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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网络技术顺利进入高校教学领域，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的教学领域，其中就包括了高职英语教育。为了

成功搭建高职网络教学平台，本文将对平台关键技术展开研究，主要分析该平台的基本框架，提出平台搭建要求，后围绕

要求分析相关关键技术。参照文中基本框架，正确使用关键技术进行平台搭建，至少能保障平台可以满足教学需求，还能

使平台顺利运作，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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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网络技术顺利进入教学领域，被广泛应用于各

个学科的教学中，其中就包括了高职英语教育，其应用形

式具有平台化的特点，即必须先搭建网络教学平台，教师

与学生才能借助平台在网络中会面，并使用平台中的各种

应用功能优化教学效率与质量等。因此搭建网络教学平台

是实现线上教学的必要前提，且平台搭建成果间接影响到

教学效率与质量，故如何搭建该平台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针对该问题就有必要展开相关研究。

1 高职网络教学平台的基本框架

高职网络教学平台的搭建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英语

教学，因此平台必须满足教学需要，为实现这一点平台要

具备应用层，其中包含了各种应用功能。同时平台本身需

要顺利运作，还要与网络接轨，否则无法提供教学服务，

故在应用层基础上平台还要有网络层与支撑层，其中网络

层主要采用相关通信协议，可使师生通过平台接入网络，

进行相互交流，而支撑层主要包括一系列具有平台运作支

撑作用的内置功能。比如数据库功能，该功能对平台应用

层的数据上传 / 下载功能起支撑作用，故支撑层非常重要 [1]。

在平台的三层架构下，平台搭建之前需要深入分析英语教

学存在何种需求，确认平台应用功能体系，并慎选网络通

信协议，且依照应用功能等设计支撑层，这样才能确保平

台运作，图 1 为高职英语网络教学平台的基本框架拓扑图。

另外，作为一种依托于网络的线上教学平台，在网络

开放性的特征下平台出入自由，但着眼于教学需要，平台

相当于课堂，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入的，否则会造

成很多问题，比较常见的问题有：第一，身份非法人员可

能进入平台课堂，对学生发送垃圾信息等，这种信息将干

扰学生学习，同时发送信息的行为比较隐蔽，难以发觉，

并且如果不能阻止身份非法人员进入平台，这该行为即使

被发现也无法彻底解决，非法人员只需要更换一个网络身

份就能再次展开相关活动；第二身份非法人员有可能进入

平台窃取数据信息，再利用信息做一些不法之事。以上现

象均是因为平台出入自由而导致的，所以平台搭建要考虑

到安全性，应当予以一定的安全防护 [2]。

2 网络教学平台关键技术

结合高职网络教学平台的基本框架，该平台的关键技

术为应用功能开发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支撑功能开发技

术和安全防护技术，各项技术具体内容如下。

2.1 应用功能开发技术

应用功能开发技术泛指编程技术，即应用功能的本质

是各种软件程序，而程序自然需要通过编程技术来实现。

目前常见的编程技术有很多，诸如 C# 语言、Java 等，不同

的技术涉及到不同的编程语言，而语言的差异使得技术必

须在对应的开发环境下才能进行编程应用，故编程技术不

可混为一谈，本文主要以 C# 语言为例进行分析：C# 语言

是专门用于 .NET 框架的编程语言，也是 VisualStudio.NET

的核心组件，能够在 .NET 框架中使用，开发出各种应用功

能。从语言特性上 C# 语言拥有传统 C 语言、C++ 语言的特

征，但 C# 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与前两者有一定的

区别，可以说 C# 语言是 C、C++ 改进、拓展而来的全新语

言，这种变化使得 C# 语言使用更加方面。例如相比于 C 语

言，C# 语言内没有指针操作，不需要编程人员开启内存管

理，故使用该语言开发平台应用功能会更加简单。[3] 在这

一基础上，本文将选择 C# 语言作为应用功能开发技术，应

用中首先要分析高职英语教学中师生的活动需求，即从教

师角度出发，教师平台教学的主要需求为：第一信息传递，

保障教师能够通过平台，采用各种方式将教学内容作为一

种信息传输给学生；第二数据统计，让教师能够了解每个

学生的学习情况，便于教师作出针对性指导；第三作业设计，

以便于教师根据讲课内容设计作业，再借助信息传递功能

将作业发送给学生，同时回收学生作业成果，最后进行批

阅。从学生角度出发，学生平台学习的主要需求为：第一

信息传递，内容同上，只是信息传递主体从教师变为学生；

第二信息查阅，学生需要在平台上查阅教师发送来的信息，

包括作业信息，或者是平台中的学习资料等，同时查阅形

式理应全面，不能限于图文；第三学习成果自检，便于学

生对自身学习成果进行检查，能让学生及时改正错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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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习质量。在教师与学生的各种需求下，平台搭建时理

应采用 C# 语言开发出信息输入功能、数据记录功能、作业

框架、多媒体功能、信息对比功能，这些功能将采用集成

设计方法集中在应用层，师生可根据当下所需登录平台，

介入网络后可使用相关应用功能。[4]

2.2 网络通信技术

网络通信技术指网络通信协议，该协议种类繁多，且

不同协议的通信性能存在差异，故不可盲目选择。目前，

常用的 TCP/IP 协议、IPX/SPX 协议、NetBEUI 协议等，各

协议优劣为：第一 TCP/IP 协议，该协议属于开放的协议标

准，非常适合在互联网环境中使用，且通信容量较大，同

时具有统一的网络地址分配方案，使 TCP/IP 设备地址在网

络中具有唯一性。但 TCP/IP 无法区分规范与实现目的，

架构相对模糊，应用中可能会出现混乱；第二 IPX/SPX 协

议，该协议的路由功能强大，能适应复杂的通信环境，

且只要网络环境适合，IPX/SPX 协议将展现出极强的兼容

性。IPX/SPX 协议的主要缺点在于应用环境狭窄，即该协

议只能应用于 Novell 网络环境，否则会非常不稳定；第三

NetBEUI 协议，该协议非常精简，因此操作简单，对系统的

兼容性很强，能够在 WindowsforWorkgroup、Win9x 系列、

WindowsNT 等系统中使用，同时其最值得称赞的优点是通

信效率，即 NetBEUI 协议的通信效率极快，相较于前两者

有过之而无不及。但 NetBEUI 协议的缺点也十分致命，其没

有路由功能，因此可能无法满足所有通信需求。在三大协议

的优劣点上，可以看出不同协议的功能、适用性等存在差异，

故围绕高职英语教学需求以及网络教学平台的通信要求，通

信协议应当具有通信效率快、通信容量大、通信稳定等优点。

因此比较三大协议，相对符合通信要求的协议是 TCP/IP 协

议，本系统将选择该协议实现网络通信。[5-6]

2.3 支撑功能开发技术

支撑功能开发技术涉及到编程技术与数据库技术，其

中编程技术的内容与应用功能开发技术部分论述相同，此

处不多加赘述，而数据库技术则是相对特殊的一个环节，

该项技术是外接进入网络平台的，无需从头编程，因此技

术应用的要点是技术选型与数据库部署。首先在技术选型

方面，着眼于高职英语教学需要，数据库应当具备容量大、

数据分类清晰两大特点，目前具有这两大特点的数据库有

SQLServer 数据库等，该数据库容量可拓展性良好，虽然有

限，但至少满足教学平台数据储存需求，同时可以对该数

据进行设计，使数据分类清晰。另外，SQLServer 数据库还

自带数据检索功能，只要输入关键词即可得到所有带有关

键词的数据信息，选择后即可查阅。其次在数据库部署方面，

围绕 SQLServer 数据库，一般可采用 B/S、C/S 架构进行部署，

但其中 C/S 架构需要用户安装专用客户端，且业务处理集

中在客户端，这会导致客户端压力倍增。对于师生而言，

他们不可能全部拥有高配置客户端，故 C/S 架构不适用于

图 1 高职网络教学平台的基本框架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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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平台，反观 B/S 架构，其不存在 C/S 架构的缺陷，

压力主要集中在服务器端，因此只要服务器配置满足要求

即可，不会给客户端造成压力，同时 B/S 架构没有专门的

软件，故使用方便。在这一条件下，建议采用 B/S 架构进

行 SQLServer 数据库部署，部署方法为：第一，划分出一部

分资源作为 SQLServer 数据库的数据储存空间；第二，做好

系统表修改、索引、最大并行度参数调整等相关工作；第三，

明确磁盘配置和文件位置。[7]

2.4 安全防护技术

目前，常用的安全防护技术为身份认证技术，该项技

术可以将平台网络包裹，仅开设一个身份认证接口，形成

一个半封闭式的网络环境，因此用户想要进入平台，就必

须先提交访问请求，并且通过身份认证，若无法通过认证，

请求会被驳回，故起到安全保障作用。安全防护技术的应

用步骤为：第一构建数据库（同样可使用 SQL 数据库），

用于存放合法用户的账户、密码信息，该数据库位于服务器，

故基本不会通过客户端泄露；第二建立认证机制，即首先

在界面上设计账户、密码输入窗口，其次当用户输入账户、

密码之后，技术系统会在数据库中搜索对应账户、密码信息，

若在数据库中没有找到完全匹配的账户、密码则拒绝访问

请求。[8]

3 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英语网络教学平台搭建不仅要考虑平

台本身需求，更要重视高职英语教学需求，故必须依照需

求选择关键技术，并且正确使用关键技术搭建平台。平台搭

建应当遵从框架展开，依照框架层次一步步完成，做好功能

开发、网络通信、支撑层、安全防护设计，可使平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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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吸附从而达到去除的目的。同时，由于炉渣温度很高，

可以将一部分废水蒸发，从而减少废水的总量。综上所述，

在炉渣水系统中导入脱硫废水作为冷却补充水，可以成功

解决脱硫废水的排放，十分有效，于是逐渐引起了人们的

关注。陈彪等对嘉兴电厂烟气脱硫废水向炉渣水处理系统

排放的情况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碱性渣

水能将脱硫废水中和，并能引起重金属和氟化物的沉积。

但是，脱硫废水中含有 SO42- 和 Cl- 成分，这些有可能堵

塞渣水系统管道或者腐蚀设备。因此，在渣水系统中导入

脱硫废水时，有必要控制废水中氯离子浓度、悬浮物含量

和 pH 值，另外，在选择系统管道和设备的材料时要尽量选

用防腐材料，平时也要注意做好防腐工作 [3]。

3 几种零排放技术的经济效益比较

研究建立了脱硫废水零排放项目，从建设成本和运行

成本两方面，对不同的工艺路线进行了对比分析。已经被

人们认可的技术有烟道蒸发和蒸汽结晶技术，将脱硫废水

进行“预处理 + 浓缩 + 旁路烟道蒸发 ( 蒸发结晶 )”技术处

理，已成为我国电厂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的主流，是否有

浓缩系统取决于水量。旁路烟道蒸发和蒸发结晶技术吨水

的建设投资成本较高，吨水的投资成本接近或超过 200 万元。

而另一方面，工艺路线不同，其运行成本的差异也很大。

蒸发结晶技术的运行成本要比烟气蒸发处理技术高很多，

主要是因为两种热源不同。前者采用蒸汽蒸发，处理成本高。

后者依靠的是电厂本身的烟气对废水进行蒸发，所以极大

地降低了成本。综上所述，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仍然是脱

硫废水零排放处理项目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今后脱硫废水

的零排放处理，除了要发展提高新技术，还要考虑建设和

运营成本，避免因为成本过高降低其可行性。

4 结论

不同类型的脱硫废水处理技术，适合于不同的工作环

境，因此有必要根据电厂的实际情况确定经济可行、稳定

的处理技术。目前，三联箱集成化处理技术对脱硫废水的

排放能达到标准要求，且十分有效。脱硫废水实现零排放

的主要技术是旁路烟道蒸发和蒸发结晶技术，其中前者适

用性更为广泛。为保证装置安全稳定运行，应注意控制烟

气抽出量、烟气温度和系统中氯离子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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