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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血清渊Liparis nervosa冤为兰科羊耳蒜属植物袁全

草具凉血止血尧清热解毒功效袁为民间十大止血要药

之一袁广布于全世界热带与亚热带区域袁在我国长江

以南各省常见[1-2]遥见血清在自然环境下繁殖率极低袁加

上人为过度采挖袁野生资源破坏日益枯竭袁利用种子进

行无菌播种快繁是见血清保育研究的重要内容[3]遥 目

前袁国内学者在见血清植物学特性尧化学成分及药理

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4-6]袁但至今尚未见对见血清种

子形态结构的研究报道遥 通过对见血清种子形态结

构尧种皮成分及种皮破除处理方法的研究袁以期为今

后建立大规模繁殖技术的应用研究提供基础参考依

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采集武夷山地区野生见血清成熟蒴果袁取种子作

为研究材料遥

1.2 方法

1.2.1 种子形态大小观察

取成熟见血清种子制成水装片置光学显微镜

渊Leica DM2500 German冤下观察并拍照袁用显微测微

尺法测量种子长宽以及种胚长宽 渊取 30 粒种子的平

均值冤遥 按兰科种子体积计算公式计算以下参数[7-8]院

种子体积=2伊[(W /2)2伊(1/2L)仔/3]曰

种胚体积=渊4/3冤仔ab2 (W 为种子的宽袁L 为种子

的长曰a为 1/2种胚长袁b 为 1/2 种胚宽)曰

种胚占种子体积=种胚体积/种子体积伊100%曰

气腔体积=(种子体积原胚的体积)/种子体积伊100%

1.2.2 种子的整体透明染色与观察

参考李国平等[9]方法袁观察见血清种子的结构特

征袁种子经 FAA 固定尧冲洗尧1 mol 盐酸水解后用稀释

的爱氏苏木精染色液进行整体染色袁经脱水后用水杨

酸甲酯渊冬青油冤进行透明处理遥 将透明后种子置于滴

有丁香油的载玻片上袁用光学显微镜渊Leica DM2500

German冤观察并拍照遥

1.2.3 种皮细胞壁成分的鉴定

种皮细胞壁成分的鉴定采用显微化学鉴别法[10-11]遥

以氯化锌-碘试剂鉴定种皮细胞壁纤维素成分袁 以盐

见血清种子形态结构特征

李国平 1袁 徐自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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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要间苯三酚染液鉴定种皮细胞壁木质素成分袁以苏

丹芋酒精饱和溶液鉴定种皮细胞中角质和脂肪成分遥

1.2.4 种子预处理和染色率测定

取成熟种子分别用浓度为 0.5%尧1%的氢氧化钠

处理 1耀8 min袁 用清水冲洗干净后袁 再用醋酸洋红染

色袁置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尧统计染色率遥 每处理 100

粒袁3 次重复遥 染色率=渊染色数/种子总数冤伊100%

1.3 数据处理

用 Excel 进行数据分析遥

2 结果和分析

2.1 见血清种子的形态与结构

见血清种子细如粉尘状袁乳白色袁呈狭长纺锤形袁

中间宽袁 两端渐细曰 种子长 渊1.178依0.028 冤mm袁宽

渊0.122依0.017冤 mm袁种子体积 4.59伊10-3 mm3曰种皮透

明尧膜质袁具一层细胞袁多呈长方形曰胚位于种子中央袁

呈椭圆形袁 黄绿色袁 种胚长 渊0.189依0.029 冤mm袁宽

渊0.079依0.011冤mm袁体积 0.617伊10-3 mm3袁种胚占种子

体积 13.44 %曰种子气腔体积占 86.56 %渊图 1a冤遥

成熟种子经整体染色尧冬青油透明袁可在光学显

微镜下清晰显示种胚结构特征渊图 1b冤遥 种子无胚乳袁

种胚具短柄遥 胚处于球形胚发育阶段袁胚细胞呈球形袁

原生质浓厚袁细胞核大遥 种皮为死细胞袁呈透明状遥

渊a冤 渊b冤

图 1 见血清种子的形态与结构

渊a冤示种子形态渊10伊冤曰渊b冤示种胚结构渊40伊冤

Fig.1 Seeds morphology and structure of Liparis nervosa

渊a冤showing the seed morphology;

渊b冤showing the seed embryo structure

2.2 见血清种皮细胞壁成分

见血清种子经碘要氯化锌染色法染色以后袁种皮

细胞壁染成蓝紫色渊图 2a冤袁说明细胞壁中都含有纤维

素曰盐酸-间苯三酚染色反应呈桃红色渊图 2b冤袁说明种

皮细胞壁中含有木质素成分曰苏丹芋酒精饱和溶液染

色反应呈橘黄色渊图 2c冤袁说明种皮细胞壁中含有角质

成分遥 因此袁见血清种皮细胞壁中含有纤维素尧木质素

和角质遥

图 2 见血清种皮细胞壁成分显微观察

渊a冤碘-氯化锌溶液染色渊20伊冤曰

渊b冤盐酸要间苯三酚溶液染色渊40伊冤曰

渊c冤苏丹芋酒精饱和溶液染色渊40伊冤

Fig.2 The microscopical observation of cell wall

components of Liparis nervosa seed coat

渊a冤Staining with iodine-zinc chloride solution;

渊b冤Staining with hydrochloric acid-resorcinol solution;

渊c冤Staining with sudan 芋- alcohol saturated solution

2.3 种子预处理对染色率的影响

用 0.5%尧1%的氢氧化钠处理见血清种子后进行

醋酸洋红法染色袁于显微镜下观察染色程度袁结果如

图 3遥

2窑 窑



图 3 不同浓度氢氧化钠处理对见血清种子染色率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different NaOH concentration on seed dyeing rate

用 0.5%氢氧化钠处理 1耀3 min袁观察不到种子胚

着色曰处理 4 min后袁种子胚开始着色袁说明种皮开始

受到破坏袁染色液可以渗入种胚曰处理 6 min的染色

率为渊58.8依6.1冤%袁处理 8 min的染色率达 100 %遥 用

1%氢氧化钠处理 2 min后袁种胚即开始着色袁处理 4

min染色率可达 100 %袁 延长处理时间袁 种胚着色加

深袁而且种胚细胞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袁说明氢氧

化钠浓度对种胚染色率有显著影响遥 1%的氢氧化钠

对见血清种皮有较强的腐蚀性遥 建议用 0.5%氢氧化

钠处理 6 min作为见血清种子无菌播种培养前预处

理的适宜参数遥

3 讨论与结论

见血清的种子结构简单袁 由种皮和胚两部分构

成袁无胚乳袁且胚发育不完全袁处于球形胚阶段袁这些

特征与其他兰科植物种子的形态结构特征相吻合[7,12]遥

兰科植物种子在形状尧大小尧颜色尧体积以及种皮尧胚

结构及相对比例等方面表现出多样性袁 其中兰科植

物种子气腔占种子体积的大小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

义[13-14]袁气腔占种子体积的 50%以上者为轻浮型种子袁

反之则为非轻浮型种子 [8]遥 见血清的种子体积仅为

4.59伊10-3 mm3袁相对较小袁且气腔体积占 种子体积的

86.56 %袁属典型的轻浮型种子袁适于长距离传播袁这

与见血清广布于全世界热带与亚热带区域的分布特

征相吻合遥

兰科植物种子具休眠特性袁种皮的机械阻力和通

透性差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其萌发的主要因素之一遥 本

研究中观察到见血清种皮细胞壁中含有纤维素尧木质

素和角质袁这些物资在种皮上积累后大大降低了种皮

的通透性袁阻碍了种子对水分尧氧气和营养物质的吸

收袁从而导致种子休眠遥 一些研究也表明袁兰科植物种

子发育后期珠被细胞开始积聚木质素袁并最终纤维化

和角质化[15-17]遥

在自然条件下袁兰科植物种子发芽率很低袁只有

感染了合适的真菌后才能萌发生长袁真菌的作用一是

破坏种皮袁增加透水透气性袁二是为胚胎细胞的发育

通过营养物质遥 在兰科植物无菌播种与组织培养研究

中袁常用 NaOH等化学试剂预处理以破坏种皮袁促进

种子萌发[18-19]遥 本研究实验表明袁0.5%NaOH溶液一定

时间可破坏见血清种皮促进种胚着色袁 推荐 0.5%

NaOH溶液处理 6 min作为见血清种子无菌播种培养

前预处理的适宜参数遥 一些研究者曾通过各种方法去

除兰科植物种皮对种子萌发的限制袁结果表明预处理

可以提高种子的萌发率 [18-21]遥 本研究应用一定浓度

NaOH溶液处理结合醋酸洋红染色的方法袁操作简单袁

实验历时短袁实验结果明显袁可很容易筛选得到适宜

的化学预处理条件遥 该预处理初筛办法可为其它兰科

植物种子非共生萌发研究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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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Wild Liparis nervosa Seeds

LI Guoping1, XU Zikun2

(1.School of Ecology and Resource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 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Wuyishan National Park,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ld Liparis nervosa seeds,the seed morphology and structure, cell wall components of seed

coat were observed by optical microscopy. And,the seed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odium hydroxide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pretreatment conditions for sterile sowing.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ed was composed of seed coat and embryo without en鄄

dosperm. The embryo remained as globular embryo when the seed matured. The volume of embryo accounted for13.44% of the seed vol鄄

ume. The seed chamber volume was 86.56%袁 indicating that the seeds of Liparis nervosa belonged to the flighty seed type and were suit鄄

able for long-distance transmission. The cell wall of seed coat contained cellulose, lignins and cutin. Treatment with 0.5% sodium hydrox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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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蛋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再制蛋制品袁具有色泽美

观尧外形透亮尧味美醇香尧风味独特等特点袁深受国内

外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遥 有研究表明袁皮蛋营养价值比

鲜蛋高袁有清热消炎尧解暑止渴尧润肠顺气等功效 [1]袁且

氨基酸比例平衡袁在人体内易被消化吸收遥 皮蛋的传

统制作一般是用烧碱尧纯碱尧石灰尧食盐尧茶末渊茶叶冤尧

柴碱以及金属盐等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均匀后进行

皮蛋腌制[2]遥碱和金属盐固然很重要袁辅料茶末渊茶叶冤

也很重要袁强碱溶液中袁金属溶解度本身就很低袁低浓

度的金属离子在后期是无法维持皮蛋内蛋白凝固的遥

茶叶富含咖啡碱尧色素尧茶多酚尧氨基酸尧矿物质及芳

香物质等[3]曰其中色素和芳香物质也可能改善皮蛋的

色泽和风味[4]曰茶多酚与含铁物质能发生显色反应袁形

成墨绿色物质[7]袁可以促进皮蛋转色袁增加皮蛋色泽曰

除此之外袁 更重要的是茶叶中大量的多酚类化合物袁

这些化合物会与金属离子螯合袁大幅度提高强碱料液

中溶解态的金属离子浓度袁加工后期就会有足够的金

属离子进入蛋壳的小气孔上与蛋内 H2S形成难溶物袁

堵住气孔袁避免后期料液碱持续进入蛋内袁造成碱伤[6-8]遥

可见重金属盐和茶在皮蛋加工中是一对相辅相

成的搭档袁碱使蛋白凝固袁而金属盐和茶末使蛋白长

时间维持凝固状态遥 传统工艺中应用较多的茶末或茶

叶多是红茶袁那其他种类茶是否可行袁添加量为多少

皮蛋品质最优等方面的研究报道很少袁目前关于皮蛋

的研究较多的是腌制条件尧碱度尧金属盐等[2]对皮蛋品

质影响及新型工艺开发等[9-12]方面袁而关于皮蛋腌制料

液中茶叶或茶末的添加对皮蛋品质是否存在影响的

研究报道很少遥 武夷岩茶年产量可达数千吨袁其茶末

来源广袁价格低[13]遥 该茶是闽北乌龙的代表袁焙火是其

制作工艺中的重要工序袁 不仅会影响茶叶的色尧 香尧

味袁还会影响其咖啡碱尧茶多糖以及茶多酚等内含成

分的变化[14]遥

为此袁本研究以武夷岩茶茶末为原料袁设置中火尧

足火和高火 3个不同焙火工艺对茶末进行焙火处理袁

焙火处理后用其进行皮蛋的腌制袁探究一下不同焙火

岩茶茶末及添加量对皮蛋感官品质及总碱度等品质

是否有影响袁为今后皮蛋腌制工艺改进以及茶末的开

发利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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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材料院鲜鸭蛋袁武夷山农贸市场曰食盐袁福建省泉

州晶海轻化有限公司生产曰武夷初制岩茶茶末袁福建

省武夷山市红锦堂有限公司提供曰 NaOH尧ZnSO4尧

Na2HPO4尧KH2PO4尧CaCl2尧C20H14O4尧C2H5OH 渊均为分析

纯冤等袁由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实验室提供遥

仪器院分析天平袁型号 JA2003曰分光光度仪袁型号

UV765曰马弗炉袁型号 sxl-1002曰捣碎机曰容量瓶曰比色

皿曰坩埚曰玻璃棒曰水浴锅曰烧杯以及表面皿等遥

1.2 试验方法

1.2.1 茶末焙火处理

收集武夷岩茶初制加工产生的茶末袁采用电烘箱

进行焙火处理袁在摊叶量一致的前提下袁设置 3个焙

火工艺袁分别是中焙火 100 益烘焙 6 h尧足焙火 120 益

烘焙 8 h尧高焙火 140 益烘焙 10 h[15]遥

1.2.2 试验设计

以中焙火尧足焙火尧高焙火岩茶茶末为原料袁每个

焙火工艺茶末设置 3个添加量袁 分别为 1.0%尧3.0%尧

5.0%袁共获得 9个处理袁具体见表 1遥 每个处理添加食

盐 40 g尧NaOH 40 g尧ZnSO4 2.5 g尧H2O 1 000 mL袁新鲜

鸭蛋 0.5 kg[4]袁采用浸泡腌制法进行皮蛋腌制袁腌制好

的皮蛋用于后续感官评价尧总碱度及游离氨基酸测定

分析遥

表 1 试验方案

Tab.1 Test plan

1.2.3 皮蛋腌制

清洗鲜鸭蛋表面污垢袁晾干备用遥 根据上述试验

设计袁分别称取中焙火尧足焙火尧高焙火岩茶茶末 10尧

30尧50 g袁加水煮沸袁浸泡 30 min袁之后用双层纱布过

滤定容至 1 000 mL袁待滤液冷却至室温分别加入食盐

40 g尧NaOH 40 g尧Zn2SO4 2.5 g充分搅拌至溶解袁 随后

将晾干鸭蛋用干净纱布包好袁置入腌蛋料液袁密封腌

制遥 每隔一段时间观察皮蛋的凝固及转色情况袁待凝

固成熟后将皮蛋取出进行品质检测遥

1.2.4 皮蛋总碱度的测定

参照 GB 5009.47要2003中总碱度的测定方法进

行[16]遥 按皮蛋和水的比例为 2︰1袁称取皮蛋用捣碎机

捣碎滤出匀浆试液袁 称取 10 g皮蛋匀浆置于坩埚中袁

先于 120 益加热 3 h袁再用小火炭化至无烟袁再置马弗

炉中于 550 益灰化 1耀2 h袁取出放冷遥 用热水将灰分洗

于烧杯中袁充分洗涤坩埚袁洗液并入烧杯中袁加入 50 mL

HCl标准溶液袁烧杯上盖上玻璃玻璃器皿袁小心加热

煮沸至为微沸腾袁放冷袁加 30 mL CaCl2溶液及酚酞指

示剂 10滴袁 以 NaOH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初显

微红色袁30 s不退色为终点袁记下 NaOH使用量袁计算

皮蛋总碱度遥

1.2.5 游离氨基酸含量的测定

采用茚三酮比色法[17]测定遥按皮蛋和水的比例为

2︰1袁 称取皮蛋放入组织捣碎机中捣碎滤出匀浆试液遥

准确吸取试液 1 mL袁转至 25 mL容量瓶中袁加 0.5 mL

pH值为 8.0的缓冲液和 0.5 mL 2豫茚三酮溶液袁在沸

水浴中加热 15 min遥 冷却后加水定容至 25 mL袁放置

10 min后袁在 570 nm处进行测定遥

1.2.5 皮蛋的感官评价

参考玄夕龙[2]的研究袁结合本产品制定感官评价

标准 渊表 2冤袁 由 10名食品专业师生组成感官评定小

组袁按照标准袁采用描述性分析检验法对各处理皮蛋

进行评价[18]袁同时采用加权评分法进行评分袁总得分=

蛋壳渊10%冤+蛋清渊30%冤+蛋黄渊30%冤+风味渊30%冤遥

1 中焙火 1

2 中焙火 3

3 中焙火 5

4 足焙火 1

5 足焙火 3

6 足焙火 5

7 高焙火 1

8 高焙火 3

9 高焙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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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皮蛋感官评价评分标准

Tab.2 Making criteria for sensory evaluation of preserved eggs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皮蛋总碱度分析

对 9个处理的皮蛋进行总碱度测量分析袁结果见

图 5袁从该图中可看出袁除处理 2与处理 4尧处理 5 与

处理 6之间无显著差异外袁其他各处理间均存在显著

差异曰处理 7总碱含量最高袁为 7 147 mg/kg袁处理 6最

低袁为 3 507 mg/kg袁根据 GB 9694要1988皮蛋卫生分

析标准袁 皮蛋的总碱度处于 2 000耀4 000 mg/kg之间

为优质皮蛋袁大于 4 000 mg/kg或者小于 2 000 mg/kg

的为一级和二级蛋 [19]袁 处理 3尧5尧6总碱度分别为 3

921尧3 664尧3 507 mg/kg袁因此属于优质蛋范围遥 另外

还发现袁高焙火处理皮蛋总碱含量要比中焙火和足焙

火高出很多袁3个焙火处理皮蛋袁总碱度均随着茶末添

加量的增加而降低袁品质变优袁分析其主要原因是袁高

温焙火会使得茶末中茶多酚含量降低[20-21]袁添加量少

料液中多酚含量也低袁多酚含量低就造成料液中溶解

态的金属离子浓度低袁也就造成没有足够的金属离子

堵住蛋壳气孔袁使得料液碱持续进入蛋内袁造成总碱

度高遥

图 1 9种方式处理皮蛋的总碱度

Fig. 1 Total alkalinity of various preserved eggs

2.2 不同处理皮蛋游离氨基酸含量分析

茶叶富含氨基酸袁目前在茶叶中发现并鉴定的氨

基酸有 25种以上袁其中茶氨酸尧精氨酸尧丝氨酸和天

冬氨酸含量较高袁约占氨基酸总量的 80%以上 [14]袁在

皮蛋的腌制过程中可能随着料液中的碱一起渗入蛋

内[4]袁进而影响皮蛋风味遥测定各处理游离氨基酸含量

结果见图 2袁从该图可看出袁在添加量相同条件下袁不

同焙火茶末腌制皮蛋游离氨基酸含量差异显著曰另外

随着焙火程度的提高袁所腌制皮蛋的游离氨基酸含量

呈下降趋势袁 最高的是添加量 5%中焙火茶末腌制皮

蛋渊处理 3冤袁达 893 mg/kg袁最低的为添加量 1%高焙火

茶末皮蛋渊处理 7冤袁仅为 397 mg/kg袁两者相差 496 mg/kg遥

分析其原因袁 焙火工艺会影响茶末内含氨基酸含量袁

焙火温度越高氨基酸含量越低袁在高温条件下袁氨基

酸的 Maillard 反应以及高温氧化反应的加快袁氨基酸

的消耗速率加快袁 造成高焙火茶末氨基酸含量低袁腌

制皮蛋时深入蛋内的就少袁使得高焙火系列皮蛋游离

氨基酸含量相对较低遥

图 2 9种方式处理游离氨基酸含量

Fig. 2 The content of free amino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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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处理皮蛋感官评价

组织 10人感官评定小组袁从从蛋壳清洁度袁有无

裂纹尧斑点袁蛋体完整性袁蛋清颜色尧透明度尧蛋黄颜

色尧色层尧溏心大小尧气味尧口感等方面对各处理皮蛋

进行感官品质分析袁采用加权评分法进行评分袁具体

评价结果见表 3遥

表 3 皮蛋感官评价结果

Tab. 3 Sensory evaluation results of various preserved egg

图 3为中焙火不同添加量茶末腌制皮蛋的全蛋

图及蛋黄切面图袁结合表 3可看出袁中焙火茶末系列

皮蛋蛋壳清洁尧无斑点袁蛋清透明袁色泽好曰除处理 1

皮蛋不够完整袁有粘壳尧凝固性较差外袁其他两个添加

量皮蛋均完整袁不粘壳或略微粘壳袁凝固性好曰蛋黄总

体转色好袁色层明显且均匀袁处理 2尧3皮蛋有大溏心曰

从风味看袁3个处理皮蛋都具有皮蛋应有的气味和滋

味袁但处理 1口感粗糙袁评分为 74分袁其他评分均在

80分以上遥

(A) (B)

图 3 中焙火系列皮蛋全蛋及蛋黄对比

Fig. 3 A comparison of medium-baked eggs and yolks

渊注院A为皮蛋全蛋图曰B为蛋黄切面图曰两图从左至右茶

末添加量分别为 1%尧3%尧5%冤

图 4为足焙火系列的全蛋及蛋黄切面图袁结合表

3分析可知院 足焙火茶末腌制的皮蛋蛋壳清洁尧 无斑

点曰蛋体总体完整尧蛋清透明尧色泽好袁凝固性佳曰蛋黄

主体呈墨绿色袁色层明显尧均匀袁有较大或大溏心曰从

风味上看袁除处理 4皮蛋有少量碱味尧辣味影响口感

外袁处理 5尧6添加量皮蛋都是略带在接受范围内的碱

味袁且略带茶香袁口感佳风味好袁所以这两个添加量皮

蛋感官评分都在 90分以上袁其中 5%添加量的处理 6

评分最高袁达 92分曰纵观所有处理袁仅处理 5尧6皮蛋

略带茶香袁 乌龙茶精制工艺的焙火能提升茶叶香气袁

不同焙火茶叶香气不同袁前人研究发现中焙火乌龙茶

带有花香或者花果香尧足焙火具有明显的果香或者果

糖香尧高焙火具有明显的果糖香或者焦糖香袁本研究

发现足焙火茶末具有明显果糖香袁且香气高长袁因此

用其腌制的处理 5尧6皮蛋略带茶香遥

(A) (B)

图 4足焙火系列皮蛋全蛋及蛋黄对比

Fig. 4 A comparison of edequate-baked eggs and yolks

渊注院A为皮蛋全蛋图曰B为蛋黄切面图曰两图从左至右茶

末添加量分别为 1%尧3%尧5%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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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斑
点

蛋 体 较 完
整 袁 有 粘
壳尧弹性较
好袁蛋清呈
透明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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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袁主体呈墨
绿色袁色层明
显且均匀袁有
小溏心

具有皮蛋的气
味和滋味袁无
异味袁有碱味尧
辣味袁 口感粗
糙

74

2
清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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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蛋体完整袁
不粘壳尧弹
性好尧蛋清
透明棕色尧
色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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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袁口感协调

8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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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袁 色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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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皮蛋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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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袁口感协调

85

5
清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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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黄转色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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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味袁略带茶
香袁不苦尧不涩尧
不辣袁 略带碱
味袁口感好

91

6
清洁袁
无斑
点

蛋体完整袁
不粘壳袁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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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洁袁
斑点
少

蛋体完整袁
有粘壳尧弹
性较好尧蛋
清 透 明 浅
棕色尧色泽
较好

蛋黄转色较
差袁 仅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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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9
清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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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体完整袁有
粘壳尧弹性较
好尧蛋清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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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为高焙火茶末腌制的皮蛋全蛋及蛋黄切面

图袁结合表 3分析可知院高焙火系列茶末腌制皮蛋蛋

壳清洁尧有少量斑点曰蛋清总体转色好袁蛋清透明袁都

略有粘壳现象袁总体凝固性稍差袁其中处理 8渊3%添加

量冤皮蛋部分蛋体不完整曰除处理 9渊5%添加量冤皮蛋

有小溏心外袁其他均为硬心袁另外处理 7渊1%添加量冤

皮蛋蛋黄转色较差袁 除硬心蛋黄周围有转色之外袁其

他区域均为黄色或绿色袁且颜色不均匀曰从风味上看袁

这 3个添加量皮蛋的碱味重或较重袁 且带有辛辣味袁

口感粗糙或差曰综合风味及蛋壳尧蛋清尧蛋黄外观评

价袁可知高焙火茶末腌制皮蛋相比中焙火尧足焙火皮

蛋袁总体品质较差袁其中 1%添加量皮蛋最差袁评分仅

为 60分遥

(A) (B)

图 5 高焙火系列皮蛋全蛋及蛋黄对比

Fig.5 A comparison of high-baked eggs and yolks

渊注院A为皮蛋全蛋图曰B为蛋黄切面图曰两图从左至右茶

末添加量分别为 1%尧3%尧5%冤

3 小结与讨论

传统皮蛋制作工艺中金属盐和茶是一对相辅相

成的搭档袁但茶的添加对皮蛋品质的影响的相关研究

不够深入袁前人研究大都认为茶叶添加的主要作用是

促进蛋白凝固尧增加皮蛋风味[22]袁一些则认为茶叶的添

加在皮蛋加工中不发挥实质作用[8]袁而刘焱等[4袁23]及本

文作者之前研究均发现不同茶类对皮蛋感官品质有

明显的影响遥 不同焙火工艺岩茶茶末对皮蛋感官品质

也存在明显影响袁高焙火茶末腌制皮蛋蛋壳有少量斑

点袁蛋清总体转色好袁蛋清透明袁但都略有粘壳现象袁

总体凝固性稍差袁虽具有皮蛋气味和滋味袁但碱味重

且带有辛辣味袁风味差袁总体评分低遥 用足焙火茶末腌

制皮蛋总体品质相对较优袁 其中又以 5%添加量品质

最优袁蛋壳清洁尧无斑点袁剥壳后蛋体完整尧不粘壳袁弹

性好袁蛋清呈透明红棕色袁蛋黄转色好袁色层明显均

匀袁有较大溏心袁具有皮蛋应有的气味和滋味袁无异

味袁不苦尧不涩尧不辣袁风味最好袁且略带茶香袁总评分

达 92分遥

总碱尧游离氨基酸是皮蛋重要的品质成分遥 不同焙

火茶末对皮蛋总碱度影响显著袁高焙火茶末皮蛋总碱度

最高袁均在 5 900 mg/kg以上袁远超 4 000 mg/kg袁皮蛋凝

固性较差尧碱味及辛辣味重袁综合品质均较差遥 足焙火

茶末皮蛋总碱度相对较低袁 其中 3%尧5%添加量皮蛋

总碱度均在 2 000耀4 000 mg/kg之间袁 属于优质皮蛋

范畴遥 皮蛋之所以比新鲜鸭蛋鲜美袁是因为皮蛋富含

游离氨基酸袁淹制过程茶叶中的游离氨基酸也随着料

液中的碱一起渗入蛋内袁从而影响风味遥 皮蛋游离氨

基酸含量随焙火程度升高而下降袁随茶末添加量增加

而增加袁另外 3种焙火茶末皮蛋游离氨基酸含量相比

刘焱等腌制的茶皮蛋低袁均未超过 1 000 mg/kg袁其中

最低的为高焙火茶末皮蛋袁均未超过 500 mg/kg袁分析

其主要原因有院 一是因为岩茶制作原料相对粗老袁老

叶游离氨基酸偏低袁二是因为焙火中的高温加速氨基

酸的氧化反应袁降低的游离氨基酸的含量袁焙火程度

越高袁含量越低遥

参考文献院

[1] 毛昶懿. 皮蛋抗肿瘤功效及其机制的研究[D].武汉院华中农

业大学, 2018.

[2] 玄夕龙. 五味子皮蛋配方研究及超声波辅助加工工艺的应

用[D]. 滁州院安徽科技学院, 2017.

[3] 张建勇, 江和源, 崔宏春, 等. 茶叶功能成分与新型食品开

发[J]. 湖南农业科学, 2011,(3):104-108.

[4] 刘焱, 罗灿, 欧阳元, 等. 茶叶种类及添加量对皮蛋品质的

影响[J].茶叶科学,2013, 33(2):116-124.

[5] 杨贤强, 王岳飞, 陈留记. 茶多酚化学 [M]. 上海: 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03.

[6] 覃思, 吴卫国, 刘焱, 等. 茶多酚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对蛋

白质功能特性的影响研究进展[J]. 食品工业科技, 2008,29

(6):310-312.

[7] 梁靖, 陈留记, 杨贤强, 等. 茶多酚的络合作用研究进展[J].

茶叶, 2003,29(2):72-74.

[8] 阎华, 汤尚文, 黄升谋, 等. 皮蛋加工辅料的作用及新工艺

配方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 2014, 53(20):4941-4943.

[9] 冯婷婷, 彭倩, 王洋, 等. 腌制液中碱液浓度对阶段调碱法

刘金仙袁等院不同焙火岩茶茶末及添加量对皮蛋品质的影响 9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6期

Effect of Different Baking Rock Tea Powder and Adding

Quantity on the Quality of Preserved E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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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yi primary rock tea powder was used as pickling raw material, and three baking processes were set, and each process

was set with three addition amount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baking processes and addition amounts on the quality of preserved eggs were

analyzed, which provided som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reserved egg pickling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ea

powd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alkalinity of three baked preserved egg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dding amount; the con鄄

tent of free amino acid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baking degree and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dding amount; the sensory quali鄄

ty became better with the increase of adding amount.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preserved eggs cured by adequate-baked tea powder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medium-baked and high-baked, among which 5% was the best, with sensory score of 92 points, the total alkalinity

was 3 507mg/kg, reaching the standard of high-quality preserved eggs, and the free amino acid content was 674 mg/kg.

Key words: preserved egg; Wuyi rock tea powder; baking process; quality component; sensor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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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须性味甘尧淡尧无毒袁具有平肝利胆尧利水消

肿尧止血尧泻热等作用袁其生物活性成分主要包括多糖

类尧黄酮类尧皂苷类尧有机酸类尧氨基酸等[1-3]遥

乌龙茶主要化学成分包括茶多酚尧儿茶素尧氨基

酸尧矿物质尧芳香物质等袁现代研究表明乌龙茶具有降

血脂尧抗氧化尧减脂减肥尧消炎抑菌尧提神尧利尿等功

效袁在日本享有野美容茶冶的美誉[4-7]遥目前袁国内外学者

对玉米须和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化学成分及药理

功能上袁对玉米须与乌龙茶相结合的饮品研究尚未见

报道遥

以玉米须尧乌龙茶为基本原料袁研制出风味独特

的保健饮品遥 通过单因素和正交实验袁结合模糊感官

评定的实验方法袁确定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工艺的

最佳配方袁采用木糖醇代替白砂糖袁不仅拓宽了适用

人群袁而且使产品更加柔和协调遥 一方面袁茶饮品中添

加玉米须袁增加茶制品的功能性活性成分袁充分提高

其保健功能遥 另一方面袁将玉米须作为食品加工的辅

料使用袁不仅解决了玉米须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

题袁增加了饮料制品的种类袁同时也提高了玉米须原

料的附加值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玉米须尧乌龙茶尧木糖醇尧柠檬酸尧饮用水均为市

售袁且为食品级袁饮用水符合 GB 10791要89标准遥

1.2 实验仪器

电磁炉袁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曰分析

天平袁上海越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曰高压蒸汽灭菌器

(GI54TW)袁厦门致微有限公司曰精密纱布尧温度计均为

市售遥

1.3 实验方法

1.3.1 工艺流程

模糊感官评定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

刘艳红 1袁 周楠楠 2袁 刘丹丹 3袁 季春艳 1袁 李双芳 1

渊1.阜阳师范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袁 安徽 阜阳 236037曰 2.云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袁 云南 昆明 650100曰

3.安徽工程大学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袁 安徽 芜湖 241000冤

摘 要院以玉米须尧乌龙茶尧木糖醇为主要原料袁研究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的加工工艺和配方遥 采用单因素和正

交实验袁结合模糊数学评价法探究玉米须熬煮时间尧玉米须添加量尧乌龙茶添加量尧木糖醇添加量和柠檬酸添加量对复合

饮料感官品质的影响遥结果表明院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的最佳工艺配方为玉米须熬煮时间 40 min袁玉米须 10 g袁乌龙茶

2.2 g袁木糖醇 25 g和柠檬酸 0.08%遥 该条件下制得的饮料酸甜可口袁清香甘醇袁后味绵长遥

关键词院玉米须曰乌龙茶曰复合饮料曰工艺配方曰模糊感官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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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玉米须添加量尧玉米须熬煮时间尧乌龙茶添加

量尧木糖醇添加量尧柠檬酸添加量为单因素变量[16]遥 根

据预实验结果分析袁 玉米须添加量分别取 3尧6尧9尧12尧

15 g曰 玉米须熬煮时间分别取 20尧30尧40尧50尧60 min曰

乌龙茶添加量分别取 0.7尧1.2尧1.7尧2.2尧2.7 g曰木糖醇添

加量分别取 10尧15尧20尧25尧30 g曰柠檬酸添加量占总体

积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0.06%尧0.08%尧0.10%尧0.12%尧

0.14%遥

以感官评分为指标袁 在单因素实验结果的基础

上袁 选取主要影响因素玉米须添加量尧 乌龙茶添加

量尧木糖醇添加量为正交实验的变量因素袁进行 L9(3
3)

正交实验袁正交实验因素水平表见表 2遥

表 2 正交实验因素水平表

Tab. 2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factors level

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应用模糊数学的方法袁将具

有野模糊性冶的因素数量化袁避免了产品传统感官评价

存在的主观随意性尧片面性尧不确定性的问题袁从而得

到科学合理的评价结果[17]遥由 10名专业评价员组成的

评判小组袁对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的色泽尧风味尧口

感尧香气 4个特性依次进行单因素评价袁评价因素标

1 8 2.0 23

2 10 2.2 24

3 12 2.5 25

图 1 玉米须复合饮料制备工艺流程

Fig. 1 Preparation process of corn silk compound beverage

1.3.2 操作要点

玉米须汁提取院选取洁净尧有光泽尧无霉变的晒干

玉米须袁称取适量后加水于 96 益温度下进行熬煮袁过

滤备用遥

乌龙茶提取院称取一定量的乌龙茶袁加水熬煮袁过

滤备用遥

复配院根据正交实验选出最佳配方袁按照最佳配方

使玉米须汁与乌龙茶混合袁添加其余配料加水至 1 L遥

二次熬煮院 混合后的料液倒至锅中经二次熬煮 5

min袁用 100目纱布过滤 3次遥

杀菌尧冷却院装罐后的饮料进行封盖处理袁放置灭

菌锅内袁 采用巴氏杀菌法将封盖后的饮料于 80 益恒

温灭菌 20 min遥

1.3.3 实验设计

以感官评分为标准渊见表 1袁满分 100分冤袁采用单

因素实验研究单个因素对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的

影响袁结合正交实验对其数据进行优化袁确定最佳实

验配比袁并通过模糊感官评定的方法对玉米须乌龙茶

复合饮料的品质加以评价遥

表 1 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感官评定标准

Tab. 1 Sensory evaluation of corn silk oolong tea compound beverage

色泽(10分)
呈均匀浅褐色袁不浑浊曰(8~
10分)

呈均匀酒红色袁不浑浊曰(5~7
分)

颜色过深袁不浑浊曰(3~4分)
颜色过深袁 且浑浊曰(0~2
分)

滋味(40分)
风味协调袁清香甘醇袁甜味
适中曰(30~40分)

风味较协调袁清香味较淡袁甜
度适中曰(20~29分)

玉米须味淡薄袁甜味厚重曰
(10~19分)

风味不协调袁 无玉米须
味袁甜味加重曰(0~9分)

口感(30分) 细腻无涩味曰(25~30分) 粗糙稍有涩味曰(16~24分) 粗糙涩味明显曰(8~15分)
涩味加重袁且有异味曰(0~
7分)

香气(20分)
有层次袁茶香浓郁袁玉米须
清香久留曰(16~20分)

无层次袁 茶香浓郁曰(11~15
分)

无层次袁 香气平淡袁 略带异
味曰(6~10分)

无层次袁 无香气且有异
味曰(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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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见表 1遥

研究对象集 Y尧因素集 U尧评语集 V 及权重集 X

的确定[18-20]如下:

研究对象集 Y 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由正交实

验中 9组样品进行综合评价袁 因此 Y={y1袁y2袁y3袁y4袁y5袁

y6袁y7袁y8袁y9}袁其中 yi为第 i个实验号袁正交实验设计表

见表 3遥

因素反映产品的质量袁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的

品质由色泽尧风味尧口感尧香气 4项评价指标决定袁因

此因素集 U={色泽 u1袁风味 u2袁口感 u3袁香气 u4}遥

每项指标有优尧良尧中尧差 4个评价等级袁因此玉米

须乌龙茶复合饮料的评语集 V={优 v1袁良 v2袁中 v3袁差 v4}遥

权重反映了因素集 U中 4项评价因素重要程度袁

采用强制决定法袁 确定各因素的权重袁 分别为色泽

渊0.1冤尧风味渊0.4冤尧口感渊0.3冤尧香气渊0.2冤袁因此权重集

X={0.1袁0.4袁0.3袁0.2} [21]遥

表 3 正交实验设计表

Tab. 3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1.4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SPSS分析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因素实验结果与分析

2.1.1 玉米须添加量对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的影响

在玉米须复合饮料的制作过程中袁玉米须的添加

量对饮料的口感尧色泽影响较大袁少量玉米须的香味

较淡尧色泽较浅袁过量则会导致口感浓郁尧色泽较深

渊表现为黑褐色冤遥 由图 2可知袁随着玉米须的添加量

的增加袁其感官评分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袁玉米须

添加量处于 9 g时出现峰值遥

图 2 玉米须添加量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corn silk addition on product quality

2.1.2 玉米须熬煮时间对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的影响

玉米须熬煮时间的长短会影响复合饮料的口感遥在

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袁以 96 益为熬煮温度袁以 10 min

为间隔对熬煮后的玉米须汁进行感官评价遥 由图 4可

知袁在 96 益熬煮条件下袁随着熬煮时间的增加袁感官

评分呈上升的趋势袁且在 40 min时达到高峰值袁此时

玉米须复合饮料口感最佳袁当时间继续延长袁由于苦

涩感的产生口感反而下降袁由此可见袁在温度为 96 益袁

熬煮 40 min时玉米须复合饮料的口感最佳遥

图 3 玉米须熬煮时间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cooking time of corn silk on product quality

2.1.3 乌龙茶添加量对玉米须复合饮料的影响

乌龙茶的添加能够改善产品的口感及色泽袁适量

添加不仅可以使饮料香甜可口尧协调柔和袁同时产品

色泽明亮尧澄清透明遥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袁分别

添加 0.7尧1.2尧1.7尧2.2尧2.7 g乌龙茶袁 并分别进行感官

评价遥 由图 4可知袁随着乌龙茶添加量的增加袁产品感

官评价逐渐上升袁 且当乌龙茶添加量在 2.2 g时出现

峰值遥 当添加量大于峰值时袁乌龙茶涩味的增强会掩

盖玉米须的香甜口感袁造成感官评分下降遥

1 1 1 1 A 1B1C1

2 1 2 2 A 1B2C2

3 1 3 3 A 1B3C3

4 2 1 2 A 2B1C2

5 2 2 3 A 2B2C3

6 2 3 1 A 2B3C1

7 3 1 3 A 3B1C3

8 3 2 1 A 3B2C1

9 3 3 2 A 3B3C2

刘艳红袁等院模糊感官评定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 1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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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模糊感官评定结果

Tab. 4 Fuzzy sensory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rn silk Oolong tea compound beverage

1 A 1B1C1 4 3 2 1 7 2 1 0 6 3 1 0 3 2 3 2

2 A 1B2C2 4 4 2 0 6 4 0 0 6 2 2 0 3 3 2 2

3 A 1B3C3 3 4 2 1 5 4 1 0 4 4 2 0 4 3 2 1

4 A 2B1C2 4 3 2 1 5 4 1 0 4 4 2 0 4 3 2 1

5 A 2B2C3 5 4 1 0 7 2 1 0 6 3 1 0 5 4 1 0

6 A 2B3C1 4 3 2 1 5 4 1 0 4 4 1 1 3 2 3 2

7 A 3B1C3 4 2 2 2 6 3 0 1 4 4 2 0 3 3 3 1

8 A 3B2C1 4 3 3 0 5 4 0 1 4 3 2 1 2 3 3 2

9 A 3B3C2 4 3 3 0 4 4 2 0 3 4 2 1 3 2 3 2

图 4 乌龙茶添加量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Oolong tea addition on product quality

2.1.4 木糖醇添加量对玉米须复合饮料的影响

木糖醇袁作为一种功能甜味剂袁一方面参与人体

代谢不会引起血糖升高袁适合糖尿病患者使用的营养

型食糖代替品袁另一方面可增加产品的甘甜尧柔和口

感遥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袁 分别添加 10尧15尧20尧

25尧30 g木糖醇袁并分别进行感官评价袁由图 5可知袁

随着木糖醇量的增加袁感官评分逐渐上升袁且在 25 g

时达到峰值遥

图 5 木糖醇添加量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xylitol addition on product quality

2.1.5 柠檬酸添加量对玉米须复合饮料的影响

在复合饮料制作完成之际袁 加入适量柠檬酸袁一

方面能够调节玉米须复合饮料的口感增加其酸甜风

味袁同时增加产品的酸度值袁达到延长保藏期的目的遥

在其它因素条件确定的情况下袁 分别添加 0.06%尧

0.08%尧0.10%尧0.12%尧0.14%的柠檬酸袁并分别进行感

官评价袁由图 6可知随着柠檬酸的添加感官评分先增

后降袁在添加量为 0.08%达到峰值袁继续增加柠檬酸

由于酸味过强掩盖玉米须及茶叶本身的醇香风味导

致感官评分下降遥 因此袁柠檬酸添加量为 0.08%时复

合饮料口感最佳遥

图 6 柠檬酸添加量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citric acid addition on product quality

2.2 模糊数学综合评判法确定最佳配方

2.2.1 模糊感官评定结果与分析

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按表 3的 9 组实验以色

泽尧风味尧口感尧香气为评定因素进行感官评价袁评定

小组由 10位评价员组成袁其中男生 5名尧女生 5名袁

且在评定前一天不饮酒尧抽烟袁禁吃刺激性渊过酸尧过

辣冤食品袁每评定一个样品后袁评定员要用清水漱口袁

中间间隔 10 min后再对下一个样品进行评定袁以保证

评价结果真实尧客观袁感官评定结果见表 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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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 4以正交实验建立的 9组实验各评价等级所

得票数除以 10袁即为各评价因素的隶属度袁综合各样品

评价因素结果所得到的隶属度矩阵即为模糊矩阵 Rj遥

Rj=

ri1 ri2 ri3

ri4 ri5 ri6

ri7 ri8 ri9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其中院j=1袁2袁3袁噎袁9为样品编号曰ri1袁ri2袁噎袁ri9分别

表示第 i个试样评级因素各评价等级所得的隶属度遥

对于实验组合 A 1B1C1样品的色泽因素评价结果袁

评定为优的占比 0.4袁评定为良的占比为 0.3袁评定为

中的占比 0.2袁 评定为差的占比为 0.1袁 即色泽 R=

渊0.4袁0.3袁0.2袁0.1冤同理袁风味 R=渊0.7袁0.2袁0.1袁0冤尧口感

R=渊0.6袁0.3袁0.1袁0冤尧香气 R=渊0.3袁0.2袁0.3袁0.2冤袁由此

可建立样品 1的模糊矩阵[22]如下院

R1=

0.4 0.3 0.2 0.1
0.7 0.2 0.1 0
0.6 0.3 0.1 0
0.3 0.2 0.3 0.2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根据模糊评定矩阵换原理 Yi=X Ri得袁 样品 1的

模糊综合评定结果为院

Y 1=X R1=(0.1袁0.4袁0.3袁0.2)伊

0.4 0.3 0.2 0.1
0.7 0.2 0.1 0
0.6 0.3 0.1 0
0.3 0.2 0.3 0.2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

(0.56袁0.24袁0.15袁0.05)袁同理得其余样品经模糊评定矩

阵变换原理可得结果如表 5遥

由表 5可知样品 5编号为 A 2B2C3评定结果中优

的占比为 0.61袁差的结果为 0袁相比其它样品袁样品 5

优的比例均高于其它样品袁根据最大隶属原则[23]可以

判定样品 5的配方最佳袁 即玉米须的添加量 10 g袁乌

龙茶的添加量 2.2 g袁木糖醇的添加量 25 g袁在此配方

下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口感最佳遥

表 5 模糊变换结果

Tab. 5 Results of fuzzy transform

2.2.2 正交实验结果

将表 5中模糊变换结果分别乘以其对应的分值袁

其中优 90分袁良 80分袁中 70分袁差 60分[16]袁依次进行

加和得出每个样品的最终得分袁见表 6遥

表 6 正交实验结果与分析

Tab. 6 Result and analysi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表 7 正交实验结果方差分析

Tab. 7 Variance analysi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由正交实验结果分析表 6可知院玉米须乌龙茶复

合饮料的最优配方组合为 A 2B2C3袁 即玉米须 10 g袁乌

龙茶 2.2 g袁木糖醇 25 g遥极差分析结果表明袁根据极差

Rj的大小可知袁玉米须尧乌龙茶和木糖醇对产品评分

结果影响程度依次为玉米须跃乌龙茶跃木糖醇遥

由方差分析表 7可知袁A 因素显著性最大袁 其次

依次是 B和 C因素袁即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制作过

程中袁 对其品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玉米须添加量袁其

次是乌龙茶的添加量袁最后是木糖醇添加量袁该结论

与正交实验极差分析结果一致遥

2.3 验证实验结果

根据正交实验的最优配方袁 即玉米须熬煮 40

A渊玉米须添加量冤 15.002 2 2 7.501 1 7.113 4

B渊乌龙茶添加量冤 5.282 2 2 2.641 1 2.504 6

C渊木糖醇添加量冤 1.615 6 2 0.807 8 0.766 1

误差 2.108 9 2 1.054 5

总变异 24.009 0 8

1 A 1B1C1 0.56 0.24 0.15 0.05
2 A 1B2C2 0.52 0.32 0.12 0.04
3 A 1B3C3 0.43 0.38 0.16 0.03
4 A 2B1C2 0.49 0.33 0.15 0.03
5 A 2B2C3 0.61 0.29 0.10 0
6 A 2B3C1 0.42 0.35 0.15 0.08
7 A 3B1C3 0.46 0.32 0.14 0.06
8 A 3B2C1 0.40 0.34 0.15 0.11
9 A 3B3C2 0.35 0.35 0.23 0.07

1 1渊8冤 1渊2.0冤 1渊23冤 83.1

2 1渊8冤 2渊2.2冤 2渊24冤 83.2

3 1渊8冤 3渊2.5冤 3渊25冤 82.1

4 2渊10冤 1渊2.0冤 2渊24冤 82.8

5 2渊10冤 2渊2.2冤 3渊25冤 85.1

6 2渊10冤 3渊2.5冤 1渊23冤 81.1

7 3渊12冤 1渊2.0冤 3渊25冤 80.4

8 3渊12冤 2渊2.2冤 1渊23冤 80.3

9 3渊12冤 3渊2.5冤 2渊24冤 79.8

K1j 248.40 246.30 244.50

K2j 249.00 248.60 245.80

K3j 240.50 243.00 247.60

K1j 82.80 82.10 81.50

K2j 83.00 82.87 81.94

K3j 80.17 81.00 82.54

Rj 2.83 1.87 1.04

刘艳红袁等院模糊感官评定玉米须乌龙茶复合饮料 1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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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 Silk Oolong Tea Compound Beverage Based on Fuzzy Sensory Evaluation

LIU Yanhong1, ZHOU Nannan2, LIU Dandan3, JI Chunyan1, LI Shuangfang1

(1.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37;

2.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100;

3. College of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Taking corn silk, Oolong tea and xylitol as the main raw materials,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formula optimization of
corn silk Oolong tea compound beverage were studied. Using single factor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s, combined with fuzzy mathematics
evaluation method, the effects of corn silk cooking time, corn silk addition, Oolong tea addition, xylitol addition and citric acid addition on
the sensory quality of compound beverag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formula of corn silk Oolong tea compound
beverage was: corn silk 10 g, Oolong 2.2 g, xylitol 25 g, and citric acid 0.08%. Under this condition, the beverage is sweet and sour, fra鄄
grant and mellow, and the aftertaste is long.

Key words: corn silk; Oolong tea; compound beverage; technological formula; fuzzy sensory evaluation

min袁玉米须 10 g袁乌龙茶 2.2 g袁木糖醇 25 g和柠檬酸

0.08 %的条件下进行验证性实验得到感官评分为

86.0分袁与正交实验组合中较优组合 A 2B2C3的结果吻

合袁因此袁最优组合 A 2B2C3的配方可行遥

2.4 产品质量标准

2.4.1 感官指标

色泽院呈均匀浅褐色袁不浑浊曰

滋味院风味协调尧清香甘醇尧甜味适中曰

口感院细腻无涩味曰

香气院有层次袁玉米须清香久留尧茶香浓郁曰

2.4.2 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指标检测参照GB 4789.2要2016袁GB 4789.3要

2016袁GB 4789.15要2016袁检测结果符合国家标准袁其

中细菌总数不超过 0.3 cfu/mL袁 大肠杆菌数不超过

0.1 cfu/mL袁致病菌未检出遥

3 结论

通过模糊感官评定方法结合正交实验分析袁玉米

须乌龙茶复合饮料的最佳工艺配方为院玉米须熬煮时

间在 40 min袁玉米须 10 g袁乌龙茶 2.2 g袁木糖醇 25 g

和柠檬酸 0.08 %遥在此工艺配方条件下制作的复合饮

料色泽均匀尧呈浅褐色袁口感细腻尧无涩味袁酸甜可口尧

清香甘醇尧后味绵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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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的管理方式不仅对茶叶品质的好坏和产量

的高低产生直接影响袁同时还可能对局部小生境乃至

大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间接影响[1]遥 普通茶树种植沿

用传统的耕作管理方式袁如定期培土尧锄草等袁易导致

大片茶园土壤裸露地表袁茶园植被覆盖度低下袁再加

上茶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袁长期使用单质化肥和

农药袁造成土壤板结尧土地退化等袁茶园生态环境易恶

化[2]遥 生态环境的恶化又难以满足茶树生物性生长的

需求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茶产业经济的持续健康

发展遥 为了实现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袁寻找有利于改

善茶树生境条件并能提高茶叶品质的有机或生态茶

园发展模式则尤为关键袁成为研究热点领域遥 武夷山

国家公园植茶历史悠久袁福建乌龙茶之首要要要武夷岩

茶就诞生于此地袁茶产业已经成为了该地的支柱型产

业之一袁发展生态茶园袁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尧茶叶

品质和茶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遥 鉴于此袁选择武夷

山国家公园内两种不同管理方式渊有机管理茶园和普

通管理茶园冤的茶园土壤为研究对象袁对比分析其在

土壤理化性质尧 土壤肥力和土壤金属元素方面的差

异袁以期为当地茶园种植环境影响评价及生态茶园的

建设提供参考遥

1 研究区概况

武夷山国家公园作为首批国家公园试点区之一袁

其范围主要包括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尧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尧九曲溪上游保护带尧光泽县和邵武市部分

区域袁 总面积 1 001.41 km2遥 该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收稿日期院2021-01-09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林业科技项目渊闽林科便函[2019]16号冤遥

作者简介院郝柯宇渊2000-冤, 女袁汉族袁在读本科生袁主要从

事林学与森林生态学的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游巍斌渊1984-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硕士生导

师袁主要从事森林生态学的研究遥

两种武夷岩茶管理方式下茶园

土壤肥力与金属元素比较

郝柯宇 1袁 周艳 2袁 张惠光 2袁 蔡斌 2袁 李颖 1袁 张秀芳 1袁 何东进 1,3袁 游巍斌 1,3

(1.福建农林大学 林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2.武夷山国家公园科研监测中心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3.福建省南方森林资源与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院比较分析两种武夷岩茶管理渊有机管理和普通管理冤方式下茶园基础属性尧土壤肥力与金属元素含量的差

异遥 结果表明院有机管理茶园在有机质渊31.18 g/kg冤尧有效磷渊36.86 mg/kg冤尧速效钾渊124.94 mg/kg冤等养分方面要优于普通

管理茶园遥 有机管理茶园中重金属平均含量从大到小依次为院铅 Pb渊58.15 mg/kg冤>铬 Cr渊24.79 mg/kg冤>砷 As渊22.69 mg/

kg冤>镉 Cd渊0.18 mg/kg冤>汞 Hg渊0.15 mg/kg冤袁传统普通茶园重金属含量依次为院铬 Cr渊113.89 mg/kg冤>铅 Pb渊62.01 mg/kg冤>

砷 As渊14.89 mg/kg冤>镉 Cd渊0.20 mg/kg冤>汞 Hg渊0.17mg/kg冤遥 土壤 pH值对土壤养分和重金属影响相对较小袁而土壤颗粒

组成则对土壤养分具有显著影响遥 两种茶园管理方式下土壤 pH值偏酸袁有机质尧速效钾和水解氮含量都较为丰富袁但全

磷含量较为缺乏袁尤其是普通管理茶园有效磷含量较少曰普通茶园土壤重金属含量高于有机管理茶园渊尤其是铬 Cr冤袁但

二者重金属含量均未超过无公害茶园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遥

关键词院生态茶园曰武夷岩茶曰理化性质曰土壤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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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袁气候垂直变化显著袁温暖湿润袁降水丰沛[4]遥武夷山

国家公园多地主要受断裂构造严格控制袁发育有陡峭

的断块崖壁和溪流袁 地貌类型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袁

植被类型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袁植被受山地地形

影响袁垂直带谱明显遥 武夷山种茶历史悠久袁茶园景观

亦是武夷山国家公园内的特色景观要素类型之一遥 园

内茶叶品种丰富多样袁其主要有肉桂尧水仙和大红袍

等[5]遥 武夷岩茶作为武夷山国家公园最具代表性的茶

类之一袁独具特色的武夷野岩韵冶袁故备受世人喜爱遥

2 研究方法

2.1 采样方法

于 2020年 9月袁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九曲溪

上游保护地实地选择了两处环境背景条件相同袁但管

理方式不同的两处茶园样地渊有机管理茶园和普通管

理茶园冤遥 两处样地直线水平距离相距约 200 m袁垂直

海拔高差约 40 m遥 以野S冶形路线在每个样地选取 5个

采样点袁用土钻采集 0~20 cm的表层土样袁将 5个采

样点的土样混合均匀袁 用四分法称取 1 kg混合土样袁

装入标记好的自封袋中袁放入保温箱中冷藏遥 将保温

箱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袁 每个样品分别取 200 g放入

冰箱保鲜袁另外 800 g样品放置通风阴凉处自然风干袁

去除根系尧 石砾等杂质后袁 用研钵研磨并分别过 2尧

0.149 mm的尼龙筛袁分装待测遥同时袁记录茶园的经纬

度尧地理特征尧施肥和管理方式等方面信息遥 茶园样地

基本特征见表 1遥

两种茶园施肥方式如下院渊1冤 有机管理茶园于种

茶前一年在茶山撒施猪屎豆种子袁长成植株做绿肥埋

入土中袁 植茶后前 3年亩施 40 kg复合肥+100 kg/亩

有机肥袁2019年冬季茶行间种油菜袁2020年 6月份亩

施 40 kg复合肥+125~150 kg/亩豆粕有机肥袁 深翻条

施再覆土遥 渊2冤普通管理茶园于每年 10月份前后袁亩

施 125~100 kg/亩复合肥袁6月份亩施 40 kg左右袁3月

份亩施 40 kg左右袁复合肥撒施在面上遥

两种茶园病虫害防治和除草方式如下院渊1冤 有机

管理茶园于每年 3月中下旬视茶树情况袁 用茶皂素尧

松脂生物有机农药喷施曰冬季清园袁清理茶园中病尧枯

死枝条袁并喷施石硫合剂曰每年 3月下旬至 4月上旬尧

6月下旬至 7月上旬用人工除草遥渊2冤普通茶园于 3月

中下旬尧4月上旬 渊采茶前 15天冤尧6月至 7月尧8月下

旬至 9月上旬之间使用低毒农药防病除虫袁3月下旬

至 4月上旬尧6月下旬至 7月上旬用除草剂喷施遥

2.2 指标选择和测定方法

从两种茶园管理方式下的茶园理化性质尧土壤养

分和金属元素等方面筛选指标袁 具体包括院渊1冤 土壤

pH值尧有机质渊SOM, soil organic matter冤尧可溶性有机

碳(DOC, soluble organic carbon)尧全氮 (TN, total nitro鄄

gen)尧全磷(TP, total phosphorus)尧全钾(TK, total potassi鄄

um)尧水解氮 (AN,hydrolyzed nitrogen)尧 有效磷 (AP,

available phosphorus)尧速效钾(AK, available potassium)

等 9 个主要养分指标曰渊2冤铅 Pb尧铬 Cr尧汞 Hg尧镉 Cd

等 4个主要重金属指标遥

各指标测定方法如下院 土壤 pH值是由 pH计测

定袁碱解氮 AN采用碱解扩散法袁有效磷 AP采用钼锑

抗比色法袁 速效钾 AK采用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袁

土壤有机质 SOM和全氮 TN采用碳氮元素分析仪测

定袁 土壤可溶性有机碳 DOC 是由总有机碳分析仪

渊TOC冤测定袁土壤全磷 TP尧全钾 TK尧铅 Pb尧铬 Cr尧汞

Hg尧 镉 Cd等金属元素是经土壤消煮后用电感耦合等

有机管理
茶园

117毅52忆20义E曰
27毅41忆5义N

362 南 180 30 上 8 肉桂 55 115 马尾松

普通管理
茶园

117毅52忆46义E曰
27毅40忆55义N

293 西北 306 15 中 9~10 肉桂 56 95 无

表 1 茶园样地基本属性特征

Tab.1 Basic features of garden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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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体质谱仪渊ICP-MS分析仪冤测定遥最后袁运用 R语

言的 corrplot包进行各指标相关分析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两种茶园管理方式下土壤理化性质比较

有机管理茶园和普通管理茶园的土壤物理性质

比较结果见表 2遥有机管理茶园 pH值渊4.18依0.09冤<普

通管理茶园渊4.29依0.06冤遥 土壤粒径方面袁有机茶园土

壤组成主要由黏粒和粉粒渊82.64%冤构成袁土壤较为细

腻曰普通管理茶园主要由粉粒和砂粒渊70.14%冤构成袁

土壤颗粒较粗遥

表 2 两种茶园管理方式下的土壤理化性质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under two tea garden management methods

3.2 两种茶园管理方式下土壤肥力养分比较

表 3所示两种茶园管理方式下的土壤肥力元素比

较袁有机管理茶园有效磷含量范围在 33.91~38.43 mg/kg袁

普通管理茶园有效磷含量范围在 3.59~4.24 mg/kg袁有

机管理茶园有效磷含量要显著高于普通管理茶园遥 速

效钾方面袁有机管理茶园含量为渊124.94依6.21冤 mg/kg袁

普通管理茶园为渊74.84依4.51冤 mg/kg袁有机管理茶园的

速效钾含量比普通管理茶园要高 67%遥有机管理茶园

水解氮含量为渊99.23依14.83冤 mg/kg袁普通管理茶园为

渊111.02依4.74冤 mg/kg袁 有机管理茶园比普通管理茶园

低 11%遥 可溶性有机碳方面袁 有机管理茶园含量为

渊137.37依16.56冤 mg/kg袁普通管理茶园含量为渊119.94依

13.63冤 mg/kg袁 有机管理茶园要比普通管理茶园高

15%遥 全磷方面袁 有机管理茶园土壤含量为 渊0.27依

0.04冤 g/kg袁普通管理茶园土壤含量为渊0.19依0.04冤 g/kg袁

有机管理茶园比普通管理茶园高 43%遥有机管理茶园

全钾含量为渊4.37依0.11冤 g/kg袁普通管理茶园全钾含量

为 渊16.13依3.31冤 g/kg袁 有机管理茶园比普通管理茶园低

73%遥 全氮方面袁有机管理茶园含量为渊1.55依0.01冤 g/kg袁

普通管理茶园含量为渊1.39依0.19冤 g/kg袁有机管理茶园

比普通管理茶园高 12%遥 有机质方面袁有机管理茶园

含量为 渊31.8 依0.15冤 g/kg袁 普通管理茶园含量为

渊27.85依0.18冤 g/kg袁 有机管理茶园比普通管理茶园高

14%遥

土壤 pH值 4.18依0.09 4.29依0.06

黏粒 渊<2 um)/% 46.11依2.17 29.86依0.17

粉粒 渊2~50 um)/% 36.53依1.25 39.19依0.25

砂粒 渊50~2 000 um)/% 17.36依3.41 30.95依0.45

黏粒/砂粒 2.66 0.96

有效磷渊mg/kg)
有机管理茶园 38.43 33.91 36.86 2.55 8.59

普通管理茶园 4.24 3.59 3.84 0.35

速效钾(mg/kg)
有机管理茶园 132.06 120.68 124.94 6.21 0.67

普通管理茶园 77.94 69.66 74.84 4.51

水解氮(mg/kg)
有机管理茶园 112.98 83.51 99.23 14.83 -0.11

普通管理茶园 114.46 105.61 111.02 4.74

可溶性有机碳
渊mg/kg)

有机管理茶园 148.38 118.32 137.37 16.56 0.15

普通管理茶园 135.42 109.74 119.94 13.63

全磷渊g/kg)
有机管理茶园 0.31 0.22 0.27 0.04 0.43

普通管理茶园 0.23 0.16 0.19 0.04

全钾渊g/kg)
有机管理茶园 4.44 4.24 4.37 0.11 -0.73

普通管理茶园 19.33 12.71 16.13 3.31

全氮(g/kg)
有机管理茶园 1.56 1.54 1.55 0.01 0.12

普通管理茶园 1.58 1.19 1.39 0.20

有机质(g/kg)
有机管理茶园 31.96 31.66 31.81 0.15 0.14

普通管理茶园 28.03 27.67 27.85 0.18

注院*效应值计算公式=渊有机管理茶园-普通管理茶园冤/普通管理茶园遥

表 3 两种茶园管理方式下土壤肥力元素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soil fertility elements under two tea garden manage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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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土壤指标相关性分析

图 1所示袁养分方面袁茶园土壤有机质与有效磷尧

速效钾尧铁尧黏粒呈极显著正相关渊P<0.01冤袁与全钾尧

铬尧镉尧砂粒呈极显著负相关渊P<0.01冤曰有机质与镁尧

粉粒呈显著负相关渊P<0.05冤遥 土壤全氮与汞呈显著负

相关遥 土壤全磷与铁呈极显著正相关袁与速效钾呈显

著正相关袁与镉尧砂粒呈显著负相关遥 全钾与铬尧镁尧砂

粒呈极显著正相关袁与有效磷尧速效钾尧黏粒呈极显著

负相关袁与镉呈显著正相关尧与铁呈显著负相关遥 有效

磷与速效钾尧铁尧黏粒呈极显著正相关袁与铬尧镉尧砂粒

呈极显著负相关袁与镁尧粉粒呈显著负相关遥 速效钾与

铁尧黏粒呈极显著正相关袁与铬尧镉尧砂粒呈极显著负

相关袁与粉粒显著负相关遥水解氮与 pH值呈显著正相

关遥 可溶性有机碳与铅呈显著负相关遥

土壤金属方面袁铅与钠呈显著正相关渊P<0.05冤遥

铬与镁尧砂粒呈极显著正相关渊P<0.01冤袁与黏粒呈极

显著负相关袁与镉尧粉粒呈显著正相关袁与铁呈显著负

相关遥 镉与铁尧黏粒呈极显著负相关袁与砂粒呈显著正

相关遥 铁与黏粒呈极显著正相关袁与砂粒呈极显著正

相关遥镁与黏粒呈负相关遥土壤 pH值与汞尧铅尧铬尧镉尧

砷尧铁尧镁尧钠尧钙无显著相关性遥

图 1 茶园土壤特性的相关性分析

Fig.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oil characteristics in tea garden

3.3 两种茶园管理方式下土壤金属元素比较

两种茶园管理方式下土壤金属元素比较见表 4遥

由表 4 可知袁汞尧铅尧铬尧镉尧砷金属含量范围分别为

0.136~0.185尧54.02~68.4尧24.239~129.89尧0.175~0.199尧

10.194~24.12 mg/kg袁有机管理茶园的汞尧铅尧铬尧镉的

重金属含量要低于普通管理茶园袁砷含量有机管理茶

园高于普通管理茶园遥土壤其他金属元素分布见表 4袁

铁尧 钠尧 镁尧 钙金属含量范围分别为 13.934~29.99尧

1.67~2.23尧0.99~2.06尧1.73~2.76 g/kg,有机管理茶园铁

含量渊27.38依2.17 g/kg冤要高于普通管理茶园渊15.41依

1.69 g/kg冤袁有机管理茶园的钠尧镁尧钙金属含量要低于

普通管理茶园遥

Tab.4 Comparison of soil metal elements under two tea garden management methods

表 4 两种茶园管理方式下土壤金属元素比较

汞 Hg (mg/kg)
有机管理茶园 0.157 0.136 0.147 0.011

0.081
普通管理茶园 0.185 0.150 0.169 0.018

铅 Pb(mg/kg)
有机管理茶园 64.212 54.020 58.156 5.360

34.9
普通管理茶园 68.401 58.443 62.011 5.546

铬 Cr渊mg/kg)
有机管理茶园 25.840 24.239 24.794 0.907

41.3
普通管理茶园 129.886 95.995 113.896 17.026

镉 Cd(mg/kg)
有机管理茶园 0.185 0.175 0.181 0.005

0.054
普通管理茶园 0.199 0.195 0.197 0.002

砷 As (mg/kg)
有机管理茶园 24.118 20.777 22.696 1.725

5.78
普通管理茶园 21.509 10.194 14.897 5.894

铁 Fe渊g/kg)
有机管理茶园 29.993 24.676 27.38 2.172

4.27
普通管理茶园 17.781 13.934 15.407 1.695

钠 Na渊g/kg)
有机管理茶园 1.942 1.778 1.845 0.070

0.11
普通管理茶园 2.234 1.670 1.935 0.231

镁 Mg渊g/kg)
有机管理茶园 1.224 0.994 1.126 0.097

0.24
普通管理茶园 2.066 1.463 1.732 0.250

钙 Ca渊g/kg)
有机管理茶园 2.418 1.734 2.188 0.322

0.05
普通管理茶园 2.762 2.264 2.454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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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pH值对土壤各种养分的有效性尧 土壤微生物的

活性具有显著影响遥 有机管理茶园土壤和普通管理茶

园土壤 pH值相差不大袁都在 4以上袁在比较适宜茶树

生长的范围内袁pH值低于 4.0或高于 6.5都对茶树生

长不利[7,8]遥 土壤有机质含量是土壤肥力大小的综合表

现[9]袁能够增强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袁促进植物根系对土

壤矿物质的吸收[10]遥 有机管理茶园与普通管理茶园土

壤有机质含量都大于 20 g/kg袁 属于优质茶园土壤类

别袁该区域茶园位于低山丘陵地带袁气候湿润降水丰

富袁使得茶树凋落物较好的腐化袁因而土壤有机质含

量普遍较高遥 有机管理茶园土壤有机质含量要高于普

通管理茶园袁是因为该茶园为套种茶园袁加之定期实

施绿肥尧有机肥遥 本研究相关性表明袁土壤有机质与有

效磷尧速效钾呈极显著正相关袁这与李贞霞[11]研究中有

机质与速效磷呈正相关结果一致袁这可能是由于较高

的有机质含量同时会带来较高的速效养分[12]遥 氮磷钾

等养分元素是植物吸收的重要土壤养分袁反映了土壤

肥力的大小袁能够促进茶树的生长和茶叶产量[13]遥氮素

能够直接影响茶树的代谢和生理活动袁促进茶树对土

壤养分的吸收[14]遥 有机管理茶园和普通管理茶园全氮

和水解氮含量均较高袁达到了玉级茶园标准和优质高

效高产要求的茶园土壤遥 磷素能够参与植物的光合作

用袁促进植物能量的传递和酶反映活动[13,15]遥 有机管理

茶园的全磷含量较低袁有效磷含量较高袁而普通管理

茶园全磷和有效磷含量均较低袁磷含量的缺乏可能跟

南方土壤的成土母质和特性相关袁南方土壤含有大量

的氧化铁和氧化铝等化合物袁 对磷有很强的固定作

用袁磷的有效性通常很低[16]遥有机管理茶园与普通管理

茶园速效磷含量差异显著袁这可能跟茶园的土壤养分

管理方式不同有关袁针对普通茶园有效磷缺乏袁可以

考虑将有机肥和无机磷肥混合施用来提高磷素水平遥

钾会影响茶树的生长发育袁促进植物根的生长袁对于

提高植物抵抗病虫害具有重要作用[15,17]遥 有机管理茶

园全钾含量较低袁速效钾含量较高袁而普通管理茶园

全钾和速效钾含量皆较高曰虽然有机管理茶园和普通

管理茶园速效钾含量偏高袁但仍在茶园种植的适宜范

围内袁土壤适宜的钾含量利于茶叶的生长袁研究表明

鲜叶含钾量与乌龙茶的品质成分相关性达到显著或

极显著水平[18]遥

两种茶园管理措施下的重金属含量都要高于福

建省土壤重金属的背景值渊除了有机管理茶园的铬冤袁

有机管理茶园院铅渊58.15 mg/kg冤>铬渊24.79 mg/kg冤>砷

渊22.69 mg/kg冤>镉渊0.18 mg/kg冤>汞渊0.15 mg/kg冤曰普通

管理茶园院 铬 渊113.89 mg/kg冤>铅 渊62.01 mg/kg冤>砷

渊14.89 mg/kg冤>镉渊0.20 mg/kg冤>汞渊0.17mg/kg冤遥 根据

无公害茶园土壤环境质量标准[19]袁5种重金属元素铬尧

砷尧镉尧铅和汞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分别为 150尧40尧

0.3尧250和 0.3 mg/kg袁 有机管理茶园和普通管理茶园

重金属含量均未超标遥 重金属间的相关系数可用于判

断其来源的相似程度袁正相关性越高表明其重金属来

源一致可能性越高[20]遥本文研究中铬与镉尧镁呈显著正

相关袁铅与钠呈显著正相关袁说明这些金属元素具有

相同来源遥 同时袁重金属元素与土壤粒径也有显著相

关性袁这与陈玉真研究茶园土壤重金属与土壤粒径有

显著相关性结果一致[21]袁说明土壤的质地对于重金属

含量有重要影响遥

两种茶园管理方式下土壤 pH值偏酸袁有机质尧速

效钾和水解氮含量都较为丰富袁能为茶树生长提供较

好的养分袁但全磷含量较为缺乏袁普通管理茶园有效

磷含量较少袁应当注意科学合理混合施加磷肥和有机

质肥袁提高肥料的利用率遥 在土壤重金属方面袁有机管

理茶园与普通管理茶园重金属含量都没有超标袁符合

无害茶园土壤标准遥 根据分析有机管理茶园和普通管

理茶园土壤肥力状况袁有机管理茶园土壤要优于普通

管理茶园土壤袁说明有机管理茶园的建设模式更有利

于茶树的生长和发育袁对土壤有一定改良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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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Soil Fertility and Metal Elements in Wuyi Rock Tea

Plantations Managed by Two Methods

HAO Keyu1袁 ZHOU Yan2袁 ZHANG Huiguang2袁 CAI Bin2袁LI Ying1袁

ZHANG Xiufang1袁 HE Dongjin1,3袁 YOU Weibin1,3

(1.School of Forestry,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袁Fuzhou袁Fujian 350002曰

2. Wuyishan National Park Scientific Research Monitoring Center袁Wuyishan袁Fujian 354300曰

3. Fujian Southern Fores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袁Fuzhou袁Fujian 350002)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basic attributes, soil fertility and metal element content of tea
plantations under two Wuyi rock tea management methods (organic management and ordinary manage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Or鄄

ganic tea plantations are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tea plantations in terms of nutrients such as organic matter (31.18 g/kg), available phos鄄

phorus (36.86 mg/kg), and available potassium (124.94 mg/kg). Organic tea plantations爷 size of heavy metal show the order of Pb (58.15

mg/kg) > Cr (24.79 mg/kg) > As (22.69 mg/kg) > Cd (0.18 mg/kg) > Hg (0.15 mg/kg) ; traditional tea plantations爷 size of heavy metal show

the order of Cr (113.89 mg/kg) > Pb (62.01 mg/kg) > As (14.89 mg/kg) > Cd (0.20 mg/kg) > Hg (0.17mg/kg) . Soil pH has relatively little

effect on soil nutrients and heavy metals, while soil particle composi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oil nutrients. Under the two tea planta鄄

tion management methods, the soil pH is relatively acid, and the content of organic matter, available potassium and hydrolyzed nitrogen

are relatively rich, but the total phosphorus content is relatively less, especially the effective phosphorus content of ordinary management

tea plantations is less; the content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oil of ordinary tea plantation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rganic management tea

plantations (especially chromium Cr), but the heavy metal content of the two does not exceed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of pollu鄄

tion-free tea plantation soil.

Key words院ecological plantation; Wuyi rock tea;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soil nutrients

22窑 窑



1993年袁Stierle[1]从短叶红豆衫中分离出能合成抗

癌物质的内生真菌袁 由此关于内生真菌及其活性物质

的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遥近年来袁内生真菌的次生代谢

物在病害和虫害的生物防治中起到很大作用袁 可在农

业中发挥重大作用袁使植物的生长免遭病虫破坏[2-4]遥 在

医药方面袁可推进抗生素类药物的研发袁治疗各种新型

疾病遥 因此袁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植物内生真菌[5-6]遥 关

于内生真菌代谢产物中活性物质的研究主要应用在医

学方面袁如抗癌尧抗肿瘤等活性物质药物的研发[7]遥真菌

方面在对紫薯尧麻黄尧三尖杉尧枸杞等植物内生真菌次

生代谢产物及发酵产物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结果袁

加速了生物活性物质方面的研究进展[8-10]遥 近年来袁对

植物内生真菌的研究主要包括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袁

研究发现袁内生真菌具有活性的菌株可为农业方面及

抗性药物的研发提供参考依据[11-12]遥

青檀是我国特有的古老榆科植物袁在植物与其内

生真菌长期协同进化的过程中袁往往已形成了丰富和

稳定的内生真菌菌群袁从青檀植物内生真菌资源中筛

选出高抗氧化活性的菌株具有巨大的潜力遥 由此袁本

研究通过对青檀内生真菌高抗氧化活性菌株的筛选

和培养条件的优化袁以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和工业化

生产提供重要参考遥 该研究不仅有利于保护我国稀有

的特有野生树种青檀袁而且利于推进抗氧化尧抗癌和

抗肿瘤等生物药物的研发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供试菌株

供试菌株分离自安徽琅琊山内我国特有的野生

榆科植物青檀健康的枝条内袁共 30株袁由滁州学院生

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微生物学实验室提供遥

1.1.2 培养基

液体发酵培养基院 葡萄糖 20 g/L袁 蛋白胨 2 g/L袁

K2HPO4 3.2 g/L袁CuSO4 6.0 伊10-3 g/L袁MgSO4 0.2 g/L袁pH

自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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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袁 李梦宇 1袁 于士军 1袁 孙 星 1袁 罗 侠 1袁 张微微 1袁 胡文龙 2

( 1.滁州学院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袁 安徽 滁州 239000曰 2. 滁州南谯区大柳镇凤胜食用菌生产合作社袁 安徽 滁州 239000)

摘 要院为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青檀植物内生真菌资源袁以发酵粗提液的二苯代苦味肼基自由基渊DPPH冤清除率

作为检测指标袁筛选青檀内生真菌高抗氧化活性菌株袁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进行培养条件的优化研究遥结果表明院在供

试的 30株青檀内生真菌中具有抗氧化活性的菌株有 3株袁占 10豫遥 高抗氧化活性菌株的最适发酵培养条件是院葡萄糖

20 g/L尧(NH4)2SO4 2 g/L尧K2HPO4 3.2 g/L尧CuSO4 6.0伊10-3 g/L尧MgSO4 0.2 g/L尧 最适装液量 80 mL/250 mL尧pH值 7.0尧 温度

27益尧培养时间 8 d遥

关键词院青檀曰内生真菌曰高抗氧化活性曰菌株筛选曰培养条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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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院国家星火计划项目(2015GA710033)曰安徽省教

育厅自然科学重点资助项目(KJ2018A0430)遥

作者简介院柴新义(1978-)袁男袁汉族袁博士袁副教授袁主要从

事真菌资源与生物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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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菌种培养基院马铃薯 200 g/L袁葡萄糖 20 g/L袁

KH2PO4 3 g/L袁MgSO4 3 g/L袁VB1 1.0伊10
-2 g/L袁pH自然遥

1.1.3 试剂与设备

二苯代苦味肼基自由基渊DPPH冤袁75%乙醇袁2%次

氯酸钠袁葡萄糖袁蔗糖袁乳糖袁可溶性淀粉袁NH4CL2袁

(NH4)2SO4袁 蛋白胨袁 尿素袁K2HPO4袁CuSO4袁KH2PO4袁

MgSO4袁VB1等遥

高压蒸汽灭菌锅,YXQ-LS-75SII袁 西安常仪仪器

设备有限公司曰超净工作台袁BBS-SDC袁济南飞捷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曰恒温培养箱袁LHS-80SC(H)袁上海印溪

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曰 干燥箱袁101-3A袁 南京实验仪器

厂曰恒温培养振荡器袁DHZ-1112袁上海精宏仪器有限

公司曰电子天平袁FA1004袁江苏南京设备仪器商城曰超

速离心机袁IEC Multi袁 美国热电集团曰 紫外分光光度

计袁752N袁上海精科仪电遥

1.2 方法

1.2.1 制备菌丝体发酵粗体液

配制 3 000 mL液体发酵培养基袁 按每瓶 100 mL

装至锥形瓶中袁 灭菌 15 min后在超净工作台中用直

径 1 cm的打孔器取供试菌株 3块袁接种至锥形瓶中袁

然后放入转速 150 r/min尧25 益的恒温培养振荡器中

培养 7 d遥随后袁用 8层无菌纱布对上述培养物进行过

滤袁过滤后的液体置转速 5 000 r/min的离心机袁离心

处理 20 min袁 然后用移液枪移取 10 mL液体袁 再用

0.45 mm的滤膜过滤袁即可获得粗提液遥

1.2.2 粗提液抗氧化活性的测定

制备 0.065 mmol/L的 DPPH自由基溶液袁然后取

上述离心后的粗提液 2 mL袁 加入 1.9 mL的 DPPH自

由基溶液袁将其置于 37 益环境中反应 30 min袁然后再

放入离心机中离心 5 min袁最后利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

定样品 517 nm处的吸光值袁设置空白对照记为 Amax袁样

品溶液吸光值记为 A 0袁样品加 DPPH自由基溶液吸光

值记为 A i袁用公式 DPPH=[1-(A i-A 0)/Amax]伊100豫袁计算

自由基的清除率遥

1.2.3 制备液体菌种

用马铃薯制备液体种子培养基 1 000 mL遥分装灭

菌后袁接种具有高抗氧化活性的菌株袁放入恒温培养

振荡器中培养 3~4 d袁 培养物作为发酵培养条件优化

研究的液体菌种遥

1.2.4 高抗氧化活性菌株培养条件的优化

渊1冤最适碳源的筛选院以液体发酵基本培养基为基

础袁分别选择乳糖尧可溶性淀粉尧葡萄糖尧蔗糖为唯一碳

源袁添加量为 20 g/L袁接种液体菌种培养基 20 mL袁放入

恒温培养振荡器中 25 益下袁培养 7 d袁测定 DPPH自

由基清除率遥 每个处理 3个重复遥

渊2冤最适氮源的筛选院以液体发酵基本培养基为基

础袁分别选择蛋白胨尧尿素尧NH4Cl2尧(NH4)2SO4为唯一氮

源袁添加量为 20 g/L袁接种液体菌种培养基 20 mL袁放入

恒温培养振荡器中 25 益下袁培养 7 d袁测定 DPPH自

由基清除率遥 每个处理 3个重复遥

渊3冤最适装液量的确定院在 250 mL的锥形瓶中分

别装入 80尧100尧120尧140 mL的液体发酵基本培养基袁

接种液体菌种培养基 20 mL袁放入恒温培养振荡器中

25 益下袁培养 7 d袁测定 DPPH自由基清除率遥 每个处

理 3个重复遥

渊4冤最适 pH值的确定院以液体发酵基本培养基为

基础袁分别调节起始 pH值为 5.0尧6.0尧7.0尧8.0袁接种液

体菌种培养基 20 mL袁 放入恒温培养振荡器中 25 益

下袁培养 7 d袁测定 DPPH自由基清除率遥 每个处理 3

个重复遥

渊5冤最适温度的确定院以液体发酵基本培养基为

基础袁接种液体菌种培养基 20 mL袁放入温度分别为

25尧27尧29尧31 益的恒温培养振荡器中袁培养 7 d袁测定

DPPH自由基清除率遥 每个处理 3个重复遥

渊6冤最适培养时间的确定院以液体发酵基本培养

基为基础袁接种液体菌种培养基 20 mL袁放入恒温培

养振荡器中袁分别培养 6尧8尧10尧12 d袁测定 DPPH自由

基清除率遥 每个处理 3个重复遥

1.2.5 数据处理

利用公式 DPPH=[1-(Ai-A 0)/Amax]伊100豫计算自由

基的清除率遥 利用 SAS 9.12软件中 GLM模块进行不

同处理之间的差异性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青檀内生真菌抗氧化活性菌株的筛选

对供试的 30 株青檀枝条内生真菌菌株进行

DPPH自由基清除率试验袁结果表明院有 3株内生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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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较强的抗氧化活性袁占供试菌株的 10豫袁菌株

CZXY0024 的 DPPH 自由基清除率最高袁达渊79.35依

0.09冤%袁且与 CZXY0014和 CZXY0027两个菌株之间

的 DPPH自由基清除率存在明显差异渊表 1冤遥因此袁选

择菌株 CZXY0024进行高抗氧化活性菌株培养条件

的优化试验遥

表 1 青檀内生真菌菌株对 DPPH自由基清除率试验

Tab. 1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endophytic

fungi from Pteroceltis tatarinowii

注院数字肩标不同字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相

同字母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下同遥

2.2 高抗氧化活性菌株培养条件的优化

2.2.1 单因素试验

实验结果表明袁不同碳源对青檀内生真菌发酵液

的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不同袁且存在显著性差

异渊图 1冤遥 葡萄糖作为碳源时袁DPPH自由基清除率最

高袁为 62.07豫遥可溶性淀粉作为碳源时袁DPPH自由基

清除率最低袁仅为 27.32豫遥 因此袁选择葡萄糖作为最

佳培养碳源遥

图 1 不同碳源对青檀内生真菌发酵粗提液 DPPH

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different carbon sources on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efficiency of crude extracts from endophytic

fungi from Pteroceltis tatarinowii

实验结果表明袁不同氮源对青檀内生真菌发酵液

的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不同袁且存在显著性差

异渊图 2冤遥 硫酸铵作为氮源时袁DPPH自由基清除率最

高袁为 67.71豫遥氯化铵作为氮源时袁DPPH自由基清除

率最低袁仅为 37.82豫遥 因此袁选择硫酸铵作为最佳培

养氮源遥

图 2 不同氮源对青檀内生真菌发酵粗提液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sources on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efficiency of crude extracts from

endophytic fungi from Pteroceltis tatarinowii

实验结果表明袁不同装液量对青檀内生真菌发酵

液的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不同袁且存在明显差

异渊图 3冤遥 装液量 100 mL时袁DPPH自由基清除率最

高袁达 70.32豫遥 因此袁选择 100 mL/250 mL的装液量

作为最佳培养装液量遥

图 3 不同装液量对青檀内生真菌发酵粗提液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different liquid contents on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efficiency of crude extracts from

endophytic fungi from Pteroceltis tatarinowii

实验结果表明袁 不同起始 pH值对青檀内生真菌

发酵液的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不同袁且存在明

显差异渊图 4冤遥 pH 值 7.0作为起始 pH时袁DPPH自由

基清除率最高袁 为 56.79豫遥 pH 值 5.0 作为起始 pH

时袁DPPH自由基清除率最低袁仅为 27.21豫遥 因此袁pH

值 7.0可作为最适起始 pH遥

CZXY0014 65.54依0.09b

CZXY0024 79.35依0.08a

CZXY0027 29.17依0.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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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起始 pH对青檀内生真菌发酵粗提液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different initial pH on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efficiency of crude extracts from

endophytic fungi from Pteroceltis tatarinowii

实验结果表明袁不同发酵培养温度对青檀内生真

菌发酵液的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不同袁且存在

明显差异渊图 5冤遥 培养温度为 27 益时袁发酵粗体液对

DPPH自由基清除率最高袁 达 59.71豫遥 培养温度为

31 益时袁DPPH自由基清除率最低袁 仅为 29.78豫遥 因

此袁选择 27 益的发酵培养温度作为最适培养温度遥

图 5 不同培养温度对青檀内生真菌发酵粗提液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

Fig. 5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ure temperature on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efficiency of crude extracts from

endophytic fungi from Pteroceltis tatarinowii

实验结果表明袁不同发酵培养时间对青檀内生真

菌发酵液的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不同袁且存在

明显差异渊图 6冤遥 培养时间为 8 h时袁发酵粗体液对

DPPH自由基清除率最高袁达 67.61豫遥培养时间为 6 h

时袁DPPH自由基清除率最低渊43.54%冤遥因此袁选择 8h

作为最适发酵培养时间遥

图 6 不同培养时间对青檀内生真菌发酵粗提液

DPPH自由基清除率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different culture time on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efficiency of crude extracts from

endophytic fungi from Pteroceltis tatarinowii

2.2.2 正交试验

在单因素实验结果的基础上袁 选取最适装液量尧

pH尧培养温度尧培养时间 4个因素袁每个因素选取 3个

水平袁设计正交试验 (表 2)遥

表 2 正交试验组合设计表

Tab.2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正交试验优化结果表明袁影响青檀内生真菌发酵

粗提液抗氧化活性的因素大小顺序为院起始 pH值>培

养温度>培养时间>装液量遥由此可知袁起始 pH值对青

檀内生真菌发酵粗提液的 DPPH自由基清除率影响

最大袁其次为培养温度和培养时间袁装液量的影响最

小遥因此袁青檀内生真菌高抗氧化活性菌株 CZXY0024

最优发酵培养条件的组合为院 葡萄糖 20 g/L尧(NH4)

2SO4 2 g/L尧K2HPO4 3.2 g/L尧CuSO4 6伊10 -3 g/L尧Mg鄄

SO4 0.2 g/L尧最适装液量 80 mL尧pH 7.0尧温度 27 益尧

培养时间 8 d袁 该培养条件下青檀内生真菌发酵粗提

液对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最高袁达 86.68豫渊表 3冤遥

3 讨论与结论

刘雅莉等[13]对蒺藜内生真菌分别测定了发酵液对

DPPH尧OH尧O2自由基的清除能力袁 其在 21株内生真

菌中发现 9株具有氧化活性袁占 42.86豫遥 高强等[14]发

1 80 6.0 25 6

2 100 7.0 27 8

3 120 8.0 2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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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袁采集自山东泰安的青檀叶片中的球毛壳具有较高

的抗氧化活性遥 张新国等[15]对从乌头尧唐松草尧车前草

等药用植物中分离出的 43株内生真菌进行了抗氧化

活性研究袁 结果发现其中 6株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

性袁占 9.84豫袁且 6株内生真菌对 OH 自由基具有较强

的清除率(>50豫)遥 刘洋等[16]研究发现袁5株杜仲叶部内

生真菌发酵产物在体外具有较高的清除 DPPH自由

基能力袁同时发现杜仲叶部内生真菌的次级代谢产物

对 DPPH 的清除率具有剂量依赖性遥本研究对分离自

我国特有榆科植物青檀中的 30株内生真菌进行了抗

氧化活性的筛选实验袁发现其中 3株真菌具有较好的

抗氧化活性袁占供试菌株的 10%遥 由上可见袁植物内生

真菌是可以作为筛选抗氧化活性菌种的重要资源之一遥

曹正等[17]对四种不同灵芝子实体提取物的抗氧化

活性进行了研究袁结果显示 DPPH自由基清除率可达

81.88%遥 刘力等[18]利用从自然发酵的酸浆水中分离的

2株淀粉乳杆菌和阿米塞毕赤氏酵母进行发酵豆腐黄

浆水以研究其清除 DPPH自由基的能力袁结果显示在

单菌发酵时淀粉乳杆菌发酵黄浆水对 DPPH自由基

清除能力没有增强作用袁而经过阿米塞毕赤氏酵母发

酵的豆腐黄浆水清除 DPPH自由基的能力得到一定

提高袁达 38.49 滋mol / mL遥 张天博等[19]对一株保加利

亚乳杆菌突变菌株 UV2-6 进行发酵条件的优化研

究袁结果表明在麦芽糖 2%袁酵母膏 3%袁复合无机盐

0.1%袁吐温 80 0.1%袁pH值为 8.0袁接种量 3%袁42 益培

养的条件下袁DPPH自由基清除率达 81.46%遥 而本研

究中筛选的青檀内生真菌高抗氧化菌株对 DPPH自

由基清除率可高达 86.68%遥 另外袁通过对青檀内生真

菌抗氧化活性菌株筛选及其发酵培养条件的研究袁有

望为今后的生物药物开发和生产提供参考遥

青檀内生真菌菌株 CZXY0024 的最优生产组合

为院 葡萄糖 20 g/L尧(NH4)2SO4 2 g/L尧K2HPO4 3.2 g/L尧

CuSO4 6伊10
-3 g/L尧MgSO4 0.2 g/L尧 最适装液量 80 mL/

250 mL尧pH 7.0尧温度 27 益尧培养时间 8 d袁该条件下

发酵粗提液对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最高袁 可达

86.68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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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ationally develop and utilize the endophytic fungi resources of Pteroceltis tatarinowii, DPPH clearance rate was

used as an indicator to screen high oxidation resistant strains and optimized culture by single factor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s. The re鄄

sults showed that 30 strains of endophytic fungi were selected for determination of antioxidant activity, and 3 strains with antioxidant ac鄄

tivity accounted for 10%. The optimal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were: glucose 20 g/L, (NH4)2SO4 2 g/L, K2HPO4 3.2 g/L, CuSO4 6 伊10-3 g/L,

MgSO4 0.2 g/L, optimum liquid volume 80 mL/250 mL, pH 7. 0, temperature 27益, culture time 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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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内生真菌渊Endophyte冤是指在健康植物组织

中具有全部或部分生命周期袁不会对宿主植物造成明

显病症的微生物[1]遥迄今为止袁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内生

真菌广泛存在于植物体内[2]遥 由于内生真菌共生于植

物体内袁它们的次生代谢产物更容易影响宿主的生理

活动袁而且许多植物的活性与其内生真菌的次生代谢

物活性有相似之处袁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3]遥早期关

于内生真菌的研究多集中在药用植物[4]袁而近年来在

生物菌肥的开发利用方面开展了研究工作袁取得了比

较好的成果院对盐碱地[5]尧干旱矿区[6]等不适宜种植作

物的土壤进行改良尧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数量从而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进而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7]遥 现有

研究表明袁 内生真菌可以通过提高植物养分利用效

率尧 产生活性物质或产生对植物有益的信号转导尧改

善土壤质量或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等来增强宿主植

物抗逆性[8-10]遥内生真菌与宿主植物之间的共生关系是

长期共同发育形成的袁这些内生真菌从宿主植物中吸

取所需的营养物质以完成其生命周期袁同时袁内生真

菌在某些植物的生长发育中起重要作用[11]遥 如甘蔗中

分离得到的内生固氮醋杆菌渊Acetobacter diazotrophi鄄

cus冤对其宿主植物具有显著的促生作用[12]袁其产生的

诸如吲哚乙酸等对植物生长起调节作用的物质能够

加快甘蔗的生长速度以及提高产量[13]遥因此袁通过植物

自身与微生物互作来增强植物的营养生理和抗性机

能在森林可持续经营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短枝木麻黄渊Casuarina equisetifolia Forst.冤属木麻

黄科渊Casuarinaceae冤木麻黄属常绿乔木 [14]袁具有生长

快尧耐旱尧耐盐碱尧防风固沙等功能[15]袁是我国东南沿海

地区防护林的主要树种[16]袁但长期以来袁木麻黄人工林

始终面临衰退现象和林分更新困难袁这主要是由于其

生环境恶劣有关[17]遥 现有研究发现,随着 NaCl处理浓

度的增加袁木麻黄种子的萌发能力尧萌发指数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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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都呈下降趋势袁 发芽幼苗的早期生长也受到抑

制袁且高盐浓度抑制作用更明显袁表明高盐含量明显

抑制木麻黄种子及幼苗的生长袁影响了木麻黄的二次

更新[18]遥 如何提高木麻黄幼苗的耐盐胁迫能力对东南

沿海防护林的可持续经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木麻

黄内生真菌具有数量多尧多样性丰富尧能够生产具有

生物活性的代谢物质等优点[19]遥

课题组前期研究中从短枝木麻黄的小枝分离得

到一株耐盐促生内生真菌袁其液体发酵液对寄主植物

表现出良好的促生作用[20]袁内生真菌的液体培养具有

生产周期短尧产量高尧质量控制容易等优点,有利于规

模化生产[21-23]袁因此内生真菌菌液培养条件的优化是

菌株开发应用的基础袁本研究通过单因子实验和正交

实验的方法袁探究不同因素对其菌丝体液体发酵的影

响袁以确定最佳培养条件袁研究结果可为木麻黄内生

真菌液态菌剂的开发累积实验基础袁也为缓解木麻黄

在滨海高盐分地更新困难问题提供新思路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种

短枝木麻黄内生真菌 Y6 (炭团菌属 Hypoxylon

sp.) 是福建农林大学森林生态研究所从短枝木麻黄

渊15 a冤小枝中分离得到袁现保藏在中国普通微生物菌

种保藏与管理中心袁保藏号渊CGMCC No.18814冤袁前期

实验表明其能提高木麻黄耐盐性[20]遥

1.2 培养基

采用改良马丁培养基进行菌种活化和接种制备院

蛋白胨 2.5 g袁酵母膏 1.0 g袁葡萄糖 10.0 g袁磷酸二氢钾

0.5 g袁硫酸镁 0.25 g袁蒸馏水 500 mL袁pH值 6.2~6.6遥 将

内生真菌在 28 益培养 7 d袁获得平板菌落袁用打孔机将

菌落分成若干小部分袁取出琼脂袁接种于同体积的马铃

薯葡萄糖液体培养基渊PDB冤50 mL中遥将菌株的种子液

放入恒温培养箱在 28 益下培养 48 h袁转速 160 r/min遥

1.3 实验及分析方法

1.3.1 最佳碳源及其浓度筛选

分别将 1%蔗糖尧甘露醇尧乳糖尧麦芽糖尧葡萄糖和

可溶性淀粉作为培养基的唯一碳源袁设 3个平行实验[24]袁

以发酵液的菌丝生物量渊OD260冤作为衡量指标[25]袁通

过比较确定最佳碳源遥

1.3.2 最佳氮源及其浓度筛选

分别将 2%的尿素袁NH4Cl袁 酵母粉袁 (NH4)2SO4袁

NH4NO3袁蛋白胨作为培养基的唯一氮源袁设 3个平行

实验[24]袁将发酵液菌丝生物量渊OD260冤作为衡量指标[25]袁

通过多次比较确定最佳氮源遥

1.3.3 最佳装液量尧培养基 pH值和接种量筛选

根据前面实验选择最佳碳源和氮源添加到培养基

中袁将装液量分别设置为 20尧25尧30尧35尧40尧45尧50 mL曰

初始 pH值分别调整为 pH 5.0尧6.0尧6.5尧7.0尧7.5尧8.0和

8.5遥接种量分别为 1%袁3%袁5%袁7%袁10%遥每个条件设

3 个平行 [24]袁以发酵液菌丝生物量渊OD260冤为评价指

标[25]袁确定最佳发酵条件遥

1.3.4 最佳发酵条件的选择

在碳源和氮源的单因素实验基础上袁进一步选择

可溶性淀粉浓度尧NH4Cl浓度尧装液量尧培养基 pH尧接

种量作为测试因子袁并从单因子实验结果中选择 3个

最佳数据进行正交实验[26]袁确定最佳发酵条件遥因接种

量为 10%时的 OD值要明显高于其他处理袁只有 1个

最佳数据袁 故不再对接种量进行下一步的正交实验袁

最后选择可溶性淀粉浓度尧NH4Cl浓度尧装液量尧培养

基 pH值进行 4因素 3水平正交实验渊表 1冤遥

表 1 培养条件正交实验设计

Tab.1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of culture conditions

1.3.5 方差分析

通过 SPSS 17.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渊One-way

ANOVA冤比较不同处理间的差异[20]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酵条件筛选结果

2.1.1 最佳碳源及其浓度筛选

通过单因子实验进行最适培养条件的筛选袁 菌株

Y6最佳碳源是可溶性淀粉渊图 1 a冤袁可溶性淀粉处理

1 0.8 0.8 30 7

2 1.5 1.5 40 8

3 2 2 5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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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显著高于其他组袁蔗糖尧甘露醇尧乳糖尧麦芽糖四

组处理没有显著差异袁 葡萄糖处理显著低于其他组

渊P约0.05冤袁故可溶性淀粉最佳袁蔗糖尧甘露醇尧乳糖尧麦

芽糖次之袁葡萄糖最次曰以可溶性淀粉作为唯一碳源袁

进一步改变其浓度为 0.005尧 0.008尧0.015尧0.020尧

0.025 mol/L袁不同碳源浓度之间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或 0.01 的情况下都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袁 而浓度为

0.008尧0.015尧0.020 mol/L时菌丝生长量要高于其他两组袁

故选择这三组进行下一步的发酵条件优化渊图 1 b冤遥

渊a冤

渊b冤

图 1 碳源种类和碳源浓度对 Y6菌菌丝生长量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carbon source type and carbon source

concentration on mycelial growth of Y6

2.1.2 最佳氮源及其浓度筛选

最佳氮源是 NH4Cl渊图 2 a冤袁从图中可知在该条件

下菌丝生长量要明显高于其他组渊P约0.05冤遥 NH4Cl浓

度为 0.025 mol/L时菌丝生长量与其他组有显著差异

渊P约0.01冤袁且显著低于其他组袁氮源浓度 0.005 mol/L

处理与 0.008 mol/L处理对菌株生长产生的影响未达

到显著差异渊P>0.01冤袁因碳氮源浓度过低时不能为菌

株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袁 故选择氮源浓度渊0.008尧

0.015尧0.020 mol/L冤3组进行接下来的正交实验渊图 2 b冤遥

渊a冤

渊b冤

图 2 氮源种类和氮源浓度对 Y6菌菌丝生长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nitrogen source type and nitrogen source

concentration on mycelial growth of Y6

2.1.3 最佳装液量尧培养基 pH值和接种量筛选

装液量分别为 20尧25尧30尧35尧40尧45尧50 mL 进行

试验袁没有达到显著差异渊P跃0.05冤袁通过前期单因素

实验确定装液量的三水平选择为 30尧40尧50 mL曰初始

pH值对菌株的生长有明显的影响袁从 pH值从 5升到

7的过程中袁 生长量增长缓慢袁pH值从 7到 7.5的变

化中生长量发生了骤增袁 当 pH值为 7.5时生长量达

到最高袁pH 值在 7.5~8.5 范围内没有明显差异 渊P跃

0.05冤袁可见 Y6菌在偏碱性环境渊pH值为 7.5~8.5冤下

更适宜生长袁中性环境渊pH 值为 7冤次之袁酸性环境

渊pH值为 5~6.5冤生长更差曰随着接种量的增加袁生长

量逐渐增加袁到接种量为 10%时达到最大袁且显著高

于其他四组处理渊P约0.01冤袁由此可确定其为最佳用量

渊图 3 a尧b尧c冤遥基于前面单因素实验综合考虑袁按 10%接

种量为确定值袁以碳源浓度渊0.008尧0.015尧0.020 mol/L冤尧

氮源浓度渊0.008尧0.015尧0.020 mol/L冤尧装液量渊30尧40尧

50 mL冤和 pH值 7尧8尧9作 4因素 3水平正交实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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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装液量尧pH值和接种量对 Y6菌菌丝生长量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liquid medium, pH value and inoculation

amount on mycelial growth of Y6

注院同一张图中袁小写字母表示同期处理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渊P<0.05冤曰大写字母表示同期处理间差异极具统计学意

义渊P<0.01冤

2.2 发酵条件优化

由表 2可知袁不同营养因素对菌体 OD值的影响

程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培养基 pH值跃氮源浓度跃装液

量跃碳源浓度遥 正交分析得到的最佳水平组合为

A 2B3C1D2遥在此条件下,发酵液 D渊260冤值为 0.310袁菌丝

生物量最高遥 对该实验进行方差分析渊表 3冤袁可知 pH

值对菌体培养有极显著影响渊P约0.01冤袁而其他因素对

菌体培养影响不显著(P跃0.05)遥

表 2 液体培养条件的正交设计结果

Tab.2 Orthogonal design results of liquid culture conditions

表 3 变量 A-D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3 ANOVA results of variables A-D

注: *表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约0.05)袁**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约0.01)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单因子实验和正交实验对短枝木麻黄菌株

Y6的液体培养基条件进行优化袁 首先采用了单因子

实验来进行最佳碳源和最佳氮源的筛选袁确定可溶性

淀粉为最佳碳源袁NH4Cl为最佳氮源袁最后通过设计四

因素三水平的正交实验来考察碳源浓度尧 氮源浓度尧

培养基 pH尧 装液量对菌体生长的影响进而选择最佳

液体培养条件进行培养基的优化袁 确定了菌株 Y6在

可溶性淀粉浓度 1.5%袁NH4Cl 浓度 2%袁 初始 pH 值

8袁30 mL装液量袁10%接种量的培养条件下最适宜生

长袁此时的 OD值为 0.310遥

1 1 1 1 1 0.152

2 1 2 2 2 0.271

3 1 3 3 3 0.155

4 2 1 2 3 0.137

5 2 2 3 1 0.244

6 2 3 1 2 0.310

7 3 1 3 2 0.257

8 3 2 1 3 0.213

9 3 3 2 1 0.180

X1 0.192 7 0.182 0 0.225 0 0.192 0

X2 0.230 3 0.242 7 0.196 0 0.279 3

X3 0.216 7 0.215 0 0.218 7 0.168 3

R 0.037 7 0.060 7 0.029 0 0.111 0

矫正模型 0.089 8 0.011 3.029 0.024*

A-碳源浓度 0.007 2 0.003 0.896 0.426

B-氮源浓度 0.017 2 0.008 2.255 0.134

C-装液量 0.004 2 0.002 0.582 0.569

D-培养基 pH 0.061 2 0.031 8.385 0.003**

误差 0.066 18 0.004

总计 1.38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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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淀粉作为碳源有利于菌株 Y6的生长袁且

促进生长的效果比其他碳源更为明显遥在筛选最佳氮

源上袁发现铵态氮源有利于菌株生长袁尤其是 NH4Cl袁

而有机氮源的效果并不好遥 在优化培养条件方面袁发

现相比于微酸环境菌株 Y6 更适合在 pH 值 7.5~8.5

的偏碱性环境下生长袁说明相对于酸性胁迫而言其对

碱性胁迫具有更强的耐受性袁 根据耐碱性的特点袁可

将其种植在大面积盐碱地从而达到改善生态尧绿化环

境的目的[27]遥由于木麻黄长期生长在滨海盐碱地袁为适

应环境其结构特征发生了变化袁叶片退化故只能通过

小枝进行光合作用[28]遥 植物叶绿体基质的 pH值在 8.0

左右袁属于偏碱性的条件袁其中的多种酶必须在适宜

的 pH环境下才具有最高的活性[29]遥 本次实验采用的

菌株 Y6是从短枝木麻黄小枝分离得到的袁 菌株 Y6

适宜在偏碱性环境中生存袁 以保证植物的生长发育遥

由于本次实验所设的 pH值水平梯度有限袁 在强酸强

碱环境中菌株的生长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单因子实验和正交实验是大多数内生真菌液体

培养基优化时用来确定最佳培养条件的方法袁也有在

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运用其他技术来进行优化的遥 液

体发酵过程中影响因素十分复杂袁不同影响因素之间

存在着交互作用袁仅仅通过单因子实验和正交实验往

往无法获得很好的预期结果[30]遥 而采用响应曲面法就

可以既优化影响液体发酵的因子的交互作用袁又简化

实验次数[31]遥 本实验欠缺一组未优化前的培养基进行

对照袁无法得知优化后生长量的提高率遥 本次研究通

过探究菌株 Y6最适宜的液体培养条件袁 为进一步的

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袁但存在着采用的方法较为简

单尧划分的浓度梯度较低等问题袁因此如何改善优化

方法袁提高产量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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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Liquid Fermentation Medium for Endophytic

Fungus Y6 of Casuarina Equisetum

YAO Chengshuo1,2袁 SHANG Lihua1袁 CHANG Huan1袁 LI Guanjun1,2袁 LI Jian1,2

(1.School of Forestry,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Fujian 350002;

2. Key Laboratory of Forest Ecosystem Process and Management of Fujian Province, Fuzhou,Fujian 350002)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nutritional factors on the liquid fermentation of the endophytic fungi of Casuarina equiseti鄄

folia and optimize the culture conditions, the optimum culture conditions were determined by selecting the improved Martin culture medi鄄

um, taking the detection of mycelium biomass of fermentation broth as the index, screening the best carbon and nitrogen sources through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and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examining the pH value of the medium, the amount of liquid filled, the concentra鄄

tion of carbon and nitrogen sources through orthogonal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carbon and nitrogen

sources, soluble starch and NH4Cl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OD value of strain fermentation broth (P<0.01). The optimal culture

conditions for liquid fermentation of strain Y6 were determined as follows: soluble starch concentration of 1.5%, NH4Cl concentration of

2%, initial pH value of 8, 30 mL liquid volume, and 10% inoculating amou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rain could grow in alkaline

environment and had better saline-alkali resistance.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experiment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q鄄

uid fungal fertilizer of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Key words: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Forst.; endophyte; liquid medium; orthogon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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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木材识别的准确率和权威性目前主要依靠

存储的样本量和鉴定的经验遥实际中由于鉴定水平不

同袁存在鉴定结果不同的情况袁不同检测机构使用的

方法不同袁也可能导致结果不同遥 这种传统的依靠专

业人员观察尧 比较和分析木材的主要特征的鉴别手

段袁需要依靠扎实的木材解剖学知识以及丰富的实践

经验来支撑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鉴别方法的使用遥 运

用数字图像技术[1]提取珍贵木材图像特征信息袁并构

建 BP神经网络架构袁 保障了珍贵木材的识别速度和

准确率[2-3]遥

1 珍贵木材图像特征提取

颜色特征是区分木材的主要特征袁在输入神经网

络[4]之前袁需要提取目标样本的 RGB渊red, green, blue冤

值袁 但是 RGB颜色模型和感知上的颜色模型很难建

立关系袁不能直接做为识别的重要特征遥 而感知上的

模型颜色正是 HSV的模型所符合的袁 适合基于颜色

的图像相似比较遥 因此袁需要把目标样片的 RGB颜色

模型转换成 HSV值袁再放入构建好的 BP神经网络进

行比对运算遥

1.1 木材图像 RGB特征

通过颜色来辨别木材以及它的特征是最为有效

和简单的方法遥 可以描述平移袁旋转袁缩放等袁并且颜

色没有变形特性遥RGB颜色模型是实际中使用最广泛

的模型之一遥 基于木材颜色特征的 R尧G尧B通道袁我们

可以得到 9个新通道袁 包括 R/G尧R/B尧B/G尧G/R尧B/R尧

G/B尧渊RG冤/渊R+G冤尧渊RB冤/渊R+B冤尧渊GB冤/渊G+B冤袁然后计

算均值尧方差与每个像素值的总和袁因此总共可以获

得 24个珍贵木材的颜色特征遥

1.2 木材图像 HSV特征

进行颜色特征提取时袁 采用了 HSV颜色空间[5]遥

该特征可以充分体现木材的色调 h渊hue冤尧饱和度 s

渊saturation冤和亮度 v渊value冤3 个重要特征袁因此需要

把木材图像的 RGB颜色特征转换成 HSV特征袁提供

给系统进行分析计算遥 颜色特征 RGB取值范围在 0~

255之间袁转换成 HSV颜色空间后 H袁S袁V的值如下院

v爷=max(r,g,b)袁 v=v爷/255袁 S=
v'min渊r,g,b冤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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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5+b'冤,r=max渊r,g,b冤并且 g=min渊r,g,b冤

渊1 g'冤,r=max渊r,g,b冤并且 g=min渊r,g,b冤

渊1+r'冤,g=max渊r,g,b冤并且 b=min渊r,g,b冤

渊 b'冤,g=max渊r,g,b冤并且 b=min渊r,g,b冤

渊 +g'冤,b=max渊r,g,b冤并且 r=min渊r,g,b冤

渊5 g'冤, 其他=60

扇

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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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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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设
设

其中假设

r' =
v'r

v'min渊r,g,b冤

g' =
v'g

v'min渊r,g,b冤

b'=
v'b

v'min渊r,g,b冤

1.3 木材图像 Gabor特征

Gabor滤波器[6]用于提取图像的特征袁该滤波器本

质上是一个 2D Gaussian函数袁 可以调制目标图像波

长的正尧余弦值袁其实部和虚部的数学公式如下院

g渊x,y,兹,啄冤=exp渊-
x'2+酌'+y'2

2啄2
冤cos渊2仔

x'
姿
冤

g渊x,y,兹,啄冤=exp渊-
x'2+酌2y'2

2啄2
冤cos渊2仔

x'
姿
冤

其中 x'=xcos 兹+ysin 兹,y'=-xsin 兹+ycos 兹袁姿为目标

图像的正弦波波长袁酌为铝箔函数形状的椭圆率袁啄为

目标图像的尺度袁 兹为木材纹理方向特征遥 木材纹理

尺度和方向特征是区分木材的重要依据遥 采用 5个尺

度和 16个方向遥 不同方向和尺度的 Gabor响应袁反映

了木材图像局部像素点处的差异性遥

2 构建 BP神经网络

木材识别神经网络[7]的学习包含正向传播和反向

传播的过程袁通过反向传播袁可以连续改变神经网络

的阈值和权重袁得到最小化网络的平方误差之和遥 在

训练过程中袁样本在隐藏层中进行数据处理袁然后将

数据输送到对应的输出层遥 比较输出层中的 2个数据

即实际的输出值与预期所设定的输出值如果数据不

匹配袁则过程将进入错误的反向传播阶段遥 在反方向

传播期间袁输出的数据将通过隐藏层的某种形式将数

据传输回输入层袁获得每一层的误差信号袁把该信号

反馈给神经网络多次交替修正袁使得网络模型处于最

优的状态遥

2.1 BP神经网络模型

2.1.1 网络模型

构建的木材图像特征神经网络包含隐藏层尧输入

层和输出层 3个神经元部分袁把提取到的木材图像颜

色特征信号放入网络模型经过正向传播与误差反向

传播多次交替袁通过阈值以及权值的不断调整袁让网

络的误差的平方和减至最小遥

整个运算过程模拟认识事物的人类大脑过程袁具

体模型结构如图 1所示遥

图 1 BPNN模拟人脑认知过程模型的结构

Fig.1 BPNN simulating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rain

cognitive process model

简单的事物可以用一个向量来表达它的特征信

息袁针对复杂的木片图像袁那么纹理尧色泽等信息就得

用函数矩阵才能体现完全袁也可以使用三阶张量渊ten-

sor冤来表达遥 构建好木材图像识别神经网络模型结构

后袁 就需要把提取到的 HSV特征尧Gabor特征放入神

经网络进行运算袁最终输出测试的结果遥 整个木材分

类神经网络结构图如下所示遥

图 2 BP神经网络结构

Fig.2 BP neural network structure

木材识别 BP神经网络的输入层是由木片特征样

本输入向量 x 所构成的袁向量 x与矩阵 V渊px渊n+1冤冤

相乘后得出隐藏层向量 s袁向量 z 与矩阵 W渊mx渊p+

1冤冤相乘后得出预测输出层的输入子层向量 U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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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y不属于 BP神经网络结构袁 该层是样本木片的实

际类别向量遥

s=v*i+b U=w*z+b忆(注院b尧b忆为偏置向量) 渊1冤

在隐藏层中袁向量 s经过激活函数 h(s)变换后袁得

到向量 z曰在输出层中袁向量 u经过输出函数 f(u)变换

后袁得到向量 t遥 即有如下公式院

Z=h渊s冤=sigmoid渊s冤=1/渊1+exp渊-s冤冤

dz
ds

=h'渊s冤=h渊s冤窑渊1-h渊s冤冤

t=f渊u冤=coft max渊u冤=exp渊u冤/移肄
i=1
exp渊ui冤

偏导数
坠ti
坠uj
存在两种结果院当 i=j 时袁

坠ti
坠uj

=ti渊1-ti冤院

当 i屹j,
坠t1
坠u1
=-ti窑tj遥

2.1.2 参数说明

渊1冤把输入 x设为 n+1维列向量袁特征数为 n袁公

式变换渊1冤中加 1变换院

x=((x0),(x1),(x2),(x3),(xn))
*T

T表示转置袁下同遥 使 x0=1袁将渊1冤公式中的偏移

向量 b放入数据的第一列将其放入权重矩阵 v数据

中袁并将公式转换为公式渊2冤袁这样就可以同时训练权

重值和偏移遥

s=v窑x 渊2冤

渊2冤把隐藏层输入向量 s设为 p 维的列向量袁p 为

超参数袁并人为设置院

s=((s1),(s2),(s3),(sp))
T

渊3冤把神经网络隐藏层输出子层向量 z设为多一

维的向量袁具体变换公式如下院

z=((z0),(z1),(z2),(z3),(zp))
T

令 z0=1袁将偏置向量 b忆放入矩阵中袁变换公式为院

u=w窑z

渊4冤把神经网络输出层输入向量 u设为 m维的列

向量袁i为分类数 院

u=((u1),(u2),(u3),(um))
T

渊5冤使输出层输出向量 t 为 m维的列向量袁m为

分类数院

t=((t1),(t2),(t3),(tm))T

渊6冤使权重矩阵 v为输入层的数据到隐藏层的数

据矩阵 px(n+1)院

v=((v10尧v11尧v12尧v13尧v1n)

(v20尧v21尧v22尧v23尧v2n)

(vp0尧vp1尧vp2尧vp3尧vpn))

渊7冤使权重矩阵 w为隐藏层的数据到输出层的数

据矩阵 mx(p+1)院

w=((w10尧w11尧w12尧w13尧w1p)

(w20尧w21尧w22尧w23尧w2p)

(wm0尧wm1尧wm2尧 wm3尧wmp))

渊8冤使标签层 y向量变成维度为 m的列向量院

第 1类院[(1),(0),(0),(0),(0)]T

第 2类院[(0),(1),(0),(0),(0)]T

第 3类院[(0),(0),(1),(0),(0)]T

第 m类院[(0),(0),(0),(0),(1)]T

渊9冤木片样本的总数设置为 Q袁将整个木片样本

库划分成两个部分院 其中一部分作为训练集 渊train-

set冤袁比例占总数的 80%袁另一部分作为测试集渊test鄄

set冤袁比例占总数的 20%遥

2.2 运行原理

2.2.1 训练说明

构建成功后的 BP神经网络是分批次进行训练

的袁把设定好的木片样本的总数 Q袁平均分为 N个批

次袁每个批次的样本数量为 R渊R=Q_train//N冤遥 网络运

算的时候把同一批次样本逐个训练袁本批次训练结束

后转入另一个批次再训练袁 直到样本 Q全部训练结

束袁不断循环训练周期袁使其满足所需条件进行误差

收敛遥 同一批次的样本训练包含了正向传播和反向传

播两个过程袁具体过程是用两组不同的批次来回变换

数据已进行训练的所达到权重更新遥

在正向传播训练过程中袁w和 v 的值是固定值不

变的袁每个木片特征样本从输入层到隐藏层袁最后到

达输出层袁 每次训练结束后都会得出一个误差值袁而

在同一批次的样本误差值在训练结束后会不断的累

加遥 产生的反馈到网络模型中产生 驻w和 驻v的更新

量袁然后在下一轮样本训练当中采用新的权重矩阵 w

和 v袁重复循环训练袁获得误差最小的权重矩阵袁精确

BP神经网络的运算值遥

样本 x由神经网络训练以获得预测的输出向量

t袁t中的元素 ti表示 x样本是属于第 i类 渊i = 1,2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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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冤的估计概率遥测量概率值和实际概率值的误差用交

叉熵来表示袁其误差值损失函数定义为院

H渊y,t冤=-移m

i=1
渊yi窑ln渊ti冤冤

BP神经网络模型中向量 y表示实际标签值袁得

出损失函数 H(y,t)的值取决于变量 t的值遥当变量值沿

着导数(梯度)的反方向进行变化时袁可以使得损失函

数 H(y,t)在某个值时以最快速率下降袁具体公式如下院

t=t+驻t=t-a窑
dH
dt

=t+a窑移m

i=1
渊yi / ti冤

上述公式中 驻t表示变量的改变值袁 常量 a表示

学习率遥 变量 t和模型中的矩阵 V渊px渊n+1冤冤和矩阵

W渊mx渊p+1冤冤紧密关联袁它们之间的值互相影响袁在训

练过程的反向传播中产生 驻w和 驻v袁因此要先求出损

失函数 H(y,t)对上面两个矩阵的偏导数袁公式如下院

坠H
坠wjk

=
坠H
坠uj

窑
坠uj

坠wjk

=渊tj -yj 冤窑zk

驻wjk =-a窑
坠H
坠wjk

=-a窑渊tj -yj 冤窑zk

坠H
坠淄jk

=
坠H
坠sj
窑

坠sj
坠淄jk

=移肄

i=1
渊渊tj -yj 冤窑wi,j+1冤窑h'渊sj 冤窑xk

驻淄jk =-a窑
坠H
坠淄jk

=-a窑移肄

i=1
渊渊tj -yj 冤窑wi,j+1冤窑h'渊sj 冤窑xk

正向传播的计算过程为院 输入层 x寅隐藏层输入

子层 s寅隐藏层输出子层 z(z=h(s))寅预测输出层输入

子层 u(u=w窑z)寅预测输出层输出子层 t(t=f(u))寅标签

层 H袁在训练过程中矩阵 V渊px渊n+1冤冤和矩阵 W渊mx

渊p+1冤冤不变袁依次计算模型的各层向量遥

训练过程中矩阵 V渊px渊n+1冤冤和矩阵W渊mx渊p+1冤冤

保持不变袁依次计算出模型的各层向量偏导数袁再把

误差信号反馈给下一个样本训练遥

该部分运用了小批量梯度下降算法袁一个训练批

次包含样本数量为 R渊R=Q_train//N冤袁当每个样本训

练结束后 v和 w将会刷新成其他值渊w=w+驻w jk曰v=v+

驻v jk冤袁当其所有训练完训练样本后袁得出的权重矩阵

w和 i袁实验证明输出效果较优遥

w=w+移Q_train

q=1
驻wq 淄=淄+移Q_train

q=1
驻淄q

3 混淆矩阵

BP神经网络运算之后袁 运用混淆矩阵来分析分

类效果遥在混淆矩阵之中每一列的总数即是木片特征

样本的预测类别的总数袁每一行的总数即是木片特征

样本的真实归属类别的总数遥混淆矩阵结构的第 1类

错误中袁TP表示 positive的数量袁FN表示 negative 的

数量遥 第 2类错误中袁FP表示 positive的数量袁TN表

示 negative的数量遥预测性分类模型袁为了让输出准确

率变得高袁对应到混淆矩阵中袁就需要数量较大的 TP

渊精准率冤与 TN渊召回率冤遥 当获得混淆矩阵后袁观察矩

阵中对应象限中的 TP和 TN数量袁可以得出木片特征

样本预测分类的识别率情况遥

图 3 混淆矩阵的结构

Fig. 3 Structure of the confusion matrix

渊a冤 (b)

图 4 第二尧四象限

Fig. 4 Second and fourth quad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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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a冤 (b)

图 5 第一尧三四象限

Fig. 5 First, third and fourth quadrants

本实验共 479张数据袁其中训练集 80%袁测试集

20%遥 图 4为算法 1院木材特征(RGB)+神经网络渊BP冤

的实验结果袁从图 4渊a冤中我们可以得到分类的准确率

为 0.972袁召回率为 95.1%袁精准率为 93.9%图 4渊b冤的

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出次模型训练良好 渊train曲线和

validation曲线都平滑下降冤袁图 5为算法 2院木材特征

(RGB)+木材特征(gabor)+神经网络渊BP冤的实验结果袁

从图 5渊a冤中我们可以得到分类的准确率为 0.986袁召

回率为 97.1%袁精准率为 97.4 图 5渊b冤validation set -

trian 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出次模型训练良好渊train曲线

和 validation曲线都平滑下降冤遥 从实验结果我们可以

看出袁运用本文提出的木材特征(RGB)+木材特征(ga鄄

bor)+神经网络渊BP冤能很好的实现木材的分类遥

参考文献院

[1] 杨旺功,淮永建.基于深度卷积生成对抗网络的花朵图像增

强与分类[J].计算机科学,2020,35(6): 176-179.

[2] 王宪,沈华杰.基于 IAWA的 3种简易木材识别方法探究[J].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袁2019,36(6): 167-172.

[3] 袁云梅,多化琼,马坤.基于权重系数的木材图像增强及识别

[J]. 西北林学院学报袁2018,26(2): 209-212.

[4] 李梅. 基于级联神经网络组合模型的软件可靠性预测研究

[J].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2017,16(7): 14-15.

[5] 李健,姜楠.空间颜色聚类算法及其在图像特征提取中的应

用[J].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20,42(3): 627-633.

[6] 马瑞,周力.结合 Gabor滤波器和扩展 LTP算子的无监督纹

理图像分割[J].中国图象图形学报,2020,22(3): 442-455.

[7] 谢忠红.采摘机器人图像处理系统中的关键算法研究[J].南

京农业大学,2016,22(3): 145.

渊责任编辑院聂传朋冤

Classification of Wood Based on Iterativ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GUAN Fei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000 )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iterative threshold segmentation to separate the feature regions and image background of the

wood slice images of precious tree species, then uses the open operation in the morphological processing method to complete the hole and

spot processing of the wood slice image, and then de-noise and smooth the image to obtain the binary figure in the wood feature image.

The extracted RGB feature, HSV feature and Gabor feature are put into the designed BP neural network to be trained and tested. After the

positive propagation and the error back propagation, the BP neural network is trained and tested. By observing the number of TP and TN

in the corresponding quadrants of the matrix, the recognition rate of the prediction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p feature samples is obtained,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precious wood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iterative threshold; neural network; wood recognition

官 飞院迭代阀值分割法的木材分类 39窑 窑



合适的优势高生长方程可以用来计算地位指数袁

反应立地质量和林地生产力袁是研究森林生长规律尧适

地适树造林规划和制定森林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1-3]遥

在林分树高生长的过程中袁立地质量的作用是不容忽

视的袁随着林分年龄的增大袁立地质量的影响越明显遥

因此袁在建立优势高生长方程时袁除考虑林龄外袁还要

充分考虑立地因素遥 但是袁由于立地条件中许多因子

难以测定和收集袁 怎样将立地因子结合到模型的建

设袁相关的研究很少遥本研究收集了 10项对树高生长

有显著影响的因子袁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加入模型

建设袁旨在建立一个充分考虑立地因素的有高度可行

性的优势高生长方程遥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中国福建南平地区各县市袁具体分布见

表 1遥 南平位于福建北部袁介于东经 117毅00忆至 119毅25忆袁

北纬 26毅30忆至 28毅20忆之间遥属中亚热带海洋季风型气候袁

年均降水量 1 752 mm袁年均日照时长 1 700 h袁年平均气

温 16.3 益袁森林资源丰富袁土壤类型以红壤为主袁是杉木

的中心产区遥

表 1 标准地分布及龄组结构分布表

Tab.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plot and distribution of

age class composition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材料

研究数据来源于 300块杉木人工林标准地袁 每个

顺昌 47 13 23 8 2 1

邵武 40 11 20 6 2 1

建阳 34 9 19 5 1

延平 32 9 18 4 1

建瓯 30 9 16 4 1

光泽 29 9 15 4 1

政和 27 8 15 3 1

松溪 21 6 11 3 1

蒲城 20 7 9 3 1

武夷山 20 7 9 3 1

合计 300 88 155 43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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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福建农林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为结合立地因子建立杉木人工林优势高生长模型袁以福建南平各县市的杉木人工林为研究对象袁采用灰

色关联度分析法测算各立地因子与优势高的关联度袁计算各标准地的立地因子总分值 B遥用人工神经网络和 Richards方

程两种方法建立杉木人工林优势高生长模型袁并将总分值 B分别加入这两种模型遥 结果表明院加入 B后两个模型的模拟

精度都较为显著的提高袁残存分布更均匀袁可应用到其他与立地因子关系密切的林分模型的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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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2 0.109 6 0.108 7 0.111 7 0.115 4 0.112 7 0.106 0 0.105 9 0.118 9

300 4.576 3 1.875 6 3.467 2 0.527 3 12.21%

标准地 600 m2袁每 100 m2选测 1株最高树高袁每个标

准地取这 6棵最高树高的平均值作为标准地优势高遥

杉木年龄 a在外业调查时通过标准地所在的小班资源

数据和造林档案查询获知遥龄组以中龄林为主袁按标准

地数量大小依次为中龄林尧幼龄林尧近熟林尧成熟林尧过

熟林袁林龄 a渊龄组结构冤结构如表 1所示遥 因为过熟林

太少袁可合并在成熟林中袁作为成过熟林一并统计遥

在标准地内通过土壤剖面调查土壤质地尧 湿度尧

紧密度尧土层厚度以及腐殖质层厚度袁调查标准地位

置的坡形尧坡度尧坡向和坡位袁总共 9项因子遥 这些因

子对树木生长有显著影响袁比较容易测定袁对林地上

的植被依赖较少袁 在一定的时间内是比较稳定不变

的遥 本次采用打分法对这 9项立地因子进行量化处

理遥 根据越有利于林木生长分值越高的原则分为好尧

中尧差 3个等级袁赋予相应的分值 5尧3尧1[4] 渊表 2冤遥

表 2 立地因子划分标准

Tab.2 Division standard of the site factors

2.2 关联度与权重的确定

选用灰色关联分析确定各立地因子关联度与权

重遥 可以用来研究系统发展过程中袁两个因素变化的

趋势的相似性袁从而便于找出各因素对系统发展趋势

的影响规律[5]遥由于杉木的基准年龄是 20 a袁本研究取

样地中林龄为 20 a的 40块样地数据作为基准数据袁

做关联度分析遥

将土壤质地尧湿度尧紧密度尧厚度尧腐殖层厚度袁地

形尧坡度尧坡向和坡位等 9个立地因子 Sn(k)渊n=1,2,噎,

9冤作为比较数列袁优势高 S(k)作为参照数列袁采用初值

化法对各序列进行无量纲化遥 以每个标准地的优势高

为参照袁其它立地因子的分值及优势高除以参照数据

渊优势高冤就可得无量纲化数据 S'n渊k冤和 S'(k)袁灰色关

联度计算公式如下院

孜n渊k冤=
驻min+姿驻max

S'n渊k冤-S'渊k冤 +姿驻max
渊1冤

rn=
1
k 移

k

k=1
孜n渊k冤 渊2冤

式中袁姿为分辨率系数袁姿在渊0袁1冤内取值为 0.5曰驻min

和 驻max分别表示各参考列与比较序列的绝对差值即

S'n渊k冤-S'渊k冤 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曰 rn为各立地因

子与优势高的关联度袁值越大表示关联度越大袁说明

该因子对树高的生长影响越明显遥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

计算得出立地因子关联度如表 3遥

表 3 各因子关联度

Tab.3 Relational grade of factors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影响最大的几个因子是土

层厚度尧质地尧湿度和坡位等袁这与树木生长的生物学

规律相符遥 根据关联度来计算各立地因子在总分值中

的权重 wi=ri /撞rn .

将每块标准地各因子的值乘以相对应的权重 wi袁

得到各标准地的立地因子总分值 B渊表 4袁5冤遥

表 4 各因子权重

Tab.4 Factors weight

表 5 总分值 B统计表

Tab.5 Data of total score B

2.3 模型构建方法

2.3.1 Richards方程与 Richards-B方程构建

选用 Richards作为杉木人工林优势高生长基础模

型袁该方程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广泛的适应性袁是林业

坡形 凸形 平直形 凹形

坡度 >35毅 15毅~35毅 <15毅

坡向 阳坡 半阴坡尧半阳坡 阴坡

坡位 上部 中部 下部

质地 沙土尧粘土 重壤土尧粘壤土轻壤土尧中壤土

湿度 干 潮 湿

紧密度 紧密 稍紧密尧较紧密 疏松

腐殖质层厚度/cm <10 10~20 >20

土层厚度/cm <40 40~80 >80

0.738 7 0.727 9 0.721 9 0.741 9 0.766 4 0.748 8 0.703 8 0.703 4 0.78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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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生长方程遥 将 250块标准地数据用

于建模袁其余 50块标准地数据用于检验遥 方程如下院

y=a渊1-e-ct冤b 渊3冤

为了为将立地因子引入 Richards方程中袁将 a, b,

c设为关于总分值 B的函数袁公式如下院

a=f渊B冤=a0B
a1

渊4冤

b=f渊B冤=a2B
a3

渊5冤

a=f渊B冤=a4B
a5

渊6冤

将以上代入 Richards 方程袁 得到如下改进的

Richards方程 Richards-B院

y=a0B
a1
窑渊1-e

-a2B
a3
t

冤
a4B

a5

渊7冤

其中院t为林龄袁y为杉木优势高袁a, b, c袁渊i=0袁1袁

噎袁5冤为模型参数遥

2.3.2 ANN模型和 ANN-B模型的建立

选用神经网络模型建立优势高生长模型遥 人工神

经网络 (ANN) 具有任意精度逼近处理非线性映射关

系尧不依赖于现有数学模型的特性袁使得近年来 ANN

在林业上各种模型建立的研究非常多[6-7]遥黄家荣[8]尧董

云飞等[9]尧林卓等[10]众多学者 120余篇关于 ANN在各

种林分生长模型建设中的研究均表明袁ANN模型比传

统模型在拟合精度和检验精度上都有较大改进遥

经过多次训练袁 将模型设置为院ANN模型总共 3

层袁输入层节点数一个袁为林龄袁中间为隐含层曰输出

层节点数 1 个袁为优势木高遥 ANN-B模型总共 3层袁

输入层节点数 2个袁为林龄和各标准的立地因子总分

值 B袁中间为隐含层曰输出层节点数 1 个袁为优势木

高遥 将 1~200标准地用于训练模型袁剩余 100个标准

地用于模型检验遥 采用梯度下降算法训练模型袁经过

反复的训练比较袁隐含层神经元个数设置为 5时效果

最佳袁即两个模型的结构为 1颐5颐1和 2颐5颐1遥 [8-10]

3 研究结果

3.1 Richards方程基础模型参数求解结果

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 袁 选用遗传算法求得

Richards 方程最优模型 袁a, b, c 各参数值分别为

17.397, 0.123, 1.475遥分析计算值与实测值差异渊图 1冤袁

绘制残差图渊图 2冤袁可以发现袁实测值在计算值上上下

波动袁残存分布相对均匀袁说明模型拟合精度较好袁能

较好地描述研究区杉木人工林优势高生长规律遥

图 1 Richards方程实测值与计算值的对比

Fig.1 Caculated value and measured value of Richards

图 2 Richards方程残差图

Fig.2 Residual plot of Richards

3.2 基于立地因子的 Richards-B方程模型参数求

解结果

将总分值 B带入 Richards-B方程袁对模型进行非

线性回归分析袁选用遗传算法求得最优模型袁得到 a0,

a1, a2, a3, a4, a5 各参数值分别为 5.775 2, 0.297 6,

0.307 7, -0.509 9, 1.867 9, 0.524 1遥 将计算值与实测

值进行对比袁分析计算值与实测值差异渊图 3冤袁绘制残

差图渊图 4冤袁可以发现袁实测值在计算值上上下波动袁残

存分布更均匀袁 说明模型拟合精度更高袁Richards-B模

型能更好地描述研究区杉木人工林优势高生长规律遥

图 3 Richards-B方程实测值与计算值对比图

Fig.3 Caculated value and measured value of Richard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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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nt Height Growth Model for Chinese Fir Plantation
Adopting Site Factor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LIAO Shitao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In order to build dominant height growth model for Chinese fir plantation that takes site factor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this
research calculates relational degree between each site factors and dominant height and total score B for site factors with every sample plot

by using grey relation analysis, which takes Chinese fir plantation in core productivity zone of Nanping of Fujian Province as research ob鄄
ject.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s dominant height growth model with two methods, one is based 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while the other is
based on Richards equation, and total score B is added to the two models respectively. Results show that simulation accuracies of two
models which are added to total score B a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residual distributions are more uniform,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construction of other stand models that are close to site factors.

Key words: site factors;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dominant height growth model;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richards equation

图 4 Richards-B方程残差图

Fig.4 Residual plot of Richards-B

3.3 ANN与 GA方法拟合结果对比

表 6 2种方法拟合效果对比

Tab. 6 Comparison with two methods

从均方根误差(RMSE)和相关系数(R2)两个指标来

看院ANN模型加入了 B以后袁RMSE下降袁相关系数提

高,模型得到了改进曰Richards模型加入 B之后袁RMSE

下降袁相关系数提高,模型也得到了改进遥

4 结论

林木的树高生长与立地条件关系密切袁 选取 9项

立地因子袁采用打分法对各因子进行量化处理后袁运用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各立地因子与优势高的关联

度袁结果符合林木生长与立地因子的生物学规律遥

根据关联度来计算各立地因子在总分值中的权

重袁 将每块标准地各因子的值乘以相对应得权重袁得

到各标准地的立地因子总分值 B遥 本研究采用人工神

经网络和 Richards方程两种方法建立优势高生长模

型袁把总分值 B分别加入两个模型中进行比较袁实验

结果表明模型的精度都得到了改进遥 可见袁在建立优

势高生长模型时袁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结合立地因子

是可行的袁今后可尝试应用到其他与立地因子关系密

切的林分模型的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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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遥 经

济发展虽然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袁但也对资源尧生态

和环境造成了伤害遥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

理念和模式袁逐渐受到大家的重视遥武夷山市地处海西

腹地袁距离新兴的武夷新区二十多公里袁是世界野双遗

产冶地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遥 因此袁对武夷山市

进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遥

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冶是我国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目标之一遥许多学者对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大

量研究遥 曹利军等[1]探讨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设置

的原则尧筛选的方法遥 余振文[2]采用生态足迹法袁通过

计算生态盈余和生态赤字评价 1999要2009年武夷山

市的可持续发展程度遥该方法可以看作是一个对当前

状态的照相机袁但是不能够明确地表示可持续发展的

程度遥 孙玥等[3]基于能值分析构建了辽宁省生态经济

系统评价体系袁 全面评估了 2000要2010 年辽宁省生

态经济系统的发展趋势以及可持续性遥该方法考虑全

面袁但其原理涉及热力学知识遥

数据包络模型(data envoelopment analysis, DEA)是

一种分析多指标投入尧多指标产出效率问题袁被广泛应

用于学校[4]尧旅游[5]尧金融[6]尧医疗[7]等方面的效率评价模

型遥 把每年武夷山市的可持续发展系统视作 DEA模

型中的一个决策单元袁 比较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

率袁是独具优势的遥 与传统的综合评价方法相比袁最突

出的优点是由决策单元的实际数据求得的最优权重袁

具有很强的客观性遥 如果投入产出的指标过多袁各个

指标之间往往相互关联遥 可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渊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冤对评价指标体系

中的复杂指标进行降维遥郑航等[8]验证了 PCA和 DEA

相结合的方法能减少有效的决策单元数量袁增加有效

单元的区分度遥因此袁本文采用 PCA和 DEA相结合的

方法评价武夷山市近十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遥

1 PCA_DEA模型

1.1 PCA模型

PCA是一种降维的方法遥可以将多个具有一定相关

性的指标转化为少数综合性的指标渊即主成分冤遥 这些主

成分包含了原始指标的大部分信息袁并且互不相关遥

计算步骤如下院

(1)对 p 个原始指标的数据标准化曰

收稿日期院2019-11-14

基金项目院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1710397018)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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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 姿1逸姿2逸噎逸

姿p逸0及其特征向量 e1袁e2袁噎袁ep曰

(3)计算特征值 姿i渊j=1,2,噎,p冤的信息累积贡献率 lk

lk =

k

i=1

移姿i

p

i=1

移姿i

,渊k=1,噎,p冤

一般选取累计贡献率达到 85%以上的前 k 个主

成分遥

(4)计算主成分载荷 aik

aik=
a
*

ik

p

k=1

移a
*2

ik姨
其中袁a

*

ik= 姿i姨 eij 袁渊i,j=1,噎,p冤

(5)k 个主成分表达式院

Fi=a1iX1+a2iX2+噎+apiXp渊i=1,噎,k冤

1.2 DEA模型

DEA 是以野相对效率冶概念为基础袁对多指标投入

和产出的系统进行评价的较为有效的方法遥

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数学模型[10]为

max
u
T

Yj0

淄
T

Xj0

s.t.

u
T

Yj

淄
T

Xj

臆1袁j=1袁2袁噎袁n

u逸0袁淄逸0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1)

其中袁向量 Xj袁Yj渊j=1袁噎袁n冤分别表示决策单元 j

的输入尧输出向量袁淄和 u分别表示输入尧输出权值向

量遥

通过 Charnes-Cooper变换将模型(1)转化为等价

的线性规划模型

max V
C
2

R
=滋

T

Yj0

s.t.

棕
T

Xj-滋
T

Yj逸0袁j=1袁2袁噎袁n

棕
T

Xj0=1

棕逸0袁滋逸0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2)

对于 C2R 模型 (2)袁有如下定义[10]:

定义 1渊弱 DEA有效冤 若公式 (2)的最优目标值

V
C
2

R
=1袁则称决策单元 j0是弱 DEA有效的遥

定义 2渊DEA有效冤 若公式 (2)存在最优解 棕*>0袁

滋*>0且 V
C
2

R
=1袁则决策单元 j0是 DEA有效的遥

如果考虑规模报酬可变袁 即 BC2模型遥 该模型将

C2R模型中的综合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遥

2 实证分析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可持续发展是对经济尧社会和环境等系统相互协

调尧相互影响的一个反映袁涵盖人类社会尧经济发展以

及环境资源等的各个方面遥 遵循吴凡等[11]提出构建城

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需要遵循的科学性尧合理

性尧系统性尧可比性尧开放性等 5个原则袁分别选取资

金投入尧 人力资源投入尧 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等 4

个二级指标的 13个因素作为投入指标袁经济发展尧人

口及人民生活尧 基础设施建设等 3个二级指标的 19

个因素作为产出指标渊表 1冤遥 其中考虑武夷山市是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袁特别设置了旅游总收入尧社会服

务业投资额尧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影视业投资额

等指标遥

表 1 武夷山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Indicator syste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essment in Wuyishan city

投入
指标

资金
投入
指标

公共财政支出渊万元冤袁实际利用外资渊验资报告口
径冤渊万美元冤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渊万元冤袁社
会服务业投资额渊万元冤袁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广
播影视业投资额渊万元冤曰

人力资
源投入
指标

全社会年末从业人员 渊万人冤袁 地方企事业单位
渊含非公企业冤专业技术人员数渊人冤曰

资源消
耗指标

单位 GDP能耗渊t/万元冤袁单位 GDP电耗渊kw窑h/万
元冤曰

环境污
染指标

工业废水排放量渊万 t冤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渊万
t冤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渊t冤袁工业烟渊粉冤尘排放
量渊t冤曰

产出
指标

经济发
展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GDP)渊万元冤袁人均生产总值渊元冤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渊万元冤袁 公共财政总收入
渊万元冤袁旅游总收入渊亿元冤曰

人口及
人民生
活指标

常住人口数渊万人冤袁人口城镇化水平渊%冤袁学龄
儿童入学率渊%冤袁义务教育巩固率渊%冤袁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渊元冤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渊元冤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渊元冤袁农村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渊元冤曰

基础设
施建设
指标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渊m2冤袁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渊m2冤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袁专任教师数
渊人冤袁卫生技术人员数渊人冤袁医疗病床数渊张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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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原始数据的处理

根据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袁从武夷山市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尧南平市统计年鉴尧福建省统计

年鉴中搜集 2010要2019年的数据遥 对于部分缺失的

数据袁采用一次指数平滑法或新陈代谢灰色预测法进

行预测遥 为了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袁对数据做 Z-

score标准化曰同时将指标同趋化袁即将成本型指标转

化为效益型指标[12]遥

2.3 投入产出指标主成分的提取

从系数相关矩阵可以知道袁 投入指标的 13个变

量之间相关性较强遥 因此有必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进行降维遥 运用 SPSS软件计算后得到的各因子对总

体方差的贡献率见表 2遥

1 11.006 84.660 84.660 11.006 84.660 84.660
2 1.148 8.830 93.490 1.148 8.830 93.490
3 0.418 3.215 96.705
4 0.264 2.031 98.736
5 0.069 0.531 99.267
6 0.055 0.427 99.694
7 0.023 0.177 99.871
8 0.014 0.109 99.981
9 0.002 0.019 100.000
10 0 0 100.000
11 0 0 100.000
12 0 0 100.000
13 0 0 100.000

表 2 解释的总方差渊投入指标冤

Tab.2 Explains the total variance (input indicator)

由表 2可以看出前 2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

93.49%袁分别记为 I1尧I2遥同理可得袁产出指标前 3个主

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 94.245%袁 分别记为 O1尧O2尧O3遥

投入产出主成分载荷见表 3遥

表 3 投入产出主成分载荷

Tab.3 Input-output principal component loads

公共财政支出 0.297 9 -0.011 4 地区生产总值(GDP) 0.270 7 -0.068 2 -0.003 9

实际利用外资渊验资报告口径冤 0.034 1 -0.911 8 人均生产总值 0.270 9 -0.059 8 -0.016 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0.278 7 -0.081 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271 1 -0.0462 -0.025 2

社会服务业投资额 0.279 6 -0.106 1 公共财政总收入 0.252 3 0.186 8 -0.004 9

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影视业投资额 0.282 5 -0.170 2 旅游总收入 0.239 7 -0.223 8 0.063 6

全社会年末从业人员 0.299 8 -0.011 6 常住人口数 0.179 1 -0.372 6 0.276 1

地方企事业单位渊含非公企业冤专业技术人员数 0.300 2 -0.072 7 人口城镇化水平 0.268 2 -0.090 1 -0.032 0

单位 GDP能耗 0.300 4 -0.031 0 学龄儿童入学率 -0.113 3 -0.032 7 0.862 3

单位 GDP电耗 0.270 3 -0.045 6 义务教育巩固率 -0.217 8 0.161 6 -0.092 5

工业废水排放量 0.296 6 0.102 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271 3 -0.044 6 0.038 3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0.279 6 0.193 1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0.267 4 -0.070 9 -0.079 1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0.286 7 0.232 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271 2 -0.058 4 0.009 3

工业烟渊粉冤尘排放量 0.287 9 0.106 4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0.269 2 -0.060 0 -0.058 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140 3 -0.384 0 0.022 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188 2 0.356 2 0.183 3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244 8 0.132 1 -0.110 9

专任教师数 -0.167 8 -0.365 2 0.143 1

卫生技术人员数 0.177 9 0.392 5 0.200 3

医疗病床数 0.168 8 0.370 4 0.21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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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投入变量尧产出变量的综合得分见表 4遥

表 4 综合得分

Tab.4 Composite score

从投入产出指标的时间序列图渊图 1冤可以看出袁

武夷山市近 10年的投入尧产出虽有波动袁但总体都呈

上升趋势遥因此不能把产出作为唯一评价的指标袁应该

注重投入和产出的效率问题袁即通过 DEA方法分析武

夷山市每年生产点偏离 DEA生产前沿面的程度遥

图 1 投入产出指标的时间序列图

Fig.1 Time series of input-output indicators

2.4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DEA综合评价

把武夷山市每一年的可持续发展系统视作 DEA

模型中的 1个决策单元 DMU袁 进行 DEA综合评价遥

由于主成分的综合得分以负数居多袁 会对 DEA分析

产生影响遥 因此在进行 DEA分析之前袁需要先对综合

得分进行归一化处理袁使用 Mapminmax函数将得分映

射至[0袁1]区间遥

将归一化后的 5个主成分运用 DEAP 2.1软件分

析袁结果见表 5遥

表 5 DEA评价结果

Tab. 5 Results of DEA evaluation

渊1冤纯技术效率渊PTE冤分析

纯技术效率表示技术因素对投入产出效率的影

响程度遥 从表 5 可知袁2010尧2011尧2013尧2015尧2018尧

2019年的纯技术效率为 1袁说明这些年份武夷山市生

产点位于生产前沿面上袁 投入合理袁 没有效率损失遥

2012尧2014尧2016尧2017年非纯技术效率有效袁 说明存

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遥 但除了 2016年以外最多只

有不到 10%左右的投入未获得应有产出袁调节的尺度

不应过大遥

渊2冤规模效率渊SE冤分析

规模效率测量决策单元现有的规模与最佳规模

的差距遥 从表 5可知袁2012年至 2017年袁武夷山市都

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袁 适当增加投入将会提高产

出遥从 2018年起袁每年的规模效率值都为 1袁规模大小

适宜遥 适度的投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遥

渊3冤综合效率渊TE冤分析

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为综合效率遥 本文

采用的投入导向模型是从投入的角度测试在给定产

出的条件下袁使决策单元投入最少的能力遥 从表 5可

知袁 武夷山市近 10年的综合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遥

2014要2017年虽然非 DEA有效袁但都规模收益递增袁

处于可持续发展轨迹上遥 其中 2016年下降较大袁发展

可持续不理想袁但 2018尧2019年的综合效率值达到 1袁

都是 DEA有效的袁实现了相对最高的投入产出效率袁

社会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遥

渊4冤松弛变量分析

表 6 投入产出松弛变量

Tab. 6 Input-output slack variables

从表 6可知袁只有 2012年投入指标存在冗余袁应

2010 0 0 0 0 0

2011 0 0 0 0 0

2012 0 0.166 0.013 0 0.039

2013 0 0 0 0 0

2014 0 0 0 0.044 0.104

2015 0 0 0 0 0

2016 0 0 0 0.065 0

2017 0 0 0 0.050 0

2018 0 0 0 0 0

2019 0 0 0 0 0

2010 -3.12 -1.41 -2.96 -5.92 -2.25 -0.09 -4.92
2011 -2.14 0.84 -1.86 -4.29 -1.62 0.38 -3.54
2012 -1.07 2.33 -0.75 -3.03 1.06 0.20 -2.11
2013 0.24 1.18 0.32 -0.64 3.48 1.25 0.21
2014 0.61 0.53 0.60 -0.67 1.24 -1.21 -0.36
2015 1.84 0.11 1.67 0.86 1.08 -1.21 0.78
2016 3.95 1.71 3.74 1.30 0.33 0.27 1.07
2017 4.70 0.84 4.33 2.81 -0.59 0.65 2.07
2018 5.52 -0.40 4.96 4.21 -0.87 -1.53 2.96
2019 6.38 -0.02 5.78 5.39 -1.87 1.29 3.85

2010 1.000 1.000 1.000
2011 1.000 1.000 1.000
2012 0.963 0.976 0.987 irs
2013 1.000 1.000 1.000
2014 0.920 0.982 0.937 irs
2015 0.996 1.000 0.996 irs
2016 0.816 0.831 0.982 irs
2017 0.905 0.915 0.990 irs
2018 1.000 1.000 1.000
2019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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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aluation on Wuyishan City爷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N Qian, SHI Yunfang, ZHANG Fanfan, LIAO Liwen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With the data of Wuyishan city from 2010 to 2019,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hich contains two
types of input indexes and three types of output indexes. On this basis, we use the method of PCA and DEA to evalu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Wuyishan city within ten year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Wuyishan city h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e

validity of the pure technology efficiency and the scale efficienc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Wuyishan

city.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CA model; DEA model曰Wuyishan city

提高外资的利用率遥 产出指标的不足主要是由于

2014尧2016尧2017年常住人口数增加过快袁造成人均城

市道路面积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减少袁降低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遥

3 结论

以资金投入尧人力资源投入尧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

染作为投入指标袁经济发展尧人口及人民生活尧基础设

施建设作为产出指标袁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袁 采用 PCA

与 DEA相结合的方法对武夷山市 2010要2019年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遥 DEA分析方法是一种结构简

单尧 使用方便尧 解决多目标决策问题的较为有效的办

法袁还可以通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研究改进的方向袁

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遥 可持续发展体系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袁涉及的众多指标信息重叠袁因此对投入产出指标

运用 PCA方法进行降维也是相当必要的遥

从 DEA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武夷山市近 10年来

综合效率呈整体上升趋势袁 最近两年都是 DEA有效袁

投入产出达到了最优遥 2019年袁武夷山市生产总值达

到 207.116 1亿元袁是 2010年的 3.15倍袁增幅位列全

南平第一袁各个产业也是呈增长的趋势遥能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逐年降低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居南平市第一遥事

实证明武夷山市在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稳步前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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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袁是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的助推器遥20世纪初袁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巨大浪潮袁

全球的城镇化进程开始突飞猛进发展遥 进入 21世纪

以后袁中国的城镇化也得到了快速推进袁成为中国经

济增长的助推器遥 2014年国家提出了叶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2014要2020 年)曳袁明确提出了要走新型城镇

化道路尧注重城镇化质量的要求袁这标志着中国的城

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遥 十二五以来袁泉州加快健全完

善城镇化建设制度体系的步伐袁先后制定出台 叶泉州

市新型城镇化规划 渊2014要2020年冤曳叶泉州市新型城

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曳 等制度措施袁提

出走以人为本尧四化同步尧优化布局尧生态文明尧传承

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遥泉州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

推进袁 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袁2018年泉

州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6.6%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 467.98亿元袁连续 20年排名福建省第一遥 然而袁泉

州新型城镇化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袁新型

城镇化的整体质量亟待提升遥 为此袁本研究在明确新

型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袁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袁 根据泉州市 2003要2018年的

相关统计数据袁采用熵值法对泉州市新型城镇化的发

展质量进行评价袁并根据所得结论就如何提升泉州市

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提出对策建议遥 该研究对于规划泉

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袁加快泉州社会经济发展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1 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1.1 新型城镇化概述

城镇化不是指城市产生尧发展与消亡袁而是特指

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出现尧发展和壮大袁农村人口

和非农产业向城镇快速集聚的现象遥 随着城镇化的不

断推进袁城镇先进的生产方式尧生活方式不断向农村

传播尧渗透和扩散袁从而使农村和城市经济尧社会发展

实现现代化袁最终达到共同繁荣的社会历史过程遥 区

别于传统城镇化的典型特征袁新型城镇化是根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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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现实国情探索出的一种新的城镇发展模式袁它

被赋予全新的内涵遥2014年袁国务院印发的叶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2014要2020年)曳中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解

释是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袁以提高质量为关键袁以体

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冶袁走野以人为本尧四化同步尧优化布

局尧 生态文明尧 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

路冶遥 野新型城镇化冶是在野城镇化冶概念的基础上的进

一步延伸遥 国内学界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袁比

如袁简新华[1]提出新型城镇化的野新冶主要体现在以人

为核心尧以提高质量为关键尧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首要

任务等十大方面遥 张占斌[2]认为新型城镇化的野新冶主

要体现在新核心尧新理念尧新动力尧新方式尧新格局尧新

重点等六个方面遥 陈肖飞等[3]认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

任务之一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等遥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

内涵袁本文采用梁振民[4]的观点袁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

新型工业化为基本动力袁统筹兼顾城乡发展袁其核心

是野以人为本冶袁重点是提高城市生态化尧城市现代化尧

农村现代化水平袁目标是提高城镇化质量遥 新型城镇

化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综合构成的城镇化体系袁有别于

传统城镇化袁它就是要走出一条坚持野以人为本冶的发

展理念袁注重城乡统筹发展袁以资源集约利用为抓手袁

以新型工业化作为发展动力实现野以工促农尧以城带

乡冶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城镇化道路遥

1.2 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袁就将

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袁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冶作为单

独任务重点列出袁这表明野注重质量冶的城镇化袁已成

为我国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主体目标诉求遥21世纪初以

来袁 国内学界逐渐开始关注城镇化质量方面的研究袁

明确提出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与构成要素袁 如 2013

年叶中国经济周刊曳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

究所联合发布的叶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曳提出袁城镇化

质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袁它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反映

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袁 从构成要素看袁城

镇化质量又可分为经济城镇化质量尧社会城镇化质量

和空间城镇化质量遥 不少学者以此为参照袁从城镇化

多维表现形式来理解城镇化质量袁如曹飞[5]尧孙旭等[6]尧

陈晓华[7]尧曹文明[8]等遥 在把握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及构

成要素基础上袁结合新型城镇化的特点袁笔者认为新

型城镇化质量是院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袁经济结构优

化与合理袁空间设施建设完善袁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

水平提高袁居民素质和城市文明提升尧生态环境和谐

等各种要素的实现程度[4]遥 新型城镇化质量具体包含

人口城镇化质量尧经济城镇化质量尧社会城镇化质量尧

生态环境质量和城乡统筹发展质量等 5个方面的内

容遥 由此可见袁新型城镇化质量是一个复杂系统袁只有

从多方面尧多角度对其进行评价袁才能全面尧深刻地分

析问题袁为新型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遥

新型城镇化质量更加丰富了城镇化的内涵袁 它在

强调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的同时也注重效率的提升[9]遥

以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及构成要素为理论依据袁结

合泉州的实际情况袁本研究遵循代表性尧系统性尧可行

性原则袁构建了由人口城镇化质量尧经济城镇化质量尧

社会城镇化质量和城乡统筹发展质量 4个二级指标

以及人均 GDP尧 非农产业比重等 16项三级指标所构

成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袁见表 1遥 理论上袁新型

城镇化质量还应包括生态环境质量袁但由于泉州早期

统计体制的不健全袁笔者未能获取该方面的连续性统

计数据袁故该层面不予考虑遥 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具

体构成如下院渊1冤人口城镇化质量袁新型城镇化是野人

的城镇化冶袁 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核

心任务袁 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不断集聚的过程袁

也包括城镇密度与规模的扩大袁 人口素质的提高袁该

层面由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尧人口密度和每万人在校大

学生数等指标反映曰渊2冤经济城镇化质量袁经济基础是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袁但新型城镇

化对经济发展赋予了经济高效和结构优化的全新内

涵与要求袁该层面由人均 GDP尧非农产业比重尧劳动生

产率尧R&D投入占 GDP比重尧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等

指标反映[10]曰渊3冤社会城镇化质量袁其主要反映社会公

共服务功能的改进和完善袁 表征人类文明进步程度袁

该层面要求政府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更高水平

的医疗尧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等袁由人均固定资产投

资额尧每万人拥有公路里程尧每万人拥有专任教师数尧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尧人均文教科文经费等指

标反映曰渊4冤城乡统筹发展质量袁该层面意指城镇化的

空间协调度袁即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袁由城乡居民可

支配收入比值尧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值尧城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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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恩格尔系数比值等指标反映遥

表 1 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Tab.1 Evaluation system of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表 1中,标有野-冶号的指标表示逆向指标袁即城乡

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尧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值以

及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值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负向指

标遥 这三个指标的比值越大袁城乡协调程度越低袁城镇

化质量也就越低遥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尧人口密度尧人均

GDP尧R&D投入占 GDP 比重渊%冤等四个指标可以从

历年叶泉州统计年鉴曳直接得到袁其他指标利用相关公

式计算求得遥其中袁非农产业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袁 劳动生产

率=GDP/全社会从业人员数,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袁城乡

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值=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农

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袁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值=城

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袁每万人在校

大学生数尧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尧每万人拥有公路里

程尧每万人拥有专任教师数尧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

员数尧 人均文教科文经费等指标均按常住人口计算遥

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袁

这标志着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进入了科学发展时期袁城

镇化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袁

且由于未能获得 2003年以前泉州市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尧 全社会从业人员数等指标的原始数据袁 选取

2003要2018年作为研究的时段遥

2 泉州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的实证分析

2.1 研究方法

运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水平测度时袁最关键

的问题是如何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科学赋值遥 熵值

法是一种对评价指标进行客观赋权的数学方法袁主要

用来衡量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遥 如果评价体系中某指

标的数值全部相等即离散程度为零袁那么它对综合评

价就没有影响遥 当指标数值离散程度越大时袁该指标

的权重也应越大袁 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就会更显著遥

本文选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袁并结合加权求和

法对泉州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评价遥 熵值法完

全依赖于指标数值自身提供的信息量确定各指标的

权重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科学性遥 其测算步骤如下院

渊1冤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X={Xij}渊i=1,2,噎,n;j=

1,2,噎,m冤袁其中 Xij为第 i个方案第 j 个指标的数值遥

渊2冤数据的标准化处理遥 熵值法中标准化法较多袁

本文采用极值法遥 为了避免求熵值时对数的无意义袁

需要进行数据平移遥

对于正向指标:

Xij

'

=
Xij -min渊X1j 袁X2j 袁噎袁Xnj 冤

max渊X1j 袁X2j 袁噎袁Xnj 冤-min渊X1j 袁X2j 袁噎袁Xnj 冤
+1渊1冤

对于负向指标:

Xij

'

=
max渊X1j 袁X2j 袁噎袁Xnj 冤-Xij

max渊X1j 袁X2j 袁噎袁Xnj 冤-min渊X1j 袁X2j 袁噎袁Xnj 冤
+1渊2冤

为了方便起见袁仍记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为 Xij 遥

渊3冤计算第 j项指标下第 i个方案占该指标的比重

Pij=Xij

n

i=1

移Xij 渊j=1,2,噎,m冤遥

渊4冤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k伊
n

i=1

移Pijln渊Pij冤其

中 k=1/ln(n)表示调节系数袁以保证 0臆ej臆1遥

渊5冤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gj=1-ej袁gj越大说

明指标的重要性越大遥

渊6冤计算第 j项指标的权重院

Wj=gj

m

j=1

移gj袁 j=1,2,噎,m 遥

渊7冤计算各方案的综合得分院Si=
m

j=1

移Wj伊Pij渊i=1,2,噎,n冤遥

新型
城镇化
质量

人口城镇化
质量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渊%冤尧人口密度渊人/
平方公里冤尧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渊人冤

经济城镇化
质量

人均 GDP渊元冤尧非农产业比重渊%冤尧劳
动生产率 渊万元/人 冤尧R&D 投入占
GDP比重渊%冤尧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
渊元冤

社会城镇化
质量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渊元冤尧每万人拥
有公路里程渊km冤尧每万人拥有专任教
师数渊人冤尧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数渊人冤尧人均文教科文经费渊元冤

城乡统筹
发展质量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渊-冤尧城乡居
民生活消费支出比值渊-冤尧城乡居民恩
格尔系数比值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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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熵值法的泉州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

根据熵值法的计算步骤袁 首先对泉州市 2003要

2018年间如表 1所示的 16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袁除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尧城乡居民

生活消费支出比值以及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值 3 个负

向指标用公式渊2冤进行标准化外袁其他指标均采用公

式渊1冤遥 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出人口城镇化质量尧

经济城镇化质量尧社会城镇化质量和城乡统筹发展质

量等准则层各指标的权重袁再加权求和得到各准则层

的综合得分袁然后以此为基础采用同样方法计算出各

准则层在泉州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中的权重袁最后

加总求得泉州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得分遥 各指标

及各准则层的权重如表 2所示袁各准则层及目标层的

得分如表 3和图 1所示遥

表 2 泉州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权重值

Tab.2 Weight value of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in Quanzhou

表 3 泉州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

Tab.3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score in Quanzhou

图 1 泉州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折线图

Fig.1 Line chart of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score in Quanzhou

2.2.1 泉州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总体评价

2003年以来泉州新型城镇化质量总体呈上升趋

势袁 质量得分从 2003年的 0.048 7增加到 2018年的

0.085 7袁年均增速为 3.836 4%袁说明泉州市新型城镇

化的发展质量在不断提升遥 在发展时间上泉州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质量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遥

第 1阶段为 2003要2011年袁 该阶段泉州市新型

城镇化质量得分缓慢增长袁年均增长 2.390 7%遥 由图

1可知袁 这一期间内泉州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曲线

较为平缓袁虽然增长速度不快袁但总体上保持较好发

展态势袁这主要受益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一系列政

策和制度遥 比如 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

人口城镇化质量

渊0.219 8冤

城镇化率 0.448 6

人口密度 0.322 2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0.229 3

经济城镇化质量

渊0.237 6冤

人均 GDP 0.187 5

非农产业比重 0.152 0

劳动生产率 0.186 0

R&D经费占 GDP比重 0.269 3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 0.205 2

社会城镇化质量

渊0.275 8冤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0.198 5

每万人拥有公路里程 0.161 6

每万人拥有专任教师数 0.211 9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0.216 9

人均文教科卫经费 0.211 1

城乡统筹发展质量

渊0.266 8冤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0.360 2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0.457 3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 0.182 5

2003 0.040 7 0.042 9 0.044 3 0.066 2 0.048 7

2004 0.043 8 0.043 4 0.045 0 0.063 1 0.048 8

2005 0.045 9 0.045 7 0.046 5 0.059 4 0.049 1

2006 0.049 2 0.048 4 0.049 8 0.057 3 0.050 7

2007 0.051 6 0.051 0 0.050 8 0.053 7 0.051 0

2008 0.054 6 0.054 0 0.052 8 0.052 2 0.052 5

2009 0.058 4 0.057 5 0.053 2 0.050 3 0.053 7

2010 0.065 1 0.060 0 0.055 2 0.049 7 0.056 2

2011 0.067 2 0.063 5 0.061 8 0.048 0 0.058 9

2012 0.068 9 0.067 4 0.065 4 0.050 1 0.061 9

2013 0.070 7 0.072 0 0.069 7 0.055 3 0.066 4

2014 0.073 1 0.074 6 0.074 6 0.072 0 0.074 4

2015 0.076 3 0.076 3 0.079 1 0.076 2 0.078 2

2016 0.076 4 0.077 5 0.081 0 0.077 2 0.079 4

2017 0.078 2 0.081 1 0.085 4 0.084 3 0.084 2

2018 0.079 9 0.084 8 0.085 4 0.085 0 0.08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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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科学发展观袁明确了我国城镇化发展要坚持野以

人为本尧可持续冶的发展方向曰2007年袁党的十七大报

告进一步提出按照统筹发展尧布局合理尧节约土地尧功

能完善尧以小带大的原则袁促进中大小城市和小镇协调

发展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袁中国的城镇化建

设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曰2010年袁 泉州市政府出台

叶泉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要2030)曳袁并按照泉州地区

及产业分布特色袁对市尧县尧镇的发展规划进行差异化

定位[11]曰2010年袁泉州市委尧市政府提出了实施城市建

设战役尧小城镇改革发展战尧重点项目建设战役尧新增

长区域发展战役尧以及民生工程战役等野五大战役冶的

战略部署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袁有力地促进了泉州城

镇化的发展遥但由于这一阶段处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发

展道路的探索阶段袁总体上延续了与传统的经济发展

方式直接相关的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袁城镇化的特

点以规模扩张为主袁质的提升不足袁因而城镇化质量

得分增长速度较缓慢遥

第 2阶段为 2012要2018年袁 泉州新型城镇化发

展质量得分增速明显加快袁年均增长 5.513 6%遥 该阶

段泉州市新型城镇化走上质量与速度齐头并进尧以提

升质量为主的转型提升发展道路袁城镇化整体质量大

幅度提高袁人口城镇化尧经济发展尧社会发展尧环境保

护尧城乡统筹等方面都进入到良性循环的时期遥 这一

时期中央和省尧市各级政府进一步发挥政策的指挥棒

作用袁加强资金等多方面投入袁同时注重发挥社会力

量共同推动城镇化提质增速遥比如袁2012年袁十八大以

来的第一次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应该积极稳妥推

进城镇化袁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袁这说明我国要摒弃

野规模扩张冶的传统城镇化道路袁开始探索追求质量发

展的城镇化道路遥2014年袁国家提出了叶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2014要2020年)曳袁明确提出要注重城镇化质量

的提升遥 与此同时袁泉州市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袁不

断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路径袁制定出台了

一系列措施或政策袁 不断加大推动力度遥 比如袁2012

年袁泉州市委尧市政府提出了野美丽乡村冶五年计划袁以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速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遥 2013年

初袁泉州市委尧泉州市政府出台叶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化

发展的实施意见曳袁从加快城镇建设尧加强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着手袁全面

提升城镇化水平遥2014年 9月袁叶泉州市新型城镇化规

划 渊2014要2020年冤曳 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尧优化城镇布局形态尧强化城镇化发展产业支撑等

多方面谋划了未来几年泉州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遥

2016年叶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

方案曳从推进人口管理制度改革尧有序推进就地城市

化尧有序推进就地城市化等等方面袁积极稳妥扎实推

进全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袁促进城镇化健康协调发

展遥 2018年开始至 2020年袁 泉州市财政每年安排 6

100万元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遥 这一系列措施都为

2012年以来泉州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快速提升提供了

强而有力的支撑遥

2.2.2 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各系统质量评价

2003年以来泉州新型城镇化的良好发展态势得

益于人口城镇化尧经济城镇化尧社会城镇化和城乡统

筹发展等几个要素的共同发力袁各层面的发展质量具

体表现如下院

人口城镇化质量方面袁 得分逐年稳步增加袁从

2003年的 0.040 7增加到 2018年的 0.079 9袁 年均增

长 4.609 4%遥 该层面由城镇化率尧人口密度和每万人

在校大学生数等指标共同反映袁 具体来说袁2018年泉

州常住人口有 870万人袁其中城镇人口达 579.4万人袁

城镇化率从 2003年的 45.9%增加到 66.6%袁略高于福

建省的整体水平渊65.8%冤袁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

水平渊60%冤曰人口密度从 697人/平方公里增加到 801

人/平方公里袁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从 57.516 5人增

加到 149.765 5人遥 反映了泉州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吸

引了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袁 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袁市

民文化素质不断提升遥

经济城镇化质量方面袁2003要2018 年袁 得分从

0.042 9增加到 0.084 8袁年均增长 4.651 8%遥 该层面

由人均 GDP尧非农产业比重尧劳动生产率尧R&D投入

占 GDP比重尧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等指标共同反映遥

具体来说袁2003要2018年袁 人均 GDP从 16 124元增

加到 97 614 元 袁 非农产业比重从 93.1%增加到

97.6%袁 其中第二产业比重从 56.9%增加到 57.7%袁第

三产业比重从 36.2%增加到 39.9%袁 劳动生产率从

3.118 7万元/人增加到 13.248 4万元/人袁R&D经费占

GDP比重从 0.35%增加到 1.12%,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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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从 5 731.84元增加到 39 171.15元遥 泉州市民营经

济活跃袁 发展迅猛袁 全市 GDP规模持续位居全省第

一遥 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功能完善袁提升城镇化质量曰城

镇化的集群效应和辐射效应又能够带动经济持续增

长袁形成良性互动遥

社会城镇化质量方面袁2003要2018年得分从 0.044 3

增加到 0.085 4袁发展态势可分为两个阶段院一是 2011

年之前袁这阶段增长速度相对平缓袁年均增长 3.2%曰

二是 2011年之后袁这阶段增长较快袁年均增长 4.128 3%遥

该层面由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尧 每万人拥有公路里

程尧每万人拥有专任教师数尧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

员数尧人均文教科文经费等指标共同反映袁具体来说袁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从 3 678.73 元增加到 54 130.8

元袁 人均文教科卫经费从 12.860元增加到 3 169.376

元袁年均增长 225.465元袁年均增长率为 48.197%曰万

人拥有公里历程从 13.83公里增加到 20.34公里袁万

人拥有专任教师数从 90.83人增加到 110.57人袁每万

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从 17.05人增加到 45.96人遥

以上反映了 2003 年来泉州市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袁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袁从而使城镇化野量冶上增加的同时野质冶也不断提

升遥

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

则袁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变就是要由偏重城市

自身发展向注重城乡统筹发展转变遥 泉州市该层面的

得分变化趋势是先下降再上升袁在 2003年至 2011年

期间得分较低并持续下降袁即从 0.066 2降到 0.048 0袁

年均减少 4.087 2%袁说明这一阶段城乡协调发展情况

不理想袁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遥 从 2012年起这一局

面得到较大改变袁得分开始以较快速度攀升袁从 2011

年的 0.048 0增加到 0.085 0袁 年均增长 8.499 7%袁呈

现了城乡发展加速融合的态势遥 该层面由城乡居民可

支配收入比值尧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值尧城乡居

民恩格尔系数比值等指标反映袁具体来看袁城乡居民

可支配收入比从 2003年的 2.15上升到 2012年达到

顶峰值 2.71袁而后不断下降袁到 2018 年降至 2.27曰城

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值 2003要2011年基本保持在

高水平袁 到 2012年开始缓慢下降袁 到 2018年降至

1.82曰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值一直不断降低袁从 0.90

下降到 0.79遥

3 结论与建议

从人口城镇化尧经济城镇化尧社会城镇化和城乡

统筹发展等 4个层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

系袁 采用熵值法对泉州市 2003要2018年的新型城镇

化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遥 结果表明袁2003年以来泉州

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总体上不断增加袁说明随着新

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袁泉州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

断迈向新台阶遥 具体来讲袁泉州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可

分为两个发展阶段院第 1阶段为 2003要2011年袁泉州

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呈缓慢增长曰 第 2阶段为 2012要

2018年袁泉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快速提升遥 从新型

城镇化的各子系统来看袁人口城镇化尧经济城镇化和

社会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曰而城乡

统筹发展得分以 2012年为转折点先下降再上升袁呈

现先抑后扬走势袁目前保持良性发展态势遥 不难发现袁

泉州市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整体质量的发展

拐点都是 2012年袁反映了 2012 年以来袁中央和福建

省进一步加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顶层设计袁营造了

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加大各种资源的支持力度袁加上泉

州市自身民营经济活动尧 城镇化基础较好等优势袁泉

州市新型城镇化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袁取得有目共睹

的成绩遥 同时袁我们也应认识到泉州的新型城镇化还

存在不少问题袁例如城镇化空间布局不够合理袁城镇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人居环境水平有待提升袁

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待改善袁相关体制机制还需进一

步完善袁等等遥 泉州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袁应重

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院

3.1 推进城镇差别化发展

中心城区大力推进鲤城区老城区城市更新袁 加强

丰泽区现代服务业尧文化产业等发展袁提升现代化都市

层次遥晋江尧石狮尧南安等经济相对发达袁要加强城镇现

代化和一体化协同发展袁提升产城融合水平袁以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宜居宜业城镇建设遥 加快其他县域城镇发

展水平袁做大做强各地特色产业渊如惠安的石雕尧安溪

的茶产业尧德化的陶瓷和乡村旅游等冤袁提升公共事务

服务水平袁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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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val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ew

Urbanization in Quanzhou City

WU Yushan
(School of Business袁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袁Quanzhou, Fujian 362000冤

Abstract院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regional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袁covering four dimensions such as popu鄄
l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c urbanization, social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overal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

2003 to 2018, the entropy method is adopt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Quanzhou c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wo conclusions are drawn. Firs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Quanzhou city shows a good trend of

steady progress , and goes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with particular features. In the period from 2003 to 2011, the quality of new urbaniza鄄

tion development in Quanzhou city is steadily improved. Then, the quality is rapidly improved from 2012 to 2018. Second, in the aspect of

all subsystems, the quality of urban-rural overall development shows a trend of decline first and then rise, and the other subsystems all

show a trend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som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pushing forward the dif鄄

ferential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owns,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cities and towns by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rtiary in鄄

dustry, boosting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population orderly, and facilitating the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layou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the entropy metho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urban-rural overall development曰Quanzhou city

3.2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推动城镇提档升级

中心城市要推进野退二进三冶袁主要发展旅游业尧

现代服务业尧高新技术产业遥 要立足泉州市民营经济

发达尧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袁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来提

升城镇公共服务能力袁大力发展物联网袁建设智能交

通袁实现服务业信息化袁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袁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袁提升城镇发展的档次和发展后劲遥

3.3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深化户籍改革袁完善全市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

理制度袁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袁制定配套的就业失

业登记尧社会保险尧教育入学等政策袁实现城乡居民社

会福利一体化遥 推广晋江尧石狮的做法袁健全为不愿落

户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有关市民化待遇的制度遥

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袁 完善农民工培训体

系袁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技能遥

3.4 推进产业布局与城镇建设协同互动

科学谋划各类园区建设袁把各类园区纳入城镇统

一规划袁促进园区建设和城市建设有机衔接袁逐步形

成城市以第三产业为主尧工业园区以第二产业为主的

新格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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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绩效评价是现代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的重

要环节袁 是提高房地产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遥

房地产企业应定期对财务经营进行绩效评价袁通过合

理的手段和措施袁提高其盈利能力袁经营能力袁偿债能

力等袁达到改善其经济状况和经营状况袁并且提升市

场竞争力遥

很多学者尝试了各种方法对房地产企业的财务

绩效进行评价遥丁琦等[1]收集 25家 A股上市房地产近

5年的相关数据袁 利用同时包含 DEA方法和 FCE方

法的长处的 DEA-FCE 模型对样本公司进行经营绩

效评估遥董媛[2]以信息熵理论为基础袁构建 D-S广义模

糊软集合方法对我国部分上市房地产公司 2010年的

经营绩效进行评估遥韦晓慧[3]选择我国 66家上市房地

产企业为研究样本袁 利用 DEA三阶段方法对样本企

业 2012要2014年的经营绩效水平进行评估遥 邵铁柱

等[4]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房地产财务绩效进行评价等遥

但是上述研究没有考虑到现实生活中袁决策信息往往

需要以模糊数的形式给出袁而且由于正态分布的普遍

性袁正态模糊数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遥 因为在统计数据

的处理中袁正态模糊数比其他模糊数更能合理地反映

数据的分布袁也是最接近人类思维的遥 在当决策专家

或调查对象较多时袁借助数理统计的方法袁将偏好值

以正态模糊数的形式表示袁这一做法能更全面尧准确

地刻画偏好信息遥

基于公司业绩的相关理论和已有的研究基础,选

择福建省 5家 A股上市的房地产公司为研究对象袁分

析 2015要2020年的财务指标季度数据遥 利用正态模

糊数的分布规律和有序加权平均算子 (OWA) 的聚合

性袁 引入相应的正态模糊有序加权平均 (NFOWA)算

子袁 构建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相应多属性决策模型遥

首先袁通过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绩效评价的分析袁选择

正态模糊大数据决策方法在

财务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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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指标袁构建了包括盈利能力指标尧偿债能力指

标和营运能力指标在内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经营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遥 其次袁将数据根据正态模糊数的分布

特征袁将其进行转化袁并进行数据规范化处理遥 最后袁

将有序加权平均算子拓展至正态模糊环境中袁 得出 5

家公司的综合评价值袁再根据计算结果对房地产业进

行评价与分析遥

1 正态模糊数的概念及性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袁人们通过大量的数据分

析得出的结果将更加现实和准确遥 但是袁海量数据经

常呈现扎推分布的情况袁 往往符合正态分布的规律遥

因此袁Yang 等[5]提出了正态模糊数的概念袁不仅能够

充分保留数据的特征袁还能够更好的刻画模糊概念和

信息袁具有较大的实用性袁因此被广泛研究与应用遥

定义 1[5] 设 R为实数域袁二元数组A觶 =渊琢袁滓冤称

为区间[a袁b ]上的正态模糊数袁其隶属函数为A觶 渊x冤=

e
-渊

x-a
滓
冤
2

渊滓>0冤袁其中均值 琢=
a+b
2
袁标准差 滓=

b-a
2
遥 全

体区间上的正态模糊数的集合记为 IN遥

定义 2[6] 设A觶 ,B觶沂IN记A觶 =渊琢袁滓冤袁B觶 =渊茁袁子冤袁则区

间上的正态模糊数运算法则如下院

渊1冤 A觶 +NB觶 =渊琢袁滓冤+N渊茁袁子冤=渊琢+茁袁滓+子冤

渊2冤姿A觶 =姿渊琢袁滓冤=渊姿琢袁姿滓冤袁姿>0

为了考虑运算的一致性袁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运算法

则袁在上述运算法则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袁给出定义

法则渊2'冤姿A觶 =姿渊琢袁滓冤=渊姿琢袁 姿 滓冤袁姿沂R遥 易知袁上述

正态模糊数的数乘运算渊2'冤具有较好的兼容一致性遥

定义 3 为了比较正态模糊数的大小袁设A觶 ,B觶沂

IN,记A觶 =渊琢袁滓冤袁B觶 =渊茁袁子冤袁则正态模糊数的排序方法[6]

如下院

(1)若 琢>茁袁则A觶酆B觶 曰

(2)若 琢<茁袁则A觶刍B觶 曰

渊3冤若 琢=茁

渊3a冤若 茁<子袁则A觶酆B觶 曰

渊3b冤若 茁=子袁则A觶 ~B觶 曰

渊3c冤若 茁>子袁则A觶刍B觶 遥

为了有效集结正态模糊集的信息袁基于有序加权

平均(OWA)算子 [7]袁引入正态模糊有序加权平均算子

(NFOWA)[7-8]遥

定义 4 设正态模糊数为A觶 ij=渊琢ij袁滓ij冤袁 利用有序

加权平均算子聚合正态模糊数袁结合上述正态模糊数

的数乘运算袁正态模糊有序加权平均(NFOWA)算子的

具体公式如下院

NFOWA=
n

j=1

移wj A
觶
ij =

n

j=1

移wj 渊琢ij袁滓ij冤

=
n

j=1

移渊wj 茁ij 袁wj 子ij 冤 渊1冤

其中袁w=渊w1,噎,wn冤是与 NFOWA 算子相关联的加权

向量袁
n

j=1

移wj =1, wj沂[0,1]且 j=1,2,噎,n袁且渊茁ij 袁子ij 冤是

渊琢ij袁滓ij冤中第 j 大的元素遥

同时袁对于 NFOWA算子的相关权重袁我们采用

单位区间单调 (BUM)函数 [9]来计算袁满足 Q渊0冤=0,

Q渊1冤=1以及 Q渊x冤臆Q渊y冤袁其中 0臆x臆y臆1袁即

wj =Q渊
j
n
冤-Q渊

j-1
n
冤袁j=1,2,噎,n. 渊2冤

该 BUM函数称为模糊语义量化算子袁 其表达式可表

示如下

Q渊x冤=

0,x臆x1

x-x1
x2-x1

,x1臆x臆x2 ,

1,x逸x2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渊3冤

其中 x1袁x2 袁x在[0,1]的范围内遥当我们选择态度特征为

渊0,0.5冤, 渊0.3,0.8冤和渊0.5,1冤时袁模糊语言表示分别为

野至少一半冶袁野更多冶和野尽可能多冶遥

在多属性决策中袁 由于属性指标的大小不同袁单

位不同袁不能直接进行聚合遥 因此袁必须对原始矩阵进

行标准化遥 属性类型一般有收益型尧成本型和固定型遥

其中效益型属性是指属性值越大越好的属性袁成本型

属性是指属性值越小越好的属性袁固定型属性是在指

属性值越接近某个固定值 啄j越好的属性遥为了消除不

同物理量纲对决策结果的影响袁提出针对正态模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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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正态模糊矩阵 T

Tab.1 Normal mode and Matrix T

A 1 (1.052 7,10.274 8) (0.065 5,0.216 2) (0.064 1,0.003 8) (0.013 8,0.000 3) (1.800 9,0.045 7) (0.425 9,0.019 1)

A 2 (0.184 7,11.463 0) (0.118 4,0.119 4) (0.007 8,0) (0.005 3,0) (1.130 0,0.007 7) (0.474 5,0.009 3)

A 3 (0.097 7,1.509 5) (0.295 6,0.482 2) (0.012 8,0.090 4冤 (0.023 7,0.001 3) (1.905 5,0.205 0) (0.285 0,0.023 5)

A 4 (0.602 7,1.781 7) (0.442 5,0.376 8) (0.069 0,0.000 2) (0.039 4,0.001 0) (1.665 0,0.043 6) (0.426 4,0.010 7)

A 5 (0.478 6,3.317 5) (0.172 6,0.187 6) (0.056 8,0.001 4) (0.019 6,0.000 7) (1.796 4,0.074 5) (0.490 9,0.012 1)

的规范化公式遥

定义 5 对正态模糊矩阵 T=渊A觶 ij 冤m伊n中正态模糊

数的均值进行规范化处理遥

对于效益型属性[10]院

琢 ij越
琢ij-min

i
渊琢ij冤

max
i
渊琢ij冤-min

i
渊琢ij冤

渊4冤

对于成本型属性[11]院

琢 ij越
max

i
渊琢ij冤-琢

k

ij

max
i
渊琢ij冤-min

i
渊琢ij冤

渊5冤

对于固定型属性[11]院

琢 ij=1-
琢ij -啄j

max
i

琢ij -啄j
渊6冤

考虑到正态模糊数中的方差标准化问题袁我们提

出了下式改进的方差规范化处理公式遥

滓 ij=
琢ij

max
i
渊琢ij 冤

窑
滓ij

琢ij

=
滓ij

max
i
渊琢ij 冤

渊7冤

正态模糊矩阵 T=渊A觶 ij 冤m伊n经过规范化处理后袁得

到规范化矩阵 T 袁便于进行属性聚合与后续运算遥 经

过上述规范化处理后袁可以保证均值 琢 ij 落在[0,1]之

间袁而不能保证其方差 滓 ij均在[0,1]之间遥因为保留了

原本的均值 琢ij与方差 滓ij之间的某种比例关系袁 这样

才能体现其原本想要传达的信息特征遥

2 大数据决策模型在财务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Step1 样本选取与评价指标的确立

在选择数据样本时袁 利用同花顺 iFinD数据库袁

选取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中福建省房地产板块的 5家

房地产公司袁分别为冠城大通尧三木集团尧泰禾集团尧

阳光城尧中国武夷袁记为 Ai渊i=1,2,3,4,5冤遥

选取 2015要2020年的这 5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

季度数据袁从盈利尧偿债尧成长 3个一级指标下选取了

6个二级财务指标构建了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如图 1遥

图 1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体系

Fig.1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high-tech listed companies

利用上述财务评价指标进行绩效评价多属性决

策分析袁分别设为 G1:净利润同比增长率袁G2院营业总

收入同比增长率袁G3院销售净利润袁G4院净资产收益率袁

G5院流动比率袁G6院速动比率遥 将上述公司的 5年季度

数据利用 SPSS进行分析袁 得出季度数据呈现正态分

布遥 因此袁将其大量数据转化为正态模糊数袁并进一步

采用正态模糊算子进行聚合袁计算每家公司的财务绩

效的综合指标袁并进行排序和财务绩效评价遥

Step2 构造正态模糊矩阵

假设 A=喳a1,噎,am札为决策方案集袁G=喳G1,噎,Gn札是

所有属性构成的集合袁 方案 Ai在属性 Gj下的属性值

为A觶 ij=渊琢ij袁滓ij冤袁二元数组A觶 ij=渊琢ij袁滓ij冤是区间[a,b]上的正

态模糊数袁i=1,2,噎,m袁j=1,2,噎,n遥 正态模糊数A觶 ij表示

第 i个方案 Ai在第 j 个属性下可能的满意度遥

通过选取 2015要2020年的季度数据遥 进行数处

理分析得出上述财务指标数据均呈现近似正态分布

特征袁所以此处假设财务指标服从正态分布遥 将上述

获取的财务数据转化为正态模糊数袁得到如下正态模

糊矩阵 T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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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OWA (0.454 1,0.024 6) (0.039 7,3.644 2) (0.247 8,0.533 1) (0.746,0.744 8) (0.400 7,0.051 5)

表 4 聚合结果

Tab. 4 Aggregate results

表 3 正态模糊数的排序

Tab.3 Normal modulus

A 1 (1,9.760 4) (0.919 9,0.055 1) (0.771 1,0.024) (0.249 3,0.007 6) (0.197 1,0.038 9) (0,0.488 6)

A 2 (0.265 0,0.018 9) (0.140 3,0.269 8) (0.091 1,10.889 4) (0,0) (0,0) (0,0.004)

A 3 (0.891 4,0.107 6) (0.610 3,1.089 7) (0.539 6,0.033) (0.081 7,1.310 1) (0,0.047 9) (0,1.433 9)

A 4 (1,0.002 9) (1,0.025 4) (1,0.851 5) (0.614 9,0.022 9) (0.528 8,1.692 5) (0.197 8,0.021 8)

A 5 (0.800 7,0.020 3) (0.766 0,0.039 1) (0.419 4,0.017 8) (0.398 8,3.151 4) (0.288,0.024 6) (0.284 1,0.424)

A 1 (1, 9.760 4) (0, 0.488 6) (0.919 9, 0.055 1) (0.249 3, 0.007 6) (0.771 1, 0.024 0) (0.197 1, 0.038 9)

A 2 (0.091 1, 10.889 4) (0.140 3, 0.269 8) (0, 0) (0, 0) (0, 0.004 0) (0.265 0, 0.018 9)

A 3 (0, 1.433 9) (0.610 3, 1.089 7) (0.081 7, 1.310 1) (0.539 6, 0.033 0) (0.891 4, 0.107 6) (0, 0.047 9)

A 4 (0.528 8, 1.692 5) (1, 0.851 5) (1, 0.002 9) (1, 0.025 4) (0.614 9, 0.022 9) (0.197 8, 0.021 8)

A 5 (0.398 8, 3.151 4) (0.284 1, 0.42 4) (0.800 7, 0.020 3) (0.419 4, 0.017 8) (0.766 0, 0.039 1) (0.288 0, 0.024 6)

表 2 规范化后的正态模糊矩阵 T

Tab.2 Normalized normal and modulus matrices T

Step3 规范化处理

G1:净利润同比增长率袁G2院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率袁G3院销售净利润袁G4院净资产收益率为效益型指标袁

根据式(4)进行处理遥 而 G5院流动比率和 G6院速动比率

为固定性指标遥 流动比率一般认为在 2左右比较好袁

表示公司有良好的短期偿债能力袁速动比率表示企业

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袁一般保持在 1的水平较好,表明

企业既有好的债务偿还能力袁又有合理的流动资产结

构遥 根据式(6)进行处理袁最终得到规范化后的正态模

糊矩阵 T 遥

Step4 属性权重的确定

利用 BUM函数 [7]袁 计算正态模糊算子的相关权

重袁选择模糊语言量词野更多冶的原则袁即渊0.3,0.8冤袁可

得权重 w=渊0袁0.067,0.333 0,0.333 0,0.267,0冤袁 具体过

程如下所示遥

w1=Q渊
1
6
冤-Q渊0冤=0,w2 =Q渊

1
3
冤-Q渊

1
6
冤=0.067,

w3=Q渊
1
2
冤-Q渊

1
3
冤=0.333,w4=Q渊

2
3
冤-Q渊

1
2
冤=0.333,

w5 =Q渊
5
6
冤-Q渊

2
3
冤=0.267,w6 =Q渊1冤-Q渊

5
6
冤=0,

Step5 对规范化后的正态模糊数进行排序

正态模糊有序加权平均算子是对有序的数组进

行聚合袁利用定义 3的排序法则袁对上述规范化后的

正态模糊数进行排序袁得到如下表 3遥

Step6 利用 NFOWA算子进行聚合

利用正态模糊有序加权平均算子对上述排序后

的正态模糊数进行聚合袁该算子不需要考虑属性间的

权重关系袁能够更好的对其进行聚合袁计算过程如下

式(10)所示遥

NFOWA=
n

j=1

移wj A
觶
ij =

n

j=1

移wj 渊茁ij袁子ij冤=

n

j=1

移渊wj 茁ij袁wj 子ij冤=渊w1茁11+Nw1茁21+噎+Nwn 茁in,

w1子11+Nw1子21+噎+Nwn子in冤 渊10冤

计算得到 5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集成结果, 如下表 4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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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ormal Fuzzy Big Data Decision Method
in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U Qiongling, LIN Jian, ZHANG Shaohan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quarterly financial data of five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in Fujian Province on the A stock market from
2015 to 2020. Based on the financ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the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built. The normal fuzzy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se

five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Key words: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al estate company; normal fuzzy number;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Step 7 排序

根据定义 4袁 对 5家公司最终聚合得到正态模糊

数进行排序袁结果如下院

NFOWA渊A 4冤>NFOWA渊A 1冤>NFOWA渊A 5冤>

NFOWA渊A 3冤>NFOWA渊A 2冤

则有院A 4>A 5>A 1>A 3>A 2

最终得出上述 5家上市公司的排序为院阳光城尧冠城

大通尧中国武夷尧泰禾集团及三禾集团遥 基于以上决策过

程袁得出正态模糊多属性决策算法的框架如图 2所示遥

图 2 正态模糊数集成算子的多属性决策方法

Fig. 2 Multi-attribute decision-making method of

normal mode and integration operator

3 结论

本文的研究核心在于利用正态模糊多属性决策方

法对福建省 5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绩效进行评价袁就

盈利尧偿债尧成长 3个一级指标下的 6个二级财务指标

构建了财务绩效评价体系遥 最终得出上述 5家上市公

司的排序为院阳光城尧冠城大通尧中国武夷尧泰禾集团及

三禾集团遥 即根据上述结果得出这 5家公司的财务绩

效情况袁 排名高的企业其盈利能力状况尧 资产质量状

况尧债务风险状况和经营增长状况等综合水平较高袁同

时袁通过二级指标的对比可以得出袁上述排名靠后的房

地产公司的速动比率均较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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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和 OECD数据显示袁我国生活垃

圾产量近几年来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5%左右袁2018

年全国生活垃圾清运量已经达到 2.28亿 t袁 当前中国

已超过美国袁成为全球产生垃圾最多的国家遥 目前我

国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还是填埋袁而这个处理方式有

一个巨大的弊端袁不仅会对空气尧土地尧特别是地下水

资源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还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袁在

中国许多大尧中城市及发达城镇地区已难以为继[1]遥并

且由于垃圾处理仍是传统模式袁使得废品回收利用方式

单一且效率低下袁造成我国的许多再生资源被浪费[2-3]遥可

见袁垃圾分类十分必要遥

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各个地区的推进袁全国各地

积极制定关于垃圾分类的各项条例尧规定袁不断完善

城市的管理和服务机制袁环境保护和可回收资源的利

用上升到空前未有的高度遥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持

续发展袁国家不断加大对野互联网+冶废品回收的政策

扶持及市场引导袁根据叶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曳要求袁要建立与生活垃圾分

类尧 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相衔接的收运体系袁积

极构建野互联网+资源回收冶新模式袁打通生活垃圾回

收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通道袁实现野两网融合冶遥

野互联网+垃圾回收冶正在成为环保行业新野风口冶遥 垃

圾回收的智能化不仅能提高垃圾回收效率袁还能人们

的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4-5]遥

而学校尧小区作为人口密集区袁垃圾分类难的问

题尤为突出遥 高校作为调查对象是较优的选择袁因此袁

本文以W大学为例袁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及W大学的

实际情况袁对野互联网+冶智能废品线上和线下回收模

式进行设计袁 以解决 W大学垃圾分类回收问题的同

时能对野互联网+冶智能废品模式进行推广应用遥

1 市场调研

1.1 目标市场选取

通过调查发现袁W大学人口密集袁 消费群体主要

为教师和学生袁日常产生的垃圾较多袁且实施问卷调

查较为便利遥 因此袁此次调研的目标市场定位为W大

学进行问卷调查袁目前该校学生达 1.4万余人袁人口密

集区主要集中在学生宿舍楼尧学生食堂门口尧学生活

动中心尧学生体育场等区域遥

1.2 调查方法

野关于智能废品回收的问卷调查冶主要采用的是

收稿日期院2020-05-16

基金项目院2019年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叶基于 野互联网+冶 智能废品回收模式研究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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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问卷星进行问卷调查袁通过发送链接的形式收集

数据遥 问卷共设 10道选择题袁6道单选题袁4道多选题

附加一个提建议选项袁主要对 W大学垃圾处理现状尧

在校大学生对野互联网+冶智能废品回收支持度尧在校

大学生对野互联网+冶智能废品回收模式的期望 3方面

进行调查遥 发放时间在两周之内共收回问卷 626份袁

有效问卷 626份遥 问卷内容的具体设计如表 1所示遥

表 1 野关于智能废品回收的问卷调查冶问卷内容的设计

Tab. 1 Design of questionnaire on intelligent waste recycling

1.3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1.3.1 在校大学生处理废品频率调查

在 野一般您是多久一次处理自己积存的废品冶问

题中袁由图 1 可知袁频率为野随时尧一天一次尧一周一

次冶的占比为 66.3%袁由此可见在校大学生的卫生环

保意识还是很不错的遥

图 1 在校大学生处理废品频率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waste disposal frequency of college students

1.3.2 在校大学生产生废品的种类及废品处理方式

调查

在野您在平时的生活中袁产生废品主要有哪些冶问

题中袁由图 2可知袁在校大学生产生的废品主要为废

旧纸张渊书籍等冤与废旧塑料瓶尧易拉罐等袁占比达到

45.2%袁而由图 3可以看出袁在野对于日常废品袁您是怎

么处理的冶问题中袁对于这类废品袁40.1%的人会选择

直接同生活垃圾一起丢掉遥 由下图可以看出废旧衣

服尧废旧电子产品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袁像这种野扔了可

惜袁收藏占地方冶的物件一直是未能被解决的难题遥

图 2 在校大学生产生废品主要种类比例分布图

Fig. 2 Proportion distribution of main kinds of waste products

produced by college students

图 3 在校大学生对于废品的处理方式比例分布图

Fig.3 Proportion distribution of waste disposal

methods of college students

1.3.3 校园回收站点数量及回收方式的调查

在问卷中袁野在你的生活中你觉得废品回收站点

多吗冶袁由图 4认为不多的人占了 46.49%袁一般的占

了 27%袁可见大多数大学生处理废品的方式与废品回

收站点的数量有一定的关系遥 由问题野如果有人有偿

回收你的废品袁你的参与度会是多少冶的统计图 5可

以看出袁有偿回收学生的参与度高达 74.12%袁与图 3

中 40.73%的人会选择收集收集到一定数目袁 变卖给

废品回收人员相比袁有了明显的提高遥 由此可推测袁废

品回收站点的数量及回收方式是一个影响学生参与

度的重要因素遥

W大学垃圾处理现状

在校大学生处理废品频率调查

在校大学生产生废品的种类及废品处
理方式调查

校园回收站点数量及回收方式的调查

在校大学生对 野互联
网+冶智能废品回收支
持度

对线上回收及智能回收机的支持度调
查

校大学生对 野互联
网+冶智能废品回收模
式的期望

对线上公众号及智能回收机功能倾向
的调查

对智能废品回收奖励期望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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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在校大学生对于废品回收站点数目层次比例分布图

Fig.4 Propor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waste

recycling sites of college students

图 5 在校大学生关于有偿回收废品参与度比例分布图

Fig. 5 Proportion distribution of participation rate of

college students on paid recycling of waste products

1.3.4 在校大学生对线上回收及智能回收机的支持

度调查

在 野如果现在有这么一台自动废旧物品回收机袁

你会支持吗冶问题中袁如图 6袁高达 79.29%的学生选择

支持袁影响学生废品回收积极性的一部分原因是没有

相应的回收站点袁传统的废品回收方式是由专门的废

品回收员来收袁 但这种方式存在时间地点的限制袁如

图 7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袁如果有线上回收废品

垃圾的 APP袁83.39%的人会通过线上回收方式处理生

活中产生的垃圾废品袁 现如果在有一台 24 h营业的

线上公众号运行连接线下智能废品回收机袁学生可以

选择自由回收方式袁不仅给学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不

便袁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废品回收成本遥

图 6 在校大学生对智能废品回收机的支持度调查结果统计

Fig. 6 Statistics of support degree of college students to

intelligent waste recycling machine

图 7 在校大学生对线上回收的支持度调查结果统计

Fig. 7 Stat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support for online recycling

1.3.5 在校大学生对线上公众号及智能回收机功能

倾向的调查

在假设运行的情况下袁 我们也提出了几个相关问

题来了解学生对线上公众号运行连接线下智能废品回

收机的关注点有哪些袁由野您对这台机器最关心性能是

什么冶渊图 8冤野您对这款 APP最关心的性能是什么冶渊图

9冤的问题中袁我们可以看出袁一半的人比较关注账户的

交易性是否与支付宝尧 银行挂钩以及交易的安全可靠

性袁废品收购的价格公正性也占了很大的比例遥

图 8 在校大学生对各项机器性能倾向度调查结果统计

Fig. 8 Stat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propensity to

machine performance

图 9 在校大学生对线上 APP功能关注调查统计

Fig. 9 Survey stat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attention to

online App function

1.3.6 在校大学生对智能废品回收奖励期望的调查

最后袁在野如果您现在废品回收 APP或者智能废

品回收机卖出了一些废品袁 您会获得相应的积分袁你

希望用积分换取什么呢冶问题中袁由图 10中我们得出

73.8%的人还是希望将废品变现为金钱或是精美小礼

品袁25.56%选择绿色植物袁 在其他选项中很多人也提

了很多建议袁比如爱心捐赠尧影视会员尧优惠券等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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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体现了此项目野变废为宝尧人人环保冶的目标袁

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创新点遥

图 10 在校大学生对智能废品回收机的奖励期望结果调查

Fig.10 Investigation on reward expec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or intelligent waste recycling machine

1.4 小结

据实地调研 W大学袁 当前并未很明确的实行垃

圾分类袁基本都是属于传统的垃圾处理模式袁有的师

生大多数将垃圾直接丢弃遥 其中大部分可回收废品与

生活垃圾混在一起袁进了垃圾填埋池和焚烧厂遥 由于

未进行垃圾分类处理袁不但造成可回收垃圾的资源浪

费袁而且治理工作十分冗杂繁重遥 虽然现今在校大学

生垃圾分类意识较低袁但是对智能垃圾回收的接受度

很高且支持率较高袁且绝大部分大学生还是认为垃圾

回收循环再利用是很有必要的遥

2 野互联网+冶智能废品回收模式介绍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快递包装尧旧衣物尧废

纸等垃圾直接被居民随手同生活垃圾一起丢弃遥 如何

变废为宝袁环保节约袁成为了社区尧学校尧乡村需要解决

的难题遥随着野互联网+冶经济模式的发展袁进而提出野互

联网+冶智能废品回收的模式袁以野变废为宝袁人人环保冶

为目标袁解决居民野扔了挺可惜袁收藏占地方冶的痛点遥

野互联网+冶智能废品回收模式指通过线上和线

下两种模式结合袁对废品实行分类回收利用的商业模

式遥本项目以W大学为例袁结合调查问卷结果及W大

学的实际情况袁对野互联网+冶智能废品回收方案进行

设计袁线上通过网页尧公众号及 APP等形式袁嫁接周边

社区商户袁能让大学生换的积分进行二次消费曰线下

通过学校宿舍尧食堂等公共场所袁投放智能废品回收

机袁进行废品回收遥

以下将结合W大学的实际情况进行 野互联网+冶

智能废品回收模式设计遥

2.1 线上公众号设计

首先袁对微信公众号进行设计袁微信公众相较于

手机 APP更为便利袁 也免去了手机安装程序的烦恼袁

便于宣传遥 线上公众号运行流程如图 11所示遥

图 11 线上公众号运行流程

Fig.11 Operation of official online account

渊1冤在野夷回收冶微信公众号的主要功能分为两部分院

淤将传授用户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袁以及讲述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遥

于公众号可以绑定你的个人账户袁 通过个人账户

定位距离你最近的智能废品回收机的位置袁 便于居民

废品投放和回收遥投放后你会获得相应的积分袁积累到

一定量的积分后袁可以兑换相应的小礼物或者金钱遥

渊2冤线上公众号主要功能模块简介

淤 野夷实践冶功能模块

在这个功能模块里袁 用户可以玩一些环保小游

戏袁或者是参加一些环保小竞赛袁在提高用户环保意

识的同时袁还可以获得一定量的积分遥

于 野夷学习冶功能模块

在这个功能模块里袁用户可以学习许多关于垃圾

分类的知识袁关于垃圾分类的益处等袁在充实人们垃

圾分类的同时袁还可以获得一定的学习积分遥

盂 野夷账号冶功能模块

在这个功能模块里袁 用户可以注册自己的账号袁

通过这个账号去累计积分袁并以积分去兑换一定的金

钱或小礼物遥 具体如图 12所示遥

图 12 线上公众号主要功能模块界面

Fig.12 Main function module interface of official online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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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线下智能回收机投放

将在大学各宿舍楼聚集的点投放智能废品回收

机袁便于大学生的投放遥 智能回收机具有分类回收储

存尧扫码投掷尧智能自动识别尧防水防火防爆尧GPS 定

位尧满桶警示灯尧容量检测尧温度检测尧重量检测尧打印

优惠券尧广告等功能遥

当人们要将废品投放时袁 先扫描智能回收机屏幕

上方的二维码袁 二维码与个人账户连接袁 扫描二维码

后袁系统就会识别并连接到你的线上账户遥智能垃圾分

类回收箱可以对投放物品进行自动计数和称重并计算

出收益遥 线下智能垃圾回收箱运行流程如图 13所示遥

图 13 线下智能垃圾箱运行流程

Fig.13 Operation process of offline intelligent dustbin

渊1冤智能回收机主要功能简介

淤扫码投掷院这项功能将用户的线上账户与线下

智能废品回收机连接起来遥

于智能自动识别院这项功能用于投掷物的分类识别

盂防水防火防爆院这项功能主要保护智能废品回

收机的箱体安全遥

榆GPS 定位院这项功能用于智能废品回收机的位

置定位袁连接线上与线下袁让线上用户可以随时知道

回收机的具体位置袁方便用户去投掷曰同样也可以让

清理箱体的工作人员知道智能回收机的位置袁方便他

们去清理遥

虞满桶警示灯院这项功能主要提示用户不可以在

这个智能回收机进行投掷以及通知清理箱体的工作

人员前去清理遥

愚重量检测院这项功能主要用于投掷物的重量测

定袁以便于换算相应的积分给用户遥

舆广告院这项功能主要用于帮一些单位或者团体

播放宣传广告袁从而获得一些盈利遥 若无单位或者团

体要宣传时袁就播放一些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遥

渊2冤智能回收机的投放地点

经过对W大学的调研袁 目前W大学学生宿舍区

与教学区分布较为集中袁大部分垃圾在宿舍和食堂产

生遥 同时考虑到原有垃圾回收点的位置和智能废品回

收机成本较高袁初步将智能废品回收机的投放数量及

地点安排如下院

表 2 智能废品回收机投放表

Tab. 2 Release table of intelligent waste recycling machine

渊3冤定期回收

除满箱警告后对智能废品回收机进行回收之外袁

每两个星期定期对所有智能废品回收机进行回收袁但

不集中于同一天回收袁错开时间回收袁利用三天对所

有的机器进行回收完毕遥

渊4冤机器定期保养与检修

除机器损坏后的维修之外袁每个月定期对所有智

能废品回收机进行保养与检修袁利用三天时间对所有

机器进行保养与检修遥

3 可行性分析

项目可行性分析主要从管理尧技术尧经济尧社会意

义 4各方面进行分析遥

渊1冤管理上的可行性

目前学校在教学楼尧 宿舍楼以及校园道路都有定

点投放垃圾桶袁 可以在原有的垃圾桶位置上放置智能

垃圾分类回收箱袁以方便使用袁且回收地点固定也便于

管理遥 关于人员的安排袁可以与学校进行合作袁让学校

原来聘请的保洁工作人员进行管理遥关于人员的安排袁

学校可利用原聘用的保洁工作人员进行管理遥 并且在

校大学生群体的文化素质较高袁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

高袁 适应新事物的时间较短袁 所以说在本校布局互联

网+智能废品回收机的可行性较高袁管理也较为方便遥

渊2冤技术上的可行性

该项目主要利用线上野夷回收冶公众号和线下在

小区尧校园投放智能回收箱两种相结合方式来进行运

作遥 在回收箱的硬件设施上袁需要的是对垃圾箱带上

分类和称重功能袁并加上二维码遥 智能回收箱不仅新

颖美观还实用袁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提高参与度与

瑞樟学生公寓 4号楼尧瑞樟学生公寓 6号楼以及
二期食堂交界处

1

仁智学生公寓 6a号楼尧四期食堂附近 1

三期食堂与仁智学生公寓 1号楼附近 1

一期食堂与兴贤学生公寓 1号楼附近 1

仁智宿舍楼群之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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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Internet Plus冶 Intelligent Waste Recycling Mode

ZHANG Jianqiang, LIN Jindi, CHEN Ming, CAI Tianjian, LIN Shuna, SHI Fang
(School of Busines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garbage collection and sorting i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the "Internet plus" intelligent
waste recycling mode is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garbage sorting and recycl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survey object is

a better choice.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W University,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not many garbage collection sit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y have a high degree of support and participa鄄

tion in online and offline garbage collection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 University, the specific

plan of "Internet plus" intelligent waste recycling mode is put forward, hop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 University garbage sorting and

recycling,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plus" intelligent waste recycling mode.

Key words: garbage sorting; intelligent recycling; "Internet plus"; market research

保护环境的意识遥

用户也可以通过公众号进行预约上门回收软件袁

或根据智能回收箱的二维码袁进入公众号进行返现和

垃圾分类操作袁 并对垃圾的种类数量进行一个统计遥

关于上述搭建网页平台袁微信公众号等这些技术目前

非常成熟袁所以实现的难度不大遥

渊3冤经济上的可行性

进入 21世纪以来袁我国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袁积极

构建城市共享尧联合管理的新格局袁各省也纷纷出台

一些关于分类垃圾回收利用的政策袁相关部门推出扶

持补贴优惠政策以鼓励创新推动分类垃圾的发展遥 顺

时而创智能垃圾分类回收项目在目前福建省中袁类似

智能回收机的的项目较少袁政府支持度也高遥 其次袁大

学历来积极响应野大众创业袁万众创新冶袁鼓励激发学

生创新创业袁与学校合作袁拥有一定的经济支持袁实施

合作共赢模式遥

渊4冤社会上的可行性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

的讲话中指出袁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袁关系 13亿多

人的生活环境改善袁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尧资源化尧

无害化处理遥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袁可再生能源总量巨

大袁但垃圾的回收利用方式单一尧效率低下袁存在诸多

不足遥 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环

节袁因此袁合理高效地循环利用可再生能源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遥 而野互联网+废品回收冶是一种新型的垃

圾回收方式袁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袁利用智能化的垃

圾回收设施和系统袁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袁智能化的

废品回收新模式袁创新性地推动垃圾回收袁进一步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袁提高再生资源利用遥

4 总结

近年来袁国家积极推动和引导野互联网+冶废品回

收新模式的探索袁对环境保护尧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抱

有很高的关注度袁传统回收模式的散乱差现状造成大

量资源被浪费遥 所以在未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袁人

们的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好袁垃圾回收的前景也是非常

可观和实用的袁无论是出于国家政策引导还是市场环

境及社会需求袁它都将成一种新趋势袁可供全民参与

环保的新模式袁具有十分有益的社会意义遥 本文以W

大学为例袁提出野互联网+冶智能废品回收模式袁希望能

够解决垃圾分类回收难的问题袁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袁

同时能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便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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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国家高度重视贫困生资助问题袁并做出决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伟大承诺[1]遥相

信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袁学生因贫困而退学的情况将

彻底成为历史遥 同时袁另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要如何

科学且合适的将这些资金准确的分发给各位贫困生钥

目前贫困生的界定[2]主要是通过民政局证明尧学生老

师推荐尧平时观察等方式袁主观性因素大袁不精准且不

利于维护学生们的自尊心[3]遥 而高校信息化的快速发

展袁积累了学生的大量过程数据袁还有相当一部分的

实时数据袁为解决贫困生的问题提供了可能遥 通过大

数据[4]分析挖掘的手段袁可以实现贫困生的识别更加

精准尧贫困级别智能评定尧学生在校消费水平和生活

困难指数袁客观呈现公正全面尧洞悉真实贫困状况袁找

出真正的贫困学生袁使得贫困关怀尧国家奖学金尧助学

奖学金等颁发更加公平尧客观[5]遥同时可以帮助他们减

轻他们在接受补助时的心里压力袁 维护他们的自尊

心袁做到合理的分配[6]遥

谢桂阳等[7]介绍提出的 FM(factorization machines)

模型袁通过业务系统原始数据收集尧有效数据抽取尧数

据探索与预处理尧建模和应用尧结果与反馈五个步骤

科学建立了可反馈的模型袁可实现实时更新袁能够更

加准确的锁定贫困生范围袁科学调用历史数据袁全面

分析所有学生袁在大数据的整体分析下大大增加了预

选贫困生的贫困真实性袁为评出贫困团体提供重要参

考数据遥 然而该模型需要依赖学校有贫困生标准样本

的数据袁再利用 FM模型进行训练袁进而模型预测遥 但

目前大部分学校是没有贫困生标准样本的数据遥 提出

基于 RFM和 K-Means模型建立的方法来分析校园贫

困生袁可以摆脱这种困境袁辅助老师进行贫困生识别遥

1 基本原理和方法

1.1 RFM模型

RFM模型[8-9]是衡量客户价值和客户创利能力的

重要工具和手段袁该模型通过一个客户的近期购买行

为尧购买的总体频率以及消费总额 3项指标来描述该

客户的价值状况遥

R渊recency冤院最近一次消费间隔遥 R 值越大袁表示

RFM及 K-Means模型下的贫困生评定建模方法

肖永钦

渊福建师范大学 网络与数据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117 冤

摘 要院采用 RFM模型方法分析高校学生一卡通消费数据袁提取影响高校贫困学生的消费数据特征因子袁构建

K-Means聚类分析算法对特征因子进行聚类袁 对学生的贫困程度进行分群遥 以福建某高校学生一卡通消费数据为数据

源袁对 2015级学生数据进行模型搭建袁用 2016级学生数据进行模型验证袁验证正确率为 73.16%遥 该模型能有效解决各

个高校在进行大数据分析中没有贫困生标准样本数据的困境袁结合主观判定袁能实现贫困生的识别更加精准尧贫困级别

智能评定尧学生在校消费水平和生活困难指数袁洞悉真实贫困状况袁进而科学尧有效的分析出高校真正贫困学生人群袁让

扶贫更加的透明尧全面遥

关键词院贫困生评定曰大数据曰聚类算法曰RF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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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最近一次消费的时间距离现在越久遥 R 指标反应

了用户对品牌的熟悉度和回购频率遥

F渊frequency冤院消费频率遥 用户在规定时段内的消

费次数遥F值越大袁表示客户在最近一段时间交易次数

越多遥 F指标反应了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及购买习惯

是否养成遥

M渊monetary冤院消费金额遥 用户在一段时间内的消

费金额遥M值越大袁表示客户消费能力越大遥M指标反

应了用户价值和产品认可度遥

图 1 RFM模型示意图

Fig.1 RFM model diagram

在该模型下袁如果分析学校贫困生袁实际上是需

要识别出里面价值最低的用户袁同时需要进行一些调

整遥

渊1冤 在模型中袁消费金额表示在一段时间内袁客

户消费金额的总和遥 因学生有的可能在外面进行勤工

俭学不在学校就餐袁最近消费时间间隔以及消费频率

与贫困生的识别关联性不强遥

渊2冤 传统模型分析是利用属性分箱方法进行分

析袁但是此方法细分的客户群太多袁需要一一识别客

户特征和行为遥 我们采用月平均消费总额渊M冤和平均

每餐就餐金额渊A)两个指标进行分析遥

1.2 分析目标

渊1冤借助学生一卡通消费数据袁提取月度消费总

额和月度每餐平均消费额袁对学生进行分类曰

渊2冤采用聚类的方法对学生进行类别划分曰

渊3冤对不同的学生类别进行特征分析袁比较不同

类学生的贫困程度曰

渊4冤 对不同贫困类别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袁

制定相应的扶贫策略遥

1.3 数据源分析

原始数据中存在有的学生没有在学校就餐的情

况袁这有可能是学生在外就餐尧通过网络平台叫外卖尧

在外勤工俭学尧家住附近等原因造成的曰对于当月就

餐次数未达到 60%的袁 从当月的数据分析窗口中剔

除遥

1.4 数据预处理

渊1冤数据清洗

从业务以及建模的相关需要方面考虑袁筛选出需

要的数据遥

丢弃当月就餐次数未达到 70%的数据遥

计算月度消费总额和月度每餐平均消费金额遥

渊2冤属性规约

原始数据中属性太多袁根据 MA 模型袁选择与其

相关的属性袁删除不相干尧弱相关或冗余的属性遥

渊3冤数据变换

进行属性构造和数据标准化工作遥

属性构造院 因原始数据中并没有直接给出 M尧A

这 2个指标袁需要构造这 2个指标院

a) M院 月度平均消费总额=消费总金额/跨越的月

数量遥

b) A院 每餐平均消费金额=消费总金额/就餐的次

数遥

数据标准化院在建模过程中袁数据标准化狭义上

指把数据归一化到 0到 1之间袁归一化的方法有 0均

值标准化尧min-max标准化等遥 广义上指把数据变换

到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袁 数据变换的方法也有很多袁如

取平方根袁除以固定值等遥 因为 M指标和 A 指标的取

值范围差异较大袁对于后续建模会有影响袁为了消除

数量级数据带来的影响袁 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遥 通过实验对比袁本模型中选用 0均值标准化算法院

x=渊x-滋冤/滓

式中 滋为所有样本数据的均值袁滓为所有样本数

据的标准差遥

1.5 构建模型

渊1冤学生 K-Means聚类[10-12]分析

K-means算法是一种用于机器学习的迭代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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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袁算法实现步骤如下院

第一步袁为了达到聚类分簇的目的袁噪 个聚类是由

灶个数据对象划分而成袁 通过使每个聚类中的数据与

该聚类中心距离的平方和最小遥

第二步袁首先选择初始聚类中心袁接着计算各样

本数据到每个聚类中心的距离袁同时根据距离大小重

新分配所属的簇遥

第三步袁为了更新聚类中心袁通过式渊员冤计算新簇

的样本均值遥

第四步袁如果迭代次数达到设定的阈值或者准则

函数式渊圆冤收敛袁则说明 K-means聚类完成遥

第五步袁经过以上步骤后袁在这一类别中样本对

象之间相似性最高袁 不同类别的样本对象差异最明

显袁否则不断重复上述过程袁直至满足条件而结束遥

cj =
1
nj

nj

i=1

移xi 渊1冤

E=
k

i-1

移
x沂ci

移 x-X i

2

渊2冤

其中袁 E为 n个对象到各自聚类中心距离平方的

总和袁X i为第 i个类 cj的平均值袁nj为第 j 类中对象的

总数遥

将学生聚成 4类院学生群 1尧学生群 2尧学生群 3尧

学生群 4 渊可以结合业务的理解与分析来确定客户的

类别数量[3]冤袁其中 ZM表示月度平均消费总额袁ZA为

每餐平均消费金额渊见表 1冤遥

表 1 K-Means聚类分析

Tab.1 K-Means cluster analysis

渊2冤贫困生认定分析

对聚类结果进行特征分析遥 学生群体 1的 M尧A

属性都较高袁即月平均消费总额和每餐平均消费金额

都是较高的袁说明这部分学生家庭较富裕遥

学生群体 2的 M属性高袁A 属性低袁 即月平均消

费金额较高但每餐平均金额较低袁说明这部分学生经

常来食堂吃饭袁但每次吃饭花费的金额较小袁因此这

部分学生有较大可能是贫困生遥

群体 3的学生 M属性低尧A 属性高袁 即月平均消

费金额少但每餐平均金额高的这部分学生袁可能是当

地野土著冶袁可能大多数时候在家就餐袁偶尔在学校就

餐袁吃的比较好遥

学生群体 4在 M尧A 属性最小袁 即月平均消费总

额和每餐平均消费金额都是较低的袁这部分中袁有一

部分学生有可能是勤工俭学的学生袁因为学校食堂有

包饭袁所以月平均消费总额和每餐平均消费金额都比

较低曰而另一部分则可能是不经常在食堂吃饭袁比如

经常叫外卖或者在校外吃饭的学生遥

渊3冤编程实现

抽取清洗数据院读入数据袁采用 K-MEANS 算法

对数据进行聚类袁得到聚类标号和聚类中心点遥 根据

聚类标号统计计算得到每个类别的学生数袁同时可以

根据聚类中心点向量画出学生聚类中心向量图遥

渊4冤模型机器学习和模型验证

对学生数据清洗后打乱袁抽取其中 90%的数据进

行机器学习袁剩下的 10%的数据进行模型验证和模型

参数调整模型优化遥

数据来源于福建省某高校袁2015级学生数据进行

机器学习袁2016级学生数据进行模型验证袁 具体数据

如下院

a) 用于训练的是 2015级学生袁 总人数为 7 190

人袁有 1 795人被评为经济困难学生遥

b) 用于预测的是 2016级学生袁 总人数为 7 324

人袁有 1 876人被评为经济困难学生遥

c)预测经济困难学生 1 876人袁实际有 890 人与

学校提供的经济困难学生一致袁还有 986人不在学校

的名单中袁但查看实际三餐消费等数据袁基本上都还

是较贫困的遥 从另一方面看袁即预测不是贫困生的有

7 324-1 876=5 448人袁 其中有 980人与学校的不是

贫困生的名单不重合渊见图 3冤遥

图 3 预测与实际情况对比图

Figure 3 Comparison of forecast and actual situation

学生群 1 256 高 高
学生群 2 237 高 低
学生群 3 368 低 高
学生群 4 459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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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预测异常经济困难学生 1 876人袁 其中有 193

人实际被评为预测经济困难学生袁查看这些学生的消

费数据袁发现要么就餐率很低袁要么三餐消费很高袁消

费数据较异常遥

由于实际上学校也不确认哪些是真正的贫困生袁故

以上数据的实际准确率无法得出具体数据遥 只能在假设

学校的贫困生名单是正确的情况下进行大致评估遥

采用经济困难学生的正确率渊Accuracy冤来评价机

器学习模型的效果袁正确率的表达式为

Accuracy=
TP+TN

TP+TN+FP+FN

其中袁TP表示预测为贫困生且确实为贫困生的

数量袁 上表中的结果为 TP=890曰TN表示预测为非贫

困生且确实为非贫困生的数量袁上表中 TN = 5 448 -

980 = 4 468袁分母表示全体学生的数量袁即 7 324人遥

因此正确率为渊890 + 4 468冤/ 7 324 = 73.16%遥

2 模型分析

在科学的分析出疑似贫困学生后袁一定的主观判

断也是不可缺失的袁这样可以有利于综合学生平时的

表现袁能更加科学合理的分配助学金遥

2.1 目前疑似贫困人群呈现逻辑与方式

权限管理方案[13]分为 3个级别院校级领导曰院级领

导尧部门领导曰辅导员遥

其中校级领导可以查看全部模块的内容袁院级领

导和部门领导只能查看自己学院和各部门的情况袁辅

导员只能看到自己班级学生详细列表遥

贫困人群主要是通过点击下转的方式逐渐呈现

以下几个表院

渊1冤疑似贫困人群散点图袁从每月平均消费和每

餐平均消费两个维度来呈现遥 渊全校角度冤

渊2冤贷款占比院0~4 999袁5 000~9 999袁10 000以上

三个档位贷款占比情况遥 渊全校角度冤

渊3冤各个学院贷款占比扇形图遥 渊全校角度冤

渊4冤各个学院具体贷款学生详细列表遥 渊学院角度

和辅导员角度冤

2.2 各权限初定修改方案

所有的表都是一起呈现出来不隐藏遥 隐藏的功能

由权限管理方案来定袁如果登录进大数据应用系统的

是校级领导则不隐藏袁如果是学院领导则隐藏全校情

况遥 具体设计方法如图 4遥

图 4 权限设计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permission design

如果按照图 3中逻辑来呈现的话袁就能比较好的

契合权限管理方案的设置逻辑袁并且也可以比较完整

的呈现全校各学院和各个学院不同专业的总体与详

细情况遥

3 总结

采用 RFM 模型对高校贫困生评定相关源数据

渊如一卡通消费记录等冤 进行分析处理袁 提取数据特

征袁并用利用 K-Means聚类分析算法对处理后的特征

进行聚类分析袁从而得到高校学生的分类类别遥 通过

对每一类的学生群体进行分析袁获得贫困学生的学生

群体分布范围袁有效地解决了当前贫困生评定中不够

客观的问题袁从而实现补助的精准发放遥 对不同层级

的管理者对贫困生管理的可视化内容进行了权限方

案的设计袁不仅有效地提高了管理者的贫困生评定效

率袁同时还提高了助学金发放的准确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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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odeling Method of Poor Students Evaluation

Based on RFM and K-Means

XIAO Yongqin
渊Network and Data Center,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冤

Abstract: Based on the RFM model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umption data of college students爷 school card, extracts the
characteristic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oor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ilds the K-means clustering analysis algorithm to cluster

the characteristic factors, and classifies the poverty degree of the students. Using the student card consumption data of a university in Fu鄄

jian as the data source, the model was built on the 2015 student data, and the 2016 student data was used for model verification. The ver鄄

ification rate was 73.16%. This model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edicament that universities do not have standard sample data for poor

students in big data analysis. Combined with subjective judgment, it can achieve mor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poor students, intelligent

evaluation of poverty levels, student consumption levels and living difficulties index. It can also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real poverty situa鄄

tion, and then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real poor student popul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make poverty allevia鄄

tion more transparent and comprehensive.

Key words: poor students evaluation; big data; clustering algorithm; RF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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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相全桥 ZVS 直流变换器由于其具有工作频率

恒定尧拓扑结构简单尧功率密度高且能利用器件自身

的寄生参数谐振实现 ZVS 等特点得到了广泛应用[1]遥

但是由于该变换器是典型的非线性系统袁传统的控制

方法采用 PI补偿器对控制环路进行校正袁 存在响应

速度慢尧超调量大等问题[2]遥依据移相全桥 ZVS变换器

的动态小信号数学模型袁使用频域法对系统控制环路

特性进行了分析袁并设计两零点三极点补偿器对电源

控制环路进行了校正遥 两零点三极点补偿器不但可以

改善移相全桥 ZVS电源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及输出

精度袁而且能很好解决输出电容 ESR对系统控制的影

响[2]袁同时该补偿器较容易数字化和利用 DSP软件实

现袁便于工程应用遥

1 设计指标

电源设计指标 输入电压范围(V in)为渊25依1冤V;额

定输出为 24 V DC/4A;输出电压纹波渊驻Vp-p 峰值冤臆

200 mV;有短路保护曰输出过电流保护阈值为 4.2 A;散

热方式为自然冷却曰满载效率逸90%遥

2 主电路设计

2.1 主电路结构

该电源采用 TI公司的 DSP渊TMS320F28034冤作为

控制核心袁 通过全桥移相 ZVS变换器实现 DC/DC变

换遥 电源结构如图 1所示遥

图 1 电源结构

Fig. 1 Power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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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设计数控移相全桥软开关电源的方法有 3个步骤遥 首先对电源主电路变压器尧开关管和副边整流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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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源主电路结构

Fig.2 Main circuit structure of power supply

主电路如图 2[3]所示袁主要包括 4个 MOSFET院Q1尧

Q2袁Q3和 Q4袁Q1和 Q3分别超前于 Q2和 Q4遥 Lr为谐振

电感袁Cb为隔直电容袁栽为功率变压器袁悦o和 蕴o为输出

滤波电容和电感袁D1和 D2为输出整流二极管遥从成本

考虑袁 采用 MOS管的寄生二极管作为开关管反并联

二极管[3]遥

2.2 参数设计

定义开关频率值院fs=50 kHz遥 定义运行最大占空

比值 Ds为 35%遥

整体运行最大占空比值院渊考虑到可能会有 5%~

15%的占空比丢失问题袁 不能将稳态占空比设置过

大冤

Dmax=2伊Ds=2伊35%=70%

设计目标效率 90%袁则满载输入功率计算院

Pin-max=
P0
90%

=
96
90%

=106.7 W

2.2.1 MOSFET开关管渊MOS管冤选型计算

计算 MOS最大导通时间院

Ts=Ds伊
1
fs
=35%伊

1
50

=7 滋s

计算输入电压最低袁满载功率输出时袁输入平均

电流值院

Iin-a淄g=
Pin-max
V in-min

=
106.7
24

=4.4 A

计算输入最大电流值院

Iin-max=
Iin-a淄g
Dmax

=
4.4
70%

=6.3 A

计算 MOS管最大电流有效值院

IQ-rms=Iin-max g
Dmax
2姨 =6.3伊

70%
2姨 =3.7 A

MOS管选型的额定电流值需按流过 MOS最大电

流有效值的 3倍余量以上渊防止短路或故障下电流过

大冲击损坏冤遥

IQ-rms伊3=3.7伊3=11.1 A

MOS管选型的额定耐压值需大于最大电压输入

时的耐压值 1.5倍余量渊防止尖峰击穿冤

V in-max伊1.5=26伊1.5=39 V

根据上述计算袁 可以选取额定电流大于 11.1 A袁

且耐压值大于 39 V的 MOS管遥 选择 IRFI540N渊VDSS=

100V袁ID=20A冤作为开关管遥 当驱动电压 12 V袁电流为

3.7 A时袁IRFI540N的导通电阻 RDS-ON臆52 m赘遥

2.2.2 副边整流二极管选型计算

根据输出电压和电流范围确定副边比较合适整

流方式为中心抽头全波整流遥

计算输出最大电流值院

Iout-max=
Iout-nom
Dmax

=
4
70%

=5.7 A

计算单颗二极管最大电流有效值院

ID-rms=Iout-max伊
Dmax
2姨 =5.7伊

70%
2姨 =3.4 A

二极管选型的额定电流值需按流过二极管最大

电流的 1.5倍余量以上 渊防止短路或故障下电流过大

冲击损坏冤遥

ID-rms伊1.5=3.4伊1.5=5.1 A

二极管截止时袁其承受最大电压为院

VDR=2伊
V in-max
K

=2伊
26
0.667

=78 V

因为整流二极管开关时袁存在电压振荡袁取 2倍

耐压二极管遥 选择肖特基二极管 SR6150渊I渊AV冤=6.0 A,

VDC=150 V冤遥

2.2.3 变压器设计 [4]

AP=A w伊A e=
PT伊10

4

K0K f fsBmJ
cm4

PT=P0渊1+1/浊c冤=96伊渊1+1/90豫冤=202.7 VA

开关频率 fs=50 kHz袁方波波形系数 K f=4袁窗口系

数 K0=0.4袁最大磁通密度 Bm=0.1 T袁导线载流密度 J=

400 A/cm2遥 代入以上参数袁得 AP=0.633 cm4遥

为了确保磁芯能够绕的下袁 需留出一定的余量袁

最后选择 EE-30 磁芯 PC40 铁氧体材质袁 其 AP=

0.799 5>0.633袁满足设计要求遥

根据输入电压最低袁占空比最大袁输出电压最高

情况下计算原副边变压器变比值 (其中设副边线路上

压降为 0.5 V)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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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V in-min伊Dmax

V out-nom+VF+0.5
=

24伊0.7
24+0.7+0.5

=0.667

EE-30磁芯相关参数如下院磁心 A e=109 mm
2袁磁心窗

口面积 A w=73.35 mm
2遥

定义变压器工作最恶劣 Bmax=0.1 T遥

计算变压器绕组匝数院

一次侧 Np和二次侧 Ns匝数的计算可以由下式计

算得出院

Np=
V in-nom伊Ds
4fsA eBm

=
25伊0.35

4伊50伊103伊109伊10-6伊0.1
抑4

Ns=Np/K=4/0.667=6

计算变压器额定工作点的磁场强度 Be院

Be=
V in-nom伊Ds
4Np fs A e

=
25伊0.35

4伊4伊50伊103伊109伊10-6
抑0.1 T

2.2.4 谐振参数回路计算

MOS管的寄生 Coss电容袁从 datasheet上可知院

VDS=25 V时,Coss=330 pF

实测变压器的杂散电容 CT=125 pF遥

计算总的谐振电容院

Cr=2伊Coss+CT=2伊330+125越760 pF=0.785 nF

计算输入电压最高时袁Cr上储存的能量院

ECr=
1
2
伊Cr 伊V in-max

2=
1
2
伊0.785伊262越265.3 nW

设最大占空比丢失 Dloss=15%袁计算谐振电感量[5]院

Lr=
KV in-minDloss
4Io fs

=
0.667伊24伊0.15
4伊4伊50伊103

越3 滋H

实测 50 kHz时变压器漏感 1 滋H袁外加谐振电感

设计为 2 滋H遥

1
2
Lr I

2

2-max =
1
2
伊3伊渊4/0.667冤2=54 滋W

1
2
Lr I

2

2-max逸CossV
2

in +
1
2
CTV

2

in

谐振电感存储的能量大于滞后桥臂开关管寄生

电容的充放电所需能量, 从而实现滞后桥臂开关管

ZVS遥

隔直电容有着防止变压器饱和的作用袁当在回路

中串入隔直电容后袁隔直电容与谐振电感在激励作用

下会形成谐振遥 为保证谐振不影响输出增益袁隔直电

容上的电压 驻U值要小于输入电压的 10%遥 其谐振频

率点应远离工作开关频率点 5倍以上渊经验值冤袁取开

关频率的 10%遥

fs
10
2仔 LrCb姨

Cb=42.2 滋F袁取 Cb为 40 滋F遥

驻U=
Iin-a淄g

2伊fs伊Cb
=

4.4
2伊50伊103伊40伊10-6

越1.1 V

2.2.5 输出电感和输出电容设计[5]

取输出电流脉动量最大值为额定输出电流的

20%遥 可得 院

L0=
V 0

2fs 伊I0-max 伊20%
1-

V 0
V in-max
K

-VL0
-VD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L0=93.5 滋H袁输出电感取 100 滋H遥

设输出电压最大峰峰值 驻Vp-p=200 mV袁输出滤波

电容计算院

C0=
V 0

8L0渊2fs冤
2驻V p-p

(1-
V 0

V in-max
K

-V L0-VD

)

C0=5.5 滋F

电解电容的 ESR决定了输出电压实际的峰峰值袁

输出电流的波动大小是 0.8 A, 要使 ESR上的电压波

动小于 200 mV袁则 ESR需要小于:
200 mV
0.8 A

=0.25 赘遥

根据电解电容的特点袁其容量和 ESR的关系[6]满

足院

C伊ESR=60伊10-6

将 ESR=0.25 赘代入得 C0=240 滋F遥 实际取一颗

330 滋F电解电容遥

3 控制环路设计

为了实现该电源的稳定恒压输出袁系统采用了单

电压环反馈控制的方式遥 环路结构如图 3所示遥

图 3 电压环结构

Fig. 3 Voltage loop structure

图 3中袁包括反馈环节传递函数渊H渊S冤冤袁PWM 开

关传递函数渊Gm渊S冤冤袁 主电路开环传递函数渊G淄d渊S冤冤袁

74窑 窑



补偿器传递函数渊G2Z3P渊S冤冤遥

先确定系统的未补偿闭环传递函数遥

变换器占空比至输出电压的传递函数[7]院

G淄d渊S冤=
nV in

S2L0C0+S渊
L0
R
+RdC0 冤+

Rd

R
+1

计算满载负载:

R=
V 0
I0

=
24
4
=6 赘

变压器漏感设为 Ls=1.2 滋H遥

计算等效 Rd:

Rd=4n2Lr fs=4伊0.6672伊6伊10-6伊50伊103越0.53 赘

反馈环节传递函数袁分压电阻采样增益:

H渊S冤越
3.3 k赘
33 k赘

=0.1

PWM开关传递函数:

Gm渊S冤=
1
Vm

=
1
3.3

=0.303

Vm即为 PWM 锯齿波的峰值 3.3 V遥

构建变换器未补偿控制环路传递函数院

Gs渊S冤=
nV in

S2L0C0+S渊
L0
R
+RdC0 冤+

Rd
R

+1

H渊S冤Gm渊S冤

将 S=2仔fj 代入上式袁计算变换器幅频特性与相频

特性院

Hs渊f冤=20log渊 Gs渊2仔fj冤 冤

Ps渊f冤=arg渊G淄d渊2仔fj冤冤
180
仔

采用 Matlab绘制电源幅频特性与相频特性曲线

如图 4所示遥

图 4 补偿前变换器控制环路幅频特性与相频特性曲线

Fig. 4 Amplitud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and phas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control loop of pre-compensation converter

得到电源补偿前控制环路低频增益为-6.7 dB袁无

穿越频率袁转折频率约为 1 kHz袁低频增益太低遥

两零三极补偿器设计院

定义补偿后系统控制环路穿越频率为 1.5 kHz院

f2Z3P-Cross=1.5 kHz遥

从增益图 3 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增益 dB 约为院

Gain2=-14.2 dB遥

计算增益对应实际放大倍数院

GAIN2=10
Gain2
20

=10
-14.2
20
=0.2

定义 2个极点和 2个零点 (若补偿效果不佳可以

适当调整位置)院

fZ1=1 kHz袁 fZ2=800 Hz袁 fP1=10 kHz袁 fP2=300 kHz

定义两零三极补偿器的增益院

G2Z3P 渊f冤=KS1

渊1+
j2仔f
2仔fZ1

冤g渊1+
j2仔f
2仔fZ2

冤

j2仔f渊1+
j2仔f
2仔fP1

冤g渊1+
j2仔f
2仔fP2

冤

设补偿器传递函数在穿越频率处的增益加上环

路补偿前的增益为 0袁求解 KS1值院

G2Z3P 渊f2Z3P-Cross 冤 -
1

GAIN2
=

K
S1
g

渊1+
jg2g仔gf

2Z3P-Cross

2仔f
Z1

冤g渊1+
jg2g仔gf

2Z3P-Cross

2仔f
Z2

冤

jg2g仔gf
2Z3P-Cross

g渊1+
jg2g仔gf2Z3P-Cross

2仔fP1
冤g渊1+

jg2g仔gf2Z3P-Cross
2仔fP2

冤

-
1
Gain2

=0

KS1 =1.244伊10
4

加入两零三极补偿器之后袁电压环传递函数院

G渊S冤=G2Z3P 渊f冤Gs渊S冤

绘制加入两零三极补偿器之后的闭环幅频特性

曲线和相频特性曲线如图 5所示遥

图 5 补偿后变换器电压控制闭环频率特性曲线

Fig. 5 Closed-loop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converter voltage control after compensation

从图 5可以看出采用两零三极补偿器校正后袁变

换器电压控制闭环增益穿越频率大约为 1.5 kHz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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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裕度 63.8毅袁 能使系统具有较好的动态响应和稳态

误差调节特性遥

4 实验验证

通过设计的样机对所设计方案进行了验证遥 电源

在输出满载时的效率达到 92%袁 半载效率达到 91%袁

满载时电源扰动从 26 V阶跃到 24 V输出调节时间

小于 20 ms袁 负载从 0阶跃到满载输出调节时间小于

30 ms袁达到了预期设计要求遥 图 6和图 7是输入 25 V,

输出额定功率时袁超前桥臂开关管 Q3漏源极电压和驱

动电压波形袁 可以看到 Q3漏源极电压 V ds降到 0 V之

后,它的驱动电压 V gs才输出高电平袁Q3工作在软开关

状态遥图 8和图 9是输入 25 V,输出额定功率时袁滞后

桥臂 Q4漏源极电压和驱动电压波形遥 可以看到 Q4漏

源极电压 V ds降到 0 V之后,它的驱动电压 V gs才输出

高电平袁Q4工作在软开关状态遥 图 10是输入电压 24

V输出额定电压时纹波为 77 mV袁达到设计指标遥 图

11是电源软启动时输出电压和原边电流波形袁可以看

到启动时输出电压没有过冲遥

图 6 Q3漏源极电压和驱动电压波形

Fig.6 Q3 drain source voltage and drivevoltage waveforms

图 7 Q3漏源极电压和驱动电压波形局部

Fig.7 Q3 drain source voltage and drive voltage waveform locally

图 8 Q4漏源极电压和驱动电压波形

Fig. 8 Q4 drain source voltage and drive voltage waveforms

图 9 Q4漏源极电压和驱动电压波形局部

Fig. 9 Q4 drain source voltage and drive voltage

waveform locally

图 10 满载时输出电压纹波

Fig.10 Output voltage ripple at full load

图 11电源软启动时输出电压和原边电流波形

Fig. 11 Output voltage and primary side current waveform

during soft start of pow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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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 Digital Control Phase-Shifted

Full- Bridge ZVS Power Supply

ZHANG Zhao

渊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steps in the design of NC phase-shift full-bridge soft-switching power supply. Firstly, the parameters of

transformer, switch tube and secondary rectifier diode in main circuit are designed, and the ZVS resonant network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parasitic parameters of switch tube. Based on the dynamic small signal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converter, the control loop charac鄄

teristics of the system are analyzed by frequency domain method, and a two-point three-pole compensator is designed. Two-point three-

pole compensators have better dynamic and steady-state error regulation than PI compensators. Finally, the experiment proved that the

designed power supply could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soft switch and stable work.

Key words: soft power swich; phase-shifted full- bridge曰zero voltage switch曰 two-point three-pole compensator

5 结论

详细计算数控移相全桥 ZVS电源主电路主要参

数袁进行主电路的设计袁然后以主电路参数为基础袁列

出变换器的电压闭环小信号传递函数袁分析系统原始

电压闭环传递函数频率特性袁并以此为基础设计电压

闭环两零点三极点补偿器遥 与传统的 PI补偿器相比袁

两零点三极点补偿器具有更好的动态响应速度和稳

态误差调节特性遥 最后通过样机实验测试袁电源的动

态特性和稳态特性都达到了预期设计指标袁验证了系

统设计的合理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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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袁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袁人们的

工作量也随之增加遥 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尧工作压力过

大等产生疲劳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发生[1]袁而疲

劳会影响人们工作效率甚至导致事故的发生遥

在生物医学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下袁研

究者们发现脑电信号和眼电信号与人的精神疲劳有

显著的相关关系[2]遥 在传统方法中袁刘苗苗等[3]使用非

线性动力学的多尺度熵方法来分析不同驾驶状态下

的脑电信号袁发现受试者在疲劳状态下驾驶时的熵值

低于非疲劳状态下的熵值遥 李超[4]使用与的比值来客

观性的判断人脑的疲劳状态遥周佳苹[5]研究发现 琢波尧

茁波尧兹波及 渊琢+兹冤/茁尧茁/琢在疲劳和不疲劳状态下的表

现都有显著差异遥

生物信号是一种十分复杂以及微弱的时序信号袁

具有非平稳性和非线性的特点袁通常情况是由多电极

测得的多通道信号袁 这使得疲劳检测评估更为复杂遥

近几年来随着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袁神经网络也开始

应用在生物信号分析上袁它在面对复杂问题上具有强

大学习力袁对于多通道的信号也能够学习到其中的相

关信息遥 韩霜等[6]提出基于深度收缩自编码网络的飞

行员疲劳状态识别模型遥 张兆瑞等[7]建立疲劳识别模

型对疲劳进行检测遥 卷积神经网络已经在疲劳检测中

广泛的应用[8]袁但是普通的卷积网络并没有利用到生

物信号上的时间信息遥 时序处理算法 渊Long Short-

Term Memory, LSTM冤是专门用于时间序列的模型袁在

对于含有时间信息的模型袁通常使用基于 LSTM网络

进行研究袁 以使得模型能够学习到序列的时间信息遥

张楠等 [9]使用微分熵的特征输入 LSTM模型中袁来预

测警惕性水平遥 但是 LSTM不能够并行计算袁使得模

型训练时候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成本遥

TCN网络[10]是在卷积网络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袁以

适用在时间序列的问题上遥 它通过使用扩张卷积对全

局信息进行学习袁使其具有学习时间信息的能力遥 于

是本文运用 TCN网络在生物信号的疲劳检测问题袁利

用郑伟龙等[11]公开的 SEED-VIG 数据集进行进一步

研究袁 他们将数据集的标签 PERCLOS 按阈值[0.35,

0.7]分为 3类袁但我们在进行数据预处理中发现袁3类

并行时间卷积的疲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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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集数量严重不平衡袁一些实验对象数据分布极

端化袁这可能导致模型训练的无效性遥 于是袁本文针对

该数据集进行实验袁 分别建立连续的 P-TCN模型和

连续的 P-LSTM网络模型袁在模型中并行输入数据集

中 EEG和 EOG的数据袁最后通过全连接输出疲劳程

度遥实验结果表明袁在同样采取并行结构的方法下袁P-

TCN的预测结果更好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SEED-VIG数据集

研究使用 BCMI实验室公开的数据集 SEED-VIG[11],

实验要求被试者模拟驾驶车辆袁并且在测试前一天无

服用酒精咖啡因等物质遥 使用 Neuroscan系统记录了

23名被试者的 EEG和 EOG袁同时在实验过程中使用

跟踪眼镜标记对应的 PERCLOS 渊眼睛闭合时间长度/

时间区间总长度冤指标值作为警戒的标签遥 实验在午

后进行袁时间持续 2 h 以上袁以便在嗜睡的昼夜节律

高峰和长时间的驾驶下确保实验对象进入疲劳的状

态遥数据的采样频率为 1 000 Hz遥 PERCLOS标签的区

间为[0,1]袁这里的 PERCLOS只作为标签数据使用遥

数据集中将脑电信号数据下采样至 200 Hz袁EOG

信号充当 EEG信息的补充袁 它携带眨眼时的有关信

息遥 通过在每个脑电信号中以 2 Hz的频率分辨率从

总频带渊50 Hz冤中提取 25 个频域袁计算 25 个频域下

的 EEG的微分熵作为特征值曰 通过在眼电信号中检

测眨眼和扫视的持续时间袁均值袁最大值袁方差等统计

参数中提取了 36个 EOG的特征值遥

1.2 TCN网络

1.2.1 因果卷积

为提高疲劳判断的准确度袁运用由 WaveNet提出

的基于时间的因果卷积模型[12]袁该模型能够针对生物

信号来进行序列的卷积建模遥 规范的 CNN并不能够

处理到生物信号的特征问题遥 而将因果卷积应用在生

物信号序列中袁能确保在建立模型时不会改变生物信

号的顺序袁 从而实现对生物信号序列一一对应的问

题遥 下图 1显示因果卷积结构的图示遥

图 1 因果卷积

Fig.1 Causal convolution

1.2.2 扩展卷积

脑电信号和眼电信号的采样频率较高袁因此信号

的序列较长袁需要较长的时域感受野遥 对于一个长序

列进行因果卷积袁卷积层需要不断增加袁才能达到要

求遥这就会出现梯度消失袁过拟合等问题遥扩展卷积能

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袁Dilation是扩展卷积的大小袁

Dilation的大小随着层数增加而增加遥 扩展卷积的结

构如下图 2所示遥

图 2 扩展卷积

Fig.2 Extended convolution

设生理信号为 X=渊x1袁x2袁噎袁xt冤袁则序列扩展卷积

运算 F定义为院

F渊s冤=渊Xd f冤渊s冤=
k-1

i=0

移f渊i冤窑Xs-d窑i 渊1冤

D表示膨胀因子袁k 表示卷积核的大小袁s-d窑i表

示过去的比例袁增大 d可以增加感受野袁在信号训练

中更大的 d袁可以应用更长的序列遥

1.2.3 残差学习

随着神经网络层数的增加袁导致参数过多袁且标

准的反向传播无法找到最优权重袁这就会出现退化问

题遥 生理信号的数列数据庞大袁为了提升模型的性能袁

在 TCN模型中添加残差和参数化跳过连接袁具体结构

如下图 3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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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残差模块结构

Fig.3 Residual module structure

残差模块的输出包括了卷积网络的输出和输入

信息袁其输出简单表示为 y=F渊X冤+X遥

1.3 实验

该实验使用 Python语言在 Pytorch环境下实现提

出 的 P -TCN 模 型 袁 在 硬 件 方 面 使 用 Nvidia

GTX1080TI训练模型遥

提出融合 EEG和 EOG的 P-TCN结构袁首先将两

种信号并列输入 TCN进行学习后袁然后把两种信号特

征融合后袁再次输入不同参数的 TCN模块袁使得模型

学习到不同尺度下的多尺度的信息袁最后由全连接层

输出疲劳状态值遥 EEG和 EOG具有不同的信号特征袁

分别运用不同大小的 TCN模块提取不同信号的时序

特征进行特征融合袁更优于将信号数据先融合后输入

模型的方法遥

数据输入模型之前使用 BatchNorma函数对数据

集进行处理袁可加快模型的收敛速度遥 模型中残差学

习和跳过链接的结构袁 可以使得模型具有较深的网

络袁在模型网络中层与层之间加入 dropout层袁以防止

出现过拟合袁并且加快模型训练的速度遥 P-TCN的算

法结构如图 4遥

图 4 P-TCN结构

Fig. 4 P-TC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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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 的 输 入 形 状 为 EEG [25*17*885]尧EOG

[36*1*885]袁 分别经过 8层和 5层的 TCN模块层袁通

过 torch.cat函数进行特征拼接融合后曰 再分别输入 3

层和 2层的 TCN模块层袁再次通过 torch.cat函数进行

特征拼接袁 把拼接结果矩阵通过 reshape为一个 676

维的向量袁最后袁利用 3 层全连接进行回归袁分别由

32袁16袁1个神经元组成袁得到接近的 PERCLOS值遥 优

化算法采用 adam进行参数调整遥 其他一些参数设置

学习率为 0.001袁batch 设置为 24袁epoch 设置为 100袁

dropout设置为 0.5遥

1.4 评估指标

为评估模型的检测程度袁我们引入平均绝对误差

渊MAE冤袁 均方误差 渊MSE冤, 可释方差得分渊EVS冤袁R2

渊r2_score冤 评估实验的模型袁 yi表示第 i个真实值袁 y赞 i

表示第 i预测值袁y 表示一段信号 y的平均值袁指标可

表示如下院

MAE=
1
N

N

i=1

移 yi -y
赞
i

渊2冤

MSE=
1
N

N

i=1

移渊yi -y
赞
i冤2 渊3冤

explained_variance渊y袁y赞冤=1-
Var喳y-y赞札
Var喳y札

渊4冤

R2=1-

N

i=1

移渊yi -y
赞
i冤

2

N

i=1

移渊yi -y i冤
2

渊5冤

2 实验结果

由于不同个体间具有差异性袁在相同的疲劳程度

下不同个体在生物信号上有不同表现袁且每个人对于

疲劳的感应力不相同袁因此该实验对同一个被试者进

行建模遥 同时为防止数据集划分不平衡出现训练无效

的现象袁不对标签进行阈值上的分类划分袁而是使用

连续型的数据进行建模遥 为了使得模型能够学习到每

个状态下的信息袁 通过随机划分确定训练集和测试

集袁 将提出的模型与单一信号的 TCN模型尧P-LSTM

模型进行对比实验袁评价指标结果如下表 1所示院

表 1 不同模型指标结果

Tab.1 Results of different model indicators

从表 1中可以看出袁在使用单一的信号时袁使用

EEG对比 EOG有更好的表现袁这可能是 EEG对精神

疲劳的变化更为敏感遥 提出的模型对比 P-LSTM模

型的评价指标有较大的提升遥 其中均方误差下降到

0.002 2袁平均绝对误差下降到 0.037 0遥 各模型对于同

一实验对象测试集的预测曲线如图 5所示遥

图 5 P-LSTM和 P-TCN的预测曲线

Fig.5 P-LSTM and P-TCN prediction curves

实验控制相同的神经网络层数袁相同的训练次数

epoch=50下遥 P-LSTM也能取得不错的预测袁 但 P-

TCN在训练模型时消耗的时间比 P-LSTM少得多袁且

在预测曲线中表现更贴近实际值袁在真实曲线中波动

较大地方和细节处表达的更好袁体现出模型更强的学

习能力和性能遥

EEG 0.006 4 0.062 8 0.727 6 0.6502

EOG 0.017 7 0.092 1 0.132 5 0.037 3

P-LSTM 0.004 3 0.050 8 0.767 0 0.765 4

P-TCN 0.002 2 0.037 0 0.876 1 0.87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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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gue Detection Based on Parallel Causal Convolution

ZHANG Shaohan1, MA Jinshan1, CHEN Zelong2, XIE Ziyan1,
LIN Shaowei3, ZHANG Zhenchang1

(1.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2. Medical Imaging Center, 900th Hospital of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Force, Fuzhou, Fujian 350002;

3.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Since biological signals are time-series information, they have nonlinear and 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s. The fatigue state
can be obtained by analyzing biological signals such as electrooculogram (EOG) and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Parallel Tim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P-TCN) model for mental fatigue dete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usion of EEG and
EOG. First, perform BatchNorma processing on the two physiological signal features, then input the TCN network to learn in parallel, and
finally perform secondary learning through feature fusion. This article uses the public alertness SEED-VIG data set for research. The ex鄄
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bining EEG and EOG can indee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fatigue detection. The proposed P-TCN
model i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time sequence processing algorithm LSTM model, which can not only learn the time information be鄄
fore and after the biological signal, but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allel computing by convolutional network.

Key words: mental fatigue detection; SEED-VIG data set; EEG; EOG; temporal convolutional network;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

3 讨论和结论

在上述实验中融合两种信号的方法对比单一信

号确实有更好的表现遥 LSTM网络结构决定读取数据

时只能等上一个时间点读取完毕才能读取进行下一

个时间点袁于是它在处理庞大的生物信号数据时会导

致训练的时间过长袁训练后使用模型进行预测计算速

度更耗时袁影响脑电疲劳检测的实时性遥 提出的改进

TCN模型融合了 EEG+EOG的并行计算袁该算法针对

时序信息具有更大的感受野遥既兼顾学习到时间序列

信息袁也能够通过大规模的卷积并行计算提升训练速

度袁计算成本更低袁模型性能更加优异遥

在 TCN网络中并行输入两种生理信号袁 将输出

的特征融合后袁 再输入不同层数参数的 TCN模块以

学习不同尺度下的信息遥该模型对比同类研究具有较

大的改进袁 加快了训练的速度提高了模型的鲁棒性袁

对于实时的疲劳检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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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咖啡消费新兴国家袁咖啡年消

费增长率保持在 25%左右遥我国咖啡精深加工设备与

工艺研究起步较晚袁咖啡加工产业薄弱遥 国内咖啡生

豆产量 60%以上以较低价格作为原料出口袁利润较高

的熟豆及咖啡制品均从国外进口遥加强咖啡深加工技

术研究袁特别是咖啡生豆烘焙环节工艺研究袁对完善

国内咖啡产业链袁提高咖啡种植农户经济效益具有实

际意义[1-3]遥

咖啡生豆烤制需经历高温脱水尧高温反应尧常温

冷却 3个阶段袁半直热半热风加热方式在咖啡烘烤中

使用普遍袁不同烘烤阶段温度参数的合理设定袁烘焙

炉对加热条件传递的灵敏度袁都是影响咖啡豆烘焙质

量的重要因素[8-14]遥 目前对咖啡豆焙炒曲线及咖啡烘

烤过程内部物质变化的研究较多袁关于不同烘焙炉材

质对咖啡烤制效果的影响少有文献报道遥本文选取咖

啡烘焙炉常用的不锈钢尧铸铁尧碳钢材料袁测试 3种材

料导热性尧保温性尧比热容等热性能指标与金相组织

的差异[15-16]袁并对比咖啡生豆实际烤制效果袁为咖啡烘

焙设备开发提供参照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试验设备为福州志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ZAH鄄

PA-0603型咖啡机袁单次烘烤咖啡豆最大重量为 300 g袁

外观如图 1遥 其通过额定功率 1 800 W的 U形碳纤维

电热管加热烘焙炉袁并用风机抽风使炉内空气强制对

流形成半直热半热风式烘焙方式袁加热部分结构如图

2遥三个烘焙炉尺寸一致袁外径 127 mm尧壁厚 2 mm尧长

度 150 mm袁材料分别为 HT250铸铁尧45#碳钢尧304不

锈钢袁具体成分如表 1遥

图 1 ZAHPA-0603型咖啡机

Fig.1 ZAHPA-0603 coffee machine

1. U形碳纤维电热管 2. 烘焙炉 3. 温度传感器

图 2 咖啡机加热部分结构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heating part of coffee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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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烘焙炉常用 3种金属材料化学成分

Tab.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ree metal materials

commonly used in baking furnace 单位院g

1.2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同一组加热参数依次对 3种材质烘焙炉进

行空炉加热袁用 PT 100温度传感器来探测炉内温度袁传感

器端头距前盖面 20 mm袁距转轴半径 30 mm袁每隔 1 s记

录 1次温度变化袁 配合烘焙机智能管理系统软件记录

炉内温度实时数值袁并导出相应数据与温度曲线遥 从 3

种烘焙炉材料分别取样袁在 FEI Inspect F 50型扫描电

镜下观察组织结构袁 结合炉内温度响应曲线差别来分

析不同材料咖啡烘焙炉性能特点遥 然后在三种材质烘

焙炉内烤制等重咖啡生豆袁比较烘焙效果差别遥

2 试验结果分析

2.1 热性能测试

3种材质烘焙炉外部加热条件均为加热尧保温尧冷

却 3个阶段遥 加热阶段袁电热管功率设定为 900 W保

持 5 min袁随后减缓加热速度袁加热功率调整为 450 W

继续保持 5 min遥 保温阶段袁 保持加热功率 450 W不

变袁打开风机对炉内抽风 10 min袁强制炉内空气对流

形成半直热半热风加热方式袁同时空气流动带走炉内

过高热量袁使炉内温度达到一个恒定水平遥 冷却阶段袁

关闭电热管袁加大风机风速袁对炉内进行快速降温遥 图

3为测得 3种材料烘焙炉内温度响应曲线遥

图 3 烘焙炉内响应温度曲线

Fig. 3 Response temperature curve in baking furnace

加热阶段袁在相同加热条件下袁HT 250铸铁烘焙炉

内温度升高速度最快袁 最大温升速度可达到 25 益/min袁

经 10 min加热后炉内温度上升到 228 益遥 45#碳钢烘

焙炉温度升高速度略小于 HT 250铸铁袁10 min加热

后炉内温度为 217 益遥 304 不锈钢热导率明显小于

HT 250铸件与 45#碳钢袁 加热过程最大温升速度为

18.8 益/min袁10 min加热过后炉内温度仅上升至192.5 益遥

对比可见袁同样加热功率下 HT 250导热效率最高袁可

在短时间内使烘焙炉达到入豆所需温度遥

保温阶段袁HT 250 铸铁与 45# 碳钢烘焙炉均在

风机启动后短时间内出现了明显的温度下降袁HT 250

铸铁温度下降速度略快于 45#碳钢袁可达到-31 益/min袁

2 min 后温度进入稳定阶段袁HT 250 铸铁炉内保持

178 益左右袁45#碳钢保持在 182 益左右遥 304不锈钢

烘焙炉在通风后炉内温度依旧保持稳定袁其比热容要

高于另外 2种材料袁具有良好的蓄热能力袁在通风情

况下凭借前期热量储存与及时热量补充袁使得炉内温

度无较大起伏袁温度始终停留在 192 益上下遥

冷却阶段袁电热管关闭且风机保持工作袁3种材质

烘焙炉内温度都呈现线性下降趋势袁温度下降速度由

快到慢依次为 HT 250铸铁尧45#碳钢尧304不锈钢遥 3

种材质烘焙炉在外部加热条件作用下表现出不同工

作性能袁这与材料成分及组织结构有着密切关系遥

2.2 材料组织结构观察

电热管被烘焙桶壁隔开袁难以通过热辐射与热对

流方式对咖啡豆进行直接加热袁烘焙炉热传导是咖啡

豆吸收电热管热源的主要途径遥 金属固体材料热传导

主要有声子导热与自由电子能量交换两种方式袁不同

金属材料组织结构与分布状态不同袁其起主导作用的

导热机制各不一样袁呈现出热性能参数差别较大遥图 4

为烘焙炉材料上取样得到的 HT 250铸铁尧45#碳钢尧

304不锈钢在 SEM电镜下组织形貌遥

图 4 三种烘焙炉材料组织结构 SEM图片

Fig. 4 SEM images of three kinds of baking furnace materials

铸铁为多相合金袁其组成相由基体尧石墨尧碳化物

和部分杂质构成遥 根据铸铁由液态凝固过程石墨化程

HT250 3.38 0.56 2.56 0.068 0.056 余量

45# 0.46 0.70 0.23 0.20 0.23 0.030 0.030 余量

304 0.08 2.00 0.75 9.00 19.00 0.035 0.020 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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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袁其可分为铁素体尧铁素体-珠光体尧珠光体 3

种基体组织袁图 4渊a冤可见 HT 250铸铁组织主要由珠

光体基体与片状石墨构成遥 石墨每层中各原子与周围

3个碳原子形成共价键袁 有 1个电子没有原子束缚成

为自由电子袁片状石墨在基体中彼此镶嵌接触袁存在

优良的自由电子导热机制袁 使 HT 250整体具有突出

的导热性袁导热系数可达 67 W/m窑K遥

45#碳钢属于亚共析钢袁 其熔炼过程先由奥氏体

中析出铁素体袁再经共析转变袁最后得到如图 4渊b冤所

示的铁素体-珠光体组织袁无石墨相存在遥材料主要通

过铁素体中自由电子能量交换实现热传递袁固溶于铁

素体中的碳原子扮演散射中心的角色袁降低自由电子

运动效率遥 45#钢热导率略低于铸铁袁 导热系数约为

51.9 W/m窑K遥

304不锈钢基体组织结构如图 4渊c冤所示袁为面心

立方结构的单相奥氏体袁不锈钢中大量存在的合金元

素提高材料比热容袁以 Ni尧Cr为主的合金元素固溶于

基体中袁严重限制自由电子运动与声子发射袁因而 304

不锈钢材料的热导率处于低值袁不超过 21.4 W/m窑K遥

2.3 咖啡豆烤制效果对比

三种材质烘焙炉内设置相同加热参数进行咖啡

豆烤制袁 生豆品种为云南保山 AA咖啡豆袁 水份值

10.2%袁大小 17~18目遥咖啡机设定功率 1 200 W加热

8 min袁再调至 900 W加热 7 min遥 在加热第 4 min放

入生豆袁 加热第 9 min开启风机对炉内强制对流袁带

走烟雾与银皮袁加热结束出豆冷却[17-20]遥烤制后咖啡豆

外观与风味指标如表 2所示遥

表 2 咖啡豆烤制外观与风味指标

Tab.2 Indexes of roasted appearance and flavor of coffee bean

注院黑头指咖啡豆烤焦部分表面出现的黑点遥

云南保山 AA咖啡豆适宜中度烘焙来展现其醇

香可口风味遥 咖啡生豆在加热过程中水分值降低袁豆

体温度升高至 170 益左右袁前体物质如糖分尧氨基酸尧

葫芦巴碱等在高温下开始进行化学反应遥 多糖受热分

解成有机酸产生辛酸味袁低糖与游离氨基酸发生美拉

德反应袁产生呈甜香尧坚果尧香草味型的吡嗪尧呋喃尧醛

类等化合物袁葫芦巴碱分解形成吡啶类化合物带来焦

苦与烟草味遥同时此过程伴随有包括 CO2在内的气体

与挥发性香味物质生成袁 豆内压力过大发生爆裂袁银

皮脱落袁豆表呈棕褐色[21-26]遥

HT 250铸铁导热效率高尧比热容低遥 在入豆及高

温反应阶段袁炉内温度易受外部加热条件影响而产生

较大波动袁咖啡豆局部温度超过 190 益袁生成的有机

酸分解挥发袁部分风味物质焦化形成类黑精袁豆表出

现黑头外观袁焦苦口感加重遥45#碳钢炉内咖啡豆同样

达到深度烘焙程度袁45#碳钢导热速度略低于 HT 250

铸铁袁生豆烤制后出现黑头数量减少袁口感偏苦保留

少许酸味遥 304不锈钢比热容大尧蓄热能力好袁炉内温

度控制有较大缓冲空间袁咖啡豆高温反应阶段可维持

在稳定温度范围遥 咖啡豆加热温升速度适宜袁各处热

量分布均匀袁烤制成品豆形饱满袁口感酸苦平衡袁风味

醇厚遥

3 结论

相同加热冷却条件下袁HT 250 铸铁烘焙炉导热

效率最高袁 炉内温度可快速响应外部加热条件变化遥

304不锈钢蓄热能力好袁保温阶段炉内温度波动小遥结

合材料组织观察袁HT 250铸铁组织中存在石墨相袁通

过石墨中自由电子能量交换机制袁 提升材料导热性遥

304不锈钢为单相奥氏体组织袁 声子导热与自由电子

能量交换机制均较弱袁材料热导率小而比热容大遥 45#

碳钢以铁素体-珠光体组织为主袁热性能指标介于 HT

250铸铁与 304不锈钢之间遥

HT 250铸铁炉内咖啡豆高温反应阶段温度波动

较大袁咖啡豆局部加热温度过高导致前体物质过度反

应焦化袁 咖啡豆表面出现黑头袁 焦苦口味比重加大遥

304不锈钢炉体蓄热能力好袁 可保持咖啡豆较为恒定

高温反应温度袁咖啡豆受热均匀袁充分反应生成综合

风味物质袁口感平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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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oasting Oven Material on Roasting Coffee B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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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his study compares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HT250 cast iron, 45# carbon steel, and 304 stainless steel commonly
used in furnac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roasting effect of coffee beans, which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ffee ro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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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学院是福建省首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整体转型试点校袁学校在转型发展规划尧应用型专业

体系设置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尧应用型课程体

系和教学模式改革尧野双师双能型冶 教师队伍建设尧实

践教学资源建设等项目取得可喜成就袁2018年被评为

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1]遥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

业是校级特色专业尧省级服务产业特色专业袁本专业

紧紧围绕南平生态食品产业袁建立了具有鲜明地域特

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袁为产业链输送紧缺的应用

型专门人才[2]遥

基础化学实验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一门重要

实验课程袁 主要训练学生独立开展化学实验的能力袁

掌握化学分析检验技能袁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

良好的实验素养遥 2013年以来袁本课程教学团队结合

地方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和毕业生未来面向的工作岗

位袁通过适时修订教学大纲尧优化课程内容尧创新实验

教学模式尧建立多元化成绩评定机制等措施袁不断探

索课程教学改革袁培养应用型人才遥

1 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1.1 地方性应用型特色教材缺乏

当前本科教育针对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出版的

基础化学实验教材很多袁 但由于各校的办学层次尧学

科专业特色尧专业方向尧实验条件尧课程内容以及课程

学时差异等原因袁鲜有野地方性尧应用型冶特色的教材

可供选择遥 各版本教材既定的实验项目多而杂袁综合

性尧设计性实验偏少袁不便于开展自主设计实验袁学生

的创新意识受到抑制袁难于体现教学适用袁不能较好

地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遥 以上种种导致各版本实

验教材的真正使用率不高袁造成很大浪费[3-4]遥

1.2 课程内容与岗位工作不密切

一般的化学实验课程都把玻璃工操作尧元素的性

质尧离子分离尧物质鉴别尧有机合成等视为重要教学内

容袁忽视了针对仪器使用与维护尧基准试剂与标准溶

液的配制尧化学分析的基本操作与技巧以及实验结果

汇报等与分析化验尧质量检验尧质量控制等岗位密切

相关的重要技能和职业素养袁 没有将典型工作任务尧

国家职业标准尧 检验标准等整合到教育教学过程中袁

脱离了社会实践活动袁野双基训练冶与野职业能力培养冶

没有得到充分体现[5]遥

应用型高校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徐晓斌 1袁 王昕岑 1,2袁 吴玉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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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课堂教学方式方法陈旧

以往的实验教学过程中袁 教学方法得不到重视袁

一般采用野先讲后练冶或是野示教冶模式袁案例式教学尧

启发式教学尧情景式教学等方法运用不足袁对近类的

实验项目没有形成科学的野固定程式冶[6-7]袁不利于实验

技能的培养遥 加上实验教师配备不足袁造成实验过程

缺乏有效监督尧技能辅导不到位尧课堂评价总结不及

时袁导致教学质量不佳袁学生获得感不足遥

1.4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单一

以实验报告为课程评价的主要依据袁是较多实验

课程采用的成绩评定方法遥 这种野重结果轻过程冶的评

价方式袁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与态

度袁没有把评价的过程转化成为学生自省自悟尧自觉

自律的过程[8-9]遥因此袁评价的结果不能客观尧全面地反

映学生的学习成效遥

此外袁受课内实验安排时效性的限制袁一些和专

业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尧设计性实验不便开展袁一些和

职业相关的重要实验技能得不到强化训练遥 为此袁基

础化学实验作为应用型课程体系的专业基础课程袁应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做出有力的改革措施袁努力提高

教学效果袁让学生学好用好袁为后续学习和未来工作

奠定基础遥

2 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改革的具体做法

2.1 立足应用型特色袁制定应用型教学大纲

2013年袁本专业将无机化学实验尧分析化学实验

和有机化学实验整合成基础化学实验袁形成一门独立

实验课袁实验课时 64学时遥 此次改革袁摆脱了多门化

学实验课程教学各自为政的局面袁实现了化学实验课

程教学的系统安排袁有步骤有计划地培养学生实验能

力遥 但整合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只进行简单的拼

凑袁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遥

2015年袁在学校统一部署要求下袁修订各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袁基础化学实验课时调整为 40学时遥 在总

学时有所减少又要保证教学效果的矛盾下袁课程教学

团队经过多次的酝酿和论证袁结合我市生态食品产业

相关的食品检验检测岗位的工作要求袁将化学实验与

食品检验融合尧实验方法和检测标准贯通袁确定了既

注重基础操作又侧重培养学生的分析检验技能的改

革思路袁突出野教学适用尧地方特色尧服务区域冶理念袁

制定了应用型教学大纲遥

2.2 优化教学内容袁重视技能训练和职业能力培养

优化教学内容具体的做法是院总体弱化元素化合

物性质尧有机合成尧仪器分析等实验项目袁加强化学学

科知识的交叉与渗透袁强化基本操作和基本能力遥 按

照简单到复杂尧基础到应用的顺序袁围绕课程实验和

食品检验袁把基础性实验尧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

项目合理编排袁 形成了逐层提升的实验教学内容体

系遥 具体如表 1所示遥

表 1 2013级与 2015级基础化学实验项目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al

projects of grade 2013 and 2015

2013

级
奏总64

学
时
揍

无机化学
实验

实验绪论 2

22
简单玻璃工操作 4

粗食盐的提纯 4

元素化合物的性质 4

化学分析
实验

电光分析天平的结构与使用 4

43

称量练习 3

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及比较
滴定

4

NaOH 标准溶液的标定及食
醋中总酸量的测定

4

生理盐水中氯化钠含量的测定 3

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标定及
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

3

EDTA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4

Ca,Mg含量及水的总硬度测定 3

仪器分析
实验

有色溶液吸收曲线的测绘 2
10

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铁 4

有机化学
实验

醇酚醚的鉴别 4

25乙酸乙酯的制备 6

正溴丁烷的制备 6

201
5

级
奏总40

学
时
揍

粗盐的提纯 4

30

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 2

蒸馏与分馏技术 2

熔点测定技术 2

密度渊酒精度冤和糖度测定技术 1

折射率与旋光度测定技术 1

综合性
实验

酸碱比较滴定 4

40
食醋中总酸量的测定 4

食品中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 4

饮用水的总硬度测定 4

设计性
实验

有机物吸收光谱的测绘 2

30植物天然活性成分的提取 6

果蔬维生素 C含量的测定 4

基础
性实
验

基本
实验
操作

物质
性质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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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验体系将基本技能训练尧综合能力提升及创

新精神培养有机融合袁逐层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应用能

力遥 其中袁基础性实验渊基本实验操作尧物质性质测定冤

学时占比 30%袁综合性实验学时占比 40%袁设计性实

验学时占比 30%袁 更加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遥

在 2015级实验教学内容体系的基础上袁 课程教学团

队编写了有区域特色尧异质性的校本实验教材叶基础

化学实验指导书曳遥

2.3 实施野双向三环冶教学模式袁努力提高实验教学

质量

课程教学团队根据多年来实验教学经验袁总结形

成了野双向三环冶实验教学新模式遥 野双向冶是指实验教

学活动的主体要学生和教师袁野三环冶是指实验教学过

程中三个重要环节遥 实施野双向三环冶教学模式要要要即

落实学生层面的野实验预习尧实验过程尧实验结果渊实

验报告冤冶三个重要学习环节和强化教师层面的野实验

前辅导尧实验中指导尧实验后评价冶三个重要教学环

节袁师生间形成了野学习共同体冶遥 在教学的实施过程

中袁采用野小班化尧双导师冶的组织形式袁配备 2位实验

教师巡回指导学生独立完成实验袁 实时纠偏纠错袁加

强和学生交流和探讨遥 实验结束后袁教师结合每个实

验项目既定的要求做出及时点评袁把实验方法尧检测

标准和食品检验操作规范进行对比总结袁以此提高学

生学习效果遥

野双向三环冶实验教学模式有效改变了学生学习

行为和教师教学行为袁最大限度发挥学生主体尧教师

主导功能袁 更好地培养学生实验思维和科学态度袁提

高了实验教学质量遥

2.4 建立多元化成绩评定机制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学团队多年来结合野双向三环冶实验教学模式袁

从实验预习尧实验过程尧实验结果渊实验报告冤出发袁建

立较为科学的过程性评价机制遥 其中袁 实验预习占

30%尧实验过程占 40%尧实验结果渊实验报告冤占 30%遥

课程总成绩则由日常表现渊考勤尧纪律冤尧过程性评价尧

期末考试渊技能考核或试卷测试冤3个模块组成袁权重

分别为 10%尧50%尧40%遥 具体如表 2所示遥

表 2 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成绩评定办法

Tab. 2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of the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

这种将学生的预习情况尧查阅相关资料的实验准

备情况袁在实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安全意识尧环境意

识尧操作规范尧职业规范尧按时完成实验任务尧专业素

质提高情况以及实验报告完成情况等全程表现纳入

过程性评价范围袁 最大限度发挥评价多元化的作用袁

保证了成绩评定的全面和客观袁促进学生自主全面发

展[9]遥

2.5 推行开放实验袁培养创新能力

教学团队编写的基础化学实验教材中袁有机物吸

收光谱的测绘尧植物天然活性成分的提取和果蔬维生

素 C含量的测定是专题实验项目遥由学生自主选取本

地特色食材和植物果蔬袁自行设计实验袁拟定具体步

骤袁将实验方案提交教师讨论后开展实验遥 由于选题

不同袁实验内容尧实验方案差别比较大袁实验进度也不

一致袁因此这也是在教师主导下有组织的开放实验遥

通过设计性尧开放性实验袁可以提高学生发现问

题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袁使学生得到初步的

科研能力的培养袁这对于培养应用型尧创新型人才有

重要意义袁进而启发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问题的自主设

计能力[10-11]遥

2.6 建立课程助学网站袁共享网上丰富资源

建成了专业教学资源库袁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教学

网站汇集大量的学习资源和碎片化素材袁如化学实验

室的安全尧救护和野三废冶处理袁化学试剂的规格尧存放

和取用袁常用实验器皿及洗涤和干燥袁实验误差与数

总评
成绩
渊M冤

日常
表现
渊A冤

考勤尧
纪律

出勤率尧实验纪律尧课堂
表现等

100 10

过程性
评价
渊B冤

实验预习
渊b1冤

实验预习尧 查阅资料尧实
验准备等

100 50
实验过程
渊b2冤

安全与环境意识尧操作规
范与完成实验任务尧专业
素质提高情况等

实验报告
渊b3冤

实验报告书写尧 数据处
理尧问题讨论等

期末
考试渊C冤

技能或
知识

技能考核等级或试卷成
绩

100 40

M=A伊10%+B伊50%+C伊40%袁其中 B=b1伊30%+b2伊40%+b3伊30%

徐晓斌袁等院应用型高校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89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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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of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XU Xiaobin1, WANG Xincen1,2, WU Yuqiong1

(1. School of Tea and Food,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 School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003)

Abstract: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local food industry, the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major has been reformed in teaching syllabu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which has improved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experiment course and better trained students' experimental

skills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Key words:food quality and safety;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special textbook; applied universities

据处理袁实验样品的制备袁缓冲溶液的配制袁食品各类

检验检测标准等袁为学生查阅资料和开展自主学习提

供有效途径遥将一些常规分析仪器的使用与维护录制

成教学视频袁便于学生反复观看袁充分发挥网络助学

功能遥

3 结论

基础化学实验为本专业学生培养基础的实验技

能尧规范的操作和良好的实验习惯袁还对学生职业能

力和职业习惯的养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袁是后续专

业实验的基础遥 通过基础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和

实践袁 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袁这

也是应用型高校实验教学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遥

在今后的教学中袁应总结积累经验袁朝着培养地方性尧

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不断改革创新袁形成更加科学的基

础化学实验教学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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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强调野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袁要用好课堂教

学这个主渠道袁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袁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袁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袁形成协同效应冶 [1]遥 党中央尧国务

院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袁

为高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尧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

育人指明了前进方向尧提供了根本遵循遥近期袁教育部

印发的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曳[2]为高校进

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尧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提供了重要指导遥新工科教育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

必由之路尧战略支撑和引领力量袁在野新工科尧新医科尧

新农科尧新文科冶建设中具有典型示范引领作用遥 野新

工科冶背景下袁如何立足专业实际袁在专业课教育中有

效开展课程思政教育袁构建好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的体制机制袁实现野1+1>2冶的效果袁是亟须解决的一个

重大课题[3]遥

化工原理课程作为化学化工类尧 高分子材料类尧

环境类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核心课程袁承担着由理

论到工程尧由基础到专业的桥梁作用遥 课程中蕴含着

大量的思政元素袁 是相关专业课协同育人的主阵地遥

结合化工原理课程的教学内容袁在课堂教学中把握住

思政教育的主要内涵袁将思政元素自然流畅地贯穿在

教学的相关环节袁重点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尧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尧宪法法治教育尧职业理想和职业道

德教育袁对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袁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形成协同效应是十分必要的遥

1 化工原理课程思政建设意义

新时代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袁 新经济发展呼唤

野新工科冶建设遥 化工原理作为化工类相关专业的核心

技术基础课袁具有明显的工程性袁对化工类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遥 通过挖掘尧发挥课程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袁并有机融入教学过程中袁在传授学生专

业知识的同时袁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袁

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袁将价值塑

造尧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袁让价值引导

的成分在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中如盐在水袁达到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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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雨尧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4]遥这不仅能够在化工应用

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提升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与自豪感袁

更有利于培养适应新时代行业需求的应用型化工人

才遥

2 化工原理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2.1 加强专业课程体系顶层设计袁铸就野奠基石冶

系统梳理化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袁结合叶纲要曳袁

根据化工专业的特色和优势袁深入研究新时代化工专

业的育人目标袁在落实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的基础上袁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

想价值和精神内涵袁科学合理拓展化工专业课程的广

度尧深度和温度遥 从课程所涉专业尧行业尧国家尧国际尧

文化尧历史等角度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教育等课程思政元素写入人才培养方案袁增加

课程的知识性尧人文性袁提升引领性尧时代性和开放

性遥 有针对性地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尧考核大纲袁细化教

育教学目标袁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遥

2.2 不断提升教师的野课程思政冶意识尧素养和能力袁

建强野主力军冶

一名优秀的教师袁不应只是教授课业知识和能力

的 野授业者冶袁 还应该成为传播品德和价值的 野传道

者冶遥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袁课程思政建设能

否成功关键在教师遥 我们在化工原理课程思政建设过

程中袁始终以转变教师观念和提升教师能力为核心任

务袁激发课程思政建设新活力遥 一是示范引领袁发挥教

师党支部作用遥 在教师党支部实施野双带头人冶制度袁

将课程思政建设融入支部建设中袁党员教师带头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袁教师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袁为课

程思政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遥 二是取长补短袁搭建

课程思政交流平台遥

课程教学团队定期邀请思政课教师尧学生辅导员

和班主任参加教研活动袁通过教师之间的野同向同行尧

协同育人冶袁保障课程之间的野同向同行尧协同效应冶遥

此外袁课程教学团队与省内外多个课程教学团队长期

保持合作交流袁并邀请名家名师来校指导袁有力提升

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思政教学能力遥 三是集思广益袁

开展集体教学研究遥 教学团队以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

室为单位组织教学研讨袁集体备课袁优化教学设计袁推

进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遥

2.3 着力深入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袁丰富野案例

资源库冶

课程思政的难点在于如何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

挖掘野德育冶元素袁需要任课教师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中

涉及的价值引领袁在教学设计上进行改革袁使课程体

系有机衔接形成价值观同频共振遥 我们在前期教学实

践的基础上袁结合化工原理课程特点袁挖掘了一些典

型的思政元素袁以期构建案例资源库遥 结合叶纲要曳袁现

将课程教学中实施的相关案例总结如下院

2.3.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袁全面加强了党对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和引领袁深刻回答了野解决

好培养什么人尧怎样培养人尧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遥 冶 实践充分证明袁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

业袁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袁就是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尧培养人遥 例如

在讲到 野非均相物系的分离冶时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袁从野安全接触距离为什么是 1米钥 冶问题入手袁讲

到飞沫传播和气溶胶传播的特点袁而飞沫和气溶胶正

是典型的非均相混合物遥 疫情防控的胜利离不开党的

坚强领导袁 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袁

体现了科技工作者和医护人员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尧担

当精神曰再比如袁化工原理中袁萃取尧精馏尧吸收等单元

操作中均涉及废弃物的排放袁若处理不当势必会造成

环境污染遥在课程教学中采取野单元操作+典型环保案

例冶的模式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袁引导青年学生接过生态文明建

设的使命袁敢于担当袁守护住祖国的绿水青山袁推动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的新格局遥 这些案例能够深化学

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情感认同尧

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袁 发挥思政课的铸魂育人功能袁促

进广大学生增强爱国心尧立下强国志尧实践报国行遥

2.3.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化工原理课程体系中袁蕴藏着大量能够体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的案例遥 在讲到精馏这一章时袁

会讲到我国精馏分离学科的创始人尧精馏技术领域国

际著名专家余国琮院士袁始终保持国之所需尧心之所

向的科研精神袁 研发了我国自主重水生产工业技术袁

为新中国核工业的起步作出重要贡献遥 以他名字命名

的 Yu-Coull热力学活度系数模型被广泛应用遥 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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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馏领域的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得到广泛应用袁助

推了我国石化工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遥 在讲萃取这一

章时袁屠呦呦通过采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袁富集

了青蒿的抗疟组分袁发现了青蒿素遥 如今袁以青蒿素为

基础的联合疗法渊ACT冤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疟疾

治疗的最佳疗法袁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遥 屠呦

呦也因此获得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袁为中国

赢得了荣誉袁让野中国精神冶闪耀世界遥 在课程中袁充分

利用这些案例袁将价值观教育与知识讲授结合起来袁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友善修养袁自觉把小

我融入大我袁不断追求国家的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和谐和

社会的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法治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化为精神追求尧外化为自觉行动遥

2.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遥 我国是人口大国袁也是传统工匠古国遥

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袁我国在建筑尧陶瓷尧纺织尧

冶炼尧水利等诸多领域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袁这也

促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进步和繁荣遥 古代工匠们在长

期实践中积累传承技艺的同时袁形成了悠久的工匠文

化袁并在中华悠久历史中不断流淌袁是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宝贵财富[5]遥 化工原理课程中就蕴

涵着很多这样的案例遥 例如袁我国著名水利工程都江

堰水利工程里袁调节水流的野鱼嘴冶分流工程袁控制流

量的野宝瓶口冶引水工程及泄洪排沙的野飞沙堰冶工程

等设计巧妙应用了流体力学和伯努利方程的相关知

识曰在讲解离心泵的发展史时袁引入中国古代提水灌

溉的发展过程野抱甑而汲冶尧野桔槔冶 尧 野水车冶袁学生能

从这些例子中更容易理解离心泵的结构特点和应用遥

从这些案例中汲取营养袁有助于涵养和培育新时代工

匠精神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遥

2.3.4 宪法法治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袁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袁

建设美丽中国遥 从长远来看袁这涉及一系列深层次问

题袁需要人们的生态安全意识尧环境保护意识和法治

意识有根本性转变遥 化工生产中袁吸收尧萃取尧精馏等

单元操作都涉及环保方面的问题遥 在教学中袁结合课

程内容袁介绍相关法律法规尧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等袁使学生牢固树立法治观念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想和信念遥 引入化工生产安全尧健

康等法律知识袁深化学生对法治理念尧法治原则尧重要

法律概念的认知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

自身权利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尧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

和能力遥

2.3.5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

将课程思政建设与理论实践结合起来袁在教学中

深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袁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并

自觉践行行业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袁培养良好的职

业品格袁增强职业责任感遥 我们采用理论教学和实践

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职业教育遥 理论教学环节通过

典型案例引入袁分析事故原因袁加深对职业规范尧职业

安全的认识遥实践教学环节采取野化工单元操作实训+

虚拟仿真实训冶的模式进行职业教育遥 单元操作实训

环节袁 通过介绍单元操作实训装置的结构和工作原

理袁单元操作的流程袁操作危险区域袁装置事故多发部

位袁实际生产中对劳动保护用品的穿戴要求和注意事

项等袁引导学生提高安全生产意识曰虚拟仿真实训环

节袁依托武夷学院绿色化工技术虚拟仿真中心的化工

原理实验三维虚拟现实仿真系统袁通过单元操作流程

模拟尧现场作业安全培训尧化工装置安全演练培训等

内容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袁加强学生职业养成

规范教育的渗透袁 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感袁建

立对安全事故的预判和处理能力袁 促使其养成科学尧

健康尧安全的职业习惯遥

2.4 切实推动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袁抢

占野主战场冶

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袁课堂是育

人的野主战场冶遥 叶纲要曳深刻指出袁建设高水平人才培

养体系袁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其中袁必须抓

好课程思政建设袁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野两张

皮冶问题袁这抓住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痛点和

问题所在遥 教学团队开展思政教育过程中袁采用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尧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尧第一课堂与第二

课堂相结合袁通过课堂教学尧虚拟仿真单元操作尧课程

实验尧互动教学尧情景教学等方式袁让学生主动参与到

课堂教学活动中袁在课堂中有机地融入价值塑造的元

素袁避免生硬的机械组合袁努力实现自然的有机融合袁

做到野如春在花尧如盐化水冶袁耳濡目染尧润物无声遥 例

如袁在讲到传热这一章袁介绍换热器时袁会给大家介绍

青藏铁路工程中用到的野热棒冶技术遥 我国科学家自主

研发的野热棒冶技术袁成功地解决了青藏铁路建设过程

中冻土层在夏天融沉和冬天冻胀的问题袁保证了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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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for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s Under the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YANG Zitao, FAN Rongyu, WU Fangdi, HU Jiapeng, XIE Wenju
渊School of Ecology and Resources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院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in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three aspects of val鄄
ue shaping, knowledge transfer,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鄄

plement this fundamental task. It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ourse for ideological, political con鄄

struction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oreover, it is also illustrated how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such as the top design of the cur鄄

riculum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tea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se resource database.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releva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Key words: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s; course for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曰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区路基的长期稳定遥 如今袁这项技术已经被成功推广

到俄罗斯等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袁彰显了大国工匠精

神袁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遥 这样既能调动学生

的学习兴趣袁又能春风化雨般引发学生对工匠精神和

科学精神的思考遥

2.5 积极探索野互联网垣课程思政冶模式袁构筑网络

野新阵地冶

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 野互联网+冶时代正以多元

化的特点影响着大学生的发展,不论是行为习惯,还是

思想观念遥 这就要求高校教师要正确认识尧准确把握

野互联网+冶时代大学生成长过程的心理特点和行为特

征袁利用互联网技术袁促进网络时代青年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与新媒体深度契合袁 通过 野互联网垣课程思

政冶模式袁引导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养成[6]遥

一是注重课程思政教育内容进网络遥 利用新媒

体袁将体现思政要素的课程知识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传授袁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遥 例如袁在钉钉平台上

创建课程群袁并上传相关的课程思政课件尧视频资源袁

方便学生观看学习遥 此外采用 MOOC尧学习通等网络

教学资源袁通过与学生良性互动袁资源分享等形式袁实

现对学生价值观的引领遥二是充分利用网络虚拟仿真

实训平台遥例如学生可登录学校自建的武夷学院绿色

化工技术虚拟仿真中心网站袁 实现在线单元操作模

拟尧安全事故模拟等功能袁培养学生安全观念尧职业素

养等能力遥

3 课程评价的思考

尽管我们采取了多种改革措施将价值塑造尧知识

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袁但效果如何袁很难通

过现有的课程评价体系体现出来遥 因为袁就课程思政

评价的本身而言袁需要将学生的认知尧情感尧价值观等

内容纳入其中袁体现评价的人文性尧多元性[7]遥 而价值

观的培养可以在教育教学目标中呈现袁但很难在教育

教学成果中呈现出来遥 因此课程传统的试卷测试尧作

业布置和实验操作等评价方式就不能满足要求遥 为

此袁 应逐步将客观量化评价与主观效度检验结合起

来袁综合采用结果评价尧过程评价尧动态评价等方式袁

制定出更为精细和系统的评价指标袁充分及时反映学

生成长成才情况袁反映课程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

结合程度袁以科学评价提升教学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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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1月 19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新农

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中指出了新农科建设的

目标和使命袁要求高校农林教育创新发展袁构建全面

的人才培养机制袁 建设体现专业特色的一流课程袁培

养高水平尧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遥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

高等农林教育肩负着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新

使命袁生态环境类课程具有得天独厚的学术和教学优

势袁有利于推进农科与理科的深度交叉融合遥 在野新农

科冶背景下袁农林院校的生态环境类课程需要对传统

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性改革袁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更强有力的创新型高水平人才支撑遥

讨论式教学起源于孔子及苏格拉底的思想袁 在当

代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的的教育中袁

已经逐渐成为探索未知和课堂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1]遥

学生在讨论中进行思维碰撞袁有利于学生理解并吸收

知识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2]遥在野新农科建设冶的新

要求下袁人才的培养既要打牢基础理论袁掌握农林学

科核心知识和生产技能袁又要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能力袁塑造生态文明观和可持续经营管理理念袁增强

人才培养与未来农业发展的契合度遥 因此袁基于新农

科背景下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体系的改革需求袁本文

以地方涉农高校生态学专业涉及生态学各方面内容

和知识最多的核心课程生态工程学课堂作为调查对

象袁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袁以生为本袁优化野新农科

建设冶 背景下课堂讨论问题的设计并应用到教学中袁

通过课堂讨论形式的多样化与内容的野接地气冶袁提升

课堂讨论的教学效果袁以实现培养服务野生态文明冶建

设人才的专业定位袁并为新农科建设中生态环境类课

程改革提供借鉴遥

1 课堂讨论法对课程的教学意义

课堂讨论能够营造较为活跃的教学氛围袁对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袁 提高学习主动性有较为良好的效果袁

还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遥 通过课堂讨论袁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生态环境类

课程讨论的设计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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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充分发散思维袁在交流的过程中产生思想碰

撞袁促使学生主动思考遥 纯理论章节对学生来说较为

枯燥袁学生对这部分的理论知识的掌握欠佳遥 若在教

学中引进案例袁 通过学生在课堂内外对事件剖析尧讨

论袁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对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袁提升

学生应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8]遥另外袁课

堂讨论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尧 交际沟通能

力尧演讲能力和说服力遥 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

越全面袁学生不仅需要良好的专业素养袁还需要良好

的交际能力[9]遥在讨论的过程中袁学生需要对教师提出

的问题进行思考袁给出自己的观点袁聆听同学的观点袁

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袁还需要给出能够说服同

学和教师的理由遥 同时袁课堂讨论教学法对教师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袁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遥 除了对

讨论的问题进行设计外袁还要回答讨论环节学生遇到

的疑问遥 因此课堂讨论的应用需要教师掌握生态工程

学所涉及的生态学尧生物学尧工程学等领域的最新研

究动态和发展趋势袁拥有强大的知识储备和优秀的教

学能力袁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对提升教师教学

能力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遥

2 课堂讨论设计与组织的调查与问题分析

2.1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生态工程学传

统课堂教学方式的学生反馈情况开展调查袁调查对象

为福建农林大学 15尧16尧17级生态学专业学生袁 共发

出问卷 154份袁收回 154份袁有效问卷 154份遥

2.2 问题分析

2.2.1 学生参与度低

从调查问卷结果可以直观的看出袁尽管课堂上设

置了讨论环节以践行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学理念袁但

仍然有 72.73豫的学生认为当前生态工程学课堂讨论

课仍以教师讲授为主袁学生参与度低袁师生之间双向

交流少袁抑制了教学互动袁导致课堂教学讨论过程演

变为学习主体缺位的教师行为遥 54.55豫的学生表示教

师在课堂讨论中虽然使用了案例分析教学方法袁但案

例分析的主题选择和讨论过程依然以教师为主导袁学

生只参与对问题的讨论和陈述袁总体看来学生在课堂

讨论过程中仍处于被动袁参与感不强遥 47.40豫的学生

反映袁 虽然教师在讨论教学过程运用了小组讨论袁但

大班教学的教学环境使得教师组织小组讨论形式的

难度加大袁小组成员内部存在野浑水摸鱼冶现象袁互动

讨论效果不理想遥

2.2.2 课堂讨论形式过于单一

根据参与调查学生反馈渊表 1冤袁传统授课模式中

的课堂讨论受班级人数限制袁规模大多以班为单位整

体讨论渊73.10豫冤袁且讨论主题的数量少尧形式过于单

一袁大多局限于对独立主题下单个问题的讨论与陈述

渊84.83豫冤袁讨论结果交流方式以问答为主渊71.72豫冤袁

学生自由展示少袁久而久之学生容易对这种讨论模式

产生厌倦情绪袁兴趣度逐渐下降遥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和主动性不高袁对知识的理解程度较低袁教学效果不

理想遥

表 1 课堂讨论情况调查

Tab.1 Investigation about classroom discussion

高校教育需要培养的是即将步入社会参加工作

的创新型高水平人才袁在工作中需要应用各种基础理

论知识解决具体问题袁亟需对课堂讨论内容设计及组

织形式进行改革袁以提升教学质量袁培养富有创造性

独立思维能力的开拓性人才遥

2.2.3 课堂讨论的内容不够野接地气冶

生态工程学作为应用生态学的热点分支之一袁是

一门新兴的多学科渗透形成的交叉学科课程[5]袁是与

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专业课程袁在

诸多涉农高校的生态学专业均有开设[6]袁其应用性极

强袁应该理论结合实践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求知欲袁

才能使学生认清专业课程的基本要求与相关的职业

前景袁更有效地将理论知识合理地运用到实践学习过

程中[7]遥 问卷野课堂讨论满意度冶结果显示袁有 22.76豫

讨论规模
以小组为单位 26.90

以班为单位 73.10

讨论数量
单一主题尧单一中心的讨论 84.83

多主题尧多中心的讨论 15.17

交流方式

师生对话 6.21

问答 71.72

辩论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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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呈满意状态袁31.03豫的学生认为一般袁46.21豫

的学生对课堂讨论内容不满意渊图 1冤遥 对不满意原因

进行分析袁 有 49.25豫的学生认为目前生态工程学的

实例引用和讨论依然主要停留在理论教学层面袁涉及

学科热点问题的课堂讨论环节较为缺乏袁没有引导学

生对理论知识在具体事例中的应用进行思考曰26.87豫

的学生表示对讨论主题事先不明确袁准备不足袁导致

讨论参与度低曰23.88豫的学生则表示课堂讨论效果一

般袁无法透过现象真正触及问题本质渊图 2冤遥学科知识

和相应技术更新很快袁 尤其在当下全球变化的背景

下袁各种环境问题层出不穷袁热点问题和研究前沿不

断涌现遥 而传统课堂上很少提及当下的热点问题袁用

于讨论的主题大部分是时间久远的典型事例袁 不够

野接地气冶袁 又或是教师在课堂中随机展开课堂讨论袁

学生明显准备不充分野无话可说冶遥 这都导致学生兴趣

不足袁很难投入到讨论中袁无法真正消化和理解学到

的理论知识袁不懂如何将理论知识熟练运用到具体的

生产实践中遥

图 1 课堂讨论内容满意度

Fig.1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class discussion content

图 2 对课堂讨论内容不满意的原因统计

Fig.2 Statistics on the reasons fo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ontent of classroom discussion

3 讨论课的设计与应用

3.1 讨论内容的设计

生态工程学是福建农林大学生态学专业的专业

核心课程之一袁课程前四章内容渊分别是绪论尧基本原

理尧模型尧设计冤为理论知识袁主要由教师引入和讲授曰

后五章主要为不同类型生态工程的应用袁非常适合开

展讨论式教学渊表 2冤遥对论题的选择应该谨慎袁选择具

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尧趣味性尧自我性和求异性的问

题袁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袁允许学生阐述自己的见

解和看法袁多角度看待和解决问题遥 案例分析与讨论

环节中的案例与问题可以选择教材上的部分经典案

例袁也可以结合该堂课学习的理论知识袁选择学科前

沿尧应用广泛尧技术成熟尧实践性强的生态工程设计尧

农林复合经营尧生态修复等内容[6]遥还可以结合当地特

色袁将当地的重点热点环境问题或者农林生产相关问

题融入课堂渊表 2冤袁如福建省林下经济的发展案例尧福

州市滨海新城野海滩-防护林-湿地冶绿色屏障的构建尧

厦门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尧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

建设等具有福建省地域特色的案例袁课堂讨论更加创

新和野接地气冶袁帮助学生学以致用遥 但需要注意的是袁

讨论的问题不能局限于诸如野某工程运用了哪些生态

工程学原理冶的简单问题袁更应该侧重于生态工程的

设计与应用袁将理论知识融入实践中袁引导学生进行

多方位思考袁发散思维遥 结合社会热点能够帮助学生

理解生态工程学原理袁有助于学生学习如何在实际中

应用所学原理与知识袁传递给学生野生态工程学在生

活中应用广泛冶的信息袁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学生树立

就业信心遥

由于生态学的基本理论较为宽泛袁生态工程学的

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知识内容存在交叉重复袁而当前社

会生产日渐专业化[10]袁因此将宽泛的理论应用到实际

生产中存在较多困难遥 新农科背景下袁 融合生物尧生

态尧化学尧工程尧设计等专业知识对学生进行跨学科尧

跨界培养袁提高学生的知识面宽度和广度袁增强对各

要素的协同整合能力[11]袁对学生未来应对专业化工作

起到重要作用袁这也是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与复合

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目标[1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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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态工程学课程讨论主题和形式设计

Tab. 2 Discussion topics and form design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course

3.2 讨论形式的设计

3.2.1 讨论形式

课堂讨论存在多种形式袁 包括案例分析与讨论尧

相关主题演讲尧文献阅读报告与展示等袁在课程不同

章节中袁可以结合讨论主题灵活选用单个或多个结合

的讨论形式渊表 2冤遥 一般课堂使用案例分析和讨论的

频率较高袁其交流性强袁针对几个问题阐述自己的观

点袁花费时间短袁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让学生在

讨论中加强对该堂课涉及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及应用遥

在符合本课程培养目标和相关理论的情况下袁案例也

可以让学生参与选择袁这样有利于选择学生感兴趣的

话题[9]遥 文献阅读报告主要为学生补充科研前沿和热

点问题袁作为拓展学习材料袁也可以将文献阅读和案

例分析进行结合应用遥但文献阅读难度较大袁需要学生

先学习好基础理论知识袁因此建议在课程后期设置遥教

师也可以将一整篇文献进行拆分袁 筛选出其中片段供

学生分次学习袁以减轻学习难度遥

3.2.2 讨论频率

案例分析与讨论次数也不宜过多袁一般一节课 1~

2个问题即可袁次数过多容易占用理论教学时间袁造成

本末倒置遥 相关主题演讲也可以由教师指定主题或列

出数个主题供学生选择袁 需要每组进行分工合作袁在

准备演讲材料的过程中袁学生能够通过查阅资料和交

流对课程内容进行学习和进一步理解遥 由于主题演讲

需要准备的时间较长袁一般一个学期安排主题演讲的

次数不宜过多遥

3.3 讨论课的组织与应用

根据问卷和访谈结果袁对传统的课堂讨论进行了

重新设计并将该模式尝试应用在课堂上遥

3.3.1 实施流程

通过课前小组分工合作研讨尧课堂讨论和课后交

流总结等环节组织实施讨论课遥 新课堂开始之前一至

两周袁教师根据课程内容结合福建省地域特色和当下

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袁 设计若干合适的讨论主题袁

列出供学生选择袁提前布置讨论任务遥 也可以由学生

自主设计问题并提前由班级投票选出遥 课堂讨论一般

为分组进行袁在分组时袁分组人数是教师需要考虑的

首要问题遥 人数过多容易造成七嘴八舌的混乱场面或

者部分学生不参与的情况袁尤其是主题演讲形式下较

易产生分工混乱曰人数过少则不能产生足够的思想碰

撞袁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遥 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袁通

过在图书馆或网上查阅文献资料尧实地考察和调查问

卷等方式袁对主题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袁形成各种方

式的汇报总结遥 教师可以野参与者冶的身份参与到各小

组的工作中袁加强教师与学生的联系袁还能够及时为

学生提供适当的帮助遥 在课堂上袁各小组对课前讨论

的结果进行汇报袁包括但不限于多媒体演示尧主题汇

报演讲尧角色扮演尧情景重现等多种形式袁可由学生自

由发挥袁尽量要求小组所有学生参与袁充分调动学生

的热情与积极性袁提高创新能力遥 汇报结束后再由学

生和教师对主题渊或案例或文献冤进行小组讨论尧评估

总结及反思袁及时予以改进并对知识进行巩固遥

3.2.2 具体应用

以福建农林大学生态学专业的生态工程学课堂

讨论为例袁课堂讨论组织实施过程中袁将海洋生态污

染尧治理及生态恢复尧城市环境污染等内容融入到课

程中渊表 2冤袁选择诸如红树林的生态恢复工程尧海岸带

生态工程尧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与处理尧生态城市的

建设等等袁 在讨论问题的设计上凸显创新性和实践

性袁更加野接地气冶遥 例如在野污染物处理利用工程冶章

第五章生态
恢复工程

结合学生家乡的森林尧湿地尧草
原等不同受损生态系统恢复的
实际情况袁 由学生自主选取感
兴趣的恢复案例展开讨论

案例分析与讨
论尧 文献阅读
报告与展示

第六章污染
物处理利用
工程

垃圾分类及循环利用尧 污水处
理尧 碳中和等与当前形势紧密
相关的主题

主题演讲尧辩
论尧 文献阅读
报告与展示

第七章农林
牧复合生态
工程

野粮饲-猪-沼-肥冶 生态模式案
例尧野林果-粮经冶立体生态模式
案例尧 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
建设案例尧 福建省发展林下经
济的案例等

案例分析与讨
论

第八章城镇
生态工程

乡村振兴工程尧野美丽乡村冶建
设工程尧生态城市的建设等

案例分析与讨
论尧主题演讲

第九章滨海
生态工程

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
渊福州市滨海新城 野海滩-防护
林-湿地冶 绿色屏障的构建尧厦
门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尧福
建省东山岛木麻黄沿海防护林
建设工程等冤

案例分析与讨
论尧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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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Organization of Discussion Class of Eco-Environmental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Construction

FAN Hailan, CHEN Can, LI Jian
(School of Forestry,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highly applie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course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rses of local agricul鄄
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econstructed the model of the classroom discussion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construction. The selection and design of the discussion content should focus on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combine with current hot issu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Fujian Province,

and integrate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The effectiv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will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to par鄄

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through pre -class group discussions, in -class discussions, and after -class exchanges and summaries, etc.

Throug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lass discussion form and the "grounding" of content, the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of cultivating talents serv鄄

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uld be realized. The survey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rses and personnel training.

Key words: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ourses; class discussion; design and organization曰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construction

节袁结合当前的热点野生活垃圾分类冶袁以野垃圾分类及

循环利用冶为主题袁课前由学生对垃圾分类尧垃圾回收

途径尧垃圾分类推广尧遵循生态工程学原理设计较为

全面的循环利用工程等问题进行研讨袁课堂上进行主

题汇报袁提高每一位学生的垃圾分类意识袁将所学知

识熟练运用到生活中遥 在野城镇生态工程冶章节中袁设

计关于如何在学生家乡设计和建设城镇生态工程的

问题袁由于与学生生活的地方息息相关袁能够提高学

生参与的热情遥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袁乡镇发展需要人

才参与袁在课堂讨论中加入实际案例能够为学生日后

参与基层工作实践做好知识储备遥

4 结语

野新农科建设冶背景下袁无论基层工作还是科学研

究都对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需要学生具有更强

的创新能力袁 能够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到生产实践

中袁能够多角度尧全面地看待和解决实际问题遥在今后

的课堂讨论设计和应用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

步深入探索袁以期在新农科建设背景下不断提升生态

环境类课程的教学质量遥 渊1冤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优

秀案例袁将课程思政的内容巧妙融入学生研讨学习中

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思政效果遥 渊2冤深入探索课堂讨论

综合评价指标袁构建完善的评价体系袁并将其纳入学

生形成性考核中遥 渊3冤考虑到授课学生人数多和教师

工作量大袁可引入雨课堂尧慕课堂等现代化课堂教学

手段袁进一步创新讨论形式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学

生课外研讨情况实施跟踪袁适时进行学情分析和督促

指导袁并可充分发挥研究生助教在讨论小组的协助作

用袁最大限度发挥讨论式教学方式在生态环境类课程

的教学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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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成型工艺及模具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尧 应用性

很强的专业课袁 课程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以

及综合运用能力袁 但是传统教学模式使学生感觉到课

程内容繁杂袁知识点零碎袁塑料成型原理尧模具结构设

计不成体系袁学习艰难袁难以转化应用[1,2]遥 近年来教育

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袁给课程建设与改革带来了机遇袁

武夷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课程组通过深入分析传统课程

教学存在的弊端袁探索适合武夷学院发展定位的野两性

一度冶课程建设与改革模式袁并取得丰富的阶段性教学

成果袁 对其他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课程建设改革提供了

实践经验和思路遥

1 传统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对教材依赖性强尧教学资源单薄

传统课堂教学手段主要依靠教材及配套资料袁学

生片面的认为野教材冶就是野课程冶袁教材说什么就学什

么袁学习考核内容也局限于教材袁但教材不仅开发建

设具有延时性[3]袁而且教学资源多局限于电子课件和

各种图片视频袁缺乏融合先进 CAD/CAE应用技术尧生

产实践项目等实用资料袁导致课程的教学内容滞后于

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现状遥

1.2 学生学习主动性差尧自控力不足

在电子产品充斥的今天袁 尤其是手机的存在袁学

生抵制不住诱惑袁学习主动性积极性欠缺袁存在沉迷

游戏袁课堂纪律涣散袁课程内容时常野消化不良冶等问

题[4-5]袁设计模具时更无从下手袁实际教学状况与教学

目标有很大差距袁教学效果不理想遥

1.3 考核方法单一尧缺乏过程性评价

传统该课程考核方式采用注重结果的终结性考

核[6-7]袁通常期末考试成绩占比权重高达 70%或以上袁

这种考核方法单一袁 使得大部分学生只注重分数袁忽

略平时课堂的有效学习与课堂活动参与袁严重限制了

学生创新思维和想象力的发挥遥

1.4 教学方式保守尧个性发展受限

由于教师信息化素养提升不足袁大多数高校仍以

野我教你学袁我讲你听冶的教学方式为主袁应用主要教

学方法还是讲授法袁 即使部分教师引入大量案例尧生

产视频尧机构动画等作为补充教学手段袁但该课程具

塑料成型工艺及模具设计一流课程建设与改革

林 权袁 陈丽军袁 刘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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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策略袁采用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方式袁实施注重过程性评价的多元考核方式袁通过野跟着学生走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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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强的实用性袁 没有成体系的项目案例还是缺乏

野安全感冶[8-9]袁 学生觉得所学知识没有生产实践依托袁

内容空洞袁思路不成闭路袁最终导致学生学完该课程袁

仍不具备独立完成简单塑件的模具设计能力遥

2 探索以野学生为中心冶的创新教学模式

2.1 提出野学完一门课程袁做完一套作品冶的项目化

教学策略

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重组袁 转化为 11个

教学项目袁每个项目通过确定学习目标尧引入项目任

务尧学习相关知识尧项目实施渊PBL讨论分工冤尧项目问

题解决尧结果展示尧教师点评等过程袁系统完成项目任

务后野生产冶一套作品的教学策略袁达到人才培养知识

与技能的要求袁如图 1所示遥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袁学生

是主角袁教师是引导者袁经过参与完成一系列的项目

任务袁使课程知识高度内化袁提高学生内心成就感袁增

强学习自信心袁培养同学之间的团队协作精神遥

图 1 项目任务流程

Fig.1 Flow of project tasks

2.2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袁进行翻转课堂教学

课程组重视信息化教学改革袁 自 2016年开始在

超星尔雅教学服务平台创建网络资源共享课袁2018年

完成本校 SPOC建设袁 开始应用线上资源辅助教学袁

2020年课程正式上线学银在线 MOOC袁截止目前累计

选课人数达到 185人遥 课程网络平台建设有资料库尧

习题库尧试卷库尧作业库尧生产视频与动画集尧实验资

料袁以及所有章节项目的课件尧教学视频尧单元测验尧

拓展应用项目等袁还提供模流分析尧模具结构设计尧前

沿学术文献尧应用技术经验资料等教辅资料遥

信息化教学过程中袁课程组应用学银在线网络教

学平台和学习通智慧教学工具袁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方

式院渊1冤课前袁通知并布置项目任务袁学生自学和教师

导学袁通过单元测试袁第一时间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

掌握程度遥 渊2冤课中袁教师有的放矢讲解知识点和引导

项目实施袁学生利用智慧教学工具以及网络平台资源

解决项目任务遥 深化项目知识技能要求袁教师提出和

探讨拓展应用内容袁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需求袁提升课程的挑战性遥 渊3冤课后袁教师依据课堂

教学活动效果布置课后作业袁对拓展任务进行跟踪指

导袁根据实际学情适当调整下一次课程内容和流程遥

2.3 构建野三级冶项目制课程脉络袁项目融合课程思政

课程组依据教育部提出的建设金课淘汰水课精

神[10]袁提出基于野两性一度冶构建课程脉络袁提出构建

野三级冶项目制课程脉络袁如图 2所示遥 为了缩小教学

目标与职业岗位能力目标差距袁 体现高阶性与挑战

度袁将教学内容转化为进阶式学习的三个级别应用项

目袁即野教学内容要要要项目任务渊一级冤要要要拓展项目

渊二级冤要要要研发课程渊三级冤冶袁分类分级培养应用创

新人才袁思政元素融合于各项目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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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袁课程的创新性主要体现以下 3点院渊1冤应用

翻转课堂教学方法袁课前导学袁学生以学习教学视频和

了解项目任务为主曰课中内化袁教师串讲重难点知识和

引导小组讨论尧团队协作完成项目任务曰课后跟踪袁教

师进行学习评价以及跟踪指导拓展项目遥 渊2冤采用野跟

着学生走冶组织教学袁教师依据课前学生做题情况袁选

取课中串讲内容袁教师依据学生理解知识难易度袁开展

讨论尧抢答等课堂活动袁教师依据学生完成项目任务情

况袁评估教学效果和调整教学进度流程袁教师依据学生

应用拓展项目需要袁补充网络平台资源曰渊3冤将野教室冶

变野工作室冶袁采用非标准化综合评价模式袁以结果为导

向袁判断项目完成合格与否袁执行行业三个统一标准院

第一能否得到最优产品袁 第二模具加工工艺性是否最

优袁第三生产成本是否最低袁如表 1所示遥

表 1 项目任务评价等级与得分标准

Tab.1 Project task evaluation level and scoring criteria

其次袁课程的高阶性与挑战度主要体现为课程组

将 11个章节的知识目标与能力目标统一到 11个项

目任务中袁 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

力袁再延伸出 11个拓展项目袁完成拓展项目内容需要

学生对课程认知方法和问题举一反三尧触类旁通遥 拓

展项目大多数选自当前学科前沿性和先进性内容袁为

了学生能延续课题研究内容袁课程组将拓展项目发展

课题化袁并制定了课题发展途径遥

拓展项目涵盖了野塑料成型方式要塑料原料的选

择要产品成型结构工艺性分析要模流分析技术应

用要编制成型工艺要选择成型设备要模具成型设计

分析要模具的结构分析冶等各方面袁体现了野能够应

用尧能够分析尧能够综合冶等高阶性的能力要求遥 学生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袁需要将理论知识与行业应用技术

融合袁不仅增加了课程难度袁而且提高了课程挑战度袁

学生只有深入探究才能完成项目任务遥 在发展路径方

面袁 课程组通过指导学生申请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尧

参加挑战杯等学科竞赛尧入选毕业设计课题尧指导发

表学术论文等方面袁继续支持和帮助学生提升知识和

技能应用能力袁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遥

另外在项目运作中默默融入课程思政内容袁例如

拓展应用项目一院聚乙烯和聚丙烯材料是目前国内商

品化产品中应用最多的高分子聚合物袁但随着产品生

条件

能够得到
最 优 产
品袁 模具
加工工艺
性最好 袁
生产成本
最低

能够得到
最 优 产
品袁 模具
加工工艺
性较好 袁
生产成本
不是最低

能够得到
产品 袁模
具加工工
艺 性 较
好袁 生产
成本不是
最低

能够得到
产品 袁模
具加工工
艺性差但
可行 袁生
产成本较
高

不能够得
到合格的
产品 袁但
有进行思
考和设计

项目
得分

90~100 80~89 70~79 60~69 50~59

图 2 野两性一度冶课程脉络

Fig.2 野Two properties and one degree冶 cours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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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的终结袁 大量聚乙烯和聚丙烯制品被人们丢

弃袁对环境造成严重冲击袁如何进行高效回收二次利

用袁以达到野源头缩减尧资源回收冶循环使用的目标遥 学

生通过完成该项目袁让学生重视环保袁提高爱护家园

的责任意识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野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冶发展理念[11]遥

2.4 采用多元考核方式袁注重过程性评价

采用过程性评价与期末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

核方式袁 各占比 50%遥 过程性考核包括院 课堂互动

20%袁含问卷尧抢答尧选人尧讨论等活动袁单元测验

20%袁项目任务及作业 40%袁课程实验 10%袁课程访问

学习 10%遥 在 PBL项目任务考核中袁采用非标准化综

合评价模式袁注重考核学生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的能

力袁 成绩由 野教师 40%+组间 30%+组内 20%+个人

10%冶构成遥 在期末终结性考核中袁加大主观分析题型

的比重袁充分体现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遥

3 课程教学效果及成果

3.1 学生及督导对课程教学评价

2019要2020学年第一学期袁课程学生评教结果为

96.99 分袁 参评率为 100%曰2019要2020 学年第二学

期袁课程学生评教结果为 95.26分袁参评率为 83%遥 学

校督导评价该课程教学组织过程充分袁发挥了学生的

主动性袁教学内容充实而有吸引力袁教学氛围调动性

强袁翻转课堂加项目化的运作方式新颖袁充分利用了

现代智慧教学工具袁丰富了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遥 其

中教学内容实施野三级冶项目制袁应用拓展项目能将最

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课堂教学袁使学生能尽快与先进

的设计理念和方法接轨袁培养了学生创新能力袁后续

搭接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尧毕业设计课题等的思路新

颖袁着力培养和强化学生的实际应用技术能力袁适应

用人单位的需要袁教学效果好袁能为其他课程的建设

与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价值遥

3.2 课程教学成果

渊1冤课程目标的达成度高袁依据完成项目任务得

分统计袁 最近一学期教学对象 2017级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袁其中 83%以上的学生达到了评价等

级中等以上袁课程综合得分合格率达到 95%袁优良率

达到 60.4%遥

渊2冤应用拓展项目训练了学生创新能力和科研能

力袁学生学习成果丰富袁近年以学生为第一作者袁发表

学术期刊论文 7篇袁如表 2所示袁师生合署发表学术

论文 10余篇袁立项国家级大创项目 4项袁立项师生共

研科研项目 2项遥

渊3冤2019年获立福建省线下一流课程袁2020年获

得武夷学院线上教学优质课程奖袁2021年获超星示范

教学包收录遥

表 2 拓展项目学生课程学习成果

Tab.2 The results of the students' course learning

应用拓展 1院 聚乙
烯聚丙烯物性及回
收二次利用探索

2013机
械 袁 谢
艺强

毕业设计

应用拓展 2院Mold鄄
flow在塑料成型工
艺中的应用

应用拓展 3院 塑件
结构工艺性优化及
数值模拟

2016机
械 袁 张
韬

学生一作发表论文院叶排插内托
注塑成型工艺优化及模具设
计曳袁中国设备工程曰优秀毕业
设计曰

应用拓展 4院 注塑
机机械部分的改进
设计

2014机
械 袁 穆
天开

学生一作发表论文 院 叶基于
CAD/CAE 技术的小刀架加工
工艺装备设计曳袁 中国设备工
程曰

应用拓展 5院 注塑
模分型面及浇注系
统优化设计

2015机
电 袁 卢
帅龙

学生一作发表论文院叶基于 UG
与 MOLDFLOW 双分型小水口
注塑模设计曳袁 佳木斯大学学
报曰福建省挑战杯二等奖袁优秀
毕业生曰

应用拓展 6院 注塑
模成型工作零件设
计及结构对比

2011机
械 袁 王
建桥

毕业设计

应用拓展 7院 同类
结构塑件注塑模模
架规范及二次利用

2017机
械 袁 黄
永斌

毕业设计

应用拓展 8院 塑件
推出机构设计及优
化配置方法

2014机
械 袁 陈
莲

毕业设计

应用拓展 9院 侧向
分型与侧抽机构实
践应用

2011机
械 袁 何
靓

学生一作发表论文 院 叶基于
CAD/CAE 技术辅助塑胶产品
模具优化设计曳袁 武夷学院学
报曰 优秀毕业设计尧 优秀毕业
生曰

应用拓展 10院常规
水路与异型水路设
计对注塑成型质量
影响

2012机
械 袁 陈
杰

学生一作发表论文院叶注塑模冷
却系统的数值模拟分析与优
化曳袁宜春学院学报曰优秀毕业
设计尧优秀毕业生曰

应用拓展 11院风扇
面罩热固性压缩模
结构设计

2015机
械 袁 朱
以杰

毕业设计

2017机
械 袁 雷
武

2016机
械 袁 欧
紫欣

学生一作发表论文院叶收纳盒注
塑成型工艺多目标优化曳袁山东
化工曰

学生一作发表论文院叶便捷式硬
盘外壳注塑成型翘曲变形工艺
优化曳袁轻工科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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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Cla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Exploration of

Plastic Molding Technology and Mold Design

LIN Quan, CHEN Lijun, LIU Qinan

渊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袁Wuyi University袁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curriculum group takes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as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which turns "classroom" into "

studio", and proposes the project teaching strategy of "completing a set of works after learning a curriculum". Besides, it adopts the teach鄄

ing way of flipped class model based on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to carry out multiple assessment that pays attention to process evalua鄄

tion. By "following students", it dynamically organizes teaching activities, which explore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model of "two

properties and one degre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Besides, it has achieved initial rich results, which can enlighte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other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Key words: plastic molding process; mold desig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roject task; two properties and one degree; teaching re鄄

form

结语

课程组以立项为 2019年福建省线下一流本科课

程为契机袁依据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

校的发展目标定位袁 以及适应现代模具行业用人需

求袁经过多年的教学改革与努力袁基于信息化网络教

学平台袁构建了野三级冶项目制课程脉络袁通过采用野翻

转+项目冶教学方法尧野教室冶变野工作室冶创设教学情

景尧野跟着学生走冶组织教学尧多元化考核等系列创新

教学方式袁取得显著教学成效袁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传

统课堂的教学弊端袁而且增加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浓

厚兴趣袁 还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对学术科研的向往袁实

现野两性一度冶的课程建设目标和野以学生为中心冶培

养目标袁课程建设与改革成果及措施具有一定的示范

和推广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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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M系列课程改革意义

伴随着建筑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袁智能化建筑成为

发展的主流袁尤其以 BIM技术应用最为典型[1]袁相关课

程已成为高校建筑学专业学生提升重点遥 BIM系列课

程知识点具有涉及专业广尧操作难度大等特点袁同时

对授课教师要求较高袁有别于其他专业课程遥 如何充

分利用高校课程资源袁 深度挖掘专业师生教学潜力袁

形成系统性的教学闭环袁 最终提升课程教学效果袁是

教学质量改革提升工程中研究的热点袁也是教学授课

环节上不可回避的问题遥

2 BIM系列课程教学问题

面对 BIM技术的应用袁我国的建筑行业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袁各类高校也纷纷把 BIM技术融入到

教学中[2]遥课程主要由 BIM理论及软件实操组成袁同时

具有跨专业尧多学科融合的特点袁但由于教学技术难

度较大袁教师本身往往未能吃透知识难点遥 在实际的

教学环节当中袁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来检验学生所学

所知袁最终导致授课过程浮于表面袁学生仍停留在对

BIM相关技术应用的初级阶段袁无法适应和满足社会

及用人单位的需求遥

2.1 照本宣科袁缺乏前瞻性

BIM系列课程包括 BIM理论知识讲授和课内软

件实操环节袁但在面对庞大的 BIM课程体系时袁授课

教师往往容易受限于课本内容袁在课程课时与知识点

讲授的选择上难以权衡袁无法在有效课时内传授 BIM

系列前沿理论知识与操作重点袁BIM的授课内容缺乏

前瞻性遥 特别是在在以 REVIT及 PKPM系列软件的

教学授课环节上袁往往只追求课本内容给定模型的翻

模操作训练袁 学生对课程内容的预期性过于容易达

成袁知识点的学习和总结缺乏主动性和目的性袁授课

效果不佳遥

2.2 纸上谈兵袁缺乏实践性

缺乏前瞻性的建筑学 BIM系列课程成果可以预

期袁以教材内给定的建筑模型进行翻模教学袁并通过

学生的翻模结果对教学成果进行评价袁其成果具有可

预期性和同一性遥 学习能力不同的学生之间往往无法

在学习过程中对自身成果进行反思与对比袁课程学习

的目标定位较为模糊袁不能形成对学习成果的多角度

评判袁教学效果必定与社会需求袁甚至与同类院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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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较大差距袁学生对所学所知在没有经过专业类

竞赛及实践项目的检验下缺乏应用自信袁没有实践性

的教学环节将最终导致学生在应用此项技能时有畏

缩情绪遥

2.3 浅尝辄止袁缺乏系统性

高校在 BIM系列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袁多采用结合

相关专业竞赛来强化学生 BIM技能应用这一手段袁这

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学生相关技能水平并

产生良好的效果袁但多数手段止步于此袁同时由于对

授课结果缺乏系统性的总结凝练袁 对成果无反馈袁不

能形成良性发展的教学体系遥 其教学效果只在竞赛成

果中有所体现袁没有进一步挖掘优秀学生的专业技术

能力和教师的指导效果袁 课程授课成果类型较为单

薄袁且每年重复袁影响教师授课的积极性和学生对专

业技能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视程度遥

2.4 单线发力袁忽略教师能力提升

BIM技术作为建筑行业的前沿技术袁知识结构复

杂袁实践要求较高袁在建筑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有一

定的授课难度遥 在目前的部分高校中袁BIM课程的教

学评价重点偏向于学生与教材袁过分依赖课件内容的

流水式讲授袁 而技术操作难点和重点的解析不够深

入袁特别是与实际工程案例的结合基本没有遥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BIM课程教学

对教师的评价及要求较低袁作为课程主导对 BIM技术

认识不足袁BIM项目难点了解不深袁没有吃透教材袁更

没有系统性的培训学习袁甚至没有参与过实际的 BIM

项目袁教学内容受限于书本袁最终影响到教学效果遥

2.5 没有形成 BIM课程教学闭环

BIM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完整成熟的技术体系袁在

教学过程中袁不仅要求师生要有对 BIM技术知识重难

点的把握袁还要有相关的专业竞赛对学习成果进行实

践遥 同时针对掌握较好的学生袁应有相应的 BIM项目

进行强化训练袁 让学生能够更加宏观的感受和掌握

BIM技术的核心应用魅力遥 在具备一定的理论和实操

基础之后袁应通过如 BIM中心这样的技术平台对成果

进行总结凝练袁让学生在教学环节的后期能够继续延

伸知识脉络袁探寻 BIM技术的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可能

性遥

如果仅仅针对其操作技能方面进行讲授袁很容易

让学生对 BIM技术形成狭隘的认识观点袁这种观点一

旦形成袁则很难再系统的看待 BIM技术袁无法形成完

整的教学闭环袁学生之前所掌握的相关知识可能会逐

渐淡化袁最终影响教学效果遥

3 野三驱两点一环冶教学效果提升策略

为切实提升 BIM课程教学效果袁在教学过程中应

紧紧围绕野三驱两点一环冶这一原则袁针对建筑学 BIM

课程整体环节进行梳理遥 所谓野三驱两点一环冶原则袁

是指以野专业竞赛尧纵横向科研课题及 BIM技术应用

创新中心平台冶三个方面为教学驱动袁抓住教学过程

中的野教师与学生冶这两个重要参与点袁用系统的眼光

看待 BIM课程的整个教学过程袁使授课环节中的各个

教学要素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教学闭环袁具体见图 1遥

图 1 基于野三驱两点一环冶原则下的教学效果闭环及要素

Fig.1 Closed loop and elements of teaching effec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ree drives, two points and one ring"

3.1 强化竞赛尧项目及平台的驱动作用

BIM以其可视性尧协调性尧模拟性尧项目全周期的

信息集成优化性等诸多优势而被建筑市场和重视[3]遥

对于这门应用型很强的专业课程袁效果评价不应仅以

结课成果为标准袁更应该考虑将学习效果在专业技能

大赛中进行验证袁 相关的专业竞赛如安徽省大学生

BIM技术应用大赛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袁这

类教育厅承认的 AB类学科竞赛袁 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和指导性袁能够对教学成果进行指导验证遥 在教学环

节上引入竞赛机制进行讲授袁教赛结合袁以竞赛为驱

动的教学方式袁方能强化学生所学袁检验学生成果袁树

立课程信心和教学基本目标遥

BIM技术应用可结合综合实训平台袁在应用点上

进行 BIM项目的技术应用实践[4]遥 在专业竞赛和纵横

向科研项目成果实践的基础上袁建立相应的 BIM技术

协同应用研究中心平台袁通过中心去吸纳对 BIM技术

有需求的教师及学生成员袁 形成稳定的 BIM团队袁对

竞赛及项目成果进行总结凝练袁进行成果转化袁与本

土科研企业及单位合作袁完成技术转化及应用遥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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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家 BIM技能等级考试考点平台袁增强学生及教

师队伍的 BIM技术权威性和规范性袁 扩大高校 BIM

技术应用及成果的影响力袁产生品牌效应袁强化学生

及教师对 BIM课程的自信心袁在科研及技能考试平台

驱动的影响下袁将教学过程的被动性转化为自主学习

的主动性遥

3.2 重视教学过程师生两个参与点

建筑学专业的 BIM系列课程不同于常规的理论

及实践课程袁 其核心内容不仅限于对技术软件的实

操袁 还包括对 BIM理论及前沿态势发展的了解和把

握遥 为了培养应用型的 BIM人才袁除了熟练掌握软件

操作技能之外袁授课教师还需要具有深厚的工程实践

背景 [5]袁BIM课程教学环节必须提高对教师能力的重

视袁教师在授课之前袁须有较为充分的课前准备遥 这种

准备一是指对课程内容重难点的熟练掌握袁二是需要

在以 BIM技术为主要手段的企业及科研单位进行系

统的培训袁以了解 BIM系统的整个流程袁方能在教授

学生的过程中做到不片面尧不狭隘袁让学生形成系统

的 BIM技术理念遥

针对建筑学学生而言袁BIM系列课程学习不应局

限于对课内知识点的掌握袁同时还应主动参与学术讲

座以及专业竞赛袁对 BIM项目也应有所涉及遥 与此同

时袁课外的自我提升也非常重要袁利用学校平台袁积极

进行专业技能等级认证考试袁主动融入 BIM创新协同

中心团队袁在实操中进行跨专业多平台的演练袁方可

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对 BIM技术形成系统和发展的

眼光袁从质的角度提升专业技术水平遥

3.3 打造 BIM课程体系教学系统闭环

对建筑学课程而言袁不论专业理论课还是设计实

践课袁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闭环是课程效果提升的重

要手段遥 这就要求必须立足高处袁纵观整个 BIM教学

过程及环节袁在竞赛尧项目和平台建设三个驱动基本

成型之时袁重点围绕建筑学 BIM课程特点袁结合授课

实际情况袁与课程发展无缝对接袁最终形成行之有效

的教学闭环遥

首先应结合课程进度及内容来对教学成果目标

进行预期安排遥 在授课初期袁依托专业类竞赛袁组成参

与各类大赛的学生团队袁明确以专业竞赛成果为结课

内容的课程目标袁在授课过程中针对参与不同竞赛的

学生进行分类指导袁 让学生在竞赛及学习过程中对

BIM课程教学内容做到野学有所用袁赛有所获冶遥

其次在课程中后期袁 结合教学过程及竞赛效果袁

遴选学生成员参与教师主导的相关科研及教研项目袁

对涉及到的横向课题有选择性的安排学生进行实践袁

强化学生 BIM技能的专业性和竞争力遥

最后教师与学生应依托三个教学驱动形成常态

化联系遥 在建筑学五年的学习生涯中不断积累反馈袁

并认真总结完善袁优化驱动发展袁方能让 BIM课程形

成具有实践意义的教学系统闭环袁达到 BIM课程在建

筑学专业的教学目标遥

4 野三驱两点一环冶原则下的教学提升成果

在进行教学改革前袁BIM 系列课程目标不够明

确袁结课形式单一袁成果匮乏袁学生在没有经历竞赛检

验学习成果的情况下往往缺乏专业自信袁技能知识掌

握不牢遥 同时由于竞赛与课程内容脱节袁造成野课内无

指向袁课后无实践冶的不良后果袁学生无法巩固所学所

知遥 专业平台建设方面也是一片空白袁学生及教师专

业技能应用范围狭窄袁学生基本未参与过教师纵横向

科研项目袁专业基础薄弱袁行业及地区影响范围小袁专

业品牌认同低遥

牢牢把握野三驱两点一环冶的教学原则袁建筑学

BIM课程改革效果与以往相比有了多项提升遥 通过教

学改革袁BIM系列课程形成完整闭环袁 其中在部分环

节中实现了零的突破袁仅课程与竞赛的结合点就有四

项之多袁完全满足学生对不同竞赛类别和专业技能知

识点的掌握与需求遥 专业平台建设从无到有袁分别成

立 BIM技术应用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和安徽省 BIM技

能等级一级考试考点平台袁学生参与项目比例明显上

升袁改革前后效果对比总览具体见表 1遥

表 1 BIM课程教学改革前后效果总览

Tab.1 Overview of the effects before and after

the BIM course teaching reform

通过对高校建筑学专业的教学实践袁不仅提升学

专业平台建设 0项 2项

专业竞赛引入 1项 4项 300%

纵横向课题研究 2项 7项 250%

学生参与数 28人次 124人次 342.85%

教师参与数 2人次 12人次 500%

涉及课程 1门 3门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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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专业技能和 BIM思维养成袁也使得授课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不断进步袁不断成熟遥

4.1 教师与学生提升成果

在 BIM课程教学备课环节中袁 利用行业资源袁依

托 BIM技术企业对教师进行 BIM技术培训袁 通过培

训袁 授课教师获得 BIM行业认证的 BIM结业资格证

书遥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教师授课质量袁多位教师获得

BIM等级考试考评员资格证书袁为建筑学学生的 BIM

专业学习打造基础袁做出表率遥

建筑学学生在 BIM课程开设的过程中袁以 BIM技

能等级考试为基本要求袁仅 2019年袁本校考点就有 40

名学生参加技能考试袁通过率接近 50%袁在校阶段即获

得专业技能等级资格认证袁强化了学生的专业自信遥

4.2 竞赛与科研成果

BIM课程结课成果评价以竞赛作品为主袁学生在

指导老师的组织下参加专业学科竞赛袁如安徽省大学

生 BIM建筑设计大赛尧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等袁并自选竞赛主题组队完成赛项遥 从近三年的竞赛

结果来看袁学生参与度逐年升高袁获奖面及获奖等级

不断攀升袁BIM大赛多次包揽全省一等奖袁 计算机设

计大赛作品更是在 2019年获得全国一等奖袁 结课作

业质量及完成率接近 100%袁竞赛成果见图 2遥

图 2 BIM课程影响下的专业竞赛部分成果一览

Fig.2 A list of the results of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野BIM冶 courses

吸纳学有余力的学生参与纵横向科研课题袁在近

三年的教学实践中袁团队围绕教学共完成六安市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建筑 BIM咨询方案 1项袁为本土地区完

成建筑改造方案 3项袁同时借助竞赛品牌效应与企业

合作袁为山河工业城二期提供建筑 BIM装配式拆解方

案 1项遥横向课题助力纵向科研袁在近三年中袁教学团

队在 BIM相关的教研及科研课题中也取得了很好的

突破袁获得多项校级及省级项目袁这些项目袁不仅有专

业教师的身影袁同时也离不开 BIM课程教学过程中学

生团队的参与袁具体成果见表 2遥

表 2 近三年野BIM冶教学团队项目及科研成果

Tab.2 野BIM冶 teaching team project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4.3 平台建设成果

在专业学科竞赛及实践项目的驱动下袁在专业教

师团队的指导下袁BIM团队依托学校资源袁 成立皖西

学院 BIM技术应用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袁中心配置高性

能专用工作站袁吸纳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加入袁涵盖

建筑学尧给排水尧土木工程等 BIM相关专业袁形成良好

的跨专业多学科团队遥中心助力 BIM课程教学后端发

展袁为 BIM相关的学科专业竞赛尧纵横向课题研究以

及跨专业多学科的交流提供了优质平台遥 依托此平

台袁截至 2020年 7月已完成横向课题 1项袁专业竞赛

省级一等奖多项袁国家级一等奖 1项袁并主持完成多

项省级及校级创新创业项目遥

在学校的指导下袁BIM课程教学团队对接专业技

能考试袁成立安徽省 BIM考试考点袁为建筑学及其他

相关专业的学生及社会从业者提供便捷的技能等级

考试服务袁扩大了地区及行业中的影响力袁树立了良

好的品牌形象袁为高校与兄弟院校之间及行业间提供

了稳定的沟通渠道袁具体平台成果见表 3遥

横向科研
金寨县安置小
区 BIM 改造
咨询

山河工业城二期
BIM 拆解方案咨
询

六安市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
BIM建筑方案
咨询

纵向科研
叶建筑参数可
视 BPV冤创客
实验室曳项目

编写 叶BIM 项目
管理系列丛书曳

叶基于 BIM 技
术的大别山地
区绿色装配式
建筑异形构件
管理研究曳项
目

涉及 BIM
课程及软件

计算机三维造
型 与 设 计
渊SU+Lumion冤

计算机三维造型
与设计 渊SU+Lu鄄
mion冤

+
三维建筑信息模
型建模渊Revit冤

计算机三维造
型 与 设 计
渊SU+Lumion冤

+
三维建筑信息
模 型 建 模
渊Revit冤

涉及专业 建筑学 建筑学
建筑学+土木
工程+给水排
水工程

108窑 窑



"Three Drives, Two Points and One Ring"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Architecture BIM Course

XIE Xuan袁TU Jinsong
渊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爷an, Anhui 237000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BIM series of architecture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proposed to
drive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tectural discipline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s, BIM-related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opics, as well as the con鄄

struction of BIM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and BIM grade test center platform,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effects. Students and teachers develop at the same time,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platform to absorb feed鄄

back from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 the effects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form a normalized teaching process, and finally optimize and cre鄄

ate a complete teaching closed-loop "three drives, two points and one loop" teaching effect improvemen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principl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BIM series of architecture major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a benign

closed-loop teaching has been formed,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sustainable teaching, and can make students systematically look at the

full life cycle of BIM and also promote teachers a more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 BIM teaching process.

Key words: BIM course; teaching effect; three drives and two points; closed-loop teaching

表 3 BIM协同中心及 BIM考点平台部分成果

Tab.3 The results of the 野BIM冶 collaboration

center and 野BIM冶 test center platform

5 结语

创新性教育是当代教育发展的指向标[6]袁BIM系

列课程的开设袁是对高校教师提升教学质量效果的一

项重要考验遥 在教学过程中袁牢固树立野三驱两点一

环冶的教学原则袁并将各项举措落到实处袁方能将课程

精华传授给学生袁 并达到 BIM课程开设的核心目标遥

在未来的 BIM课程教学中袁 应重点依托 BIM协同中

心平台袁融合多专业跨学科的团队袁将 BIM系列课程

的教学质量效果提升到更高的层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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