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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培养适应建筑专业集群发展所

需的土木工程人才，研究“二平台引智，

4+1 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4+1 融合”

为四导师与学生的融合，其中“四导师”分

别是：企业导师、专业导师、职业导师和思

政导师。二平台一是建筑专业链企业引智平

台，二是计算机加微型实物仿真学习与实训

平台。通过这两个平台来完成培养适应建筑

专业集群发展所需的土木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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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建国后 60 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工程建设

的锤炼，中国建筑业从简单落后的基建部门发展为具有强大建造

能力的产业。当前，我国建筑业从业人员已达 3 893 万人，居各行

业之首。但是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两类人

员仅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9%，远低于各行业 18% 的平均水平。在专

业技术和管理人员中，中专以上学历者占 62%，大学以上学历者

占 9%；占从业人员总数 90% 以上的生产一线工人都未经过正规的

专业学习和专业培训。近五年建筑业从业人员以年均 5% 的速度增

加 [1]。

然而，随着建设事业市场国际化的加快，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对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技术人才提出了更高的需求。目

前绿色建筑和智能建筑的快速推进，对建筑智能化技术人才提出

了迫切的需求，我国的建筑业还面临着国际建筑市场中竞争的机

遇和挑战，急需大批适应国际建筑市场需要的技术与管理人才。

所以培养建筑专业集群发展所需的土木工程人才是我国建筑业发

展迫切的任务 [2]。为此，需要认真研究培养建筑专业集群发展所需

的土木工程人才的培养模式。

1    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

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是向社会输送合格的应用型高技能人

才。面对建筑专业的集群化发展和建筑工程技术的提升，建筑工

程类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更新与改革。为此要科学地定位人才培养

目标，改革、创新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使人才培养的目标、任

务体现在模式之中 [3]。

现在比较成熟的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德国的“二

元制”、澳大利亚的“TAFE 学院”模式、美国的“合作教育”模式、

法国的“工读交替”模式。我国目前的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就

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现了在校企合作、工学交替、聘请企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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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和技术人员作为学校的教师，将学校的教室搬到企业的车间，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

很多高校的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都突出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在教学过程中以传

授工作过程知识为主实现企业和学校间的双赢共享。这些人才培养模式在我国土木工程人

才培养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随着建筑专业向集群化的方向发展，我们研究了适应

建筑专业集群发展所需的土木工程人才的培养模式。

2    适应建筑专业集群发展的“二平台引智，4+1 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培养适应建筑专业集群发展所需的土木工程人才，研究“二平台引智，4+1 融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

2.1  二平台引智

二平台引智就是在人才培养工程中建立两个平台：一是建筑专业链企业引智平台，二

是计算机加微型实物仿真学习与实训平台。通过这两个平台来完成培养适应建筑专业集群

发展所需的土木工程人才。

2.1.1  建筑专业链企业平台引智

建筑专业链企业平台引智就是在企业实践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引智平台。企

业引智平台就是将建筑专业集群链中的企业经营模式，生产模式，组织运行模式，营销模

式和管理模式引进学校专门设立的平台 [4]。在这个平台上，学校建立了专门的平台区，平

台区里为企业免费建设了办公室、所需的场地、完善的环境、现代的通讯工具和较好的服

务人员。我们学校就是将广东省建筑链企业的生产模式、工程技术人员、工程施工技术、

企业管理模式、施工设备和实训仪器等引进白云课堂。企业引智的地点可以在学院的企业

引智平台上或直接建立在企业的生产基地中。通过企业引智平台，引进了建筑专业链企业

先进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组织模式、新知识、新技能、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到学校。

这里的新知识是指建筑专业最新发展起来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知识包括了建筑企业链

中上下专业紧密联系的知识体系，使学校的教学知识体系与现场的新知识无缝对接。新技

能主要包括现场实践动手能力技能和运用计算机进行建筑设计、施工设计、材料预算、工

程造价、工程管理和专业复合的能力。企业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学校的教师共同组成教

师队伍。这里的企业不是单独的某个企业，而是整个广州市的建筑企业链中的企业群。通

过企业引智，实现教学和建筑企业链企业的结合，完成人才培养的目的。

2.1.2  建筑微型实物仿真学习和实训平台

计算机加微型实物仿真学习与实训平台有三个体系。

一是建立一个涵盖建筑专业集群的知识平台系统，该知识平台系统是一个大型的综合

的建筑专业链的计算机知识系统，该知识系统中有土木工程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基本实验、基本实训、土木工程规范大全、土木工程的政策法规、土木工程的施工技术、

土木工程的施工组织、土木工程发展方向、土木工程典型的施工案例等技术资料。这些完

整的技术资料可以供学生和老师随时查阅和学习 [5]。

二是建立一个土木工程微型实物仿真平台系统，在这个仿真平台系统中，将土木工程

所用的主要结构材料如：砖、钢筋、水泥、砂、石、石灰等材料全部缩小到实验室来完成

建筑结构的实训，这些建筑材料的性质和现场的完全一样。砖：用同样的材料生产人们需

要的缩小比例的砖，比例的缩小按实际砖的寸（如单块砖 240×115×53）各方向等比例缩小；

钢筋：主要采用按比例缩小的小直径的螺纹钢筋和冷拉钢筋；水泥采用和实际结构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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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型号；砂采用细筛的河沙；石采用细筛比例的石；石灰采用和现场一样的石灰。所用

的辅助材料有：模板、钢筋扎丝、脚手架等，所用的工具有钢筋弯折机、钢筋剪切机、钢

筋焊接机等，这些工具都可以将实际工程中使用的工具小型化。

三是建立一个计算机加微型实物仿真学习与实训平台的计算机计算体系，这个系统可

以将通过微型实物仿真平台得到的实验数据进行计算机计算，将微型实物仿真实训平台的

材料和结构计算与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通过一定的参数修正，真实的实现在微型实物仿

真实训平台上进行土木工程的材料及结构的受力、变形、稳定性、抗震性、绿色建筑、建

筑节能方面的实验和计算 [6]。

通过这个学习和实训平台使学生能够学习土木工程中的建筑结构、结构配筋、施工技

术等是专业的核心知识，要掌握这些知识，并通过实践动手操作来很好的掌握这些专业的

核心知识，提高实际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科研创新能力。

2.2 “4+1”融合

为建立一支稳定的校企合作教学教师队伍，学校建立了四导师的教学队伍，利用四导

师与学生的深度融合，指导学生完成土木工程的专业技术模块、专业设计模块和计算机应

用模块的教学工作。

2.2.1  建立四导师教学队伍

导师是指导教师的简称，人才培养方案确立了“四导师”教师队伍，“四导师”分别

是：企业导师、专业导师、职业导师和思政导师。四导师之间既各司其责，又紧密协作，

共同完成人才培养的教学工作。

企业导师是指在企业实践教学工作中在企业现场对学生进行职业、专业、岗位业务及

生活指导的企业现场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一般聘请企业有经验且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

现场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担任，向学生介绍企业发展情况，进行企业文化教育，对企业实

践教学学生进行专业技术指导，帮助学生解决生产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指导学生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开题及毕业设计（论文）的撰写 [7]。

专业导师负责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和实训工作，对本专业所对应的行业要求、

规范标准、法律制度和最新技术发展进行教学指导，使学生能够学习和掌握本专业所学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专业导师在各教学的环节中是学校课堂和企业实践教学环节的任课教

师，承担学校教学工作和知识传授的管理责任。

职业导师是指在人才培养的企业实践教学中承担职业指导、就业服务、企业实践教学

基地开发、学生岗位安排和部分就业指导课程教学，并协同思政导师做好学生管理、职业

品德教育方面工作的专职教师。协调好企业实践教学单位与学生之间的劳动关系。在企业

实践教学前期承担学校职业指导课程教学任务，指导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为企业实践

教学做好准备。做好学生企业实践教学岗位安排工作，全面掌握学生企业实践教学情况，

负责学生在企业实践教学期间的职业指导和就业岗位信息的发布，进行企业实践教学的巡

查及资料的收集和上报。

思政导师是指在人才培养的教学工作中承担学生服务和管理、思想政治教育、职业品

德教育的指导教师，一般由学生的班级政治辅导员担任。做好学生管理、职业品德教育工

作，对学生进行全面管理、全程跟踪学生学习情况、思想教育。负责学生在学校和企业的

教学期间的思想教育、心理咨询、安全教育等工作。切实加强安全教育和安全保障工作，

与企业实践教学单位共同完善安全保护措施，防止危及学生人身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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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4+1”师生融合共同育人

“4+1”师生融合中的 4 是指四导师，1 是指学生。“4+1”师生融合共同育人是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由四导师组成的教学队伍和学生深度的融合，四导师和学生的融合体现在课

堂教学、第二课堂、课程自学、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毕业设计的等教学环节。在“4+1”

师生融合中首先是加强学生学习和实训平台建设，成立各个学生的专业团队，使学生全方

位的参与课堂教学、第二课堂、课程自学、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毕业设计的课堂教学中来。

“4+1”师生融合体现在学校教学和企业实践教学中，实现了由学校专职教师、企业技术人员、

政府机关人员和学生代表组成的个性教学队伍。学生既是学习者又是学习制度和学习过程

的指导者，教师既是教学者还是学习者。四导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到学生的考试方案中，共

同制定考试方案，根据模块课程的不同特点，采用卷面考试、大作业、建筑设计、计算机

应用、实际操作、完成企业任务等多种形式的考试方式，全方位的考察学生对课程的掌握

程度 [8]。

3    结语

为了培养适应建筑专业集群发展所需的土木工程人才，研究“二平台引智，4+1 融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 ,“四导师”分别是：企业导师、专业导师、职业导师和思政导师。四导

师之间既各司其责，又紧密协作，共同完成人才培养的教学工作。二平台引智就是在人才

培养工程中建立两个平台：一是建筑专业链企业引智平台，二是计算机加微型实物仿真学

习与实训平台。通过这两个平台来完成培养适应建筑专业集群发展所需的土木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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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 Construction of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Civil 
Engineering Talents

GUO Bao-sheng，YUAN Fu-gui，DING B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 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Guangzdong)

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talents of civil engineer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cluster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e, the "two platforms and4+1 fus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are studied. 
The four tutors include enterprises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tutor, career mentor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 The two platforms are building professional chain with enterprises to 
introduce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the computer training platform with micro physical simulation 
study and practice. Through these two platforms talents in civil engineering are training to adapt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cluster；personnel training；mode；civi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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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教育专家
来访广东白云学院

2016 年 3 月 25 日，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教育专家 Salah-Eddine Kandri 先生一

行来访广东白云学院，学校董事长谢可滔、副董事长谢少华、副校长沈根生等领导接待了

来访宾客。

谢可滔董事长对来访客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学校的转型发展之路，重点

介绍了近年来我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Salah-Eddine Kandri 先生

充分认可广东白云学院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对学校转型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许。

双方表示愿意就合作事宜作进一步的交流。

座谈后，在谢可滔董事长的陪同下，Salah-Eddine Kandri 先生一行参观了校园，重点

参观了艺术设计学院的学生创新创意作品展、精雕数控实验室等学生实习实训场地。

                                                                                                           （供稿：胡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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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校企合作，

越来越多的高年级学生到校外民办企业开展

专业实践。为了解决企业实践教学中学生党

员无组织管理、无归属感的问题，随时随地

掌握学生党员在实习期间的思想动态、学习、

工作情况。广东白云学院党委利用新媒体的

时效性、便利性、互动性特点，探索了一条

校外实习党员教育管理模式，党员流动到哪

里，党组织的关怀送到哪里，真正做到了信

息技术发展到哪里，党的教育工作就覆盖到

哪里。

关键词：新媒体；校外实习；学生党员；教育管

理

收稿日期：2015-10-12

作者简介：李建华 (1968-)，女，湖南益阳人，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党建

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云技术、移动设备等为代表的新媒体

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自主学习、泛在学习、

表达诉求、反映问题的重要渠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

委要做到网络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充分运用信息

技术改进党员教育管理、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加强网络舆论的正

面引导。”[1] 因此，如何运用新媒体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党建

工作，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是摆在高校党建工作面前的

一项重要课题。本文通过调研访谈、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了解

运用新媒体在企业实践教学学生党员教育与管理的现状，分析存

在的问题，提出新媒体时代教育和管理校外实习学生党员的对策

和思路。

1    新媒体技术对校外实习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的探索

1.1  企业实践教学学生党员教育管理面临新挑战

为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以学生职业发展为核心，培养应用

技术人才，广东白云学院于 2010 年在个别专业开始试点企业实践

教学，2014 年全面推进“3+1”企业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即三

年在校内完成理论教学与实训课程，最后一年到校外企业（以民

营企业为主）实习。实习期间，学生党员工作岗位分散，组织生

活难开展，学习培训难进行。学生党员的管理与教育问题对党建

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学校党委顺应“3+1”企业教学改革，围绕教学中心、服务学

校发展大局、促进学生成长成才，通过运用新媒体手段，把党建

工作贯穿于企业实践教学的全过程，进一步做好企业实践教学期

间的学生服务与管理、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工作。解决

企业实践中党员无组织管理、无归属感等现状。随时随地掌握学

生党员在实习期间的思想动态、学习、工作情况，同时，发挥党

员在企业实践教学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校外实习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

李建华

广东白云学院 学生处，广东 广州 510450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粤0-L0150283（2016）01-06

基金项目：广东白云学院2015年党建课题 (BYDJ2015-03)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JRUAT   2016-6-25    第 23 卷第 1 期



7李建华：校外实习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

1.2  探索建立党支部 , 搭建新媒体平台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结合学生实习单位分布情况成立（联合）党支部或党小组，通过临

时党组织开展组织生活，由于学生分散，活动较难开展，通过 QQ 群、微博开展相关活动，

但由于有些学生党员所在区域无网络，党组织活动达不到及时互动的效果。

2014 年开始，各二级学院成立了白云学生党员之家、管院红色之声、白云阳光队、

党旗红党员美、党旗飘飘、白云建筑党支部、电气学院党务组、红色党员之家 8 个微信公

众平台，建立了机电企业实践教学 12 级党员微信群、2012 企业实践党员先锋、建筑工程

学院企业实践党员群等 40 多个微信群，通过微信群开展组织生活，掌握学生实习工作情况。

了解学生党员所在企业党组织建设情况。发挥入党积极分子和学生党员在企业实践教学中

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各党总支建立党建红色微群及微信公众平台，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1) 党组织建设。各党总支组织机构、规章制度、活动预告、党员评议、争先创优等党

支部组织建设的主要工作内容，在网上开展支部工作，既有公示与通知的功能，也有接受

公众监督与评议的功能。

2) 创办微党校，开辟学习园地。将同学们开展理论学习所需的各种资料集中起来放到

公众平台，如党章、党史方面的知识，党务手册、入党须知等党建资料，理论文献，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内容与高校党建相关的文字、影片、音像、讲座等资

源，以及学校党校教师授课教案、开发的初级、中级、高级培训课程、课件上网。党员和

积极分子自己去查找、去选择，也可以定期参加网上党员理论自测，进行自我学习和理论

知识考察。

3) 建立支部生活微园地。利用微信平台定期开展基层党支部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展示

各支部活动的亮点，如党建、教学、科技创新、热点讨论、主题教育、支部活动总结与竞

赛等。

4) 建立支部管理台帐。将各学院的每学期工作计划与总结、支部人员变动情况、党员

基本情况、发展预备党员、预备党员转正公示、民主评议、入党申请、表彰奖励及实习企

业学生党员异动情况、入党积极分子基本情况等上网，让学生党员查询相关入党时间等信

息，实现党员的发展台帐管理。

5) 建立服务交流平台。讨论交互版块设有“我想说”与“讨论区”等栏目。以“微群”

的形式，达到分享学习、工作体会、沟通心灵、交流思想的目的，并能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

6) 设置了通知版块。学校党建工作相关通知及学生在企业实践教学中每个阶段应完成

的教学任务，如网上选课、补考、重修等都通过微通知提醒学生。

2    新媒体在校外实习学生党员教育管理中的实践

2.1  新媒体为企业实践教学学生党员提供了新渠道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手机、互联网的普及 , 以校园网、数字报纸、数字广播、

移动电视、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成为新媒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校报、

校园广播、户外宣传栏等较为传统的校园媒体形式不同 , 新媒体显现出的及时性、互动性、

多样性、生动性等特点 , 学生更偏爱微信的使用 , 据调查了解，98% 以上的学生每天必刷

微信。微信成为企业实践教学学生党员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渠道 , 并以其丰富的内容、

独特的形式在高校党建育人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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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媒体弥补了传统教育管理的不足

传统的党建工作主要以集中开展组织生活为主，校外实习党员遍布珠三角，很难开展

有效的支部活动。一方面，实习学生党员在实习地点过于分散，工作休息时间不统一，集

中实地开展组织生活比较困难。经调查，有的学生党员工作岗位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有的

在工地工作，许多工作场所无网络、住宿场所也不能上网，即使通过网络组织学习、开展

组织生活，学生党员也无法收到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实习党员绝大部分是预备党员，培

养考察时间较短，培养联系人不能按时对他们进行考察，平时也没时间加强党的理论知识

学习，不能及时参加学校的转正会议。

学校党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教育模式。根据年轻人的生活习惯、用网特点，人手一

部智能手机，用手机上网起码 2 小时以上，各学院建立了微信公众平台，建立了微信群，

由学生党员管理微信平台和微信群，通过微信这一新媒体传播正能量，分享学习、生活、

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咨询相关问题，通过手指轻轻一点，就能获取相

关信息。

通过微信等新的途径对党员进行教育与管理，符合大学生的喜好和特点，又能占领网

络思想高地，传播主流价值观。学习党的理论、在线交流，在线思想汇报、在线答疑都通

过微信等新媒体完成，学生党员在工作休息时，利用碎片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相关任务，弥

补了传统的教育管理难的不足。学校各学院通过党支部或党小组微信群，支部 QQ 工作群，

切实地做好了校外实习党员的教育管理，不但满足了学生对信息的需求 , 而且为高校党建

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2.3   利用新媒体开展党员教育管理案例

2.3.1  利用新媒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便利

新媒体在稳定学生情绪、协调企业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搭建起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等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12 级机械 1 班在美赫家具厂实习的学生有 7 名，事前联系的实习岗位是机械维护和

数控机床的维修单，到岗后，发现不是原来的岗位，而且也不符合本专业的要求，学生们

情绪非常激动。有 1 名学生党员通过微信与其他 6 名同学联系，了解他们的想法，并主动

与企业协调，在多次协调无效的情况下，及时通过微信向学校老师反映，通过与企业协商，

成功更换了这 7 位学生的实习岗位，及时稳定了学生的情绪。

2.3.2  利用新媒体开展党组织生活更有成效

为了加强对学生党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学生党员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热

爱，7 ～ 9 月，通过微信、校外实习生党员 QQ 群提要求，党员抽时间观看《筑梦中国》

并撰写观后感以及 9 月 3 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

观看了纪录片和阅兵式的实习党员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展望未来，为祖国的

伟大与强盛而感到自豪。既是对实习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是了解实习党员的有效渠道。

9 月，财经学院党总支利用校外实习党员 QQ 群、微平台上传——关于在党内开展一

次“守纪律、讲文明、做表率”主题教育活动学习文件，要求各党员通过学习，遵规守纪，

提高各实习学生党员的责任意识与岗位意识，充分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

2.3.3  利用新媒体开展民主评议更公平

通过网络民主评议，保证了大学生在一个安全和无偏见的氛围中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思

想与观点。以网络民主评议学生党员为例，公开、公平、公正是民主评议的本质要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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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信息的开放性，让众多大学生充分发表意见，使党组织能听取到广大学生的真实思想，

相对于“面对面”征求意见或交流看法的座谈会难以排除大学生“人云亦云”的从众行为

而言，避免了在管理者强势话语权引导下的心理干扰，保证了评议结果的相对公平。[2]

2.4  存在的问题

各党总支、党支部在使用新媒体开展企业实践教学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方面不均衡，有

的党建微平台一周或两周都没发送一条信息，出现休眠状态，有的微信群无人问津，缺少

意见领袖。

党员教师参与性不强，有的公众平台发布的内容由学生党员完成，未经审核把关，有

时出现一些概念性的错误。

有些微信平台及微信群分享的内容较单一 , 有的讨论主题不足以吸引学生主动参与讨

论。

3    改进措施

3.1  培养党建工作队伍

校内成立学生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由支部书记任组长，学生党员为组员，每天负责宣

传并发送相关党建理论学习、形势与政策、相关党建业务与制度，负责收集并解答学生在

企业实践中的问题，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组织视频或音频思想汇报或组织生活。

指导校外临时党支部或党小组负责人承担起凝聚人心、发挥作用的职责，利用新媒体

把企业实践教学中遇到的难题、收集到的信息反馈给校内支部书记。

培养设计队伍。从内容设计、文字编辑、工作流程、网络技术等方方面面，培养和提

高工作人员的相关技术，保证党建红色微信公众平台及微信群体等的维护和监管。

培养监管队伍。培养一批政治标准过硬、业务精、信息技术高的学生党员干部。经考

核合格，从事技术管理。加强新媒体的管理与监督，为了传递正能量，加强舆情引导，在

信息传播前，加大后台的审查、审核力度。

3.2  注重培养情感关怀   

党建工作要贴近学生实际、贴近生活，在传播内容上增加情感的投入，不但要有党组

织的关怀，还要有个人情感的交流，如在节假日的问候、生日时的祝福，平时的关心。让

实习学生时时能感受到学校的关怀。

情感关怀的内核在于肯定学生的价值，尊重学生的理性思考，关注学生的精神生活和

情感变化。具体来说，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体差异，关心学生的各种需求，激发学

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数字技术与情感关怀紧密结合，要求党务工作者在充分

利用数字技术优势的同时注重情感的交流，突出学生主动学习环节，加深对党的历史沿革、

历史教育、优秀理论成果的渗透式教育，重视对新媒体环境下党建相关软件的研发，将知

识性、感染性、趣味性融合在软件设计中，把党的理论知识转换成动态、生动的多媒体课

件，吸引学生对党史的兴趣。

3.3  占领舆论思想高地

做好思想引领。在新媒体传播教育内容上，要继续坚持宣传党的先进理论，把党性教育、

“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品德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

合起来，丰富活动内容的多样性，使学生党建工作符合党的要求，体现党的性质，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坚持价值取向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以社

李建华：校外实习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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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核心，拓展职业价值观教育，让学生在实习期间积累实践经验的

同时，培养职业道德与素养，提高未来就业或创业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群众。

舆情引导。在人人是传播主体的自媒体时代，海量信息抢占了舆论阵地，这些信息有

低级趣味的、有高雅的、有真的、有假的，面对这些眼花缭乱的信息，处于思想不成熟期、

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难以甄别信息的真假，需要党组织通过党员学生采取多种途径，

在舆论上切实加强引导和帮助，及时化解学生的思想困惑，增强辨别力。

3.4  网上网下协同教育

仅仅用新媒体来开展党建工作还不够，虽然通过网络缩短了时空距离，但情感距离加

大，以新媒体开展党建工作为主，以教师走访企业并开展相关组织生活为辅，全体教工党

员积极参与到企业实践教学活动中来，教师党员率先垂范主动承担企业实践教学中的专业

导师工作。通过建立企业实践教学党员 QQ 群、飞信群、微信群等新媒体，及时将党组织

的信息传达到每一名学生党员中去。线上线下互动交流，既有隔空对话，又有面对面交流。

满足了学生的情感需求与心理诉求。

3.5  培养“互联网 +”思维

党务工作者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理念，培养“互联网 +”思维，在努力探索和把握高

校党建工作的规律与特点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交互性、实时性、匿名性等特点，

不断丰富党建工作内容，通过博客、QQ、微博、微信等形式，与学生交流，对学生关注

的事件进行评论，把握学生党员在使用不同新媒体技术表现出的多元思想观念，充分发挥

新媒体的独特优势，积极开展政策宣传活动，并组织开展学习、研讨和交流活动 [3]，通过

论坛交流、短信互动、微信链接等平台，可以为学生开辟自由发表意见的空间，及时把握

住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了解学生的理想信念。可以通过邀请一些品学兼优的优秀毕业生

谈学习、聊工作、话人生，从而实现学生党员之间近距离交流。[4] 这会深深触动学生们的

心灵，唤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达到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教育的目的。

新媒体为企业实践教学学生党员教育与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作为党务工作者要用好新媒体，不断创新微信平台的应用、管理、服务新模式，

坚持传统教育与网络教育相结合，推进党建工作信息化，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参考文献：

[1] 陈微 , 陆萍 . 浅议新媒体时代下国企党建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3）：27-28.

[2] 刘长平 . 高校民主管理中大学生网络民主参与论析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4）：56-58.

[3] 唐伯武 . 利用微博构建高校学生党建新模式探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8）：44-46.

[4] 孙云龙 , 鲁 焱 . 新媒体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中的应用探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4（9）：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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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建华：校外实习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

To Explor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Off-campus Internship                                                                                   

——Tak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LI Jian-hua
(Office of Students’ Affair,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mot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More and more senior students go off campus to privat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professional practice. Some problems arises during the internship. Some students feel ou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nd feel no management and belongings in enterprise practice. In order to 
master ideology, study and work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 during their internship, a new model 
of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is explored in Baiyun University. It u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of timeliness, convenience and interaction to cover all the students Party members and let 
them feel the concern from the Party.

Key words:  the new media；off-campus internship ；the student Party members；education 
management

澳大利亚纽卡素大学法商学院副院长
托尼·德鲁博士一行来访广东白云学院

2016 年 3 月 24 日，澳大利亚纽卡素大学法商学院副院长托尼·德鲁博士一行来访广

东白云学院洽谈合作交流事宜。学校副董事长谢少华、副校长沈根生与来访的德鲁博士、

纽卡素大学国际处大中华区林智聪经理及纽卡素大学官方合作机构代表蒋伟博士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交流。

谢少华副董事长与德鲁博士就网络教育模式与传统课堂教育模式的差别、网络教育模

式的发展前景、网络教育模式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德鲁博士说网络

教育模式是大势所趋，原因是人们的生活模式、工作模式、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学习模

式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网络教育模式正是适应这种变化

的结果。网络教育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相比,在备课、授课和考核方面对老师有了新的要求，

但是在投资成本、基础设施和行政管理方面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在结构比例和侧重点方面

有些调整。实际结果显示，学生在网络教育模式下学习的效果比传统课堂教育模式下要好，

原因是学生能自主、互动学习。双方也介绍了各自大学的网上系统（分别是广东白云学院

的“白云在线系统”和纽卡素大学法商学院的“黑板系统”）。谢副董事长赞赏德鲁博士

对网络教育的见解：网络教育不仅仅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课堂学习的自主学习模式，

更是改变了人们对学习的传统思维定式，建立终身自主学习和随时随地学习的习惯，表示

将进一步探讨两校在网络课程和教育资源方面的合作。

沈根生副校长与德鲁博士就 MBA 网络课程、2+2 学分互认双学士学位项目（会计、

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工商管理）、3+1.5HND 专升本、英语专业 3+1+1 本硕连

读项目等课程方面的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 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供稿：张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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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结构与设置和目标分类教学是

应用技术大学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

人才的关键。以目标分类作为应用技术大学

英语的教学目标 , 从多样性、多层次的角度

设置大学英语的课程结构，以学生发展为本，

提出“订单式”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来满足不

同学生的个性发展和需求，以“翻转课堂”、

“微学课堂”和“项目学习”等教学策略来

实现“订单式”大学英语教学目标。

关键词：应用技术大学；英语；课程结构；目标

分类；“订单式”教学策略

收稿日期：2015-07-10

作者简介：唐红梅（1967-），女，广东梅州人，

副教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测试与评价

等方面的研究。

1    应用技术大学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上世纪 60 年代，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对人

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出现了顺应社会经济

发展及个人发展需要的应用技术大学。应用技术大学以专业教育

为主导和面向工作生活的类型教育，形成与普通大学相互补充、

共同发展的双元格局，并肩负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开展应用

研发创新、服务就业和区域发展及促进终身学习等多重使命。[1] 经

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其独特的课程结构和设置培养了大批具有高

技能的应用型人才，这对欧洲经济的高速、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相对于欧洲的应用技术大学的蓬勃发展，中国在这方面的研

究刚刚起步。2013 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由以应用技术大学类

型为办学定位的地方本科院校（简称应用技术大学）等单位发起

成立了 37 所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开始了国内的应用技术

大学各项研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

明确提出“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

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规模。”

2   大学英语课程发展现状

近几年大学英语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程。文秋芳从课程论的

视角剖析了目前大学英语存在的问题，对大学英语改革提出设置

不同的课程类型使“英语技能目标应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权”[2]。

蔡基刚认为我国大学生英语水平不理想是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不明

确造成的，应对大学英语教学目标重新定位，各学校根据自己学

校定位、学科类型、专业需求和学生水平来确定各自侧重点不同、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JRUAT   2016-6-25    第 23 卷第 1 期

基于应用型的大学英语课程目标分类教学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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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设置，才能解决这样的困境 [3]。王守仁、王海啸也提出“分类

指导，特色发展；加强课程建设，促进教学模式变革；构建完整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

改革路线 [4]。2014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中，专家们对大学英语提出了培养学生英语能力的多样性、多层次的课程体系建设，强调

学习过程与结果的评估体系的建构等，都预示着新的大学英语改革纪元的开始。但实际情

况都因改革的各种原因而使绝大数的大学院校的大学英语仍然停留在单一的基础教育上。

3    应用技术型大学英语课程目标分类设置

3.1  目标分类的理论依据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姆（Bloom）等于 1956 年提出“教育目标分类学”。他们将

教育目标体系划分为认知、情感和操作技能三个领域。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从低到高分

为六个层次：知道（knowledge 知识）- 领会（(comprehension 理解）- 应用（application） 

- 分 析 (analysis)- 综 合 (synthesis)- 评 价 (evaluation)。1964 年， 克 拉 斯 沃 尔（David 

Krathwohl）、布卢姆等把情感领域目标分为五个方面，即接受 (receving/attending 注意 )、

反应（responding）、价值评价（valuing）、组织 (organization)、由价值或价值复合体形成

的性格化 (characterization by value or value complex)。1972 年哈罗（A．J．Harrow）提出了

以学龄前教育为视角的动作技能教学目标分类（六类：反射动作、基本—基础动作、知觉

能力、体能、技巧动作、有意的沟通）。同年，辛普森 (E.J.Simpson) 提出了以职业技术教

育为视角的动作技能教学目标分类（七类：知觉、定势、反应、机制、复杂的外显反应、

适应和创作）[5]。

布鲁姆等的教育目标分类的目的在于进行有效教学，他们把目标分为知识维度、认知

过程维度分类表，要求对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达到一致性，从而达到有效教学 ( 图

1)。学习的认知观和建构主义认为有意义的学习是主动性、认知性和建构的过程，学习者

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并在自己选择需要学习的信息中建构意义。

3.2  基于目标分类理论的大学英语课程结构设置

认识应用技术大学办学宗旨、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只有改变目前大学英语的课程结

构，基于应用技术型的大学英语教学才有可能有所突破，否则就是走以前的老路。因此，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把目前的大学英语分设为必修课程（2.0 学分）、选修课程（3.0

学分）和学术类课程（1 学分），打破当前的统一的基础课程（图 2）。实施目标分类的“订

单式”大学英语教学策略，即学生下了“订单”，就要保证学分结束后，该订单是合格的、

成功的，是达到了目标要求的，因此需要教师的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订单”买单、

负责，避免目前统一的、笼统的目标和教学要求，学生不负责任的学习态度。

图 1  有效教学的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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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及长处及应用技术大学的人才培养，设定不同的课程和需要

达到的课程目标，学生则从不同的课程目标中挑选适合于自己，或适合自己专业发展需要，

或自己感兴趣和特长且能学好的课程。

◆必修课程（3.0 学分 )

1）通用英语课程包括基础英语和技能类英语（1.5 学分）：其中的基础英语为大学英

语与高中英语的衔接课程，为学生顺利进入大学英语学习打下基础。

技能类英语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基本英语技能，包括听说读写译等综合运用技能。根据

学生的水平设定不同的级别，学生达到该课程的最高级别即可进入后续的英语学习。

2）通识教育类英语课程 (1.5 学分）

为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国际文化素养而开设的课程，以达到教学指南的目标之

一——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国际视野的大学生。通过该课程内容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

解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文化、思维方式，并通过中西方文化学习的比较，理性地看待两

种文化的差异，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该课程主要通过阅读、视听等输入途径获取

信息，以学生讨论、比较等进行主题学习的方式实施教学。

◆选修课程（3.0 学分 )

该课程分为学术英语课程和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学术英语课程主要为有升学需求的学

生设置的后续课程，为他们能顺利进入研究生的学习打下坚实的英语基础。因此，该课程

应把听、说、读、写、译有机地融合起来，发展学生的综合学术英语能力。专门用途英语

图 2   基于应用型的大学英语课程结构图

图 3   选修课菜单及考核标准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3 卷第 1 期    VOl.23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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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先对本校非英语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进行针对性的专业英语设置。通过对专门用

途英语的学习，提高学生专业敏感度，提升学生将来就业走向社会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

学术英语涉及方方面面的文章。信息时代让可读性变得更加便利。“读写”下面的订

单有：新闻英语、娱乐英语、体育英语和科技英语阅读及其基本写作等。

4    目标分类课程教学策略 

根据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基本特征——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具有本科学历和

应用技术的立足于地方、面向一线的现场工程师为特征的教育教学模式，为大学英语课程

教学确定了目标——培养具有一定英语技能的现场工程师。为达到这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人

才培养，大学英语作为一门为专业服务的工具性课程，承担着提高具有本科学历又区别于

高职学生的技术型的一线服务工程师的培养重担，因此大学英语学习既具工具性又具技能

性。根据教学内容采取多元化的教学策略与模式有利于大学英语更好的服务于专业学习和

社会，提升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生的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是提高大学英语在当前形势下

的教学质量的保障。

4.1  翻转课堂模式（Flipped Class Mode）

2007 年美国科罗拉多的一所学校的化学教师乔纳森 . 铂尔曼和亚伦 . 萨姆斯开始利用

录制视频和讲解发给学生课前在家里观看或听解，第二天回到课堂与教师和同学进行讨论

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所谓翻转课堂，就是教师创建视频，学生利用现代信息工具在课外观

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通过思考回到课堂上以师生互动的方式完成作业的一种教学形态 [6]。

Bloom 的掌握学习法认为只要提供最佳的教学条件、足够的学习时间，绝大多数学生

会掌握学习任务，获得良好成绩。掌握学习，就是学生按他们自己的节奏学习课程 [7]。因

此，应用技术大学的英语教学可采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强调学生课外根据教师发放在学

习群里的 ppt、视频和任务要求进行自主学习，包括查阅、收集、整理资料、形成项目报告、

模拟课堂等，把传统的教师讲解即课堂语言输入为主的课堂学习转变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解决问题型课堂，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采取严格有

效的形成性评价对学生的课外学习进行跟踪、记录和反馈，以促进学生的学习。

4.2  微学课堂模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让我们的课堂随处可见，也让学习随时随地的发生。

结合翻转课堂模式，让学生以团队学习的形式，根据教师发放在群组里的 ppt、视频和任

务要求，在课外制作小组微学视频，在指定时间回到课堂展示小组的微学视频，由教师和

学生共同评析小组的学习，让不同组的同学通过其他组队的学习获得所需的知识或经验，

以达到互学互评互助的学习氛围，挖掘不同学生的潜能，让每个学生的个性都得到发展。

4.3  项目教学法

基于项目的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8]。基于项目的课程是由几个重要问

题引导的，这些问题将内容标准和高级思维与真实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项目教学策略需

要学生团队结合多学科相关知识，让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都参与进来，通过信息的收集 ,

方案的设计 , 项目实施及最终评价 , 学生在探究、讨论、商榷中解决问题，并以多种类型

的评价确保学生完成高质量的工作。项目教学法注重的是学生参与完成项目的过程，因此

学习过程成为一个人人参与的创造实践活动。学生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理解和把握课程要

求的知识和技能，体验创新的艰辛与乐趣，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 学会

唐红梅：基于应用型的大学英语课程目标分类教学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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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过程中承担责任，发展合作、沟通以及高级思维等综合技能。

5    结论与思考

新形势下，对大学英语教师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教师能够在开放式

的教学活动中灵活的掌控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教师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首先，教师应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转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语言知识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为以学生为主体、以师生互动的问题解决型教学模式。其次，教师应加强自身的学习，掌

握一些现代信息处理的技能，如学习如何录制有效的微课，设置怎样的项目内容，通过语

言这一工具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高级思维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最后，教师还应熟韵目标

分类的教学目的，了解教学过程中教、学、评的关系，并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有效的评

价，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达到学习目标。

随着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要提出新的要求，改革大学教育固

有的课程设置和结构，如何改革其传统的课程结构和目标，关系着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

目标的实现。在这新的背景下，研究如何使大学英语在转轨过程中成为有效的提高具有高

技能人才的有利工具，对新时期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及其教学策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尤其是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应用技术大学应针对该校学

生层次和人才培养目标来设置大学英语课程和教学目标以及达到该目标的实施策略、方案、

以及统一的评价标准，设计能让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益、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学会对

自己的学习负责、学会与他人的合作与协调的课堂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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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arget Taxonomy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UAS(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TANG Hong-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The key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ra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talents for the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course lies in structure and curriculum provision, and target taxonomy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Taking target taxonomy a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goal in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y, this paper aims to set a new course structure from the aspect of 
the diversity and multi-level based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a sort of teaching 
strategy called "order-oriented" to meet different students' individual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needs. Som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actic modes like"Flipped Classroom", Micro-learning 
Classroom ,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are elicited to fulfill the goal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UAS.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in UAS; course structure; taxonomy; order-oriented teaching tactics

协同创新育人机制 强强联手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广东白云学院与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达成协同育人合作意向

 2016 年 3 月 30 日，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春旭一行来访广东白云学院，校长

黄大乾、党委书记刘剑锋、副校长刘跃南、校长助理肖军田、综合办公室主任洪强、教务

处处长李红英、实践教学中心管理中心主任张国安、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林春景等接

待了来访宾客。

黄大乾校长向王春旭一行介绍了广东白云学院的发展历史及转型发展之路，重点介绍

了近年来学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以建设全国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为目标，

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所取得的一系

列成就。王春旭院长介绍了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历程与办学特色。随后，双方就

合作方案、合作协议和试点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最终以广东白云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为该校专升本试点专业，在“三二分段专升本应

用型人才培养”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并签署了协同育人协议书。

此次与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合作是我校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6

年高职院校与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6 ﹞ 47 号文件精神，

牵手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按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总体思路，充分发挥我校的

办学特色和优势，协同创新育人机制，强强联手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供稿：胡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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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 是一门理

论性和实践性强的综合性课程，既有硬件技

术，又有软件设计知识。在课程教学中，采

用传统的教学方法难以达到创新型人才培养

目的。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基于应用技术

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根据课程

内容及特点，以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从仿

真教学法、实践教学法、项目驱动教学法和

改革考核方式等四个方面入手对课程教学方

法进行改革，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改革效果

良好。

关键词：微处理器；教学改革；能力培养；应用

技术大学

收稿日期：2015-11-02

作者简介：龙诺春（1964- ），男，湖南邵阳人，

副教授 / 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嵌入式系统、

智能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目前，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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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大学的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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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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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直接面向市场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求，强调学生的技术应用和开发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应用技

术大学的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必须以学生的创新能力和适应岗位

需求的实践能力培养为目的。

“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综合

性技术应用课程，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通信工程专业、自动化

专业等专业的必修课程，是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的重要教学模块。但通过教学发现，采用“老三中心”的“灌输式”

教学方法很难达到教学目标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因此，以应

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思想，根据“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

课程内容及特点，采用“新三中心”的教学理念，对该课程的教

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    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目标及内容

目前，为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

特点和学习潜能，留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较多，相对来说，课

程教学的学时数较少。因此，教师应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把

握好课程教学内容，抓住重点、难点。在教学目标方面，不但要

明确课程的知识结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确立能力培养目标，以

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为教学宗旨。

1.1   课程教学目标与要求

“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能利用单片机技

术知识进行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具有基于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实

际项目开发设计基本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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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培养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本课程教学，熟悉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结构与

工作原理，掌握计算机中的数制与码制知识；掌握 C51 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及内部各功能模

块的工作原理，掌握 C51 单片机 I/O 接口工作原理与应用技术；掌握汇编语言指令系统及

伪指令，掌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及 C 语言程序设计流程与方法；掌握系统总线原理与系统

扩展技术。熟悉 C51 单片机应用系统的项目开发流程并掌握基本的设计方法与调试方法。 

1.2   课程教学内容

“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5 个模块。模块 1：微型计算机的基本

结构与工作原理，该模块的主要内容是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结构与各组成部分的工作原理，

数制与码制的基本知识。模块 2：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及内部各功能部件的工作原理，该模

块的主要内容有单片机的 CPU 系统，存储器系统（包括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通用

寄存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等），I/O 接口，定时器 / 计数器，中断系统等。模块 3：编程基

础，该模块主要内容有汇编语言指令系统及伪指令，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及 C 语言程序设计

基础。模块 4：外部接口与系统扩展技术，该模块主要内容有异步串行接口，串行总线扩展，

A/D 模块，D/A 模块，存储器扩展技术等。模块 5：实验，该模块的主要内容有集成开发

环境 KeilC51 软件及 Proteus 仿真软件的使用方法，定时 / 计数器系统、中断系统、A/D 转

换等实验项目。

2    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教学方法突出教师的主体地位，以课堂为中心，强调教材的中心作用，只注重

知识的传授，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主动传授者与被动接受者的关系，学生是被动学习者。

对于既有理论教学又有实践教学内容的课程常采用两者分割的教学模式，面对实践操作较

强的课程难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达不到教学目的。目前“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

程教学大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通过教学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2.1  以教材为中心，难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在“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中，教师基本上以教材为中心，以教材内容作为

教学目的。对教材中的概念、原理进行详细的讲解，尽力把系统理论和方法讲解清楚。然

而，对学生而言，面对大量的抽象概念和原理，感觉内容比较枯燥，晦涩难懂。在课堂上，

少数学生可能听懂了老师讲解的知识点，也往往局限于感性认识层面上，没有真正理解和

掌握相关内容，学生是被动学习，没有学习积极性，例如在讲解“汇编语言伪指令”时，

教师虽然讲解了相关指令的功能，但学生难理解它的用法，不知道怎样使用。这种“灌输

式”教学方法，很难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2  理论与实践分离，不易掌握知识点

传统的教学方法，大多采用的是将理论与实践操作分开上课。理论课老师在普通教室

上课，对书中的知识点进行讲解，虽然力争把理论知识讲解清楚、讲透彻，然而就事论事，

纸上谈兵，学生难以真正理解相关内容。“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也分为理论课和实

验课，比例大致按 3：1 分配，例如在讲解有关寄存器时，学生知道了寄存器的功能，但

不知道怎样进行实际操作。另一方面，实验课虽然到实验室，但实验内容和实验时间一般

都是固定的，甚至实验步骤都是拟定好的，学生难以验证更多的知识点，不能形成对知识

的融会贯通，也不利于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因此，理论与实践分离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

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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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思路

“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内容多和概念较抽象，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学生对

其中的基本原理、设计方法和实现技术不易理解和掌握。针对传统的教学方法难以达到应

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问题，以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从 4 个方面提出“微处

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思路。

3.1  利用多媒体技术环境，采用仿真教学法

目前教室一般都采用多媒体技术，有网络和教学广播系统。一方面教师可利用多媒体

课件进行教学，另一方面，可在电脑上安装微处理器仿真软件，通过仿真进行直观教学，

例如我们可以在电脑上安装 proteus 仿真软件。 “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主要特点是

既有硬件的系统构成又有汇编语言和 C 语言的软件知识，适宜仿真教学。采用仿真教学方

法，教师可以边演示边讲授，例如在讲解 I/O 接口的工作原理时，教师可利用 I/O 口控制

流水灯的仿真演示，使抽象的内容变成直观的东西，然后再讲解工作原理和程序的运行过

程。仿真效果形象生动，学生可观察到仿真的现象和结果，通过仿真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可提高学习效果。教师利用仿真可分析原因，讲解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这样学生容易理

解和获取相关的知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分析能力。

3.2  以应用为目的，采用实践教学法

实践教学不只是实验，而是通过实验进行教学，教师采取“做中教”的方法进行教学，

让学生在 “做中学”，“学中做”，边做边教，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统一，这样，

学生在获得感性认识的同时，又可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从而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实践应

用能力。

“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既有硬件的系统构成又有软件知识，理论性和实践性很

强，不但要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还要掌握实际的操作方法。在理论教学的同时还应加强

实践内容的教学。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环境、仿真实验平台和实验箱，使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相结合成为可能，为实践教学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实践教学的前提是要合理构建教学

内容。但由于“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的实践内容相当多，想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丰

富的实践内容是不可能的，因此，教师应研究课程内容与特点，明确哪些内容更适合于在

实践中教学，例如，在“汇编语言指令”教学中，可以利用实验室环境，采用 keil 软件调

试、运行有关指令，然后分析指令功能。采用这种方法教学，学生可以看到指令执行的结

果，从而容易理解和接受。实践内容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构建：第一部分为微处理器基础知

识，目的是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微处理器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方法。第二部分以应用为目

的，主要是微处理器的接口与扩展技术。这种实践教学方法可使理论教学融入到实验中去，

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以能力培养为目的，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法

应用技术型大学人才培养目标是以学生未来就业岗位需要为导向，以培养适应市场和

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技术人才为目的，强调对学生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项目

驱动教学法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课程教学改革中，项目驱

动教学成为教学的一个环节，该教学法以学生为主体，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来驱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其求知欲望。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法，项目来源可由学生提出，充分发

挥学生的智慧，也可由教师根据学生的情况拟好项目课题，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

要求 , 在项目设计过程中依据学生的能力设计难度不同的题目供学生进行选择 , 满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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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的学生要求 , 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 ,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学生可以组成项目小组，

对于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应提出任务要求，也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任务。该环节的时间安

排为第二课堂，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完成学习任务。项目的完成能大大激发学生的兴趣，增

强学生的自信心，同时也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2]。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

不断遇到和发现问题，而当问题得以解决时，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 会产生一种进一步学习

和探索的动力，使学生成为一个主动学习者。在项目驱动教学法中，教师是一个组织者、

指导者和咨询者。教师应充分发挥指导者的作用，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指导和帮助学生

完成任务。通过正确引导，使学生能够完成任务，以此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从而达到教学目的。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对学生进行动态管理，起管理与监

督作用，最后根据学生任务完成质量情况进行成绩评定。学生通过完成项目设计与制作任

务，可以培养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3.4  改革考核方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学习具有终身学

习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是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

监督和考核机制，其中考核是重要的环节。考核除了具有督促作用使学生主动去学习外，

还是检验教学和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学生必须通过考核取得成绩并获得学分。目前由于

考核方式比较单一，主要采用一张试卷定成绩的方式，使得大部分学生只重视分数，学习

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这样，不利于学生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因此，应就考核方式

和考核内容进行改革，改变仅凭期末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做法 , 力争将以往的结果考核改变

为过程考核。在考核方式的改革中，应遵循以学生为主体、以学习效果和能力考核为主的

原则，形成考试不是教学目的，只是检查教学效果的手段的意识。

考核方式的改革主要包括 4 个方面。1）平时考核 : 包括平时作业考核、出勤情况考

核、课堂表现情况考核。2）实验考核：根据实验任务完成情况、实验过程中的表现、实

验报告等进行考核。3）项目考核：根据项目任务完成情况、设计制作过程中的表现、项

目设计说明书的质量等进行考核。4）期末考核：期末考试主要以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重点内容为考核内容。成绩评定及构成占比为：平时成绩 20%，实验成绩 20%，项目设计

30%，期末考试 30%。

通过改革考核方式，强调过程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合，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真实

水平，同时可使学生主动学习，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4     结语

“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课程主要特点是既有硬件的系统构成又有汇编语言和 C 语言

的软件知识，内容多和概念较抽象，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在专业教学课程体系中又具

有重要地位，而且微处理器在智能控制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为培养学生在微处理器

方面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针对目前该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应用技术大学的办

学理念，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通过近两年的教学

证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达到了课程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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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Course of 
Microprocesso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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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processor is a comprehensive course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nd it requires both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 knowledge.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adopt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equipped with the education concept 
of UA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n this course are carried out. 
The reform aims at foster the practical ability based on the cours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Four main aspects are reformed mainly, including the simulation teaching method, the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 the project driven teaching method and reform of examination way.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teaching reform effect is good.

Key words:  microprocessor; teaching reform; ability training;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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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虚拟型学习团队是网络时代下一种

崭新的组织模式，本文阐述了虚拟型学习团

队的内涵和本质、基本组织结构以及在工商

管理专业企业实践教学中的运用，建设过程

包括组织结构的建立、网络技术平台的搭建、

企业实践教学内容的构建三个方面，并提出

建设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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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时期，地方本科院校

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人才的使命。应用型本科教育是扩

大社会技术性人才需求规模和提升需求层次的重要途径，是推动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而校企合作是应

用型本科教育发展的重要形式。2014 年，国家明确提出要引导地

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应用型本科教育成为国内 600

多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导引方向 [1]。以广东白云学院工

商管理专业为例，在基于应用技术大学办学理念的基础上，试推

行“3+1”人才培养的模式，“3”阶段为学生在校学习，主要完

成通识教育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掌握足够的基础知

识和专业知识；“1”阶段为学生企业实践教学，在企业现场进行

实践性学习活动，并同时开展企业实习中的研究活动，完成毕业

论文任务。企业实践教学一般以完整的学期或学年为单位，总时

间一般不少于 1 学年。

“1”阶段的企业实践教学是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中的

难点和关键点，企业实践教学的质量决定着高层次应用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的成效。学生离开学校到企业实习，地域分散，脱离了

传统的教学环境和条件，教师与学生难以保证面对面的教学交流，

教与学的时间和空间呈动态性，学生在完成企业岗位任务的同时

还要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难以保证学习的质量。基于此，以广

东白云学院工商管理专业为范例，深入分析工商管理专业在“1”

阶段企业实践教学操作存在的困难，利用虚拟型学习团队的构建，

对企业实践教学中教师、学生、企业三者之间教与学的耦合，创

新工商管理专业企业实践教学新方式，探索一条具有特色的培养

应用技术大学本科人才的道路，真正实现产学研用一体的目标。

1    虚拟型学习团队的内涵与基本组织结构

1.1  虚拟型学习团队的内涵

虚拟型学习团队建设在企业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以工商管理专业为例

高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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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型学习团队是虚拟团队的一种形式，因此首先得明确虚拟团队的定义。Lipnack

等将虚拟团队定义为有一个共同目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跨越空间、时间和组织界限障

碍，相互协作工作的一群人 [2]。George 又提出虚拟团队是一种将具有不同知识和专长的人

聚集到一起工作的方式。这群人或者是由于在空间上分散于不同的地理位置，或者由于是

在不同的时段工作，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很难聚在一起工作。[3] 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

虚拟团队的定义暂时没有统一，结合 Lipnack 和 George 提出的定义认为，虚拟团队有别于

传统团队组织成员面对面互动的合作模式，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利用技术平台将不同地点的

成员连接起来，按照团队制定的目标完成任务 [4]。

罗永泰认为，虚拟型学习团队是由跨部门或跨组织边界，以及权威核心与知识或技能

互补成员构成，以权威核心为交流平台，发掘新想法，并组织成员达到知识、经验的共享

和项目集成的动态调整，在学习与创造中实现组织目标 [5]。结合罗永泰的定义，从企业实

践教学角度认为虚拟型学习团队是虚拟团队的一种形式，是指分散在不同地域的学生与专

业导师、企业导师以及学校管理者为了共同的任务和目标，通过网络技术平台进行信息沟

通和相互联系的合作学习团队。

1.2  虚拟型学习团队基本组织结构

汪菲等认为，虚拟型学习团队不宜采用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多层次、注重垂直关系的组

织结构，应注重构建横向联系的、规模小而管理层次少的扁平结构，以增强团队的机动性、

柔性以及信息的及时传递和快速应变能力 [6]。因此，结合虚拟团队和虚拟型学习团队的内

涵和本质，其基本组织结构的建立基于以下三点：一是没有共用空间和行政边界，成员由

各地分散的人员组成，成员可以来自组织内部，可也来自组织之间；二是利用技术平台沟

通协作，主要通过技术平台把成员联系起来以实现共同的目标；三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虚拟团队使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交流合作。

其基本组织结构如图 1 所示。

2    工商管理专业企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应用技术大学的校企合作可以学校、企业双主体办学，学生既可以以学校学习为主、

在企业实习实训为辅，也可以以学生、企业学徒双重身份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无论何种模

式，都涉及到学校、学生、企业三者教与学的耦合关系。对于广东白云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来说，“1”阶段的企业实践教学容易出现以下问题：

图 1   虚拟型学习团队基本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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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羊式”企业实践教学。工商管理专业学生适用的实习范围较广，可以进入不

同的行业和企业实习，所选的相关岗位千差万别。比如从事人力资源助理、文员、销售员、

酒店服务员、导游、教师等岗位，实践专业指导完全落在企业导师（企业直接主管）身上，

专业导师受本身的研究领域限制，在实践教学中难以有针对性的指导。学校的企业实践教

学停留在频繁的巡查、电话联络等形式上，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和学生的正常实习。学校与

企业联系不够紧密，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联系基本被切割开来，学生的企业实践教

学实质等同于“提前就业”。

2）“电大式”企业实践教学。学校通过设置网络课程让学生在企业实践中学习，学

生边实习边利用额外的时间修完网络课程的学分，完成学校布置的教学任务；而专业导师

只需进行通过网络指导和作业批改达到教学的目的。网络课程针对的是专业上的所有学生，

对不同岗位的学生的现场实践性学习，并不能有效的全面指导，不能解决个体学生真正想

学的理论知识，这等同于社会人员参加电大的业余学习，只是为了获得学分和毕业证书。

3）“游击式”企业实践教学。学校根据学生实习的区域进行分配，派专业导师进行

校外教学，授课地点根据实际情况而变动，或者借用企业会议室、或者利用其他院校教室，

授课时间选在节假日，通知学生从不同的地方过来集中授课。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疲惫不

堪忙于应付。而且导师的校外教学内容难以满足学生所需的岗位知识要求相契合，实质等

同于“工作 + 学习”的自学考模式。

3    工商管理专业企业实践教学虚拟型学习团队建设的对策

工商管理专业企业实践教学的对策即构建虚拟型学习团队，解决工商管理专业企业实

践教学 “学校——学生——企业”三者难以协同的问题，真正实现产学研用一体。

3.1  虚拟型学习团队组织结构的建立

在校企合作中，以学生实习的企业岗位为单位，专业教师、学生、企业导师、学校管

理人员形成一个团队，团队性质属于虚拟型学习团队，团队的特点是各人员处于不同地方，

所处环境不一样，但有共同的任务目标。以广东白云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实习学生为例，把

在外分散的相同实习岗位的学生与指导者集合成虚拟型学习团队，需建立其组织结构，如

图 2 所示。

图 2  虚拟型学习团队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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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虚拟型学习团队组织结构的学生的实习岗位相同，分散于不同企业或在同一企业实

习。专业老师为在校授课老师，企业导师由学生上级主管或企业培训导师组成，学校管理

人员由辅导员、就业实习干事等组成。通过组织结构的建立，由资深的专业老师、企业导

师、学校管理人员通过技术平台提供技术和经验咨询，指导学生提高实习质量、效率和改

善工作环境，并完成校企合作下制定的共同目标。

3.2  虚拟型学习团队网络技术平台的搭建

网络技术平台的搭建是虚拟型学习团队正常运作的关键，需要搭建两个平台：一是网

络沟通交流平台，团队成员在不同地点随时随地进行团队沟通，可以利用网络常用的沟通

软件，比如微信群、QQ 群等进行交流，沟通交流平台建立后团队成员需要实名制，方便

进行沟通指导和联系；二是网络资源共享平台，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可以在官方网站上

的网络教学综合平台建立虚拟型学习团队企业实践教学课程，指导者如专业老师可以把企

业实践教学要求、内容、相关指导视频上传给学生共享，学生可以在平台上学习讨论并提

交相关作业，完成学习任务。

3.3  虚拟型学习团队企业实践教学内容的构建 

虚拟型学习团队企业实践教学内容的构建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虚拟型学习团队网络

沟通平台沟通内容设计，以便实现虚拟型学习团队无障碍的沟通；二是虚拟型学习团队资

源共享平台内容设计，促使学生更好地完成企业实践学习任务。

3.3.1   虚拟型学习团队网络沟通平台沟通内容设计

虚拟型学习团队网络沟通交流平台需要有实质的沟通内容及要求，以避免只有平台没

有交流的情况发生，因此需要对沟通内容需要进行设计和规范（表 1）。

总目标 子目标 项  目 活动内容 评估方法 评估主体

虚拟型学习团队无

  障碍沟通

网络视频

 沟通

网络实习

情况交流

每个月团队成员利用

节假日时间至少安排

一次网络视频会议。

实习报告：学生每月将

实习心得体会写在《专

 业实习手册》。

    企业导师、

专业导师

实习岗位

问题沟通

实习岗位

问题分析

学生每月至少一次提

出岗位出现的问题并

与指导老师讨论解决

  对策。

岗位研究报告：学生与

老师参与讨论，由学生

 提交研究报告。

企业导师、

专业导师、

学校管理人员

企业或岗

位调整沟

 通

企业或岗

位调整分

 析 

学生根实际情况提出

调整岗位或更换企业

  的要求。

调整岗位或更换企业情

况汇报：提交汇报，指

导老师按照实际情况给

 予指导。

企业导师、

专业导师、

学校管理人员

3.3.2  虚拟型学习团队资源共享平台内容设计

学生能随时随地的学习企业实践教学相关的知识，需要利用资源共享平台，从中参与

到各个学习项目中去。比如，广东白云学院的网络教学平台，搭建企业实践教学课程三大

模块：教学资源共享、网络答疑讨论、课程作业布置。其核心模块是教学资源共享，专业

教师需要把企业实践教学课程的核心内容进行微课视频设计，上传微课后学生可以随时学

习到该课程的知识（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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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虚拟型学习团队网络沟通平台沟通内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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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标 子目标 项  目 活动内容 评估方法 评估主体

学生完成企业实践

  学习任务

教学资源

  共享

实习岗位

技能微课

视频学习

学生根据个人时间自

  行安排视频学习

岗位实习报告：在限定

时间内以 word 文档形

式提交资源共享平台。

企业导师、

   专业导师

毕业论文

设计微课

视频学习

学生根据个人时间自

  行安排视频学习

毕业论文：在限定时间

以 word 文档形式提交

 开题报告和毕业论文。

专业导师

教学平台

答疑讨论
答疑讨论

学生提出企业实践教

  学遇到的问题

个案研究：虚拟型学习

团队成员参与讨论，并

有讨论记录，教师参与

答疑并根据学生讨论情

 况进行考核。

企业导师、

专业导师、

学校管理人员

课程作业

  布置

行业了解
学生所在实习行业调

  研

行业调研报告：在限定

时间以 word 文档形式

 提交行业调研报告。

专业导师

企业人才

需求了解

学生实习企业人才需

  求调研

企业人才需求报告：在

限定时间以 word 文档形

式提交企业人才需求报

 告。

专业导师

3.4   虚拟型学习团队建设应注意的问题

为了避免虚拟型学习团队的建设流于形式，难以达到企业实践教学的目标，因此，在

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虚拟型学习团队学生人数的控制。虚拟型学习团队学生人数不宜过多，最好不要

超过 10 人。因为指导老师的精力有限，一旦学生人数过多，指导时间将会减少，指导质

量随之降低，部分学生甚至得不到沟通和关注，脱离团队的管理。另外，如果学生人数过多，

容易引起沟通的困难，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容易歪曲，学生意见的增多将产生指导的困难。

2）虚拟型学习团队学生作业的完成与提交。作业的完成和提交都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

由于团队缺乏面对面的沟通，学生容易出现对作业要求的不理解和提交方法的不恰当，因

此，指导老师要提前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布置作业任务要有相应的格式要求和模板，

在形式上规范学生的作业，在内容上给予学生一定的参考标准，以此提高作业的质量；二

是学生离开学校到企业实习前，指导学生熟悉网络资源共享平台的学习方式，特别是作业

的提交方法和时间限定，保证学生按时提交作业。

3）虚拟型学习团队指导老师之间的配合。虚拟型学习团队指导老师包括企业导师、

专业导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容易出现职责不清和多头指导的问题。因为，虚拟型学习团队

建设过程应明确各指导老师的职责并指导的具体内容，对于学校的实习政策和企业实践教

学思想应统一意见，各施其责，互不干涉。

4    结论

通过广东白云学院工商管理来对虚拟型学习团队的建设以改变传统的企业实践教学形

式，搭建虚拟型学习团队平台，把“企业——学生——学校”三者教与学的关系有机的结

合起来，探索一种适合应用技术型大学工商管理类专业企业实践教学有效方式，充分利用

表 2   虚拟型学习团队资源共享平台学习内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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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企业教学和培养人才的资源与环境，使学生在企业实践教学阶段顺利完成学习目标。

在实践中，形成完整、成熟的企业实践教学阶段虚拟型学习团队的构建机制，为应用型本

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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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irtual Learning Team Construction in Practical 
Teaching ——Tak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as an Example

GAO Yong-feng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Gu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 Gungdong ，

China)

Abstract:  Virtual learning team is a new kind of organization mode in the network era.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virtual team，the basic structure and 
the application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actical teach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twork 
technology platform and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the enterprise practical teaching.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aware of are also mention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virtual learning team;industry and commerce management;network communication 
platform; resourc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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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4 进制计数器的程序设计可以作

为《EDA 技术与应用》课程的实验项目。

该项目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数字系统自顶向下

的设计方法，加深学生对分频器、计数器以

及动态扫描原理的理解，使学生进一步领会

VHDL 设计方法。本文以 MAX+PLUS Ⅱ为

软件设计平台完成程序的设计及编译，并利

用电子 EDA 实验开发系统实现硬件仿真。

关键词：计数器； 程序设计；分频器；动态

扫描

收稿日期：2016-01-13

作者简介：余丽红（1985 -），女，湖北咸宁人，

硕士，主要从事电子信息工程方面的研究。

VHDL（VHSIC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是一种超高速

硬件描述语言，最初由美国国防部开发出来用于军事设计。1987

年被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确认为标准硬件描述语

言，用于描述数字系统的结构，行为，功能和接口 [1]。VHDL 的语

言特点比较接近计算机高级语言 , 其程序设计方式接近于人的使用

习惯。VHDL 的程序结构特点是将系统分成两部分：外部和内部。

外部即可见的端口。内部包括系统的内部结构、功能和算法实现。

系统的外部端口在程序设计时用实体来定义，内部结构功能用结

构体来实现。当系统开发完成后，其他的设计可以直接调用该系统。

1    EDA 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

自顶向下设计方法的“顶”为“功能描述”，“下”为“物

理实现”，其设计思想是借助片上系统 SOC 和 EDA 工具自动地将

高层次抽象的概念功能设计逐步转化低层次具体的物理元件实现。

设计工程师在设计产品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系统的整体功能，

规划系统的整体模块，并将整体模块划分为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进一步细分为功能子模块。每一个功能子模块都利用 VHDL 语言

描述、借助 EDA 工具进行综合、优化、行为仿真、功能仿真和时

序仿真以保证设计结果与设计构想相一致。每一个功能子模块的

设计方法也是自顶向下的。EDA 自顶向下设计方法的流程图（图 1）。

2    24 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2.1  设计构想

计数器是一种时序电路，在数字系统中应用非常多，主要用

来对时钟脉冲个数进行计数，同时兼有分频、定时、产生节拍脉

冲以及进行数字运算等功能 [2]。24 进制计数器的设计包含计数模

块和显示模块。显示模块需要用两个数码管。显示模块的实现利

用动态扫描原理：由位码来选择数码管，对各数码管进行轮流扫描。

基于 VHDL 的 24 进制计数器的程序设计

余丽红，龙诺春，林春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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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钟周期内扫描一个数码管，显示一位数据，显示的数据值由段码来控制，由于人眼

的视觉暂留现象，只要时钟扫描 >100HZ，就可以观测到所有的数码管是同时显示的 [3]。

计数模块的计数脉冲频率是 1HZ。本设计的硬件测试和实现是借助达盛 EDA 实验箱。测

试时选择的原始外部时钟为 20MHZ，为了实现计数和扫描，同时看到 2 个数字，程序分

成三个模块：分频模块、计数模块、动态扫描和显示模块。分频模块的功能是将 20MHZ

的频率转换为 1HZ；计数模块实现 24 秒的计数；动态扫描模块实现两个数码管的扫描和

数字的显示。系统设计的模块框图如图 2。

2.2  系统的 VHDL 语言描述

1）分频模块：分频模块设计实体需要四个端口：时钟输入、复位控制、1HZ 计数脉

冲输出以及 122HZ 动态扫描脉冲输出。该模块实体的 VHDL 语言描述如下：

ENTITY FENPIN IS

PORT(CLK，RST:IN  STD_LOGIC;

      CNT1，CNT2:OUT STD_LOGIC）;

END FENPIN;

VHDL

VHDL

VHDL VHDL

/

VHDL

VHDL

/

 图 1  EDA 自顶向下设计方法流程图

图 2   系统设计的模块框图

CLK

RST
CNT1

CNT2

DATA_L 

DATA_H 

DATAOUT

EN

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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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数模块：该模块设计实体需要四个端口：1HZ 计数脉冲输入、复位控制、高位

数据输出和低位数据输出。该模块实体的 VHDL 语言描述如下：

ENTITY JISHU IS

PORT(CLK，RST:IN  STD_LOGIC;

     DATA_L，DATA_H: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JISHU;

3）动态扫描模块：该模块设计实体需要六端口：122HZ 动态扫描脉冲输入、复位控制、

高位数据输入、低位数据输入、控制数值的段码和选择芯片的位码。该模块实体的 VHDL

语言描述如下：

ENTITY DTSM IS

PORT(CLK，RST:IN STD_LOGIC;

      DATA_L，DATA_H: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ATAOUT: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EN: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END DTSM;

4）系统顶层模块：当三个分模块设计完成后，顶层模块可以利用元件例化语句直接

调用分模块。元件例化语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元件声明，第二部分是元件例化 [4]。

元件声明是对可调用分模块的说明。元件例化是调用分模块，建立顶层模块设计端口与分

模块设计端口一对一的映射关系，实现 24 进制计数并显示的功能。顶层模块设计实体共

有四个端口：20MHZ 的原始始终输入、复位控制、段码输出和位码输出，相应的 VHDL

语言描述如下：

ENTITY JSXS24 IS

PORT(CLK，RST:IN STD_LOGIC;

     DATAOUT: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EN: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END JSXS24;

顶层模块与分模块的映射关系如下：

U0:FENPIN PORT MAP(CLK,RST,CNT1_T,CNT2_T);

U1:JISHUPORT MAP(CNT1_T,RST,DT_L,DT_H);

U2:DTSM PORT MAP(CNT2_T,RST,DT_L,DT_H,DATAOUT,EN);

其中 DT_L,DT_H，CNT1_T，CNT2_T 为内部信号。

3    24 进制计数器的硬件实现

设 计 选 用 Altera 公 司 提 供 的 MAX+PLUS Ⅱ 软 件 为 VHDL 语 言 设 计 平 台， 选 择

FLEX10K 系列的 CPLD 器件 EPF10K10LC84-4 为目标芯片。选择好器件后，根据自顶向

下的设计思想，完成功能描述、编译、仿真。最后根据编译后的报告文件（后缀 rpt）来

进行管脚连接，接好管脚后就可以进行器件的编程下载，硬件测试和实现。本设计的硬件

实现如图 3。左图显示的计数值为 01，右图显示的计数值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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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实验室选用达盛 EDA 实验箱采用的是 FLEX10K 系列中的 EPF10K10LC84-4。设计是

基于达盛 EDA 实验箱来完成的。图 1 是在实验箱上的运行结果。基于 VHDL 的 24 进制计

数器的程序设计可以作为《EDA 技术与应用》课程的实验模块来巩固学生对动态扫描的

原理的理解，并进一步掌握 VHDL 语言的编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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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am Design of the 24 - Band Counter based on VH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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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450，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program design of the 24-band counter can be used as an experimental project 
of "ED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course. This project can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op-
down design method of digital system,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requency divider, counter 
and dynamic scanning principle, so that student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VHDL design 
method.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and compilation of the program design is completed by using 
MAX+PLUS II and the hardware simulation is realized by using the EDA Experimental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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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4 进制计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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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校数字化校园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基于面向服务的架构理念构建的数字

化校园总体架构模型，介绍了该模型的三层

设计、安全体系架构、运行的生命周期等，

然后介绍了要实现这一架构所涉及的关键技

术，从云存储和海量数据管理技术、虚拟化

技术、动态迁移技术等多个方面来阐述，并

针对系统中的负载调度的重要性加以强调，

为解决在建设数字化校园中存在的问题提供

了指导，使数字化校园中各种应用系统有更

可靠、更稳定的基础设施和运行环境。

关键词：SOA；云存储；虚拟化；动态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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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主要从事数据库、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方面的研究。

数字化校园建设已成为国内外各高校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竞争

内容，也被当作高校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很

多高校已经认识到数字化校园在高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大

家对什么是真正的数字化校园以及建设数字化校园的目的是什么，

在认识上还是有很多的误解。由于在建设初期没有使用统一的模

型指导，各部门自成一体，各系统重复建设，各信息服务分散，

部门之间很难做到服务的统一调度，校园内各部门的系统各自为

政，单独部署，造成访问资源位置不相同，没有统一的平台在各

部门、各系统之间同步数据，导致在构建数据采集、挖掘、决策

系统时遇到了阻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 通过对现有数字化校园体系结构的分析，

利用 SOA（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

云计算虚拟化技术、动态迁移技术等，提出一个基于面向服务的体

系结构的数字化校园架构模型 SCDC（SOA-based Cloud computing 

Digital Campus），使用户在云计算平台上能灵活使用 IaaS、PaaS、

SaaS 上的资源，为解决在建设数字化校园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指

导，使数字化校园中各种应用系统有更可靠、更稳定的基础设施

和运行环境。

1    云计算技术在校园数字化建设中的应用

1.1  云计算技术与 SOA 的关系

SOA (Service-OrientedArchitecture) 作为面向服务的一种架构，

通过当前存在的各种软件体系，重新整合且构建起一套新的软件

架构，它是一个组件模型 [1]。有了 SOA 技术框架的架构，它可以

把庞大、杂乱无章的系统重新组合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系统，最大

化地使用 IT 资产，大大提高了业务发展过程企业在的灵活性。这

套软件架构能够根据业务的变化，结合现有服务，随时灵活地又

组成新的软件，再继续共同服务于整个的所有业务体系。因此，

云计算技术在校园数字化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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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 SOA 看作是模块的组件，模块之间的接口必须要遵循统一标准，每个模块有各自

独立的功能，结合不同模块又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降低了在重构和重组时的成本。

1.2  基于面向服务体系结构的数字化校园架构模型 SCDC

在云计算模式下的数字化校园 SCDC 总体架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该模型总体由三大部分组成。这三大部分也是云计算中的主体和核心部分，第一部分

是基于 SOA 理念架构的软件体系；第二部分是资源提供体系；第三部分是安全保障体系

和管理云服务生命周期。只要在基于云技术的数字化校园平台中心注册，高校的不同用户

就可以通过按目录查找，再通过重定向就可以调度和使用到云平台提供的具体服务资源。

SaaS（软件即服务）为用户提供各种即需即用的应用服务；PaaS 层（平台即服务）负

责各种资源的调度和虚拟化资源池的使用，用户可以在这统一标准的软件支撑平台上应用

软件；IaaS 层（基础设施即服务），它的作用为平台层提供虚拟的硬件资源池。SCDC 模

型的基本保障和支撑是安全支撑体系和生命周期的管理。

1.3  SCDC 模型的三层设计

IaaS 层的构建重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服务器设备、存储设备、I/O 资源、网络

资源设备等硬件设备的整合；第二部分是在整合硬件设备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存储、服务器、

应用等方面的虚拟化技术来部署虚拟的资源池，同时提供系统自动部署功能和虚拟资源池

管理的功能，基础设施即服务层 IaaS 是 SCDC 模型的基础和保障 ,IaaS 层通过虚拟化服务器、

CPU、内存和 I/O 设备 , 从而整合服务器的虚拟化，传统的虚拟化服务器通过操作系统对

硬件发送指令来实现，相比之下，大大增加了系统调度的难度。

IaaS 层根据不同类型的用户设计了教师云、学生云、科研云和安全云，云用户无需安

装和重装系统即可随时访问资源。用户申请的资源包括存储资源、软件资源、教学资源、

计算资源和安全云等。它把虚拟化技术引入到个人用户领域。

PaaS 包括用户管理、安全管理、数据管理和资源管理等。主要是在 IaaS 层的基础上

提供统一的平台化系统软件支撑服务，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定制和扩展功能。通过虚拟化、

集群、负载均衡等技术提供云的服务，从而开发了云平台的拓展性应用，针对校内和校外

的高校联盟建设高校信息服务平台。

SaaS 软件即服务层是整个数字化校园对外提供的终端服务。为教师、学生、管理人员

图 1 基于 SOA 的数字化校园架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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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校外用户提供人性化的信息服务，用户根据权限可以分为普通管理员、系统管理员、普

通用户、服务项目管理员等不同级别的权限。

数字化校园的 SaaS 层改变了现有部署软件的方式，使得用户登录云端只要拥有相应

的权限就可以自动获取软件的服务。教学云服务采用的是基于 Web2.0 技术，为高校教师

和学生提供网上教与学的共同协作平台。SaaS 服务层一般包括教务处系统、OA 办公系统、

学生工作系统、一卡通系统等软件服务。

1.4  基于 SOA 的数字化校园架构模型的安全体系架构

在 SCDC 安全保障体系下，用户数据的安全性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保证。

1）用户访问自己的数据需要认证与授权，因此必须给用户要划分不同权限等级限制

其不同的操作范围。

2）用户要能够私密地运行自己的数据，同时保证在运行时不会被其他人查看或更改。

3）用户在网络上传输个人数据时也要有保密性。包括在云计算中心内部网络安全传

输以及互联网上的安全传输。

4）用户存储数据时，保证是保密的，其他人（包括平台管理员）不可以查看或更改

用户存储的数据。

1.5  基于 SOA 的数字化校园运行的生命周期

基于 SOA 的数字化校园模型运行生命周期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在前期准备各种云服务资源。

2） 制定服务模板：资源池的资源不仅包括 CPU、硬件存储、内存资源，还包括网络资源、

应用软件资源、服务器资源、统一身份认证资源、可执行程序等，根据预先拟定的标准创

建服务目录，将以上所有的计算资源按照资源池的模式进行注册和标准化处理。

3）创建服务的目录：以服务目录的形式将资源池中的资源提供给用户查询。

4）订阅各种云服务：使用者如果要使用云服务，首先必须要进行申请，要找到所需

的资源只要根据云服务的目录即可，因为资源池的规模庞大，因此服务管理必须要求准确

无误。

5） 运行服务：服务器方批准申请者的申请，申请者得到资源，则可以启动并且运行服务，

此时服务器端要对云计算资源进行监控，并且控制可靠性的时间，这些方面极其重要。

6）终止服务：中止并回收资源，当服务申请时间到期了或者资源使用完毕，并重新

激活在资源池中的服务。

2    基于 SOA 模型的数字化校园云平台实现的关键技术研究

2.1  云存储和海量数据管理技术

云计算由大量服务器组成，同时为大量用户服务，所以云计算系统采用分布式存储的

方式来存储数据。同时为了保证存储数据的可靠性，用冗余存储方式即为同一份数据存储

多个副本。云计算系统同时要满足大量用户的需求必须具有高吞吐量和高传输率才能并行

地为大量用户提供服务。云计算系统要对这些海量的、分布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必须

要有高效的数据管理技术 [2]。云系统的数据管理往往采用数据库领域中列存储的数据管理

模式，将表按列划分后再存储。

2.2  虚拟化技术

借助虚拟架构，可以增加系统的效率，使系统响应地更快，也更灵活，可以降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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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管理员可以在企业范围内管理和优化整个资源，同时用户可以把资源池中的资源

看成是专属于他们的。很多企业在应用虚拟化技术时，并不需要购买新的硬件，而只要采

取向上扩展就可以了 [3]。

2.3  动态迁移技术

动态迁移技术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起着很很重要的在用，因为它的用户访问量不确定，

平时用户访问量很少，但在学生集中选课的时间段或者开学、期末等特定时间段访问量会

暴增，导致访问高峰期经常会出现因负载过重而网络的中断现象。[4] 在这种情况，可以实

时监控，当负载超过一定量的时候采用虚拟机动态迁移技术，把当前虚拟平台服务器迁移

到负荷较小的备用虚拟机上，同时该虚拟机并未停止运行且持续提供服务，从而保证用户

的流畅访问和系统的正常运行。

不同的虚拟机也就是节点，当出现很多节点使用率很低或节点之间的负载差距悬殊时：

一方面，很多节点的使用率过低会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负载过分的节点，会影响其

所提供的上层服务的性能。因此，在出现这两种情况时，需要通过虚拟机的动态迁移技术

来转移负载。通过合并负载一些节点，关闭调整后闲置的虚拟机，从而增加资源的使用率、

减少能量的浪费。我们通常的办法是迁移最高负载的虚拟机和迁移最低负载的虚拟机。[5]

为了系统的性能更加优化，有必要优化系统负载的调度性能，此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有

可能会出现集群效率不如单机计算的情形，更有甚者可能会出现计算失败从而直接影响分

布式的计算效率，所以，要提升集群性能就要优化负载调度性能。如何提升负载调度的性

能和改进负载调度的算法是我们以后要继续研究的方向。

3    结论和展望

通过介绍当今云计算技术在校园数字化建设中的应用情况，发现了大部分数字化校园

因为资源的重复建设，又缺乏总体规划和统一部署，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针对这些问题，

对症下药，提出了数字校园建设的方案——基于面向服务的架构理念构建的数字化校园总

体架构模型，接着介绍了该模型的三层设计、安全体系架构、运行的生命周期等，然后提

出了要实现这一架构所涉及的关键技术，从云存储、虚拟化、动态迁移等多个方面来阐述，

并针对系统中的负载调度的重要性加以强调。实践证明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大

学、广州工商学院等学校因为引入了云计算的平台，大大解决了高校教、学、研相结合的

难题，三者可以互相共享信息。基于云计算的数字化校园方便管理，易于扩展、低成本、

易于维护，这也是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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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in Digital Campus 
Construction

WANG Su-fang
(School of Electr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igital campus, the digital campus construct 
model based on architecture theory is proposed to realize service oriented.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ree layer designs of the mode, security architecture and life cycle of the model running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key technologies to realize this architecture involved, from many aspects 
including cloud storage and data management technology,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dynamic 
migr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and provides guidance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ampus, so that all applications in digital campus 
infrastructure and operating environmentcan be more reliable and more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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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牙刷不仅是口腔清洁功能物品

设计，还肩负着为儿童身心发展助力的作用。

本文以此为创新切入点，分析了市面上常见

儿童牙刷创新设计，并从儿童生理和心理尺

度出发，在当代绿色设计背景下提出了一些

儿童牙刷的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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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

儿童牙刷是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但长久以来被单纯

的功能化错误设计之路。大量的不负责任的儿童牙刷设计被推向

市场，埋下大量的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同时，

由于社会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关注，所谓儿童健康类产品被大量的

出货，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给生态环境也造成额外负担 [1]。儿童

牙刷的设计应该从他们切身需要出发进行多维度创新。通过对 3 ～ 6

岁儿童使用的牙刷调研与分析，提出一些创新策略。

1    儿童牙刷创新设计存在问题

1.1  卡通元素和成人牙刷的拼凑

此类牙刷大多会采用将成人牙刷尺寸缩小来适应儿童生理尺

寸，然后采用拼贴的方式如丝印，简单片状元素的镶嵌和粘贴甚

至在使用时候是不方便的，需要拆装下来只可远观，目的仅仅是

瞬间讨好儿童心理的新奇喜好，助力监护者完成购买即可，丝毫

不顾后期儿童使用的人机，更谈不上对儿童身心发展和智力发展

的引导。材料上大多选用软质硅胶和 PVC 等材质嵌套制成，握持

手感得到改善，确实解决了一部分儿童牙刷人机问题。但大多仅

仅就口腔卫生和迎合儿童喜好去设计，没有考虑到该物品的对儿

童身心发展的引导作用。

1.2  电动科技牙刷延误儿童身心发展

电动牙刷给不爱刷牙，爱玩的儿童提供了福音确实解决了一

些问题。但电动意味着需要比传统牙刷更复杂的结构，更大的外

形这一点对小孩的握持人机考虑会有很大影响。虽然电动牙刷方

便、清洁力强，但是儿童 6 岁前是不建议使用电动牙刷的。小孩

的理解能力和操作能力都较差，儿童一时不能掌握合适的使用方

法，容易损伤稚嫩的牙龈和磨损牙齿。除了以上劣势外，电动牙

刷最大的问题是剥夺了儿童眼手脑并用的深度锻炼机会。儿童刷

牙活动除了完成口腔清洁培养良好的清洁习惯外，它肩负了引导

儿童牙刷的创新设计理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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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感知觉探索世界，帮助身体机能协调作业的能力。儿童在刷牙过程中手臂的各块肌肉

会协调运作，而电动牙刷减少了关键手腕以及手指肌肉群的灵活运动性，会浪费掉一天中

最好的身心锻炼机会。所以综上笔者不建议在低龄儿童中使用电动牙刷。

1.3  本末倒置忽视牙刷卫生健康，造成资源浪费　

市面上大量的牙刷创新设计以刷柄为中心，花了大量的设计精力在刷柄上，而不顾握

持人机，那些刷柄已经不像是一个附属品，都可以称得上是玩具 [2]。同时尺寸大多数牙刷

是整体不可拆卸的，儿童牙刷不同于成人牙刷在于它在刷柄上的设计，很多儿童牙刷的刷

柄可谓煞费苦心，各种复杂的造型让人爱不释手，孩子见了非常喜欢，但是牙医建议每三

个月要更换一次牙刷，才能保证牙刷的卫生与安全，这些价格不菲的牙刷三个月就不能再

使用了，造成了浪费。

2    儿童牙刷创新设计策略提出

从以上的调查与分析，儿童牙刷的创新，没有正确认识儿童牙刷设计对他们身心的引

导辅助作用，一味迎合儿童不成熟的认知。本文将从 3 ～ 6 岁儿童生理和心理尺度出发，

在当代设计背景下提出了一些儿童牙刷的创新策略。

2.1   3 ～ 6 岁儿童生理和心理尺度分析

在此年龄区间的儿童，口腔较小恒牙初步长成，牙龈较脆若，所以牙刷头应尽可能小

圆润一般设计成圆弧形，为防止由于动作过大而伤害牙龈与口腔内部的腮膀厚度不要超过

4 毫米。刷毛不超过 3 列刷毛长短适中，一般覆盖 2 ～ 3 个牙面 [3]。在刷柄部分为了给儿

童提供较好的握持，应该加入软性材质符合人机的刷柄设计。幼儿 3 岁以后，在生活和活

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幼儿突出的特点是情绪性强。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行为很容易受情绪支配，其次爱模仿，独立性差，家长不要因孩子想要什么就满足他的要

求，要因势利导。同时依靠动作和视觉进行思维。在 4 ～ 6 岁阶段儿童心理开始初步形成

个性，抽象概括能力开始发展，好学、好问、好探究。

2.2  挖掘传统趣味造型与人机的有机结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趣味的天然动植物，我们可以仿生借鉴。的糖葫芦牙刷设计，

将牙刷看成是一串糖葫芦，且通过调整山楂果的大小提供给儿童较好的人机握持，刷头部

分卫生罩球也是一粒未串起来的山楂果（图 1），对刷头进行高标准人机设计。刷头要能

在口之灵活的转动，以及和刷毛的长度还有防呛头的设计要符合牙弓形状和牙齿大小。刷

头的设计比刷柄更需要软性材质的加入和尺寸的研究，在刷头上可采用纳米抗菌材质与刷

头一体成型，对制造和功能使用都有很大益处。消除儿童对刷牙的抵触心理，培养儿童良

好的刷牙习惯。

2.3  系列设计，关注亲子关系

在儿童对牙刷这种工具没有抵触心理后，我们需要引导儿童完成一次正确的刷牙过程，

图 1  铃铛颗粒牙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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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认为需要监护者的陪同和引导确实，同时我们可以在牙刷设计中有目的的加入一

些引导元素协助家长。如在上述糖葫芦牙刷设计刷柄部分中的山楂果中加入铃铛颗粒，引

导儿童在手部动作的持续。在这种趣味交互引导中完成对刷牙过程的认知。通常我们设计

者总是单独去看待儿童牙刷设计，忽略了父母引导和交流也是儿童刷牙过程中重要一环。

可将一个家庭的牙刷都系列化设计，能充分发挥儿童模仿和观察事物能力。在儿童 2 ～ 3

岁时期，儿童通常需要家长帮助其刷牙，所以刷头的设计应该采用儿童标准，而刷柄应该

考虑成人的握持应该长些。在刷牙中加深亲子关系，让儿童在观察中模仿到最正确的刷牙

方式，在陪伴中感知正确的刷牙时间。并体会来自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幸福（图 2）。

2.4  既要绿色也要趣味设计

前面的调研中提到了过剩的儿童产品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

的破坏。设计师也做出了一些形式化的应对策略，如牙刷柄的再利用等。但是绿色设计不

能以打折产品趣味为代价。人天生就喜新厌旧儿童更甚，再利用的刷柄必然会打折儿童刷

牙的积极性，甚至有可能导致逆反心理的产生。将乐高玩具和 DIY 设计理念引入牙刷设

计。我们还可以请儿童帮父母装配趣味牙刷柄。在良好的交互中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实现

绿色设计策略。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防止儿童误吞 DIY 玩具颗粒，在结构设计上需要保护。

再次在当代设计背景下，简约极致也是一种绿色设计处理方式，也符合儿童简单心理认知，

以较好的人机去帮助儿童加深对牙刷的亲密感，而不是去关注牙刷上的辅助元素如卡通形

象 [4]。                                              

3    结论

儿童作为弱势群体需要进行更多设计调查，然后去对其使用物品进行创新设计，满足

儿童的隐形需求。儿童牙刷的创新设计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设计，必须从儿童生

理和心理尺度出发，结合他们弱势认知，融趣味性，交互性达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同时任

何设计应该结合当代设计背景进行简约可持续发展的“少就是多”大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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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othbrush for children is not only a design for oral cleaning function, it also has 
the role of booster fo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this paper, taking 
innovation as a research point, innovation designs of the children toothbrush on the market will be 
analyzed. Based on the scales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 innovation strategies 
of some children toothbrush will be propo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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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态构成是在现代视觉设计中迅速

发展并独立出来的全新设计专业基础学科，

在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此研究并不多，尚还

处理研究的空白阶段。本文以构成的起源、

发展作为研究基础，通过对比传统的构成形

式从而提出动态构成的概念、形式、特征以

及在动态视觉中的运用。动态构成的理论研

究不仅对动态视觉类课程的建设有着重要的

指导意义还对提高学生的构成理论知识和视

觉设计有极大的帮助。

关键词：构成；视觉传达；动态构成；形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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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高级界面（UI）设计师 , 主要从事视

角传达设计方面的研究。

在传统的构成体系里，主要包含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

成三大分类。随着现代设计的飞速发展，视觉传达设计的信息传递

方式已逐渐发生转化，网络、手机及电视媒体的出现，视觉传达设

计范畴中已不限于静止，而是越来越侧重于动态视觉设计 [1]。在动

态视觉传达设计制作中，前一秒与后一秒，前一帧与后一帧都具

有完全不同的形态构成形式。视觉的构成形态，编排方法，运动

角度及运动方向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人带来的视觉感受都

有极大的不同。所以，用传统的构成理念与法则来培养现代视觉

传达人才，己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现代视觉人才急需加强从

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渗入，从而进一步将这种动

态构成理念运用于构成视觉传达设计的实践之中。

1    构成的起源与发展

1.1  构成的起源

构成的规律与理论系统来源于人们长时间的认识和体会，是

在不断地在艺术创造实践中对形式美法则的总结与认识，它的基

本规律和审美法则在任何类型的视觉艺术设计中都具有实用价值，

构成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它对学习设计专业前的思维启发与指导

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2]。

构成课程的产生和发展与包豪斯艺术设计学院设计课程改革

项目有密切的关系，德国著名的建筑家、设计理论家瓦尔特·格

罗皮乌斯提出“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在这种口号的指引下，包

豪斯积极探索新的造型方法和理念，对点、线、面、体、质、色彩、

空间等艺术元素加以抽象与概括并对其组合方式进行研究，探求

各事物间的组合关系和组合规律，将不同或相同形态重新组合成

新的形象，对视觉元素进行大胆提炼与概括，解构与重组，创造

出新的视觉形式。

1.2  构成的发展

动态构成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运用与研究

马文镰，张南岭

广东白云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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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不断地进步，视觉设计语言要素承载的媒介发生了重大变

化。传统的构成除了三大构成的基本要素以外，还需增时间的要素。有了时间的加入，动

态构成这一概念也随之产生，构成也从静态向动态发生转变，我们对于构成的研究，不能

仅停留在静态的二维空间上，应渐渐地与数字技术联手，走进虚拟数字化的四维空间世界，

探寻其新的语言要素和形式规律，以符合时代的需求。

1.3  动态构成的出现

动态构成的原理在实践中并不是新鲜物，在早期其他类型的艺术中就已经具备，比如

群舞这种形式，在表现过程中，动作和位置不断调整和变化。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通过走

位，分散、聚合，形成连续的动作变化，从而获得动态的视觉效果，在这加入了时间的元

素，并已经蕴含了动态构成原理中解构重组的因素。在我们现代的日常生活中，光感设计

艺术、灯光照明设计、舞台美术灯光设计等等都属于光影动态构成艺术类型，并尤为常见。

这种具有动态构成特征的艺术形式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这些年它影响的范围更为广泛。它

不仅应用于舞台灯光、电影动画、互联网络以及各类的电子媒介中，在多种视觉系统，如

影视特效处理，FLASH 动画设计，交互设计中运用广泛。现代数字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之后，

新媒体设计的主流方向基本界定在动态设计，动态构成的理论性研究也逐渐在各行各业中

得到相应的重视。

1.4   动态构成的概念

“动态构成”一词既具有“动态”的因素，也具有“构成”的因素，包含两个层面的

意思。其中“动态”可以理解为对象产生发展变化的情况。“运动”一词既表示某一物体

在位置上发生实质的移动，也可代表某代特定物体形态上出现的变化。而“构成”一词则

具有组合和组成的意思，可以表达为各种视觉元素之间的相互组合方式以及单个元素与整

体之间的某种构成关系，因此，所提及的动态构成，实质就是将各种构成要素以二维屏幕

为载体，按照一定的构思法则与设计原理重新安排与规划画面元素，最后形成新的编排关

系，以动态的方式来传递视觉信息，是一种创造性构建过程。

2    动态构成与传统三大构成的关系

2.1  动态构成的结构形式

构成可以从动与静两个层面来划分出动态构成与静态构成两大类形。动态构成以静态

构成为基础，是一种更为全面的构成形式，具有静态构成所具有的一切构成元素。静态构

成主要包含平面构成、立体构成与色彩构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构成。动态构成侧是

在传统的三大构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的构成要素包含：点、线、面、体、形、色、质、

时间等，所二者是互为补充和发展的关系。根据图 1 所示能较为清楚地理解二者的关系。

动态构成作为视觉传达设计的新理念，其自身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运动等四维度的

设计元素的参与 [3]。在传统的构成里面，平面构成是对平面空间的构图规律研究，色彩构

成是对颜色搭配规律的研究，立体构成是对立体空间组织规律的研究。动态构成需要以

静态构成的理论为基础，运动中的每一幅画面都不能违背静态构成对于基本设计元素的

要求，无论是编排设计还是形体、颜色的变化都要相对准确。它与传统的构成有着前后

继承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动态构成由传统静态构成衍生出来，是一种新的构成

形式。从其自身的价值来看，它跟静态构成一样，是充当一种传达信息的表现方式，其

表达效果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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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动态构成的形式美

形式美属于审美的因素，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回避，视觉设计在传递相关信息时，必

须以美的方式来感染消费者。动态构成的内在规律以传统构成为基础，通过时间的变化来

完成运动中的动态效果。为了体现动态的视觉效果，动态中的形式美原理起到了关键作用。

动态构成的形式美原理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种形式。

2.2.1  对比

对比是动态构成中最能获得视觉体验的表现形式，是画面产生视觉效果的前提。理论

上来讲，所谓对比是将两个差异较大的视觉元素进行比较，以致在视觉上产生鲜明强烈的

感觉，这种方式可以增强视觉效果的活跃感、运动感和生动感。视觉元素的相互区别性可

以由多种方式取得，诸如形体的大小、色彩差异、动与静及空间虚实上的对照等等。这些

差异具有极其丰富的视觉效果，大小差异可以解决视觉元素在传达过程中的主次关系；色

彩的差异可以强调色彩变化的强弱程度；动与静的对比可以解决视觉运动过程中的强弱程

度；不同的虚实对比关系则更好的展现出视觉的空间层次对比丰富程度。

2.2.2  对称均衡

对称均衡是动态构成中又一重要的形式法则，是人们在生活中长期的视觉经验和习惯。

其作用主要是在视觉中控制动态构成在运动变化时所产生的平衡感，在动态构成变化的体

验中，时而在视觉心理上产生平和、宁静的对称格局，时而由于画面元素的上下位置关系、

面积、色彩、重量的变化而产生看似均衡多变的动势感。对称与均衡能够在动态画面中创

造出“静”与“动”的呼应效果，使整体画面既能形成统一格调，又能使画面不失活泼与

灵动之感。

2.2.3  节奏韵律

节奏韵律是动态视觉设计表达的灵魂，运动的节奏与韵律其美感在整个动态视觉表达

中非常重要，节奏感不只是简单地重复、排列、变化地构成，而是和韵律结合起来，增强

画面的律动感，同时在这些不同的属性在组合上注入个性化的差异形成丰富而有趣的交替

与反复再现，以渲染动态视觉的艺术扩展力。这种方式是人们审美的重要心理需求，是人

们感受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则，就像我们听到有鲜明旋律的音乐变化一样。

2.3  动态构成的视觉形态特征

动态构成的视觉形态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时刻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用动态的方式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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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动态构成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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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美与传递信息，这种变化性主要由几种方式构成。

2.3.1  运动变化 

在动态构成中，对于动态的运动感的传递除了凭借肉眼观察之外，还应该借助运动自

身的变化规律，通过发挥创作者的想象能力，适当运用夸张与变形的手法来取得更有创意

的动态效果，但必须要掌握好运动变化的速度与节奏等。 

2.3.2  色彩变化 

完美的设计少不了色彩的参与，色彩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视觉因素，对视觉的冲击影响

最大。色彩具备色相，明度，纯度三种要素，所有色彩的变化都要根据色彩三要素进行处

理，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种，比如色彩之间的渐变变化，还有色彩的明暗变化、透明度变化、

对比变化、色相变化等等，色彩的变化在视觉上产生运动、平缓、强弱、重复、对比、静

止等感受。 

2.3.3  形体变化 

形体变化的动态视觉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动态视觉中，形体的变化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分散与重组，即一个形体被切割或打散，拆分成好几块，分散的形体进行重新组合，

并以新的形体呈现；另一种变化是形体整体外形产生变化，由一个外形变化成别的外形。

这种形式的运用比较多，较好的使用在形体的过渡或外形的变化上。 

3    动态构成在视觉传达创作中的运用

视觉传达设计长期以来一直以平面为研究领域，曾经被称为“平面设计”，它主要以

二维平面为设计平台，强调视觉的平面效果。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的领域逐渐从传统二维平面转向三维、四维甚至多维的空间领域中发展 [4]。多媒体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使其由静态视觉设计向动态视觉设计扩展，于是在电脑设计软件的推动下，动

态视觉传达设计开始被用于多媒体领域，如影视特效、动画设计等。随着针对动态视觉设

计的深入研究与运用，动态构成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中运用非常广泛，如标志、广告设计、

交互设计、展示设计、FLASH 动画设计、影视特效、数字艺术等方面。

3.1  动态构成在静态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动态视觉不仅仅体现在运动的屏幕中，在静态的视觉中同样存在动态的原理，早在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到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时候 ( 图 2, 图 3)，会徽的设计采用动态标志

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瞬间，来展现动态标设计。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它充分说明了

动态构成设计原理已经拓展到静态的标志设计之中。当代设计师进行标志设计时逐渐突破

二维平面模式的束缚，试图在静止的二维标志中加入了动态元素，诸如时间、情节或过程

等。标志设计更为开放，大胆，不再僵化、单一，以更现代、更时尚的形式来展示。

图 2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标志 图 3   2000 年汉诺威世博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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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动态构成在影视制作中的运用

近年电影传媒行业得到极速发展，也大大增强对动态形式与语言的需求。大环境的影

响下，当代影视的表现形式和技巧的不断在翻新，观众的视觉品味的和审美情趣在发生变

化，电影片头、片尾设计更为精巧，电影画面效果表现更具视觉冲击力，静态画面单帧的

视觉构成形式得到强调，构成形式的动态设计效果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地更为精彩，空

间镜头的转换、穿插、运动表现地更复杂。在此条件形成了一种新的动态形式表现语言——

电影片头包装设计，电影片头包装这一概念在影片的设计制作中逐渐形成，影片的包装设

计着重考量的是镜头的运动、穿插、切换等构成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将文字、画面、图形、

色彩、音效等元素融合运态视效之中，为动态视觉表现更具视觉张力 [5]。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是电脑软件迅猛发展，动态构成在各种媒体上得到普遍应用。

由于动态构成设计思路灵活多变，在许多电影中表现出令人惊艳的片头片尾设计。如美剧

《行尸走肉》的宣传短片，将鲜血、丧尸、文字及实景进行交错编排，呈现出令人恐怖紧

张的气氛。又如蜘蛛侠系列影片的片头设计利用“蜘蛛”这一概念，将影片的文字信息融

合蜘蛛网中进行视觉艺术创作，将镜头通的穿插运动、推拉摇移等手法将各种文字信息表

述在猎物的概念之中，这种的创意形式给人视觉冲击力非常大，不管是形成的点线面构成

形式 , 还是利用文字进行的交叉编排设计，动态构成这个概念在影片的片头设计中运用得

淋漓尽致。

4    结语

视觉传达设计作为艺术创作最为活跃的领域，它的发展已经和现代新媒体艺术联系越

来越紧密，其创意、表现与传播方式也从静止到动态甚至交互方向发展。随着科学技术、

人文思想变革，人们的审美不断地适应时代。动态构成的理论和研究还有诸多方面值得探

讨，不断地吸收新领域与新生事物，了解新媒体艺术，实现视觉艺术语言与新技术、新科

技的完美结合，更好地为信息传播服务。动态构成在理论研究尚处初期于探索阶段，只有

不断完善，进一步完善视觉知识系统，改进视觉解读与视觉创造，推进动态构成理集结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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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Dynamic Composition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MA Wen-lian，ZHANG Nan-li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Dynamic composition is a new design professional basic subject which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ndependently in the modern visual design, and there are rare studies on it made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and scholars.This paper, based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position, compares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the dynamic composition proposes the concept, form, 
features and the use of dynamic visio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dynamic composition not only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ynamic visual courses, but also has 
a great help to improve studen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visual design.

Key words: form; visual communication; dynamic structure; formal beauty

马文镰，张南岭：动态构成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运用与研究

着眼国际，校企合作再上新台阶
广东白云学院与日本 Kaneka（上海钟化）公司举行校企合作洽谈会

 2016 年 3 月 8 日，日本 Kaneka（上海钟化）公司建筑首席研究员兼高级经理久住明

先生等一行来广东白云学院访问交流并进行合作洽谈，广东白云学院副校长刘跃南、副校

长沈根生等出席了洽谈会。 

在洽谈会上，双方就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并具体在建筑领域新技术的引进、工业

住宅建设新技术的推广、MS 密封胶实验室的建设、建筑模板实验室的建设等项目上达成

了初步的合作意向。日本 Kaneka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绿色环保建筑、工业住宅建设、建筑

材料生产的综合性公司，该公司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的生产、工业住宅建设等技术在国际上

都处于领先水平。此次交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广东白云学院校企合作水平的提升，增强学

校建筑工程专业在国内外同专业领域中的影响力 , 为学校培养高水平应用技术人才提供保

障。

                                                                                                （供稿：徐建良 胡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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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鞋对人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日常生

活用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也由当初

单一的保护功能发展为特定环境下人的消费

品。鞋不舒适不利于行走；跖围小，脚受挤

压，走路时压迫神经……做为设计人员，有

责任让人们享受不同环境下鞋靴给人们带来

功能上的便捷，势必要求我们科学、合理地

进行鞋靴舒适度的干预。其中，影响鞋靴舒

适度重要组成部分——底部件，一直没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文章从鞋靴底部件设计入手，

逐层剖析鞋靴底部件设计对鞋靴舒适度的影

响及设计过程中具体方法指导，以达到人们

提高对鞋靴底部件设计的科学认识，不仅仅

做到有鞋穿，穿的美观大方，还要穿的舒适、

得体。

关键词：舒适性；底部件；材料；内包头

收稿日期：2015-12-02

作者简介：陈刘瑞（1985 -），男，江苏连

云港人，主要从事鞋靴设计方面的研究。

鞋底的结构是由一块块底部件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而成的，

主要体现在对每一部件的设计上。鞋底部件主要包括内底部件和

外底部件两大部分，有时还要用到一些条形部件，例如沿条，围

条等，这些条形部件用于鞋底的外部，属于外底部件，只不过是

形状特殊而已。底部件 (assembly unit) 是鞋的一部分，由若干装配

在一起的部件所组成。在装配过程中，这些零件先被装配成部件（部

件装配），然后才进入总装配。某些部件（称为分部件）在进入

总装配之前先与另外的部件和零件装配成更大的部件。由若干分

部件组装而成，并且有独立功能的更大部件，在鞋和某些其他行

业中称为总成。

1    底部件概念

鞋的内底部件主要包括内底、半内底、鞋垫、主跟、包头、

勾心等部件 [1]，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被包裹在其他部件的内部，或者

用于鞋内部，以实用性为主。鞋的外部部件主要包括外底、鞋跟、

掌面、中底、包跟皮、沿条、围条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被使用

在鞋的外部，在外观上总能看到他们的迹象或形态，因此对外部

底件造型和装饰的要求就相对比较严格。

鞋底的种类比较多，随着加工工艺的不同而有增加或减少的

变化。使用在不同的位置上的底部件，其功能也会各有不同，有

些具有防护，补强的作用，有些具有支撑，定型，连接的作用，

还有些可以改善脚感的舒适性，提高卫生的性能 [3]27,48。鞋底部件

与鞋帮部件比较，虽然只是起着衬托的作用，但是好花还需绿叶扶，

设计鞋底部件，除了要满足她们的功能外，更主要的是与帮部件

协调搭配，只是帮底搭配协调的鞋子，才能显示出整体的和谐美。

由于脚的生理机能特点，汗腺在人脚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脚心及

跖趾关节部位密度最大，后跟、脚背要少些，所以，要注意前掌

部位的内底、鞋垫、内衬物透气、吸汗设计。内底设计增加柔软

浅谈底部件设计对鞋靴舒适性的影响

陈刘瑞，董   炜

广东白云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中图分类号：TS9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粤0-L0150283（201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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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透气性 [2]。对于运动鞋内底增加中底设计，采用有弹性的材料，使脚与地面的冲击力

得到缓解。这里主要从鞋底、鞋跟、主跟、内包头、内底、半内底等方面分析。

2    底部件设计对舒适性的影响

2.1  鞋底设计

鞋底的设计不能太笨重。对于冬天穿用的鞋，设计稍厚的底型，有利于隔离地面的冷

空气，保持脚的正常温度。太厚，使脚对地面的感觉差，易使重心偏，出现崴脚现象。底

花纹的设计影响鞋的防滑性能。底花纹设计要抗横向、纵向滑移。防滑效果好，走路时增

加鞋底与地面的摩擦力，人借助地面反作用力行走轻松自如。反之，人行走困难，且易使

脚及身体受到伤害。特殊的结构设计，使鞋内空气在运动中有效更换，提高舒适性。鞋底

材料的性能极大地影响穿用时的舒适性，针对鞋的穿用场合及使用目的进行选用。对于一

般的鞋，设计使用的鞋底要质量轻，硬度适中。硬度太低，没有刚性，脚易拉伤；太高，

走路时板脚，不能随脚弯曲（图 1）。

2.2  鞋跟设计

设计合理的跟，可以使人体重量比较合理地分布在脚的各个部分支撑点上，增强人体

的稳定性，提高脚弓的弹性。鞋跟的高度、大小、形状等影响成鞋的舒适性（图 2）。鞋

跟的高度取决于楦后跷的高度，设计或选用时注意两者的协调一致。跟骨下缘是人体重心

的主要受力点，它在人脚底部后跟的中心，所以，跟座面、跟柱和跟面必须贯穿并包含住

跟骨下缘与地面之间的垂线作用力。跟座面大小影响鞋跟装配牢度。跟座面大，与鞋底后

跟部位接触面积大，穿用时不易晃动；跟面的大小，影响着地面积，起到稳定重心的作用。

底部宽度小的跟形，运动中人不容易掌握平衡；有宽度而没有厚度的跟形，外观看似轻薄，

优雅，如果装配位置靠后，行走时易使鞋跟向后倾斜，使人有前挫的感觉。

（a）滑板鞋鞋底构造

（c）稳定重心粗跟鞋

图 1  功能不同鞋底设计差异

图 2  鞋跟粗细

（b）足球鞋鞋底构造

（d）步行不稳细跟鞋



50

鞋跟的高度分类 [3]44：

低跟鞋高度≤ 25 mm

中鞋跟高度为 30 ～ 50 mm

高鞋跟高度为 55 ～ 100 mm

超高跟鞋跟高度≥ 100 mm。（图 3）

2.3  主跟的设计

主跟也称后主跟，或称后港宝，对脚的后跟骨起着保护作用，对脚的踝骨起着稳定作用，

同时还保持鞋后帮的造型不易变形 [3]22,24。主跟分别位于鞋的前后端，其作用是支撑定型，

保持鞋的成型性，同时对脚起保护作用。因而要求所用材料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弹性和硬

度。不同的产品，其穿用对象及穿用场所不同，所受到的外力也不同，因此对主跟材料的

要求也会不同。如 : 劳保鞋所用的主跟材料要优于民品鞋所用的主跟材料；男式三节头鞋

所用的主跟材料要优于轻便软帮鞋所用的主跟材料等等。

采用天然底革做主跟时，一般在边腹部及颈肩部下裁。下裁方向主跟选横向，避免产

生坐跟 ; 主跟的高度以脚的后跟骨上沿点为基准，过高会造成磨脚，过低会减弱防护功能。

有些鞋的后帮很高，但是主跟不能高，仍然按照脚的后跟骨上沿点来设计。主跟是按照底

口的长度来分类的，有长主跟、中主跟、短主跟。

2.3.1 长主跟的设计

长主跟（图 4）一般用于女浅口鞋上，女浅口鞋后帮较长，鞋帮较矮，对脚的防护作用差，

因此需要长主跟加强防护作用，特别是对于较高的鞋跟来说，更需要长主跟防护和支撑的

作用。

(a) 鞋跟高度示意

(a) 长主跟浅口鞋

图 3  鞋跟高度与脚部受力示意图

图 4  长主跟鞋款

(b) 鞋跟高度与脚部受力关系

(b) 长主跟绑带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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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短主跟的设计

短主跟（图 5）是长前帮鞋类上常见的主跟，例如内耳式三节头，二节头鞋，由于前

帮变长，而且前后帮还要缝合到一起，所以大大缩短了主跟的长度。

2.3.3 中主跟的设计

中主跟（图 6）是男女满帮鞋中常用的主跟，对于长后帮鞋类有较好的支撑作用，例

如男女舌式鞋。

掌握了长、中、短三种主跟的设计方法后，就会发现主跟的设计位置很灵活。如果主

跟的长度达到关节，会影响脚的活动，所以长主跟一定是取在趾关节之后。如果主跟取得

太短，就失去了主跟存在的意义，就不可取。把主跟分为长、中、短三种类型，是为了增

加主跟的通用性。明白了这个道理，设计异形主跟的目的就明确了。

2.4  包头设计

包头也称作内包头（图 7），用来区别帮部件的前包头，也称作反脑，前港宝，硬件。

内包头设计时其长度上不能超过脚的弯曲部位，否则，脚弯曲受限制，且有卡、磨脚的隐

患，包头对脚趾有着保护的作用，对鞋子的前头有着支撑稳定，保持造型的作用。传统上

按照包头的长度，可分为大包头、中包头、小包头。大包头常用于带有前包头的鞋款上，

中包头常用于女鞋和童鞋上。大、中、小是相对的，对于一些超长的楦来说，它的小包头

长度尺寸可能比传统三节头的大包头还要长。包头的长度受到鞋楦放余量的直接影响，因

此，包头的长短应该以防护作用所达到的位置来确定。这样保证整个鞋的舒适度。

图 5  短主跟男式三节头鞋 图 6  中主跟女式浅口鞋

(a) 大包头浅口女鞋

图 7  鞋靴包头

(b) 无包头女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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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内底设计

内底（图 8）也称作膛底，在运动鞋中也被称作“中底”，是在鞋内腔中与帮脚相连

接的底部件。通常有了鞋内底与帮脚的连接，才能形成一个鞋腔，所以内底主要起连接的

作用。由于内底与脚接触紧密，还有支撑脚底的作用，故要求内底材料应具有较好的卫生

性、柔韧性和一定的强度 [4]34，188,246。内底位于外底和鞋垫之间，在穿着使用过程中要承受

曲挠、拉伸及脚汗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要求内底材料的耐折性能高，吸湿、耐汗及透气性

能好，具有弹性和一定的硬度，表面平整，不松软。

产品品种及加工工艺不同时，对内底材料的质量要求也不同。一般规律是 : 线缝鞋内

底优于胶粘鞋内底；男鞋内底优于女鞋内底；凉鞋内底优于满帮鞋内底；外露的内底优于

被遮盖的内底。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缝沿条工艺。缝沿条工艺所用内底 ; 要经受针锥扎孔的穿刺力，收线时的拉伸

力等，要求内底具有一定的厚度，其纤维编织应紧密，以保证缝沿条时纤维不断，锥孔不

裂，粒面无皱折，针码不外露。

第二，胶釉工艺。胶釉工艺所用内底 : 应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和弹性，忌用僵硬无绒的

底革。女式中、高跟鞋内底的后端要具有一定的硬度，钉跟的内底要求紧实、不松软，具

有衔钉力。

第三，模压、硫化工艺。模压、硫化工艺内底 : 在制鞋过程中要经受高温作用，要求

具有好的耐热性。天然底革在高温下容易焦化变脆，因此要选用耐热性好的铬揉底革。现

今鞋厂多采用合成底料。如果使用天然底革时，内底部件应在背肩部和质量较好的边腹部

下裁。当外底为天然底革且采用纵向下裁时，内底则应横向下裁，使鞋底易弯曲。若外底

为橡胶底时，内底则纵向下裁，以增加外底的成型，洼，防止外底长度的收缩或延伸。

2.6  半内底设计

半内底（图 9）位于腰窝至后跟部位，用于增加内底硬度，增大对腰窝部位的位的帮

脚余量，也是装跟的基础，便于装置后的鞋跟不变形，增加装跟牢度。半内底也称作半托

底、卡皮，是具有内底后半身轮廓的底部件。半内底具有支撑、补强、固定构型的作用，

一般是与内底配合使用，中层夹住勾心，形成组合内底。半内底的材料应具有一定的硬度

和弹性。皮质半内底可以在颈肩部和四肢部硬度也可以使用弹性硬纸板。这里不得不提的

一个底部件——中底，中底位于内底和外底之间，其作用类似于半内底，也是为了增加内

底硬度，压住主跟部位的帮脚余量，多用于劳保和军品鞋。因此，要求中底材料应具有一

定的硬度和弹性 [4]55，286，建议使用重铬轻植揉革或下脚料材料，其起毛后绒毛浓密，长短

(a) 常见运动松糕鞋内底

图 8  鞋内底

(b) 聚氨酯鞋内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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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以利于结合牢固。皮质中底可以在颈肩部和边腹部硬度较好的部位下裁，也可以使

用弹性硬纸板，中底的厚度一般为 2.5 mm ～ 3.5 mm。

同时，半内底是只具有内底后身外形的底部件，通常对内底起到支撑和补强，特别是

对于高跟鞋有着特殊的稳定作用。

3    成品设计中舒适性的思考

在 鞋 靴 设 计 经 历 中， 有 一 款 卡 其 色 女 式 浅 口 鞋（ 图 10）， 卡 其，（ 色 卡 号：

Pantone8003C）源自波斯语灰尘、尘土一词，可以想象，就是尘土的颜色，土黄色是一种

介于浅黄褐色和中浅黄褐色之间的颜色。

该鞋的鞋面材料采用羊皮，羊皮具有透气性，保暖性，吸潮性，保健性等优良性能。

透气性是羊皮一种独特的性能，脚——隔层——鞋里、面，形成一个空气流动层，给人以

舒适的感觉；保暖性，当外界温度过高或过低，羊皮表面的温差也不会太大，羊皮纤维是

热的不良导体，隔断外界空气与脚的直接接触，这两点优势，让鞋子有冬暖夏凉特殊效果；

吸潮性，羊皮纤维天生拒水，但却可以吸收自身 35% 的水蒸气，并会以一定的速度排放

到空气中，把人体排出的汗液吸收，不致使人有湿冷的感觉。以上特性对于关节炎和风湿

病人有很好的疗效，同时还可以改善皮肤血液微循环，以达到病人治病、无病防御的功效。

常用的天然类底料包括天然橡胶、皮革、竹、木材等。这款鞋的鞋底主要成分是天然

橡胶，天然橡胶具备耐磨、耐水，耐油、耐压、耐冲击、弹性好、容易适合脚型、定型后

不易变型、保温等特性，配合适度的中底，在走路换脚时不至于滑倒，易于停步等多项优

越条件。鞋款针对春秋季节设计，故鞋跟不宜太高，控制在 5 cm 左右，配合鞋面的装饰——

(a)  皮鞋、凉鞋半内底

(a) 设计效果图

图 9  鞋半内底

图 10  浅口鞋设计实例

(b)  运动鞋半内底

(b) 制作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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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结，成熟中透着可爱，也为鞋款整体增色不少。鞋款的鞋帮较矮，对脚的防护作用较

差，需要加强长主跟的防护作用。在鞋头的设计上，加了弧形前包头，包头既对脚趾有保

护作用，又对鞋头造型起到支撑、定型的作用；进而避免了卡脚、磨脚的隐患。

内底与脚接触紧密，所以内底材料应具有较好的卫生性、柔韧性和一定的强度。内底

材料选择耐折性能高，吸湿、耐汗及透气性能最好的铬鞣猪皮里，弹性、硬度也表现不俗，

表面平整，不松软。当然鞋款的半内底也比不可少，半内底位于腰窝至后跟部位，用于增

加内底硬度，增大对腰窝部位的位的帮脚余量，也是装跟的基础，便于装置后的鞋跟不变

形，增加装跟牢度。

鞋底部件设计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极大地影响鞋的舒适性，同时针对鞋的穿用场

合及使用对象的进行设计选用。对于一般的鞋，设计使用的鞋底要质量轻，硬度适中。硬

度太低没有刚性，脚易拉伤；太高，走路时板脚不能随脚弯曲，易造成脚部疲。此外，鞋

面优良的材料要与里料，内包头，内底等材料相搭配。

底部件设计，是影响鞋靴舒适度重要因素，一直被“雪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科技

的提升，让我们视线再一次聚焦，完善了鞋靴舒适性设计，鞋靴舒适度得到小小的提升，

对现有设计做出自己的绵薄之力，使鞋靴穿着更加舒适。从而提高鞋的质量及增加产品附

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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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Bottom Part Design on the Comfort of Shoes

CHEN Liu-rui; DONG Wei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Shoes for people is an indispensable necessity of daily life activit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ts function is also changing from original single protection 
function to specific human consumption. Uncomfortable Shoes are not conducive to walk; the 
foot is squeezed in small shoes and hurt when walking...... As a designer, the responsibility is to 
make people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shoe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 It is bound to require the 
designers to b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o carry out the comfort of shoes and boots. Among them, 
the bottom par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to impact the comfort of shoes and boots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ottom designs and analyzes it layer by layer to find 
out the specific methods to guide it that may influence the comfort, in order to improv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n bottom design. That is we do not only want to wear beautiful shoes, but also want 
comfortable and decent ones.

Key words: comfort；bottom parts；materials；box 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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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瘾物品经济学随着科技进步带来

的种类繁多的电子产品的出现，并且有的电

子产品在某些使用者那里已经成为上瘾物

品。因此，上瘾物品经济学关注的对象在不

断变化，其研究的边界也在扩展。由于对手

机的严重依赖并且难以摆脱，手机就越来越

像一种上瘾物品。手机既对个人和社会生活

带来诸多积极作用，又会对手机使用者的身

心健康产生某些危害。手机使用中养成的害

习惯其危害不仅是短期的，而且可能出现更

令人担忧的长期影响。摆脱手机的功能体验

陷阱以及在功能体验陷阱中“追逐的愉快”，

真正享用科技进步的成果，这取决于个人的

生活态度和精神层面的支配，是纠正或避免

手机使用害习惯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上瘾物品；功能体验陷阱；舍心逐物；

“追逐的愉快”；“拉马克法则”

收稿日期：2015-9-16

作者简介：刘秀光（1950 -），男，山东青州人，

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世界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和不断创新的时代，新技术爆炸式

的发展使许多奇思妙想很可能迅速变为新颖的产品，传统的人际

交往方式已经被手机等的工具冲击或替代。这一系列令人目不暇

接的变化的确是“经济学的现代戏剧的一幕”。与此同时，在经

济学世界里的上瘾物品经济学，历来关注的对象也在变化着。譬如，

长期以来，上瘾物品经济学主要集中在对吸烟、吸毒、赌博等上

瘾物品的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游戏的迅速流行，网络游戏逐渐进入上

瘾物品经济学的视野。不过，手机的消费在许多人那里也正在甚

至已经成为一种上瘾物品，并且，其上瘾的程度并不亚于网络游

戏。可以说，电子产品如何成为一种上瘾物品的分析，称得上是“现

代科技版”的上瘾物品经济学。

美国的研究者詹姆斯·罗伯茨与史蒂芬·皮罗格指出，对手

机和即时短信过分依赖的背后，是物质主义与易冲动性在作祟，

其机理类似于冲动消费和滥用信用卡。“手机控”们受物质欲望

和易冲动性的驱动，将手机作为其引人注目的消费仪式的一部分，

手机也扮演着安抚其冲动的物品 [1]。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的工程技术员马丁·库帕发明了手机。

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手机逐渐从奢侈品演变为生活必需品，并

且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工具。

手机既对个人和社会生活带来诸多积极作用，其消极影响也

日益显现出来，主要原因是手机越来越像一种上瘾物品。所谓上

瘾物品是指那些消费欲望严重依赖于过去的消费的物品。上瘾物

品的本质是习惯一经养成便很难逆转。例如，吸烟或吸毒成瘾 [2]81。

因为不少人在许多情况下严重依赖手机并且难以摆脱，所以，手

机逐渐成为一种上瘾物品，而且是伴随着科技进步出现的上瘾物

品。

在一个尊重个人选择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必要干涉他人的

手机：作为一种上瘾物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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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决策与消费行为。但是，消费品不仅有内在价值的益品（merit goods），也有与此相

对应的害品（demerit goods）[2]81，而害品的消费对于消费者以及相关的他人是有害的，并

且会增加社会成本以及对社会造成危害。例如，吸烟导致的许多疾病，“酒驾”引发的交

通事故，都与烟酒这一类上瘾物品的消费直接相关。

与烟草和毒品本身就是“坏东西”不同，手机是能给使用者带来满足的“好东西”。

在此前提下，本文旨在分析当手机成为一种上瘾物品时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以及

如何纠正或避免手机使用的害习惯，从而真正享用科技进步的成果。

对手机成瘾已有的研究表现为多侧面的：基于心理学方面的，手机成瘾与气质类型的

关系，羞怯与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手机成瘾与惰性思维的联系。因此，本文基于上瘾物

品经济学的视角，将手机作为一种上瘾物品的分析，是对上瘾物品经济学研究边界的扩展。

1   “功能体验引诱”与“追逐的愉快”

首先，“习惯”使手机成为上瘾物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大多数文献都把上瘾现

象定义为一种习惯的养成 [3]。古代汉语中的“习贯”便是现代汉语中的“习惯”。在汉朝

戴德编纂的《大戴礼记·保傅》中的“少成若性，习贯之为常”，是说自幼形成的习惯就

好象天性一样；“习惯成自然”也是说任何事情一旦习惯了就很难以改变。

追溯漫长的人类进化历史，直立行走和手脚分工对于人类的进化具有里程碑意义，而

习惯在人类进化的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将森林古猿称为“攀树的猿群”[4]7，

并且将森林古猿选择直立姿势行走的原因归结为“习惯”。恩格斯认为，它们在树上生活

时已养成了直立攀援的习惯，到地面上行走时，由于“直立的习惯”，无意间会梦游般地

做出直立的姿势，于是就自然地选择了这一独特的与其他猿种不同的行走方式 [5]508。可见，

习惯在人类几百万年进化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对于社会个体而言，某种习惯是历经长久而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某种习惯一经养

成就被固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将习惯按有益和有害加以区分的话，可以划分为“益习

惯”和“害习惯”。

既然习惯一经养成就被固化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益习惯是那些有利于人的身心健

康的生活方式，例如，平衡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等。对于人类而言，使用某种物品也会养成习惯。例如，穿着服装是人类走向文明的

标志也是一种益习惯。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史，具有防护和修饰的服装早已成为附着在人生

命过程中的一部分。总之，个人的益习惯是人们不需改变而要继续坚持的那些习惯。

害习惯则是必须警惕被染上或者要彻底抛弃的那些习惯。因此，害习惯是那些与益习

惯相反的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害习惯有的是处于好奇或有意而为之养成的，

例如，尝试吸食香烟的未成人或成年人。有的害习惯则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养成的。例

如，当人们享受着美味佳肴的时候，以肥胖和糖尿病等为代表的“富贵病”也在蔓延着。

病理学的研究证明，肥胖和糖尿病等这一类伴随着现代文明社会悄然而至的非传染性流行

病，生活习惯是诱发这些疾病的主因。

现在手机的使用量如同每个人都会穿着服装一样，几乎达到了人人皆有的程度。与此

同时，使用手机已经成为一种“一经养成便很难逆转”的习惯。例如，本文作者对一个超

过 100 人的大学生群体随机调查的结果是，每天（24 小时内）将手机纯粹用于娱乐（收音机、

媒体播放器、游戏等）的时间，一小时的为 2%、两小时的为 8%、三小时的为 5%、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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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为 6%、五小时以及以上的为 70% 以上。可见，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利用手机的娱乐

功能进行消遣已经成为习惯。

其次，被手机的功能体验引诱产生的“追逐的愉快”。马歇尔认为，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并不总是预先考虑每一个活动的结果，不管他的推动力是出自人们较高的品性，还是

较低的品性。有一类满足感被称做“追逐的愉快”，便是这种情况 [6]17。

美国的研究者詹姆斯·罗伯茨与史蒂芬·皮罗格，对来自两所美国大学的 191 名学生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他们中约 90% 的人使用手机，受访学生的手机在任何时间（包括

上课期间）都处于开机状态。并且，手机得功能越多，学生对它的消费冲动就越高 [1]。

在互联网有巨量的信息，也有以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等多样化的社交

媒体。互联网的这些信息的获取和功能的体验，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手机来完成。手机制造

商不断推出的新款手机，借以迎合人们不断获取信息的欲望，引诱手机使用者体验新的功

能。于是，手机使用者习惯性的产生功能体验引诱——绝对是一种“追逐的愉快”。由于

手机的功能越多其吸引力就越大，功能体验引诱也就不断强化手机使用的害习惯，最终将

某些害习惯得以固化。其中，“舍心逐物”便是害习惯的集中反映与直接后果。

不论哪位手机使用者，只要是将手机变为一种上瘾物品的时候，此人就必然倚重虚拟

世界而忽略现实存，或者，更沉迷于“虚拟世界”而弱视“实然世界”。例如，毫无节制

地在手机上打电子游戏；莘莘学子在课堂上居然对手机上的内容“魂不守舍”，手机居然

成了难以摆脱的“心魔”……。凡是当手机使用成为一种上瘾物品的时候，这样的 “追

逐的愉快”就像瘟疫一样侵蚀着人们。

上述现象说明，人类的本性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中，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显著地改变。

历经无数代人遗传变异的某些好的习惯和应该具有的本能，几乎在短短的数年内被抛弃了。

生活在现代文明的人们需要反思，在享受现代文明的时候是不是“把洗澡盆里的脏水和孩

子一起倒掉了”？

2    手机使用过程中的“拉马克法则”

在上瘾物品的研究领域有所谓“理性上瘾”理论。Berker 和 Murphy 指出，许多消费

现象都是具有稳定偏好下的最优化行为，而过去这些现象都是用习惯形成理论中的偏好变

化来解释的。他们认为，个体对某种商品会上瘾是完全了解的，但是仍然选择消费，因为

这个行为的收益要超过未来上瘾的损失。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习

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地选择”[6]17。可见，“理性上瘾”理论似乎是对马歇尔的观点的继承。

尽管许多事物的益与害的确难以分疏，但是，在手机使用中的诸多因素组合起来会养

成害习惯，因此可以称为“X- 害习惯”，其中，X 就是养成害习惯的那些因素。寻找养

成害习惯的因素是问题的过程，也许对过程的说明是繁琐的，而对结果的观察是明显的。

也就是说，手机使用的害习惯中隐含的对身心健康的某些危害已经表现出来了。

例如，医疗卫生界已经认定，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导致的视力模糊和干眼症；长时间

使用手机的手指，会诱发痉挛疼痛的“拇指腱鞘炎”；早在 2008 年 10 月，欧盟委员会新

兴及新确定健康风险科学委员会（SCENIHR）就发表报告指出，如果 5 年内每周使用随身

听（已经被整合在手机中）5 天且每天以高音量收听音乐平均超过一个小时，那么 5% ～ 10%

的使用者将面临永久性失聪危险。

与上述以肥胖和糖尿病等为代表的“富贵病”相对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手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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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的损害称为“科技病”。如此看来，对于那些使用手机可能会上瘾

是完全了解而不能自控的人，其行为的收益并非超过未来上瘾的损失。尤其是不少个案，

如开车使用手机造成交通事故甚至严重的车祸。有交警统计，开车时打手机，发生交通事

故的概率增 22 倍 [7]。

手机使用中产生的危害不仅是短期的，而且可能出现更令人担忧的长期影响。假设将

手机（或类似的电子产品）的使用推延至遥远的未来，我们分析可能出现的长期影响，就

要使用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在其《动物学哲学》一书中提出的两条著名法则：用进废退和

获得性遗传。用进废退是指如果某一种器官经常不使用，就会萎缩、退化甚至消失，反之

亦然；获得性遗传是说由于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动物器官获得的或丧失的东西，会由

于生殖的作用传给后代，并保存在新的个体中。

自然界确实验证了“拉马克法则”的真理性。例如，长颈鹿的祖先由于生活在干旱地

区，只有高树的叶子能够吃，这就迫使长颈鹿的祖先需要向上伸长脖子吃树叶，久而久之

就使其脖颈逐渐长起来并且遗传给后代，最终形成了如今的长颈鹿。

长时间使用手机状况下的弓腰驼背，这样的身体姿势“习贯之为常”，如果历经人类

代代遗传，今天的“低头族”在未来会不会由“直立行走”与“昂首挺胸”变成“弓腰驼

背”族？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拇指腱鞘炎”，进一步发展下去并且遗传给后代，人类

的手指会进化成什么形状？……这一系列似乎耸人听闻的猜测，对人类的未来就不一定是

杞人忧天的担忧。

手机通过电磁波进行信息传递，这些电磁波对人体健康是否存在危害是一个颇具争议

的问题。美国研究人员称手机辐射能改变人类基因，这些辐射可以导致人体血液细胞的基

因改变；手机制造商和电信专家则认为使用手机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因为手机所产生的电

磁辐射能量与破坏人体细胞和 DNA 分子结构等产生的强电磁波能是不同的。在对待电磁

波是否存在危害这一类问题上，尽管杯弓蛇影不可取，但对于某些未知的风险提高警惕，

恰恰是人类自我保护的需要和本能。

在某些物品会不会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危害的问题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立

场是明智的。之所以政府和科学家都对转基因食品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是因为目前并没

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作物对健康和环境是确定无害的，况且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

河中，许多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东西都是事后才认识的，人类对烟草和对毒品的认识就是

如此。

吸食烟草当初并不知道成瘾并危害身体健康，以及对后代产生不良影响。据说烟草原

产于美洲，印第安人发现烟草中含有可以兴奋神经的物质，于是就在部落会议和祭祀活动

中吸食燃烧的烟草。西班牙殖民者将烟草带到欧洲以后，吸食烟草风行欧洲并向全世界普

及开来。历经几百年后的 2003 年 5 月 21 日，世界卫生大会批准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呼吁所有国家开展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合作，控制烟草的广泛流行。这是全

世界对烟草危害形成的共识，也是一种亡羊补牢的做法。

毒品不可能开始就知晓其百害而无一利。发明毒品的初衷是为了解除人的病痛，但吸

毒能够带来极度快感的作用诱惑人吸毒并且成瘾。毒品这个“地狱使者”不仅严重损害吸

毒者的机体健康，而且在社会上因吸毒贩毒滋生了大量的犯罪。因此，吸毒贩毒是各国政

府严厉打击的犯罪行为，也是社会公众深恶痛绝的一种社会现象。

当前，诸如家长对儿童长时间玩手机而不听劝阻、师长对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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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人手机铃声影响会议进行时要求与会者关闭手机，等等，从这些方面已经反映出

社会对某些使用手机的行为的反感。而对于那些明令禁止（如开车使用手机）并且关系社

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而无视禁令使用手机的行为，社会公众同样应该对此“深恶痛绝”。

3    手机使用的度与精神层面的磨练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当一种对人的生存发展有害的东西使用到一定阶段，社会总是要

想尽一切对策克服那些有害的方面。在众多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有的对策是政府的法律法

规，如严禁买卖和使用毒品这一类上瘾物品，并用刑事制裁来加强禁令的效果。或者通过

提高毒品这类有害的上瘾物品的价格，以减少使用毒品的人数；有的对策是个人行为或者

个人与政府的法律法规相配合的，如个人自觉戒烟限酒，政府颁布戒烟令和规定商家禁止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上瘾物品经济学研究上瘾物品消费的公共政策问题。例如，政府的政策手段在经济学

上产生的结果是，禁令的实施相当于上瘾物品供给下降，与此同时，毒品需求高度缺乏弹

性。供给的减少和价格的上升，可能使那些偶尔使用上瘾物品的人的使用量减少。

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共存的“一体两面”。手机既不是百利无一弊，也不是百弊无一利，

但手机又是一种容易利用也容易滥用之物。不过，手机使用与其他事物一样，谁也不可能

将利与弊非常清楚地切割。既然如此，如何让其利更多而使其弊更少，既享用科技进步的

成果，又尽可能地避免或纠正手机使用的害习惯。简言之，将手机使用的益习惯与害习惯

能够实现精巧的组合。

有观点提出，解决手机成瘾必须有效干预手段进行矫正。包括认识手机成瘾的危害，

从主观自身因素改变进行干预；组织团体活动，让手机成瘾者无暇顾及手机，从而减少对

手机成瘾的时间；课堂上禁止学生使用手机 [8]。这些“外在强化”的干预措施应该说在某

些情况下是有效的，但相对于手机使用者个人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言，其效果是非常有限

的。因此，手机使用上瘾者从“内在自我”的角度克服害习惯才是决定性的。因此，对待

手机这样的（对某些人来说的）上瘾物品，就不能使用对待毒品和香烟等上瘾物品的对策。

但是，手机使用和吸食毒品和香烟一样，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个体的行为。因此，摆脱手机

使用的害习惯总是掌握在个人的手中。

经济学不仅研究供给和需求，而且正如马歇尔所主张的，经济学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

问 [6]3。经济学包括上瘾物品经济学会涉及到人的动机、欲望和偏好等这些属于个人的生活

态度和精神层面的问题。因此，纠正手机使用的害习惯，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态度和

精神层面的支配，需要把握手机使用的度与人的精神层面的磨练。

第一，作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要把握手机使用的“度”。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

已经司空见惯：穿梭在马路上的人、驾驶着机动车的驾驶员、重要会议的参加者、课堂内

的学生、正在聚餐的食客……，在那些暂时不能或最好不要使用手机的场合，人们失控般

地在使用手机，许多人似乎已经陷入了手机功能体验陷阱。手机功能体验陷阱导致人们暂

时不能或最好不要使用手机而出现焦虑感，这种情感的出现表明，手机使用已经超出了应

有的“度”。

世界上一切事物皆有其一定的度，超过这一度就会招致沉沦和毁灭 [9]97。黑格尔指出，

水的温度增减最初不会影响水的液体性，但液体性的水的温度之增减，超过一定限度，水

的聚合状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或者变成蒸汽，或者变成冰。“所以量的变化最初好象完

刘秀光：手机：作为一种上瘾物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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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无足轻重的，但后面却潜藏着别的东西”[10]236。

人们有时对于某些不良生活方式可能产生的危害，往往抱着轻视的甚至是熟视无睹的

态度。恩格斯在评论黑格尔关于必然与自由的论述时指出，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

候才是盲目的 [4]153。因此，清醒地认识手机使用隐含的益习惯与害习惯，是拒绝手机变为

一种上瘾物品的前提条件。当人们只有自觉地用手机之益而尽可能地避手机之害的时候，

才能真正享用到科技进步的成果，从而不被手机之害所拖累。

第二，手机使用保持应有的“度”，并不是仅仅利用一般号召就能实现，而是需要精

神层面的磨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人生态度与精神境界来说，注重内心宁静平和与超

越自我的境界 [9]5，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非常注重精神生活和心灵境界的修养和提升，注

重內省以及內省的修养方法。例如，在《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朱熹在《大学》

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三国时代的玄学家王弼有一句名言：“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王弼所言之“应

物”，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所采取的应答、应和、应付和适应的态度。简言之，“应物”为

顺应事物之意。而“无累于物”是超然物外，不被世事拖累的一种境界。陈来教授对王弼

的名言解释道，圣人的感情与情绪既是对外物的自然反应，又不被外物所拘系。“无累”“无

滞”是中国文化中各家各教所共同推崇的精神境界 [11]241。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在《答舒国用》，《阳明全书》五中称，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

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

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 [12]108。“敬畏”不是对某一特定对象的

畏惧，而是一种自觉的防检和提撕，因而从经验主体的感受来说，戒慎恐惧并不给心灵带

来动荡与不安，这也就是二程（程颐程颢）说的忧患中自有宁静；“洒落”不是指肆意放

荡、无所顾忌，而是指心灵自由的一种特征，是摆脱了一切对声色货利的占有欲和以自我

为中心的意识，而达到超越限制、牵扰、束缚的解放的境界 [11]245。

第三，在手机作为一种上瘾物品的分析中获得的教益是，正如经济学家所言，如何去

享用摆脱了经济烦扰之后的自由，如何去支配因科学和福利而涌流的闲暇，如何生活得更

加明智、更加和谐和更加美满？这是现代人类面对着的真实而永恒的课题 [13]606。

中国文化中的生存智慧，在现代人看来的确带有某些理想主义色彩，将手机使用与“圣

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联系起来，也许有小题大做之嫌。不过，当手机变为一种上瘾物品

的时候，手机使用中的害习惯已经或正在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危害，并且影响着人们正

常的活动与人际关系，诸如“应物无累”、敬畏与洒落这样的精神境界，可能是脱离手机

功能体验陷阱的一剂良方。它能够让人们在各种外物的冲击与诱惑下，如何保持心境的平

静与安定。

4    结语

那些消费欲望严重依赖于过去的消费的物品是上瘾物品，其本质是习惯一经养成便很

难逆转。人们在许多情况下严重依赖手机并且难以摆脱，于是导致手机成为一种上瘾物品，

而且是伴随着科技进步出现的上瘾物品。在发挥手机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积极作用的同时，

应该正视手机对使用者身心健康带来的危害，这些危害不仅是短期的，更令人担忧的是长

期危害。

摆脱手机功能体验陷阱以及纠正手机使用的害习惯，“外在强化”的干预措施固然有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3 卷第 1 期    VOl.23    NO.1



61

效，但相对于手机使用者个人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言，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手机

使用上瘾者从“内在自我”的角度克服害习惯才是决定性的。

对于治理上瘾物品泛滥的公共政策历来具有争议。例如，在 2000 年 1 月 12 日，美国

联邦政府颁布的一项 13 亿美元用于打击麻醉品非法流入美国的紧急援助计划，立即引发

了激烈的辩论。今天，手机是否已经成为一种上瘾物品，以及如何纠正手机使用的害习惯

等，肯定也都是众说纷纭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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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LIU Xiu-gu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Guangdong)

Abstract: Addictive goods in economics appear with the emerging of various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some electronic products have become addictive items for some users.  Therefore, the 
economics focus of addiction items has been changing constantly and the boundary of research 
is extending. Because of the heavy relies and its difficult abstinence, mobile phone is more and 
more like an addictive item. Mobile phones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individual and social life and 
also cause certain harm to the users’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The harm of bad habit in 
the mobile phone using is not only short-termed and long-term effects may appear more worrying. 
Getting rid of the functional experience traps and the   happiness of chasing in these traps and 
really enjoy the resul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epend on personal attitude to life and spirit.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orrect or avoid the bad using habits of mobile phones.

Key words: addictive items; functional experience trap; pursuit of material; happiness of chasing; 
Law of La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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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法治国与统一战线有着极为密切

的关系。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兴

国安邦的治国方略，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

本保证和工作指针；统一战线是党率领人民

夺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胜利的一大

法宝，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能为依法治

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供广泛力量

支持。正确认识和把握依法治国和统一战线

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关键词：依法治国；统一战线；中国特色；新

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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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柳德舫（1954-），男，湖北仙桃人，

教授 , 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1    论题的提出

在 2015 年 5 月 18 日至 20 日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要“深入

研究统战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扎扎实实做好统一战线各方面工作，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广泛力量支持。”[1]

新时期统战工作如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全局出发提出的战略布局和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提供广

泛力量支持？怎样正确理解和处理好统一战线与“四个全面”的

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统一战线人士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研

究课题。本文结合统战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在深入学习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精神的基础

上，着重就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作一些探讨。

2     正确理解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从总体

上看，依法治国与统一战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依法治国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兴国安邦的治国方略，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

本保证和工作指针；统一战线是党率领人民夺取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胜利的一大法宝，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能为依法

治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供广泛力量支持。正确认识和把握

依法治国和统一战线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顺利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也是解决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

论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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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保持我

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势头，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扎

实做好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就必须紧密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部署，夯实党和国家长治

久安的法治基础。因此，我们要以法治思维统领统战工作，积极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树

立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崇高理念，要紧紧围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

督、建言献策。

依法治国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工作指针，我们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巩固和发展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依法加强参政党建设，依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依法加强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以法治方式推进民族宗教工作为国家

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同时，我们统一战线成员要深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要性和必

要性的认识，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动广大成员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判断、出措施，努力以法治凝聚

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做好统战工作，为全面深化改

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供广泛支持。 

3    推进依法治国，以法治思维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

3.1  推进依法治国、以法治思维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的涵义和作用

如何推进依法治国、以法治思维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就是要围绕依法治国、依法统

战的总目标，紧密结合国情、党情、统情，依法加强和改进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依法尊

重和保障统一战线成员参政议政权益，构建统一战线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统一战

线；就是要推进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的法治化，实现统一战线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

系这五个关系的和谐发展。

推进依法治国，以法治思维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有利于将党对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

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加强和改进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有利于正确处理事关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实现国家长治久

安；有利于突出法治对统一战线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增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

主动性、实效性，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2]33。

3.2  推进依法治国、以法治思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

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不但注重发挥统一战线在依法治国中的重

要作用，而且日益注重以宪法和法律及其有关规定为依据，运用法治精神、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与统一战线有关的法律法规。这为有效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法治基础，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法治保障。

一是明确统一战线的宪制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统一战线已经发

展成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我国宪法及时反映统一战线历史地位、内部构成和范围对

象的这种变化，明确写入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多党合作、非公经济、民族宗教、祖国统

一等内容，确立统一战线在我国国体、政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框架中的宪制地位。

这是统一战线在现当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的制度化、法

治化反映，是统一战线参与我国国体、政体创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产物。统

柳德舫：论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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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线获得宪制地位是统一战线工作法治化的最高层级，是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法治化的

根本依据。二是明确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的法治化要求。在明确统一战线宪制地位的基础

上，我国对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具体工作如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非公经济、民

族宗教、祖国统一等，先后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有的还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等

党内法规，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的法治化要求。由上可见，统一战线工作法治

化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基本同步，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

并初步形成了以宪法相关条款为根本依据、以相关部门法为基本依据、以党内法规体系等

为重要内容的分散网络型统一战线法治体系。这为今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法治思维进

一步发展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基础。

3.3  推进依法治国、以法治思维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的基本思路

虽然我国在以法治思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宏观上初步形成了以宪法相关条款

和相关部门法为依据、以党内法规体系等为重要内容的分散网络型统一战线法治体系，但

在微观上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具体工作的法治化要求略显不足，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

治统的要求尚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党和政府要善于运用法治精神、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断提高统一战

线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3.3.1 建议修改宪法，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写进宪法，突出统一战线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和法治的时代要求

统一战线是中国的特色，我们不能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来要求中国的统一战线。但在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条件下，统一战线工作也要符合民主和法

治的理念。具体地说，统一战线既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要有民主党派的监督，这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条件下，新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宪法原则；民主党派的监督是法治原则，是保障党的领导始终代表人

民利益的制度力量。这两个方面，缺少了一个方面，都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也就会

落后于时代。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统一战线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强调“今后在国家政

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

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但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形式。

根据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社会主义时期达成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形式之一就是党派监督。因此，将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写进宪法，明确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形式，既是完善宪法的重要

举措，也是统一战线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条件下发挥“法宝”功能，各民主党派依法行使

民主权利的宪法依据 [3]23。

3.3.2 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法》，使统一战线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这是依法治国方略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时代要求

新的《政协章程》在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

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促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充分体现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

势。”但 《政协章程》不属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具有法的效力。一方面，从制

定主体来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属于中国具有立法权的主体，它无权立法，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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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立法。故《政协章程》就其形式而言，至多只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政治协商

的一个协议。在依法治国已经深入人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方式通过协议来处理，既不严肃，也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另

一方面，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建设要求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同样必须依法进行。而作

为人民政协活动主要依据的《政协章程》既不是宪法性文件也不是法律。在这样的条件下，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进行民主监督实际上无法可依。这也不符合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

治建设的方向。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在现有《政协章程》基础上，根据《宪法》制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法》，使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有法可依，并严格按照法律

的规定参政议政 [3]23。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统一战线才能适应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需要，才能进一步恢复和发挥其“法宝”的功能。 

3.3.3 建议完善和细化有关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港澳台侨工作

的法律法规，并使以上相关事务的管理法治化

一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建立完善以宪法为依据、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

核心的更加完备的民族法制体系。要进一步完善细化民族区域自治法，推进民族区域自治

法的完整化和具体化，增强法律条文表述的规范化、确定性，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可操

作化，增强法律的可实施性；要加紧制定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重点法律法规，推进各

个民族自治区尽快出台自治条例，推进自治州和自治县逐步制定自治条例，使民族区域自

治尽快进入法治轨道；要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真正实行法治化管理。二是继续完善宗教法制

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在周密系统调

查、严谨审慎论证、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尤其是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全

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由国务院制定《宗教法实施细则》，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根据宪法、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当地实际，修改、制定地方性宗教

法规、自治法规，从而形成一个以宪法为基础、以宗教基本法为主干，包括各项调整宗教

法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在内的宗教法律规范体

系；要实行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三是进一步完善非公经济的法制体系，依法维护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建议

制定《非公有制企业法》，对非公企业的权利、义务、地位和行为规范做出统一、系统、

科学的规定，使之获得作为市场主体应该享有的平等的“国民待遇”；要加强非公有制经

济的法律保护，在市场准入、反垄断、技术创新、资金扶持、产权交易、税收、民主管理、

工资集体协商等方面制定专门法律法规；要加强私有产权保护，建立充分有效的产权保护

法律制度；要加强对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法治教育，引导他们做市场公平竞争的参与

者、维护者和实践者。四是依法做好港澳台侨工作。要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在香港、澳

门的实施，坚持依法治港、依法治澳，提高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水平；依

法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建议制定《两岸人民关系法》、《两岸交流合作法》

和《〈反分裂国家法〉实施细则》，依法规范和保障两岸人民关系、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依法反“独”促统。还要制定相应的法律，依法保护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

3.3.4  提高统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要把宪法和法律列为统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必修课，强化其法治意识，

提高其法治素质，增强他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促进他

们学法、懂法、用法、守法、护法。要加大党外法律人才的培养力度，做好法律界党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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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士的服务和引导工作，使他们为推进依法治国、以法治思维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贡献

力量 [2]36。

4    巩固统一战线，以凝心聚力进一步服务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指出：“要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

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支持他们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

务，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

充分实现。坚持和遵循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政治准则，支持民主党派切实履行

参政党职能，发挥他们在国家政权建设、国家事务管理、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执

行中的重要作用。”[4] 这为统一战线进一步服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方略指明了方向。

4.1  发挥好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进一步服务依法治国。一要深入学习，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

要积极组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增

强他们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认同，达成共识，在思想和行动上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同

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成为社会主义

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二要发挥统一战线人才智力优势，全力以

赴为推进依法治国献计出力。统一战线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特

别是统一战线人才集聚、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统战成员和统战理论研究者中有很多法律

方面的高层次的专家学者；有的直接从事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的监督工作，这些都是

我们统一战线为推进依法治国发挥作用的特点和优势。我们要发挥这些优势，全力以赴为

推进依法治国献计出力。三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法治理论。当前统一战

线上的有关部门和人员，要按照中央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在学习法治理论、

提高法治意识、搞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统战工作实际，做好统一战线法治理论

的研究，为实行依法治统、服务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支撑。

4.2  依法做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非公经济、民族宗教等工作，全方位服务

于依法治国。一要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要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依法治国作为议政建言的重要内容，围绕

法治建设涉及的重大问题，结合各自优势开展专题调研，提出真知灼见；要增强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依法按章循制履职的法治意识，做到议政建言、民主监督于法有据；

要加快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履

职实效；要建立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

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重要作用。二要紧

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法治经济服务非公经济、营造法治环境。要通过调查认真收集企

业、市场对法治建设的意见与建议，积极探索富有特色的非公有制企业法律服务方式，为

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法治环境；要把开展好非公有制企业法律服务工作作为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抓手，动员法律服务中介机构等专业社会力量加

强与企业、商会的沟通与服务；要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

功能，发挥社会组织行为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一

步增强法治意识，做市场公平竞争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实践者。三要依法加强民族宗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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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运用法治方式推进民族宗教工作。要加大在民族宗教界的普法力度，引导他们学

习宪法和法律法规，增强依法开展活动、依法办事和依法反映合理诉求、维护合法权益的

自觉性；不断提高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工作水平，坚持在法律范围内、法治轨道上妥善

处理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关系和谐 [5]。四要依法认真

履行民主监督的职能，着力完善依法治国的监督机制。监督是法治的重要内容和必要环节。

民主监督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也是各民主党派的职能和作用之一，包括统

一战线内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也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进行有组织的监督。要继续在检察、监察、法院、审计、教育、国土、国税、地

税等部门实施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等制度；要有计划地组织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民营企业的代表，每年对所在地的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包括服务态

度、服务效率、服务质量和廉洁服务等项进行监督测评，测评结果按一定权重计入机关作

风建设测评分中，以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民主监督的作用，推动依法、高效、廉洁

政府的建设 [6]。

4.3  统一战线成员要牢记历史使命，做服务依法治国的先行者

在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作为统一战线人士有责任积极为依法治国

来凝聚共识、集聚智力、激发活力和贡献助力，做依法治国的宣传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一要做依法治国的宣传者。一方面要通过不断地加强学习来领会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一个多渠

道多方位的宣传机制，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宣传过程中去积极作为，传播法治理念，

坚守法治信仰，弘扬法治精神，使依法治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二要做依法治国的实践

者。统一战线成员应主动关注身边大事、小事尤其是不平事。在事实和事件的基础上透过

事件的本身去发现、剖析深层次的原因，找出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和盲点，发现事件背后政

治上的缺失，深入调研，提炼出有价值的体验和建言，推动立法的建设。三要做依法治国

的推动者。统一战线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充分调动专业人士的作用，用专业人士的影

响力来调动周围的资源，扩大各类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广大群众的参与面，

用专家的“点”带动基层组织的“面”，为推进依法治国探索更多更好地一些机制和方法。

5    结束语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宏大的系统工程，事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统一战线要充分发挥“法宝”优势，积极

投身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为建设法治中国、服务依法治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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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United Front. Rule of 
law is statecraft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basic guarantee and work 
guidance of the United Front in new time. The United Front is a magic weapon for the party to lead 
the people to w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the victory of opening up. 
The united front is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it also unite people and provide 
extensive support to realize the rule of law, the overall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United Front can help to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United Front, play the 
advantages of the United Front,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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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自 1999 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

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住宅适老

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亟待解决的严

峻问题。文章从分析中国住宅适老化发展存

在的问题入手，提出老龄社会下住宅适老化

设计的思路，并尝试通过借鉴国外的住宅设

计标准，结合近几年国内的探索与实践经验，

找寻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住宅适老问题的

对策。

关键词：住宅；适老化设计；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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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楼加装电梯”这个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问题，持续多年

被国内各大主流媒体，乃至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所关注，但时至

今日仍难以被妥善解决。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想探讨其解决问题

的难点所在，而是想让大家反思引起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居住的这些住宅真能陪伴我们到老吗？我们建设的这些住宅

在其全生命周期内都能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吗？这些上世纪

末、本世纪初才兴建，房产证上标注具有 70 年使用年限的多层住宅，

只是经过二、三十年的使用，却因住宅的适老问题引发如此影响

广泛的社会问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建筑师，乃至整个建筑业界、

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的深刻反省！

中国自 1999 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

不断扩大，类似“旧楼加装电梯”的住宅适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

广泛关注、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近年来，国内养老模式逐步健全，

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方式可供选择，但实质上

约有 90% 的老年人需要以居家养老模式安度晚年 [1]：一方面，居

家养老更为贴近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又符合老年人的心理

诉求，为更多的老年人和家庭所接受；另一方面，社区养老的实

质上仍需依靠普通住宅作为养老模式的主要载体，借助社会养老

服务设施，提供上门养老服务。故无论是选择居家养老还是社区

养老模式，其主要的载体还是普通住宅，可见要想从根源上解决

住宅的适老问题，应对国内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将适

老化设计纳入住宅通用设计标准更为实际，且尤为迫切。

2013 年以来，在国家养老政策的大力扶持与推动下，全国

一大批的养老项目“遍地开花”：有政府投资的民生项目，有政

府主导、与民间资本投资合作的“民非项目”，还有大型保险机

构、房地产企业、民间资本等投资的商业项目；有学习日本失能

养老机构模式的项目，如北京寸草春晖养老机构，也有模仿美

国  CCRC（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与 AAC（Active 

Adult Retirement Community）模式的项目，如北京泰康之家的燕园

中国住宅适老问题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丁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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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社区 [2]。经过近几年的实践，确实取得令人欣喜的发展，但也暴露了许多亟待解决的

问题。

1    当前我国住宅适老问题现状分析

1.1  住宅品质的提升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2011 年至今，国内房地产开发住宅竣工面积平均每年达 7.7 亿平方米①，但庞大的住

宅建设量并没有带来住宅品质的同步提升，特别是在应对当前国内人口老龄化危机方面。

目前大多数新建的住宅仍未能认真关注适老问题，因为这些新建住宅的购买者大部分正值

青壮年，但经过 20 ～ 30 年后，当这些业主逐渐老去，住宅的适老问题又会呈现出来。正

因为没从根源上解决住宅的适老问题，大量建设只会让问题如滚雪球般不断地扩大、恶化。

所谓的低碳住宅不应仅以低消耗、低排放来衡量，更应关注住宅全生命周期的长短；

同样，所谓高品质住宅也不应仅以面积的大小、装修档次的高低来衡量，更应关注在住宅

全生命周期内都会变老的居住者的需求和生活方式的满足。只有增强住宅长期居住的稳定

性和舒适性，住宅的品质才会得到同步提升。

1.2  住宅依据假定“平均人”的年龄段为标准设计

目前，国内普通住宅的建设标准与设计规范往往依据“平均人”标准设计，即处于平

均年龄段面向身体机能健全、行动自主灵活的正常人。尽管某些方面也有考虑无障碍设计，

但难以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基本需求，更是缺少对老年人的人性化关怀！举个简单

的例子：套型入口处的宽度，若按现行的《住宅设计规范》，只需净宽不小于 1.2 m；但

若想满足坐轮椅者的要求，依据现行的《无障碍设计规范》，回旋直径需不小于 1.5 m。

改窄容易加宽难，若没预先作潜伏设计的考虑，类似“旧楼加装电梯”的问题必将再一次

重演。

1.3  尚未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住宅适老化设计标准体系

相比于同样进入老龄化的其他发达国家，大部分老人尚不具备机构养老的经济能力，

加之传统家庭观念等因素，“居家养老”模式将成为今后发展的主流。为了让老年人居住

的建筑能真正成为他们安度晚年的港湾，“适老化住宅”逐步进入建筑业界、大众社会的

视线。但目前国内现行的、与住宅相关的标准规范只有 5 个：《住宅设计规范》、《住宅

建筑规范》、《无障碍设计规范》、《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和《老年人居住建筑》。

其中前两个是普通住宅设计规范，以上述所说的“平均人”为主要设计对象，虽也涉及无

障碍设计和老年人住宅设计，但仅做一般要求；《无障碍设计规范》属“专有性”设计规

范，面向所有城市环境、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公共部分的无障碍设计，关于居住建筑内部

空间，特别是户内空间的规定全没有；最后两个属于特殊建筑设计标准，这些标准主要面

向拄拐老人、轮椅老人，但对健康老人和正在变老的中年人基本无涉及。由此可见，这些

现行的标准规范无法真正指导适老化住宅设计。如何设计适用、适宜的“适老化住宅”？

时至今日国内仍无专业性、权威性的设计标准规范。目前市场上推出的所谓适老化住宅、

适老化居住区，更多只是开发商的宣传亮点、营销手段，他们或是模仿美国的做法，或是

学习日本的经验，但符合中国国情的呢？这无疑是当前我国在住宅适老化发展方面亟待解

决的核心问题，亟待研究的主要方向。

2    老龄社会下住宅适老化设计的思路与对策

2.1  明确整体规划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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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适老化设计要树立整体通用的理念。适老化设计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每一位老年

人以及每一位逐步变老的人们创造一个具有舒适性、稳定性的适老环境。依据这个整体通

用的理念，应该把对老人的关怀与关爱纳入常规住宅设计的基本要求中，而非以往般只应

用在专属老年人的居住建筑中。

其次，适老化设计要有整体规划的设计思路。适老化设计涉及的范畴广泛，不能只局

限某个具体项目谈适老建设需求。住宅的适老问题不仅关乎住宅的适老设计、适老化集成

部品与集成技术的整合、居住区的空间规划、配套服务设施的布局等微观的考虑要素，还

涉及诸如政府的土地使用、养老政策导向、区域发展规划等更为宏观的考虑要素来进行整

体的统筹规划。

2.2  构建符合国情的适老化通用设计标准体系

目前，国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及养老领域的越来越多，一是由于开发经验欠缺，二

是没有相关的设计标准体系作指导，往往只能模仿国外的模式与经验，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难以科学有效地指导项目的定位、规划、设计、建设与运营。构建适老化设计标准体系已

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当前，美国与日本两国成熟的适老化设计经验对中国的适老化设计研究、适老化建设

实践影响最为广泛。美国早在 1980 年提出通用设计（Universal Design）概念，通过对老年人、

残疾人的专属性、特殊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提出以普适性、通用性的设计方法，

为包括小孩、老人和残疾人在内的每一位人创造安全与便利、舒适与健康的空间环境 [3]。

这与日本的适老型住宅的设计思想相吻合。日本作为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在普通住宅的设

计与建造时，同样要求将老年人的居住需求纳入考虑之中。但美国 2004 年制定的《通用

住宅设计》和日本 1995 年制定的《应对长寿社会的住宅设计指南》还是因国情不同存在

差异，如规范或标准关注的内容、阐述的要求各有所长 [4]。

可以学习美日两国的共同之处，即将适老化设计纳入普通住宅的通用设计标准体系中。

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与美、日两国相比存在的差异很大。除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

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家庭观念、文化教育等等，更是不尽相同，切切不可照搬照套、盲

目模仿。可以通过在学习、比较、分析国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

适老化通用设计标准体系。

2.3  整合住宅适老化集成部品与技术

首先，“适老化”住宅决定了其设计面对的人群要全面，选择集成的部品与技术要具

有普适性与通用性，不应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代价，而应为每个居住者创造安全

与便利、舒适与健康的空间环境。这是整合住宅适老化集成部品与技术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其次，对比普通住宅与老年人住宅，在空间设计、设计手段的运用上并无明显差异。只是

部品与技术集约程度的不同。换而言之，随着住宅部品与技术集约程度的逐步增加，老年

住宅的专业属性会逐步升级，所以，如何选取一个适中的平衡点？即如何“适度”选择“适

宜”的部品与技术？对打造高品质的适老化居住空间尤为关键。

当前，国内的住宅市场已经从“高利润”的时代步入“高竞争”的时代，住宅开发建

设已经从注重“数量”的时代步入注重“质量”的时代。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成品住宅将

会全面取代毛坯房。那么，住宅部品与技术集成化程度的高低将会直接反映适老化住宅品

质的整体水平，住宅的安全性、舒适性、健康性标准的高低会直接反映适老化住宅品质的

整体水平。

2.4  住区需配建适老公共服务设施

依据博洛尼研究院主持的“中国居住生活方式研究”针对国内老年人的“适老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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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②的调研数据表明，相比于中青年人，老年人日常的主要休闲活动基本是围绕着“家”

和“住区”而展开的。适老社区的核心竞争力是其所提供的适老配套服务，所以住区适老

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建更是不容忽视。住区适老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养老

医疗服务设施、适老生活服务设施、户外适老措施。

与中青年相比，老年人对医疗服务设施的依赖性更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住

户群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会更为突出。因此，要统筹规划各类医疗服务设施在住区的布局，

务必达到资源使用的高效、便捷；且医疗服务设施依据使用功能的不一样，在布局上需予

以区别对待。如简便的卫生服务站为方便老人步行使用，可嵌入到每个居住小区内，服务

半径不超过 500 m ③；而提供更丰富、更专业医疗服务的康复医院，宜作为整个住区的核心，

形成以围绕核心向外辐射展开、具有一定使用半径的圈层式住区布局结构，服务半径以不

超过 30 min 车程为宜。

此外，适老生活服务设施除提供能满足老年人在内使用的商业、餐饮、娱乐、健身、

文化等生活服务设施外，还需配套有针对性的助餐点、老年人日托站、老年人活动中心等。

考虑到老年人的行动能力有限，应将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的服务设施，如助餐点、

老年人日托站、老年人活动中心、便利店等布置在近家范围的居住组团内。

户外适老措施包含两大类：一是户外无障碍通行。住区内的街区空间、户外活动空间、

停车空间、楼内公共空间以及配套服务设施内部空间等所有户外空间，常常是住区适老化

设计的薄弱环节，应重点关注其无障碍联通、地面铺装防滑材料、完善指示标识系统、配

套辅助设施等等适老措施的实施，以保证老年人户外通行安全。二是户外活动空间配套。

可结合城市街区公园、广场、绿地以及居住区、居住组团等空间，创造更多适合老人户外

活动的空间，以便扩大老年人交往、健身的活动范围。

3    结语

推动国内住宅适老化可持续发展可从四个方面入手。

1） 政策要支持、要扶持。2013 年，国家出台了众多与养老相关的产业政策、法律法

规、指导文件，各地方政府也依据国家的政策出台了相关的细则解读，其中最为重头的就

是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这些政策的发布表明国家已经

着力从顶层设计开始促进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 [5]，这对住宅适老化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创造

很好的社会氛围。

2） 实施全过程要层层把关。住宅适老化设计是一个动态完善的过程：伴随着项目的

立项调研，项目的设计、施工、交付使用，以及项目日后的维护运营、实时更新，适老化

设计贯穿了整个过程。因此，只有层层把关，才有可能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在现在的住

宅中通过设计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以保证现在的居住者逐步老去之时，仍可通过简

单的更新、改造满足舒适、安全、健康的居住需求。

3） 住宅适老化设计标准可分级处理、分步实施。这点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美

国的《通用住宅设计》分为结构性特征和非结构性特征，所谓的结构性特征是指在住宅新

建或更新时必须考虑的特征；非结构性特征则是指花费较少，并且容易加入已建的住宅中

的特征。与此类似，日本的《应对长寿社会的住宅设计指南》也分为基本标准与推荐标准，

基本标准是一般设计必须考虑的事项；而推荐标准可依据需要选择，从而进一步提高住宅

的安全性与舒适性。可以学习美日的做法，在制定住宅适老化设计标准时，按等级划分为

基础项（或称强制项）以及推荐项（或称自选项），建议推荐项为花费不多、容易加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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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而一些将来发展必须但现在暂时不需的项目，也建议以“潜伏设计”的方式作为基

础项强制实施，以便于日后的运营管理。如目前的多层住宅，按国内现行的规范要求尚可

不作电梯配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业主的老去，将来加装非常必要，虽电梯配置仍可作

多层住宅的推荐项设计标准，但预留加装电梯的合理空间应归在基础项。此外，住宅的分

级处理，分步实施，还有利于降低住宅建设成本，一定程度上缓解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压

力、投资风险，有利于适老化住宅建设的推进与普及。

4） 要想适老化住宅可持续发展，加强宣传非常必要。只有提高全民对适老化住宅的

认识，加强对老年人的关心与尊重，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才能获得全民广泛的支持，

顺利地将适老化设计标准纳入常规住宅的通用设计标准，顺利地将住宅适老化设计进行到

底。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主要城市年度数据（2011 至今）》。

②  2012 年博洛尼研究院作为发起单位，联合了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清华校友总会房地产行业协会、

日本市浦设计、慧聪研究等机构，共同推动并实施“中国居住生活方式研究”项目。其中的“适老化研究”

为其重中之重，相关的研究成果编撰成《2013 中国老年产业分析报告》。

③ 本数据由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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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 Quo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Residential Housing Adapting Aging Popul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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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in the aging society since 1999,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iz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unsuitable residential housings for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and a widespread concern problem of the society.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adapting aging population design. And by 
learning from foreign residential design standards, combined with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some innova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designing the residential 
housings，so that they could adapt the gradual ageing household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residential housings; adapting aging population design;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丁 斌：中国住宅适老问题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74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JRUAT   2016-6-25    第 23 卷第 1 期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各行各

业趋向国际化、规模化、信息化发展，现代

物流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化、商务电子

化、购物网络化的多重推动下，更面临向现

代化、多功能、一体化、综合性发展的要求。

因此，不仅要求管理学关注现代物流的发展，

而且研究的重心需要进一步突出。财务管理

作为企业管理的重心，营运资金作为财务管

理的重心，在当下环境，现代物流势必会对

营运资金管理的要求更上一个台阶。将价值

链与营运资金管理两理论引入现代物流，在

分析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完善价值

链服务，优化价值链流程、构建现代信息技

术平台实现价值链视角的现代物流营运资金

管理。

关键词：现代物流；价值链；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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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利芬（1981-），女，湖南临武人，

讲师，主要从事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研究。

资金就如企业的血液，资金链断裂早已被确诊为企业破产倒

闭的最大杀手，营运资金作为流动性最强的财产，如何管理营运

资金已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环节。据报道，2009 年中国

海洋大学与中国会计学会共同发起创建“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研究

中心”，可见，营运资金管理已深入政府、专家、学者的理论研

究。据调查，企业财务经理用于管理营运资金的时间和精力近三

分之二，可见，重视营运资金管理早已深入企业的实践操作；经

济全球化的当下，因信息技术的创新、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购

物的潮流、无不提醒我们关注现代物流（或现代物流业，下同），

现代物流营运资金的管理值得研究，对现代物流营运资金管理从

价值链视角进行研究，可以完善行业价值链，提高市场占有率；

可以优化行业管理模式，提高行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可以找出营

运资金的关键点，提高营运资金的管理水平，更值得深入研究。

1     现代物流的价值链与营运资金管理

1.1   价值链与现代物流价值链

“价值链”作为企业寻求竞争优势的分析工具，是由美国哈

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他认为：企业均是对产品进行

设计、生产、营销、发货、售后等主要活动以及对产品起辅助作

用的人事、财务、研发、采购等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构

成一条动态价值链。这条动态价值链涵盖企业的资金流、商品流、

物流、信息流等，这些彼此相关联的活动构成了企业创造价值的

整体，但是并不是每一项活动都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只有在价值

链上实质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活动才是企业的战略活动，企业要

保持竞争优势，就是将价值链上的战略活动发挥优势。 

物流是指为满足客户的需要而将货物从供应方向消费方进行

实务转移，并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

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功能有机结合的一种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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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过程。

现代物流主要是指原料、成品等实物从起点至终点与相关信息有效流动的全过程。其

将运输业、仓储业、装卸业、加工服务业、整理服务业、配送服务业、信息业等行业有机

结合，形成一条完整的供应链，为客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它是一个新型

的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渗透性强的复合型产业。它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以机场、港

口、码头、货运站等交通运输枢纽设施为基础，以物流技术、信息平台、组织机构为依托，

以客户为核心，以第三方物流为纽带，由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

配送、信息处理、制造、流通等企业在空间上的集群现象。现代物流创造的价值包括物流

企业内在功能产生的基本价值；物流企业与供应链上游提供的信息技术、流通加工等服务

产生的增值价值；物流企业与客户下游提供咨询、培训、管理市场等产生的延升价值；各

物流企业之间协作产生的共赢价值 [1]。

现代物流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增加的活动主要包括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其中基本活

动是指现代物流的接货、仓储、装卸、运输、分发、售后等，辅助活动主要是指现代物流

的整体组织、人力资源、技术研发、物资采购等，各项活动整合构成了现代物流的价值链，

共同为物流企业创新价值，现代物流价值链，如图 1 所示 [2]。

1.2  现代物流营运资金管理

营运资金也叫营运资本，是指企业为维持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运行所需的资金总称。

财务管理学对营运资金存在多种理解，常见的三种理解：一种是总营运资金的理解，即企

业一定时期投放在全部流动资产上的资金；一种是净营运资金的理解，即企业一定时期的

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后的差额；一种是营运资金总称的理解，即企业一定时期全部流动

资产和流动负债的统称。本论文认同营运资金总称这种理解，所以营运资金管理是对现代

物流业一定时期的流动资金和流动负债的管理。

营运资金管理是指规划与控制企业一定时期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使企业的偿债能

力和盈利能力均保持在良好的状态，以对企业经营活动中资金流的监控或理财活动中资金

流的管控为核心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结合现代物流业的特征，其营运资金管理主要

是对经营活动产生的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

酬等进行管理，对理财活动中产生的短期借款、短期投资、应付利股、应收股利等进行管

理。由于我国物流业起步较晚，虽然我国现代物流增长速度快，物流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行业运行日益规范，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物流成本偏高、物流企业盈利能力弱、

投融资能力差、科技管理水平落后等。

1.3  现代物流价值链与营运资金管理的关系

从价值链和营运资金管理两者共同来看现代物流，两者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1  现代物流价值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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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代物流价值链与营运资金管理关系图

从图中我们可见，现代物流因业务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多条相关流程。第一，生活中

的商品基本遵循这样一个流程，即“供应商”提供原料给生产商，“生产商”按一定的工

序生产出特定商品后将商品转由“销售商”，最终销售给“消费者”，这一流程称其为商

品流。第二，商品流中所涉及到的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或是消费者，均需要将货物从

一方向另一方进行实务转移，那么它们均属于现代物流的客户，多家现代物流企业联合形

成一大群体产业，共同为客户提供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

信息处理等综合性服务，这一流程称其为物流。第三，现代物流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会

产生资金流入与流出，同时为企业更好的发展需要对资金进行合理规划和有效管控，这一

流程称其为资金流。第四，客户及市场需要物流业从多方面结合各种流程完善相关信息，

不管是商品流、物流还是资金流都是信息流的来源点与传播道，这一流程称其为信息流。

这些流程无不展示现代物流行业价值链管理与营运资金管理密不可分 [3] [4]。

首先，现代物流中价值链管理和营运资金管理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均是为了实现价值

最大化。其中现代物流价值链管理目标主要是优化相关流程，降低组织成本、管理成本、

经营成本，综合提高行业的市场核心能力，通过行业价值链管理，使现代物流行业提高对

客户服务水平与质量、降低服务综合成本、不断扩大市场占有份额，使不增值活动协调增

值活动创造更大价值，最终实现价值最大化。现代物流营运资金管理目标主要是对客户提

供经营服务过程及资金投融资活动中产生的营运资金进行管理，以便降低各环节营运资金

的占用进而加快企业资金周转速度，提高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进而降低偿债风险，提升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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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信用等级，使流动资产与流动负责整体协调，最终实现价值最大化。

其次，现代物流中价值链管理和营运资金管理二者互相渗透。资金流贯穿于价值链管

理的每个项活动中，营运资金管理是价值链管理的具体货币表现，管理好营运资金能促使

价值链管理创造更多价值。同时，价值链管理中一个很重要的管理就是资金流管理，管理

好价值链能使企业资金流更良性流通，更有效的实现财务管理目标。

2    现代物流营运资金管理的价值链视角

现代物流营运资金管理的价值链视角就是现代物流企业将营运资金管理提升到行业整

体战略管理的层面，将价值链管理与营运资金管理有机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整体的、系统的、

优化的管理指导思想，以相关流程链中的营运资金为对象，通过对物流企业商品流程、物

流流程、信息流程、资金流程等进行优化而达到整体价值链优化，并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

托，实现贯穿现代物流全部流程的营运资金管理，最终实现价值链视角下现代物流价值最

大化管理目标。价值链视角的现代物流营运资金管理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实现。

2.1  完善价值链服务

现代物流首先应有价值链理念的管理观，明确科学合理的价值链管理能让行业创造最

大化价值，同时更有效的管理现代物流产业的营运资金，为让管理更上一个台阶，首先完

善的应是现代物流的价值链，现代物流价值链发展，如图 3 所示。

结合现实价值链，在分析现代物流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找出存在的问题与影响因

素，区分价值链中增值活动与非增值活动，辨别单一活动与一体化活动，识别行业内部活

动与行业外部活动，通过物流企业与供应链的上下游产生纵向价值链完善，即向上提供各

项信息技术、流通加工，向下提供咨询、培训、管理等增值性、延升性服务，通过物流企

业之间产生横向价值链完善，即各企业之间进行合作经营，实现 1+1 ＞ 2 的协同效应，同

时让不能适应市场变化、不能及时革新企业从价值链中淘汰出去，在激烈的竞争中让各企

业越来越优秀，最终实现价值链越来越合理、有序、良性、高效，为营运资金管理打下良

好基础 [5]。

2.2  优化价值链流程

图 3   现代物流价值链发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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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商品流管理，提高服务效率。传统的商品流是指从原料开始，经过生产、加工、

销售，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这一流通过程，物流企业与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消费

者均是商品流中独立的个体。现代物流应将商品流纳入行业价值链管理的链条之一，正确

对待商品流过程中是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消费者，将他们视为物流行业的客户群，

满足客户群特定服务需要是物流业的宗旨，为客户群提供便捷、快速、优质的服务。物流

行业面对无数个客户与面对一个客户群，相比而言，应该是只与一个客户群产生业务活动

让现代物流行业中的商品流更加清晰化，各环节的服务效率更高。

优化物流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传统的单一物流运输服务的增值空间有限，如果与其

他多产业结合多方位为客户提供服务，形成一体化服务的增值空间大大提高。结合物流业

未来发展，将现代物流产业定位成复合型产业，同时延伸上下游的研发、市场等服务，提

高整个行业的服务质量。

优化资金流管理，提高偿债能力。资金流是在商品流与物流的基础上，把资金分配到

现代物流业的各相关环节，至于各环节应分配多少额度，周转期为多长、各类流动资金比

例，流动资产与流动负责比例等就需要合理分配。因为只有合理的分析比例、分配法才能

让资金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在资金管理过程中需要遵循的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为收益与风

险权衡原则，即在对资金进行理财管理过程中，在考虑理财带来收益的同时，还要想到需

为此承担的风险，通常二者存在风险越高时收益也越高的正向关系，同一风险条件下决策

收益高的理财方案对资金的管理会更有效。二为流通性与收益性反向原则，营运资金是所

有资产形态中流动性最快最高的资产，能为满足企业随时支付的好处，但是他的收益性相

对于其他资产是最低的，需要资金管理决策中综合考虑。三为收益与成本配比原则，即在

考虑营运资金流通过程中能为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还应考虎到为取得这一收益付出的代

价，只有在收益大于代价的理财决策才是可行的营运资金管理决策。现代物流业只有遵循

这些原则才能更好的让资金流良性健康的循环，不断提高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

优化信息流管理，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信息流来源于现代物流行业运转过程中的其

他所有链条和环节，特别是由于资金流涉及的环节与链条，涵括的信息更多更全面，产生

的信息源更丰富，所以加强对信息流的管理就是加强与资金流相关环节的管理，加大资金

运转效率，促进现代物流行业营运资金管理。首先对现代物流业内部建立高效沟通的信息

系统，使现代物流业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商品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能够迅速沟通，

其次对现代物流业应开发一套集商品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一体的管理软件，最大

可能实现各链条间数据、资源、信息的集中化与共享化，确保现代物流业对资金合理的预

算、决算、监督、控制、结算等管理工作，使财务管理活动更规范化。相信现代物流业对

信息和数据的处理能力提高的同时也就是对市场风险应对能力的提高。

商品流是价值链营运资金管理的前提；物流是价值链营运资金管理的基础；资金流是

价值链营运资金管理的核心；信息流是价值链营运资金管理的保障。只有这四条流程优化，

价值链视角下的营运资金管理才更能体现出管理意义与作用 [6]。

2.3   构建现代信息技术平台

虽然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物流业的发展只是快，与西方发达国

家的物流业相比，在规模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主要根源就是物流业技术相对的落后，服

务效率之低。应该让现代物流融入现代高端技术，通过融入现代高端的技术让物流行业站

在更高的平台管理资金。现代信息技术是一种无形态的资本，与其他所有的无形资本一样，

能在一定物质条件下为企业产生巨大经济利益。因此，现代物流可以将现代信息技术注入

价值链的各领域，积极将现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业中的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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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加工、配送、结算等服务活动相融合，构建适合现代物流的信息技术平台，提高现

代物流的信息技术水平，发挥现代化管理效应，实现最终财务管理目标。

3    结语

互联网时代，当运输业、仓储业、装卸业、加工业、整理服务业、配送服务业等物流

相关各行业无法为市场需求者提供成本更低、价值更高的有效服务时，集运输、仓储、装

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服务或行业为一体的集群（即现代物流）

便产生。现代物流在运营过程中通过沟通、整合、协调、共享实现行业增值、创新、优化，

形成价值链效应。

现代物流通过创新领域、开拓新市场，以创造新增价值；通过不断为资金链注入新“血

液”，以加快营运资金的流通；通过信息与技术的有效整合，以构建现代化信息系统平台，

不断促进现代物流营运资金管理水平的提高。

站在现代物流营运资金管理之价值链视角展开分析，明确现代物流营运资金管理实施

的途径与手段，为今后此类话题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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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odern Logistics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

ZHOU Li-fen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Guangdo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re is a trend that all trades and professions go 
internationally, massively and informational. Being pushed forward by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echnical information, e-business and on-line shopping, modern logistic is tend to become more 
integrated, comprehensive and possesses more functions. Because of that, management is required 
to keep an ey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ogistics and its main emphasis of research should 
be further highlighted.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management of operating funds is to be further 
requested due to modern logistics with financial management being the main cor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operating funds being the key poi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Thus it is 
feasible to introduce theories of both value chain and management of operating funds into modern 
logistics. After being analyz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modern logistics operating funds 
management can be established due to the perfection of services of value chain, improvement of 
processes of value chain and building of modern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modern logistic; value chain; operating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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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政府的举债是一个普遍现象，

政府债务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

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地

使用与管理政府债务，不但不能实现政府债

务适度规模和用途合理，而且为了狭隘政绩

不顾偿债能力盲目举债。更为严重的是，地

方政府债务中衍生出的腐败，使政府债务变

成了一种腐蚀剂。反思地方政府债务使用与

管理的这些不良后果，意在以此为戒，进而

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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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财政问题上，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应当

在收入的范围内支出，最为理想的是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后的凯恩斯经济学则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

即使政府预算中出现赤字，也应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产出和

就业。凯恩斯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相信，财政政策就像一个旋钮，

可以用来控制和微调经济。较高的预算赤字意味着对总需求的更

大刺激，从而可以减少失业和摆脱衰退。反之，可以消除通货膨

胀的威胁 [1]618。

地方政府的举债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些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

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它们的地方财政独立于中央财政，中央财

政预算和地方财政预算各自独立编制。

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政府债务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尤

其是在发生经济衰退的时期。但是，政府过度举债将带来种种不

良后果。经济学家曾经警告政府债务这块巨石势必滚落下来并碾

压他们自己 [1]617，事实果真被经济学家所言中。

例如，2008 年 10 月，冰岛主权债务危机致使该国濒临“国家

破产”的境地；2009 年 12 月，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分别下调了

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此后，欧洲多个国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

纷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2013 年 10 月，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

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时，政府再度“关门”。这些国家爆发主权

债务危机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社会危机。政府的“债务刹车”

以及财政紧缩计划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于是，抗

议财政紧缩计划的罢工游行、暴力冲突、大规模骚乱等，不仅在

希腊而且在英、美、德、法等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过。

政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慎重地决定政府债务的规

模，否则，政府债务这块“巨石”不仅会“碾压”盲目举债的政府，

而且会招致更大的灾难。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拉美国家，

其财政政策是趋于保守的。“墨西哥一直小心谨慎，不在财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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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扩张；它的经济增长低得令人失望，但绝对没有危机发生”。然而，1982 年拉美国

家的外债总额高达 3287 亿美元。累积如此高额债务的原因是，拉美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初期，

将“传统的财政谨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2]26，在国民储蓄率很低的条件下大量借入外债。

高额的债务催生了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这场债务危机延续至 1990 年才得以平息，并且

给拉美国家的经济打上了深刻的债务危机烙印。

本文通过反思地方政府使用与管理政府债务过程中的不良后果，意在以此为戒，提高

地方政府债务的配置效率。

1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与管理的基本情况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提出了所谓瓦格纳法则，其基本内涵是，随着

政府职能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要求保证行使这些职能的公共支出不断增加；只要符合政

府职能的要求，不必担心出现暂时的财政不平衡；利用公债举办公共事业是可行的，条件

是它带来的财政收入增加额能够抵消这些公共事业的支出。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简称地方政府债务，下同）

最早发生在 1979 年，并且仅有 8 个县区在当年举借了政府债务。至 1996 年底，全国所有

省级、90.05% 的市级和 86.54% 的县级政府都举借了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在弥补地方财力

不足的条件下，在抗击自然灾害、改善民生、治理生态环境、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都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地方政府债务的筹措和使用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向来也非常关注。例如，2012 年 12 月，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

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对地方政府通过违规集资、（建设 - 移交的）BT、信托等方

式举债和违规注资或提供担保等行为进行制止，并要求清理整改。

表 1 中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情况，显示了债务余额、债务率、债务风险等指标。

年 份 审计结果

2009
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合计 2.79 万亿元，省、市本级和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为集中，有

7 个省、10 个市和 14 个县本级超过 100%，最高的达 364.77%。

2010

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107 174.91 亿元，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率为 52.25%，按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全部转化为政府偿债责任计算，债务率

为 70.45%。

2011 ～ 2012

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 38 475.81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12.94%，其中，10 个地区 2012

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 100%，如果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 16

个地区债务率超过 100%。

截至 2013 年 6 月底
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 178 908.66 亿元。与 2012 年年底相比，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

债务上升 13.06% 至 108 859.17 亿元。

说明：各年份的审计范围未列出，各年份的审计范围会有差别。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公告整理。

国家审计署在历年的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中都认为，全国政府性债务各

项风险指标均处于国际通常使用的控制标准参考值范围内，风险总体可控。中国社会科学

院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 2015》声称，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存

在无力偿还债务的“清偿力风险”。

表 1 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部分情况概览

欧阳勤 , 刘秀光：反思地方政府债务的使用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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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与管理的不良后果分析

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固然可喜，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对债务资金的使用与管

理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债务资金使用的效率、目的性、官员的廉洁或者腐败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或许比债务风险是否可控所产生的后果更危险。文章拟从以下三个方面

对某些地方政府使用与管理债务资金出现的问题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进行分析。

第一，政府的债务即使是用于公共支出，但如果其公共支出不能做到适度规模、用途

合理，那么，这些公共支出（或政府投资）是缺乏效率的。例如，日本政府（包括地方政

府）为了抵抗 20 世纪 90 年代的泡沫经济，实施了累计数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

1992 至 1994 年分别投入 11 万亿、13 万亿和 15 万亿日元。由于政府长期扩大在社会基础

设施方面的财政支出，日本的社会基础设施过分完备，结果反而降低了经济效率。其原因是，

政府持续向豪华的公馆、政府大厦等毫无用途、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进行巨额投资，只能

降低经济效率，降低经济增长率 [3]99。日本政府的这一财政政策，虽然使日本的人均社会

基础设施累积投资相当于美国的 3 倍之多，但被认为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的债务将拖累地方政府的稳定，甚至危及地方政府的生存。典型的例子是

2013 年 12 月 4 日，身背 180 多亿美元债务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破产申请正式获得法院

裁决通过，昔日昌盛的“汽车之城”变为社会动荡“犯罪之城”。

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似乎已经或者正在重蹈上述案例的覆辙。在地方开发建设的过程

中需要政府的公共支出，用于配套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但某些地方政府在决策开发建设

项目时，无视现实的经济基础，不顾自身的偿债能力大规模举债，其结果就是“鬼城”的

产生。例如，昆明市呈贡区 10 万套住房无人居住，还有大量写字楼空置；鄂尔多斯市的“鬼

城”——康巴什新区已经开工将近 10 年，依然有很多住房空置；江苏常州市因其新城区“南

部新城”楼盘集中，且大量商品房积压，被称为继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之后的又一座“鬼

城”。伴随着“鬼城”的产生，政府的公共支出或投资也就沉淀在“鬼城”中。

“鬼城”现象的产生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为地方经济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具体地说，政府的债务必须向债权人支付利息，为此，必须征收税款用于支付债权人应得

的利息收入，被征税者可能会减少工作和储蓄。而无论是减少工作还是减少储蓄，都是对

效率和福利的一种扭曲。政府债务最严重的后果是，人们将会积累政府债务而非私人资本，

从而使得私人资本存量被政府债务所替代。资本存量的减少由此带来的低效率进一步降低

了国民产出和就业，必然会有损长期经济增长。

第二，政府债务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职能扩大的体现，但某些地方政府不顾偿债能

力的举债，有狭隘政绩观之嫌。政府债务的表达式为：

Dt ＋ 1 ＝ Dt ＋ Gt ＋ Ft ＋ Dr － Tt

式中，D 为政府债务，G 为政府购买，F 为政府的转移支付，r 为利率，T 为政府的收

入。t 为当期，t ＋ 1 为下一期。

在上式的所有变量中，政府债务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没有关联性，但是，在现实中某些

地方政府狭隘的政绩观却成为政府债务累积背后的推动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是多年来难以

消除的顽疾。

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开发或许各有各的目的：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为了提高本地区的

知名度、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等等。如果真正实现了上述目的，地方政府的政绩应该给予肯

定。不过，在不少地方政府的开发热情中，难以解释他们不是为了显示其政绩。“好大喜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3 卷第 1 期    VOl.23    NO.1



83欧阳勤 , 刘秀光：反思地方政府债务的使用与管理

功”的工作作风、追求所谓“形象工程”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开发热”中某些地方政府的决策者缺乏认真调查研究，盲目投资毫无科学根据和

主观臆想的“人造景观”与一哄而起的“古城再造”项目。其结果是，荒唐的“人工星星”

和“人工月亮”这样的人造景观，以及一座座“赝品古城”的出现。这些“开发热”的产

物，虽然使 GDP 增加了，但是，不仅对社会资源造成了极大地浪费和对民族遗产是严重

地破坏 [4]。

例如，2004 年湖北省黄冈市规划并实施的“建设发展龙头经济的形象工程”——东

方广场，最终变成了杂草丛生的“撂荒广场”；2008 年陕西省凤县投入 6.5 亿元人民币，

建造所谓人工星星和人工月亮，引起群众的广泛质疑；2009 年总投资 3 500 余万元人民币

的“三峡明珠观光塔”，其结局是被拆除的命运，由此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强烈指责。这些

都是政府债务的使用反而导致浪费社会资源的典型案例。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随后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防控债务风险”列为 2014 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之一，

并且，“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这充分显示了

中央的高瞻远瞩。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就其根本而言，纠正以 GDP 增速为导向的政绩

观是关键。

第三，某些地方政府在债务资金使用与管理中衍生出某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和违规行为，

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例如，在 2010 年 5 月监察部通报查处的 20 起工程建设

领域典型案件，2010 年 9 月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通报工程建设领域十大腐败案例处分

238 人，2012 年以来，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办南京整治工程中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

339 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2.9 亿元。在这些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中，除了一部分是与征地、

批准项目等有牵连，很多是与政府的公共支出或投资有直接关系，政府债务在某些地方政

府官员那里变成了一种腐蚀剂。

政府债务变成了一种腐蚀剂的另一种表现，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贪图享受追求私利，

借地方经济开发建设之机修建楼堂馆所。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央政府就明令禁止修建

楼堂馆所。例如，1988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

同时，国务院公布了《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此后，中央以及相关部门又为此三

令五申。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

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200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

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2013）等。

地方债务中隐藏着的违规行为，就是强拆、违规征用土地等问题。早在 2004 年《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针对城市改造提出了一系列

要求，例如，用“正确的政绩观指导城镇建设和房屋拆迁工作”、“严格控制土地征用规

模”、“坚决纠正城镇房屋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和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等。

但是，不少地方政府违背中央政府这些要求的做法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有的问题屡禁不止。

强拆、违规征用土地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危及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政府债务是政府凭借其信誉，并作为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按有偿原则发生信用关系筹

集资金的一种信用方式。因盲目举债，搞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或因政府官员的

工作失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等，致使无法按期还本付息，这样的现象在近些年被屡屡爆出，

政府的公信力也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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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近年来，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一直趋于上升，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

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不断增长，债务风险也逐年增大。尽管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无

视某些地方政府对债务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政府的债务不能做到

适度规模、用途合理；狭隘的政绩观是政府债务累积背后的推动力量；政府债务衍生出的

政府官员腐败和违规行为，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反思地方政府债务使用与管

理的这些不良后果，是为了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使用效率。同时，地方政府债务的使用与

管理也是检验政府是否廉洁的良好试剂。

为了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要合理使用政府债务，更要严格管理。地方政

府应按照国际惯例把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分别控制在 3% 以内和 60%。地

方政府可以改革政绩考核体系，降低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举债需求，严格管控政府投资行

为，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效率，减轻偿债压力；增强债务透明度，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项

目监督管理制度。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扶植地方主体税种，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

高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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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OU Yang -qin, LIU Xiu-gu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Guangdong,China)

Abstract: Local government deb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because it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if the local government can not use 
and manage the government debt effectively, the moderate debt will not be achieved and the debt 
can not be used reasonably. Furthermore, because of the narrow record, the local government 
will borrow heavily inspite of its ability to repay. More seriously, the corruption derived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debt has made the government debt a corrosive agent. Reflecting on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about the use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debt is intended to take 
this as a warning.The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in the use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Key words: government debt; use and management; alloc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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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的混合使用是城市进入“存量”

优化时代的必然趋势，集约高效的土地混合

使用已相当普遍，城市更新改造已成为释放

土地开发潜力的主要手段。因此笔者对广州、

深圳等城市更新项目中的土地混合使用情况

进行了研究，旨在分析制约土地混合使用的

因素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以深圳为例提出

土地混合使用机制的实施策略 , 促进土地混

合使用机制的形成。

关键词：珠三角；旧改；土地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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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城乡建设用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 570.0 km2 到 1988 年

的 1 765.3 km2，再到了 2006 年的 6 816.04 km2，年均增速达 7.79%[1]，

而 2013 年已达到约 8 534.0 km2，增加了近 5 倍 [2]。在深圳、东莞

以及佛山的南海、顺德等地，建设用地占城乡总用地的比例已经

超过 40%，这意味着这些城市几年之后便会无地可用 [3]。与此同

时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同样加剧了用地的紧张，从粗放扩张式用地

向节约集约用地转变，探索了节地新模式已十分迫切。

土地混合使用作为一种集约型资源发展方式对于城市尤其是

大城市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已走向“存量”规划的珠三角区域而言，

城市更新项目很大程度上都难以回避土地混合使用的问题。因此，

对城市更新项目中土地混合使用模式的研究十分必要。从增加和

整合不同用地使用类型的视角出发，针对单一地块的多种建筑功

能和同一街坊内多种用地性质的混合使用为对象，分析在城市更

新项目中混合使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1　 珠三角各地城市土地混合使用状况综述

1.1  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中的土地混合使用

深圳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城市建设开始受到“四个难

以为继”的制约，土地和空间、能源和水资源、人口和劳动力以

及环境承载力等压力，迫使深圳由过去的“增量扩张”为主转向“存

量优化”为主。以增量更新为主导的城市空间增长方式对土地使

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近年来在法定图则的编制和管理中，

土地混合使用得到了强化。据有关统计分析，深圳市 2008 ～ 2009 

年法定图则委员会审议已批法定图则个案修改案例中，审议事项

中 61% 与用地性质调整以及土地混合使用有关，6 次会议共审议

41 项图则个案修改，其中 25 项涉及用地功能调整。伴随着深圳市

更新进程的加快，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和混合使用已成为一个

普遍存在的现象 [5]。

在用地功能调整案例中，在原规划功能的基础上申请混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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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其他使用功能的案例占比达 40%。土地混合开发的案例主要是居住用地中要求增加商业、

办公等功能，仓储用地要求兼容开发仓库、展览、办公、公寓等物流功能，工业用地要求

建设研发功能，轨道交通设施用地要求混合开发居住、商业、办公功能等 [6]。

1.2  广州市“三旧”改造项目中的土地混合使用

随着城市的发展，广州建设用地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加大“三旧”改造力度同样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2015 年 2 月 28 日，广州市城市更新局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以更新改

造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探索低效存量建设用地发展阶段的到来。广州市自 2009 年“三旧”

改造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全市“三旧”用地就达 1.5 万宗，城市更新所释放出来的用地数

量巨大。而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网站公开的 331 例“三旧”改造或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改、调整的相关批复中进行统计（2007 年 3 月～ 2015 年 3 月），涉及到单一用地

性质调整为混合用地的 1 078 宗，共 195 案，审议事项中 59% 与土地用地性质调整和混合

用地有关，土地混合使用表现为商业与住宅、科研、商务、交通，居住与交通、工业与科

研等类型。可见，广州市城市更新项目中土地混合使用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管理中重要手段。

土地利用混合程度还可以从城市不同性质土地混合的总体情况得到验证。在城市地理

学中，可以引入信息论中的熵值原理来表示用地的混合情况，熵值的大小反映混合程度的

强弱 [7]，参考林红、李军对 2005 年广州市城区各区的土地利用混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

明在城市更新项目较为集中的越秀、荔湾和海珠区，相应的土地利用混合率也相对较高 [8]。

1.3  其他城市“三旧”改造项目中的土地混合使用

2007 年 6 月，佛山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居改造的决定及

3 个相关指导意见》，“三旧”改造逐步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以佛山市国土资源

和城乡规划局网站公示的四区及佛山新城《佛山市 2013 年经营性房地产及工业用地勾地

表》为例，仅 2013 年，全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189 宗地中混合用地共有 78 宗，占比

41.26%，土地混合使用也较为普遍，其中以更新改造形式供应用地 27 宗，混合用地 25 宗，

占比 92.59%。开发宗地中土地混合使用的形式以商住混合、商业商务混合为主，有少量

的新交通编组站、上盖居住、商服综合开发地块。

珠海城中旧村改造中土地混合使用也较为普遍。依据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网

站公示的《珠海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2013-2020》，到 2020 年珠海全市列入“三旧”改

造的城市更新地块规模为 1 606 个，共 37.48 km2，城市更新已成为珠海盘活存量土地的主

力。而 2014 年珠海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一批计划中，城市更新单元 6 个，更新用地面

积 11.43 公顷，其中混 4 个为混合用地，共计 8.38 公顷，占比 73.32%，土地混合使用在

更新项目中已成主流，主要的混合使用形式为商业、商务办公混合，商业居住混合，商业

商务居住混合等。

东莞早在 2008 年就开始实施“三旧”改造，先后出台了配套政策性文件 20 多份来推

动“三旧”改造的实施。笔者从东莞市“三旧”办获悉，截止到 2014 年 4 月东莞市已批

出或审查“三旧”改造方案 596 宗，面积 4.8 万亩，已落实项目的 415 宗。目前正推动 5

个大型改造片区（共约 1.9 万亩）组团式连片改造试点工作 [9]。城市更新过程中以开发商

主导的混合开发趋势非常强烈，土地混合使用案例多集中在地铁和城际轨道站点周围和城

市中心区域，用地性质以商住混合、商业商务混合为主，为了全面规范东莞“三旧”改造

工作，东莞相继推出《意见》、《办法》等新规，规定市区内用于商住的更新项目不得超

过 60%，而镇区则不得超过 40%，工改商住的项目比例会控制在 40% 以内 [10]。

可见，在珠三角的主要城市中，城市用地的混合使用现象已较为普遍。对于已经步入

“存量”规划时代的珠三角区域而言，城市更新已经成为释放现有土地资源，实现内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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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主要途径。如何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顺应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满足开发主体对土地混

合使用的需要，分析土地混合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建立可行的操作机制，已经成为当前重

要的课题。

2　城市更新中土地混合使用存在的问题

2.1  技术标准滞后

深圳市 2014 版《深标》专门增加了土地混合使用的章节，在珠三角众多城市中实属

首创。对单一用地性质的混合使用功能在建筑面积比例上进行约束，在充分保障各类公共

设施建设规模和使用功能的基础上，鼓励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公用

设施用地与各类用地的混合使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尽管 2014 版《深标》对土地的混

合使用在制度标准方面进行了可喜的尝试，但是在城市发展转型与市场经济不确定性的宏

观环境下，严格细化的土地分类直接导致了土地用途的单一和排他性，多种新型、混合的

城市功能或产业功能很难用一两种用地性质准确表达，导致了规划编制的表达混乱和法定

图则的频繁修改，规划编制制度的弹性仍然存在问题。

2.2  编制技术科学性不强

目前，无论是深圳的法定图则，还是广州的管理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上延续了

传统控规的编制思路。是建立在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等上位规划基础上，通过自上而下的

形式进行的技术深化，以地方经验为依据，确定每个地块的土地用途。动辄几平方公里范

围的控规编制，很难对现状成千上万的权利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考虑周详，规划

师“拍脑袋”定性规划的现象仍较为普遍，与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存在脱节，规划的严肃

性不够。

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中村、新居住区、高端 CBD、工业园等开发类型同时存在，

新旧差异巨大，部分“三旧”区域功能复合化十分突出，改建、私建等不规范的用途调整

加剧了技术处理的复杂程度，动态更新的操作很难及时跟上。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经济环

境，就规划编制队伍本身而言，长期以来以城市规划、建筑学学科背景为主流的城市规划

从业者，尚未能从物质空间为主体的规划设计工作中转换角色，规划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不

足，处理措施粗暴，造成了形态空间无法解决多元的市场需求和城市复合化的增长规律。

2.3  相关政策不完善

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进入产业加速转型时期后，以创意研发、设计、物流、现代

服务业等 2.5 产业迅速崛起，不仅符合城市产业发展导向，又具有使用方便、转型快、低

成本等特点，有助于企业产业方向的快速、灵活调整，应对市场快速变化。创新型产业无

不体现出多种功能的高度混合，然而，现有的规划标准和管理规则却没能及时调整，造成

规划主管部门缺乏对其进行规划许可或规范管理的政策工具。

拿深圳来讲，《城乡规划法》、《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

以及《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等文件对法定图则（控规）修改规定了一套刚性、

严格的程序，极大的促进了城市规划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无独有偶，广州市

城市更新局和珠海市、东莞市、佛山市“三旧”改造办公室无一例外的建立了内容大致相

似的城市更新修改审批机制，这些政策文件多采用直接的规划指导措施，保障了法定图则、

控规实施的刚性管理。但是，随着近年土地混合使用需求的普遍增加，土地混合用途调整

的个案频次逐年增加，由于图则修改控制严格、程序复杂、耗费时间长，对城市建设与市

场开发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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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通过对珠三角区域土地混合使用的分析发现，在当前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元化的发

展过程中，城市已经自发形成了强烈的混合开发诉求，在城市更新规划中由于技术处理手

段科学性不足、技术标准、政策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综合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混合使用需

求，但“旧改”活动本身对制度、政策的依赖特点决定了，如何改革规划编制技术，优化

政策制度才是促进土地混合利用的关键。规划不应只是一种实现城市美好蓝图的纯技术手

段，还应是对土地资源利用的分配与调节，协调城市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促进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行动。因此，在土地再开发中建立多方参与、凝聚共识的土地再开发决

策体系及多元利益共同体协调合作的实施机制，才是从根本上实现土地混合使用体制健康

良性发展的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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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ixed Land-using Situation of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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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xed use of land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city to enter the "stock" optimization 
Era.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land use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urban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means to release the potential of land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studies the land use situation in Guangzhou, Shenzhen and other urban renewal project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land use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aking Shenzhen 
as an example,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land use system was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land u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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