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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course of securities investment as an example, after three years of 
repeated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with the help of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software, reform the teaching model, enhance students'practical abilit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1. 引言 

目前国内外广泛应用的信息化教学软件包括云班课、学习通、雨课堂、类推特平台、微

信平台等等。这些信息化教学软件发挥的作用包括：一是提高教学的效率和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创新了课堂教学方法；二是提升教师的创新能力。如信息化教学软件的课程圈集聚了很

多分享共同兴趣的教育者，致力于分享教学经验、创新教学方法、生成新的教育资源等。 
经典的教学模式有：传递──接受式、自学──辅导式、探究式教学、概念获得模式、

巴特勒学习模式、抛锚式教学、范例教学模式、现象分析模式、合作学习模式、研讨教学模

式、基于前概念的探究教学模式等。教学模式的发展趋势是：从单一教学模式向多样化、由

归纳型向演绎型、由以“教”为主向重“学”为主
[1]。在当代教学模式的研究中，有些教学模式已

经开始注意利用信息化教学软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悄然发生变化。

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大多数相关研究还是处于基础性、描述性的研究阶段，应用性和探索性的

还不是太多，评价和绩效研究处于起步阶段[2]。 

本研究的创新点：以证券投资课程为例，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研究，通过模拟、反复实

践，根据实验数据分析结果，通过广泛应用多种信息化教学软件，推动教学模式创新，实现

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参与教学，学生通过自我学习，实现全面发展。实现一生一空间、

生生有特色、赛教融合、课证结合、科学育人的目标。 

2. 赛教融合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证券投资》课程主要采取教师讲授，学生参与投资模拟大赛，以赛促教、赛教融合的方

式进行教学。在第一年的教学实践中研究者主要采用蓝墨云班课和同花顺软件进行授课。 
这一阶段主要采用传递──接受式、自学──辅导式、探究式教学模式。知识点主要靠

教师课堂讲解，学生课后做作业，模拟投资大赛方式巩固知识。有的非重点章节指导学生自

学。 
第一年共举办了两次模拟大赛，研究者发现每次模拟大赛中，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学生

获利，大部分学生亏损。并且在盈利的学生中，盈利5%以上的占参与者总人数的5%左右。

如果股票投资盈利低于5%就失去投资的意义。 
这个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于是，研究者决定深入挖掘大学生股票投资收益的影响

因素，为改变教学模式做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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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文献回顾 

一般来说，影响股票投资收益的因素包括知识、动机、人格。积极情绪会正向影响投资

收益（王浩成,2014），外向性有较好的市场表现（Camgoz,2009），宜人性与投资者交易表

现呈负相关性（Lo等，2005），责任性与投资者收益正相关，神经质得分高的基金经理收益

较低（Camgoz,2011），开放性程度高善于获得信息，有能力应对复杂多变股票市场。投资额

度与投资收益之间有较强的线性相关（肖月等，2015），入市年长与投资收益率之间是呈现

正相关的关系，操作次数变化幅度与投资收益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袁波等，2017），投资

知识对投资收益率有积极影响（林其经等，2015）。 
现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影响股票投资收益的知识因素需要进一步细化。这样在教

学中可以更有侧重点。现有研究有些因素是不能短期培养的。 

3.2 实验过程 

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将选取投资者的基本面分析能力、技术

分析能力、知识和记忆能力、责任心作为大学生股票投资收益的影响因素。 
基本面分析能力的数据主要通过课堂知识讲解，让学生分析某个行业的基本情况并作出

PPT讲解。根据讲解的情况进行赋分。 
技术分析能力的数据主要通过教师课堂讲解技术知识后，让学生做K线训练，然后出10

道大盘走势分析题，当堂课完成，根据对错情况赋分，每道题一分，对一道给一分，错误的

不给分。  
知识和记忆能力是期末考试分数。期末考试都是从当年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模拟题库抽题，

主要是考察学生对证券知识的掌握和记忆情况。 
责任心，根据学生日常提交作业情况赋分。平时共20次作业，每提交一次作业赋分0.5，

满分10分。 

4.实证分析 

4.1 相关分析 

经过1学年的积累，共收到168个样本数据。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分析了基本

面分析能力、技术分析能力、知识和记忆能力、责任心与大学生股票投资收益的相关关系。

从五个因素的相关性来看，基本面分析和投资结果相关性最强，其次是责任心和投资结果，

知识和记忆力和投资结果，技术分析和投资结果。 

4.2 回归分析 

建立回归模型：投资收益=α+β1基本面分析能力+β2技术分析能力+β3知识和记忆能

力+β4责任心。利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看，各个要素对投资结果的

影响并不显著。对投资结果影响最大的是基本面分析。说明投资结果受到其它不确定性因素

的影响。 
投资收益与影响因素不存在线性关系引起了研究者的深思，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

系呢？ 

4.3 非对称关系的探索 

将样本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高分组由盈利样本构成，低分组由投资亏损样本构成。利

用SPSS21.0对高分组（投资盈利样本）和低分组（投资亏损样本）各维度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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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盈利组技术分析因素对股票投资收益影响显著为正。亏损组技术分析因素对

股票投资收益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技术分析水平越高投资者短期收益水平越高。所以技术分

析因素是股票短期投资收益的提高因素。其它因素在盈利组和亏损组中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未

见显著。 

5. 教学模式的调整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和前期的上课实践，研究者意识到学生主动学习的重要性。所以研

究者进行了教学改革，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学生基本面分析能力、技术分析能力，增加这两部

分内容的课时量，将知识点分成6大模块，按模块进行授课，并调整教学模式。 
投资基本面分析这块包括宏观经济、行业和公司分析。这部分用探究学习教学模式。教

师需要做好教学视频，通过雨课堂上传视频，让学生做好预习。上课通过导学的方式，重新

梳理好问题的思路，引导学生实操练习，做出报告，上课讲解，老师帮助分析指导，对于好

的报告帮助学生修改发表。全面实现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 
技术指标这部分是全课的重点和难点，帮助投资者做买点和卖点分析。这部分通过K线

训练营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组织学生参与模拟大赛，让学生尝试、体验如何通过更多的

K线做趋势预测，如何结合多种技术指标分析买点和卖点。这个过程需要多次模拟多次练习。 
证券分析的主要理论，内容比较枯燥。自学──辅导式的教学模式，通过同花顺软件，

结合证券模拟投资实操，让学生理解理论的意义。 
股票的投资价值分析、风险资产的定价与证券组合管理的应用这两部分内容实用性强，

难度较大。需要教师上课以讲解为主，运用多案例教学法，通过提出问题，验证问题，让学

生掌握如何计算股票投资价值。这部分内容需要学生提前做好预习，所以教师需要做好教学

视频，通过教学软件上传视频，让学生做好预习。课中对案例进行详细讲解，大量练习，让

学生理解股票投资价值的含义。 
股票这一模块授课完毕后，组织两次模拟大赛，大赛成绩将是期末总成绩的20%。通过

大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学习。 
对于债券、基金、金融衍生工具、证券市场部分，主要结合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大纲，更

新教学资源，让学生自学为主。课堂采用辅导的方式，通过复习旧课—激发学习动机—讲授

新课—巩固练习—检查评价，检查评价是期末考试，主要考证券从业资格知识内容，占期末

总成绩的50%。课程结束后，让学生具备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的能力，实现课证结合。 

6. 结束语 

通过这次教学改革实践，全面实现信息化教学，提升教师工作效率；增强学生的应用能

力；在教学中采取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教师起到引导学习的作用，学生实现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线上和线下混合教学；探索出教学背后的理论真相，实现科学育人。 
通过这次教学改革实践，学生的应用能力明显提高，在模拟大赛中盈利水平显著提升;改

革成果形成《应用型人才精准化培养策略》一文在2017年12月获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三等

奖;2018年指导2名学生成功发表省级科研论文两篇;2018年指导学生成功申请了校级大创项目

一项《大学生投资咨询工作室》;所教授的学生积极考取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多名学生考取了

证券从业资格证书，为提高就业竞争力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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