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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岩茶水仙茶青挥发性组分的
HS-GC/MS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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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采用 HS-GC/MS 方法测定武夷岩茶野水仙冶品种在百花岩尧东山尧洲地等三个不同产地的茶青的挥发性组

分袁并对其共有的挥发性物质进行了主成分分析遥 结果表明院三个产地 野水仙冶品种的茶青均含有己醛尧反-2-己烯醛尧顺3-己烯-1-醇尧1-己醇尧2-戊基呋喃尧顺-3,7-二甲基-1,3,6-辛三烯尧2-羟基丙酸-5-甲基-2-(1-甲基乙基)环己酯尧氧化芳

樟醇尧顺-3-己烯醇-2-甲基丁酸酯尧顺-己酸-3-己烯酯尧倩-法呢烯等成分袁这些相对含量较高的物质具有较强的呈香特
性袁构成了被检测的野水仙冶品种茶叶的主要挥发性特征成分遥

关键词院武夷岩茶曰野水仙冶品种曰挥发性成分曰主成分分析曰HS-GC/MS 方法
中图分类号院S571.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01原园6

武夷岩茶是具有岩韵野岩骨花香冶品质特征的乌
龙茶类的总称 袁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遥 武夷岩茶分为
[1]

野大红袍冶野肉桂冶野水仙冶 等主要品种袁 因产茶地点不
同袁又有正岩尧半岩尧洲茶之分遥 茶叶的挥发性物质是

由众多挥发性物质组成的混合物袁是决定茶叶品质的

行测定袁共分离鉴定出 49 种挥发性成分袁主要包含酸
类尧酚类尧醇类尧酯类尧杂环类尧酮类尧醛类等 7 类物质曰

每种茶叶中鉴定出的成分数量为 17 至 24 个袁占挥发
性成分总量的 76.70%至 92.16%[3]遥 伊勇涛等利用铁观
音茶制作过程中的摇青物尧杀青物和成品茶叶进行挥

重要因素遥 武夷岩茶中的野水仙冶品种袁挥发性浓郁清

发性成分分析袁比较不同过程茶原料间的挥发性成分

长似兰花香袁滋味醇厚鲜爽回甘 遥

差异及特征性组分的变化情况[4]遥 康受姈研究了不同

解-气相色谱-质谱渊PY-GC-MS冤技术对西湖龙井尧红

发性化合物组成和含量水平的影响袁 在加工过程中袁

茶尧铁观音尧古丈毛尖尧黑茶尧茅岩莓茶等 6 种茶叶进

鲜叶原料的挥发性化合物总含量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袁

[2]

关于茶叶挥发性成分的研究袁 张曦等采用热裂

收稿日期院2020-12-31

茶树品种尧生长季节尧施肥种类和加工工艺对茶叶挥

不同茶类品种的香气特征不是取决于挥发性化合物
总含量水平袁而关键是挥发性化合物的组成[5]遥 陈娇娇

采用 Tenax TA 吸附管吸附法尧 搅拌子萃取与固相微

夷山脉特色中药材产业化创新团队冶渊闽教科

萃取等方法袁 对 140 个茶样进行香气成分分析比较袁

[2020]12 号冤曰 南平市资源产业科技创新联合

大茶类香气骨架成分袁 其中芳樟醇尧1-戊烯-3-醇尧正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团队产业化专项野武

资助项目渊N2020Z013冤曰武夷学院服务产业研

究专项渊2021XJFW05冤曰武夷学院校级科研基
金项目渊XP201807冤遥
作者简介院张传海渊1965-冤袁男袁汉族袁博士袁教授袁主要从
事特色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遥

以茶叶香气定量结果结合香气活性值筛选出 34 个六

己醛尧异丁醛尧2-甲基丁醛尧戊醛尧3-甲基丁醛尧2,3-丁
二酮紫罗酮为六大茶类所共有[6]遥

关于武夷岩茶野水仙冶品种不同产地之间茶青挥

发性成分的差异及茶叶加工过程中挥发性物质的变

窑2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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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尚未见研究报道遥 文章采用 HS-GC/MS 方法对
3 个产地野水仙冶品种茶青的挥发性成分组成和含量进

2 结果与分析

形成尧指导武夷岩茶种植与加工提供前期数据支撑遥

2.1 样品的色谱图比较和挥发性化合物清单

1 材料与方法

GC 程序升温条件合理袁 样品中挥发性小分子化合物

行检测分析袁 旨在为探究武夷岩茶的香气品质和岩韵

根据 1.3 的仪器分析条件袁 由图 1 可知袁 设置的

得到良好的分离效果遥 其中袁百花岩产地相对含量有
1.1 实验材料
供试样品为采自武夷岩茶主产区的东山尧百花岩
和洲地等 3 个产地的野水仙冶品种鲜叶袁取样标准为 5

46 种小分子化合物袁 东山产地相对含量有 40 种小分
子化合物袁洲地产地相对含量有 37 种小分子化合物遥

月份新梢一芽二叶袁鲜叶采下即装入样品管放进液氮
罐袁带回实验室后转入-80 益超低温冰箱保存备用遥
1.2 实验仪器

Agilent 7697-7890-5975 型顶空/气相色谱-质谱

仪袁安捷伦 20 mL 顶空瓶袁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曰
BSA224S 型电子天平袁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渊北京冤有限
公司遥

1.3 仪器分析条件
样品处理院称取未经处理的野水仙冶鲜叶样品 1 g袁

放置于 20 mL 的顶空瓶中密封袁 置于安捷伦 7697 顶
空进样器中袁按设定的顶空进样条件进行进样袁每个
样品平行 3 次测定袁测定结果取平均值遥

顶空条件院加热温度为 90 益袁定量环温度为 100 益袁

图 1 三个产地水仙样品的色谱图比较

Fig. 1 Comparison of chromatograms of the samples
from three producing areas

按照上述实验条件对各鲜叶样品进行挥发性成分

传输线温度为 120 益袁样品瓶平衡时间 30 min袁持续进

分析袁得出百花岩尧东山尧洲地 3 个产地野水仙冶样品的

20 mL袁填充流量为 50 mL/min袁压力 15 psi遥

表比较袁展示出 3 个产地挥发性成分的差异袁见表 1遥

样时间 0.5 min袁GC 循环时间 62.5 min袁 样品瓶体积
GC 条件院色谱柱为 HP-5 毛细管柱渊30 m伊0.25 mm伊

总离子流图遥 将 3 个不同产地样品的成分检测结果列
2.2 三个产地野水仙冶鲜叶的挥发性成分分析

0.25 滋m冤遥 进样口温度 150 益遥 升温程序院 初始温度

2.2.1 百花岩样品的挥发性成分分析

2 益/min 升温到 110 益袁保持 2 min曰以 4 益/min 升高

种化合物袁含量排在前十的物质及相对含量为院顺-3-

99.99%的氦气袁载气流量 1.0 mL/min袁分流比 20颐1遥

渊11.88%)尧1-己醇 渊7.45%冤尧2-羟基丙酸-5-甲基-2-

40 益袁以 1.5 益/min 的速率升至 70 益袁保持 2 min曰以

百花岩的水仙鲜叶样品中根据相对含量共有 45

到 120 益曰 以 4 益/min 升温到 356 益遥 载气为纯度

己 烯 -1 - 醇 渊25.89% 冤尧 芳 樟 醇 渊16.40% 冤尧 己 醛

MS 条件院EI 离子源袁离子源温度 230 益袁绝对电

(1-甲基乙基)环己酯渊6.57%冤尧茁-罗勒烯渊3.87%冤尧月

压 1753 V袁质量扫描范围 35耀400 amu遥
1.4 GC/MS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仪器自带的化学工作站对各峰用 NIST11.L

标准谱库检索袁GC-MS 色谱工作站对各个质谱峰的
要求院保留时间差 臆0.1 min袁 定性逸90袁 并用 Origin
8.0 软件和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遥

桂烯 渊3.33%冤尧2-羟基丙酸-5-甲基-2-(1- 甲基乙基)

环己酯渊2.58%冤尧二甲基二硫渊2.51%冤以及 2-正戊基
呋喃渊2.15%冤遥

2.2.2 东山样品的挥发性成分分析
东山的鲜叶样品中相对含量有 40 种化合物成

分袁 其中相对含量较多的物质为院 顺-3-己烯-1-醇

窑3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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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个产地水仙鲜叶的挥发性化合物 GC/MS 检测结果
Tab. 1 List of volatile compounds in Shuixian Tea samples identified by GC/MS

1

3.57

3-methyl-butanenitrile

3-甲基丁腈

3

3.63

3-methyl-1-butanol

3-甲基-1-丁醇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3.58
3.80
4.20
4.26
4.38
5.07
5.48
5.71
5.71
6.46
6.48
6.48
6.65
6.86
6.99
7.57
9.09

20

12.28

22

12.67

21
23
24
25
26
27
28

12.67
13.47
14.31
14.33
14.35
14.49
15.1

29

15.18

31

15.81

3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15.37
16.13
16.76
16.76
16.76
17.28
17.97
17.97
17.98
18.16
18.72
18.72
19.46
19.46
19.46

4-hydroxy-2-butanone
dimethyl-disulfide
4-methyl-heptane
toluene

(Z)-2-penten-1-ol
hexanal

5-aminoisoxazole

isohexyl oxalic acid pentyl ester
2,4-dimethyl-heptane

1,2,5,5-tetramethyl-1,3-cyclopentadiene

5,5-dimethyl-2-ethyl-1,3- cyclopentadiene
3,3-dimethyl-6-methylenecyclohexene
cyclohexene oxide
(E)-2-hexenal

(Z)-3-hexen-1-ol
1-hexanol
heptanal

benzaldehyde

2-methyl-nonane

N-methyl-1,3-propanediamine
2,6,10-trimethyl-tetradecane
2-methyl-1-hepten-6-one

N-methyl-1,3-propanediamine
propyl-propanedioic acid
2-pentyl-furan
decane

cis-2-(2-Pentenyl) furan
pentanal

4-hexen-1-ol-acetate

dodecyl isohexyl oxalic acid ester
4-methyl-decane

3,5-dimethyl-piperidine
4,6-dimethyl-dodecane

(E)-2- 2-Hexenoic acid methyl ester
2-ethylidene-1-vinyl-cyclobutane
trans-beta.ocimene
3-carene

benzeneacetaldehyde

(Z)-3,7-dimethyl-1,3,6-octatriene
beta-ocimene

4-ethyl-tetradecane
7-propyl-tridecane

10-methyl-eicosane

4-羟基-2-丁酮

0.74

二甲基二硫

2.51

甲苯

0.43

4-甲基庚烷
顺-2-戊烯-1-醇
己醛

5-氨基异噁唑

草酸戊二酰异己酯

0.87

5,5-二甲基-2-乙基-1,3-环戊二烯

0.18

环氧环己烷

0.12

反-2-己烯醛

0.80

2.31

1.27

2.60

0.91

0.26

0.52

3,3-二甲基-6-甲烯基 1,3-环己烯

1.06

11.88 12.03 27.30

2,4-二甲基-庚烷

1,2,5,5-四甲基-1,3-环戊二烯

1.76

3.50

0.36

2.11

0.15
0.09
4.47

0.28
0.14
5.94

顺-3-己烯-1-醇

25.89 21.46 15.55

水芹醛

0.29

1-己醇

安息香醛

2-甲基壬烷

N-甲基-1,3-丙二胺

2,6,10-四甲基-正十四碳烷

7.45

7.89

10.32

0.33

0.32

0.79

0.14

2-甲基-1-庚烷-6-酮
N-甲基-1,3-丙二胺

0.25

丙基丙二酸

0.34

癸烷

0.40

2-戊基呋喃
顺-2-(2-戊烯基)呋喃
戊醛

4-己烯-1-醇醋酸酯

庚基异己基乙二酸酯

2.15
0.53
0.29

4-甲基癸烷

3,5-二甲基-哌啶

4,6-二甲基-十二烷
反-2-己烯酸甲酯

2-乙缩醛-1-乙烯环丁烷
反-茁-罗勒烯
3-蒈烯
苯乙醛

顺-3,7-二甲基-1,3,6-辛三烯,
茁-罗勒烯

4-乙基十四烷
7-丙基十三烷

10-甲氧氯-二十烷

0.35

0.11

1.00
0.90
0.11

0.76
3.87
0.33

0.28
0.15
0.15
1.11
0.65
0.22

0.09

0.13
0.19

0.22

0.11
0.91
4.26
0.22

0.80

0.19
0.60
5.82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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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46

20.46

ethyl 2-(5-methyl-5-vinyltetrah ydrofuran-2-yl) 2-羟基丙酸-5-甲基-2-(1-甲基乙基)环
bpropan-2-yl carbonate
己酯

48

23.11

(+)-3-carene

47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23.11
23.11
23.36

24.67

(E) -2 -butenoic acid, 2 -(methylene cyclopropyl)
反-2-丁烯酸-2-亚甲基环丙基-2-基酯
prop-2-yl ester

0.70

29.44

3-aminopyridine

0.40

30.73

methyl salicylate

28.94
29.47
30.73
31.24

67
68
69
70
71

2,6-dimethyl-2,7-octadiene-1,6-diol
N-methyl-2-benzyloxyethylamine
2-aminopyridine

2,6-二甲基-2,7-辛二烯-1,6-二醇
N-甲基 2-苄氧基乙胺
3-氨基吡啶
2-氨基吡啶
顺-3-己烯基丁酯

dodecane

十二烷

butanoic acid hexyl ester

丁酸己酯

cis-3-hexenyl-2-methylbutyrate

顺-3-己烯醇-2-甲基丁酸酯

34.61

hexyl n-valerate

正戊酸己酯

34.77

(Z)-2-hexen-1-ol

反-2-已烯-1-醇

31.7

35.57
35.85
35.86
44.99
45.36
52.13
54.41

0.36

0.18

水杨酸甲酯

(E)-butanoic acid 3-hexenyl ester

1.99

1,3-二(1,1 二甲基乙基)苯

0.28

beta-myrcene

茁-月桂烯

3.33

hexanoic acid hexyl ester

己酸己酯

0.40

trans nerolidol

反式-橙花叔醇

alpha-farnesene

渊21.46%冤尧酌-松油烯渊18.30%冤尧己醛渊12.03%冤尧甲酸

己酯渊7.89%冤尧反-2-己烯醛渊4.47%冤尧2-羟基丙酸-5甲基-2-(1-甲基乙基)环己酯渊6.96%冤尧顺-3,7-二甲

琢-金合欢烯

3.05

1.14

1,3-bis(1,1-dimethylethyl) benzene

顺-己酸-3-己烯酯

0.18

1.28

0.31

0.29

(Z)-hexanoic acid-3-hexenyl ester

0.86

0.28

2-甲基丁酸异戊酯-癸基

3-蒈烯

0.54

0.31

decyl 2-methylbutanoate

3-carene

18.30

0.21

2-丙酰胺

23.58

6.96

16.40

2-propenamide

34.62

66

氧化芳樟醇

23.37

63
65

linalool oxide

(+)-3-蒈烯

左旋-茁-蒎烯

34.24

64

酌-松油烯

L-beta-pinene

61
62

gamma-terpinene

6.57

0.41
0.23
0.31
0.29
3.33

1.37

0.79

1.05

4.05

0.29

0.22
0.86

2.85
11.54

0.12
0.63

1.02

0.46

0.43
0.42

1.16
0.21

氢-2H-萘-1-酮渊1.76%冤遥
2.2.4 3 个产地野水仙冶鲜叶的挥发性成分比较
从挥发性成分的组成渊表 2冤来看袁3 个产地鲜叶

基-1,3,6-辛三烯渊4.26%冤尧琢-金合欢烯渊4.05%冤尧3-蒈

所测得的挥发性成分中袁 以醇类化合物的含量最多袁

烯渊3.33%冤以及水杨酸甲酯渊3.05%冤遥

百花岩 尧 东 山 与 洲 地 的 相 对 含 量 分 别 是 50.99% 尧

2.2.3 洲地样品的挥发性成分分析
洲地的样品相对含量有 39 种化合物袁 其中相对

含量排在前十的为院己醛渊27.30%冤尧顺-3-己烯-1-醇
渊16.55%冤尧3-蒈烯渊11.54%冤尧1-己醇渊10.32%冤尧反-2己烯醛渊5.94%冤尧茁-罗勒烯渊5.82%冤尧顺-2-戊烯-1-醇

渊2.60%冤尧二甲基二硫渊2.31%冤尧2-羟基丙酸-5-甲基2-(1-甲基乙基)环己酯渊2.85%冤以及 3-甲基-3,4-二

33.39%和 28.68%曰醛类化合物次之袁相对含量分别是

16.79%尧18.19%和 34.85%曰 挥发性成分含量排在第 3
位的是烯烃类袁 相对含量分别为 8.85%尧30.20%和

19.41%曰挥发性成分排第 4 的为酯类袁相对含量分别

为 13.35%尧13.53%和 7.3%遥按照以上 4 类挥发性成分
含量占全部挥发性成分的百分比袁则百花岩尧东山与
洲地分别为 89.97%尧95.32 和 90.24%遥

窑5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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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个不同产地水仙鲜叶挥发性组分的化合物类型与相对含量
Tab.2 Aroma compound types and relative content in the samples from three different habitats

1

烷烃

3

醇类

5

醛类

7

酸类

9

杂类

2

烯烃

4

酮类

6

酯类

8

含氮

7

2.22

5

5

50.99

7

5

16.79

1

0.34

6
1
11
7
2

8.85

6

0.74

1

13.35

33.39

4

0.25

18.19

0

0.00

3

2.63

6

6
9

3.93

0.21

30.20

3

13.53
1.27
0.89

6
1
5
7
0
5
3

2.66

19.41
28.68
1.76

34.85
7.3
0

2.2

2.71

东山尧 百花岩挥发性含量分别占 27.30%尧12.30%和
11.88%遥

3 讨论
采用 HS-GC/MS 检测技术分析 3 个产地的武夷

岩茶野水仙冶品种鲜叶样品的挥发性成分袁通过总离子
流图及色谱峰对比袁完成包括烯烃尧烷烃尧醛类尧醇类尧
酯类尧酸类尧含硫化合物尧含氮化合物尧含氧类化合物
图 2 水仙鲜叶的共有挥发性物质分析

Fig. 2 Analysis of the common aroma substances in Shuixian Tea

在内的 71 种共有化合物的定性及相对定量分析遥

野水仙冶鲜叶挥发性成分的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院百

利用 SPSS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袁3 个产地的水仙品

花岩尧东山尧洲地 3 个产地样品的挥发性成分中袁醇类

2 可知袁在主导挥发性成分中袁水仙主导挥发性成分的

28.68%曰醛类化合物次之袁相对含量分别为 16.79%尧

种茶叶袁其共有的挥发性化合物为 18 种渊图 2冤遥 由图

种类最多袁包括醇类尧醛类尧酯类和烯烃类等袁且大部
分的主导挥发性物质呈花香型袁 如芳樟醇尧 顺-3-己
烯-1-醇尧橙花醇尧水芹醛尧反-2-己烯醛尧安息香醛尧
反-茁-罗勒烯等遥 醇类尧醛类尧醇类尧酯类等具有较好的
挥发性品质袁可能对茶叶的挥发性品质形成起着直接
促进作用

遥 烯醇类化合物多数呈现花香尧果香袁是评

[7-8]

价茶叶挥发性品质优劣的重要指标袁顺-3-己烯-1-醇
是茶香的代表物质之一袁在水仙中的含量较高袁是茶
叶清香风味的重要来源遥 百花岩尧东山尧洲地挥发性含
量分别占 25.89%尧21.48%尧16.55%遥 醛类化合物与形
成食品挥发性和各种特异挥发性风格有密切关系

遥

[9-10]

在水仙品种茶挥发性成分中的含量比例较高袁 洲地尧

含 量 最 多 袁 相 对 含 量 分 别 为 50.99% 尧33.39% 和

18.19%和 34.85%曰含量列第 3 位的为烯烃类袁相对含

量分别为 8.85%尧30.20%和 19.41%曰 列第 4 位的为酯

类袁相对含量分别为 13.35%尧13.53%和 7.3%遥百花岩尧
东山尧洲地 3 个产地样品袁以上 4 类挥发性成分占全

部 挥 发 性 成 分 的 百 分 比 分 别 为 89.97% 尧95.32尧
90.24%遥 在以上 4 类挥发性物质中袁含量较高的成分
是顺-3-己烯醇尧芳樟醇尧己醛尧1-己醇尧酌-松油烯等物

质袁其含量都在 10%以上遥 而 2-羟基丙酸-5-甲基-2(1-甲基乙基)环己酯尧茁-罗勒烯尧月桂烯尧二甲基二硫尧
2-正戊基呋喃尧甲酸己酯尧反-2-己烯醛尧顺-3,7-二甲
基-1,3,6-辛三烯尧琢-金合欢烯尧3-蒈烯和水杨酸甲酯尧

甲酸己酯尧 反-2-己烯醛等挥发性化合物的相对含量

窑6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 年第 12 期

都在 3%~10%之间遥

[5] 康受姈.不同茶树品种尧生产季节和加工方法对茶叶挥发性

中芳樟醇尧香叶醇被认为是评价茶叶挥发性品质优劣

[6] 陈娇娇. 茶叶挥发性成分定量方法建立与六大茶类香气骨

研究表明袁烯醇类化合物多数呈现花香尧果香袁其

的重要指标袁是茶叶的特征性挥发性成分[11-12]遥 1-己
醇尧芳樟醇等醇类化合物总体呈现清新愉悦的风味袁带
花果香和酒香遥 2-羟基丙酸-5-甲基-2-(1-甲基乙基)

环己酯尧甲酸己酯等酯类化合物大多呈现轻微果香[13]遥
酌-松油烯尧茁-罗勒烯尧 月桂烯等烯烃类物质是武夷岩
茶野水仙冶品种茶叶的特殊香味袁这些相对含量不高的

化合物也可能是形成水仙茶叶香味的关键挥发性物

化合物的影响[D].杭州:浙江大学,2016.
架成分确定[D].杭州:浙江大学,2020.

[7] 李卫芳,张亚,肖斌,等.汉中仙豪香气成分分析与评价[J].西
北农业学报,2017,26(7):1068-1076.

[8] 朱荫,杨停,施江,等.西湖龙井茶香气成分的全二维气相色

谱-飞行时间质谱分析[J].中国农业科学,2015,48(20):41204146.

[9] 张珍珍,杨远帆,孙浩,等.3 种清香型铁观音挥发性成分及香
味特征[J].集美大学学报(自然版),2016,21(3):175-183.

质袁应列为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8,14]遥

[10] 吴函殷,刘晓辉,罗龙新,等.12 种单丛茶香气成分研究[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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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GC/MS Analysis of Volatile Components of Wuyi Rock Tea
Shuixian Fresh Leaves from Three Planting Locations
ZHANG Chuanhai1,3袁 JIN Xiaohuai2袁 LIN Zhiluan3袁 WU Guangheng1,3袁 LYU Gan3
(1. School of Ecology and Resourses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袁 China;
2. Athena Institute of Holistic Wellnes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China;
3.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co-Industrial Green Technolog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China)

Abstract:

HS-GC/MS method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unique volatile components in fresh leaves of Shuixian variety from three
planting locations Baihuayan, Dongshan and Zhoudi, and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ir common volatile
substan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amples from three places of origin all contained the following substances identified by GC/MS:
hexanal, trans-2 -hexenal, cis-3 -hexen-1-ol, 1 -hexanol, 2 -pentylfuran, (Z)-3,7 -dimethyl-1,3,6 -octatriene, Ethyl-2 -(5 -methyl -5 vinyltetrah ydrofuran-2-yl)propan-2-yl-carbonate, linalool oxide, cis-3-hexenyl-2-methyl butyrate, (Z)-Hexanoic acid-3-hexenyl ester,
alpha -farnesene. These relatively high content substances owned strong aroma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de up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volatile components in the tested Shuixian tea variety.

Key words: Wuyi rock tea; Shuixian variety; volatile component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曰HS-G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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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面法优化鹰嘴豆异黄酮提取工艺分析
蒋变玲袁 许雪华袁 孟康袁 常冉袁 陈琼袁 韩方凯袁 段红
渊宿州学院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袁 安徽 宿州 234000冤

摘

要院以鹰嘴豆为原料袁采用超声波联合酶解法提取鹰嘴豆异黄酮遥 通过单因素实验渊因素包括纤维素酶添加

量尧超声温度尧超声时间尧酶解料液比尧乙醇浓度和超声功率冤确定以酶添加量尧超声温度尧超声时间为自变量袁采用响应面
法分析各因素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的影响袁确定最佳提取工艺遥 结果表明院酶添加量 306 U/g袁乙醇浓度 35%袁液料比

30颐1袁55 益超声渊功率为 80 W冤处理 45 min 为最佳条件袁在此条件下每克鹰嘴豆异黄酮的提取量为 1.32 mg袁和预测理论值
一致遥 与传统方法相比袁采用超声波联合酶解法显著提高了鹰嘴豆异黄酮的提取效率袁且该提取工艺操作简便尧安全环保遥

关键词院鹰嘴豆异黄酮曰超声波提取曰纤维素酶水解曰响应面法曰提取工艺优化
中图分类号院TS201.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07原园6

鹰嘴豆(Cicer arietinum L )袁别名鸡豌豆尧桃豆袁是

重要的食用豆类之一袁它起源于中东袁印度是其最大

料[6-8]遥

目前袁异黄酮的提取方法大多采用溶剂萃取并加

遥 鹰嘴豆中含有

以微波尧超声波等方法联合提取[9]遥 而酶法是一种新的

异黄酮是豆科植物家族特有的一类酚类次级代

细胞壁破坏袁降低传质阻力袁使内容物更易流出[10]遥 此

的生产国袁在我国西北部广泛种植

[1-3]

丰富的营养物质袁世界范围内需求量大[4]遥

谢产物袁包括鹰嘴豆尧大豆尧豌豆尧蚕豆和扁豆等谷物

提取方法袁它通过纤维素酶分解样品细胞壁袁从而使
方法优点众多袁酶的结合位点在适当功率的超声波的

食品和饲料植物 遥 鹰嘴豆异黄酮具有多种生物活性

振荡尧空化等作用下发生变化袁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纤

以及保健功能袁其中包括降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发

维素酶的活性袁利用超声波联合酶解袁能缩短酶解时

病风险袁抗氧化自由基尧治疗高脂血症和糖尿病等 遥

间[11]遥利用超声联合酶法提取鹰嘴豆异黄酮袁此前未见

酮含量十分丰富渊0.15 ~ 0.53 mg/g冤袁是理想的提取原

超声联合纤维素酶法提取鹰嘴豆生豆粉中的异黄酮袁

收稿日期院2020-10-16

软件进行优化袁得出最佳条件遥 旨在为从鹰嘴豆中高

[1]

[5]

但自然界中的异黄酮含量十分有限袁而鹰嘴豆中异黄

基金项目院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渊1908085QC146冤曰

报导遥 因此本研究采用脂鹰嘴豆生豆粉为原料袁利用
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袁选出 3 个显著因素通过响应面
效提取异黄酮提供一定的参考遥

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渊201910379117冤曰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1 材料与方法

放课题项目渊2017ykf06袁 2019ykf13冤曰安徽省高

1.1 仪器与设备

划项目渊202010379046冤曰宿州学院科研平台开

等 学 校 自 然 科 学 研 究 重 点 项 目
渊KJ2018A0447冤曰 安徽省质量工程卓越人才培
养创新项目渊2018ZYGC048冤遥

作者简介院蒋变玲渊1991-冤袁女袁汉族袁助教袁主要从事果蔬
分子生物学研究遥

DHG-9145A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袁 上海一恒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曰HH-S 型恒温超声锅袁 国胜实验仪器
厂曰FA1104B 型分析天平袁 上海越平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曰KQ5200DE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袁 昆山超声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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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曰SHZ-D 型循环水式真空泵袁 巩义市予华仪
控制其他实验条件一致袁选取超声时间 60 min袁纤

器有限责任公司曰UV-5100H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维素酶加入量为 300 U/g袁液料比 30颐1袁乙醇浓度 35%袁

计袁上海元析仪器有限公司遥
1.2 材料与试剂
鹰嘴豆生豆粉袁 新疆天山奇豆生物科技有限公

考察不同超声温度渊45尧50尧55尧60尧65 益冤对鹰嘴豆异黄
酮提取量的影响遥

司曰鹰嘴豆芽素 A 标准品袁上海如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曰纤维素酶渊绿色木酶袁5.0伊104 U/g冤袁上海源叶生物遥
1.3 实验方法

1.3.1 标准曲线的建立
参照温海超等 方法袁将 1.0 mg 鹰嘴豆芽素 A 标准品
[6]

控制其他实验条件一致袁选取超声温度 55 益袁纤维

素酶加入量为 300 U/g袁液料比 30颐1袁乙醇浓度 35%袁考察

不同超声时间渊30尧45尧60尧75尧90 min冤对鹰嘴豆异黄酮
提取量影响遥

用少量 70%乙醇完全溶解袁定容至 10 mL遥 再将其梯度稀
释成 0尧0.000 2尧0.000 5尧0.001 0尧0.001 5尧0.002 0 mg/

其他实验条件一致袁选取超声温度为 55 益袁超声

mL 标准待测夜遥 在波长 241尧261尧281 nm 下测其吸光

时间为 60 min袁纤维素酶加入量为 300 U/g袁乙醇浓度

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袁其中 驻A 的计算公式如下

30颐1尧40颐1尧50颐1冤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遥

度值袁 以校正吸光度值 驻A 为纵坐标袁 鹰嘴豆芽素 A
驻A = A 261 nm -渊A 241 nm + A 281 nm冤/2

1.3.2 异黄酮提取量的测定

渊1冤

35%袁 考察不同液料比渊表示为酶解液/样品袁10颐1尧20颐1尧

其他实验条件一致袁选取超声温度为 55 益袁超声

原料预处理院 鹰嘴豆生豆粉于 50 益干燥箱中烘

时间为 60 min袁纤维素酶加入量为 300 U/g袁液料比为

鹰嘴豆异黄酮含量测定院 准确称取 1.0 g 鹰嘴豆

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的影响遥

干至恒重袁过 40 目筛备用遥

30颐1袁考察不同乙醇浓度渊25%尧35%尧45%尧55%尧65%冤

生豆粉置于具塞锥形瓶中袁 以 35%乙醇溶液为酶解

其他实验条件一致袁选取超声温度为 55 益袁超声

液袁加入不同量的纤维酶袁在不同超声温度尧超声时间

和液料比条件下进行酶解袁反应完成后向锥形瓶中加
入一定量的无水乙醇至最终乙醇浓度为 65%以终止
酶解反应袁放入超声波清洗机中提取 20 min袁抽滤后

定容至 100 mL袁取 1 mL 稀释 10 倍袁测其吸光度值袁

时间为 60 min袁纤维素酶加入量为 300 U/g袁液料比为

30颐1袁乙醇浓度 35%袁考察不同功率渊60尧70尧80尧90尧100 W冤
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的影响遥
1.3.4 响应面实验设计
经 SPSS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袁 选取对鹰嘴

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的公式为

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mg/g)=

C伊V 伊N
1000 M

渊2冤

式中院C 为根据鹰嘴豆芽素 A 计算得到的异黄酮浓度

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较大的 3 个因素进行优化遥 响应
面实验设计见表 1遥

渊滋g/mL冤袁V 为定容体积 渊mL冤袁N 为稀释倍数袁M 为鹰

表 1 响应面实验设计
Tab. 1 Response surface test design

嘴豆生豆粉质量渊g冤遥
1.3.3 单因素实验

控制其他实验条件一致袁选取超声温度 55益袁超声

时间 60 min袁液料比 30颐1袁乙醇浓度 35%袁考察不同酶添

加量渊以 U/g 底物表示袁200尧250尧300尧350尧400 U/g冤对鹰
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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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数据处理

55

60

利用 Design-Expert 8.0 和 SPSS 对实验数据进行

处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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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超声温度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
由图 3 可知袁超声温度低于 55 益时袁随着温度升

2 结果与分析

高袁鹰嘴豆异黄酮的提取量逐渐增加曰超声温度大于
55 益时袁鹰嘴豆异黄酮的提取量逐渐减小遥 这是由于

2.1 标准曲线绘制

随着温度的增加袁纤维素酶活性逐渐增大袁酶解反应加
快袁异黄酮类物质溶出量增多袁温度继续升高袁纤维素
酶肽链结构改变袁生理活性降低袁酶逐渐变性失活[13]袁鹰

嘴豆异黄酮的提取量下降遥 超声温度不宜过高袁故选
取 50尧55尧60 益进行优化遥

图 1 鹰嘴豆芽素 A 标准曲线

Fig.1 Chickpea A standard curve

以标准品浓度和相应吸光度值为横尧 纵坐标袁得
到回归方程
Y =0.130 3X-0.005 6袁R 2=0.999 5

2.2 单因素实验结果分析

渊3冤

2.2.1 纤维素酶使用量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

图 3 超声温度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

Fig.3 Effects of ultrasonic enzymatic hydrolysis temperature
on the extraction of isoflavones

2.2.3 超声时间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
由图 4 可知袁当超声时间小于 60 min 时袁鹰嘴豆

异黄酮的提取量增加曰当超声时间大于 60 min 时袁鹰
嘴豆异黄酮的提取量逐渐减小遥 随着时间的增加袁酶

解反应趋于完全袁且纤维素酶活性下降袁粘液等杂质
也会溶出[14]袁影响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袁使鹰嘴豆异黄
图 2 酶添加量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

酮提取量下降袁故选取 45尧60尧75 min 优化遥

Fig.2 Effects of enzyme addition on the extraction of isoflavones

由图 2 可知袁 纤维素酶使用量在 200~300 U/g 范

围内袁鹰嘴豆中异黄酮的提取量逐渐增加袁这是由于随
着酶添加量增加袁其对鹰嘴豆细胞壁的作用逐渐增强袁
细胞壁通透性增大袁异黄酮类物质更易流出袁鹰嘴豆异
黄酮提取量增加[10]曰当纤维素酶添加量为 300 U/g 时袁

异黄酮提取量达到最大袁为 1.25 mg/g曰继续增加纤维
素酶的使用量袁 由于其会包裹住鹰嘴豆生豆粉颗粒袁

使鹰嘴豆异黄酮类物质难以溶出[12]袁鹰嘴豆异黄酮提
取量下降遥 酶添加量不宜过多袁故选取 250尧300尧350 U/g
进行优化遥

图 4 超声时间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

Fig.4 Effects of ultrasonic enzymatic hydrolysis time
on the extraction of isoflav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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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酶解液液料比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

2.2.5 超声功率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的影响

由图 5 可以看出袁 酶解液液料比在 10颐1~30颐1 之

间袁鹰嘴豆异黄酮的提取量增加曰当酶解液液料比大

于 30颐1 时袁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减少遥 这是由于液料
比升高袁增大了鹰嘴豆生豆粉与纤维素酶的接触面积袁

加快了酶促反应速率袁鹰嘴豆异黄酮溶出量增加[15]遥 而
当酶解液液料比大于 30颐1 时袁随着溶剂的增加袁可能使
其他物质溶出袁进而影响到鹰嘴豆异黄酮的提取量遥

图 7 超声功率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

Fig.7 Effects of ultrasonic power on the extraction of flavonoids

由图 6 可知袁高大维等[17]报道超声功率对纤维素

的活性有一定的影响遥 本文发现袁随超声功率的增加袁
鹰嘴豆异黄酮的含量呈波动时下降袁 在超声功率为 80 W
时袁异黄酮提取量最高为 1.34 mg/g袁而后显著下降遥
2.3 响应面实验结果与分析
图 5 液料比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

2.3.1 响应面实验结果分析
响应面实验设计及结果见表 2遥

Fig.5 Effects of ratio of material to liquid on the
extraction of flavonoids

2.2.5 乙醇浓度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的影响

表 2 响应面实验设计及结果

由图 6 可知袁 当酶解液的乙醇浓度在 25%~35%

之间时袁 鹰嘴豆异黄酮的提取量有稍微上升趋势曰当
乙醇浓度在 35%~55%之间袁 鹰嘴豆异黄酮的提取量

显著降低曰当乙醇浓度在 55%~65%范围袁鹰嘴豆异黄

酮的提取量趋于平缓袁推测乙醇浓度的增加会影响酶
的活性袁当乙醇浓度在 65%时袁纤维素酶几乎完全失
活遥 这与刘长娇等人[16]报道较为一致遥

Tab. 2 Response surface test design and result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50
350
250
350
250
350
250
35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50
50
60
60
55
55
55
55
50
60
50
60
55
55
55
55
55

60
60
60
60
45
45
75
75
45
45
75
75
60
60
60
60
60

1.20
1.21
1.20
1.23
1.27
1.29
1.22
1.23
1.26
1.26
1.24
1.23
1.32
1.30
1.32
1.30
1.31

根据 Design-Expert 8.0 软件对表 2 中的实验数

据进行多元回归拟合袁拟合得到方程为
图 6 乙醇浓度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

Fig.6 Effects of ethanol concentration on the extraction of flavonoids

Y=-6.738 57+0.010 675A +0.227 25B+0.006 833C+

0.000 02AB-0.000 003 33AC-0.000 033 3BC-0.000 19A 20.002 1B2-0.000 044 4C2

渊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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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方差分析
表 3 方差分析
Tab.3 Analysis of variance
模型
A
B
C
AB
AC
BC
A2
B2
C2
残差
失拟
纯误差
总和

0.027 3
0.000 6
1.25伊10-5
0.003 2
0.000 1
2.5伊10-5
2.5伊10-5
0.009 5
0.011 6
0.000 4
0.001 0
0.000 6
0.000 4
0.028 2

9
1
1
1
1
1
1
1
1
1
7
3
4
16

0.003
0.001
0.000
0.003
0.000
0.000
0.000
0.010
0.012
0.000

21.76
4.40
0.09
22.97
0.72
0.18
0.18
68.21
83.32
3.02

0.000 2
0.000 1

1.916 7

0.000
0.074
0.773
0.002
0.424
0.684
0.684
< 0.000
< 0.000
0.125

3
2
2
0
8
5
5
1
1
7

**
**

图 7 酶添加量与超声时间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曲面图
Fig.7 Effect of enzyme addition amount and ultrasonic enzymatic

**
**

hydrolysis time on the extraction of isoflavones

0.268 4

注院*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袁P<0.05;** 差异极具有统计学
意义袁P<0.01

由表 3 可知袁实验设计模型 P约0.01袁差异极具有

统计学意义遥 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与 3 个变量之间有

图 8 超声温度酶解与时间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曲面图

具有统计学意义袁表明能充分反映实际情况遥 决定系

and time on the isoflavone extraction amount

良好的一致性遥 失拟项 P=0.268 4跃0.05 袁模型失拟袁不

Fig.8 Ultrasonic enzymatic hydrolysis enzymatic hydrolysis

数 R 2=0.965 5袁说明该模型优化的响应值真实可靠袁本

2.3.4 验证实验

测遥 通过表 3 实验结果可知袁C尧A 2尧B2 对鹰嘴豆异黄

黄酮提取量的最佳条件为院酶添加量 6.122 mg/g尧酶解

时间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最大袁 酶添加量次

嘴豆异黄酮提取量为 1.320 24 mg/g遥 为便于实际操

模型可以用于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进行分析和预

酮提取量影响极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由 F 值可知袁超声
之袁超声温度影响最小遥
2.3.3 响应面分析
根据响应面曲面图中曲线坡度的陡峭程度袁判断
各因素对提取量的影响大小[18]遥 由表 3 结合图 6袁图 7
和图 8 可知袁AB尧AC尧BC 之间交互作用均不显著遥

利用 Design-Expert 8.0 软件进行分析袁鹰嘴豆异

液 30 mL袁55.21益超声处理 44.96 min袁 在此条件下鹰
作袁修正实验条件为纤维素酶添加量 6.1 mg/g尧液液料
比 1颐30袁55益超声处理 45 min遥 在此条件下重复 3 次袁

测得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为 1.320 24 mg/g袁与预测值

1.320 76 mg/g 接近袁证明所得实验结果可靠遥 本文所
得异黄酮提取量高于温海超等[6]渊0.150 7 mg/g冤尧吴敏

等[7]渊0.529 mg/g冤以及程珍等[8]渊0.16 mg/g冤所测得的鹰
嘴豆中异黄酮含量袁因此本实验的鹰嘴豆异黄酮提取
率高于传统方法遥

3 结论与讨论
异黄酮的提取方法较多袁酶法主要采用纤维素酶
图 6 酶添加量与超声温度对鹰嘴豆异黄酮提取量影响曲面图

使植物组织细胞受到破坏袁 进而降低细胞壁传质阻

hydrolysis temperature on the extraction of isoflavones

嘴豆异黄酮及黄酮的提取效率优于同等条件下超声

Fig. 6 Effect of enzyme addition amount and ultrasonic enzymatic

力袁提高提取效率[6]遥大量研究表明袁超声联合酶法对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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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尧纤维素酶单独提取效率袁且高于传统提取方法[19-21]遥

超声联合纤维素酶法提取鹰嘴豆异黄酮遥 结果

表明袁酶添加量 306.03 U/g袁液料比 30颐1袁55.21益超
声处理 45 min 为最佳条件袁 在这些条件下鹰嘴豆异

黄酮的提取量为 1.320 24 mg/g袁接近预测理论值遥 与

传统方法相比袁该方法显著提高了鹰嘴豆异黄酮的提
取量袁且该提取工艺操作简便尧安全环保袁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袁为鹰嘴豆异黄酮的提取提供一定的参考遥

[9] 周文红, 郭咪咪, 李秀娟, 等. 大豆异黄酮提取及其生物转
化的研究进展[J]. 粮油食品科技, 2019, 27(5):37-42.

[10] 陈巍, 秦凤贤, 姜云瑶, 等. 纤维素酶法提取酸枣仁总黄
酮工艺的研究[J]. 粮食与油脂, 2018,31(8):87-91.

[11] 陈燕, 严瑛. 国内外大豆异黄酮研究概况探讨 [J]. 轻纺工
业与技术, 2018,47(9):25-26.

[12] 高文秀, 杨艳艳, 赵文卓, 等. 复合酶解法协同超声波法

提取山楂中总黄酮的工艺条件优化 [J]. 食品工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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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n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Isoflavones from
Chickpea by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JIANG Bianling, XU Xuehua, MENG Kang, CHANG Ran, CHEN Qiong,
HAN Fangkai, DUAN Hong
(School of Biological and Food Engineering,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 23400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isoflavones in chickpea were extracted by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cellulase enzyme. On the basis of
single factor test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d cellulase enzyme addition amount, ultrasound temperature, ultrasound time, liquid/solid ra鄄
tio, ethanol concentration, and ultrasound power), three significant factors were selected and optimized by response surface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dding amount of enzyme 306 U/g, liquid/solid ratio 30:1, ethanol 35%, 55益 ultrasonic treatment (80 W) of 45
min was the optimum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chickpea isoflavones detected value was 1.32 mg/g, and was in consistence with the
predicted theoretical value (1.32 mg/g).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ur work could improve the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isoflavones in chickpea, and the extraction process is simple, saf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Key words:

chickpea isoflavone; ultrasonic extraction; cellulase;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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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学院园艺基地油菜地土壤因子分析
李焰焰袁 王桂英袁 高雪
渊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武夷学院园艺试验基地栽培的油菜生长状况不均匀袁出现叶片红化严重尧植株矮小尧病虫害严重尧产量较

低等症状遥 在植株栽培过程中袁影响植株生长状况的因素诸多袁该试验以探讨土壤因素为主袁将园艺试验基地土壤作为研
究对象袁初步研究其土壤中有机物尧速效氮磷钾含量等袁分析土壤条件造成植株生长不良的原因遥 数据显示各样本间含水
量尧速效氮磷值并无太大差异袁而土壤有机质尧速效钾含量有明显差异袁表明园艺实验基地的油菜生长状况不均匀袁为今
后园艺专业学生的栽培提出相关建议袁并为进一步的土壤研究打下基础遥

关键词院园艺试验基地曰土壤研究曰油菜曰武夷学院
中图分类号院S153.6曰S155.4+6

文献标识码院A

在作物大田土壤栽培中袁土壤的各方面因素与作

物生长发育息息相关 袁提前了解土壤养分的丰缺指
[1]

标袁 还能为作物栽种种类及人工管理提供相关依据遥
水分是作物生长中必不可缺的 袁是作物进行各种生
[2]

理活动的必要条件袁作物中的营养物质及代谢废物需
要水作为良好的溶剂将其溶解袁水分参与作物的体液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13原园3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选择在武夷学院园艺实验基地袁降水夏冬

较春秋多袁秋季降水只占全年降水的 29.3%遥 实验基
地土质为弱碱性袁以壤砂土为主遥 此地区达到作物最

循环代谢袁并为细胞生存提供所需的水环境遥 例如缺

适宜生长环境的条件有限遥

氮时表现为叶片下部黄化袁植株生长迟缓曰缺磷时油

1.2 样地设置及研究方法

菜最为敏感袁反应表现也最早袁若油菜严重缺磷袁其子

1.2.1 土样采集

叶展开后子叶变厚袁颜色苍老暗绿袁出叶迟袁叶面积
小袁茎与叶柄为紫红色袁植株较矮小袁籽粒不饱满产量

降低等不良症状出现影响生长发育 曰缺钾时袁易倒
[3]

伏袁抗旱差袁抗冻差等不良现状出现袁老叶先从叶尖叶
缘发黄发褐袁严重时有坏死斑点袁整个叶子常形成杯
状弯曲或褶皱遥 土壤酸碱性尧质地等也影响作物的生

长袁决定栽培的种类遥 通过对武夷学院实验栽培基地
土壤的理化性质进行检测分析袁为武夷学院作物栽种
及土壤科学配方施用提供一定的参考遥

在园艺实验基地作物长势不同的地方袁按长方形设

置样点袁在长势好的地方取 4 个样点袁采集深度在 0~

50 cm 之间的土壤表面袁贴上标签袁编号为 ABCD 并注
明采集时间尧采集地点尧采集人遥 在长势不好的地方以同

样的方式采集 4 个地方的土样袁编号为 EFGH袁将 8 个土

样待其自然风干后袁所有土样研磨袁使之全部通过 2 mm
孔径的筛子袁充分混匀后袁用四分法分成两部分袁一部分
作为物理分析用袁另一部分作为化学分析用遥 化学分析

使用的土样需进一步研磨袁 使之全部通过 1 mm 孔径的

筛子袁8 个土样全部处理完后袁用广口瓶保存袁并在标签
收稿日期院2021-04-15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渊2020J01405冤;武夷
学院高级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渊YJ201904,

上注明样号尧采集日期尧孔径尧深度等信息遥
1.2.2 土壤因子测定
采用比重计法测定土壤单位机械组成曰采用重铬

YJ202003冤 遥

酸钾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曰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土壤

学研究遥

比色法测定土壤速效磷的含量曰 采用 NH4OAc 浸提-

作者简介院李焰焰渊1976-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园艺

碱解氮的含量曰采用 0.5 mol/L-1 NaHCO3 浸提-钼锑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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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数据显示袁对于土壤有机质含量袁第 1 组土

火焰光度法测定土壤速效钾的含量遥
1.2.3 数据分析
将 8 个土样分为 4 组院AB 为组 1袁CD 为组 2袁EF

为组 3袁GH 为组 4袁 对这 4 组数据进行分析遥 实验完
成袁对数据进行整理袁并建立 Excel 数据库袁对土壤含
水量尧pH 值尧土壤有机质尧土壤碱解氮尧土壤速效磷尧

土壤速效钾进行 SPSS 分析, 并用 LSD 对数据进行多
重比较遥

样与第 2 组土样之间尧第 3 组土样与第 4 组土样之间

无显著差异袁其他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曰对于土
壤中速效钾的含量袁第 1 组与第 3 组尧第 4 组之间袁第
3 组与第 4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 其他组之间均
有显著差异遥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与之相邻的

土地种植的作物不同袁由于植株对土壤营养物质的吸
收程度不同而导致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与速效钾含
量不同遥 也有可能是在栽培过程中对该地所栽培的植

2 结果与分析

株管理方式不同导致的遥
2.2 作物生长分析

2.1 土壤因子分析

园艺实验基地栽植油菜袁栽培过程中发现袁某些

表 1 土壤因子数据分析院pH 值尧含水量尧碱解氮尧速效磷
Tab.1 Analysis of soil factor data院pH value, water content,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available phosphorus

1
2
3
4

2
3
4
1
3
4
1
2
4
1
2
3

0.351
0.275
1.000
0.351
0.081
0.351
0.275
0.081
0.275
1.000
0.351
0.275

0.274
0.856
0.551
0.274
0.218
0.571
0.856
0.218
0.446
0.551
0.571
0.446

1.000
0.664
0.883
1.000
0.664
0.883
0.664
0.664
0.77
0.883
0.883
0.77

区域的油菜出现植株矮小袁 叶片发红发紫的生长不
良袁并且菜籽的出油率极低遥

渊1冤种子院种子籽粒不饱满尧生命活力低尧抗逆性

差尧抗病虫害能力弱等均会导致油菜生长不健康遥 在
0.29
0.268
0.218
0.29
0.949
0.82
0.268
0.949
0.869
0.218
0.82
0.869

注院渊I冤 表示比较组曰渊J冤 表示被比较组曰 表中数据均大于
0.05袁表示土样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表明袁8 个土样的含水量尧pH 值尧 土壤碱解

实验基地的在栽培中袁同一垄地的油菜生长出现两极

分化袁即靠近组 1尧组 2 的一侧植株矮小袁叶片呈现紫
红色袁另一侧则生长良好袁但播种前种子已经过均匀
拌种袁然后撒播袁因此排除此因素遥

渊2冤土壤院土壤肥沃且土质疏松遥 组 1 尧组 2 的栽

培土壤中有较多石块尧塑料等影响作物正常生长发育
的杂质且土壤板结严重遥 靠近组 1尧组 2 的一侧植株生

长受到较大影响袁导致植株出现不良性状遥 油菜最适

宜生长在微酸性的土壤中袁根据表 3袁实验基地的土壤
为弱碱性袁并不是油菜生长的最适宜土壤条件遥

氮尧土壤速效磷均无显著性差异遥

表 3 土壤 pH 值数据表
Tab.3 Data sheet of soil pH value

表 2 土壤因子数据分析院速效钾尧有机质
Tab.2 Analysis of soil factor data院fast-acting
potassium, organic matter

2
0.025
0.837
3
0.511
0.004
1
4
0.737
0.023
1
0.025
0.837
3
0.051
0.005
2
4
0.036
0.028
1
0.511
0.004
2
0.051
0.005
3
4
0.737
0.078
1
0.737
0.023
4
2
0.036
0.028
3
0.737
0.078
注院表中数据大于 0.05 表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袁小于

0.05 则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H 值

pH 均值

6.7

7.3

7.4

7.2

7.2

7.285 7

7.4

7.5

7.6

渊3冤水分院干旱主要发生在秋季和冬季[5]干旱造成

的水分不足会影响植株生长袁造成植株生长缓慢遥 武
夷山秋冬季节降水量相对较少, 只有全年降水量的

29.3%[6]遥 降水量少且温度较高袁水分易蒸发袁无法为油
菜生长提供足够水分袁导致油菜生长发育不良遥

渊4冤养分院油菜的生长需要充足的氮磷钾肥[7],园艺

试验基地的油菜在栽培过程中袁前期氮肥施用量较少
导致生长不良袁后期加量后袁不良情况有所改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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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6冤分量施肥院在有机质尧速效钾含量缺乏的地块

3 小结

多施有机肥尧复合肥尧钾肥提高含量袁供植物利用曰相
应的袁其他区块的土壤就要适当减少施肥量袁以保持

武夷学院园艺试验基地的土壤的 8 个样本区的

土壤类型为壤砂土袁pH 值呈现弱碱性袁各样本间含水

各个区块土壤有机质尧速效钾含量的平衡袁保持产品
的优产尧高产和质量均匀遥

量尧速效氮磷值差异不大袁而土壤有机质尧速效钾含量
有明显差异袁 长势较好的地方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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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oil Factors in Rape Field of Horticultural
Base in Wuyi University
LI Yanyan, WANG Guiying, GAO Xue

渊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China冤

Abstract:The growing condition of rape in the horticultural experimental base of Wuyi University was not uniform, and the symptoms

such as serious red leaves, short plants, serious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and low yield appeared. In the course of plant cultivation,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growth of plant. This experiment mainly discusses the soil factors, taking the soil of the horticultural exper鄄
imental ba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preliminarily studies the content of organic matter, available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in the soil, etc. , the causes of poor plant growth caused by soil conditions were analyzed.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ater content and available n and P values among the samples, bu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il organic matter
and available k content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growth of rapeseed in the horticultural experimental base was uneven.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orticulture majors in the future, which will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oil research.

Key words: horticultural experimental base; soil research; rape; Wuy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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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 基础上的福建石松类及
蕨类植物科属分类系统
李国平袁 杨鹭生
(武夷学院 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院依据中国植物志渊flora of China, FOC冤系统袁对叶福建植物志曳渊第一卷冤蕨类植物科尧属分类进行修订袁结果

表明福建现代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共有 32 科 101 属袁撤销 17 个科袁新增 4 个科曰在属等级袁因归并而减少 23 属袁新增 19

属曰与福建原蕨类植物分类系统比较袁在科和属的划分上存在较大差异遥 同时袁指出科尧属分类位置及一些中文名尧拉丁名
的变更情况袁以资正确鉴定与应用遥

关键词院蕨类植物曰石松类植物曰分类系统曰FOC 系统曰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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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类植物(Pteridophytes)是一类借助孢子进行繁

蕨类植物采纳秦仁昌渊1978冤系统概念袁在科尧属的分

殖的维管植物袁长期以来袁它们被认为是高等植物中

类处理上与 FOC 系统存在较大差异袁已不能很好地反

一个自然门类遥 近 20 多年来袁新的证据改变了人们对

映福建石松类及蕨类植物资源状况遥 本文依据现代石

蕨类植物各类群间亲缘关系的传统认知[1-3]遥 2001 年袁

松类和蕨类植物分类系统概念袁修订了福建现代石松

phytes 为最早演化的类群 [4]袁并和其他维管植物互为

代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提供参考遥

和蕨类植物 Monilophytes 的观点被现行几个重要的蕨

1 材料及方法

Pryer 等首次从 分子生物 学角度阐 明石松类 Lyco鄄

姐妹群 袁将传统蕨类植物划分为石松类 Lycophytes

类及蕨类植物科属的分类袁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福建现

[5]

类植物分类系统所采纳袁如 Smith 等尧Christenhusz 等尧
Christenhusz & Chase 和 PPG I(Pteridophyte Phyloge鄄

通过查阅目前国际上现代石松类和蕨类分类系

ny Group I) 分类系统 [6-9]遥 我国出版的叶中国植物志曳

统研究的最新成果

husze 线性排列系统的基础上对叶中国植物志曳蕨类植

卷冤蕨类植物分类进行修订袁在此基础上袁列出福建现

(FOC)第2~3 卷 基于新分类系统概念袁在 Christen鄄
[10]

[3-9]

和近年发表的福建蕨类植物研

究文献 [12-16]袁 参照 FOC 系统袁对叶福建植物志曳渊第一

物的各分类群进行了增补和修订袁是全世界第一个在

代石松类和蕨类科属分类一览表袁并对有关科尧属种

科一级水平上采用现代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分类系统

分类位置和学名变更进行分析说明遥

观点的蕨类植物志遥
1982 年出版的叶福建植物志曳(第一卷) [11]所记载的
收稿日期院2020-10-07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划项目渊2017N2005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国平渊1966-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武夷
山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遥

2 结果
2.1

基于 FOC 的福建石松类和现代蕨类植物科属
分类概览
福建省共有现代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32 科 101

属袁详见表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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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福建现代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科属分类一览表
Tab.1 List of families and genera of extant lycophytes and ferns of Fujian Province
1.石杉属 Huperzia

石松类
Lycophytes

.
1.石松科 Lycopodiaceae

2.水韭科 Iso刈taceae

3.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4.木贼科 Equisetaceae
5.瓶尔小草科
Ophioglossaceae
6.松叶蕨科 Psilotaceae
7.合囊蕨科 Marattiaceae

8.紫萁科 Osmundaceae

属为新增袁从原石松属拆分而来

2.马尾杉属 Phlegmariurus

属为新增袁从原石松属拆分而来

4.小石松属 Lycopodiella

属为新增袁从原石松属拆分而来

3.石松属 Lycopodium

5.藤石松属 Lycopodiastrum
6.水韭属 Iso刈tes

属为新增袁从原石松属拆分而来
科尧属为新增

7.卷柏属 Selaginella
8.木贼属 Equisetum

9.阴地蕨属 Botrychium

10.瓶尔小草属 Ophioglossum
11.松叶蕨属 Psilotum

12.莲座蕨属 A ngiopteris

科为新增袁因原来属于莲座蕨科渊观音座莲
科冤的莲座蕨属转入该科

13.桂皮紫萁属 Osmundastrum

属为新增曰福建有一种院桂皮紫萁 Osmund
astrum cinnamomeum (Linnaeus) C. Presl袁
福 建 志 记 载 的 南 方 紫 萁 Osmunda
cinnamomea var.fokienense Copeland 为 其
异名遥

14.紫萁属 Osmunda
9.膜蕨科
Hymenophyllaceae
蕨类
Monilo鄄
phytes

10.里白科
Gleicheniaceae
11.海金沙科 Lygodiaceae
12.蘋科 Marsileaceae
13.槐叶苹科
Salviniaceae
14.瘤足蕨科 Plagiogyriaceae
15.金毛狗蕨科 Cibotiaceae
16.桫椤科 Cyatheaceae

17.鳞始蕨科
Lindsaeaceae

15.假脉蕨属 Crepidomanes
16.膜蕨属 Hymenophyllum
17.瓶蕨属 V andenboschia
18.芒萁属 Dicranopteris

19.里白属 Diplopterygium
20.海金沙属 Lygodium
21.蘋属 Marsilea

22.槐叶萍属 Salvinia
23.满江红属 A zolla

24.瘤足蕨属 Plagiogyria

25.金毛狗蕨属 Cibotium
26.桫椤属 A lsophila

27.乌蕨属 Odontosoria
28.香鳞始蕨属 Osmolindsaea
29.鳞始蕨属 Lindsaea

属为新增曰FOC 增加了香鳞始蕨属袁福建有
香鳞始蕨 Osmolindsaea odorata (Roxburgh)
Lehtonen & Christen-husz 分布

窑 18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 年第 12 期

续表 1
30.蕨属 Pteridium

30.栗蕨属 Histiopteris

18.碗蕨科
Dennstaedtiaceae

32.姬蕨属 Hypolepis

33.碗蕨属 Dennstaedtia

34.鳞盖蕨属 Microlepia

珠蕨亚科
35.凤了蕨属 Coniogramme
Cryptogrammoideae
水蕨亚科
36.水蕨属 Ceratopteris
Ceratopteridoideae
19.凤尾蕨科
Pteridaceae

凤尾蕨亚科
Pteridoideae

碎米蕨亚科
Cheilanthoideae
书带蕨亚科
Vittarioideae

20.冷蕨科
Cystopteridaceae
21.铁角蕨科
Aspleniaceae
22.肠蕨科
Diplaziopsidaceae

37.凤尾蕨属 Pteri

38.金粉蕨属 Onychium

39.碎米蕨属 Cheilanthes

40.粉背蕨属 A leuritopteris
41.铁线蕨属 A diantum

42.车前蕨属 A ntrophyum
43.书带蕨属 Haplopteri

44.亮毛蕨属 A cystopteris

科为新增曰FOC 将蹄盖蕨科的冷蕨属提升
为冷蕨科袁亮毛蕨属并入冷蕨科遥

45.铁角蕨属 A splenium
46.膜叶铁角蕨属
Hymenasplenium

属为新增曰FOC 承认膜叶铁角蕨属曰 福建
志该属 3 种遥

47.肠蕨属 Diplaziopsis

科为新增曰蹄盖蕨科肠蕨属提升为肠蕨科遥

48.金星蕨属 Parathelypteris

49.凸轴蕨属 Metathelypteris

50.针毛蕨属 Macrothelypteris
51.卵果蕨属 Phegopteris
23.金星蕨科
Thelypteridaceae

52.紫柄蕨属 Pseudophegopteris
53.钩毛蕨属 Cyclogramma
54.茯蕨属 Leptogramma

55.假毛蕨属 Pseudocyclosorus
56.毛蕨属 Cyclosorus

57.星毛蕨属 A mpelopteris
58.新月蕨属 Pronephrium
24.球子蕨科
Onocleaceae

25.乌毛蕨科
Blechnaceae

59.圣蕨属 Dictyocline

60.东方荚果蕨属 Pentarhizidium

属为新增曰 福建仅 1 种袁 即东方荚果蕨 P.
orientale (Hooker) Hayata

62.荚囊蕨属 Struthiopteris

属为新增曰福建志中无此属记载袁据 FOC袁
福 建 有 荚 囊 蕨 Struthiopteris eburnea
(Christ) Ching 分布遥

61.乌毛蕨属 Blechnum

63.苏铁蕨属 Brainea

64.狗脊属 Woodwardia
65.崇澍蕨属 Chieniopteris

属为新增曰福建志中无此属记载袁据 FOC袁福
建有 崇 澍 蕨 Chieniopteris harlandii (Hooker)
Ching 及裂羽崇澍蕨 C.Kempii 分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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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66.对囊蕨属 Deparia

67.角蕨属 Cornopteris

26.蹄盖蕨科
Athyriaceae

68.安蕨属 A nisocampium
69.蹄盖蕨属 A thyrium

70.双盖蕨属 Diplazium

27.肿足蕨科
Hypodematiaceae

28.鳞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29.肾蕨科
Nephrolepidaceae
30.三叉蕨科
Tectariaceae
31.骨碎补科
Davalliaceae

属为新增曰原蹄盖蕨科的介蕨属尧假蹄盖蕨
属并入该属 遥

71.肿足蕨属 Hypodematium
72.复叶耳蕨属 A rachniodes
鳞毛蕨亚科
Dryopteridoideae

73.肋毛蕨属 Ctenitis

74.贯众属 Cyrtomium

75.鳞毛蕨属 Dryopteris
76.耳蕨属 Polystichum

77.实蕨属 Bolbitis
舌蕨亚科
78.舌蕨属 Elaphoglossum
Elaphoglossoideae
79.网藤蕨属 Lomagramma
80.肾蕨属 Nephrolepis
81.黄腺羽蕨属 Pleocnemia
82.叉蕨属 Tectaria

83.小膜盖蕨属 A raiostegia
84.骨碎补属 Davallia
85.阴石蕨属 Humata

86.剑蕨属 Loxogramme
87.连珠蕨属 A glaomorpha
88.槲蕨属 Drynaria

89.节肢蕨属 A rthromeris
90.修蕨属 Selliguea

属为新增曰原崖姜蕨属并入该属袁福建仅有
一种袁即 A glaomorpha coronans (Wallich ex
Mettenius) Copeland

属为新增曰原假瘤蕨属并入修蕨属

91.石韦属 Pyrrosia

92.水龙骨属 Polypodiodes
93.盾蕨属 Neolepisorus
32.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

94.瓦韦属 Lepisorus

95.伏石蕨属 Lemmaphyllum

属为新增曰福建志中无此属记载袁据 FOC袁
96.鳞果星蕨属 Lepidomicrosorium 福 建 有 表 面 星 蕨 Lepidomicrosorium
superficiale (Blume) Li Wang 分布
97.星蕨属 Microsorum

98.薄唇蕨属 Leptochilus

99.滨禾蕨属 Oreogrammitis
100.锯蕨属 Micropolypodium
101.剑羽蕨属 Xiphopterella

属为新增曰原线蕨属并入薄唇蕨属遥
属为新增曰 原禾叶蕨科的禾叶蕨属部分种
类转入该属
属为新增曰据 FOC袁福建志原来记载的禾叶
属 Grammitis okuboi (Yatabe) Ching 应归入
锯蕨属
属为新增曰 FOC 从锯蕨属拆分出该属袁福
建志原来记载的禾叶蕨属叉毛禾叶蕨
Grammitis cornigera (Baker)Ching 应归入剑
羽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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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福建植物志曳渊第一卷冤蕨类植物科属分类及其

叶福建植物志曳渊第一卷冤记载蕨类植物 45 科尧105

属袁详见表 2遥

在新系统中的变更

表 2 叶福建植物志曳渊第一卷冤蕨类植物科属分类及变更说明
Table2 List of families and genera of pteridophyta in Flora of Fujian and the details of variation
1.松叶蕨科 Psilotaceae

1.松叶蕨属 Psilotum

科属组成无变更袁划归现代蕨类

3.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3.卷柏属 Selaginella

科属组成无变更袁归现代石松类

5.瓶尔小草属 Ophioglossum

无变更

7.莲座蕨属 A ngiopteris

撤销莲座蕨科渊观音座莲科冤袁莲座蕨属转入
合囊蕨科

9.瘤足蕨属 Plagiogyria

无变更

11.芒萁属 Dicranopteris

无变更

13.蕗蕨属 Mecodium

蕗蕨属并入膜蕨属

2.石松科 Lycopadiaceae
4.木贼科 Equisetaceae

5.瓶尔小草科 Ophioglossaceae
6.阴地蕨科 Botrychiaceae

7.莲座蕨科 Angiopteridaceae
8.紫萁科 Osmundaceae

9.瘤足蕨科 Plagiogyriaceae
10.海金沙科 Lygodiaceae

11.里白科 Gleicheniaceae

12.膜蕨科 Hymenophyllaceae

13.碗蕨科 Dennstaedtiaceae
14.姬蕨科 Hypolepidaceae

15.蚌壳蕨科 Dicksoniaceae
16.鳞始蕨科 Lindsaeaceae

17.骨碎补科 Davalliaceae
18.肾蕨科 Nephrolepidaceae
19.蕨科 Pteridiaceae

20.凤尾蕨科 Pteridoideae

21.中国蕨科 Sinopteridaceae

2.石松属 Lycopodium

拆分成 5 属袁归现代石松类

4.木贼属 Equisetum

科属组成无变更袁划归现代蕨类

6.阴地蕨属 Botrychium

撤销阴地蕨科袁阴地蕨属转入瓶尔小草科

8.紫萁属 Osmunda

拆分为 2 个属袁即紫萁属及桂皮紫萁属

10.海金沙属 Lygodium

无变更

12.里白属 Hicriopteris

新系统中里白属的属名是 Diplopterygium

14.膜蕨属 Hymenophyllum

无变更

16.团扇蕨属 Gonocormus

团扇蕨属并入假脉蕨属

18.碗蕨属 Dennstaedtia

无变更

20.姬蕨属 Hypolepis

撤销姬蕨科袁姬蕨属并入碗蕨科

22.鳞始蕨属 Lindsaea

无变更

15.假脉蕨属 Crepidomanes

无变更

17.瓶蕨属 Trichomanes

属无变更袁但属名更改为 V andenboschia

19.鳞盖蕨属 Microlepia

无变更

21.金毛狗属 Cibotium

蚌壳蕨科更名为金毛狗蕨科 Cibotiaceae袁金
毛狗属转入金毛狗蕨科

23.双唇蕨属 Schizoloma

双唇蕨属并入鳞始蕨属

25.骨碎补属 Davallia

无变更

27.小膜盖蕨属 A raiostegia

无变更

29.蕨属 Pteridium

撤销蕨科袁蕨属转入碗蕨科遥

31.凤尾蕨属 Pteri

无变更

33.粉背蕨属 A leuritopteris

粉背蕨属转入凤尾蕨科

35.旱蕨属 Pellaea

旱蕨属转入凤尾蕨科袁但福建志记载旱蕨属
仅一种旱蕨 P. nitidula (Wallich ex Hooker)
Baker. 为 碎 米 蕨 属 Cheilanthes nitidula
Wallich ex Hooker, 异名袁FOC 此属福建不
产袁故此属撤销遥

24.乌蕨属 Stenoloma

无变更曰乌蕨属拉丁名更改为 Odontosoria

26.阴石蕨属 Humata

无变更

28.肾蕨属 Nephrolepis

无变更

30.栗蕨属 Histiopteris

栗蕨属转入碗蕨科

32.金粉蕨属 Onychium

撤销中国蕨科袁金粉蕨属转入凤尾蕨科

34.隐囊蕨属 Notholaena

隐囊蕨属并入碎米蕨属袁转入凤尾蕨科

36.碎米蕨属 Cheilanthes

碎米蕨属转入凤尾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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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22.铁线蕨科 Adiantaceae

37.铁线蕨属 A diantum

23.裸子蕨科 Gymnogramrnaceae

38.凤丫蕨属 Coniogramme

撤销裸子蕨科袁 凤丫蕨属更名为凤了蕨属袁
拉丁名不变袁转入凤尾蕨科遥

24.水蕨科 Ceratopteridaceae

39.水蕨属 Ceratopteris

撤销水蕨科袁水蕨属转入凤尾蕨科

41.毛子蕨 Monomelangium

亦称毛轴线盖蕨属袁并入双盖蕨

40.亮毛蕨属 A cystopteris

26.铁角蕨科 Aspleniaceae
27.肿足蕨科 Hypodematiaceae

28.金星蕨科 Thelypteridaceae

29.乌毛蕨科 Blechnaceae
30.球子蕨科 Onocleaceae
31.桫椤科 Cyatheaceae

32.鳞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蹄盖蕨科冷蕨属提升为冷蕨 科袁 亮毛蕨属
并入冷蕨科

42.假蹄盖蕨属 A thyriopsis

并入对囊蕨属 Deparia袁福建原无对囊蕨属

44.菜蕨属 Callipteris

并入双盖蕨属

46.双盖蕨属 Diplazium

无变更

48.介蕨属 Dryoathyrium

并入对囊蕨属

50.安蕨属 A nisocampium

无变更

52.铁角蕨属 A splenium

铁角蕨属中那些叶草质尧 膜质或膜质透明
的种类从铁角蕨属中独立出来袁成立膜叶铁
角蕨属 Hymenasplenium遥

43.肠蕨属 Diplaziopsis
25.蹄盖蕨科 Athyriaceae

撤销铁线蕨科袁铁线蕨属转入凤尾蕨科遥

肠蕨属单属提升为肠蕨科

45.角蕨属 Cornopteris

无变更

47.短肠蕨属 A llantodia

并入双盖蕨属

49.蹄盖蕨属 A thyrium

无变更

51.巢蕨属 Neottopteris

巢蕨属并入铁角蕨属

53.肿足蕨属 Hypodematium

无变更

54.针毛蕨属 acrothelypteris

无变

56.紫柄蕨属 Pseudophegopteris

无变更

58.卵果蕨属 Phegopteris

无变更

60.金星蕨属 Parathelypteris

无变更

62.毛蕨属 Cyclosorus

无变更

64.星毛蕨属 A mpelopteris

无变更

66.乌毛蕨属 Blechnum

无变更

68.狗脊蕨属 W oodwardia

无变更
福建仅 1 种东方荚果蕨 Matteuccia orientalis
(Hooker) Trevisan袁但该种现在归东方荚果蕨
属 Pentarhizidium袁所以撤销荚果蕨属袁新增
东方荚果蕨属
无变更袁福建志记录的木桫椤属就是桫椤属

55.茯蕨属 Leptogramma

无变更

57.钩毛蕨属 Cyclogramma

无变更

59.凸轴蕨属 Metathelypteris

无变更

61.假毛蕨属 Pseudocyclosorus

无变更

63.圣蕨属 Dictyocline

无变更

65.新月蕨属 Pronephrium

无变更

67.苏铁蕨属 Brainea

无变更

69.莱果蕨属 Matteuccia
70.木桫椤属 A lsophila

71.黑桫椤 Gymnosphaera

并入桫椤属

73.鞭叶蕨属 Cyrtomidictyum

并入耳蕨属

75.复叶耳蕨属 A rachniodes

无变更

72.贯众属 Cyrtomium

无变更

74.耳蕨属 Polystichum

无变更

76.鳞毛蕨属 Dryopteris

无变更

窑 22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 年第 12 期

续表 2

33.三叉蕨科 ASpidiaceae
渊新系统科名为 Tectariaceae冤

34.藤蕨科 Lomariopsidaceae
35.实蕨科 Bolbitidaceae

36.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

77.肋毛蕨属 Ctenitis

转入鳞毛蕨科

79.黄腺羽蕨属 Pleocnemia

无变更

81.地耳蕨属 Quercifilix

地耳蕨属并入叉蕨属

83.网藤蕨属 Lomagramma

转入鳞毛蕨科袁故此科撤销

85.骨牌蕨属 Lepidogrammitis

骨牌蕨属并入伏石蕨属

87.瓦韦属 Lepisorus

无变更

89.石蕨属 Saxiglossum

并入石韦属

91.线蕨属 Calysis

并入薄唇蕨属 Leptochilus 薄唇蕨属福建志
原来没有记载遥

92.假瘤蕨属 Phymatopsis

并入修蕨属 Selliguea袁修蕨属福建志原来没
有记载

78.轴脉蕨属 Ctenitopsis

并入叉蕨属

80.三叉蕨属 Tectaria

无变更袁但更名为叉蕨属

82.沙皮蕨属 Hemigramma

沙皮蕨属并入叉蕨属

84.实蕨属 Bolbitis

转入鳞毛蕨科袁故此科撤销

86.伏石蕨属 Lemmaphyllum

无变更

88.盾蕨属 Neolepisorus

无变更

90.石韦属 Pyrrosia

无变更

93.星蕨属 Microsorum

无变更

95.水龙骨属 Polypodiodes

无变更

97.崖姜蕨属 Pseudodrynaria

仅 1 种 袁 即 福 建 志 崖 姜 蕨 Pseudodrynaria
coronans (Wallich ex Mettenius) Ching袁 并 入
水龙骨科连珠蕨属 A glaomorpha

38.剑蕨科 Loxogrammaceae

98.剑蕨属 Loxogramme

撤销剑蕨科袁剑蕨属转入水龙骨科

39.禾叶蕨科 Grammitidaceae

99.禾叶蕨属 Grammitis

撤销禾叶蕨科袁禾叶蕨属被拆分成滨禾蕨属
Oreogrammitis 和 辐 禾 蕨 属 Radiogrammitis袁
均转入水龙骨科袁福建有滨禾蕨属

40.舌蕨科 Elaphoglossaceae

100.舌蕨属 Elaphoglossum

撤销舌蕨科袁舌蕨属转入鳞毛蕨科

101.车前蕨属 A ntrophyum

撤销车前蕨科袁车前蕨属转入凤尾蕨科

42.书带蕨科 Vittariaceae

102.书带蕨属 V ittaria

撤销书带蕨科袁 书带蕨属转入凤尾蕨科曰属
名更改为 Haplopteri遥

43.苹科 Marsileaceae

103.苹属 Marsilea

无变更

45.满江红科 Azollaceae

105.满江红属 A zolla

撤销满江红科袁满江红属转入槐叶苹科

37.槲蕨科 Dryrnariaceae

41.车前蕨科 Antrophyaceae

44.槐叶苹科 Salviniaceae

94.节肢蕨属 A rthromeris

无变更

96.槲蕨属 Drynaria

撤销槲蕨科,槲蕨属转入水龙骨科

104.槐叶苹属 Salvinia

3 结论
(1)叶福建植物志曳渊第一卷冤 记载蕨类植物 45 科尧

105 属遥 参照 FOC 的蕨类植物分类系统进行修订袁修

无变更

订后的福建现代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共有 32 科 101
属袁依据新分类系统共撤销 17 个科袁新增 4 个科袁即

水韭科 Iso觕taceae尧 合囊 蕨科 Marattiaceae尧 冷 蕨 科
Cystopteridaceae 和肠蕨科 Diplaziopsidaceae曰 在属等

级袁因归并而减少 23 属袁新增 19 属袁新增的属为石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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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平袁等院FOC 基础上的福建石松类及蕨类植物科属分类系统

and ferns are a monophyletic group and the closest living rel鄄

属 Huperzia尧 马尾杉属 Phlegmariurus尧 小石松属 Ly鄄
copodiella尧藤石松属 Lycopodiastrum尧水韭属 Iso觕tes尧
桂皮 紫萁属 Osmundastrum尧 香 鳞始蕨 属 Osmolind鄄

[5]

saea尧膜叶铁角蕨属 Hymenasplenium尧东方荚果蕨属

pha尧修蕨属 Selliguea尧鳞果星蕨属 Lepidomicrosorium尧
薄唇蕨属 Leptochilus尧滨禾蕨属 Oreogrammitis尧锯蕨
属 Micropolypodium 和剑羽蕨属 Xiphopterella遥
(2) 科尧 属名称的变更情况院 蚌壳蕨科 Dicksoni鄄

aceae 更名为金毛狗蕨科 Cibotiaceae曰 三叉蕨科 AS鄄

pidiaceae 的拉丁名为更名为 Tectariaceae曰 三叉蕨属
Tectaria 更名为叉蕨属袁 拉丁名不变曰 里 白属 Hi鄄

criopteris 拉 丁 名 变 更 为 Diplopterygium曰 乌 蕨 属

[6]

taria 拉丁名更改为 Haplopteri曰凤丫蕨属更名为凤了蕨
属袁拉丁名不变曰木桫椤属更名为桫椤属袁拉丁名相同遥

Botany,2004,91(10):1582-1598.

SMITH A R, PRYER K M , SCHUETTPELZ E , et al. A

classification for extant ferns[J]. Taxon,2006,55(3):705-731.

linear sequence of extant families and genera of lycophytes

[8]

[9]

[10]

and ferns[J]. Phytotaxa, 2011,19(1):7–54.

CHRISTENHUSZ M J M, CHASE M W . Trends and con鄄

cepts in fern classification[J]. Annals of Botany, 2014,113(2):
571-594.

Pteridophyte Phylogeny Group I.A community-derived clas鄄
sification for extant lycophytes and ferns [J].Journal of Sys鄄
tematics and Evolution,2016,54(6):563-603.

WU Z Y , PETER H R, HONG D Y . Flora of China, Vol.

2/3[M].Beijing:Science Press and St. Louis:Missouri Botani鄄
cal Garden Press,2013:1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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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Extant lycophytes and
Ferns in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Flora of China (FOC)
LI Guoping, YANG Lusheng

(School of Ecology and Resources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Wuyishan,Fujian, 354300, China)

Abstract:

The taxonomic revision of pteridophyta at family and genus levels recorded in Flora of Fujian (VOL.玉) was carried out ac鄄
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Flora of China (FO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tant lycophytes and Monilophytes in Fujian
consisted of 32 families and 101genera, in which 4 families and 19 genera were added and 17 families and 23 genera were repealed from
the previous system due to taxon conflation. The new classification system differed greatly from the previous classification of pteridophyta
in the circumscriptions of families and genera. The modification of taxonomic position, Chinese names and Latin names of some families
and genera were pointed out for correct specimen identification and data application.

Key words: ferns; extant lycophytes; classification system; Flora of China;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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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森林蓄积量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严绍裕
渊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袁 南平 353000冤

摘

要院以南平市建阳区作为研究区域袁选择建阳区各乡镇空间单元的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为基础数据袁基于

GeoDa尧ArcGIS 9.2 软件袁利用各乡镇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全局和局域 Moran爷s I 指数研究建阳区森林单位面积蓄积

量的空间分布规律和自相关特征袁为林业生产过程中各林种在局域的优化提供参考遥 结果表明院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
的全局 Moran爷s I 指数均无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袁表现出随机分布的空间分布特征曰局域 Moran爷s I 指数也反映出建阳区森

林单位面积蓄积量的空间分布以随机分布为主曰莒口镇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出现较多的冷点区袁但各乡镇各林种单位
面积蓄积量在空间分布上未呈现出明显的聚集性规律遥

关键词院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曰空间自相关分析曰县域尺度曰Moran爷s I 指数曰福建省南平建阳区
中图分类号院S758.51

文献标识码院A

森林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植被类型袁也是
陆地生态系统最主要的碳库袁 储存了陆地生态系统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24原园6
要信息[8-11]遥 因此袁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森林

蓄积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可拓展森林空间变异方面的

76%~98%的有机碳含量[1-2]遥 由于森林的重要性袁各国

认识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遥

学者对全球森林生态系统蓄积量尧碳贮量尧碳汇作用

通过野外调查袁结合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森林小

等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3-5]袁掌握了大区域尺度森林生

班数据袁以属乡镇级区域为尺度估算建阳区各乡镇森

然而袁森林生态系统受气候尧地理位置尧地形等因素影

ArcGIS 9.2 和 GeoDa 软件 袁 利用 Moran爷s I 指 数和

长尧变迁等过程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人类的驱动机制[6-7]遥

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及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袁 采用

响袁不同区域其蓄积量尧生长量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异

LISA 集聚图袁探索建阳区各乡镇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性袁因此在中小尺度开展相关研究袁可在大尺度规律

和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空间关

的基础上合理制定适合于中小尺度研究区的经营管

联性袁了解福建省典型林区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的地

理措施遥 目前袁有关森林蓄积量尧碳贮量的研究多关注

理空间分布情况袁 分析人工林经营的空间合理性袁进

于森林不同分层及不同器官的组成特征袁运用空间自

一步认识中小尺度森林蓄积量的空间分布特征袁为制

相关方法研究森林蓄积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则涉及较

定合理的森林经营管理措施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遥

少袁难以给出人工林分布的空间优化方案袁急需开展
相关研究遥 空间自相关分析将地理空间信息作为分析

1 研究区域概况

依据袁可剔除地理数据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空间依赖
关系造成的分析误差袁进而揭示空间格局和关系的主

南平市建阳区位于风景秀丽的武夷山脉南麓袁地
处闽北山区盆地中部袁 地理坐标介于北纬 27毅06'32"

收稿日期院2021-09-22
作者简介院严绍裕渊1965-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森林
资源培育的研究遥

要27毅43'41"尧东经 117毅32'20"要118毅37'51"袁属中亚热
带季风性气候袁光热资源丰富袁年平均气温 18.1益袁无
霜期 282 d袁年平均降雨量 1 700耀2 400 mm袁年平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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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数 1 802 h袁土壤类型以山地红壤为主[12]遥 区内溪

13 个乡镇的乡界 shp 文件为数据源袁 借助 GeoDa 和

建溪横贯境内遥 建阳区总面积 3 427.02 km2袁下辖 13

蓄积量和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空间地域分布进

流多袁流域面积 50 km2 以上的溪流有 11 条袁闽江支流

ArcGIS 9.2 等分析软件袁 对建阳区乡镇森林单位面积

个乡镇或街道渊图 1冤遥据森林资源调查数据袁建阳区森

行分析遥 由于本文统一以乡镇单元作为研究对象袁将

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81%袁全区森林覆盖率 78.02%袁省

为镇级乡尧镇及街道袁而且不同乡镇面积存在较大差

积量 2.306伊10 m 袁是福建乃至我国南方重要林区之

研究统计了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袁即某乡镇各林种蓄

林资源居福建省第四位袁 林地面积 2.741伊105 hm2袁占

小班数据按所属乡镇进行归纳统计袁其中所指的乡镇

级以上重点生态公益林面积 8.23伊104 hm2 袁森林蓄

异袁仅仅统计总蓄积量可能造成数据的极差化袁故本

一袁为野中国竹子之乡冶之一遥

积量/分布小班的总面积遥

7

3

2.3 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利用 ArcGIS 9.2尧GeoDa 软件进行数据预处理和

分析遥 以建阳区行政区划图为底图袁 ArcGIS 9.2 软件

中进行建阳区各乡镇界限的划分袁随后在 GeoDa 软件
中 通 过 空 间 分 析 模 块 计 算 全 局 Moran爷s I 指 数 和

Moran 散点图袁 通过 999 次的随机化检验计算 P 值从
而验证其显著性水平袁最后生成 LISA 集聚图遥
2.3.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图 1 建阳区乡镇分布示意图

Fig.1 Town distribution of Jianyang district

2 数据收集与计算方法

选取常用的空间自相关全局 Moran爷s I 指数[14-18]袁

其大小介于[-1袁1]袁若 Moran爷s I 显著为正袁则说明空

间要素呈显著集聚袁绝对值越靠近 1袁说明全局范围空

间要素的空间自相关性较强或与邻近地区具有较强
的相似性曰若 Moran爷s I 显著为负袁则说明空间要素呈

显著的离散分布袁说明全局范围空间要素差异显著或
2.1 数据收集
数据主要来源于建阳区林业局分布于各乡镇的

与邻近地区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袁绝对值越靠近 员袁其差
异性越大遥 其表达式如下

小班数据以及政府官网的公开数据袁其中包括森林总
蓄积量尧 各林种蓄积量及分布面积袁 由于经济林尧竹
林尧灌木林尧未成林造林地等在森林资源清查中未统
计蓄积量袁 此外福建省于 1995 年提出保护小区的建

设规划袁建阳区积极响应袁由林业局建立详尽档案袁在
小班统计中将保护小区作为林种单列且统计蓄积量袁
故本研究选择保护小区尧水土保持林尧水源涵养林尧用
材林四大类的林种遥 其中保护小区是指国家为了保护
珍贵和濒危动植物以及各种典型的生态系统袁保护珍
贵的地质剖面袁为进行自然保护教育尧科研和宣传活
动提供场所袁并在指定的区域内开展旅游和生产活动
而划定的特殊区域遥
2.2 数据处理
以空间自相关方法为依据袁以小班数据和建阳区

I=

n

n

i=1
n

j=1
n

n移移wij 渊xi -x 冤渊xj -x 冤
n

移移w 移渊x -x 冤
i=1

j=1

ij

i=1

i

2

渊1冤

式中院n 是建阳区乡镇总数曰xi 和 xj 分别为森林单
位面积蓄积量渊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冤在乡镇 i 和 j
上的属性值袁x 是在各乡镇单位面积蓄积量的平均值曰
wij 是空间权重矩阵遥
进行 Moran爷s I 指数显著性检验时袁 一般采用 Z

检验[19]遥 具体公式如下

Z=

I-E渊I冤
姨Var渊I冤

渊2冤

式中院E渊I冤为单位面积蓄积量自相关性的期望曰
Var渊I冤代表方差曰Z 为标准化统计量遥 当置信度为 99%
时袁-2.58<Z<2.58曰 当 Z>2.58 或<-2.58 表示区域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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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空间自相关是正显著或负显著的遥
2.3.2 局部空间自相关
由于全局 Moran爷s I 指数无法反映空间要素与其

3 结果分析

邻近空间要素的空间相关性[20]遥 因此袁利用局部 Moran爷

3.1 建阳区乡镇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分布特征

蓄积量的异质性遥 表达式如下

表 2袁发现崇雒乡尧回龙乡及小湖镇等各林种的单位面积

s I 指数渊LISA冤分析各乡镇 i 和 j 之间森林单位面积
Ii=
1
其中院s =
n
2

n
渊xi-x 冤
w 渊x -x 冤渊i屹j冤
s 2 移 j屹i ij j

移 i=1 渊xi -x 冤 曰x = 1n
n

2

移

n
i=1

渊3冤

通过对建阳区 13 个乡镇各小班数据的统计分析见

蓄积量在所有乡镇中均属前列袁如崇雒乡分别为保护小
区单位面积蓄积量 171.39 m3/hm2尧水土保持林单位面积

蓄积量 132.04 m3/hm2尧 水源涵养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xi

各符号代表含义与公式 渊1冤 和 渊2冤 相同遥 局部

Moran爷s I 指数大小同样介于[-1袁1]袁若 Moran爷s I 显著

为正袁表示空间正相关袁说明具有相似变量值的空间要
素在空间集聚曰若 Moran爷s I 显著为负袁则说明具不相

似变量值的空间要素在空间集聚曰 若 Moran爷s I 为 0
时袁代表空间要素在空间中随机分布遥

此外袁 运用 Moran 散点图说明空间要素的局部自

相关性[20]遥 Moran 散点图由数据组渊X袁W X冤生成袁散点图

中 X 轴代表建阳区各乡镇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的标准

137.11 m3/hm2尧用材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121.26 m3/hm2尧总

单位面积蓄积量 139.49 m3/hm2遥 麻沙镇的各林种单位

面积蓄积量在 13 个乡镇中排名均靠后袁 分别为保护
小区单位面积蓄积量 111.42 m3/hm2尧水土保持林单位
面积蓄积量 100.12 m3/hm2尧水源涵养林单位面积蓄积

量 69.02 m3/hm2尧用材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71.07 m3/hm2尧
总单位面积蓄积量 76.63 m3/hm2遥

表 2 建阳区乡镇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组成情况
Tab.2 Composition of volume per unit area of various forest
species in villages and towns of Jianyang District

化值渊X冤袁Y 轴代表标准化值渊X冤的空间滞后变量渊即

渊单位院m3/hm2冤

W X冤遥散点图的四个象限可反映空间聚集特征渊表 1冤[21]遥
黄坑镇

表 1 Moran爷s I 散点图反映的空间聚集特征

莒口镇

Tab.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cluster reflected

书坊乡

by Moran's I scatter plot

徐市镇
回龙乡
麻沙镇

具高变量值的空间元素聚集曰代表该聚
一(HH) 集区域的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较高曰空
间异质性较低遥

水吉镇
I>0

I<0

三(LL)

具低变量值的空间元素聚集曰代表该聚
集区域的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较低曰空
间异质性较低遥

I>0

四(HL)

具低变量值的空间元素区域包围具高
变量值的空间元素区域曰代表该区域的
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较高袁但邻近地区
的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较低曰空间异质
性较高遥

I<0

注院L 值指空间要素的变量值小于平均值袁H 值指空间要素
的变量值大于平均值遥

将口镇
崇雒乡

具高变量值的空间元素区域包围具低
变量值的空间元素区域曰代表该区域的
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较低袁但邻近地区
的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较高曰空间异质
性较高遥

二(LH)

漳墩镇

小湖镇
潭城街道
童游街道

3.2

128.82

121.41

141.16

140.63 134.47

135.17

126.00

49.59

117.04 120.64

128.83
152.59

109.87
96.00

104.43
99.38

117.12 114.94
112.67 108.52

151.69

141.27

130.48

113.07

95.04

107.14

109.48 105.50

115.44

78.27

127.19 114.69

111.42

100.12

69.02

107.61

119.85

171.39

132.04

137.11

129.64

222.18

147.49
159.45
1

126.23

133.57
96.13

117.00
120.52
109.57

141.62 139.84
71.07

76.63

121.04 132.27
121.26 139.49
134.58 132.89
122.76 131.46
94.40

95.55

建阳区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全局空间自相
关分析
利用建阳区 13 个乡镇的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渊包括总森林尧保护小区尧水土保持林尧水源涵养林尧用

材林冤为空间变量袁基于 GeoDa 软件 [20]运行计算建阳
区 13 个乡镇空间单元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全局
Moran爷s I 指数渊表 3冤遥

严绍裕院县域森林蓄积量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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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建阳区 13 个乡镇森林各林种单位面积
蓄积量的全局 Moran爷s I 指数
Tab.3 Global Moran's I of different forest types爷
volume per area in Jianyang district

总森林
保护小区
水土保持林
水源涵养林
用材林

-0.308 4

0.187 3

-1.212 5

-0.264 3

0.192 7

-0.949 8

-0.252 7
-0.092 0
-0.401 4

0.136 4
0.166 4
0.176 3

-1.240 5
-0.050 3

从表 3 可得袁建阳区各乡镇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

量的全局 Moran爷s I 指数均小于 0袁 指数介于-0.41
至-0.09袁差异不大且所有单位面积蓄积量均未通过显

著性水平检验袁说明建阳区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在空
间上分布整体呈现出随机性的规律遥
3.3

图 2 建阳区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散点图

-1.803 5

建阳区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局部空间自相
关分析
利用建阳区各乡镇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的标准

Fig.2 Scatter plots of different forest types爷
volume per area in Jianyang district

渊volu_per 代表总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尧baohu_pu 代表保
护小区单位面积蓄积量尧shuibao_pe 代表水土保持林单位面积
蓄 积 量 尧shuiyuan_pe 代 表 水 源 涵 养 林 单 位 面 积 蓄 积 量 尧
yongcai_pe 代表用材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冤

从图 2 可得袁建阳区乡镇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

在第一象限分布较少袁 但大部分散点分布于第二尧四

象限内袁形成负空间相关的第二尧四象限中散点集聚

化值为 X 轴袁标准化值的空间滞后变量渊即 W X冤为 Y

虽较多袁但分布的拟合曲线显著性较低渊P>0.05冤袁呈

生成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 Moran 散点图渊图 2冤遥

主遥 说明各乡镇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基本不存在显著

轴袁应用 GeoDa 软件进行局域空间自相关指标计算后

不显著的负空间相关袁 因此空间分布以随机分布为
的空间自相关遥
基于公式渊3冤袁用 GeoDa 软件对建阳区乡镇各林

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局域自相关系数绘制 LISA 聚集

图渊图 3冤袁从而判断各乡镇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空间
分布的聚集程度袁并确定局域存在的野热点区冶和野冷
点区冶遥
从图 3 可发现袁 莒口镇总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尧

水土保持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尧用材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均处于冷点区曰黄坑镇总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尧用材
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袁书坊乡水源涵养林单位面积蓄积
量尧用材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袁小湖镇保护小区单位面
积蓄积量也处于冷点区袁说明上述几个区域各林种单
位面积蓄积量与邻近乡镇差异性大遥 水吉镇的总森林
单位面积蓄积量和水土保持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均处
于热点区袁由于全局 Moran爷s I 指数小于 0袁热点区代
表单位面积蓄积量较低袁说明上述几个区域各林种单
位面积蓄积量相对较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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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聚集图则可直观反映出乡镇各林种单位面积蓄
积量的冷点区和热点区袁其中莒口镇各林种蓄积量与

邻近乡镇差异性大曰水吉镇的总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和水土保持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均处于热点区袁蓄积量
相对较低遥 相邻冷点区和热点区的确定可为林业生产
中各林种在乡镇区中的优化与倾斜提供重要的参考
信息袁如莒口镇为作冷点区袁其相邻书坊乡尧麻沙镇及
徐市镇对应的水源涵养林尧用材林及水土保持林则应
提升营林管护水平促进林分提质增效曰而水吉镇作为
热点区袁表明总森林经营水平不高袁须全林提升质量
促进林分蓄积量增长遥
森林空间相关性研究袁是定量评价森林经营水平
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评价手段袁但在相关研究中以大
尺度为主袁中小尺度相关研究报道较少袁因此袁本研究
方法及其结论在福建其它林区如三明等地可进一步
图 3 建阳区乡镇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的 LISA 聚集图
Fig.3 LISA cluster maps of different forest types爷 volume
per area of all towns in Jianyang district

验证使用和改进完善遥 LISA 图和 Moran爷s I 指数虽然

得出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的空间分布规律和聚集程
度袁 但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受多种外部因素影响袁包

另外袁建阳区乡镇各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在空间

括地形尧气候尧光照尧林龄尧水分尧温度尧湿度尧土壤肥力

分布上未呈现出聚集性规律袁仅莒口镇和书坊乡用材

等遥 因此袁今后应对建阳区进行网格化处理袁将所有影

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呈负相关性的聚集分布遥

响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的因子建成数据库袁运用地理

4 结论与讨论

加权回归模型模拟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与影响因子
的关系袁进而更精确地掌握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的空
间分布规律和聚集模式遥

空间自相关分析可考虑地理空间因素对空间要
素的效应袁更清晰地认识空间要素分布特征袁为合理
经营空间要素提供理论依据[22]遥在本研究中袁建阳区各
乡镇空间的不同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空间自相关全
局指数反映了建阳区所有林种单位面积蓄积量分布
均为随机分布袁一方面可能与文中取样尺度渊小尺度冤
有关曰另一方面与建阳区作为我国南方主要林区之一
有关袁 其作为主要林区在全区均衡发展林业产业袁导
致区域内单位面积蓄积量差异性小尧未出现显著集聚
或分散的现象遥 由于各乡镇所拥有林地面积不一样袁
故取样尺度范围内的林分总蓄积量差异较大袁其空间
自相关格局也将不一样遥
局域 Moran爷s I 指数同样反映出建阳区森林单位

面积蓄积量的空间分布以随机分布为主袁表明各乡镇

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基本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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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orest Volume in County
YAN Shaoyu

渊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000冤

Abstract院In this study, Jianyang district in Nanping city was selected

as study area and different forest types爷 volume per area was

chosen as the basic data. Using GeoDa and ArcGIS 9.2 software, we calculated the global and local Moran爷s I index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uto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orest volume per area of the towns in Jianyang distri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lob鄄
al Moran爷s I index of all forest types爷 volume per area had no significa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s the local Moran爷s I index had simi鄄

lar trends. Though Lvkou town had the most of the cold spots in all forest types爷 volume per area, all forest types爷 volume per area did not
show obvious aggregation trend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Our study can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particular em鄄
phasis of forest types at local scale in forest production process.

Key words院forest volume per area;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county scale; Moran爷s I index; Nanping Jianyang district of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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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林区不同森林类型群落特征及
生物多样性分析
要以三明市清流县矿山环评调查项目为例
要要
王炳煌
渊三明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袁 福建 三明 365000冤

摘

要院生态环境调查与评价作为环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结合实际环评工作中的两个具体项目袁应用植物学

及群落生态学方法袁比较分析人工林和次生天然林植物物种资源尧不同层次的群落结构特征及其生物多样性遥 结果表明院
与人工林相比袁次生天然林的演替过程更接近天然林的演替袁其物种组成相比人工林更符合自然规律袁其抵御森林病虫
害等生态问题的能力也优于人工林遥 根据研究结果袁建议人工林的种植可以模拟次生天然林的演替过程袁不但可以提高
人工林生物多样性袁而且有防患病虫害尧提高人工林水源涵养等益处遥

关键词院森林群落特征曰生态调查曰生物多样性曰次生天然林曰人工林
中图分类号院 S718.54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30原园6

森林群落是不同森林植物在长期环境变化中相

着重要的关系袁因为物种多样性的变化始终与生态系

互作用尧相互适应而形成的集合遥 森林群落为人类的

统功能的重要表现形式要要
要生产力密切相关袁同时也

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资源袁为动植物和其他

与许多其他影响生产力的因素相关遥 物种多样性是生

生物的生存提供了栖息地袁维持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服

物群落结构组成的重要指标袁物种多样性的变化对植

务功能 遥 生物多样性是森林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核心 袁

被群落的组成和结构具有综合指标意义[8]遥 物种多样

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表现出一定

多样性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群落组成尧 变化和发

的规律性袁与多种因素有关[4]遥 研究森林群落特征和物

展遥 同时对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测定也可以反映群

功能 [5]袁从而加强林区环境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福建地区是我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份袁而三明

[1]

[2]

也是一个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复杂性的度量[3]遥 植物

种多样性的时空格局是认识和监测生态系统结构与
重要途径遥

性是对一个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复杂性的度量袁对物种

落及其环境的保护状况遥
地区是福建省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市袁而且是福建省的

森林的群落物种多样性状况是对其林分结构和

主要人工林区袁但是袁三明地区的矿产资源也比较丰

功能复杂性的量度遥 对某一种森林类型的群落物种多

富袁三明清流地区对矿山进行开采而促进社会经济发

样性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该森林类型的群落组成尧变

展的同时袁也带来了地表森林植被的破坏遥 在从事矿

化和发展状态袁也可以反映此森林类型与其环境的保

山环评过程中袁对清流温郊乡两个矿山项目进行了生

遥 群落中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

态调查袁调查中发现袁由于人工林种植缺乏科学管理袁

护状况

[6-7]

人工林种植养护过程袁野绿色沙漠冶 现象普遍存在袁即

收稿日期院2021-02-24

存在大面积的人工树林袁 且其构成树木种类单一袁年

作者简介院王炳煌(1984-)袁男袁汉族袁工程师袁主要从事生

龄和高矮比较接近袁十分密集袁林下缺乏中间的灌木

态环境科学的研究遥

层和地表植被[9]遥 因此袁在综合分析比较地理位置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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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尧林龄尧土壤等因子对森林的作用后袁选择清流县温
郊乡的人工林和次生天然林作比较袁选择同一地域的
样地比较袁充分考虑区域性和典型性袁尽可能缩小其
它影响因子可能造成的差异袁对清流县温郊乡的人工
林及次生天然林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对比袁从对比结果
分析二者差异袁 旨在为人工林的种植提供养护建议袁

较厚袁地形起伏大袁坡度较陡袁一般在 5~25毅之间袁局部
地区可达 35毅左右袁林分密度 85%左右遥 渊2冤清流县温
郊乡梧地矿区萤石矿开采项目位于温郊乡梧地村袁矿
山区域为次生天然林袁多为幼龄林袁林分密度 80%左
右袁区域内的群落海拔处于 350耀500 m 左右袁土壤为
红壤袁土层较厚袁区内山较陡峭袁坡度大于 25毅袁局部地
区可达 45毅左右遥

并为今后矿山退役后的植被恢复提供有益参考遥

1 研究区概况

2 研究方法

清流县位于三明市西部袁福建省西北部遥 清流县

2.1 样地设置与调查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袁冬季盛行偏北风袁夏季盛行偏

根据调查区植被的生长状况尧群落结构和立地条

南风袁境内四季分明袁冬季冷湿少雨袁夏季炎热雨多袁

件分别设置具有代表性的样地袁人工林设置 7 块标准

春季冷暖多变袁 秋季晴朗干燥遥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9%袁变化范围在 77%~84%之间遥 清流县属闽西博平

岭山地常绿楮类照叶林区袁其森林覆盖率 69.1%遥 调
查矿山简况院渊1冤清流县黄东坑萤石矿项目袁位于温郊

乡桐坑村袁矿山区域种植人工林袁多为幼龄林袁区域内
的群落海拔处于 410~510 m 左右袁土壤为红壤袁土层

样地 (20 m伊30 m)袁 次生天然林设置 6 块标准样地
(20 m伊30 m)遥 人工林和次生天然林标准样地的基本

信息见表 1遥在每块标准样地内袁再设置 6 块乔木层样
方(10 m伊10 m)袁在每块乔木层样方内分别设置 1 块灌
木层样方(5 m伊5 m)和 1 块草本层样方(1 m伊1 m)遥 样
方设置情况见表 2遥

表 1 人工林和次生天然林基本信息一览表
Tab.1 Summary of basic information on plantations and secondary natural forests

样地 1

461

5

样地 2

445

21

样地 3

505

25

样地 4

417

31

样地 5

436

15

样地 6

459

5

样地 7

423

17

26毅11'07"N
117毅02'49"E
26毅11'03"N
117毅02'54"E
26毅10'59"N
117毅02'45"E
26毅11'09"N
117毅02'54"E
26毅11'11"N
117毅02'59"E
26毅11'08"N
117毅03'01"E
26毅11'03"N
117毅02'57"E

7

411

32

10

423

40

7.5

406

10

8

395

35

9

441

35

9.5

415

42

6.5

26毅10'46.5"N
117毅7'23" E
26毅11'0.6" N
117毅7'17.8"E

26毅10'55" N
117毅7'17.3" E

26毅10'53.9" N
117毅7'24.4" E
26毅10'46" N
117毅7'15.2"E

26毅10'35.9"N
117毅7'28.9" E

10
8
8
7
1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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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频度渊F冤=某种植物出现的样方数/全部样方数曰

表 2 样方设置情况

相对频度渊RF冤=渊某种植物的频度/全部植物种的

Tab.2 Square setup

总频度冤伊100%曰
盂优势度渊DE冤=样方内某种植物的胸高断面积曰

相对优势度 渊RDE冤=渊某种植物的优势度/全部植

标准地 20伊30

7

4 200

20伊30

6

3 600

乔木层
10伊10
样方

42

4 200

10伊10

36

3 600

灌木层
样方

5伊5

42

1 050

5伊5

36

900

草本层
样方

1伊1

42

42

1伊1

36

36

对乔木层林木进行每木检尺袁记录其种名尧胸径尧

物种的总优势度冤伊100%曰

榆种的重要值 渊IV冤=相对密度 渊RD冤+相对频度

渊RF冤+相对优势度渊RDE冤遥
2.2.2 生物多样性指数

渊1冤Simpson 指数院指随即抽取的两个个体属于不

同种的概率[10-11]遥 对于有限总体袁Simpson 指数估计公
式为

树高尧枝下高和冠幅等信息曰对灌木层样方袁记录灌木

s

D=1-移

层林木的种名尧株数尧高度等信息曰对草本层样方袁记

Ni 渊NI -1冤

i=1

渊1冤

N渊N-1冤

录草本层的种类尧多度/株数尧高度等信息遥在所调查的

式中院Ni 为抽样中第 i 个物种的个体数量曰N 为抽样

人工林样地中袁乔木层中马尾松尧杉木尧毛竹平均高均

中所有物种的个体总和曰s 为物种总数遥

在 10 m 左右遥 群落总体高度不高袁大约 10 m袁乔木尧
灌木和草本分布比较均匀袁 灌木基本在 0.5~1.5 m 左右袁
草本除芦苇和五节芒等较高物种外袁 也基本在 0.6 m 以
下遥 在整个群落可分为乔木层尧灌木层和草本层 3 层

渊2冤Shannon-Wiener 指数用来描述种的个体出现

的紊乱性和不确定性[12]遥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渊H忆冤计算公式为

蓸

H'=3.3219 log N-

结构袁在高度上看袁3 层之间分界明显遥 在所调查的次

1
N

s

移N log N
i=1

i

i

蔀

渊2冤

生天然林样地中袁整个群落乔木层与灌木层和草本层

式中院H' 为样本中的信息容量渊bit/个体冤袁即种的

层次分明袁 但由于灌木层与草本层高度相差不大袁在

多样性指数曰s 为物种总数曰Ni 为第 i 种物种个体数占

有些样地中并没有明显分界面遥 林内茂密袁乔木层郁

群落总个体数的比例遥

闭度大约 0.8遥

2.2 数据分析与计算
2.2.1 重要值的计算

渊3冤Pielou 指数院描述了森林植被不同种类分配的

均匀程度[13]遥 其计算公式如下
s

乔木层重要值是各物种相对密度尧相对频度和相
对优势度等 3 个指标的综合袁其大小可反映物种在整

个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8]遥 灌木和草本比较简单袁为相
对密度与相对频度的综合遥 公式为

乔木院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优势度+相对频度曰
灌木院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频度曰

Jws =-

积曰

淤密度 渊D冤=样方内某种植物的个体数/样方面
相对密度渊RD冤=渊某种植物的密度/全部植物种的

总密度冤伊100%曰

i=1

i

i

log S

渊3冤

式中院s 为物种总数曰Pi 为第 i 种物种个体数占群
落总个体数的比例遥
渊4冤Brillouin 指数渊H冤院描述样地中不同种类分配

的均匀程度[10]遥 其计算公式如下
H=

草本院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频度曰
其中院

移P log P

N!
1
log 渊
冤
N
n 1 ! n2 ! n 3 ! 噎

渊4冤

式中院n1 为抽样中第 1 个物种的个体数量曰n2 为

抽样中第 2 个物种的个体数量曰n3 为抽样中第 3 个物
种的个体数量遥 如此类推袁N 为抽样中所有物种的个
体总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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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芒萁为酸性土壤的指示植物遥

3 结果与分析
表 4 人工林和次生天然林重要值对比
3.1

Tab.4 Comparison of important values between artificial

典型林区人工林与次生天然林的植物物种资源

forest and secondary natural forest

比较分析
人工林设置的 7 块标准样地中袁共发现有植物物

杉木

Pinus massoniana Lamb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53.46

毛竹

Phyllostachys angusta

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

40.17

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乌饭

V accinium guangdongense

铁芒萁

Dicranopteris linearis

莎草

Gahnia tristis Nees

出袁单从物种数量上看袁次生天然林的物种总数比人

菝葜

工林多 10%遥

杉木

Smilax china Linn

马尾松

种 93 种袁隶属于 54 科 84 属袁其中蕨类植物 8 种袁隶

乔木层

属于 7 科 8 属袁裸子植物 3 科 3 属 3 种袁被子植物 44
科 73 属 82 种遥 次生天然林设置的 6 块标准样地中袁

共发现有植物物种 104 种袁隶属于 53 科 85 属袁其中
蕨类植物 9 种袁隶属于 7 科 9 属袁裸子植物 2 科 2 属

人工林 灌木层

2 种袁被子植物 44 科 74 属 93 种遥 人工林和次生天然

林植物物种资源调查结果对比见表 3遥 从表 3 可以看

草本层

乔木层 大叶青冈

Tab.3 Comparison of survey results of plant species resources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小计

3.2

7

7

8

9

8

9

44

44

73

74

82

93

3

54

2

53

3

84

2

85

3

93

Quercus aliena

30.08
18.98
11.89
57.05
15.96
15.94

100.45
43.18

栲树 Castanopsis fargesii Franch 35.44

表 3 植物物种资源调查结果对比

蕨类植物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51.58

2

104

典型林区人工林与次生天然林的优势群落比较
分析
人工林和次生天然林的乔木层尧灌木层和草本层

次生
灌木层
天然林

草本层

3.3

柃木

Eurya japonica

紫藤

W isteria sinensis

箬竹

Indocalamus tessellatus

铁芒萁

Dicranopteris pedata

狗脊蕨

Woodwardia japonica

莎草

Cyperusro tundus L.

16.17
16.05
13.04

106.61
28.38
22.83

典型林区人工林和次生天然林植被生物多样性
比较分析
清流县温郊乡的人工林和次生天然林的生物多

样性指数见表 5遥 由表 5 可知袁人工林的乔木层尧草本
层的物种数多于次生天然林袁灌木层的物种数少于次

中植物物种的重要值(取前 3 位)对比见表 4遥 人工林

生天然林曰而个体数方面袁人工林的各垂直层次均明

乔木层的优势种为马尾松尧杉木和毛竹均为人工用材

显少于次生天然林遥 这说明人工林在养护过程中袁培

林物种袁三者重要值相当袁体现出很明显的人工培育

育乔木层的意向很明显袁人工林在生长过程中袁其它

痕迹曰 而次生天然林乔木层中杉木的重要值高达

乔木也随之生长袁 但其个体数却仍少于次生天然林袁

100.45%袁 有明显的优势袁 紧随其后为大叶青冈和栲

主要是因为其它非人工林乔木受人类干扰所致遥 林下

树遥 人工林灌木层主要受益于乔木层的培育而随之生

的灌木层尧草本层与乔木层有相似之处袁但由于次生

长袁其优势种为檵木袁相比山茶和乌饭袁檵木有着相对

天然林处于灌木演替阶段袁其物种数尧个体数均多于

明显的生长优势袁而次生天然林中袁灌木层物种则分

次生天然林遥

布较为均匀袁柃木尧紫藤尧箬竹的重要值相近袁为该灌

所选的人工林样地和次生天然林样地的乔木层尧

木层的共同优势种遥 人工林和次生天然林的草本层有

灌木层尧 草本层物种多样性指数相比差异比较明显遥

着相似的地方袁其优势种均为铁芒萁袁这与当地土壤

综合各生物多样性指数袁在垂直层次上袁人工林和次

主要为红壤的关系较大袁因红壤偏酸性袁而南方地区

生天然林中生物多样指数最高的均是灌木层袁且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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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排序均为院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遥 从林型来看袁
在乔木层和草本层袁人工林的 4 个生物多样性指数均

大于次生天然林袁而灌木层相反袁次生天然林均大于
人工林遥 从生物多样性指数来看袁Simpson 指数最大值
为次生天然林灌木层的 0.955 3袁 最小值为其草本层
的 0.445 2曰Shannon 指数最大值为次生天然林灌木层

最大值为次生天然林灌木层的 0.833 7袁 最小值为其
草本层的 0.415 1曰Brillouin 指数最大值为次生天然林
灌木层的 4.975 5袁最小值为其草本层的 1.592 4遥 人工

林乔木层尧草本层生物更丰富袁而灌木层反之袁说明人
工林与次生天然林相比袁乔木层尧草本层的物种更丰
富袁而灌木层的物种更贫乏遥

的 5.160 6袁最小值为其草本层的 1.621 6曰Pielou 指数
表 5 人工林和次生天然林的生物多样性比较
Tab.5 Comparison of biodiversity between artificial forest and secondary natural forest
乔木层
人工林

676

0.876 2

3.729 8

0.700 8

3.585 1

36

790

0.798 9

3.534 2

0.683 6

3.408 8

43

灌木层
草本层

23

乔木层
次生天然林

40

75

灌木层

15

草本层

480
826

1 043
1 578

4 结论与讨论

0.917 8
0.775 1
0.955 3
0.445 2

4.476 0
2.726 2
5.160 6
1.621 6

0.824 9
0.602 7
0.833 7
0.415 1

4.246 5
2.656 4
4.975 5
1.592 4

贫乏袁这也是野绿色沙漠冶现象的主要原因遥 因此袁本次
调查研究认为袁人工林存在爆发病虫害等生态问题的

结合实际环评工作中的两个具体项目袁应用植物

弊端袁与其生物多样性贫乏关系很大袁为此袁建议人工

学及群落生态学方法袁比较分析了人工林和次生天然

林的种植(或矿山退役后的植被恢复)模拟天然林的演

林植物物种资源尧不同层次的群落结构特征及其生物

替过程[15]袁不要仅重视乔木层的养护及乔木层物种的

多样性遥 本研究结果得出袁从物种数量上看袁次生天然
林的植物物种总数比人工林多 10%遥 这是由于森林植
被在天然演替过程中袁植物种群在竞争中生长袁其群
落的生长演替更符合自然规律 袁相比人工林袁天然演
[14]

合理搭配种植袁也要注重林下灌木尧草本的种植袁从立
面结构上合理科学种植袁垂直各层间配合种植不同的
经济物种袁这样不但可以充分利用立体空间袁增加效
益袁还可以增加植被的物种多样性遥 该种植方式主要

替形成的种群间配置更合理袁可避免人工林容易爆发

有利有二院其一袁由于模拟天然林的生长过程袁物种在

病虫害等生态问题的弊端遥 此外袁本研究发现袁人工林

竞争中生长袁最终的结果是物种更丰富袁有利于防患

与次生天然林相比袁乔木层尧草本层的物种更丰富袁而

森林病虫害曰其二袁不同层的植被在收获时袁其它层还

灌木层的物种更贫乏遥 这主要是因为人工林乔木层受

可以继续维持其水土保持尧水源涵养的作用袁可大大

人类定期养护袁林下草本植被也随之生长袁灌木层则

减轻人工林在砍伐时引起的水土流失遥

因为受人类的干扰及乔木层从阳光尧养分等的竞争而

虽然本次调查所选两块样地自然环境和气候状

生长受到影响袁 而次生天然林正处于灌木演替阶段袁

况很接近袁但地区间和样方间具体的生境状况和林内

灌木层为优势层袁该层植被茂密袁对草本层植物的生

小气候特征的差异无法避免袁另外袁所选样地的物种

长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袁 乔木层则由于生长周期较

为南方常见的物种袁不可代表其它物种的人工林及次

长袁其在次生天然林当中袁还处于发展阶段袁要成为优

生天然林袁还有袁由于研究经费有限袁无法扩大样地的

势层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演替遥

选择袁其代表性有限袁因此袁对于人工林和次生天然林

通过对人工林与次生天然林各垂直层次的生物
多样性对比袁发现人工林在种植过程中袁太过注重乔
木层养护袁结果使得人工林群落整体的生物多样性更

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分析比较仍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遥
致谢

生态调查及本文撰写过程中袁得到了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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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 35 窑

王炳煌院典型林区不同森林类型群落特征及生物多样性分析

Comparison to other forest ecosystems, longitudinal patterns,

明学院王其炳硕士的大力的帮助和支持袁在此一并表

role of rare species and topographic factors[J]. Forest Ecology

示感谢!

and Management,2021,496.

[9] 赵世民.谨防野绿色沙漠冶:浅析植被恢复中存在的一种误区

参考文献院
[1] 方精云,王襄平,沈泽昊,等.植物群落清查的主要内容尧方法
和技术规范[J].生物多样性,2009,17(6):533-548.

[2] 赵士洞袁汪业勖援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问题[J]生态学杂志袁
[3]

社 A 多样性的测度方
[10] 马克平.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测度方法N
法(上)[J].生物多样性,1994,2(3):162-168.

社 A 多样性
马克平,刘玉明.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测度方法N

1997袁16(4):35-38援

[11]

性研究[J]1 植物学报袁1995袁37(5):386-3931援

[12] 王旭,韩天宇,李荣生,等.热带低地雨林板根树木分布特征

谢晋阳袁陈灵芝援意大利威尼托大区刺叶栎林的生物多样

[4] 谢晋阳袁陈灵芝援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物种多样性特征[J]生
态学报袁1994袁14(4):337-3441援

[5] 刘召强,刘艺平,冯理明,等.额尔齐斯河流域垂枝桦林群落
结构特征与物种多样性相关分析[J].西北植物学报,2020,40
(3):532-542.

[6] 崔佳佳,铁牛.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群落结构及植物多样性特
征研究[J].西北林学院学报,2021,36(2):24-30.

[7] 王艳红,李帅锋,郎学东,等.地形异质性对云南普洱季风常
绿阔叶林物种多样性的影响[J].植物生态学报,2020,44(10):

[8]

[J] 甘孜科技 2004,25(1):3-5.

1015-1027.

的测度方法(下)[J].生物多样性,1994,2(4):231-239.

及其对林下植物多样性的影响[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21,50(3):356-363.

[13] 崔雨萱,孙宗玖,刘慧霞,等.短期封育对蒿类荒漠草地现存

生物量及植物群落多样性的影响[J].草业学报,2020,29(12):
17-26.

[14] 仵慧宁,张彩霞,赵海阔,等.陇中黄土高原末次冰盛期以来

的植被演替及其气候响应[J].生态学杂志,2020,39(8):24882500.

[15] 洪小敏,魏强,李梦娇,等.亚热带典型森林地上和地下凋落
物输入对土壤新老有机碳动态平衡的影响[J].应用生态学

PIELECH R . Plant species richness in riparian forests:

报,2021,32(3):825-835.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nd
Biodiversity Research in Typical Forest Zone
要要
要Ecological surveys for mining in Qingliu Sanming
WANG Binghuang

渊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anming袁Sanming袁Fujian 365000袁China冤

Abstract院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IA work, much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EIA projects in mining engineering, irreplaceable role of forest ecosystems in the mainten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province's ecologi鄄
cal environment and biodiversity. Howeve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bring the mining and forest ecosystem resource protection
needs gradually to highlight contradictions. In this paper, two specific items in the actual EIA, applied the methods of botany and commu鄄
nity ecolog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lantation and secondary natural forest plant species resources, different levels of community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院This explains man-made woods tend to have more plant diseases
while the succession process of the secondary natural woods is more close to that of natural woods.The ability to withstand forest diseases
of the secondary natural wood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man-made woods , and the makeup of species of the former is more close to natural
laws than the latter.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on the plantations curing metho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lan鄄
tation of man-made woods imitate the succession process of the secondary natural woods袁in order to improve the bio-diversity ,the ability
to withstand forest diseases of man-made woods and the ability to conserve water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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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biodiversity; secondary natural woods; artificial w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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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传统村落分布特征及保护的数据化分析
汤雨平 1袁 官紫玲 1袁 宣阳 2

渊1. 福州工商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700曰 2. 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0冤

摘

要院福州市的地形地貌尧水文尧交通尧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福州市传统村落的分布袁通过数据化处理袁对福州市

传统村落以市域尧县域的角度进行空间分布特征分析遥 研究表明院福州市传统村落呈现集聚型分布袁75%的传统村落集中
在永泰县尧闽清县袁多坐落于崎岖山地袁交通环境闭塞区域袁且背靠山体袁坐北朝南遥 闽侯竹歧乡的乡村振兴规划项目袁对
闽侯半岭村的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进行研究袁并提出可行性对策袁促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传统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遥

关键词院传统村落曰空间分布曰保护和开发曰数据化分析曰福州市
中图分类号院TU982.2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36原园5

随着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的提高袁传统村落的科
学研究呈现繁荣景象袁 主要集中对传统村落的价值尧
开发与保护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 遥 在城乡融合建设
[1]

发展的新时代袁传统村落作为农业文明的象征尧优秀
传统文化的载体袁 乡村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空间袁其
开发与保护蕴含着深刻的重要意义遥 社会尧经济迅猛
发展袁给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以强大的冲击袁其数量
的锐减尧空心化现象也逐渐显现出来遥 因此在乡村振
兴背景下如何保护与开发传统村落能够促进其发展
且保证其原有的文化内涵是重中之中的研究遥 以宏观
角度刘沛林等袁康璟瑶等袁研究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
分布格局及其景观意象

遥 李伯华等采用信息可视化

[2-3]

软件 Citespace 为研究手段构建了中国传统村落景观

图谱 遥 从中观角度出发袁郭亚玮研究福建省传统村落
[4]

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 遥 对福州市传统村落空间分
[5]

布特征及形成因素作出分析袁并以闽侯竹歧乡的传统

村落要要
要半岭村为例袁提出开发与保护策略袁为福州
市传统村落开发保护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遥

1 研究背景
1.1 研究区概况

福州地处北纬 20毅15忆要26毅39忆袁 东经 118毅08忆要

120毅31忆袁全市拥有陆地面积为 11 968 km2袁海域总面
积 1.09伊105 km2袁海岸线长为 1 137 km遥其地形地貌上

四周环绕青山尧形成河口盆地袁海拔多在 600~1 000 m
之间遥 南部为福州盆地的大部分曰北部为山地袁从西南

向东倾斜曰西部为中低山地曰东部丘陵平原相间遥 山
地尧丘陵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72.68%遥 到 2018 年袁全
市共分为福州市区及 6 县袁2019 年常住人口达到 780
万人袁城镇化率为 70.5%遥
1.2 数据与研究方法

数据来自福建省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袁取得福州

市近年来的三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单袁共 110 个遥 部分
半岭村传统村落资料来源于项目合作方遥 福州 DEM
数据渊分辨率 90 m伊90 m冤取自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袁

福州市社会经济数据取自福州市统计局福州统计年
收稿日期院2020-10-09
基金项目院2019 年 福 建 省 中 青 年 教 师 教 育 科 研 项 目
渊JAT191054冤遥

作者简介院汤雨平渊1989-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乡村
规划尧乡村振兴的研究遥

鉴渊2018冤遥 采用百度坐标拾取器渊API冤进行计算袁获得
名单中传统村落的经纬度遥 利用 ArcGIS 和 Excel 等工
具对福州市传统村落分布空间进行研究袁选取最邻近

距离尧最邻近指数尧地理集中指数尧不平衡指数等研究
模型袁分析福州市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遥 利用 Arc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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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析工具进行模型叠加袁对福州市水文尧交通尧社会

根据计算得出结果 G=54.4袁表明福州市传统村落

经济等数据进行分析遥

分布状态是呈现集聚分布遥 平均地理集中指数 G =

2 福州市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

集中指数要小于实际的地理集中指数遥 可以看出福州

9.54遥 平均分布的理想状态的福州传统村落分布地理

市传统村落分布不均袁较为集中遥 而从数量分布特征
上可以看出袁约 74%集中在永泰县和闽清县遥

2.1 分布特征分析
宏观上可将传统村落看成点状分布袁最邻近距离
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
指标[6]遥 点状要素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尧均匀分布或者

集聚分布三种类型[7]遥 通过最邻近距离和最邻近点指
数分析出福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状态遥

2.2.2 不平衡指数

S 代表福州市传统村落不平衡指数袁i 代表福州市
县尧市尧区的总体数量袁Y i 表示福州的县尧市尧区范围内
的传统村落数量的比例由高至低后第 i 位的累积百分
比遥 S 的数值在 0~1 之间袁当 S=0 时袁表示福州市的传
统村落平均分布在整个研究范围遥 当 S=1 时袁表示福

2.1.1 最邻近距离
rE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袁A 为区域面积袁n 为点数即

州市的传统村落集中在某一个区域中遥 公式如下

区域内传统村落数量袁D 为点密度遥 三类分布类型中袁
均匀分布的最邻近距离最大袁随机分布中等袁集聚分
布最小遥 公式如下
rE =

2

2.1.2 最邻近指数

1

姨

n
A

=

1
2 姨D

渊1冤

R 表示最邻近指数袁r1 为实际最邻近距离袁D 表示

S=

移

n
i=1

Y i-50渊n+1冤

100n-50渊n+1冤

渊4冤

经计算袁S=0.61袁表明福州市传统村落呈不均匀分

布袁集中于某个区域遥 由图 1 的累积百分比可知袁44%
分布在永泰袁31%分布在闽清袁9%分布在罗源县袁其它
4 县只占了 16%遥

点密度遥 当 R 为 1 时袁点状分布为随机分布曰R跃1 时袁

点状分布为均匀分布曰R约1 时袁 点头分布呈现集聚分
布遥 公式如下
R=

r軃
1
軃
r2

=2 姨Dr1

渊2冤

根据 ArcGIS 的空间统计计算得出结果院rE=5.097,

r1=0.4558袁R=0.09<1袁由此表明袁福州市传统村落分布
从整体上呈集聚型分布遥
2.2 分布均衡性
传统村落的分布均衡性以地理集中指数和不平
衡指数作为评判依据遥
2.2.1 地理集中指数
G 代表福州市传统村落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袁G
为福州市传统村落分布的平均地理集中指数袁i 为福
州市县市的数量袁X i 村为第 i 个县市区的传统村落数

图 1 福州市传统村落县域分布图

Fig.1 County distribution map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zhou

3 福州市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量袁T 为福州市传统村落的数量袁n 为福州地区总数袁G

3.1 地形地貌因素

散袁反之则越集中遥 公式如下

坡向袁并利用 ArcGIS 工具重分类及提取分析袁计算出

取值在 0~100 之间袁G 值越小表示传统村落分布越分
G=100伊

姨移 蓸 蔀
n

i=1

Xi
T

2

G=100伊

姨

1
移
2
n
i=1
n

渊3冤

通过 ArcGIS 计算出福州市区域的高程尧 坡度及

以海拔尧坡度尧坡向为条件的传统村落分布情况遥 结果
表明院38%的村落海拔低于 200 m袁多位于河谷尧山间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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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及平地地带遥 由于福州山地丘陵众多袁因此海拔
200~800 m 之间也存在 57%的传统村落袁这部分村落

坐落于山地丘陵坡上袁山地的坡度急剧变化袁曲折蜿
蜒遥 其它村落集中在小于 15毅的区域袁32%的村落位于
小于 5毅的平缓尧坡度不大地带袁坡度起伏变化大袁33%

位于坡度 5毅-10毅之间袁23%位于 10毅~15毅之间袁这也进
一步说明了福州山地丘陵区域的传统村落布局密集袁

当地建设技艺高超遥 坡度虽有较大的起伏变化袁但也
给传统村落带来了发展的有利条件遥
表 1 福州市传统村落地形地貌分布图
Tab.1 Topography map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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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福州市传统村落坡向分布图

Fig.4 Aspect distribution map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zhou

3.2 水文因素

利用 ArcGIS 工具对福州市水系以河流流量将河

流分级袁根据流量分 3 级处理袁并以 3 级河流矢量为

基础袁 分别以 1.5尧1.0尧0.5 km 为线性单位对福州市水

系图层的进行缓冲区分析遥 最后结合福州市传统村落
点图层进行叠加分析遥 有 30%的传统村落都分布在河

流的缓冲区内或附近袁 呈现随河流流向带着分布袁尤
以在河流分叉口地带聚集分布为较明显特征遥

图 2 福州市传统村落高程分布图

Fig.2 Elevation map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zhou

图 5 福州市传统村落河流分布图

Fig.5 River distribution map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zhou

3.3 交通因素

通过 ArcGIS 对福州市国道尧省道尧县道尧乡村道

路及铁路综合分析袁并结合福州传统村落点进行可视
化处理袁可以看出院福州市市区及福清市市区地形平
坦袁道路密集袁但传统村落极少遥 从道路密度上看袁位
于福州市西部的永泰尧闽清地形崎岖袁道路密度小袁但
传统村落较多袁东面罗源县道路密度中等袁传统村落
数量也有不少遥 从结果可以看出袁道路疏散尧地形崎岖
图 3 福州市传统村落坡度分布图

Fig.3 Slope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zhou

区域尧海拔较高的区域虽然环境闭塞袁但却更有利于
传统村落的留存与保护遥

汤雨平袁等院福州市传统村落分布特征及保护的数据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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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高袁气候条件优越遥 小目溪是沿线村庄通往县城
最为重要的交通要道袁上塅也成为整段流域中非常重
要的集市袁旧时街上店铺林立袁有野小香港冶之美称遥
4.2 半岭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的对策建议
4.2.1 优越的自然环境
半岭村山地面积约 8.67 km2袁森林覆盖广阔袁气候

适宜袁生态保护良好袁自然风景优越遥 基于原有自然资

源袁在规划方案中要明确生态红线范围尧农业用地红
线尧建设用地红线袁严格控制各项用地空间建设内容袁
结合自然资源优势建设传统村落建袁 保持半岭村的
图 6 福州市传统村落交通分布图

Fig.6 Communications distribution map of traditional

3.4 社会经济

villages in Fuzhou

山尧田尧林尧水的整体布局遥
4.2.2 良好的区域交通
从福州市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图中可以看出袁福州

社会经济因素主要使用评估的因子能够客观的
反映出福州各县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袁并借以分析
出福州传统村落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关系遥

市周边及闽侯县仅有 5 个传统村落袁 而半岭村位于
省尧市尧县交通干线附近袁距离闽侯县城尧316 国道尧福
银高速出入口均不到 10 km袁且 1 min 内通达福州遥 经
实地调研袁福州至半岭主村段的道路全程平坦袁海拔

传统村落的分布与该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8]遥 从表 2 中可知袁传统村落较多

区域的永泰县和闽清县的人口数量少袁第二产为生产

总值低袁城镇化率也低袁只有 40%遥 而福州市区尧闽侯

较低袁无需翻山越岭遥 可见袁半岭村在地理位置及地表
特点上较其它偏远的传统村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袁有
利于其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传统文化发展旅游遥
4.2.3 坚持三产融合袁导入社会各项资源

县尧福清市生产总值高尧城镇化率高袁其传统村落数量
较少袁只占全市的 12%不到遥

第一袁 传统村落往往存在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尧历
史古迹待修复尧人口流失等问题袁而解决这些问题袁都

表 2 福州市各县市经济发展指标统计渊2018冤
Tab.2 Stat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f Fuzhou 渊2018冤

离不开必要的资金[9]遥 村干部应当合理利用政府的财

政拨款袁 并结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丰富资金来源袁首
先完善主村域的各项基础设施袁再逐步遍及各下属自
然村遥 第二袁面对空心化尧人口流失问题袁通过旅游业
将半岭村农业尧 反季蔬菜等产业与服务业结合起来袁

福州市区 4 911.75

124 663

391.0

9 260.48

242.82

114 811

21.2

143.34

603.55

83 827

闽清县
罗源县
连江县
闽侯县
福清县
永泰县

226.33
469.48

1 102.14
184.61

94 305
79 505
84 101
72 680

24.0
59.3
72.5

131.6

25.4

115.17
203.92
341.34
543.70
73.70

88.48%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袁帮助当地村民再就业袁打造传统

47.5%

促进村民收入袁吸引创业人才袁带动半岭村整体产业

57.0%

引导村民建立自我主体意识袁 村落是村民生活居住的

40.5%

村落特色农产品品牌等袁 实现三产融合的发展体系袁

47.1%

及经济的发展袁最终带动半岭村实现乡村振兴遥 第三袁

51.8%
41.8%

场所袁村民是村落中最活跃的参与者袁也是村落保护和
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因素[10]遥
4.2.4

4 闽侯竹歧乡半岭村传统村落实践研究

以保护传统文化为出发点袁开展科学合理的规划

首先袁从半岭村现有山水格局尧人居环境尧传统建
筑尧非物质文化出发袁明确村落资源的保护对象袁分类

4.1 项目背景

闽侯竹歧乡半岭村于 2020 年初被评为福建省第

三批省级传统村落袁全村总面积 7.5 km 袁全村森林覆
2

分级进行保护遥 明确村落中的核心保护区袁严格控制
与按理袁旨在保护半岭村现存的历史村落格局尧街巷
肌理尧传统民俗文化以及构成风貌等遥 第二尧保护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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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文化的整体性和独有性袁在村落真实完整存在的历

单袁这样结果更客观及科学遥 另外袁半岭村的传统村落

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前提下袁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修缮

的发展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遥 因此袁传统村落的发

一定是具有针对性的遥 保护传统村落形态的真实性袁

展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在一起袁 并指导实践袁还

禁止随意修建仿古建筑尧仿古街区等袁合理控制商业

需要更深层次的探讨与研究遥

开发面积比例 遥 第三袁在以保护为前提下袁改善半岭
[11]

村的人居环境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袁提升传统建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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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zhou Based on Digitization
TANG Yuping 1, GUAN Zilin 1, XUAN Yang2

(1.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Fuzhou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700, China;
2. Guangzhou Bosha Architectural Design Institute CO,LTD, Fuzhou, Fujian 350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and coun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zhou on date. In addition, the topography, hydrology, transportation, social economy and other factors have also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zhou.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 in Fuzhou, and
75% are concentrated in Yongtai and Minqing. Most of them are located in rugged mountains with blocked traffic environment. Moreover
they leaned against the mountain and sat north facing south.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Banling Minhou based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project of Zhuqi Minhou. And it proposes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ncient vill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spatial distributi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digitization 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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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与出口贸易关系分析
丘甜 1,2袁 邱钰湲 2

(1.武夷学院 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武夷学院 商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院福建省出口贸易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袁但对外承包工程发展缓慢甚至裹足不前遥 通过收集福建省对
外承包工程与出口贸易相关数据袁构建 VAR 模型研究两者内在互动关系袁结果表明院福建省货物尧服务和技术出口的增
长短期内均会引起对外承包工程的增长曰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对货物出口和技术出口具有长期替代效应袁对服务出口始

终产生带动效应曰服务出口与对外承包工程的相互影响最大遥 对此袁提出发挥对外承包工程野扩散效应冶的优势尧把握野一
带一路冶建设的发展机遇等建议袁以期促进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与出口贸易协同稳定发展遥

关键词院对外承包工程曰货物出口曰服务出口曰技术出口曰福建省
中图分类号院F127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41原园6

2019 年袁福建省出口贸易发展态势良好袁出口贸

的内在关系袁提出缓解出口困境尧实现我国对外合作

省与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出口额为

带一路冶沿线 42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袁实证检验了中国

易总额为 8 281.55 亿元袁位居全国第 6 位遥 其中袁福建
2 382.8 亿元袁占福建省货物出口额的 31.25%袁高于整
体货物出口增速袁为福建省出口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市场空间遥 福建作为全国最早进入对外承包工程市
场的一批省份之一袁其营业额曾在一段时间内位居全
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的前列遥2019 年福建省对外承
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0.18 亿美元袁 占全国比例不足

1%袁近年来对外承包工程发展缓慢甚至裹足不前袁对

福建建筑企业来说袁野走出去冶 发展尤为必要和迫切遥

与出口贸易利益最大化政策建议[3]曰张越利用中国野一
对外承包工程对对外直接投资尧出口贸易和产能输出

的带动作用[4]曰许晓娟通过整合相关数据尧调查重点企

业等方式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直接投资带动
出口的规模进行了实际测算[5]遥 谭培指出对野一带一
路冶国家承包工程与我国的出口技术结构之间有长期

均衡关系袁对野一带一路冶国家承包工程对我国出口技
术结构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遥 综上所述袁学术界

关于对外承包工程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得到比较

面临当下难得的发展机遇期袁应大力扩大推进福建省

一致的结论袁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推动了国际经济技

对外承包工程袁并力求寻找改变困境的新的治理能力

术合作的快速发展袁对增强国际竞争力发挥了积极的

建议遥

作用袁对外承包工程和出口贸易逐渐出现相互结合动

曾秀娟指出野一带一路冶重大战略的实施袁将为对

向发展袁其对企业野走出去冶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

外承包工程企业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袁不断

竞争具有现实而深远的重要意义遥 但学术界关于对外

带动国内各项设备物资的出口 曰覃伟芳指出对外承
[1]

包工程促进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贸易增长[2]曰吕荣
杰构建 VAR 模型研究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与出口贸易
收稿日期院2021-06-03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渊201910397003冤袁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AS19375冤遥
作者简介院丘甜渊1988-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经济计
量袁数据诊断等方面的研究遥

承包工程与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多基于国家层面袁省
域层面研究较少遥 现有关于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与出
口贸易关系的研究较少袁尤其缺乏其实证角度的分析遥

1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1 研究方法

向量自回归渊VAR冤模型是希姆斯于 1980 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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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袁针对变量无法确定为外生变量时的一种多方程
模型的分析方法袁可用于分析和预测相互联系的多变
量时间序列系统袁分析随机干扰项所探讨的经济系统
的动态冲击袁 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遥
VAR(p) 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CT曰 服务出口是指向他国消费者提供运输尧 旅游尧通

讯尧建筑等服务的活动袁用服务出口额表示袁记为 ST曰
技术出口主要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袁用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额表示袁记为 TT遥

收集 2001要2019 年以上四个时间序列变量的有

渊1冤

关数据袁同时数值绝对值的缩小袁更易于计算曰削弱数

其中院yt 是 k 维内生变量列向量曰xt 是 d 维外生变量列

据自身不定因素等有关问题袁使数据更加平稳遥 福建

向量曰p 是滞后阶数曰T 是样本个数遥k伊k 维矩阵 椎1,椎2,

省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尧货物出口额尧服务出口额和

维扰动列向量袁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遥

以表示袁以便更系统的对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与出口

yt=椎1yt-1+噎+椎pyt-p+Hxt+着t,t=1,2,噎,T

噎,椎p 和 k伊d 维矩阵 H 是待估计的系数矩阵曰着t 是 k
1.2 数据说明

技术出口额分别用 LNFCP尧LNCT尧LNST 和 LNTT 加
贸易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遥

对外承包工程是在国际市场上袁建筑承包企业或
其他单位通过多种方式以及相应条件与外国发包单

2 实证分析

位渊即业主冤签订合同袁进行境外工程建设并获取一定
报酬的经济活动遥 福建对外承包工程用对外承包工程
合同额表示袁记为 FCP曰基于我国对外贸易法袁出口贸易

2.1 数据平稳性检验

采用由 Dickey-Fuller 推广至更一般情形皆可使

包括货物出口尧国际服务出口和技术出口三种形式 遥 货

用的 ADF渊augmented dickey-fuller冤检验方法进行平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袁 用货物出口额表示袁 记为

向量自回归袁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遥

[7]

物出口是指初级产品尧工业制成品等货物出口到其他

稳性检验袁以便在判断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后进行

表 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Tab.1 Stationary test of variables

LNFCP
LNCT
LNST

LNTT

DLNFCP
DLNST

CT0
C00
C00
C00
001
001

0.124 3
0.025 5
0.477 4
0.000 8
0.000 1
0.002 0

-3.163 2
-3.407 9
-1.566 0
-5.257 9
-5.095 1
-3.435 8

由表 1 可知袁LNCT尧LNTT 是有截距项无时间趋

势项的平稳时间序列遥 LNFCP 和 LNST 的一阶差分
渊由 DLNFCP 和 DLNST 表示冤是平稳的袁属于同阶单

-4.616 2
-3.886 8
-3.886 8
-3.920 4
-2.728 3
-2.717 5

-3.710 5
-3.052 2
-3.052 2
-3.065 6
-1.966 3
-1.964 4

-3.297 8
-2.666 6
-2.666 6
-2.673 5
-1.605 0
-1.605 6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整遥 若想构建 LNFCP 和 LNST 非平稳 时间序列的
VAR 模型袁还需用野E-G 两步法冶进行协整检验袁检验
结果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E-G 协整检验

Tab.2 E-G cointegration test

LNFCP,LNST

000

0.008 6

-2.775 4

-2.708 1

-1.962 8

-1.606 1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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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 LNFCP 和 LNST 之间存在长期均衡

关系袁可构建 VAR 模型遥

2.2 VAR 模型最佳滞后期确定及模型构建

基于 LNFCP 与 LNCT尧LNTT 是不同阶平稳袁需对

LNFCP 进行一阶差分平稳后袁 求其分别 与 LNCT尧
LNTT 的最佳滞后期曰而 LNFCP 与 LNST 为同阶单整袁
且具有协整关系袁则直接讨论 LNFCP 与 LNST 的最佳
滞后期遥 结果如表 3 所示遥

表 3 VAR 模型最佳滞后期选择准则
Tab.3 Selection criteria for optimal lag time of VAR model
DLNFCP,LNCT

0

-27.674 9

0

-29.953 8

0

-20.405 1

1

LNFCP,LNST

1

DLNFCP,LNTT

1

NA

0.140 0

3.709 4

0.147 1

3.759 3

3.857 3

2.800 6

2.897 2

4.040 0

51.536 8*

0.004 4*

-7.803 3

36.483 2*

0.017 5*

1.623 9*

0.350 9

33.728 54*

0.007 0*

0.706 1*

NA
NA

由表 3 可知袁VAR 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是 1袁因

0.056 4

0.245 0*

3.805 9

3.714 3

0.534 7*

0.259 8*

1.918 0*

1.653 1*

0.995 9*

0.721 0*

3.769 0
2.805 6

此构建 VAR渊1冤模型遥 一阶差分后的 LNFCP渊即 DL鄄

NFCP冤和 LNCT尧LNTT 分别 建立 VAR1(1)尧VAR3(1)曰

LNFCP 与 LNST 建立 VAR2(1)遥 将构成的模型写成矩
阵形式的估计式

蓸
蓸

蓸

DLNFCP
LNCT

LNFCP
LNST

DLNFCP
LNTT

蔀蓸
=

蔀蓸
=

蔀蓸
=

蓸

-1.7359

LNFCPt-1
LNCTt-1

1.3944

蓸

蔀蓸
+

LNFCPt-1
LNSTt-1

-0.1265

蓸

+

1.9787

6.1697

1.3609

2.3 脉冲响应分析

-0.2777 0.1176
-0.0729 0.8813

蔀蓸 蔀
+

滋1t
滋2t

0.2943 0.3295

-0.0991 0.9316

蔀蓸 蔀
+

蔀蓸
+

LNFCPt-1
LNTTt-1

蔀蓸

滋1t

蔀

滋2t

-0.2630 0.0481
-0.0503 0.7288

蔀蓸 蔀
+

滋1t
滋2t

蔀

渊2冤

图 5 LNCT 对 DLNFCP 的脉冲响应

Fig.5 Response of LNCT to DLNFCP

由图 5 表示袁LNCT 对 DLNFCP 的响应函数的时

间路径袁 其脉冲影响在给货物出口一个标准差冲击

蔀

渊3冤

后袁对外承包工程第 1 期有了反应袁增加了约 0.02 亿
美元袁但影响时间很短袁至第 2 期货物出口对对外承

包工程带来了负影响并达到最大后影响逐渐减弱遥 说
明货物出口的增长短期内会引起对外承包工程的增
渊4冤

长袁且增长的弹性是下降曰但随着时间的变化袁货物出
口的增长会引起对外承包工程的减少袁且减少的弹性
是下降的遥

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
化袁 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袁
考虑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各变量的遥 本研究将

对 DLNFCP 与 LNCT尧LNTT袁LNFCP 与 LNST 分 别 进
行脉冲响应分析袁结果如图 5 至图 10 所示遥

图 6 LNST 对 DLNFCP 的脉冲响应
Fig.6 Response of LNST to DLNF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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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 表示袁LNST 对 LNFCP 的响应函数的时间

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袁响应路径一直为正遥 说明对外

对外承包工程第 1 期有了反应袁 增加了约 0.01 亿美

且增长的弹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遥 福建省对外

路径袁 其脉冲影响在给服务出口一个标准差冲击后袁
元袁但影响时间不长袁至第 3 期服务出口对对外承包

工程带来了负影响并达到最大值后影响逐渐减弱遥 说

承包工程的增长会引起后面各时期货物出口的增长袁
承包工程短期内对货物出口会产生带动效应曰但随着
时间的变化袁对其具有替代效应遥

明服务出口的增长短期内会引起对外承包工程的增
长袁且增长的弹性是下降曰但随着时间的变化袁服务出
口的增长会引起对外承包工程的减少袁且减少的弹性
是下降的遥

图 9 DLNFCP 对 LNST 的脉冲响应

Fig.9 Response of DLNFCP to LNST

由图 9 表示袁LNFCP 对 LNST 的响应函数的时间

路径袁其脉冲影响在给对外承包工程一个标准差冲击
图 7 LNTT 对 DLNFCP 的脉冲响应
Fig.7 Response of LNTT to DLNFCP

由图 7 表示袁LNTT 对 DLNFCP 的响应函数的时

间路径袁 其脉冲影响在给服务出口一个标准差冲击

后袁对外承包工程第 1 期有了反应袁增加了约 0.02 亿

美元袁但影响时间很短袁至第 2 期技术出口对对外承

后袁服务出口第 1 期并未受影响袁说明福建省对外承
包工程对服务出口具有短期滞后性曰但在第 1 期后产
生正向影响袁至第 3 期快速增加并达到最大后影响逐

渐减弱并趋于稳定袁响应路径一直为正遥 说明对外承
包工程的增长会引起后面各时期服务出口的增长袁且
增长的弹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遥

包工程带来了负影响并达到最大后影响逐渐减弱慢
慢趋于零遥 说明技术出口的增长短期内会引起对外承

包工程的增长袁且增长的弹性是下降曰但随着时间的
变化袁 技术出口的增长会引起对外承包工程的减少袁
且减少的弹性是下降的遥

图 10 DLNFCP 对 LNTT 的脉冲响应

Fig.10 Response of DLNFCP to LNTT

由图 10 表示袁DLNFCP 对 LNTT 的响应函数的时

间路径袁其脉冲影响在给对外承包工程一个标准差冲
图 8 DLNFCD 对 LNCT 的脉冲响应
Fig.8 Response of DLNFCP to LNCT

由图 8 表示袁DLNFCP 对 LNCT 的响应函数的时

间路径袁其脉冲影响在给对外承包工程一个标准差冲
击后袁货物出口第 1 期并未受影响袁说明福建省对外
承包工程对货物出口具有短期滞后性曰但在第 1 期后
产生正向影响袁至第 2 期短期增加并达到最大后影响

击后袁技术出口第 1 期并未受影响袁说明福建省对外
承包工程对技术出口具有短期滞后性曰但在第 1 期后

产生微弱的正向影响袁至第 2 期短期增加并达到最大
后影响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袁 响应路径虽一直为正袁

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影响慢慢趋于零袁但未到达零遥 基
于对外承包工程涉及有工程技术的国际输出袁同时在
进行境外工程建设时袁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一批当地的
优秀人才袁提高了当地技术研发的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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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方差分解

率整体大于货物出口对对外承包工程的贡献率遥 这说

为进一步揭示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与出口贸易

明福建省当期服务出口对后面各时期对外承包工程

分解遥 DLNFCP 与 LNCT尧LNTT袁LNFCP 与 LNST 的方

工程对服务出口的时间路径均为正袁并且呈现增加趋

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程度袁 可对 VAR 模型进行方差
差分解结果如表 4~6遥

的贡献不断增加遥 由 LNST 的方差分解可知对外承包

势袁其贡献率整体大于对外承包工程对货物出口的贡
献率遥 这说明福建省当期对外承包工程对后面各时期

表 4 DLNFCP 与 LNCT 的方差分解结果

服务出口带动效应的贡献不断变大遥

Tab.4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DLNFCP and LNCT
1
2
3
4
5
6
7
8
9
10

0.666
0.691
0.693
0.693
0.693
0.693
0.693
0.693
0.693
0.693

9
6
2
4
4
4
4
5
5
5

100.000 0
99.979 6
99.972 3
99.965 0
99.959 9
99.955 8
99.952 6
99.950 4
99.948 6
99.947 3

0.000
0.020
0.027
0.035
0.040
0.044
0.047
0.049
0.051
0.052

0
4
7
0
1
2
2
6
4
8

0.086
0.117
0.135
0.147
0.155
0.161
0.166
0.169
0.172
0.174

4
8
0
0
6
9
5
9
5
4

5.614
9.757
8.449
8.216
7.988
7.864
7.777
7.718
7.675
7.644

4
7
2
0
0
4
3
0
5
8

表 6 DLNFCP 与 LNTT 的方差分解结果

94.385 6
90.242 3
91.550 80
91.784 0
92.012 0
92.135 6
92.222 7
92.282 1
92.324 5
92.355 2

由 DLNFCP 的方差分解可知货物出口对对外承

包工程的时间路径均为正袁并且呈现递增趋势遥 这表
明福建省当期货物出口对后面各时期对外承包工程

Tab.6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DLNFCP and LNTT
1
2
3
4
5
6
7
8
9
10

0.671
0.693
0.695
0.695
0.695
0.695
0.695
0.695
0.695
0.695

0 100.000 0
6 99.994 7
1 99.993 6
2 99.992 7
2 99.992 3
2 99.992 1
2 99.991 9
2 99.991 9
2 99.991 8
2 99.991 8

0.000
0.005
0.006
0.007
0.007
0.007
0.008
0.008
0.008
0.008

0
3
4
3
7
9
1
1
2
2

0.107
0.132
0.144
0.149
0.152
0.154
0.155
0.155
0.155
0.155

1
9
2
8
7
2
0
4
6
7

3.700
4.381
3.838
3.702
3.620
3.582
3.562
3.552
3.546
3.543

6
6
0
8
1
3
3
0
6
8

96.299
95.618
96.162
96.297
96.379
96.417
96.437
96.448
96.453
96.456

4
4
0
2
9
7
7
0
4
2

由 DLNFCP 的方差分解可知技术出口对对外承

的贡献不断增加袁但贡献率整体较低遥 由 LNCT 的方

包工程的时间路径一直为正且不断增加遥 说明福建省

直为正且在第 1~2 期较快速增长袁 第 2~10 期缓慢下

来越大袁但贡献率整体较低且整体小于货物出口对对

差分解可知对外承包工程对货物出口的时间路径一
降袁最终达到 7.644 8%遥 说明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对

货物出口在短期内带动效应的贡献较大袁但在长期内
带动效应的贡献越来越小遥

1
3
5
4
6
9
2
7
7
2

100.000 0
98.531 1
96.415 4
94.481 01
92.940 7
91.764 9
90.877 0
90.207 2
89.700 8
89.316 9

0.000 0
1.468 9
3.584 6
5.518 9
7.059 3
8.235 1
9.122 97
9.792 81
10.299 2
10.683 1

0.209
0.288
0.341
0.378
0.405
0.425
0.439
0.450
0.458
0.464

0
6
7
9
5
0
3
0
0
1

0.304
2.348
4.348
5.674
6.521
7.072
7.442
7.698
7.880
8.010

6
4
4
8
3
3
7
7
0
9

99.695
97.651
95.651
94.325
93.478
92.927
92.557
92.301
92.120
91.989

由 LNTT 的方差分解可知对外承包工程对技术出

口的时间路径均保持为正且在第 1~2 期较快速增长袁

的贡献率遥 这说明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对技术出口短

Tab.5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LNFCP and LNST

0.539
0.567
0.574
0.580
0.585
0.589
0.593
0.595
0.597
0.599

外承包工程的贡献率遥

第 2~10 期缓慢下降袁 其贡献率整体小于对货物出口

表 5 LNFCP 与 LNST 的方差分解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当期货物出口对后面各时期对外承包工程的贡献越

期内存在较明显的促进作用遥

4
6
6
2
7
5
3
3
0
1

由 LNFCP 的方差分解可知服务出口对对外承包

工程的时间路径均为正袁并且呈现增加趋势袁其贡献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通过构建 VAR 模型袁 从实证分析视角系统探讨

福建对外承包工程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遥

渊1冤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尧货物出口额尧服
务出口额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袁
VAR 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是 1遥 福建省的对外承包工
程与货物出口尧服务出口和技术出口的发展趋势具有
同步性遥
渊2冤对外承包工程对货物出口尧服务出口的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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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为正袁且对服务出口的贡献度高于对货物出口的

的拉动作用遥 就此福建省建筑企业在进行境外工程建

贡献遥 脉冲响应函数反映袁福建省货物尧技术与服务出

设时袁须提供优质的工程服务袁适应本土化的发展需

口在短期内均会引起对外承包工程不同程度增长曰但

求袁加强建立健全市场营销等服务机构袁形成完善的

随着时间的变化袁货物出口尧服务出口和技术出口的

服务产业链袁带动服务出口的同时袁也提高了福建省

增长会引起对外承包工程的减少袁且减少的弹性是下

的出口贸易遥

降的曰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的增长会引起后面各时期

渊3冤把握野一带一路冶建设的发展机遇遥 野一带一

货物尧技术与服务出口不同程度增长袁对货物与技术

路冶建设袁作为我国三大战略之一袁已进入快速发展阶

出口短期内具有带动效应袁 随时间变化产生替代效

段遥 面对当前的发展机遇期袁应鼓励福建省建筑企业

应袁但对服务出口始终具有促进作用遥

走出去曰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

渊3冤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与不同类型产品出口贸

往来袁为外承包工程业务规模的扩大与出口贸易提供

易具有不同程度的相互促进作用遥 根据方差分解结果

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遥 所以应加强与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

显示袁对外承包工程与不同类型出口贸易的相关度不

家建立良好的双边贸易关系袁能够显著影响福建省对

断加深袁存在相互促进尧相互依存尧相互制约的联动关

外承包工程业务的开展和出口贸易的增长遥

系遥 作用最大的为服务出口袁其次是货物出口袁最小的
为技术出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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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袁但仅对服务出口具有长期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and Export Trade in Fujian Province
QIU Tian1袁 QIU Yuyan2

(1.School of Business & Research Center for Regional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China)

Abstract院Fujian's

export trade shows a relatively stable growth trend, but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is slow or
even stagnant. In this paper, by collecting the relevant data of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and export trade in Fujian Province, we build a
VAR model to study the inter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Fujian Province's exports of goods, ser鄄
vices and technology will lead to the growth of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in the short term; Fujian's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have a
long-term substitution effect on the export of goods and technology, and always have a driving effect on the export of services; Service ex鄄
port and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have the greatest mutual influence. In this regard, we advis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 of "dif鄄
fusion effect" of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and grasp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鄄
ordinat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and export trade in Fujian Province.

Key words院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export of goods; service export; technology export;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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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南平绿色崛起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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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南平具有率先实现碳达峰尧碳中和的现实基础遥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对南平绿色崛起的重要意义尧分析推动
碳达峰碳中和必须重点把握的问题袁并立足南平发展实际袁提出推动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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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袁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提出袁野要把

方向的关键时期遥 碳达峰尧碳中和目标愿景的提出袁倒

碳达峰尧碳中和纳入生态省建设布局袁科学制定时间

逼经济结构绿色转型袁要求我们必须从高碳经济转向

表尧路线图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袁提升碳汇能力袁建设

低碳经济袁从有碳社会转向无碳社会袁在降碳的同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冶遥 福建省委十届十二次

必将减少污染物排放袁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袁加快

全会提出袁支持厦门尧南平等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

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袁为生产生活体系全面向绿色低碳

碳达峰袁深化低碳城市尧低碳园区尧低碳社区试点示

转型提供新的契机袁为推动我省绿色发展袁特别是山

范袁分别对沿海和山区城市推进碳达峰尧碳中和作出

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指引袁注入实践动力遥

部署袁为我省生态资源富集地区绿色崛起提供重大历

1.1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落实殷切嘱托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袁第一站就到南平袁提出

史机遇遥

四个方面重要指示袁特别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明

1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对南平绿色崛起意义深远

确要求袁 为新发展阶段南平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尧
提供遵循遥 作为福建的生态腹地和后花园袁南平在率

推进碳达峰尧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

先推进碳达峰尧碳中和上有责任走前头尧作表率袁对加

革袁是我国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经济社会转型的一次

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尧 打造美丽中国的

重要机遇袁是野美丽中国冶的内在要求遥 中国共产党十
九届五中全会深刻阐明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推动绿色

野南平样本冶最有重要意义袁同时也是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尧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对南平重要

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袁明确提出野降低碳排放

指示批示精神的政治担当遥

强度袁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冶遥 同

1.2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发挥比较优势的有效途径

时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九次会议上强调袁
野要把碳达峰尧 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冶袁

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

南平市森林覆盖率达 78.89%袁森林蓄积量 1.83伊

10 m3袁 占全省 1/4袁 每年能够吸收二氧化碳超 1.00伊
8

107 t曰同时袁南平市能耗双控成效显著袁2020 年度单位

GDP 能耗下降 5.92%尧能源消费总量下降 5.68%袁2 项

收稿日期院2021-10-08

指标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袁加之近年来通过推进武

作者简介院潘箫心渊1990-冤袁女袁汉族袁助理研究员袁主要从

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尧国家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事生态文明建设尧环境创新管理研究遥

等袁森林质量大幅提升袁碳汇能力进一步增强遥 推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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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峰尧碳中和袁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生态资源优势袁提升
生态保护水平袁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协调相促

野双碳冶工作袁既要避免蹭热度尧蜂拥而上的运动式减

碳袁又要避免用力过猛野一刀切冶或盲目上马野两高冶项

进遥

目野两个极端冶现象遥 同时袁要善于挖掘碳达峰碳中和

1.3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深化创新探索的实践载体

蕴含的潜在需求袁从中发现并把握南平绿色产业发展

近年来袁南平市围绕野机制活尧产业优尧百姓富尧生

的机会袁围绕加快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袁立足南平

态美冶袁 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

实际,大力发展新能源尧新材料等绿色低碳新产业尧新

径袁创新野生态银行冶建设袁获批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领

业态袁实现环境效益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遥

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试点袁并在全国率先实

2.2 规划引领的问题

行认购野碳汇冶生态修复方式袁推出全国首笔野碳汇

要突出规划先行袁围绕野3060冶远景目标袁加快编

贷冶袁 成功策划并交易全省首笔林业碳汇 1.56伊10 t尧

制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袁科学预测达峰时间尧科学

5

全国首笔竹林碳汇 1.19伊105 t袁上线野一元碳汇冶产品

测算碳排放峰值袁明确碳达峰尧碳中和的时间表尧路线

等遥 推动率先实现碳达峰尧碳中和袁为南平持续深化

图尧施工图遥 完善地区尧行业尧企业尧产品等碳排放核查

野森林生态银行冶等绿色创新袁探索茶尧竹尧水等优质生

核算标准袁提出重点区域尧重点行业尧重点部门达峰目

态资源转化袁争创野两山冶实践创新基地注入了生机活

标及重点任务将远期目标分解为短期行动袁 分时序尧

力尧提供了新的实践载体遥

有侧重地实施减排策略遥 落实落细支持武夷新区建设

1.4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争取政策支持的有力抓手

加快南平全方位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袁加快武夷新

南平市第六次党员代表大会立足南平袁提出下好

区高质量发展,加强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和科学利用,

野双碳冶先手棋袁把武夷山国家公园作为南平最突出的

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共进袁促进各领域形成协同

生态产品袁全面启动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建

实现低碳发展和碳减排目标的合力遥

设袁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尧基础设施

2.3 改革动力的问题

提升尧文旅融合发展尧乡村振兴示范等野五大行动冶袁努

推动野两山冶转化袁对实现野双碳冶目标至关重要遥

力实现生态保护尧绿色发展尧民生改善相统一遥 推动率

要聚焦生态产品野难度量尧难抵押尧难交易尧难变现冶等

先实现碳达峰尧碳中和袁建设低碳城市尧低碳园区尧低

问题袁以开展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

碳社区试点袁为加快推进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

家试点为契机袁深化野生态银行冶建设袁落实叶南平市绿

带建设袁进一步争取国家和省级政策支持袁深化落实

色发展机制创新集成改革试点方案曳袁 加快推进资源

省委深改委叶南平市绿色发展机制创新集成改革试点

富集地区生态产品调查尧确权尧量化和开发适宜性评

总体方案曳和福建省叶关于支持武夷新区建设加快南

价袁探索推动林地尧湿地尧草地尧耕地等类型生态资源

平全方位绿色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曳提供了有力抓手遥

产权尧经营权交易流转袁促进优质生态产品溢价增值尧
价值变现袁为率先实现碳达峰尧碳中和赋能遥

2 推动南平碳达峰碳中和必须重点把握的几
个问题

2.4 法治保障的问题
要进一步强化政府推动力袁加快建立以野三线一
单冶为基础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袁持续健全生态

推动实现野双碳冶目标是系统复杂的工程袁各领域

立法制度袁生态仲裁模式袁强化生态环境执法袁推动生

工作和要素相互交织袁有鲜明的时序性尧关联性尧层次

态立法尧司法和执法相统一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性和整体性特征袁要统筹考虑规划设计尧生态环境尧产

治保护生态环境袁提升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水平遥

业发展袁以及金融尧科技尧民生等多种因素遥 在推进率
先达峰过程中袁需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遥

3 推动南平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若干路径

2.1 思想认识的问题
要用统筹的观点尧辩证的思维尧发展的眼光做好

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强调野要坚持生态保护

潘箫心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南平绿色崛起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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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袁统筹保护和发展袁实现生态保护尧绿色发展尧民

高全民践行低碳尧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自觉

生改善相统一冶遥 在碳达峰尧碳中和的发展大势下袁南

性袁树立循环发展尧永续发展理念遥

平市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

3.3 加快低碳技术开发袁强化绿色科技支撑

神袁抢抓新机遇尧激活新动能尧开创新格局袁努力当好

在推进碳达峰尧碳中和过程中袁经济结构尧产业结

优质生态环境的野守护者冶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野探

构尧能源结构等加速转型袁这需要大力推进绿色科技

路者冶尧生态文明治理的野先行者冶袁打造生态文明建设

创新袁促进低碳尧零碳尧负碳技术的开发尧应用遥 要立足

的典范尧野美丽中国冶的南平样本遥

南平实际袁出台碳达峰尧碳中和科技创新方案袁构建绿

3.1 加快发展低碳经济袁推进产业绿色转型

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袁抢占碳达峰尧碳中和技术制高

积极适应后疫情时代群众消费观念转变的新形

点遥 要加快重大前沿绿色技术创新袁健全政府投入为

势袁 围绕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袁 瞄准绿色尧生

主尧社会多渠道投入的机制袁促进新技术产业化尧规模

态尧健康的发展方向袁加快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袁优化产

化应用袁推进科技创新与绿色创新相结合袁实现全产

业结构袁推进绿色转型遥 就南平来讲袁既要从国家政策

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遥 依托武夷新区信息

方面全盘规划产业发展方向袁也要从产业链的角度攻

产业园尧南平市物联网产业园等重点园区袁积极发展

破关键节点遥 围绕野3+4+5冶产业集群袁突出培育野一座

数字信息产业新业态袁推进技术服务创新袁加快大数

山尧一片叶尧一只鸡尧一根竹尧一瓶水冶等最具优势尧最

据尧工业互联网尧5G 等技术与传统制造业融合袁释放

有基础的生态优势产业袁 立足资源优势和生态禀赋袁

传统工业领域低碳转型潜能及结构降碳的空间遥

大力发展现代绿色农业尧全域旅游尧生物尧健康养生尧

3.4 加快绿色金融创新袁深度融入碳交易市场

食品加工尧林产工业尧数字信息等与绿水青山相得益

深入推进南平市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袁引导

彰的绿色产业袁加快把生态优势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金融机构及产品尧后台业务尧区域总部等要素集聚袁加

济优势尧产业优势袁推动传统产业野绿色化冶尧绿色生态

快打造金融集聚区遥 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袁推广野碳

野产业化冶袁持续做大低碳产业的增量遥

汇贷冶野竹塑贷冶野竹林认证贷冶等绿色信贷产品袁加大

3.2 加快能源结构调整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风险补偿力度袁完善对节能低碳尧生态环保项目的各

一要大力发展新能源遥 大力发展光伏太阳能尧生

类担保机制袁推动省级绿色产业基金尧绿色资管尧信托

物质能尧天然气能等清洁能源袁快速提升非化石能源

计划落地实施袁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产业遥 完

占比袁加快建成一个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

善提升顺昌野森林生态银行冶袁推广野一元碳汇冶等创新

野近零排放冶能源体系袁保障可再生能源并网的安全稳

做法袁学习借鉴三明野林票冶野碳票冶 等创新举措袁加快

定运行曰要大力支持绿色储能发展袁推动储能创新的

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袁促进绿色资产证

研发和产业化袁鼓励用户侧储能建设袁提高能源利用

券化遥 发挥海峡股权交易中心作用袁积极对接上海环

体系效率袁实现能源多样化遥 二要深化能耗野双控冶遥 着

境能源交易所尧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等国内碳交易

力提升工业领域电气化水平尧电力生产中的深度脱碳

所袁主动融入全国碳交易市场袁支持开展碳排放权尧用

技术尧节能降耗技术袁加快重点行业尧重点领域绿色

能权尧排污权交易袁建立具有福建特色的碳金融交易

化尧低碳化改造袁加大高碳低效产能淘汰力度曰继续鼓

机制遥

励低能效家电更新袁 推动建设新型低排放基础设施袁

3.5 加快野双碳冶人才培育袁构建多元化人才保障体系

在武夷山尧 光泽等地开展近零碳乃至零碳示范区建

碳中和尧碳达峰涉及金融尧能源尧经济尧环境等多

设遥 三要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遥 加快构建绿色低碳

领域袁专业性较强袁目前人才短缺问题凸显袁加快培养

交通体系袁鼓励绿色出行袁积极倡导野135冶低碳出行方

野双碳冶人才成为当务之急遥 在政府层面袁要结合深入

式渊1 km 步行袁3 km 骑自行车袁5 km 乘坐公共交通工

实施人才强省战略袁加快实施野双碳冶领域高端人才团

具冤遥 大力推广绿色建筑袁总结推广光泽野无废城市冶建

队引育工程袁 构建低碳管理专业化人才培养机制袁建

设国家试点经验袁 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袁提

设专业化管理人才库遥 依托武夷学院尧福建林业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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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ing Emissi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is
the Necessary Way for the Green Rise of Nanping
PAN Xiaoxin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icences, Fuzhou, Fujian 350001, China)

Abstract院Nanping has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to take the lead in achieving emissi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This article elabo鄄

rates on the importance of achieving emissi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to Nanping爷s green rise, analyzes the key issues that must be
addressed in promoting emissi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an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reality of Nanping, proposes a strategic path to
take the lead in achieving emissi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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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传感器基础的无线空中鼠标设计
张昭袁 修宇亮袁 党丽琴袁 王留杰
渊武夷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基于单片机的无线空中鼠标设计方案以 STC89C52RC 作为主控芯片袁使用 MPU6050 传感器识别鼠标运

动姿态袁并进行姿态解算袁通过 nRF24L01 无线通信模块将鼠标角速度数据发送到系统的接收端袁接收端通过鼠标角速
度计算出鼠标光标位移并通过 USB 接口传输到计算机袁实现在三维空间对鼠标的操作功能遥

关键词院空中鼠标曰姿态传感器曰MPU6050 传感器曰无线通信模块
中图分类号院TP334.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51原园6

鼠标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设备之一袁它是

部的数字运动处理器对数据进行姿态解算袁 选用

人们操控计算机最主要的设备之一遥 从最开始的机械

nRF24L01 无线通信模块来完成鼠标和接收端的数据

鼠标袁然后再发展到如今的光电鼠标袁逐渐满足人类
的需求遥 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革新以及计算机尧平板
电脑等数字设备的流行袁人们对鼠标的要求也不断提
高遥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传统的二维操作鼠标已经满足

传输, 最后用 PDIUSBD12 通信模块向计算机传输数

据袁控制计算机执行相应的操作遥 系统总体设计框图
如图 1 所示遥

不了人们在三维空间操作鼠标的要求遥 本文设计一款
适应人们需求的袁可以在三维空间灵活操控的无线空
中鼠标袁 以微控制器 STC89C52RC 作为主要芯片袁使
用集成运动传感器 MPU6050 采集鼠标姿态数据袁通
过无线通信模块传输到计算机袁实现在三维空间内实
时操作鼠标功能遥

1 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选用 STC89C52RC 作为主控部件来连接其他的

各个模块,选用 MPU6050 运动传感器袁利用其内带的

三轴陀螺仪传感器进行鼠标运动数据采集袁利用其内

收搞日期院2020-11-11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渊S202010397064冤曰
武夷学院科研基金项目渊xq201106冤遥
作者简介院张昭渊1982-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电子信
息技术的研究遥

图 1 无线空中鼠标系统方框图

Fig.1 Block diagram of wireless air mouse system

2 硬件电路设计
2.1 鼠标模块设计
鼠标模块选用 MPU6050 传感器袁 利用其内部自

带的三轴陀螺仪来采集鼠标运动姿态信息遥
2.1.1 MPU6050 陀螺仪介绍

MPU6050 传感器内部有一个 3 轴陀螺仪和 3 轴

加速度传感器[1]遥 该芯片结合动力学解算与动态卡尔

窑 52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 年第 12 期

曼滤波算法[2]袁能在运动状态下将姿态数据精确稳定

地输出遥 MPU6050 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采用 400 kHz
的 IIC 接口遥 MPU6050 陀螺仪可测范围为依250袁依500袁
依1000袁依2000毅/秒渊dps冤袁加速度计可测范围为依2袁依4袁
依8袁依16 g[3]遥 MPU6050 外围电路如图 2 所示遥

图 4 三轴陀螺仪传感器向量模型图

Fig.4 Vector model diagram of three-axis gyroscope sensor

同样可以得到

2

2

2

2

R 2= R XZ +R Y

图 2 MPU6050 外围电路

R 2= R YZ +R X

Fig.2 Peripheral circuit of MPU6050

2.1.2 MPU6050 姿态解算

仅需要 MPU6050 中陀螺仪 Y ,Z 轴的角速度数据,

不选用三轴加速度数据是因为其是一种重力感应袁数
据处理较为复杂袁且用加速度传感器会不便于操作鼠
标袁而如果同时选用三轴陀螺仪传感器和三轴加速度

图如图 3 所示遥

(4)

如图 4 定义 A XZ 为 R XZ 和 Z 轴间的夹角袁A YZ 为

R YZ 和 Z 轴间的夹角遥 假设要检测陀螺仪绕 Y 轴的旋

转角在 t1 到 t2 时间段的变化率袁 即 A XZ 角的变化率遥
将 t1 时刻的旋转角定义为 A XZ1袁而 t2 时刻的旋转角定
义为 A XZ2袁则变化率为

RateA XZ=渊A XZ2-A XZ1冤/渊t2-t1冤

传感器会导致鼠标灵敏度过大遥MPU6050 内带的陀螺
仪是用来测试角速度变化的传感器 [4]袁其传感器模型

(3)

(5)

RateA XZ 的单位则为 deg/s袁 但是 MPU6050 陀螺

仪通过 IIC 端口向单片机输出的是 ADC 值遥
Angle rate=A DCrate/灵敏度

(6)

陀螺仪测量范围转化为灵敏度如表 1 所示袁如果

选择依2 000 毅/s 的测量范围袁 而内带的陀螺仪产生的
其中一个坐标轴数据为 100袁 从图中可以看到测量范

围在依2 000 毅/s 下的灵敏度数据为 16.4 LSB/(毅/s)遥 根
据上面的式(6)得

Angle rate=100 / 16.4=6.097 56(毅/s)

表示 MPU6050 陀螺仪检测到其自身正在以大概

图 3 三轴陀螺仪传感器模型图

Fig.3 Model diagram of three-axis gyroscope sensor

而 MPU6050 内部自带的三轴的陀螺仪可以同时

检测出 X尧Y尧Z 轴的转动角速度遥 将其模型图转换成向
量模型如图 4 所示遥 由模型图袁可以看到 R XZ 是 R 向量

在 X/Z 两轴所形成的平面上的投影袁R YZ 是 R 向量在

6 度每秒的速度绕 X 轴旋转遥 ADC 的值也不完全都是
正数袁如果有负数出现则表示袁其是按照规定的正方
向相反的方向旋转的遥
系统接收模块通过接收到的角速度袁积分计算出
鼠标转过的角度
兹now=兹last+棕伊dt

Y/Z 两轴平面上的投影袁通过勾股定理袁可以得到
2

2

2

2

2

2

R XZ =R X +R Z
R YZ =R Y +R Z

渊7冤

(1)
(2)

渊8冤

式中院兹now 为当前角度曰兹last 是上次计算的角度曰棕

是当前测量的角速度曰d t 是积分时间渊角速度采样间
隔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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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鼠标还具有左键袁右键袁滚轮向上袁向下的功
能遥 鼠标左右键的按键数据和滚轮上下滚动的数据与
陀螺仪传感器角度数据组成 6 字节数据袁以此来控制
鼠标的移动和鼠标按键操作遥

Sensitivity
Scale Factor

检验功能

遥 nRF24L01 通信芯片的工作模式有很多

[5]

种袁主要包括接收尧发送尧待机和掉电 4 中工作模式袁
这 4 种工作模式主要由 CE尧PWR_UP 和PRIM_RX 位

和 ShockBurstTM 两种遥 Enhanced ShockBurstTM 收发模

Tab.1 MPU6050 gyroscope sensitivity data

Gyroscope ADC
World Length

制袁还具有自动应答和自动重发功能袁地址以及 CRC

来控制 [ 5] 遥 其中袁收发模式有 Enhanced ShockBurstTM

表 1 MPU6050 陀螺仪灵敏度数据

GYROSCOPE
SENSITIVITY
Full-Scal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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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发送方要求终端设备在接收到数据后有应答信
号袁以便发送方检测有无数据丢失袁一旦丢失则重发
数据

FS_SEL=0

依250

毅/S

FS_SEL=1
FS_SEL=2
FS_SEL=3

依500
依1 000
依2 000
16

bits

FS_SEL=0

131

LSB/(毅/S)

FS_SEL=1
FS_SEL=2
FS_SEL=3

2.2 接收模块设计

65.5
32.8
16.4

毅/S
毅/S
毅/S

LSB/(毅/S)
LSB/(毅/S)
LSB/(毅/S)

2.2.1 接收电路设计

遥 选 用 Enhanced ShockBurstTM 收 发 模 式 袁

[6]

nRF24L01 芯片与单片机之间使用了串行通信遥

3 系统程序设计
3.1 鼠标模块程序设计
3.1.1 鼠标模块主程序设计
首先对整个系统进行初始化袁然后开始判断鼠标
左右键是否被触发袁如果被触发则获取鼠标左右键数
据袁然后判断鼠标滚轮上下键是否被触发袁如果被触
发则获取滚轮上下键数据遥然后获取陀螺仪数据的 Z袁

接收模块接收到鼠标运动数据袁通过 SPI 总线传

Y 轴角速度袁 将其输出的 ADC 值分别除以 90 和 100

单片机读取来自接收端的数据后无法直接传输

低八位分离遥 最后传输到无线通信模块 nRF24L01 的

输到 STC89C52RC 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遥

给计算机袁需要将接收到的数据封装到 USB 协议包中

传输到计算机遥 因此选用一款通用的 USB 接口芯片
PDIUSBD12 来实现与计算机的数据传输遥PDIUSBD12

赋予 X,Y 变量以调节灵敏度遥 然后将 X,Y 的高八位和
发射端袁之后继续获取下一组数据袁形成循环遥 发射模
块主程序流程图如图 6 所示遥

芯片通过 8 位并行接口实现与单片机之间的数据传
输遥 单片机与 PDIUSBD12 芯片相连电路如图 5 所示遥

图 5 单片机与 PDIUSBD12 连接电路

Fig.5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and PDIUSBD12 connecting circuit

2.4 无线通信模块设计

无线通信的接收端和发射端选用了两块深圳云
佳科技生产的 nRF24L01 芯片来完成遥 NRF24L01 是
工作在 2.4~2.5 GHz 全球开放的 ISM 频段袁 而且不需

要许可证就可以使用袁 并且拥有很高效的 GFSK 调

图 6 鼠标模块主程序流程图

Fig.6 Mouse module main program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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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无线通信模块发射流程
单片机向无线通信模块发送数据时将通过 SPI

接口传到 nRF24L01 中袁当 CSN 为低时袁单片机会一
直向 nRF24L01 传输数据遥 数据传输完毕后袁 设置延

时袁 配置 PWR_UP 为高袁PRIM_RX 为高袁CE 为低袁使
nRF24L01 进入发送模式袁数据发送完成之后袁接收端
将产生应答到发射端袁如果接到应答信号则数据发送
完成袁继续发送下一数据袁直到发送完成后进入待机
模式遥 nRF24L01 发射端流程图如图 7 所示遥

图 8 接收模块主程序流程图

Fig.8 Main program flow chart of receiving module

4 系统功能测试
测试工具选择计算机尧万用表尧Areson Mouse Test

Program 鼠标测试软件遥

鼠标实物图如图 9尧图 10 所示遥 鼠标功能测试选

图 7 nRF24L01 发送数据流程图

Fig.7 Flow chart of nRF24L01 sending data

用的鼠标检测工具为 Areson Mouse Test Program袁可
以测试出鼠标的回报率渊Report Rate冤袁还可以测试鼠

标的帧数袁可以反映出鼠标移动过程中的移动曲线是

3.2 接收模块程序设计

否平滑袁除此之外还可以测试鼠标按键遥 功能测试首

3.2.1 接收模块主程序设计

先测试鼠标的左右按键袁经测试鼠标左右按键可正常

接收模块主程序包含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袁主要
是由于单片机和 PDIUSBD12 芯片之间是以令牌包的

使用袁测试结果分别如图 11袁图 12 所示遥

形式进行的数据传输袁PDIUSBD12 芯片接收到数据后
会使单片机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来判断 PDIUSBD12

三个端点的状态遥 然后将从鼠标模块接收到的数据进
行数据包处理袁主要是将接收到的高八位和低八位三
轴角速度重新组合在一起袁根据角速度计算鼠标光标
X 轴 Y 轴变化量遥 因为 PDIUSBD12 可以传输 16 字节
数据遥 接收模块主程序设计流程图如图 8 所示遥

图 9 鼠标模块

Fig.9 Mouse module

张昭袁等院姿态传感器基础的无线空中鼠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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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光标移动的过程中移动曲线更加圆滑袁如果回报率
过低袁 则在鼠标移动的过程中可能会呈现不规则移
动袁会影响鼠标的性能遥
经过测试本次设计的无线空中鼠标按键可正常
使用袁在移动方面虽然回报率低于光电鼠标袁但并不
影响鼠标的正常移动袁 鼠标移动的曲线较为平滑袁经
测试袁可供正常使用遥 而在帧数显示方面袁两帧之间的
图 10 接收模块

距离依然无法像普通光电鼠标那么短袁这就导致鼠标

Fig.10 Receiving module

光标在移动过程中会出现晃动袁 移动的曲线不够圆

图 11 鼠标左侧按键测试

图 13 光电鼠标回报率测试

Fig.11 Left mouse button test

图 12 鼠标右侧按键测试

Fig.12 Right mouse button test

滑袁但在正常操作过程中感受并不明显遥

Fig.13 Photoelectric mouse return test

图 14 空中鼠标回报率测试
Fig.14 Air mouse return test

接着测试鼠标的回报率即从手指发出指令到电
脑接收并执行相应指令的速度参数遥 回报率越高表示
鼠标性能越好袁反映在计算机显示屏上可以看出回报
率越高鼠标指针在屏幕上运动的曲线越完美袁回报率
越低曲线会接近多边形遥 以普通的光电鼠标作为对
比遥 光电鼠标回报率为 150 左右袁本次设计出的无线
空中鼠标回报率在 50 左右遥 反映在屏幕上曲线如图
13袁14 所示遥

图 15 光电鼠标帧数显示

Fig.15 Frame number display of photoelectric mouse

测试中袁虽然无线空中鼠标的回报率低于普通鼠

标的回报率袁但是并不能看出曲线的差别袁因此选择
Track 选项袁定位显示每一帧来观察其中的差别遥 结果
如图 15袁16 所示遥 从测试图 15 和 16 中袁很容易看出

光电鼠标每帧之间的距离小于无线空中鼠标每帧之
间的距离袁这可以解释为回报率越高的鼠标在控制鼠

图 16 空中鼠标帧数显示

Fig.16 Frame number display of air 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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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式鼠标设计[J].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2016,35(2):1-2.
[2]

5 结论
以 STC89C52RC 单 片 机 为 控 制 核 心 袁 采 用

MPU6050 传感器对鼠标角速度进行采集和姿态解算袁
利用 nRF24L01 芯片将鼠标运动姿态信息发送到系统

接收模块遥 接收模块采用单片机为控制核心袁 通过

GARCIA R V , PARDAL P C P M , KUGA H K , et al.

Nonlinear filtering for sequential spacecraft attitude estima鄄

tion with real data: Cubature kalman filter, unscented kalman
filter and extended kalman filter [J]. Advances in Space Re鄄
search, 2019, 63(2):1038-1050.

[3] 李臣龙,强俊.基于 STM32 和 MPU6050 姿态解算的研究与
实现[J].佳木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5(2):1-2.

PDIUSBD12 芯片将鼠标运动姿态数据传输到计算机袁

[4] 陈善武,基于惯性传感器 MPU6050 的计步器设计[D].大连:

鼠标对比测试证明本次设计的鼠标基本达到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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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压缩作用下 FDM 构件
力学性能影响因素分析
王铎袁 沈振辉袁 杨拴强
渊福建江夏学院 工程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针对熔融沉积制造渊fused deposition manufacturing, FDM冤零件成型后存在抗压缩性能低下的问题袁以层片

厚度尧填充方式尧打印质量和材料四个方面进行实验研究遥 将四种因素进行充分组合袁选取具有代表性且均匀分布的试
样袁建立合理的正交实验表袁采用田口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袁探讨每种因素对 FDM 零件抗压缩力学性能的影响程度袁将
其进行排序袁通过信噪比图选取最优参数组合方式遥 实验表明院影响 FDM 零件抗压缩力学性能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层片
厚度尧材料种类尧填充方式和打印质量袁四种因素最优的组合方式为层片厚度为 0.1 mm袁填充度为 99%袁材料为 ABS+袁打
印质量采用默认方式遥

关键词院FDM 零件曰压缩实验曰正交设计曰田口分析曰信噪比
中图分类号院TQ3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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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技术渊AM冤简称 3D 打印袁是快速成型技

以欧美和日本等国家都对 3D 打印材料投入大量研

进行野切片/分区冶成逐层截面袁打印过程中依据野分区冶

料中袁 聚合物材料的成型方式最多袁 如 FDM尧SLS 和

术之一

遥 通过计算机建立软件模型袁再将三维模型

[1-3]

的二位轮廓逐层堆积材料袁从而形成三维立体模型 遥
[4]

3D 打印可以制造任意形状的产品袁制造工序简化袁产
品生产工期缩短袁生产成本降低袁节约材料等优势袁该

究袁以此争抢 21 世纪制造业的战略优势[9]遥 3D 打印材
SLA 等袁应用于 FDM 工艺的材料主要有 ABS尧聚乳酸
(PLA)等遥

在 FDM 工艺中袁部件的机械强度渊如压缩强度尧

技术已经逐渐能够代替传统加工零件袁由于应用领域

拉伸强度袁弯曲强度冤和表面粗糙度是高度各向异性

广泛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袁成为近年来全球最热门

的[10-11]遥 最终制造零件的强度尧粗糙度和几何精度取决

的高端技术之一[5-6]遥

于各种工艺参数袁如轮廓宽度尧光栅角度尧光栅宽度尧

材料与设备是制约 3D 打印发展的瓶颈遥 目前打

层厚尧零件方向尧气隙和机器设置[12]遥 选择最佳的工艺

的发展程度决定了 3D 打印推广和应用的程度[7-8]遥 所

何精度遥 如何提高 3D 打印制品的力学强度问题已经

印材料的研发难度比设备的研发难度更大袁因此材料

参数设置袁可以有效提高机械强度尧表面粗糙度和几
成为现阶段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遥

收稿日期院2020-12-03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AT170613冤曰
福建江夏学院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重点资助项
目渊J2017A009冤曰福建江夏学院科研人才培育项
目渊JXZ2019014冤曰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
项目渊JAT190464冤遥
作者简介院王铎(1978-)袁男袁吉林长春人袁讲师袁硕士袁研究
方向院工业工程及工程材料遥

1 目前技术水平
Dawoud 等通过调整光栅角度和气隙密度等手

段袁采用冲击尧拉伸和弯曲变形等力学测试分析其对
FDM 制成品的影响袁 实验结果反映出在 FDM 工艺中
采用适当的设计参数袁FDM 制成品的力学性能可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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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传统注塑制品的力学性能[13]遥 Sood A 等采用统计方

2 实验和方法

FDM 零件拉伸尧弯曲和冲击强度的影响[14]遥 Espin 等研

2.1 材料

的影响袁并用有限元方法对结果进行验证袁他们得出

材袁其直径均为 1.75 mm袁白色遥ABS 密度为 1.05袁使用

法研究气隙尧零件方位尧光栅宽度尧层厚和光栅角度对

究零件取向对 FDM 技术制备聚碳酸酯零件拉伸强度
结论袁FDM 零件的机械强度本质上是各向异性的袁取
决于零件的构造方向[15]遥为了提高机械强度袁零件应定
向使其产生与应力一致的最长轮廓遥 Huang 等假设

FDM 零件在机械性能上对结构敏感的本质前提下进

行建模分析袁研究光栅角度对 FDM 零件拉伸强度尧剪
切模量尧弹性模量和泊松比的影响[16]遥 结果表明袁机械

强度随光栅角的增大而减小袁从 0毅~90毅不等袁并与实
验结果进行验证遥 Es-Said 等研究了光栅方向对 FDM

零件拉伸尧弯曲和冲击强度的影响遥 他们观察到袁试样
的破坏主要发生在层界面上 遥 Dawoud 等研究光栅角
[17]

度和光栅气隙对 FDM 零件的机械强度的影响袁 发现
负气隙显著提高了 FDM 零件的机械强度 遥
[18]

众多研究学者都试图确定最佳工艺参数设置袁以

获得 FDM 零件所需的机械强度遥 但在 FDM 工艺研究
过程中袁材料尧工艺尧光栅角度尧填充率尧气隙等诸多因

素对制成品的力学性能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遥 综合上
述分析袁当前研究主要取得了制件结构尧制造工艺和
参数对 FDM 制件力学性能影响关系研究中获得显著

实验中分别采用 ABS尧ABS +尧PLA 三 种丝状耗

ABS 进行 3D 打印时袁 材料吸水率低袁 温度要超过

110益袁 否则极易翘曲袁 通常使用温度保持在 180~
240益区间袁熔体粘度适宜遥 ABS+材料的硬度尧韧性和
抗冲击性能要高于 ABS 材料袁但由于吸水率高袁使用
时要保证环境湿度较低袁 进行 3D 打印时温度通常保

持在 250~280益区间遥 PLA 材料对温度要求比较敏感袁
由于材料融化温度较低袁 粘性相对 ABS 材料较好袁可

以更好的附着在玻璃或亚克力等材质的打印平台上遥
打印平台温度保持在 50益以下袁 打印效果较为理想袁
超过 50益会影响试件底面平整度袁不利于后续压缩实

验进行袁 进行 3D 打印时通常使用温度保持在 180~
200益区间遥

2.2 实验设备与实验标准
3D 打印设备为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 UP-BOX+ 3D 打印机遥

FDM 压缩试验设备为上海松顿仪器制造有限公

司生产的 WDW-50 电子万能实验机遥

实验采用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UP-

的成果袁但依然存在许多不足袁主要体现在以下 3 各

BOX+ 3D 打印机袁 体积为 493 mm伊493 mm伊517 mm袁

关系尚不明确曰选取的因素数量少袁不能说清该影响

30毅C 之间袁相对湿度 20%~50%袁其打印成型原理为热

方面院所选取的各因素之间是否有交互作用袁其本构
是偶发因素还是存在内部必然联系曰上述研究多采用
单一变量法或多变量法研究袁但没有进行综合变量分
析遥
因此袁开展多种材料相同层厚压缩力学性能特征
比较尧多种材料相同层厚不同填充密度抗压力学性能
特征比较尧同种材料不同打印速度和不同填充比例力
学性能特征比较袁 研究不同影响因素和不同水平对

灯丝直径为 1.75 mm遥 UP-BOX 3D 的工作温度在 15~
熔挤压 FDM袁成型平台尺寸为 255 mm伊205 mm伊205 mm袁
打印精度 0.1~0.4 mm袁单喷头袁喷嘴直径 0.4 mm遥 在

UP-Studio 软件环境下运行打印袁输入文件格式 STL尧
UP3尧UPP遥 采用上海松顿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WDW-50 电子万能实验机袁 外形尺寸为 850 mm伊
550 mm伊2 100 mm袁试验行程为 1 100 mm遥 WDW-50

电子万能实验机的结构形式为落地双柱式结构袁标准

FDM 制件力学性能影响袁探讨各工艺因素对零件抗压

机型为上空间拉伸下空间压缩尧弯曲遥 精度等级为 0.5

件力学性能的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和定量关系问

高精度负荷传感器袁变形示值误差为示值的依0.5%袁大

性能影响的定量表达及预测模型袁 解决影响 FDM 制
题袁 对提高 FDM 制件抗压力学性能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遥

级袁试验力测量精度为依0.5%袁传感器配置为美国世铨
变形测量范围为 1~900 mm袁 大变形示值误差为示值

的依1%遥 压缩实验依赖 Smart Test 软件环境对压缩参
数的控制尧数据收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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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3D 打印参数
利用 IBM SPSS Statistic22 软件袁将正交设计中定

义的四种因子命名并确定标签遥 名称 a尧b尧c 和 d 分别
对应层片厚度尧填充方式尧质量和材料袁制定正交设计
表袁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正交设计表
图 1 UP BOX+打印机及内部结构

Tab援2 Orthogonal design table

Fig援1 Up box + printer and its internal structure

实验采用国际标准 ISO 604:2002叶塑料院压缩性

能的测定曳遥 试样应为棱柱尧圆柱或管状袁试样的尺寸
应满足下面的不等式
*

着c 臆0.4

x2
l2

渊1冤

*

式中院着c 为试验时发生的最大压缩标称应变袁 以比值
表示曰x 取决于试样的形状袁圆柱为直径尧管为外径尧棱
柱为厚度 渊横截面积的最小侧冤曰l 为平行于压力轴测
量的试样厚度遥

2.3 实验样本抽样与数据采集
实验确定研究的四个因素袁分别为层片厚度渊0.1尧
0.15尧0.2尧0.25尧0.3 mm冤尧 填充方式 渊13%尧15%尧20%尧

65%尧80%尧99%冤尧质量渊默认尧较好尧较快尧极快冤和材
料渊ABS尧ABS+尧PLA冤袁得到水平因素表袁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水平因素表
Tab援1 Horizontal factor table
1
2
3
4
5
6

0.10
0.15
0.20
0.25
0.30

13
15
20
65
80
99

默认
较好
较快
极快

ABS
ABS+
PL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0.15
0.30
0.25
0.10
0.20
0.15
0.25
0.30
0.30
0.25
0.20
0.15
0.15
0.25
0.10
0.10
0.20
0.30
0.10
0.20
0.15
0.25
0.30
0.10
0.20

20
15
15
20
15
65
20
20
80
80
80
80
15
65
65
15
20
99
80
99
99
99
65
99
65

极快
较好
较快
默认
极快
较快
较好
默认
极快
默认
默认
较好
默认
默认
极快
默认
较快
较快
较快
默认
默认
极快
默认
较好
较好

表 2 列出 25 组数据袁数据均匀分布遥 为确保实验

准确性和减少误差袁 每组数据打印 5 个试样袁 共 125
个试样袁如图 2 所示遥

如果采用全面设计法和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袁将

表 1 中的四个因素的各个水平进行组合袁需要进行 5伊

6伊4伊3=360 组实验袁由于实验所需时间较长袁实验数据
庞杂袁并不利于本实验的研究袁所以本实验采用正交试

验设计方法进行研究袁 可以从大量的实验因素中筛选
出具有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实验袁 数据采集方式为均匀
分布式遥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进行抽样袁得到 25 组
试样样本数据袁在节省时间的同时保证实验准确性遥

ABS+
ABS+
PLA
PLA
ABS
ABS
PLA
ABS
PLA
ABS
PLA
ABS
PLA
ABS+
PLA
ABS
ABS
PLA
ABS+
ABS+
PLA
ABS
ABS
ABS
PLA

图 2 25 组 125 个试样

Fig援2 25 groups of 125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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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FDM 压缩实验
试样的压缩试验使用 WDW-50 电子万能实验机

进行袁 该机配备有 50 kN 的称重传感器袁 并按照 GB/
T11997要2008 标准袁速度为 2 mm/min遥 FDM 样品用
于压缩试验的试样袁如图 3渊a冤所示夹在机器压头中进
行试验袁试验后压缩的样品如图 3渊b冤所示遥

图 4 最大压缩强度平均值柱状图

Fig援4 Histogram of mean maximum compressive strength

图 3 夹具布置和压缩试样渊a冤试验前和
渊b冤试验后 FDM 压缩零件

Fig援3 Fixture arrangement and compression specimens
(a) pre test and (b) post test FDM compressed parts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压缩数据采集
遵照实验标准 GB/T 11997要2008袁利用 WDW-50

电子万能实验机对 25 组 125 个试验进行压缩试验袁
如图 4 所示袁 试验采用与实验机匹配的 Smart Test 操

作系统控制遥 在操作系统输入试样平均直径和高度袁

图 5 弹性模量平均值柱状图

Fig援5 Histogram of average elastic modulus

在图 4 中袁第 20 组试样的最大袁第 16 组试样的最

小遥 在图 5 中袁第 21 组试样最大袁第 17 组试样最小遥
3.2 压缩试验分析

误差范围依0.2 mm袁优选类型和试样尺寸如表 3遥
表 3 优选类型和试样尺寸
Tab援3 Preferred type and specimen size
A
B

模量
强度

50依0.2
10依0.2

10依0.2

4依0.2

记录每次压缩试验中最大压缩强度和塑料弹性
模量袁 每组平均最大压缩强度和平均塑料弹性模量袁
如图 4 和图 5遥

图 6 第 16尧17尧20 和 21 组压缩图像

Fig援6 Group 16, 17, 20 and 21 compressed images

图 6 中第 16 组和第 17 组样品应力-应变曲线袁

曲线有明显的直线等比例阶段袁曲线进一步上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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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阶段曰由于试样内部存在空隙袁屈服阶段后压缩

线进一步上升出现屈服阶段曰 试样层片厚度分别为

仅需较小的外力袁就产生较大形变袁材料向内部塌缩

0.2 mm 和 0.15 mm袁填充方式 99%袁打印质量默认袁试

引起曲线明显下行曰当内部材料压缩密实后产生较大

样内部空隙很少袁 屈服阶段后压缩材料内部已经密

形变需要进一步提高外力袁所以强度曲线出现上升阶

实袁当试样出现较大变形时需要增大外力袁所以强度

段袁直至材料出现破坏遥 图 6 中第 20 组和第 21 组样

曲线出现上升阶段袁直至材料出现破坏遥 收集整理实

品应力-应变曲线袁曲线有明显的直线等比例阶段袁曲

验数据得到表 4遥

表 4 数据综合统计表
Tab援4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table of dat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0.15
0.30
0.25
0.10
0.20
0.15
0.25
0.30
0.30
0.25
0.20
0.15
0.15
0.25
0.10
0.10
0.20
0.30
0.10
0.20
0.15
0.25
0.30
0.10
0.20

20
15
15
20
15
65
20
20
80
80
80
80
15
65
65
15
20
99
80
99
99
99
65
99
65

极快
较好
较好
默认
极快
较快
较好
默认
极快
默认
默认
较好
默认
默认
极快
默认
较快
较快
较快
默认
默认
极快
默认
较好
较好

ABS+
ABS+
PLA
PLA
ABS
ABS
PLA
ABS
PLA
ABS
PLA
ABS
PLA
ABS+
PLA
ABS
ABS
PLA
ABS+
ABS+
PLA
ABS
ABS
ABS
PLA

47.4
54.8
54.6
64.0
52.6
71.6
62.6
41.4
77.8
61.2
76.4
92.0
76.2
42.2
60.4
18.2
72.6
95.8
45.0
105.8
96.0
94.4
37.0
101.8
73.6

1.552
0.404
1.722
1.100
0.350
0.188
0.628
0.954
1.292
1.138
2.580
0.750
0.726
1.332
3.016
1.752
0.144
3.956
2.994
2.540
5.940
2.160
1.564
1.970
0.418

根据表 4 分析院 按照最大抗压强度进行比较分

性模量为 5.94 MPa袁其参数设置为院a=0.15 mm袁b=99%袁

数设置为院a=0.2 mm袁b=99%袁ABS+材料袁 打印质量默

量平均值最大的一组袁表明其刚度最高袁最难产生变

析袁第 20 组试样的最大抗压强度为 105.8 MPa袁其参

PLA 材料袁打印质量较快袁该组是 25 组试样中弹性模

认袁 该组是 25 组试样中最大抗压强度平均值中最高

形遥 抗压效果最优秀的试样和抗变形效果最好的试样

参数设置为院a=0.1 mm袁b=15%袁ABS 材料袁 打印质量

论袁进一步利用 MINITAB 进行综合分析遥

的一组曰第 16 组试样的最大抗压强度为 18.2 MPa袁其

并不在同一组试样上袁进行简单比较很难得出确切结

默认袁 该组是 25 组试样中最大抗压强度平均值中最

3.3 田口试验数据分析

低的一组袁表明其抗压缩能力最差遥 按照弹性模量进

将表 4 中数据输入 MINITAB 软件系统中袁 执行

行比较分析袁第 17 组试样的弹性模量为 0.144 MPa袁其

田口设计分析命令袁 噪声因子分别设计为层片厚度尧

较快袁 该组是 25 组试样中弹性模量平均值最小的一

度和弹性模量遥 田口试验中采用信噪比来衡量数据稳

参数设置为院a=0.2 mm袁b=20%袁ABS+材料袁 打印质量

填充方式尧质量和材料袁控制因子设计为最大压缩强

组袁表明其刚度最弱袁最易产生变形曰第 21 组试样的弹

定性指标袁采用信噪比分析研究袁利用噪声因子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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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来确定减小过程中的变异性因子的控制遥 依据
不同实验标准选择不同信噪比袁 本实验属于静态设
计袁以响应为目标袁以均值和标准差为基础袁选择望目
渊默认冤袁信噪比渊S/N冤

S
=10伊lg
N

蓸 蔀
軍2
Y
2
S軈

渊2冤

式中院S 表示给定因子水平组合的所有噪声因子的响
应标准差曰Y 表示给定因子水平组合的响应曰详见表 5
及表 6遥

图 7 各因素信噪比图

Fig援7 Signal to noise ratio of each factor

表 5 方差计算表

对信噪比主效应图进行分析袁如图 7 所示袁根据

Tab援5 Variance calculation table
C1
C1
C1
C1
C2
C2
C2
C2
C3
C3
C4
C4
C4

0.10
0.393
0.15
-0.075
0.20
-0.223
0.25
-0.075
15
0.053
20
-0.178
65
-0.014
80
0.025
ABS
-0.068
ABS+
0.075
极快
0.011
较好 -0.260
较快
0.064
S=0.393 1

1
2
3
4
5
delta

96
81
09
33
31
28
49
89
03
35
22
77
14

0.157 23
0.157 23
0.157 23
0.157 23
0.157 23
0.157 23
0.157 23
0.157 23
0.109 62
0.131 03
0.149 03
0.149 03
0.149 03
R-Sq=54.9%

曲线上各点的数值袁对各个因子的水平进行分析遥 图

2.506
0.029
-0.482
0.639
-1.419
0.184
-0.479
0.641
0.339
0.741
-1.134
0.281
-0.092
0.928
0.165
0.872
-0.621
0.548
0.575
0.577
0.075
0.941
-1.75
0.108
0.43
0.675
R-Sq渊调整冤=1.5%

C1 中表明当层片厚度在 0.1 mm 时袁信噪比均值最高曰

图 C2 中表明当填充方式的填充度为 99%时袁 信噪比

均值最有效曰 图 C3 中表明打印材料选择 ABS+时袁有
利于增强材料的信噪比均值曰 图 C4 表明打印方式选
择默认设置时袁效果最佳遥 由上述分析得到最佳配比
参数设置院C1 为 0.1 mm袁C2 为 99%袁C3 取 ABS+材料袁
C4 选择默认打印方式遥

4 结论
渊1冤针对 FMD 零件加工的四种参数分析袁对抗压

表 6 信噪比响应表

缩强度影响最大的是层片厚度袁其次是材料种类袁第三

Tab援6 SNR response table

是填充方式袁最后是打印质量遥 打印抗压缩性能优良的

-2.143
-2.612
-2.760
-2.612
-2.556
0.617
1

-2.483
-2.715
-2.551
-2.511
-2.423
0.292
3

-2.590
-2.446
-2.529

-2.563
-2.835
-2.510
-2.388

0.143
4

0.446
2

由表 5 计算可得袁给定因子水平组合的所有噪声

因子的响应标准差 S=0.393 1遥 表 6 中袁C1尧C2尧C3 和 C4

FDM 零件袁选择适宜的层片厚度是关键因素遥 经田口
实验分析袁当层片厚度为 0.1 mm 时袁为最优选择遥

渊2冤从层片厚度方面衡量袁抗压缩性能依次按从

优到差排列为院0.1尧0.15尧0.25尧0.3尧0.2曰 从材料方面衡
量袁ABS+的抗压缩性能优于 PLA袁PLA 的抗压缩性能

优于 ABS曰从填充方式方面衡量袁抗压缩性能依次按
从优到差排列为院99%尧15%尧80%尧65%尧20%曰 从打印

分别代表层片厚度尧填充方式尧打印质量和材料遥 从表

质量方面衡量袁抗压缩性能依次按从优到差排列为默

中可以看出 C1 的 delta 值最大袁 秩为 1曰C4 的 delta 值

认尧较快尧极快尧较好遥

delta 值低于 C2袁秩为 4遥 秩的排序表明层片厚度对信

合上述所有相关 3D 打印参数情况下袁 抗压性能最佳

印质量遥

度为 99%袁材料为 ABS+袁打印质量采用默认方式遥

低于 C1袁 秩为 2曰C2 的 delta 值低于 C4袁 秩为 3曰C3 的
噪比的影响最大袁材料的影响次之袁影响最小的为打

渊3冤田口试验表明袁在实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袁综

的 FMD 零件其设置参数为院层片厚度为 0.1 mm袁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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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4冤参数的设置水平因素不是越优越好袁而是需

要结合打印的实际环境尧打印实物的具体力学性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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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制造成本等多方面进行考虑遥 当打印精度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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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直观的进行目测选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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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DM Members Under External Compression
WANG Duo, SHEN Zhenhui, YANG Shuanqiang

渊School of Engineering,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袁Fuzhou袁Fujian 350108, China冤

Abstract院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low compression resistance of FDM parts after forming,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in

four aspects: lamination thickness, filling method, printing quality and materials. Four factors are fully combined, representative and evenly
distributed samples are selected; a reasonable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table is established; data is processed by Taguchi analysis; the in鄄
fluence degree of each factor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DM parts is discussed, and sorted, and the optimal parameter combination
mode is selected through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diagra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DM parts is in the order of lamination thickness, material type, filling method and printing quality.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the four factors is that the lamination thickness is 0.1mm, the filling degree is 99%, the material is ABS +, and the printing quality
adopts the default mode.

Key words:

FDM component; compression test; orthogonal design; taguchi analysis; signal to noise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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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尧中国台湾地区及 FIDIC 工程
施工合同比较研究
魏太兵袁 谢程乐袁 陈安琪袁 陈冬花
渊武夷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袁 福建 南平 354300冤

摘

要院中国大陆尧中国台湾工程施工合同与及 FIDIC 合同条件是不同地区工程施工的重要依据文件袁中国台湾

地区针对公共工程采购专门制定了野工程采购契约模板冶袁两岸合同由于利益各方地位差异造成约束和处罚的程度存在
较大差异遥 研究比较两岸及 FIDIC 合同袁比较内容主要包括工程相关称谓袁工程款支付袁工程查验袁变更及索赔袁竣工验
收袁履约期限袁工程保险袁争议解决方法袁研究通过分析三方合同的差异部分袁为大陆公共工程采购提供部分参考遥 研究比
较发现袁由于合同规范的对象不同袁中国台湾地区工程施工合同对承包商的限制较多袁处罚较重袁而对机关的限制和处罚
较少遥

关键词院施工合同曰采购契约曰FIDIC 合同曰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院TU723.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64原园7
条件遥 专用条件后附有一些附件,如争端裁决决议书尧

1 比较概述

各类担保尧投标函尧合同协议书等标准格式遥 本章即采

1.1 比较合同简介

1.1.3 中国台湾叶工程采购契约模板曳[3]

1.1.1 中国大陆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曳[1]
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渊示范文本冤曳渊以下简称野示

用 99 版叶施工合同条件曳渊新红皮书冤进行比对遥
中国台湾公共工程委员会于 2014 年修订 叶工程

采购契约模板曳渊以下简称野模板冶冤袁是中国台湾针对

范文本冶冤袁该合同模板最早订立于 1991 年袁并于 2013

公共工程采购及承揽上采用最广的合同模板袁主要约

大陆工程实际特点编制袁在总体结构上与 FIDIC 相一

1.2 称谓差异说明

条款共十一大项尧47 条曰第三部分为专用条款遥

针对特定工程袁故本研究仅比较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野通

1.1.2 FIDIC 合同[2]

用条款冶和野模板冶部分遥 总体称谓上的差异主要包括院

年重新修订遥 叶示范文本曳是参照国际惯例袁结合中国

致袁共分三部分遥 第一部分为协议书曰第二部分为通用

1999 年 版 FIDIC 叶施 工合同 条 款 曳 渊 以 下 简 称

野FIDIC 红皮书冶冤共含 20 条 163 款袁由协议书尧通用条

款尧专用条款三部分组成袁构成内容结构完整的合同
收稿日期院2021-05-21
基金项目院武夷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项目渊JG202120冤曰
福建省教育规划项目渊FJJKHX17-029冤遥
作者简介院魏太兵渊1978-冤袁男袁汉族袁博士袁副教授袁主要
从事建筑节能袁BIM 技术袁大数据分析袁工程管
理的研究遥

束对象是机关和厂商遥
野FIDIC 红皮书冶和大陆野示范文本冶专用条款皆是

渊1冤中国台湾 野模板冶针对的对象是公共工程袁约

束对象为机关和厂商遥 机关相当于公共部门袁厂商相
当于承包商遥
渊2冤中国台湾习惯将合同称为野契约冶遥

渊3冤中国台湾野契约模板冶中与野监理人冶同等地位

称为野监造冶遥 而在 FIDIC 中野工程师冶渊Engineer冤地位
相当于野监理人冶遥

渊4冤中国台湾合同野估验冶相当于野验收冶袁中国台

湾合同中野估验款冶相当于野进度款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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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合同约定工程量出现差异
2.2.1 工程量差异结算支付

2 比较内容

当实作部分工程数量和合同约定的工程数量出
2.1 预付款给付

现差异袁则价金亦可按约定进行相应调整遥

预付款是契约签订以后袁发包人于开工前预先向
承包人支付的部分款项袁主要用于开工准备及购买材

表 2 实作数量较合同约定差异调整比较

料及配置设备等遥 中国台湾野模板冶预付款需获得优良

Tab.2 Comparison of adjustment between work done and contract

厂商等奖励才能获得遥
表 1 预付款给付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advance payment
开工日期前 7 天
渊发包人逾期支付预
付款超过 7 天的袁承
预付款 包人有权催告预付款
通知袁 发包人收到通
无限制袁
给付时
知后 7 天内仍未支付 依照约定
间
的袁 承包人有权暂停
施工袁 发包人支付应
付款的贷款利息袁并
承担违约责任遥 冤

中标函颁
发 之 日 42 日
内袁 收到相关
文 件 之 日 21
日内袁 二者取
较晚者遥

查核金额
以上者袁 预付
款额度不逾
30%曰 查核金
额以下依照约
定 渊预付款应
于银行开立专
户袁 专用于本
采购冤

应符合投
标函附录中之
规定遥 渊预付款
未偿还前袁厂
商应确保预付
款保函有效冤
渊一般为合同
总 价 的 10% ~
15%冤

不低于合同金额
预付款 的 10豫袁不高于合同
给付金 金额的 30豫曰对重大
工程项目袁 按年度工
额
程计划逐年预付遥

按百分比
开工后按约定的
扣减的方式偿
时间和比例逐次扣回
还遥 渊工程估验
应自估验
预付款 渊发包人如要求承包
款累计金额超
人提供预付款担保袁 金额达契约价
扣回方
过契约价格的
承包人应在支付预付 金总额 20%起
10% 起 扣 袁 每
式
款 7 天 前 以 银 行 保 至 80%止
期应扣预付款
函尧 担保公司等形式
为估验款金额
提供担保冤
的 25%冤

一尧契约价金总额结
算给付之部分院1尧实作数
量较契约所定数量增减 跃
5%时袁其逾 5%之部分袁依
原 契约 单 价 以 契 约 变 更
增减契约价金曰2尧实作数
量较契约所定数量增加跃
30%部分袁 以契约变更合
理 调整 契 约 单 价 及 计 算
契约价金曰3尧实作数量较
契约所定数量减少跃30%
部分袁就显不合理之部分
以 契约 变 更 合 理 调 整 实
作 数量 部 分 之 契 约 单 价
及计算契约价金遥
二尧实际施作或供应
之 项目 及 数 量 结 算 给 付
之部分院1尧实作数量较契
约所定数量增加跃30%部
分袁以契约变更合理调整
契 约单 价 及 计 算 契 约 价
金曰2尧实作数量较契约所
定数量减少跃30%部分袁就
显 不合 理 之 部 分 以 契 约
变 更合 理 调 整 实 作 数 量
部 分之 契 约 单 价 及 计 算
契约价金

1尧 改 变
后实际的工
程量比工程
量表或其他
报表中规定
的工程量的
变 动 大 于
10豫曰2尧工程
量的变更与
对该项工作
规定的具体
费率的乘积
超过了接受
的合同款额
的 0.01豫曰3尧
由此工程量
的变更直接
造成该项工
作每单位工
程量费用的
变 动 超 过
1豫曰4尧 该项
工作不是契
约 规 定 的
野固定费率
项目冶

需
调
整
单
价

工程量清
单项目工程量
的变化幅度在
10% 以 外 袁 且
其影响分部分
项工程费超过
0.1%时袁 其综
合单价以及对
应的措施费
渊如有冤均应作
调整遥 渊调整的
方法是由承包
人对增加的工
程量或减少后
剩余的工程量
提出新的综合
单价和措施项
目费袁 经发包
人确认后调
整遥 冤

不
需
调
整
单
价

工程量清
契约价金总额结算
除需调
单项目工程量
给付之部分院实作数量较 整 以 外 之 部
的变化幅度在
契约所定数量增减臆5% 分
10%以内

厂商就未
付款额按月所
计复利收取延
误期的利息袁
其利率为支付
货币所在国中
央银行的贴现
率加上三个百
分点进行计
算遥

30%袁较野示范文本冶和野FIDIC 红皮书冶的 10%为高遥 在

表中可以看出袁中国台湾野模板冶对预付款虽有所

当实作部分与合同约定差异除数量上可能存在

规定袁但没有明确其支付时间及逾期处理方式袁工程

差异外袁亦可能出现合同中不存在的工程袁在实作上

中也可能因此在预付款的支付部分造成一些争议遥

要求进行遥

逾期支付预付款
预付款 超过 7 天袁 承包人可
逾期支 催告袁 收到催告通知 无规定
付处理 7 天内仍 未 支付 袁承
包人可停工遥

表中可以看出袁野模板冶 所列可调单价的门槛为
工程量发生变动一定幅度范围内袁野模板冶规定对承包
人较为不利遥
2.2.2 实作与合同约定项目差异的价款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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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作价款较合同约定差异调整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adjustment between real cost and contract
合同不存在的
新增项目价款

承包人提出变更价款袁
发包人答复是否批准

另议价

承包人提出变更价款袁
工程师答复是否批准遥

合同中存在的
原有项目变更价款

按原单价

如原单价有失公平袁
由厂商举证后另议价

按原单价

合同中存在
类似项目价款

参照类似单价

无规定

参照类似单价

新增项目或数量
尚未议定单价

无规定

以招标时载明一定比例确定袁
未载明为 80%

无规定

2.3 质量验收及进度款支付

收期限内袁检查完工关资料袁确认工程量袁而后核发相

工程质量验收则主要是业主和承包人在规定验

应工程款项袁见表 4 及表 5遥

表 4 质量查验差异比较
Tab.4 Comparison of quality inspection
承包人自查袁 工程师提前 24 小时

承包人工程质量
承包人依规自主检查袁 监理人
厂商依规自主检查袁 监造单位按 将参加检验意图通知厂商袁如工程师未
在约定时间参加并且无其他指示袁承包
查验规定
按规范查验袁厂商应予配合
规范查验袁厂商应予配合
人可自行检验袁可视为工程师在场遥

承包人自检合格后袁覆盖前 48
小时书面通知监理人 渊监理人不能
事先通知监造单位/工程司派员现
隐蔽工程隐蔽前
按时检查袁应在检查前 24 小时书面 场监督 渊因监造/工程司迟延查验造成
查验
通知厂商袁 延期不超过 48 小时袁如 履约期限及费用增加袁由机关负责冤遥
照成延误袁工期顺延冤遥

无规定

对质量有疑问 可 要求 重 新检
对质量有疑问而进行拆除尧 修复
隐蔽工程隐蔽后
查袁结果合格由发包人承担费用尧工 或化验费用袁 结果合格由机关承担费
重验
期及利润袁不合格由承包人负责遥
用袁不合格由厂商负责遥

无规定

厂商自备材料尧机具尧设备者袁可
行三择一院1尧检验由机关办理袁费用机
关负责曰2尧 检验由厂商依机关指定程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序办法袁费用纳入契约价金曰3尧检验由
材料及设备检验
使用前袁由承包人负责检验袁检验费
厂商办理袁费用厂商负责遥 渊因机关要
费用
用由发包人承担遥
求就同一标的做 2 次以上检测袁 结果
合格费用由机关负担袁 不合格由厂商
负担冤

无规定

质量缺失惩罚

由发包人原因造成质量缺失袁
发包人承担增加的费用和工期袁并
支付合理利润遥 由承包人原因造成
质量缺失袁 发包人可要求厂商返工
直至质量达到约定标准袁 所增加费
用和工期由厂商承担

一尧暂停给付估验款曰
二尧限期改正曰
三尧依查核质量缺失点数袁按每点
扣 款 院1尧 巨 额 金 额 以 上 工 程 袁
8000NTD曰2尧 查 核 金 额 - 巨 额 袁
4000NTD曰3尧1 000 万 - 查 核 金 额 袁
2000NTD曰4尧未达 1 000 万袁1000NTD曰
四尧成绩为丙等且可归责厂商袁按
招标载明依前目计算之金额加计本工
程品管费 用 之比 例 扣款 袁 为载 明 按
1%遥三尧惩罚金额以招标时载明之契约
价金总额约定比例为上限袁 未载明按
20%

要求重复相关检验袁如厂商不
能在约定时间修补缺陷或损害袁雇
主可处理方式院1尧由自己或他人进
行该项工作袁 费用由厂商负责曰2尧
按弥补损害费用减少契约价金曰3尧
视情况收回整个工程或部分工程
所支付的费用遥
由于缺陷或损害不能按预定
目的使用袁雇主可要求延长缺陷部
分不超过 2 年的保固期遥

质量争议检测

双方协商确定检测机构袁 由责
任方承担损失

无规定

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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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进度款核发规定差异比较
Tab.5 Comparison of progress payments
承包人每月 25 日上报工程量报
验收计价
厂商按约定频率申请估验计
承包人每月月末向工程师提交报表
告袁监理人收到报告 7 日内审核并报送
及确认时
价渊无载明为每月冤曰机关按约定时 和证明袁收到建商的报表和证明档后 28
发包人渊7 天内未完成袁视为同意承包
间
间审查渊无载明为 15 工作天冤遥
天内工程师向僱主签发支付证书遥
人报告量冤
验收内容

无明确规定 渊以采购法之规
上月 20 日至当月 19 日已完成的
定袁包括估验期内工程质量及工程
工程量
数量冤遥

当月进度情况

机关收到请款单据后约定时
发包人收到监理人审查报告 7 天
进度款给
间付款渊无载明为 15 工作天袁但涉
僱主在工程师收到报表和证明档
内审批并签发进度支付证书袁进度款支
付时间
及向补助机关申请补助款者袁为 30 56 日内支付估验款遥
付证书签发后 14 天内
工作天冤
不低于工程价款的 60豫袁 不高于
进度款给
估验款每期应扣除 5%作为保
工程价款的 90豫遥 增加和扣减索赔金
付金额
留款袁有预付款需一并扣除
额袁扣减预付款及质量保证金遥

暂停给付
规定

1尧进度较约定落后渊未约定按
10%冤曰2尧 履约有瑕疵经通知未改
正曰3尧经通知仍未履行契约应办事
项曰4尧 经通知仍未更换不适任厂
商曰5尧施工质量不良遥

无规定

1尧 厂商得向机关加计约定年
机关渊 发包
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延误的工期和 息渊如未载明为 5%冤曰2尧按约定月
人冤延 误给 渊或冤增加的费用袁包括合理利润遥 违约 后停工袁 并由机关支付必要之费
付 估 验 款 金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 用曰3尧按约定月后终止或解除部分
处理
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违约金遥
或全部契约袁并要求赔偿赔偿损害
费用遥

2.4 变更及索赔相关规定比较

扣除保留金及 25%的预付款

无规定

1尧 厂商提前 21 天以上向僱主发出
支付通知袁否则暂停工作袁造成的工期及
费用由僱主承担 渊利率应以年利率为支
付货币所在国中央银行的贴现率加上三
个百分点进行计算冤曰2尧规定支付时间满
42 日内没收到合理证明袁或收到证明 56
天内没有收到支付证书袁可终止契约遥

非自身原因造成的工程延期尧费用增加而要求给予补

变更是主要是指实作内容与合同约定内容不一
致袁而要求改变部分遥 索赔是指在合同实作过程中袁因

偿损失的权利要求袁见表 6遥

表 6 合同对索赔规定差异比较
Tab.6 Comparison of indemnification regulations
工程师向厂商发出变更指
机关提出变更袁 厂商 30 日
机关 渊发包人冤提
承包人收到变更指示后袁14 日内提
示袁厂商应确认收到指示袁并说明
内提出契约标的尧价金尧履约期
出变更规定
交估价申请袁监理人 7 日内审查
能否变更理由袁 如能执行需提交
限等文件
变更估价建议书遥
索 赔 事 件发 生 后 28 日 内 厂
非可归责于厂商而影响工
承包人确认索赔事件 28 日内发索
商向工程师提出索赔通知 渊28 日
期袁厂商应在事故发生后约定时
承包商向机关 (发 赔通知袁42 日内厂商向监理人提交索赔
以外提出袁 工程师不予接受冤袁厂
间内通知机关 渊未载明为 7 日冤
商 42 日内向工程师提交详细索
包人)索赔规定
报告曰 发包人收到报告 28 日内答复袁否
并与约定时间检具事证并书面
则视为认可
赔报告曰僱主收到报告 28 日内答
申请延期
复袁否则视为认可遥
索赔审查人

发包人

2.5 竣工验收
竣工后验收是施工全过程的最后一道程序袁发包

机关

工程师

人在这一阶段需组织相关人员确认最终工程是否符
合设计要求及工程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袁见表 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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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竣工验收比较
Tab.7 Comparison of completion acceptance
验收
人

发包人尧监理人尧承包人尧设计人等

商

机关尧监造单位元尧工程司尧厂

FIDIC 红皮书仅列工程师遥

1尧机关收到送审资料袁依照契
约约定办理初验渊未载明为 30 日冤曰
初验合格后于约定时间内办理验收
厂商将准备好的竣工检验日期提
验收
收到承包人报告 14 日内监理人完成审
渊未载明为 20 日冤遥
前 21 天通知工程师袁 由工程师确认该
时间 查袁发包人收到报告 28 日内组织验收
2尧如无初验程序袁收到厂商通 日期后 14 天内进行验收遥
知后依约定办理验收渊未载明为 30
天冤
验收
后付
款时
间

验 收 合 格后 28 日内 提 交 竣 工 结 算 申
请袁监理人 14 日内核查袁后报送发包人袁发
验收合格后依照契约约定 渊未
颁发履约证书 56 日内袁 厂商向工
包人 14 日内审批袁并签署竣工付款证书袁而 载明者袁 需在 15 个工作天内完成袁 程师提交最终报表和结清单袁工程师收
后 14 日内完成付款遥 渊逾期按贷款基准利率 但涉及向补助机关申请补助款者袁 到 28 日内向僱主发出最终支付证书遥
付违约金袁 逾期超过 56 天者按贷款基准利 为 30 工作天冤
僱主收到支付证书 56 日内支付遥
率 2 倍支付遥 冤

1尧监理人收到验收报告 42 日内未完成
验收或完成验收不签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袁以
如因可归责于机关之事由袁延
延误 提交竣工验收申请做为验收合格之日曰
误办理初验或验收袁 该延误期间不
验收
2尧发包人不按照约定组织竣工验收尧颁
计逾期违约金曰 厂商因此增加之必
处理 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袁每逾期一天袁应以签约
要费用袁由机关负担遥
合同价为基数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
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违约金遥

1尧厂商延误处理院工程师要求厂商
收到通知后 21 天内检验袁 厂商需将确
定检验时间通知工程师遥 若 21 天内厂
商未进行所要求的检验袁雇主人员可以
自行检验袁风险和费用由厂商负责遥
2尧僱主延误处理院厂商可获得延长
工期袁要求支付相关费用及利润遥

一尧初验或验收有瑕疵者袁机关
得要求厂商约定日内改正 渊未载明
由主验人定之冤遥未能改正可采下来
措施院1 自行或使第三人改正袁要求
厂商偿还改正费用曰2尧中止尧解除契
约或减少价金遥
二尧 验收结果不妨碍安全及使
用需求袁可约定减价金遥尺寸不符按
尺寸差异比例计算曰工料不符袁按工
料差额计算遥
三尧可归责厂商袁履约有瑕疵袁
机关得请求损害赔偿遥

要求重复相关检验袁如厂商不能在
约定时间修补缺陷或损害袁雇主可处理
方式院1尧 由自己或他人进行该项工作袁
费用由厂商负责曰2尧按弥补损害费用减
少契约价金曰3尧视情况收回整个工程或
部分工程所支付的费用

验收
发包人验收合格后 14 天内向承包人签
合格
机关指定接管单位办理点交袁
发工程接收证书袁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后 7 天
后工
应在验收合格后约定日内办理 渊无
内完成工程的移交遥
程移
载明为 15 日冤遥
交

1尧 厂商在准备移交前 14 天向工程
师发出申请接收证书通知袁工程师 28 天
内回复渊如无回复视为颁发接收证书遥
2尧由于僱主原因延误厂商验收达 14
日以上袁则认为僱主已接收工程袁厂商对
延误造成的工期和费用损失可要求赔偿

验收
结果
不达
标的
处理

1尧检验批验收袁严重缺陷重做袁一般缺
陷改善曰2尧个别检验批试块强度不足袁请有
资质检测单位检测曰3尧如经检测达不到设计
要求袁需经过原设计单位核算袁判断能否满
足安全和使用要求曰4尧 如核算达不到要求袁
经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要求袁 则不予验收遥
渊参考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冤

保留
质量保证金扣留总额累计不超过结算
估验款每期均应扣除 5%作为
款扣 价格 5%袁三种扣款方式 1尧支付估验款中逐 保留款曰 遇施工查核结果为丙等或
按期中支付工程款的 10豫扣留袁直
款规 渐扣留曰2尧竣工一次性扣留曰3 双方约定其他 重大劳安或环保事故应提高保留款 到累计扣留达到合同总额的 5豫止
定
扣留方式
倍数渊未载明按 2 倍冤
承包人在发包人签发竣工付款证书后
保留
28 天内提交质量保证金保函袁发包人应同时
初验合格且无逾期情形时袁厂
颁发整个工程的移交证书时袁将一
款退
退还质量保证金曰承包人应在缺陷责任期终 商得以书面请求机关退还已扣留保 半保留金退还曰 工程缺陷责任期满袁退
还规
止证书颁发后 7 天内退还扣除保修花费后 留款总额之 50%
还另一半保留款遥
定
的质量保证金

从表中可以看出袁因台湾公共部门原因延误验收袁
对其并无特别处罚袁 只是要求不计逾期罚款并承担承
包人因此增加的费用遥

2.6 履约期限
合同中出现履约相关时间点袁见表 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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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履约期限比较
Tab.8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period
如专用条款无说明袁
开工日期应在厂商接到
中标函后 42 日内袁 工程
师应提前 7 日通知开工

开工日期

包括院 合同约定计划开工日期及监理
人开工通知的实际开工日期袁 工程师应提
前 7 日通知开工

竣工日期

竣工验收合格的袁 以承包人提交验收
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袁
申请报告之日曰监理人收到验收报告 42 日
厂商将现场物品包括非契约应有设施全 或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
内未完成验收或完成验收不签发工程接收
部运离或清除遥
擅自使用需 7 天内向建
证书的袁以提交竣工验收申请之日曰发包人
商颁发工程接受证书遥
在验收前擅自使用的袁以转移占有之日遥

厂商提交
承包人应在合同签订后 14 天内袁不得
履 约 计 划 晚于载明的开工日期前 7 天提交 野施工组
时间
织设计冶渊包括履约计划冤

无规定

厂 商在 接 到 开 工 通
知 28 日内提交履约计划

无规定

1尧按逾期日数袁以总价金的约定比例计算
违约金渊无载明按 1译冤曰2尧未完成部分不影响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延误袁 由发包人承 已完部分使用袁违约金按未完成履约部分的约
按 投标 函 附 注 之 金
逾期违约
担工期和费用损失曰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延 定计算渊未载明为 3译)曰3尧初验或验收有瑕疵 额每日支付违约金袁总违
金缴交规
误袁 可在专用条款中约定违约金计算方法 限期改正造成逾期的袁需扣除履约期限至限期 约金额不超过约定最高
定
和上限遥
改正之作业日数遥 逾期违约金不超过价金总额 限额遥
20%遥4尧如订有分段进度及最后履约期限袁且有
逾期之情形袁计算如下遥

2.7 工程保险

质财产损失和第三者责任进行赔偿的保险袁保险是一

工程保险是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工程物

种有效的风险转移的方式之一袁见表 9遥

表 9 工程保险差异比较
Tab.9 Comparison of engineering insurance
要求承包
人投保险
种

所有建筑工程险或所有安装工程险

机关招标时载明保险品
种袁 可以选择的保险包括院营
无具体规定袁但保险方未按契约约定办
造综合保险尧安装工程综合保 理袁造成损失部分袁需由责任方承担遥
险尧营建机具综合保险及其他

除专用合同条款外袁发包人投保建筑
厂商负责办理院营造综合
保险办理
工程和厂商设备尧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工程一切险或安装工程一切险曰发包人和 保险尧 安装工程综合保险尧营
人
害尧由厂商办理遥
承包人为所属员工办理工伤保险遥
建机具综合保险及其他
未按合同
保险方未按约定办理保险袁可由另一
保险方未能按契约要求办理保险袁另一
约 定 办 理 方代办保险袁费用由责任方承担曰未能得
无规定
方可以自行办理此类违约险别并支付保险
保险处理 到足额赔偿袁由责任在补足遥
费袁同时需调整契约价款遥
工程尧永久设备尧材料及文件投保袁有效
保险有效
自申报开工日起至履约 期从提交保险证明之日起至颁发工程的接收
无规定
证书之日止保持有效袁 如厂商在接收证书前
期
期限届满之日加计 3 个月
造成损失袁有效期应延至履约证书颁发日期

2.8

争议解决方法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经常存在大大小小的争议袁对

争议解决方法也在不同合同中有所不同遥
表 10 争议解决方法比较

从表中可以看出袁工程一般争议解决方式皆采先
易后难方法袁其中 FIDIC 合同中甚至没有民事诉讼这
项袁因为想较之下袁诉讼方式耗时最长袁成本最高遥

中国台湾工程实务届出现争议袁契约双方如无法

Tab.10 Comparison of disputes resolution

达成协议的情形袁为了保护厂商权益袁契约规定院野经

争议解决
淤协议于调
淤协议于调
淤争议
办 法 及 优 解 盂 争 议 评 审 榆 解盂仲裁榆民事 评审于协议
先级
仲裁虞民事诉讼 诉讼
盂仲裁

关不同意致调解不成立者袁厂商提付仲裁袁机关不得

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提出调解建议或调解方案袁因机
拒绝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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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针对特定的公共工程加以区分袁而野工程采购契
约模板冶以公共工程部分作为目标袁其规范的对象是

合同是就如何应对各种可预见尧不可预见的突发
风险事件达成的协议[6]遥 合同的订制的周详严谨与否

野机关冶和野厂商冶, 作为甲方的机关袁为野避免图利厂
商冶和野控制预算冶袁机关从一开始就处于比较强势的

直接关系到合同执行的成败, 施工过程产生的纠纷主

地位袁因此在相关规定中对机关约束较少袁责任部分

要来源于合同条款的疏漏袁合同条款的约定需尽可能

处罚并不严厉袁而厂商责任部分则处罚较重袁因此契

覆盖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问题袁以最大限度的减小相关

约双方地位并不对等遥 如果站在公平公正契约的角度

履约风险袁促成合同的顺利实施遥 特别的是袁施工质量

来看袁野模板冶有些规定还值得商榷遥

达标是履约过程最基本的要求遥 叶示范文本曳的通用合
同条款中对施工质量部分罗列在第五章袁包括质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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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袁全世界不同范围内强震多发袁地震给人

为跨长)遥也有一些实际工程尝试通过在梁端安装连接

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问题也是不可小视的损失遥 由于

梁装置或通过工程结构措施如将简单支座改为连续

简支梁桥本身的一些结构特点袁其具有上部结构质量

系统改造来减少此类地震的破坏遥 从近年来的工程实

较大的特点袁导致其很容易在灾害来临后遭到不同程

践来看袁采取合理的防坠梁措施可以有效减少此类地

度的破坏遥 由此看来袁如果想要把简支梁桥结构设计

震破坏现象的发生遥

当中的抗震设计做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遥 就此

1.1.2 支座破坏

结合四川汶川的地震灾害事件袁从这些震害工程当中

承载是简支梁桥结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

汲取一些工程实践当中的经验与教训袁这对于以后的

结构袁应具备足够的平移尧旋转等能力遥 与其它部件相

抗震救灾当中的简支梁桥工程的抗震结构设计有一

比较袁支座更换的频率较多袁震后维修也更容易损坏

定的研究意义遥

到支座袁由于更换次数的频繁性袁这往往就会造成人
员对支座的抗震设计不够重视遥 在轴承的设计中袁有

1 震害调查

必要尽可能地保证力和活动能力在地震力的作用下
不受破坏袁并根据需要尽可能地减少地震力造成的破

1.1 震害调查
1.1.1 落梁
根据叶公路简支梁桥抗震设计规范曳袁铁路梁端到桥
墩的边缘与盖梁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渊70+ 0.5 L冤 cm[1](L
收稿日期院2020-10-13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Z180458冤曰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渊2021LK09冤遥
作者简介院高昕渊1990-冤袁男袁汉族袁工程师袁主要从事工程
技术及法律法规的研究遥

坏[2]遥

1.1.3 桥台尧桥墩损坏
在汶川地震中袁拢海上游的奇峰大桥 20 个桥墩周

围出现了圆形水平连接裂缝袁裂缝宽度为 1~ 2 mm袁桥
墩距基底高度约为 2~25 m遥 压碎以及剪切破坏在一
定程度上都属于脆性的破坏, 调查研究发现出现这种

损害的桥墩基本都是由于箍筋太薄,箍筋间距太大,造
成简支梁桥的纵向钢筋发生屈服现象, 且混凝土也易
被压碎,剪切破坏遥 这也提醒设计师在关注设计桥墩袁
对桥墩进行抗震加固设计时袁应根据实际情况袁设计

窑 72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 年第 12 期

一个合理的配筋, 在一定的范围内适当的增加箍筋直

在汶川地震当中发生了严重的毁坏袁以此次寿江

径[2]袁降低箍筋间距袁进而可以很好的提升桥墩的延性

大桥断裂的直接原因来看袁因地震造成的破坏是极为

性能,可有效的防止地震来临桥墩发生脆性破坏遥

明显的遥

1.1.4 梁的位移
始建于 2005 年 5 月袁 位于都江堰市虹口乡的高

简支梁桥如果两跨梁向同一方向移动袁梁体会发
生碰撞而损坏梁体袁如果纵向位移过大袁梁体会脱离

原大桥袁大桥整体横跨白沙河袁是阵前虹口乡的主要

支座袁严重的梁会倒塌遥 对于同跨度的多层梁袁由于横

交通枢纽袁其全貌如下图 2遥在汶川地震当中受到了严

向连接结构薄弱袁 横向位移往往会破坏连接结构袁使

重的破坏袁此次地震无疑对简支梁桥的破坏是致命性

其无法共同工作袁横向位移也往往会导致地震块体的

的袁因地震造成的破坏与震区的其他大部分的梁桥情

破坏遥 设计中,除了关注梁体的强度设计袁还需要特别

况有所不同袁场地效应所表现的破坏极为明显袁大桥

注意梁体的纵向以及横向块和连接结构和一些其他

地基与上部结构因为存在了极为明显的高度差袁导致

的细节设计遥 例如袁可在简支梁桥的块与块之间增加

地震期间虹口高原大桥的整个桥面向右岸整体移位

设计袁添加木垫块或阻尼橡胶进而可有效的降低地震

了 1.8 m遥 主要震害有院因地震导致了结构失效袁在上

所造成的破坏现象遥
1.1.5 其他震害

盘的挤压作用下袁使得地基产生了压缩变形袁造成两
岸桥台之间的距离变短袁软体结构发生了极为明显的

除了上述在地震期间损坏的简支梁桥结构类型
以外袁如果出现桥位差,以及梁基土的液化或者梁基土
的断层, 就会导致简支梁桥的结构基础产生很大的移

变形作用曰同时因 A1 桥台形成的裂缝袁导致上部结构

尾音袁使得 3# 主梁出现落梁袁并对 3# 桥墩施加了猛
烈的撞击力造成墩柱的严重破坏袁出现歪斜现象遥

位现象,进而造成简支梁桥结构的破坏,甚至更糟糕产
生简支梁桥的崩塌遥 这种地震灾害对于简支梁桥结构
的破坏影响无疑是毁灭性的袁且根本没有方法进行修
复袁在选择线路时就需要设计师注意避免这种地质灾
害可能的发生遥 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袁应优先考虑结
图 2 高原大桥全貌

构简单的铁路梁桥袁采取深基础尧增加桩身配筋等工

Fig. 2 The complete picture of Plateau Bridge

程措施袁尽量减少地震破坏遥
1.2 典型震害简支梁桥分析
1.2.1 典型简支梁桥的震害破坏
寿江大桥位于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的西
部地带袁是四川岷江紫坪地区的交通枢纽袁简支梁桥
全貌见图 1遥

2 简支梁桥震害机理分析
2.1

地震的震害机理分析震后简支梁主要震害及原
因分析
损坏的道路简支梁桥和铁路简支梁桥在一定的

程度上有所区别袁破坏位点也有区别的遥
2.1.1 上部结构的震害
由于简支梁桥结构是作为特殊的多点线性结构
而建的袁所以在桥墩的各个点处都具有不尽相同的土
质袁在地震发生以后袁各个点就会受到震动波的影响袁
图 1 寿江大桥全貌

Fig. 1 Full view of Shoujiang Bridge

导致输入的地震动有较大的差异袁这就会造成梁体位
移互不协调袁且如果简支梁桥的桥跨部分越长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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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越明显遥 因为简支梁桥的上部结构在地震当中发
生了较强的结构位移或者相邻梁体之间发生猛烈的
撞击现象袁就会致使简支梁桥的支座尧挡块等限制简
支梁桥的一些装置结构发生功能上的失效袁从而导致
落梁发生渊如图 3尧图 4冤遥

图 5 垮桥

Fig.5 Bridge collapse

图 3 落梁

Fig.3 Falling beam

图 6 寿江大桥支座滑动和梁体滑移

Fig.6 Bearing slip and beam slip of Shoujiang Bridge

2.1.2 桥台震害

在强大的震动下袁俩案桥台发生相对移动袁各台
图 4 垮桥

Fig.4 Bridge collapse

之间距离明显减小袁导致两岸桥台身被剪坏袁丧失承
载力遥

在此次地震中有非常多的简支梁简支梁桥体纵尧

简支梁桥主梁与桥台之间产生猛烈的撞击现象袁

横向移位或平移袁 虽然没有发生落梁的破坏现象袁但

造成桥台后面的填土被前墙挤压破坏袁 使得台后的填

是其承载力却严重减少袁 导致震后根本无法正常通

土塌陷袁最后导致桥头搭板的悬空尧坍塌现象渊如图 7冤遥

行遥 图 5 所示的古溪沟中桥袁因此次的地震作用造成
了非常严重的横向位移和纵向位移袁虽然残留的纵向

位移较小袁但是两岸桥台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袁这种
情况说明了主梁与桥台在地震期间发生了猛烈的碰
撞现象袁从而造成了桥台后倾袁台后填土发生垮塌袁桥
头的台板呈现悬空的形式遥 寿江大桥也发生了明显的
移位现象渊如图 6冤袁其上部结构当中的第 2 跨移位现
象最为严重袁其横向移动 12 cm尧纵向移动 15 cm袁因梁

体纵向位移对桥台两岸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袁 从而造成
桥台发生倾斜尧破碎尧露筋袁承载力严重降低的现象遥

图 7 白水溪大简支梁桥与挡块之间的碰撞导致挡块的破坏
Fig.7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Beam Bridge Bay and the

retaining block resulted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taining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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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支座尧挡块等构件震害

3 震害防治措施

支座结构的重要性在于联系简支梁桥上部与下
部袁在地震期间其功能表现的更加明显袁支座的存在

3.1 构造措施

有利于纵向水平力的传递以及梁体的自由变形 袁且

渊1冤强化箍筋在抗震中的作用

[3]

在地震期间起到了隔震作用遥 但是在简支梁桥设计当

设计师在设计时,更强调设计的主要强化,比如箍

中袁其也是一项薄弱的环节袁支座的失效能够造成梁

筋的设计,以及安排直径间距太大,如在汶川地震中损

体的位移尧梁体之间的相互碰撞等问题遥 [4]以此次汶川

害的百花桥墩, 调查发现码头配置只有 8 mm 直径,

地震来看袁因支座与挡块的构造不足袁在强烈的 8 级地
震的作用下袁就造成了梁体发生严重位移或较大变形袁
从而导致桥身发生倾斜尧脱空等破坏现象渊如图 8冤遥

HRB 235 钢筋间距 20 cm,在汶川地震当中 38 个桥墩
中有 24 个坍塌遥 结果表明袁箍筋对结构的抗剪性能尧

纵筋和核心混凝土的约束性能以及结构延性的提高
起着重要作用遥塑性铰在这里的使用,桥墩和基础或连
接过渡段与上层建筑可以有效地减少崩塌, 剪切和其
他脆性破坏,进而提高结构的延性遥
渊2冤在简支梁桥落梁处加强措施,防止落梁破坏
特别是对铁路简支梁桥, 为了防止落梁破坏的发
生,除了增加梁的长度支持,结构也可以保证梁连接设
备的安装遥 从地震块体等结构的破坏来看袁各部分的
结构措施有效的发挥了作用遥 不过应注意这些装置以
及挡震尧砌块的强度设计袁应明确这些结构措施在小尧
中尧大地震作用下的工作状态袁避免设计与施工的不

图 8 白水溪大桥墩柱的破坏

Fig.8 Pier column failure of Baishuixi Bridge

2.2 简支梁桥的震害机理研究分析
渊1冤在公路方面的震害重

一致性遥 不但要防止挡土墙过强对下部结构的损坏袁
而且要防止挡土墙过弱对梁的作用下降袁才能真正起
到挡土墙的作用[5]遥

3.2 在可研阶段选择合理的桥位和桥型

公路简支梁桥桥墩尧基础的易碎性以及输入大地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袁 主要解决简支梁桥的位置尧

震动参数的实际情况袁共同决定了公路简支梁桥在地

型式问题遥 由于当前曲线桥使地震反应变得更加复杂

震的作用下会产生较大的危害性遥 与之相比袁桥墩和

化袁所以在简支梁桥设计时轴线应尽可能直遥 并且因

简支梁桥基础的特性造成其抗震性能的加强袁再加上

为铁路简支梁桥非常容易就会发生落梁的现象袁因此

实际情况中输入的小场地地震参数袁因此袁简支梁桥

在铁路简支梁桥设计的过程当中袁 桥面需要连续袁并

在地震作用下的危害是相对较小的遥

尽量减少使用伸缩缝尧 安装一些防止坠梁的相关装

渊2冤地震损害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在地震区域造成的了大量的道路和简支梁桥破
坏袁位于地震灾区的广元铁路也没有逃脱,断裂带几乎
平行于大高速公路和铁路简支梁桥袁在高速公路上损

置尧桥跨应尽可能的布置成小跨距袁桥台尧桥墩应与桥
的轴线垂直遥
3.3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袁重视抗震构造设计尧构造措
施和细节

失不是很严重, 除了部分铁路简支梁桥支座损伤的情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袁主要解决结构计算尧设计的

况下,对其余的部分不是很严重,因此,汶川大地震的地

问题遥 这也是设计师必须注意的问题遥 从汶川地震中

震灾害具有明显的方向性遥

受损的简支梁桥袁[5]我们得到以下启示院
渊1冤加大上部结构的地震强化力度袁因此我们必

须加强梁措施袁增加可以使用块的厚度袁块和梁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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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设置的缓冲橡胶垫厚度不少于 2.5 cm, 最好使用不

滑坡和崩塌冤对河流和小溪沿岸简支梁桥的影响遥

据野小震尧中震不坏尧大震可坏冶的设计原则来确定结

方向,与此同时,桥的轴在山里尽可能采取直接避免弯

构尺寸遥

曲,选择曲线桥,其跨度不应太大,可以连续桥面没有简

少于 25 个 椎 二级钢筋, 箍筋使用 椎12 次级强化遥 根

渊2冤墩身箍筋尧桩基等结构建议

渊2冤加强简支梁桥结构抗震设计遥 注意桥的轴的

单的支持,码头不适合使用单一列,桥台不适合平面曲

使用桥墩桩基钢筋 椎12 次级强化;建议对箍筋进

行加密袁加密范围为盖梁下墩直径的 1 倍尧承台上墩
直径的 3 倍尧承台下桩直径的 5 倍遥

渊3冤重视简支梁桥刚度突变的结构设计

系梁施工时最好与桥墩或桩基一次性浇筑袁加强

线遥 重视抗震结构设计遥 对于连续梁的下部结构袁中央
低墩的设计是十分必要的遥 加强桥墩尧桩基箍筋设计尧
简支梁桥刚度突变的结构设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遥
渊3冤对重要简支梁桥进行抗震安全评价袁提高大

跨简支梁桥和重要简支梁桥的抗震设防标准遥
渊4冤注重桥墩及其基础的延性设计遥

部分简支梁桥系梁的完整性破坏和施工缝遥

4

渊5冤改变传统的野抗震设计冶概念袁树立野隔震设

结论

计冶的理念袁对重要尧特殊的简支梁桥更有意义遥

以汶川地震当中的简支梁桥为例, 分析简支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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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eismic Damage Mechanism of Concrete
Simply Supported Beam Bridge
GAO XIN

Abstract:

( 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袁 Nanping, Fujian 353000, China)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disaster experience of the simply sup鄄
ported beam bridge caused by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mply supported beam bridge,
a series of research and discovery are carried out on the seismic damag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e earthquake damage mechanism
analysis, the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the technical materials for earthquake resistanc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The seismic damage
mechanism of simply supported beam bridge is analyzed, and the essence of seismic damage of simply supported beam bridge is reveal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which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eismic research of simply supported beam bridge. On
this basis, we put forward the seismic design concept of simply supported beam bridge in various design stage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use of seismic isolation control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reduce the seismic damage of simply supported beam, and com鄄
prehensively described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is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simply supported beam bridge; earthquake damage mechanism曰seismic isolation control technology曰earthquake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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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活动与抑郁的关系要要
要心理
弹性的中介作用
于方方袁 张庆天
渊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0冤

摘

要院为探索心理弹性对大学生体育活动与抑郁关系的中介作用袁采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渊PARS-3冤尧抑郁自评

量表渊SDS冤尧心理弹性量表渊CD-RISC冤袁对上海市某高校 259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袁对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 Bootstrap

分析法检验遥 结果表明院大学生体育活动水平与心理弹性各因子渊自强院r=0.646袁P<0.01曰乐观院r=0.806袁P<0.01曰坚韧院r=
0.170袁P<0.01冤呈正相关曰抑郁水平与心理弹性各因子渊自强院r=-0.144袁P<0.05曰乐观院r=-0.173袁P<0.01曰坚韧院r=-0.657袁P<

0.01冤呈负相关遥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袁体育活动水平对抑郁直接效应为 0.033 3袁95%CI[-0.100 0,0.076 7]袁以心理弹性
中坚韧维度的中介效应为-0.046 3袁95%CI[-0.084 9,-0.010 1]袁可见大学生心理弹性在体育活动水平和抑郁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遥

关键词院体育活动水平曰心理弹性曰抑郁曰中介作用曰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院G804.82曰G807.4

文献标识码院A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性疾病袁具有高发
病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1]袁不同于通常的情绪波动和

对日常生活中因挑战产生的短暂情绪反应袁抑郁患者
常处于心境异常低落尧不愉快的负面情绪状态袁对个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76原园5
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7]遥 一项调查显示袁在 8 155 名学生
中袁6.7%的学生有自杀意念袁1.6%的学生有自杀计划袁

0.5%的学生过去一年曾有自杀企图[8]遥 关键问题在于
当抑郁情绪侵袭时袁个体不能及时寻求一个合适的出

人的生活及社会有不良的影响[2]遥 中国抑郁症患病率

口袁这会加深抑郁情绪的发酵袁个体一直处于在悲痛

呈上升趋势袁大约超过 4 000 万人患病袁超过 70%的

的情绪中沉溺的状态遥

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袁其中包括众多患有抑郁症

心理弹性是由多个成分组成的心理结构袁在不同

的大学生[3]遥 大学生是社会的特殊群体袁正处于青春期

文化尧 不同年龄的群体中可能呈现不同的结构模型[9],

生情绪障碍遥 在过去调查显示袁大学生的抑郁患病率

重大创伤尧经历困境或面对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重大

为 7%至 9% 袁Zisook 等发现在所有抑郁症病例中袁有

挑战后袁其仍然可以表现出积极的适应能力的动态过

地袁Kessler RC 在全国共病调查中发现袁部分患者表现

标产生显著影响袁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具有更高的心理

阶段袁自我意识迅速发展袁情绪丰富而不稳定袁容易发
[4]

它的两个潜在的评价点是自信和自我效能袁个体遇到

一半以上是在童年尧青春期或成年期首次发病[5]曰同样

程[10]遥有研究发现袁心理弹性能直接对心理健康正性指

出情绪紊乱的特征是从十几岁开始呈线性增长[6]遥 自

弹性[11,12]遥 在大学生中体育活动可能通过增加心理弹

杀是抑郁症的常见后果之一袁同样也是导致抑郁症患

性而影响抑郁的形成和发展遥

以积极尧发展的角度对上海市某高校 239 名大学

收稿日期院2020-12-23

生的体育活动尧抑郁状态与心理弹性之间的关系进行

作者简介院于方方渊1996-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深入的分析袁为体育活动水平对抑郁的影响机制提供

事体育教育训练的研究遥

理论依据袁以便更具针对性地对大学生群体开展抑郁

窑 77 窑

于方方袁等院大学生体育活动与抑郁的关系要要
要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干预冶遥

九州大学心理学者桥本公雄先生制定的野应激测验量
表渊stress check list冤冶修订完成[17-18]遥 该量表通过三个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维度对体育活动水平进行评估袁 分别是活动强度尧活

动时间尧活动频率遥 野体育活动等级量表冶中每个维度

1.1 研究对象
以心理弹性在大学生体育活动与抑郁间的中介
作用为研究对象遥 以上海市高校 259 名大学生为调查
对象袁共发放问卷 259 份袁有效问卷 239 份袁有效问卷

率达到 92.3%遥 其中袁男性为 79 人袁女性为 160 人袁年
级为大一至大四之间遥
1.2 测量工具

共有 5 个等级袁 强度维度和频率维度根据等级记 1~5

分袁时间维度根据等级记 0~4 分遥 运动量是强度尧时间
与频率的乘积遥量表总分最高分为 100 分袁最低分为 0
分遥 运动量评定标准: 臆19 分为波动量曰20耀42 分为中

等运动量曰逸43 分为大运动量[17]遥 PARS-3 的重测信度
为 0.82遥

1.3 施测程序

1.2.1 抑郁自评量表

研究所用的 3 套问卷均为自评式问卷袁 笔者将 3

抑郁自评量表是一种测量抑郁的工具 袁于 1965

套问卷进行排版袁并加入合理的指导语袁主要以发放电

表是反应个体的抑郁主观感受袁共计 20 项题目袁按症

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处理遥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和回归

[13]

年由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William W K Zung 编制遥 该量

状出现的频度划分的袁测评时间范围为最近一周遥 根
据中国常模的结果袁抑郁自评量表 SDS 标准分的分界
点值为 53 分袁抑郁程度分为三类抑郁水平袁即轻度抑
郁(53~62 分)和中度抑郁(63~72 分)袁重度抑郁(73 分以
上)

遥

[14-15]

1.2.2 心理弹性量表

子问卷和纸质问卷进行遥 使用 Excel 和 SPSS 22.0 进行

分析考察体育活动水平尧 抑郁和心理弹性之间的相关
性曰采用 Bootstrap 分析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19-20]遥

2 结果
2.1 大学生体育活动尧抑郁尧心理弹性的描述性统计

中文版的心理弹性量表是由于肖楠等人依据英
国学者 Block 编制的 Connor-Davidson 韧性量表进行

和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见表 1袁 大学生体育活动水

修订完成 遥 该量表的测量有利于克服逆境的核心品

平量表得分的均值为 26.67袁 说明该群体的体育活动

目袁分为三个维度袁坚韧尧自强尧乐观袁评分方式为 5 级

47.06袁低于轻度抑郁渊53~62 分冤袁说明该群体整体健

分数越高则表示心理弹性越好袁相反袁分数越低则表

韧维度得分均分为 63.12袁 乐观维度均分为 23.68袁自

[16]

质袁促进个体适应逆境的积极心理品质遥 包含 25 个题
评分袁从 0~4 分表示野从不尧很少尧有时尧经常尧总是冶袁

水平为中等运动量水平曰 抑郁自评量表得分均值为

康状况是良好的曰心理弹性量表得分均值为 66.57袁坚
强维度均分为 10.11遥

示心理弹性越弱遥
1.2.3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三个量表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袁体育活动水平与

野体育活动等级量表冶是由梁德清等人根据日本

心理弹性呈正相关渊r =0.174袁P约0.01冤袁抑郁与体育活

表 1 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n=239)

Tab.1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each study variable (n= 239)
体育活动水平
坚韧
乐观
自强
心理弹性
抑郁

1
0.170**
0.806**
0.646**
0.174**
-0.157*

0.170**
1
0.183**
0.215**
0援996**
-0援657**

0.806**
0.183**
1
0.633**
0.187**
-0.173**

注院* 表示 P<0.05袁**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0.646**
0.215**
0.633**
1
0.223**
-0.144*

0.174**
0援996**
0.187**
0.223**
1
-0.658**

-0.157*
0.996**
-0.173**
-0.144*
-0.658**
1

26.67依26.19
63.12依14.27
23.68依5.23
10.11依2.98
66.57依15.69
47.06依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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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水平呈负相关渊r =0.157袁P约0.05冤袁心理弹性与抑郁
呈负相关渊r =-0.658袁P约0.01冤遥 体育活动水平与心理

弹性各维度有显著的正相关渊自强 r =0.646,P约0.01尧乐
观 r =0.806袁P约0.01尧坚韧 r =0.170袁P约0.01冤袁抑郁与心

理弹性各维度有显著的负相关 渊自强 r =-0.144,P约
0.05尧乐观 r =-0.173袁P约0.01尧坚韧 r =-0.657袁P约0.01遥
2.2

心理弹性在体育活动水平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检验

如表 2 所示袁建立 3 个方程假设模型院a.体育活动

水平与抑郁显著影响曰 b.体育活动水平与心理弹性各

维度显著影响曰c.抑郁渊因变量冤同时对体育活动水平
与心理弹性各维度渊自变量冤进行回归分析遥 心理弹性
各维度的回归系数要达到显著性水平袁自变量回归系
数减小袁当自变量减小至不显著时袁说明呈完全中介
作用遥 结果显示袁在未加入心理弹性中介变量时渊回归
方程 1冤袁 体育活动水平对抑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渊茁
=-0.157袁P约0.05冤袁假设 a 成立曰且在模型中袁体育活动
水平与各维度变量坚韧尧乐观尧自强渊回归方程 2冤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渊茁 =0.170袁P约0.05曰茁 =0.806袁P约0.05曰茁
=0.646袁P约0.05冤袁假设 b 成立曰当抑郁同时对体育活动

水平与心理弹性各维度进行回归分析 渊回归方程 3冤袁
体育活动水平对抑郁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袁且回归系数
减小渊茁 =-0.046袁P>0.05冤袁坚韧维度对抑郁有显著影
响渊茁 =-0.649袁P约0.05冤袁假设 c 成立袁说明坚韧维度在

图 1 中介效应图

Fig. 1 Mediator effect diagram

(注: 实线代表中介作用显著的路径, 虚线代表中介作用不
显著的路径)

对假设的中介模型进行了 Bootstrap 分析法检验袁

结果呈现在表 3遥 结果显示袁体育活动水平通过心理弹
性 95% 置信区间渊未包含 0冤为咱-0.084 8袁-0.012 7暂尧
坚韧 95% 置信区间渊未包含 0冤为咱-0.084 9袁-0.010 1暂袁
说明坚韧维度间接影响抑郁水平袁但乐观尧自强维度

95% 置 信 区 间 渊 包 含 0冤 分 别 咱-0.116 6袁0.020 0暂尧
咱-0.063 9袁0.023 3暂 并没有显示出在体育活动水平和

抑郁水平间的中介作用遥 在该模型中心理弹性的坚韧
维度发挥中介作用遥
表 3 各维度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结果
Tab.3 Results of Bootstrap tests for mediating effects in all dimensions

体育活动水平与抑郁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遥 乐观尧自强
维度对抑郁不具有显著影响袁假设不成立袁说明乐观尧
自强在体育活动水平与抑郁间无中介作用遥
表 2 中介模型的回归分析
Tab.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model

体育活动水平 -0.157 0.015

0.174

0.007 -0.043 0.383

体育活动水平 -0.157 0.015

0.170

0.008 -0.046 0.354

体育活动水平 -0.157 0.015

0.806

0.000 -0.050 0.647

体育活动水平 -0.157 0.015

0.646

0.000 -0.110 0.193

心理弹性
坚韧
乐观
自强

-0.651 0.000
-0.649 0.000

体育运动水平要
心理弹性要抑郁
体育运动水平要
坚韧要抑郁
体育运动水平要
乐观要抑郁
体育运动水平要
自强要抑郁

-0.047 4

0.018 6

-0.084 8 -0.012 7

-0.046 3

0.018 7

-0.084 9 -0.010 1

-0.044 9

0.034 8

-0.116 6

0.020 0

-0.019 6

-0.063 9

0.023 3

总中介效应

-0.098 9

0.022 1

0.033 3

0.022 0

-0.010 0

0.076 7

总直接效应

0.200

-0.140 3 -0.061 7

3 讨论
体育活动水平尧心理弹性与抑郁三者之间紧密相

-0.133 0.220

关遥 结果表明袁该高校大学生体育活动水平与心理弹

-0.073 0.389

活动水平呈负相关遥 根据认知社会理论三个因素袁如

性呈正相关尧心理弹性与抑郁呈负相关尧抑郁与体育

于方方袁等院大学生体育活动与抑郁的关系要要
要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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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因素尧环境因素和行为因素袁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袁

变化时我能适应冶袁野由于经过磨练我变得更坚强了冶

相互影响[9]遥 体育活动是一种社会行为袁也是一种社会

等袁从题目设定角度分析袁能显现出在一定条件下个

环境遥 当一个人从事体育活动时袁精神状态会通过心

体处理事情的能力袁但从本质层面来看袁得分情况似

理和生理变化而改变袁进而影响认知 遥 一方面袁在进

乎是与人格特质更接近袁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相

行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克服环境和技术困难等

对稳定的精神状态袁通过一定运动量改变个体的人格

客观因素袁还会有羞怯尧受伤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曰另一

状态是较为困难的袁中介路径不显著的原因之一可能

方面袁个体为自己设置运动目标完成并超越袁可以不

是由此引起的遥 其次袁研究表明体育活动水平对心理

断的提升自己的自信心遥 换而言之袁体育精神本体特

弹性有一定的影响袁心理弹性较好的个体在经历困境

征具有野坚持不懈袁不放弃不抛弃冶等特质袁个体在进

或重大事件时可以表现出更多积极向上的情绪[23]遥 在

[11]

行体育活动的同时袁逐渐养成乐观积极的心态遥 通过

医用临床上袁心理弹性在缓解抑郁情绪方面也有一定

体育活动的群体性视角出发袁集群环境能够调节个体

的作为袁但心理弹性的作用受限袁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的情绪遥 在集群环境中袁更容易与他人交流倾诉袁接受

促进个体积极的情绪体验袁不能将消极情绪向积极情

同伴锻炼者的帮助或获得同伴更好的锻炼方法袁逐渐

绪的方向转变遥 即使进行体育活动对缓解抑郁情绪在

提高个体处理应激事件的能力袁 从而增强心理弹性遥

某种程度上有作用袁但是长时间坚持体育活动并非简

根据心理防御机制理论袁个体通常是在潜意识或者是

单的事遥 个体在培养体育活动习惯的过程中袁内在的

无意识下启用防御机制[12,21]遥 心理弹性与成熟的防御

自信与自尊可能会发生改变袁坚韧特质的培养也会随

机制显著相关遥 心理弹性较好的个体袁在面对应激事

之发生改变袁这也许是心理弹性在体育活动与抑郁间

件发生时袁会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下启用成熟的心理防

发生作用的另一种机制遥 因此袁未来对大学生进行抑

御机制袁促使事件朝理想的方向发生袁并能够理性的

郁缓解或防治的过程中袁可以培养大学生心理弹性的

处理袁即使是消极的情况也可以将其危害程度降到最

坚韧品质遥 学校在组织和引导大学生进行体育活动

低曰反之袁心理弹性较差的个体袁在面对应激事件发生

时袁创建有利于大学生增强社会交往袁易于坚持的体

时袁会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下启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

育活动项目遥

制袁使事件持续恶化袁并伴有焦虑尧自卑以及抑郁的情
绪出现遥

4 结论

结果证明袁体育活动水平可以通过心理弹性坚韧
维度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遥 已有研究发

在上海市某高校大学生中袁体育活动水平与抑郁

现袁进行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能够有效的提高大学生

水平显著负相关尧心理弹性水平显著正相关曰心理弹

的心理弹性袁对大学生的精神解脱以及自我磨练等产

性与抑郁水平显著负相关曰心理弹性的坚韧维度在体

生较好的影响[22]遥龚俊耀认为袁进行体育活动对青少年

育活动水平和抑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遥

间以及运动频率对心理弹性有积极的影响袁且中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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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rcise and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YU Fangfang, ZHANG Qingti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0, China)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rcise and levels of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鄄
dents. Methods: total 259 students from one Shanghai university took part in this study.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PARS-3,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nd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r鄄
cise and depression was evaluated by Bootstrap method. Results: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various factors of resilience (self-improvement: r =0.646,P<0.01,optimism:r =0.806,P<0.01 and tenacity: r =0.170,P<0.01);there was a neg鄄
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and various factors of resilience (self improvement:r=-0.144,P<0.05,optimism:r =-0.173,
P<0.01and tenacity:r =-0.657,P<0.01). The exercise could directly predict the levels of depression 渊茁 =0.033 3, 95% CI: -0.100 0,0.076 7)曰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subscales of resilience were significant : tenacity ( 茁 =-0.046 3,95%CI:-0.084 9,-0.010 1).Conclusion: Resili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rcise and depression.
Key words: exercise; resilience; depression; mediating effect; college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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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线上学习平台的使用意愿分析
要基于
要要
UTAUT 模型
丁丽袁 方晓袁 王景兰
渊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系袁 安徽 亳州 236800冤

摘

要院为探索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对线上学习平台的使用行为意愿影响因素袁在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模型的

基础上加入灵活性作为自变量袁构建研究假设模型遥 以职教云平台为例袁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袁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
方程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袁研究绩效期望尧努力期望尧社会影响尧便利条件尧灵活性以及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使
用意愿的相关性遥 发现社会影响和灵活性对大学生自主使用线上学习平台进行网络课程学习有显著影响曰专科生和本科
生自主使用的意愿是不相同的遥

关键词院UTAUT 模型曰线上学习平台曰使用意愿曰灵活性
中图分类号院G434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81原园5

疫情期间职教云尧学习通尧爱课程尧e 会学尧网易云
课堂等平台被高校广泛使用袁辅助线上教学遥 随着疫
情的有效控制袁各高校都陆续开学袁学生重新回到了

渊gender冤尧年龄渊age冤尧经验渊experience冤尧自愿使用渊vol鄄
untarily冤袁具体结构如图 1 所示[2]遥

教室上课遥 这些线上学习平台是否还会被学生继续使
用袁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遥 本文以高校大学生为研究
对象袁以职教云为例袁以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模
型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袁构建了职教云平台使用意愿的
影响因素模型遥

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模型 渊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袁简称 UTAUT冤旨在解

图 1 UTAUT 模型

Fig.1 UTAUT model

释用户使用新技术的行为意图和随后的使用行为[1]遥 该
模型有四个核心变量渊自变量冤尧两个因变量以及四个
调节变量遥 这四个核心变量是院绩效期望渊PE冤尧努力期
望渊EE冤尧社会影响渊SI冤和便利条件渊FC冤曰两个因变量分
别是行为意愿渊BI冤和使用行为曰四个调节变量即性别

1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对大学生使用线上平台的意愿研究是在 UTAUT

模型的基础上袁 结合大学生的群体特点及线上学习平
收稿日期院2020-11-01
基金项目院2020 年安徽省线上教学重大项目渊2020zdxsjg230冤曰
2019 年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
目 渊gxyq2019226冤曰2019 年安徽省教育科学研

究项目 渊JK19145冤曰2018 年安徽省职业与成人

教 育 学 会 教 育 科 研 规 划 课 题 渊AGZ18056冤曰
2020 年 亳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院 级 重 点 项 目
渊2020zdjg03尧2020bzjyxm11尧BYK2025冤遥

作者简介院丁丽渊1983-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电子商
务尧教育教学尧数据挖掘的研究遥

台的特性袁在 UTAUT 模型的基础上袁构建了职教云平

台使用行为意愿模型袁 对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
影响关系提出正向假设袁 并通过论证探索和定量分析
检验假设遥
1.1 模型设计
1.1.1 自变量设计
保留经典 UTAUT 模型中的四个核心变量袁增加系

统灵活性作为第 5 个自变量遥 在以往的研究中袁系统灵
活 性 被 用 于 基 于 web 的 用 户 意 图 培 训 研 究 渊al鄄

窑 82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 年第 12 期

rawashdeh 和 Al-mahadeen袁2014冤遥 E-learning 系统的

灵活性定义为个人认为他/她可以在任何时间从任何

H7院专科生和本科生使用职教云平台的行为意愿

有所不同遥

地方访问该系统的程度遥 因此袁本文将灵活性渊flexibil鄄

ity冤纳入 UTAUT袁以调查它是否对 BI 产生重大影响[3]遥FL

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进入在线学习平台进行线上课程学习的程度遥

2.1 问卷设计

被定义为大学生认为他/她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1.1.2 因变量设计

对大学生使用线上学习平台意愿的问卷设计主

由于大学生使用线上学习平台进行学习的意愿直

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和各个研究维度的量表部分遥

接决定其使用行为袁 所以本研究将大学生对线上学习
平台使用的行为意愿 BI 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遥

个人基本信息主要包括院性别尧教育程度渊本科尧
高职冤尧年级渊大一尧大二尧大三尧大四冤遥

1.1.3 调节变量设计

在校大学生年龄差别都不大袁 也不存在使用经验
上的差别袁 且都是自愿使用或者在周围人的印象下自
愿使用的袁 因此本文剔除了经典 UTAUT 模型中的年

龄尧经验和自愿性这三个调节变量 遥 本研究对象中的
[4]

大学生类型包括本科生和专科生袁二者学习的自主性

是有差别的袁所以增加受教育程度作为调节变量遥 最

各个研究维度的量表设计对于各个变量问题的设

计采取 7 级量表的形式袁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分别
用 1~7 表示袁即非常不赞同用 1 分表示袁不赞同用 2 分
表示袁有点不赞同用 3 分表示袁没有意见用 4 分表示袁有
点赞同用 5 分表示袁赞同用 6 分表示袁非常赞同用 7 分
表示袁每个维度设计 3 个问题袁具体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各个研究维度的量表设计

终确定调节变量为性别和受教育程度袁构建的研究模
型如图 2 所示遥

Tab.1 Scale design of each research dimension

PE

EE
图 2 职教云使用意愿模型

Fig.2 Cloud usage intention mod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1.2 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模型设计袁提出以下 7 个假设院

SI

H1院绩效期望正向影响大学生使用职教云平台的

行为意愿曰

H2院努力期望正向影响对大学生使用职教云平台

FC

的行为意愿曰

H3院社会影响正向影响大学生使用职教云平台的

行为意愿曰

H4院便利条件正向影响大学生使用职教云平台的

FL

行为意愿曰

H5院灵活性正向影响大学生使用职教云平台的行

为意愿曰

H6院男生和女生使用职教云平台的行为意愿有所不同曰

BI

PE1. 职教云平台对我自主进行网络课程
学习十分有用遥
PE2. 使用职教云平台会改善我利用网络
资源进行自主学习的效果遥
PE3. 职教云平台使我能够有效地自主进
行网络课程学习遥
EE1.我认为职教云平台非常容易使用遥
EE2. 学习使用职教云平台对我来说不需
要花费很长时间遥
EE3. 我认为使用职教云平台获取学习资
源是容易的遥
SI1. 老师觉得我应该使用职教云平台来
自主进行网络课程学习遥
SI2. 同学觉得我应该使用职教云平台来
自主进行网络课程学习遥
SI3. 身边的人觉得我应该使用职教云平
台来自主进行网络课程学习遥
FC1.职教云平台上的内容丰富袁有助于专
业课程的学习和知识的拓展遥
FC2. 学校里有免费的网络让我自由使用
职教云平台来自主进行网络课程学习遥
FC3.职教云平台与我的手机相兼容袁我可
以随时随地进行网络课程的学习遥
FL1. 我发现职教云平台让我灵活地自主
进行网络课程学习遥
FL2. 我可以轻松地使用职教云平台来自
主进行网络课程学习遥
FL3. 职教云平台为我提供了更多的灵活
性来自主进行网络课程学习遥
BI1. 我打算使用职教云平台来自主进行
网络课程学习遥
BI2. 我预估我会使用职教云平台来自主
进行网络课程的学习遥
BI3. 我会有计划地使用职教云平台来自
主进行网络课程的学习遥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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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收集数据
高职和本科生是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袁为了使收
集到的数据更具有代表性袁问卷设计好之后放在问卷
星上进行在线发放遥 分别转发到以顺德尧亳州尧深圳三
所城市命名的职业技术学院的本科和专科班级群中袁

让学生在线填写遥 问卷发放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21

日要2020 年 8 月 23 日袁共收到问卷 218 份遥为了使收
集到的数据能够反映大学生的真实意愿袁 删除漏选尧

弗奈尔-拉克准则中每个潜在构面 AVE 的平方根计

算结果是否大于其余构面的相关系数曰各个指标的负
荷量是否高于其所有交叉负荷量遥 PLS 计算的弗奈
尔-拉克准则结果渊如表 3 所示冤显示袁所有构面间的
相关系数均大于 0.5 小于 0.85袁且主对角线 AVE 的算
术平方根都大于其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6]遥 说明问卷

的各个变量之间具有很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袁反
映出这六个构面之间的相关性是合理尧可以接受的遥

答题时间过短等无效问卷及答案有很多为同一个选
项的问卷袁保留 100 个有效数据遥

表 3 弗奈尔-拉克准则
Tab.3 Fornell Larcker criterion

3 实证分析
选择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 渊PLS-

SEM冤进行分析遥 采用 Smart PLS 软件袁用 PLS 方法和
自助法及多群组分析 MGA 法进行计算遥
3.1 描述性统计

对筛选出的 100 份数据进行分类统计袁 其中男生

BI

0.967

FC

0.792

EE
FL

PE
SI

0.606

0.918

0.847

0.688

0.743
0.789

0.682

0.912

0.611

0.768

0.632

0.824

0.961

0.820

0.754

0.723

0.918
0.800

0.950

另外袁PLS 计算得到的各个因子负荷量均大于

人数为 22袁占总额比例的 22%曰女生人数为 78 人袁占

0.7 且大于其交叉负荷量袁 说明各个变量之间具有很

3.2 信度与效度检验

3.3 共线性 VIF 分析

总数比例的 78%曰专科人数为 78袁占总数比例的 78%遥
3.2.1 构面信度与效度分析

采用 Smart PLS 软件袁 用 PLS 方法进行计算得出

构 面 的 信 度 与 效 度 如 表 2 所 示 院 其 中 cronbach爷s
alpha尧组合信度渊composite reliability袁CR冤的值均大于
0.8渊一般要求 0.7冤袁表明构面的内部各个衡量指标之

高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遥

变异数膨胀因子是衡量共线性的依据袁 一般 VIF

值大于 5 表示模型的各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问题[7]遥
模型的 R 2 表示各个变量对整合模型的解析力度 渊如
表 4 所示冤遥

表 4 VIF 及 R2

间一致性很高袁问卷的信度很高袁是可靠的[6]遥 平均抽

Tab.4 VIF and R 2

取变异量渊AVE冤的值大于 0.8渊一般要求 0.5冤袁说明构
面的收敛效度很高袁问卷是有效的遥

Tab.2 Construc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0.966
0.907
0.898
0.958
0.907
0.946

3.2.2 区别效度分析

0.978
0.942
0.937
0.973
0.942
0.965

2.098

FL

3.636

FC

表 2 构面信度与效度

BI
EE
FC
FL
PE
SI

EE

PE
0.936
0.843
0.831
0.923
0.843
0.902

效度除了用平均抽取变异量渊AVE冤的值来衡量袁
还可以用弗奈尔-拉克准则和交叉负荷量来检验遥 即

SI

4.665
3.212

0.801

3.997

由表 4 可以得出各个因子的 VIF 值都小于 5袁表

明各个变量之间均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袁问卷的数据是
有效的遥 R 2 一般等于 0.5袁模型中 R 2 等于 0.801袁表示

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使用意愿有 80%的解析力度袁整
个模型是合理的遥

3.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 Smart PLS 程 序 中 对 5 000 个 子 样 本 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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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strapping 分析袁 以评估这五个自变量之间的路径

表 5 假设验证情况

系数是否显著遥 其结构方程模型及自助法计算后的数
据如图 3 所示遥

Tab.5 Hypothesis verification
H1院绩效期望渊PE冤寅
行为意愿渊BI冤曰
H2院努力期望渊EE冤寅
行为意愿渊BI冤曰

0.111

-0.070

1.300 0.188 不成立

H3院社会影响渊SI冤寅
行为意愿渊BI冤曰

0.240

2.001 0.046

H4院便利条件渊FC冤寅
行为意愿渊BI冤曰

0.058

0.506 0.609 不成立

H5院灵活性渊FL冤寅
行为意愿渊BI冤曰

0.606

5.476 0.000

0.927 0.359 不成立
成立

成立

3.4.2 路径系数
由表 5 中的 PLS 法路径系数值可以看出院SI寅BI

和 FL寅BI 的值较大袁 说明社会影响和灵活性对大学
生使用职教云平台的使用行为作用比绩效期望尧努力
期望和便利条件大遥
图 3 PLS-SEM 分析结果

Fig.3 PLS-SEM analysis results

根据 PLS-SEM 结果袁SI 和 FL 的 P 值小于 0.05遥

因此袁支持 H3 和 H5袁但忽略 H1尧H2 和 H4袁因为其 P
值超过 0.05遥 表 4 显示的是 PLS 法和自助法计算的路
径系数遥

3.4.1 P 值

由表 5 可以得出研究模型中假设 1 的 P 值大于

0.05袁因此假设 1 不成立袁即很多学生并不认为职教云
平台很有用袁因而没有产生主动使用的意愿曰

假设 2 的 P 值也大于 0.05袁 所以假设 2 也不成

立袁即很多学生并不赞同因为职教云平台容易使用而
产生想主动使用其进行学习的意愿曰

假设 3 的 P 值为 0.046 小于 0.05袁故假设 3 成立袁

即老师尧同学及身边的人的看法或做法会对自己是否
使用职教云平台产生正向影响曰

假设 4 的 P 值大于 0.05袁 得知假设 4 不成立袁即

3.4.3 T 值

由各个路径的 T 值大小可以看出 SI 和 FL 的 T

值大于 1.96袁PE尧EE 和 FC 的 T 值小于 1.96袁 说明社
会影响和灵活性对大学生使用职教云平台的使用意
愿作用较大遥

综上所述袁以上三个衡量标准对模型假设的验证

是一致的袁 即研究模型中 H1尧H2尧H4 不成立袁H3尧H5
成立遥 因此袁社会影响和灵活性对行为意愿有显著作

用袁绩效期望尧努力期望和便利条件对行为意愿的作
用不显著遥
3.5 多群组分析渊MGA冤
多群组分析用于将样本按照某一变量分成两个

或多个子样本袁通过每个子样本的 PLS 路径建模估计

路径系数袁若 P 值小于 0.025袁则说明该变量对整个模

型是有影响的遥 按照性别和学历分别分组袁进行 MGA
计算袁其 P 值如表 6 所示遥

职教云平台内容的丰富性与否与大学生是否使用职

表 6 PLS-MGA 计算结果

教云平台进行自主学习没有直接影响遥 另外袁现在大

Tab.6 PLS-MGA calculation results

学生都有智能手机且流量都是无限的袁所以这些也不
是他们能否使用网络平台进行自主学习的影响因素遥

假设 5 的 P 值为 0 小于 0.05袁 故假设 5 成立袁即

灵活性正向影响大学生使用职教云平台的行为意愿遥
假设验证情况见表 5遥

EE寅BI

0.142

0.105

FL寅BI

0.739

0.021

FC寅BI
PE寅BI
SI寅BI

0.730
0.783
0.556

0.201
0.110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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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可以看出袁按性别进行分组计算的 P 值均

大于 0.025袁 说明性别对整个模型的调节作用是无效

算袁 通过比较 PLS-MGA 计算的 P 值得出专科生和本

科生在平台使用的灵活性方面是不同的袁本科生的自

的袁男生和女生在使用线上平台进行自主学习方面没

主学习意愿更强些遥

教育程度分组中 FL寅BI 的 P 值为 0.021袁说明专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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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Willingness to Us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in Post Epidemic Era
要Based
要要
on UTAU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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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us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a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was constructed by adding flexibility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on the basis of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utiliz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model. Taking the cloud plat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llects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duc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by 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studi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formance expectance, effect expectance, social Influence, facilitating condition flexibility,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on use intention. It is found that social influence and flexibilit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autonomous use of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for online course learning; three-year college students and undergraduates' willingness to us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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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在
制茶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张渤袁 冯花袁 卢莉
渊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 为充分了解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在制茶实践教学中的初步应用成效袁 对武夷学院 2017尧2018 和

2019 级茶学专业本科生的制茶实践成绩进行对比分析遥 结果表明院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可显著提升制茶实践的

教学效果袁其中有使用该系统的学生渊2018 和 2019 级冤袁其制茶实践成绩普遍高于未使用该系统的学生渊2017 级冤遥 采用

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 2018 和 2019 级学生对该虚拟仿真系统应用效果的信息反馈袁结果显示院学生对该系统的满意度总
体较高袁并普遍认为系统的界面设计友好尧使用便捷尧对现实生产环境再现度高尧教学重点突出袁能够激发和提高自身的

学习兴趣和实践技能遥 同时袁针对学生反馈的建议袁探讨并提出系统优化的措施袁旨在为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的完
善及应用推广提供参考依据遥

关键词院武夷岩茶曰虚拟仿真系统曰制茶实践曰应用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院 G423.07曰TS272.4

文献标识码院A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将虚拟仿真技术融入到实
验课程后袁形成的一种新形式的教学方式袁正被广泛
地应用于教育行业之中袁具有沉浸感强尧趣味性高尧交
互性好尧便捷尧直观等特点[1]遥 该教学模式既真实模拟

实验教学中的各种场景袁又克服传统实验教学中存在
的各种制约因素与弊端袁 从而实现优化教育资源尧提
高教学质量的目的[2-3]遥 2013 年袁教育部在全国启动国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86原园8

叶教育信息化 2.0曳行动计划中强调袁各高校应发展智
能教育袁主动应对新技术浪潮对教育带来的新机遇和

新挑战[6]遥2019 年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叶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曳袁 进一步促进了各高校对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建设的持续投入袁有效地提高高校实践育人体

系尧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平台体系的建设水平[7]遥 武夷
学院作为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袁 积极响应教育部号

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工作袁有效地推动

召袁以茶学专业渊国家特色专业冤为试点袁结合地方产业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内涵建设和可持续发展[4]遥 2017

特色与优势袁率先培育了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袁

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通知曳渊教高厅

及校级涉茶公选课的教学中袁并取得了初步成效遥

年袁教育部在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2017要2020 年开展
[2017]4 号冤中指出袁要推动高校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个性化尧智能化尧泛在化的实验教学新模式袁以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遥 2018 年袁教育部在
[5]

收稿日期院2021-08-18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项目(2018N2004)曰
南平市科技计划项目(N2017Y01)遥
作者简介院张渤(1971-)袁男袁汉族袁高级经济师袁主要从事
教育管理与规划尧茶树育种与茶叶加工及茶文
化与经济研究遥

主要应用于叶制茶实践曳叶制茶学曳叶茶学专业综合实验曳

1

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的概况尧 特色
与优势

1.1 系统概况
1.1.1 系统开发的背景
茶学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袁也是最具中国
特色的专业之一[8]袁至 2021 年袁我国开设茶学专业渊方
向冤的本科院校渊所冤有 46 所尧高职专科院校 69 所遥 在

张渤袁等院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在制茶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野新农科冶背景下袁茶学高等教育正承担着培养高质量
专业人才袁开拓我国茶产业发展新局面的重任遥

茶产业的快速发展袁亟需大批实践能力强尧会创
[9]

新尧懂加工技术的复合应用型人才遥 在设茶高校的人
才培养方案中袁制茶实践是茶学专业课程体系中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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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系统的设计思路
该系统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建立了茶山渊园冤尧做青
机与做青间尧杀青机尧揉捻机尧茶叶烘干机尧计时器尧温
湿度记录仪等生产元素的 3D 模型袁 再现了武夷岩茶

初制的真实场景袁还原并重点展示了鲜叶采摘尧萎凋尧

的且不可或缺的实践教学环节袁其主要任务是让学生

做青尧 杀青尧 揉捻和干燥工序的全过程及关键技术[14]

将所学的制茶理论融入到生产实践当中袁理解并掌握

渊见图 1冤遥

茶叶加工基本原理与实践技能袁提升学生在生产实践
中发现问题尧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及应用创新的综合
能力[10-12]遥

制茶实践对生产场地尧 加工设备的要求较高袁但

设茶院校大多受地理位置尧 场地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袁
其制茶实践条件不够完善袁并与生产实际没有充分接
轨袁造成学生实践机会少尧动手能力弱等问题突显袁严
重影响了实践教学的质量[13]遥此外袁茶叶的生产具有明

显地域性袁 对于分布在各茶产区的设茶高校而言袁都
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有限的资源完成六大茶类
的制茶实践遥 面对各设茶高校在制茶实践中遇到的共
性问题袁武夷学院茶学专业结合地方特色袁率先启动
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袁并将其纳入到
制茶实践的教学和考核范畴中袁旨在摆脱传统制茶实
践的制约因素袁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制茶实践的深度
融合尧拓展实习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袁从而提升实
践教学的质量和水平袁达到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
目的遥

图 1 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关键场景

Fig.1 Key scenes of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of
Wuyi rock tea爷s primary processing

1.1.3 系统的模块组成

如图 2 所示袁该系统在仿真平台上设置了实验预

习尧实验演示尧实验考核尧实验报告和系统管理 5 个模

块袁各模块间联系紧密袁学生通过 5 个模块的操作可
以顺利完成虚拟仿真实验项目遥

图 2 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模块组成

Fig.2 Module composi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of Wuyi rock tea爷s primary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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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的特色与优势

巩固阶段尧初步实践能力的培养阶段尧实地实践阶段尧

1.2.1 突破传统制茶实践的时间与空间限制

制茶实践后的考核阶段渊见图 3冤遥

制茶实践是茶学专业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是理论联系实际尧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尧创新能力袁全面
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12]遥 传统制茶实践一般存在

着时间与空间的制约因素袁需配合生产实际安排在特
定的时间遥 如武夷学院茶学专业的制茶实践通常安排
在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袁将学生分组安排到校外实践

基地进行集中性实践遥 但在特殊时期袁如 2020 年学生
因新冠疫情的影响无法按时返校完成制茶实践的任
务袁利用虚拟仿真系统袁学生则可以在 8 个学时内完

成整个实验操作流程袁保证了该课程的顺利开展遥 另
外袁以往对于非武夷岩茶产区的大学生及茶叶爱好者
而言袁制茶实践存在一定的空间限制袁现在亦可利用
该系统的共享平台袁在线进行实验操作袁体验与学习
武夷岩茶的加工制作遥
1.2.2 实验路径可自主选择

图 3 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在制茶实践
课程中的融入模式

Fig.3 Integration mode of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of Wuyi rock
tea爷s primary processing in teaching of tea processing practice

2.1.1 制茶理论知识的梳理与巩固阶段

该阶段课时设置为 2 学时袁教学重点为院进一步

在该系统的实验流程中袁针对茶树品种尧鲜叶状

夯实学生的制茶理论基础袁在实地制茶实践前袁让学

态尧鲜叶采摘标准等的不同袁系统设置了 8 条对应的

生利用实习指导书和系统的预习模块袁充分了解武夷

实验路径可供选择遥 学生可根据个人对理论与实践的

岩茶的工艺流程与加工原理袁梳理和巩固相关制茶理

掌握程度袁自主选择茶树品种渊水仙或肉桂冤尧鲜叶原

论知识遥

料的状态渊雨水青或正常青冤尧萎凋方式的选择渊日光

2.1.2 初步实践能力的培养阶段

萎凋尧综合做青机萎凋冤袁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宜的技

该阶段课时设置为 4 学时袁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

术参数袁如做青次数尧做青机转速尧杀青温度尧揉捻时

的初步实践能力遥 首先袁教师进行任务引导及操作演

间尧干燥温度等遥 通过以上操作袁学生可掌握实验的主

示袁接着袁学生自主完成虚拟实践操作袁在操作中熟悉

要内容及关键工序的技术参数袁 并通过技术参数的优

和认知武夷岩茶的加工环境与机械尧工艺流程与基本

化开展探索性研究袁提升自身的制茶技能和创新能力遥

参数等内容遥 操作结束后分小组交流讨论袁针对各小

1.2.3 实践真知与虚拟仿真信息技术充分融合

组的汇报情况袁教师总结各组的优缺点袁并指出普遍

该系统以武夷学院茶学专业教学团队多年来在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式遥 该阶段的学习袁有利于学生

武夷岩茶生产实践中制茶技术的精进为核心袁整合了

融会贯通尧切实掌握实践的知识点与技能要素袁进而

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成果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武夷岩茶

培养其初步的实践操作能力遥

加工工艺各工序的技术参数数据库袁实现了实践真知

2.1.3 实地实践阶段

与虚拟仿真信息技术的充分融合遥

第三阶段袁学生分组深入实践基地开展为期 3 周

的制茶实践遥 该阶段是学生将所学制茶理论应用于生

2 系统在制茶实践中的应用与成效

产实践并转化为实践能力的关键阶段遥 在实地实践过
程中袁学生针对个人理解不透彻的原理性问题袁可利

2.1 系统在制茶实践中的应用模式

用虚拟仿真系统的预习模块及操作模块进行探索式

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在制茶实践课程中

学习遥 同时袁对虚拟操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技能性问题袁

的融入模式分为四个阶段袁即制茶理论知识的梳理与

学生可及时与校外指导老师沟通交流遥 此阶段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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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虚拟仿真实训系统与传统实训模式的无缝对接袁虚

可以反映出企业对学生实践能力及实习态度的认可

实结合袁共同促进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与提升遥

程度遥 对武夷学院 2017尧2018 和 2019 级茶学专业本

2.1.4 制茶实践考核阶段
制茶实践结束后袁学生再次登录系统袁完成第四
阶段的实践考核任务遥 此阶段课时设置为 2 学时袁教
学重点为院考查学生对制茶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的掌

握情况遥 该阶段袁学生独立完成整个武夷岩茶加工过

科生的制茶实践初评成绩进行对比分析袁结果见表 1遥
由表可知袁 学生实习初评平均成绩依次排序为 2019
级>2018 级>2017 级袁其中 2019 级显著渊P<0.05冤高于

2018 和 2017 级袁而后两者间差异不显著遥 结果表明袁
在使用虚拟仿真系统后袁2018 级尧2019 级学生再深入

程的虚拟操作袁并在系统中提交实验报告袁系统会生

企业参加制茶实践袁其实习态度尧操作能力尧理论基础

成综合成绩袁 该成绩将纳入到制茶实践的终评成绩

等总体表现明显优于未使用该系统的 2017 级学生遥

中袁所占比例为 50%曰另外袁由校外指导老师根据学生
在实地实践中的综合表现给出初评成绩袁占制茶实践

表 1 不同教学模式下学生成绩的对比分析

终评成绩的 40%曰 考勤成绩占制茶实践终评成绩的

Tab.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tudents' achievements under

10%遥 该考核方式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考
核袁且结合了指导老师及系统的综合评价袁避免了单纯

依靠系统考核导致考核结果不够野人性化冶袁或单纯依
赖指导老师考核袁导致考核结果存在主观偏差等问题遥
2.1.5 虚拟仿真系统与传统制茶实践结合的优势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2017

94

未使用

2019

86

使用

2018

93

使用

81.67依8.27b
83.33依7.38b
85.33依7.18a

82.00依8.31b

83.67依7.11ab
85.46依7.39a

与传统单一尧高消耗的实地实践模式相比袁虚拟

实习终评成绩是学生初评成绩尧实习操作尧实习报

仿真系统能够让学生更加简单尧精确尧直观的了解武

告尧 出勤等的总体表现袁 也是实习教学效果的直接反

夷岩茶的生产环境尧加工原理尧制作流程尧技术参数等
内容遥 然而与此同时袁高效尧低消耗的虚拟仿真实验也
存在着一定的局限袁如对萎凋程度的判断只要选取了

映遥 由表 1 可知袁学生实习的平均终评成绩依次排序为

2019 级>2018 级>2017 级袁其中 2019 级显著高于 2017
级袁但与 2018 级间差异不显著袁表明将虚拟仿真系统

合适的参数即可袁但在生产实际中因受诸多因素的影

纳入到制茶实践后袁 所形成的复合式教学模式较传统

响袁对于萎凋适度的标准是需灵活判断的遥 相比较而

教学模式袁在教学效果上得到了明显提升遥

言袁在传统实习模式中袁指导老师及企业制茶师傅可

2.2.2 学生对系统的使用评价

以实时对学生的操作给予指导袁 因此可以充分弥补
虚拟仿真系统应用于教学中袁师生即时互动较少的情

学生满意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态度袁既影响着

况遥 由此可见袁基于虚拟仿真实训系统与传统制茶实

学生学习的方方面面袁 也影响着课程教学实际成效袁

践模式相结合的教学流程设计袁 可以将理论学习尧虚
拟实践尧实地实践有机融合遥 一方面袁可最大化发挥虚
拟仿真技术应用于实践教学的优势曰另一方面袁亦肯
定了传统理论尧经验和实际操作的重要性[15]遥

较高的满意度与教学成效呈正相关[13]遥如图 4 所示袁大

部分学生对系统使用的总体满意度高袁其中相当满意
和满意的学生占比为 94.98%袁 表明该系统能够被大
部分学生所接受袁具有良好的应用推广价值遥

2.2 系统应用成效

该项目自正式投入使用以来袁应用于我校茶与食
品学院 2018 级尧2019 级茶学本科专业的制茶实践教
学中袁使用学生人数 179 人遥
2.2.1 学生成绩的对比分析

实习初评成绩是由实习基地企业负责人渊校外导
师冤根据学生的实习综合表现评定的袁在一定程度上

图 4 系统使用总体满意度

Fig.4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system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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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 所示袁大部分学生认为该系统辅助制茶实

践教学效果良好袁其中认为教学效果非常好及较好的

教学重点指在教学目标中所要完成的最基本尧最

学生占比为 95%遥 由此可知袁虚拟仿真系统适应了现

主要的教学内容遥 武夷岩茶加工实习的教学重点为萎

规律袁 在提升教学效果方面得到了大部分学生的认

大部分学生渊88%冤认为该系统能够突出教学重点袁原

代大学生成长的新特点及信息化时代教育教学的新

凋及做青工序的基本原理及技术参数遥 由图 8 可知袁

可遥 同时袁也进一步印证了良好的教学满意度可有利

因可能是该系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袁 重点展示了萎

于教学效果的提升遥

凋尧做青两个关键工序的知识要点袁有利于学生充分
理解萎凋及做青工艺对武夷岩茶品质形成的重要性袁
并掌握萎凋及做青的技术参数遥 仿真度评价是客观存
在和主观准则的统一袁与实验目的紧密相关袁对于锻
炼动手能力实验的仿真度袁要求操作动作和对象反馈
要真实[16]遥 由图 9 可知袁较多的学生渊70%冤认为该系统

对现实生产环境的再现度高袁 而这种模拟情境与实际
情境的高度相似袁 便于学习者在模拟情境中学习结束
图 5 系统辅助教学效果

Fig.5 Effect of system assisted teaching

后能够适应真实的情境袁有助于知识技能的迁移[17]遥

调查结果显示 渊如图 6冤袁74%的学生认为该系统

的应用可提高学习兴趣遥 由此可见袁该系统由于依托
了先进的实验研发技术袁用动画尧视频和交互手段增
强了实验操作的趣味性袁 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遥 同时袁有 88%的学生认为该系统能够帮助他们提
升武夷岩茶制作的实践技能渊图 7冤遥

图 6 系统是否可以提升学习兴趣

Fig.6 Whether the system can improve learning interest

图 8 系统教学重点是否突出

Fig.8 Whether the key points of the system teaching are prominent

图 9 系统对现实生产环境的再现度

Fig.9 The degree of system's reproducibility to the re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由图 10 可知袁大部分的学生渊67%很好袁12%比较

好冤对系统界面设计持认可态度遥 同时袁调查结果显
示袁有 82%的学生认为该系统使用便捷渊见图 11冤袁可
见该系统的操作便捷度袁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遥 这
主要基于该系统依托开放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
图 7 系统对提升实践技能的效果

平台袁通过数据端口的无缝对接袁保证用户能够随时

Fig.7 The effect of the system on improving practical skill

随地的通过浏览器访问该系统袁并让使用者获得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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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尧自动批改等服务遥

3 学生对于系统优化建设的建议
3.1 丰富和加强系统的内容与交互点
如图 13 所示袁有 140 个学生渊占比为 78.21%冤一

致建议进一步丰富系统教学内容袁 扩充系统信息量袁
希望在该系统中学习到更多与武夷岩茶加工相关的
图 10 系统界面设计满意度

Fig.10 The satisfaction of interface design for System

知识与动态遥 同时袁有 89 个学生渊占比为 49.72%冤希

望系统的交互点进一步增加遥 交互性是指在虚拟环境
中,系统能够提供方便尧丰富尧自然的人机交互手段袁体
验者不是被动地感受, 而是通过自己的动作改变感受
的内容[18-19]遥 该系统通过三维仿真技术袁虚拟武夷岩茶

加工场景及实际茶青情境袁学生可在整个场景和情境
中进行交互性操作 54 步遥 虽然已经超过教育部对国

家级虚拟仿真实验的系统交互点不少于 10 的要求[20]袁
但仍有较多学生希望系统的交互点进一步增多遥
图 11 系统使用便捷性

Fig.11 System爷s ease of use

由图 12 可知袁 超过 80%的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

教学效果表示满意袁说明将虚拟仿真实验融入到传统

制茶实践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反馈遥 同时袁
超过 60%的学生对单纯的虚拟仿真教学效果持满意
和积极的态度袁表明单纯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虽然没

有混合教学模式满意度高袁但其具有便捷尧直观尧不受
时间和空间限制等优点袁仍具有一定优势遥 然而袁选择
单一的传统制茶实践教学模式的学生仅占 26.82%袁
说明原有的定时尧定内容尧定条件的实验教学模式无

法满足大部分同学的需求遥 因此袁适时转变实验教学
模式袁适应当今学生多元化获取知识尧技能的需求袁已
成为未来教学模式改革的重点遥

图 13 对虚拟仿真系统改进的意见与建议

Fig.13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3.2 加强师生间的互动性

由图 13 可知袁有 69 人渊占比为 38.55%冤希望系

统的师生互动功能进一步加强遥 目前系统的管理模块
设有师生互动功能袁但由于虚拟仿真实验开展学生可
完全按照个人的需求随时进行实验袁这也潜在的对师
生之间的即时互动带来挑战袁学习者在实验课程中存
在的问题教学者无法随时地发现和指出袁这是该系统
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3.3 从单茶类升级为多茶类的虚拟仿真
由图 14 所示袁选择其它的有 56 人袁其中有 14 人

在建议栏中填写的内容为院希望茶叶初制虚拟仿真系
图 12 授课方式的选择

Fig.12 The choice of teaching method

统能够覆盖其他五大茶类曰有 12 人填写的内容为院希
望院系尽快开发正山小种初制虚拟仿真系统曰有 5 人

填写的内容为院 希望能尽早开发白茶虚拟仿真系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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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袁较多的学生希望该系统能覆盖较多的茶类遥

出的问题进行解答袁加强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袁使系
统服务使用者的能力进一步增强遥

4 系统优化的措施

4.3 逐步从单茶类向多茶类覆盖

4.1

借助双导师优势丰富系统教学内容尧 增加系统

夷岩茶虚拟仿真实验系统进行升级袁导入红茶尧白茶尧

交互点

绿茶等五大茶类加工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袁 逐步从单一

未来 5 年袁将在汇总使用评价的基础上袁不断对武

教学内容是教学的主体袁教学质量的提升离不开

茶类向多茶类的全面覆盖袁 同时继续导入绿色生态茶

教学内容改革袁因此摆脱基于教材而确定教学内容的

园建设尧茶树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尧茶叶生物化学等与茶

局限性袁融合实践性和探究性的问题袁实现虚拟仿真

学核心课程内容相关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袁 使虚拟仿

系统教学内容的改革创新袁是提升该系统教学质量的

真系统的实验项目向系列化尧 标准化和全面化的方向

必由之路 遥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于 2018 年试行了
[21]

发展遥

茶学专业本科生双导师制袁建立了校企协同培养应用

型本科人才的模式袁实现了校内导师专业理论优势与

5 结语

校外导师实践经验优势的互补遥 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
真系统可充分借助这一成熟的机制袁结合学校的学科

当今中国野大众创业袁万众创新冶战略进入了新的

专业特点以及复合型尧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袁将校

阶段袁对应用型茶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也提出了新

外导师在武夷岩茶生产实践中的新工艺尧新产品及校

的挑战袁 要求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求的创新型尧

内导师在武夷岩茶加工方面取得的新成果转化为教

应用型尧复合型专业人才遥 学生不仅要熟练掌握传统

学内容袁在系统中以合适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袁丰富虚

的茶叶加工技术袁还需具备开发新技术和研发茶叶新

拟仿真实验内容袁 增加制茶实践课程的广度和深度袁

产品的综合能力袁能根据产业发展的需求及时进行创

实现课程高阶性尧创新性和挑战度袁促进学生知识尧能

新遥 这就对野制茶实践冶的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了新要

力尧素质协调发展遥

求遥 武夷学院茶学系率先将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

实现虚拟仿真实验的良好交互性是将虚拟仿真

统导入到传统制茶实践中袁形成了虚实有机融合的教

实验应用于教学的前提遥 该系统的优化升级将遵循使

学模式袁 充分克服传统制茶实践的各种制约和弊端袁

用者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增加有效的交互方式和反馈

有效地解决目前实验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袁并明显

机制袁 不断加强人机交互界面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袁使

提升了学生的实习成绩遥 通过对该系统应用成效的调

操作者有较强的沉浸感袁在虚拟环境下通过各种操控

查结果显示袁学生对该系统整体满意度高袁普遍认为

选项进行自主探索袁进而达到训练的目的 遥 同时袁将
[22]

教学效果好尧激发了学习兴趣尧提高了实践技能尧教学

进一步完善师生交互机制袁教师可充分利用师生交互

学重点突出尧对现实生产环境再现度高尧界面设计友

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与效果袁并从中总结与反思教学

好尧使用便捷袁表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加强实践教

过程袁进而不断优化教学设计遥

学尧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袁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

4.2 组建专业团队尧加强师生互动功能

面有着巨大潜力和较强的推广利用价值遥

该系统长期开放服务袁 需要大量的线下资源匹

在该系统和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教学改革驱动下袁

配袁只有将线上资源和线下资源合理匹配起来袁才能

武夷学院茶学专业在应用型人才培样方面取得了显

更加有效地效发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作用遥 项目组

著成效袁已被社会广泛认可袁在校友会 2021 年中国植

将进一步加强系统专业管理团队建设袁增加有企业背
景及专职在线教学人员参与项目后期的管理与维护袁
保证项目团队组成结构合理尧人员稳定袁保障线上线
下教学正常有序运行遥 安排教师定期对系统中学生提

物生产类一流专业的排名中获评 6 星级袁办学层次被
评为中国顶尖应用型专业遥 未来 5 年袁该系统将继续
以学生的使用评价及教学效果为导向袁借助双导师优
势进一步丰富系统教学内容尧组建专业团队加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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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的管理与维护袁 不断合理增加系统的交互性袁并
逐步实现从单茶类向多茶类覆盖曰同时袁系统将从茶
叶加工单纬度向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尧绿色生态茶园建
设等多维度发展袁通过资源共享与设茶兄弟院校共同
推进茶学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建设袁并将该系统广泛
应用于茶产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与学习袁进而为地方茶
文化尧茶产业尧茶科技的统筹发展做出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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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of Wuyi Rock Tea爷s Primary
Processing in Teaching of Tea Processing Practice
ZHANG Bo袁 FENG Hua袁 LU Li

Abstract:

(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Wuyishan, Fujian 354300, China)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reliminary effect of the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爷 application of Wuyi rock tea爷s primary
processing in tea processing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score of tea processing practice of the 2017, 2018 and 2019 under鄄
graduates of the major of Tea Science of Wuyi Un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of Wuyi rock tea爷s primary
proces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ea processing practice. The students in 2018 and 2019 had used the system, and
their performance of tea processing practice wa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udents entered in 2017 who did not use the system. For
the more,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adopted to obtain the feedback inform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from
the students entered in 2018 and 2019. It shows that the students are highly satisfied with the system, while they generally considered that
the interface爷s design was friendly and the system was easy to use, and they think that the system highly reproduced the actu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teaching focus was prominent which can stimulate and improve their own learning interest and practical skills. At last,
this paper discussed and proposed the further suggestion to optimize th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爷 feedback so that it can provide
more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of Wuyi rock tea爷s primary processing.

Key words:

Wuyi rock tea;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tea processing practic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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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仪器分析技术
实验课程改革探索
许祯毅袁 范俐
渊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在新工科改革的背景下袁武夷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如何更好提高仪器分析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袁培

养更多满足社会和企业需求的食品安全检测领域应用型人才遥 作者针对仪器分析技术实验课程存在的现状袁从课程思政
切入尧更新教学内容尧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尧优化考核方式等 4 个方面进行探索与改革袁以期达到更好的实践教
学效果袁培养出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学生袁培养出符合社会和企业需求的新型工科人才遥

关键词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曰仪器分析技术实验曰课程改革曰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院TS207.3曰T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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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袁为服务和对接南平市支柱生态食品产业

的理论知识袁还可以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实验操作或毕

集群尧南平市食品产业千亿产值行动计划尧全国农副

业后从事食品安全检测工作提供实践指导遥 在应用型

产品加工基地的建设需求袁武夷学院以食品质量与安

人才培养和新工科教学实践改革的双背景下袁 需要对

全专业渊以下简称食安专业冤为核心组建了野生态食品

食安专业的仪器分析技术实验课程进行探索和改革袁

产业专业群冶遥 专业群建设的目标之一是形成具有区

以期满足新时代对食品检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遥

域特色的创新型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模式遥 2019 年袁食
安专业入选福建省首批一流专业建设点遥 2020 年袁食

1 当前仪器分析技术实验教学的现状

安专业申报的野基于产业学院新生态的协同育人机制
模式与实践冶 获批福建省 2020 年新工科研究与改革

实践项目袁新工科改革的目标也重在培养食品专业应
用型人才遥

目前袁我国高等学校仪器分析技术实验教学大多
采用教师演示袁学生观摩的形式[1]袁主要存在以下几点
问题院 一是仪器分析设备价格昂贵导致配套数量少袁

仪器分析技术实验作为食安专业一门重要的实

使用人员须经正规培训后才能进行操作袁因此学生不

践必修课袁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巩固仪器分析技术相关

能直接接触仪器设备袁导致上课效果差[2]曰二是仪器分
析设备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袁仪器的操作规程或操作

收稿日期院2020-12-17

步骤越来越简单袁学生实验时很难真正掌握仪器各模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一流专业渊食品质量与安全冤曰2020 年福

块的结构和原理[3]曰三是有些仪器设备的操作软件为

建新工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渊闽教高[2020]4
号冤曰武夷学院教改项目渊KC202027)遥
作者简介院许祯毅渊1986-冤袁男袁汉族袁工程师袁主要从事食
品安全检测尧食品分析的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范俐渊1970-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食品
生物化学研究遥

英文版本袁加大学生对软件使用的难度曰四是受限于
学校仪器设备配备的条件袁学生实验项目安排存在不
全面尧不合理的现象曰五是学生思想不重视袁实验预习

不充分袁基本是按照实验指导书要求尧按部就班进行
实验操作袁未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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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光谱分析和色谱分析在实验中的比例袁通过设

2 仪器分析技术实验改革与探索
在新工科改革的背景下袁新型应用人才将成为高

计综合性实验袁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意
识袁实验设计与安排见表 1遥如在光学分析中设计开展
可见光谱的验证性实验袁之后在原子吸收实验中设计

校人才培养的核心遥 食安专业仪器分析技术实验的教

标准曲线法和标准加入法进行定量分析曰色谱分析模

学内容应主要围绕企业或事业单位对食品质量安全

块先按排气相色谱归一化法测定混合芳烃的验证实

分析检验岗位的实际需要袁因此袁在实验教学实施过

验袁后面设计了需要进行程序升温的气相色谱测定茶

程中袁 需要对原有的教学方法或方式进行反思和改

叶中六六六含量和需要进行梯度洗脱的液相色谱法

革袁以学生为中心尧以教学效果为导向袁通过增加综合

测定饮料中合成着色剂的含量袁最后还还设计使用离

性实验项目的训练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

子色谱法测定闽北地区风味肉制品中硝酸根和亚硝

意识袁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食品专业新型工科人才遥

酸根离子含量的实验袁帮助学生认识不同类型的液相

2.1 抓好思政育人切入点袁激发学习兴趣

色谱遥 同时袁将当地特色食品如茶叶尧牛奶尧风味肉制

以专业技能知识为载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袁
比纯粹思政课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袁特别是指导教

品融入到实验项目中袁增加实验的针对性遥

[4]

师抓好思政育人切入点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

表 1 仪器分析技术实验项目表

习的意识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遥 例如袁可以通过标准

Tab.1 The project table of instrumental analysis
technology experiment

物质的介绍和使用袁树立节约意识袁增加环保意识袁融
入绿色发展理念曰通过对食品有毒有害物质的分析检
测袁认识食品安全检测的工作意义袁并切入介绍我国

绪论

2

验证

实验误差分析曰有效数
字处理

食品安全的现状和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袁增加

邻二氮菲分光光
度法测定微量铁
原子吸收光谱法
测定矿泉水中铅
的含量
火焰原子吸收法
测定牛奶中钙含
量

4

验证

最大吸收波长测定袁外
标法定量分析

4

验证

石墨炉原子吸收仪使
用曰加标回收率计算曰

6

设计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
使用袁 标准加入法袁抑
制剂的功能

4

验证

气相色谱法基本原理
和基本构造曰归一化法
应用

6

综合

程序升温曰提取尧净化
操作曰加标回收率测定

6

综合

高效液相色谱基本原
理和基本构造曰混合标
准工作溶液配制曰梯度
洗脱曰定量分析

4

验证

离子色谱仪基本原理
和基本构造曰定性定量
分析

苯甲酸红外吸收
光谱的测绘要KBr
晶体压片法制样

4

验证

红外光谱基本原理和
基本构造曰压片注意事
项曰定性和定量分析

溶液 pH 的测定

4

验证

pH 计的基本操作曰pH
计的标定曰使用注意事
项

恒电流库仑法测
定果汁中维生素
C

4

验证

库仑分析法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构造曰库仑滴
定仪的简单操作

学生对本专业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自豪感及认同感曰通
过对大型国产仪器设备的介绍袁切入介绍国产大型仪
器设备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不足袁增加学生对野中国
智造冶和野中国制造 2035冶的了解曰通过对实验数据的
处理袁要求学生根据仪器检测结果实事求是地进行分

析袁不得随意改动实验数据袁培养他们诚信守信的价
值观 [5]曰实验课中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

度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袁实验结束时袁要求
学生及时搞好卫生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遥
2.2 更新实验内容袁制定切合专业特色的教学项目
应用型大学或专业袁必须建立一整套适应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和模式袁其中教材建设是推动和
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6]遥 仪器分析实验课

程内容繁多袁涉及光学分析尧电化学分析尧色谱分析以
及仪器联用等众多分析方法和手段袁因此如何在有限
的教学活动中突出适合食安专业的仪器分析重点袁彰
显地方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袁显得尤为重要[7]遥

为此袁食安专业结合南平市千亿食品产业规划建设需
要和食品安全检测人才培养需要袁通过自编校本教材

气相色谱归一化法
测定混合芳烃中各
组分的百分含量
气相色谱法测定
茶叶中六六六残
留量
高效液相色谱法
测定饮料中柠檬
黄尧日落黄尧胭脂
红 3 种合成色素
的含量
离子色谱法测定风
味 肉 制 品 中 NO3 和 NO2-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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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袁 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袁指导小组的学生在预实验时
是学习者尧操作者曰在实验课堂时袁指导小组的学生是

改变传统的野教师讲尧学生记冶野教师演示尧学生观

指导者尧监督者袁通过这种学生与指导教师之间的角

看冶野个别动手尧多数围观冶的教学模式袁建立以学生为

色转变袁 既能加深学生对所负责实验项目的实验原

中心的探索式学习模式遥 具体做法如下院以 5~6 个同

理尧仪器构造及仪器操作方面知识的掌握曰又可以适

学为一小组袁每个小组负责一个实验项目袁即为这个

当给学生肩上加点野担子冶和野责任冶袁通过查找资料和

实验的指导小组袁实验分组表见表 2袁并要求每小组成

团队配合袁共同完成挑战袁为后续毕业设计的完成或

员在组长的带领下完成以下工作院渊1冤 要求和鼓励学

毕业后从事食品检测工作提供一定的分析问题尧解决

生通过查阅资料和学习相关理论袁结合实验指导书对

问题的经验曰还可以克服传统课堂的野一对多冶野粗而

所负责的实验项目野学懂尧弄通冶袁并与指导老师一起

泛冶的教学模式袁提高课堂效果遥

完成预实验和实验准备工作袁指导教师重点指导小组

2.4 推进考核评价方式改革袁加强对实验过程的评价

成员掌握仪器的基本操作曰渊2冤 负责讲解所负责实验

考核是检验课程教学的必要手段和重要形式袁它

项目的实验目的尧实验原理尧实验步骤尧数据处理尧仪

贯穿于整个教学全过程袁对教学活动起着调控和指引

器操作等内容袁并回答其他组同学的疑问袁最后指导

的作用[8]遥 在传统方式的教学中袁常将考核评价分为 4

教师进行归纳总结和补漏曰渊3冤 指导和监督其他组同
学完成实验内容袁重点在于仪器操作指导曰渊4冤配合指
导教师完成实验数据处理工作袁并指导其他组同学进

个模块院出勤占 10%袁课堂表现占 20%袁实验报告占

50%袁期末考核评价点 20%遥 但由于仪器分析技术实

验课的特点袁常出现课堂表现评价不客观曰实验数据

行数据分析曰渊5冤实验结束后负责做好善后工作袁包括

处理部分雷同率高曰期末考核方式以理论考核为主等

实验室卫生尧药品整理尧仪器的简单维护等遥

情况袁较难真正体现学生的实验成绩遥

表 2 仪器分析技术实验分组安排表
Tal 2 The experimental grouping table of instrumental
analysis technology experiment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第六组

第七组

第八组
第九组
第十组

将仪器分析实验课程评价调整为院出勤占 10%曰课堂

表现占 20%曰实验报告渊实验报告内容包括院实验预
习尧实验操作尧实验数据记录尧实验数据处理尧思考题

武伊伊尧程伊伊尧周伊伊 实验二院邻二氮菲分光
武伊伊
丁伊伊尧罗伊伊
光度法测定微量铁
(电话院 冤

林伊伊尧郭伊伊尧林伊伊尧 实验三院原子吸收光谱法
叶伊伊尧陈伊伊尧 测定矿泉水中铅的含量
陈伊伊尧吴伊伊尧艾伊伊尧 实验四院火焰原子吸收
刘伊伊尧许伊伊
法测定牛奶中钙含量
实验五院气相色谱归一
胡伊伊尧伍伊伊尧陈伊伊
化 法测 定 混 合 芳 烃 中
巫伊伊尧叶伊伊
各组分的百分含量
黄伊伊尧王伊伊尧陈伊伊 实验六院 气相色谱法测
庄伊伊尧林伊伊尧叶伊伊 定茶叶中六六六残留量
实验七院高效液相色谱
吕伊伊尧陈伊伊尧霍伊伊 法测定饮料中柠檬黄尧
许伊伊尧蒙伊伊尧黄伊伊 日落黄尧胭脂红 3 种合
成色素的含量
实验八院 离子色谱法测
李伊伊尧刘伊伊尧杨伊伊 定风味肉制品中 NO- 和
3
王伊伊尧刘伊伊尧杨伊伊
NO2 的含量
实验九院苯甲酸红外吸
赵伊伊尧毛伊伊尧王伊伊
收光谱的测绘要KBr 晶
张伊伊尧王伊伊尧危伊伊
体压片法制样
刘伊伊尧李伊伊尧王伊伊尧 实验十院 溶液 pH 的测
聂伊伊尧卫伊伊尧陈伊伊尧 定
许伊伊尧黄伊伊尧刘伊伊尧 实验十一院 恒电流库仑
法测定果汁中维生素 C
周伊伊尧苏伊伊

因此袁 结合仪器分析技术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袁

陈伊伊
(电话院 冤
吴伊伊
(电话院 冤
陈伊伊
(电话院 冤
陈伊伊
(电话院 冤
许伊伊
(电话院 冤
王伊伊
(电话院 冤
王伊伊
(电话院 冤
李伊伊
(电话院 冤
刘伊伊
(电话院 冤

等 5 个模块袁各个模块的分值占比分别为 20%尧10%尧
10%尧50%和 10%冤占 40%曰实验讲解和指导占 30%袁

具体如表 2 所示遥 其中院渊1冤课堂表现由指导小组根据
其他组同学在实验过程中参与情况或完成情况进行

的评分和指导老师的评分按一定比例进行相加得到袁
其中指导小组评分占 70%袁教师评分点 30%遥 渊2冤改变
传统的期末考核方式袁由指导老师和其他组为指导小

组中各成员在实验讲解和指导中的表现从实验准备尧
实验原理讲解尧实验步骤讲解尧实验指导尧实验卫生整
理等 5 个方面进行评分袁其中学生评分占 40%袁指导

教师评分占 60%袁将此两部分成绩相加袁作为学生在
实验讲解和指导中的总得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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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融入到实验项目中袁培养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应用
表 3 改革前后考核评价方式对比表

型食品检测人才遥

Tal.3 The correlation table of appraisal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10

出勤

10

20 渊指导小组评分
课堂表现 20渊由指导教师评分冤
*70%+指导教师评
分 *30%冤
40渊包含实验预习和
50渊包含实验预习和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两部分袁由
实验报告
两部分袁由指导教师评分冤
指导教师评分冤
20渊考核理论知识袁主要考核
仪器的实验原理尧实验注意事
考核结果
项尧数据处理等袁由指导教师
根据回答情况进行评分冤

30 渊根据课堂表现
直接打分袁 其中学
生评分 *40%+指导
教师评分 *6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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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科学素养袁同时将当地企业对食品安全检测的

Exploration of Experimental Course Reform of Instrumental
Analysis Technology in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Specialty
XU Zhenyi, FAN Li

(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袁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nstrumental

analysis experiment course in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specialty and cultivate mor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test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enterprises. The author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strument analysis experiment course,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upda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s, constructing a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ode, optimizing the

appraisal way and so on tries to explore and reform,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cultivate the students' team
cooperation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to innovate, develop new engineering talent to meet the demand of society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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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思维导图+ 冶在高校.NET 程序设计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马阿曼袁 连雁平袁 刘靖袁 叶惠群
渊武夷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在高校课堂教学中引入野思维导图+冶袁以.NET 程序设计课程为例袁分析野思维导图+冶在高校教学中各个阶

段学生角度尧教师角度的应用遥 使枯燥的知识讲解生动袁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和消化学到的知识袁更好地建立相应的知识体
系结构袁学会使用知识来解决新问题遥 探索更好的教学方法袁提高教学效果袁促进大学课堂教学改革遥

关键词院.NET 程序设计曰思维导图曰高校课堂曰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院TP311.1曰G642

文献标识码院A

高校计算机教育教学改革随着新的知识尧新的技
术不断涌现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袁在课堂教学中不断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2原园098原园4
端院教学方式单一尧教师大多依赖 PPT 授课方式等曰教

师对教学投入的精力以及课堂成效尧学生反馈以及成

融入新技术与新的教学模式遥 计算机教学知识点内容

绩评定等不具备正向关联遥

涵盖非常多袁实践性强遥 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引入野思维

1.1 学生角度分析

导图+冶 教学模式袁 可以帮助老师很好地掌控教学进

渊1冤很多学生学习愿望不强烈袁对于学习动机不

程袁又能帮助学生对知识点的整理归纳袁理清知识内

明确遥 学习内容知识很多袁使其对某一门课程的学习

容之间的关系遥 同时图像化尧系统化的形式可以调动

兴趣很难持久维持遥 常常出现缺课尧迟到尧精力不集

遥

[1-2]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1 教学现状分析

中尧玩手机尧课堂抬头率不高等现象遥
渊2冤学习过程中不重视学习尧上课觉得无聊尧不给

老师学习反馈尧考前突击尧考后忘记袁考试成绩不能对
学生学习状态以及掌握的知识进行真实尧准确地反馈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在大学四年需要掌

渊3冤在本课程之后的学习和实践中袁学生对所学

握的知识尧涉及的内容比较丰富袁但是袁要想把这些内

知识不能建立起之间的关联性袁也无法为自己的提高

容在限定的时间内完全传授给学生袁就需要通过高效

配备更多的课外知识袁在将来的应用以及需求的时候

的计算机框架体系袁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每一门课

又得重新学习尧巩固知识遥

程都可以发挥应有的成效袁 有效地掌握每一门课袁教

1.2 从教师角度分析

师在的课时安排方面将会面临较大的压力遥 大学的招
生是面向全国的袁各地生源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以及
教育水准袁因此袁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是不尽相同
的遥 尤其是一些抽象以及概念性较为凸显的知识袁学
生要想掌握并非易事遥 目前传统教学方式中常见的弊
收稿日期院2020-11-16
作者简介院马阿曼渊1981-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计
算机应用技术袁数字图像处理的研究遥

渊1冤备课时往往野将备课与上课分离冶遥 教师的教

案或从网上下载的教案袁或是教材配套的 PPT袁或是
文本教案形同虚设袁 更多地为应付学校检查而写袁没
有发挥教案在教学中的作用以致达不到预期目标遥
渊2冤课堂教学方法问题遥 大多采用传统教学方式袁

停留在 PPT 授课袁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遥 教师与
学生之间尧学生与学生之间交流尧互动尧反馈少袁教学
过程显得枯燥遥 教师教学积极性会受影响袁教师的付

马阿曼袁等院野思维导图+ 冶在高校.NET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出与课堂效果不成正比袁很难达到教学相长的期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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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后使用野思维导图+反馈冶依据学生的课堂学

渊3冤 忽视学生思维习惯以及思维能力方面的培

习情况袁作业完成情况袁实验完成情况对教学效果进

育遥 思维能力的高低将会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尧职业生

行多角度全面分析尧总结袁对预期的教学效果及学生

涯规划等方面造成直接的影响袁同时袁这也是高校在

实际学习情况进行评价袁分析出学生的薄弱点袁重点

向社会输送有用人才的过程中最为关注的一点遥 思维

难点遥 并以此为依据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更新尧补充袁教

习惯以及思维能力的培育得到重视袁那么也会对学生

学方案进行调整袁已达到提升教学工作的目的袁最后

在进入社会后的工作能力以及学习能力造成影响遥

提高教学成效遥
2.2 野思维导图+冶在学生学习生命周期中的使用

2

野思维导图+冶的教学模式

在课前袁学生可以通过野思维导图+翻转课堂冶的
方式进行自主预习袁野思维导图+冶 可以很好地帮助学

思维导图是一种较为流行的教学手段袁在国外已

生将整体知识梳理清楚明白袁 方便学生进行自主学

经非常流行并且得到很快的普及遥 目前袁已经传入中

习袁从而有一定的知识基础遥 在课中袁学生可以带着问

国中小学尧大学的教学过程中 遥 思维导图的原理与人
[3]

题进行学习袁结合野循环学习法冶进行学习袁理论实践

类的大脑认知流程比较相一致袁可以有效推动信息的

不断的循环迭代袁促进记忆遥 在课后学生可以使用思

高效储存以及信息获取袁尽可能帮助人们实现思维扩

维导图进行复习巩固袁 让新旧知识建立起内在的联

散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遥 思维导图利用颜色尧线条尧图

系袁进行知识点的梳理并纠错补充遥

形等信息对人类大脑的创造力以及记忆力进行有效
开展袁 这可以为教学中提供提升学生思维扩散能力尧
归纳以及综合演绎能力尧对比分析能力等遥

野思维导图+冶在教师教学过程及学生学习生命周

期中的使用如下图 1 所示遥

听觉以及触觉的综合袁再通过现代化多媒体的运
用袁强化多媒体的交互性以及思维导图的综合袁在教
学的过程中推动师生尧生生的互动性袁并且通过教师
引导评价的方式袁帮助学生疏通知识点袁进而产生教
学反馈遥 这样一来袁不但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提升学
生的思维活跃程度袁 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的方式袁
图 1 野思维导图+冶的使用

帮助学生理解尧记忆知识袁并且学会在实践中中运用

Fig 1 The use of mind map +

知识遥 当前袁很多教师充分运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帮助
学生实现预习尧课堂学习以及课后复习整个流程的知
识理解袁促进教学方法得到提升袁提高教学质量[4]遥

思维导图的使用不管是在老师的教学中还是在

学生角度都应该是贯穿整个教学与学习全过程中 遥

3 野思维导图+冶在.NET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
的应用

[5]

2.1 野思维导图+冶在教师教学生命周期中的使用

.NET 程序设计课程是我们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

教师可以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教

术专业学生大二开设的一门很重要的专业必修课袁是

学目标遥 构建知识系统以及优化教学过程袁使用野思维

计算机程序设计的重要实践基础遥 该课程的主要培养

导图+翻转课堂冶的模式在课前充分做好备课工作遥
在授课中教师借助多种教学手段袁使用野思维导
图+课堂演示冶野思维导图+课堂练习冶野思维导图+课堂
讨论冶等方式进行教学遥 也可以使用其作为教学导入
和学生学习诊断工具实时获取学生的掌握情况遥

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掌握 C# 和 Visual Studio 开发环境

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曰培养学生使用 Visual Studio 平台
开发应用程序的能力遥

针对计算机科学以及技术专业的课程.NET 程序
设计教学中袁可以积极引进野思维导图+循环学习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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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教学方式袁从多角度运用信息技术渊幻灯片尧视
频尧音频尧动画等冤教学方法渊讲授尧谈话尧讨论尧演示尧
练习冤进行辅助教学的模式遥 使用野思维导图+冶教学模
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清专业方向尧 课程学习目标尧
建立良好的思维习惯袁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袁还可以
推动学生充分理解所学知识的内在关联袁从已学的知
图 2 课程内容思维导图

识框架的基础上袁创建新的知识体系袁提升学生的学

Fig 2 Course content mind map

习积极性袁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袁提升学习效率袁进而
帮助教师优化教学设计袁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袁还可
以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困难点袁及时尧有效帮助学生
解决问题遥
下面以.NET 程序设计课程第八章 ASP.NET 编程

为例来说明野思维导图+冶的使用遥 而第八章 ASP.NET
编程在整个课程的思维导图中的位置如下图 2 所示遥

在教学准备阶段袁创建本章节的思维导图遥 野ASP.

NET冶即为中央主题袁根据创建步骤尧组建尧Web 表单尧
Web 服务和 SOAP 等五部分教学目标插入五个分支

主题袁在相对应的地方填写内容曰接着填写各教学目
标的细分主题袁并且填写正确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目
标袁最后得到完整的思维导图遥 如下图 3遥

图 3 ASP.NET 章节内容思维导图

Fig.3 ASP.NET chapter content mind map

教学设计阶段袁 将.NET 程序设计课程目标逐级

教学过程中袁可以利用思维导图的优势遥 首先以

进行分解细化袁课程目标要章节目标要单元目标要每

直观的章节知识结构向学生显示教学的核心内容袁然

节课的学习目标遥 以野 ASP.NET冶为中心主题袁将最终

后分析或扩展详细的关键字遥 通过差异化的颜色字

的课程标准进行拆分袁将相对应的主题细分袁得到的

体袁形状等方式来表现教学的重点以及难点袁可以高

最终知识图就是思维导图袁就能系统地提出详细而结

校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袁并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袁知识

构化的教学目标遥

结构遥 利用野思维导图+冶引导启发学生尧结合翻转课

使用野思维导图+冶教学模式开展教学设计袁不仅

堂尧课堂练习尧课堂讨论尧循环学习等方式开展课堂教

可以帮助学生树立专业知识袁了解课程目标尧创建思

育遥 采用主题作为知识节点袁引导学生充分运用思维

维习惯以及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度和积极性袁还可以

导图提升相互间的交流及互动袁同时更容易激发学生

推动学生充分理解知识的内在本质及联系袁提升学习

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热情袁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把握也能

成效遥

更进一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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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馈阶段袁使用野思维导图+反馈冶依据学生

程教学内容更新尧补充袁教学方式进行优化袁充分推动

课堂学习情况袁作业完成情况袁实验完成情况对教学

教学工作朝着高效尧科学的方向发展遥 学生可以对知

效果进行多角度全面分析尧总结袁对预期的教学效果

识进行复习巩固袁并通过思维导图的使用让新旧知识

及学生实际学习情况进行评价袁 分析出学生的薄弱

建立起内在的联系袁进行知识点的梳理纠错补充遥

点袁重点难点遥 并以此为依据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更新尧
补充袁教学方式进行优化袁充分推动教学工作朝着高

5 总结

效尧科学的方向发展遥 学生可以使用野思维导图+反馈冶

高校.NET 程序设计的教学中引入 野思维导图+冶

对知识进行复习巩固袁 并通过思维导图的使用让新旧
知识建立起内在联系袁进行知识点的梳理并纠错补充遥

教学模式袁实现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袁推动教学设计袁更
加科学尧有效地进行教学遥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使用野思

4 .NET 程序设计课程引入野思维导图+冶教学
成效分析

维导图+冶教学模式袁以野思维导图+冶为基础进行教学
设计尧野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冶尧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袁澄

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袁在.NET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
中引入野思维导图+冶并和其它课程对比袁这样的教学有
一定的成效遥 现就取得的效果进行分析说明如下几点院
渊1冤课堂学习情况分析袁野思维导图+冶引导启发学

清思想并激发学习兴趣袁有针对性地组合循环学习方
法袁课堂练习袁课堂讨论袁课后总结袁提升学生的自主
性以及协作性袁提高教学效果遥 更深层次的帮助学生
主动探究知识的乐趣袁在实践中学会将知识融会贯通遥

生尧结合翻转课堂尧课堂练习尧课堂讨论尧循环学习等
方式开展课堂教育遥 引入野思维导图+冶之后学生能够
理清专业方向尧课程学习目标尧充分理解所学知识的
内在关联袁学习热情有所提高遥
渊2冤教学反馈情况分析袁使用野思维导图+反馈冶对

学生课堂学习情况袁作业完成情况袁实验完成情况进
行分析总结遥 作业完成情况 100%完成袁作业正确率大

幅提高袁说明课堂教学效果明显提高遥 实验完成情况
100%遥 实验的成功率提高袁说明对实践内容知识内在
联系掌握好遥 使用野思维导图+反馈冶可以做到精确及
时分析学生的薄弱点袁重点难点遥 并以此为依据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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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Mind Map +" in the Teaching of
.NET Programm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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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ke other engineering majors, computer science teaching requires mor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than memor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students also need to master and understand many knowledge points. How to bring boring knowledge to vividness, enable students to
better grasp and dispel the knowledge gained, better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knowledge system structure, and learn to use knowledge to
solve new problems are issues that we must consider.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mind map +" in classroom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NET Programming" as an example, it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mind map +" in college teaching and explores better
teaching methods. Improved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promote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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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才培养模式转变过程中袁地方本科高校因地制宜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袁培养服务地方的应用型尧技

术型人才遥 数据库技术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很强的课程袁为适应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建设发展需求袁课程结合武夷山地方产
业袁以野茶厂库存管理系统冶为载体袁设计整个教学过程袁课程建设从重构教学内容尧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模式尧实践教学尧课
程评价体系等方面入手袁提出若干教学改革措施袁旨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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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曳 中明确

使用尧设计尧优化管理能力遥 目前在我校已开课十余

型人才 遥 在人才培养模式转变过程中袁地方本科高校

2017 年袁主要完成各类大纲尧教案尧课件等教学材料建

了高等教育应增强社会服务能力袁培养应用型尧技能
[1]

应因地制宜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袁培养服务地方

的应用型尧技术型人才遥 数据库技术课程是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袁是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核
心课程之一袁同时也是进一步学习软件工程尧软件编
程的前导课程袁对培养数据库应用尧设计及维护等能
力的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袁对学生岗位能力培养
和职业素质养成起主要支撑作用[2]遥 数据库技术课程

年袁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建设院第一个阶段从 2009 年至
设袁按照理论知识本身的逻辑性和完整性进行组织教
学曰第二个阶段从 2018 年至今袁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为主的课程建设袁增加课程设计袁主要针对软件开发袁

教学中主要借助 SQL SERVER 把理论和实践融合起

来袁培养学生系统开发能力袁教学方式上采用野项目导
向袁任务驱动冶教学方式袁注重 SQL Server 原理的讲解
和软件使用的学习遥 课程组尝试结合武夷山地方产业

为了适应转型发展袁课程组经过几年的建设袁主要从

需求袁以工作任务重构教学内容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重构教学内容尧人才培养教学模式尧实践教学尧课程评

趣和探究知识的欲望遥

价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教学改革措施遥

2
1 课程建设发展历程

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课程教学改革需解决
的重点问题

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理

渊1冤结合地方产业需求袁以工作任务重构教学内容

论和实践很强的一门课程袁该主要培养学生的数据库

结合武夷山地方产业需求袁从数据库工程师的实
际工作任务院数据库安装配置尧设计实现尧优化编程尧

收稿日期院2021-05-10
作者简介院韩存鸽渊1979-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数据
库尧数据挖掘的研究遥

管理维护来组织教学袁以野茶厂库存管理系统冶为载
体袁设计教学过程袁将项目划分为 14 个学习任务袁知
识点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组织袁在工作任务的解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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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将知识点和任务融合在一起袁实现课程内容和顺

发展需求和期待袁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尧种好

序的重构遥

责任田袁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袁形

渊2冤以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为主线袁强化实践能力
以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本科人才为
主线袁教学过程以后台数据库管理项目野茶厂库存管

成协同效应冶[3]遥 课程组在数据库技术课程的建设中袁
坚持将野立德树人冶作为教学的重点袁深挖思政元素袁
充分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遥

理系统冶 为载体开展教学袁 该课程共分为五个模块袁
理论讲授与实践同步进行袁同时邀请企业专家开展专
题讲座袁实现校企深度融合袁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与

3 结合武夷山地方产业需求袁 以工作任务重
构教学内容

综合素质遥
渊3冤尝试思政元素的融入与实践
2016 年 12 月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野满足学生成长

以野茶厂库存管理系统冶的开发过程为任务载体袁
重构后理论教学内容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重构后理论教学内容
Tab.1 Theoretical teaching content after reconstruction

模块一院
开发准备

模块二院
数据库设计

模块三院
数据库实现

模块四院
数据库编程

模块五院
数据库安全
管理和维护

基础知识

数据库系统概述

野中美数据库之争的新闻内容冶袁 增强学生民
数据库系统的概念尧数据模型
主自尊心尧自信心尧自豪感袁强化责任意识与
关系运算
担当遥

数据库概念
模型

数据库概念
结构设计

需求分析阶段应深入实际开展调研袁 引出毛泽东 数据库应用系统的设计方法尧
同志的著名论断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冶袁培养 用户需求分析尧 基于 E-R 的
学生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袁深入实际的工作方法遥 概念结构设计步骤及方法

数据库关系
模型设计

模型的转换
关系模式的
规范化设计

数据库完整
性设计

数据库完整性
约束设计

数据库创建

数据库的创建
和管理

表的创建

表的创建与管理

信息查询

数据查询

创建和管理
视图

视图使用

T-SQL 编程

T-SQL 程序设计

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

触发器

触发器

安全管理

SQL Server 安全性
配置与管理

运行数据库

SQL Server 运行
数据库

关系模式分解方法的选择袁 培养学生树立正 E-R 模型转换为关系模型
确的人生股袁世界观及价值观袁引导学生遇到
困难能理智的分析问题遥
关系模式的规范化及优化
野30 所高校清退 1 300 名研究生冶 的新闻内 实体完整性尧 参照完整性尧和
容袁强调制度约束袁助推学风建设遥
用户定义完整性
数据库的创建尧修改及删除
完成表的创建尧修改尧删除尧以
及表中数据添加尧修改尧查看
和删除
学生在运用 SQL Server 数据库管理系统完成
数据库管理相关实验时袁从反复的失败尧成功
等不同体验中去磨练学生意志袁 培养学生品
质遥 帮助他们让程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及严
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袁 同时培养学生勇于探索
的进取精神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遥

单表查询尧汇总查询尧连接查
询及子查
视图的概念尧作用曰视图的创
建尧修改删除遥
T-SQL 表达式尧 语法格式尧流
程控制语句
存储过程的创建尧执行
触发器创建尧更新及删除

登陆账户尧数据库用户尧数据
库角色的创建及数据库中权
2020 年 3 月袁5 亿新浪微博用户数据泄露袁原 限设置管理的方法
因是黑客攻击及接口安全性低
事务尧并发控制尧数据库备份
还原尧导入及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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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按照 野情境构建寅知识准备寅讲练结

堂组织学生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查错尧点评尧分析袁并

合寅检查评价冶四段式组织教学袁根据数据库应用系

根据学生的表现计算学生平时表现的成绩袁学生互评

统的开发过程袁将学习内容划分成 13 个项目 14 个学

结束袁教师总结任务的完成情况袁对学生反馈的共性

习情境袁针对应用型本科学生的知识水平尧认知能力尧

问题尧难点再次讲解遥 课后及时在超星平台进行问卷

动手能力等袁将知识整合成开发准备尧数据库设计尧数

调查袁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习水平袁适当调整教学进度曰

据库实现尧数据库编程优化和数据库安全管理及维护

借助超星平台上的优质网络课程资源袁引导学生进行

五大模块袁每个模块又设若干项目袁每个项目配置若

有效复习曰 利用学校 http://211.80.243.63 网络平台收

干学习情境遥 授课过程中将思政元素和专业知识深度

集和批改学生的实验报告袁发布课程相关资源遥

融合袁传授知识的同时野润物无声冶地进行价值引领和
思政教育袁实现全方位育人[4]遥 教学过程中通过各个情

5 开展野教尧学尧做尧评尧创冶一体化实践教学

境的教学实施袁 对学生进行基于数据库工作过程的能
力训练袁训练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遥

4 四段渐进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模式

实践教学部分分为校内实验尧课程设计尧课余实
战三个环节袁实践教学安排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实践教学安排
Tab.2 Practical teaching arrangement

数据库技术课程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袁 整体设计
采用野项目导向袁任务驱动冶的教学方式组织开展教学袁
以野茶厂库存管理系统冶完整的项目为例袁对知识结构
进行序化尧整理遥 采用案例式尧任务驱动尧讨论式的多种
教学方法有效结合袁从教师的野教冶袁逐渐过渡到学生的
野学冶袁充分体现野以学生为主体冶的教学理念[5]遥 教学实

施过程以野情境构建寅知识准备寅讲练结合寅检查评

校
内
实
验

价冶的方式开展教学遥
渊1冤情境构建袁引入任务遥 根据数据库应用系统的

开发过程袁将学习内容划分成 14 个学习情境袁每个学
习情境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袁通过该过程的功能实现

课程设计

来组织教学内容袁将数据库总的各种能力贯穿始终遥
渊2冤线上预习袁任务呈现遥 以线上线下混合式进行

教学袁下达学习任务单袁利用线上网络教学资源进行

课余实战

SQL Server 数据库基本
熟 悉 SQL Server
操作
数据 库 基本 操 作 袁 包
括数据库尧表的创建尧
修改尧 删除等以及基
本查询尧 高级查询过
程遥
数据库程序设计编程
熟悉数据库程序
设计编程袁 熟悉函数
定义调用袁 掌握存储
过程和触发器创建和
运用遥
数据库安全操作
掌握数据库服务
器登录模式尧角色尧权
限的设置遥
团队合作开发项目
培养工程师应具
备的 能 力和 素 质 袁 提
高学生的就业竞争
力遥
野蓝桥杯冶软件设计大赛
培养学生的创新
大学生创新项目
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
软件著作权

预习袁主要使用中南大学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上的数

课程组老师不断的完善实验尧课程设计尧参赛实

据库技术与应用完成预习任务遥 预习包括院学习模块尧

战内容袁制定出实践教学标准袁合理安排每个环节袁采

学习情境尧学习任务袁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尧教学内容尧

用野教尧学尧做尧评尧创冶一体化来完成教学过程袁让学生

线上讨论尧随堂测验完成预习任务袁制作汇报 PPT遥

渊3冤讲练结合袁完成任务遥 采用边讲边练的教学互

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袁团队合作思考袁分析及解决
问题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遥

动形式袁导入实际任务袁要求学生完成任务袁组织学生

分组讨论任务袁对讨论结果展开实施袁培养学生独立

6 课程评价体系

思考尧团队合作的能力袁让学生亲自体验完成应用系
统开发过程袁加强实践动手能力遥
渊4冤检查评价袁分析改进遥 学生完成任务以后袁课

数据库技术课程在教学上要求要注重理论和实
际的结合袁 考核上也体现出对理论和实践的同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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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遥 该课程考核分为平时成绩尧课程设计尧期末成绩三

7 结语

部分袁具体组成如下院
综合成绩 渊100%冤=平时成绩 渊30%冤+课程设计

数据库技术课程为适应转型发展袁结合武夷山地

渊30%冤+期末考试成绩渊40%冤

方产业需求袁以野茶厂库存管理系统冶为载体袁设计整

成绩渊50%冤

培养教学模式尧实践教学尧课程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

平时成绩(100%)=线上平时成绩渊50%冤+线下平时
线上平时成绩渊100%冤= 观看视频渊40%冤+单元测

验(40%)+讨论渊20%冤

个教学过程袁本文主要从重构教学内容尧应用型人才
了若干教学改革措施遥 改革后学生的数据库应用系统
开发能力尧团队协作能力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普

线下平时成绩渊100%冤=作业成绩渊40%冤+考勤成
绩渊30%冤+实验成绩(30%)

遍提高袁有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工
程技术人才遥

其中平时成绩由线上平时和线下平时两部分组
成曰课程设计注重野实践考核野袁采用分组完成实际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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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mea鄄

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combine the need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cultivate applied and technical talents that
serv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atabase technology" is a strong theory and practice cours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applied
technology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urse combined Wuyishan local industry demand, with "tea fac鄄
tory inventory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carrier, designed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from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applied talent training teaching mode, practice teaching,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We put forward several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applied engineering and pract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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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思想指导下的风景园林理论课程创新教学
许晓玲袁 李房英袁 闫晨袁 董建文 *
(福建农林大学 园林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在国家大力提倡金课建设和野双创冶教育的背景下袁面对风景园林新的需求与理论课程教学存在学习动力
不足袁教学内容滞后等问题袁就提升学生的设计研究能力与创新能力袁培养创新思维袁更好地服务于人居环境建设展开讨
论遥 福建农林大学的风景园林专业在理论课程教学中引入循证思想袁以金课建设的野两性一度冶为导向袁从培养方案尧教学
模式尧教学内容尧教学设计等方面开展课程创新教学改革袁提出了构建有层次性的理论课程群尧建设成长性的理论课程体
系尧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尧引导学生参与性学习尧注重学生内涵的发展等措施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遥

关键词院风景园林理论曰创新教学曰循证设计思维曰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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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理论是对设计经验的归纳总结袁对设计

学的痛点问题袁引入循证教育理念袁提出野以学生为中

实践具有规范性指导尧批判性反思和系统性诠释的意

心冶的创新教学改革措施袁为我国的风景园林理论教

义 遥 然而袁着眼于我国当前的风景园林高等教育袁很

育提供参考遥

生的设计作品多是追求空洞的艺术形式袁缺乏实用的

1

[1]

多院校都存在野重设计实践尧轻理论学习冶的现象袁学
功能表达与理性的科学分析遥

新时代背景下风景园林理论课程教学的
野痛点冶问题

在国家提倡以高质量袁内涵式发展为高等教育目
标的背景下袁如何提升风景园林专业学生的理论水

1.1 学生缺乏深层学习的动力

平袁 如何促进设计实践与理论研究两者间的良性发

风景园林理论是在大量设计实践基础上总结出

展袁提高风景园林学生设计研究能力尧创新能力袁培养

来的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和方法论[1]袁理论性强袁知识体

创新思维袁如何认知正确认知风景园林的社会职责与

系复杂袁需要学生深层学习才能理解与掌握袁但是很

职业素养袁引导学生内涵的发展袁这些都是风景园林

多院校都存在野重设计实践尧轻理论学习冶的现象袁导

学科理论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2-4]遥 福建农林大学的风

致学生对风景园林理论课不够重视袁大部分学生将理

景园林理论课程教学实践为例袁基于风景园林理论教

论课当成了一项任务袁追求野确定性冶的知识尧标准化
的答案以应对期末考试袁很难激起学生深层学习的兴

收稿日期院2021-04-14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科学野十三五冶规划项目(2019CG0672)曰
福建省教育科学野十三五冶规划项目(2020CG0003)遥
作者简介院许晓玲渊1984-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风景
园林规划与教学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董建文渊1968-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风景
园林规划与教学研究遥

趣袁限制了学生野建构性冶知识的发展袁不利于研究能
力与野建构性知识观冶的培养遥
1.2 理论教学脱离设计研究与设计实践
理论教学与实践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院一是
没有设置设计研究环节袁纯理论教学模式显得过于呆
板而生硬袁理论知识无法内化于心曰二是没有与后续
设计实践课程结合的设计研究袁设计实践容易存在盲

许晓玲袁等院循证思想指导下的风景园林理论课程创新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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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性和自发性遥 这不仅影响学生设计思维与创新能力
的培养袁也不利于实现设计理论与设计实践的协同发
展遥

3 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理论课程的创
新教学实践

1.3 教学内容滞后性
新时期下袁 风景园林学的范畴与内涵不断拓展袁

根据 叶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

社会需求尧社会热点尧信息计算等都在不断更新遥 相比

见曳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曳等文件精神以

于社会与技术的更新速度袁理论课程的教材内容与案

及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和新工科认证的要求袁以风景园

例更新往往比较滞后袁当前很多院校的风景园林学生

林理论课程教学的野痛点冶问题为导向袁本着循证教学

的理论认知多源于中国传统的风景园林思想及理论尧

和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学理念袁从培养方案尧教学模

国外引进的理论和学说尧 近 30 年来本土实践总结而

式尧教学内容尧教学设计等方面进行课程教学改革袁实

多越的项目类型需求与设计能力的提升遥

3.1 创新培养方案袁构建具有层次性的理论课课程群

来的碎片化理论[5]袁学生的知识储备难以应对越来越

践金课建设的野两性一度冶遥
风景园林理论课程主要包括叶中国园林史曳叶外国

2 针对痛点问题的循证创新教学改革思路

园林史曳叶园林艺术原理曳叶场地设计曳遥 在创新培养方
案前袁叶中国园林史曳叶园林艺术原理曳与叶场地设计曳安

循证意为遵循证据袁 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袁以
确证事件及其效果的真实性尧科学性与有效性[6-7]遥

排在第 4 学期授课袁叶外国园林史曳安排在第 5 学期授

课袁存在课程授课学期集中尧课程间教学内容部分重

在风景园林理论教学中袁引入循证理念袁以学生

复尧课程各自为政导致知识输出不系统等问题遥 一方

为中心袁通过讲授设计研究方法论袁引导学生开展市

面袁集中的理论授课容易使学生对理论学习产生麻木

场调研尧用户分析尧场地调查等野为了设计的研究冶袁培

感袁缺乏积极主动学习的动力曰另一方面袁各理论课程

养学生的野循证设计思维冶袁即通过设计方法教学袁培

间教学内容的重复与不系统袁不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

养风景园林学生以价值为导向袁从问题入手袁形成野发

的理解与掌握袁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遥

现问题要寻找解决方案要论证设计决策要实现设计冶

根据新工科下风景园林专业的培养计划与目标袁

遥 通过设计案例学习尧设计研究尧设

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创新了培养方案袁组建了

计实践等袁让学生自主习得野建构性知识冶袁将野建构性

风景园林理论课程群袁按照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层

知识冶引入构想尧推进尧表达和运作的设计过程中袁启

次性袁制定理论课程群的教学大纲与授课学期遥 其中袁

发学生思考袁而不是野填鸭式冶地传授理论知识遥 以教

叶中国园林史曳叶外国园林史曳作为基础理论课袁分别安

的设计思维模式

[1袁8]

师为主体袁野通过循证设计的研究冶方法袁即结合自然
科学和社会人文研究方法袁将理论研究回归到设计方

排在第 1尧2 学期讲授袁主要是结合园林美学知识对中

外园林艺术的创造进行分析和研究袁立足于造园艺术

法论[9]袁形成设计师特有的认知方式和专长袁构建包容

的技巧和手法赏析中外古典园林袁让学生掌握中外古

性和生长性的理论课程内容袁提高风景园林学科理论

典园林的造园思想与手法曰叶园林艺术原理曳是应用理

教学内容的时效性袁并指导设计实践袁如图 1遥

论课袁安排在第 4 学期的上半段授课袁主要是基于中
外古典园林知识袁 深入学习中外园林的艺术规律尧设

计原理和造景手法袁同时袁引入现代较为成熟的设计
理论与学说袁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尧循证设计思维与
设计研究能力袁创新景观设计方法袁以应对复杂的项
图 1 风景园林理论课程的循证创新教学思路

Fig. 1 Evidence-based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ory course

目类型曰叶场地设计曳是应用理论课袁安排在第 4 学期

的下半段授课袁主要是基于风景园林艺术理论与研究
方法袁让学生了解场地设计的工作内容尧特点尧程序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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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基本原理和方法收集场地基础资料袁培养学生观

州茶亭公园尧福州市鼓山风景区尧福道尧福州国家森林

察能力与研究分析能力袁 能科学分析项目场地特征袁

公园等场所进行景观调研袁也有以福建农林大学为研

为后续的设计做准备遥

究对象开展景观研究实践袁研究成果以实践报告尧PPT

通过创新培养方案袁 构建层次性的理论课程群袁

汇报等形式呈现袁通过总结归纳袁形成了基于调查实

根据课程的不同性质与教学目标袁梳理各理论课程教

践的校园绿地景观设计尧城市公园设计尧风景区步道

学内容袁打破课程间的知识壁垒袁避免课程内容的重

系统规划设计等相关调研成果袁 丰富课程教学案例袁

复袁并能由浅入深地尧有组织地输出理论知识袁有利于

建设起成长性的理论课程内容袁 实现了课程建设的

学生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袁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袁达到

野创新性冶遥

知识内化的教学效果遥
3.2 创新教学模式袁融合理论与设计实践

3.4

创新教学设计袁引导学生参与性学习袁注重学生
内涵的发展

以往的理论课以课堂讲授为主袁 缺乏实践锻炼袁

秉承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理念袁围绕新工科袁制定覆盖

不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内容以及建构性知识观的

野知识尧能力尧情感冶三方面的教学设计袁从课程体系尧章

形成遥 因此袁根据应用理论课的性质袁在叶园林艺术原
理曳于叶场地设计曳教学中设置实践教学环节遥 其中袁
叶园林艺术原理曳 课程实践的内容将结合历史文化景

节到知识点袁逐步建立起野导入要学习目标要前测要参
与式学习要后测要总结冶的 BOPPPS 教学设计遥

教学设计以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与参与性学习袁培

观保护尧游客需求尧景观满意度等社会热点问题袁开展

养学生的理论学习动力为核心袁首先袁在教学模式上袁

景观项目考察尧实地调研尧问卷调查尧景观评价分析等

意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袁 如院 采用 PBL

多种形式的研究实践袁培养学生野为了设计的研究冶能
力遥 在掌握野为了设计的研究冶方法基础上袁叶场地设

(problem based learning)与 TBL(team-based learning)结
合的教学模式袁组织学生以团队为基础袁从问题入手袁

计曳 的课程实践将围绕设计课程中的设计场地开展袁

开展课堂讨论尧小组辩论尧论点汇报等课堂活动袁提高

通过场地研究袁搜寻设计的关键问题袁对问题进行批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袁促进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袁培养

判式的理解和分析袁最终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袁培养

学生循证设计思维与能力曰 采用 CBL (case-based

学生循证设计思维模式袁积累建构性知识袁为设计实
践提供设计依据遥

learning)教学模式袁在教学中引用社会热点问题或最

新的实践项目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袁 运用头脑风暴袁让

结合设计课程设置设计性和综合性的实践环节袁

学生一起寻找解决方案袁打破教师野一言堂冶的传统授

根据理论的层次性与设计课程内容袁制定理论课程的

课形式曰其次袁采用多元化尧全程化的教学评价方式袁

实践教学内容袁 能有效地减小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袁推

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袁通过课堂小测与课前提问检

动两者协同发展遥 从课程建设上看袁能引导学生积极

阅预习情况袁打破学生野唯成绩论冶的浅层学习态度袁

主动学习袁增加课程的野挑战度冶袁对培养学生的野建构

让学生忙起来袁引导学生的深层学习袁提升学生的学

性知识冶观具有重要意义遥

习能力与积极性曰再者袁课题组积极开展数字课程建

3.3 创新教学内容袁建设成长性的理论课程体系

设袁集成了教学课件尧习题集等数字资源袁并在高等教

针对教学内容滞后性问题袁 在理论教学实践中袁

育出版社云课程和我校网络教学平台上运行袁有效组

遵循风景园林理论课程循证创新教学思路袁即将理论

织学生进行个性化与探究式的学习[10]曰最后袁在原有课

课程实践所获得的建构性知识袁 通过循证设计的研

程体系基础上袁基于本校野工尧农尧艺冶的学科特征袁深

究袁归纳与总结成风景园林理论以丰富风景园林理论

入挖掘课程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袁将学生综合能

体系袁同时袁将循证设计的实践成果融入到下一次的

力培养与理想信念尧价值理念尧道德观念教育有机结

循证教学中袁支撑教师的教学活动袁提高教学内容的

合袁树立起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尧正确的风景园林观和

时效性遥

职业道德规范袁 实现课程育人机制构建的教学目标袁

近两年来袁 课程组组织学生到福州温泉公园尧福

也实现了课程建设的野高阶性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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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腾 渊65冤
吴玉姣 渊72冤
李若楠 渊80冤
黄小燕 渊87冤
苏雪敏 渊92冤

略论李锐 叶无风之树曳 的复调叙事艺术
应用型本科高校提升教师 野双能力冶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高校 野军事理论冶 教学的特色路径探讨

邓春霞 渊97冤
官敏华 渊101冤
林德时 渊106冤

第2期
朱熹的图书出版活动及效果
民宿家具融入地域元素再设计
要以武夷山五夫镇民宿家具设计为例
要要
扬弃 野虚幻的共同体冶

要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
要要
中的国家观及其当代启示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看汉译本的译注功能
要以冷杉的
要要
叶爱丽丝梦游仙境曳 为例
动画电影中情感表征的图像转喻和隐喻
要以
要要 叶哪吒之魔童降世曳 中的小哪吒形象为例
论上官婉儿诗歌的审美特点及诗史意义

金雷磊 渊1冤
罗

珊袁 林悦儿袁 郭雨欣 渊6冤
赵 亮 渊11冤
颜宝琴袁 孙 嘉 渊16冤
袁璐青 渊21冤
马珍珍 渊2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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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布莱克对罗塞蒂审美神秘主义诗学观的影响
张鹏峰 渊31冤
野连带冶 与 野脱亚冶 的共谋
要近代早期日本
要要
野亚细亚主义冶 悖论性格之新探
万齐岭 渊36冤
新时代视域下厚植工匠文化的思考
王碧宝 渊44冤
白鹿洞办学思想在基层电大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实践
肖 铭 渊49冤
近十年来网红旅游研究进展
尹翠英袁 林明水袁 张逸佳袁 李深涵袁 童 话袁 高华乡渊54冤
基于 SFIC 模型的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宋 磊 渊62冤
乡村振兴背景下台湾精致农业发展对福建省 野圆梦村冶 建设的启示
郑 霞 渊70冤
白茶优异品质成因分析与品鉴要领
林燕萍袁 黄毅彪袁 郭雅玲 渊75冤
新时代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与实践路径
林衍盛 渊83冤
新时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要基于交往行为理论
要要
从 野五四冶 精神的弘扬谈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
野卓越教师冶 视域下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要以地方本科院校为例
要要

查 慧 渊88冤
苏乘乘袁 陈 捷 渊93冤
郑顺婷 渊99冤

林桂珠 渊104冤

基于慕课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实践和探索

第3期
VCN 智能乘法计算杂性分析
一类修正算子的逼近性质
凸多面体不确定 Delta 算子切换系统的二次稳定性
常微分方程中李雅普诺夫函数构造方法
渊7,4冤 汉明码的二维码信息隐藏算法
水金龟名丛夏季红绿茶适制性
平菇菌丝体液体发酵培养基筛选
野带冠埋干法冶 杉木采穗圃采条关键技术
1961要2018 年新疆降水量时空变化特征

铁尾矿在建筑吸波材料中的研究现状
厦门市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八段锦干预对高血压患者降压效果影响的 Meta 分析
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三种教学方法的对比

野互联网+冶 背景下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基础上的土木工程专业建设方案
平面体系几何组成分析技巧
基于符号规则的四面体正余弦定理
应用型本科高校机械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要以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为例
要要
应用型管理类一流本科课程建设范式
疫情防控期间大学计算机基础网络教学

叶球孙 渊1冤
任美英 渊8冤
李 娟袁 肖民卿 渊11冤
陆求赐袁 张宋传袁 王学彬 渊16冤
李 妹 渊21冤
李远华袁 陈雪津袁 曹士先袁 胡旭辉 渊26冤
廖素兰袁 翁器林袁 陈萍萍 渊33冤
林小青袁 周俊新袁 李宝银袁 邓燕冰 渊39冤
胡文峰袁 姚俊强袁 张文娜 渊45冤

李华伟袁 张豪袁 王荣袁 林翱翔袁 孙浩旭袁 郑贵阳渊52冤
肖宝玉 渊58冤
林 骅袁 吴日州袁 林

偶

瑜袁 朱宇静 渊64冤
刘宝林 渊69冤

春袁 姚侠妹袁 骆 美袁 丁晓浩袁 王魏根
曹 兵袁 周华聪袁 杜怡韩袁 黄 博
刘 静袁 颜玲月
滕 旭袁 张 喻

渊73冤
渊79冤
渊85冤
渊90冤

郑飞杰袁 廖小吉袁 吴龙袁 王春荣袁 张雯娟袁 江琳 渊95冤
邹裔忠 渊101冤
孙衡杰 渊10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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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赵平喜袁 段啟静 渊1冤

新媒体环境下朱子文化的传播策略
稀有剧种的活态传承研究
要以闽北政和四平戏为例
要要
浅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传统自然观的变革
要在生存论的视角下
要要
浅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及内容
论道德模范选树与爱国主义价值建构
基于比较视野的当代大学生规则意识培育研究
加强高校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廉政建设的思考

谢建娘 渊7冤
刘靠山
彭兰晔
张响娜
纪增长袁 陈丹丹
林经纬袁 赵晓旭

论宁德畲族民间故事母题中民族潜在话语的文本再生方式
叶语用学与翻译多维透视研究曳 述评
AI 时代移动媒体信息分发模式析论
新媒介下高校对惠女编织腰带活态传承及传播利用探究

陈夏临
曾晓光
陈昌勇
陈丽恋

福州方言杂字的视觉设计
花卉旅游综合体规划设计研究
要以武夷山五夫镇为例
要要
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跨文化意识与翻译水平的相关性
基于阅读圈模式的英文小说教学设计探索
要以
要要 叶最后一片树叶曳 为例
论身体机制与情感机制在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高等农林院校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动情况
要基于
要要
6 所农林院校 2017-2019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分析

渊13冤
渊19冤
渊23冤
渊28冤
渊33冤
渊37冤
渊42冤
渊48冤
渊52冤

刘方舟袁 林荣向 渊58冤
李辛怡袁 黄泽铭袁 陈恒毅 渊63冤
苑丽英 渊70冤
穆宏佳 渊74冤
李俊宇袁 周罗梅袁 刘新颖 渊80冤
聂玉洁 渊86冤
陈

杰袁 刘键政 渊91冤

吴代顺袁 黄玮袁 丁可武袁 姚忠亮袁 杨文卿袁 宋禹廷 渊98冤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治理视域下高校行政管理效能提升初探
要以福建省三所地方院校为例
要要
关于应用型高校董事会运行机制的思考

林杨芳 渊102冤
叶秋红 渊106冤

第5期
论韩儒曹植的性理学思想
论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及其价值
认清恩格斯的生平尧 思想和贡献
要麦克莱伦所著
要要
叶恩格斯传曳 评介
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研究院 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
全媒体时代下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
要以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要要
新时代加强农林院校学生党支部建设思考
大学生消费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对策
法律背景独立董事尧 高管薪酬攀比与高管腐败
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要要

张品端袁 刘
陈

倩 渊1冤
平 渊7冤

郭世玉 渊13冤
李 群 渊18冤
邹小燕袁 洪福兴袁 万 泉 渊21冤
黄爱显袁 胡建伟 渊25冤
郜 芮 渊29冤

吴梅英袁 苏东风 渊3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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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要要
要以法治中国建设为视角
元语用意识下的话语标记语研究
论戴厚英自传叙事的自我建构
学术期刊 野编辑学者化冶院 争鸣尧 实然与应然
重构泉州 野海丝冶 英文网络外宣平台的思考
杉浦康平的混沌与秩序美学
梁漱溟传统体育养生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师生关系在中小学英语教师效能感和职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要要
要以福建省为例
福建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均等化探析
要要
要基于泰尔指数法下的面板数据分析
校地联合培养适合闽北基础教育卓越教师的实践
论新时代文艺思想对音乐教育的引领功能
高校地方特色课程 叶神秘的大红袍曳 慕课建设

李小立
刘甜甜
雷 莹
杜生权袁 周海林
萧君虹袁 卢巧妹袁 郑书耘
谢石城
邱 郁

渊40冤
渊48冤
渊53冤
渊59冤
渊65冤
渊71冤
渊77冤

沈丽娟袁 王战锋 渊82冤
郑雪莲袁 池其山 渊88冤
马奋芹 渊95冤
丁志刚 渊101冤
郑慕蓉袁 李远华 渊105冤

第6期
见血清种子形态结构特征
不同焙火岩茶茶末及添加量对皮蛋品质的影响
模糊感官评定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
两种武夷岩茶管理方式下茶园土壤肥力与金属元素比较

李国平袁 徐自坤 渊1冤

刘金仙袁 傅仙玉袁 岑家鋆袁 武广珩 渊5冤
刘艳红袁 周楠楠袁 刘丹丹袁 季春艳袁 李双芳 渊11冤

郝柯宇袁 周艳袁 张惠光袁 蔡斌袁 李颖袁 张秀芳袁 何东进袁 游巍斌
青檀内生真菌高抗氧化活性菌株筛选及其培养条件优化
柴新义袁 李梦宇袁 于士军袁 孙星袁 罗侠袁 张微微袁 胡文龙
短枝木麻黄内生真菌 Y6 液体发酵培养基优化
姚成硕袁 尚李华袁 常欢袁 李冠军袁 李键
迭代阀值分割法的木材分类
官飞
结合立地因子建立杉木人工林优势高生长模型的研究
廖世涛
武夷山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
温倩袁 施云芳袁 张凡凡袁 廖丽雯
泉州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及对策
吴玉珊
正态模糊大数据决策方法在财务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吴琼凌袁 林健袁 张少涵
野互联网+冶 智能废品回收模式
张建嫱袁 林金娣袁 陈铭袁 蔡天健袁 林述娜袁 施芳
RFM 及 K-Means 模型下的贫困生评定建模方法
肖永钦
数控移相全桥 ZVS 电源的设计
张昭
并行时间卷积的疲劳检测
张少涵袁 马锦山袁 陈泽龙袁
烘焙炉材质对咖啡豆烤制效果的影响
应用型高校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新工科背景下化工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杨自涛袁 范荣玉袁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生态环境类课程讨论的设计和组织
塑料成型工艺及模具设计一流课程建设与改革
建筑学 BIM 课程 野三驱两点一环冶 教学效果提升

渊17冤
渊23冤
渊29冤
渊35冤
渊40冤
渊44冤
渊49冤
渊56冤
渊61冤
渊67冤
渊72冤

谢子彦袁 林少炜袁 张振昌 渊78冤
陈向文袁 吴传斌 渊83冤
徐晓斌袁 王昕岑袁 吴玉琼 渊87冤
吴方棣袁 胡家朋袁 谢文菊 渊91冤
范海兰袁 陈灿袁 李键 渊95冤
林权袁 陈丽军袁 刘其南 渊100冤
谢轩袁 涂劲松 渊10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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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期
潘国平 渊1冤

朱熹季子朱在妻吕氏考
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历史文化构成

刘建华 渊5冤

要要
要以闽北樟湖蛇崇拜为考察中心
新形势下乡村社会治理思路探析
要要
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思考
卢卡奇 野物化冶 概念的两重维度
基层政府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要要
要以福州市马尾区为例
野以物观物冶院 叶老子曳 悟 野道冶 路径的现象学分析
基于制度优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分析
高校思想政治育人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当代大学生党员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路径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下 5G 赋能生态旅游研究
要要
要以福建永泰月洲村为例

冯思云袁 方章东袁 李文韬 渊11冤
张娜琦 渊16冤
黄莉娜
周建琼
赵俊飞袁 闫成俭
黄 奕
张国丹

打卡式旅行向文化旅游转变的必然性和实现路径探究
要要
要以漳州市文化旅游开发为例
上市公司股债联动风险传染机理与防控研究
文化产业背景下建盏工艺品的创新设计
唐代茶画蕴含茶文化生活方式下的茶家具特性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永泰庄寨文化的发展
野新经管冶 环境下金融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国际比较研究
要要
要以安徽财经大学和罗格斯大学为例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原则论析

渊20冤
渊25冤
渊29冤
渊34冤
渊38冤

魏秀林袁 黄 健袁 乔慧峰袁 邵 敏袁 周家骏 渊42冤

武夷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初探
民航院校空乘专业 LSP 通识英语课程词汇教学探析
在口译教学中提高英语表达能力的行动研究
循证视域下的职后教师教育课程管理问题审视

王泽巍
刘俊棋
曹 阳
韦志钢
范斐菲袁 李诠林

渊48冤
渊54冤
渊60冤
渊65冤
渊73冤

李诗争袁 张小雪 渊79冤
江 南 渊84冤
陈

要要
要基于课程指导标准尧 开发动力与要素关系

郑洪辉 渊89冤
辰袁 黄龙杨 渊93冤
程永伟 渊99冤
吴

飞 渊104冤

第8期
朱熹 野存理灭欲冶 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
武夷山摩崖石刻研究概述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尧 特征及经验研究
地方红色文化在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作用与实践

野红+绿冶 实践研学的思政价值与路径探析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 野思政课程冶 研究
就业质量对农民工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要要基于泉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 DIKW 的外刊阅读微信平台设计研究院 从信息共享到智慧共生

陈 文 渊1冤
龚敏芳袁 陈 平 渊10冤
周建伦袁 郭 理 渊17冤
黄 坤 渊23冤
林衍盛 渊28冤
郭先根袁 李晓元 渊33冤
彭复生 渊38冤
林

晔袁 周毕芬 渊43冤
郑锦菁 渊4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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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高校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架构设计与实践
生态文明视域下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研究
北京冬奥背景下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优化路径研究
我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
客家民俗体育与乡村旅游融合路径研究
要古傩大源生存之道的田野考察
要要
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
挺身式跳远技术微课设计研究
论全媒体数字化教材建设中辩证关系的把握
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实践教学模式探析
要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例
要要
基于 DAC 认证的工业设计系所核心能力构建
网络直播视角下大学生价值观的涵养路径

黄鑫云袁 孙

杰袁 朱 旭
陈锦芳
孙 滔袁 孙荣艾袁 刘 利
罗青琴袁 郭惠杰袁 方代龙袁 邱 郁

渊54冤
渊59冤
渊65冤
渊70冤

吴莲花袁 林丽芳 渊75冤
王 榕袁 钟春杰 渊80冤
吴燕丽 渊86冤
边建军袁 严 明 渊90冤
石慧艳袁 毛

菊袁 马玉林 渊96冤
陈 静 渊101冤
李小国 渊106冤

第9期
武夷学院茶学科教园昆虫多样性调查
茶梗中活性提取物对鲜切苹果的护色效果
柚皮开发残渣对水体六价铬吸附性能分析
天宝岩保护区居民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
福建省农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分析

黄威袁 尤嵩袁 聂传朋 渊1冤
陈志杰 渊6冤
郑璐嘉袁 谢建华 渊11冤
李宁袁 赵敬东袁 蔡昌棠袁 刘进山袁 陈妍袁 陈凤袁 何东进 渊16冤
陈晓瑜袁 赵慧芳袁 潘祖鉴袁 孙晓航袁 林玉蕊 渊21冤

城市公园景观恢复性量化评价模型
费馨慧袁 陈智龙袁 林心影袁 陈健翎袁 郑涵青袁 黄启堂 渊28冤
感受记录法在建筑室内空间环境中应用的定量评价
吴燕青袁 吴超滨 渊34冤
闽东北尧 闽西南中心城市辐射力的差异性分析
邱钰芬 渊39冤
安徽省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风险评价
王翠袁 潘银凤 渊45冤
郑晓斌 渊51冤
陈慧娟袁 许金富 渊56冤
孙蛟袁 杨少雄袁 邹序桂 渊62冤

机械手臂动态抓取控制系统设计
福建省体育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分析
梅山传统武术文化的内涵及成因

许 霞 渊68冤
李燕萍 渊73冤

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云技术下的高校数字艺术博物馆设计
工程造价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探索
要基于专业核心能力的调查
要要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的试卷分析对课程教学的启示
地方高校高分子材料检测方法的课程教学改革
地方高校生物资源利用专业群建设
热工理论基础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应用型本科高校细胞生物学实验教学改革
程序设计类课程第二课堂教学成效及对策
以科创协会为载体的高校学科竞赛工作模式

魏太兵袁 谢程乐袁 陈安琪袁 陈冬花 渊78冤
葛小乐袁 汪洪峰袁 刘胜荣袁 宋娓娓 渊82冤
刘瑞来袁 丁晓红 渊86冤
林维晟袁 华伟平袁 赵升云袁 胡家朋袁 付兴平 渊90冤
周吓星袁 杨文斌袁 饶久平袁 曾钦志 渊95冤
段训威袁 杨槟煌袁 柯佳颖袁 许婉芳袁 董乐袁 吴文林 渊99冤
李淑婷袁 祁辉 渊103冤
杨信锟 渊107冤

第 10 期
瑞岩唤醒主人公袁 把手经行禁纲中
要瑞岩古佛的
要要
野惺惺冶 禅法与朱子理学

黎晓铃 渊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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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野理一分殊冶 命题思想研究之管窥
恩格斯批判杜林永恒道德观及其现实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研究
中国共产党百年榜样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学习廖俊波践行优秀品质 做新时代的好党员干部
福建生态有机茶产区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研究
网络环境下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模式研究
要以成人教育中茶艺创编课程的教改实践为例
要要
系统功能认知视阈融合的生态话语分析
认知隐喻下华为企业形象的建构分析
基于语料库的动词体验用法的对比分析
要以动词
要要
concern 和动词 endure 为例
流寓与离散院 20 世纪中叶台湾女性小说叙事转型
元杂剧 叶薛仁贵衣锦还乡曳 元刊本与明刊本之比较
野互联网+体育冶 驱动下县域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

健康中国视域下武医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基于大学城群体特征的高校学生安全教育 野聚能-靶向冶 体系构建
高校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制度研究
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在影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与反思
高职院校借力地方文化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高校学籍档案电子化安全管理实践探究

窑 117 窑
尤志成 渊5冤
徐圆圆 渊10冤
齐艳霞袁 车立红 渊15冤
秦雪阳袁 廖志诚 渊20冤
余清辉 渊26冤
柯文静袁 周林毅 渊31冤
周 霞 渊39冤
林宝珠 渊45冤
颜珍妮 渊51冤
周影星
钟希明
王淑苹
谢永力
林玉平
林建华
宋大伟
顾志庆

渊56冤
渊63冤
渊69冤
渊75冤
渊79冤
渊84冤
渊90冤
渊95冤

徐水群 渊100冤
施秀平 渊105冤

第 11 期
朝鲜时代文献中的九曲文化

董天工 叶武夷山志曳 版本流传及整理略论
马克思自然观的多重向度及其当代意义
野全国一盘棋冶 思想的实践与升华

要从实现共同富裕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要要
论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中的类聚法则
要以
要要
野不 X 不 Y冶 成语待嵌格式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标题的战争隐喻探析
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人类与女妖罗蕾莱相遇
要德语诗歌
要要
叶渔夫曳 与 叶森林对话曳 对比赏析
基于游客感知的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竞争力评价指标构建
应用型高校酒店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要基于转型发展和创新创业教育双重视角
要要
基于顾客满意视角的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可雇佣能力实证研究
动画形式在畲族传统文化展示中应用的思考
不为儿孙做牛马
要以
要要
叶新青年曳 对父母主体的批判与改造为视角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参与双创教育协同育人
高校基层党组织 野三会一课冶 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提升策略
政府治理视角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资管理改进

王茂娴 渊1冤

陈 迟 渊7冤
王 瑞 渊11冤
韦信铭袁 杨玉玲 渊17冤
王进安袁 薛诗艺 渊23冤
贾 刚 渊30冤
张 頔 渊35冤
宋一婧袁 陈秋华 渊40冤
张树萍袁 孙华贞袁 童 婷 渊47冤
程 春 渊52冤
张守用袁 信玉峰袁 李婧娴 渊58冤
孙 风 渊63冤

何 萌袁 刘 祎 渊71冤
黄德焱袁 涂双滨 渊77冤
陈 强袁 徐晋华 渊84冤

窑 118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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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域下事业单位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新思路
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对幼儿教师组织沉默现象的影响
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工作机制和现代营销

魏
杨

琛袁 林文华 渊90冤
佳袁 陈宗宁 渊97冤
薛海燕 渊103冤

第 12 期
武夷岩茶水仙茶青挥发性组分的 HS-GC/MS 分析
响应面法优化鹰嘴豆异黄酮提取工艺分析

张传海袁 金晓怀袁 林志銮袁 武广珩袁 吕橄 渊1冤

蒋变玲袁 许雪华袁 孟康袁 常冉袁 陈琼袁 韩方凯袁 段红 渊7冤
武夷学院园艺基地油菜地土壤因子分析
李焰焰袁 王桂英袁 高雪 渊13冤
FOC 基础上的福建石松类及蕨类植物科属分类系统
李国平袁 杨鹭生 渊16冤
县域森林蓄积量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严绍裕 渊24冤
典型林区不同森林类型群落特征及生物多样性分析
要要
要以三明市清流县矿山环评调查项目为例
王炳煌 渊30冤
福州市传统村落分布特征及保护的数据化分析
汤雨平袁 官紫玲袁 宣阳 渊36冤
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与出口贸易关系分析
丘甜袁 邱钰湲 渊41冤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南平绿色崛起的必由之路
潘箫心 渊47冤
姿态传感器基础的无线空中鼠标设计
张昭袁 修宇亮袁 党丽琴袁 王留杰 渊51冤
外力压缩作用下 FDM 构件力学性能影响因素分析
王铎袁 沈振辉袁 杨拴强 渊57冤
中国大陆尧 中国台湾地区及 FIDIC 工程施工合同比较研究
混凝土简支梁桥震害机理分析
大学生体育活动与抑郁的关系要要
要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后疫情时代线上学习平台的使用意愿分析
要要
要基于 UTAUT 模型
武夷岩茶初制虚拟仿真系统在制茶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仪器分析技术实验课程改革探索
野思维导图+冶 在高校.NET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数据库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循证思想指导下的风景园林理论课程创新教学

魏太兵袁 谢程乐袁 陈安琪袁 陈冬花 渊64冤
高昕 渊71冤
于方方袁 张庆天 渊76冤

丁丽袁 方晓袁 王景兰 渊81冤

张渤袁 冯花袁 卢莉 渊86冤
许祯毅袁 范俐 渊94冤
马阿曼袁 连雁平袁 刘靖袁 叶惠群 渊98冤

韩存鸽 渊102冤
许晓玲袁 李房英袁 闫晨袁 董建文 渊106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