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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应用技术大学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中 , 提出“合作办学、协

同育人、产教融合、共赢发展”的建设思路 ,

重点就实践教学基地的场室建设、校外实践

教学体系建设、校企科研合作、“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保障体系进行了阐述 , 并结

合学校近几年推行“3+1”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了实践与探索，为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应用技术大学；实践教学基地；保障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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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新办本科院校面临着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问题，

应用技术大学本质是高职本科教育，它的服务面向定位为：立足

地方，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

的现场工程师或管理者 [1-2]。 这一定位决定了它的办学必须走校企

合作之路，其人才培养模式为工学结合。从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定位、

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来看，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

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是否达到社会需求的关键。

1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思路及主要内容

1.1  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思路

建设应用技术大学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思路是借鉴应用科技

大学办学定位和 CDIO 工程教育理念，按照“合作办学、协同育人、

产教融合、共赢发展”的模式进行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以产教融合为理念，以开放式、多元化管理为机制，以校企合作

项目建设为路径，构建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服务的校企合作平台，

打造校企之间人才共享、设备共享、技术共享、文化互补、协同

创新、新型的合作关系，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3-4] 。

在传统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基础建设上优化实践项目和

内容，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逐步建成集学生实践、员工培训、

师资培养、教学改革、技术服务、科技创新为一体的校企共赢的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和全面

协调发展的素质教育理念为指导，加强基地实践教学管理，提升

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5] 。

1.2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内容

1.2.1 基地场室建设

应用技术大学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场地一般建在企业，一方面

学校可根据企业的要求，为企业员工开出相关培训项目；另一方面，

培训中心亦可成为学校学生校外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岗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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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师的进修学习提供场地，为开展示范性的实践教学观摩活动提供方便与可能。

例如：广东白云学院与美的集团一起组建实践教学基地培训中心。培训中心现有 500

多平方米的培训场地 , 中心的多媒体教学仪器及影视等设备齐全，能同时提供 300 人左右

的培训。作为“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培训场地，可以满足多种培训需求。

1.2.2 校外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1）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方案要以培养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体现“重基础、强实践、

擅应用、长技能”的人才培养指向，构建能力本位及四个对接 [7-8]（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为

核心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的三个符合度（目标与社会需求的符合度、人

才培养方案与培养目标的符合度、培养结果与人才培养目标的符合度）[9]。

学校应请企业工程人员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根据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和生产实际，

调整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方案。

2）建设校外实践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变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构建合理、有

效的校外实践课程体系。实行企业实践教学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强化实践能力培养，通过

基地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逐步完善实践教学过程运作系统、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系统和人

才培养质量保障系统的建设。采用“3+1”人才培养模式（安排一年的企业实践教学），

企业实践教学原则上安排在最后一个学年进行，根据专业特点认真设计企业实践教学内容，

包括企业现场调研、职业能力拓展及职业品德教育、专业（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及毕业

设计等，将融入企业、参与企业员工培训作为企业实践的重要教育教学内容，以企业的一

线需要作为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来源，“真题真做”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作为毕业设计（论

文）要求和考核重点，将企业实践教学成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落到实处。

1.2.3 校企科研合作

深度校企合作是通过科研合作，利用学校专业优势和科研实力，开展面对行业的发展

方案研究及应用研发，通过把企业项目带到学校，籍此提升学生和教师的创新能力、科研

能力。2014 年，学校与美的集团合作，把企业的“考场监控及身份识别系统设计”和“智

慧型路边停车收费系统设计”作为广东省大学生创新项目，并得到 4 万元项目资助，为企

业解决了问题，并申报了 2 项实用新型专利，做到校企双赢，也有利于企业实践教学基地

的稳定与提高。

1.2.4“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为了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学校积极开展校企师资交流活动。一方面，我校利用

假期派出教师接受企业技术培训，帮助教师紧跟电子技术前沿，提高了高校教师科研水平

和实践课指导水平。另一方面，学校对符合相应条件以及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提高学生

实践能力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企业指导教师，经过严格审查，聘为兼职教师。2014 年，学

校就聘请了 25 位来自美的集团等 10 家企业的兼职教师。他们除了指导学生企业实践教学

之外，企业兼职教师还可以来校举办讲座，开设合适的选修课程。学校经常邀请企业经理、

实习基地负责人作为兼职教授来校举办专题讲座，鼓励企业优秀工程师来校开设相关选修

课程，参与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使得高校教学内容与企业工作岗位的能力要求相对接。

2    应用技术大学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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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章立制，规范流程

学校专门成立校企合作办公室，学校先后出台《校企合作项目管理办法》、《校企合

作项目奖励办法》、《校企合作项目评估细则》等文件，修订《企业实践教学基地管理办

法》，利用 OA 系统建立校企合作项目管理的相关工作流程。

2.2  建立校企合作项目管理平台

教育技术中心在 2015 年上半年内，在现有的校企合作信息服务平台上，增加校企合

作项目管理模块和企业关系管理模块，并实现与大学生课外活动平台互通，以信息化、网

络化的手段实现校企合作工作的项目运作机制保障。

2.3   加大校企合作工作投入，健全校企合作工作激励机制

 学校在加大校企合作人力的投入同时，每年投入 800 万元用于企业实践教学，在职

称评聘和专业负责人考评中，加强突出校企合作工作能力及合作项目的绩效考核；将校企

合作工作量折算成标准课时量纳入每月科研工效范围；每月常规考核中加强对校企合作项

目执行的过程监控；年终目标考核的激励机制可逐步向以校企合作项目考核倾斜等，以保

证全体员工能够主动地、积极地完成校企合作工作。

3    结语

在明确“合作办学、协同育人、产教融合、共赢发展”建设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思路

后，学校建立了一大批稳定的、实践效果良好的校外实习基地，实现了校企之间共同发展，

达到了校企双赢的建设目标，有力地保障了“3+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良好的校企联

合培养学生使得我校的毕业生实践能力获得了提高，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根据近三年

学校通过毕业生质量调查的反馈信息，掌握了社会以及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的总体评价

是“能吃苦耐劳、工程实践基础扎实、团队合作意识强、有创新意识”。 

由此可见，实践教学基地的质量和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管理和利用直接影响着校外实

践教学的效果和质量，关系着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很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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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off-campus Practice Teaching Base i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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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off-campus practice teaching base building in UAS, 
we put forward the ideal of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win-win development" . In this essay, we mainly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of teaching bases, school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the building and guarantee system for "double division" the teaching staff.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3+1"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recent year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practice teaching base in U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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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学府美国普渡大学代表团来访广东白云学院

2016 年 11 月 17 日，国际著名学府美国普渡大学（西北分校）副校长达拉斯· 肯尼

博士和负责东亚合作事务主任杰肯· CHO 先生一行 7 人来访我校。陪同来访的还有该校

驻广州代表处“给特唯留学咨询有限公司”代表。我校沈根生副校长等接待了来宾。

沈根生副校长对肯尼博士率领的代表团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我校应用型大学

的发展历史、以理想职业为导向的办学目标和旨在向国际先进大学学习的国际合作理念，

强调美国普渡大学是一所国际著名学府，具有 100 多年的办学历史，培养了大批高精尖的

学术性和应用型杰出人才，是我校对口学习的好大学。

肯尼博士感谢我校的热烈欢迎，对我校董事长领导下的广东白云学院 27 年来在坚持

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和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高度赞赏，

认为大学的三大功能（即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离不开应用，应用就是大学办学旨在

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和旨在培养人才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他表示广东白云学院

的办学理念与普渡大学办学理念相一致，为两校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双方就机械电子工程、社会工作和金融专业方面的 4+0 和 2+2 中外合作项目进行了

商谈。

                                                                                                           （供稿：李侍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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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急需加快应用技术人才培养。应用技术大学

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地，人才培养直

接面向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的需求 , 人才培

养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根据应用技术大学的

人才培养定位和培养目标，以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为例，从专业知识结构、实践教学内容

和师资队伍建设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电子信

息工程专业能力培养的路径。

关键词：应用技术大学；专业能力；应用型人才

培养；电子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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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众所周知，创新发展的关键是人才，需要创新型人才。同时，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的人才，迫切需要加

快应用技术人才培养。因此，高等院校尤其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

发展，要更好地直接面向创新发展、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对

人才的要求，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

把办学定位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

就业创业能力上来，把办学模式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

企协同育人”上来，形成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应用技术大学是借鉴国外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理念引进来

的，人才培养直接面向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强调学生的

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人才培养目标是通过对学生进行必

要的基础理论教育和充分的职业训练，使其成为能在某一领域具

有独立从事职业活动能力的高级应用技术人才，应用技术大学是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地。目前，一些地方高校正在向应用技

术大学转型发展，以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要求。从

高等院校采用专业形式来培养不同要求的人才来看，专业能力培

养是重点，是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的关键。因此，应用技术

大学的专业能力培养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1    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培养目标

高校的转型发展关键是明确办学定位、凝练办学特色、转变

办学方式。应用技术大学培养的是专业性强，适合在第一线工作

的侧重实际应用的工程技术人才。[1] 专业能力培养首先应明确人才

培养定位和培养目标，要熟悉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要什么样的

人才，应具备怎样的能力，职业面向什么样的行业、企业及岗位

要求。只有定位准确，目标明确，培养方式得当，才能培养满足

市场需求的合格人才。

应用型人才的专业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

——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

龙诺春

广东白云学院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粤O-L0150283（2016）02-05

基金项目：2013年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20131131088）



6

1.1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定位

地方高校尤其是民办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要突出地方特点，具有专业特色，

人才培养要立足本地区 , 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为发展地方的经济建设服务。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 , 一方面要注重基础知识和素质培养，基础要扎实，素质要高，实践能

力要强，另一方面 , 要突出专业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培养学生运用专业技术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广东白云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立足广东，服务广东，面向

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通信行业一线，能从事电子信息领域的信息处理、产品设计、工

艺制造、质量检测、系统维护、生产管理、产品销售与售后技术服务等岗位的工作。

1.2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是一个宽口径的专业，知识面较多，包括电子技术、通信技术、计

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内容。人才培养目标应根据培养目标定位，以应用技术大学教育理

念，从服务一线出发，加强实践技能训练，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广东白云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

具有良好综合素质和创新创业意识 , 掌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 , 熟练掌握电子线路和较熟练掌握嵌入式系统技术 , 具有电子产品设计、工艺制造、智

能控制、技术服务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具备较强的计算机电子线路辅助设计能

力和较强的嵌入式系统技术应用开发能力的应用型技术人才。

2    专业能力需求分析

广东白云学院是广东省 14 所本科高校率先转变为应用技术大学之一，在进行应用技

术大学建设、人才培养方面。主要面向珠三角地区的生产一线。为了培养能满足社会需求

的合格人才，对行业、企业及近三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得出以下结

论：首先，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的就业主要面向电子信息行业的中小型企业的生产一线

的信息处理、产品设计、工艺制造、质量检测、系统维护、生产管理、产品销售与售后技

术服务等岗位。其次，行业、企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具有

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第二，专业基本能力要求较高，要求具有电子电路的分析、计算

与检测能力，具有较强的电子线路制图能力，具有电子产品的品质检测能力；第三，专业

综合能力要求具有电子产品设计、调试、运行与维护能力，具有电子系统分析、设计与集

成能力，具有电子工程项目掌控能力，具有一定的生产与管理能力，同时应具有一定的创

新创业能力。

3    专业能力培养路径

3.1  以职业能力构建专业主干课程

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是密切相关的，专业能力培养应具有相对完整的专业知识。一方

面，知识是形成能力的关键因素，能力是在通过学习和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只有不

断学习知识，才能掌握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知识的获取又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能力

是掌握知识的内在因素。要实现专业能力培养目标，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

和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专业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专业知识支撑和提升专业能力，培

养创新思维。高等院校对专业人才培养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的重点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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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架构和课程体系的设置。课程体系是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人才的主要依据，是人才培

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具体体现，课程体系的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2] 

课程体系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专业能力培养的前提条件。因此，在构建专

业知识体系时应根据能力培养要求科学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使大学生获取相对完整的专

业知识。

电子信息工程是以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为基础，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

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学科于一体的专业，涵盖的知识面比较广。应用技术大学需突出技

术特色，立足技术，发展技术。[3] 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以应用技术为重点

内容，专业知识结构应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前提，对相关学科知识进行取舍。课程体系要突

出专业特点和特色，根据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培养目标要求，以应用技术进行构建，达到

专业能力培养目的。结合行业、企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应开设以下主

干课程：从专业基本能力需求分析来看，应开设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高频电子技术、电子工艺、电子线路 CAD、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等课程。从专业综合

能力要求分析来看，应加强 C/C++ 语言程序设计、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感测技术、嵌入

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嵌入式系统开发等课程建设，提高对电子产品、电子系统集成和智能

控制系统的研究、开发、设计、调试、运行与维护的能力。

3.2  构建实践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能培养大学生的操作技能和动手能力，是专业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是职业

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和先进的实践教学平台是专业能力培养的必要

条件。首先，应构建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实践教学，应对传统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行

结构调整，加大设计性、综合性实验比例，增强课程设计的教学内容，突出操作技能培养。

其次，必须建立能满足要求的实践教学平台。实践教学平台既要达到课程教学的实验要求，

又能为大学生创新活动提供服务。

实践教学体系要着眼学生就业岗位和发展需要 , 围绕专业人才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培

养的要求来构建。[4] 根据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能从事产品开发、

工程设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规律，实践教学体系可分为课程实

验、应用综合训练和企业实践三个层次。

课程实验内容丰富，每门课程都有实验，实验内容主要对课程重要知识点进行验证，

要求学生掌握实验原理（相关知识点）、实验过程和实验基本操作方法，培养学生的基本

操作技能，课程实验在课程教学阶段完成。

应用综合训练以课程设计为主，培养学生的项目设计、调试、检测、系统集成等能力

和团队合作精神，应安排适当的时段。应用综合训练主要有电工实习（以强电为主）、模

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程序设计综合训练、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

课程设计、制图员（电子）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训练、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课程设计、电

子产品综合设计与制作等内容。训练安排有序递进，从基础实践到专业综合设计培养学生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企业实践是学生以企业的实际平台进行实践学习，企业实践教学是在现代企业实际环

境下，以产品或工程项目为载体进行专业技能训练，从产品或工程项目的构思设计、生产

制作、工艺流程等各环节，通过“做中教”、“做中学”和“学中做”的方式培养综合素

质和专业能力。广东白云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采用“3+1”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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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协同育人的方式，进行一学年的企业实践教学。为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达

到职业能力培养目的，企业实践教学包括职业能力拓展学习与培训、生产（专业）实习、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内容。职业能力拓展学习与培训，可分为岗前培训和技能

培训两个环节，岗前培训主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学习国家法律法规、企业管理制度、企

业文化、安全知识等，技能培训以企业工作岗位需求开展专题技能培训。生产（专业）实

习主要以企业产品的生产或项目开发等为学习内容，以实际岗位为基础，按企业生产工艺

过程、项目开发与管理流程进行实习，结合专业特点，学习生产与管理技术，达到实践动

手能力培养目的。毕业实习环节主要是巩固生产（专业）实习的成果和经验，运用所学的

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解决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实际问题，积累职

场经验，为就业做好准备。毕业设计环节主要是围绕本专业相关领域，以企业产品研发、

工程项目设计中的 1 个（或几个）环节进行选题，真题真做，培养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

创新技能。

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教学，学生从课程实验开始到独立完成系统设计，并通过企业实践

学习逐步提高实践能力和专业能力。实践教学培养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并培养了大学生的工程能力、创新能力和初步的职业能力。 

3.3  加强专业教师团队建设

具有专业能力和科研能力强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高校人才培养

的质量和成果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离不开高素质的师资

队伍，必须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5] 要培养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必

须要有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一方面，科学研究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高校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要求教师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师的科研和创

新成果可以用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教师在人才培养方式中处于主导作用，

教师应具备较强的责任心和业务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创新活动，需要

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能够解答学生的疑问，能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应具

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娴熟的技能。因此，具有业务能力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是培养

专业能力的重要保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是通过引进高水平的人才来充实教师队伍，

另一方面可以自己培养教师。教师的培养可采用“走出去，请进来，谈交流、搞合作”的

方法。“走出去”，就是鼓励教师走出校门，支持教师出去进修、参加培训、到企业锻炼、

参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的产品开发和工程项目设计。“请进来”，就是从社会各界聘

请专家学者、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一些企业家和创业成功人士等担任兼职教师，引领教师

创新活动，扩大创新创业的师资队伍。“谈交流”，就是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学术论坛、

技术创新等学术交流活动，开展不同形式的创新能力培养的专题讲座。“搞合作”，就是

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进行合作，共同进行科学研究、产品开发设计或工程项目

设计。这样，通过多途径培养教师的创新能力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4    结语

高等院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的历史重任，专业能力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贯串于整个大

学学习阶段，是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的前提。应用型人才培养应根据专业特点，突出

专业特色，面向地方经济和行业发展，从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创新思维和职业技能出发，

经过基本的专业理论学习、实践动手能力训练和企业实践技能训练等多个环节培养专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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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通过专业能力培养达到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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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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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50 , GuangDong,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talent training of application technology needs accelerating.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s the important base of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The talent training 
faces the soci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the market demand. It has a strong professional in the 
university of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talent training orientation and the goal in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taking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path about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cultivation of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rom the aspects of structur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actic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applic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ability; applied talent training ;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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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通识教育得到多元化发展的今天，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通识教育出现了困境。主

要原因是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还存在着弊端：

课程体系的建设不够科学，缺乏科学的课程

设计理念，通识教育课程没有受到足够的重

视，管理体制和课程管理制度都不够健全，

等等。针对这些困惑，提出了加强应用型本

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

通识教育课程应突出“发展性”原则；2）

通识教育课程设计应遵循“和谐”原则；3）

科学划分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体系和遴选核

心课程。

关键词：应用型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收稿日期：2015-07-10

作者简介：张美娟（1969- ），女，维吾尔族，

湖南常德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

古代文学、应用写作研究。

1    问题的提出

为 落 实《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10 －

2020）》提出的“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和“建立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应用型本科这个名称区别于研究性

大学应运而生。近几年，应用型本科高校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

的改革，逐步形成了以产品、工程或系统运行周期为教育背景，

以项目活动为载体，融知识、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理论

教学与实践教学于一体的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个人才

培养模式中，通识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要求我们基于学生

发展的视角，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真正把学生作

为教育活动的主体 , 一切从学生出发 , 为学生的人生幸福与全面发

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满足现代社

会要求的合格‘公民’和‘全人’；培养学生的知识文化素养 , 使

其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对学生进行基本能力的训练 , 使学生具有

合理的能力结构；培养大学生高雅的情趣和完善的人格结构，使

其具有完美的人性。”[1]139 由此可见，始终为学生的持续发展做准

备 , 应该是通识教育永恒的追求。相对于研究型高校通识教育的多

元化发展，应用型本科高校由于办学定位的特殊性，通识教育的

实施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最主要的问题是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建

设还不够科学，缺乏科学的课程设计理念，如何处理课程体系中

知识与方法的关系问题尚未得到合理解决，通识教育课程没有受

到重视，它与专业教育的辩证关系还需厘清，管理体制和课程管

理制度都不够健全，等等。本文立足应用型本科高校，着眼于学

生的全面发展，拟就通识教育中的课程体系设计，提出一些看法。

2    通识教育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涵义及培养目标

关于“通识教育”的涵义，李曼丽博士运用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 法把分析的焦点指向已有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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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通识教育内涵表述中常用的若干共同核心概念，从通识教育的性质、目的、内容三个方

面对通识教育内涵作了界定，并将此凝练为“三个什么”: 即 1) 通识教育是什么 ? 2) 通识

教育为什么 ? 3) 通识教育教什么 ?[1]141 本文无意纠结于这些概念。在这一点上，国学大师

王国维最具真知灼见，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说：“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

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

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二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曰发达其精神而凋

蔽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力

之中又可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智力之

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具备真、善、美三德。

欲达此理想，于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 ( 即意志 )、美育 ( 即情育 )

是也……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相互交错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

为者知也，欲为之者意也；而当其为之前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

故教育之时，亦不能加以区别。有一种而兼智育、德育者，有一科而兼美育、德育者，又

有一种而兼此三者。三者并行而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已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

之人物，而教育之事毕矣。”他认为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一种建设 “全人”的综合事业。

应用型的本科高校，学生既要有专业优势，又要有通识视野。那么，通识教育的培养

目标应该是：面向不同学科背景学生开展的，着力于教育对象精神成长、能力提高和知识

结构优化的非专业教育，其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跨领域基础知识及博雅涵养、术德兼

修的“全人”。在这样的培养目标中，着重突出学生的四大素养（人文素养、自然科学素

养、社会科学素养、心理健康素养）和六大核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语言能力（语言表

达和沟通）；思维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学习能力（可

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和职业态度养成。应用型本科高校倘若成为了“制造工具的工厂”，

失去了“精神象牙塔”的阵地，丧失了培养“全人”的理念，必将导致高校为社会发展培

养人才的链条失去“韧性”，面临价值观扭曲的危险。因此，发展通识教育，回归大学之

道，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3    应用型本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实施中面临的困惑

为了实现上述的培养目标，通识教育必须有政策制定者、教育管理者、施教者等多方

面的保驾护航。但是在实施中，却出现了诸多的困惑。归结起来，普遍表现在以下几点： 1）

管理体制上存在不足，各校虽然都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但其重要地位只是口头上的，

没有相应的管理政策、操作规范作保证。主要原因是专业至上、就业为先的功利观念根深

蒂固，在选修与必修、专业与通识并行的情况下，学生、教师、管理者都很难规避社会对

于专业教育的需求。学校即便是成立了诸如通识教育中心之类的管理机构，也没有什么实

权，且设置的行政级别偏底，很难顺畅开展工作。2）缺乏科学的课程体系，通识课程数量多、

质量不高，教师对课程的“深度”“广度”把握不准。社会上对人才的需求强调“厚基础、

宽专业、重实践、能力强、素质高”，通识教育的特点就是要求知识面宽，但由于受到课

时少、可选课程多、分类过细等因素制约，很多教师在授课时只是泛泛而谈，概论式的讲述，

再加上个别教师的教学方法陈旧，课堂气氛不生动，导致很多学生认为，这样的通识课程

“深度”不够，学不到什么东西，只是为了凑学分而为之。3）通识课程没有受到应有的

重视。地位总是屈居于专业课程之下，对于低年纪的学生来说，他们的专业课程在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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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非常密集，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应付专业课的学习、作业、试验等教学要求，通识课程

即使考试成绩不理想也不会影响什么；而到了大三、大四，又要面临实习、就业的压力，

尤其是企业对专业“对口”的强调也决定了学生对专业课地位的认可，而通识课程就被认

为是可有可无的调剂品，通识课程也随之被边缘化了，成了填补学分的课程，几乎很少有

学生把通识课的学习放进自己的学习计划。4）对通识教育课程管理的配套制度还不够健全，

主要表现在通识教育的课程建设、教学组织、管理体制不健全。诸如：在开课资格、申报

程序方面，开课教师应具备何种资格，开设新课应该由谁审批。在申报课程时，任课教师

要不要填写课程类型、选课年级和对象、课程教学目标、培养目标、内容简介、组织教学

的形式，同时注明上课时间、限选人数、实践时数、教室要求、考试要求等信息；另外，

学生的选课方式、课堂管理、成绩考核办法、通识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通识课程的建设、

专项研究经费的投入等等，都制约了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成为应用型本科高校通识

教育发展的瓶颈。

4    加强应用型本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通识教育要想走出困境，在管理制度方面，要加强对通识教育的重

视，完善相关的保障制度；加大对通识课程建设的资金投入；加强对通识课程的教学质量

评价与监督管理；在教师方面，要精心组织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提倡研究性教学、强化教学的实践性等手段来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除了这些外部因素之外，加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内部建设乃是重要前提。

彭寿清在其学位论文《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计研究》的第一章提到，要研究通识教育的课

程设计，首先必须弄清楚三个基本概念 : 通识教育、通识教育课程、通识教育课程设计，

并认为这三个概念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本文在认同这个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在应用型本

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上，首先要关注几个原则。

4.1  通识教育内容应体现“发展性”原则

始终为学生的持续发展做准备 , 乃是高校通识教育永恒的追求。应用型本科通识教育

不是专业教育的附庸，它用发展的眼光，提升大学生从知识的整合性视角分析问题和处理

问题的能力。课程内容应反映人类文明中最基本的知识和方法，是各门学科中最基础、最

重要、不可或缺的内容，课程探讨的问题应适合所有专业的学生，不需以学生预选修习系

统专业知识为前提，着眼于学生“人性和社会伦理性”的觉醒。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首先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或一个公民，无论是作为父母亲、子女、配偶、旅游者、领导人、

选民、公务员、科学工作者等身份在生活中都应具备的基本道德、伦理操守。课程内容要

有通识性、广博性、基础性，它涉及众多学科，也可以认为是众多学科的基础知识的集大成。

因此，必须处理好与专业课程的关系，它不可能是某一门专业课程的专职性基础课，也不

会在基础知识这个单一的维度上与某门具体的专业课保持直线联系，更不会只为某门课程

服务，但它在更深的层面——价值论与方法论领域与专业性课程产生联系。温儒敏在全国

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通识教育必须引导学生读人类最基本

的书，包括科技史，包括中国历史、西方的历史，它都有些最基本的，少读那些概论，多

读原著。不管你是哪个学科的，最基本的，不一定要求你精通，但你必须要在大学期间接

触到人类智慧的精华。” 这样看来，应用技术大学的“通识教育”既不同于普通高校的“通

识教育”也不同于高职高专性质学校的“通识教育”，而是服务于学生发展的、具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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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通识教育。它关注的是学生的成长、成人、成才，是一种全“人”的教育，它面向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开展，着力于教育对象精神成长、能力提高和知识结构优化的非专业

教育，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跨领域基础知识及博雅涵养、术德兼修的“全人”。在以

发展的视野构建通识教育体系时，要瞄准企业和学生的需求，健全育人体系，以“应用技

术”为主，突出工科特色，服务于学生“能力本位”的职业能力发展需要，培养基于工科

性质职业教育中“职业本科”背景下的“职业人”。

4.2  通识教育课程设计应遵循“和谐”原则

通识教育课程除了能使人变得高大、完美之外，还能增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人之间的亲和力，培养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珍惜热爱大自然的情怀。和谐的“和”

还可以理解为协调“不同”，通识教育的课程设计应该能够融合和贯通多种多样的知识，

以培养学生整合多种知识的能力，达到使人的身体、智慧、情感、道德等多个侧面和谐地

发展。具体来说，“和”就是协调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不同，协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

科学的不同，协调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协调前文王国维所说的知、情、意各因素

在个体身上的表现的不同。1）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和”。实质上，科学精神与道德情操、

艺术审美等崇高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杨叔子院士 2000 年 12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中

就指出，通识教育的一个重大追求，是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获得心智训练和提

升。“科学主要求真，承认客观，尊重规律；而人文主要求善，勇挑重担，高度负责。在

文艺领域中，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无不具有求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一切有利于社会进

步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程创造、文艺创作、社会变革等社会活动，莫不是美，莫不

是新。求真，务善，完美，最后归结为创新与实践。”[2] 这就要求在课程开设上，既要有

人文学科的课程，又要有自然科学的课程，还要有诸如“数学文化”“科学哲学”之类的

跨学科课程，正如《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尼葛洛庞蒂所说“在这种教学中，艺术与科

学之间，左脑与右脑之间，不再泾渭分明。当一个孩子使用 LOGO 这样的语言，在电脑屏

幕上画图时，所画出的图像既是艺术的，也是数学的。”[3]2）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

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文化，现代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只有与

现代结合才有生命力，通识课程的开设既要展现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善于吸纳现代社会

中最先进的知识，将它们融通起来，开设“中国哲学智慧”“世界现代化进程”“生命科

学”等课程。3）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和”。所谓的学贯中西，就是善于吸收中西方

文化中的精华，西方文化强调逻辑思维、精度和深度，东方文化强调形象思维、广度和经

验，在设计课程时，要兼顾东西方文化，开设“圣经导读”“中西文明比较”“中国文化”

等课程，学生通过选择课程，提升品位，升华精神。4）知、情、意在个体身上的“和”，

不难理解，就是指知识、情感、意志品质在一个人身上要均衡发展。通识课程的开设要注

重教育意趣，用“音乐欣赏”“名著导读”“古代建筑赏析”等课程培养审美情趣。犹如

“蝶之于花”“苔之于石”，使学生在得到知识的同时，培养了情趣。

4.3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和核心课程的遴选

对照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到的应用型本科高校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为“四大素养和六大

核心能力”，应用型本科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体系应该是：1）人文学科类，主要涵盖语

言、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审美等学科领域，培养学生对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作品的理

解能力和审美情趣；使学生学会用历史的方法、以发展的眼光认识事物；使学生了解哲学

分析的方法，培养思辨能力；提升学生的鉴赏力、想象力、表现力、沟通和交流能力。2）

张美娟，刘乐乐：基于学生发展视角的应用型本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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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类，主要涵盖思想政治、职业指导、经济、法律、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使学生熟

悉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以加强对当代人类行为的理解，正确认识和处理现代

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惑。3）自然科学类，立足技术应用的“职业本科”，突出院校

特色开设的一系列课程。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创新思维、信息技术等自然科学学科和工

程技术领域，使学生通过对所涉领域总体上的理解，认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对于人类社

会的重要性，此类课程的教学内容还应考虑与学科专业和学生的企业实习紧密联系，帮助

学生提高科学素养和工程意识。4）身心健康类，主要涵盖大学体育、心理健康教育、军

训等通过课内、课外方式组织教学的课程。培养现代人体魄强壮、心理健康、团队合作、

集体主义精神。5）跨学科领域类，此领域的课程旨在透过多学科的知识，培养学生运用

多种方法批判、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些课程由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组成，显性课程指有规

定学时学分、授课地点、任课教师的课程，诸如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网络平台课、

职业指导等；隐形课程指通过学生第二平台活动、讲座、各种赛事可以计算综合学分的各

种课程，隐形课程是显性课程的补充。

有了科学的课程体系之后，还需要对每个系统的核心课程进行遴选。甘阳在《大学通

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一文中指出，首先着重建设对全校通识教育发展最基本的“核心

课程”，不求数量，但求质量，在逐渐积累这些高质量“核心课程”的基础上，最终形成

比较完善的通识教育课程系统。因此，我们在参考美国通识教育模式时，应该首先着重考

察美国大学的“核心课程”以及它严格的教学方式和严格的训练要求，这些方面才是我们

特别值得借鉴的……以斯坦福大学为例，通识教育课程分为九个领域，最出名也是学校最

重视的是其中的第一领域，即所谓“各种文化、各种观念、各种价值”（简称 CIV）。[4]

依据甘阳的这个观点，各校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遴选出以上各个课程领域中的核心

课程，把核心课程作为通识课程的典范，核心课程强调跨领域、知识统整与转化，以“宽

口径、厚基础”为其操作性定义，课程内容重在启发思想、传授方法，而非讲授知识细节，

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具体到每门课程的遴选上，可以采取遴选立项，期满验收，

定期复评，不断更新的建设方法。

此外，还要重视非正式通识教育内容的组织。这类课程主要指属于通识教育内容的一

系列非正式课程的组织，相对于那些具体的显性课程来说，它属于通识教育的隐性课程，

对学生的“通识”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有三种形式：1）各种学科的讲座，极大地

丰富了人文与科学知识，与课程教学相得益彰。2）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包括学生的社

团（协会）活动、各种竞赛、文化艺术节、校园科技节等，多数是通过学生课外活动平台

实施的，这些活动培养了学生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科学精神的追求。但也有不少学校

还存在着一些弊端，诸如：活动缺乏创意、主题不鲜明、规划不当、组织欠科学，表面上

热闹，其实收效甚微。而香港中文大学对非正式通识教育课程的开发、管理就值得我们借

鉴。3）校园文化建设，也是隐性的通识教育内容，它有利于通识教育校风、学风的形成。

校园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物质文化为最外层，包括教学、科研设备、生活设施、学校建筑、

校园环境等；行为文化为第二个层次，主要包括全校师生的生活、工作、学习等行为方式；

制度文化为第三个层次，又称规范文化，包括各种制度、规范、习俗、典礼、仪式等；精

神文化为最内层，即大学精神，是全校师生所认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及办学风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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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论

有学者说通识教育是“一种实践上难于操作，但又相当美好的教育理想。”它既是一

种理论，也是一种教育实践。应用型本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是也是一项系统工

程，拙文对该问题的研究尚显薄弱，只是作了尝试性的探讨，该研究领域内很多方面尚未

涉及，但从培养“全人”的意义上来说，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应是所有高校积极探索

的方向，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如何实施通识教育，如何落实通识教育课程，都是后

续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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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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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fering the preparation for students’continuous development is the eternal pursuit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whereas, withits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he 
gene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hasbeen difficult. The main reason lies in 
the defaults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where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is notscientific 
enough, where there is no ideal curriculum designing concept, wher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and wher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curriculum management 
system are not sound enough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se drawbacks, some measur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Firstly,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design and the core concept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harmony". Secondly,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tent should highlight the principle of "being fundamental". Thirdly,we 
should have a scientific division between generaleducation courses and majorcourses and a good 
selection for the core generaleducation courses.Finally,the content organization of informal general 
education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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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重语

法而轻文化，加之“中国文化失语症”的普

遍存在，这使得大量英语学习者文化主体意

识的缺失，严重影响跨文化交际中的平等交

流。因此，当前的外语教学应该包括社会文

化教学，注重大学英语学习者的主体文化意

识培养。本研究从某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国贸

专业学生的主体文化意识现状调查出发，通

过调查、访谈等方法，结合相关社会语言学

理论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加强国贸专业学生

文化主体意识有助于其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

力。

关键词：文化主体意识；大学英语学习者；语言

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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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1    研究背景及理论依据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对外交流的深入，英语语言交际能

力已经成为高校培养的学生的一大目标，尤其在以满足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更是如此。然

而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长期以来偏重英语语言知识点的训练，而

对于学生的语言文化熏陶不够，这就使得大量中国的大学英语学

习者文化主体意识的缺失，加之当前的多元文化环境下“中国文

化失语症”的普遍存在，严重影响跨文化交际中的平等交流。外

语教学应该涉及语言社会文化教学 , 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这已

经是外语教学界广泛接受的观点。具体到应用型本科院校国贸本

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上，即要有一般人才培养模式的特征 , 又要有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个性 , 既重理论 , 更重实践 ; 既重知识 , 更

重素质和能力 , 显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

从 70 年代以来 , 海姆斯的语言“交际能力”理论在语言教学

界广受欢迎。所谓“交际能力”是指在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的基础上 ,

根据具体的交际语境、对象等 , 采用恰当的会话技能来进行人际交

流的能力。互动交际能力的界定人际交流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种

你来我往的磋商”( 桂诗春 ) 过程。跨文化交际的双向性决定了文

化教学应同时兼顾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因此，跨文化交际的

双向性决定了文化教学应同时兼顾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平衡，

在学习大学英语的同时还要构建学习者母语文化的主体性，以此

来保证跨文化交际时的主动性和平等性，这一点对于应用型本科

院校的国贸专业学生显得尤为重要。

什么是文化主体意识？楼宇烈教授在《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

一文中说 : “所谓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是对本国文化的认同 , 包括对

它的尊重、保护、继承、鉴别和发展等。” 台湾著名学者、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特邀教授朱高正在《朱高正讲康德》一书中

也说 : “所谓‘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拥有的历史

大学英语学习者文化主体意识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

——基于广东白云学院国贸专业学生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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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为其所独有 , 并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 , 优越之处发扬光大 , 不足之处奋

力加强 , 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也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认识 , 从而接受传统 , 

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 , 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 , 从而创新传统。”

2    跨文化交际能力中学习者文化主体意识的重要性

2.1  构建学习者母语文化的主体性，有助于减少“中国文化失语症”的现象

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语言是一种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又是文

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韩海燕提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包括语言的文化表达能力、语言的文

化认知能力、语言的文化感悟能力及语言的文化思维能力这四种能力要素。”因此，为了

避免母语的负迁移，长期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过多地强调目的语文化的学习，强调英语世

界文化的引入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一方的中国文化教学，基本上处于忽视状态，在

外语教育中出现文化‘逆差’现象。”[1]“中国文化失语症”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从丛教授在《“中

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一文中提出的。随后，许多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大

量的调查研究，采用测试、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文化失语症”

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中普遍存在，各层次的英语教学中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中国文化的英语

表达这一部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都不能自如流畅地用英语表

达自己的母语文化。中国文化英语表达力是指“用适当的英语形式和表达法来诠释中国文

化的能力。”[2]

2.2  构建学习者母语文化的主体性，是跨文化平等、有效交流的前提

随着跨国贸易的发展、信息技术的革新等因素共同促成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从 2000 

年起 , 随着中国申奥和申博的连续成功 , 尤其是 2001 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 中国实际上进

人了一个全球化时代，这一点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 , 还表现为政治、文化、环境等

领域的全球化，它不仅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 , 而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社会文化模式，它不仅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 也为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念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而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等交互手段的飞速发

展，世界文化发展与交互影响也在深入。随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以中

国语言文化为载体的“软实力”也越来越多地收到关注。因此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间的碰

撞、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较量与冲突也是在所难免。因此，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国

贸专业的学生，除了熟练掌握国际贸易专业领域的知识，能流畅表述，用英语实现交际的

目的之外，还应该能够熟练自如地用英语来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并创造性地继承、传播

和发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因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着力培养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抵制

民族中心主义，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使者，这样做不仅能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同时陈晓靖还认为，“而强调建立平等的跨文化

交际意识是保证文化传输双向性的前提，可以避免单纯的目的语文化的传入所导致的跨文

化交际不平等，出现文化单向性传输”。

3    国贸专业大学英语学习者文化主体意识的现状调查

本研究涉及研究院校的国贸专业的学生共计 100 名，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结合

定性、定量研究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国贸专业的学生从初入学到大学英语课程结束后学生整

体文化主体意识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的影响。



18

以该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例，大学英语的所有教学并没有单独强调文化类的知识，教学

中涉及也只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的相关背景知识。这种做法 , 在世界经济和教育全球

化不断深入 , 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 21 世纪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现行的英语教

学体系下，通过高中英语的学习学生已掌握了基本的词汇和基本的听说读写技能，但往往

缺少实际运用和交际策略。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不应只是中学英语教学的重复与延续

在接受调查研究的该院校 14 级国际贸易专业 47 名新生为例，通过问卷发现，在针对

大学英语学习情况的调查中，47 名学生中超过 80% 的学生认为语法能力能代表英语能力。

而在对大学英语培养目标的认识调查中，选择了英语的职场应用能力的学生人数最多，很

显然，大部分学生认为大学英语更多地是为日后的就业做准备，考试不再是衡量英语能力

的唯一标准；认为英语听说实践能力的提高才是英语学习的目标。而对于母语及目的语文

化的熟悉程度则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表示还未曾考虑过（表 1）。

学生答案 选择该项（人数）

1）掌握更多的英语词汇和语法知识 04

2）英语听说能力加强 38

3）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等英语考试    20

4）能用英语完成工作任务 45

5）能熟悉母语及目的语文化 22

与此同时，在针对所研究院校的国贸专业 11 级毕业生随机电话回访中，有学生坦言：

“用英语介绍产品，书写电子邮件等并不难，难点在于用英语跟客户建立信任。而这一点，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老师没有着重指导过。”有 90% 的受访学生表示：“大学英语的学习

跟高中英语几乎一样。并没有太多能在工作场合中能够充分应用的东西。”还有学生表示：

“大学英语的学习更多还是以课本知识为主，上课过程中学生很难和自己专业、职业产生

联系。”这些学生反馈信息说明了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缺失的是让学生成功地用英语进行跨

文化的交际活动，把握跨文化的交际策略，没有承载有深度、有系统、具有全球视角的知

识和思想内容，而且在培养发展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方面，英语教学没有有效地促进学生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让学生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很难处于自信、平等的地位。

同时，基于 Knutson 提出不同文化层面的相关内容，研究就大学英语学习者对汉语传

统文化的认同和态度也对该校国际贸易专业大学英语大二学生进行了随机采访，就学生对

英汉两种语言的认同和态度；对东西方节日的认同和态度，对不同政治体制的认同和态度；

对西方文学艺术作品的态度；对东西方餐饮文化和习惯的认知；以及对个人隐私、娱乐休

闲方式的看法等展开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 ( 尤其是来自长期受到外来文

化影响的岭南开放城市广州 ) 大多已具有一定程度的目的语文化身份，而且在某些文化层

面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上，比如个人隐私，娱乐有限方式上受访的 80% 学生更倾向于显示

其目的语文化身份，而对于能否用目的语推广传统文化，70% 的学生表示没有自信。

4    大学英语学习者文化主体意识的现状

大学英语初学者和大学英语的职场应用者的文化主体意识较浓。通过对研究院校的国

际贸易专业学生的跟踪抽样调查显示，大学英语初学者和大学英语的职场应用者的主体文

化意识相对较浓，但是其原因却是各不相同。LoCastro 在分析外语学习者外语语用能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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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对大学英语培养目标的认识，你认为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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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时曾指出，“非本族语学习者总是希望保持他们的母语文化身份”。而且，“那些感觉

受到威胁的文化组群成员更加不愿意去吸纳二语或外语文化的语用规范”。通过分析研究，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学习者的英语水平越高，其目的语文化身份就越明显，在跨文化交际

中就可能越容易顺应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和语用规范；相反，学习者的英语水平越低，其目

的语文化身份就越不明显，在跨文化交际中就可能倾向于保持自己的母语文化身份，而不

容易顺应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和语用规范。大学英语初学者往往倾向于保持母语文化身份，

而且应用到英语交际能力的场合也相对较少，但是这样也往往会造成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引起文化冲突。而对于刚毕业生或实习期间的学生而言，大学英语的知识积累加上过度地

倾向保持目的语文化身份，往往也会在跨文化交际中迷失，无法拥有平等、自信交流的基础。

5    培养大学英语学习者文化主体意识的具体举措

5.1  适度提倡母语文化主体意识，有效促进大学英语学习者英语交际能力

在大学英语的教学期间，适度适量地渗透文化主体意识的培养，让学生意识到文化主

体意识中的重要性。但是在制定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时，要把握好适度原则，合理设

置课程和、进课程建设。要尽可能地纠正跨文化交际中母语文化或目的语文化的 “一边倒”

的不平等单向交际现状，重视“双向文化”教学。在教学中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大

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改变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忽视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现状，增

加中国传统文化教学项目，承认文化多样性并且尊重这种文化的共存。

5.2  融入职场情境，将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与成就性动机结合起来，推进高阶学习

对于已经就业的国贸专业的毕业生而言，大学英语教学应该与时俱进，引进新的教学

手段与方法，比如微视频和网络多媒体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将大学英语教学与职业教育相

结合，通过艺术和情感融入，以职场情境模拟、角色扮演和游戏竞赛等方式体验协同工作

技巧和英语语言文化沟通技巧，提升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成就性动机共同打造成果为本

的大学英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英语言交际的能力，提升学生职场应对能力。

5.3  培养一线大学英语教师社会文化素养，鼓励教师结合网络资源、学生群体特点及专业

特色开发相关教学资料和微课资料库，以适应新形势下学生群体的变化和要求

大学英语一线教师自身社会文化素养的培养与提升显得举足轻重。在对所研究院校的

一线大学英语教师的随机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大学英语教师都承认了文化在英语教学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跨文化交际是一种双向平等的交流，但限于自身中国文化素养的缺乏

和相关教学管理政策的配合以及教材资源不足等原因，培养提高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

的实际能力还是属于教学实验探索阶段，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惯例。受访的教师表示都在

努力尝试在教学中这方面的探索并积极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挑战。因此应该从学校政策层

面角度鼓励教师积极探索成熟的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模式，系统全面地制定评估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标准，整合适合自身院校学生发展要求的涵盖中国文化的教学资源，努力将培养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主体意识的举措落到实处。

6    结语

培养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是成功地开展跨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文化全球化大趋势下

不同民族间文化互补与融合的时代需求。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是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

部分。苟丽梅指出：只有了解本民族文化的英语学习者才能对目的语文化更深入地进行剖

刘  岚：大学英语学习者文化主体意识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基于广东白云学院国贸专业学生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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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取舍，并将中国古典的文化精髓介绍给西方，致力于向世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3]

在全球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只有双向平等的跨文化交际才能真正实现双赢。目前“中国文

化失语症”普遍存在，母语文化教学应该成为外语文化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外

语教学中加强母语文化教育不仅能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习得目的语文化，更能提高学生的母

语文化素养，综合评价、鉴别文化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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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English Learners——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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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equal exchange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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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英语教育应适应国家和区域经

济发展需要。以“两轴一线”大学外语定位

理论为理论指导，以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对应

用型英语人才的培养需求为现实依据，基于

多维度教学目标、多层次英语课程、仿真性

教学环境、情境化教学活动和形成性教学评

价五个层面的“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

体系的构建能有效促进英语的人文性和工具

性、通识性和学科专业性的相互融合，顺应

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符合不同专业的学生对英语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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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面的研究。

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2016-2022 年中国广东省区域经济行

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广东是经济大省，

以制造和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强省，走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

列，连续十几年经济总量领先于中国其他省份，如地区生产总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旅游总收入、货物运输周转

总量等。广东省独特的地域经济发展需要大批服务于区域经济、

既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精深知识、又有良好的外语应用能力的应

用型人才。但现实情况是虽然许多大学毕业生都持有四、六级证书，

但其英语应用能力并不能满足工作岗位的需求，学生适应社会和

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这反映

出进一步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应

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培养需求进行系统的调整建设。

1     研究理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 》

指出：“高等教育应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引导

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

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1] 丁仁仑和戴炜栋

认为“大学外语教学定位不当。中国不同地区外语教育情势各不

相同，教学目标不必整齐划一、千篇一律。”[2] 他们提出了“两轴

一线”大学外语定位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既要

发展符合国家与社会需求的大学外语教育，激发激励高校甚至学

习者个体‘各奔前程’，同时又要避免散乱无序的发展带来的无

效教育、低效教育或者不同程度的教育重复浪费。高校大学外语

教学应以高校大学外语教学的地域性与学科性为纵轴，人才培养

的需求性与前瞻性为横轴，以及大学外语师资建设为保障性来探

讨大学外语教学的科学定位和规划。”[2]

广东地区是中国最早成功推行改革开放的区域之一，率先建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建设

——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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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45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粤O-L0150283（2016）02-09

基金项目：2015年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育研究项目 (GDJY-2015-C-b043)；

                    2015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工程立项建设项目（CXQX-ZL201510）



22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3 卷第 2 期    VOl.23    NO.2

立开放型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其独特的地

域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大批服务于区域经济、既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精深知识、又有良好

的外语应用能力的应用型人才。随着广东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高校能否适应广东新

的经济发展形势呢？大学英语教学能否满足广东地区各用人单位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呢？基

于这些问题，课题组以广东省毕业生就业单位为调查对象进行了题为“大学英语课程的人

才培养是否符合地域经济发展需要”的调研，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广东地区的人才培养现状

不尽人意，大学英语教育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问题如下：大

学英语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够明确；课程体系职业性不够突出，不能满足企业的实

际需求；通识英语与学科英语不能有效衔接，不能满足不同专业的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英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不能融合；大学英语课程的师资力量还比较薄弱。

广东白云学院地处珠江三角洲，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首批“应用科技大学改革研究试点

院校”，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为宗旨，

培养具有健全人格、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强烈创新意识的应用型、复合型、开放型高级专门

人才”。为满足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对应用型英语人才的培养需求，在建设应用型大学的背

景下，广东白云学院进行了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大学英语课程建设探索。笔者作为广东白云

学院的一名大学英语教师，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基于“两轴一线”高校大学外语教学定

位理论，对大学英语课程的改革建设进行研究，试图构建基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分类

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以图能解决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2    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建设

2.1  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建设目标 

根据大学英语课程人才培养现状的调查结果，基于广东地域经济和文化发展特点对应

用型人才的需求、广东企业对所需人才的英语要求以及学生对英语的专业化和个性化需求，

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建设的最终目标设定为“把大学英语课程建设成一门培养学生英

语综合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综合人文素质、满足学生学科英语需求、促进学生职业潜能的

发展的应用型专业辅助课程”，使培养的人才满足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

2.2  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此次课程建设以人文教育为基础、以学科内容为依托、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并配之以

师资建设作为保障，尝试构建“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将英语的人文性和工具

性、通识性和学科专业性相互融合。该体系主要包括以下 5 方面内容：确定多维度教学目

标、开设多层次英语课程、创设仿真性教学环境、设计情境化教学活动和实施形成性教学

评价（图 1）。

2.2.1 多维度教学目标

2007 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

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

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①根据此教学要求和广东区域人才需求目标，大学英

语课程的教学目标设定为“培养适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和较高文化

①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

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中国社会发展

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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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素质，既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精深知识，又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基本技能，尤其是

具备良好的英语交际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英语人才”。分类目标根据学生的三个大类即

艺术类、理工类和经管类分别制定，满足学生的专业类发展需求。个体目标则由学生和教

师根据学生本身的学习水平和能力进行制定，主要靠学生自己实现，教师监督并提供帮助。

2.2.2 多层次课程设置

桂诗春提出外语学习的几大需求：一是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二是满足社交需要，三

是满足专业 ( 职业 ) 需要 [3]。在课程设置方面，通过对学生的英语课程需求的调查，结合

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实际水平，建立“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见图 2。具体而言，

“分类”是指根据学生英语水平的差异将学生分为艺术类、理工类、经管类三大类别；“递

进式”是指英语课程的设置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分为基础英语课程、拓展英语课程和学

科英语课程，学生由基础英语学习到英语技能拓展再到学科英语学习，以实现由基础英语

学习到专业英语学习的自然过渡。该体系既能实现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四年不间断，

图 2  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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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稳步提升，又有利于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职

业发展需要。

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的具体设置如表 1 所示。基础英语课程为大一必修课，根据

学生的学习水平进行分级设置，设为三级：大学英语预备课程、综合课程 1、综合课程 2，

开设对象分别对应于艺术类学生、理工类学生、经管类学生。学生在完成基础英语课程学

习后进入大二的拓展课程学习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语言技能、文学文化和科技英语三个

课程组，针对学生的语言技能提高、文化素养提升和实用技能训练分别开设多门课程，学

生可根据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选修任何课程学习。在学生英语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在大三和

大四学年开设以学科方向为类别的英语课程，如商务英语、财经英语、工程英语、动画英

语等，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发展需要。同时为大四学生开设学术英语课程，主要满足部

分英语学习较好的学生对学术英语能力的需求，旨在培养学生用英语支撑专业学习及进行

学术交流的能力。无论在那个学习阶段，课程教学内容设置都会注重人文素质教育，力图

实现英语的人文性和工具性、通识化和学科专业化的相互融合。

开设时间 大一 大二 大三 / 大四 大四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课程类型 基础英语课程 拓展英语课程 学科英语课程 学术英语课程

课程内容
大学英语

预备课程

大学英语

综合课程

1

大学英语

综合课程

2

语言技能

类课程

文学文化

类课程

科技英语

类课程

商务英语，财经

英语，工程英语、

动画英语等课程

文献查阅，学术

写作，国际会议

英语等课程

2.2.3 仿真性教学环境

建构主义最早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他认为教师要努力给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

环境，要帮助学生协调各种学习活动，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4] 全球信息化和传

播媒介新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大学英语教学朝着“个性化、协作化、模块化和超文本化” [5]

的方向发展（图 3）。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表 1   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图 3 仿真性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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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多模态读写能力和创新能力，需要为学生创设形式多样的仿真性或

真实性语言环境。仿真性教学环境的创设从课堂学习环境、课外语言实践活动、英语网络

学习平台、校外实习四个层面展开，其目标是为学生搭建“课内语言操练、课外语言实践、

网络语言学习、校外企业实习”四位一体的大学英语语言实践平台。

在课堂学习环境方面，大学英语教学应首先注重人文环境的创设，即积极创设“以学

生为本、师生共融型”学习环境，树立人文关怀意识，关注学生个体个性发展，推行人文

素质教育；同时注意将英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结合，创设仿真语言环境训练学生的语言

应用技能。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1）将大学英语教学定位为人文教育课程 , 在制定

教学大纲和计划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通过人文知识、人文价值观的学习来提高学生

的英语综合技能训练 , 而不是一味强调技能和应试训练；2）教师要树立人文关怀意识，

付出爱心、真心、热心和耐心 , 以爱施教 , 以情育人 , 既严格要求 , 又善于灵活处理和对待，

努力创设优良的课堂教学环境和融洽的师生、生生关系；3）改善课堂教学模式 , 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和兴趣 , 增强其自信心、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 使学生主动配合 , 力争在

轻松愉悦的课堂气氛中使学生掌握知识、发展能力 , 优化其态度、情感、价值观念、信仰等 , 

不断提升其人文素养，使其观念由“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向“掌握学习知识、发展能力

的方法”转变 , 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发展；4）大学英语教学还应致力于培养学生良好

的道德品质与人格魅力，通过终极关怀践行大学人文教育与英语素质教育的结合，以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文素养宽厚、实践技能高超，且具有开创精神的高素质

人才。

在课外活动方面，拟开展大量的丰富多彩的英语实践活动，其内容和形式为学生实际

应用英语而设置，从以下四方面展开：氛围营造模块、文化拓展模块、技能提高模块、才

艺竞技模块。氛围营造模块的活动如“双语化”校园、校园英语日、英语广播站、英语文

化橱窗等为学生营造英语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用英语交流的积极性；文化

拓展模块传播英美社会文化知识，扩大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

力，主要活动包括英美影视欣赏、英美文化讲座、西方人文知识竞赛、西方节日系列活动；

技能提高模块的活动主要有英语角、宿舍英语、校园英语报、英语晚会等，为学生创造形

式多样的仿真性语言情景和浸入式语言实践环境，使学生浸入到语言交际中，提高学生英

语综合应用能力；才艺竞技模块则主要设置各种比赛，如英语辩论赛、英语写作大赛、英

汉微纪录片大赛、英文广告创意大赛、英语短剧表演比赛、英语主持人大赛，为学生提供

展现才能的平台，推动大学生英语学习热情，多方面促进大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

网络学习平台也是教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网络学习平台包括新视野大学

英语网络在线自主学习平台、大学英语网络课程和立体化大学英语教学资源库，能实现“教

师网络教学、学生自主学习、网络测试、网络监控”的四位一体。立体化大学英语教学资

源库是网络平台的建设重点，按内容分为六个子库：课程资源库、阅读资源库、写作资源

库、视听说资源库、试题库和学生语料库（图 4）。该资源库将涵盖听、说、读、写、译

各方面内容，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丰富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源，辅助于大学英语

教学，实现课堂教学与网络学习的相辅相成，将成为教师的大学英语网络教学资源平台和

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平台。大学英语网络学习平台的建设将实现知识、技能、文化素养培

养的三位一体的培养目标。学生通过平台不仅可以学习英语知识，训练英语技能，还可以

进行专业类英语阅读和翻译，促进自己专业技能的提高，实现英语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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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生还可以通过平台的文化阅读和翻译等拓展文化视野，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以上所述三项可以为学生的语言实践全面打造仿真性语言环境，而校外实习可以为学

生提供真实的语言实践机会，主要包括社会调查、学习参观、企业实习等方式。在国内，

应充分利用区域资源，既要与各类大、中、小型企业开展项目交流合作，又要争取与各企

业建立长久的实习就业合作关系，建立校外实习基地。这些措施可以促使高校根据本区域

的现状和发展需求有的放矢地培养区域英语人才。同时还应积极开拓国外企业实习项目，

如广东白云学院“暑期美国带薪实习项目”已输送了大批学生去美国进行实习，学生在英

语本土环境中通过真实的情景进行语言实践，其语言应用能力得到切实的提高。校外实习

使学生将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实增强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专业能力

和就业能力，促进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2.4 情境化教学活动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

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

的方式而获得。[6] 情境是建构主义理论所强调的重要学习因素之一，大学英语教学应尽可

能为学生创设语言实践的情境。

与“仿真性教学环境”相一致，大学英语在课堂、课外、网络学习和企业实习指导方

面尽可能地为学生创设使用语言的情景，全方位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在课程内容上，大

学英语教学实施“项目化”学习，教师根据每学期英语课程的单元主题设定相关项目，学

生以“项目”为载体，以“团队合作”为主要形式，进行“探究式学习”。学生自己制定

方案，查阅收集信息，完成研究，并用英语进行成果汇报。课程内容的项目化体现了英语

图 4  立体化大学英语教学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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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实践性特点及应用性要求，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在教学方法上，大学英语教学进行情境化教学，

为学生创造进行语言交际的机会，最大限度地让学生进行语言实践，以学生为中心，充分

发挥学生主动性，从而培养其语言应用能力。

2.2.5 形成性教学评价

大学英语课程采用形成性评价模式，建立有效的对学生英语能力的评价体系。形成性

评价包括学生自我评价、学生间互评、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等。形成性评价可以采用课内学

习情况记录、课外活动记录、网络学习记录、访谈和座谈等多种形式，以便对学生的学习

过程进行观察、评价和反馈。基础英语课程形成性教学评价体系包括以下几部分：平时成

绩占 50%，其中包括课内学习（40%）、课外学习及网络自主学习（40%）、考勤（20%）；

期末考试成绩占 50%，其中包括笔试成绩 ( 60%) 和口试成绩 ( 40%)，具体如表 2 所示。

总评 100%

平时成绩 50% 期末考试成绩 50%

课内学习 40% 课外学习及网络自主学习 40%

考勤

20%

笔试

60%

口试

40%课堂参

与 10%

小组活

动 10%

作业

10%

测试

10%
预习 5% 听  10% 读 10% 写  10%

译

5%

这种形成性教学评价体系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和学习效果，加大对学生学习过程考核

力度，丰富过程考核形式，对学生的评定更加全面、客观、准确，有利于学生随时了解自

己的学习水平，从而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3    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建设的初步成效

尽管大学英语课程建设还在进行之中，很多措施尚待实施完善。但为了了解大学英语

课程建设的初步成效，它究竟对大学生的英语学习起到了怎样的促进作用，项目组成员对

大一和大二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采取匿名的形式，告知学生本调

查的目的是为了充分了解大学英语课程建设的效果，所得结果仅作为研究数据，没有任何

负面的影响，不要有任何顾。632 名学生参加了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589 份。项目组成员

对于所有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了数据统计，并根据统计数据作出了科学分析。结果显示大

部分同学认为大学英语课程建设的取得了一定成效，其极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了大学英语教学。项目建设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语言输出的机会，将“课堂

语言训练、课外语言实践、网络语言操练”紧密结合，为学生创设形式多样的“仿真”语

言环境和尽可能多的真实语言交际机会，使学生最大可能地进行听、说、读、写、译各项

能力的训练，从根本上解决学生使用英语难的问题，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保证了大学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2）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内容

的“项目化”体现了英语学习的实践性特点及应用性要求，能充分调动学习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并能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第二课堂活动突出了互动性原则，也满足了学生的社交需求。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英语

表 2 基础英语课程形成性教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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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了自学能力，提高了其学习的兴趣。

3）为学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英语的氛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文语言学习环境。

学生自愿参与各种活动，学生的被动学习转化为自觉学习。它以灵活的方式和新颖的内容

激发了学生的兴趣。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延伸，它通过创造宽松、自然、真实的语言环

境，使学生在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的情况下，把在第一课堂中所学的知识灵活运用，把语

言知识变成了语言能力。

4）培养了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团队能力。在第二课堂活动中，那些性格开朗、外向、

善于交际的学生，参与的主动性高，他们的热情也容易感染那些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思

想的同学。

5）促进了学生专业技能的提高。专业技能平台的搭建将外语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

相结合在一起，使大学英语教学实现其社会辅助功能，培养学生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

外语人才”，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和就业质量。

4    结语

大学英语教育应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随着广东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向

型经济凸显，对大学毕业生的英语能力和专业技能要求也不断提高。而目前，大学英语教

学强调语言基础和语言基本技能的掌握，未能充分结合学生专业需求和未来职业发展需要，

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应用型、复合型英语人才的需要。基于此，笔者提出了相应的大

学英语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尝试建设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并从教学

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环境、教学活动、教学评价及师资队伍建设六个方面探索了具体的

建设路径。

虽然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是以广东白云学院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为原型提出

的，但其视角基于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地域性与学科性和人才培养的需求性与前瞻性，具

体框架的构建依据于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和学生的个性化英语需求，具体内容以

人文教育为基础、以学科内容为依托、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因此该体系具有适用性、科学

性和前瞻性，其中的一些大学英语改革的途径和措施能为广东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

一定的参考：首先，从区域经济发展人才需求的角度看，广东高校的大学英语建设应该确

立培养应用型、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建设目标；第二，加大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力度，

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和专业化需求设置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英语课程，包括基础英语课

程、拓展英语课程和学科英语课程，切实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需要；第三，为学

生打造校内和校外语言实践平台，塑造仿真性或真实性语言环境，大力推进校外实习基地

的建设，达到岗位英语使用的零距离，提高学生的英语技能和专业英语应用能力；第四，

完善形成性教学评价体系，建立有效的对学生英语能力的评价体系；最后，发展完善大学

英语师资队，建立一支具备英语技能、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

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应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市场需求为主导，重新进行教

学定位，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设置英语课程，培养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

英语人才，使大学英语教育切实服务于地方经济，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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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fied and Progressive College English 
Course Based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SONG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China)

Abstract: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should meet the needs of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orientation Theory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e 
demand for applied talent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fied and Progressive Cours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which is carried 
out from multidimensional teaching objectives, multilevel course setting, simulation environment, 
situated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 The construction will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humanity character and instrumental function of English and the integr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disciplinary specialty edu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so as to meet the 
demand for applied talents and personalized needs of students in different majors.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llege English; Classified and Progressive Course 
System；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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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微课在教育界掀起了巨大

波澜，众多高校已在微课领域做出了有益探

索。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遭

遇严峻挑战，在“危”现之时，正是“机”

出之际。通过构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

课程体系，以开发广东革命历史资源为依托，

以期为广东地方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慕

课时代的课程建设做出有益探索。

关键词：慕课；微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

想政治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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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TED 与可汗学院将微型网络教学视频带入社会公众的视

野以来，这种以微视频教学为核心载体，依靠网络教学平台的网

络教学模式便开始在国际教育领域掀起波澜。而近年来在由世界

名牌大学引领的慕课（MOOCs) 浪潮中，教育界对微课的理解与应

用日趋成熟深入 ,Coursera、Udacity、EDX 是国际上影响力最大的

三个慕课平台，许多国际名校在这些平台中推介自己的王牌课程，

并且注意将课程进行进一步的深加工以适应网络教学，而微课是

他们的一个主要选择模式，如国立台湾大学吕世浩先生的《秦始

皇》、《史记（一）》等课程受到学生的追捧。在国内，爱课程

微课、清华学堂在线、网易云课堂则是主要的微课教学应用平台。

可以说微课已经是时下教育界的一片蓝海，国内外各大高校纷纷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期待在慕课可能引起的教育革命时代能够

引领时代潮流，至少不被这次革命所抛弃。

1    慕课时代加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建设的意义

1.1  慕课时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危”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领域，如何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更易受到学生们的接受和喜爱，从而达到育德育人的教学目标，

是一线教育工作者一直孜孜不倦地探求所在。自“05 方案”实施

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取

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现实情况也告诉我们：教学实践并未像理

论上探究的如此之理想，教学效果大多难以达到应有之预期。下

面以“纲要”课的教学为例进行说明。

1.1.1 慕课时代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消解与挑战

当前大学课堂教学缺乏其应有的深度。许多课堂停留于基础

教育阶段的知识灌输，教师满堂灌式的教授知识，学生一如既往

地吸收教师传授的知识，这样的课堂仅仅只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

而缺乏师生以及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更遑论所谓知识的创新。

基于慕课时代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微课程体系的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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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学理念的固化，部分教师依旧侧重对学生理论的训练，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则欠关照。

而青年大学生“不满足于照本宣科，不喜欢蜻蜓点水式的‘联系实际’，要求理与趣、情

与智的和谐一致”；‘纲要’课程与中学内容的部分重复，使他们一定程度上缺乏学习的

热情和动力，在此情况下，如果教学仍停留在‘我讲你听’的模式上，势必影响教学质量

和实效。”[1] 因此，当教育界都在大力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之时，如何真正将理

论落实到实践的探索也需要群策群力。

另外，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当代“90 后”大学生获

取信息的便捷性、学习内容的多样性、学习方式的多样化、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

的多维性等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可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权在慕课时代正被逐渐

肢解并不是危言耸听。

1.1.2 慕课时代名校名家公开课对于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的挑战

中国知名高校及知名学者掌握着最为丰富的教学资源，加之他们普遍重视科研，科研

与教学在部分高校形成良性互动。这类高校在慕课的制作和利用上，也走在此次教学变革

的前列。根据教育部社科司制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创新计划》的要求，由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研究中心联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研制推出的首批 5 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慕课课程已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同时在“爱课

程”网中国大学 MOOC 开课。[2]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领域，除了武汉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之

外，还有诸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教学团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慕课领域里都有了比较深入的探索。由于慕课的开放性，各类社会人群包括在校大学生

都可以选修这些学校公布在网上的课程。现在找不到权威数据来说明选修名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在校大学生人数的数量有多少，但可以预见的是，基于名校名师效应的影响以及网

络的推广，这个数目应是较为可观的。因此，名校名师的课程教学，就有可能让部分学生

对本校教师的教学产生一定程度的质疑乃至排斥。许多高校教师对慕课的排斥就源于此种

担忧：如果慕课全面普及了，普通高校的普通教师究竟何去何从？

面对新的教学手段带来的挑战以及名校名师的竞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主动迎

接挑战，积极进行变革，变“危”为“机”。

1.2  慕课时代为创新教学改革带来的“机遇”

作为新兴事物，在国内教育界，胡铁生最早在 2011 年提出“微课”的基本概念：按

照新课程标准及教学实践要求 以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 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针对某

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教与学活动的各种教学资源有机组合。[3] 余胜泉、陈敏认为“应

从‘课’的角度来理解微课的内涵，在‘课’的基上强调微课本身不是一种学习资源或材料，

而是包含了学习内容活动评价等要素的教学服务。”[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体系，

在作者看来，就是以微视频教学为主要载体，在教学平台上提供给学生或者用于线下课堂

的翻转教学，辅以实践教学活动、评价等要素的教学服务体系。

1.2.1 有利于创新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创设“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这是时下最受推崇的一种微课教学模式：学生在线上进行课程学

习，并在线上进行答疑，如果仍有疑问，学生则将疑问带入到实体课堂。实体课堂不再进

行知识性的传授，而是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答疑讨论，在讨论中将线上的疑问进行深

入辨析，并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辩论，从而达到深度学习目标。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教

师不再是一言堂的教主，而成为了一堂讨论课的组织者，也成为了和学生一样的平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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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此时的教师不能仅仅是“一桶水”的水平，而应成为“源头活水”。

1.2.2 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高教学实效性，提供契机

传统课堂教学，教师容易陷入“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即使教师教学水平再高，也易

致学生在课堂上产生疲倦，注意力难以高度集中，从而导致课堂教学实效性偏低。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为大合班教学，师生互动性较低，教学实效性更是难以保证。微

课程体系构建后，教师的着力点将由过去的重讲授，过渡到引导学生对课程理论问题的深

入探讨和辨析。课堂教学深度的拓展，将逐步改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知，并进一

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的教学实效性。

2    慕课时代构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体系的探索

慕课时代，应用微课程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一大契机，加强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的深度和有效性 , 已经有部分高校正在进行实践，如复旦大学的《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浙江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这些改革应该说是取得了诸多成果，

但仍旧有一定的改革拓展空间。

2.1  微课程资源建设的突破口——广东近代丰富的革命历史资源

随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推进深化，越来越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意识到地方历史资源开发的重要性①，其中“纲要”课教学资源开发备受重视，并且

已经取得了一批教学科研成果②。研究者多注重在将本地域的革命历史材料作为授课时的

素材，以及带领学生到相关革命纪念基地、纪念馆、博物馆等进行课外实践教学。作为“纲

要”课程的有效补充和再开发，两者都不失为将“纲要”课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

较好途径和举措。然而理论与实践仍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要保障学

生的人身安全，以及经费支出等原因，课外教学实践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大规模地进行，

其覆盖面和效果也因之大打折扣。如何弥补这一缺憾，使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实践当中的

地方革命历史资源有机结合，并能够高效率的进行推广，那么以广东革命历史资源为基础，

借鉴学界其他研究者和实践者在“纲要”课教学中的有益探索，建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微课程体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深入的矛盾。

为何可能解决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实践不能大规模推广的矛盾呢？主要基于两方面的

因素。第一、众所周知，广东坐拥丰富的革命历史资源。广东是中国近代最早遭受资本帝

国主义侵略的地区，亦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策源地。广东在近现代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

的革命志士，如孙中山、廖仲恺、叶剑英等；也发生了一件又一件可歌可泣的革命大事件，

如三元里抗英、七女湖起义、广州起义等。这些革命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纲要”课提供了

无比丰富的素材，且在过去的教学中有较深入地开发应用。第二、广东白云学院每年招收

①由于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我们将诸多研究者使用的“红色资源”“乡土资源：“地方历史”“地方历

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区域史”等专有名词，归于“地方历史资源”这一专有名词，以便于研究。

②参见皮伟：地方历史文化与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以闽地历史文化为例，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12 期；张勇：略论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的运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0 年第 23 期；张慧玲：山西区域史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价值与路径探析，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 年第 7 期；岑红：地方史资料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优质教学体系的构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谭颖华：试析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实践教学中的运

用——以广东肇庆为例，2012 年 10 月总第 435 期；张瑾、仝瑞中：浅析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课教学中的运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 年第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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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多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莘莘学子，但是作为隶属于广东省教育厅的地方民办高校，

生源主要还是来自于广东各市县。因此，利用好这些革命历史素材，能够贴近学生的生活

成长环境，是学生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具有“了解之同情”，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

乡土之情，进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微课程体系，结合各地的特色资源进行本土化改造，进一步落

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更好的贴近学生的生活、学习是改革的一个可取方向。因此，广

东白云学院思政部教学团队，计划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着手，构建《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微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实践——基于广东革命历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2.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与制作

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教学内容专题设计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三点：

一是要紧密围绕近代中国人民、中国历史的“三个选择”为逻辑主线，微课因其内容

短“小”、多而容易杂乱无章，要做到精而不乱，必须有明确的逻辑主线，所有的主题都

必须围绕主线展开。

二是点、线、面结合，开阔视野，增强比较。沙建孙先生强调在“纲要”教学中应把

握几点：“(1) 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近现代史 , 注意联系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和世界

大势论说中国问题。(2) 除政治史外 , 加强对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反映。(3)

进一步通过比较研究 ( 包括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主张、建国方案的比较 , 各种社会思潮的

比较等等 ), 来说明与“三个选择”有关的问题。(4) 全面地、实事求是地阐述有关的历史。

如在讲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之前 , 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 以及其爱国官兵

抗日的积极表现等作必要的说明；注意阐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 , 全面地分析

其积极作用和历史的局限性”[5]。

三是必须对课程内容体系进行整合，要根据微课特点“微”“活”“透”“趣”来选

择一些内容进行微课设计，“微”就是一个小的历史视角，“活”就是鲜活的历史画面或

场景，“透”就是在鲜活的历史场景中身临其境内，更容易通透历史，“趣”就是让学生

喜闻乐见、生动有趣的形式中接受“微”课中的大道理。

在明确相应的教学理念，并设计教学专题内容后，就进入了微课的录制阶段。微课制

作既是一种教学形式、手段，作为教学一个有机部分，也可作为一种教学资源，提供给学

生课后自学。微课的制作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 录播室录制教学微课。录播室录制的教

学内容，宜以理论深度较强的内容为主，例如“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2) 现场教学录制。这种录制方式，宜深入到能够引起学生情感共鸣的革命历史现场进行录

制，如三元里抗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等；3) 学生录制历史微电影。

过去几年，广东白云学院思政部教学团队在“纲要”课的教学中，让学生开展了“历史微

电影”拍摄活动，放手让学生去选择主题，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为了拍摄好一部微电影，

学生只有在较深入地了解相应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间的纠葛，才能在史实之基础上进行再

创作。从以往实施的效果来看，通过微电影的拍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课堂教学的深度

得到了较大提高。因此，在微课的录制中，通过任课教师的指导，可以让高年级学生的优

秀微电影作品再进行深加工，达到能够进行网络传播的水平，这样的微电影也可以做为微

课视频资源。此时，教师和学生成了平等的教育者和学习者，同时能让后来的学习者感受

朋辈教育，其学习效果可能更好。

2.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教学的运行与考核评价改革

刘龙华，桑立群：基于慕课时代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体系的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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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的运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的微课内容录制上传至网络教学平台后，并不意味着如

传统公开课那样，就可以进入到上级考评验收阶段，而是具体到实际的运用运营环节。微

课的运行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可供选择：1) 纯线上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不见面，学生仅

通过观看学习由若干个 5 到 15 分钟左右的微课视频，进行在线学习，如有疑难问题可在

平台上提出，从而得到教师和平台其他学习者的回复，从而形成课程的网络互动；2) 微课

嵌入传统教学模式。在此种模式下，微课内容做为传统课堂的一个补充，在课堂教学时，

教师可灵活运用已经制作好的微课内容，在其认为必要时，将微课内容播放给课堂内的学

生观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2.3.2 考核评价体系改革

微课程将课堂大部分放到了线上，其考核方式与评价体系就理应在传统体系的基础之

上有所变革，改变传统应试教育模式下仅针对知识点的死记硬背的考核方式。微课作为支

持移动学习的微型课程，除提供学习资源学习活动外，还应包含能够对学习过程和结果进

行评价的学习评价方式，包括过程性评价、发展性评价、评价及时反馈机制以及融入课程

的整体评价。

过程性评价 : 过程性评价是微课评价的关键。微课学习评价不能仅依赖于最后的考试，

而应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通过学习活动交互与评价指标，在跟踪用户学习

行为、学习时间、学习过程信息的基础上，对学习效果作出评价，全面反映学习情况。 “纲

要”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不在于学生最终掌握了多少历史知识点，而在于

通过对中国革命史的学习，加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

因此，在微课程体系的学习中，将学生置于历史情境当中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过程性

评价正能反映学生在情境当中的学习效果。

发展性评价 : 微课的评价应多元化，即根据学习者的特点采取多种评价方式，包括教

师评价、同伴互评和自我评价，并将评价结果记录到个人学习档案中，促进学习者的发展。

评价多元化有益于师生提高参与热情，并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微课程体系的建设不会一蹴

而就，作为新兴事物，仍有待发展与完善，其完善工作也不能囿于教师一方。学生的同伴

互评和自我评价，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体系的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源。

及时反馈评价结果 : 及时反馈机制能使评价内容和结果及时反馈给学习者，使他们及

时了解自身的学习情况并调整学习策略。课程的教学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而不是以完成所

谓既定教学任务为目标。当有学生学有余力时，应当适当提前其教学进度或加入其它难度

较高的学习任务；当有学生难以跟上课程之时，教师也应适时择机介入其学习过程，助其

能够尽快进入到学习状态。及时反馈评价结果，能够最大限度的完成这一目标。

融入课程整体评价 : 微课的评价数据应融入课程的整体评价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目

标、教学活动设计教学方案和评价体系。在评价方案中，每个知识点应占一定的分数比例，

分值的设置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每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都应进行考评和测定，并记录在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强调在情境当中的学习体验，但学生对基本知识点的掌握也不能弃

之不顾，只有掌握了基本的史实，才有可能回到历史现场的体验。

线上的学习、讨论和课程评价，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挖

掘可以对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进提供可靠依据。桑新民先生等人认为过去的课程是缺乏

数据支撑，所以课程设计只能是整齐划一的“工业流水线”，培养的是“标准件”，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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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差异和创造活力被扼杀了。在此基础上桑先生进一步认为大数据给教育领域带来的

变化是，“使因材施教的古老教育理想真正变为现实，引领课程走向复杂多元的创新模式，

发挥大学在优秀人才早期发现和个性化高效培养中的巨大价值”。[6] 广东白云学院《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体系的建设，所追求的也是“复杂多元的创新模式”，为培养优秀

人才而服务。

2.4  制度保障

微课程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教学模式，如要取得学者和社会人士所期许的改革成果，

即让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各种设备在零散的时间进行学习，从而完成学习任务或至少

完成部分学习任务，那么除了前文所提及的技术层面改革之外，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改革

予以保障。

首先，明确微课程的定位。在学校层面明确微课程和普通课程具备同等的地位，如学

分的认定，使微课程在师生间不被另眼看待。

其次，获得其他部门的协调配合。微课程的制作与运营维护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课程

教师负责教学设计、授课录像和课后管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微课程的技术支持和运营

工作需要完成，而多数课程教师在技术这一环节是比较薄弱的，因此还需要学校其他部门

的配合，特别是电教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支持，微课程的整个生态运行才能够较为

顺畅。所以，通过制度建设调动其他部门参与微课程建设的积极性也是不可或缺的。

再次，尊重微课程项目组成员的劳动成果。微课程将原来的课程进行重新建构，以适

应互联网时代“短”“平”“快”的特点，方便学习者的学习。此种便捷性是建立在微课

程项目组成员精心备课的基础之上，基于互联网的备课和课程建设所要耗费的工作时间比

传统课堂要长得多。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的调查显示“近 90% 的教师认为课前准备时

间太长”[7]，虽然这只是基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调查结果 ，但对于高等教育也具有一定参考

意义。桑新民先生也谈及微课备课问题：清华大学于歆杰副教授负责的《电路原理》课程

的授课备课时间比大约是 1:16。①而这仅仅是备课的时间，还不包括后期的运营、对学生

的管理和作业的批改等工作。一门互联网微课程的出炉，凝聚了整个教学团队的智慧和心

血，其智慧知识密集度较高。基于此，微课程项目组成员的劳动成果需要得到尊重，他们

工作绩效的认定也因之不同于普通课程。总体来说，对负责微课程项目组教师技术人员的

考核评价要在原有评价体系上进行重构，以体现慕课时代微课程制作运营的特点。

3    结语

所有教育教学改革，都不能只为了标新立异而生，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改革的最终

落脚点是为了更好的完成教学目标，让学生掌握好学科知识和理论方法，促进学生长远发

展和成长。恰如张应强先生所言“高等教育是解放人和完善人的，而不是用技术和实利来

束缚人和限制人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达臻自由个性，提高人的

生命质量。”[8] 也就是说微课程的建设眼光不能局限于技术层面，而要着眼于整个课程体

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微课程体系建立之后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

逸，还必须在运营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并实时更新，将微课程体系建设成《中国近现代史

① 2014 年 11 月 29 日，桑新民先生在广东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高级培训班上做《教育信息化

新阶段的挑战和机遇》的报告，论及了微课备课的工作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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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其成为常态有效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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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EDA 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项目化教学改革的方案，

将 EDA 相关知识点的学习和动手能力的培

养贯穿于各个项目中。教学实践表明，项目

化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学生

EDA 技术综合运用能力和电子产品设计能

力。

关键词：教学改革； 项目化；产品设计能力；

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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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电子信息工程方面的

研究。

EDA 的全称是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即电子设计自动

化。EDA 技术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电子产品设计自动化的新技术 [1]。

EDA 技术以计算机为工作平台，以可编程逻辑器件 PLD 的软件及

实验开发系统为设计工具，以硬件描述语言为系统的设计语言，

用软件方式进行元件建模和系统仿真，最终形成集成电子系统或

ASIC 芯片 [2]。EDA 技术的产生， 很大程度地减轻了设计者的劳动

强度， 提高了电路设计的效率和可行性。作为当代设计工程师，

利用 EDA 技术可以高效设计的同时，还可以进行精确的硬件抽象

和仿真，并保证产品开发的短周期和高质量 [3]。

EDA 技术目前成为电子类本科生必须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与

基本技能，国内许多高校的相关学科已将 EDA 技术作为一门重要

的专业基础课程 [4]。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 EDA 的基本概念

和原理、掌握 MAX+PLUS、Multisim、QuartusII、Protel 等开发平

台和仿真软件的使用、掌握 VHDL 语言的编写规范、逻辑理论和

算法， 并能从事简单的设计，为今后的实际操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使毕业生具有较强的社会竞争力 [5]。

1    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广东白云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 ,《EDA 技

术及应用》课程安排了 48 学时，其中理论 36 学时，实践 12 学

时。笔者从事这门课程的教学已有多年。根据教学经验总结出该

课程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理论教学主要是教师讲

授，学生听课；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教材，按照教材安

排的章节顺序讲解 EDA 的历史、可编程逻辑器件的类型和特点、

VHDL 语言的语法和相关的实例、组合电路的设计、时序电路的设

计和综合应用。理论教学形式单一，偏重语法知识的掌握，能力

的培养比较薄弱。学生在理论课堂上的积极性不高，理论的掌握

不牢固。实验教学的 12 学时分为 3 次课，一次课 4 个学时。实验

《EDA 技术及应用》项目化教学改革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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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软件的基本操作、译码器的设计和交通灯的设计。软件操作和译码器的设计为验

证性项目，交通灯的设计为综合设计性项目。所有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都能够顺利完成验

证性项目。但是设计性项目如果没有参考程序，学生就觉得很有难度，很难完成任务。所

以综合项目一般都是教师给出参考程序，学生才能完成项目，这样就很难达到培养学生电

路设计能力和编程能力的目的。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改变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改革。

2    项目化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施

2.1  项目化教学的简介

项目化教学的思想来源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倡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

该理论强调教、学、做三者不可分割，“教”与“学”都要以“做”为中心，教师讲授的

目的是教会学生做事情的方法，学生学习的目的是掌握做事情的方法。教师既要教理论，

还要实际操作，要在做的过程中传授知识。学生既要学习理论知识，也要动手实践，要在

做的过程中掌握方法。项目化教学也是以实施项目为中心，围绕一个完整的项目进行教学

活动，将实施项目贯穿在教学的始终。围绕具体项目所涉及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开

展教学活动，将传统单调的理论授课转换为做中讲、做中学，空洞的理论知识也变得生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更高，主体性更强。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学生既学习了知识和

方法，又锻炼了自身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项目最终

的完成可以使学生有成就感，能够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进一步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项目

化教学达到了全面提高学生综合职业素质的目的 [6]。

2.2  项目选择

项目化教学是以项目为载体，以任务为驱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在完成任

务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和实践能力 [7]。项目是教学的中心，项目

的好坏直接关系教学质量的高低。项目的选择要遵循一下原则：1）目标一致原则。项目

的选择要符合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要以教学大纲为基础，并以人才培养目标为方向进行

确定 ;2）知识全面原则。选择的项目要能覆盖教学大纲上规定的相关知识点。项目的设置

要依据教学知识点的难易循序渐进、承前启后，并能形成一个连贯的、完整的教学过程 ;3）

项目实用原则。选择的项目要与实际工作生活相关，可操作性强，具实际应用价值 ;4）能

力提升原则。选择的项目要能提升学生解决问题、实际动手和团队合作能力。让学生通过

项目的学习与制作掌握与电子产品相关的项目开发、设计能力。

依据以上原则，EDA 技术及应用课程共选择了 5 个项目，依次为：24 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交通灯控制器的设计、万年历的设计、音乐电子琴的设计、出租车计费器的设计、5 个项

目相对独立、各有侧重。项目都有具体的设计要求和可展示的成果，覆盖了 VHDL 的语法

知识、软件操作知识和数字电路的设计知识，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工程设计能

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2.3  教学实施

1） 以 24 进制计数器的设计为实例来具体阐述项目化教学的实施过程。在项目化教

学过程中将 EDA 课程分为五个项目模块，每一模块由若干子模块组成，每个子模块由若

干任务构成，每一个任务由任务目标、相关知识和任务实施三个相互连贯的部分组成，将

EDA 的知识点分布于这些任务中，当任务完成后，相关知识点也相应地学习完毕。24 进

制计数器项目分为顶层模块、分频模块、计数模块和显示模块。子模块所包含的任务及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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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知识点如表 1 所示。

项目子模块
任务及知识点

任务  知识点

分频模块
分频端口设计；分频算法设计；

分频程序的 VHDL 语言实现。

VHDL 程序的结构；进程；并行；流程控制语

句之ＩＦ语句；分频理论。

计数模块
计数端口设计；计数算法设计；

计数程序的 VHDL 语言实现。
数据结构；赋值语句；同步、异步理论。

显示模块
显示端口设计；动态扫描；

显示程序的 VHDL 语言实现。
动态扫描原理；复位控制；CASE 语句。

顶层模块 端口设计；程序实现。 元件声明；元件例化。

2）项目化教学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向学生讲明课程的安排、涉及的项目，以及组织

教学的方法。让学生改变传统被动听课的状态，及时调整为主动参与课程学习的状态。教

师建立一份学生宿舍档案，按宿舍号将学生分组，每组 3 个人。并建立一个 QQ 课程群，

在群里发布教学文件，文件中简明介绍项目模块的任务、要求和所涉及的知识点，并给出

指导意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团队合作，相互讨论，利用课程群及时与老师沟通。

EDA 项目化教学的教室选择在计算机实验室。实验室的计算机上都有配套的 EDA 开发软

件和实验箱。另外还提供教师机、学生机、投影仪、大屏幕和网络。学生在课室可以自由

走动，向老师请教、和其他同学讨论、交流。还可以通过网络学习、查找资料。项目化教

学的课外活动，学生要投入很多时间学习。以宿舍为单位来完成项目可以营造宿舍良好的

学习氛围，提升整个宿舍的学风，进而提升整个班级的学风。项目化教学的课堂上主要是

学生将课外的学习进行实践验证和修改完善。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

解决。项目化教学中，老师只是引导，学生才是主体。在任务的驱动下，教师被动的知识

传授转为学生主动的知识探索。通过小组讨论、总结、实践，将知识运用到实际项目中，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牢固，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实

际动手能力。

3    结语

EDA 技术及应用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笔者依据所在单位的学生特点以及本人多

年的教学经验对课程进行了项目化的教学改革和实践。相应地，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

方面相应地进行了调整。教学实践表明项目化教学的学生学习兴趣更高，学习状态更积极，

课堂参与度更高，班级学风得到很好的改善。学生对 EDA 技术的综合应用能力得到了增强，

课程整体的教学效果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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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Oriented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in EDA

YU Li-hong , LONG Nuo-chun, LIN Chun-jing
(School of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 510450, China)

Abstract: By researching the issues in the teaching mode of EDA，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cheme of teaching reform. The learning of EDA related knowledge points and the training of 
manipulative ability are combined with each project.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project 
teaching mod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nthusiasm of the students, gave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students, improved EDA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applied ability and 
electronic product design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Key words: teaching reform; project-oriented; product design ability; manipul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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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列入全省首批转型试点高校                       
建设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 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2016 年，省教育厅公布了广东省普通本科转型试点高校名单，广东白云学院作为广

东省 14 所普通本科高校之一顺利入围，成为全省首批转型试点高校，将率先转变为应用

型大学。

  2016 年 6 月，广东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引导部分普通本科

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实施意见，明确全省大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

原则上均要通过学校整体转型或部分二级学院、部分学科专业转型的方式，主动向应用型

高校转变。

  作为全省首批转型试点高校，广东白云学院将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

以建设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为目标，实施国际化引领战略和信息化支撑战略。深入推进“创

新强校工程”，加强产教融合、校政企合作，以内涵建设、质量提升、特色发展为要务，

以培养高级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为使命，以服务广东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己任，推动学

校建成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省内示范、国内一流、具有良好社会声誉的高水平应用技术

大学。

                                                                                                           （供稿：胡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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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项目教学法的教育理念，以建

筑学专业导论课的教学改革实践为例，在教

学中，以项目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探讨

导论课教学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并结合课堂实践，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

以期对应用型本科大学专业导论课的教学提

供借鉴。

关键词：建筑学专业导论；教学改革；项目教

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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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建筑学教育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建筑学专业导论课

是建筑学科的入门课程，大部分学校设置的课程为建筑初步，分

两个学期进行学习，其重要性在国内外建筑教育界都已得到了普

遍的认同 [1]。它不仅要使学生初步的认识建筑，了解建筑设计的任

务和步骤，还要培养学生的建筑艺术修养，建立初步的建筑空间

感和训练建筑表现能力等多项任务。而更为重要的，是应当通过

该课程激发出学生对建筑设计的兴趣，掌握建筑学的学习方法，

为未来建筑师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建筑学的专业教育中，建筑初步课程的教学改革成为各大

高校课程改革的焦点，综合其探讨改革的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如何激发学生对建筑学的兴趣，如何为后续的建筑设计打下良好

的基础，如何掌握建筑学的学习方法以及课程课时分配等 [2]。结合

广东白云学院应用型技术大学的特点和建筑专业“4+1”培养方式

的特殊性，对建筑学入门课程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

实践。由于建筑学的入门课程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课时的分

配上都有所变化，课程命名为建筑学专业导论。

1    建筑学专业导论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建筑初步自 1973 年开设以来，经过几代教师的教学探索与实

践，形成了成熟稳定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但是由于近年来受

大学扩招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学生的基本素质有所变化，加之现

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广泛应用都对传统教学内容和方法有所冲击。

特别是针对广东白云学院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教学特色，迫切

需要优化该课程的教学模式。

从教学内容来看，建筑初步分为相对独立的几大模块，各个

模块分别对应后续学习的几大课程，这就造成了各大模块之间联

系不够，老师在教学深度上把握不准确，学生在学完该门课程之

后对教学目标不够明确等弊端。具体的课程内容以集中在线条、

建筑学专业导论课教学改革探讨

刘淑娟

广东白云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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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等基本技法训练为主 , 注重掌握操作性技能与规范性为准则，造成学生进入二年级设

计时 , 对空间的认识、对形体的控制感到困惑。这种表现技能训练占用了学生大量的课余

时间，但也仅停留在认知阶段，有些学生也会因此丧失对建筑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国内

外都在反思建筑学教学体制的改革，尤其是针对基础入门学科，广东白云学院也要结合本

校的教学宗旨和学生特点进行改革，创造符合时代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2    深化教学内容的改革

2.1  课程体系的设置

根据学生学习的成长过程，按由浅入深、由基础到专业的顺序 , 将建筑学专业的课程

分为专业导论—设计基础—建筑方案设计—建筑施工图设计—综合设计五个层次。整个课

程体系的教学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在专业导论课阶段，把一些简单的项目放到

教学中，形成做中学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认识建筑的基础上尽早的接触设计，熟悉设计，

加深对专业的认识。

作为建筑学专业基础课的建筑初步为两个学期开设，总学时 128，改革后的专业基础

课由建筑学专业导论、建筑设计基础及构成设计等三门课程组成，作为新生的入门课程，

教学目标更加清晰、明确。使学生初步认识建筑，认识建筑设计，明确建筑学专业的学习

目标和就业方向，培养学生学习建筑学的兴趣，实现真正的入门教育。

2.2  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建筑学专业导论课就是要回答三个问题：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设计？建筑设计的

想法应如何表达？有了明确的问题，建筑学专业导论课的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就可以围绕

这些问题展开了，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要贯穿整个导论课的始终，结合经典建筑作品的分析

与相应的理论讲授；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要通过对历史上优秀建筑作品的分析再现入手，同

时要讲授一些经典的建筑空间组合手法；第三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的具体化，学生对什么

是建筑设计有了一定认识以后，要通过教师对建筑表现手法的初步讲解以及完成一套小型

建筑方案设计来摸索、体验具体的建筑设计方法和流程（表 1）。

认知教学环节（24 学时） 实践教学环节（16 学时）            自主学习（8 学时）

第一讲 建筑概述（4 学时）

1. 认识建筑

2. 中西方建筑的历史文脉

第二讲 建筑表达技法（4 学时）

1. 建筑表现技法概述

2. 工作模型的制作

第三讲 建筑识图与制图（4 学时）

1. 建筑平面图的识图

2. 建筑平面图的制图

第四讲 建筑方案设计入门（8 学时）

1. 认识建筑设计

2. 建筑方案设计的步骤

3. 建筑空间、形体造型

第五讲 课程体系认知与就业指导

（4 学时）

1. 专业课程设置与主要课程介绍

2. 专业人才需求及就业指导

一、实践教学的指导思想

自主学习；小组合作；教师辅导。

二、实践教学的内容

1. 初识建筑（2 学时）

学生自行选择感兴趣的建筑，完成

对建筑的认知与评析。

2. 建筑平面图抄绘（2 学时）

了解建筑平面图的生成原理。

1. 项目模拟－小型建筑方案设计

（12 学时）

（1）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完成小型

建筑方案的平面图设计。

（2）运用实体模型的完成建筑的

形体表达。

一、通过调研、资料搜集完成对建

筑、专业的认知报告。包括汇报演

讲表现

二、以小组为单位汇报、演讲。教

师讲评、小组互评。

表 1   建筑学专业导论课教学内容与学时建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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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大学及“4+1”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建筑学专业基础课课程主要针对基

于以上指导思想，编制了建筑学专业导论课程内容和学时建议方案，表 1 中显示了作为新

生入门专业必修课建筑学专业导论课的设计思路：该课程共开设了 48 学时，其中认知教

学 24 学时，实践教学 16 学时，自主学习 8 学时，周学时为 3。在认知教学中还加入了课

程体系与就业领域介绍的章节，使学生在对后续课程设置及未来的就业方向有了一个清晰

的认知以后，会更加明确学习目标，避免弯路。

传统的建筑初步教学内容包括，工程字训练；钢笔徒手画表达；线条训练；水墨渲染

表达；水彩渲染表达；形态构成；小型建筑设计初步等内容 [3]。教学改革后，强化原有内容，

建筑空间形态构成、建筑方案设计初步；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如，初识建筑、建筑识图；剔

除落后的教学内容如，删除开设多年的水墨渲染，只对建筑表达技法做认知性介绍。精炼

教学内容、提高授课效率既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针对性要求，也是适应现代

教育教学体系的需要。

2.3  阶段性评估完善考核方式

改变传统一考定成绩的考试方式，增加阶段性评估。整个课程考核的分数由三部分组

成，平时考勤加课堂表现占总分值的 20%，阶段性的训练（如，初识建筑、建筑抄绘）占

总分值的 30%，期末考核占总分值的 50%。这种考核方式不仅使学生更加重视平时的训练，

也可以使学生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得到及时的反馈，提高教学效果。

3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改革

3.1  改变教学主体，增加学生主动性

在新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也不再是以前的“接受式”学习方式，而是增加动

手能力，主动去学习。例如，在建筑历史的讲解过程中，除了老师的重点讲述，让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自己去搜集国内外的知名或感兴趣的建筑，整理相关资料（包括建筑区位、建

筑特色，建筑地位等）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展现给大家，表现较好的同学给予加分鼓励。

经实践，这种方式不仅增加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自信心。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自然

记忆深刻。

“初识建筑”是很多院校已经采用的建筑学基本功训练形式，经过对多所院校调研和

考察，决定将其引入广东白云学院课程体系中。可综合绘图和 PPT 演讲等方式，考核学

生对建筑历史、工程字、线条练习等内容和汇报演讲的能力，这是建筑学专业的初学者对

建筑的第一次正面感知态度的表达，给大家一个展示创意和设计想法的机会，这既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教师也从学生身上发现更多的闪光点。

3.2  项目教学法贯穿教学的始终

以前的建筑概论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课程免不了枯燥乏味，教学模式改革后的建筑

导论课程在讲授的过程中增加具体项目，以项目为线索贯穿相关理论，理论结合实践，使

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了解建筑学专业的必备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

以“小型建筑方案设计”项目为导向，讲述建筑方案设计的一般步骤，在讲解相关理

论之后，把本方案设计的最终成果作为考核内容。在教学之初就以项目为引导，让学生感

觉学有所用，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热情。

4    教学改革的未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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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为导向，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效果上已经取

得了一定成效，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教学模式。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如

授课内容深度及教材问题，目前对于课程改革没有针对性的教材，以往教材的主要内容是

对整个建筑学专业课程的总结与概括，这就使得许多内容与后面的课程有所重复，以至于

老师在讲解过程中，每个知识点的深入程度不好把握。

建筑学专业导论课教学改革是应学校向应用型技术大学转变的要求，对建筑学专业导

论课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以加强建筑专业导论课的教学与实践效果，为中高

年级的设计课打下基础。本次教学改革在实践的过程中还有期待完善的地方，希望通过今

后努力，设计一套针对应用型技术大学建筑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也期望对其他导论课程有

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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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rojectoriented teaching concept, this paper takes the teaching reform in the 
cause of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as an  example. Project-oriented and student-centered in 
teaching,the author studied the teaching teaching goal,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in 
the cause of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combining with in-class teaching practice.Some 
specific reform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hoping to provide useful experiences for the teaching of 
introduction causes i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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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培养兼具外语能力及国际化视

野的营销类人才，本文立足于广东白云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中澳合作项目，探讨对澳洲联

邦大学优秀教育资源的整合，研究合作项目

的教学及考核模式，探讨其应用价值。中澳

合作项目教学模式的特点是小班制，双语授

课，中外教师协作教学；考核模式的特点是

多元化、多次考核。

关键词：国际合作办学；教学模式；考核模式

收稿日期：2015-12-14

作者简介：袁君（1982- ），女，江西吉安人，

讲师，主要从事营销管理与国际教育方面的

研究。

随着全球产业的融合，用人企业对营销类学生的综合能力要

求非常高，突出地表现在要求学生不仅具有必要的岗位专业知识

和技能，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及国际化视野，而国际合作

办学可以通过较低成本培养学生这方面能力，因此，国际合作办

学中的项目合作、中外联合举办二级学院的办学实践也广泛分布

于中国地方大学之中，但大都属于补充和营利的范畴，对国外优

秀教育资源引进后没有进行充分的利用，深度整合做得不够，国

际化没有成为这些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更没有和大学未来的

发展路线进行有机结合。本文立足于市场营销专业中澳合作办学

项目来探讨对澳洲联邦大学优秀教育资源的整合，具体着眼于教

学及考核模式研究，探讨广东白云学院与澳洲联邦大学合作的市

场营销专业教学及考核模式的应用价值。

1    广东白云学院中澳合作项目的基本模式

广东白云学院的市场营销专业中澳合作项目现有项目：中澳

3+0 和中澳 3+1.5。前者为融合型学历教育模式，特点为：1）引进

对方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相关教学手段；2）聘请对方

教师来校讲课，派遣学校教师到对方学校进修。后者为衔接型学

历教育模式，特点为：1）充分保留各自的教学模式；2）通过双

方各自对对方学校开设课程的评估，互认学分；3）学生获得双方

学校规定的学分，即可获得双方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前者的优

点是可学习对方先进教学理念，开拓教师国际视野，有利于学生

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并培养出国际化竞争人才；后者优点是方便易

行，知名度高并与国际教育对接，学生可获得双语双证，提高就

业竞争力。

2    中澳合作项目的发展优势

2.1  合作项目教学模式的特点

广东白云学院中澳合作办学项目的教学及考核模式研究

袁  君，曾寒静

广东白云学院   国际学院，广东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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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通过把引进的澳洲联邦大学市场营销专业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及考核方

式放入传统教学中，借鉴中澳 3+0 项目中引进的澳方 12 门核心专业课程内容及教法，核

心课程全部采用澳方提供的世界先进英文原版教材，双语小班制教学及多媒体教学软件，

采用澳方的教学要求和考核评价标准，同时利用 2012 级中澳 3+0 项目每学期澳洲联邦大

学选派来的两门专业课程教师的课堂及讲座来培训学校的师资力量，结合自身优势加以综

合，不断完善，打破传统模式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项目教学的主要模式是

小班制双语教学，目的是强化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小班给师生创造了更多直接的交流机

会 , 双语教学则摸索出了中外教师相互配合，通过教学团队进行教学的模式，同时突破了

外语教学的常规功能，使外语教学成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大大提高了学

生利用所学知识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运用各种专业工具的动手能力。同时，采用“案例

化、实战化”等多层次教学方法以符合实际教学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市场营销

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术，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适应市场营销需要的

高等应用型专业人才。

2.2  合作项目考核模式的特点

在课程考核上，改变现有的“一考定成绩”，学习澳方的多元化考核模式来开发学

生的团队协调能力，沟通交际能力以及实际案例解决能力，把其引入现有的考核模式可

以大大提高学生们的就业竞争能力。考核的主要项目 : 团队训练项目考核（Team project or 

presentation）、实际案例分析（Case study analysis or assignment）、期末卷面考试（Final 

examination）和个人平时表现（Individualperformance）等几部分构成，可根据科目灵活运用。

其中团队及团队项目的个人考核占 25%，实际案例分析占 25%，期末卷面考试占 40%，

个人平时表现占 10%。在这一系列的考核方式下，可以体现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和个

人能力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参与的主动性及独立分析能力。团队项目的完

成情况和水平评价，重点看每个方案的完整性、创意点和实际可操作性；实际案例分析及

企业合作项目，以企业方的评价与认可度来评分。

澳方具体考核评价方法：该课程学生个人最终考核成绩＝团队训练项目中的个人成绩

×25% ＋实际案例分析 ×25% ＋期末卷面考试成绩 ×40% ＋个人平时表现成绩 ×10%。

同时，可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结合专业下的不同课程灵活运用，目的是让学生切实掌握知

识并真正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表 1）。

考核模式 考核的内容 特点 现有项目

澳方考核模

式

1. 团队训练项目考核（Team project or presentation）。

2. 实际案例分析（Case study analysis or assignment）。

3. 期末卷面考试（Final examination）。

4. 个人平时表现（Individual performance）。

具体考核评价方法：该课程学生个人最终考核成绩＝团队

训练项目中的个人成绩 ×25% ＋实际案例分析 ×25% ＋

期末卷面考试成绩 ×40% ＋个人平时表现成绩 ×10%。

考核方式灵活多变，

增强学生积极主动

性，可以从不同的

方面发现学生的特

点，培养出有团队

意识和协作能力的

学生，提高就业竞

争力。

中澳 3+0

中澳 3+1.5

（ 国 际 合 作

市场营销班）

3    结论

小班制，双语授课，中外教师协作教学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

提高英语能力，同时也能更加方便学生与教师的双向交流，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多

表 1 澳方考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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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考核模式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多次考核的模式，可促进学生不

断努力，把考核压力分散到整个学期，防止懈怠，同时，也能真正考查出学生的水平。这

样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模式可以为提高其他中外项目的教学质量和普通本科专业的国际化水

平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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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talents of good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who major in marketing, this article took the Sino-Australian cooperative programme of marketing 
major i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for an example, researched the effective way to integrate 
the fine educational resources from Federation University of Australia and examined th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odel as well as its value in practice. The teaching model of the Sino-Australian 
cooperative programme is characterized by small class system, bilingual teaching and Sino-
Australian teachers’ cooperative teaching; while the assessment model of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ed and multiple assess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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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国内外服装版型原理的研究，

并利用勾股定律公式求得斜插肩中九个未知

三角形的准确尺寸，包括毛衫织物受到牵拉

后修正参数于一体的版型设计原理图示。给

出了与其配套的工艺计算方法。这三项相关

联的创新设计对毛衫生产正规化、标准化提

供科学的依据，具有指导毛衫生产的实际意

义。

关键词：斜插肩；毛衫版型；原理设计；工艺

计算公式

收稿日期：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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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要从事服装理论、尤其是羊毛衫设

计与工艺方面的研究。

中国毛衫行业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已从机械化

横机生产迈向电脑横机生产的升级阶段，步入了世界毛衫生产大

国。然而，与其生产配套的版型原理设计和工艺计算公式并不完善，

虽然有些零散的介绍，却尚未见到斜插肩版型原理及图示的系统

论述。同梭织服装纸样相比显得薄弱许多。作者在毛衫设计和生

产工艺及实践教学中，总结出斜插肩版型原理设计的理论规律，

下面分别阐述。

1    毛衫版型原理的概念与图示

1.1  毛衫版型原理的概念

毛衫版型原理是立足于人体工程中服装平面和立体的结合。

它涉及人体解剖学、人体测量学、毛衫设计学、针织工艺学等学

科共同构成的现代针织工程。版型设计是将款式设计中立体形象

思维转化为平面思维，通过工艺计算把款式分解成平面的衫片，

是毛衫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说毛衫版型原理是创造

理想的平面版型尺度而塑造具有立体款式结构美的基础理论。

毛衫版型原理还是一门注重科学性又强调与实践的统一。由

于毛衫织物组织变化多、密度控制等问题，对版型影响也是显而

易见的。因此，毛衫版型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只有在提高横机操

作技巧基础上，经过制版经验的积累和人体试穿与观察、分析的

过程，才能对版型是否正确具有判断能力。所以，毛衫版型原理

又是一门与生产密切相关的实践性学科。 

1.2  斜插肩毛衫版型原理图设计

斜插肩毛衫版型原理图按表 1 女圆领斜插肩毛衫尺寸制作原

理图，如图 1 夹位版型原理图所示。衣身版型设计吸收了日本文

化式和国内衬衫版型的设计，以胸围数值的四分法确定版型分片

及所需尺寸。斜插肩难点关键是如何控制领口到夹底的斜度。首

先看图 2，根据后领宽和前领深将各部位尺寸设计在九格中，后领

斜插肩毛衫版型原理设计与工艺计算研究

周   建

广东白云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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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横向的二分之一作三等分，不能整除时，右格小于中格 0.01 cm，纵向前领深中间格一

定大于下格尺寸，女毛衫下格控制在 1.5~2.5 cm 高之间，男毛衫限制在 2~3 cm 范围内。

后袖尾占右一整格，即 2.76 cm，前袖尾顶尖向中心移小于格子的二分之一，在这里剩余

尺寸设计了 2 cm。由此图 1 中 χ1 和 χ2 构成了前夹窄，后夹宽的造型尺度，符合人体较

多状态下向前运动的规律。 

cm

部位名称 衫长 胸围 夹深 脚高 袖宽 袖尾 袖罗 袖口 袖长 后领宽 前领深 领罗高

尺寸 57 90 23 6 16.5 8 4 10.5 72 16.6 7.3 4

周   建：斜插肩毛衫版型原理设计与工艺计算研究

表 1  女圆领斜插肩毛衫尺寸

图 1   夹位版型原理图

图 3    圆领斜插肩版型原理图

图 2    领口版型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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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插肩版型中三角形尺寸利用勾股定律可以求得，计算公式和版型原理图配合便可以

推算出各部位准确的针和转数，包括毛衫易受到织物纵向牵拉，袖长常用的纬平组织乘

0.95% 修正参数后可恢复原来的长度，所连带的袖宽变窄，乘 1.05% 能使袖宽得以修正，

对于横向延伸较小的四平组织乘 0.97% 修正参数。都在图 3 中标注。[1]

2     前、后、袖片各部位计算公式与计算方法

2.1   前片各部位的计算

2.1.1  前片未知尺寸的计算方法

1) 前夹横位 = （胸围 ÷4）—（后领宽 ÷2—2 前领顶尖向中心移尺寸）=

                          22.5-（8.3-2）=16.2 CM；

2) 前夹直位 =  夹深—前袖尾直度尺寸  =23—5.3= 17.7 CM；

3) 前夹斜线 = 设为 χ1

勾股定律公式： 2 2 2a b c+ = 即前夹斜线平方 = 前夹横位平方 + 前夹直位平方：

χ1= = ≈ 23.99
2.1.2 前片各部位计算公式与计算方法

1) 衫长转数 =（衫长—脚高—前袖尾）× 纵密 + 2 转（缝耗）；

2) 胸宽针数（衫脚罗纹上梳针数）=（胸围 ÷2）× 横密 + 4 针（两侧缝耗）；

3) 夹下转数 = （衫长—脚高— 夹深）× 纵密；

4) 领宽针数 = [ 后领宽 -（2×2 两侧向中心移尺寸）]× 横密 + 4 针（两侧缝耗）；

5) 夹收针数（前夹横位 16.2 CM）× 横密；

6) 收夹转数 = 前夹直位 17.7 CM × 纵密；

7) 夹斜收针计算：已知“收夹转数”和“夹收针数”，即可参考插肩版型原理图进行

计算。

注：最好一段均匀收完针，比如：3-2-12 ；如果慢了可分两段收完，务必交替收针。例：

2-2-1、3-2-1 反复 6 次，以保持夹斜线的垂直度。如果剩余 2-2-1 应放在前，若剩余 3-2-1

则放在后。

2.2   后片各部位的计算

2.2.1 后片未知尺寸的计算方法

1) 后夹横位 =（胸围 ÷4）—（后领宽 ÷2—2.76 向中心移尺寸）=16.96 cm；

2) 后夹直位 = 夹深 – 后领深 1.7 =  21.3 cm；

3) 后夹斜线尺寸设为 χ2

                χ2= ≈ ≈ 27.23

2.2.2 后片各部位计算公式与计算方法

1) 衫长转数 =（衫长—脚高—后领深 1.7CM）× 纵密 + 2 转（缝耗）；

2) 胸宽针数（衫脚罗纹上梳针数）=（胸围 ÷2）× 横密 + 4 针（两侧缝耗）；

3) 夹下转数 = 与前片相同；

4) 领宽针数 =[ 后领宽— （2.76×2 两侧向中心移尺寸合）]× 横密 + 4 针（两侧缝耗）；

5) 夹收针数 =[（胸围 ÷4）—（后领宽 ÷2—2.76 向中心移尺寸）]× 横密；

6) 收夹转数 = （夹深—后领深 1.7CM）× 纵密；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3 卷第 2 期    VOl.23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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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夹斜收针计算：已知“收夹转数”和“夹收针数”，即可参见斜插肩版形原理图进

行计算。

注：后夹斜线收针原则与前片相同，争取一段收完，便于记忆与操作。 

2.3  袖片各部位的计算

2.3.1  袖片未知尺寸的计算方法

1) 袖山高尺寸是肩颈点与袖宽连接成直角三角之间的高度。但首先要设肩颈点下拉

垂直线 b 与夹底水平线 a 交汇成直角，设此斜线 c 为 χ3，

2) 再求袖山高尺寸 χ4。

χ3= = ≈ 27.3

χ4 = = ≈ 21.75

3) 前袖山高

前袖山高依据勾股定律，χ5 平方 =χ1 平方 - 袖收针位尺寸平方。

4) 袖收针位尺寸 = 袖宽 - 前袖尾 χ7 所得。

5)  χ7  = = ≈ 5.66

     χ5 = ≈ ≈ 21.4

6) 后袖山高 χ6=χ5 +1.7=23.1

2.3 2 袖片各部位计算公式与计算方法（图 3）

1) 袖长转数（纬平部位）=[ 袖长—袖罗—（后领宽 ÷2）]× 纵密 ×0．95%（修正值）

+2 转（缝耗）；

2) 袖宽针数 = （袖宽尺寸 × 横密）×1.05%（修正值） + 2 针（一侧缝耗）； 

3) 前袖山高转数 = 前袖山高尺寸（21.4cm） × 纵密 ×0.95%（修正值）；

4) 袖宽收针数 =  袖宽收针位尺寸 (10.84cm)× 横密 ×1.05%（修正值）；

5) 前袖山高收针计算：已知“前袖高山转数”和“袖宽收针数”，参见插肩版形原理

图进行计算。后袖尾设 χ8

χ8= ≈ ≈ 3.24

6) 袖尾针数因前袖尾 χ7、后袖尾 χ8 之和是 5.66+3.24=8.9 CM

所以，袖尾针数 =（原袖尾尺寸 +1）× 横密 ×1.05 修正值 +4 针（两侧缝耗）；

7) 袖口起针数 = [（袖口尺寸 × 2 ）× 横密 ]×1.05% + 4 针（两侧缝耗）；

8) 袖口针数 = 袖口起针数 ÷2 ；

9) 袖侧缝线转数 =（袖长—袖罗纹—袖山高）× 纵密 ×0.95%（修正值）；

10) 袖侧缝加针数 = 袖宽针数—袖口针数；

11) 袖侧缝加针计算：已知“袖侧缝加针数”和“袖侧缝线转数”，以先快后慢两段

式加针适合人体上臂粗小臂细的造型特点。

3    领口原理设计与各部位计算公式及计算方法

领口版型原理图设计，在 1.2 节已阐述，此处不再重复。但要强调的是领口总尺寸 =（前

平位 + 前领斜位 χ9+ 前袖尾 χ7+ 后袖尾 χ8+ 后平位 ）×2 。

 领口版型未知尺寸计算：

周   建：斜插肩毛衫版型原理设计与工艺计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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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9= ≈ ≈ 4.06

 即领口总尺寸：（2.77+4.06+5.66+3.24+5.54）×2=42.54 cm

4    结论

综上所述，斜插肩原理图选择胸围数值四分法确定版型所需尺寸，如此设计避免毛衫

生产多次起口。又利用勾股定律求得版型中未知的九个三角形尺寸，使斜插肩夹位收针及

转数、领片起针与缝合都获得了准确数据。 图示与计算公式又纳入毛衫织物受牵拉后的

修正参数。这三项相关联的创新设计对毛衫生产正规化、标准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指

导毛衫生产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安康 . 羊毛衫吓数工艺指南 [M]. 中国纺织出版社 .1999:98-99.

Study on Diagonal Raglan Sweater Version Design Principles and Its 
Process Calculation

ZHOU Jia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researche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lothing version of type principles, 
and used the Pythagorean law to obtain the accurate size of cable Raglan nine unknown triangle, 
including graphic version design principle of correction parameters in one when sweater fabric 
is stretched.The process calculation method is given. These three associated innovative designs 
provides scientific standards for sweater production and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guiding it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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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遵照 ECER29-02 法规中顶部强度

试验和后围强度试验方法，建立了某重型卡

车驾驶室有限元模型，设置相应的仿真工况，

验证该驾驶室在 ECER29-02 法规下被动安

全性。通过仿真结果分析，针对驾驶室结构

薄弱区域提出改进意见，提高驾驶室被动安

全性能，减轻乘员在事故中的伤亡程度。

关键词：驾驶室；顶部及后围；有限元法；被

动安全性；ECER29-02

收稿日期：2016-03-11

作者简介：吕偿（1985- ），男，湖北黄冈人，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计算动力学方面的研

究。

如何通过提高汽车的被动安全性能，减轻事故中对乘员的伤

害是制约汽车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随着汽车相关安全法规的制

定、改进和完善，有力的促进了汽车工业在汽车被动安全性技术

的提高 [1]。目前汽车安全法规基本以欧洲经济委员会法规（ECER29）

和美国的 FMVSS 系列。根据 ECER29-02 法规要求，针对驾驶室

顶部强度试验，驾驶室顶部应能承受相当于车辆前部的单个轴或

多个轴的最大轴荷的静载荷，但最大不能超过 98 kN。针对后围强

度试验，驾驶室后围应能承受最大允许装载质量每 1 000 kg 施加

1.96 kN 的静载荷。本文基于有限元前后处理软件 hypermesh、LS-

dyna、LS-prepost 模拟该车型驾驶室的顶部强度及后围强度试验。

1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根据实车尺寸，利用 UG 建立该驾驶室三维数学模型，导入有

限元前处理软件 hypermesh 中进行网格划分，网格单元尺寸为 10 

mm，整个驾驶室总共 39 万个单元左右，驾驶室大部分构件都是

由薄板覆盖件组成，所以作者对驾驶室绝大部分构件采用壳单元

模拟，使用分段线性弹塑性材料 MAT24，相关材料参数：弹性模

量 =2.1e5 Mpa；密度 =7.81e-6 kg/mm3；屈服应力 =270 Mpa；施加

压力的刚性平板采用 MAT20 材料模拟，相关材料参数：弹性模量

=2.1e5 Mpa，泊松比 =0.3，密度 =7.81e-6 kg/mm3, 根据实车构件尺寸，

赋予各构件的属性及连接方式。

为防止驾驶室承受较大载荷时，各构件之间出现相互贯穿或

较大变形，应设置相应的接触控制，主要采用面面接触和自动单

面接触 [2][3]。

本文采取沙漏控制，使用全积分壳单元。仿真计算中，为减

少计算机时，通常使用质量缩放，实现手段在于时间步长控制。

针对 10 mm 左右的网格尺寸，一般设置时间步长为 1e-6 s，能保

证计算稳定 。

重型卡车驾驶室顶部及后围结构强度仿真分析

吕  偿 , 李滟泽，杨志勇

广东白云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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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仿真结果及评价

2.1  顶部强度仿真结果分析

驾驶室顶部强度仿真试验整个计算时间为 120 ms，其各时间段应力分布如下图：

从整个应力分布情况可知，应力主要分布在驾驶室顶盖、后围及侧围上端、第一横梁

和后梁等，同时 A 柱也承受了相当一部分的载荷，故驾驶室对 A 柱强度要求较高（图 5）。

从能量变化过程分析，顶部强度仿真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能量之间的相互转换，由图

6 可知，下压过程中动态效应较弱，内能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能量，沙漏能几乎为零，

根据能量转换曲线可知，本文仿真结果可信，精度较高。

按照 ECER29-02 法规要求，驾驶室顶部应至少能承受单个轴最大轴荷的静载荷，刚

性平板向顶盖施压过程中，顶盖与刚性平板之间存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根据这对接触力，

间接反映出顶部所能承受的载荷（图 6）。

图 1   25 ms 应力分布图

图 3   75 ms 应力分布图

图 5  顶部强度试验能量变化曲线

图 2   50 ms 应力分布图

图 4   100 ms 应力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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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 可知，最大承受载荷 20 kN 左右，与法规要求的最大 98 kN 相差较大。故驾驶

室顶部强度偏软。与驾驶室本身结构特点有关，顶盖与侧围及后围上端的连接方式是导致

驾驶室顶部强度偏弱的原因之一，如果采取封闭连接方式驾驶室结构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2.2  后围强度仿真结果分析

驾驶室后围强度仿真计算为 100 ms，各阶段应力分布如下图：

图 6   顶部强度试验接触力 - 时间曲线

图 7   25 ms 应力分布图

图 9   75 ms 应力分布图

图 8   50 ms 应力分布图

图 11   后围强度试验能量变化曲线

图 10   100 ms 应力分布图

吕  偿 , 李滟泽，杨志勇：重型卡车驾驶室顶部及后围结构强度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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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围总成在受到刚性平板施加载荷后，驾驶室整体变形在可控范围内，强度达到法规

要求，地板纵梁承受的载荷最大，后围与刚性平板接触区域应力较大，但未出现塑性变形。

从能量变化过程分析仿真试验开始一直伴随着能量的变化，如图 11，沙漏能几乎为零，

表明仿真精度较高，符合实际情况。

后围强度试验，后围与刚性平板之间存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接触力与时间的曲线如

图 12。

 刚性平板与后围接触后接触力迅速增大，部分构件达到材料屈服极限，继续施压后，

接触力趋于稳定，此后驾驶室后围能承受的最大载荷在 35 kN 左右，达到了法规要求，按

照后围强度该车型最大允许装载量为 17.5 t，仿真结果表明后围强度无需作较大改进。

3    结语

针对某重型卡车驾驶室建立了有限元模型，遵照 ECER29-02 试验要求，对该车型驾

驶室进行了顶部强度及后围强度仿真试验，为该车型的被动安全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

为驾驶室强度在局部改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仿真试验结果表明，该车型驾驶室后围

强度能通过法规要求且强度较好，能承受 35 kN 的载荷，在结构上无须作较大改进；顶部

虽能通过法规要求，但强度偏弱，仍须在结构上作适当改进，改进意见如下：

1）采用加装高顶盖设计结构，顶部试验就是模拟驾驶室在 180°翻车后顶部所能承

载的压力，发生翻车事故时高顶盖能起到缓冲作用，且重型卡车驾驶室采取高顶盖设计结

构已成为主流设计结构。

2）顶盖与侧围及后围采用封闭设计，在承受压力过大时点焊连接方式容易出现失效。

是导致结构强度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3）在顶盖下方添加加强筋，增加顶盖抗压能力。

参考文献：

[1] 钟志华 . 汽车碰撞安全技术 [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9-13.

[2] 胡远志，曾必强，谢书港 . 基于 LS-DYNA 和 HyperWorks 的汽车安全仿真与分析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11-14.

[3] 亓 文 果 , 金 先 龙 , 张 晓 云 , 孙 奕 . 汽 车 车 身 碰 撞 性 能 的 有 限 元 仿 真 与 改 进 [J].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 

2005(9):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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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后围强度试验接触力 - 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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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alysis on Roof and Back Panel Strength for a Heavy 
Truck Cab

LV Chang，LI Yan-ze，YANG Zhi-yong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ECER29-02 regulations of strength test methods to the roof and back 
panels, the paper created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a heavy truck cab, set up the corresponding 
simulation condition, verified that in ECER29-02 passive safety regulations. By analyz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o improved opinions for the weak area of the cab 
structure to improve cab passive safety performance 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occupant injuries in 
the accidents.

Key words: cab; roof and back panels; finite element method; passive safety; ECER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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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学生管理工作经验在全国民办高校辅导员        
队伍建设工作研讨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2016年11月5～6日，全国部分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研讨会在西京学院举行。

陕西省委高教工委书记董小龙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全国 15 个省（直辖市）的 19 所民办

高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学工部长及专家学者、辅导员代表 40 多人参加研讨会。我校

学生工作部（处）长陈峰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作题为“以党建工作引领辅导员队伍建设”的

经验交流，向与会者展示了我校基于“以学生为中心”育人理念的学生工作成果，引发强

烈反响。

本次研讨会是在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具体指导下，由西京学院主办的工作研讨。与

会高校领导围绕“民办高校如何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介绍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和做法，

提出了关于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相关意见建议。西京学院、广东白云学院等 15 所

高校在研讨会上围绕“民办高校如何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作了经验交流。

                                                                                                           （供稿：王晓艳）



58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JRUAT   2016-12-25    第 23 卷第 2 期

摘   要：近年来，小直径钢筋（φ6 ～ φ12）

在建筑工程领域应用十分广泛，但都用热

轧光圆钢或冷拉钢筋，本文研究的是二次

拉轧中频温控成型的是 φ3 ～ φ11 规格小

直径带肋螺纹钢筋，从理论计算到建筑工

程实际使用中钢筋混凝土的握裹力确实以

P=3.14×(1/2R^2) 倍变小的状况，严重影响

钢筋在混凝土中使用握裹力。为此，研究小

直径冷拉轧带肋钢筋增强抗拉、抗弯、抗剪、

抗震强度和握裹力十分必要，也能够节约能

源，节约钢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

著。

关键词：小直径带肋钢筋；混凝土握裹力；冷

拉轧

收稿日期：2016-3-16

作者简介：陆昌安（1957- ），男，浙江宁波人，

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建筑材料方面的研究。

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对所使用的预应力钢筋的要求

1） 钢筋强度要高。预应力钢筋必须采用高强度钢材；

2） 钢筋有较好的塑性。保证结构物在破坏之前有较大的变形

能力；

3） 钢筋要具有良好的与混凝土粘结性能（混凝土对钢筋的握

裹力）；

4） 钢筋应力松弛损失要低。与混凝土一样，钢筋在持久不变

的应力作用下，也会产生随持续加荷时间延长而增加的徐变变形

（称为蠕变）。

2    增加小直径预应力钢筋握裹力的必要性

2.1  预应力混凝土对钢筋的要求

钢筋混凝土使用中在应力状态下，可作为施工阶段对构件进

行承载能力计算的依据。如图 1，加荷至混凝土预压应力被抵消时

消压状态的构件截面预应力平衡方程为

此时，构件截面上混凝土的应力为零，相当于普通钢筋混凝

土构件还

没有受到外荷载的作用，但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已能承担外荷

载产生的轴向

拉力，故称为“消压拉力”。 本公式可作为使用阶段对构件

进行抗裂验算的依据 [1]。上述计算一般是针对 φ12 ～ φ30 的钢筋

计算的。而且是根据以光圆钢筋计算的，人们为了在使用阶段增

增加小直径二次冷拉轧带肋钢筋预应力与握裹力             

的技术应用研究

陆昌安

广东白云学院  建筑工程院， 广东 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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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预应力消压平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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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抗弯强度转变为抗拉强度时最理想是一小段一小段进行承载。所以有必要对光圆钢筋表

面轧成一节节螺纹形态，以增加机械咬合力来增强抗拉强度。

2.2  小直预应力径钢筋在混凝土中的应力范围

在建筑工程中使用低碳钢光园钢筋（φ6 ～ φ16）比较常见，如，箍筋，预制楼板钢

筋等的结构件都要使用大量小直径钢筋。如果用小直径钢筋（φ3 ～ φ11），混凝土与

φ3 ～ φ11 钢筋之间的摩擦力很小时，引起粘贴力、预应力、握裹力也变很小，因此，

在实际钢筋混凝土应用中钢筋本身增强抗拉强度、预应力、握裹力，对钢筋强度是决定混

凝土结构承载力的至关重要。把光圆钢筋表面改变成一节节突出并带二边肋筋几何特性的

冷拉轧带肋螺纹钢筋，来增加握裹力（部分是摩擦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3    增加小直径钢筋握裹强度的方法

增强混凝土对小直径钢筋握裹力，是混凝土抵抗钢筋滑移能力的物理量。工艺方法上，

第一，经过冷拉轧增加钢筋屈服强度；第二，产生钢筋内部钢组织结构中预应力；第三，

钢筋表面几何特性来增加机械咬合力；第四，是调直、除锈等工艺技术来总体增强钢筋的

预应力、握裹力。一般情况下，握裹强度是指沿钢筋与混凝土接触面上的剪应力，亦即是

粘结应力。实际上，钢筋周围混凝土的应力及形变状态比较复杂，握裹力使钢筋应力随着

钢筋握裹长度与表面磨摩擦力而变化，钢筋种类、外观形状及在混凝土中的埋设位置、方

向的不同而变化，也与混凝土自身强度有关，所以实际计算混凝土握裹强度比较复杂的，

这里只对增加小直径钢筋本身的方法与措施来论述，随着钢筋表面几何特性改善越好，促

进混凝土握裹强度接受越强。粘结应力越好，所以握裹力越大。 握裹强度从钢筋本性来

普通计算，一般用：R=P/3.14×(1/2R^2)L，来确定。P 为拔出力，3.14×(1/2R^2) 为钢筋直

径（钢筋相近似横截面积），L 为钢筋埋入长度。由上面握裹强度公式可知，同样在混凝

土中起应力或预应力及增强抗拉性能的小直径钢筋，它的握裹力是以钢筋直径的 3.14 倍

的差数在减小，所以直径越小，握裹力也就越小，使之 φ3 ～ φ11 小直径钢筋从理论到

实际使用中的握裹力确实以成倍变小的严重影响钢筋在混凝土中的握裹力。为增加混凝土

对小直径钢筋预应力和有效握裹力，就需要对钢筋进行拉轧处理。

3.1  将光圆钢筋冷拉轧成节螺纹的小直径钢筋

本技术采用连续性短间接调控冷拉轧增加钢筋屈服点，同时产生钢筋内部钢筋结构性

内预应力和增加钢筋表面几何特性，当采用冷拉方法调直钢筋时，冷拉率 HPB235 级钢筋

不宜大于 4%，HRB335、HRB400 级钢筋不宜大于 1%。冷拉轧的工艺是钢筋内部产生预

应力，提高钢筋强度。其次，在冷拉轧过程中，同时完成了调直、除锈，此时钢筋的冷拉

率 4% ～ 10%，强度可提高 25% ～ 30% 左右。冷拉主要用于预应力筋本文所研究的钢筋

冷拉是在常温下进行，采用中频温度调结后对（300 C ～ 400 C）温控轧制钢筋螺纹是连

续进行短时轧制工艺技术，使钢筋产生分子组织严密塑性变形，使拉轧中的预应力固定在

钢筋内部组织结构中，以达到钢筋内部预应力，调直钢筋、提高强度、节约钢材的目的，

对焊接接长的钢筋亦检验了焊接接头的质量。冷拉 HRB335，HRB400，RRB400 级钢筋多

用作预应力构件中的预应力钢筋。

3.2  采用二次冷拉轧成型小直径带肋螺纹钢筋法

冷拉轧工艺技术方法图 2 所示钢筋冷拉轧曲线，图中 abcde 为钢筋的拉伸特性曲线。

冷拉时，拉应力超过屈服点 b 达到 c 点，然后卸荷。由于钢筋冷拉轧前后的应力 - 应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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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可知，已产生塑性变形，卸荷过程中应力应变沿 co1

降至 o1 点。如再立即重新拉伸，应力应变图将沿 o1cde

变化，并在高于 c 点附近出现新的屈服点，该屈服点

明显高于冷拉前的屈服点 b，这种现象称“变形硬化”。

其原因是冷拉过程中，钢筋内部结晶面滑移，晶格变化，

内部组织发生变化，因而屈服强度提高，但塑性降低，

弹性模量也降低。钢筋冷拉后内应力存在，内应力会

促进钢筋内晶体组织调整，经过调整屈服强度又进一步提高。该晶体组织调整过程称为“时

效”。钢筋经冷拉和时效后的拉伸特性曲线即改为 o1c'd'e'。 HPB235，HRB335 级钢筋的

自然时效在常温下需 15 d ～ 20 d，但在 100℃温度下需 2h 即完成，因而为加速时效可利

用蒸汽、电热等手段进行人工时效。HRB400，RRB400 级钢筋在自然条件下一般达不到

时效的效果，更宜用人工时效，一般通电加热 150℃～ 200 ℃，保持 20 min 左右即可。

3.3  采用新型中频温控冷拉轧钢筋的设备和模具

设备采用新型中频温控 400 C ～ 700 C 进行调查结拉轧技术，拉轧能力要大于所需的

最大拉力，同时还要考虑滑轮与地面的摩擦阻力及回程装置的阻力。现在有成套冷拉轧带

肋钢筋设备如下图 3 所示，它的工艺工序如下：除去锈铁、调直或除磷 测速操作

冷拉光圆形成内预应力 中频加温轧制成螺纹 中频调节 整理成材。做好冷拉钢

筋的硬质合金拉丝模具开发与使用。

1）设备选择：根据你要拉拔的材料及拉丝设备，合理配比各道拉丝模的压缩率，从

而确定各道拉丝模的工作区的角度（就是选用什么型号的拉丝模）。

2）拉丝材料的预处理：如清洗、除锈、退火、磷化等，保证材料的清洁。

3）在硬质合金精密模具制造，粉末冶金模、钨钢圆棒、板块、密封环、硬质合金板块、

切割锯片、合金耐磨件、拉伸模具、冷镦模，钨钢长条及各种成品异型模具等生产上，已

经有开发能力（图 4，图 5）。

图 2  钢筋冷拉轧前后的应力 - 应变曲线

图 3  成套冷拉轧带肋钢筋设备

图 6  小直径钢筋外形 - 几何特性 图 7  小直径冷拉轧带肋螺纹钢成品图

图 4  硬质合金拉丝模具 图 5  螺纹轧辊模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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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钢筋的外形有光面、带肋、刻痕、旋扭、螺旋及绳状六大类，本项目所制造的

是带肋月牙螺旋状，以此来

改善钢筋表面几何特性，如下图 6 所示：小直径带肋钢筋外形 - 几何特性。[3] 小直径

冷拉轧带肋螺纹钢成品，如图 7 所示。

4    结论

小直径钢筋的握裹力是以钢筋直径的 3.14 倍的差数减小，所以，直径越小，握裹力

也就越小，使之 φ3 ～ φ11 小直径钢筋从理论到实际使用中的握裹力确实以成倍变小而

严重影响钢筋在混凝土中握裹力。将小直径冷拉预应力钢筋经中频加温调结后，再进行第

二次轧辊模冷轧制成两侧带肋形状螺纹钢筋 , 使钢筋在混凝土中建立有效预应力，具有与

混凝土粘结性能。建筑企业应加强对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技术应用 , 使

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来提高节约能耗，节约建筑用钢材，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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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Increasing the Prestreed 
Reinforcement and Grip Wrapped Force of Two Times Cold Rolling 

Ribbed Steel Bars with Small Diameter

LU Chang-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mall diameter bar (6-- Phi Phi 12)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but focused on hot rolled round steel or cold drawn steel. This 
paper studies two times rolling small diameter Ribbed Rebar formed under the phi 3-- Phi 11 
temperature control. The facts that the reinforced concrete diminutes P=3.14×(1/2R^2)times 
smaller in real use than that in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seriously affect the use of bond stress in 
reinforced concret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small diameter cold rolled ribbed reinforced 
tensile, bending and shearing, shock strength and bondability is necessary and significant in 
saving energy and steel. It also has significant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Key words: small diameter ribbed bar；grip of concrete；cold 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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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是中国人物质生活质量提高的

产物，服饰又是国人在海外传达物质与精神

文明的载体，即要兼顾旅行生活特点又要表

现对人体的装饰作用，使其达到功能性与艺

术性的统一。研究旅游服饰的功能性与艺术

性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指导人们出行

整理旅行服饰提供帮助，提高旅游生活情趣，

重塑国人的海外形象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旅游 ； 服饰文明 ； 功能性与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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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熊玛琍（1956- ），女，江西南昌人，

教授 ，主要从事服装美学方面的研究。

旅游是现代人们生活情趣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一件令人赏

心悦目的事情，通过“游”，开阔眼界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出国

旅游更是了解他国的风土人情、获取好的心境，展示本国精神文明、

经济实力、精神风貌的一个途径，其中旅游服饰是个重要的媒介。

目前我国出境旅游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尤其是先富起来的沿海

地区的人们，他们有时间、有经济条件，但是他们对服饰艺术不

够讲究，还残存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海外的形象比较落后。在

对我国旅游服饰的一项社会调研中，发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被调

查者，对出国旅游服装关注重点在轻便、舒服上，很少考虑自身

在海外的整体形象。调研对象主要是广东地区中老年人，因此有

必要加强旅游服饰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研究。

1    出国旅游服饰的文明内涵

随着国家物资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国旅游的规模越来越大，

涉及的人口越来越多，所到国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对外的国家

形象涉及在服饰上很突出，记得在十多年前，有个时尚电视栏目

邀请了一位旅美华人（时尚顾问沈女士）做特邀嘉宾，她的一番

话现在都记忆犹新，“一个国家人民的服饰装扮，表现的是人的

文化素质，走出国门代表的将是一个民族的尊严。”当时她对装

扮艺术进行现身说法很有说服力，阐明服饰是人的文明程度的反

映，也是一个民族文明水平和尊严的体现。当她出国看到同胞着

衣出现问题时，宁可冒着对方不理解的窘境，也要及时向同胞提

示纠正。[1] 可见出国旅游服饰与我们日常在家着装的内涵有很大的

不同，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世界的国际形象，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

文明水平。

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的一篇《形象永远走在能力的前面》的

文章，反映了她在国外由于不注意服饰装扮而遭遇的尴尬，她的

这种经历，说明了在中国对服饰文明的淡薄传统，同时也了解服

浅议旅游服饰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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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在文明发达国家的实际意义。中国在世界上曾经也是服饰文明大国，长安城内曾经云集

慕名而来的“胡人”，日本和服、大韩民族服装及发式直到现在都打上了大唐的印迹，显

示了昔日泱泱大国中华服饰文明对世界的影响。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质贫乏，服饰文明

落后与世界距离拉大，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大都市基本实现了“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

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的物质条件，无论走出国门还是迎接朋友，

礼仪之邦对服饰的文明呈现都不应该忽视。尤其是走出国门个体形象放大，成为国家民族

形象的具体再现，而服饰是一种传达个体众多信息的媒介，充分体现了旅游服饰的文明内

涵。

2    旅游服饰的特殊性

所谓旅游服饰，主要特指运动强度大的户外极限旅游服装，通常针对极少数专业极限

运动爱好者。广义上旅游服饰泛指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穿着的与旅游活动相适应的服饰，本

文研究的旅游服饰主要在这个范畴。旅游服饰与正常的工作休闲服饰相比较有以下几个特

点。

2.1  空间限制的特点

家用衣柜容纳量相对较大，可以收藏自己喜好的服饰，平时根据服饰搭配需求在其中

任意挑选。外出旅行常用的是旅行箱、双肩包，这些收纳旅行物品容器的空间有限，携带

的服饰必须认真挑选，尽量理出所带服饰之间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的搭配关联，做到一物多

用，能不带的尽量不带，选择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衣物。

2.2  重量限制的特点

外出旅行少不了乘坐现代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轮船、汽车，特别是出国旅行，飞

机常常是首选，对携带行李的重量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物品的重量与数量的关系是不可

忽视的问题，衣物满足气候变化所需，同等需求的物品考虑面料本身的比重，尽量能够在

同等数量的前提下选择比重轻的衣物，如夏天用薄棉细布或者真丝。

2.3  旅行地限制特点

外出旅行的服饰在空间重量的限制前提下，还要考虑旅行目的地的环境特点，去著名

城市和名胜古迹旅游由于交通方便服务齐全，旅游者尽可能选择轻便适合城市环境风格协

调的服饰，普通的休闲服和平跟底鞋都可以；去郊外、山区或海滨的自然景观游玩，对旅

游服饰的很多功能性的要求就比较高，以运动装为主，注重鞋的轻便、弹性减震、防滑，

选择脚不受创伤较能起保护作用的鞋，同时便于登高、省力又安全。

2.4  旅游服面料限制特点

旅游外出时运动量大，服装成为适应环境的第二皮肤，与居家服装相比这一功能突显，

应具有通风好，吸热少，吸水性强，耐脏，易洗、保暖、易干等特点。[3] 在准备旅游外出

服装时，尽量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减少在旅途中出现不便再耗费资金重复购置已有的衣

物，一来加大行李体积及重量，二来避免不必要的开销。

3    旅游服饰的艺术协调

3.1  风格统一    

准备旅游服饰的前期，根据旅游目的地及行程路线图，了解当地环境特点是出行前必

备的攻略。服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在风格特点上要统一，才能展示较好的服饰形象。例如：

熊玛琍：浅议旅游服饰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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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夏交替的季节去英国旅行，主要去领略伦敦大都市及周边文明古城的风采，以适合城

市环境风格的服装为基调，上装与下装内衣与外套色彩相统一，如图 1-d，红色西服为外套，

下着黑色西裤，保温层以红色外套的邻近色相配，丝巾与相配的毛衣协调，低跟休闲浅口鞋，

与旗袍也可以搭配（1-a），无论在剑桥大学还是在伦敦的大街上，不失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引来不少友好、赞赏的目光，在逛街的同时，也传达出中国游客的品位，使旅游者能够融

入当地的风景，这样不仅领略了当地的文化，更成为一个与环境交融、妆点环境的深度旅

行者。即便在街边广场的咖啡馆小坐（图 2-c），也会赢得他人的赞美和欣赏。搭配大忌：

在大都市，身着中国的旗袍脚蹬运动鞋，两者风格相悖，会产生滑稽的感觉，与旗袍搭配

的鞋必须是无带浅口鞋；如果在海滨浴场，以上的服装都不适合，只有穿上印有热带风情

图案的沙滩服或 T 恤，下着宽脚棉质裤或大摆裙，海风吹拂下裤脚或裙裾与头发一起飘动，

让人产生十分飘逸的视觉享受；任何时候不能上穿西服下着运动裤，无论在哪种场合都不

伦不类。

3.2  色彩和谐

服装在风格统一的基础上，注重色彩的搭配显得格外重要。现在的年轻人在改革开放

的环境中长大，服饰环境对他们的影响颇多，服饰色彩搭配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中老

年人从中国落后的服饰环境中走过来，对色彩的感知能力相对较差，通常两级分化明显，

要么受传统封建服饰文化影响，红到三十绿到老，以深色为主不敢问津亮色或花色，给人

雪上加霜的感觉。另一方面受时代的感染愿意让自己逐渐衰老的身体在服饰的包装下看起

来年轻点，但缺乏色彩知识，往往弄巧成拙，虽然用了亮色但给人刺眼不舒服的感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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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 图 1-b 图 1-c

图 1   服饰搭配效果图

图 2  服饰搭配效果图

图 2-a 图 2- b 图 2-c

图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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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出在色彩的搭配上。通常外出旅游服装分为内衣或打底衫以及外衣、鞋、帽。如果

没有色彩搭配知识又希望避免色彩搭配上犯错误，用同类色或邻近色比较保险，红色西服

与紫红下裙 ( 图 1-c ), 所谓同类色简单理解就是相近的颜色，如绿色的同类色可以是偏绿

的黄色或偏绿的蓝色（图 2-a），其它的色彩可以以此类推，也起搭配不会使人产生视觉

反感。想要表现冲击力强的视觉美感，通过内、外服装及上装与下装色彩对比的手法效果

会很突出。内衣用黑白灰（图 2-b）适合百搭，与外衣的色彩易于协调，年纪大的中老年

朋友，外衣尽量配置靓丽的色彩如（图 1-a），在大自然中显得更为精神，如果外衣色彩

单调深沉，内衣色彩搭配要尽量鲜艳夺目还可以加上条纹图案，这样的搭配给人年轻向上

活力四射的感觉。

3.3  功能兼顾

现在国外发展出一套“三层理论”的户外服装体系，根据这种理论，在出行的春夏秋

冬不同季节自行增减搭配，可以应付不同的气候类型，其功能表现突出。通常由排汗层即

内层 (Wicking Layer/Base Layer)、保温层即保暧层 (Insulation Layer)，和外套即阻绝层 (Shell/

Outer layer)。外出旅行季节不同，不一定都需要这三层。冷了加一层，热了就减一层。每

次出行之前，根据旅行目的地的天气情况自由搭配。

1）外套。这一层的材料要求防风最好能够防水，在冬天这些功能尤其重要。在外旅

行碰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不会危害身体。外套可以依据目的地季节、气候确定选用西服、风

衣还是轻薄的羽绒外衣，在考虑功能的同时不能忘记与内层色彩协调，注意功能与色彩和

谐统一（图 1-a 体现西服外套与旗袍的统一）。

2) 保温层。这一层夏天可以去掉，其它季节材料多种多样，羽绒、羊毛以及各种人造

材料做的抓绒衣。通常选用羊绒比较好，保暖、质量轻、便于携带。近年来抓绒衫 (Fleece)

越来越流行。[3] 它的保暖性能很好，干的比较快。既可以当保温层也能兼顾外套的功能，

另外，好的抓绒衫比较轻，具有一点防水效果而且透气。传统的抓毛绒防风性不太好，风

大时就不能当作外套穿。新型的虽然不能防水，但防风性能很好，比一般的抓绒衫要强很

多，现在也有一些兼具防风、防水功能的（图 1-d，毛衣是保温层）。

3) 排汗层。内衣在外出旅行时，科学挑选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内容。内衣的材质很值得

考究，在户外运动中，尤其在温差大的地方，纯棉制品属于禁忌。棉吸水性强，但干的慢。

当身体剧烈活动出了一身汗以后，一冷下来很可能被冻病。尤其在高寒地区或湿度大的地

方，棉内衣可能成为身体的杀手。特殊功能性内衣比如有速干性能的可以选择。图 2-b、

图 2-c 内衣同是丝光羊毛，用排汗性强、容易干的材料最适宜。另外，内衣的领型不要影

响与外衣的协调，通常外有领内无领或外无领内有领，色彩与外衣相呼应，使功能性与艺

术性相结合。

4    结语

对于旅游着装，如何挑选服饰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考虑旅游服饰实用功能的同

时，能够兼顾风格、色彩的和谐统一，穿出品味穿出时尚，给旅行生活带来更多情趣。当

旅行者在异国他乡，造型协调引来路人的注视，民族自豪感会油然而生，服饰的功能性与

艺术性的和谐统一是关键。本篇论点挂一漏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帮助读者在选

择旅游服饰注重舒适、轻便的同时，更加关注它的文化内涵，出国旅行在文明举止提升的

同时，别忘了人靠衣装马靠鞍，三分长相七分打扮，提升服饰的艺术价值，让旅行生活留

熊玛琍：浅议旅游服饰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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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更多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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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of Function and Artistry of Tourism Clothing

XIONG Ma-li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ourism is a produc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material life quality improvement. clothing 
is also a carrier of Chines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namely, it h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lif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dornment of human body, achieving the functionality and artistic 
unity. Studying on the function and artistry of tour costume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offers the help to guide people to pack travel dress, improves the tastes of tourism life and even 
reshapes the Chinese nation's image abroad .

Key words: tourism; dress of civilization; functionality and artistry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3 卷第 2 期    VOl.23    NO.2

广东白云学院七个项目获批为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立项建设项目

 2016 年 11 月 2 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关于 2016 年广东省本科高校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236 号），广东白云学院共计七个项目

获批立项。其中包括：校长黄大乾教授主持的广东民办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路径与内涵建

设研究——基于广东白云学院的实践探索、曹玉华教授主持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

业的校企协同育人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等 2 个综合类教改项目；项目化教学在《计算机网

络》课程中的应用研究等 5 个一般类教改项目。

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足学校教学改革实际，从教学实践中具体或一般性问题出

发开展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指导和应用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学校将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

开题论证，进一步优化项目建设目标和实施计划，确保高质量地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供稿：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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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之际，

互联网金融也正在各个领域助力经济发展新

常态。发挥金融助力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前提

是金融风险的防控，从而使金融业有安全稳

健的经营环境。传统金融环境中的风险防控

需要秉持的基本原则，对于互联网金融环境

中的风险防控具有同样的适用性，但互联网

金融风险防控在技术、制度、机制等各个层

面上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关键词：金融风险；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

梳理与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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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货币经济方面的

研究。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年，

也是中国决胜全面小康和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开端之年。在此

背景下，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如何助力经济新常态，是金融

业的重要责任。有的观点主张，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金融脱媒”

现象越来越严重、利率市场化在加速、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等

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必须由“规模冲动”和“速度情结”，转向

降本增效的转型发展思路 [1]。还有的观点提出，开发性金融要为经

济新常态“托底护航”[2]。

但是，发挥金融助力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前提，应该是金融风

险的防控，从而使金融业有安全稳健的经营环境，否则，金融助

力经济新常态就难以实现。可以将金融风险划分为传统金融的风

险和互联网金融环境中的风险两类。事实上，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二者往往是相互交织的，在这里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对它们分

别加以梳理、比较。同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风险的防控问题

进行探讨。

1    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风险特征分析

1.1  传统金融风险的特征与类型

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商业银行

如何提高金融风险防控水平，对于金融体系的风险防控水平是关

键，这里就以商业银行为例进行讨论。“存短贷长”是商业银行

经营的基本特点，而通过信贷业务获得盈利是商业银行盈利的主

要渠道。与此同时，伴随着信贷业务的是信贷风险。斯蒂格利茨

等认为，银行行为具有风险厌恶的特性 [3]38。如果商业银行在其经

营的全过程中真正做到了“风险厌恶”，那么，这些商业银行就

能够做到既盈利又规避信贷风险，从而保证其经营的安全与稳定。

但是，不少商业银行却往往只顾盈利而忘记了应该秉持“风险厌

恶”。例如，美国的金融机构“储蓄和贷款协会”在很长的时期

内曾经遵循着“只要有家，只要物主的心脏还在跳动，就给他（她）

传统和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梳理与防控

欧阳勤，刘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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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的经营方针。2007 年 8 月，“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这类金融机构不顾高风险，

肆意放贷而导致的恶果。

为了防范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商业银行流动性

风险管理指引》（2009 年）。该规范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有效识别、

计量、监测和控制流动性风险，维持充足的流动性水平以满足各种资金需求和应对不利的

市场状况。

从历史上看，传统金融的风险大多数局限在金融机构本身，根据商业银行经营的特点

可知，商业银行存在的主要风险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四种类型。1）

信用风险是指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履行约定合同中的义务而造成债权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风险；2）流动性风险是指因市场成交量不足或缺乏愿意交易的对手 , 导致未能在理想的

时间点完成买卖的风险。如果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不足，会影响其盈利水平，极端情况下

会导致商业银行倒闭；3）市场风险是指未来市场价格 ( 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 )

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既定目标的影响；4）操作风险是指由于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

的不完备或失效，或由于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

1.2  互联网金融风险特征分析

互联网金融是借助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现金融中介、投资融资和支付

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2012 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呈狂飙式发展之势，如 2012 年，

P2P 网贷平台运营数量为 200 多家，到 2015 年 12 月，增长到 2 440 多家。2014 年 1 月份，

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的投资人为 17 万人左右，2015 年 4 月，投资人数达到 100 万，而

2015 年 11 月份，投资人数达到 200 万。从贷款余额的资金量来看，2014 年 1 月份，总的

P2P 资金量达到 300 亿左右，整个 2015 年度，达到 8 000 ～ 10 000 亿左右。互联网为金

融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扩展空间，以互联网为载体的金融业务变得更加迅捷和廉价。这是

互联网金融与生俱来的优势，同时，互联网金融还具有虚拟性、创新性、包容性和普惠性

等特征。

互联网金融得益于互联网所固有的资源共享、实时交互等诸多方面的优势，但同时也

充满了无形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程度将更大。互联网

金融存在的形态是虚拟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经济生活中的人往往是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因此，这就使得委托 - 代理关系更加复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进一步增加。互

联网中的风险，的确是“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无法想象的危险的未知世

界”[6]19。

与传统金融风险相比较，互联网金融存在和产生风险的程度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市

场选择风险和交易主体操作风险增大、信用风险程度更高、流动性风险增强。具体地说，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使得身份确定、信用评价、资金流向等方面难以有效的确认，这就

可能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完全或信息失真，从而引起互联网金融交易的双方面临因信息不完

全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如果交易主体对互联网金融业务操作规范和流程不够熟

悉，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资金损失；由于目前国内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还不够全面，

消费者保护机制也不够健全，因此，由互联网信用业务引发的信用风险程度会更高；由于

互联网的共享性、便捷性、技术性、跨界性以及资金的高速运转，可能引发资金链断裂，

导致更严重的流动性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目前中国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传统金融业务，而专门规

范和约束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法律法规还相对滞后的现状。建立和完善有关互联网金融方面

的法律法规，势必是一个必然和迫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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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互联网金融自身所特有的技术性风险也无法回避。技术性风险首先是网络

安全风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取决于发达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软硬件系统和网络的安全防线将直接决定了互联网金融的安全，然而，很多 P2P 平台的整

体技术和安全水平与它们业务的风险性并不相匹配，这就给了黑客趁虚而入的机会。据“绿

盟科技”发布的 2014 年互联网金融安全报告显示，至 2014 年底，就有近 165 家 P2P 平台

由于遭到黑客攻击而造成了系统瘫痪、数据被恶意篡改、资金被洗劫一空等损失 [7] 。据统计，

2015 年新上线的 P2P 平台超过 1 500 家，平台数量累计达 3 858 家，而全年的“问题平台”

数量达到 896 家，这个数量是 2014 年的 3.26 倍 [8]。经济学家吴晓灵表示，中国 P2P 平台

已然成为任由全世界黑客宰割的羔羊。

其次是技术选择和技术支持风险。一些潜在的重大网络技术隐患或系统失败可能会导

致金融基础设施的瘫痪，从而引发互联网金融机构资金存管中的重大安全问题。一些互联

网金融机构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它们所选择的技术解决方案可能存在某些技术漏洞，从而

引起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技术选择风险。计算机软件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专业性很强，开发和

维护都需要持续的投入大量经费，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企业很大一部分规模较小，经济

实力有限，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它们往往在技术上采用外包策略。但是，一旦外包公司

提供的技术支持不能满足需求时，将导致技术支持风险。

2    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的基本原则

一般来说，传统金融的风险防控需要秉持以下几个原则，可以简要归纳为三点 [4]。

第一，避免贷款盲目性的谨慎原则。商业银行贷款的盲目性主要源于所需信息不完全，

因此，要充分收集和利用与信贷业务相关的信息，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完全的程度，获得借

款人真实可靠的信息，才能更有效的规避信贷风险。同时，信贷看似是一定的货币量，但

实际上贷款不是简单的同质商品，而是具有高度异质的 [3]120。于是，就要求商业银行对借

款人的信息分门别类进行信息处理，将其作为避免贷款盲目性的有效手段。

这方面的案例是商业银行在不动产（主要是房地产）的投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要

警惕大量资金流入不动产领域的“信用繁荣”。20 世纪 80 年代工业化国家的不动产市场

过热，高利润刺激了许多不动产公司向银行大量借款，于是，银行的资金大量投向不动产。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2001 年出现的严重泡沫，就是这种“信用繁荣”的结果。

米什金认为，当信贷繁荣推高资产价格的时候，就必然为更加严重的信贷繁荣推波助

澜。当泡沫破灭，资产的价格暴跌之后，商业银行的贷款遭受损失 [5]388。

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上涨之时，“信用繁荣”也开始显现。只是由于政府的

各项政策措施，以及商业银行的自律行为，才确保没有出现商业银行贷款大规模严重违约

现象。不过，商业银行由于发放贷款的不谨慎，不良贷款率明显上升的趋势应该引起警惕。

第二，对贷款的限制原则。这是控制商业银行对其发放贷款的范围与界限，从而解决

好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盈利与偿还债务的关系。针对 2006 年以来房地产的持续升温，2007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

管理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发放“不指明用途的住房抵押贷款”。但是，有的商业

银行非但没有执行该项规定，反而与借款人“合谋”以规避监管。根据国家审计署 2012

年 6 月公布的资料显示，2004 ～ 2010 年间，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存在着严

重的违规发放贷款问题。例如，通过向非土地储备机构、超期限等方式发放土地储备贷款，

以及向那些手续不全或资本金不足的项目发放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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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依据借款人的真实交易放贷。要求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最终的真实用途与借

款人当初申请贷款时的用途要一致，从而规避借款人从事与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的意愿相

背离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风险。在现实中，借款人的经济活动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经常

出现贷款真实用途偏离的情况。因此，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全过程（事先、事中和事后），

需要做到贷款多少、精确甄别借款人的资产和信用、收取多高的贷款利息、如何监控贷款

和花费多少监控贷款的成本 [3]43。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

（2004 年）中，明确贷款“三查”责任：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管理，目的就是要

清楚贷款的真实用途，从而保证贷款的安全性。

互联网金融风险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互联网金融在本质上仍然是金融契约，

因此，传统金融环境中风险防控所需秉持的基本原则，对于互联网金融环境中的风险防控

也同样适用。例如，商业银行通过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与行业自律制度可以预防和降

低传统金融风险。在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方面，商业银行运用对借款者监督的专门技术，将

借款者区分为信用良好与信用拙劣，从而有效降低因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在建立行业自律制度方面，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采取严格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来降

低金融风险。诸如此类的金融风险防控原则，任何形式的银行体系都是要遵守的。

互联网金融在严格遵循以上传统金融风险防控原则的基础上，还要充分利用各种技术

手段建立风险防控机制。运用密码和加密技术，可增强重要数据信息在处理、储存和传输

过程中的安全，防止数据被非法复制、修改或使用。防范黑客攻击，以免造成重要数据被

恶意修改或非法提现等。平台系统在数据的防篡改上设置预警和修复功能，在技术上可防

止平台内部人员利用先天的优势修改程序或数据库，造成重大损失。技术安全是互联网金

融平台安全运行的基础，需得到持续的技术支持，系统要适时的更新和升级，不断堵塞各

种技术漏洞，只有真正重视技术安全，筑牢技术防线，才能从根本上保护投资人的资金安全。

建立和依靠大数据征信体系，可快速提升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的效率，大大降低风控

成本。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大数据征信在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很多公司都想做，但是在

国内能够真正做大数据征信的就只有几家，像阿里巴巴、腾讯等，不过阿里巴巴的芝麻信

用也推出不久，还存在数据评估模型优化等问题，尚待成熟。许多公司号称互联网金融企

业，但它们的风险防控仍然离不开线下团队，很难完全真正实现线上申请、线上放贷，其

根本原因就在于线上没有足够的风险防控依据。现实情况即便如此，大数据征信仍然是未

来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的趋势和潮流。

在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迅捷、可靠、高效的协调机制，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风险

防控方法。当一方出现安全风险，就立即告知其它同行，引起多方警惕，就可以及早预警

和降低风险，利用这种协调机制实现信息共享，织成一张共同防范和应对互联网金融安全

风险的保障网。

互联网金融企业与保险机构合作，引入第三方保险可以为互联网金融安全风险防控增

加一道新的防护门。据报道，2014 年 10 月，长安责任保险与合道融通达成了战略合作并

签约，这是国内保险机构首次与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深度合作，开启了互联网金融信贷平

台和保险机构全面合作的新模式，具有深远意义 [9]。

互联网金融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并且早已突破了传统金融的安全边界。如

果互联网金融平台不安全，交易安全得不到保证，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就无从谈起，只

有对互联网金融安全保持足够的警惕性，从技术、制度、机制等各个方面筑牢安全防线，

互联网金融才能健康发展，为实体经济助力，实现安全、稳健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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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综上所述，发挥金融助力经济新常态，金融业就要健康稳定发展；而金融业的稳健发

展，就要有安全稳健的经营环境，金融风险的防控是重中之重。谨慎原则、限制原则和依

据借款人的真实交易放贷原则，是传统金融环境中的风险防控需要秉持的基本原则。认真

履行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提高传统金融的“风险厌恶”程度，从而降低信贷风险

以及将信贷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

传统金融环境中的风险防控需要秉持的基本原则，对于互联网金融环境中的风险防控

具有同样的适用性。但互联网金融环境中的风险防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要求，充分利用

技术手段、大数据征信体系、信息共享协调机制，以及引入保险机制等，可以为互联网金

融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安全、稳健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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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raditional and the Internet Financi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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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enters a new normal state, the internet financial 
is also boos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ll areas. The basic premise of the financial boosting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state i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inancial risks, so that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as a safe and sound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basic principles which need to be upheld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risks have the same applicability for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financial, but the internet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echnology, systems, mechanisms and the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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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模糊条款在信用证中时有出现。本

文将信用证中的那些不够清楚、明晰的条款

定义为模糊条款，并通过具体的条款案例分

析了模糊条款出现的成因，识别出其隐含的

目的和要求，认为模糊条款的实质就是保护

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的利益，并有针对性地

提出规避风险的策略 , 以利于受益人跟证交

单、议付货款。

关键词：信用证；模糊条款；识别分析； 风

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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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信用证的模糊条款，即是指信用证中的那些不够清楚、

明晰的条款。受益人审证时对这类条款常常识别不清、理解不透，

导致跟证交单出错。信用证中哪些条款属于模糊条款，为什么会

出现？该如何识别处理，规避风险？本文从信用证中遴选出下列

模糊条款作出分析。

1    信用证不立即生效条款

通常情况下信用证一经开出就立即生效。但是，有些信用证

生效会附加一些条件，诸如要获批授权书后，或待受益人收到通

知后才生效，由此产生了信用证不立即生效条款。

1.1  条款举例

例 1. THIS CREDIT WILL BECOME OPERATIVE PROVIDED 

THAT THE NECESSARY AUTHORIZATION WILL BE OBTAINED 

FROM EXCHANGE AUTHORITY, WE SHALL INFORM YOU AS 

SOON AS THE AUTHORIZATION OBTAINED. [1] （译文：本信用证

必须从外汇当局获批必要的授权书后方能生效，待获得授权书立

即通知你方 )

例 2. THIS LETTER OF CREDIT IS NOT OPERATIVE UNTIL 

WE ADVISE PRICE, NAME OF VESSEL, DESTINATION AND FINAL 

DOCUMENTARY REQUIREMENTS BY WAY OF AMENDMENT.( 译

文：直到我们通过修改信用证 , 通知有关价格、船名、目的港和最

后的单据的要求后 , 本信用证方能生效 )

1.2  识别分析 

上述例 1 条款模糊之处在于信用证能否生效取决于授权书能

否获批，但什么时候才能获批？能否批得下来？信用证也没作出

明确的说明，受益人也无从得知。这样规定的原因应该是进口国

对外汇进行额度管制，进口方必须获批外汇额度才可对外付款，

在外汇额度还未获批之前开证，信用证中做出这样的规定对买方

论信用证模糊条款的识别及风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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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如果外汇额度批不下来，该信用证就无法生效，开证申请人（买方）的利益就得到

了有效的保护。

与例 1 类似，例 2 条款的模糊之处在于买方什么时候和是否会能发出通知？其出现的

原因一般是买卖双方签订了长期的大宗的贸易合同，分期执行，不固定作价，而是随行就

市，待信用证开出后根据市场的价格再确定，其目的也是保护开证申请人（买方）的利益，

将价格波动的风险完全转移到卖方。因为以 FOB 术语成交的货物，是由买方安排运输，

通知卖方船名、目的港。如果市场的价格的变化大，信用证开出后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开

证申请人为了避免损失就很可能不履行合同，不发信用证修改通知书，那么卖方就等不到

买方的装船通知，信用证也成为了一纸空文。

1.3  风险规避——延迟履约

信用证中出现例 1 的“不立即生效条款”，受益人（卖方）可延迟履行合同，即暂不

安排备货，更不能发货，等开证申请人 ( 买方 ) 通知外汇额度落实后再履行合同；对于例

2 的条款，受益人应密切关注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特别是成交的货物价格变化较大的时

候，要争取与买方达成一致，在双方商定好价格后再进行跟证操作，以有效地降低风险，

如果在合同的有效期限内开证申请人仍不能落实信用证，最好通知改为汇付或托收的付款

方式。

2    货物品名笼统描述条款

信用证上的货物品名条款，基本上是详细具体规定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品质，但

有的信用证上也会作出笼统的描述。

2.1  条款举例

例 3．DESCRIPTION OF GOODS: GOODS AS PER PROFORMA INVOICE NO 2205B0311 

DD 050304 .[2]35 ( 译文：货物描述： 货物与 2005 年 3 月 4 日签订的形式发票号 2205B0311

上的一致 ) 

2.2  识别分析

例 3 的条款的模糊之处是开证行对货物的名称的描述太简单笼统。信用证上对货物描

述条款作出如此规定，原因是合同上货物的品名、规格或型号太多，有几十种甚至更多，

由于信用证篇幅的限制或是出于开证方便操作的考虑，开证申请人根据合同申请开证时，

没有将名称、规格在信用证申请书上一 一列举出来，而是作出上述笼统的规定，开证行

开证时也没做出更改，以提高工作效率。

 2.3 风险规避——单同相符

信用证是独立于合同的文件。UCP600 第 4 条规定：就性质而言，信用证与可能作为

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

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 [3]3。

根据信用证制单时，多数人习惯看信用证不看合同。如果生搬硬套，制单时受益

人在发票和其他单据货物的名称栏目中，只按照信用证的规定填写“GOODS AS PER 

PROFORMA INVOICE NO 2205B0311 DD 050304”( 译文：货物根据 2005 年 3 月 4 日的形

式发票号 2205B0311 上的描述 )，交单议付时银行就会认为是不符点。因此，在碰到这类

条款时，受益人不仅要看信用证，也要看合同的条款，认真查核合同上的货物品名的描述，

并在发票、装箱单等单据上填写与合同描述相符的货物品名，做到了“单同相符”，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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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证相符”。

3    数量与金额的约数条款

买方申请开证时，如果货物是不可以用如件、双、打等数量单位准确计算的品种，如

大宗的散杂货物，信用证上就容易出现模糊数量或金额条款。

3.1  条款举例

例 4.  COTTON CLOTH, QUANTITY: ABOUT 100 000 YARDS，USD1.50 PER YARD, FOB 

GUANGZHOU,CHINA. TOTAL AMOUNT: USD150 000.00 ( 译文：棉布，数量：大约 10 万码，

每码 1.50 美元，FOB 广州，总值：15 万美元 )

3.2   识别分析

 例 4 的数量与金额的“大约”是典型的模糊条款，其原因是买方开证时为了给自己

留有余地，目的是降低自身的风险。如上例中的棉布数量不小，如果开证后价格下跌，买

方在装运前就会要求卖方少发货物，以减少损失，价格上涨就要求多发货物，使买方的利

益最大化；也不排除是根据卖方的要求，方便卖方备货、交货、安排运输及成本的考虑。

关于数量和金额的增减幅度，UCP600 对此有明确的规定。UCP600 第 30 条ａ款规定：

“约”或“大约”用语信用证金额或信用证规定的数量或单价时，应解释为允许有关金额

或数量或单价有不超过 10% 的增减幅度；第 30 条ｂ款又规定：在信用证未以包装单位件

数或货物自身件数的方式规定货物数量时，货物数量允许有 5% 的增减幅度，只要总支取

金额不超过信用证金额。[3]8

3.3  风险规避——遵守惯例

根据 UCP600 制单时，受益人先要查看信用证的金额、数量、及单价的增减幅度条款，

关键是要区分清楚是 10% 还是 5%，其次是要分清货物是否是散杂货物，发货后可根据实

际发货的数量计算出汇票、发票的金额，填写在 Amount（金额）栏目里 。

需要注意的是，信用证中“about”（约）放在那一项，只适用于那一项，不能以此类推，

如例 4 的信用证中“COTTON CLOTH”（棉布）的数量规定为“约 10 万码”，但金额只

规定“USD150 000.00”，金额就没有 10％的增减幅度，发货时卖方最多只能发 10 万码，

不能多发 10% 即 11 万码。制单时汇票、发票的棉布金额也不可以超过 USD150 000.00，

超过了就不符合第 30 条ａ款规定；同样，如果信用证金额有“约 15 万美元”而数量却

没有“约 10 万码”，制单时棉布的数量及金额也同样处理；如果数量和金额前面均没有

“ABOUT，APPROXIMATE( 大约 )”等字样，出货和制单时可根据市场的情况作出 5% 增

减幅度的处理。单证员要区分清楚，避免出错。

4    装运时间和地点不详条款

信用证上的装运条款包括装运时间、装货港（地）、目的港（地）、分批装运和转运 ,

有时出现模糊规定的是装运时间和地点条款。

4.1  条款举例

例 5. 装运时间条款

1）LATEST DATE OF SHIPMENT:  PROMPT  SHIPMENT

（译文：最迟装船日期：立即装运）   

2）LATEST DATE OF SHIPMENT:  ABOUT MAY 2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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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最迟装船日期：约 2011 年 5 月 25 日）

例 6.  装运地点条款

1）LOADING IN CHARGE:  CHINA PORTS [2] 23 

 （译文：装运： 中国港口） 

2）FOR TRANSPORT  TO:  ANY PORT IN SPAIN

  （译文： 货物运至：西班牙的任何港口） 

4.2  识别分析

例 5 中的两个装运时间条款，均没有规定具体的装运日期。开证申请人要求尽快装运，

应该是要货较急，或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等变化太快，希望尽快收到货物以规避风险；

而“about （大约）”在交货日期前面则比较灵活，受益人可在装货日期 5 月 25 日的前后

5 天内发货 。

例 6 中的装运港只是笼统的规定中国的港口，没有清楚规定是中国的那个港口，可能

是货源地尚未定好；目的港规定为“西班牙的任何港口”，如开证申请人尚未确定其买家

的情况下暂时会作出这样的规定，待买家确定后再予以确认到货港。信用证这样规定的好

处是比较灵活，避免了在装卸港未确定的情况下先规定港口名称，出货和到货时却是另外

的港口，而不得不申请修改信用证的麻烦。

4.3  风险规避——沟通协商

如果信用证上出现例 5 中的 “尽快装运”的条款，可根据 UCP 的规定处理。UCP600

第 3 条规定：“除非确需在单据中使用，银行对诸如‘迅速’、‘立即’、‘尽快’之类

词语将不予置理”[3]2。受益人最好通知开证申请人改证，确定合理的装运日期。对于“大

约 5 月 25 日”的装运日期条款，UCP600 第 3 条还规定：" 于或约 " 或类似措辞将被理解

为一项约定，按此约定，某项事件将在所述日期前后各五天内发生，起迄日均包括在内 [3]2。

受益人可以在 5 月 20 日至 5 月 30 日这十天内安排发货装运，提单上显示的装船日期是 5

月 20 日至 30 日的某一天，就符合了 UCP 的规定，至于具体那一天装运，最好与买方沟

通商定。

有的信用证上没“最迟的装运时间”条款，实际业务中该如何操作？按照 UCP600 的

规定，信用证的有效日期即是装船日期。这种情况下，受益人最好根据合同规定的装运时

间发货或与开证申请人协商好发货日期，不要拖到信用证的到期日才发运，尽管这样做没

有违反 UCP600 的规定，但发货时间太迟，买方收货就晚，卖方收款也延后，这样对买卖

双方都不利 。

对于例 6 的装卸港的问题，受益人出货前一定要与客户确认好装卸港的名称，出货后

按实际的装货港和卸货港名称提交提单、保险单等相关的单据。

5    产地证类别不分条款

产地证是进口国海关征收关税，实行差别化贸易政策的重要单据。中国出口常用的产

地证格式有一般原产地证、普惠制产地证（FORM  A）、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优惠原

产地证明书（FORM  E ）。请看下面日本开来的信用证上的产地证条款。

5.1  条款举例

例 7. MANUALLY SIGNED CERTIFICATE OF ORIGIN IN TRIPLICATE（3）[2]32 

 ( 译文：手签的产地证一式三份）

柳仕超：论信用证模糊条款的识别及风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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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识别分析

该条款只规定提交签名的原产地证 3 份，但受益人提交哪种产地证，是一般产地证，

还是 FORM-A 产地证，或 FORM E 产地证？信用证没有明确规定。出现这样的条款可能

是由于开证申请人或银行的疏忽导致的，并不是出口商提供任何一种产地证都没问题，因

为进口商用错误的产地证去报关，海关肯定不受理。 

5.3  风险规避——分清类别

对于产地证种类不分的条款，受益人不能混淆中国出口到不同国家适用的产地证类别，

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要提交一般原产地证 ; 对发达中国家出口要提交 FORM-A 产地证 ; 对东

盟国家出口要提交 FORM-E 产地证。因此，受益人首先要弄清楚货物出口到那个国家，

分清产地证的类别。如例 7 的产地证条款，在收到信用证后可通知日方修改该条款，明确

规定出具 FORM-A 产地证。如果不改证，应办理提交 FORM-A 产地证。如果是出口到其

他国家和地区，则根据目的地办理相对应格式的产地证，否则即使银行审单时过了关，但

货物到达后，报关过不了开证申请人还是会要求重新办理提交正确的产地证。

6    任何银行议付的条款

议付行是受益人交单议付货款的银行，信用证上经常对议付条款作出如下的规定。

6.1  条款举例

例 8. ANY BANK BY NEGOTIATION AGAINST THE DOCUMENTS DETAILED HEREIN 

AND BENEFICIARY’S DRAFT AT SIGHT DRAWN ON US . [2] 23（译文： 凭信用证详列的单

据和受益人向我行开具的即期汇票，在任何银行议付货款）

6.2  识别分析

例 8 条款没有明确规定受益人交单给那间银行议付货款，目的是便于开证行的付款，

如果开证时规定某一家议付银行的名称，一般是指定与开证行合作关系比较密切的银行作

为议付行，约束受益人必须提交单据给指定的银行议付信用证项下的货款，这样的规定受

益人有可能不会接受。该条款也有可能是根据受益人的要求而作出的，即开证行不指定某

家银行为议付行，受益人可以凭信用证要求的单据，在任何银行议付货款。

6.3  风险规避——选好议付行

对于例 8 规定，受益人要注意的是不能完全按照信用证的规定，随意把单据交单给任

何一家银行特别是国外的不熟悉的中小银行议付货款，以防范议付风险，如果议付单据出

现“不符点”等问题时，就有可能遭到拒付而陷于被动的境地。

受益人如果是在中国境内交单议付，最好交单给合作关系密切的国内的大银行议付货

款。如某公司经常通过中国银行做国际结算业务，最好就交单给中行，这样处理既没有违

反信用证的规定，而且当单据上出现“不符点”时，中行就会给与提示修改，遇到其他的

问题也便于协商解决，对受益人比较有利。

7  “黑名单”条款

近年来由于时常出现政治经济的冲突，在欧美国家的银行开来的信用证上，频繁出现

所谓的“黑名单”条款，即对某些国家，甚至公司和个人进行惩罚，禁止或限制付款的条款。

7.1  条款举例

例 9. ANY  PAYMENT TO THIS LETTER OF CREDIT ARE ADVISED THAT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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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HAS IN PLACE SANCTIONS AGAINST CERTAIN COUNTRIES, RELATED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CITIBANK, N.A INCLUDING ITS BRANCHES AND ,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ITS SUBSIDIARIES, ARE PROHIBITED FROM EXCHANGE IN 

TRANSACTIONS WITHIN THE SCOPE OF SUCH SANCTIONS.（译文：对于该信用证的任何

付款，美国花旗银行，包括它的分行，在某种情况下，包括其分支机构收到通知，禁止对

受到美国政府处罚的国家、机构、个人进行支付）

7.2  识别分析

对于敌对的国家，或在政治、经济上与美国有冲突的国家，美国经常实施经济制裁措施。

例如，2011 年以来美国和欧盟因核问题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包括对伊朗能源和石化机

构进行制裁，美国还禁止美国银行与全世界跟伊朗央行做交易的任何金融机构有金融往来，

制裁“便利伊朗与世界金融机构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无论这些金融机构设在何地”。 

此外，美国对伊朗国有的海运公司也进行制裁，对向伊朗石油开采、外运提供便利的第三

国企业实施制裁，同时，对敢于向伊石油货轮提供保险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 又如 2014

年 5 月以来，美国又因克里米亚问题开始对俄罗斯一些有影响力人物以及能源、工程和金

融服务行业实行制裁。对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公司、机构采取的措施包括冻结在美国的资

产、禁运、禁止金融交易等。但是开证行开出信用证时，信用证上不可能具体列出受到制

裁的对象的名称，出于结算安全的考虑 , 开证行在信用证上做出以上模糊笼统的规定 , 目

的是明哲保身、开脱责任，将结算的风险转移给受益人。

7.3  风险规避——规避制裁

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的制裁措施，作为受益人无力改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规避

结算风险：一是接单前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开证申请人（买方）是否在“黑名单”上榜

上有名，是否与受到制裁的对象有关联，再决定是否接单，把贸易风险降至最低；二是尽

量避免使用美元、欧元等硬通货结汇转而以人民币等货币结算，因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已与

多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会逐步扩大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范围；三是信用证结

算，出口企业应坚持使用即期信用证结汇，尽量不做远期信用证，将风险降到最小。 

综上所述，信用证模糊条款尽管内容各异，出现的成因也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的特点

是开证行在开证时，根据申请人的要求，有意对数量、金额、船期、产地证和议付行等条

款不作明确、具体的规定。目的是为开证行和开证申请人（买方）开证后的运作留下回旋

的余地，将风险转嫁给受益人；其实质就是保护开证行和开证申请人的利益。因此，受

益人在审证时不可模糊不清，应仔细分析其出现的成因，看清其背后的真实目的和要求， 

受益人要善于保护自己，规避风险， 做到单证一致、 单同一致、单据与惯例一致，就能

化被动为主动，为顺利跟证交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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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gnition and  Risks  Prevention  of  the Obscure  Terms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LIU Shi-c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Sometimes the obscure terms can be found in the letters of credit.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unclear terms as the obscure terms, analyzes its reasons and recognizes its applied aims and 
demands. The essence i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applicant and the issuing bank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preventing risks are also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beneficiary to 
follow the LC and negotiate successfully .

Key words: Letter of Credit; Obscure Terms; Recognize & Analyze; Risks Prevention

广东白云学院三个项目获批为省级教学质量工程              
立项建设项目

2016 年 10 月，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2016 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233 号），广东白云学院申报的 3 个项目获

批为立项建设项目。

本次广东白云学院获批的项目有：李红英副教授主持的广东白云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建设项目、郭保生教授主持的土木工程特色专业立项建设项目、刘鹏林教授主持的经济

数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建设项目。

据悉，本次全省共计立项建设 423 个项目，其中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3 个、特色专业 50 个、

精品资源共享课 109 门。质量工程项目是创新强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白云学院相

关职能部门将严格对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进行管理，提升项目建设水平、项目成果的推广应

用。

                                                                                                              （供稿：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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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2010 ～ 2012 年发生并购行为的

沪深 A 股 358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用总资产

收益率和托宾 Q 值为衡量并购绩效的指标，

研究了企业生命周期、并购类型对并购绩效

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 企业要获得最优并

购绩效，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出发，依次选

择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进行并购；从并

购类型角度出发，企业应依次选择资产收购，

股权转让，吸收合并方式进行并购。当企业

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发生不同类型的并购

行为时其并购绩效存在差异，若企业处于成

长期和成熟期，优先考虑资产收购并购类型，

其次是股权转让，最后才选择吸收合并；若

企业处于初创期和衰退期时，优先选择股权

转让，其次是资产收购，一定不能选择吸收

合并，因为吸收合并并购类型会显著降低并

购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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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上市

公司并购事件频繁发生，激起了学者们对并购绩效问题研究的热

情。然而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并购模式对并购绩效的影

响方面，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

之一是，在研究过程中，生命周期对不同并购类型绩效产生的影

响这一现象一直被忽视，由此，人们对并购绩效的研究由原来的

静态模式变为动态模式。在国内外不少学者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研

究并购绩效，如魏春燕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解释了并购模式的选择，

认为成长期的企业倾向于相关并购，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倾向

于多元化并购 [1]。姚益龙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并购类

型的绩效，认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横向并购绩效最优；处于成

熟期的企业，总体上来说，纵向并购绩效和混合并购绩效优于横

向并购；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混合并购绩效最优 [2]。而刘焰从产业

和企业的生命周期角度，分析了当产业、企业都处于成长期时，

横向并购绩效好；当产业、企业都处于成熟期时，纵向并购绩效好；

当产业处于成长期，而企业处于成长和成熟期时，混合并购绩效

好 [3]。Alfred Yawson 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与并购意愿、并购方式、并

购支付方式、并购宣告日后反常收益的关系，发现企业生命周期

对并购意愿、并购方式、并购支付方式及并购宣告日的反常收益

都具有影响作用 [4]。

综上所述可知，魏春燕对并购类型的研究过于简单，仅限于

相关并购和非相关并购，而姚益龙对并购类型的研究也是基于传

统的分类，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研究并购类型是基

于 CSMAR 数据库对并购类型的划分，对企业来说更具有操作性。

刘焰以产业和企业的生命周期为视角，认为产业是由众多企业构

成的，处于同一产业周期的企业，其状况不尽相同，并购绩效也

不一样。因此，认为以企业作为生命周期的主体来研究不同并购

绩效更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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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其资源状况、财务状况、经营战略、竞争优势等

特征各不相同，因此，企业会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生命周期或不同的并购类

型进行并购，即使企业处于同一生命周期中选择不同的并购类型也有着不同的并购效果。

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视角，研究企业何时进行并购，或者选择何种并购策略，或者企业

处于某一特定生命阶段时选择何种并购策略，以达到最优的并购绩效。

与已有文献相比，主要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专注于上市公司作为收购方所进行的

兼并收购的研究，避免了其他重组事项可能带来的干扰；其次，国内对并购绩效的研究大

多以并购动机为视角，本文则以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研究企业应该在哪个生命周期阶段

发生并购行为才能达到并购绩效最大化。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购绩效的文献，同

时也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并购决策依据；再次，此前国内研究并购类型按并购双方所涉及

的行业分为横向、纵向、混合并购三种基本模式，参考 CSMAR 数据库对并购类型的划分

办法，将并购划分为：资产收购、股权收购、吸收合并、股份回购、要约收购和股权转让

等六种，而基于股份回购类型在实际并购中不常出现，只考虑资产收购、吸收合并、要约

收购和股权转让四种并购类型，此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和拓展企业并购类型的研究成果；最

后，还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提示企业应当充分认清自身所处阶段，合理有效地选择并购

类型，以提高企业并购绩效。

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的结果和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思 (Ichak  Adizes)（1997）在《企业生命周期》中最早提出

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企业要经历成长和老化阶段，具体包括了孕育期、婴儿期等

十个阶段。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把企业的生命路劲看作是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

不同阶段的集合。这一理论试图通过对企业存续期内各个阶段特征的描述来反映企业的发

展过程，发现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问题和解决方法，从而为企业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奠定

理论基础。理查德·达芙特认为企业的发展阶段经历四阶段：创业阶段、集体化阶段、规

范化阶段和精细化阶段。我国国内学者对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

如罗红雨把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运用到企业的成本战略管理，析了企业初创期、成长期、成

熟期和衰退期各个阶段的成本战略模式 [5]。吴晓荣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探讨了企业不同发

展阶段特点和存在的管理问题，进而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寻求企业良好发展的解决方法 [6]。

吴亮等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运用产业增长率方法对沪深物联网板块上市公企业进行生命

周期划分，运用因子分析法评价了该板块企业发展状况 [7]。

1.2  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

目前理论界和企业界根据组织演化规律，一般将企业成长过程分为初创期、成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李业把企业成长阶段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初生、成长、成熟和

衰退，划分的依据是销售额 [8]。姚益龙、赵慧和王亮根据销售收入趋势图将企业划分为成

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 [2]。魏春燕和王生年根据企业的现金流系统性变化规律将企

业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1]。综上可知，较为普遍的划分是将企业生命

周期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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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企业生命周期的界定方法上，姚益龙等根据销售收入趋势图判断企业所处阶段：

若趋势图呈现明显上升则划为成长期；明显下降划为衰退期；不明显或平坦趋势划为成熟

阶段。魏春燕等根据企业的投资现金流、融资现金流和营业现金流的正负将企业划为成长

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本文借鉴了姚益龙和魏春燕等的方法，通过销售收入增长率的正负

来判断企业所处阶段。

以 2010 ～ 2012 年间所有 A 股发生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但研究中需要获得样本企

业并购前一年到并购后两年的财务数据，因而实际样本跨度为 2009 ～ 2014 年。选择企业

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作为划分企业生命周期的指标，将样本按三年一时期分为两个时期，即

2009 ～ 2011 年为前一时期，2012 ～ 2014 年为后一时期。由于各个行业的经营业绩和成

长水平不相一致，为了剔除行业的差异性，将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减去该企业所在行业

的平均销售收入增长率，即企业最近三年平均销售增长率减去所在行业最近三年平均销售

收入增长率。根据两个时期增长率的正负判断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具体见表 1。另外，

由于样本数据跨度 6 年以上，为了便于比较，对于上市时间在 6 年以下的公司定义为初创

期，所有样本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数量如表 2 所示。

2009 ～ 2011 年 2012 ～ 2014 年

成长期 ＋ ＋

成熟期 ＋ －

成熟期 － ＋

衰退期 － －

生命周期 初创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合计

样本数 21 206 109 22 358

所占比例数 5.8% 57.5% 30% 6% 100%

1.3   企业生命周期与并购绩效的关系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趋势体现出其将逐渐融入其他的研究领域，当然有学者开始

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在企业并购以及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在国外，运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

并购绩效有三种视角，其一是，以产业生命周期为切入点，如 Anand 和 Singh，通过对处

于衰退期的美国国防工业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处于衰退期的横向并购带来的绩效优于

混合并购 [9]。Maksimovic 研究了不同产业生命周期内企业的特征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 [10]。

其二是，以企业生命周期为切入点，如 Philips 等认为并购对于处于成长期的公司来说会

提高其经营绩效。在中国，许多学者也做了同样的研究，如王凤荣等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

并购为样本，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干预下的企业并购绩效呈现生命周期差异 [11]。其三是，

以企业和产业生命周期为切入点，刘焰从企业和产业生命周期视角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也得

出类似结论，认为并购绩效与产业和企业所处的周期有关 [3]。综上分析可知，企业生命周

期对并购绩效是有影响的，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 企业生命周期对并购绩效是有影响的，成长期的并购绩效优于成熟期或衰退期。

1.4  并购类型与并购绩效的关系

张秀兰以 2002 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发生的并购事件为例，对股权收购、股权转让和

表 1  生命周期划分依据

表 2  样本生命周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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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收购三种并购类型的超额累计收益进行了比较，得出对被并方来说三种并购绩效依次

降低，而收购方的绩效影响不显著 [12]。李田香等采用事件研究法对 2008 年的 556 起资产收

购和股权转让两种并购模式的并购绩效进行比较，由于不同的并购模式给企业带来不同的

经营管理方式、并构成本和并购风险等，得出股权转让的并购绩效优于资产收购的绩效 [13]。

王霞等以友谊股份吸收合并百联股份为例，研究发现吸收合并并购方式给主并方和被并方

的股东都创造了财富效应，实现了主并方的短期财务绩效增长 [14]。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并购类型对企业并购绩效存在一定的影响，股权转让的并购绩效优于资产收购

或吸收合并。

1.5  企业生命周期、并购类型与并购绩效的关系

姚益龙等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并购类型的绩效，以 2003 年上市公司的

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发现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横向并购绩效最优；处于成熟期的

企业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的绩效总体优于横向并购；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混合并购的绩效

最优 [2]。刘焰以 2007 ～ 2009 年的并购事件为例，研究发现当产业、企业都处于成长期时，

横向并购绩效好；当产业、企业都处于成熟期时，纵向并购绩效好；当产业处于成长期，

而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时，混合并购绩效好 [3]。综上分析可知，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

不同，将选择不同的并购方式，带来的并购绩效也是不同的。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并购类型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选取 2010 ～ 2012 年间所有 A 股发生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按以下标准选择样本：

1）剔除主并方为非上市公司和未成功实施并购的样本；2）剔除并购交易规模小于 1 亿的

样本；3）剔除金融行业或综合行业的样本；4）剔除主并方为 ST 或 PT 的公司；5）剔除

研究样本数据缺失的样本；6）若同一年发生多次并购事件，则取交易额最大的一次作为

研究样本；7）剔出在 2010 年至 2012 年内发生两次以上的并购样本；8）剔除重组类型为

资产剥离、资产置换、债务重组、股份回购的并购样本。由于研究中需要获得样本企业并

购前一年到并购后两年的财务数据，所以实际样本跨度为 2009 ～ 2014 年。经过上述筛选

最终获得 358 个样本数据，2010 年 106 个，2011 年 109 个，2012 年 143 个。所需的并购

交易、财务数据和并购数据均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巨潮咨询、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上市公司资讯网等。

2.2  变量定义与描述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并购绩效，国内外文献研究关于并购绩效的衡量方

法主要有：事件研究法和财务指标法。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影响股价的波动因素

很多，事件期窗口的选择主观性强，因此，采用事件研究法衡量并购绩效不够理想。而财

务指标法中财务指标具有数据容易获取，计算简便，财务数据经过审计，具有可信性。因

此，从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两个方面选用财务指标来衡量并购绩效。财务绩效用总资产收

益率（ROA），因为总资产收益率（ROA）能够综合概括公司利润的增长速度，是公司运

用净资本获利能力的集中表现。市场绩效用托宾 Q 值来衡量，托宾 Q 值是资产市场价值

相对账面价值的倍数，反映了市场对公司资产的评价。以 ROA 和 TOBINQ 分别从财务和

市场两个角度来衡量并购绩效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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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由于研究的对象是企业生命周期与并购类型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因此，

定义企业生命周期 (lifecycle) 和并购类型 (merger type) 为自变量。研究的生命周期包括初创

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研究所指的并购类型 (merger type) 主要是要约收购、

资产收购、吸收合并和股权转让四种并购类型。

控制变量。为了研究企业生命周期和并购类型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必须控制其他影响

总资产收益率和托宾 Q 值的因素，从而使实证结果更精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

模（SIZE）。一般企业的规模大小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公司规模用并购前一年

的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股权集中度（TOP1）。李善民等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

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显著影响，因而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

的替代变量 [15]。管理层持股比例（GOVER）。王冰洁等研究表明非流通股比例过大会降

低公司绩效，适当增加经营者的股权能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和管理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的

绩效 [16]。资本结构（LEV）。唐洋等研究发现债务总体水平、短期借款与长期负债对企业

绩效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17]，用并购前一年的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公司的资本结构。各变量

的具体定义见表 3。

变量类型 变量含义 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 / 总资产 

托宾 Q 值 TOBINQ 市值 / 总资产 

解释变量 企业生命周期 LC LC1

LC2

LC3

LC4  

初创期取 1，否则取 0；

成长期取 1，否则取 0；

成熟期取 1，否则取 0；

衰退期取 1，否则取 0；

并购类型 MT MT1

MT2

MT3

MT4

要约收购取 1，否则取 0；

资产收购取 1，否则取 0；

吸收合并取 1，否则取 0；

股权转让取 1，否则取 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并购前一年的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股权集中度 TOP1 以并购发生年份的年初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管理层持股比例 GOVER 管理层持股数 / 企业总股数

资产负债率 LEV 并购前一年年末总负责 / 年末总资产

2.3  模型设计

根据研究假设，以 ROA，TOBINQ 为被解释变量，LC 和 MT 为解释变量，为了避免

多重共线，去掉 LC1 和 MT1，构建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     实证检验及分析

表 3  变量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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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3.1  描述性统计

表 4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的统计分析结果来看，总样本的总资产收益率

最大值为 36.29%，最小值为 -24.74%，均值为 4.11%，而且各个公司总资产收益率差异不

大（标准差是 6.573 58）；总样本的托宾 Q 值最大值为 64.29，最小值为 0.74，均值为 2.322 2，

标准差为 3.625 20，说明总体而言，并购样本的并购财务绩效并不高，但各个公司的财务

绩效差异不大。从样本公司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来看，无论是 ROA 还是托宾 Q 值，成长

期的业绩平均值最高，整体来看，企业并购绩效从优到劣依次是成熟期，衰退期，初创期。

说明近几年来发生并购的企业一半以上是处于成长期，且并购绩效成长期最好。从样本公

司发生的并购类型来看，在所有样本中，发生要约收购行为有 18 家，占总样本的 5%, 资

产收购有 117 家（占总样本的 32.7%），吸收合并有 26 家（占总样本的 7%）, 股权转让

197 家（占总样本的 55%）。从并购绩效来看，资产收购最高，其次是股权转让，再次是

吸收合并，最后是要约收购，说明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发生股权转让的并购行为，但这种并

购类型带来的并购绩效并非是最优的，而发生资产收购这种并购行为只有 32.7%，但是带

来的并购绩效是最好的。

变量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全样本 ROA 358 -24.74 36.29 4.115 2 6.573 58

TOBINQ 358 .74 64.29 2.322 2 3.625 20

SIZE 358 17.47 26.85 21.702 7 1.397 21

TOP1 358 2.49 89.41 33.090 7 17.383 91

EV 358 12.08 23.46 18.737 9 1.810 58

GOVER 358 .00 .61 .043 9 .113 06

LEV 358 .00 7.77 .449 7 .634 57

初创期 ROA 21 -3.04 8.38 2.341 8 2.796 94

TOBINQ 21 1.05 4.29 2.041 0 1.023 98

成长期 ROA 206 -24.74 36.29 4.950 2 7.389 52

TOBINQ 206 .79 64.29 2.613 1 4.663 81

成熟期 ROA 109 -8.02 23.84 4.940 6 4.900 22

TOBINQ 109 .74 9.01 1.886 1 1.139 95

衰退期 ROA 22 -24.12 10.02 2.530 0 7.737 58

TOBINQ 22 1.03 5.60 2.026 4 1.189 36

要约收购 ROA 18 -.01 .24 .0483 .057 52

TOBINQ 18 .98 6.04 1.9900 1.165 52

资产收购 ROA 117 -8.02 23.84 5.0561 4.692 49

TOBINQ 117 .74 9.01 2.928 4 1.167 32

吸收合并 ROA 26 -24.12 10.02 2.637 1 7.246 33

TOBINQ 26 1.03 5.60 1.957 0 1.109 37

股权转让 ROA 197 -24.74 36.29 4.148 3 7.497 21

197 .79 64.29 2.634 4 4.757 41

3.2   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 SPSS19.0 进行 OLS 回归分析，得出回归结果见表 5。

模型 1 和模型 2 是生命周期与并购绩效的回归结果，在 5% 的显著水平下，当企业处

于成长期（LC2）和成熟期（LC3）时，与并购绩效（ROA 和 TOBINQ）正相关，而企业处

于衰退期时，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且 LC2 的系数大于 LC3，说明相对于初创期而言，企业

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进行并购能够显著提高并购绩效，且企业处于成长期进行并购带来

的绩效要优于成熟期，处于衰退期进行并购显著降低并购绩效。因此，无论并购绩效是

ROA 还是 TOBINQ，在成长期进行并购取得的并购绩效要优于成熟期和衰退期，从上述描

表 4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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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统计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综上分析，可见验证了假设一。模型 3 和模型 4 是并购类

型与并购绩效的回归结果。在 5% 的显著水平下，当并购类型为资产收购、吸收合并和股

权转让时，都与并购绩效（ROA 和 TOBINQ）显著正相关，但从 MT 前面的系数来看，资

产收购的单位绩效增加量要优于股权转让，股权转让优于吸收合并。说明相对于要约收

购并购类型而言，企业发生资产收购、吸收合并和股权转让能够显著提高并购绩效，但

绩效增加量从高到低依次是资产收购，股权转让，吸收合并。无论并购绩效是 ROA 还是

TOBINQ，选择资产收购并购类型取得的并购绩效要优于股权转让和吸收合并，从上述描

述性统计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回归结果只验证了假设二的部分。模型 5 和模型 6 是所有

变量与并购绩效的回归结果，各主要变量与并购绩效的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该回归

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假设一和假设二。

可能由于研究时期和研究方法不同，李田香等是以 2008 年的 4 052 起并购事件为样本，

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研究并购绩效，而以 2009 ～ 2014 年发生的并购事件为样本，采用财

务指标法进行研究并购绩效，认为资产收购获得了企业全部资产的实质性经营权，收购企

业可以直接派人组织实施生产经营活动，对所经营的资产享有绝对的处置权，而股权转让

仅对被收购企业资产的拥有或控制权，不能直接参与收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导

致研究结论是资产收购的并购绩效优于股权转让。假设二只验证了并购类型不同并购绩效

存在差异，且得出资产收购的并购绩效优于其他并购类型，假设二没有完全验证。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ROA TOBINQ ROA TOBINQ ROA TOBINQ

常数项 6.669 

(1.055)

17.870

 (5.502)

2.727

 (0.399)

17.409

 (4.851)

2.058

 (1.292)

17.237 

(4.659)

成长期 LC2 1.150

(3.139)

1.450

(1.215)

0.813

(1.306)

0.742

(1.533)

成熟期 LC3 0.184

(1.628)

0.110

(1.093)

0.809

(1.517)

0.739

(1.430)

衰退期 LC4 -1.480

(-1.743)

-0.505

(-1.032)

-0.138

(-1.009)

-0.182

(-1.020)

资产收购 MT2 3.540

(1.911)

0.360

(1.020)

3.613

(1.463)

0.405

(1.412)

吸收合并 MT3 0.175 

(1.032)

0.188

 (1.167)

1.804 

(1.428)

0.214 

(1.188)

股权转让 MT4 2.555

 (1.434)

0.303

 (1.024)

2.615 

(1.313)

0.359 

(-1.383)

企业规模（SIZE） -0.465

(-1.746)

-0.750

(-5.483)

-0.378

(-1.380)

-0.737

(-5.120)

-0.379

(-1.373)

-0.746

(-5.147)

股权集中度（TOP1） 0.049

 (2.373)

-0.016 

(-1.514)

0.033 

(1.435)

-0.018 

(-1.489)

0.032 

(1.396)

-0.017 

(-1.450)

管理层持股（GOVER） 4.914

 (1.560)

-2.174 

(-1.320)

4.458 

(1.418)

-2.054

 (-1.244)

4.374

 (1.382)

-2.119 

(-1.276)

资产负债率（LEV） -1.166

 (-2.110)

1.106 

(3.823)

-1.155 

(-2.100)

1.117 

(3.867)

-1.168 

(-2.111)

1.110 

(3.827)

R2 0.275 0.392 0.252 0.389 0.254 0.391

D.W 1.889 2.250 1.880 2.256 1.878 2.257

 F 3.556 7.915 2.959 7.771 2.161 5.673

从控制变量来看，主并方的资产规模对并购绩效有显著负相关，说明小公司更可能

利用并购行为提高公司并购绩效。资产负债率与 ROA 在 5% 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与

表 5  生命周期、并购类型与并购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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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NQ 在 5% 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在财务上负债起到了财务杠杆作用，提高了总

资产收益率，在资本市场上，负债没有充分发挥信号传递作用，没能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

同样，管理层持股和股权集中度与 ROA 显著正相关，与 TOBINQ 显著负相关，说明管理

层持股数越多越能提高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而对市场价值却起反作用。从 R2 来看，以

TOBINQ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拟合度比较好，以 ROA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拟合度比

较差。对上述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F 检验结果

显示，各模型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成立。各模型回归残差检验结果显示，各模型回归残

差均服从（0，1）标准正态分布。这些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总而言之，就并购时期而言，企业应该依次选择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进行并购；

就并购类型而言，企业应该依次选择资产收购，股权转让，吸收合并进行并购，这样带来

的并购绩效最高。

为了检验不同生命周期下并购类型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本文按企业生命

周期把样本公司分成两组，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公司为一组，初创期和衰退期的公司为一组。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组中，三种并购类型（MT2，MT3，MT4）

与并购绩效（ROA，TOBINQ）在 5% 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且 MT2 的系数最大，MT4 次之，

MT3 最小，说明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中，资产收购带来的绩效最高，其次是股权转让，吸收

合并并购行为的绩效最差。在初创期和衰退期组中，资产收购（MT2）和股权转让（MT4）

与并购绩效（ROA，TOBINQ）在 5% 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且 MT4 的系数大于 MT2，而

吸收合并（MT3）与并购绩效（ROA，TOBINQ）在 5% 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在初创

期和衰退期中，股权转让和资产收购并购行为能提高企业的并购绩效，且股权转让优于资

产收购，而吸收合并显著降低企业的并购绩效。控制变量和前述分析几乎一致。综上分析

可知，当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发生不同的并购类型带来的并购绩效是存在差异

的，假设三得到验证。

变量名称

成长期和成熟期 初创期和衰退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ROA TOBINQ ROA TOBINQ

常数项 2.306
（1.311）

18.352
(4.508)

-21.552
(-1.397)

5.940
(1.805)

资产收购 MT2 3.261
（1.690）

0.378
(1.357)

1.108
（1.666）

0.200
（1.564）

吸收合并 MT3 2.193
（1.455）

0.178
(1.367)

-2.346
（-1.505）

-0.246
（-1.331）

股权转让 MT4 2.297
（1.254）

0.294
(1.293)

2.495
（1.823）

0.397
(1.614)

企业规模（SIZE） -0.328
（-1.094）

-0.792
(-4.810)

-1.028
（-1.475)

-0.145 
(-0.976)

股权集中度（TOP1） -0.045
（-1.802）

-0.019
(-1.428)

-0.049
(-1.022)

-0.007 
(-0.730)

管理层持股（GOVER） 4.028
（1.227）

-2.127
(-1.181)

20.189
(1.884)

-2.672 
(-1.169)

资产负债率（LEV） -0.941
（-1.659）

1.098
(3.529)

-17.702
(-4.467)

-1.312 
(-1.552)

R2 0.245 0.394 0.664 0.496

D.W 1.865 2.278 1.911 1.810

 F 2.792 8.040 3.946 3.931

N 315 315 43 43

表 6   分组回归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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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用营业利润增长率来替换销售收入增长率，对样本

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进行重新划分，得出初创期 21 家，成长期企业 176 家，成熟期企业

144 家，衰退期企业 17 家。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7，相对于初创期而言，当企业处于成长

期（LC2）和成熟期（LC3）时，与并购绩效在 5% 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且 LC2 的系数大

于 LC3，说明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能够显著提高并购绩效，且成长期取得并购绩效的

增加量高于成熟期；当企业处于衰退期（LC4）时与并购绩效在 5% 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说明相对于初创期而言，企业处于衰退期能够显著降低并购绩效。从并购类型来看，在 5%

的显著水平下，相对于要约收购而言，资产收购、吸收合并和股权转让与并购绩效显著正

相关，且 MT2 的系数最大，其次 MT4，MT3 系数最小，说明当企业发生资产收购、吸收合

并和股权转让三种并购类型时能显著提高并购绩效，且资产收购取得并购绩效的增加量高

于股权转让和吸收合并。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通过检验，显著性水平。按生命周期不同分

组检验中，在成长期和成熟期阶段三种并购类型与并购绩效在 5%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

关，且每种并购类型的系数不同；在初创期和衰退期阶段中，资产收购（MT2）和股权转

让（MT4）与并购绩效在 5% 的显著水平下正相关，吸收合并（MT3）与并购绩效显著负相

关。由此可见，稳健性检验结论与主检验的回归分析结论基本一致。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成长期和成熟期 初创期和衰退期

ROA TOBINQ ROA TOBINQ ROA TOBINQ

常数项 3.287

(1.488)

17.483

(4.812)

3.818

 (1.534)

18.572 

(4.651)

1.672

(1.051)

8.541

(2.551)

成长期 LC2 1.043

(1.694)

0.642

(1.094)

成熟期 LC3 0.940

(1.614)

0.302

(1.365)

衰退期 LC4 -6.161

(-2.927)

-0.580

(-1.511)

资产收购 MT2 3.442

 (1.891)

0.378 

(1.385)

3.391

(1.771)

 0.360

(1.370)

1.229

(1.625)

0.023

(1.021)

吸收合并 MT3 1.195 

(1.568)

0.203 

(1.179)

2.383 

(1.055)

0.188 

(1.167)

-3.346

(-1.485)

-0.346

(-1.321)

股权转让 MT4 2.630 

(1.513)

0.309

 (1.329)

2.707 

(1.483)

0.303 

(1.324)

2.052

(1.008)

0.363

(1.346)

企业规模（SIZE） -0.422 

(-1.577)

-0.744

 (-5.150)

-0.393

 (-1.376)

-0.737 

(-5.120)

0.154

(0.163)

-0.377

(-2.549)

股权集中度（TOP1） 0.030 

(1.344)

-0.017

 (-1.437)

0.041 

(1.749)

-0.018 

(-1.489)

-0.076

(-1.018)

0.008

(0.677)

管理层持股（GOVER） 4.089

 (1.328)

-2.040 

(-1.227)

4.398 

(1.377)

-2.054 

(-1.244)

-3.882

(-0.277)

-1.950

(-0.891)

资产负债率（LEV） -1.147 

(-2.130)

1.102 

(3.790)

-1.071

 (-1.941)

1.117 

(3.867)

-6.224

(-1.475)

-0.625

(-0.948)

R2 0.342 0.393 0.255 0.396 0.569 0.553

D.W 1.886 2.259 1.871 2.273 2.139 1.135

 F 4.171 5.729 2.696 7.219 3.171 3.729

N 358 358 320 320 38 38

4    结论与启示

以 2010 ～ 2012 年沪深 A 股 358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用并购后一年和并购后两年的总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何邓娇：企业生命周期、并购类型与并购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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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收益率和托宾 Q 值的平均数为衡量并购绩效的指标，研究了企业生命周期、并购类

型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 企业要获得最优并购绩效，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出发，

依次选择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进行并购；从并购类型角度出发，企业应依次选择资产

收购，股权转让，吸收合并方式进行并购。当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发生不同类型的

并购行为时其并购绩效存在差异，若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优先考虑资产收购并购类

型，其次是股权转让，最后才选择吸收合并；若企业处于初创期和衰退期时，优先选择股

权转让，其次是资产收购，一定不能选择吸收合并，因为吸收合并并购类型会显著降低并

购绩效。

上述研究结论对企业的并购决策有如下几点启示：1）企业选择何种并购策略受企业

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条件的限制，如自身资产规模和股权集中度等，这些条件会随着企业的

发展不断积累和变化，因而企业在选择并购对象、制定并购决策时会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中

不同的自身资源和能力而制定合理的并购策略。2）企业选择何种并购策略受每一种并购

策略自身的影响，不同的并购策略其交易成本、并购风险和对企业股权控制度等都不同，

因此，企业选择何种并购策略应结合企业自身条件制定相适宜的并购策略。3）企业生命

周期和并购类型不同对并购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管理者在进行并购决策时要考虑本公司

所处的生命阶段，当公司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时，应该首选资产收购并购策略；当公司处

于初创期和衰退期时，公司首选股权转让并购策略，这样才能提高并购绩效。本研究结果

对企业在进行合理选择并购策略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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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rporate Life Cycle, 
M&A Types and M&A Performance

HE Deng-jiao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Guangdong)

Abstract: Sampling from 358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that once 
involved i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from 2010 to 2012,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ion life cycle and merger type on merger performance measured by ROTA and Tobin’s 
Q. The research manifests that to achieve optimal merge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corporation 
life cycle, the merger should be taken in the sequence from growth stage, maturity stage to 
degenerating stage. From M&A, the company should choose asset acquisition, stock right transfer 
and absorption merger. When the enterprise is in different life cycl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f the enterprise is in the growth and 
maturity,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cquisition of assets acquisition type, followed by the 
transfer of equity, and finally choose consolidation by merger. If the enterprise is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 recession, the preferred option is the equity transfer, followed by the acquisition 
of assets, consolidation by merger can not be chosen, because the consolidation by merger and 
acquisitions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M & a performance.

Key words: corporate life cycle；M&A types；M&A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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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设计学院 2014 级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陈家珍、黄淑根、龙昕宇三位同学荣获团体组一

等奖，2015 级产品设计专业（服装设计方向）陈建达、李玉翠、吴妍珊三位同学荣获团

体组二等奖，服装系郭艳老师、周建老师、刘凡嘉三位老师荣获优秀指导老师奖。

此次比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广东省采购

与供应链协会承办。比赛旨在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培、以赛促技、以赛促业的目的，在

竞赛中注入了将设计与生产、销售相结合的题材和政策，着力发掘和培养优秀的毛织服装

设计人才，助推毛织产业转型升级。

                                                                                                           （供稿：李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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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韩两种语言都存在因果复句，但

因这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所以它们在复

句的表现方法及连接手段上都有着很大差

异，汉语的因果复句不仅和韩语的因果复句

相对应，而且还能和其他语义关系的复句或

其他表现形式相对应。前人研究成果当中极

少运用中韩对译小说语料库来研究复句的情

况，尝试利用中韩对等翻译小说语料库进行

复句研究，运用实际双语例句、使用比较分

析法进行考察分析汉语中的“既然，就”和“以

致”等因果复句在韩语中的对应形式，这对

于中韩复句的研究及教学将是一个很好的启

示和参考。

关键词：汉语；因果复句；语料库；韩国语；对

应形式

收稿日期：2016-05-14

作者简介：黄丙刚（1972 － ），男，山东

临沂人，博士，主要从事韩中语言文化比较

方面的研究。

前后分句之间具有原因和结果或理由和结果的关系的复句叫

因果关系复合句。一般来说，放在从句前面说明原因或者理由，

出现在主句后面表示结果。在因果关系复合句当中，不管强调原

因或强调结果，都是把表示结果的句子作为主句，把表示原因出

现的句子作为从句；不管强调行为或强调目的的时候，都是把表

示行为的句子作为主句，把表示目的的句子作为从句。因果关系

和时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客观事物的因果关系常常以原

因最先出现，其次是出现结果，但是表示因果关系的语言样式的

多样性不可以把结果放在前面，把原因放在后面。

文章主要以“既然，就”、“以致”因果复句为研究对象，

运用中韩对等翻译小说语料库的例句①，进行考察分析它们在韩国

中的具体对应形式，这对于汉语因果复句的对外教学及研究提供

积极的参考，也对中韩因果复句的翻译提供很好的帮助。

1  “既然 , 就”型复句在韩国语中的对应形式

在汉语的语法书中，“既然——就——”主要是表示话者的主

观推论性因果关系的关联词语。“既然——就——”复句在前句中

表示推论的根据，依据后句的情况进行推论或判断，或者是对应新行

动的抉择，即表示命令或劝诱。但是看韩国语译句的话，既和表示

因果关系的连接语尾“- 아서 / 니까”等对应，也和表示其他意义关系

的连接词语或其他语法形态对应。下面主要从推论判断、原因、条件

等方面，看一下“既然——就——”复句在韩国语中的对应样式。

1.1  推论判断

1） a. 既然上帝安排我们之间是父子关系，我就有必要，也有

权力对你的命运负责。

하느님이 나와 너를 부자간으로 만들어준 이상 나는 너의 

基于语料库下汉语因果复句在韩国语中的对应形式

——以“既然，就”和“以致”为中心

黄丙刚

广东白云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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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例句主要从中韩翻译小说《青春之歌（上）》、《林海雪原（上、下）》、

《第二次握手》中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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운명에 대해서 책임질 필요가 있으며 또 그럴 권리가 있다는 것을 말해 두는 바이다 .

b.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任意挑选一个角落，为祖国献出我的全部

时光和精力。

이렇게 된 이상 나는 조국의 광활한 대지위에서 마음대로 어느 한 곳을 선택하여 

조국을 위해 힘과 마음을 다 바칠 생각이에요 .

 c. 既然你俩意见统一了，那么，赶快行动吧 !

두 분의 의사가 합치된 이상 어서 행동합시다 !

1）的例句是由 “既然——就——”构成的，前句提示推论的根据，后句表示推论

的结果。例句（a,b,c）中相应的韩国语译文，“既然——就——”和惯用型“ㄴ / 은 / 는 

이상”对应，因为“ㄴ / 은 / 는 이상”表示由于前面已经确定的事实，而产生后句理所

当然的事情。另外，其结果句的终结语尾也可以使用如同“- 는 바이다 , - 겠다 , - ㄹ 

생각이에요 , - ㅂ시다”之类的表示主观意志或决定的表达形式。并且，“既然——就 /

那么——”有时可和韩国语“- ㄹ / ㄴ 바에는 , - ㄹ / ㄴ 바에야”①对应。

2） a. 我说呢，要是识好歹的，既然到了这个地方就趁早回头，少吃苦头——好汉不

吃眼前亏。

좋고 나쁜걸 아는놈이면 예까지 끌려온바엔 일찌감치 실토를 해야 고생을 적게 

하지 —난놈은 뻔한 손해를 보지 않는다구 !

b. 既然都是亡国，那又何必抵抗呢。

어떻든 나라가 망할바에야 저항할 필요가 무엇인가 하는 것입니다 .

1.2  因果

a. 闺女，既然没处去，那你就跟着我吧，我想法子安置你。

얘야 , 갈 곳이 없다니 그럼 나를 따라오너라 . 내가 방법을 대서 안치해줄게 .

b. 大家既然都赞成，现在我们就开始讨论。

여러분이 다 찬성이라니 이제부터 곧 토론을 시작하기로 하겠습니다 .

c. 既然你怕老道，那么你可以把我们领进山去，消灭座山雕吗？

도사가 그렇게 무섭다고 하니 그럼 보내지 않기로 하겠소 . 그대신독수리를 

소멸하게 우리를 산으로 인도하시오 ! 

d. 余敬唐既然居心不良，我只有走！

여경당이 나쁜 생각을 품고 있기 때문에 나는 떠날 수 밖에 없어요 !  

e. 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就服从吧。

상부의 지시인만큼 우린 복종합시다 .

例句中，以前句的实际情况或事实为根据，通过话者的主观推论，进而指出理

由。从这一点来看，与由原因或理由进行主观推测的“니까”有着相似之处。所以，

例 句（a, b, c) 用 韩 国 语 翻 译 的 话， 可 以 和“니까” 的 缩 略 型“니” 对 应。 另 外， 例

句 (a, b, c) 的“既然——就 / 那么——”同韩国语的“- 니까”一样不受叙述法的约束，

①  关于“- ㄹ / ㄴ 바에는 , - ㄹ / ㄴ 바에야”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国立国语院《针对外国人的韩国

语语法 2》中认为“前句内容比不上后句内容，拒绝前句内容而选择后句内容。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前句内容低于期待而无可奈何 , 另外一种是宣徳五的《朝鲜语基础语法》里的“解释为表示推理

判 断 意 义 的 和 汉 语 的“ 既 然 —— 就 ——” 相 对 应”。 本 文 认 为， 第 一，“- ㄹ / ㄴ 바에는 , - ㄹ / ㄴ 

바에야”和汉语表示取舍关系的“与其——, 不如——”，“宁可——, 也不——”相对应；第二，“-

ㄹ / ㄴ 바에는 , - ㄹ / ㄴ 바에야”和表示因果关系的“既然——就——”相对应。 

黄丙刚：基于语料库下汉语因果复句在韩国语中的对应形式——以“既然，就”和“以致”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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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在关乎未来的“命令”或“提议”的句子中。例句 (d) 如前面所说，“- 기 

때문에”比“- 니까”更强调原因或理由。例句 (e) 中，“만큼”可以表示“- 때문에 /

까닭에”的意思，表示前后句的因果关系。

1.3  条件

a. 好吧，既然如此，就各奔前程吧！

    그렇다면 서로 제 갈 길로 갑시다 !

b. 你既然不走，我也不走！

    조선생이 안 가면 나두 안 가겠어요 !

c. 您既然愿求道，不愿求医，那么孩子的病还请这位道长给治吧。

    부인께서 도사님께 보이고 의사에게 보이지 않을 생각이시라면 아

    기의 병을 이 도사님께 보이도록 하십시오 . 

d. 既然是一位自称是老交情的朋友，何不坐近来，好好畅述一番呢？

    오래전부터 된 벗이라면 무엇때문에 가까이 다가앉아서 흉금을 털

    어놓고 이야기하지 못한단 말이요 ?

“既然——就 / 那么——”连接的前一分句对某种前提给予提示，后一分句推测出

某种结果。在这一点上，韩国语的连接语尾“- 면”也有相似之处，即表示前一分句提示

某些条件，后一分句以此条件而产生的结果。所以韩语译文中使用表示条件的连接语尾“-

면”与汉语的“既然——就 / 那么——”相对应。并且，“既然——就 / 那么——”能和“기왕 

이렇게 되면—”对应。另外，在 (a, b, c, d) 四对例句中可以看出，“既然——就 / 那么——”

和韩国语连接语尾“- 면”没有叙述法上的限制，在劝诱、叙述、命令、疑问等句子中可

以一一使用。 

1.4  其他情况

a. 既然他急着要吃饭，小林，你 ( 就 ) 该早点给他做饭才对。

   빨리 식사하려구 그러는 모양인데 얼른 밥을 지어주어야지요 .

b.（林伯唐）他既然看上了秀妮，那他就绝不会放手。

     ( 림백당 ) 그는 수니를 한번 보자 결단코 그냥 놔두려 하지 않았다 .

c. 火山既然已经爆发起来，那么，就让它把一切罪恶和黑暗都烧毁吧！

  이 미 화 산 이 폭 발 된 김 에 아 예 그 불 길 로 모 든 죄 악 과 암 혹 을 깡 그 리 

불태워버립시다 .( 거의 동시에 한다 )

d. 但是，您既然关心国家的事，那就应当知道啊！

  그러나 당신은 나라일에 대해서 그만큼 관심을 돌리고 있는만치 그 런 것들은 

응당 아셔야 합니다 !

上面韩国语译文中画底线的部分，例句（a）的“- ㄴ데”表示说明情况关系，例句 (b)

的“- 자”和例句 (c) 的“- ㄴ 김에”表示时间，例句 (d) 的“는만치”表示比喻或比较的

对象。那么可知汉语的“既然——就 / 那么——”根据不同情况，可翻译为韩国语的说明情

况关系、时间关系、比较关系等复句形式。

综上所述，“既然——就——”复句在汉语中虽属于因果关系复句，但在韩国语中不

仅能和因果关系复句或条件关系复句对应，也能和其他意义关系复句或一部分由惯用型构

成的复句对应。甚至能对应为韩国语单句。从上面例句的译句看，1.1 中“既然——就——”

可与韩国语中表示推理判断的惯用型“- ㄴ / 는 이상 , - ㄴ / 는 / 을 바에는”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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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既然——就——”可与表示韩国语的因果关系的连接语尾“- 니”，依存名词“-

만큼”对应；1.3 中“既然——就 / 那么——”可与表示韩国语的条件关系的连接语尾“- 면 /

으면”对应；1.4 中可和其他意义关系的复句对应。

2   “以致”型复句和在韩国语中的对应形式

汉语中，“以致”和“以至（于）”都是在复句后半句表示产生结果的关联词语，使

用“以致”的话，后句一般不是好的或是预想不到的结果，使用“以至（于）”的话，后

句发生的结果一定不是不好的或预想不到的情况。至此主要在语料库中通过“以致”的例

句，研究“以致”复句在韩国语中的对应样式。

1） a. 这双眼睛是这样明澈、这样激动，又是这样地勇敢，以致所有在座的人，都不

约而同地也把眼睛朝他瞬也不瞬地望着。

그 두눈은 또릿또릿하고 정열에 타고 당돌한 빛을 띠여 모든 참가자들이 그를 

똑바로 지켜보게 하였다 .

b. 小径是那么狭窄，以致他们不得不靠得很近很近。

길이 하도 좁아서 그들은 거의 몸을 붙이고 걷는수밖에 없었다 .

从上文来看，“以致” 可以与表示复句因果关系的连接语尾“- 아 / 어 / 여 ,- 아서 /

어서”相对应，（a）的韩文翻译划线的“- 여”是作为连接语尾，表示前后句的因果关系；

（b）中连接语尾“- 아서”也表示因果关系。

而且，表示因果关系的“以致”复句也可以与韩国语的“- 기 때문에、- ㄴ / 는 

통에”等惯用型相对应。

2） a.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麻痹松懈，以至于一些村屯遭到了血的洗劫，影响到土改工

作的顺利进行，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

게다가 최근 우리가 경각성을 높이지 못했기 때문에 일부 마을들이 피에 물들게 

되였으며 토지개혁의 순조로운 진전에 영향이 미쳤으 며 근거지를 공고히 하는데도 

영향을 주었습니다 .

 b. 不过，近些年来，有些愚蠢而罪恶的社会思潮，涌入了圣洁而崇高的学府，以致

校风日下，人心不古，各种骚乱纷至沓来 .

그런데 이 몇해동안 암둔하고 죄악적인 사회사조가 성스럽고 숭고한 우리 학부에 

밀려들어온통에 교풍이 날로 어지러워지고 인심이 뒤숭숭해지고 여러가지 소란들이 

꼬리를 물고 일어났습니다 . 

例句中（a）用惯用型“- 기 때문에”表示因果关系，例句中（b）用“- ㄴ / 는 통에”

可以构成因果关系分复句，但一般表示某种负面结果出现的情况或原因，与“以致”的意

思差不多。

而且，“以致”在韩文复句中可以转换为下文例句（a、b）两个单句，因此在后半句

经常用“그래서 , 그리하여”这样的连接副词，在某种情况下根据语言环境的需要进行可

以省略这写连接副词。

3） a. 显然，他已经获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以致浑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处于警戒状态，

以免万一这个不明来历的年轻人冷不防扑上来把自己掐死。

보아하니 그는 방금전에 발생했던 일을 죄다 알고있는 모양이였다 . 그래서 그런지 

그는 래력을 알수 없는 이 청년이 불의에 덮쳐들어 목을 비틀가봐 온몸의 신경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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곤두세우고 있었다 .

 b. 急性阑尾炎又使她不能完成数学分析、化学物理和拉丁文三门考试，以致留学深

造成了泡影，从而也就辜负了五年来象慈父般关怀着她的老校长对她的期望。

급성맹장염에 걸리다보니 수학분석과 화학물리 , 라전어 세과목을 치지도 못하였다 . 

그리하여 유학을 가려던 생각도 한낱 꿈으로 되고 말았고 다섯해동안이나 자애로운 

어버이의 정으로 보살펴주던 릉 운죽학장의 기대에도 어그러지고 말았다 .

“以致”可以通过包含句转换为韩国语里复句的间接引用，在这前面提及的“由于——

所以（因此）——”与韩国语中的相对句式差不多。

4)  他和她相距是这样近，以致他下意识地移开目光，在书房四壁扫了一眼。

그 녀인과의 거리가 어떻게나 가까왔던지 소관란은 그만 머리를 돌리고 방안을 

둘러보았다 .

通过以上韩中因果关系复句的对比，可以看出，韩中因果关系复句普遍表现为，前一

分句表示原因，后一分句表示结果。但是，在两种语言中前句表示结果，后句表示原因的

情况都有存在，这种情况，韩国语中的非正式句式中不经常使用，而在一般的口语句式中

使用。在汉语里有固定的模式，如“（之）所以——是因为 / 由于——”是连接因果关系

的复句，但“（之）所以——是因为”是因果倒置的复句，区别于一般的“因为——，所

以” 因果复句；“因为——，所以”首先是说明一个事件的原因，再根据原因解释结果，

其整个句子所表达的中心意思表现在结果部分；而“（之）所以——是因为 / 由于——”

首先是说明结果，其次再由结果去分析原因，把表达意义的中心放在原因部分。①

5)  a. 匪徒们 ( 之 ) 所以没杀害他，就是因为想利用他的全身武艺。

비 적 들 이 그 를 죽 이 지 않 은 리 유 는 바 로 그 의 출 중 한 무 예 를 

리용하려는데서였다 .( 단순문 )

b. 少剑波的三十六人 ( 之 ) 所以逞凶，就是因为他们像支暗箭。

검파네 36 명이 무서운 것은 그들이 숨은 화살처럼 날아다니기 때문이지요 .( 단순문 )

c.（之所以）过去她恨林伯唐、恨徐凤英，那是因为他们对她不好；对她的生母秀妮不好。

과거에도 그는 림백당을 증오하고 서봉영을 증오했다 . 그러나 그것 은 그들이 

자기를 학대했기 때문이였고 자기의 친어머니 슈니를 학대했기 때문이였다 .( 두개 

단순문 )

d.（之所以）刚才那么说，是因为北大党的力量比过去弱多了，我再一走，恐怕受影响。 

아까 그렇게 말한것은 북대의 당의 력량이 전보다 많이 약화되였기 때문에 나까지 

떠나면 영향을 받지나 않을가 해서 그랬던거예요 .( 인과 복합문 )

如同上文述，在以“（之）所以——是因为 / 由于——”连接构成的因果关系复句中，

其后半句表示原因，像（d）韩文翻译可以在复句中表达因果关系，也可以用像句子中（a，b）

“- ㄴ / 는 이유는 – 데서였다”和“ - ㄴ / 는——것은——기  때문이다”这种单句的形

式来表现。（c）这种情况下汉语和韩文虽然可以相互转换，但其形式和（b）比较相似。

3    结语

通过对中韩翻译小说语料库中的例句进行考察分析，汉语因果关系复句在韩国语中可

①  姚双云，《复句关系标记的搭配研究》,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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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现出诸多形式 ( 表 1）。

汉语因果关系复句 由连接语尾形成的因果复句 韩国语其他对应形式

以致 - 아 , - 어서 , - 므로 , - 니까 , 

- 느라고 , - 기에 , 

( 관용형 ):- 기 때문에 , - 는 탓에 ,  

- 는 바람에 , 는 통에 , 기에 , 길래 

등

( 부 사 ): 그 리 하 여 , 그 러 므 로 , 

그러길래 , 그래서 , 등

( 병렬 ):- 고

( 목적 ):- 기 위해

( 시간 ):- 고 나서

( 조사 ): - ㄴ만큼 , 

( 포유문 ):- 던지

既然 --- 就 ---，既然 ---

（那么）---

- 니까 , - 이라니 , 인과관용형 : - 기 때문에 ,- ㄴ / 는 

김에 ,

관 용 형 :- ㄴ / 는 이 상 , 

- ㄴ / 는 / ㄹ 바에는

( 조사 ): - ㄴ만큼 , 

( 조건 ): - 면 / 으면

( 설명 ): - ㄴ / 는데

( 비교 ): - 는만치

通 过 表 1 可 见， 在 中 文 中 表 示 因 果 关 系“ 以 致” 等 关 联 词 可 以 对 应 与 韩 文 中

“- 아서”、 “- 니까”、“- 느라고”“- 므로” “- 기 에”等连接语尾。可以理解为表

示 推 断 性 的 因 果 关 系 ,“ 既 然 —— 就 ——” 与 表 示 原 因 程 度 更 深 的“-

니까”“-( 이 ) 라니”更对应。除此以外“因为——所以——”“由于——因此——

”“以致”等可以对应在韩国语中表示因果关系“- 기 때문에”“ - 는 탓으로”,“-- 는 

바람에”等惯用型。为了使段落更连接可以对应表示因果关系“그리하여”,“그러므로

”、“그러니까”、“그래서”这样的副词①。而且“因为 - 所以 -”可以对应“- 고”“-

면서”所构成并列关系的复句。“以致”可以对应在韩国语中的并列、目标，时间等意义

关系的复句。而且“既然——就——”表示推断意义的惯用型不仅可以对应与“- ㄴ / 는 

이상 ,- ㄴ / 는 / ㄹ 바에는”，也可以对应条件关系，说明关系，比较关系等意义关系的

复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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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注意的是，将“因为——所以”, “由于——因此”, “以致”这样的复句和 “그리하여 , 그러므로 , 

그러니까 , 그래서”这样的副词对应时，原先的汉语复句要转换成两个韩语单句。

表 1   汉语因果关系复句和韩国语的对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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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orea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ausational Clauses (A Study 
Based on Corpus)  Focusing on “既然，就”and“以致”

HUANG Bing-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China)

Abstract: Causational clauses are found both in Chi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However, these 
two languages belong to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 Therefore, clauses are expressed differently in 
these languages in terms of expression technique as well as linking devices. A Chinese causational 
clause can either be translated into a causational clause, another semantic clause, or another 
sentence pattern altogether. There is not much research focusing on clause translation among 
Korean-Chinese and Chinese-Korean novels. The research, however, emphasizes studying clause 
translation from Korean-Chinese and Chinese-Korean novels. In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sample 
sentences, the translation of “ 既 然， 就 ”and“ 以 致 ” clauses discovered in the Korean 
language, may enlighten and inspire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Korean clauses as well as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nd Korean .

Key words: Chinese; causational clauses; corpus; Korean; corresponden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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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学生获 2016 年中国国际飞行器                    
设计挑战赛一等奖

2016 年 10 月 15 ～ 21 日，为期一周的 2016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总决赛暨科研

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在江苏镇江举行，我校机电工程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中心航模

队两支参赛队伍在 108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分别以第三名和第十四名的好成绩获垂直

起降载运项目一等奖（前十七名为一等奖）及团体总分第 5 名。

此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镇江市

人民政府主办，是一项融合了科技、教育和体育运动的航空航天模型竞赛活动，与美国举

办的世界大学生航空设计大赛、欧洲大学生载重飞机设计大赛并列成为世界高校科研类飞

行器设计赛三大赛事。比赛吸引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在内的全国百余所高校超 2 千余名选手参赛。比赛有 8 个项目，分别

是限时载运空投、模拟搜救、对地侦察、太阳能飞机模型设计与飞行、限距载重空投、嫦

娥奔月、电动滑翔机、垂直起降载运。

近年来，我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以建设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为目标，

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积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成效显著，学校学

生多次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供稿：刘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