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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证件检查教学模拟平台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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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边防 证件检查工作的要 求, 运用现 代教育 理论的 原理和 方法, 提出 了边防 证件教学

模拟平台的设 计思想, 探讨了该平台实现的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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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 来, 我校 边防检 查专业 教育中 证件检 查相 关课

造成错放漏检的事故等等。

程的教学大都以课堂讲 授为主, 这 种以教 师为中 心的 教学

模拟是对一些真实 情景或过 程的 抽象化 或精 简化。教

模式, 导致师生之间缺乏 交流, 学员 不能接 触真 实的 边防

学模拟是经过专门 设计, 根据 一定 的教 学目的, 模仿、重

出入境检查现 场, 也无 法在 一个 仿 真模 拟的 环 境中 学习。

现一种真实环境或过 程。教学 模拟主 要有两 种类 型, 第一

而这些学员进 入实 习阶 段后, 由 于 实践 环节 训 练的 缺失、

种是把一个事物作为 一个系 统, 根据一 定的目 的加以 模型

各边防检查站怕发生事 故或业 务紧张 等原因, 学 员很 少能

化 ( 理论模型和数学模型) , 以这 种模型为媒介, 揭示该事

接触其核心部门和有关 的业务, 实 习难以 达到预 期的 教学

物的功能和特点, 也称 / 模拟试验法0 。第 二种是依据教学

效果。随着新的 边防检 查信 息系统 ) ) ) / 梅沙 系统0 的推

目的, 将事物的系统特 征用具 体的形 式模型 化, 借助 对模

出和全面应 用, 这种 传统的 边防证 件检查 教学模 式越 来越

型的运用, 达到教学目 的。教学模 拟适宜 于三 个方面 的教

不能适应边防检查发展 的需要。因 此重视 实践教 学环 节的

学: 动作技能领域的 培训, 包括 运动 技能、工 作技能 以及

开发和改革 , 在边防 证件检 查教学 中使用 仿真模 拟实 验系

在现实生活中培训有 危险或 太昂贵 的复杂技 能, 社会 中事

统, 给学员提供一个 高效的 证件检 查模拟 实习环 境是 目前

务的相互作用和人际关系的学习培训, 决策能力的培 养等。

的紧迫任务。

如教师培训中的微型 教学、法 律课中 的模拟 法庭、商 业管

为解决上述问题, 切实达 成边防 检查学 员上 岗后 零适

理学习中的模拟管理等。

应、零过渡的教学目标, 针对 边防检 查专业 学科 的教 学特

这种 L earning By Doing ( 在 实践 中学 习) 的方 式 已经

点, 本文在对证件检查模 拟软件 应用效 果、应用 前景 以及

被证实是最为有效的 教学方 法之一。学 员们对 于模拟 实验

软件平台的理论基础、技术 可行性 等诸多 方面的 调查 研究

的过程抱有极大的兴 趣, 他们会 非常主 动地去 理解和 体验

之后, 提出了开发证 件检查 模拟教 学平台 的思想 和技 术实

在课堂上学到的各种 理论、操 作技巧, 运 用所 学的知 识分

现途径, 以促进我校边防检查专业的学科发展。

析、判断、做出决策。这种真 实的 挑战是 其他 传统教 学方

本系统 由软件和硬件 组成, 将模 拟边防 检查 站证 件检

式所无法给予的。

查现场的工作环境和各 类边防 检查业 务工作过 程。软 件系

根据 / 梅沙系统0 的应用目标, 系统将在 2007 年 7 月

统使学员能在一个仿真 的环境 中, 切身体 会边防 检查 员与

全面推广, 目前正处于 培训试 用期。从现 在起 的半年 时间

出入境人员之间的交流 和普遍 的业务 流程, 从而 使学 员能

内, 是我校边防检查教 学一个 重大的 发展机 遇期, 依 据教

够在一个较 短的时间内 全面、系 统、规范地 掌握 从事 边防

学模拟理论, 认真研究边 防检查 员能力 模型和 教育训 练特

证件检查实务的主要操作过程。

点, 尽快完成边防证件 检查模 拟教学 平台, 为 学员提 供一

一、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学平台的优势
和设计目标

个优秀的模拟实验环境是当务之急。

正如驾驶模拟软件可 以让驾 驶员在 一个无 风险的 环境

地实践、体验和学习。

综上所述, 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学平台的设计目标是:
11 将边防证件检查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帮助 学员系统

下练习驾驶操作的技巧 一样, 边防 证件检 查教学 软件 可以

21 帮助学员了解出入境检查业务操作。

让学员在一个虚拟的模 拟现实 的工作 环境中, 练 习他 们所

31 帮助学员理解边防检查业务 与出入境人 员、边防检

学习的边防证件检查理 论和技 能, 同样也 不需要 承担 在现
实中可能面对的风险, 如由于错误的操作或证件辨识有误,
y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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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站与相关业务单位以及边防检查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 。
41 同传统教学方式相比可以极大 地发挥学员 的主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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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
51 在高度仿真的模拟环境中, 学员们 能够获得实 践的
经验而不必承担任何错误操作的后果。
61 丰富教学的手段, 给学员的学习过 程带来更多 的体
验而不仅是简单的讨论。
71 提供获取学员对于教学效果的反馈信息的手段。
81 减轻老师的授课负担, 提高教员对 证件检查实 践课
程的设计和把握能力。

二、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学平台的设计
思想
( 一) 边防证件检查的教学模式设计

77

51 自我测试。建立学习自测系 统, 如编制证件 识别和
记忆软件供学员进行 自测练 习。学员 上网后, 由计算 机随
机出题并即时进行打 分。通过 自测, 使学 员可 以随时 了解
自己对课程知识点掌 握的情 况, 安排和 调整自 己的学 习计
划, 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 二) 边防证件检查 模拟教学平台的设计思想
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 学平台 使学员 在一段 相对短 的时
间内通过自 己 的努 力熟 练掌 握 / 梅 沙系 统0 的 应 用操 作,
从而接触各式各样的 出入境 检查业 务。软件给 学员提 供一
个逼真的练兵场, 使 他们在 / 干0 中 学, 提高 他们分 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 学平台 围绕出 入境检 查业务 设计

边防证 件检查模拟教 学平台的 设计, 对 边防 检查 课程

和组织案例。使学员通过 对边防 检查员 岗位的 日常工 作的

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 求, 本文提 出了如 图 1 所 示的 一体

体验来掌握课本上学 到的知 识。边防证 件检查 模拟教 学平

化教学模式。

台不是简单地教授学 员各种 边防检 查概念, 而 是让学 员处
在一个真实的出入 境检查 环境中, 分析、判 断、操作 的过
程、体验边防检查业务 规范的 运用和 技能的 应用。这 就是
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学平台最大的意义所在。
为了减轻老师的工 作负担, 边 防证件 检查 模拟教 学平
台中大多数的软硬件资源, 均提供一体化的集成解决 方案,
提供一个课程设计和 教学的 一体化 控制平台。 对于自 我测
试系统可以由系统自 动评判 和指导 学员, 此外 各种软 件均
应提供完善的在线帮 助, 包括 提供完 整的教 学光 盘, 来帮
助学员们熟悉软件的使用。

三、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学平台的应用
功能设计
在充分考虑学校 的教学 体系和 计划的基 础上, 我 们从
功能设计上将 边防 证件 检查 模拟 教学 平台 划分 为 管理 员、
指导老师和学员三个功能用户层次:
所谓 / 一体化 教学0 , 是 指采用 理论 教学、案 例教学、

11 管理员平台:

网络教学、模拟教学 和自我 测试教 学等多 种教学 方式 形成

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 学平台 的运作 依照班 级单位 来进

一个立体化 的教学系统 , 对学员 的理论 分析能 力、动 手能

行管理, 系统中可以设 立多个 班级, 并且 每个 班级都 可以

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进 行全方 位的训练, 增强 学员

指定相应的指导老师。管 理员主 要进行 边防证 件检查 模拟

的学习主动性和教学的 互动性, 真 正使学 员对所 学的 知识

教学平台的班级和教 师管理, 可 以方便 地对班 级和老 师的

融会贯通, 学以致用。

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和删除。

11 理 论教学。通过课堂讲授方式, 训 练学员的理 论思
维, 分析基本概念之间的 逻辑关 系, 构建边 防检 查理 论体

21 指导老师平台:
指导老师全面负责其班级的学员进行模拟实验的 过程,
老师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建立 本班学 员的账号、 根据教 学的

系。
21 案 例教学。通过典型案例, 提出需 要学员思考 的问

要求编辑需求题库以及通过对题库的修改来增减考核 难度,

题, 剖析教学内容中涉及 到的边 防检查 基本原 理、理 论和

对出入境检查模拟过 程进行 监督管 理以及评 分, 并且 可以

方法。

对各学员的熟练程度、能力系数进行管理。

31 网 络教学。利用网络的开放性、交 互性的优 势, 拓
展教学的空间。学员在课 后通过 上网, 可以 复习 所学 的内
容, 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 题进行 拓展性 学习, 增 强学 员的
学习兴趣, 巩固和扩大学习成果。
41 模 拟教学。根据出入境检查的 特征, 依托 / 梅 沙系
统0 开发模拟软 件, 组织 学员进行 实际 操作, 使 学员 对所
学课程有更直观的理解, 提高实际动手能力。

( 1) 学员管理: 老师可 以通过 学员管 理来 组织本 班级
的学员账号。
( 2) 出入境检查通 道业务管 理: 老师 可以 根据自 己教
学的需要, 设计模拟 场景, 补充 场景, 并 且可 以通过 对场
景的修改来增减考核难度。
( 3) 级别管理: 教师可以修改边防检查站的业务 类型,
以及各种角色级别的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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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模 拟详细信息: 教师 可以 通过 录像、 录音、文 字
等方式查看到学员模拟检查过程完成的情况以及详细信息。
( 5) 评分: 系统 可以对 学员进 行自 动评分, 老师 可以
根据考核的侧重点对评 分标准 做相应 修改, 教师 也可 以给

2007 年第 1 期 ( 总第 143 期)

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 学平台 是按照 边检站 的不同 职能
角色划分模块的 ( 检查员、值班参谋、调研参谋等) , 我们
严格遵循这种业务规 则来进 行开发, 根 据学员 所处的 不同
角色来给其分配业务, 以达到真正的模拟效果。

优秀的学员再加分。

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 学平台 的学员 平台将 学员处 理的

31 学员平台:

所有业务进行保存, 以便 老师以 及本人 对操作 历史纪 录的

学员作 为一个新检查 员进入系 统, 从事 初级 检查 员权

查询。

限范围内的工作, 当系统 确认学 员有足 够的经 验后, 将会
上升, 使其从事不同的边 检站业 务, 并严格 按照 边检 站工

四、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学平台的系统
实现

作人员的实际经历使学员最终掌握边检站的业务操作。

边防证件检查模拟教学平台的应用实现如图 2 所示:

提升其训练级别, 让学员 有一种 成就感, 并 且随 着级 别的

图2

边防证件检查教学模拟平台软件应用实现的 图示

在技术 层面上, 边 防证件 检查 模拟教 学平 台由 硬件和
软件两个 部分 组 成的。 系统 实现 基 于 Internet 应用,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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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成, 后续的重点 是教 学模 式、训练教 育方 式方 法的研
究, 以及软件系统的编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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