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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签约加入国家示范性
粮食行业职业教育集团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６日至７日，加快发展面向农
村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教育部副

部长鲁昕，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国家林业局副

局长孙扎根，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任正晓出席会议

并讲话。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发表书面讲话，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陕西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王

侠出席会议，副省长朱静芝致词。

由教育部等国家九个部委联合主办的这次

会议旨在全面落实和推进国家“十二五”规划纲

要和教育规划纲要。会前，九部委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

会议期间，举行了国家示范性粮食行业职业教育

集团成立签约仪式。国家示范性粮食行业职业

教育集团由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成员单位包

括黑龙江粮食职业学院、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

学院、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安徽科技贸易学

校、四川省粮食学校和陕西省经贸学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和计划

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负责同志，有

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农业、林业、粮食厅

（局）负责同志，部分涉农企业、农业高校、科研机

构和职业院校代表共３６０多人出席会议。部分省
教育厅、企业和职业院校等１１个单位的负责同志
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发言。会议代表还参观考

察了第十八届中国杨凌农高会。

国家粮食局人事司司长、全国粮食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粮食教指委）主任委员徐京华

主持大会经验交流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

粮食局人事司副巡视员陈军生，安徽省粮食局副

局长谢胜权、人事处处长汪为会，中粮粮油有限

公司仓储物流部总经理、粮食教指委副主任委员

王亚洲，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

理高翔等。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粮食教指委副

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王中玉出席会议，并参加国家

示范性粮食行业职业教育集团成立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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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学在经济中的应用

基础教学部　孙玉成

摘　要：数学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了使高等数学教学能在当前的社会活动中体现出其
实际的价值，能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我们有必要在日常教学与教

材内容中尽量多联系一些专业问题进行教学。笔者就经济类的专业谈谈微积分学在经济中四个方面的应

用。

关键词：数学教育；边际分析；弹性分析；最值点和最值；积分

　　数学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当前的
高职数学教材缺乏与学生所学专业密切联系的内

容。许多学生对课本理论知识掌握得很好，基础扎

实，也能解一些有一定难度的习题。但是如何将这

些书本知识用于实践，如在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弹

性分析等，他们却感到十分困难。这就使学生认为

我们的教学无用，与后继的学习没什么联系，由此产

生厌学心理，这个现状显然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及毕

业后的就业和工作。

为了使高等数学教学能在当前的社会活动中体

现出其实际的价值，能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我们有必要在

日常教学与教材内容中尽量多联系一些专业问题进

行教学。就拿经济类的专业来说，微积分的经济应

用概括地说，应掌握以下四个方面：（１）利用导数进
行边际分析、弹性分析（２）利用导数求经济函数的
最值点和最值。（３）利用不定积分由经济函数的边
际求原经济函数。（４）利用定积分由经济函数的边
际求经济函数在指定区间上的改变量。现就上述四

方面逐一加以简单具体的说明。

一、利用导数进行边际分析、弹性分析

经济函数ｙ＝ｆ（ｘ）的边际就是ｆ（ｘ）在点ｘ的导
数ｆ＇（ｘ），表示ｙ对ｘ的变化率，其具体含义是：ｆ＇（ｘ０）
表示ｘ在ｘ０的水平上再增加一个单位时函数ｙ大约
增加的单位数。

例如：产量Ｑ的单位为“件”，总成本的单位为
“元”，总成本函数 Ｃ（Ｑ）的边际就是 Ｃ＇（Ｑ），而
Ｃ＇（１０）表示产量Ｑ在１０（件）的水平上再增加一件

时，总成本Ｃ大约增加的“元”数。
经济函数ｙ＝ｆ（ｘ）的弹性就是当△Ｘ→０时，

△ｙ
ｙ
△ｘ
ｘ
的极限，即它的导数 ｆ＇（ｘ）乘上 ｘｙ，记为 Ｅ，

即Ｅ＝ｘｙｆ＇（ｘ），表示ｙ对ｘ的相对变化率，其具体含

义是：Ｅ｜ｘ＝ｘ０表示ｘ在ｘ０的水平上增加一个百分点
时ｙ大约增加的百分点，它反映了在点ｘ０处因变量ｙ
随自变量ｘ变化的强烈程度或敏感程度。

假设需求函数为：Ｑ＝ａｅ－０．１２ｐ（单位：吨，ａ＞０）
价格Ｐ的单位为（万元 ／吨），则需求弹性 Ｅ＝
Ｐ
ｑＱ＇（ｐ）＝－０．１２ｐ，而Ｅ｜ｐ＝１０＝－１．２，这个结果表

示价格Ｐ在１０（万元／吨）的水平上增加１％，（即每
吨增加１千元）时，需求量大约减少１．２％。

二、利用导数求经济函数的最值点和最值

包括以下三类典型的应用题

（１）求最大利润产量
（２）求最大收入产量
（３）求最小平均成本产量
解上述问题的基本步骤是相同的：

（１）列出目标函数，
（２）求目标函数的导数，
（３）令导数等于零求出驻点，
（４）说明该驻点是最值点。
［例］已知某厂生产ｘ件产品的成本为Ｃ（ｘ）＝

２５０００＋２００ｘ＋１４０ｘ
２（元）。问：（１）要使平均成本最

小，应生产多少件产品？（２）若以每件５００元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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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出售该产品，要使利润最大，应生产多少件产品？

解：（１）生产ｘ件产品的平均成本

珋ｃ（ｘ）＝１ｘｃ（ｘ）＝
２５０００
ｘ ＋２００＋ｘ４０（ｘ＞０），

因珔Ｃ＇（ｘ）＝２５０００
ｘ２
＋１４０在（０，＋∞）中仅有唯一

零点ｘ＝１０００，又因珋ｃ＂（ｘ）＞０，从而珋ｃ（ｘ）在其唯一
驻点ｘ＝１０００处取得最小值。即应生产１０００件产
品才可使平均成本最小。

（２）若该产品以每件５００元的价格售出，则生
产ｘ件产品可获利润（单位：元）

Ｌ（ｘ）＝５００ｘ－（２５０００＋２００ｘ＋１４０ｘ
２）

＝３００ｘ－２５０００－１４０ｘ
２，（Ｘ≥０），

由边际利润ＭＬ＝Ｌ＇（ｘ）＝３００－１２０ｘ，可得ｘ＝

６０００是总利润函数 Ｌ（ｘ）的唯一驻点，又因 Ｌ＂（ｘ）
＜０，从而 Ｌ（ｘ）在该点取得最大值。即当产品单价
为５００元时，生产６０００件产品可获得利润最大。

三、由经济函数的边际求原经济函数———通过

求不定积分

（１）Ｒ（ｘ）＝∫Ｒ＇（ｘ）ｄｘ，由Ｒ（０）＝０，确定其中
常数

（２）Ｃ（ｘ）＝∫Ｃ＇（ｘ）ｄｘ，由Ｃ（０）＝固定成本，确
定其中常数

（３）Ｌ（ｘ）＝∫Ｌ＇（ｘ）ｄｘ，由 Ｌ（０）＝－固定成本，
确定其中常数

［例］已知边际收入为 －０．０４ｘ＋２５（万元 ／
台），边际成本为５（万元 ／台），固定成本为２０（万
元），试求（１）收入函数（２）总成本函数，（３）利润
函数。

解：（１）Ｒ（ｘ） ＝∫Ｒ＇（ｘ）ｄｘ＝∫（－０．０４ｘ＋
２５）ｄｘ＝－０．０２ｘ２＋２５ｘ＋ｃ

由Ｒ（０）＝０得出ｃ＝０，
故Ｒ（ｘ）＝－０．０２ｘ２＋２５ｘ

（２）Ｃ（ｘ）＝∫Ｃ＇（ｘ）ｄｘ＝∫５ｄｘ＝５ｘ＋ｃ
由Ｃ（０）＝２０得出Ｃ＝２０，
故Ｃ（ｘ）＝５ｘ＋２０

（３）解法１：
Ｌ（ｘ）＝Ｒ（ｘ）－Ｃ（ｘ）＝－０．０２ｘ２ ＋

２０ｘ－２０
解法２：

Ｌ（ｘ） ＝ ∫Ｌ＇（ｘ）ｄｘ ＝ ∫［Ｒ＇（ｘ） －

Ｃ＇（ｘ）］ｄｘ＝∫（－０．０４ｘ＋２０）ｄｘ
＝－０．０２ｘ２＋２０ｘ＋ｃ
由Ｌ（０）＝－２０得ｃ＝－２０

四、由边际求经济函数在指定区间上改变

量———通过求定积分

最常见的典型问题：

（１）若已知生产某种产品的固定成本为 Ｃ０，边
际成本ＭＣ＝Ｃ＇（ｘ），其中ｘ是该产品的产量，则生产

该产品的总成本函数是Ｃ（ｘ）＝Ｃ０＋∫０
ｘ

Ｃ＇（ｔ）ｄｔ

（２）若已知销售某种商品的边际收益 ＭＲ＝
Ｒ＇（ｘ），其中ｘ是该商品的销售量，则销售该商品的

总收益函数是Ｒ（ｘ）＝∫０
ｘ

Ｒ＇（ｔ）ｄｔ

（３）若已知某产品的总产量Ｑ的变化率是时间
ｔ的连续函数ｆ（ｔ），即，Ｑ＇（ｔ）＝ｆ（ｔ）则从ｔ０到ｔ１期间

该产品的总产量Ｑ的增加值为 △Ｑ＝∫
ｔ１

０
ｆ（ｔ）ｄｔ，如

果已知ｔ＝ｔ０时的总产量为 Ｑ０，则总产量函数为

Ｑ（ｔ）＝Ｑ０＋∫０
ｔ

（ｔ）ｄｔ

［例］设生产某产品的固定成本为５０，产量为ｘ
单位时的边际成本函数为Ｃ＇（ｘ）＝ｘ２－１４ｘ＋１１１，
边际收益函数为Ｒ＇（ｘ）＝１００－２ｘ。求：总成本函数，
总收益函数和总利润函数。

解：总成本函数为

Ｃ（ｘ）＝５０＋∫０
ｘ

Ｃ＇（ｔ）ｄｔ＝５０＋∫０
ｘ

（ｔ２－１４ｔ＋

１１１）ｄｔ＝１３ｘ
３－７ｘ２＋１１１ｘ＋５０

总收益函数为 Ｒ（ｘ）＝∫０
ｘ

Ｒ＇（ｔ）ｄｔ＝∫０
ｘ

（１００－

２ｔ）ｄｔ＝１００ｘ－ｘ２

总利润函数为Ｌ（ｘ）＝Ｒ（ｘ）－Ｃ（ｘ）＝－１３ｘ
３＋

６ｘ２－１１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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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单位楼宇智能化系统设计浅谈

机电工程系　顾涌

摘　要：现代化的医院建设越来越注重建筑的整体功能和为患者、医护人员提供舒适安全的医疗环境。
医院的楼控系统设计应采用模块化、标准化设计，通盘考虑设计的合理性、先进性、经济性以及可实现性，本

着实用节约同时又不失系统的先进性为设计的准则。

关键词：智能化系统；ＢＡＳ系统；ＤＤＣ的选型和分配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增长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不断地提高，对就医的治疗

环境水平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现代化的医院

建设设计除了满足医疗工艺的需求外，还要以病人

为中心，处处体现出人性化的设计，其中建筑物设备

管理系统或称楼宇智能化控制系统的建立使得医院

建筑能更有效的发挥优质服务功能，提升医院建筑

的整体服务水平和医院的市场竞争力。为此，我们

对现代化医院的楼控功能建设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

究，并在多项“三级甲等”医院的楼控系统设计和众

多工程实践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以“满足医院医

疗工艺需求、以医院物业管理方便、医患人员舒适、

安全度为核心的楼宇自控系统”的设计理念，方案

应采用模块化、标准化设计，通盘考虑设计的合理

性、先进性、经济性以及可实现性，本着实用节约同

时又不失系统的先进性为设计的准则。建筑设备管

理系统是将大楼内的建筑设备管理与控制子系统

（冷热源系统、空调通风系统、给排水系统、供配电

系统、照明系统、电梯系统等）进行分散控制，集中

监视、管理，从而提供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通过优化控制提高管理水平，达到节约能源

和运行成本，并能方便地实现物业管理自动化。

一、需求分析

医院智能化系统设计应精益求精，楼宇自控作

为智能化系统的核心，我们认为必须有以下特点：需

选用开放性的 ＢＡＳ系统，便于实现与消防系统、安
保系统及物业管理系统等其他相关系统的集成。系

统网络采用标准网络协议，符合远程通信管理以及

符合计算机发展技术趋势的要求。系统软件应标准

全面实现系统集成目标，并按模块化的方法设计，便

于系统规模及应用功能的扩展。需采用先进的、集

散型网络结构实现ＢＡＳ的实时集中监控管理功能。
作为集散性控制分站的控制器通信网络，应能实现

各分站间，分站与中央站之间及与电梯系统等专用

设备接口的数据通信。监控的界面应为全中文

Ｗｉｎｄｏｗｓ界面，便于操作员的学习和掌握，监控界面
直观形象。需采用灵活的模块化现场控制器，对于

不同楼层的现场设备分布配置相应的控制器及模

块，保证系统良好的集散性、安全性和以后的扩展

性。需采用优化的控制方案，实现节能控制。空调

系统是大厦的能源消耗大户，采用优化的控制方案

不但可为医院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和诊疗康复环

境，还能大大节约能源。

二、监控范围

医院楼宇智能化控制系统监测或控制的范围如

下：

１．冷热源系统；２．空调通风系统；３．给排水系
统；４．变配电系统；５．发电机系统；６．电梯系统；７．照
明系统；８．压缩空气／真空系统

三、技术要求

ＢＡＳ系统的设计／结构为服务器／多浏览器（Ｓ／
Ｂ）的结构，具有ＷｅｂＳｅｒｖｅｒ功能，能支持最少５个并
发用户的远程登录，为避免网络上出现瓶颈效应，网

络控制引擎与操作员工作站联网中，不能经任何网

关，网络控制器须与操作员工作站同时联网。网络

控制引擎及工作站亦须具备兼容工业标准ＢＡＣ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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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Ｃｅｔ，Ｅｔｈｅｒｎｅｔ网的功能；系统网络结构分为两层
或者三层：顶层管理层，使用 ＴＣＰ／ＩＰ协议，数据库
采用 ＯＤＢＣ，上位软件支持 ＯＰＣ，ＤＤＥ，ｎｅｔＤＤＥ，
ＸＭＬ，ＳＯＡＰ等以方便与第三方楼宇自控系统或管
理平台系统在管理层的集成。中层为控制层，支持

Ｎ２、ＬＯＮＴａｌｋ及其他工业标准协议；系统应能通过
路由器／网关引入第三方监控系统，如变配电系统，
读取供配电参数。

四、实现目标

楼宇智能化控制系统应达到如下目的：

１．实现机电设备的自动控制和管理
如温度的自动控制、新风量的自动调节、送排风

机的程序启停、设备故障报警的自动接收、备用设备

自动切换运行等。按管理者的需求，自动形成各种

设备运行参数报表，或随时变更设备运行参数（如

启停时间、控制参数等）。

２．降低大楼的营运成本
对机电设备只需在中央操作站安排一至二名操

作管理人员，即可承担对医院内所有监控设备管理

任务。从而大大减少有关的管理人员及其日常开

支。另外，由于ＢＡＳ其所具有的一流的能源管理方
案，使得应用此ＢＡＳ的医院，在满足舒适性条件下，
能耗可大大降低，进一步降低了医院的日常营运支

出，提高了医院的效益。

３．延长机电设备的使用寿命
可以通过编程实现有关机电设备的平均使用时

间，从而提高此类设备（如冷冻机组、各种水泵等）

的使用寿命。

五、设计注意点

１．ＤＤＣ的选型和分配
现在的楼控品牌较多，ＤＤＣ种类也很多，ＤＤＣ

的选型优劣和合理分配对设计一个ＢＡ系统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机电设备的分布没有规律，控

制点分布也不均匀。在进行 ＤＤＣ选型的时候首先
要满足大部分的设备控制点数需求，其次再考虑其

他特殊的应用，在点数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说地下

室给排水系统，由于大部分控制点都是数字输入输

出点，我们可以选择数字点较多的大型 ＤＤＣ，在空

调、新风等机房内，由于控制点数相对固定，可以考

虑选择针对空调、新风开发的 ＤＤＣ，这样才能合理
的分配 ＤＤＣ，满足现有的使用要求，又不会造成
ＤＤＣ的浪费。同一个系统和工程中，ＤＤＣ的类型不
宜太多，避免订货和调试中对工期造成影响，对管理

也不方便。所以，ＤＤＣ的选择应该先从整体上去考
虑，然后再考虑小部分不能满足要求的应用。送排

风、水泵、电梯、集水井等都可以直接用扩展模块进

行控制，但扩展模块的数量与其接入整体系统的结

构有关系，如果扩展模块是接在 ＤＤＣ的扩展总线
上，那么每个ＤＤＣ最多能接８个扩展模块。如果扩
展模块是直接接在总线上，那么其数量只受系统总

容量的限制。

２．ＤＤＣ的平面布局设置
ＤＤＣ的平面布局其实和选型一样，与设备的分

布都有很大的关系，控制器应该尽量的放在被控设

备机房内或附近，如新风机房、冷冻机房、水泵房、配

电机房内，便于设备维护管理。同时可减少布缆距

离，降低施工量并提高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对于新

风机来说，ＤＤＣ一般都放置在机房内，我们建议
ＤＤＣ放置在其动力二次回路箱边上，方便接线，到
新风机组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线路施工也比较方便。

对于泵、风机等设备，其强电配电柜一般会集中方

式，由于没有需要接到现场的线缆，所以 ＤＤＣ也考
虑设置在其配电二次回路箱体边上。

３．系统的兼容问题
由于机电设备、自控设备的厂商很多，各家的产

品通讯协议不尽相同，作为一个好的楼宇自控系统

来说，就要能尽可能多的去兼容其他家的硬件设备。

４．与第三方接口
工程中需要通过接口接入的系统有变配电系

统、发电机组，虽然还不能确定其具体的接口方式，

ＭＥＴＡＳＹＳ支持目前许多常规的接口协议，但为了方
便管理，我们建议业主在这些设备的招标中对接口

协议作如下限定，接口协议建议包含在如下协议

中： ＭＯＤＢＵＳ／ＢＡＣｎｅｔ／ＯＰＣ／ＲＳ４８５／ＲＳ２３２／ＲＳ４２２／
ＤＤＥ／ＯＤＢ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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