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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涵发展是以质的提升为目标的发

展模式。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着力

点不同，而同一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内涵

发展的重点也有差异。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社

会发展的需要，促使高等教育加快转型，以

适应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要

求。突破内涵发展的瓶颈，坚持以特色化发

展理念、人事制度的重构和资金发展模式的

变革为着力点，是当前民办高校回归内涵发

展路径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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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发展是相对于外延发展而言的，外延发展以数量的扩张

为特征，而内涵发展是质量与效益的统一，是依靠主体内部的改革，

不断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高校内涵发展是内涵发展在高等院校的具体化，是高校功能

及其结果品位的提升，以及相关要素品质的改善和优化 [1]，是以质

量提升为目标 , 以生、师发展为根本 , 以专业特色打造学科特色，

以学科特色铸就学校品牌，进而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 , 实现高等

教育多样化发展 [2]。内涵发展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但不

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校，内涵发展的路径与模式不同。黄

达人先生曾讲过，高校内涵建设是在统一的内涵竞争指标体系中

关注学校的个性和特色。

我国经济体制从政府配置到市场导向，生产方式由劳动密集

型向研究与创新密集型演进与升级，经济结构由一元转向多元，

产业与教育从分离到关联进而融合发展，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发

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新常态”

（2014 年）更是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别提到的产

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及动力转型对人才的类型、结构和水平

提出了“新”和“高”的要求，构成了新时期民办本科高校内涵

发展的新动能。而如何接受挑战和抓住机遇，走在内涵发展的道

路上，是摆在民办高校面前的现实任务。

1    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外生和内生动能

民办高校内涵发展来自于决定其内涵发展的动能。依据内外

部关系论，可以将动能划分为“外生”动能和“内生”动能。

1.1  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外生动能

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历来是政府的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的重点

要求。例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

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全面提高高

经济转型期高校内涵发展的动能与着力点

——侧重于民办高校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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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质量，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3]；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均提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教育部“十二五”

高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提到，引导高校按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定位，全面加强

内涵建设，在不同层次、领域办出特色，克服同质化倾向等；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2012 年）提出，加强民办高校内涵建设，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高校。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而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同

质化问题依然固存，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错位。因

此，作为民办高校，必须改革创新强化内涵建设，培养适合经济社会转型需要的人才，是

时代赋予的使命。

1.2  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内生动能

首先，质量是民办高校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化

教育阶段。在物性竞争评价指标体系导向下，数量、规模和物理空间的累加效应，成为高

校追逐目标和发展的价值导向，由此衍生的质量危机，使得高校内涵建设备受关注。

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力备受关注，企业、家长和学生对高

校的办学质量期待增强。实际上，高等教育也存在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竞争

既可以得到，也可以失去。民办高校的起步来自于竞争，但如果止步不前就失去了竞争力。

因此，内涵发展是提升办学质量和竞争力的不二选择。

其次，民办高校面临生源与资金的双重压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

高校纷纷抢占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特别是对有学力和财力的生源，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相

对国内公办高校而言，民办高校争夺生源的条件不足，如学费相对较高、软硬件办学条件

尚待加强等。

以上两个方面对民办高校的发展是巨大的压力。但压力也往往成为民办高校内涵发展

的内生动能。内生动能将推动民办高校坚定转变发展方式，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在高等教

育领域赢得并拓展自身发展的空间。

2    制约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因素与突破

在厘清了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外生和内生动能之后，对制约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因素

与突破的分析，就是实现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所谓“着力点”问题。

2.1  制约内涵发展的理念因素与突破

发展理论、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是建构高等教育发展三个关键性支点 [4]，其中，发

展理念是在发展与变革过程中主体对实践方向和价值追求提出的理想预设，发展战略则是

发展理念的实践落实 [5]。因此，突破制约内涵发展的理念因素，成为破解民办高校内涵发

展问题的源头。具体地说：

1）正确理解内涵发展的根本何在。现代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多重职能，而人才培养是最根本和核心的。因此，人的发展

是高校内涵发展之本。这就要求民办高校关注物性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人性的发展，

将人的发展作为内涵发展的本质与价值追求。

2）正确理性处理内涵发展的各种关系。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内涵发展点与面，以

及一般建设与特色建设的关系构成内涵发展的三组基本关系。

正确认识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的关系。外延式发展以数量为特征，注重规模效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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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式发展以水平为内核，重在质量效应。数量和质量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紧密相连。要

理解内涵建设就要杜绝规模增长的认识误区，切实处理好规模适度与质量提升的关系，实

现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的和谐统一。

正确看待内涵发展点与面的关系。作为一个组织共同体，高校的内涵建设应具有全局

性，但基于资源和发展阶段不同，民办高校的内涵发展可以选择以点为主，重点突破，带

动面的发展方式。

处理好一般建设与特色建设的关系。一般建设指的是常态化的建设任务与项目，如教

学楼、实验室等。特色建设指的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那些方面。作为借助后发优势发

展起来的民办高校，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不因循守旧，办学实践勇于创新。

3）特色发展是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根本理念。内涵发展与特色发展是组织发展理论

经常使用的概念。内涵发展是相对规模发展的质量建设与水平提升，特色发展则是相对同

质化发展的独特品质塑造。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高校办得好坏，不在规模大小，关键是要办出特色，

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根据“边陲—中心”理论，民办高校若要从高等教育边陲走

向中心，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就不要简单地模仿公办高校的某些办学方式，而是要

发挥后发优势，打造自身的特色，塑造自身的品牌，通过弥补发展短板，走向自己健康发

展的目标。

2.2  制约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人力资源与突破

1）师资是制约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软肋。学科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是高

校内涵建设的重点与核心。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学科建设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表现在专业

结构性失衡，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培养结果与人才培养目

标错位。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源主要源自于师资力量与水平。2013 年，41 所新建本科院校

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4/5 的参评高校的教师队伍结构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80.5%，其中参评民办高校仅有 2 所合格，不合格率高达 81.8% [6]69。近两年，这种状况并

没有根本改变。

民办高校教师结构性失衡源自外在政策带来的人才引进难、稳定性较差，同时与内在

的聘用制度、薪酬制度和培养培训制度的不完善等直接相关。

针对民办高校师资队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当前民办教育分类管理体制下，民办高校

应做好新的制度框架设计和路径选择，改善人才发展的环境，建立科学合理的聘任、评价

制度，完善薪酬激励、培养培训制度，稳定队伍，完善教师结构，建立队伍发展的长效机制。

2）通过人事制度改革建构教师发展长效机制。具体地说：一是推行岗位聘任与绩效

评价制。民办高校可自主设岗、自主招聘及自主评聘。充分利用体制机制优势，民办高校

应着眼学校长远发展，改变因人设岗、主观评价现象，完善岗位结构，依据战略发展需求

科学设岗，在充分厘清岗位职能前提下，择优聘任。把握人才特点和专长，合理聘用，引

导教师搞好教学工作，鼓励教师提高科研和实践能力，调动教师主动性和积极性。改革教

师业绩评价办法，制定以业绩成果为导向，全面考核教师教学、科研和服务的综合评价办

法，重视岗位职责的履行与目标达成、工作能力和业绩水平考查，从单纯重视数量评价向

质量与数量并重的评价转变，鼓励高质量的成果产出。

二是完善教师薪酬结构。自定薪酬是民办学校机制灵活性的体现之一。长期以来以工

作量（即工效）为导向的分配制度抑制了质的提升。而民办高校现行的绩效工资，对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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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中青年骨干教师发挥良好的激励与稳定作用，但成果导向的考核机制也影响了高水

平人才引进。引入效率工资理论，探索效率工资（指的是企业支付给员工比市场平均水平

高得多的工资 , 促使员工努力工作的一种激励与酬薪制度 [7]）＋绩效工资的双轨工资制，

不乏为民办高校探索薪酬改革之举。效率工资推动高水平人才引进、人员稳定、人才素质

结构提升，因其是基于期望值而采取的高报酬，适用于教学名师、成就型的专家学者等社

会认可的高水平人才。其他人员可采用绩效工资制作为效率工资制的补充，以增强教师投

身教学、致力于改革的积极性，稳固一批优秀骨干人才，保障内涵建设实施，保证学校竞

争力与持续发展。

三是搭建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充分发挥教师发展中心职能，结合专业和个人专长，

制订教师周期性发展计划，包括教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学术能力培养计划，为教师个人发

展服务，稳定骨干队伍，进一步促进学校内涵建设与战略发展。

在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政策引导下，“双师双能型”教师是当前师资队伍建设重

点。民办高校应充分发挥机制优势，借力政府、行业、企业社会资源，搭建培育教学素质、

行业素质、学术素质三位一体的教师发展平台，特别引导教师出校门、到地方、进企业，

深入企业生产、研发、管理一线，接受工程实践训练，提高实践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促

进教师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2.3  制约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经费瓶颈与突破

1）经费是制约民办高校办学的资源瓶颈。民办高校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来源于学费，

占据 90% 左右，生源指标决定能不能办学、能不能办好学。41 所新建本科院校接受教育

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中，“教学经费投入”等观测点的不合格率均超过 10%，或在

10% 左右 [6]70。

高等院校划有一流和普通之分。以往纳入“985”和“211”的高校，及“双一流”中

的一流高校。各省市也确定了各自要建设的一批高水平大学。中央政府和各省市政府对这

些高校的财政支出，远比普通高校多。以广东省为例，该省自 2015 年起，3 年内投入 50

亿元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 [8]。省市共建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经费投入也超 80 个亿。此外，

政府也加大力度优化普通公办高校的资源配置，进一步强化其资源优势，民办高校的资源

约束压力更加突出。

2）探索共建发展模式破解民办高校经费瓶颈。民办高校要提高层次与提升水平，必

须变革单一靠学费资金滚动的发展模式，创新资金筹措思路，通过与政府共建、与企业合

作办学，提升服务能力与水平，吸纳社会资源。具体的做法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探索校政共建模式。在创新发展战略决策部署下，各省、市在积极探索推进省、

市共建高校，如，2016 年广东省教育厅与 9 个地市、11 所本科高校（其中民办高校 1 所）

签署共建协议，计划五年投入近百亿元 [9]，采用超常规的思路和方法，支持共建高校实现

大发展，对共建的高校，尤其民办高校是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对于基础不足不能列入共

建的民办高校，可先行探索与所处的区、镇建立合作共建。

在新《民办教育促进法》（2017 年）的引导下，探索非营利性办学，争取政府在补贴、

基金、购买服务、捐赠、用地等方面政策与资金支持，在队伍引进、办学条件改善、教学

与科研基地建设、大型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扶持，有效缓解资金不足问题。

二是通过提供技术与管理服务获得企业资助。充分利用学校智力资源优势，服务现代

产业技术与管理。根据教师学科领域和专业专长，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与决策支持。

如工程类学科、专业，致力于开发新产品或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或直接解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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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建设中重大技术问题，重点为企业技术服务，而经管类学科、专业，重点是为企业发展

策划和咨询，为大、中型企业提高经营管理和决策水平做出贡献，等等。通过服务购买，

获取办学经费资助。

三是通过校企合作开展研发与成果转化。引入企业驻校建设研发中心，利用学校智力

资源，依托企业技术条件、新型设备，各自发挥优势，共同推进企业与学校的全面技术合

作，提高学校研发团队为企业攻克急需解决问题的能力，尽快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形成专业、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    结论

内涵建设是各种类型的高校发展的永恒主题，更是民办高校生存的根本和发展的命脉，

这就决定了民办高校对内涵式发展模式选择的必然性。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外生和内生动

能，是民办高校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不竭动力。

高校内涵发展的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民办高校如何发挥自身机制的优势，针对

制约民办高校内涵发展的因素，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办出自己的特色，提升人才培

养与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需要持续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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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Kinetic Energy and Focus of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from Perspective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AO Li-ju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fice,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nnot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model aimed at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饶丽娟：经济转型期高校内涵发展的动能与着力点——侧重于民办高校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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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The focal points of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are different, but the key points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same perio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ave prompted the higher education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adapt 
and serve the demand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and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featured 
development, reconstruction of personnel system and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 development mode 
are important tasks for private universities to return to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path. 

Key words: connotation development；private University；exogenic kinetic energy；
endogenous kinetic energy；focus point

西安培华学院校长李映方一行来我校交流

2018 年 5 月 8 日，西安培华学院校长李映方等一行 7 人来我校交流。我校校长黄大乾、

副校长刘跃南等领导热情接待了李校长一行。

座谈会上，双方校领导分别对各自学校的发展历史、办学思路、教育理念和发展目标

等做了简要介绍，重点对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科学定位学校发展目标，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进行了探讨。黄大乾校长在介绍学校时指出，广东白云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校企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着力高级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服务

于广东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效显著，近年来社会美誉度不断增加。随后，黄校长就我

校在如何向新型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做了简要介绍。黄校长

表示，作为民办高校，两所学校在发展上存在很多共同点，希望两校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

流，互相促进，共同进步。李映方校长对我校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及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校企合作办学的成功经验十分具有借鉴意义，希望借助本次调研能够加强两校互

通互联，相互吸取办学经验，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会后，两校相关职能部门分组就教育教学改革、学科建设、转型发展、学生管理、社

团建设、信息化建设后勤服务保障、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薪酬体系、招生就业等情

况进行对口交流。

（供稿：陈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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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探讨 “机器

换人”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就业能力提

升问题 , 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智能机器人进入

到物流行业，不仅推动了传统物流行业向现

代物流行业的转型升级，更是带来了人力资

源知识结构和工作技能的革命，在调查几家

开展“机器换人”的物流企业中发现，他们

对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的要求是“既能动脑

又能动手”，通过对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就业

能力提升问题的探讨，提出适应现代物流企

业人才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达到提升物流

管理专业学生就业能力的目的。

关键词：机器换人；物流管理；校企合作；就业

能力

收稿日期：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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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人，副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物流管

理和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

1    广东白云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建设背景

1.1  首次设立物流管理专业的经济背景

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自 1991 年至 2002 年 , 反映物流需

求规模的全社会物流总值从 3 万亿元上升到 23.3 万亿元 , 增长了 6.7

倍 , 年均以 20.4% 的速度递增 , 大大高于同期 GDP15.4%( 按现价计

算 ) 的年均增速。”[1] 物流业的大发展，对物流管理专业人员的需

求快速增加，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办学机构，纷纷开设物流管

理专业培训班或大中专学历教育。为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广东

白云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于 2003 年由国家及广东省教

育主管部门批准设立，并于当年开始招生。

1.2   设立物流管理专业本科学历的经济背景

“2006 年 3 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四篇‘加快发展服务业’

第十六章把‘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单列一节。”[2] 至此，我国物

流业的发展上升到一个科学管理与服务的崭新阶段，也带来了人

力资源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的改变。广东白云学院在已有三年物

流管理专业大专层次办学基础的情况下，经相关教育管理部门的

审核批准，物流管理专业作为工商管理本科专业的一个方向开始

招生。

2    物流管理专业招生人数和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2.1  物流管理专业招生情况调查

调查中得知，2003 ～ 2007 年，广东白云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在

专科层次招生人数年均超过 100 人；2009 年、2010 年和 2012 年

的三年间，物流管理专业在本科层次上招生人数也超过 100 人。

其中，2006 ～ 2011 年，专科与本科两个学历层次的物流管理专业

都在招生，从 2012 年不再招物流管理专业的专科生，只招物流管

理专业的本科生。截止到 2016 年，不论是专科还是本科层次，招

“机器换人”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就业能力研究

——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

吕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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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数均在 66 ～ 80 人左右徘徊。物流管理专业发展到了 2017 年，本科层次招生人数下

滑到 50 人左右。

2.2  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

通过学生就业岗位调查了解到，2012 年以前，在物流企业就业的物流管理专业毕业

生人数还是很多的，学历层次是以专科为主，基本上超过了本专业毕业学生总数的一半。

从 2013 年开始，不论是专科还是本科学历的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在物流企业从业的人

数锐减，甚至低到不到本专业毕业学生总人数的 30%。调查数据显示，专科毕业的学生从

事物流管理专业的人数要比本科毕业的学生略高一点，工作岗位基本差不多，薪酬方面两

者相差 1 千元左右。

2.3  物流管理专业学生报考志愿和择业情况调查

针对 2014 级、2015 级和 2017 级的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共发放问

卷 130 份，收回问卷 126 份，全部为有效问卷。在问到被调查的学生为什么选择物流管理

专业就读时，80% 的学生回答是自己选报的这个专业，理由是从报纸、杂志或电视上都看

到国家在大力发展物流业，且经济发展离不开物流。但是，当问到同学们毕业后是否会选

择物流企业工作时，90% 的学生选择是不会去物流企业工作。

2.4  企业对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满意度情况调查

笔者曾调查过广州一家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该企业注册资金 1 千万，

员工 200 多人。在 2015 ～ 2017 年的三年期间，该公司共招聘大学本科毕业生 2 名。这两

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公司分别做数据员和项目助理工作，工作虽然平凡枯燥，但却很稳定。

这位物流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的观点是这些物流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工作效率远远高于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但是，由于物流企业是节约型

经济，以至于员工的福利待遇上升空间狭小，劳动强度比较大，所以，一方面大学毕业生

嫌工资低不愿意到物流企业工作，另一方面，企业从节约成本出发，也尽量减少聘用大学

生的数量。

3  “机器换人”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就业能力提升问题

对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定义，至今学术界也未能达成统一认识。目前，国内外通常的

定义或描述是，“所谓就业能力是指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

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3]

3.1  “机器换人”的概念与内涵

所谓“机器换人”，通俗地讲，就是由机器代替人来完成之前由人所从事的工作。其

内涵是指用具有不同操作功能和职业特质的机器替代不同工作岗位上员工工作的过程。“机

器换人”在中国成为现实的是在 2011 年，当年诸如东莞“机器换人”、富士康机器代人

上岗等此类新闻不断涌现。“机器换人”的大背景是人口红利渐失，制造业成本飙升，不

少企业选择机器人来降低生产成本。2015 年，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迎来了“机器换人”

的高潮，物流行业也未能幸免。“除了京东外，电商巨头阿里和苏宁，物流巨头申通和圆

通等均加大了无人仓方面的布局，阿里去年 8 月份启动的惠阳无人仓是我国实际投入使用

的规模目前最大的无人仓库；苏宁双‘十一’前全面上线了云仓库；圆通则从上海中心开

始，正在大面积上马自动分拣线，无人仓正在我国遍地开花。”[4]

3.2  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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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在企业校园招聘宣读会上得知，不论是第三方物流企业、还是仓贮物流企业，

甚至一些制造型企业，对广东白云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都非常喜爱，表示欢迎他们到

其所在的企业工作。这些现象，均与广东省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广东省政协常委、广

东中华职教社副主任温洋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5 年以来，‘机器换人 ' 的浪

潮席卷广东，大量从事低端行业的农民工被替代，但是设计、开发、操作等岗位随着机器

的大量使用应运而生。”[5] 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呈

现一片繁荣景象，“‘一带一路’不仅是陆上的对外开放和区域联动，而且也是海上对外

开放和区域联动。”[6] 珠三角位于东南沿海地区，“与海外贸易、做生意的成本相对较低，

拥有对接‘一带一路’的良好地理条件。”[7]“一带一路”不仅带动了广东省制造业的发展，

同时，也带来广东省港口物流发展的新机遇，更是给物流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带来了更加广

泛的就业岗位。

3.3  “机器换人”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的瓶颈

调查显示，广东白云学院 2017 年物流管理专业录取人数是 53 人，报到人数只有 48 人，

创下了广东白云学院开办物流管理专业以来录取人数和报到人数最低的记录。这个问题，

没有从学生的调查问卷中得到答案，只有分析广东白云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

来判断物流管理专业萎缩的客观原因。目前，广东白云学院物流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还是

侧重于采购管理、仓贮管理、统计学原理等传统课程，没有与时俱进地开设物流所用机器

设备的日常点检和维护保养等课程，也没有开设运输与规划、航海运输和港口物流等特色

明显的课程；包括满足消费者食品安全需要的冷链物流，其相关和相近的课程也没有开设。

因此，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知识面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机器换人”背景下企业用工的

需求，面向大型现代物流企业、港口物流企业就业的机会少，而工资低、劳动强度大等负

面因素仍然困扰着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与发展，其波及效应直接影响了物流管理专

业的招生数量。

4  “机器换人”背景下，提升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对策与建议

4.1  明确“机器换人”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的机会与挑战

为了让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广东白云学院物流系不仅要对

广东省现代物流发展趋势进行调查研究，更要对已经构建 TPM（全员生产维护）管理体系

的物流企业进行深入的实地考调，了解“机器人”的操作程序、日常点检技术、维护与保

养方法等。同时，组织教师到开设物流管理专业的相关院校进行交流活动，了解和掌握顺

应 “机器换人”的社会大趋势，兄弟院校是如何改革自己的人才培养方案，重新整合课

程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地修改人材培养方案，开设新的课程，编写新的教材，与时俱进地

改革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技能。

4.2  了解掌握“一带一路”背景下港口物流业的发展

“今年前 4 个月，高栏港区货物吞吐量达 3 730.57 万吨，同比增长 53.42%，集装箱

吞吐量 46.87 万标箱，同比增长 42.68%。”[8] 随着广东省进一步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布局和创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珠海港集团共开通了 53 条航线、广州南沙港集

聚了大量的巨型集装箱、深圳港连续四年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三，这一切都为物流管

理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在港口、海关、货运公司、商贸企业等就业的机会。广东白云学院

要因势利导，用尽洪荒之力创新培养熟悉国际潜规则和法律法规的管理人才，包括培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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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进出口贸易业务、电子商务物流、商品配送和资金周转及成本核算等相关知识和操作方

法的国际性物流高级人才，拓宽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实现物流管理专业毕业

生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职业提升空间的扩大。

4.3  完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及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精

神。这一科学倡议，推动了高校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及协同育人”道路上大踏步的前

行，实践了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教育理念。作为应用型技术大学一份子的物流管理专

业，要充分认识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价值所在，加大与省内各大型物流企业与行业协

会如顺丰速运 ( 集团 ) 有限公司、广东心怡科技物流有限公司、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广东省冷链协会及广东省物流协会等的合作力度，争

取这些企业开放其企业资源供我院师生考察、交流与实习，包括研讨人才培养方案、共建

专业课程等，做实物流管理专业为区域经济服务发展的初衷，为“机器换人”提供优秀的

人力资源，为现代物流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5    结论

“机器换人”、自贸试验区发展、运作高效的港口物流，为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提供

了前景广阔的就业机会，也为广东白云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实现第三次腾飞提供了可能。物

流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的联动。为了提高“机器换人”背

景下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能力，必须建设适应“机器换人”时代的课程体系，同时发

挥广东白云学院与国内外各个高校、物流企业长期合作的优势，重构人才培养方案，重塑

拥有理工科背景的教师队伍，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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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mployment Ability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chine Substitution”                                                

——Tak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LV Hai-yan
(Office of Academic Research,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China)

Abstract: Tak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rovement of employment ability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maj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chine substitution. Intelligent robots applied into the logistics industry not on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traditional logistics to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but also cause the 
revolution of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working skills in human resources. Founding in several 
logistics enterprises carrying out "machine substitution" shows that the graduates are required to 
have both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omotion of the students' 
employ ability of the logistics management stud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alent training 
scheme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logistics enterprises, so a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ability 
of the logistics management students. 

Key words: machine substitution；logistics management；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employ ability

吕海燕：“机器换人”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就业能力研究——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

广东白云学院 8 位教师主持的省教育厅课题和省教育研究院
课题顺利结题

今年上半年，我校校长黄大乾教授主持的《应用技术大学企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

践探索》、方建松老师主持的《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研究与探索》和周利芬老

师主持的《现代物流业财务管理风险研究》等广东省教育厅“创新强校工程”科研项目，

侯立兵教授主持的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汉唐辞赋与西域文化》，李

左声老师主持的《广东省中小企业商务网络契合模型及应用研究》和邵海英老师主持的《发

展视角下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等广东省教育厅育苗工程项目，以及李炜老

师主持的广东省教育科研规划项目《应用技术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均通过了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处组织的课题结题鉴定，顺利结题。另外，宋英老师主持的课

题《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分类递进式大学英语课程建设》顺利通过广东省教育研究院组织

的课题结题鉴定，并颁发结题证书。

近年来，我校不断加强科研和学科建设，重视提高教师的科研意识，培养科研能力，

加强科研服务，不断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和办法，建设科研平台，鼓励引导教师积极申报科

研项目。相信在学校的科研工作总体部署下，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科研工作会做出

更多更好的成绩。

（供稿：王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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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文化多元化和交际多模态化的

发展，多模态读写能力成为现代大学生适应

时代发展的必备能力之一，探索多模态读写

能力的培养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学

英语课堂多模态选择系统的建立、大学英语

多模态教学模式的构建、学生多模态学习模

式的实施和教学多模态评估体系的建立为外

语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培养指明了具体路径。

基于多模态教学条件、仿真性教学环境、多

模态教学方法、转化性实践活动和形成性教

学评价五个层面的“教学—学习—评估”三

位一体的外语多模态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将

培养学生的多模态读写能力落到了实处，能

切实提高学生的外语多模态读写能力，帮助

其迎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交际多模

态化所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多模态读写能力；大学英语；教学体系；

多模态教学条件

收稿日期： 2017-09-18

作者简介：宋英（1975- ），女，山东潍坊人，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英

语教育方面的研究。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将人们带入了多媒体时代，使

当今世界发生了两个激烈的变化，“第一个是日益增强的文化多

元化趋势和各种语言变体的出现，第二个是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

促使传统的通过文字表达意义的做法与视觉、听觉、手势等其他

表意方式相结合”[1]。多媒体时代，人们的交际空间从现实的物质

世界扩展到虚拟的网络平台，交际不再仅由语言来完成，还可运

用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模态进行。人们接受知识的方式由传

统的识读行为转变为多模态识读行为，传统的识读能力已无法满

足学习者的需求，人们的交际方式也由语言交际转向多模态交际。

因此，对于现代的大学生来说，多模态识读和交际能力不仅是新

媒体时代的必备生存能力，也是适应社会快速发展和应对由文化

多元化和交际多模态化带来的挑战而需要培养的一种行为模式。

如何培养现代大学生的多模态读写能力成为教学界亟需探索的问

题。

1    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含义及其研究回顾

1.1  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含义

学术界对多模态读写能力有多种界定。新伦敦小组在 1995 年

9 月的新伦敦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多元读写”的概念。他们认为“意

义生成的模态包括语言、视觉、声音、空间、手势语以及综合运

用前 5 种模态的多模态”[2]。英国语言学家 Williamson 则认为“多

元读写能力指的是阅读各种媒体和模态提供的信息的能力”[3]。胡

壮麟则认为多模态识读能力可分为八个层次：1）参与者能够在信

息环境中适当地工作；2）通过使用信息技术，参与者能够检索所

寻找的材料，完成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各项任务，利用技术工具进

行阅读和写作各种信息的共生形式；3）批判性地和战略性地管理

和汇总来自各种数字网络材料库的知识；4）参与者有责任性，受

人尊敬，思想开放，能在电子世界中发挥作用；5）在为特定问题

大学生英语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培养路径研究

宋   英

广东白云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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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立的灵活的在线队伍中，能利用他们的专业技术互相协作；6）能运用技术工具和综

合知识，采用信息性的和劝诱的方法表达一个话题；7）参与者能够对所处社会中信息技

术环境（硬件，软件，教育等）如何起重要作用发表自己的意见；8）多模态识读能力包

括“非语篇写作”，如新的学习方法、学习者能掌握生产技术等 [4]。张德禄和刘睿提出“新

时期的大学生需具备的多元读写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读写能力和技术读写能力，还包括实际

操作能力和社会文化、组织领导、合作互助读写能力”[5]。

参考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外语多模态读写能力主要包括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技术读写能力、信息管理能力、模态设计能力。

1.2  多模态读写能力研究回顾

新伦敦小组 1996 年发表了《多元读写教学：设计社会未来》一文，标志着多元读写

教学研究的开始，其关注内容是学校读写教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并阐释了多元读写能力的

培养模式，包括“实景实践、明确指导、批评性框定、转化实践”[2]。Kress 认为“多模态

学习是一种在语境和学生个人兴趣的促动下构建符号转换行为”[6]，Kress 比较系统全面地

阐述了多元读写能力理论，对多媒体教学的发展、模态的供用特征等进行了探讨，提出了

一个理论框架，并建立了系统体系 [7]。Jewitt 和 Kress 则通过一系列实例探讨论证如何在多

模态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多元读写能力 [8]。

国内也有很多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学生多模态读写能力进行了研究。胡壮麟和

董佳通过 PPT 竞赛作品的语篇分析探讨意义的多模态建构 [9]。朱永生对多元读写理论做了

全面介绍，并探讨了西方国家多元读写研究的一个实例及其对我国教学改革的启示 [1]。韦

琴红从语篇类型和模态运用角度分析了大一学生的多元识读意识与能力 [10]，并探讨了多模

态读写能力的培养模式 [11]。葛俊丽和罗晓燕从理论框架和教与学模型等不同角度对多元识

读教学法进行了阐述 [12]。张征构建了基于“设计”理念的多元读写能力培养模式 [13]。在

多模态话语教学研究方面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是张德禄，在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中，他构

建了多模态读写的理论框架和教学培养框架 , 探讨了多模态读写能力培养的学习模式以及

学习内容 [14]，并以学生口头报告设计为例进行了外语多模态读写能力培养教学设计研究 [15]；

张德禄出版的专著也对多模态话语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探讨了外语教学中的模态

关系，并构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和多模态教学选择系统 [16]。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对多模态读写能力的研究重点在介绍引进和实践应用上，关注点

大多是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培养模式，主要从教学单一角度进行研究，而将教学、学习和评

估三方面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则较少。笔者拟将“教师多模态教学、学生多模态学习、教学

多模态评估”三方面相结合，探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提高学生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具体途径，

构建“教学—学习—评估”三位一体的多模态读写能力培养模式，并最终建立基于多模态

读写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这对提高大学生外语多模态读写和交际能力，帮助其

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迎接文化多元化和交际多模态化带来的挑战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和

现实意义。

2    大学英语教学中多模态读写能力培养的具体路径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学、学习、评估是三位一体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要

全面培养学生的多模态读写能力，需将三方面相结合。下面从教师多模态教学、学生多模

态学习、教学多模态评估三个角度探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具

宋   英：大学生英语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培养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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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路径。

2.1  教师多模态教学

2.1.1 大学英语课堂多模态选择系统的建立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多模态读写能力，首先应在课堂教学中贯穿多模态教

学，但目前还有很多教师对如何进行多模态教学设计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因此，下文

将从教学环境、程序设计、教学方法、模态选择几个方面探讨大学英语教学中模态系统的

选择和应用。

张德禄认为：“外语课堂教学模态系统的选择是在已有教学条件下，为实现教学目标，

根据文化和情景语境，而对模态系统进行选择，挑选最佳组合，以取得最佳教学效果。”[16]

在中国这个大文化语境下，文化和社会符号系统影响着社会环境，决定外语教学的外部环

境，即情景因素，进而影响教学大纲的制定。意识形态则影响教师的意图和态度，构成影

响外语教学的内部因素。“意图是指教师在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学校教育目标，在个人的职

业目标的促动下，要通过教学达到什么样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态度指教师对于他的教

学对象和教学内容所持的态度，要通过情感和动机因素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16]。教师在

内外因素的相互制约下确定教学程序，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依据教学方法设计模态，选

择不同的模态和模态组合，最后落实到具体媒体的选择。根据以上所述，构建了大学英语

课堂多模态选择系统框架（图 1）。

该框架可以帮助教师比较清晰地了解如何进行多模态教学设计：首先，考虑教育的文

化和情景语境，根据影响教学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明确设计依据；其次，选择合适的教学

程序，确定恰当的教学方法，依据教学方法进行模态设计；最后，选择具体的教学媒体。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注意语言模态（口语和书面语）和非语言模态（表情、着装、

动作、空间布局、工具等）之间的协同，利用不同模态的强化和互补关系来提高学生的学

图 1  大学英语课堂多模态选择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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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在多媒体时代，教师要学会利用现代教学媒体，如 PPT、录像、

电影、语言实验室、网络平台等模拟真实语境，为学生提供多模态认知和感知的环境。

2.1.2 基于多模态读写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构建

新伦敦小组提出的多元读写教学法包括四个主要成分，即实景实践、明确指导、批评

性框定、转化实践。张德禄进一步推进了该理论的研究，构建了“多元读写能力教学模式”[15]。

在该模式中，“实景实践”就是让学生浸入到实际的交际过程中，运用已知知识来发展新

技能或获取新知识；“明确指导”是指在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明确基本规律和基本程序，

激发学生利用已有知识探求新知识、新技能；“批评性框定”是教师引导学生批判性地看

待自己所学知识，从而使学生能客观地进行洞察、分析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

的工作；“转化实践”要求学生能对从实景实践、明确指导和批评性框定中所学的知识进

行反思，并在不同语境中用于实践。

根据多年的外语教学实践研究发现学生学习的自然顺序如下：学生通过学习或实践获

得经验和经历，经过概念化和理论化而升华，形成知识；通过分析和评价使知识成为个人

意义潜势的一个部分；学生经过转化实践，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其他语境，使知识内化，

将学到的知识真正纳入自身的知识结构中。

根据学生习得知识的规律，在“多元读写能力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将课前、课中和

课外学习相结合，建立“基于多模态读写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表 1）。

课段 教学模式 具体教学任务

课前
任务型

导学

布置课前任务，让学生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去查找、识读、筛选多模态资源，

有时要求学生进行多模态设计。

课中

情景体验
利用真实情景或模拟实践场景让学生浸入到实际情景的交际过程，体验已

知和未知知识，发展技能或获取知识。

明确指导
教师给予明确指导，让学生明确基本规律、基本程序，激发学生利用已有

知识和经历进行自主探求 , 扩展新知识。

批评分析
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对新知识进行批判性理解，对所学知识进行洞

察、分析和评估，训练学生的评判性识别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转化实践
学生把所学的新知识经过反思，应用于不同语境，使其内化，成为自身知

识体系的一部分。

评价反馈
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形成性评价反馈，提出改进意见，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和学习能力。

课后 实践应用
课后为学生创造实践机会，进行操作实践，让学生充分利用多种模态，将

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场景中，使新知识得到深化固化。

在上述模式中，课前到课中再到课后始终贯穿对学生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培养。课前侧

重对学生信息搜索和选择能力、多模态识读能力的培养；课中注重对学生语言听说读写综

合能力、跨语言交际能力、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培养；课后则侧重对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多

模态设计能力的培养。在该模式中，情景体验、转化实践和实践应用环节都需要学生浸入

到实际情景的交际过程中，体验知识，获取知识，并把新知识在不同语境下用于实践。但

由于浸入式教学的困难很大，就需要在教学中要为学生创设多模态仿真实践情景，具体的

设想如表 2 所示。

教学情景 仿真实践情景的创设 仿真实践情景的利用

课堂模拟情景
通过图像、音频、视频、实景学习

软件等模拟实践场景。

学生通过主题讨论、辩论、角色扮演、情景模拟、口头

报告等活动进行“浸入式”语言实践。

网络教学情景

建设英语网络平台、网络课程、大

学英语教学资源库为学生构建多模

态仿真实践环境。

学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视听训练、听说训练、人机对话

训练、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活动，提高语言综合运用

能力。

表 1  基于多模态读写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表 2  多模态仿真实践情景的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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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模态读写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不仅注重对学生多模态知识的建构，更

注重对知识的实践运用，尽可能为学生创设实践情景，让学生充分利用各种模态对新知识

进行操作实践，使新知识内化为自身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完成由知识到能力的有机转

化，实现培养学生具备现代交际所必需的多模态读写能力的目标。

2.2  学生多模态学习

“多模态学习是指学生运用多模态手段通过多种感官认知、处理、接收和运用语篇信

息和非语篇信息。”[17] 学生多模态学习主要通过教师课堂传授和学生自主学习两种方式进

行。学生自主学习包括第二课堂学习、网络平台学习和社会实践三方面。具体的多模态学

习模式如图 2 所示。

2.2.1 课堂多模态学习

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表情、动作、布局、工具等进行多模

态教学，学生认真观察教学内容，领会各种模态所含信息的意义，经过批判性分析而成为

个人知识的一个部分，最后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多模态信息输出，如通过课堂 PPT 展示、

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把知识应用于实践，将所学知识内化到自身的知识结构中。

在课堂多模态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激发学生的自主意识，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多模

态学习，具体方法如下：一方面，教师要利用多模态教学，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积极主

动地进行视、听、说多种模态的训练；另外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自动化输出

多模态信息，提高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多模态读写和设计能力。

2.2.2 多模态自主学习

多模态自主学习是指学生依据教学要求和教学任务，根据自己的学习水平和学习方法，

在仿真性或真实性语言环境中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多种模态认知、处理、接收和运用语

篇信息和非语篇信息。学生不仅要利用多种媒体资源多模态地获取、认知各种信息，自主

学习并解决问题，还要学习设计、加工各种信息，并进行实践应用。

多模态自主学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第二课堂学习，旨在通过大量丰富多

图 2  多模态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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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英语实践活动，创造形式多样的多模态仿真实践情景，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和热

情，让学生浸入到语言实践的环境中，促进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发展；2）网络学习

平台，主要通过英语网络平台、网络课程、大学英语教学资源库等为学生构建多模态仿真

实践环境，现代的网络平台可以提供海量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信息，能最大化地实

现学习者和多媒体语料之间的多模态互动，更重要的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实现了人机

交互，而且实现了基于网络平台的人与人之间的多模态交互，学生不仅可以利用网络提供

的海量媒体资源自主地进行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的训练，而且可以利用网络构建的

虚拟空间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交流，从而摆脱课堂学习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3）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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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与各类大、中、小型企业开展项目交流合作，争取

与各企业建立长久的实习就业合作关系，建立校外实习基地 [18]；在国外，高校可以开拓外

语实习项目和交换生项目。校外实习使学生将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

在英语本土环境中通过真实的情景进行语言实践，其语言应用能力和多模态读写能力能得

到切实的提高，从而有效地促进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3  教学多模态评估

教学评估是指教师和学生根据制定的教学目标和标准对教与学的成效所进行的系统检

测。教学评估包括对教师教学的评估和对学生学习评估两方面，本研究的关注点是学生多

模态读写能力的培养，因此只探讨对学生学习的评估。多模态评估决不能仅仅考量学生的

书面文字运用能力，还要考察学生运用图像、音频、视频及网络等多媒体的能力；不能仅

考察学生的语言文化知识，还要对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的语言应用能力、信息认知能力、

多模态读写能力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评估。本研究拟从以下四方面建立全面、科学的教

学多模态评估体系。

1）评估结果过程化。学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过程，因此教学评估应该渗透到学生学

习的每一个阶段。在教学中，教师应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记录，

包括课堂表现、小组活动、作业情况、课外活动参与情况、网络学习情况等。这种形成性

教学评价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和学习效果，对学生的评定更加全面、客观、准确，有利于

学生随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和学习水平，从而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2）评估主体多元化。在传统教学中对学生的评估主要由教师承担，往往不能全面反

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因为有很多信息是教师难以捕捉的，如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

学习方式、团队精神等。因此多模态评估要建立多元主体评估模式，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评

估、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等。学生自评、学生互评要落实到具体的细则中去，教师可以制

定具体的评估量表，让学生对其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学习效果、团队合作精

神等做出评估。这种多元主体评估模式更能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

精神，从而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3）评估内容多元化。评估内容多元化是指评估不只从单一的语言文字方面来考察，

而是从学生语言综合应用能力、信息获取和认知能力、多模态读写和设计能力等多方面因

素进行综合评估；不仅仅考察学生的成绩，还要考察影响学生学习的情感因素，如学习兴

趣、参与积极性、团队精神、创新思维等。

4）评估策略多样化。评估结果的过程化和评估内容的多元化单靠测试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要采用多样化的评估策略。具体参数包括学生课内学习情况记录、课外活动记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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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学习记录、学生学习档案记录、学生自评报告、互评成绩等。教师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

访谈、座谈等策略对学生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以便更全面地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观察、

评价和反馈。

3    外语多模态读写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探讨，要实现对大学生外语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培养，就需要将教学、

学习和评估三方面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教学—学习—评估”三位一体的外语多模态读写

能力培养模式。该体系需宏观考虑各方面因素，从基本教学条件、教学环境到课堂教学、

学生学习再到教学评价，全方位地保证对学生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培养。鉴于此，外语多模

态读写能力培养模式包括创建多模态教学条件、创设仿真性教学环境、采用多模态教学方

法、设计转化性实践活动和实施形成性教学评价五个方面（图 3）。

教学条件是教学目标实现的保障，是教学模态选择的先决条件，所以要保障多模态读

写能力培养目标的实现，应首先创建多模态教学条件。多模态教学条件主要包括多媒体教

学设施、多模态教材和网络资源。多媒体教学设施包括黑板、投影设备、录音和录像设备、

电脑、语言实验室、网络平台等，是实施多模态教学的保障。多模态教材不同于传统的以

文字为主的教材，而是指融合文字、图片并配套有音频、视频等的可以实现多模态语言训

练的现代化教材。网络资源是现代多媒体时代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弥补了传统课堂

教学的不足。除了公共网络资源外，各高校应建设自有网络资源为学生尽可能创造多模态

学习的机会，如大学英语教学资源库、英语网络课程、英语网络在线自主学习平台的建设等。

仿真性教学环境的创设从课堂语言仿真环境、课外语言实践环境、网络学习环境和社

会实践环境四个层面展开，其目的是为学生创设形式多样的仿真性或真实性语言环境，利

用真实情景或模拟实践场景让学生进行浸入式学习，通过多种模态体验已知和未知知识，

发展技能或获取知识，并且通过具体操作实践使学生能灵活运用多模态知识，培养学生的

图 3  外语多模态读写能力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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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多模态读写能力。

“无论从事什么科目、培养什么能力、运用什么教学理论，都需要合适的教学方法来

完成。从一定的教学方法用以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实现一定的语篇意义，以及选择一定

的模态和模态组合来体现意义的角度讲，教学方法是多模态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16] 要

培养学生的多模态读写能力，发展学生的意义潜势，就要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在新时代

以培养多元化人才为目的的外语教学，一种教学方法主宰整个课段甚至整个课程的做法已

经不再适合，应该根据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选择

需考虑两方面因素：第一，对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需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第二，对于不

同的外语教学目标需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比如，要培养学生的基本语言能力，听说法、

直接法、情景法、语法翻译法会比较适合，而要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创新能力和批评思

维能力时，交际法、任务法、认知法、论辩法等比较适合。

转化性实践活动是指在课堂、课外、网络平台和社会企业四方面尽可能地为学生创造

语言实践的机会，让学生把所学的新知识应用于不同语境，通过实践将新知识内化，使其

真正纳入自身的知识结构中，从而实现培养学生外语多模态读写能力的目的。

如前文所述，形成性教学评价对学生语言综合能力、信息认知能力、多模态读写和设

计能力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形成性教学评价应渗透到学生学习的每一个阶段，建

立多元主体评估模式，包括师生互评、生生互评、学生自评等。评估内容应多元化，不仅

包括成绩、学习记录等，还要考察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团队精神、创新思维等情感因素。

4    结论

笔者主要从教师多模态教学、学生多模态学习、教学多模态评估三方面探讨了培养大

学生外语多模态读写能力的具体路径。在课堂教学方面，建立了大学英语课堂多模态选择

系统框架，有助于指导教师进行有效的多模态教学设计，并着力讨论了基于多模态读写能

力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为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的实施提供可借鉴的范式；在学生学

习方面，从课堂学习和课外自主学习两方面探讨了多模态学习模式的建立；在教学评估方

面，建立了形成性评价体系，包括评估结果的过程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评估内容的多

元化和评估策略的多样化。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构建了 “教学—学习—评估”

三位一体的多模态读写能力培养模式，包括创建多模态教学条件、创设仿真性教学环境、

采用多模态教学方法、设计转化性实践活动和实施形成性教学评价五个方面。

该模式将培养学生的多模态读写能力落到了实处，能切实帮助学生提高现代交际所必

需的外语多模态读写能力，帮助其迎接经济全球化、语言文化多元化和交际多模态化所带

来的挑战；同时对于多媒体时代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和走向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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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aths to Develop Students’Multiliteracies in FL Teaching

SONY Ying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ultimodality, 
multiliteraci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so it is of grea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paths to develop students’ 
multiliteracie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pecific paths to develop students’ multiliteracie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cluding the multimodal selective system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the multimodal teaching model, learning pattern and assessment system. The three-
in-on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ode which consists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will 
be finally constructed to guarante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ultiliteracies. The mode 
will be carried out from five aspects: multimodal teaching conditions, simulation environment, 
multimodal teaching methods, transformational practice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 All these 
measures are available and effective to develop students’ multiliteracies so as to help them to 
meet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ultimod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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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群模块建构是新时期高等教育

课程建设的发展方向，以品牌形象设计的课

程群模块建构的视角，从 VI 设计、包装设计、

广告文案和品牌学四个方面阐述了品牌形象

设计课程群模块构建的思路，探讨了具体的

构建方式。

关键词：品牌形象；课程群；VI设计；包装设计；

广告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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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广东省教育厅推出了面向普通本科和高职专科的精品

课程群评审标准。这意味着高校课程的建设不再拘泥于单门学科

的需求，而是针对职业能力的要求做出了科学的规划。在这种趋

势影响下，高校课程建设也呈现出两大方向，在纵向上，单门课

程在课程体系中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横向上，单门课程建设向

课程群方向发展。这里要说的课程群，作为一种为完善同一施教

对象的认知结构，而将本专业或跨专业培养方案中若干门在知识、

方法、问题等方面有逻辑联系的课程加以整合而成的课程体系，

现已成为了广大高校深化教学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核心工

程 [1]。

以广东白云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品牌形象设计》课程为例，

探究一种在课程群整合作用下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教学框架体系，

依据其课程特点、目标定位、知识结构等内容进行划分，从 VI 设

计、包装设计、广告文案和品牌学四个方面来阐述品牌形象设计

课程群模块建构的思路，试图构建课程群改革建设的形式和手段，

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下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以及专业课程体系

改革和完善的需要，也为构建新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教

学计划等提供新的依据和参考。

1    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群模块建构的必要性

《品牌形象设计》这门课程，在传统的教学中多以《VI 设计》

课程内容为主，单门课程的单向教学，容易造成学科形态基础与

思维训练对专业课程的补给不足。表现在学生身上，其掌握的知

识结构单一，不同学习领域缺乏衔接，拓展面狭窄，专业技能之

外的个性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也受到制约，不能够在职业

的要求中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僵化的学科模式使学生缺少一种

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对新信息和新思维反应迟钝。学

生进入职场之后工作能力欠缺，不能对项目进行整体的衔接与推

“以学生为中心”的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群模块建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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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高校公共素质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课单向递进的模式，对职业能力的忽视，所

造成的知识结构松散、实践与理论脱节、专业应用性差等问题层出不穷。例如，在《VI 设计》

中所要求的色彩设计、标志设计、图形设计和创新思维等核心环节，学生呈现的状态，普

遍表现力差，缺乏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或积极方法，这种情况从侧面也印证了独立课程的

编排方式所造成的弊病。

反映在《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编排上，由于《VI 设计》《包装设计》《广告文案》《品

牌学》等课程内在都有着一定的共性，其单门课程的单向教学或跳跃式教学，都容易造成

前置或后续课程的衔接障碍，核心技能应用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到《品牌形

象设计》课程整体的教学效率和实际的教学效果。因此，非常有必要构建基于《品牌形象

设计》的课程群模块，以此来助力教学改革与发展，缓解以上现状和问题。  

2    品牌形象设计的课程群模块建构思路

2.1  课程群平台建设

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群主要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为平台，以典型的课题项目做任务分析，

强化了对相关课程结构的共性追求。不管是《VI 设计》《包装设计》还是《广告文案》等，

都围绕着上述能力要求所展开，相较于传统单向递进的知识体系，以课程群平台建设为基

础，更加强调了不同能力的循序渐进和循环往复。这种新的课程模式，打破了以学科系统

支撑的专业架构，建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领域拓展方案。本方案建立以工作为导

向的学习模块，以此取代单一学科模式的专业课程。在每一学期安排不同模块的学习，引

导学生利用多课程不同模块下的知识体系，在学习进程中逐步改变传统课程前后单向衔接

的弊病。

2.2  课程群模块培养目标

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群模块针对教学方式进行研究，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为主要教学方式，教学中强化学生的主动性与参与性，推进项目化、模块化教学，紧扣现

代设计教育的特点，在以工作导向能力为主旨的前提下，立足教育实际，建立基于工作任

务的课程群体系，培养具备品牌形象设计与创新策略推广、项目组织管理、创造性思维等

总体设计能力的专业技能。通过课程模块实践解决后续课程：《专题设计》《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等课程的应用，培养学生构建课程群意识，使之打破僵化的知识结构，进一

步强化品牌形象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技能的衔接性，提高其自身设计能力和项目整合

的能力。

2.3  任务分解与建设步骤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中关于职业能力的分析，按照企业调研——确定职业岗位——确定

典型工作任务——确定行动领域——确定学习领域——制定课程标准——设计学习情境等

流程，进行课程群体系的构建。[2] 基于上述理论，将品牌形象设计岗位能力分解为：品牌

视觉要素的形态把握与处理能力、品牌项目创意与设计能力、品牌的创造性思维与文案策

划能力以及品牌项目组织与管理能力。并根据该项能力要求，整合《VI 设计》《包装设计》

《广告文案》和《品牌学》四门课程，共同组成《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群。

把《VI 设计》对应品牌中视觉要素的形态把握与处理任务模块；《包装设计》对应

品牌中项目创意与设计任务模块；《广告文案》对应品牌中的创造性思维与文案策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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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品牌学》对应品牌中项目组织与管理任务模块。《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群中的这

四门课程，旨在进一步强化局部与整体的融合，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关系，建设步骤始终遵

循由基础到应用、由简单到复杂的递进模式。同时，这里的课程与课程之间的知识点是相

互穿插的，采用螺旋式上升的结构模式。在一个整体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之下，通过整合、

设计和制定各门课程的学习领域、学习情境和课程标准，以此来共建不同的任务模块，重

塑完整的品牌形象体系。

3    品牌形象设计的课程群模块设计与教学

3.1 《VI 设计》的模块设计与教学

3.1.1 基于职业标准与工作流程

在品牌形象设计中，将《VI 设计》模块的内容设定为基于职业标准和工作流程的模式，

让学生能够分阶段学习课程内容，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认知品牌，分析品牌形

象的视觉要素，能够更加全面系统的掌握品牌设计、品牌分析、品牌提案等相关知识。基

于职业标准和工作流程的《VI 设计》模块更加符合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的专业结构和职业

发展的需求，可以给学生带来切实有用的知识，为学生今后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3.1.2 单元教学过程等于工作流程

《VI 设计》模块教学的内容遵循实际岗位的工作流程来进行制定，力求实现动态同

步教学。每个教学单元的设置以实际项目的工作流程为依据展开，将工作流程导入到品牌

形象设计教学中。在给学生布置任务时，可以依据工作流程，对学生提出工作要求，让学

生按照要求和内容完成，也可以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导入理论知识教学，帮助学生完成任

务。按照工作流程安排《VI 设计》模块内容，让学生提前熟悉 VI 设计的工作流程，知道

面对 VI 设计工作应该如何入手，让学生更好地与实际工作岗位无缝对接，帮助学生提前

排除适应障碍。  

3.2 《包装设计》的模块设计与教学

3.2.1 整合课程体系

《包装设计》模块在原有品牌形象设计的基础上，围绕知识要求、职业岗位能力要求

和综合素质三个方面来设计，提高实践教学的比重。突出实训内容，强化学生对企业包装

设计流程和行业标准要求的理解，对教学环节和学生岗位技能的培养进行结构优化和双向

衔接。让学生不再停留在理论知识上，进一步加大包装创意与设计实践环节的比例，将理

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3.2.2 实施模块教学

为了更好的培养品牌形象设计所需要的高级应用技术型人才，《包装设计》模块旨在

充实品牌形象设计课程体系，提高毕业生的岗位综合能力，采用“包装设计实务能力”和

“包装设计表达能力”两个模块内容构成包装设计课程教学模块的主要内容。在教学实施

中，该模块结合企业真题，探求品牌包装的实用性和美观性，同时，通过包装设计的外在

属性来传达品牌的精神和内涵。

3.2.3 合理安排教学

根据品牌形象设计教学规律，合理的安排包装设计课程模块的教学内容。以就业岗位

能力要求为切入点，将包装设计课程内容与岗位工作流程相结合，按照先基础后专业的顺

序，合理安排阶段内容。逐步培养学生由基础形式美感和造型能力向包装创意应用能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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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从基础内容逐步加深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够循序渐进的接受新的知识，对于不同阶段

的知识掌握的更加牢固。

3.3  《广告文案》的模块设计与教学

3.3.1 采取互动、研讨式教学方法

《广告文案》模块采用互动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

逻辑思维和主观能动性，同时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气氛，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感情和教学效果。

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无障碍交流，课程内容的设置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人

际交往沟通的能力。在具体教学的实例中，采用头脑风暴或思维导图的方式，让学生彻底

打开思维，挖掘品牌形象与文案创意的内在精髓。通过具体的广告文案的实际演练，来提

高学生的广告策划与文案表达能力，从而丰富学生的知识库，为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奠定

基础。

3.3.2 选取特色案例                                                                                                           

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选取大量生动的案例，通过图片和影像资料，让学生能够对这

些广告案例有直观的理解和感悟，思维更加开阔。结合业界前沿动态信息，避免程序化的

课程和文字内容造成的枯燥感。让学生通过学习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完成具体的广告文案

任务，运用所学的知识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多鼓励学生自己表达，还可以

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广告文案的创作机会，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选取优秀、有特色

的品牌广告文案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其成功之处，帮助学生借鉴和吸取不同优秀广告的策

划方法和创意精髓，以拓展学生的专业储备。

3.3.3 引入具体的工作项目

《广告文案》模块中，可以引入具体的工作项目进行创意训练。教师虽然可以教给学

生很多方法和技巧，但是对于能力的训练还需要学生在具体的工作项目中学习和实践。教

师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和业界资源，将真实的品牌广告文案工作项目融入课堂教学中，让

学生模拟项目小组，按照实际公司的工作流程，自己尝试与客户沟通和交流，并且完成市

场调研和广告策划草案，最好完成一套完整的品牌商业广告提案。具体工作项目的导入，

让学生对品牌广告文案的策划和撰写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明白该岗位需要掌握的技能，锻

炼学生广告文案的写作技巧，综合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岗位胜任的能力。

3.4  《品牌学》的模块设计与教学

3.4.1 实行三维教学环节

《品牌学》模块在教学的过程中实行三维教学，包括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课程参与，

其中理论知识是基础，实践经验是重点，需要配合案例的分析，最后指导学生利用所学知

识进行课程参与，让学生不仅能够掌握理论知识，还能够在实践中更好的理解理论知识，

并且通过真实的项目了解品牌理论知识是如何进行实际应用的。在品牌学实践教学中，其

学习范围主要分为城市和企业品牌，在筛选教学案例时，主要选择全国百强企业和较为先

进的城市进行研究和探讨，探索这些企业和城市的品牌发展模式，对于品牌形象和经济效

益的关系，了解品牌效应是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和落后的现状的，让学生能够更好的领会

品牌建设的现实意义，并且在完整的实际品牌建设过程中，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实际工

作环节的锻炼和操作。

3.4.2 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在进行《品牌学》模块教学过程中实现校企协同育人，利用合作企业给学生提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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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场所，让学生更好的明白品牌对于企业的重要作用，鼓励学生参观企业项目，并与企

业进行实际项目对接，通过学校与企业通力合作，带领学生参与项目考察，了解项目组织

和项目运营程序，提高学生的项目应用能力，另一方面，让学生熟悉企业 CIS 品牌形象识

别体系的架构流程，带领学生参与品牌推广等工作，还可以让学生对品牌进行市场调研，

启发学生找到品牌形象与其市场经济效益的关系，为企业提出建设性的品牌推广方案。

综上所述，《品牌形象设计》的课程群模块建构，需要在品牌形象设计理论基础上，

重视实践应用能力。在新时期，《品牌形象设计》课程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培养方案，通过课程群模块的设计、内容项目的完善，专业能力要求的拓展以加强对学生

职业技能的培养力度。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课程的操作性、全面性、科学性和实践性，

为学生步入职场，提前奠定扎实的实践能力和综合基础。

参考文献：

 [1]  吴开亮 . 关于高师院校课程群建设的探讨 [J]. 江苏高教，1999（6）:69-71.

[2]  范振坤 . 论高职品牌形象设计课程群的建构 [J]. 设计艺术研究，2012（3）：11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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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group module construction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Based on the view of building the class modu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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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许多电能设备对电源的电压电流

精度要求很高，因此，高精度的电压电流

测试仪是非常重要的。采用嵌入式 ARM 

Cortex-A9 处 理 器、24 位 模 数 转 换 器 件

LTC2449 和高增益放大器 AD8221 等元器件

设计一个电压电流测试仪，能实现对电压电

流的高精度测试要求。该测试仪还具有触摸

屏人机接口与温度检测等功能。

关键词：嵌入式；ARM；高精度；电压电流；测

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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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充电的电能设备在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也

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手机充电宝，纯电瓶驱动的新

能源汽车、电瓶自行车等。随着充电电能设备的推广应用，其使

用寿命和安全性是人们关注的主题，那么怎么才能使电能设备拥

有更长的寿命、同时也能更安全呢？通常情况下，通过检测电能

设备电压电流的大小来自动控制设备的运行，当电压或电流的大

小超出了设定的安全值时便会报警并切断电源。但是，对于精度

要求很高的电能设备如何进行电压电流检测与控制，这是值得研

究的课题。

基于嵌入式 ARM 的高精度电压电流测试仪设计，以嵌入式

ARM Cortex-A9 处理器为核心，利用误差非常小的采样电路，若采

样电路误差非常小且性能稳定，采样信号的精度就很高，采样信

号通过高性能运算放大器放大，并经高精度的 24 位模数转换器转

换后生成的数字信号经 Cortex-A9 处理器分析处理后，能实现对被

测设备电压电流的高精度检测。这就是该项目的高精度电压电流

测试仪设计理念。

1    高精度电压电流测试仪的方案设计

根据高精度电压电流测试仪设计理念，该高精度电压电流测

试仪以飞思卡尔 I.MX6Q Cortex-A9 四核处理器为核心，由高精度

电压、电流与温度采样电路，高性能放大器 AD8221，24 位模数转

换器 LTC2449，触摸屏，LCD 显示器及报警电路组成，测试仪系

统设计的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1.1  测试仪工作原理

该测试仪利用电压采样电路、电流采样电路、温度采样电路将

电能设备的工作电流、电压与温度进行采样，采集到的数据经高

性能放大器 AD8221 放大后，通过 24 位 LTC2449A/D 转换器转换

成数字信号之后，输送给嵌入式 ARM 飞思卡尔 I.MX6Q Cortex-A9

基于嵌入式 ARM 的高精度电压电流测试仪设计

龙诺春，李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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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处理器，处理器对数字信号处理后，最后输送到 LCD 显示屏上显示出用电设备的工

作电压、电流与温度的大小。同时利用触摸屏人机接口，在界面中能进行安全电压、电流

设定，设定的值会与接收到的值进行比较，如果大于或者等于设定值将会报警，以便提示

用户切断电源，从而达到对设备的保护作用。

1.2  元器件的选择与功能分析

为了保障测试仪的高精度和高性能要求，元器件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元器件的

性能不好，稳定性差，就会影响测试仪的性能，如果元器件的精度不高，测试仪的精度就

不可能达到要求。因此，对采样电阻的性能和精度要求高，能保证精准的采样值，对运算

放大器的性能和精度要求高，能保证采样值经放大后不失真，对 A/D 转换器的性能和精度

要求高，能保证采样值误差非常小的送到处理器，从而保证测量值的精确。

1.2.1 采样电阻

采样电阻一般不用碳膜电阻，而选择锰铜电阻。碳膜电阻是用有机粘合剂将碳墨、石

墨和填充料配成悬浮液涂覆于绝缘基体上，经加热聚合而成。碳膜电阻成本较低，电性能

和稳定性较差，碳膜电阻器误差率一般分为三个等级：I 级的误差率为 5%，II 二级的误差

率为 10%，III 级的误差率为 20%，显然误差率较大。锰铜电阻是具有电阻稳定特性的合

金材料组成，它具有电阻温度系数小、稳定性好、机械强度高等特点，并可制成粉、线、

箔、片、带、棒、管等形状，表面还可以被覆各种绝缘材料。由于锰铜电阻具有很小的电

阻、温度系数和对铜的电热势低及电阻的高稳定性特点，因此，本系统采用锰铜电阻作业

采样电阻。

1.2.2 高性能放大器 AD8221

高性能放大器 AD8221 是一款增益可编程的仪表放大

器，在同类产品中，其相对于频率的共模抑制比（CMRR）

最高。相对于频率的高共模抑制比使得 AD8221 可以抑制带

宽干扰和线路谐波，大大简化了滤波要求 [1]。AD8221 引脚

布局图如图 2 所示。

AD8221 的传递函数公式如式（1）所示：

AD8221 的增益选择：将一个电阻跨接在    引脚上，即可设置 AD8221 的增益，电阻

值大小可根据式（1）进行计算。                                                    

电压、电流采样信号可接到 AD8221 的 1、4 引脚上，信号放大值由 7 号引脚输出，7

图 1 系统设计结构图

图 2 AD8221 引脚布局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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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引脚接到模数转换器 LTC2449 的模拟量输入端。

1.2.3 模数转换器 LTC2449

LTC2449 是 8/16 通道 (4/8 差分 ) 的高速 24 位无延迟增量累加的模数转换器。该器件

采用一种专有的增量累加型架构，实现了可变速度 / 分辨率。具有 10 种速度 / 分辨率组合，

可通过一个简单的四线式串行接口来选择，该模数转换器没有转换结果之间的延迟，对于

偏移、全标度、线性度、漂移等情况都不会影响 DC 准确度。此外，还可选择一种 2X 速

度模式，从而实现高达 7k Hz ( 如果采用一个外部振荡器则为 8k Hz) 的输出频率和单周期

延迟。可利用一个从地电位至 VCC 的共模输入范围来选择单端或差分输入的任意组合，

这与 VREF 无关。当工作于 1X 速度模式时，在选择了一个新的速度、分辨率或通道之后

的第一个转换是有效的。由于转换操作之间没有稳定时间，因此能以一个 500 Hz 的频率

扫描所有 8 个差分通道。在每次转换结束时，转换器在内部复位，从而消除了连续转换之

间的任何记忆效应，并确保高阶增量累加型调制器的稳定性。

模数转换器 LTC2449 与嵌入式飞思卡尔 I.MX6Q Cortex-A9 四核处理器采用 SPI 总线

连接，实现 24 位的数据输出，模拟量输入信号可接到 LTC2449 的 16 路输入的任意引脚上，

当然，也可采用差分接入方式。

2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是在硬件基础上开发的，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进行设计，主要有触摸屏界面（包

括 LCD 显示）的 Qt 程序设计，数据处理（包括报警功能）程序设计和 SPI 总线的驱动程

序设计等内容。由于 SPI 总线的驱动程序设计比较复杂，下面主要介绍 Qt 程序设计内容

和数据处理程序设计内容。

2.1  Qt 界面程序设计

Qt 界面程序设计主要是为了能通过界面简便直观的操作测试仪，并通过显示界面显

示测试的数据。由于界面图较多，下面只给出了 Qt 主界面图，如下图 3 所示。Qt 界面程

序设计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主界面功能：显示测试电压、电流、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当前温度值等，能进入

参数设置界面和校准界面。

2) 参数设置界面功能：可设置安全电压范围、安全电流范围、安全温度范围等，并能

取消或保存设置值。

图 3  Qt 界面的主界面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5 卷第 1 期    VOl.25    NO.1



29

3) 校准界面功能：能进入相关校准界面，对电压校准和电流校准。

4) 电压校准界面功能：能显示采样电流、精确电流和精确度等值，并具有预校准、设

置、计算、下载、清空数据等功能。

5) 电流校准界面功能：能显示采样电压、精确电压和精确度等值，并具有预校准、设

置、计算、下载、清空数据等功能。

2.2  数据处理程序设计

数据处理程序设计主要是对 A/

D 转换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对

相关数据进行判断，判断电压、电

流、温度等有关数据是否超出了设

定的界限值，如果超出了界限值便

进行报警或切断回路，如果没有超

出设定的界限值，便在 QT 界面上

显示相关数据。数据处理程序的流

程图如图 4 所示。

3    结论

基于嵌入式 ARM 的高精度电压电流测试仪主要由嵌入式 ARM Cortex-A9 处理器、高

性能放大器 AD8221 器件和 24 位的 LTC2449 模数转换器件组成，并具有触摸屏人机接口

功能、LCD 信息显示功能及温度检测功能。该测试仪能够精准的检测出电能设备输入或输

出的电压电流大小，性能稳定可靠，操作方便直观，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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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power equipments require high voltage and current precision of the power 
supply.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est the voltage and current with high accuracy. Using the 
embedded ARM Cortex-A9 processor, 24 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LTC2449 and a high 
gain amplifier AD8221 are used to design a voltage and current tester, which can achieve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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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处理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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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短波信号传输过程中多径的

问题，实现软件无线电环境下对短波信号解

调的效率提升 , 根据 RAKE 接收机算法和自

相关信号的特性，使用信道估计、信道评估、

多径筛选及组合的方法，对自相关信号进行

解调 , 通过仿真，在多径效应影响下，处理

3 径信号能使信号的解调成功率上升 18%，

因此，利用该方法能有效提高在复杂电磁环

境下短波数字通信的效率。

关键词：多径；RAKE接收机；信道估计；信道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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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波多径效应一般是指短波信号在传输空间传播的时候，由

于受到电流层电波传播信道的影响，从而导致单一信号分散成多

个信号，并且到达接收端的时间不同，导致信号本身自相位相互

叠加，信号质量变差，甚至失真。为此，我们利用 RAKE 接收机

算法，将接收机端收到的多径信号进行处理，根据自相关信号的

特点，采用相关解扩技术，将多径信号进行分离，并通过算法将

多径信号能量进行合成，提高信号的质量，从而提升信号的解调

效率 [1]。

1    自相关信号分析

目前的短波信号主要代表为 3G-ALE 信号，该类信号包含的

波形分别是 BW1、BW2、BW3、BW4、BW5 等多种波形，其中大

部分波形采用正交扩频 8PSK 调制，其自相关性较强。这类调制一

般通过 Walsh 编码、扰码、映射等方式，基带调制到载波为 1 800 

Hz 上 [2]。假设 n 比特数据通过映射，形成长度为 N 符号的 Walsh

序列，在保证映射唯一性上，Walsh 序列需要 2n 个，在保证信号

符号同步和位同步的情况下，对信号进行解调，需要 2n 个本地

Walsh 序列一起和信号数据做逐点滑动的相关计算。只有当某个本

地 Walsh 序列和信号数据序列一致时，根据 Walsh 序列的尖锐自

利用 RAKE 接收机自相关信号解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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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Walsh 自相关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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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峰特征，在这些 2n 个相关值中取得最大值，如图 1 表示，最大值为自相关值，0 为

互相关值。

2    Rake 接收算法分析

RAKE 接收机算法结构如图 2 所示。其基本原理是根据扩频序列尖锐相关特性，通过

m 个相关器使其多径分离，然后对每一径进行延时和相位校正，并从中选取最佳的一径作

为参考，其他各径在时间上与它同步，根据某一特性将多径累加，得到最大能量之，从而

将有害信号转换成有利信号 [3]。

多径合并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假设分离后各径的信号能量分别是

则多径合并起来后得到：

式（1）中 为加权系数。根据选取的加权系数的不同，可以分成 3 种合并方式，选

择式合并、等增益合并和最大比值合并，通过对比测试，性能最好的为最大比值合并，其

加权系数 为：

由式（2）可以看出，当加权系数与本路的噪声功率 成反比时，且正比与本路信号

幅度   时，可以得到最大的合并输出。考虑到在做信号估计处理的时候，已经对多径信号

的幅度和延迟进行了处理，可以将 设置等于主径的幅度，从而简化最大比值合并实现。

一般情况下，考虑到信号多径的路数与衰减程度成正比，与计算的复杂度成反比，这里只

选取 3 个独立径作为考虑，在实验中对模拟信号多径分别乘以 0.8，0.35 和 1，然后进行

多路合并，找寻最大值并开展相关解调。

3    性能仿真

在充分考虑多径的情况下，利用 RAKE 接收机算法对正交扩频调制信号进行解调，为

保证测试的效果，采取 4 种信噪比条件下的信号开展对比，分别为 5 dB、8 dB、10 dB 和

15 B，在多径选择上面，考虑到信号在 3 径后衰减非常明显，这里选取用 3 径作为标准，

针对 3GALE 信号中传信信号 BW3 波形进行解调测试，对比利用 RAKE 和不用 RAKE 算

法两种情况下的解调结果，其解调的误码率如图 3 所示：

通过图 3 可以得知，在信噪比较低的情况下，采用 RAKE 接收机算法可以降低误码率

一半。

曹  蕾，涂泽鑫：利用 RAKE 接收机自相关信号解调的研究

图 2  Rake 接收机算法框图

       ,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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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短波通信中，多径效应往往会导致信号解调质量变差，严重的时候导致信号相互干

扰无法解调。本文中通过研究 RAKE 接收机技术，提出一种基于正交扩频 8PSK 信号的

RAKE 接收机解调技术研究和实现，从信号分析、信道估计、RAKE 实现、仿真评估等多

个方面开展研究。最后在实际的信号解调测试效果中表明，在利用 RAKE 技术后同样条件

下解调效率将提高 2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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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modulation of Autocorrelation Signal by Using RAKE 
Receiver

CAO Lei,TU Ze-xi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 Guangdong Guangzhou 510450)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ultipath in the transmission of short wave signal, the 
efficiency of the short wave signal demodulation is improved in the software radio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KE receiver algorithm and autocorrelation signal, the 
autocorrelation signal is demodulated through channel estimation, channel estimation, multipath 
screening and combination. Through simul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ath effect, processing 
the 3 diameter signal can make the signal demodulation success rate increase by 18%. Therefore,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hort wave digital communication in complex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Key words: multipath；RAKE receiver；channel estimation；channel assessment

图 3  4 种信噪比条件下的两种算法解调误码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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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目前市场上老船木马赛克施工

工艺及养护标准缺失的现状，针对老船木马

赛克墙面施工工艺流程及后期养护措施展开

阐述，并剖析老船木马赛克材性特征，解决

其缺陷在施工过程中所带来的阻力，通过对

老船木马赛克铺贴前期准备、墙面铺贴技巧、

墙面效果调整，详细描述其工艺要点；并从

老船木马赛克养护前期表层杂物处理方法、

护理剂的挑选、打蜡技巧以及养护注意事项

全面解析其养护方法，为老船木马赛克的施

工和养护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老船木马赛克；施工；养护；技术；环

保

收稿日期：2017-11-13

作者简介：刘欢（1989- ），男，湖南株洲人，

讲师，研究生，主要从事家具材料与家具设

计方面的研究。

老船木马赛克又称船木锦砖或船木网砖，原材料是老船木，

结构上由多个块状、片状等小件船木组成一个拼件单元，即可称

为老船木马赛克。主要用于内墙装饰，也可用于外墙饰面。老船

木本身就是从废弃的木船上拆卸下来的，其并非是树木的一种，

用于造船的木种类很多，种类有：柚木、柏木、赤木、榆木、楠木、

梓木、楸木、槠木、桧木等。根据不同木料的性质，分别应用在

木船的不同部位，一艘海船的建成需要多种不同的木材，传统造

船往往是就地取材，但能用来造船的木料是有一定要求，木质必

须硬度高、细密、木性稳定、富有耐腐蚀及韧性的优点，且造船

材料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再通过烘干，刷桐油防腐等处理，确保

其可靠性。老木船历经沧桑，经过海水多年的侵蚀、冲刷退役下来，

大部分已是斑驳参差，伤痕累累。从旧船拆卸下来，经过晾晒，清洗，

干燥等一系列特殊工艺处理、打磨修饰之后，表面自然气息四溢

给人质朴感，触感柔和温顺，具有极强的亲切感 [1]。老船木马赛克

作为一种墙面装饰材料，装点空间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创造充

满艺术氛围和具有审美价值的空间，从侧面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

随着建材行业的蓬勃发展 , 各商家看到老船木马赛克的潜力和市场

价值，趋之若鹜投入生产，但是老船木马赛克的施工工艺和后期

养护一直是一个瓶颈。由于目前没有一个标准合理的工艺、后期

维护参考，造成老船木马赛克施工之后起块、脱落等现象屡见不鲜，

这给老船木马赛克的市场推广造成了巨大阻力。

1    老船木马赛克材性特征及缺陷分析

老船木马赛克近几年之所以受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青睐 [2]，源自

于它能给人们带来原木材的自然情趣 [3]。老船木自身色泽天然奇特，

表面受大自然洗礼，充斥沧桑感及残缺美，艺术感强。木船经过

大自然多年的雕琢，受机油的侵蚀有着如同烈火焦烤过的黑色色

块，船钉经过海水长期侵泡而发生氧化反应后形成锈斑不断渗透

老船木马赛克施工工艺及养护研究

刘   欢 , 陈华钢

广东白云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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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木材中形成金黄木色，如同土著人的皮肤，以及船

钉留下不规则大大小小的孔洞，海水多年的侵蚀，使

船木有着起伏的纹理，这些特殊的天然印迹让老船木

马赛克拥有质朴天然、返璞归真的气质 [4]。由于老船

木独特的材质特性，为老船木马赛克能拼出千变万化

的装饰画面创造了条件，使其流露出沉稳谦和、温润

可人之感（图 1）。

由于老船木马赛克原材料“船木”属于朽木的一

种，必然存有一定缺陷 [5]。例如：老船木马赛克单元

个体样式无规律，几乎找不到两块一模一样的，组拼

效果难统一，如前期不筛选会造成版面混乱；大量的

孔洞容易成积尘埃，对后期养护带来难度 [6]。

2    老船木马赛克墙面施工工艺流程

2.1  老船木马赛克铺贴准备

根据老船木马赛克墙面铺贴设计图纸标准 , 严格对老船木马赛克单元板块进行筛选 ,

挑选规格、样式一致、单元板面马赛克完整、无颗粒脱落、分布均匀的老船木马赛克。根

据不同造型的版面尺寸 , 准确计算材料用量 , 严格记录用量和耗损。避免随意堆放 , 对应

施工墙面编号装箱放置，注意防尘防腐。老船木马赛克上墙之前，先使其平铺在地面上预

先检查一下铺贴效果，可以对铺贴方案及时调整。检查单元个体之间对接是否匹配，对异

形及不规则的老船木马赛克单块个体可裁切或替换，确保整体效果（图 2）。

老船木马赛克上墙铺贴前，必须对铺贴对象墙进行找平，利用打磨机打磨墙面凸起处，

若基层有较深的凹陷处时，通过多次抹灰一层层填平，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干缩过大，造成

基层空裂脱落。每层抹灰厚度，宜控制在 10 mm 左右 [7]。

2.2  老船木马赛克墙面铺贴

用装修木线（30 mm*40 mm）纵横钉 300*300 为单元的木架龙骨，然后用自攻螺丝将

木龙骨固定在墙面，再在龙骨上面用钉固定木板，将木板依次平铺，并通过水平尺找平确

保平整。墙面基础准备好之后，用棕毛刷去除木板表面的灰尘、杂物等，使木板表面干净

无杂质，再用环保乳胶或木制品粘合剂均匀地涂抹在木板上，不必对整个墙面涂抹，造成

图 1  老船木马赛克

图 2  老船木马赛克铺贴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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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克未贴胶提前固化的现象，涂抹需要粘贴老船木马赛克单元板块的面积，同时给老船

木马赛克背面涂上胶，以达到完美贴合的效果，贴完一块再涂抹下一块，依次循环。从下

往上依次铺贴，并要充分压实，根据情况需要，可用钉子在老船木马赛克缝隙处加固。拼

贴前注意弹线，防止贴歪 [8]。

2.3  老船木马赛克墙面效果调整

由于老船木马赛克色泽各异，造型凹凸多变，为了使墙面有规律感，达到和谐统一，

营造规律感避免杂乱无章，可替换在色彩和形态上过于突出个性的单元板块 [9]；同时，老

船木马赛克上墙之后避免不了局部起翘，用一块平整干净的木板压住翘起的马赛克，再用

木工锤轻轻敲击木板拍击平实，保证每个单元板块平整。

2.4  老船木马赛克施工案例分析

以玄关墙面铺贴为例（图 3），该玄关铺贴老船木马赛克面积为 3.4 平方米，利用“重

复铺贴法”铺贴，首先对墙面腻子层找平，对不平处用砂纸打磨。墙面平整度达到施工条

件之后，在墙面定装木龙骨架，确保木龙骨平整，选用平整的木工板覆盖住木龙骨并用铁

钉固定，并除去木板上的灰尘。最后上胶，分别在木板上及老船木马赛克背面涂抹，从下

往上连续铺贴即可。

3    后期养护措施

3.1  老船木马赛克除尘清洁

由于老船木马赛克的造型特征，非常容易沉积大量尘埃，需要经常除尘。最好使用干

净的软棉布，如旧的白 T 恤或婴儿用棉布等，擦拭一遍后，需要换一面再擦老船木马赛克，

因为灰尘呈颗粒状，容易摩擦老船木马赛克表面，使其失去光泽度，湿的抹布擦一遍，再

用干抹布擦一遍；另外，不要用海绵或餐具清洁用具擦，海绵在擦的过程中会残留大量水

渍，造成马赛克吸收水分散发异味，而餐具清洁用具相对比较粗糙，容易擦伤老船木马赛

克表面；清理老船木马赛克缝隙的污渍残留，建议用软棕毛刷轻轻去除拼接缝和凹凸缝隙

中的污物 [10]。

3.2  护理剂的挑选

老船木马赛克是一种材性相对稳定的装饰饰材，对护理剂其实没有特定要求，选用普

图 3  老船木马赛克玄关铺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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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实木护理蜡即可。大部分实木护理蜡主要用来护理各种木质产品，并散发出幽香，特别

适合像老船木马赛克这种多种木材混合的产品。因此，老船木马赛克的护理主要是实木护

理喷蜡和实木护理固态蜡。

3.3  如何给老船木马赛克上光打蜡

定期打蜡，三个月为一个周期为老船木马赛克上一层蜡，蜡分为固态蜡和液态蜡。打

蜡前必须除尘 , 对于上面残留过久的污渍可用棉布蘸少量酒精或汽油揩擦，使用固态蜡保

养：先用一小块棉布沾适量光蜡对其大面积涂抹，再用一块大些的干布逆时针画圈分块将

蜡擦均匀，如果之前有上过蜡，应先用较温和的非碱性肥皂水将旧蜡抹除；使用液态蜡保

养：在给老船木马赛克上护理喷蜡前，必须先将喷灌摇匀，然后呈 45 度角将喷灌内的液

体态蜡能在不失压力的状态下被完全释放出来，喷到老船木马赛克装饰墙面上。最后，再

用喷灌对着干抹布轻喷一点蜡将墙面不均匀处涂抹均匀，能起到很好的清洁保养效果。抹

布使用完后，切记要洗净晾干，便于下次使用。鉴于目前市场上蜡的种类较多，所以选用

蜡的品种尽量固定，便于掌握其特性。对于老船木马赛克上蜡的次数也需要控制，过度上

蜡也会损伤涂层外观。

3.4  养护误区

切忌用洗涤剂清洗老船木马赛克，洗涤剂不但清除不了老船木马赛克表层沉积的尘埃

及杂物，反而由于洗涤剂的腐蚀性损伤老船木马赛克抛光层 [11]，使其失去光泽，缩短耐久

年限。此外，很多人为了让老船木马赛克看起来更有光泽，大量将实木蜡涂抹或喷至在老

船木马赛克表面，造成大量集留，反而会让其表面有雾状斑点。

4    结语

老船木马赛克的施工工艺和后期养护一直未得到重视，对材料商及用户造成了一定损

失。目前，老船木马赛克的施工工艺还存在一定缺陷，老船木马赛克的施工技巧需要在实

践中不断改进，虽然老船木马赛克的材性相对稳定，后期养护要求不高，目前对其养护主

要参照实木家具的养护方法，但是老船木马赛克的后期养护技巧仍需不断探索和研究，寻

求最佳的养护方法，使其达到最佳效果 [12]。本课题从目前市场上老船木马赛克施工案例中

初步整合了一些施工及养护经验，为老船木马赛克的施工和养护提供理论参考，降低其施

工成本，提升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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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intenance of Old-Ship-
Wood Mosaic

LIU Huan, CHEN Hua-ga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absence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intenance standards for the old-ship-wood mosaic in the marke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maintenance measures of old-ship-wood mosaic wall surfac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ld-ship-wood mosaic material, and solves the resistance caused by its 
defec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wall surface effect is adjusted, and its technical point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and the maintenance methods are fully analyzed from the surface debris 
treatment method, the selection of nursing agent, the waxing skill and the maintenance matte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mosaic maintenance,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ld-ship-wood mosaic.

Key words: old ship Trojan mosaic；construction；maintena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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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一项课题喜获广州市科创委项目立项

2018 年 2 月，接到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 2018 年广州市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

签署立项合同书的通知，我校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柳贵东博士主持的《动车组压力

表自动检定系统研究》获得 2018 年广州市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立项，资助额度 20 万元。

《动车组压力表自动检定系统研究》是基于我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的需求而展开的一

项科技攻关项目，是我校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深入校企合作的重大突破。本项目的

成功立项，不仅是我校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得到社会认可，也为其他教师申报广州市科

创委项目提供了可借鉴的智力支持，为我校更好地开展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供稿：王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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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人在工作过程中的需求入手，关

注电脑和人的关系，研究电脑办公桌椅的发

展现状。运用健康工业设计理念，分析目前

电脑办公桌椅的发展及现状。探索了“动”

的操作方式、合理支撑、CMF 设计、技术

应用等更加人性化的电脑办公桌椅的设计方

向。关注技术为人服务，根据未来电脑发展

的趋势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优化办公环

境，提高电脑操作者的舒适度，减少对身体

的伤害。

关键词：健康工业设计理念；电脑办公桌椅；人

性化设计

收稿日期：2017-11-13

作者简介：潘文芳 (1977- )，女，山东莱阳人，

讲师 , 硕士，主要从事产品设计中的人机工

程学方面的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办公作业比以往更加依赖电脑。

在技术的支持下，电脑的发展也日新月异。与之对应的电脑办公

桌椅也需要适应不同工作方式的需求。传统电脑办公桌椅无法适

应现代工作方式的需求，造成操作人员因长期使用电脑造成的职

业劳损也比以往更加普遍，颈椎、腰椎、肩周等问题频发。研究

标明，这些病症主要是由于使用者的不良坐姿、长时间静坐、缺

乏运动造成的局部肌肉紧张引起。研究未来电脑的发展趋势和人

们的工作模式，设计更利于人类健康的电脑办公桌椅，是目前电

脑家具设计的方向。

1    电脑办公桌椅的发展及现状

电脑从诞生到现在，经历了很多次巨大的变化，也由此影响

了电脑办公桌椅的发展演变。第一代计算机——电子管数字计算

机非常庞大，操作者需要站着操作，当时的桌子主要是用来支撑

电脑，面积也非常大，可以称为电脑办公桌的雏形。

随着 Intel 的微型处理器的不断更新换代，计算机的体积大大

“缩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现代电脑已经基本成型。体积看

起来仍然比较庞大的电脑放在普通办公桌上使用，常常挤占桌面

其他办公用品的空间，使得办公桌看起来非常拥挤。而随着办公

电脑的普及，开始出现将有限空间功能最大化的电脑办公桌，利

用向高空发展的优势，将多个功能在同一个桌面向上扩展。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的设计师最先开始关注电脑操作人员的

健康，针对办公健康问题设计可升降的电脑办公桌。使用者用脚

轻踏操作杆，即可调节办公桌的高低，在不同高度切换的过程中，

使人的肌肉得到放松，达到健康办公的目的。

到了 21 世纪，电脑逐渐成为办公的标配，体型越来越小，人

们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电脑办公桌的设计也相应有了很大的变

化，越来越人性化，在人机的交互、功能的分区、走线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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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it Tight 健身办公椅 图 2  膝靠坐具 W Chair

可调的高度等方面做出更多创新设计，外观也越来越简洁，多种材料的应用极大丰富了办

公环境，极大缓解了人的办公压力。更多新技术的应用，也给了电脑办公桌椅创新设计以

更多可能性。

2    健康工业设计理念

人类在造物之初追求的是功能的满足，在功能得到满足之后，又开始关注物品的美观。

随着人与工具和家具之间的交互越来越多，人们又发现既美观又实用的产品还是不够，要

求产品还要注重使用者的感受，不会危害身体健康 [1]。“健康工业设计”正是这一需求下

产生的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它源于上个世纪学界对工业设计形式究竟是源于形式还是源于

功能的讨论，英文是 Healthy Industrial Design，以人体的自然运动规律为基础，以健康地

使用为原则，让产品设计能更有效地带领用户进入和谐健康的体验状态，追求一种“自由

的使用状态”[2]。以解决人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各种问题为目标，从人体健康的角度出发，

通过设计中考虑人的因素，尽量避免由于设计失误给使用者带来健康的危害，目前在医疗、

办公及公共设施行业应用较广。

3    健康工业设计理念在电脑办公桌椅设计中的传达及案例分析

3.1“动”的使用方式

电脑家具的构造决定了电脑使用者会长时间保持坐姿，身体长期处在不良的姿态下操

作，容易造成下肢长期缺乏运动引起血液循环不畅，给使用者造成颈、肩、腰、臀部的劳

损 [3]。关注用户的使用状态，采用多种姿势，可缓解静态坐姿带来的疲劳，关注桌下空间

和下肢健康，给使用者更多的姿势调节机会，改善血液循环不畅带来的危害，满足人不同

姿势的使用需求。

3.1.1“坐站”结合

“坐站”结合的健康工作模式主要通过电子调节获得不同高度的桌面，迫使使用者改

换不同姿势，若加上音乐的刺激，使人不自觉地摇晃身体，更容易缓解疲劳。MOVI 电子

办公桌中，通过电子升降控制台轻松切换平面到立体，有手工和自动两种方式，可改善困

倦和脚部浮肿。

3.1.2 坐姿的不断调整

坐姿的不断调整能放松肌肉，及时释放生成的乳酸，缓解疲劳，提高工作效率。Sit 

Tight 公司的健身办公椅（图 1），使用不倒翁原理，使工作者需要依靠肌肉活动来控制坐

姿，由静坐转变为核心运动，可以使大脑和身体处于警觉状态，开拓思路。

潘文芳：健康工业设计理念下的电脑桌椅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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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合理的支撑

人在前倾工作状态下，需要前方的合理支撑。坐姿使用电脑状态下，容易因为伏案工

作造成肩颈劳损，将支撑点下移到腿部，形成膝靠式坐具，可保持背部挺直的状态，提高

坐姿舒适度。W Chair（图 2）不仅使坐姿优雅，也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适合长时间学习

或工作以使用。在立姿工作一定时间，会将手臂伸向桌面内部，寻找重心支撑 [4]。因此要

将显示器后移，避免显示器离眼过近。

肘部支撑是在所有操作中均需考虑的，因为手臂长期悬空或者使用不当姿势支撑，容

易造成肩颈、上肢紧张，造成相关部位损伤。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多数使用者会选择座椅

扶手为肘托，因此电脑椅的扶手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坐姿肘高尺寸，或采用可调设计，使其

与使用者的接触面有较高舒适度。

3.3  产品色彩、材料及表面处理设计

健康的外观设计需更关注用户的需求，关注客户内心的认同感，使用能引起消费者共

鸣的元素、色彩及表面处理，让受众体验健康自然。

对于用户而言，材质是产品质量及设计理念最直观的展现。一定要在考虑客户感受的

基础之上合理选择材质。研究发现，在用户手接触使用的部位使用原木，更能给消费者以

温暖舒适的感觉，如把手、扶手、桌面等 [5]，触摸时可传递“安全健康”的感受。

产品色彩的选择取决于产品特性，更取决于环境。办公环境整体需要严肃安静的感觉，

但从健康的角度，亲近、愉悦的体验更有利于办公效率的提高。百利文仪的办公家具针对

不同企业的办公环境特点，大量使用白色、灰色、原木色，搭配装饰性协调色，可以为客

户传递出自然、健康、亲切而有活力的感觉。橙色与绿色的搭配，为空间增添清新靓丽的

色调，屏风使用布与亚克力的组合，可以阻隔部分杂音，带来更安心愉悦的感受。

3.4  新技术的应用

技术的发展是为人服务的，合理引入新技术可将人体参数数据化，更好地提高使用者

的体验。

传感技术的应用。长期使用电脑除了造成身体疲劳，更严重是眼疲劳，如不能及时休

息，会造成视疲劳。加入传感技术，通过感受检测对象的眨眼频率、活动时间等转换成数

据，提醒人及时休息，实现与人的互动，可更好地帮助人关注健康，提高效率。

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将自动化技术用于日常办公，使所有针对不同人的设置可以更加

细致到位，使用更顺畅，如办公空间的转换、桌椅高度的调整可以瞬间完成，结合对人体

数据的分析，实现无级变化和高级定制，为办公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进入信息时代，电脑已成为工作的中心，电脑办公家具则朝着智能化、人性化的方向

发展。使用健康工作理念进行电脑办公桌椅设计，顺应人体的自然运动规律，做到“人”

与“物”和谐一致，使用传感器和自动控制技术，让办公家具更加人性化，优化办公环境，

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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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Computer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Healthy Industrial Design

PAN Wen-fang
(School of Art Desig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mputer table & chair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in the work proces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uter and 
human health . The concept of Health Industrial Design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able and chair. It explores the design perspective from the "action" 
mode of operation, reasonable design, technical support, and CMF. It focuses on technology used 
for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trend of computer development and the way of life in the future, we 
can optimize office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comfort of computer operators, and reduce physical 
hurt.

Key words: Healthy Industrial Design; computer furniture

广东白云学院两项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年度重点
研究课题获立项

根据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年度第一批重点

研究课题立项通知》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年度第二批重点研究课题立项通

知》，我校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新荣主持的项目《广东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和杨勇军老师主持的项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乡村文化复兴研究》分别获广东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年度第一批和第二批重点研究课题立项。此两项重点研究课题的

立项，是我校珠江三角洲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立

项项目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表明我校老师为政府提供咨询报告的科研水平明显提升。

（供稿：吕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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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持续发展观、生态学、中国传统

生态思想等理论基础是新兴的可持续设计形

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内生动力，通过对当

前生态文化和可持续社会大背景的研读，结

合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现状和发展态势，对

设计的理论内核进行探索性的梳理。尝试性

地将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的理论基础进行归

纳，并对各部分进行了阐释和相应的设计意

义解读。

关键词：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理论基础

收稿日期：2018-1-13

作者简介：高云庭（1986-  )，男，湖北荆州人，

主要从事绿色建筑环境设计方面的研究。

人居环境设计的未来是可持续化，这已是设计界的全球共识，

许多远见卓识的设计师喊出了“为了地球而设计”的口号。建筑

环境的可持续设计作为一种新兴的理念和实践，自然拥有自身专

属的理论基础，它指导和推动着建筑环境设计朝着生态化、绿色化、

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与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有关的理论基础主

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可持续发展观；生态学；中国传统生

态思想；西方近代生态哲学。

1    可持续发展观是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的根本指针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

一个概念，是人类对发展的认识深化的重要标志。1987 年，世界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阐述了“可

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是“不损害未来一代需求的前提下，

满足当前一代人的需求”。它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

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

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点是人类社

会与生态系统的整体观，它把人类的生存环境 ---- 地球生物圈视

为由自然、社会和经济三个亚系统交织在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

矛盾运动中形成的一个整体性复杂系统。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是

发展，但要求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已

经成为全球长期发展的指导思想，旨在以平衡的方式实现经济发

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观是超越文化与历史的障

碍来看待全球问题的，本着公平性原则、协调性原则、持续性原则，

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生存环境问题作为基本问题，将人类的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所要达到

的目标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即实现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可持续

初探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的理论基础

高云庭，陈华钢

广东白云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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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是建筑环境设计可持续化的根本指导思想，建筑环境的可持续设计理念所表现出的

丰富涵义可概括为安全健康、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经济舒适、灵活长效等几个方面。

2    生态学是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的科学依据

1886 年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Haeckel）首次提出“生态学（Ecology）”①

的概念：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个体、种群、群落）与其周围环境 ( 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

物环境 ) 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学是研究关联的学说，它研究有机体之间、有机体与环境

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关联的有机体与环境构成生态系统由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

组成，自然生态系统又由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组成。从构成单元来看，生态系统世界由

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构成，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即是生物圈。生态系统有其内在的规律

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态平衡原理，生物和环境所构成的网络是生态平衡形成的基础，

其结构和功能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每个生态系统都有自己的结构及相应的能量流动、

物质循环途径、以及信息传统方式，无数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汇合

成生物圈总的能流、物流和信息流，使自然界在动态平衡演替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生态系

统具有自动调节恢复稳定状态的能力，调节过程由简单到复杂、单一到多样、不稳定到稳

定，共生关系又少到多，由高到低，同趋向整体有序这一地球上最基本的运动过程相一致，

保证了地球环境的生存和发展。但是，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

的生态系统会因无法调节到生态平衡状态而走向破坏和解体。

建筑环境对原生环境和次生环境有着很大的影响，环境的人为程度越高，人为主导作

用越强，自然因素则越少或起到的作用就越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古至今，随着环境

营建技术的发展，我们对自然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建筑环境这一人工生态系统是消费者

占主导的系统，它事实上是很脆弱的。建筑环境的可持续设计要在生态学的科学指导下，

系统、整体地组织室内外各种物态因素，使物质、能源和信息在空间环境中有秩序地循环

转换，获得一种高效、低耗、无废、无污、生态平衡的建筑环境。                                          

3    我国传统生态智慧是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的精神资源

我国古代先哲们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如道家有“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主张物我合一、知常日明、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儒家有“天人和

谐”的环境伦理意识，主张兼爱万物、尊重自然、以时禁发、以时养发、取用有节、物尽

其用；佛学有“尊重生命”的博爱意识，宣扬万物平等的生命意识、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

“不杀生”的道德戒律。[1]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天地人合一”。“天地”代表大自然，“人”

与其他生物又是自然所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形成了人、生物和环境等自然现象相互

统一的整体，其中的人与天地关系是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他们是共生共处的

关系，当然应该和睦相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认为世界万物由于运动而不断生出，在生生

不息的天道之下，产生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天地万物都在运动中循环，在循环中进化，

人是这生生不息运动中的最重要的一员。我国古代生态思想主张在天地人的关系中按自然

规律办事，顺应自然，谋求天地人的和谐，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以人为主的，人不是

消极地俯首听命于自然，而是在遵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为。中国

古代的先哲们还强调人与自然平等，提倡人们要爱护其他一切自然物和人造物，给予所有

事物以完整性，而不去剥夺个体在宇宙中的特殊意义，懂得如何把生命之存在和生命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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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统一起来，人类既要利用生态资源，又要从道德意识出发去保护生态、更新自然资源，

达到永续利用的目标。

在设计中理应视“天地人合一”为解决人居环境问题的基本思想，既要对自然进行适

度的改造之而使其符合我们人的愿望，又要遵顺自然之规律而不至于形成破坏生态平衡的

局面。设计、管理和保护的设计思维和行事方式就是我国传统生态思想在当今文明社会中

的传扬，面对今天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它们能给予我们的是其他文化无以替代而又非常

深刻的启示。我国古代传统生态思想的宏观、整体与和谐的内质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是

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之极其宝贵的精神资源，它往往能使可持续建筑环境体现出“天人合

一”的诗意超然之空间意境。

4    西方近代生态哲学是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的思想源流

吉尔伯特·怀特率于 1789 年写成的《塞耳彭自然史》标志着西方生态思想的诞生。[2]

西方近代形成的生态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主要包括浅层生态学、深层生

态学、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生态女性主义、后现代环境哲学、社会生

态学等分支学说。[3] 西方近代生态哲学把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

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终极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

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目的是保护生态并重建生态平衡，恢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

关系。西方近代生态哲学认为全球性生态危机不仅仅是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更重要的问

题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对自然的负影响，它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局限，努力超越自

身利益而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去思考问题，并以这样的思考约束人类自身的生活和发展，

限制人类的部分自由，特别是要放弃追求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来限制

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把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受限度内。西方生态哲学主张人应该用

深深的同情感来认识和体验整个世界生命，解放动物的权利，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恢复和

重建被我们破坏了的生物圈，其伦理范围已扩展到了动物、植物乃至自然万物。技术绿色

化来防止技术对人类的反控制是西方生态哲学的又一贡献，旨在挽救人类日益荒芜的精神

家园，重塑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

西方近代生态哲学是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最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它使可持续建筑环

境设计活动能始终以生态伦理责任意识去运用生态技术处理人居环境与自然生态的相互关

系。设计中应当以西方近代生态哲学的理论成果为基础，避免纯粹的客观主义价值尺度，

系统地探讨包括人在内的广义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藉以协调的生

态伦理规范，以及人与自然互动和谐的目标和实现方式，并从生态自然观与技术方法论相

统一的高度，深入剖析蕴涵于生态自然观之中的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方法论。

5    结语

建筑环境设计的发展必然有其理论基础，无论是显性可见还是隐性本底，它都是存在

的。设计在物质层的发展当然是需要技术手段的拓新，但可持续设计的理论基石是建筑环

境可持续化进程的内在动力，没有基础理论支撑，可持续性不可能深化和泛化。探索当代

新兴可持续设计的理论根基，是该类设计在建筑环境中的运用向成熟期演变的重要标志。

生态时代的技术发展和文化进步是相互促进的，这一定会为可持续设计带入更多的思想和

对设计的解读，建筑环境的可持续理论基础必然将是越来越丰富且深厚。本文从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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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技术、哲学等综合角度对当前的可持续建筑环境进行了探讨性地初步梳理和总结，希

望引玉之砖能激起学界对该问题的一些关注。逐步理清建筑环境可持续化的深层次原由，

有利于设计思路的明晰，帮助设计师更加具有方向感，在实践中更好地践行可持续设计策

略，为人们打造亲和自然和展现人文的可持续建筑环境。

注释：

①“生态学（Oikologie）”一词是 1865 年由勒特（Reiter) 合并两个希腊字“oikos( 房屋、住所、家）”和“logos( 研

究、学科）”构成，从词源学角度所构拟出的它最古老的形式和意义——研究生物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的学科，

可以看出生态学和建筑及室内环境的天然本质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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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sign of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

GAO Yun-ting，CHEN Hua-ga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Chin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thinking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and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sustainable desig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urrent ecological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soci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design by combi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ustainable design of the architecture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ustainable design of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 
is summarized, and various parts are interpret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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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的沉淀和积累是现代包装设计

具有生命力的源泉。中国现代包装设计作为

一类文化符号的重要载体 , 不仅体现了强烈

的地域性、个性特征 , 同时也承担了文化传

播的角色。主要研究分析民族化特点如何体

现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分析了现代包装设计

的几个主要设计元素（如图形、文字、色彩、

结构与材料等）在民族文化影响下的表现。

并结合成功案例分析说明民族文化特点在包

装设计的具体应用。这对于中国设计师如何

找到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包装语言形式 , 如何

跳出国门走向世界，对中国的包装设计行业

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族化；图形设计；字体设计；色彩设

计

收稿日期：2017-10-13

作者简介：项德娟（1978- ），女，重庆人，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平面广告设计及商业

包装设计方面的研究。

根据现代商业包装发展趋势来看，个性化发展趋势是包装设

计发展的总体趋势之一。从一些权威的消费需求调查报告和包装

市场调查研究分析，中国现代包装设计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个性化

表现不够。而个性化包装要植根于每个民族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

和本土意识，大家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人们对自己的文化背

景都有很深的认同感，具有民族风格的设计往往更容易与消费者

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中国又是一个传统文化厚重的国家，在民族

化表现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从一些包装设计强国如日本、美国、欧盟等包装设计来看，

民族性文化特征结合现代包装设计理念是其主要表现趋势。在这

里不得不提到日本的包装设计，日本是世界上最讲究包装的国家

之一，也是将现代设计理念与本土文化结合的最好的国家，不管

是平面广告设计还是包装设计，都深刻地展现了现代而又不失传

统的设计风格。其包装设计以淡雅的色彩、自然的材料、简洁的

造型、独具特色的文字、西方构成的应用、空灵的排版开辟出一

条极具日本风格的发展道路，向世人传递日本的民族传统文化和

当代人的审美。日本设计思维方式源于本国人民的审美艺术文化，

而思想开放的日本设计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发散性思维较强，

善于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通过先天优势加上后天的努力，设计

出了独树一帜的优秀的平面设计作品。现代一些设计师以为民族

化就是在包装的视觉设计中简单的套用几个书法字、山水画、传

统图案或者在包装材料上选用本土特征的质感就是民族化设计了，

没有更多的考虑商品的属性、设计的发展趋势、时代的审美观。

殊不知这样的生搬硬套的作品是没有思想内涵、缺乏时代精神的，

这样的包装设计是没有生命力的。

首先，什么是民族化。民族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积累中

形成的本民族共同的审美观、思维方式和艺术形式，它包含了共

同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是在历代包装

中国现代商业包装设计的民族化趋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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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延续过程中紧跟时代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化设计是民族风格的本土化设计，是在

包装设计上使用典型的民俗形象展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审美习惯、民族气

质和精神。它的形成，往往取决于漫长的历史沉淀和观念的凝炼。

一个好的包装设计就是讲故事，要有情感沟通和表达，如果只是生硬的将一些素材堆

砌到设计里面，那只是排版而不是设计。如何将民族元素与包装设计进行更好的结合是现

代包装设计师研究的主要课题。以下主要从材料与形体结构、图形、文字、色彩等方面分

析民族化特点在中国现代包装设计中具体表现形式。

1    材料与形体结构

材料是包装设计的物质载体 , 中国包装发展史上对于材料的变迁也体现了民族化的特

色。从天然传统包装材料到人工材料，反映了包装设计时代的变迁。而随着人们追求自然、

环保的兴起，外包装采用传统材料竹、藤、草、席、木、叶、丝绸、棉麻也成为了设计师

民族化包装设计的灵感来源，赋予现代包装浓郁的民族气息。如酒鬼酒外包装以麻绳和麻

袋结合陶罐的质感给人浑厚古朴、天人合一的审美感受。

形体结构主要是包装容器的设计，中国历史上容器造型设计形式多样，造型饱满敦厚、

富于张力，这源于中国审美心理中追求圆满完整的民族心理。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对商品包装的求新求异更为强烈。在现代包装容器创新过程中，可借鉴的造型元素很多，

如彩陶、青铜器、瓷器、漆器等，特别是传统瓷器造型如葫芦瓶、梅瓶、万花瓶、蒜头瓶、

腰鼓瓶、鱼篓瓶、琵琶瓶，甚至民族建筑、民间家具、生活用品等，都是民族化风格借鉴

的典型容器造型或设计元素。但在设计时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消费心理和生活习惯，

求新求美求异，体现时代感不能只是简单的模仿，在把握民族心理的同时，在造型设计中

将历史的传承和设计创新结合，则更容易得到现代消费者的认同。

2    图形元素的提炼

图形元素主要包括中国传统图案和绘画。传统图案是由历代沿传下来的具有独特民族

艺术风格的图案。中国传统图案形式丰富，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的反映，已有

6 千～ 7 千年的历史，可分为原始社会图案、古典图案、民间和民俗图案、少数民族图案。

题材包括植物、动物、昆虫，几何纹样等。例如，原始彩陶图案的人面鱼纹、双体鱼纹寓

意繁衍昌盛、生活富裕。商周时期的造型凶猛狞厉的兽面纹象征奴隶主阶级的权威和稳重。

战国时期青铜图案表现战斗、狩猎、耕耘、乐舞、宴飨、采桑等题材，反映了封建地主阶

级政治理想的萌芽。还有很多是传统吉祥图案，如龙凤呈祥、马上封侯、延年益寿、年年

有余、喜上眉梢等，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传统绘画也

被广泛运用到现代包装设计中，提高了整体包装的品味和艺术性，同时通过包装弘扬了中

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成为外国人了解认识中国的一个途径。

但不管参考何种纹样，设计师一定要深刻理解图案的形式和内涵，将传统图形元素进

行符号化提炼，民族文化体现在现代设计中并不等于简单的套用和移植，传统图案和素材

从形式上往往显得太具像、平淡、常规。在当今崇尚扁平化设计，设计师要善于挖掘素材

的内涵，在与产品的商品属性吻合的情况下，保持原有图形的象征寓意和文化内涵，进行

元素的抽象化、解构重组，巧妙的装饰在包装的视觉平面设计中，使其具有传统图形的形

似和神韵，又具有现代设计的风格。的并不断思考，进行深度变化。如日本的包装设计经

项德娟：中国现代商业包装设计的民族化趋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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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水墨笔触画出现代风格的图形或字体，结合点线面构成设计，没有多余的装饰和无意

义的陪衬，现代设计方法、构成设计与传统图形元素结合，将民族化和时代性结合的天衣

无缝。例如日本 HIGASHI NO KYO 包装设计的图形设计（图 1，图 2），设计师选择了具

有历史感和现代化的建筑共存的画面，但并没有非常写实的展示建筑物原貌，而是换种形

式表现，用线描的手法表现了传统与现代建筑结合的画面，并在内包装用红色的线条突出

了点缀在现代建筑物中间的传统建筑。因为传统图案的繁琐本身跟现代简洁的设计风格有

悖，所以在运用时进行适当的删减，隐藏和再设计是可以让传统元素获得新的生命力。总

之，提炼创造新鲜的、强有力的具有民族风格的超级视觉符号，是现代包装设计中极其需

要的视觉元素。

3    字体设计 

中国的汉字文化源远流长，汉字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其象形文字极具形式

感和本土化，能有力的促进文化和信息的传递交流。汉子字体设计应用在包装设计上是视

觉传达的重要手段，主要是对文字的形象进行符合产品属性的艺术处理，以增强文字的传

播效果，充分体现商品属性。而中国的书法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被国内外所认可

和热爱，被广泛应用到包装设计中，多见于酒包装、茶包装、文化产品包装、食品包装等。

但中国在平面设计中书法的运用还有很多不足，比如汉字的变化、汉字艺术形式的现代化

和符号化，这些都是每个设计师所面临的问题。有些设计师们经常使用书法字体，但对书

法的深加工和再设计却思考的很少，对书法的理解过于肤浅，基本上只是简单的的复制临

图 1  HIGASHI NO KYO 包装设计

图 3 日本清酒包装设计

图 2  HIGASHI NO KYO 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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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设计师要深入理解认识中国的传统书法文化后才能更好地将它运用到设计中去。在字

体设计方面，日本在对书法字的创新使用上别具一格 ( 图 3)。日本人将汉字改良，结合假

名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字。并通过不断的尝试研究出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民族书法形式，使水

墨艺术和商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并广泛应用于包装设计字体设计当中，突出日本的包

装设计民族化风格。

4  民族化色彩的提炼

色彩是影响视觉与感觉的最活跃因素，消费者对于包装第一印象就是色彩。而民族化

色彩的提炼是中国现代包装设计的特色，从中国传统色彩认识中，红色象征吉祥、热情、

喜庆，黄色象征富贵、皇权、地位。皇家追求富丽华贵，其配色多以金、银、红、黄为主

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习惯性配色已不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需要设计师独特的配

色方案。对民族化色彩的提炼，就是设计师从收集到的民族相关素材里提取配色，如从具

有浓厚东方艺术的少数民族服饰图案、中国传统壁画、绘画、民间年画等提取典型色彩，

为现代包装设计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例如，贵州苗族民间艺术的色彩系统里特别推崇

红色、黄色、蓝色、绿色、黑色好、白色等几种主要色彩。其中，蓝（青）色尤其被喜欢，

反映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苗族的蜡染主要以蓝（青）色为主，特别是蓝靛染品

蓝白相间、清新秀丽是苗族色彩的典型特点，这对于贵州地域产品包装都是可以借鉴的配

色方案 ( 图 4)。

总之，当今时代是一个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社会。新思潮、新科技、新材料、新技

术的不断涌现使人们目不暇给，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也越来越激烈。中国商业包

装设计的出路在于创新，而创新是基于民族化、个性化特征之上的。包装设计的民族特色

是国际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任何脱离、漠视本民族的设计都将失去竞争力，只能是“无

源之水 , 无土之根”。

所以，要做到包装设计的民族化，首先要对本国文化有着深层次的理解，同时学习国

外先进的设计理念，用现代的审美观念、要求、技术、手法来表现传统文化的“形”与“意”。

挖掘出能满足现代人生理、心理需求的设计元素，创造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符合现代人

审美的包装设计。“全球化不可能淹没民族文化，而是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和走向世

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反对狭隘的民族自大心态，诸如中国文化最高明，21 世纪是

图 4 水果干包装设计

项德娟：中国现代商业包装设计的民族化趋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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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我们也反对一些人将全球化和文化本土化机械地对立起来。” [1] 

参考文献：

[1] 邵龙宝 . 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及其教育 [N]. 中国教育报，2001-08-08（3）.

Research on Trend of Nationalization of Modern Commercial 
Packaging Desig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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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diment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culture is the source of vitality of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al symbols, Chinese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not only embodies the strong regional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bears the role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and analyzes how the nationalization features 
are embodied in the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of several 
main design elements of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such as graphics, characters, colors, structures 
and materia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combined with the successful case 
analysis to illu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the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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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学子在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中再获佳绩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主办、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九届蓝桥杯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性行业大赛历时近六个月，1 200 多所高校 20 万余

名选手在全国 185 个赛点同台竞技。通过此次省赛的选拔，广东白云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学

子在比赛中再创佳绩，共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4 项。

为取得优异成绩，真正做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机电工程学院高度重视此次比赛，

全力做好赛前准备工作，展开了一系列的宣传、培训和选拔工作。此次比赛的获奖人数再

创新高，是学院深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下机电类课程教学改革，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新机制的体现。未来，学院将继续深化教学改革，大力开展学科竞赛以激励学生学习专业

知识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在相应学科领域中运用基础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创

新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供稿：钟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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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居住空间设计是给现代人缓解

生活压力的重要方式，该文通过对大量优秀

的城市居住空间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符合城

市生活人群需求的绿色居住空间设计方法，

通过对城市居住空间的设计，为人们提供合

理的绿色居住空间，使人们在绿色居住空间

中得到身心的舒缓、休养，从而提高城市人

群的生活质量，促进身心健康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市；绿色居住空间；空间设计；营造

和设计

收稿日期：2018-01-22

作者简介：吴珊（1987- ）, 女，湖北荆州人，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环境设计和室内设计

方面的研究。

绿色居住空间设计是现代社会发展对居住环境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现代城市发展节奏加快，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绿色居住环境能够缓解生活压力。其中，绿色居住空间设计需要

符合要求，才能为人们提供合理的绿色居住空间，这就要求合理

的布局，全面的规划，最终实现良好的设计效果 [1]。

1    现代城市绿色居住空间需求分析

1）在现代城市居住空间设计中，如果可以通过有效措施实现

绿色布置，就能够创造出绿色氛围，让人们在该氛围下感受到绿

色的气息。其中，绿色设计是人类返璞归真的重要渠道，人们在

绿色的环境中能够获得天性解放，也就能够摆脱现代社会高强度

的压力，获得最大限度心理上的调节。

2）在绿色居住空间中，要能够借助绿色景色，构建出绿色的

空间，使该空间能够充分

展现人类的视野，使人们不局限在眼前的居住空间，而是在

该环境下形成新的思维飞跃，从而能够得到新的感受。

3） 植物量的增加可以缓解人们工作中的紧张情绪从而提高工

作效率，并且增加了

空气中氧的含量，缓解干燥空气给人带来的不适，在炎热的

夏天可以降低室内温度，更净化了空气，美化城市环境 [2]。

4）现代社会，人们往往都喜欢把新买的房子装修的面面俱到，

用过度装饰创造出的人工环境。在居室设计中提出“绿色设计”

把创造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作为目标，在居室设计中倡导节约型

适度装饰的设计思路，充分利用现有自然条件的同时，有针对性

地进行不同需求下的居室空间合理的规划设计。

5）当代城市生活成本高、生活压力大，人们的身心健康问题

日益突出，居住空间作为人每天必需使用的空间，人在居住空间

内的时间将近占到整个人生时间的三分二，而这人生三分之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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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及身心健康。如何打造使人们能放松身心的居住空间、使

城市生活中压力大的人们能在空间中身心得到休养，使每一位室内设计师的使命。在空间

设计中设计师通过对光影的应用，例如引入自然光线使人亲近自然；或选取合适的暖光照

明，营造温馨放松的氛围都可以一定程度的空间中的人感到轻松舒适。

2    现代城市绿色居住空间设计分析

2.1  居住空间绿色元素应用设计

在现代居住环境中，主要是通过墙体进行空间格局，通过墙体划分了居住空间。在整

个绿色概念的布置中，就需要设计师突破空间限制，能够强化绿色元素的内涵。同时，绿

色元素包括多种，例如，健康的原材料、绿色可循环使用的材料以及各种无污染的元素，

是现代居住空间设计的核心 [3]。

在进行居住空间的绿色设计中，材料选择应充分发挥绿色元素的作用，能够按照空间

装修以及空间规划，实现绿色材料的布局和应用。同时，在居住空间中，应该选择绿色材

料和符合生态要求的原则，能够突破现有居住空间布置的局限，实现舒适、健康以及安全

的设计。

2.2  居住环境绿色植物布置应用分析

绿色植物是实现环境布置的重要方式，通过在居住环境中陈设绿色植物，能够全面提

升居住环境的绿色设计概念。其中，在进行室内布置中，绿色植物具备生机，能够结合居

住环境形成多彩的设计，构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从而促使居住空间体现绿色设计的概念。

同时，在绿色植物的布置中，还需要巧妙结合绿色植物的自身特征和居住空间的现有

情况，例如，若居住空间布置仅使用了呆板线条，这就可以通过使用花朵进行点缀，形成

全面的景象；在客厅中，可以通过大型的绿植来体现庄严，形成宽广的视野效果；在书房

中，可以通过多肉植物，建立温馨的绿色环境；在可选择适宜的室内观叶植物来填充，比

如散尾葵、巴西铁、绿萝、蔓绿绒、合果芋、心叶蔓绿绒等，以填充三角形空间，不仅可

以弥补房间的空虚感，还能起到装饰作用。 

此外，通过合理调整居住空间的布置，按照植物的自身特征，形成比例化的空间概念，

提升空间利用率，强化绿色植物在居住空间的规划作用。同时，通过绿色植物的陈列，能

够实现多层次的空间布置，强化绿色植物的美学价值，从而实现良好的绿色布置理念。只

有符合现代美学的设计理念，在居住空间中充分发挥绿色植物的布局和规划作用，就能够

提升绿色植被的陈设作用，提升自然与居住环境的融合性。

2.3  家具的选用

在现代城市居住空间中，家具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家具是居住空间最为显眼的布置，

因此，家具的选择及设计也是体现绿色居住空间的重要方式。这就要求在进行家具选择中

需要重视所使用的材料，例如，是否含有甲醛或者其他有毒物质，还需要再满足绿色空间

要求的视觉效果，也就是家具的布置能够显示出绿色氛围。例如，通过在家具中进行使用

植物的图案的方式，在家具外表面采用绿色的背景，从而构建出绿色的生态效果，也就能

够强化绿色居住空间的作用。此外，家具合理选用需要充分考虑人的感受，能够以居住者

的精神需求进行概念规划，从而能够让居住空间获得人们的认可，尤其是绿色设计的应用，

能够全面加强绿色元素在现代城市居住环境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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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光线的应用

城市的居住环境区别于农村环境，最为明显的就是人口密度高与自然环境过度占用的

问题，在高密度的生活环境中，可以根据房屋朝向、周边环境等，尽可能的引入自然光线

照明，阳光中自带的天然成分，不仅能为人们改善空间中的照明，还能借用阳光中的紫外

线等成分驱赶空间中的霉菌与生活中烦闷的心情，使人们在容积率高的城市居住空间中亲

近自然、感受自然、舒缓身心。

城市居住空间中除了应加强对自然光线的利用，在人工照明方面也可以根据空间中使

用的人群，来制定相对应的照明方案，例如：通过暖色调的人工光源进行空间中的照明，

使空间中的人感受温馨的空间氛围；通过单一彩色系光源或多色系光源的空间局部照明，

打造梦幻、休闲的空间，使人们感受舒缓的生活气息。

3    结论

“绿色设计” 不仅仅是现代居住空间的设计，而且更是一种建筑设计理念和思想，设

计师在进行居住空间设计中，能够将绿色设计作为自己的基本概念，能够在应用中实现和

创造出绿色的特征。可以看出，在现代城市绿色空间设计中，需要建立以绿色、环保、可

持续发展的设计理想为出发点，多角度、多层面进行居住空间的布局，让人们能够在居住

环境中形成平衡的细腻状态。通过应用绿色设计理念，能够结合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以

及生态健康等要求，实现绿色设计的基本应用。绿色居住空间设计需要符合现代人们对居

住空间要求，才能让人们真实感受到绿色环境的存在，能够在居住环境中获得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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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州具备发展世界级旅游业的基本

条件，但广州旅游业的发展在需求方面要落

实并创新带薪休假制度以缓和旅游业经营的

季节性波动；在供给面，政府引导传统旅游

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从而实现“旅游+”和“互

联网 +”发展战略；与此同时，政府提高旅

游业的准入门槛以避免过度竞争，并引导和

鼓励国际品牌进入市场以打造世界级的旅游

精品。 

关键词：带薪休假制度；“旅游 +”；“互联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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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业的良性发展与繁荣，特别是培育出世界级的旅游

业，从经济的层面而言，能够增加就业和本地区 GDP 的增长，促

进与之相关产业的发展；从文化的层面而言，能够促进一个城市

历史、自然风光、地质地貌、风土人情等文化的了解、交流与繁

荣。独特而有魅力的旅游，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休闲娱乐、

是一种教育、甚至是心灵的洗礼与净化；而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是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能够屹立于世界城市之林，从而形成

独树一帜、卓尔不群之精神品质的一种体现。

2017 年 4 月，广州“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通过，寄希望

将广州打造成为世界旅游名城和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集散地。

其规划的目标是至 2020 年，旅游业增加值达到 2 240 亿元，占

GDP 的比重超过 8％，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接待总

人次达 2.5 亿人次，总收入超 5 000 亿元。“广州旅游业十三五规

划”的发布是建立在“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依据我国旅游业

法律法规和国家“旅游业十三五规划”，落实、体现了广东省“旅

游强省”战略，考虑了广州市旅游发展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它既

说明了广州市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期待，也体现了政府对本市旅

游业发展的信心。未来的广州将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在优化

城市发展空间方面，重点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国

际科技创新枢纽。依托于此宏观规划背景，广州市旅游业的发展

将会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开拓空间和相关的产业政

策保障。

广州虽然具备发展旅游业诸多的优势条件，然而，旅游作为

服务业的支柱性产业，其发展也有许多掣肘。

1    广州旅游业发展与消费的特征

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也是一个城市居民休闲娱乐

的重要方式。就目前的发展规模来说，根据 2017 年广州市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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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伟

 广东白云学院 应用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粤0-L0150283(2018)01-09

基金项目：2015年广东白云学院科研项目 (BYKY201417)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JRUAT   2018-6-25    第 25 卷第 1 期



55

2016 年广州城市接待过夜旅游人数 5 940.56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5.0%。其中入境旅游者

861.87 万人次，增长 7.3%；境内旅游者 5 078.69 万人次，增长 4.6%。在入境旅游人数中，

外国人 329.68 万人次，增长 7.0%；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 532.19 万人次，增长 7.4%。旅

游业总收入 3 217.05 亿元，增长 12.0%。旅游外汇收入 62.72 亿美元，增长 10.1%。整体而言，

近年来广州旅游业的发展，呈如下特征：

1.1  旅游业整体发展趋势良好，各项指标呈稳步增长

表 1 显示，广州旅游业的总收入、旅游总人数、增加值以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2010 年至 2015 年的“十二五”期间，均呈稳步增长的态势。这凸显了广州旅游业“十二五”

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旅游业有潜力成为广州市的支柱产业，为城市 GDP 的增长、就

业的增加提供有力支撑。旅游总人数的逐年上升，提高了广州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人们在

工作之余身心得到更好的放松从而增加了幸福感；另外，旅游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广州

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目标，对促进城市的开放性、包容性，彰显魅力广州都有莫大的裨益。

指标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年均增长

率（%）

旅游总收入（亿元） 1 254.61 1 630.8 1 911 2 202.39 2 521.82 2 872.18 18.01

旅游总人数（亿人次） 1.27 1.33 1.42 1.52 1.62 1.73 6.4

旅游业增加值（亿元） 533.46 693.26 812.59 936.45 1 072.28 1 221.25 18

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 5.03 5.63 5.99 6.07 6.4 6.7 5.9

数据来源：2010 ～ 2015 年广州旅游统计分析报告

1.2  广州旅游业经营收入季节性变动明显

广州市近几年旅游业收入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动趋势。如图 1 所示，图中数据仅列举

了近四年来广州市旅游业的月份收入变动（个别月份的收入数据缺）。每年的 6 月份基本

上是旅游业收入最低的时候，而每年的 12 月份则是旅游行情最高涨的时候。注意到旅游

业最高月份的营收是最低月份的两倍，显示出很大的波动性特征。

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 2012 ～ 2017 年统计年鉴

1.3  旅行社收入增长缓慢，占旅游业整体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

图 2 显示，在总量上，广州市旅游总收入和旅行社的营业收入都呈稳步增长的态势。

旅游总收入代表了旅游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也包括与旅游相关的产业收入），其增长率相

对较高；而旅行社的营业收入则代表了旅游业的主导行业发展情况，从数据来看，其增长

比较缓慢。

另外，图 3 显示的旅行社行业在整个旅游产业的收入占比逐年降低，而旅行社的利润

表 1  2010 ～ 2015 广州旅游业发展情况

图 1  广州市旅游收入的月度变化

吴  伟：广州市旅游产业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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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却显著下降（2013 年例外）。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作为旅游业引领性行业的旅行社其

作用在下降，但这起码表明了旅行社的经营相对于整个旅游产业而言，其发展出现了困难。

这给旅行社的经营、成本管理、市场开拓等提出了挑战。

1.4  旅游总收入构成中购物、餐饮、交通、住宿四项所占比例较大

而在图 4 广州市旅游总收入构成中，其商品销售、餐饮、长途交通、住宿是占比最大

的四项，其比例超过 75%。旅游产业是与旅游相关的商品销售、餐饮、运输等行业杂糅的。

图 4 体现了旅游业的“关联集约束”的特征，即旅游是群众消费上的一种迁移，与其他产

业的这种关联性使得单纯的旅游景点的价格在影响旅游需求上出现弱化。游客会关注与旅

游相关的配套设施、交通、住宿、通讯等一系列相关服务的价格与质量，从而规划自己的

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 2012 ～ 2017 年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 2012 ～ 2017 年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 2012 ～ 2017 年统计年鉴

图 2  广州市近几年旅游业收入情况

图 3 旅行社营业收入占广州市旅游总收入的比重及利润

图 4  广州市旅游总收入中各项支出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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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方案。另外，在旅游的消费结构中，其游览与娱乐所占比例过小，这说明广州市在旅

游设施的建设上还存在着不足，没有充分重视旅游景点和其他配套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

旅游活动中娱乐活动项目组织太少。游客对广州的旅游景点、餐饮、住宿、交通和社会氛

围的感知度较高，而对“购”和“娱” 方面的感知较欠缺 [1]

2    广州旅游业发展特征的原因解释

正如行为总是引发其动机的揣度一样，现象也常引发对原因的思考。上文所列举的广

州市旅游产业的各种现象的描述，是旅游业的一个当下快照。它是旅游产业中的相关企业、

参与旅游休闲娱乐活动的个人，在政府政策、资金、社会基础设施等各种约束下的一种博

弈的结果。它体现了广州旅游业近几年发展的特征，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2.1  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到位造成旅游业季节性变动明显

带薪休假权是劳动者享有的由雇主给付薪酬的年度休假权利。它已经得到国际法与绝

大多数国家法律的承认。其实我国已经建立了带薪休假权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是对我国的

许多劳动者而言，该项权利仍然是停留在纸上的权利 [2]。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我国存在带薪

休假落实不到位的问题（限于篇幅和研究方向，本文不对此问题展开分析）使得居民对旅

游的需求存在较大的波动性。这种影响对于广州市也不例外，图 1 所示广州市旅游收入的

月度变化可以相佐证。从游客的角度来说，计划旅游时间的被动性实际上形成了在节假日，

大家集体去旅游，而在非节假日，大家都忙于工作或在附近进行短时间的、零散的一日游、

半日游。由此，对于这种短时间、短距离、低期望的休闲旅游，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对于

身心的放松、见识的增长、工作生活压力的舒缓并无太大的帮助。从旅游产业的角度来说，

对于带动经济增长，提升旅游品质，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等各方面，亦无裨益。广州市期

望把旅游业发展成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需要大力发展“大旅游”“深度旅游”项目，

类似于广州长隆度假主题公园，上海迪斯尼主题乐园等。然而，这些旅游项目在更大程度

上受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影响。由于需求呈强周期性，所以经常会出现在节假日旅

游景点人山人海的现象，这对社会的交通运输、餐饮、食宿、旅游景点的经营等带来了极

大的营运压力，出现超负荷运转，对旅游资源形成了破坏。而对于相应的旅行社和旅游景

点企业而言，过高的人流使得其疲于应付，导致旅游服务和旅游产品的质量下降，甚至出

现游客与旅行社的争端、冲突等。这也是旅行社经营收入增长缓慢，利润下降的原因之一。

带薪休假制度和错开休假日期不但是世界各国提升国民休闲品质、完善人权制度的一

种趋势，它也是保障公民休闲权的一种国际惯例，符合当今旅游业自主化、自助化、个性

化的新潮流 [3]。

2.2  旅行社行业准入门槛低，存在着过度竞争

在广州申请注册一个旅行社，其要求包括：1）取得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不少

于 30 万元；2）有固定的经营场所；3）有必要的营业设施：有传真机、复印机、电脑等；4）

有必要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导游。从以上条件可以看出，旅行社其市场准入门槛是比较低

的。这导致近几年来旅行社企业数急剧增长，2011 年广州市旅行社有 253 家企业，2012

年 289 家，2013 年 311 家……，至 2016 年，旅行社企业数已经达到 461 家。旅行社企业

数量的急速增多使得其竞争更加激烈，短期内的过度扩容使得营业收入增长缓慢。

2.3  自驾游的增长，降低了旅游企业的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随着我国高速公路、高铁、机场航线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网络购物的大行其道，

吴  伟：广州市旅游产业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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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所必备的基本条件：电子支付、共享平台、社会闲置资源、市场供求自动撮合技

术逐渐形成，这些新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的建立与养成使得消费者在各种交易中，更加

强调需求的个性化，其消费者意识、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人们在旅游中权利意识增强，更

加强调旅游活动的主动性及消费的透明性。在旅游出行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自主选择旅游

路线，旅游目的地，旅游时间，住宿酒店，餐饮水准，基于此，不少居民更偏好于自驾旅

游。自驾游虽然在旅游总支出上未必更加经济，但它在出行时间、路线安排上更自由，自

驾旅游的出现，使的旅行社的营收压力倍增。

不过，对于自驾游的数据很难直接得出，图 5 是广州旅行社自 2001 年以来接纳的国

内旅游者人数年度增长情况。可以看出近几年（2013 ～ 2015 年），旅行社接纳国内旅游

人次数出现了负增长，而 2016 年方才扭转此趋势。旅行社接纳国内游客人次数不升反降，

虽然不会是近几年来自驾旅游增长这一个方面的因素所致。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一个

重要原因。自驾游既是游客对通过旅行社报团游的一种替代，同时它也是游客对旅行社报

团旅游体验差的一种反证。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讲，旅行社因为其提供的相关服务存在品

质问题，从而促使市场催生了新的旅游模式。

2.4  旅行社、旅游景点相关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已经不适应市场的需求

一方面，随着广州市人口（尤其是外来人口）的扩张，人均收入的增长，产业、行业

发展的多元化，外来文化、岭南文化以及广州吸纳的人口所带来的地域文化、生活方式相

互交融，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广州对旅游产品的品质、类型、及相关的服务需求更加多元。

另一方面，人们对“旅游的本质”认识发生变化，更加注意旅游的体验性。对于“旅

游的本质”研究，有众多的观点，但“旅游本质上是一种体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旅游

是个人以旅游场为剧场，旨在满足各种心理欲求而进行的短暂休闲体验活动 [4]。正如香港

和上海迪斯尼乐园只所以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那样，在迪斯尼，人们进入城堡，感受惊险

与刺激，与动画人物合照……人们深深沉浸于梦想中的世界，这给旅游者带来极大的体验

与满足。赴广州旅游的游客已经进入到以体验为目的的旅游阶段，进入到追求旅游质量的

阶段 [5]。

旅游需求随着经济、科学技术及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而变化，但是，从旅游的供给来

看，广州旅游行业在适应、满足，甚至引领这些变化时，明显存在滞后与不足。这一点从

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图 5  广州 2001 年以来旅行社接纳的国内旅游者人数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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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旅游消费支出中游览和娱乐支出占旅游总收入比重较小可以加以佐证。旅行社进入门

槛低，引领型旅行社缺乏核心竞争力，导游从业人员专业性不足，旅行社仍使用陈旧的、

老套的运营模式……传统的团队观光旅游如今已被散客化、个性化特征明显的全民大众旅

游取代，以抓点方式为特征的景点旅游发展模式难以适应当下旅游市场需求 [6]。当社会软

硬件基础设施成熟，人们越来越偏好于“自驾游”时，也更是游客对某些旅行社常用的强

制、半强制的旅游购物和其他不合理旅游安排不满的外在表现。由此，就出现了上文数据

显示的旅行社营业收入增长乏力问题，目前广州市居民出境游有很高的增长，在一定程度

上反证了广州市内旅游、国内旅游其旅游体验有待提高。

3    广州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  政府要落实并创新带薪休假制度以降低旅游业经营波动性过大问题

在经济学上对闲暇需求的解释与对劳动供给的解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随着社会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工资率（闲暇的机会成本）的上升，达到某一工资率水平之后，劳动者对

闲暇的收入效应会超过工作对之的替代效应，社会对闲暇的需求增加。在客观上，社会生

产率提高也在生产上节约了时间，闲暇时间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不可缺少的条件 [7]。闲暇时间的增加为休闲与娱乐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从而对休闲娱乐

产品的需求奠定了基础或创造了条件。但是在实践上，闲暇时间（休假）提供的长度与时

机选择需要社会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从图 1 可以看出，广州市旅游业的发展存在着非常强的周期性。并且每年的 12 月份

旅游业收入显著增长，其实每年 12 月份没有什么假期，这说明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企业，

其员工在年底忙于使用完本年度的旅游经费。广州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对员工的休闲娱乐

方面是有休假安排的，无论是企业称之为福利也好，带薪休假也好。但是，这种休假安排

的旅游项目常常在金额上，组团人数上，旅游的时间上有各种限制条件。由于企业对这种

带薪休假安排其内容和制度规定存在着“瑕疵”，为数不少的企业职工为了不浪费本年度

的旅游经费，在年底抓紧时间完成“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资源的一种浪费。 

寄希望于企业主动落实国家带薪休假制度，并落实好带薪休假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

符合企业的“理性”选择。政府需要采取更积极有效的政策加以解决，一方面要把带薪休

假制度落到实处（在所有的企业里铺开）；另外，也要对已经实施带薪休假制度的企业进

行制度创新，减少企业员工旅游休假权利主张的不合理的限定条件，以改进和完善带薪休

假制度的实施效果。

3.2  政府鼓励旅游企业开发新型的旅游经营模式

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共享经济、互联网金

融……科技的日新月异影响到社会生产方式与制度变革，同时也改变我们的观念与生活，

进而影响着休闲娱乐方式。旅游企业也需要响应社会对旅游需求的变化，顺应时代的潮流，

创新发展新型的旅游经营模式。

3.2.1 与其他产业进行融合，实现“旅游 +”

“广州旅游业十三五规划”中对旅游业的发展提出：顺应时代要求，紧抓“旅游 +”

产业融合机遇，以旅游业为核心，促进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医疗产业、教育产

业、会展产业、体育产业等相关产业有机融合，构建“旅游 +”产业体系。旅游业与其他

产业的整合有着非常现实的必要性：第一，由于旅游产品的综合性（涉及吃、住、行、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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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游览等），无形性（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不可移动性，不可储存性，生产、交换、

消费的同时性，这使得旅游消费存在着比较大的信息不对称；第二，由于人们对旅游需求

有着诸多的动机，如放松动机、刺激动机、关系动机、发展动机、实现动机等，这使得其

需求也存在着多元性；第三，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旅游日益走向大众化、日常化，

人们逐渐把旅游看成生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产业融合可以带来大量新业务和新产品，

达到产业创新而由此获得更广范围的经济来源 [8]。通过产业融合降低信息不对称，并满足

多元化的需求。比如：在旅游的同时能否参加商展？在工作出差的同时，顺便也得到的旅

游的精神享受？在旅游时也能够健身与运动，在体检、从事医疗保健时也在享受大自然？

这些复合性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客观上需要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

3.2.2 在旅游的组织方面，与互联网企业相结合以实现旅游业的“互联网 +”

“互联网 +”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旅游业的“互联网 +”就是把传统旅游业和互

联网相结合，以优化生产要素的投入，重新建构商业模式，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旅游业

的升级进而更富有竞争力。政府需要积极鼓励，旅游企业也需要积极探索的是：旅游企业

如何与现在已经存在的各种共享经济业态相合作并深度融合，形成新型的旅游经营模式。

从目前的经验来看，传统产业与互联网产业在相结合时，许多企业虽然已经提升了其经营

效率，但谈不上是“互联网 +”模式。更多的是在经营过程中利用，至多是充分利用互联

网这一工具而已。比如：加油站给客户办理油卡，在手机里让其下载 app 应用，保险公司

为了方便被保险人投保或理赔而提供手机 app，这些其实起到的作用仅是方便管理而已，

并没有对其经营模式，要素投入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互联网 +”是要求传统产业与互联

网的深度融合，而不是简单利用。从我国当下的实践来看，互联网产业向传统产业渗透更

容易获得成功，这往往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比如：互联网企业向出租车行业渗透而出现的

滴滴打车，向金融业渗透出现了蚂蚁金服，向零售业渗透出现的淘宝、京东……而传统行

业向互联网产业渗透，常常把互联网工具化，经营效率虽然改善，但对其经营流程、新产

品开发、产业的发展都不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

3.3  旅游产业内的政策

3.3.1 提高旅行社的准入门槛，通过市场培育高端有竞争力的旅游企业

旅游服务行业准入门槛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竞争的缺乏。而过度完全竞争的市场，常常

存在产品的同质化与从业人员过大的流动性，不利于专业服务、行业标准的形成。对旅行

社的注册登记资本金、营业场所、所需经营设备、导游人数（也应该包括导游资质的获取）

都应该提高要求。只有更高的要求，方能吸引更专业的人士，富有经验并卓有成效的管理

团队，雄厚的资本进入广州市的旅游业。高投入需要高的回报，而低的准入门槛却稀释了

高回报。另外，在准入门槛提高的同时，旅游主管部门更应该辅之以更强的监管，对游客

的投诉、导游资格、旅行社的日常经营均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执行。

3.3.2 有针对性的打造旅游精品

广州市旅游资源空间分布集中，形成中部城市、北部生态、南部滨海三个明显的资源

空间聚集区，2A 级及以上景区 50 个，但 5A 级景区只有长隆旅游度假区和白云山风景名

胜区 2 处。而 2007 年，北京 5A 级旅游景区 7 个，上海 3 个，深圳 2 个。而 4A 级旅游景

点，北京有 72 处，上海 32 处，广州仅有 24 处。由此，广州在旅游精品的营造上仍与北京、

上海有不小的差距。在国家级、世界级的旅游资源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广州应该支

持一批重点旅游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旅游上市企业有所突破，加强旅行社品牌化、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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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管理，升级旅行社信息化水平 [1]。与此同时，广州也应该积极吸引国际知名旅游企业，

引进外部资本、国际化的管理经验、旅游产品，以打造、培育世界级的旅游精品。

4    结语

人们对一个城市旅游的体验常常是对这个城市最深刻的印象。旅游业的发展是一个城

市在气候、地形地貌、文化、历史、经济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的城市印象，

城市魅力，相当程度上是城市旅游业的发展而形成独特的，与其他城市相比有着自己鲜明

的气质与风格。广州市旅游业的发展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准确把握旅游业存在的问题，依

托广州市的城市定位，大胆利用已有的新科技，借鉴新经济发展模式，在未来几年把旅游

业的“十三五规划”落实好，使之真正成为广州市的支柱性产业。1）在需求方面，通过

落实并创新广州市带薪休假制度，真正保障广大职工的休闲权利，并在旅游中得以体现，

以解决旅游产业发展周期性、季节性波动过大的问题，在旅游需求更加平稳的前提下，旅

游企业的经营将更加有序、资源利用效率得以提高；2）在供给方面，政府要积极鼓励旅

游企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进行融合，通过形成“旅游 +”、“互联网 +”等发展战略，实现

旅游业的创新发展以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形成新的旅游运营模式；3）政府也要提高旅行

社的准入门槛以鼓励优质企业的进入，避免过度竞争而对产业形成伤害；4）政府在完善

旅游服务和配套设施的同时，也要精心培育、吸引世界级的旅游企业来广州投资，以打造

高端的旅游品牌与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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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Guangzhou

WU Wei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Guangdong Bai 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China)

Abstract: Guangzhou has the basic conditions to develop world-class tourism.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tourism should implement and innovate the paid leave system to 
alleviate the seasonal fluctuations of tourism operation. On the supply side,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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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被评为“2017-2018 年度  
广东省院校特色专业”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不断深化产教融合，2018 年 4 月 21 日，我校社

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黎超、职业导师殷冬岩等赴天河人才港参加第六届广东省校企合

作交流会暨广东省院校特殊专业发布会。本次会议由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广东省校企

合作与校校合作促进会主办，天河人才港承办。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厅相关领导出席了会议，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 50 所院校代表以及中

铁建设集团华南分公司、广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等 50 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通过评选，我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由于在人才培养中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持续关

注行业动态，积极拓展校企合作，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表

现突出，被评为“2017-2018 年度广东省院校特色专业”，专业建设获得社会高度认可，

并通过广东省电视台、广东校园人才网等平台向社会公告。会议期间，黎超副院长就面向

行业发展精准培养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校企协同育人等方面和与会兄弟院校，

企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本次活动为我校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

接，宣传我校学科专业建设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果，加强企业实践教学和校企合作起到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

（供稿：黎超）

should guid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tourism and other industries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ourism +" and "Internet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the entry threshold of tourism industry to avoid excessive competition, guide and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brands to enter the market to create world-class tourism products.

Key words: paid vacation system; "tourism +"; "Inter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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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都市区周边城市化高度发达的

区域，尚存在部分禁止或限制建设区域，这

些区域往往以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生

态敏感区等生态控制区的形式为城市提供着

基本的生态保障，同时也面临发展空间受限、

发展路径不清晰、补偿性政策不完善等问题，

长期落后于周边区域，该区域土地权属复杂、

城镇建设缺少有效管理、存在较大的社会矛

盾。因此，单一维度的规划难以全面解决生

态区错综复杂的城市问题。研究关注生态区

的社区综合规划问题，旨在探索保障生态安

全、统筹土地利益、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多

元协同规划等多方面的综合规划途径，以期

能为类似区域的发展提供思路上的借鉴。

关键词：生态区；综合规划；都市

收稿日期：2017-12-15

作者简介：刘淑娟（1985- ），女，山东聊城人，

硕士，主要从事城乡规划等方面的研究。

所谓城市生态区 (Urban Ecological Zones，简称“UEZ”) 是城

市各类生态用地的功能组合，包括了自然生态用地、保护区用地、

休养与休闲用地、废弃与纳污用地等类型 [1]。与城市生态区概念相

似的有城市生态控制区、生态敏感区、生态保护区、城市生态命

源区等，这些概念均从不同的角度强调“生态服务”与“保护”

的职能 [2]，都属于城市生态区范畴。城市生态区因其具有改善城市

气候，维持区域生物环境多样性、遏制城市蔓延、缓解洪涝、干

旱等自然灾害，丰富城市景观空间等功能，在国内外得到了普遍

的规划实践。

生态区具有功能的不可替代性、生态敏感性以及空间边界的

浮动性，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受限、居民收入渠道窄、产业发展

落后，物质生活条件差、居民环保意识淡薄等多方面因素造成了

侵占农用地、城镇缺乏管控、环境卫生污染、资源低效浪费等现

象 [3]，生态区面临生态保护和发展相矛盾的困境。因此，如何深入

分析城市生态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出问题背后的经济社

会根源，研究城乡统筹发展策略，是实现城乡生态、有序发展的

关键。

1    大都市生态区的发展困境

1.1  生态景观资源优渥，自然环境敏感、脆弱

生态区由于地处城乡交错区，人口流动大，交通状况差，缺

少精细化的规划管理，长期受水、土壤、大气等城市污染的影响。

据国家环保总局在 2005 年公布的一项针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壤调

查显示：珠三角几个城市近 40％的农田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超标，

其中 10％属严重超标。与此同时，面对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发展

诱惑，生态区被侵占、蚕食的情况也较为明显。以南京为例，在

1984 ～ 2003 的 20 年间 , 生态资源总面积缩减 7.4%, 大部分转化为

建设用地 [4]。可见，城市周边生态区具有独特的区位特征和城乡发

大都市生态区综合规划思路研究

刘淑娟， 赵广英， 邢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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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矛盾，生态服务水平已接近或低于城市需求，生态环境敏感、脆弱。

1.2  处于禁止、限制开发区，城市发展权失衡

生态区常以禁止、限制建设区等空间管制形式出现，尽管《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明确

了 “中心城区规划应划定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并制定空间管制措施”，

然而《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却没有对管控措施的要求。空间管制有分区、无指

引的结果容易造成一刀切、过分限制等问题。“禁建区” “限建区”原是出于生态安全

的考虑，控制并引导其建设项目类型，从而保护生态环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禁止或限制

其发展。由于缺乏引导性的制度保障，致使“禁建区”“限建区”的发展权长期受到制约 [4]。

造成这种发展权失衡的原因体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缺乏细致化的引导，存在规划

管理一刀切情况，耽误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机会 [5]。其次，生态区缺乏主动性的保护措施，

在缺少政策引导、资金条件下，生态区“被动保护”弊端加剧了发展权的失衡 [6]。最后，

生态补偿不到位，进一步削弱了生态控制地区的发展机会 [7]。总之，基于城市整体利益的

规划决策，造成了部分地区可以享受城市公共政策的照顾，率先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城市

生态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长期贡献大于收益，城市发展权失衡。

1.3  土地权属复杂，缺少细致化管理

1) 历史因素错综复杂。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土地性质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

地过程中，征地补偿、利益分配等环节多存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很多土地在违法建设、

清退、留用地等身份上难以界定。

2) 缺乏细致化的生态保护措施，长期处于“无保护”状态。

3) 生态区常以“抹绿”或者“留白”的方式规划，忽视了城市周边生态用地的未来变

化情况，导致生态空间逐渐被蚕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8]。

4) 表现为城市服务管理的盲区。缺少明确的城市管理分工，卫生条件较差，违法建设

较多，生态区内部的建设控制一直是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难点 [9]。总之，生态区是历史遗

留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规划管理薄弱，加剧了土地权属的复杂性。

1.4  多重红线管理，制度协调难度大

生态区往往具有基本生态控制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公益林、基本农田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河道泄洪区等双重或多重身份。管理权限复杂，利益主张的方式多样，部门

之间的博弈和斡旋为城市规划管理带来诸多的困难。因此，生态区的发展往往受到多重身

份的生态红线管理和控制，城市发展受制度的限制较大，需要协调的部门众多，城市管控

策略各自为政、缺少统筹，规划编制协调难度大等问题。

2    生态区多维度综合规划思路研究

技术思路是在生态分析的基础上，寻找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矛盾的关键点，研究城镇

发展过程中人地供求矛盾、生态控制与城镇建设、落后的经济模式与先进的业态要求、多

重红线控制等矛盾。进而提出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方法；提出可行的土地处置方案，平

衡城乡发展权；引入特色产业类型，实现集体经济转型，并搭建一个多部门、多利益集团

共同决策的创新型规划编制模式。

2.1  加强生态保护、保障城市安全

规划的核心是保护城市生态安全，落实限建区的保护性开发措施，实现保护与开发的

平衡。1) 应分析研究区域的生态安全底线，如水源保护、防洪、迁徙廊道、生态恢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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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走廊、动植物保护区、基本农田等生态脆弱、对城市安全起关键性作用的区域，分析

界定生态敏感程度，确定严格保护的区域的边界和规模 ;2) 对其余的限制建设区域进行导

控性细分，分析研究其生态资源构成特点，制定保护性的开发措施，在不影响生态环境质

量的前提下适当的引导开发类型 ; 3) 分析研究区域生态保护机制，统筹生态保护、培育和

维护经费的来源，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以地养地”的方式，平衡土地产出和生态投入，

最大化限度减少生态区对外部经费的依赖程度，实现内部的平衡 ;4) 应在经济条件可行的

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加强生态保育和维护，增加生态区的生态贡献能力。

2.2  合理处置土地，平衡社会发展权

生态区内社区发展权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基于制度创新的生态区土地政策，在政策制度

层面予以倾斜。一方面，生态区长期受生态控制政策的影响，普遍落后于周边区域，城镇

建设规模差异大，违法建设用地较多，应制定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土地处置政策。通过分析

研究经济投入和产出效益，科学界定建设容量，在土地政策层面改革创新，减少行政阻力。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灵活的空间管制措施，盘活土地流转途径，适度放活集体土地的处置

方法。如通过“利益统筹”的方式异地腾挪、异地迁建，灵活处理违法土地处置过程中收

回比例、开发强度、建设用地规模等。

2.3  建设特色产业区、引导集体经济模式转型

应充分发挥生态区自然资源优势，制定特殊的产业经济模式，引进环保型、高附加值

的产业类型，引领集体经济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通过鼓励建设生态型产业项目，降低

政策、制度门槛，实现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增加绿色产品的经济产出。政府通过

政策扶植、引导，使村集体参与科技创新企业发展中，或发展自主产业，逐步减少对物业

出租的依赖，提高单位面积的物业价值，保证村民受益。

2.4  施行重点项目管理，推动多部门联合决策

应在城市级政府层面建设重点项目统筹平台，解决多部门、多口径管理过程中的矛盾，

最大化限度减少推诿、重复审批，实现各部门联合决策的一站式规划编制模式。在生态区

开展多规合一的综合规划试点，全面统筹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国土、林业等不同管理部

门所管理的生态红线之间的矛盾，形成口径一致、坐标统一的一张图空间管理平台，明确

对项目准入类型和准入条件，引导生态区建设项目建设。

3    结语

综上所述，大都市生态区综合规划思路研究的核心是保护，是建立在生态安全基础上

的发展策略，如何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研究的重点是“综

合”，是统筹社会经济、生态建设、空间发展、土地管理等方方面面矛盾的综合规划路径，

是建立在政策制定、空间管理和实际运作基础上的“利益统筹”综合规划。规划编制可以

在生态保护、土地整备、产业引导和规划协同方面统筹生态区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瓶

颈，制定可操作性强的规划决策，然而，各生态区的特点不尽相同，主要的社会矛盾也千

差万别，单纯的推广某种规划方法并不可取，因此，如何强化生态区的生态保护、实现社

会经济发展与保护的平衡仍是综合发展规划探索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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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Shu-juan, ZHAO Guang-ying, XING Lu
(School of Architechture and Engineering,Guangdong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510450,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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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remains restricted or forbidden construction areas in highly urbanized 
metropolitan area, which are usually water protection zone, natural reserve, and ecological 
sensitive districts. They are ecological barriers of cities and remain underdeveloped in the long 
term. Spatial limitation and weak management have resulted in social problems. The paper studies 
a comprehensive planning approach to ensure ecological security,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 benefits of l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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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尚体现在各个领域，它包括生活

方式、数码科技、饮食与健康、潮流服饰等

等。服装是时尚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鞋靴产

品如今已成为装扮人外在形象的一种重要服

饰品。通过对当今潮流背景下鞋、服的搭配

情况的探索，为现代社会形象设计中时装与

时装鞋的总体概括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流行趋势；时装；时装鞋；搭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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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服饰，而服装与靴

鞋是服饰中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变化，消费需求的提升给

人们带来了新的审美变化，尤其是在鞋服方面，每一个阶段的款式、

色彩都会有新流行趋势。现今，消费者穿着讲究协调搭配，顾客

购买某款时装后一定会想到与何种鞋款相搭配，因此，从现代设

计角度看，鞋靴产品的设计必须与服装设计相匹配，以形成服饰

整体的和谐效果，达到流行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如 80、90 年代

时的女装与女鞋是奢华、高贵的风潮，而当代奢华则更趋向与朴

实无华、自然简洁的风格。

当前今服饰市场上“同质化”的产品太多。对于被看好的适

销产品，都蜂拥而上，而销售旺季过后，过剩的产品只能降价处

理或者积压，甚至成为库存。基于这种情况，作为生产商或设计

人员把眼光放在时装上，将下一季流行的时尚作为新品开发的参

考资料，那设计效果将会有本质性的改变。

1    时装

21 世纪是设计的世纪，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物

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服装与服饰的功能已不

再是消费者决定购买的主要因素，单一的造型和缺乏个性的设计

将很难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因此，创新设计、概念设计将在当代

的设计领域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时装，这种在当时、当地

最新颖、最流行，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符合潮流趋势的各类新装

同样需要创新设计、概念设计传达人的个性、思想、情感、理念 [1]。

时装流行是有时效性的。如果按照流行时间的长短，可以把

时装分为两种类型：1）定型时装，是一种经过流行的筛选而相对

固定下来的款式。如西装、中山装、夹克、旗袍等；2）流行时装，

一种周期性很强款式，所谓周期性强，是指产品要经历孕育、萌芽、

成长、成熟及衰退的明显周期变化，一旦进入衰退期，就不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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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时装总在流行，但流通量比较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而流行时装则恰恰相

反，在流行的高峰阶段销售量很大，一旦进入低谷则会无人问津。

按照传统原则，服装是以造型、材料、色彩、构成的三度空间立体结构，强调的是功

能性。而时装则在三度空间之外进行再设计，体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风格。其中由款式、

面料和细节的快速持续变化为先导的风格占据着至高的地位。时装的基本作用是向消费者

一季复一季地传达最流行的风尚以及变化趋势。由此可见，服装与时装的区别在于风格，

而风格的设计则是要在三度空间之外来做文章。

比如中山装，这是一种定型时装，是中国近现代典型男式服装。在孙中山先生倡导下，

依据中服和西服的特点改进而成。现有的中服和西服都是三度空间的立体结构，而中山装

前门襟的直排扣、以及 4 个贴袋，传承了中服的特点，翻领、袖窿又吸收了西服的特点。

这种中西合璧的搭配就是在三度空间以外所做的文章，体现出的是新文化、新思潮的风格。

再比如旗袍，这也是一种定型时装，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女装。旗袍源自于清代的

旗装，又吸收了古代其它袍服的长处，所以具有民族特色。其中在结构处理上借鉴了西式

的立体裁剪，所以穿着旗袍会很贴身，可以显现身材的优美曲线。旗袍流行于民国时代，

现代人也很喜爱，虽然历经了各种变化，但不管是长袖的、短袖的、或者是无袖的旗袍，

都能够展现人体的美感。传统的旗服或者袍服，采用的都是平面裁剪，遮盖住了人体的曲

线，只是提供了三度立体空间。而旗袍的立体剪裁则是在三度空间之外所做的文章，可以

展现人体曲线的美感。旗袍体现的是展示自我、追求自由的风格。

中山装和旗袍都很经典，所以被保留下来成为定型时装。而曾经风靡一时的流行时装，

也都是各具特色和风格。比如列宁装、海魂服、蝙蝠衫、喇叭裤、金姬领、泡泡袖等等，

在当时、当地也都是最流行的时装，现在流行过时了，市场上也就看不到了。

时装的风格是具有时代性的，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流行热点。虽然在细节上，颜色、

材质、结构、造型的应用都会有区别，但在整体上，则是体现具有时代特征的风格。新风

格的时装面市，人们就会去购买，穿着的人多了，就变成一种流行。有了新时装就需要有

鞋款来搭配，旧鞋子配不上就要购买新鞋。鞋类设计师也正是因此能够很好的抓住时装变

化的商机，设计适合搭配时装的时装鞋来满足消费者精神层面的需求。

2    时装鞋

时装鞋泛指与流行服装款式相搭配的鞋类，是近几年鞋类行业延伸出来的市场细分。

主要特征以帮底胶粘工艺为主，鞋面采用皮革材料，包含真皮材料和纤维材料；其范围涉

及时装女鞋和时装男鞋两种。时装鞋的款式并不固定，色彩不固定，材料也不固定，但都

与流行的时装巧妙搭配，以达到着装整体完美的效果。目前时装鞋的商机和市场正在时尚

潮流的引导驱动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2.1  女时装鞋

根据市场及消费者需求，女时装鞋就风格又细分为：欧美、休闲、简约通勤、性感、

日韩系等常见风格时装女鞋。其风格的细分就是为了满足市场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

1）欧美风格女时装鞋，其结合欧美事物的面貌，或具有欧美面貌的特点，典型的鞋

款特征表现为鞋楦设计或拜占庭风格头型圆大厚实，鞋跟搭配粗跟；或哥特风格楦头型尖

锐硬挺，鞋跟搭配细跟，颜色多为深色，配饰以亮丽的钻口、金属铆钉为主。欧美风格在

女时装鞋的设计中多被一线城市时尚成熟女性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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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休闲时尚女时装鞋，即在之前休闲鞋的基础上增加当季的流行元素，楦型及跟型

的的选择以圆头、平底、平跟鞋较多。休闲鞋帮面材料多以布类、肌理纹路较粗旷的摔纹

皮、荔枝纹为主，而时装休闲鞋多以修面牛皮、时尚漆皮、以及肌理纹路细腻的羊反绒为

主，以突出时尚特点，多为一二线城市年轻女性日常穿用。

3）简约通勤时装女鞋，又叫 OL 风格时装女鞋，是一般都市白领女性首选风格。楦

型设计以尖头、尖圆头为主，中高跟，皮质面料，款式设计以浅口鞋为主要结构，有搭配

圆形、方形或不规则形简约金属饰扣，又或鞋面光板无任何装饰配件的鞋款，鞋面材料以

胎牛皮、小牛皮、漆皮等，以突出体现都市白领女性的干练、简约风格。

4）性感风格时装女鞋，其帮面造型以尖头浅口结构为主要特点，鞋跟较高，材料多

以漆皮、金属皮、羊反绒、丝绸等细腻光泽感较强的羊皮材料为主要设计原料，搭配钻口、

珍珠饰品，体现年轻女性性感、妩媚等特征。

5）日韩风格女时装鞋，设计元素主要以日、韩服装设计元素，日本服饰风格颜色亮丽，

粉色系居多，配饰常用到蕾丝，泡泡，荷叶边，毛茸之类细节，突出可爱风格；韩国风格

则是亮丽和暗色调相结合，颜色较为饱满。日韩风格女时装鞋，则选用方头、方圆头、圆

头鞋楦，中矮跟、平底居多，适合年轻娇小女性或休闲生活所穿着，尤其学生族。

2.2  男时装鞋

男时装鞋风格细分比女时装鞋风格细分较少，其风格主要以结构设计而论，按男鞋的

开闭方式主要分为系带式、套脚式、拉链式、搭扣式和粘扣式五大类；按帮面结构设计又

分为外耳式、舌式两大类，其中外耳式又分为内耳式和外耳式，舌式又分为整舌式和分舌

式主要结构。其根据主要结构特征，结合当季的市场流行趋势材料、色彩、楦型等，进行

产品设计研发，因男时装鞋消费群体主要是年轻时尚的白领阶层、商务人士等，在鞋楦的

选择上男时装鞋鞋楦比男正装鞋鞋楦偏长，材料可以选用较为时尚、夸张的漆皮、蛇纹皮、

鳄鱼皮、鸵鸟皮等稀有动物皮革，颜色在正装鞋端正严肃的基础上稍显轻快、明亮，如深

蓝色、黄棕色、红棕色、米白色、酒红色等。设计师在产品研发设计时要结合特定消费者

的年龄、文化程度、使用场合以及服饰搭配等作出一系列整体设计方案。

3    时装与时装鞋的搭配

时装鞋固然在人体服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要明白，鞋是为时装服务的，要分

清主次关系，要围绕时装的风格进行设计。从色彩、材质的选择，到结构、造型的设计，

都要借鉴时装的设计元素，这样才能相吻合，整体完美的效果是设计的最终目标。如果时

装鞋太抢眼或者款式过于平淡，都不会衬托时装的流行，只有与时装和谐搭配的时装鞋才

会有广阔的市场。

时装与时装鞋的搭配设计需要把握哪些基本要点呢？作为三度空间的基础设计来讲，

形、色、质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三度空间以外的设计，把握设计风格是最为重要。设计风

格是产品特色与个性的表现，在服装领域中风格可以分成下面几大类型 [3]:

1）地域风格，例如中国风格、欧美风格、日韩风格等；

2）时代风格，例如希腊风格、罗马风格、爱德华时期风格等；

3）艺术流派风格，例如哥特风格、波普风格、浪漫主义风格等；

4）文化群体风格，例如摇滚风格、朋克风格、吉普赛风格等；

5）体现气质、风度和地位的风格，例如骑士风格、绅士风格、学生风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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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人命名并与其外貌相关的风格，例如崔姬风格、蓬巴杜夫人风格、吉普森风格等；

7）特定服装造型风格，例如多层风格、超大风格、中性风格等。

服装风格可以分成几大类型，而在每一类型中还有多种变化，所以时装的风格是多种

多样的。要记住这么多的风格品类当然要下功夫，但对于每款时装来讲，只会有一种风格，

只要能从中分析出它的特色、个性、时代特征，就抓住了要点，就能与其它的不同风格时

装区别开来。

时装鞋的类型也和时装一样，分为定型时装鞋和流行时装鞋两种类型。比如男式内耳

鞋、外耳鞋，都属于定型时装鞋，可以与西服等定型时装和谐搭配，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

男式三节头鞋。再比如女浅口鞋，也属于定型时装鞋，可以和连衣裙、晚礼服、职业套装

等定型时装完美结合 [4]。而流行时装由于其不确定性，会随着时代的不同演绎出多种变化。

在结构设计中，练习的是单款鞋的设计，谈不到风格，只是从技术的角度解决穿着舒

适与合理的问题。在造型设计中，练习的是系列鞋和专题鞋设计，这就需要鞋款有一定的

风格。这种练习是在培养创造性思维，是在提高把握风格的能力。在时装鞋的设计中，要

发挥的是创造性思维的能力，通过分析时装的风格，汲取其中的设计元素再加以发挥运用。

要使时装鞋与时装的风格保持一致，而不是独辟蹊径，自立另一种风格 [2]26。

实践所示，有时一种时装可以搭配多种款式的时装鞋，因为时装鞋的款式并不是固定

的，但不同的款式应该具有与时装相同的风格。现在许多人都在穿牛仔裤，这是一种休闲

装，可以搭配不同款式、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休闲鞋 [2]28。有时还会看到，一种鞋款可

以和多种时装相搭配，那这种鞋款一定是经典的品种。比如女浅口鞋，可以搭配多种女士

时装（图 1），又如男式乐福鞋可以搭配多种男士时装（图 2）。这样一来，为时装设计

时装鞋并不是束缚了手脚，而是开拓了视野，所学过的知识都可以运用，所具备的能力都

能得到展现。

4    结束语

鞋类设计是为人服务的，设计产品要目中有人，依据时装进行时装鞋的设计并不与此

相矛盾，因为时装的背后就是穿时装的具体的人。至于人的性别、年龄段、职业、经济收

入、社会地位、信仰爱好等等，还需要设计者进一步做功课。设计目标的定位越准确，成

功率就越高。综上所述，设计时装鞋的关键是抓住时装的风格，向时装的风格靠近。通过

分析时装的风格，从中汲取设计元素，把相关联的设计元素运用在鞋款上，包括形、色、

图 1  女浅口鞋可与不同时装搭配 图 2  男士乐福鞋搭配不同时装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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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设计。两者的共性特征越多越能搭配和谐从而实现整体的着装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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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lothing in the current trend background, the paper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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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经济的发展使人类在能源危机

和环境污染上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

样的新形势下，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

产业势在必行，南玻集团作为深交所最早挂

牌的新能源上市公司，在广东省光伏行业具

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南玻集团要想持续健康

的发展离不开对其财务状况的审计，了解其

经营状况的优劣，作者通过对南玻集团近三

年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分析，发现公司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审计建议，使企业能

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管理者和使用者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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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传统石化能源

的不断消耗，人类在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上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开发和应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

太阳能光伏发电便是一种利用太阳能这种可再生资源的重要方式，

具有绿色环保、安全节能的特性，受到了全球各国的关注与支持。

据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预测，到 21 世纪末，太阳能光伏发电

将占世界能源结构 60% 以上的比重，极具广阔的发展前景 [1]。我

国的光伏发电产业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

获得了快速发展 [2]。2011 ～ 2016 年我国光伏装机总量一直呈现上

升趋势，从 2011 年的 2.4GW 发展到 2016 年的 31GW，增速高达

12%，截止 2016 年底，我国累计光伏装机总量位居全球第一位，

约达 77.42 GW[3]。在中国报告大厅发布的 2016 ～ 2021 年中国太阳

能光伏行业市场供需前景预测深度研究报告中预测“十三五”太

阳能发电规划规模将达 1.1 亿千瓦，预示着中国光伏产业仍将保持

较高的发展速度和空间。太阳能光伏发电是我国鼓励力度最大的

绿色电力开发能源项目。2016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6]2619 号），

其中，《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国家更是将光伏写入了《兴

边富民规划》，将扶贫与光伏发电相结合，提出光伏扶贫 [4][5]。

审计是以国家法规、审计准则和会计理论为依据，采用专门

的分析技术方法，审查和监督企业的财政、财务收支、经营管理

活动及其相关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合规性、合法性、效益性，

从而维护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6]。近年来，全球经济局势

不稳定，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扰动市场情绪，英国脱欧事件冲

击欧盟乃至全球经济，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发动了

扩大化的贸易战，2018 年 1 月 22 日，特朗普决定对进口太阳能光

伏电池和光伏板等光伏产品加征 15% ～ 30% 的进口关税。在全球

经济增长呈现减速趋势及不确定性增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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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实施供给侧改革，深化结构调整。面对这样的挑战和机遇，在 A 股上市的 34 家光伏

企业中 , 南玻集团作为深交所最早挂牌的光伏上市公司 , 如何持续经营与发展是每一位管

理层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从财务状况审计的角度，以南玻集团 2014 ～ 2016 年的财务

报表为审计对象，以财务指标为依据，对其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及发展能力进

行审计分析。从而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审计建议，为管理者和使用者提供

参考。

1    南玻集团主要财务指标的审计分析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南玻集团”) 于 1984 年 9 月成立于中国广东省深

圳市，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992 年其南玻集团 A 股 B 股在深交所上市，是中国最早的

上市公司之一。其一直致力于发展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事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南玻集

团的节能玻璃、太阳能光伏产品和显示器件在国内树立了品牌，其研发技术也处于世界前

列。其主要从事的业务是平板玻璃、工程玻璃、太阳能业务、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业务，

并采用集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经营模式。南玻集团在太阳能业务方面具有较完

善的产业链，可提供光伏电站项目开发、建设、运维一站式服务。 

1.1  偿债能力的审计分析

公司的偿债能力分为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短期偿债能力包括流动比率、速

动比率、现金比率、现金流动负债比；长期偿债能力有资产负债率。这些指标都是衡量企

业在债务到期前能变现用来偿还负债的能力。表 1 是根据南玻集团 2014 ～ 2016 年的财务

报告对其进行的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名称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南玻集团

流动比率 0.24 0.43 0.36

速动比率 0.17 0.36 0.29

现金比率 0.03 0.12 0.08

现金流动负债比 0.31 0.29 0.16

资产负债率 0.42 0.51 0.52

备注：经 2014 ～ 2016 年南玻集团财务报表整理得到。其中，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流动负债，现金比率 = 货币资金 / 流动负债，现金流动负债比 = 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量 / 年末流动负债，资产负债率 = 负债 / 资产。

如表 1 所示，2014 ～ 2016 年南玻集团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0.24、0.43、0.36，其值远小于 2.0

的标准。速动比率分别为 0.17、0.36、0.29，现金比率分别为 0.03、0.12、0.08，以上三个

指标都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但上升的幅度要大于下降的幅度。现金流动负债比分别为 0.31、

0.29、0.16，呈连续下降的趋势，从以上短期偿债指标的值及变化趋势看，南玻集团的偿

还短期借款的能力较弱。其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0.42、0.51、0.52，呈稳步上升的趋势，而

且借入的资金比重较大，说明企业活力充沛，可以通过举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较高

利润以偿还长期债务。

1.2  营运能力的审计分析

公司的营运能力可以通过对流动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营运能力的分析判断。流动资产

周转率包括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等主要指标，其分别反映企业

存货资产变现能力、企业的收回款项能力及对流动资产管理利用的效果能力。总资产营运

能力有总资产周转率，反映企业是否有效利用其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其值越大说明企业的

邝宏燕，兰  琼：新形势下广东光伏上市企业财务状况的审计研究——以南玻集团为例

表 1 偿债能力审计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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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能力越强。

如表 2 所示，2014 ～ 2016 年南玻集团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15.71、17.72、17.16，其

值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但上升幅度大于下降幅度。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34.02、21.20、

17.33，其值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流动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4.21、4.63、4.02，其值呈现先升

后降趋势，且下降幅度大于上升幅度。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0.51、0.51、0.57，其值呈现

稳步上升趋势。整体看，南玻集团存货资产变现能力、收回款项能力、流动资产管理利用

的效果能力在减弱，销售能力有继续提升的潜力。

公司名称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南玻集团

存货周转率 15.71 17.72 17.16

应收账款周转率 34.02 21.20 17.33

流动资产周转率  4.21  4.63  4.02

总资产周转率  0.51  0.51  0.57

备注：经 2014 ～ 2016 年南玻集团财务报表整理得到。其中，存货周转率 = 主营业务成本 / 平均存货，应收

账款周转率 =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 平均应收账款余额，流动资产周转率 =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 平均流动资产

总额，总资产周转率 = 销售收入 / 平均总资产。

1.3  盈利能力审计分析

公司的盈利能力分析包括商品和资产资本经营盈利能力分析，商品经营盈利能力指标

包括销售毛利率、营业收入利润率、销售净利率。其分别反映存货价值水平高低、企业经

营效率及从经营中获得利润能力的高低和企业通过销售取得收入能力的强弱。资产资本经

营盈利能力指标包括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其分别反映企业资产产生回报和企业

运用自有资本来获得净收益的能力的强弱。

如 表 3 所 示，2014 ～ 2016 年 南 玻 集 团 的 销 售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21.86%、19.65%、

24.15%。营业收入利润率分别为 12.72%、7.06%、9.64%。销售净利率分别为 12.15%、8.14%、

8.71%。总资产报酬率分别为 7.96%、6.50%、7.48%。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1.56%、8.12%、

9.29%。以上指标都呈先降后升的趋势。整体看，盈利能力在慢慢回升。

公司名称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南玻集团

销售毛利率 21.86% 19.65% 24.15%

营业收入利润率 12.72% 7.06% 9.64%

销售净利率 12.15% 8.14% 8.71%

总资产报酬率 7.96% 6.50% 7.48%

净资产收益率 11.56% 8.12% 9.29%

备注：经 2014 ～ 2016 年南玻集团财务报表整理得到。其中，销售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 - 主营业务成本）

/ 主营业务收入 ×100%，营业收入利润率 = 营业利润 / 营业收入，销售净利率 = 净利润 / 销售收入，总资产

报酬率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 平均资产总额 X100%，净资产收益率 = 税后利润 / 所有者权益。

1.4  发展能力的审计分析

公司的发展能力包括总资产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其分别反映

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资产规模增长、经营利润增减变动和收入增减变动情况。

如表 4 所示，2014 ～ 2016 年南玻集团的总资产增长率分别为 0.25%、2.47%、9.62%。

营业利润增长率分别为 -52%、-31%、65%。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8.9%、5.5%、

20.8%，以上指标值都呈现连续增长趋势，且 2015 ～ 2016 年增长幅度大，整体看，南玻

集团发展能力比较高和成长速度比较快。

表 2 营运能力审计分析表

表 3  盈利能力审计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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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南玻集团

总资产增长率 0.25% 2.47% 9.62%

营业利润增长率 -52% -31% 65%

营业收入增长率 -8.9% 5.5% 20.8%

备注：经 2014 ～ 2016 年南玻集团财务报表整理得到。其中，总资产增长率 = 当年总资产增长额 / 年初资产

总额 ×100%，营业利润增长率 = 本年营业利润增长额 / 上年营业利润总额 ×100%，营业收入增长率 = 营

业收入增长额 / 上年营业收入总额 )×100%。

2    南玻集团财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南玻集团 2014 ～ 2016 年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及发展能力进行审

计分析，归纳出以下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短期偿债能力较弱

从偿债能力各项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南玻集团的短期偿债能力较弱。究其原因，主

要是企业存在流动性风险。一方面，2015 年和 2016 年 12 月 31 日集团的净流动负债约分

别为 28.39 亿元和 44.77 亿元，其存货资产变现能力、收回款项能力、流动资产管理利用

的效果能力都在减弱，虽然销售能力有继续提升的潜力。另一方面，南玻集团有包括东莞

光伏 200MW 太阳能电池扩产项目等近 20 个重点在建项目，需要占用和投资一大笔资金，

其投资回收期比较长。短期偿债能力弱意味着企业承受财务风险的能力小。

2.2  营运能力降低

从营运能力各项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南玻集团的营运能力总体有所下降。究其原因，

一方面，存货总体规模扩大，2014 ～ 2016 年平均存货分别为 384 668 665 元、370 539 175

元、414 103 328.5 元，但存货周转率在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应收账款的总体规模扩大，

2014 ～ 2016 年平均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227 352 628.5 元、385 618 093 元、540 473 797.5

元但应收账款周转率逐年下降，说明应收账款存在不能收回成为坏账的风险。营运能力降

低会影响企业的偿债能力。

2.3  盈利能力不稳定

从盈利能力各项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南玻集团的盈利能力不稳定。销售毛利率、营

业收入利润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呈先降后升的趋势，2016 年

只有销售毛利率上升到了 2014 年的水平。说明集团的盈利能力减弱，盈利能力不稳定。

究其原因，从外部因素看，这与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呈现减速趋势及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有重

要关联。近年来美国对进口光伏产品加征关税提高了集团的销售成本，压缩了利润。从内

部因素看，这与集团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很大关系。2016 年底，集团遭遇了高管人员

大量流失的风波，这较大地影响看集团的经营管理水平。因此，领导班子队伍的不稳定是

其盈利能力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3    促进南玻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审计建议

3.1  提高短期偿债能力

首先，加强对存货、应收账款、流动资产的管理。安排好生产与销售，在正常生产的

同时减少原材料的库存，提升产成品的销售额，从而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入。集团应及时关

注客户的信用情况，监督应收账款的按时回收，防止应收账款规模扩大。集团应科学合理

表 4  发展能力审计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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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投资和购置资产，流动资产的使用应与企业的实

际需要密切联系 [7]。其次，合理举债，优化资本结构，制定合理的偿债计划。由于筹

资方式不同，资金的使用成本、风险程度、灵活性及其资本结构也不同，集团应根据自身

实际需要、承债能力、未来可能产生的现金流入合理筹划好借款的金额、期限及利率，降

低偿债风险。再次，实施紧密的监控，控制工程项目建设投资所需资金的支付金额及支付

时间。

3.2  提高营运能力

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品的竞争力。2014 ～ 2016 年集团的

研究开发支出分别为 208 137 482 元、239 933 028 元、341 553 966 元，可见企业在科技创

新这方面的投入是逐年增加的，集团要持续发展未来要充分利用国家政策、财政支持、金

融信贷支持和民间资本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做到产销配合。此外，要改革人才培

养模式，促进技能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8]。

3.3  稳定和提升盈利能力

企业外部要积极应对美国关税大棒，一是通过扩大对其他国家光伏产品的出口量，缩

小出口美国光伏产品份额。从南玻集团出口国家和地区来看，主要是美国、亚洲和中国台

湾，为应对美国对光伏产品征税，南玻集团一方面可以扩大对中国台湾地区光伏产品的出

口，另一方面可以开拓美洲如巴西和智力等国的业务关系。从而减小美国关税大棒对其盈

利能力的影响。二是在光伏产品业务受到影响的情况下，积极拓展平板玻璃、工程玻璃和

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等产品的盈利能力。三是继续开拓中国大陆市场，加大国内产品的销

售。南玻集团的主要业务还是集中在中国大陆，因此可基于良好的中国大陆市场继续开拓

业务稳定并提升其盈利能力。企业内部要加强对高层领导班子的建设，加强企业内部的凝

聚力，提高经理人员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提升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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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 R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Status of Guangdong PV Listed 
Compan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Taking CSG HOLDING 

CO.LTD as an Example

KUANG Hong-yan, LAN Qiong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510450,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makes human beings fac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of an energy crisi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new energy industry.  CSG 
HOLDING CO.LTD, as the earliest listed new energy listed company in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has important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photovoltaic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To 
maintain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udit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understand 
its operating condition. This article will fin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mpany,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by auditing and analyzing CSG HOLDING CO., LTD’s financial 
report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so that it can make the enterpri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managers and users.

Key words: Guangdong, photovoltaic industry, financial status,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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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向异地务工人员的研究中缺乏一

个统一和标准的测量工具，同时关于他们的

研究也很少提及影响他们定居意愿的各种内

因和外因。本文以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

和相关的文献为基础编制出《异地务工人员

定居因素问卷》。整个研究过程共取样 217

名参与者，并使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确

定了 25 个影响人员定居的因素进行因素分

析去验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同时对问卷当

中的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统计上的分析

和描述。结果显示，有定居意愿的群体平均

年龄更大、多为男性和教育程度更高。对居

住环境、收入和事业更满意。经测量，《问卷》

的信度和效度均较为良好，并且因素分析的

结果和人口迁移理论相契合。为今后的异地

务工人员定居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

的测量工具和理论基础。

关键词：异地务工人员；定居；影响因素；问

卷

收稿日期：2017-11-27

作者简介：陈霜洲（1985- ），男，江苏苏州人，

主要从事社会工作方面的研究。

异地务工人员群体在城镇化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例如职业

发展的困惑、职业指导资源的缺乏、知识技能的落后、培训资源

的不足、公共服务资源的区别对待化、其低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

随迁子女的学习和受教育的保障等。异地务工人员在城市中的归

属感、认同感和满意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换言之，异地务工

人员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子女教育、事业发展、经济收入、

居住环境、人际关系和定居意愿等因素都是决定着他们于所在城

市的归属感、满意度以及的最终的定居状态 [1]。因此，无论是政府、

工会、高校、研究人员还是异地务工人员的一员都急需一份系统

化且可靠的异地务工人员定居影响因素的问卷 [2]。

对于异地务工人员来说，无论是家乡还是异地城镇都具有影

响务工人员定居的因素。根据人口迁移理论，影响人口迁移和定

居是两类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一种是迁出地的推力，另一种

是迁入地的拉力 [3]。人口流动可看成是一股水流在两边分别的推力

和引力下产生流动。推力和拉力既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可能

起到阻碍的效果。因此两种力量的合力将最终影响到异地务工人

员的归属和去留 [4]。首先，迁出地的推力包括，但不仅限于，异地

务工人员迁出地的就业情况、家乡的经济收入、自然环境、家庭

成员的外出意愿、孩子教育需求和生活质量的要求等等。迁入地

的拉力包括，但不限于，迁入地的工作机会、工资待遇、生活和

物质条件、社会资源丰富程度、教育资源和基础建设资源等等 [5]。

本研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问卷用来分

析异地务工人员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在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对广东省佛山市大沥镇的异地务工人员群体进行质性和量性

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获得了基本资料从而编制成《异地务工人

员定居因素问卷》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问卷的各个维度下的项

目进行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和效度的测试。通过问卷对以上所分析

的因素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评定以此来提高对异地务工人员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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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管理方面的效果，也能够起到服务的创新发展以及提升面向该群体的社会服务项目

的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结合的方式抽取大沥镇（含嘉怡社区等 38 个社区）217 位（其

中 50 名参与问卷初测，20 名在参与式观察活动中提出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其余的 147 名

参加问卷调查）异地务工人员，30% 为广东省内大沥镇以外的异地务工人员，他们主要来

自里水、桂城等等，70% 为广东省外的异地务工人员，他们主要来自于湖南省、山西省、

河北省的长沙市、衡阳市、株洲市、太原市、大同市等。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分析法

中文全网搜索中，搜索“异地务工人员”“定居意愿”“留城意愿”“农民工”等关

键词，收集到 1 000 多篇同行评议文献，通过一定标准（使用合适的问卷，有理论基础并

且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的文献）的筛选、阅读并分析相关文献资料来总结影响异地务工

人员定居意愿的常见和主要的因素。

1.2.2 访谈法

通过访谈法获得异地务工人员的直接反馈和建议以此来修正问卷初稿。作者在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异地务工人员聚集地的直接参与和观察过程中通过积极沟通获得了该

群体关于定居意愿的真实想法和反馈。从修改版到最终版问卷的形成过程中也反复地得到

该群体的反馈并进行合理的修改。

1.2.3 问卷调查法

最终版本的问卷发放给在大沥镇工作的 150 名异地务工人员，历时三个月最终收回

147 份，回收率 98%。通过量性分析，作者将把问卷的分析结果和理论假设相对照来验证

该问卷是否能够合适地区分不同的因素以及各个因素是否符合人口迁移理论的假设。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的分析。以为将来的继续修订或使用提供了参考。

1.3  研究工具 

1.3.1 测量工具

《异地务工人员定居因素问卷》通过层层修改最终编制成型，并根据理论假设和研究

目的包含如下 25 个变量：包含人口统计学、职业生活信息、满意度、居住情况、父母子

女的情况和社交等。

1.3.2 分析工具

统计软件 R 用作数据录入、整理和分析。分析方法包括因素分析、效度分析和信度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人口统计学资料、个人和家庭情况和社会环境情况（表 1）

如表 1 所示，研究对象的样本群体平均年龄为 34 岁（SD = 10.62 岁），年龄层次多为

中青年；其中有 61 位男性（41.5%）；教育程度以高中、高职为主，约占 29.3%，大专以

及上 43.5%；在大沥镇里生活 / 工作时长平均为 16 年；他们的居住地多为自己买房（51%）

或者自己租房（27.2%）；大部分人已婚（62.6%）。大部分人的月收入处于 1 000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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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元之间。一半左右的人（49%）都从事智力型的职业以及在城镇生活时间在 8 年以下。

他们对自己的居住环境基本满意（M = 41.10, SD = 7.55; 中间值为 41）；其居住满意度和

事业满意度都为较满意（M1 = 3.31, SD1 = 0.64; M2 = 3.56, SD2 = 0.88）；收入满意度为较

不满意（M = 2.84, SD = 0.96）。他们对事业发展的前景判断较为乐观（M = 3.56, SD = 0.88），

很多人认为赡养父母为重要的职责（M = 4.18, SD = 0.96）。他们普遍的消费倾向都不强（M 

= 2.31, SD = 1.19; 中间值为 4.5）。另外，异地务工人员和家人也有特定的相处方式：愿意

和家人一起居住（66.0%），子女在当地上学多（42.9%），在老家上学少（6.8%）。虽

然较少部分务工者的父母都住在大沥镇（64.6%），但是父母们整体的回老家意愿更偏向

于“不回去”（55.8%）。异地务工人员整体而言更倾向于参加群体活动（72.8%），且有

一定的交际需求（94.5%）并且和本地居民有足够的交流（91.9%）。政府的福利政策还不

能够很好的照顾到这个人群，大部分人（90.5%）认为他们没有享受到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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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按照定居意愿被分为两个群体进行比较：有定居意愿（n = 68, 46.3%）的和

没有定居意愿（n = 79, 53.7%）的两个组。结果发现有一些差异性：1）有定居意愿的人平

均年龄更大（M = 34.50, SD = 9.18, d = 0.69, p < 0.001）, 更多为女性有定居意愿（73.5%, v 

= 0.28, p = 0.001），受教育程度较低（大专学历占 32..4%, v = 0.27, p = 0.012），月收入更

高（月收入 4 000 以上的群体占到 61%, v = 0.39, p = 0.003）；2）有定居意愿的人在异地

工作和生活的时间更长（M = 21.2, SD = 8.23, d = 1.13, p = 0.003），8-15 年的居多（44.1%, 

v = 0.41, p < 0.001），并多和家人一起居住（85.3%, v = 0.38, p < 0.001）；3）有定居意愿

的人，对居住环境、收入和事业更满意（d1 = 0.56, p1 = 0.001; d2 = 0.18, d3 = 0.45, p3 = 0.007），

对自己事业发展的前景更加乐观（M = 3.75, SD = 0.94, d = 0.39, p = 0.017），也有更高的消

费倾向（M = 2.34, SD = 1.30, d = 0.22, p = 0.05），其子女多在当地上学（52.9%, v = 0.19, p 

=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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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分组后的样本量较小。组间的量性比较应用 Cohen’s d（较小的显著效果 d ≥ 

0.2；中等显著效果 d ≥ 0.5；较大的显著效果 d ≥ 0.8）和 t 检验的 p 值（p < 0.05 为显著）

作为效应量。类别变量的比较使用 Cramer’s v 和对应的 p 值（p < 0.05 为显著）。

2.2  效度分析 

通过因素分析，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如表

2 所示。根据人口迁移理论，25 个变量可以放

入这个理论框架中，影响异地务工人员去留由

两个主要的因素决定，首先，迁出地的推力包

括年龄，性别，婚姻等人口学变量，还有当地

的教育情况，和家人的关系，子女的上学情况

等因素。例如，身处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

的年龄大的男性都会有需要找城镇中更好的工

作去减轻养家糊口的压力，由于这些来自家庭

和社会的压力，他们更倾向选择到异地务工；

其次，迁入地的拉力包括在异地工作的月收入，

对生活、居住、环境和事业的满意度，在社区

与他人的互动等因素，决定着异地务工人员是

否愿意待在当地。

结构效度：根据表 3 中的分析结果，该问

卷的 25 个变量的总体效度较高，KMO = 0.754, 

Bartlett’s 系数为 1274.881，p < 0.00，。可认

为整个问卷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较好的反映问卷

的初衷和测量目标。

2.3  信度分析

一致性信度：据表 3，Cronbach 的 α 系数

为 0.741，处于较高的水平，证明该问卷的总

体信度较高，能够面向异地务工人员进行良好

的定居意愿测试和相关因素的分析，内部一致

性信度较好。

分半信度：据表 3，Guttman 的分半系数

为 0.787，具有较高的水平，证明该问卷的两

个部分的信度较高，问卷所有问题的信度较高。

3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完成了《异地务工人员定居因素问卷》的从编制到后期测试信度和效度的工

作，旨在提出一份有足够可靠性的问卷，也为以后关于异地务工人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

参考依据和测量工具。主要的结论有如下几点：

1）有定居意愿的群体具有某种特点，例如：他们的年龄更大、多为男性且教育程度更高，

说明年龄大的群体有更大的工作压力和家庭的要求。因此他们更加不敢轻易地离开现有的

工作；男性通常也比女性在异地更有定居的意愿，他们需要在经济社会条件更好的城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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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高的收入来抚养老人和小孩。教育程度高的个体会有更高级的知识技能以及更有竞争

力。他们在城镇有立足之地，不怕其岗位和工作被他人取代。另外，居住时间越长也会影

响他们的定居意愿，当务工人员习惯了城镇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会更有惰性以及没有动力

去改变，因为能够在城镇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员，资历和专业技能都处于不断积累的状

态。足够的水平和竞争力也会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成就感。

2）有定居意愿的群体对居住环境、收入和事业更满意。因为自己的工龄和职级都在

不断提高，也逐渐在适应城镇的生活。他们对自己在异地生活和工作也越来越了解，同时

也更容易有满足感。因此我们会发现，他们对自己事业发展的前景更加乐观。城镇的教育

资源相对于农村地区更加系统和优质，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随同他们一起在城镇留

下来。

3）本研究所编制的问卷经过评测是与人口迁移理论相适应。其中所有变量对异地务

工人员定居意愿的影响都可以归因于来自于迁出地的推力或者迁入地的拉力。因此奠定了

问卷的理论基础，并可以在随后的理论研究中不断的改进从而更进一步地去配合实践中的

定居状态的测量。面向异地务工人员的研究中缺乏一个统一和标准的测量工具，同时关于

他们的研究也很少提及影响他们定居意愿的各种内因和外因。本文以人口迁移理论“推拉

理论”和相关的文献为基础编制出《异地务工人员定居因素问卷》并以计量统计的方法去

验证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同时对问卷当中的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了简洁的分析和描述；希

望该问卷能够在往后的异地务工研究中提供一份可以使用的可靠的问卷，也为将来的影响

因素分析的测评工作提供一定的工具和理论基础。

4）希望通过这个研究能够提高学界对异地务工人员这个群体的关注度，并且能够从

他们的需求出发来看待这个没有充分被公平对待的群体。目前国内外关于异地务工人员的

研究主要是关于政府的政策改革、相关的社会救助机制的发展、面向异地务工人员的服务

和管理等，偏重政府端和供给侧的研究。然而从异地务工人员角度，也就是需求侧，没有

太多的关注和研究。此种现象主要是由于：a）研究还是处于理论层面，国外的理论既不

适合国情，在应用方面的作用也不够深刻。导致理论不能够和国内的户籍改革和城镇化紧

密相连，外来的理论在解释国内异地务工人员遇到的具体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不能系统

或深刻地分析问题；b）全国各地的城镇化和户籍改革进度和政策都存在差异，一刀切的

理论分析难免会以偏概全，而且无法顾及不同省、市、县的特殊情况和具体问题，因此理

论显得泛泛而谈没有深意。

参考文献：

[1] 程名望，史清华 . 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上海 1446 份调查样本为例 [J]. 

社会科学战线 , 2013(05): 71-76.

[2] 江波，刘景芝 . 社会支持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满意度 : 自我认知的中介作用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社

会科学版 ), 2016(04): 71-157.

[3] 吴茜 . 人口迁移理论分析我国农民工外出务工现状 [J]. 决策咨询 , 2017(03): 57-59.

[4] 张晓青 . 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述评 [J]. 人口学刊 , 2001(03): 41-45.

[5] 赵敏 . 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评述 [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 1997(04): 127-135.

陈霜洲，杨钊虹：异地务工人员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的研究



84

Questionnaire of Migrant Workers’Settlement: Factor Analysis,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Tests

CHEN Shuang-zhou1,3 ，YANG Zhao-h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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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51045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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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lack of a unified and standard measurement tool in the stud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studies also rarely refer to the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that affect 
their willingness to settle.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questionnaire of Migrant Workers’ Settlement 
on the basis of Law of Migration and relevant works. A total of 217 participants were sampled 
throughout the study, an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factors of 25 
influencing factors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of the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questionnaire are mad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age of those who had settled intention was greater, mostly 
male and higher education level who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come and 
profession statu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are relatively good, and the result 
of factor analys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tool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settl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ettlement; factors;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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