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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数学技术、信息技术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的融合机理，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在促进职业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指出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融
合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关键。
关键词：数学技术；信息技术；职业技术；融合

1. 引言
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数学技术、信
息技术与职业技术的融合不断的思考和探索，数学技
术、信息技术在工程中由间接的应用部分转化为直接

技术被赋予新的内涵。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
术的有机融合对经济、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
响。

2. 数学技术

的应用，数学技术、信息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地被
人们所认识。近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数学技术、信息技

数学的飞速发展使数学本身的面貌发生了很大

术的使用大大提升了各个行业的职业技术水平，职业

的变化，使数学的应用范围急剧扩展。现代数学在理
论上更加抽象，方法上更加综合，应用上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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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数学分支层出不穷，数学各分支之间，数学与其
他科学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在更高的层次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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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综合统一的新趋势；运筹、控制、统计等众多数
学理论和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劲的
活力；大量新兴的数学方法正在被有效的应用于科学
研究、工农业生产、行政管理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
中。

辅助教学技术、数学实验技术、数学机械化技术等[1]。
近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数学技术在促进其它技术
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快速发展。

3. 信息技术

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数值计算、符号演算以及软

“信息技术是指对信息进行采集、传输、存储、

件包等计算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但代替了许多人工的

加工、交流、应用的手段和方法的体系”。信息技术

推导和运算，而且正在改变着人们对数学知识的需

按表现形态的不同分为硬技术与软技术，前者指各种

求，冲击着传统的观念和方法。需要科学工作者和工

信息设备，即一种物化形态的技术；后者指有关信息

程技术人员掌握更多的数学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方

获取与处理的各种知识、方法与技能，即一种智能形

法，有更强的数学建模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然而，

态的技术”[3]。信息技术主要指四个方面：信息获取(如

数学科学作为技术变化以及工业竞争的推动力的极

遥感技术、数据采集技术)、信息传输(如通信技术、

其重要性未被认识到。美国数学界在提交美国总统的

信息安全)、信息处理(如信息表示、计算技术)和信息

报告中就指出：“一方面，数学及其应用在我国的科

利用(如控制技术)[4]。计算机诞生后，随着数学技术进

学、技术、商业和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

入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的研究由粗糙的定性分析

而另一方面，一般公众甚至科学界对数学研究可谓是

阶段进入精密的定量阶段。信息技术的发展推进各个

一无所知、很不理解。”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

学科的发展，同时数学技术又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关

的 David 早在 1984 年就曾深刻地指出：
“当今如此受

键。

到称颂的高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数学技术”
。
数学技术这一术语正式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

4. 职业技术

是计算机诞生后信息技术促进人类思维发展的产物。

职业技术可以定义为与生产生活相关的实际应

按是否使用计算机数学技术可分为传统数学技术和

用技术，是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应用科学知识和技

现代数学技术[1]。人们常将现代数学技术简称数学技

术发展的研究成果，改造自然、实现预定目的方法和

术。

手段。职业技能，即指从事某项职业的劳动者所具有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数学家首次给出了现代数
学技术的内涵。认为数学和数理技术全面渗透到科

的技术和能力。职业技术与职业技能相近，但外延更
广，内涵更为丰富。

学、技术和生产中，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

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界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以及

分。数学已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正如 L. G. Glimn

所达到的目的不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职业，从而相

说的：“数学对经济竞争力至为重要，数学是一种关

应地形成多种职业技术，如军事技术、能源技术、交

键的普遍适用的，并授予人以能力的技术”[2]。

通技术、建筑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等。随着数

数学中包含有观察、发现、猜想等实践部分，尝

学技术、信息技术的渗透，职业技术内涵更加丰富。

试、假设、度量和分类等是数学家常用的技巧.数学在
研究、运用和教与学的过程中,借助工具,采取适当的

5.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的融合

方法和技能,形成了数学技术.数学技术中融合了数学

5.1. 数学技术与职业技术的融合机理分析

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并将其以技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以实现其运算和推理等功能,展现其应用价值。

随着应用数学的蓬勃发展，数学的思想、方法嵌

数学技术主要由数学分析技术、数学建模技术、

入到各种科学技术领域中，以及经济、军事、社会发

数学软件技术、数学实验技术、与计算技术组成。从

展的各个方面。数学技术由于其自身的精确性和特殊

应用角度来看，数学技术的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技术、

的内在美，在与其它学科渗透融合产生的成效中发挥

数据处理技术、编码技术、数字加密技术、符号运算

关键作用。正如美国科学院士 H. Neunzert 指出的“数

技术、图形图像技术、数学建模技术、数学模拟技术、

学技术是关键技术的关键”。数学技术与职业技术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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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重要意义日显突出。今天这种融合已不是一种简

方式变得方便快捷，更加多种多样，如利用电子邮件、

单、自发的、机械的融合，而是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一

QQ、MSN、个人博客、视频聊天、手机信息等。如

种目的性、指向性很强的有机融合。人们认识到数学

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上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

技术通常只有作用在实体形式的技术或媒体时才能

合作已变得非常活跃。可以说信息技术为科学工作者

发挥其效力。数学技术本身不产生经济效益，只有它

提供了极好的相互交流沟通的方式，从而大大促进了

[5]

与其它实用技术相结合时才会产生经济效益 。数学
技术的这些特性和利益驱动的影响必将推进数学技
术与职业技术的融合。

5.2. 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的融合机理分析
信息技术为其它学科的发展搭建了平台，注入了
活力。由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影响，如数学正在加
速改变着它的内容、结构和方法，也加速改变着人们
对数学的理解、使用。用计算机进行科学计算，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内收集和处理大量的数据，作出判断，
形成公式，构建理论；计算机可用于作数学实验，如
火箭发射、核弹爆炸、军事演示、飞机汽车桥梁设计
等都是借助计算机进行模拟实验的；计算机同时还可
以进行数学证明，如四色定理在 1976 年被两位美国
数学家用计算机予以证明，我国数学家吴文俊也在计
算机上用代数方法证明了欧氏几何已知的一些定理。
“在信息技术条件下，许多新的数学思想与方法不断
突破，数学结构与内容的不断丰富，一些新的学科——
近代数学技术、运筹优化、工程自控、信息论、数理
统计、计算机科学、模糊识别等也就应运而生”[3]。
信息技术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网络技术极大地丰富了信息资源。从互联网中我
们可以用“百度”或“Google”等搜索引擎方便快捷
地搜索、查找相关资料信息。例如我们在互联网中可

其它学科的发展。
掌握和使用信息技术已成为各行各业管理人员、
生产人员和科学技术工作者所必备的技能。在校大学
生要求计算机过级、大部分职业人员晋职晋级要求通
过计算机考试，可见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的融合已经
踏入坦途。

6.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融合成效
及其展望
6.1.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融合成效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在汉字排版技术中的成功应
用：1970 年代，王选院士，他既是一个数学家，也是
一个计算机专家。他直接采用“数字存储”方案，运
用数学方法完成了数据压缩技术，很好地解决了汉字
排版问题。这场告别“铅与火”的印刷革命，是数学
技术、信息技术渗透融合汉字排版技术的最佳结果。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在电视技术中的成功应用：
1972 年，美国的通用仪器公司运用数学方法，在高清
晰度电视生产中使用了数学技术。起步较晚的美国(相
对日本而言)成功解决了高清晰度电视技术难题，成为
大赢家。究其原因，一是美国是信息技术特别发达的
国家，对高清晰度电视技术的研究比较早，二是因为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其它技术过程融合会产生奇妙
效果。

以搜集化学教学资源：化学史、生活中的化学常识、

华罗庚应用数学与信息科学研究中心是我国较

化学课件、化学试题、化学视频、最新的化学研究进

早地应用数学技术、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重

展等资料。

要研究机构。该中心运用数学技术、信息技术，面向

信息技术为相互交流沟通提供了简单快捷方式。

各职业领域提出的技术难题，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最终

为了解决一些科学技术难题，科学工作者需要经常与

目标，在经济、军事、社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

从事同样或类似研究的同行交流，通过研究成果与研

果：如同美国 IDG 公司进行合作研究，成功研制高速

究思想的交流，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变得更大，

通信网络的核心路由器；为福建省移动通信运营部门

就能够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发现使用互联网之

解决移动通信无线网络优化设计；在国家电力建设中

前，科学技术中遇到的问题科学家往往只能通过书

进行电力变压器优化设计；为煤炭工业进行露天煤矿

信，直接拜访等形式解决，耗费人力财力，极不方便。

优化设计；该中心解决了军事、社会发展、科技进步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

方面的一系列实际课题等等[6]。这充分说明数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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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融合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重要捷

动态化、智能化、网络化、最优化、个性化、全民化、

径。正如浙江大学系统优化技术研究所的刘祥官在

创新性、实践性、参与式和交互式。数学技术、信息

《数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中指

技术与职业技术的融合将改变教育、训练、研究、设

出：计算机的出现使得数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从科学走

计、模拟、实验的方式。未来几年，高校必须根据时

向技术的时代，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工程技术之间

代要求，重新考虑信息技术与数学技术的关系，考虑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相互作用着。许

数学技术与职业技术的关系，把数学技术、信息技术

多科技成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确实是依靠着“数

与各学科改革发展给合起来。一方面高校应培养掌握

学技术”、“信息技术”。数学技术、信息技术应用于

一定数学技术、信息技术和专业知识的高层次、创新

许多学科之中，使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得到扩展，并

型、复合型人才，努力推进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

[7]

有可能导致更多科学技术的新突破 。

6.2.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融合展望
6.2.1.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的大融合，必
将推进高新技术快速发展

业技术的大融合，促进高新技术又好又快发展。可以
预期本科院校专业设置将会向跨学科方向调整，出现
更多的计算学科、信息学科。另一方面以数学技术、
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各职业领域的广泛应
用将会提出职业核心能力新标准。

据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课题组发表的《从人

通过用人单位使用情况调查，可将人的能力按职

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书中说：“中国是最古老

业抽象分成三个层次，即职业核心能力、行业通用能

的文明国度之一。从公元元年到 19 世纪初，中国经

力和职业特定能力。有人将“外语应用”
、
“数字应用”
、

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一直在 20%以上”
。说明当时我

“信息处理”
、
“解决问题”
、
“与人交流”
、
“与人合作”

国的经验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属于技术强国。1500

和“自我提高”的能力称为职业核心能力[8]。数学技

年以后 450 年是世界工业化阶段。在这 450 年中，西

术、信息技术自然是职业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国家将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技术，出现了工业革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融合，有利于促进职

命，使生产和技术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从

业核心能力的形成。我们必须研究职业核心能力新标

而出现了一些依靠职业技术发展而迅速强大起来的

准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如何取得一致。

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近百年来旧中国一直处
于经济技术落后，几乎没有职业技术教育，国力衰弱，

6.2.3.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的大融合，是
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关键

被动挨打的局面。20 世纪中后期，以数学技术、信息
技术为主要特征的高新技术时代来临，各项技术处于

建设创新型国家，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高新技术

快速发展阶段，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融合

产业化，也就是要用高新技术改造原有的传统经验技

推进了各国的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飞速发

术。这方面工作量很大，需要大量既掌握高新技术又

展。同样中国在近 30 年科学技术也得到了突飞猛进

熟悉传统经验技术的复合型技术创新人才。数学技

的进步。中国国力增强了，但整体来说，职业技术同

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的融合，实践上是高新技术

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中国迫切需要数学技

与传统经验技术的融合。数学技术、信息技术是高新

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的大融合来推进职业技术的

技术的核心，是关键技术的关键。例如普通机床引进

全面进步，来推进高新技术快速发展。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发展为数控机床，在模具制造领

6.2.2. 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的大融合，能
促进职业核心能力的形成
中国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渗透融合已

域是一次轰动的技术革新。数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职
业技术融合，不但可以促进职业技术的发展，更是培
养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关键。

经受到重视，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论述。数学
技术、信息技术与职业技术的融合已经产生一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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