成开发环

境，它包含项目管理器、编辑器、C/C++编译器和

ARM汇编器、连接器XLINK和支持RTOS的调试

工具C-SPY。在EWARM环境下可以使用C/C++和
汇编语言方便地开发嵌入式应用程序。比较其他

的 ARM开发环境，IAR EWARM具有入门容易、

使用方便和代码紧凑等特点。

2.3 迷宫搜索过程

电脑鼠在迷宫搜索过程中要经历四个状

态，分别为等待状态、启动状态、搜索状态和

冲刺状态。

（1）等待状态。初始状态下，电脑鼠静止在

起点，等待开始命令。此时可以观察电压指示

灯，判断电池电量是否充足。当启动按键按下

后，电脑鼠进入启动状态。

（2）启动状态。进入启动状态后，电脑鼠需

要根据第一次转弯的方向判断起点是在坐标的

（0, 0）点还是在（15, 0）点。如果电脑鼠第一

次转弯时向左转，则起点坐标为（0, 0）；如果向

右转，则起点坐标为（15, 0）。
（3）搜索状态。搜索过程中，电脑鼠的任务

除了搜索迷宫终点之外，还要记忆迷宫地图，至

少找出一条从起点到终点的路径。

（4）冲刺状态。迷宫搜索完毕后，根据找出

的最优路径，冲刺到终点，冲刺结束后返回起点。

3 电脑鼠程序设计与实现

3.1 电脑鼠速度控制

电脑鼠速度控制是通过控制电机转速实现

的。由直流电机转速公式（1）可知，当磁通恒定

时，电机转速与电压近似成正比，因此改变电机

电枢电压是电脑鼠速度控制的主要思路。

n = U- IrCeΦ （1）
式（1）中，n表示电机转速；U表示外加电

压；I表示电枢回路电流；r表示电枢回路电阻；Ce

表示电动势常数；Φ表示主磁极磁通。由于 r极
小，所以有 Ir＜U。

电脑鼠电机电枢电压的改变，则是通过调节

微处理器脉冲宽度调制（PWM）触发信号的占空

比来实现的。电机转速控制过程如图3所示，先由

编码器测得电机的实际转速，并与转速设定值做

比较，然后将偏差传给PI控制器，PI控制器的运

算结果再去调节微处理器PWM触发信号，从而改

变电机电枢的外施电压。

3.2 电脑鼠姿态控制

为了使电脑鼠在迷宫中行驶得更加稳定，需要

对电脑鼠姿态进行控制，主要包括以下3种情况。

（1） 正常运行时，电脑鼠保持在迷宫格中

间，如图 4（a）所示，左右 45度红外探头均检测

不到隔板，此时电脑鼠处于最佳的位置和姿态，

不需要姿态修正。

图2 LM3S615及其引脚

图3 电机转速控制

转度设定值 PI控制器
PWM信号与
电压信号

转换
直流电机 电机转速

编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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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电脑电脑鼠向左偏，如图 4 （b） 所

示，左侧45°红外探头检测到左侧隔板，而右侧斜

45°红外探头没有检测到隔板时，需要调整姿态，

使它回到中间位置。修正方法为：调整电脑鼠左

轮速度大于右轮速度使电脑鼠向右偏移回到中间

位置，直到左右 45°红外探头均检测不到隔板为

止。电脑电脑鼠向右偏处理方法与左偏处理方法

相同。

（3）当电脑鼠只有一侧存在隔板，例如只有

左侧有隔板，如图 4（c）所示。此时当电脑鼠靠

近右侧时，由于右边没有隔板，这时两侧斜45°红
外探头都检测不到隔板信息，如果只考虑左右斜

45°红外探头信息，则结果会和电脑鼠在迷宫格中

间的正常姿态混淆，从而出现错误。修正方法

为：增加使用左方红外探头，当左方红外探头检

测到左方存在隔板，且距离隔板过远时，通过调

整电脑鼠左轮速度小于右轮速度，使电脑鼠向左

偏移回到中间位置，以达到修正目的。

3.3 迷宫搜索算法

电脑鼠在迷宫内行驶的方向只有 3个，即：

前、左、右，如果遇到岔口，即有2个或2个以上

的方向可以选择时，迷宫搜索算法则决定方向的

选择。向心法则算法是一种新型的深广结合的迷

宫搜索算法，目前得到了广泛应用。向心法则是

由左手法则、右手法则、中左法则和中右法则按

照一定的规则有机构成，并以迷宫中心方向为前

进的最优方向。各法则描述如下：

（1）左手法则。当电脑鼠遇到岔口时，首先

检测左侧是否可行，可行则左转；否则检测前方

是否可行，可行则直行；再否则右转。

（2）右手法则。当电脑鼠遇到岔口时，首先

检测右侧是否可行，可行则右转；否则检测前方

是否可行，可行则直行；再否则左转。

（3）中左法则。当电脑鼠遇到岔口时，首先

检测前方是否可行，可行则直行；否则检测左侧

是否可行，可行则左转；再否则右转。

（4）中右法则。当电脑鼠遇到岔口时，首先

检测前方是否可行，可行则直行；否则检测右侧

是否可行，可行则右转；再否则左转。

（5）向心法则。综合利用左手法则、右手法

则、中左法则和中右法则，当电脑鼠遇到岔口

时，做到始终向离中心点最近的方向前进。具体

实现策略如图5所示。

4 电脑鼠走迷宫控制算法优化

4.1 行进速度优化

电脑鼠行进速度决定了迷宫搜索以及冲刺的时

间，但是如果速度过快，电脑鼠容易在转弯处碰

壁，影响其稳定性。为了兼顾速度和稳定，通过反

复实验，对搜索速度和直线冲刺速度做了调整。第

一，将搜索速度 PID设定值改为 40（原设定值为

36）。第二，直线冲刺则采用分级速度，共分7个等

级，当直行距离大于7个格时，最大速度PID设定

值为100；等于7格为90；等于6格为80；等于5格
为70；等于4格为60；等于3格为50；小于3格为

40。行进速度优化后程序如下所示。

/*电机加速运行时的最大速度*/
#define MAXSPEED 100
/*电机搜索迷宫时的最大速度*/
#define SEARCHSPEED 40
/*直线冲刺则采用分级速度*/

图4 电脑鼠姿态分类：

(a)正常姿态，(b)电脑鼠左偏，(c)左侧有隔板
图5 向心法则实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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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NBlock>7)
{
__GiMaxSpeed=100;
}
else if(cNBlock==7)
{
__GiMaxSpeed=90;
}
else if(cNBlock==6)
{
__GiMaxSpeed=80;
}
elseif(cNBlock==5)
{
__GiMaxSpeed=70;
}
else if(cNBlock==4)
{
__GiMaxSpeed=60;
}
else if(cNBlock==3)
{
__GiMaxSpeed=50;
}
else
{
__GiMaxSpeed=40；
}
4.2 电脑鼠转弯算法优化

4.2.1 电脑鼠转弯方法选择

电脑鼠转弯包括原地转弯和前进中转弯2种方

法。原地转弯就是电脑鼠先停在原地，然后一个

电机正转另一个电机反转来实现原地转弯。前进

中转弯，就是一个电机快转，另一个慢转，通过

两轮速度差来实现前进中转弯。由于原地转弯在

转弯前需要先停止，所以前进中转弯相对于原地

转弯效率更高，本文也选择此方法用于电脑鼠在

迷宫中转弯。前进中转弯部分优化程序如下所示。

/*电脑鼠前进中左转*/
void mouseTurnleft(void)

{
……

/*设置电脑鼠状态为左转*/
__GucMouseState=__TURNLEFT;
/*设置电脑鼠左右电机状态为运行，即前进中

左转*/
__GmRight.cState=__MOTORRUN;
__GmLeft.cState=__MOTORRUN;
/*标记电脑鼠前进方向*/
GucMouseDir=(GucMouseDir+3)%4;
/*速度PID设定值为36*/
__GmSPID.sRef=36;
/*角度PID设定值为18*/
__GmWPID.sRef=18;
……

}
/*电脑鼠前进中右转*/
void mouseTurnright(void)
{
……

/*设置电脑鼠状态为右转*/
__GucMouseState=__TURNRIGHT;
/*设置电脑鼠左右电机状态为运行，即前进中

右转*/
__GmRight.cState=__MOTORRUN;
__GmLeft.cState=__MOTORRUN;
/*标记电脑鼠前进方向*/
GucMouseDir=(GucMouseDir+1)%4;
/*速度PID设定值为36*/
__GmSPID.sRef=36;
/*角度PID设定值为-18*/
__GmWPID.sRef=-18；
……

}
4.2.2 转弯半径的增加

电脑鼠在迷宫行驶中，经常会出现连续转弯

的情况，要求电脑鼠只能在1个迷宫方格内完成转

弯动作。为了保持电脑鼠在连续转弯时具有较高

的速度，本文通过增加最大转弯半径的方法来提

升连续转弯速度。初始设计中，最大转弯半径R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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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9cm，在不改变加速度上限的情况下，通过反复

实验，将R增至 18cm，转弯效果达到最优，最大

转弯半径调整如图6所示。

当最大转弯半径增大到 18cm时，出弯段与入

弯段的直线部分将各减少9cm，即连续转弯时，直

线路段的1迷宫方格是可以忽略的，电脑鼠不再执

行直行动作，增加最大转弯半径后连续转弯示意

图如图7所示。

4.3 迷宫搜索算法优化

根据比赛规则，电脑鼠完成迷宫搜索后，可

以根据已知的迷宫信息直接计算出一条最短路径

进行冲刺。为了在迷宫搜索过程中获取更多的迷

宫信息，并节约搜索时间，当电脑鼠出发时还是

以(7, 7)为目标点，使用向心法则搜索。但是电脑

鼠到达目标点后不再按照原路返回，而是再以起

点为目标点，重新使用向心法则搜索回到起点，

进而可以在有限的搜索时间内掌握更多的迷宫信

息。如果当第二次搜索检测到往回搜索的路径与

第一次搜索路径重合时，则直接回到起点准备冲

刺。二次搜索部分程序如下所示。

/*定义返回搜索状态变量*/

#define BACKSEARCH 4
/*主程序*/
main(void)
{
……

while (1)
{
/*电脑鼠状态分类处理*/
switch (GucMouseTask)
{
……

case BACKSEARCH:
/*把起点设置为搜索的目标点*/
objectGoTo(GucXStart,GucYStart);
/*使用向心法则*/
centralMethod();
/*迷宫搜索*/
mazeSearch();
……

}
}
}
5 实验结果

随机采用 10张电脑鼠竞赛地图对控制算法优

化效果进行实验验证，包括迷宫搜索实验和迷宫

冲刺实验。

5.1 迷宫搜索实验结果

电脑鼠控制算法优化前后每个迷宫搜索所用

时间见表1。
由于控制算法优化后，采用了二次搜索策

略，所以较优化前搜索时间增多，但是为更重要

的迷宫冲刺奠定了基础。

5.2 迷宫冲刺实验结果

电脑鼠控制算法优化前后每个迷宫冲刺所用

时间见表2。
通过表2可看出迷宫冲刺时间明显减少，而且

10个迷宫平均冲刺时间减少了37.2%。

6 结论

电脑鼠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越

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随着电脑鼠竞赛的传

(a) (b)
图6 最大转弯半径调整示意图：

(a)9cm转弯半径，(b)18cm转弯半径

(a) (b)
图7 连续转弯调整前后示意图：

(a)9cm转弯半径，(b)18cm转弯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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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和发展，研究和开发电脑鼠的高校、企业和个

人也越来越多。本文研究了电脑鼠走迷宫的控制

算法，结合 IEEE标准电脑鼠走迷宫竞赛相关规

则，对控制算法进行了优化。实验表明，优化后

电脑鼠性能得到了明显提升。今后会加大对电脑

鼠硬件系统和通信方式的研究，对电脑鼠的功能

和性能做进一步的完善。

[责任编辑：李茹]

表2 优化前后的迷宫冲刺时间

表1 优化前后的迷宫搜索时间

地图编号

优化前搜索时间(s)
优化后搜索时间(s)

1
107.3
158.3

2
115.2
171.9

3
91.9
125.3

4
88.4
126.4

5
106.2
138.4

6
141.7
175.5

7
108.9
149.1

8
96.4
124.8

9
117.4
157.2

10
69.8
99.1

地图编号
优化前冲刺

时间(s)
优化后冲刺

时间(s)

1
16.7
11.9

2
18.8
14.4

3
8.6
4.6

4
19.8
14.2

5
13.1
8.7

6
11.1
7.3

7
12.6
8.2

8
8.5
4.4

9
7.3
3.6

10
9.5
5.4

参考文献：

[1]UK Micromouse Championship. UK Micromouse Championship Rules. UK Micromouse Championship, 2006. http://www.tic.ac.uk/micromouse/toh.
asp
[2]周立功.IEEE电脑鼠开发指南[M].广州: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2008.

Research and Optimization of Control Algorithm for Micro-Mouse Solving the Maze Based
on IEEE Criterion

ZHENG Wei ZHANG Yong-fei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IEEE criterion on solving the maze in micro-mouse contest, an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micro-mouse, the control algorithm of solving the maze has been optimized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ing the mi⁃
cro-mouse’s systems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By conducting experiments with 10 random maze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average time of spurting in the maze reduces by 37.2%.
Key words: micro-mouse; maze search; autonomous mobile robot; centr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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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权值直接确定神经网络的采购提前期模型

李国辉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 300410）

摘 要：精确采购，尽可能地降低库存成本是大多数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然而准时采购受到库存

量、采购处理等众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彼此影响，因此对采购提前期的预测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数

学模型。人工神经网络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可以很大程度地解决非线性预测问题，对此提出一种

权值直接确定神经网络的采购提前期模型，仿真效果达到预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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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提前期模型

企业经营活动所需要的物资绝大部分都是通

过采购商采购获得的。采购是企业物流管理工作

的起点。准时采购也叫 JIT （Just In Time） 采购

法，是一种先进的采购模式。该采购模式中，采

购活动以订单驱动方式进行。

采购提前期一般由采购申请提前处理时间、

采购处理提前时间和采购后处理时间等构成。采

购申请提前处理时间过程包括确定货物需求量、

选择供应商、价格谈判、签订订单、合同审批等

过程。采购处理提前时间是指供应商签订订单发

货到约定地点的时间，包括制造、运输的时间。

采购后处理提前时间指接收货物、验收、到入库

的时间。

采购提前期时间 T包括采购申请处理时间 t1，
采购处理时间 t2和采购后处理时间 t3。因此T=t1+t2+
t3。马铮在分析了公司市场环境的基础上，提出了

影响采购提前期的因素为：需求量x1，现有库存水

平 x2，生产力使用情况 x3，工人生产效率 x4，加工

精度 x5，运输方式 x6，天气情况 x7，路况距离 x8，

物资入库速度x9等因素。

二、采购提前期的神经网络模型设计

BP神经网络是一种层内无互联结构的前向型

神经网络，一般为三层结构。第一层称为输入

层，最后一层称为输出层，中间层称为隐含层。

特殊情况下，隐含层也可以包含多个层次。根据

柯尔莫哥洛夫定理，一个三层的神经网络可以逼

近任意的一个函数。所以一般只用三层网络结

构。过多的隐含层会影响网络的收敛速度，会出

现“过拟合”现象。

BP神经网络采用有指导的学习方式训练和学

习：给定一组样本 （（x1，d1），（x2，d2），…，

（xp，dp）），其中X为样本输入，d为给定输入下

期望的样本输出，P为样本的个数。神经网络通过

改变各神经元的连接值达到在给定的输入X下神经

网络的输出yp与相应输入下样本的输出dp尽可能的

接近。

BP神经网络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但

是也存在着诸如收敛速度慢，存在局部极小点而

无法收敛到最优解，隐含层层数及节点数的选取

仅靠经验而无确定的公式，学习新样本而遗忘旧

样本的趋势等缺点。本文基于伪逆的思想构造一

种权值直接确定的神经网络。

1．理论基础

定义 1 若集合 {fi(x) (i=1,2,…，m)}∈L2[0,1]
[0,1]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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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i(x)是以 x= 12 为结点的分段 k 次多项

式，且m=k+1；
（2）<fi(x),fj(x)>=δij，i，j∈{1,２,…,m};
（3） <fi(x)，xj>=0,i∈{1,2,…,m}，j∈{0,1,2,…,

k}.
（其中<·,·>为L2[0,1]中的内积），则称{(fi(x)(i=

1,2,…,m)}为函数生成元，由{fi(x)(i=1,2,…,m)}生成

的系统称为 k次U系统。特别的，k=0时，Walsh
函数就是U系统的一个特例；k=1时，Slant变换就

是U系统的一个特例。

显然，系统构成了L2[0,1]的正交基，L2[0,1]中
的函数都可以被其无限逼近。

当 k=1时，{U0(x)=1，U1(x)= 3 (1-2x)}(0⩽x⩽
1)是L2[0,1]的一组正交基；

当k=2时，U0(x)=1，U0(x)= 3 (1-2x)，

U2（x）=
ì

í

î

ïï
ïï

3(1 - 4x)，０≤x< 12 ,
3(4x - 3)，12≤x ≤1,

U3（x）=
ì

í

î

ïï
ïï

1 - 6x，０≤x< 12 ,
5 - 6x，12≤x ≤1,

是L2[0,1]的一组正交基；…

定理 1 设 ui(x)是 k次U系统的第 i+1个函数。

记F～∑
i = 0

∞ aiui (x)，其中

ai=<F,ui>= ∫0
1F (x)ui (x)dx,i = 1,2,…

且记前项部分和为Pn+1F=∑
i = 0

n aiui ，则有

limn→∞ Ｆ - PnF 2 = 0,F∈L2[ ]0,1
limn→∞ Ｆ - P2nF ∞ = 0,F∈C [ ]0,1 [2].
为了方便该网络在硬件上实现，所有的神经

元的阈值都设为 0。图 1给出的Ｕ系统神经网络结

构模型，隐含层神经元个数为n，隐含层与输出层

之间的权值记为ωjk，则样本与输出之间的关系可

表示为 y=ω1ϕ1(x)+ω2ϕ2(x)+…+ωnϕn(x).其网络结构图

如图1所示。

上述基于Ｕ系统构成的神经网络可视为BP神

经网络的一种特例，其权值确定可采用传统的迭

代法。

2．权值迭代法

如果采用样本 ((x1,d1),(x2,d2),…,(xp,dp))，定义误

差函数ET为

ET= 12∑j = 1

M (y p
j -∑

p = 1

n ωPϕP (x))2 （1）
定理 2 图 1所给的U系统神经网络的权重迭

代公式可被设计为

ωj(k+1)=ωj(k)
-η∑

i = 1

M (ϕj (xi )(∑
p = 1

n ωp(k)ϕp(xi ) - y )) j = 1,2,…，n. （2）
或ωj(k+1)=ωj(k)-ηGT(Gω(k)-β) （3）
其中

G=
æ

è

ç

ç

ç
çç
ç

ö

ø

÷

÷

÷
÷÷
÷

ϕ1(x1) ϕ２(x１)…ϕn(x1)
ϕ1(x2) ϕ２(x2)…ϕn(x2)
⋮ ⋮ ⋱ ⋮

ϕ1(xm) ϕ２(xm)…ϕn(xm)
，β=

æ

è

ç

ç

ç
çç
ç

ö

ø

÷

÷

÷
÷÷
÷

y1
y2
⋮
ym

，

k表示迭代次数，η表示学习步长。

3．权值直接确定法

传统的权值迭代法往往会陷入冗长的网络训

练及迭代过程。特别是要学习的样本数据量比较

庞大时，付出的时间是相当可观的。权值直接确

定可以避免这一过程。

定义 2 设实矩阵Ｕm × n，若存在 Gn × m 满足

UGU=U， GUG=G， (UG)T=UG， (GU)T=GU，则称

Gn×m为Gm×n的广义逆矩阵或伪逆矩阵。

定理 3 设图 1所示神经网络在训练数据(x1，

d1),(x2,d2),…,(xp,dp)作用下，得激励矩阵Gm×n，则该

图1 U系统构成的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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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神经网络的最优权值向量ω(k)为：

ω=(GTG)-1GTβ （4）
证明：根据高等代数的知识可知：当矩阵G满

秩时，方程组Gω=β有唯一解ω=(GTG)-1GTβ，否

则有无穷多解且为最小二乘解。

设ω=(k)为图(1)所示神经网络第 k次迭代时的

权值向量。当该神经网络达到稳定状态时，则有

limk→∞ω(k + 1) = ω(k) = ω 。将该结果代入(3)式，得

GT(Gω -β)=0 （5）
满足式(5)的 ω 即为该神经网络的最优权值向

量。因此有= ω(GTG)-1GT β .
三、算例实现

本文采用一汽丰田公司的特约零件供应商

——天津客车桥公司提供的数据进行仿真。数据

见表1。

在 Windows7 平 台 ， 使 用 MATLAB2014A 软

件，对上述数据进行仿真。利用前 15组数据为训

练样本，后5组数据为测试样本，结果见表2、3。

四、结语

准时采购受到库存量、采购处理等很多因素

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彼此影响，因此对采购提前

期的预测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学模型。BP神经

网络虽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但是也存在

着诸如收敛速度慢，存在局部极小点而无法收敛

到最优解，隐含层层数及节点数的选取仅靠经验

选取而无确定的公式，学习新样本而遗忘旧样本

的趋势等缺点。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U系统的权值

直接确定神经网络的采购提前期模型，仿真效果

达到预期水平。

[责任编辑：高文杰]
x1

1500
1000
3500
5000
2500
3000
2500
2000
3600
1000
1600
1500
3400
4500
2400
3000
2000
2000
3500
1000

x2

1000
1000
600
1000
1500
550
500
1000
400
500
1000
1000
800
1500
1000
600
500
0

200
200

x3

1800
1900
2100
2000
2000
2100
2000
1000
2200
1500
1000
1900
1500
2000
1300
2000
2000
2400
2000
2000

x4

5
10
10
5
8
6
5
8
10
10
6
8
10
5
10
6
5
5
10
3

x5

1000
1500
1600
2000
1500
1200
1200
1500
1500
1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500
1000
1000
1500
1500
1500

x6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x7

2
4
4
4
2
2
2
3
2
4
2
4
4
4
2
2
2
3
2
4

x8

1
2
1
1
1
3
2
2
1
2
1
1
2
2
1
2
2
1
1
1

x9

1
1
3
1
1
4
3
2
3
1
1
1
3
1
1
3
2
2
1
1

提前期

5
6
9
11
6
12
9
8
8
7
5
7
10
11
7
8
6
7
7
5

表1 天津客车桥公司采购提前期影响因素

真实值
权值迭代法
相对误差%

87.4
7.5

66.5
8.3

77.5
7.1

77.5
7.1

55.8
16

真实值

权值直接确定法

相对误差%

8
8.0
0

6
6.5
8.3

7
7.5
7.1

7
7.5
7.1

5
5.8
16

表3 权值直接确定法仿真结果

表2 权值迭代法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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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chasing Lead-Time Model Based on Weights

Direct Determination Neural Network
LI Guo-hui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Precise purchase to reduce the cost for inventory as
far as possible is one of the goals that most enterprises pursuit.
However, just in time purchasing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inventory and purchase process. These factors influence
each other, so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precise mathematical mod⁃
el to forecast the purchasing lead-time. ANN has strong ability
of nonlinear mapping and can solve the nonlinear mapping fore⁃
casting problem well. A purchasing lead-time model based on
weights direct determination neural network is given in the arti⁃
cle and the simulation effect achieves the expected level.
Key words: purchasing lead-time; neural network; weights di⁃
rec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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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进水SDI自动测试系统的研制

贾海瀛 董泽杰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 300410）

摘 要：通过对反渗透系统进水淤泥密度指数（SDI）影响因素的研究，建立SDI测试的数学模型，采

用STM32F103CVT6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通过流量检测、水泵控制、温度检测等硬件模块和相应的软件程

序，实现对SDI的自动测试。该系统采用触摸按键，具备自动测量计算显示SDI数据、存储实时测量数据和

历史数据、温度变化超限停止测试等功能，测试误差低于1%，满足了水质参数检测实时在线、快速准确、

便于携带的要求，填补了国内该类测试仪器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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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资源的日益紧缺和全球水质的不断恶化使

再生水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用于水质净化

的膜处理工艺日趋完善，水处理厂更多地选择采

用反渗透膜处理技术进行水质净化处理。但在运

行中反渗透预处理出水水质会直接影响反渗透膜

的使用寿命、清洗周期、产水量和运行成本，而

SDI（淤泥密度指数，又称污染密度指数）是评价

RO（反渗透）进水预处理效果的最主要指标，是

检验预处理系统出水是否达到反渗透进水要求的

主要手段，因此SDI的自动检测将随着水处理的发

展而得到更广泛的使用。本反渗透进水SDI自动检

测系统的研制和应用，克服了国外类似相关产品

的自动化程度低、价格高、现场效果较差的缺

憾，填补了国内SDI自动测试系统的空白。

2 SDI测试数学模型的建立

SDI有其固定的算法，是由在 30psi给水压力

下，用 0.45μm微滤膜过滤 500ml的原水所需时间

总结出来的一个算式。

SDI计算公式：

SDI = P30Tt
=
100 × 〔1 - TiTf

〕
Tt

式中：

SDI——污染密度指数/淤泥密度指数；

P30——在 30psi 给水压力下的滤膜堵塞百

分数；

Tt——总测试时间，单位为分钟。一般Tt为15
分钟，但如果在 15分钟内即有 70%的滤膜面积被

堵塞，测试时间就需缩短；

Ti——第一次取样所需时间；

Tf——15分钟(或更短时间)以后取样 500ml的
原水所需时间，我们取5分钟。

3 SDI测试系统组成

3.1 SDI手动测试系统的组成

传统的污染密度指数测试仪由球阀、压力调

节阀、压力表、过滤池等组成，如图1所示。这种

SDI手动测试系统需要工作人员将设备带到被测水

的区域，然后测量人员对设备进行组装。测量时

需要人员通过秒表来计时，频繁地测量记录数

据；测量后还要进行手工计算出SDI值，并进行统

计数据，费时费力，准确度较低。基于此，反渗

透进水SDI检测迫切需求易于操作、精确度高的自

动测试系统的研制开发。

3.2 SDI自动测试系统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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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由撑水系统和自动测试仪两部分组

成，如图2所示。增压水泵用于将水桶里面的反渗

透原水供给自动测试仪，调压阀等可将原水的压

力调节到系统测量所需要的压力，撑水架不仅可

以承载水桶和静音水泵，还有固定在上面的压力

表和调压阀，撑水架底部安装有万向滚轮，可便

捷地移动。

自 动 测 试 仪 组 成 如 图 3 所 示 ， 采 用

STM32F103VCT6作为主控芯片，首先通过温度检

测电路采集一次温度，然后通过水泵控制电路打

开增压水泵，增加水压至 30psi后将被测原水通过

送水管输送至 0.45μm微滤膜单元，经流量检测电

路采集信号送至主控电路 STM32F103VCT6进行处

理，当检测到流过 500mL原水后，主控电路通过

水泵控制电路关闭增压水泵，同时采集第一次测

量时间，5分钟后进行第二次采集数据，计算出

SDI的值，并请求是否保存该数据。实时时钟电路

可以作为万年历显示，也可将测量数据实时存

储。存储电路使用硬件EEPROM，可以存储 63组

数据，自动分页显示。由于在测量过程中会进行

两次数据采集，如果两次测量的水温变化超过

1℃，将会导致测量数据误差增大，故系统设有温

度检测电路，当两次所测量的水温变化超过 1℃，

将会报警提示（设有报警电路），5秒后自动退出

测试，将不会采集第二次数据。显示电路将测量

信息显示出来，可以查阅历史数据，进行菜单的

选择。按键输入电路采用四个独立的触摸按键，

并且配有蜂鸣器和指是灯提示触摸是否触发。

4 SDI自动测试仪硬件电路的设计

4.1 主控电路

主 控 电 路 采 用 意 法 半 导 体 公 司 的

STM32F103VCT6系列的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如

图4所示，流量采集、水泵控制路、温度检测、触

1-撑水架，2-压力表，3-面板式浮子流量计，4-调压阀，5-水桶
盖，6-水桶，7-增压水泵，8-滚轮，9-出水管，10-送水管，11-
回水管，12-微滤膜单元，13-自动测试仪，14-放水阀

图2 SDI自动测试装置示意图

图1 SDI测试装置示意图 图3 自动测试仪组成框图

图4 主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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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按键输入、降压、实时时钟、存储和显示等电

路都是由该主控制器来处理数据的。

4.2 流量检测电路

流量检测选用 SIEMENS公司生产的 SITRANS
FM Intermag 2电磁流量变送器，通过其上的4个光

敏按键可设置为 200脉冲/升水，从而检测在 30psi
给水压力下，0.45μm微滤膜过滤 500ml原水的信

号输出 （Signal Data），此信号输出进入单片机，

由于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为 3.3V，所以需要分压处

理，如图５所示。

采用集成运放 LM358作为电压跟随器使用，

可提高流量计输出信号的带负载能力，并确保

单片机所承受电压的稳定性。

4.3 水泵控制电路

增压泵供电为 220V交流，主控芯片输入输出

为直流，采用继电器可实现水泵控制，如图 6所

示。Pump_Ctrl为控制输入端，双向可控制光耦

TLP280GB可对前后级进行隔离，防止后级的交流

电压过高而影响前级的控制或损坏整个测试系统。

VT1为PNP型的三极管，用来控制继电器的导

通或关闭，发光二极管VD1的使用则便于观察继

电器是否正常工作。

4.4 温度检测电路

由于 SDI测试时要求在相同温度下间隔 5分钟

进行两次测量，当被测水的温度变化超过1℃就会

增大测量值的误差，故选用美国DALLAS公司生产

的单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DS18B20进行温度检测，

可把温度信号直接转换成串行数字信号供计算机

处理。采用外部供电方式，如图7所示，当被测温

度变化超过规定值的时候将会发出报警提示，5秒
后退出测试。

报警电路如图8所示，通过三极管VT2来控制

蜂鸣器是否导通。

4.5 触摸按键输入电路

输入电路采用了触摸按键来进行功能选择，

如图9所示，4个独立按键S1、S2、S3、S4分别具

有上翻、下翻、确认和返回的功能，并设有按键

背光灯。

触摸芯片TS04有四个可感应通道，每个通道

之间是彼此隔离的，故四通道触摸按键板的应用

设计可仅用一个TS04，且不会存在耦合问题。

4.6 降压电路

图5 流量检测电路

图6 水泵控制电路

图7 温度检测电路

图8 报警电路

图9 触摸按键输入电路

-- 84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第 25 卷第 3 期 Jun.20,No.3
本测试仪的主控芯片的电压范围为+2.8V~+3.6V

（3.3V为典型值），需要+5V直流电源转变为+3.3V
的降压电路，如图10所示。AMS117为正向低压降

稳压器，选用 3.3V固定输出的稳压芯片，将+5V
的电压转变为主控芯片所需的+3.3V。

4.7 实时时钟电路

实时时钟如图11所示，采用DS1302时钟芯片

实现计时功能，可使用+3V钮扣电池维持在断电的

时候继续工作。

4.8 存储电路

存储电路如图 12所示，采用AT24C08串行可

擦除只读存储器来储存测量数据。本测试仪可保

存 63组数据，自动进行分页，最后将通过功能选

择的“历史数据”在显示电路上进行数据的查看。

4.9 显示电路

显示电路采用LCD12864进行显示，如图13所
示，该液晶带有中文字库，具有4位/8位并行、两

线或三线串行多种接口方式，可构成全中文人机

交互图形界面，既可显示 8×4行 16×16点阵的汉

字，也可完成图形显示。

5 SDI自动测试仪软件设计

SDI自动测试仪软件流程部分主要包括测试主

流程、温度检测流程和流量检测流程等。

5.1 测试仪主流程图

主流程图如图14所示。

5.2 温度检测流程

在测量的过程中，可在两次取水之前进行温

度检测，如果超过所规定值将会报警，并且会强

制停止检测；如果温差合格将会继续进行检测，

温度检测流程如图15所示。

5.3 流量检测流程

图10 降压电路

图11 实时时钟电路

图12 储存电路

图13 显示电路

图14 主流程图

图15 温度检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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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检测流程图如图 16所示，通过采用单片

机的外部中断来采集流量计产生的脉冲，同时开

启单片机内部定时器来采集时间，通过两次采集

的时间来计算SDI的值，最后等待系统处理所计算

出来的SDI值。

6 系统测试

将撑水系统与 SDI 自动测试仪进行组装联

调，对测试数据进行记录，并且将数据对比分

析，测试数据如表 1所示，其误差小于 1%。测试

步骤如下：

①按图2所示组装测试装置；

②装入滤膜，在实际测试时，应使用新的滤膜；

③事先冲洗盛水装置，去除盛水桶中的污

染物；

④将被测水装入水桶中；

⑤接通电源，打开自动测试仪，将增加水泵

的压力调节至 30psi，并且排除管内的空气，开始

测试。

7 结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现场使用，本文所研制的SDI
自动测试系统具有性能可靠、使用方便、操作简

单，实现全自动化检测，测量准确度高等特点，

还可进行拓展，即通过串口通信将测量的数据通

过WiFi模块传送到Android终端，由Android终端

进行数据的处理控制。反渗透进水SDI自动测试系

统的研制方便了测试人员的工作，解决了数据测

量统计的繁杂，具备创新实用价值，将会取得较

高的经济效益。

[责任编辑：袁秀英]

图16 流量检测流程图

总测试时
间（min）

15
15
15

一次取样
时间Ti（s）

15.16
8.4

10.14

5分钟后取
样时间Tf
（s）
15.75
15.08
14.92

SDI
计算值

0.249
2.953
2.135

SDI
显示值

0.25
2.953
2.136

误差

0.024%
0%

0.046%

表1 测量数据

参考文献：

[1]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业务领域工业自动化与驱动技术集团.SITRANS FM INTERMAG 2（［DB/OL］:现场仪表> SITRANS F系列流量计

> 电磁流量计> 转换器>）．.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s/PI/sitrans/sitrans_f/7706.asp,2009.8.17.
[2]窦照英等.反渗透水处理技术应用问答[M].北京：化工工业出版社,2004,193-194.
[3]于宝明，张园主编.物联网技术应用基础[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2.
[4]贾海瀛编著.传感器技术与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9.
[5]刘火良，杨森比编著.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erse Osmosis Water SDI Automatic Test System
JIA Hai-ying DONG Ze-jie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The mathematic model of SDI test i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everse osmosis SDI. The
SDI automatic test is realized by using the STM32 F103 CVT6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as the master control chip, and through
the hardware modules such as flow detection, pump control and temperature detec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ftware program. The
system uses touching buttons. It is equipped with functions of measuring automatically, displaying the SDI data and storing the data
in real time and historical data, temperature overrun stopping test, etc. The testing error is below 1%. It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s of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testing, which should be real-time online, fast, accurate and portable, thus it fills a domestic gap in the field
of this kind of test instrument.
Key words: SDI; automatic test; reverse osm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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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逻辑分析法的大众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分析

于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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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大众AG4自动变速器”为例，使用逻辑分析法对其液压系统的换挡操纵、结合元件互

锁、失效保障进行详细直观的分析。换挡操纵首先要满足换挡需求，在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回路有许多条

油路纵横交错，在特定挡位时，某些元件要满足不同时接合即要求他们之间互锁，最后在自动变速器电控

系统失效时车辆要想行驶，则需要一套失效保障油路防止出现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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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析一款自动变速器的液压系统时首

先要考虑换挡操纵液压系统，在完成换挡操纵系

统以后才考虑换挡品质控制系统、液力变矩器闭

锁与打滑控制系统等。

换挡操纵液压系统的功能、组成应满足以要求：

（1）换挡功能。自动变速器的档位变换是通

过油压操纵结合元件的接合或分离来实现的，采

用动力换挡，由油泵提供压力油，操纵换挡阀来

控制结合元件的接合或分离实现换挡。如果档位

由人工手动选择确定，通过操纵手动换挡阀进行

换挡则称为人工换挡。如果档位由微机接受有关

信息，经过分析选择档位，发出指令来控制操纵

换挡电磁阀进行换挡则是自动换挡。

（2）换锁功能。在自动变速器中有些结合元

件相互间存在矛盾关系，不能同时接合。因此当

自动变速器挂上某个档位时，必须对与实现这个

档位的结合元件可能产生干涉的另外一些结合元

件进行锁止，防止它结合，否则会产生结构的干

涉。自动变速器防止结合元件相互干涉，在微机

电控上已有措施。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在油路阀

的设计上专门作了考虑安排，如设计互锁阀等。

（3）失效保障措施。在设计自动变速器液压

系统时，必须考虑具有失效保障措施。当变速器

电子控制系统出现故障，电磁阀失效时，汽车必

须能用手动换挡，保证具有具体行驶档位仍可正

常行驶。

“AG4自动变速器”是大众公司的一款经典

款变速器，应用于高尔夫、宝来等众多车型，其

机械传动部分采用拉维萘尔式行星齿轮机构，与

传统的手动变速器相比，换挡操纵需要一套电液

控制系统去实现。

1 AG4自动变速器换挡结合元件的逻辑表达

1.1 逻辑分析

在自动变速器换挡操纵系统油路中，每个元

件可用两个工作状态。用“0”表示断开，用

“1”表示接通，每个逻辑回路原则上都可以用逻

辑函数来表示。下面把逻辑分析法推广到换向

阀：两条油路Y和X，只有两种连通状态“相通”

或者“不通”，这完全由控制信号决定，以逻辑变

量Z代表控制信号，阀的连通状况用下式表示

Y=ZX 当Z=1时，Y=X表示“相通”

当Z=0时，Y≠X表示“不通”

1.2换挡结合元件逻辑表达式

AG4换挡操纵系统由4个开关型换挡电磁阀和

三个互锁阀组成。其中1号换挡阀和3号换挡阀为

二位多通阀，可以把它分解为二位二通阀和二位

三通阀的组合，其油路连通关系保持与换挡阀一

致。四个换挡电磁阀的液压符号简图以及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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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表达式如图1-图7所示。

对应1号换挡阀逻辑表达式：

Q1=Z1·T+-Z1·C1P1=Z1·B1+-Z1·A1

对应2号换挡阀逻辑表达式：

P2=Z2·B2+-Z２·A2

对应3号换挡阀逻辑表达式：

P3=Z3·A3+-Z3·TQ3=Z3·B3+-Z3·T

对应4号换挡阀逻辑表达式：

P4=Z4·T+-Z4·A4

对应X换挡阀逻辑表达式：

c=（Z7+ -b）·a+(Z7·-b )·Ｔ

对应Y换挡阀逻辑表达式：

d=（Z7+ -e）·f+(-Z7·e)·Ｔ

对应Z换挡阀逻辑表达式：

j=h·T+ -h·k
其中 c、P4、P4、Q1、d分别代表 097自动变

速器中的五个结合元件的油压通路，根据上面的

逻辑表达式，我们得到结合元件的逻辑表达式：

［K1］=c=(Z7+ -b )·(Z1·B1+-Z1·A1)+(-Z1·b)·T
［K2］=P4=-Z4·(-Q1·A1+Q1·T)+Z4·T
［K3］=P3=Z3·(-Q1·A1+Q1·T)+-Z1·T
［B1］=Q1=-Z1·C1+Z1·T
［B2］=d=(Z7+-P4 )·(Z2·A3+-Z2·A2)+(-Z7·P4)·T

2 基于逻辑分析法的AG4自动变速器换挡操

纵液压系统分析

2.1 AG4自动变速器各挡位电磁阀工作表

AG4自动变速器在机械上采用双排行星齿轮

机构，有 4个前进挡位，其中 2个减速挡位、1个

直接挡位和一个超速档位。各个挡位与电磁阀对

应状态表如下表1所示，为了简化分析，以0代表

不通电、1代表通电。

2.2 AG4自动变速器换挡操纵分析

在进行分析时，无论逻辑控制量为何种变

量，我们把逻辑控制量取值界定只取 0和 1两个

值，这样就大大简化了逻辑运算量（表1）。

（a）

图1 1号换挡阀液压符号简图
（b） （c）

图2 2号换挡阀液压符号简图

（a）

（b） （c）
图3 3号换挡阀液压符号简图

图4 4号换挡阀液压符号简图

图5 X互锁阀液压符号简图

图6 Y互锁阀液压符号简图

图7 Z互锁阀液压符号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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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位

1
2
3H
3M
3LT
4
L1
P
R

电磁阀状态

Z1

0
0
0
0
1
1
0
0
0

Z2

0
1
0
0
0
1
0
0
0

Z3

0
0
0
1
1
1
0
0
0

Z4

1
1
0
0
0
1
0
0
0

在 1挡，手动阀在前进位，由以上表看出Z1=
Z2=Z3=0，Z4=1。代入各个结合元件进行逻辑分

析，因式(Z1·B1+ -Z1·A1)运算后为A1，又 b=Z3·d+
-Z3·T，故 b=T，此时 b为逻辑控制量，只有逻辑 0
和 1两个取值，在这个因式运算中，b=T即 b通回

油，对 1档位来说是无关量，因此取值为逻辑 0，
通过以上运算 c=A1，在实际油路图中A1是前进挡

位供油路，因此[K1]=c=A1，[K1]离合器工作。P4=
-Z4·(-Q1·A1+Q1·T)+Z4·Ｔ，Z4=1即P4=T，因此[K2]=
P4=T，[K2]离合器泄油。同理，[K3]=P3=T，[K3]离合

器泄油。Ｑ1=-Z1·C1+Z1·T，Z1=0，即Q1=T，因此

[B1]=Q1=T，[B1]制动器泄油。d=(Z7+ -P1 )·(Z2·Ａ3＋
-Z2·A2)+(-Z7·P4)·T，(Z2·A3+-Z2·A2)=A2，在实际油

路中图A2是停车档位供油路，在1挡位时，只有前

进挡位有油压，其余挡位通道均回油，因此，即

(Z2·A3+-Z2·A2)=T，从因式中可以看出无论逻辑控

制量的取值，d=T，因此 [B2]=d=T， [B2]制动器泄

油。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在1挡时，结合元件中只

有[K1]离合器工作。

通过 1挡时的逻辑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得到 2
挡、3H挡、3M挡、3LT挡、4挡和L1挡、P挡、R挡

的分析结果，分析过程和1挡类似，不再详细叙述。

2.3 AG4自动变速器换挡互锁分析

对于互锁阀X，c=(Z7+ -b )·a+(-Z7·b)·T，b=Z3·
d+-Z7·T。当 b有油压，则Z3=1，d有油压即[B2]制
动器工作，在逻辑计算中其运算逻辑值为1，Z7=0
时，

-Z7 =1，c=T，这里 c为[K1]离合器油通道，即

[K1]回油。满足此情况下的只有4挡，[K3]离合器和

[B2]制动器工作。可见互锁阀X是为了防止[K3]离合

器和[B2]制动器接合时，[K1]离合器也接合产生换挡

干涉。

对于互锁阀Y，d=(Z7+ -e )·f+(-Z7·e)·T。当 e有
油压，在实际油路图中 e有油压则[K2]工作，在逻

辑计算中其运算逻辑值为1，Z7＝０时，
-Z7 =1，d=

T，这里 d为[B2]制动器油通道，即[B2]回油。可见

互锁阀Y是为了防止[K1]离合器接合时，[B2]离合器

也接合产生换挡干涉。

对于互锁阀Z，j=h·Ｔ+ -h·k。当h有油压，在

实际油路图中 h有油压则[B1]工作，在逻辑计算中

其运算逻辑值为 1，j=T，j是[K]离合器、[K3]离合

器和[B2]制动器的压力油源。可见互锁阀Z是为了

防止[B1]离合器接合时，[K2]离合器、[K3]离合器和

[B2]制动器也接合产生换挡干涉。

值得注意的是，互锁阀X和Y采用Z7电磁阀控

制，对于互锁阀X，由其逻辑分析式可看出，仅 b
有油压，(-Z7·b)逻辑值不为1，此时起不到互锁的

作用，只有 Z7=0， -Z7 =1时， ( -Z7·b)逻辑值才为

1，此时才能起互锁的作用，不难看出电磁阀Z7控

制了互锁阀X的起作用时刻，在[B2]制动器充油工

作时，电磁阀Z7通过互锁阀X控制[C1]离合器泄油

分离，对于 3挡升 4挡时起到换挡搭接缓冲作用。

同理，电磁阀Z7也控制了互锁阀Y起作用时刻，在

[K2]离合器充油工作时，电磁阀Z7通过互锁阀Y控

制[B2]制动器泄油分离，对于2挡升3挡时起到换挡

搭接缓冲作用。

2.4 AG4自动变速器换挡失效保障分析

在电子控制失效时，电磁阀大多断电，处于

失效状态，即其逻辑值为0，通过换挡操纵部分的

分析，我们看到在电磁阀全部失效状态下，即Z1=
Z2=Z3=Z4=0时，通过手动阀操纵，当手动阀在前进

挡位可以得到 3H挡，在 L1挡位可以得到 L1挡，

在倒车挡位可以得到倒车挡，在停车挡时也能实现

停车挡位；当一个电磁阀失效或者 2个电磁阀失

效，通过AG4自动变速器档位与换挡电磁阀对应状

态表可以看出，不影响车辆的基本正常行驶。

从AG4自动变速器换挡操纵液压系统中可以

看到，在停车挡和倒车挡位时设计电磁阀全部处

于断电状态，最大程度上避免因为车辆电控故障

给车辆停车和倒车造成的不便。

表1 AG4自动变速器档位与换挡电磁阀对应状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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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G4自动变速器换挡操纵液压系统设计

思路

AG4自动变速器换挡操纵液压系统通过换挡

执行元件的不同组合来实现不同的档位。根据上

面基于逻辑分析法的分析，得出其换挡操纵液压

系统的设计思路。

AG4自动变速器换挡操纵液压系统通过逻辑

分析法分析能够实现了4个前进挡位和3个发动机

制动挡位和 1个倒车挡、1个停车挡；在自动变速

器中有些结合元件不能同时接合，即存在矛盾关

系，在油路阀的设计上要设计互锁阀防止结合元

件相互干涉，互锁元件在基于逻辑分析法分析都

有了逻辑上的互锁关系，具体到AG4自动变速器

换挡操纵液压系统其采用了3个互锁阀防止换挡时

结合元件相互干涉，避免产生机械机构干涉。失

效保障功能，在AG4的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中，

采取了在变速器电子控制单元发生故障或电磁阀

不灵敏时，一些结合元件实现了逻辑上的失效保

障要求，能够使用手动换挡，具有 1个前进挡和 1
个发动机制动挡、倒车挡、停车挡，满足了基本

行驶需求。

3 结语

使用逻辑分析法对AG4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

进行了分析，通过电磁阀的通电状态，可以确定

在某个挡位结合元件的工作状态，分析结果与实

际一致，显示了逻辑分析法对于化简、设计复杂

油路的优越性。从换挡功能、互锁功能和失效保

护功能三个方面对AG4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运用

逻辑分析法详尽的分析，为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

设计提供了参考和思路。

[责任编辑：孔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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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Hydraulic System of Volkswagen Automatic Transmission Based on Logic Analysis
YU Wen-tao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Taking Volkswagen AG4 automatic transmission as an example, its hydraulic system is detailed and visually analyzed by
logical method in the shifting operation, interlocking of combining elements and failure protection. Shifting operation must first
meet the shifting demand; while mangy oil lines are crisscrossed in the automatic transmission hydraulic system circuit, in a particu⁃
lar gear, some components must meet different bonding requirements, that is to interlock between them; finally, the vehicle needs a
failure system to protect the oil line to prevent failures in order to travel when the automatic transmission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fails to work.
Key words: shifting operation; hydraulic system; log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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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视化实境智能仿真实训装置的设计目标

可视化实境智能仿真实训装置，从工厂的实

际生产线采集真实数据进行全流程仿真，按照比

例缩小设计透明的实验装置，让学生能够直接观

察设备内部结构、工艺流程，使整个实训环节实

现涵盖单元操作和综合系统操作，形成一个完整

的化工产品生产过程的实训体系，包含尽可能多

的化工生产实践过程中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

将光电技术、自动化仪表技术和可视技术融

为一体，开发了实训教学职场化、结构及运行可

视化、操作控制多元化、实训项目综合化“四化

合一”的实训教学技术，构建了满足实训教学、

工种培训、技能鉴定、科研服务、小型生产等需

求的智能可视仿真装备技术云平台。系统可采用

水、空气和水蒸气作为生产介质，解决生产实习

过程的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基于企业生产现

状，引入行业企业专家合作设计实训装置，结合

人才培养方案开发实训项目，使实践性教学环节

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锻炼学生实训操作能力。

此外，建立工厂实境操作规程和车间管理制度，

营造真实的工厂化生产管理氛围，以班组学生为

主体，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培育其工匠精

神，培养其职业习惯和素养，实现实训室与车

间，实训操作和生产实践的零距离对接。

二、可视化实境智能仿真实训装置的建设内容

可视化实现智能传真实训装置主要建设模型

包括：小型课堂演示模型（单体设备或部件、全

透明）、大型演示模板、智能化仿真装置模型

（LED灯光流水效果、立体装置模型与仿真软件同

步）。该装置由天津职业大学与秦皇岛博赫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合作设计开发，主要包括乙烯、PVC、
环氧乙烷、常减压、合成氨等典型化工产品及工

段的仿真实训装置，实现生产过程及主辅设备的

开停车、正常运行、设备养护、设备维护工具使

用等技能训练任务。该实训装置结合DCS智能仿

真控制系统，以计算机模拟的方式实现化工过程

的参数变化和生产控制。这种DCS控制的智能化

模拟工厂基于实际工厂，却又高于实际工厂，使

学生可以身临其镜，学习典型化工产品的生产工

艺和设备操作。

该可视化实境智能仿真实训装置由智能工

厂、关键设备自动门、虚拟工厂、DCS仿真和设备

结构资源库五大部分组成。智能工厂是采用各色

有机玻璃管、手动阀门等，按照一定比例制作的

“小型工厂”。该智能化模拟工厂采用DCS控制系

统，利用电动、灯光、立体、透视、色彩等现代

化手段制作，使之外形更加逼真、美观，仿真性

更强。其中，部分关键设备的位置开设自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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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灵活控制自动门的开合，学生能清晰看到塔

内部结构，可随时进行学习。虚拟工厂再现了现

场真实场景，使学生犹如进入真实生产环境。学

生可通过操作鼠标和键盘行走于虚拟装置中，并

（模拟）完成对现场设备的操作。DCS仿真系统将

现实的生产操作体现于计算机界面，实现对生产

流程的控制，对于整体流程操作直观可视，同时

能够剖析设备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达到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的目的。此外，DCS仿真软件可进行

装置冷态开车、正常运行、正常停车、紧急停车

等操作训练。设备结构资源库集成了详细的设备

结构，方便学生对设备进行认知和学习，设备结

构仿真系统主要包括罐、泵、阀等主要设备的内

部结构、组装、拆卸过程，分步分解、分步合

成，使学生能够了解设备的内部结构和装卸原理。

实训室内墙悬挂实训室简介、实训项目说

明、实训装置流程图及说明，悬挂装置开、停车

操作规程及实训室相关规章制度、安全生产管理

规范等，营造生产车间职业氛围。

1．年产30万吨裂解反应生产乙烯智能化仿真

模型装置

本套装置根据某石化工厂30万吨/年乙烯装置

按照1:30的真实情况进行缩放，采用美国斯通-维
伯斯特公司专利技术，年生产乙烯 30万吨，丙烯

12万吨。裂解反应采用大分子烃类在高温条件下

发生碳链断裂或脱氢反应裂解成分子量较低的烯

烃和烷烃的原理。在高温、短停留时间、低烃分

压的条件下使烃和蒸汽的混合物反应生产乙烯和

其它产品，在全部产品中乙烯约占 29%。裂解气

经过压缩、冷却、加热等流程将乙烯等产品分

离。为了增加乙烯的产率，将乙烷和丙烷循环返

回裂解，裂解气中也含有少量的炔烃(二键烃类)，
因为最终的乙烯产品规格要求几乎不含炔烃，并

且有纯度的要求，故在下游将其除去。由裂解炉

生成全部的产品和副产品，装置内的其余设备从

裂解物中分离产品和副产品，并将其精制到合

格。裂解物的分离和精制，除了CO2和H2S那样的

酸性气用烧碱脱除，还有分别通过催化加氢使乙

炔、甲基乙炔转化成乙烷、乙烯、丙烷和丙烯以

外，主要采用精馏的方法分离各产品。燃料油和

裂解汽油用低压分馏，再用高压低温分馏，将裂解

物分离成单一的组份。根据工艺要求，乙烯装置可

分为丙烯制冷压缩工段、裂解气压缩工段、乙烯分

离工段、乙烯裂解工段及乙烯制冷压缩工段。

装置主体设备包括燃料气系统、轻烃进料、

裂解炉、急冷油系统、急冷水系统、稀释蒸汽系

统，均采用透明石英玻璃。包含设备主要有：裂

解炉、CO2脱除塔、急冷油分馏塔、急冷水塔、馏

出物汽提塔、轻质燃料油汽提塔、水汽提塔、稀

释蒸汽发生塔、汽包、油水分离器、脱水罐、聚

结器、垂直的USX换热器和水平管壳式 TLX换热

器。学生可直观看到裂解炉、乙烯精馏塔、丙烯

精馏、脱甲烷塔、脱乙烷塔，脱丙烷塔等主要设

备的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

图1 30万吨/年裂解反应生产乙烯智能化仿真模型主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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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年产8万吨PVC（聚氯乙烯）生产智能化

仿真模型装置

本套装置根据聚氯乙烯工厂装置按照 1:30的

真实情况进行缩放。采用氯气、乙烯、氧气作为

主要原料，采用低温氯化和乙烯氧氯化生产EDC
（二氯乙烷），粗EDC经精制后裂解生产VCM（氯

乙烯），裂解副产物HCl作为乙烯氧氯化法的原料

被反应掉，精制后的氯乙烯在绝氧状态下和温度

为 85-95℃的热水以体积比为 1:1.4，装填系数为

0.8-0.9填装进反应釜，加入链转移剂巯基乙醇开

始聚合反应。聚合开始 10分钟后，以 1000kg/h的

流量向釜内注入低于反应温度的水，聚合反应温

度为54-58℃达到转化率85%-90%，加终止剂终止

反应。产物混合浆料经过滤后打入汽提塔处理，

后经离心后进入气流干燥塔的到成品 PVC。干燥

的 PVC经旋风分离及筛分后装袋贮存。汽提塔得

到的混合气体经冷凝分离后，将不凝组分进入氯

乙烯回收系统进行回收。

整套装置按照工段分为低温氯化及 EDC 精

制，EDC裂解及VCM精制、氧氯化反应、聚合釜

涂壁、汽提系统及离心干燥等六个系统。学生可

通过透明装置直观的看到低温氯化反应器、轻组

分塔、氯化氢塔、循环EDC塔、氯乙烯塔、汽提

塔、聚合釜旋风分离器等主要设备的内部结构及

工作原理。

3．年产 20万吨环氧乙烷（EO）生产智能化

仿真模型装置

本套装置根据某石化工厂环氧乙烷装置，按

照 1:30的真实情况进行缩放。环氧乙烷生产的工

艺原理为乙烯的氧化反应，按氧化程度不同可以

分为选择（部分）氧化和深度（完全）氧化两种

情况。乙烯分子中的碳碳双键（C=C）具有明显的

反应活性，在通常氧化条件下，乙烯分子链很容

易被破坏，发生深度氧化而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而在特定氧化条件下，可实现碳碳双键（C=C）的

选择氧化，从而生产目的产物环氧乙烷。高纯度

乙烯和氧气按一定比例，在甲烷作致稳剂及银催

化剂作用下，气相反应生成环氧乙烷，环氧乙烷

在EO吸收塔用水吸收后与其它气体分离，含EO
的富吸收液进入解吸塔解吸出EO。解吸出的EO水

溶液脱除轻组分，然后将EO水溶液送到EO精制

塔，塔顶得高纯度EO产品，釜液送到乙二醇反应

蒸发系统。环氧乙烷和水以一定比例在一定条件

下液相无催化水合生成乙二醇 MEG、二乙二醇

DEG等产品，经三效蒸发、脱水、乙二醇精制后

分别获得MEG、DEG和TEG（三乙二醇）产品。

环氧乙烷装置，包括环氧乙烷反应、二氧化

碳脱除和环氧乙烷吸收、轻组份脱除和环氧乙烷

精制、乙二醇反应、回收、脱水和乙二醇排放液

回收、乙二醇、二乙二醇和三乙二醇精制共五个

部分。学生可直观的看到EO吸收塔、EO汽提塔、

EO精制塔、第一效脱水塔、MEG循环塔、DEG精

馏塔等主要设备的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4．年产250万吨常减压智能化仿真模型装置

本套装置根据某石化工厂原油常减压蒸馏工厂

250万吨/年常减压装置为原型，按照1:30的真实情

况进行缩放开发的。其工艺流程为：原油经原油泵

送入装置，到装置内经两路换热器，换热至

120℃，加入一定量的破乳剂和洗涤水，充分混合

后进入电脱盐罐进行脱盐。脱后原油经过两路换热

器，换热至235℃进入初馏塔闪蒸。闪蒸后的拔头

原油经两路换热器，换热至310℃，分四股进入常

压塔加热炉升至368℃进入常压塔。常压塔塔底重

组分经泵送到减压塔加热炉升温至395℃进入减压

塔。减压塔塔底渣油经两路换热器，送出装置。

常压塔采取双溢流浮阀塔盘，根据每层塔盘

温度不同，分别从侧线采出常一线、常二线及常

三线。为了取走全塔过剩热量，设有两个中段回

流：常一中、常二中。

减压塔采用规整填料式塔盘，每层塔盘设有

液体分布器。设有减顶线、减一线、减二线、减

三线、减四线、减渣油等六线侧线采出。为了取

走全塔过剩热量，设有两个中段回流：减一中、

减二中。主体设备采用透明石英玻璃，能让学生

直观的看到常压炉、减压炉、初馏塔、常压塔、

减压塔等主要设备的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5．年产30万吨/年合成氨仿真模型装置

本套装置根据某石化合成氨工厂30万吨/年合

成氨装置，按照1:30的真实情况进行缩放。

该装置采用天然气部分氧化法生产乙炔的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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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作为原料，采用低能耗、加压催化转化法生产

合成氨。工艺流程如下：脱硫造气、中、低温变

换及甲烷化、脱碳工序、压缩工序、氨合成和氨

冷冻系统、膜回收系统、液氨罐区、其它设施。

根据工艺原理，将合成氨装置分为脱硫造气

工序、中低变换及甲烷化工序、脱碳工序、合成

工序和膜回收工序五个部分。主体设备采用透明

石英玻璃，能让学生直观看到小合成塔、CO2吸收

塔、碳酸钾再生塔及氨合成塔等主要设备的内部

结构及工作原理。

三、建设可视化实境智能仿真实训装置的作用

1．参与教学改革，促进办学模式创新

按高水平示范校的建设要求，与相关专业公

司、企业联合共建可视化实境智能仿真实训装置

实训中心，负责项目开发，企业提供有效的软件

和技术支持，同时参与教学改革，促进办学模式

创新。可视化实境智能仿真实训中心的建设有利

于建设以学生实训、双证教育为主，兼顾企业员

工培训、社会人员培训、教师实践的现代职业教

育新环境，实现校企之间、院校之间的资源共

享，使课堂教学实现“教学做”一体化，建设具

有示范性、辐射性的化工实训室，满足学生模拟

生产性实训和岗前训练需求，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应用型人才培养

建成后的可视化实境智能仿真实训中心致力

于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建立以典型化工

生产过程为主线，“教学做”一体模块化的实训教

学模式，提高学生职业技能水平，满足学生实训

和实习要求。主要为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化工

生产技术》、《化学反应操作技术》 等课程提供

“教学做一体化”的实训教学服务。同时服务于化

工类专业群其他专业相关课程教学实践需求，结

合各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国家行业职业标准

及岗位需求，主要服务于《食品生产技术》、《化

工单元操作技术》、《设备维修及操作技术》、《工

程单元操作》等课程。培养学生掌握乙烯生产装

置、PVC生产装置、环氧乙烷生产装置、常减压、

合成氨等典型化工产品生产装置的生产过程以及

设备及相关辅助设备的开停车、正常运行操作、

设备养护与设备维修工具的使用技能训练等工作

任务。同时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承担化工工艺试验工、化工总控工等工种的技能培

训鉴定任务，能使学生获得中、高级的技能证书。

3．社会服务

建成后的可视化实境智能仿真实训中心完善

的软硬件设施以及人员师资配置，将提供更加优

质的社会服务。除依托职业技能鉴定第 28所开展

为社会在职专业人员进行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的培训与考核外，还将加强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

等功能。目前，实训中心已为蓝星（天津）化工

有限公司、四川材料与工艺研究所等企业职工进

行职业继续教育。此外，实训装置服务于天津市

百万人才福利计划，为天津科技大学、天津理工

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本科

院校培训学生680人次。同时每年接受广西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石油与化学工程系10-20名学生的实习

实训。

虚拟仿真技术已上升到国家教育规划发展层

面，有利于提升传统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促进

传统实训教学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促进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在日后教育教学改革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视化实境智能仿真实训中

心建设满足了高水平示范校建设项目的建设要

求，实验室建设及实训项目设计以服务为宗旨，

就业为导向，与化工企业进行技能人才培养和员

工培训等深度合作，体现高职教育的特色，为改

革教学方法，实现“教学做一体化、校企办学”

模式奠定了一定基础。教师可依托于实训中心的

建设进行项目化教学改革，并进行工艺培训包开

发等教学科研活动。

仿真模型装置建设立足于石油化工行业特

色，实现实训教学资源与科研成果开发的统一，

选取化工企业典型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实训项目

设计，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实用性，为提高学生

动手能力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为教师教学科研

提供便利条件，为企业员工培训提供专业支撑，

实现校内外资源融合和共享。建成后的可视化实

境智能仿真实训中心可服务于应用化工技术类专

业、生物技术专业、环境监测与评价专业和安全

技术管理专业等4个专业群的相关课程；服务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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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艺试验工、化工总控工等工种的中、高级的

培训考核及上述相关专业的岗前综合实训等，预

计年培养人数可达500-600人。同时，可视化实境

智能仿真实训中心也可以承担职业技能培训与考

核工作，为学校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

[责任编辑：陈则立]

Construction of the Visualized Reality Intelligent Simulation Practical Training Devices
SHANG Ya-ping FENG Yan-wen Wang Yan-guo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based on the
typical chemical products’production equipment, integrated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automation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reality workshop in the plant, the technology of prac⁃
tical training teaching is develop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four aspects integrated into one”, that is, career-oriented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visualized structure and running, diversified operation control and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training programs. The
visualized reality intelligent simulation training device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skilled workers training,
skills identifi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s well as small-scale production is built.
Key words：visualization; simulation device model; reality practic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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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生从各种测试结果中正确评估、反思自己的

学习过程和效果，以期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的建构。

教师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了解学生学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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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English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Constructivism Theory
XIA Xiu-fang WANG Hong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5, China)
Abstract: English teaching under multimedia and Internet environment is the trend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The integra⁃
tion of education theories of constructivism and multimedia teaching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English teaching mode and method.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shift of the teachers’role and the students’rol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pur⁃
pose i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new way of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constructivism and multime⁃
dia teaching.
Key words: constructivism; multimedia;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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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中应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以及结构式和公

式。英文题名的首字母及各个实词的首字母均应大写。

三、获基金资助产出的课题文章请在文末说明，并在圆括号内注

明项目编号。多项基金项目应依次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

四、文章均应有作者署名，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间用逗号隔开。应

在文末附上作者简介。完整的作者简介应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民

族（汉族可省略）、籍贯（写至县或市级）、工作单位、职称、学位、研究方

向及联系方式。文章有多位作者时一般只介绍第一、第二作者。

如:乌兰娜（1968-)，女，蒙古族，内蒙古达拉特旗人，内蒙古大学蒙

古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蒙古学。联系电话：

139********电子邮箱wulanna@163.com
五、摘要应以第三人称或无主语句表达（不要出现“本文介绍了”、

“作者认为”、“笔者”等用语）。文字要求简明扼要，确切客观，具有独立

性和自明性，不加任何诠释和评价性文字，也不应出现图表、冗长的数

学公式和非公知公用的符号、缩略语。字数控制在100-200字以内。

六、关键词是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对文献检索有重要作

用，是表达文献主题概念的自然词汇，是从其题目、层次标题和正文中

选出来的能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关键词应尽量从汉语主

题词表中选取，未被词表收录的词如果确有必要也可作为关键词。一

般每篇文章都应选3-8 个关键词，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

七、文章正文要求论点明确，结构严密，文理通顺，数据准确，论证

充分。全文字数以5000字左右为宜。社科类文章正文的标题层次依

次用一、（一）、1、（1）表示,自然科学类文章正文的标题层次依次用1、
1.1、1.2、1.2.1表示。层次不宜过多。

八、参考文献只列出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主要条目，不宜引用

内部资料。同时，为保证文章的新颖性及相关性，请尽可能参引近两

年刊载的相关文献。

各种参考文献类型及其文献类型标识：普通图书——M；论文集

——C；论文集析出文献——A；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

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汇编——G；档案——

B；古籍——O；参考工具——K；其它未定义文献——Z。
对于数据库、计算机程序及电子公告等电子文献类型的参考文

献，建议以下列双字母作为标识：数据库——DB；计算机程序——CP；
电子公告——EB。其中[DB/OL]——联机网上数据库书；[DB/MT]——

磁带数据库；[M/CD]——光盘图书；[CP-DK]——磁盘软件；[J/OL]——

网上期刊；[EB/OL]——网上电子公告。

其书写格式如下：

例一、[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期):起止页码。

如：[1]陈 东.基于分灾模式的结构防灾减灾设计概念初探[J].自然

灾害研究，1996（4）：15-17.
例二、[序号]主要责任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

页码.
如：[2]牛光庭，李 杰.建筑材料[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3：

21-25.
例三、[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D].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

页码.
如：[3]陶建人.动接触减振法及其应用[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1998：17-19.
例四、[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如:[4] 王 杏 林. 建 筑 砌 块 联 接 件 [P]. 中 国 专 利:CNI036800,

1997-09-27.
例五、[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如：[5]GB50023-95.建筑抗震鉴定标准[S].
例六、[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N].报刊名称，日期（版次）.
如：[6]陈志平.减灾设计研究新态[N].科技日报，1997-02-13（5）.
例七、[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

任者，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如：[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 玮.运

筹学在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471.
例八、[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

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如：[8]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

[EB/OL].http://www.cajed.edu.cn/pub/wml.txt/980810-2.html,
1998-08-16/1998-10-04.

九、本刊的采稿原则是：选题新颖、观点鲜明、文字简炼、事实准确、

论证周密、格式规范、学术性强。

十、本刊所发文章皆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编委会和编辑部意

见。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十一、在不违背作者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编辑部有权对稿件进行删

改，不同意者请在投稿时说明。投稿请登录天津职业大学网，本刊电

子邮箱为：techedu@263.net。
十二、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

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电子媒体，其使用

费已在稿酬中一并给付。凡向本刊投稿者，视同遵从本刊规定。

十三、请勿一稿多搞。稿件投寄两个月内未接到用稿通知或电

话通知，可自行处理，恕不退稿。稿件刊登后，给作者寄当期学报

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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