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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s is the core basic course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urs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t emphasizes the high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However, the teaching effect 
shows that students are difficult to learn and difficult to use.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problem as the 
guidance, with the idea of "multi-dimension",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type of the experiment 
project, the experiment environment, the experiment content and the experiment method, the 
teaching model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practice and experiment is innovated, and finally, the 
training effe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practice" is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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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学是财经类应用型本科核心基础课，强调知识与技能的高度融合，但教学效果

呈现学生难学难用的背离状况。论文以问题为导向，以“多维并举”的研究思路，通过对课

程实验项目类型、实验环境、实验内容和实验方法的改革，创新理论、实践、实验相结合的

课程教学模式，达到“教用行”融合的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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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强调知识与技能的高度融合，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

核心课，但历来又是学生感到最困惑的课程之一。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

在学术规范上又偏重于用大量的数学语言来表现经济原理，我们在教学法上，以介绍性为主

的孤立化理论教学模式给学生授课，导致学生对教学内容无法感知和认知，造成教学效果不

明显，虽然能使学生了解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记一些公式、图形，却不能达到培养能力

和提高素质的目的，甚至造成一些学生认识上的模糊。为了发挥出经济学实验的应有作用，

必须对经济学实验进行改进与创新。使学生提高学习经济学的兴趣，加深对经济学理论和现

象的理解，逐步完善以培养学生辩证、发散、求异、创新的思维能力，提高科学研究能力为

目标的理论、实践、实验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2. 改革和创新的内部机理 

为了保障经济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很多高校作了研究和探讨，其中最大的举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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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教学中引入实验的方法，但在现实操作过程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干扰与制约，

经济学实验存在着不少问题与缺陷，往往很难达到预想的实验效果。目前我国高校经济学实

验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验项目设置不科学。 目前我国只有少数高校开

设模拟、体验型实验和综合设计、研究创新型实验课程，大多数高校的经济学实验课程仅停

留在演示、验证型实验的层面，不少还是流于形式。 二是实验流程与步骤设计不严密。 目
前我国许多高校的经济学实验流程与步骤设计往往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普遍不重视实验前期

准备和后期分析评估。 三是实验信息的失真与误判。 实验主持者在设计实验方案时往往无

法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在实验过程中欺骗、暗示、误导实验参加者的情形时有发生。

实验参加者也容易受实验主持者主观影响而被动消极地参加实验，或顾及与实验主持者的关

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四是实验的激励方法不合理。 由于受高校实际情况的制约，

在经济学实验过程中很难以真实的货币报酬作为支付手段，这不仅影响实验参加者的积极

性，还妨碍实验主持者对实验参加者在实验进程的真实反应进行观察。 

3. 改革和创新的理论依据 

传统经济学实证分析的框架是思想实验的框架，具体体现在对一些看不见的因素如人的欲

求、制度、技术、资源禀赋等作一些假定，然后用严格的逻辑将这些假定和现实中的人们的

行为或现象联系起来，证明人的某种看不见的行为为真时，则相应的看得见的现象就会发生。

这种思想实验的过程所获得的假说或者理论，需要用能够观察到的数据或现象来证明其真

伪，但行为假设和实地数据获取的局限使经济假说和理论很难得到验证。所以美国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在《经济学》一书中认为：“一种发现经济法则的方法可能就是通过被控

制的实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不容易控制其他重要因素，因而无法进行类似化学或者生物

学家所做的实验，他们一般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借助于观察的手段”。 
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组织理

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理

性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验逐渐进入经济

学研究领域，实验经济学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 

4. 改革和创新的设想 

改革的目的是让学生具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牢固的专业知识、熟练的操作技能。扎

实的经济理论基础要求培养学生拥有基本的经济素养和经济学视觉，通过扎实的基础理论学

习，使学生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表象把握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并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

行理论创新。培养学生牢固的专业知识，必须根据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变化有选择、有区别、

有重点地向学生传授必要的专业知识。具有熟练的操作技能，就是培养熟练的业务操作技

能，对每个实验项目的设计都是贯穿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入手，学生通过实验，增强了对有

关经济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经济理论知识。因此，改革和创新的重点在

于： 

4.1 实验类型改革和创新 

实验项目类型是实验的核心内容，必须花大功夫开发与精选经济学实验项目。首先，要根

据经济学科的进步和社会发展需要，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宗旨，把以就业为导

向，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落实到经济学实验中。其次，要根据专业的不同特点和学生

学习的不同阶段，把解释性实验、验证性实验与综合分析实验有机结合起来，分步骤、分阶

段地实施。 

4.1.1 解释性实验 

经济解释性实验课程是指利用经济理论去解释经济现象的一种实验课程。这种实验课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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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出发，去寻找经济理论依据，说明经济现象存在的道理。比如一张

百元人民币掉在路上，在没有人看护的情况下，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过路的人捡走。这

个现象至少可以用两个经济学原理去解释它：一是用需求定理去解释，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需要人民币进行消费，而且当路人捡走人民币时也不用花费什么代价，就可以使手上的人

民币数量大增，所以他把人民币拿走了；二是用稀缺资源原理也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因为人

民币对于一般人来讲是属于稀缺资源，多胜于少，人人都想得到它，而且所拥有的人民币越

多越好，所以在没有别人看护的情况下，第一个路过的人就会把它捡起来占为已有了。 
根据教师多年来的教学实践，教师在组织这类经济实验课时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教学组织方

式：一种是在课堂讲授过程中通过选择恰当的经济现象去寻找经济理论，从而可以加深学生

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另一种是教师在讲述经济理论原理之后，列举出与原理有关的经济现象，

让学生进行讨论，由学生自己去找出经济现象的答案，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经济原理的

认识，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经济解释性实验课程通常

是与理论教学同步进行的，因此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同步实验课程。 

4.1.2 验证性实验 

经济验证性实验是指在事先设定控制实验条件的范围，由学生去进行自主实验进行验证，

从而掌握解决问题的程序和规律，并加以应用的一种实验。这类经济实验往往在学生学习了

经济理论原理之后，通过老师事先设计实验项目和要求，学生根据实验给予的条件展开实验，

最终找出答案，来证实经济理论的真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推广应用。在组织教学时一般采

用“设定——验证——应用”的教学模式。比如我们现在开设的计量经济学实验就是验证性

实验的范畴。当然这种实验也可以在事先建立操作软件平台基础上进行，如我们开发的生产

交易软件平台就是其中之一，只要赋予实验控制条件，学生就可以在平台上完成实验任务。

由于验证性实验往往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实验过程比较复杂，经历的实验环节比较多，综

合性比较强，因此这类实验不能象解释性实验那样随堂同步进行，而应当单独开设实验，集

中一定的时间去开展实验。 

4.1.3 综合分析实验 

前述的经济解释性实验和经济验证性实验基本上都属于单项实验，它一般只针对某项经济

理论开展的实验，而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综合分析能力，还必须要开设综合经济分析实验。

所谓综合经济分析实验，是指就经济的某个行业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提出分析报告和经济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的一种实验。如农业经济分析实验、工商企业

经济分析实验、服务业经济分析实验、宏观经济数据分析实验等都属于综合经济分析实验。

这些实验的开设一般是先由老师进行示范性讲授，如介绍某项经济发展的现状，讲授如何收

集和整理好经济分析资料，如何撰写经济分析报告等的基础上，然后向学生提供选题方向，

由学生选定题目后自己去收集资料，去开展实验，最后写出综合经济分析报告。这类实验由

于综合性强，花费的时间多，学生投入的精力大，因此宜于集中时间进行开课。 

4.2 实验环境改革和创新 

实验环境的改革要与时俱进，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项目深度融合。实验环境主要包括纸笔

型实验环境和虚拟仿真实验环境，从我国对经济学实验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来看，各大高校主

要以人工控制的纸笔型实验模式为主，采用的教室或会议室，并借助纸笔黑板等设备进行，

道具主要有扑克牌、卡片、硬币等。纸笔型实验环境相对成熟，改革的重点是虚拟仿真实验

环境的设计，以计算机化的实验室和计算机等工具可作为实验辅助场所和工具，借助统计软

件用于汇总实验数据和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信息技术对一些成本高、难以在现实

中实现、假设前提多、理论高度抽象的实验项目虚拟化。 

4.3 实验内容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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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要让学生感同身受，改革的方向是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现状的结合，完成理

论与现实经济现象的修正。通过源于现实真实数据模拟实验，对采集的中国现实经济运行数

据加以整理分析，运用本课题开发的计算机技术及软件进行整理建模，并加以分析预测，提

出对策。如在经济学中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通常遵循奥肯定律，但在发展中国

家，这一理论受到明显的挑战。为了加深对奥肯定律的认识，提高对理论基础知识转换为实

际应用能力，对奥肯定律进行适当的扩张，可尝试用就业量替代失业率构建扩大的奥肯模型，

分析中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 

4.4 实验方法改革和创新 

经济学实验流程与步骤的设计是否严密是保证实验结果准确真实的关键环节。一个严谨的

经济学实验包括设计与准备、具体操作与实施、分析与评估等3 个流程，每一个流程又包括

若干步骤与程序。 因此，在进行经济学实验流程与步骤设计时，要把经济学实验的前、中、

后 3 个流程有机联系起来，流程中每一个步骤的设计都要力求严密细致，确保实验结果的准

确与真实。 
在实验前，实验主持者首先要进行实验流程与步骤的设计及相关准备，具体包括：（1）

根据不同实验内容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包括实验的目的、规则要求，实验内容、实验步骤、

程序规划，实验用软件、资料、道具，实验参加人员的分组、分工等。 （2）实验材料与工

具的准备。 如道具、计算机、买卖双方收益记录表、市场数据统计表等。（3）实验场地准

备。包括室内实验室或室外交易场所。 （4）制作实验说明书和工作人员手册。（5）组织学

生阅读实验说明书及相关表格，让学生熟悉实验流程、步骤和要求。 

5. 创新和改革的难点和解决思路 

5.1 实验道具的问题 

实验项目所需要的场所，如传统教室或会议室比较容易解决，但实验道具如专用的扑克牌、

卡片等在市场上没有销售。需要实验教师做好充足的实验前准备，借签国内外成熟高校的经

验，如国内有些高校正在开发经济学沙盘实验等，另外由于工作量大，对于实验教师可以给

予适当的激励措施。 

5.2 实验成本的问题 

本课题实验项目被试对象是学生，要达到好的实验效果，老师希望学生能够扮演实验中的

角色，而不是把现实的角色带入。但实验项目实验对象效用的变化主要来自报酬，如果采用

真实的货币激励，会使实验效果更加明显，在实验过程中做出符合实验要求的真实意愿行为，

但存在成本过高的问题。如果采用实验成绩或其它的非物质手段激励，又无法满足实验者行

为的单调性、显著性和占优性原则，如希望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获得高分等，会干扰其在

实验中应该具有的目的性。可见，利用正式货币比课程成绩更具激励性，拟通过学科建设经

费和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倾向性政策解决实验成本的问题。 

5.3 实验师资问题 

经济学实验的实验对象是学生，学生是人，是有限理性的，当学生非理性出牌时必然造成

实验结果与经济理论的预测值产生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实验失败。因此，经济学实验对教

师的要求很高，首先要求教师按照实验科学的要求模拟实验环境、确定实验步骤，严格实验

监控、防止学生行为异化；一旦学生行为异化导致实验数据与预测值有较大差异时，教师也

能做出合理的分析与解释，最终引导学生得出正确的结论。因而，开展经济学实验对教师来

讲，是比传统的课堂教学更大的挑战，需要老师本身对经济学理论实质有深度的理解，同时

了解国外经济学科研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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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为了达到财经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当正视经济学实验课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构建

经济学人才素质和知识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革和创新。其中实验项目类型改革是重点，按才培

养要求精分为解释性实验、验证性实验与综合分析实验三大类，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不同

专业因才施教；实验环境要能满足实验内容的要求，除了传统的纸笔型实验环境外，充分考

虑信息化手段与教学的结合；实验内容要注意把经济学理论中国化，更多的以中国经济事实

来解释；在实验方法选择上，要追求程序的严谨和流程的科学；对于经济学实验的改革和创

新，要解决在实验道具、实验师资和实验成本等方面的限制，充分给予实验教师更多的激励

和重视。改革和创新的目的将是把干巴巴的“黑板经济学”理论转化成有血有肉的生动的“事

实”，在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的同时，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经济的兴趣，保证经济

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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