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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芋花粉生活力测定及其贮藏方法优化
阮淑明
渊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学系袁 福建 南平 353000冤

摘

要院以茵芋花粉为材料袁采用 TTC 染色法尧I2原KI 染色法尧红墨水染色法尧离体萌发试验法进行花粉生活力测

定袁并测定直接贮藏与简单预处理后的贮藏花粉活力的变化遥 结果表明院TTC 染色法尧I2原KI 染色法不适合于茵芋花粉生

活力测定袁红墨水染色法尧离体萌发试验法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袁均可适于茵芋花粉生活力测定遥 茵芋花粉在贮藏前须
经一定预处理袁降低花粉含水量曰7 d 内贮藏可经预处理后室温进行袁30 d 内贮藏可于普通冰箱内进行袁更长时间的贮藏
可考虑低温甚至超低温的方式遥

关键词院茵芋花粉曰生活力测定曰贮藏方法曰花粉染色法曰离体萌发试验
中图分类号院 S685.99

文献标识码院A

茵芋 渊Skimmia reevesiana Fortune冤 属于芸香科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01原园5
时授粉时间的遴选及生产中制定花期喷硼的促果技

渊Rutaceae冤 茵芋属渊Skimmia Thunb冤袁常绿灌木袁又名

术等提供依据遥

区亦有野生种类分布 [1-2]袁据报道院茵芋属的名称是由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观花尧观果俱佳的优良花木遥 茵芋系芳香植物袁花可提

1.1 供试材料

黄山桂袁原产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袁在华南尧云贵地
日本语 sikimi 音译过来的 遥 花单性袁白色 袁是观叶尧
[3]

[4]

取芳香油袁种子可榨油袁是一种较好的辅助蜜粉源植
物

供试材料为福建省洋口国有林场提供的茵芋植

袁茵芋正成为重要的园林绿化植物袁常作林缘种

株袁采集正开放的花袁由于茵芋花小袁故直接取出花

花粉生活力是指花粉具有存活尧生长尧萌发或发

显示镜下观察并拍照遥

[5-6]

植袁也可作盆景遥

育的能力 遥 花粉生活力的测定是检测花粉质量的重
[7]

要手段袁可用来对花粉贮藏效果进行鉴定袁完善尧改进
花粉贮藏方法袁研究花粉保存机理等袁对于杂交育种

药袁 进行花粉生活力测定袁IBE 2000 型倒置生物荧光
1.2 花粉活力测定试验
1.2.1 离体萌发试验
花粉生活力状况的主要衡量标准是其萌发率的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遥

高低 [8] 袁离体萌发试验是用体积分数分别为 0.7%袁

粉活力测定可能决定育种的成败袁可为茵芋推广种植

配制培养基[9]袁将配制好的培养基平铺一薄层于培养

[8]

茵芋为雌雄异株袁雌雄花期经常不一致袁因此花

收稿日期院2021-01-27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科技项目渊闽林科[2014]2 号袁闽林计财
[2014]97 号冤曰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院士专
家工作站项目渊2015YSZ002冤遥

作者简介院阮淑明渊1972-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植
物与植物生理的研究遥

15% 袁0.05% 和 0.02% 的 琼 脂 尧 蔗 糖 尧 硼 酸 尧 氯 化 钠
皿中袁冷却后用镊子夹取花药袁把花粉均匀涂于培养
基上遥 盖上培养皿袁放在铺有湿纱布的白磁盘里袁25 益

恒温培养箱中暗培养袁24 h 后观察其萌发率袁 花粉管
长度大于花粉粒直径视为萌发[10]袁试验处理重复 3 次遥
1.2.2 计算萌发率

每处理取 3~4 个视野袁共 10 个视野袁每个视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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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不少于 50 粒花粉遥 萌发率=渊视野萌发花粉粒数衣视

药的指形管依次在 4 益冷藏室尧0 益冷冻室过渡预冷

1.2.3 三种花粉染色方法

存箱中曰-20 益低温院 取 2 支带花药的指形管依次在

野总花粉粒数冤伊100豫[11]遥
参考 I2原KI 染色法

尧TTC 染色法

[12-14]

尧红墨水染

[12-14]

色法[14-16]遥 每次染色前用镊子夹取花药袁轻轻抖动将花
粉散落在载玻片上袁在花粉处滴上染色液袁盖玻片盖

4 h 后再放进-12 益 DW-25L262 型海尔医用低温保

4 益冷藏室尧0 益冷冻室尧-12 益保存箱中过渡预冷 4 h
后再放进 BCD-539WT 型-20 益冷冻冰箱中遥

以上各处理均在 1 d 后袁根据采用染色法试验中

住染色液袁滤纸吸去多余染色液袁放入倒置显微镜下

筛选出的较适宜方法袁开始测定花粉活力遥 试验数据

观察遥 测定茵芋花粉生活力袁以期筛选出快速尧准确尧

使用 SPSS 17.0 进行统计遥

有效的测定茵芋花粉生活力的方法遥
I2原KI 染色法结果判断院 凡是被染成蓝色的为含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有淀粉的活力较强的花粉粒袁呈黄褐色的为发育不良
的花粉粒遥

TTC 染色法结果判断院凡是被染成红色的为具较

强生活力的花粉粒袁 呈淡红色的为微弱活力的花粉
粒袁无色的判定为无活力或不育遥
红墨水染色法结果判断院凡是被染成红色的花粉

2.1 花粉活力测定试验
根据染色法的判断结果统计袁I2原KI 染色法尧TTC

染色法的染色效果区别不明显袁而红墨水染色法的试
验结果从表 员 可看出袁与离体萌发法相近遥
表 1 茵芋花粉生活力测定方法比较

为失去活力的花粉遥 未被染色的为活力较强的正常花
粉袁淡红色的活力次之遥
每种染色法观察 3 个制片袁 每片取 3~4 个视野袁

共 10 个视野袁每个视野统计不少于 50 粒花粉的染色

率袁 计算有生活力花粉百分率的平均值遥 花粉活力越
渊有生活力的花粉数目衣花粉粒总数目冤伊100%遥
1.3 花粉贮藏试验

1.3.1 花粉贮藏预试验
由于茵芋花较小袁且花药散粉不完全袁故在盛花
期袁用镊子采下当天盛开的花朵袁剥除花瓣袁留下花
药袁置于培养皿中袁分别在室温(16~31 益袁白天平均湿

度 55%袁 晚上平均湿度 89%)尧源尧0尧-12尧-20 益环境下
贮藏花粉袁1 d 后开始测定花粉活力遥
1.3.2 预处理后花粉贮藏试验

将采集到的盛花期花药置于称量纸上在阴凉的

Tab.1 Comparison of methods for determination of pollen
viability of Skimmia reevesiana Fortune

1
2
3
4

I2原KI 染色法
TTC 染色法

红墨水染色法
离体萌发法

0
0

68.25
61.67

要
要

18.35
15

离体萌发试验院茵芋花粉从 源 h 开始萌发袁从花

粉粒表面长出透明状突起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伸长
形成花粉管袁22 h 后均达到萌发标准遥

I2原KI 染色法院 全部花粉着色呈现红褐色 渊图 1袁

A冤袁按照此方法的判断标准袁茵芋花粉生活力极差甚
至无生活力袁与离体萌发法差异大遥

TTC 染色法院花粉均不着色渊图 1袁B冤袁按照此方法

的判断标准袁 茵芋花粉生活力极差甚至无生活力袁与

室内预先晾干 2~4 h袁使花粉水分下降到一定水平袁再

离体萌发法差异大遥

中袁每管放入 2~3 个花药袁活力检测时取出花药自然

粉能均匀着色袁 并与有生活力花粉区别明显 渊图 1袁

用锡泊纸包住放入底部放有干燥剂的 5 mL 指形管
散粉并进行活力检测遥

室温贮藏院 将带花药的指形管置于实验室内袁室
温环境中曰4 益冷藏院将带花药的指形管置于普通海尔
冰箱冷藏室中贮藏曰0 益低温院将带花药的指形管置于

普通海尔冰箱冷冻室中贮藏曰-12 益低温院取 2 支带花

红墨水染色法院红墨水染色茵芋花粉袁无活力花
C冤袁所得出有活力花粉的比率经方差分析与离体萌发
试验差异不显著遥

三种染色法试验中只有红墨水染色能较明确区
别茵芋有无生活力的花粉袁也就是红墨水染色法能够
快速有效地检测花粉活力袁故本次试验采用红墨水染

窑3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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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法进行花粉贮藏活力测定遥

图 2 不同温度不同时间茵芋花粉生活力测定结果

Fig.2 Determination of pollen viability of Skimmia reevesiana
Fortun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and different time

花粉预试验中袁花药未进行一定预处理袁室温环
境尧-12 和-20 益环境贮藏 1 d 均出现花失去活力的
情况袁而 4 和 0 益环境下花粉均能保持一定时间的活

图 1 染色花粉与室温花粉

Fig.1 Dyed pollen and room temperature pollen

注院A 为 I2原KI 染色曰B 为 TTC 染色曰 C 为红墨水染色曰D 为

室温中 1 d 的花粉遥

2.2 花粉贮藏试验

力袁 图 2 可看出 0 益环境下贮藏 1 d 就与 4 益环境有

显著差异袁0 益环境下贮藏 3 d 的活力继续下降明显袁
4 益环境下贮藏的花粉活力在第 7 d 开始出现极显著

下降趋势袁可能由于花粉中水分含量造成了细胞的损

2.2.1 花粉贮藏预试验
未经预处理的花粉袁室温中放置 1 d 后袁在显微

镜下可明显观察到花粉皱缩开裂袁 花粉内容物溢出
渊图 1袁D冤袁已失去生命力遥 -12 和-20 益环境中保存 1 d

的花粉袁红墨水染色后花粉已全部均匀着色袁失去生

伤袁说明茵芋花粉贮藏前的预处理是必要的遥
2.2.2 预处理后花粉贮藏试验
贮藏在室温尧4尧0尧-12尧-20 益环境下预处理后的

花粉在第 1尧7尧15尧30 天的花粉活力分别如表 3 所示遥
表 3 预处理后不同温度不同时间茵芋

命力遥
从表 2 看出袁未经预处理的花粉袁在 4 益温度下

贮藏袁花粉前 3 天还保持较高生活力袁第 7 天下降比
较大袁 第 9 天失去生活力遥 而在 0 益温度下贮藏袁1 d

后就下降较多袁但在随后的贮藏时间里渊3尧7尧9 d冤下

花粉生活力测定结果
Tab.3 Determination of pollen viability of Skimmia reevesiana
Fortun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and time after pretreatment

降较为缓慢袁第 9 天还有 13.93%的生活力遥

表 2 不同温度不同时间茵芋花粉生活力测定结果
Tab.2 Determination of pollen viability of Skimmia reevesiana
Fortun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and different time

室温
0
4

%

-12
-20

90.80

83.70

32.68

19.49

91.41

79.67

69.66

70.85

88.52
91.77
95.46

81.27
84.08
82.22

73.45
67.08
67.42

%

69.84
63.71
64.85

从上表可看出袁花粉经预处理后袁贮藏在室温尧4尧
4
0

100

73.10

89.34
36.69

19.01
34.39

0

13.93

0尧-12尧-20 益环境下的活力在第 1 天袁 均能保持较高
的活力曰7 d 后活力下降袁 各温度间差异并不显著袁但

在后续的 15尧30 d 中变化有差异曰 在室温中贮藏 7 d

窑4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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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出现下降袁但还是高于 50%袁而贮藏 15 d 开始下

未经任何处理的茵芋花粉在常温下 1 d 即变形

降袁显著低于 50%袁贮藏 30 d 仅有 19.5%的生活力袁对

失去生活力袁说明茵芋花粉对温度比较敏感遥 4 和 0 益

30 d 与贮藏 15 d 差异均不显著袁 且生活力均高于

降遥 在 4 益贮藏条件下袁前 3 d 的生活力差异不显著袁

于生产失去一定保存意义遥 其余试验温度环境下贮藏
50%袁对生产上花粉的应用有一定意义遥

贮藏温度条件下袁 花粉生活力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下
到了第 7 天袁生活力下降达到极显著水平袁9 d 后花粉
已全部失去生活力遥 在 0 益贮藏条件下袁第 1 天就下

降明显袁但在随后的 7 d 内袁花粉活力变化不显著袁9 d

3 讨论

后变化显著遥
3.1 花粉活力测定

在相同的贮藏时间渊3 d冤下袁4 益贮藏条件下的花

TTC 染色后从 20 min 开始至 48 h 观察结束花

粉生活力高于 0 益贮藏条件下的花粉生活力遥 而到了

可能是茵芋花粉自身特性(如花粉壁的厚薄袁花粉外壁

下的花粉生活力遥 贮藏时间 9 d 后袁4 益贮藏条件下的

粉均未染色(无生活力)袁造成判断没有生活力的结果袁
的组成物质袁 花粉内各种酶活性的强弱等) 的影响所
致袁I2原KI 染色结果花粉均染成黄褐色 (无生活力)袁可
能是因为花粉不含淀粉或含淀粉量极低难以检测出

来袁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17]曰若深入研究 TTC 染色法尧
I2原KI 染色法测定茵芋花粉生活力更多方面的影响条

7 d袁4 益贮藏条件下的花粉生活力低于 0 益贮藏条件

花粉已全部失去生活力袁0 益贮藏条件下的花粉生活
力为 13.93%遥 在本次花粉贮藏试验观察的 9 d 时间

内袁4 益贮藏条件下的花粉生活力下降速率更快袁从长
远的贮藏时间来说袁应该探讨低温以及超低温贮藏的
方法遥

件参数袁需要设计更多的影响因素处理组合袁如增加

预试验后将花粉经适当干燥并保存在放有干燥

不同染色温度尧时间组合袁设计更多的染色液浓度梯

剂的指形管中袁花粉贮藏活力得到显著提高袁室温下

度袁并选用同属不同品种等袁才能够更详细分析茵芋

的花粉 7 d 后仍有 66.5%活力袁15 d 后下降明显曰而在

花粉生活力染色的可信度遥
花粉活力最可靠的检测方法还是基于花粉发芽
率袁即花粉的离体萌发 袁所以离体萌发试验是现在杂
[18]

交育种中花粉活力检测的首选方法 袁从本次红墨水
[8]

染色法和离体萌发试验法的标准差来看袁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袁均可适用于茵芋花粉活力测定遥 并且红
墨水染色的效果好袁时间快袁在某些情况下袁可单独使
用遥 而茵芋离体萌发法需在特定温度(25 益)和较长时
间(4 h 以后)培养才能实现袁因而有条件的情况袁采用

4尧0尧-12尧-20 益环境下贮藏 30 d 花粉生活力均高于
50%袁在生产上杂交育种方面有一定应用遥 从短期保

存上袁7 d 之内的应用可直接在室温尧或放入普通家用
冰箱中曰30 d 之内的应用可放入普通家用冰箱中袁冷
藏室与冷冻室均可袁比较经济实惠曰而更长时间(如
90 d)的保存与应用袁可选择-12尧-20 益环境下贮藏[23]袁
一般花粉保存在低温尧低湿和无氧条件下较能保持萌
发力袁主要原因是降低了呼吸强度和酶的活性遥
由于花粉的生活力受遗传特性和贮藏条件的影

红墨水染色法与离体培养法结合使用袁以提高茵芋花

响袁新鲜花粉由于含水量较高袁在直接放入低温的环

粉生活力测定的准确性袁同时需要一定的重复试验遥

境当中袁花粉细胞内的水分容易结成冰晶袁从而花粉

试验离体萌发法的萌发率较低袁与花粉最适宜的
采集时间袁萌发特性袁以及茵芋萌发的主因素钙袁次因
素蔗糖袁 辅助因素硼等营养的适宜浓度均有关系袁此
方面研究已另文发表 遥
[19]

3.2 花粉贮藏试验

活力降低[24]遥 因而花粉采集后必须进行适当水分预干
燥处理袁再放入低温度下贮藏袁保证花粉的活力[25]遥 本

实验中的简单预处理已达到较好效果袁但关于茵芋花
粉水分预干燥处理的适宜方法与最适含含水量以及
合适的解冻方式袁可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遥

许多研究表明袁花粉活力受贮藏的温度和时间影
响较大[20]袁同时也受低温贮藏的预处理和解冻方式影
响

遥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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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Storage Methods
of Skimmia reevesiana Pollen Vitality
RUAN Shuming

(School of Forestry,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000, China)

Abstract:

Using Skimmia reevesiana pollen as material, using TTC dyeing method袁I2原KI dyeing method and red ink dyeing method袁

and in vitro germination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pollen viability, and the changes of pollen viability after direct storage and simple
pretreatment were deter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TC dyeing method , I2原KI dyeing method was not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kimmia reevesiana pollen viability assay, red ink dyeing method,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germination test was not significant, can be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kimmia reevesiana. pollen viability. Skimmia reevesiana pollen should be pretreated before storage to re鄄

duce its moisture content; it can be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after pretreatment within 7 days, in ordinary refrigerator within 30 days,
and low temperature or even ultra low temperature can be considered for longer storage.

Key words:

Skimmia reevesiana pollen; activity determination; storage methods; dyeing method; in vitro germin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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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黏附连接功能群在睾丸中的作用回顾
沈建云袁 李永倩袁 李娇娇袁 聂海涛袁 陈德宇 *
渊阜阳师范大学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袁 安徽 阜阳 236037冤

摘

要院主要对睾丸中已经确定的四种基于肌动蛋白的细胞黏附连接功能群袁即钙粘蛋白-连环蛋白渊Cadherin-

Catenin冤尧Nectin-Afadin-Ponsin尧整合素-层粘连蛋白(Integrin-Laminin)尧Vezatin-Myosin 等细胞黏附连接功能群进行回顾遥

从蛋白的结构尧功能等方面对睾丸中各功能群主要蛋白成员及其作用方式进行总结分析袁同时指出该领域目前存在的问
题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简要展望遥

关键词院黏附连接功能群曰睾丸曰细胞连接曰肌动蛋白
中图分类号院R34曰R321.1

文献标识码院A

1 四种黏附连接功能群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06原园7
尽管以上 4 种锚定连接类型彼此不同袁但是都有

一个主要功能袁即通过细胞或细胞骨架与其他细胞或
胞外基质连接形成一个网络架构袁以保持组织的完整

在睾丸中袁依据不同连接形态和功能袁主要存在

性遥 黏附连接作为锚定连接中重要的连接类型之一袁

三种不同的细胞连接类型院紧密连接尧锚定连接及间

是一种基于钙粘蛋白及肌动蛋白丝的胞间连接遥 它对

隙连接遥 其中袁锚定连接又主要有四种不同连接方式,

细胞间的黏附和分选尧组织形态发生和完整性非常重

分别为院黏附连接尧粘着斑尧桥粒连接和半桥粒连接遥

要遥 在睾丸中已经确定了四种基于肌动蛋白的细胞黏

这四种细胞连接的具体附着点分别为院黏附连接主要

附连接功能群袁 它们分别为院 钙粘蛋白-连环蛋白

是基于细胞-细胞肌动蛋白的连接袁 粘着斑主要是基

渊Cadherin -Catenin冤尧Nectin -Afadin -Ponsin 渊 又 称

于细胞-基质肌动蛋白的连接袁 桥粒连接主要是基于
细胞-细胞中间丝的连接袁 半桥粒连接主要是基于细
胞-基质中间丝的连接遥 黏附连接和粘着斑的附着位

NAP冤尧 整联蛋白-层粘连蛋白 (Integrin-Laminin)和
Vezatin-Myosin 细胞黏附群[1]袁见图 1遥

点是肌动蛋白丝袁桥粒连接和半桥粒连接的附着位点
是中间丝遥
收稿日期院2021-04-09
基金项目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渊81771567冤曰安徽
省质量工程项目渊2020xsxxkc319袁2020jyxm1395冤曰
阜阳师 范 大 学 校 级 自 然 科 学 重 点 项 目
渊2021FSKJ08ZD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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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种多蛋白复合物分子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of four polyprotein complexes

这四种多蛋白复合物分别为院 钙粘蛋白-连环蛋
白渊Cadherin-Catenin冤尧Nectin-Afadin-Ponsin尧整合蛋

沈建云袁等院四种黏附连接功能群在睾丸中的作用回顾

白-层粘连蛋白(Integrin-Laminin)尧Vezatin-MyosinVII袁
同时显示了能调节支持及生殖细胞动力学的信号蛋
白遥

窑7窑

示袁钙粘蛋白-连环蛋白复合物是通过 琢-连环蛋白介
导袁从而直接地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连接[7]袁说明该连

环蛋白特异性地募集并参与了黏附连接遥 有研究发现
了一个反馈环路袁通过该环路袁收缩力刺激黏附连接

2 钙粘蛋白-连环蛋白

肌动蛋白的聚合袁增加 E-钙粘蛋白的募集袁从而增强

2.1 钙粘蛋白-连环蛋白结构

白还能够与埃滋蛋白渊Ezrin冤共定位遥 埃滋蛋白是一种

钙粘蛋白是一种蛋白分子量为 115-140 kDa 的

跨膜蛋白袁属钙依赖性细胞黏附分子家族遥 大多数钙
粘蛋白是由以下多个结构域组成的糖蛋白院两个胞质

两个连接点及其与肌动蛋白的连接[8]遥 此外袁茁-连环蛋

肌动蛋白结合蛋白[9]遥 在人体内埃兹蛋白与精子获能
相关[10]遥

p120ctn 除了诱导 E-钙粘蛋白的聚集外袁它在酪氨

域尧一个跨膜域及五个钙结合域渊又称为 EC1-5冤遥 研

酸和丝氨酸残基上磷酸化位点的磷酸化状态变化还

His-Ala-Val 遥 睾丸中多种类型细胞的黏附连接都会

紧密袁而磷酸化的增加则导致黏附性丧失遥 说明 E-钙

究发现在 EC1 结构域内存在细胞黏附识别序列即
[2]

受到 His-Ala-Val 合成肽或此肽抗体的影响袁 因此该
序列在黏附连接功能的发挥中起着重要作用遥

钙粘蛋白在其胞质区与连环蛋白 p120ctn 和 茁-连

环蛋白结合袁而 茁-连环蛋白又与 琢-连环蛋白结合袁从
而形成钙粘蛋白-连环蛋白复合物遥 酌-连环蛋白也能
够结合钙粘蛋白的 C 端并与 琢-连环蛋白相互作用遥
2.2 钙粘蛋白-连环蛋白功能

一般基于钙粘蛋白的黏附连接是通过钙的依赖
性胞外域形成同型跨细胞相互作用袁 而在细胞内袁连
环蛋白介导钙粘蛋白的钙依赖性功能遥
在睾丸中袁至少有二十多种钙粘蛋白袁且这些蛋
白有不同的表达模式遥 例如袁多数 N-钙粘蛋白仅存在
生精上皮的基底部分袁N-钙粘蛋白以阶段特异性的方

会影响细胞黏附性遥 通常磷酸化减少使得细胞黏附更
粘蛋白和 p120ctn 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形成稳定的黏
附连接是必需的遥

GTP 酶可能是钙粘蛋白和连环蛋白调控机制的

一个至关重要因子遥 例如袁通过 p120ctn 对 Rho GTP 酶
的作用袁发现 p120ctn 的过表达会增加细胞的运动能力遥

研究已经显示其他蛋白质包括调节肌动蛋白聚

合并直接结合纽蛋白的 VASP 蛋白及哺乳动物中的

可直接与 茁-连环蛋白结合的 Lin-7 蛋白都定位于黏
附连接 处遥 Rho 家 族 的 几 个 成 员 如 RhoA袁Rac1 和
Cdc42 也都定位于基于钙粘蛋白-连环蛋白的细胞黏
附群上[11-12]遥

3 Nectin-Afadin-Ponsin

式与精子细胞头部相关联袁表明它参与生精细胞的运
动遥 在体外培养的生精细胞中加入一种抗 N-钙粘蛋

3.1 Nectin-Afadin-Ponsin 结构

白是上皮组织中主要钙粘蛋白亚型袁参与细胞间接触

称为 NAP 细胞黏附群)组成渊图 1冤遥 NAP 细胞黏附群

白抗体之后袁其对支持细胞的黏附力增强遥 E-钙粘蛋
抑制尧信号传导尧细胞增殖尧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重塑

这一蛋白群是由 Nectin尧Afadin 和 Ponsin 蛋白(也

的组装袁 一部分是由每个粘连蛋白家族成员介导的袁

和细胞极性建立等[3-4]遥 E-钙粘蛋白还可以介导桥粒连

这些粘连蛋白家族成员与对应细胞膜上的另一个粘

有研究表明袁E-钙黏蛋白和 茁-连环蛋白之间的

异型相互作用效果显示出比其同型相互作用更强[13]袁

接尧紧密连接和间隙连接的组装遥

初始相互作用是引发细胞黏附级联反应所必需的[5]遥

钙粘蛋白-连环蛋白复合物在外力的作用下能与 F-

连蛋白分子同型或异型交互遥 研究显示袁Nectin-3 的
例如袁Nectin-3 与 Nectin-1 的交互遥
3.2 Nectin-Afadin-Ponsin 功能

肌动蛋白形成化学键袁并且随着力的增加袁二者的结

在睾丸中袁NAP 细胞黏附群与钙粘蛋白-连环蛋

合状态由弱迅速变为强[6]遥 说明钙粘蛋白-连环蛋白复

白系统相关联袁并且这两个单元协同作用形成功能性

合物与 F-肌动蛋白的结合受到力的影响遥 有研究显

黏附连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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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tin 由三个域组成院单次跨膜域尧与 Afadin 丝状

域的支架蛋白袁它在黏附连接处与 Nectin尧Ponsin 形成

Nectin 及类 Nectin 分子即 Necls 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

Afadin遥 l-Afadin 是一种包含两个 Ras 相关结构域尧

肌动蛋白结合的胞浆域及三个免疫球蛋白样胞外域[14]遥
中不依赖钙的细胞黏附蛋白遥 已经鉴定 4 种 Nectin 蛋

白即 Nectin 1-4 以及 5 种 Necls 即 Necls1-5遥 Nectins

复合物遥 Afadin 具有两种剪接变异体院l-Afadin 和 sPDZ 结构域和三个富含脯氨酸的结构域的 F-肌动蛋
白结合蛋白

袁 其 PDZ 结构域与 Nectin 的胞质域结

[23]

和 Necls 的最大区别是与 Afadin 的结合能力袁 前者可

合遥 然而 s-Afadin 则缺乏 F-肌动蛋白结合结构域袁但

合蛋白 AF6 / Afadin 结合袁而后者不与 Afadin 结合

Afadin 更优先结合细胞粘附分子 Nectins [24]遥 Ensemble

以与 Afadin 结合袁Nectins 在细胞质区域与肌动蛋白结

遥

[15-16]

有研究显示袁Nectin-1袁-3 及 Necl-5 与整联蛋白 琢v茁3
相关联

袁 而激活的整联蛋白 琢v茁3 对于由 Nectin

[17-18]

介导的锚定连接组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遥 由此说明袁

Nectin 及 Necl 与特定的锚定连接相关遥 研究已显示它
们在细胞黏附尧极化尧增殖尧发育等各种细胞功能中发

挥重要作用 遥 研究证实袁Nectin-1袁-2袁-3袁-4 在睾丸
[19]

中都有表达袁在支持细胞尧生殖细胞和睾丸间质细胞

其 也 与 Nectins 结 合 遥 有 研 究 发 现 袁s -Afadin 比 l 数据库显示袁在人及小鼠中分别发现了 7 种和 5 种不

同形式的 l-Afadin 和 s-Afadin 主要剪接变体[25]遥 由于
NAP 细胞黏附群需要 琢-连环蛋白定位到黏附连接

上袁 而 琢-连环蛋白显示含有完整的 l-Afadin 结合位
点袁说明在钙粘蛋白-连环蛋白和 NAP 细胞黏附群之

间存在交叉作用遥 研究表明袁l-Afadin 的 F-肌动蛋白
结合结构域是增强紧密连接和黏附连接的形成所必

中都发现有 Nectin-2 的表达袁而 Nectin-3 仅表达于精

需的[26]遥 有研究显示袁Afadin 是形成细胞间接触过程中

定位于伸长的精子细胞中袁这与它在顶端外质特化位

丸中 Afadin 功能的报道遥

子细胞中遥在小鼠睾丸中袁Nectin-2啄 与 F-肌动蛋白共
点中的定位一致 袁 表明它在精子发生过程中对生精

的钙粘蛋白动力学所必需的 [27]遥 但是目前鲜有关于睾
Ponsin 是 NAP 细胞黏附群的第三个成员袁是一类

细胞的运动有一定的作用遥 更重要的是袁敲除 Nectin-

睾丸中的接头蛋白遥 其 N 端由一个 SOHO 结构域袁C 端

明 NAP 细胞黏附单元可能是通过基于 Nectin 的异型

互作用形成复合物遥 Ponsin 作为一种肌动蛋白结合蛋

2 及 Nectin-3 的小鼠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育现象 遥 表
[20]

相互作用袁从而诱导生精上皮中细胞间的黏附袁促进
精子发生的完成遥

存在 3 个串联的 SH3 结构域袁与 l-Afadin 或纽蛋白相
白袁它与 琢-连环蛋白结合并被募集到黏附连接处

遥

[28-29]

它的募集可以增加与黏附连接相关的肌动蛋白丝数

Necl-2袁-4袁-5 在睾丸中表达袁 尚不清楚 Necl-1

量袁从而增强黏附连接的结构和功能[30]遥 Ponsin 和 琢-

发育阶段的生殖细胞中强烈表达袁Necl-5 在生精上皮

将复合物锚定到肌动蛋白的关键分子袁且纽蛋白也在

中以手指状分布遥 在 Sertoli 细胞内袁它与 琢-微管蛋白

细胞-基底连接处起作用

或 Necl-3 在睾丸中是否表达遥 其中袁 Necl-2 在不同

连环蛋白是机械转导以及参与基于钙粘蛋白连接处

遥 以上表明袁Ponsin 参与钙

[31]

共定位袁生精细胞中的 Necl-2 与支持细胞中的 Necl-

粘蛋白-连环蛋白和 NAP 细胞黏附群的连接遥

能介导支持细胞和顶端外质特化和/或支持细胞与基

4 整联蛋白-层粘连蛋白

5 结合 遥 Necl-2 和 Necl-5 的这种嗜异性相互作用可
[21]

底位于生精上皮的早期生精细胞之间的伸长精子细
胞之间的黏附遥 Necl-2 还参与精子细胞分化过程遥

4.1 整联蛋白-层粘连蛋白结构

指状过程袁并与 4.1G 蛋白共定位遥 其中袁4.1G 蛋白的

来的跨膜蛋白遥 层粘连蛋白是一种由 琢袁茁 和 酌 链组成

明 4.1G 蛋白和 Necl-4 的相互作用对于睾丸中细胞黏

4.2 整联蛋白-层粘连蛋白功能

Necl-4 在生精上皮中表现为从基底区到顶端区的手
敲除导致膜上 Necl-4 的消失并导致男性不育[22]袁这表
附是非常关键的遥

Afadin 是一种包含肌动蛋白结合域和 RAS 结合

整联蛋白是一类将细胞骨架与细胞外基质连接起
的糖蛋白袁主要参与细胞黏附尧生长尧分化和迁移等遥

整联蛋白与钙粘蛋白和选择蛋白的相互作用已
被认为是整联蛋白参与细胞间黏附所必需的[32]遥 层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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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蛋白通常作为整联蛋白的配体袁 主要在细胞-细胞
外基质界面诱导信号传导[33]遥

外顶膜中

遥

[42]

Myosin VIIa 是一种 250 kDa 的蛋白袁主要存在于

4.3 整联蛋白-层粘连蛋白主要成员及其作用方式

各种器官如脑尧肠尧肝尧肾和睾丸中袁是一类在细胞内

层粘连蛋白是基底膜中主要的细胞粘附蛋白袁由
琢袁茁 和 酌 链组成遥在人体中有 5 条 琢 链袁4 条 茁 链及 6

条 酌 链袁它们可产生 10 多种组合[34-35]遥 基膜中的层粘

连蛋白 琢2 可介导支持细胞中 F-肌动蛋白的组装袁维

负责运输的分子遥在睾丸中袁Myosin VIIa 与支持细胞生殖细胞外质特化相关 [43]袁呈现高度表达状态遥 由于

Myosin VIIa 在调节肌动蛋白动力学中的固有特性袁所

以该蛋白可能参与了在外质特化部位肌动蛋白丝的

持着血-睾屏障的完整性 遥 层粘连蛋白 琢2 的缺乏会

更新遥 另外袁Myosin VIIa 在维持外质特化的细胞完整

在成年大鼠睾丸中位于支持细胞/精子细胞连接

除大鼠睾丸支持细胞中的 Myosin VIIa 会导致生精组

[36]

导致雄性小鼠不育[37]遥

处发现的 琢6茁1 整联蛋白的结合伴侣为含 酌3 链层粘

性和支持细胞功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遥 研究显示袁敲
织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紊乱

遥 在 Myosin VIIa 缺陷

[44]

连蛋白 遥有研究显示袁由于缺乏一种保守的谷氨酸残

的马尾附睾中注意到圆形/伸长的精子细胞的过早释

白结合 遥 另外袁在成年大鼠睾丸顶端外质特化中袁含

中细胞粘附和精子运输方面存在严重问题遥 Myosin

整联蛋白相互作用遥 并且含 琢3袁茁3 和 酌3 链层粘连蛋

得内皮细胞之间的黏附区增厚[45-48]遥 Myosin VIIa 诱导

[38]

基袁 含有 酌3 链同种型的层粘连蛋白不直接与整联蛋

放和精子中的许多缺陷袁这提示在大鼠精子发生过程

琢3 链层粘连蛋白及 茁3 链层粘连蛋白也可以与 琢6茁1

VIIa 的激活刺激 Ponsin 募集到细胞-细胞连接处并使

[39]

白仅限于正在伸长或已经伸长的精子细胞中存在

遥

[40]

有研究表明袁 睾丸中的支持细胞-生殖细胞黏附连接
动力学至少部分是由整联蛋白-层粘连蛋白复合物利
用一些蛋白激酶渊如 PI3K尧PKB尧PAK-2冤作为调节蛋
白并通过 ERK 信号传导途径来调节的[41]遥

5 Vezatin-Myosin VII

的细胞粘附和迁移由整联蛋白 琢v茁5 介导遥 总之袁
Myosin VIIa 与整联蛋白 茁5 亚基相互作用并以整联蛋
白依赖性方式调节细胞黏附和运动

遥

[49]

6 总结及展望
男性生殖健康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袁而男性避
孕药的开发也是研究睾丸生理结构及其作用机制的

5.1 Vezatin-Myosin VII 结构

一个具体应用遥 主要对睾丸锚定连接中黏附连接相关

Vezatin 是一种新型跨膜蛋白袁 在其长胞内域处

蛋白进行回顾袁在基于肌动蛋白的细胞黏附连接功能

细胞骨架的运动蛋白遥 其在结构上除了与 Vezatin 相

与其相关的蛋白质结构及功能也渐清晰遥 而 NAP 复

5.2 Vezatin-Myosin VII 功能

中的作用仍值得关注袁Ponsin 蛋白在睾丸中作用的具

与 MyosinVIIa 结合遥 MyosinVIIa 是一种以肌动蛋白为

群中袁钙粘蛋白-连环蛋白复合物的研究一直比较多袁

关袁还与蛋白激酶 A 相关遥

合物则在最近些年受到更多关注袁Afadin 蛋白在睾丸

Vezatin 可将 MyosinVIIa 或钙粘蛋白-连环蛋白

体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遥 整联蛋白-层粘连蛋白复合

复合物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桥接遥

物相关蛋白在其他组织中研究较多袁在精子生成过程

5.3 Vezatin-Myosin VII 主要成员及其作用方式

中扮演的角色研究仍待加强遥 Vezatin-Myosin VII 复

Vezatin 与 琢-和 茁-连环蛋白免疫共沉淀袁它可能

合物中的相关蛋白不仅调节细胞黏附连接还与外质

通过与 琢-连环蛋白的羧基末端区域间接连接介导

特化相关[43]遥 多数与黏附连接相关的蛋白质研究是在

在小鼠睾丸生殖细胞中表达袁在支持细胞外质中不表

接与生殖细胞运动有关的蛋白质研究则相对滞后遥 近

达遥而在单倍体生殖细胞中袁Vezatin 仅存在于顶体中袁

些年对黏附连接功能群相关蛋白结构和作用等有了

在成熟的精子细胞中袁Vezatin 似乎既在顶体又在顶体

一些新的认识袁如敲低睾丸 Myosin VIIA 蛋白袁会诱导

MyosinVIIa 募集至黏附连接处遥 研究证实 Vezatin 仅

体外其他上皮尧组织或器官中进行的袁而调控黏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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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生精上皮的肌动蛋白和基于微管的细胞骨架的解
体[44]袁但是其机制方面仍值得不断探索遥

[12] KAMEI T , MATOZAKI T , SAKISAKA T , et al.Coendocy鄄

tosis of Cadherin and c-Met coupled to disruption of cellcell adhesion in MDCK cells院Regulation by Rho, Rac and

Rab small G proteins. [J]. Oncogene, 1999, 18 (48):67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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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Role of Four Adhesion-Associated
Functional Units in the Testis
SHEN Jianyun袁 LI Yongqian袁 LI Jiaojiao袁 NIE Haitao袁 CHEN Deyu*

渊School of Biological and Food Engineering,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袁 Fuyang, Anhui 236037, China冤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reviews the structure, function, main members and mode of action of the four types of actin-based cell
adhesion-associated functional units which had been identified in the testis: Cadherin-Catenin, Nectin-Afadin-Ponsin, Integrin-Laminin,
Vezatin-MyosinVII cell adhesion unit.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is field and briefly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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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基于 q-整数和 q-微积分理论袁并结合统计逼近的相关理论知识袁对 Stancu 型 q-Bernstein-Durrmeye 算子

的一些统计逼近性质加以研究袁得到该算子的统计逼近定理遥 同时袁借助连续模给出该算子统计收敛速度的估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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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O174.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13原园4

自 1997 年 Phillips[1]提出并研究 q-Bernstein 算子

以来袁q -微积分在逼近论中的应用成为一个研究热

点袁 很多逼近论方向的专家学者致力于该领域的研
究袁研究成果较为丰富[2-5]遥2019 年袁任美英研究 Stancu
型 q-Bernstein-Durrmeyer 算子的逼近性质袁得到了算

子列的一个 Korovkin 型收敛定理袁并给出算子列收敛
速度的一些估计 遥
[6]

为研究 Stancu 型 q-Bernstein-Durrmeyer 算子的统

计逼近性质袁引入 q-整数和 q-微积分的若干概念[7-8]遥 对
任意固定的实数 q>0 和非负整数 k, q-整数和 q-阶乘
分别定义为院

嗓

1-q k
[k]q [k-1]q 噎[1]q , k逸1;
袁q屹1;
[k]q = 1-q
和[k]q ! =
1,
k=0遥
k, q=1袁
扇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蓘 蓡

对非负整数 n,k,n逸k袁q-二项式系数定义为

n
k

=
q

[n]q !

[k]q ! [n-k]q !

n

让 q>0, 对非负整数 n,渊a-b冤n 的 q 模拟渊a-b冤q 定
n-1

义为:渊a-b冤q =仪渊a-q jb冤 遥
n

j=0

乙

q-Jackson 积分定义为院

a
0

肄

f渊t冤dq渊t冤=a渊1-q冤移f渊aq n冤q n袁a>0袁0<q<1袁假设级数
n=0

绝对收敛遥

Beta 函数的 q-模拟定义为院

Bq 渊m,n冤:=

乙

1 m-1

0

t

n-1

渊1-qt冤q dq t袁 m袁n>0 遥

易知袁Bq 渊m,n冤=

[m-1]q ! [n-1]q !

遥

[m+n-1]q !

Stancu 型 q-Bernstein-Durrmeyer 算子如下[6]院
渊Q,琢,茁冤

Mn,q

渊f;x冤=f渊
n-1

[n]q +琢
琢
冤p n,0 渊q;x冤+f渊
冤p 渊q;x冤+
[n]q +茁
[n]q +茁 n,n

移p

遥

k=1

n,k

渊q;x冤

乙

1
0

Q

滋n,k 渊t冤f渊

[n]q t+琢
[n]q +茁

冤d t袁

其中院琢袁茁 是给定的两个实参数袁满足 0臆琢臆茁遥
f沂C[0袁1]袁x沂[0,1]袁0<q<1袁Q>0,n沂N,

收稿日期院2021-08-05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8J01428)曰
武夷学院科技创新发展基金项目(2018J0142802)遥

作者简介院任美英(1965-)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函数
逼近论研究遥

p n,k 渊q;x冤:=

蓸 蔀
n
k

k

q

渊x,y>0冤遥 对于

n-k

x 渊1-x冤q ,B渊x,y冤=
Q[k]q -1

乙

1 x-1
0

Q渊[n]q -[k]q 冤-1

t
渊1-t冤
1臆k臆n-1袁滋n,k 渊t冤=
遥
B渊Q[k]q 袁Q渊[n]q -[k]q 冤冤
Q

y-1

t 渊1-t冤 dt

渊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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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Q,琢,茁冤

注院当 琢=茁=0时袁M n,q

设序列 q=喳q n札,0<q n<1 满足条件院

渊f;x冤退化为任美英[9] 引进

n

st-lim q n=1袁st-lim q n =a(a<1 的常数)

Q

并研究的 q-Bernstein-Durrmeyer 型算子 Mn,q 渊f;x冤遥

1 引理

n寅肄

下面给出 Stancu 型 q -Bernstein-Durrmeyer 算子

的统计逼近定理遥

定理 2 让序列 q=喳q n札,0<q n<1 满足条件 渊5冤, 则

对任意 f沂C[0,1], 有

为了研究的需要袁引入几个辅助结论遥

渊Q,琢,茁冤

st-lim 椰Mn,q

渊Q,琢,茁冤

渊ti;x冤,i=0,1,2,有

引理 1[6] 对有 Mn,q
渊Q,琢,茁冤

渊1;x冤=1曰

Mn,q

渊Q,琢,茁冤

渊t;x冤=

Mn,q

n寅肄

渊2冤

[n]q x+琢

渊3冤

[n]q +茁
2

[n]q

2
渊1+Q冤x qQ[n-1]q x
渊t ;x冤=
渊
+
冤+
2
1+Q[n]q
渊[n]q +茁冤 1+Q[n]q

渊Q,琢,茁冤

Mn,q

2

2[n]q 琢x

渊[n]q +茁冤

2

琢2

+

渊Q,琢,茁冤

引理 2[6] 对算子 Mn,q

渊[n]q +茁冤

渊Q,琢,茁冤

喳Mn,q

渊f;x冤札 是从 C[0,1]到 C[0,1]的正线性算子列遥

n

对 e淄 渊t冤=t淄袁淄=0,1,2袁由渊2冤式, 显然有
渊Q,琢,茁冤

st-lim 椰Mn,q
n寅肄

n

渊e 1;窑冤-e 1椰C[0,1]臆

对任意给定的正数 着袁令
渊Q,琢,茁冤

1
函数袁K 的密度定义 为 啄渊K冤=lim
n寅肄 n
[10]

n

移字
k=1

K

渊k冤袁如果

极限存在袁称序列 x=喳xn札 统计收敛到数 L [11]袁并记作袁
st-lim xn=L 如果对于任意的 着>0袁啄喳n沂N: xn -L 逸着札=0遥
n寅肄

注意院任何收敛数列是统计收敛的袁但反之不然[12]遥

渊e 1;x冤-e 1渊x冤=

n

渊Q,琢,茁冤

椰Mn,q

U=喳k:椰Mk,q

设 K 是自然数集 N 的一个子集袁字K 为 K 的特征

渊e 0;窑冤-e 0椰C[0,1]=0遥

渊Q,琢,茁冤

2

2 统计逼近

n

由渊3冤式, 有 Mn,q
x沂[0 ,1 ] 袁有

渊f;x冤袁有

渊f;窑x冤-f椰C[0,1]=0遥

和 q -Jackson 积 分 的 定 义 知 袁 对 任 意 f 沂C [ 0 ,1 ] 袁

渊4冤

2

n

由 Stancu 型 q -Bernstein-Durrmeyer 算子

证明

1+Q
茁+琢 2
渊渊t-x冤 ;x冤臆
x渊1-x冤+渊
冤 遥
1+Q[n]q
[n]q +茁

渊Q,琢,茁冤

Mn,q

渊5冤

n寅肄

k

n

n

渊e 1;窑冤-e 1椰C[0,1]逸着札袁U1=喳k:

渊Q,琢,茁冤

啄喳k臆n:

琢-茁x
袁从而袁对
[n]q +茁

琢+茁
莓
[n]q +茁

显然有 U哿U1袁因此
啄喳k臆n:椰Mk,q

渊6冤

k

琢+茁
逸着札袁
[k]q +茁
k

渊e 1;窑冤-e 1椰C[0,1]逸着札臆

琢+茁
逸着札,
[k]q +茁

渊7冤

k

琢+茁
=0袁因此由渊7冤式可得
[n]q +茁

由渊5冤式易知 st-lim

n寅肄

n

渊Q,琢,茁冤

设 B[a,b]表示定义在区间[a,b]上的所有有界函数

st-lim 椰Mn,q

的集合袁C[a,b]表示定义在区间[a,b]上的所有连续函数

由渊4冤式, 有

n寅肄

渊e 1;窑冤-e 1椰C[0,1]=0遥

n

渊8冤

渊Q,琢,茁冤

Mn,q

的集合遥
2002 年袁Gadjiev 和 Orhan 将统计收敛概念应用

到逼近理论中袁得到了如下关于统计收敛的 BohmanKorovkin 型逼近定理[13]遥
定理 1

设喳A n札n沂N 是从 C[a,b]到 B[a,b]的正线性

算子列袁st-lim 椰A n 渊e淄 窑
; 冤-e淄 椰C[a,b]=0袁其中 e淄 渊t冤=t淄袁淄=
n寅肄

0,1,2,则对任意的 f沂C[a,b],st-lim 椰A n 渊f 窑
; 冤-f椰C[a,b]=0遥
n寅肄

渊e 2;窑冤-e 2渊x冤=

n

2

[

q n Q[n-1]q [n]q
n

n

2

渊[n]q +茁冤 渊1+Q[n]q 冤
n

2[n]q 琢x

n

n

渊[n]q +茁冤
n

2

+

琢2
渊[n]q +茁冤
n

2

2

-1]x +

2

渊1+Q冤[n]q x
n

2

渊[n]q +茁冤 渊1+Q[n]q 冤
n

n

遥

基于 q n [n-1]q =[n]q -1袁对 x 沂[0 , 1] 袁经简单计算可得
n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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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Q,琢,茁冤

椰Mn,q

n

1

渊e 2;窑冤-e 2椰C[0,1]臆

1+Q
茁+琢 2 2
啄n =喳
+渊
冤 札 遥
4渊1+Q[n]q 冤 [n]q +茁

2渊1+Q+茁Q冤 2茁+茁2Q+茁2+2琢+琢2
+
袁
1+Q[n]q
[n]q +茁
n

证明

n

渊琢,茁冤

对任意给定的正数 着袁令 V=喳k:椰Dk,q 渊e 2窑
; 冤-e 2椰C[0,1]逸着札袁
k

V 1=喳k:

2渊1+Q+茁Q冤 着
2茁+茁2Q+茁2+2琢+琢2
逸 札袁V 2=喳k:
逸
1+Q[k]q
2
[k]q +茁
k

啄喳k臆n:椰Mk,q
啄喳k臆n:

得
渊Q,琢,茁冤

Mn,q

-2

渊e 2;窑冤-e 2椰C[0,1]逸着札臆

k

x沂[0,1]

-2

喳1+啄 咱

2渊1+Q+茁Q冤 着
逸 }+
1+Q[k]q
2

啄喳k臆n:

2茁+茁 Q+茁 +2琢+琢
着
逸 札遥
[k]q +茁
2
2

2

渊9冤

k

由渊5冤式易知袁
st-lim

n寅肄

2渊1+Q+茁Q冤
2茁+茁2Q+茁2+2琢+琢2
=0袁st-lim
=0袁
n寅肄
1+Q[n]q
[n]q +茁
n

n

因此由渊9冤式可得
渊Q,琢,茁冤

st-lim 椰Mn,q
n寅肄

n

渊e 2;窑冤-e 2椰C[0,1]=0遥

(10)

综合渊6冤式尧渊8冤式和渊10冤式袁由定理 1 可知袁所述

的结论成立遥

渊渊t-x冤 ;x冤冤棕渊f,啄冤臆

1+Q
茁+琢 2
+渊
冤 暂札棕渊f,啄冤莓
4渊1+Q[n]q 冤 [n]q +茁
渊Q,琢,茁冤

择 啄 为渊12冤式给出的 啄n袁我们有 Mn,q
渊Q,琢,茁冤

2棕渊f,啄n冤袁从而椰Mn,q

n

n

渊f;x冤-f渊x冤 臆

渊f;窑冤-f椰C[0,1]臆2棕渊f,啄n冤遥

参考文献院
[1]

[2]

PHILLIPS G M . Bernstein polynomials based on the q -

integers [J]. Annals of Numerical Mathematics, 1996, 4 (1):
511-518.

VERMA D K , AGRAWAL P N . Approximation by

Baskakov -Durrmeyer-Stancu operators based on q -integers
196.

[3] MISHRA V N , PATEL P . On generalized integral Bernstein

operators based on q -integers [J].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对 f沂C [ 0, 1 ] 和 啄>0, f 的连续模定义为院

棕渊f袁啄冤=sup sup 喳 f渊x+h冤-f渊x冤 札遥

[4]

0<h臆啄 x,x+h沂(0,1]

让 f沂C [ 0, 1 ] 袁对任意的 t,x沂[ 0 ,1 ] 和 啄>0袁有

f渊t冤-f渊x冤 臆棕渊f, t-x 冤臆

棕渊f,啄冤,

扇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墒设

棕渊f,

t-x <啄,

2

渊t-x冤
冤, t-x 逸啄遥
啄

[5]

对任意的 t,x沂[ 0, 1] 和 啄>0 有

f渊t冤-f渊x冤 臆渊1+啄-2渊t-x冤2冤棕渊f,啄冤遥

(11)

下面将借助连续模袁 给出 Stancu 型 q-Bernstein-

Durrmeyer 算子的统计收敛速度遥

让序列 q=喳q n札,0<q n<1 满足条件 (5), 则
渊Q,琢,茁冤

对任意 f沂C [0,1], 有椰M n,q

n

渊f;窑冤-f椰C[0,1]臆2棕渊f,啄n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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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计收敛速度

定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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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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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垂直传染的随机 SIR 传染病模型的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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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考虑易感体尧染病体的死亡率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袁在一类具有垂直感染的 SIR 传染病模型的基础上袁加入

随机干扰袁建立一类具有垂直感染的随机 SIR 传染病模型遥 通过建立合理的 Lyapunov 函数袁结合 It觝 积分袁给出该系统依
期望全局渐近稳定的判别准则袁并利用 Matlab 软件进行数值仿真袁阐明所建理论的准确性与有效性遥

关键词院传染病模型曰垂直传染曰Lyapunov 泛函曰全局渐近稳定曰数值仿真
中图分类号院O211.6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17原园4
建立一类具有饱和感染率的随机 SIR 传染病模型的

1 研究背景

性质分析

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尧动物
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袁 尤其是

遥 ZHU 等提出一类具有离散延迟的随机

[11]

SIR 传染病模型并建立无病平衡点的稳定性[12]遥 因此袁

在研究传染病模型的过程袁环境随机因素的干扰是不
可避免的袁基于随机干扰的传染病模型具有十分重要

2019 年我国出现的新冠状病毒渊COVID-19冤袁传播速

的研究意义[13-20]遥

家的经济发展[1-2]遥 因此袁对传染病建立数学模型袁研究

死亡率 b 1,b 2 受到环境白噪声的干扰院b 1寅b 1+滓1B渊t冤袁

理论依据[3-4]遥 目前袁对传染病模型已建立许多研究成

0 分别为它们的强度袁 建立一类具有垂直感染的随机

度快袁感染性极强袁已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国

其传播规律袁为人们防控疾病和研发疫苗提供相应的
果袁如具有带病毒变异的 SIR 模型解的渐近形态[5]袁基
于隔离控制的无垂直传染 SIR 模型的稳定性分析[6]袁考

虑染病母体的新生儿可以接种的具有垂直传染的
SIR 传染病模型的定性分析

[7-8]

袁 具有时滞和脉冲疫

苗接种的 SIR 传染病模型的分析等[9]遥

然而在现实情况中袁 环境因素袁如湿度袁降水和

温度等对疾病病菌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10]遥 李琼等

考虑种群之间的部分作用系数受到随机因素的干扰袁

在汪金燕模型的基础上[8]袁考虑易感体尧染病体的

b 2寅b 2+滓2B渊t冤袁其中 B渊t冤是标准布朗运动袁滓i渊i=1,2冤>

SIR 传染病模型遥 通过建立合理的 Lyapunov 函数袁 运
用 It觝 积分袁 建立该系统依期望全局渐近稳定的判别
准则袁并利用 Matlab 软件进行数值仿真袁验证所建理
论的准确性与有效性遥

2 主要结论
研究的模型描述如下院
dS渊t冤=渊A -bI渊t冤+qbI渊t冤-mqbI渊t冤-茁S2I渊t冤-b 1S渊t冤冤dt+

收稿日期院2021-09-02
基金项目院武 夷 学 院 高 层 次 人 才 科 研 启 动 基 金 项 目
渊YJ201802冤遥

作者简介院叶丽霞渊1987-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微分
方程稳定性方面的研究遥

滓1S渊t冤dB渊t冤,

dI渊t冤=渊茁S2I渊t冤-渊b 2+酌-bp冤I渊t冤冤dt+滓2I渊t冤dB渊t冤袁
dR渊t冤=渊渊酌+mpq冤I渊t冤-b 3R渊t冤冤dt遥

渊1冤

其中院A 为输入率 渊单位时间内由于人口迁徙及出生
而进入易感者的数量冤袁S渊t冤,I渊t冤,R 渊t冤分别表示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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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数量尧传染病个体的数量尧免疫个体的数量遥 记
总人口 N渊t冤=S渊t冤+I渊t冤+R渊t冤遥 子渊子>0冤表示传染病患者
从染病到能够传染给易感者的间隔时间袁茁 表示传染
率袁酌 表示传染病患者的恢复率遥 b 表示 t 时刻传染病
患者的出生率系数袁b 1尧b 2尧b 3 分别表示 t 时刻易感个
体尧染病个体和免疫个体的死亡率袁b 1<min喳b 2,b 3札遥

假设只对染病者未被感染的新生儿进行接种袁接

种率为 m袁垂直感染率设为 p渊p+q=1冤遥
It觝 积分在随机微分方程的稳定性研究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袁对于随机系统 dx渊t冤=f渊x,t冤dt+g渊x,t冤dB渊t冤袁
设 V 渊x,t冤 是关于 x 和 t 的正定函数袁 且

坠2V 渊x,t冤
和
坠x2

坠V 渊x,t冤
存在袁则存在一个随机微分算子
坠t
其中院LV 渊x,t冤=V x渊x,t冤f渊x,t冤+渊1/2冤trac咱g 渊x,t冤V xx渊x,t冤g
T

渊x,t冤暂+V t渊x,t冤遥
2

渊1冤 滓1 -b<0袁

蓸 蔀

A
式中院k=滓2 +茁
b1
2

蓸

3
l= 滓1 - b
4
2

蔀

2

蓸

-b 2 袁h= 滓2 b +
1 3
2

蓸

渊b-b 3 冤
4

蔀

望全局渐近稳定的遥

蓸

2

蔀

袁

蔀

A
袁0袁0 处是依期
b1

2
1
棕 渊V 渊t冤+V 2 渊t冤+V 3 渊t冤冤
2 1 1

(2)

其中院V 1 渊t冤=S渊t冤-S 渊t冤袁V 2渊t冤=I渊t冤-I 渊t冤袁V 3 渊t冤=Rt冤*

棕1 b 2渊S渊t冤-S*渊t冤冤渊I渊t冤- I*渊t冤冤dt-

棕1 渊b+b 3冤渊S渊t冤-S*渊t冤冤渊R渊t冤- R *渊t冤冤dt棕1 渊b 2+b 3冤渊I渊t冤-I*渊t冤冤渊R渊t冤- R *渊t冤冤dt棕1 b 3渊R渊t冤- R *渊t冤冤2

劬孜渊t冤T桩孜渊t冤,

LV 1 渊t冤=咱-b渊S渊t冤-S*渊t冤冤+渊qb-b-mqb冤渊I渊t冤-I*渊t冤冤茁渊S 渊t冤-S 渊t冤冤I渊t冤暂dt,

(3)

式中院孜渊t冤=渊S渊t冤-S 渊t冤袁I渊t冤-I 渊t冤袁R渊t冤-R 渊t冤冤 ,
*

上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尚

2

滓1 -b

-

晌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尚

*

-

b2
2

b+b 3
2

滓1 -b

-

T

*

-

b+b 3
2

梢裳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捎

b 2 +b 3
b2
*2
2
遥
茁S 渊t冤+滓2 -b 2 2
2
-

2

b 2 +b 3
2

蓸 蔀

b2
A
茁
2
b1
b+b 3
2

-

b
- 2
2

2

蓸

-b 3

2

-

+滓2 -b 2 -

b 2 +b 3
2

蔀

A
袁0袁0 处袁二次型矩阵
b1
b+b 3
2

b 2 +b 3
2

-b 3

裳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捎

遥

由已知条件渊1冤尧渊2冤尧渊3冤袁则二次型矩阵 桩 为负
2

定矩阵袁则 E[dV ]=E[LV ]<姿max 渊桩冤椰孜渊t冤椰 <0,
E 表示随机过程的期望袁则系统(1)在

蓸

蔀

这里

A
袁0袁0 处是
b1

推论 2.1 假设系统渊1冤免疫个体的死亡率 b 3=0遥
若系统渊1冤满足

*

R *渊t冤袁则

2

2

依期望全局渐近稳定的遥

证明 构造 Lypunov 函数
V 渊t冤=

2

渊滓1-b冤渊S渊t冤-S*渊t冤冤2dt+棕1渊茁S*2渊t冤+滓2 -b 2冤渊I渊t冤-I*渊t冤冤2dt-

桩= -

2
b 2 渊b 3 -b 2 冤 b 3 2
b2
+
袁 则该系统在
4
4 滓1 -b- 4

无病平衡点渊S鄢渊t冤袁I鄢渊t冤袁R 鄢渊t冤冤越

2

显然袁在无病平衡点

定理 2.1 若系统(1)满足以下条件院

渊3冤-kh+l<0袁

2

滓1 渊S2渊t冤-S*2渊t冤冤dt+滓2 渊I2渊t冤-I*2渊t冤冤dt=

桩= -

dV 渊x,t冤=V x渊x,t冤g渊x,t冤dB渊t冤+LV 渊x,t冤dt

渊2冤k<0袁

LV渊t冤=棕1 渊V 1 渊t冤+V 2 渊t冤+V 3 渊t冤冤渊LV 1 渊t冤+LV 2 渊t冤+LV 3 渊t冤冤+

蓸 蔀 <b 袁则该系

2
2
A
3
5
b<滓1 <b袁 b<滓2 +茁
4
4
b

统在平衡点渊S鄢渊t冤袁I 鄢渊t冤袁R 鄢渊t冤冤越
期望全局渐进稳定的遥

蓸

2

蔀

2

A
袁0袁0 冤处是依
b1

*2

LV2 渊t冤=咱茁渊S2渊t冤I渊t冤-S*2渊t冤I*渊t冤冤-渊b 2+酌-bp冤渊I渊t冤-I*渊t冤冤暂dt,

LV 3 渊t冤=咱渊-酌+mbq冤渊I渊t冤-I*渊t冤冤-b 3渊R渊t冤-R *渊t冤冤冤暂dt遥
利用 It觝 积分袁则有

3 示例
考虑系统(1)的初始值为 S渊0冤=10,I渊0冤=5,I渊0冤=1遥

叶丽霞袁等院具有垂直传染的随机 SIR 传染病模型的定性分析

选 取 A =0.3袁b =0.1袁茁 =0.1袁P=0.08袁q =0.92袁m =0.8袁b 1 =

0.2袁b 2=0.2袁b 3=0.01袁酌=0.01袁滓1=0.1袁滓2=0.1遥 可得模型
如下:

dS渊t冤=渊0.3-0.1I渊t冤+0.092I渊t冤-0.074I渊t冤-0.1S2I渊t冤-

制的模型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渊理学版冤, 2020, 66 (5):
[3]

dR渊t冤=渊0.069I渊t冤-0.01R渊t冤冤dt遥

Matlab 数学软件中运行结果如图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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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S渊t冤冤dt+0.1S渊t冤dB渊t冤袁

dI渊t冤=渊0.1S2I渊t冤-0.2I渊t冤冤dt+0.1I渊t冤dB渊t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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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Analysis of Stochastic SIR Epidemic
Model with Vertical Infection
YE Lixia, LAN Dexin, CHEN Fangyuan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China冤

Abstract: Based on the SIR infectious disease model with

vertically infection, considering that the mortality rates of susceptible and

infected bodies were affect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a class of stochastic SIR epidemic model with vertical infection was established. By
establishing a reasonable Lyapunov function and combining with It觝 integral, the criterion of the expected global asymptotic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was given.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stablished theory were demonstrat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with Matlab soft鄄
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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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对路域植被变化的影响
要要
要以连江县 X136 路段为例

赵君 1袁 刘爽 1袁 赵朝辉 2袁 王爱军 3袁 李键 1袁 胡喜生 4

渊1.福建农林大学 林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2.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3.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袁 福建 连江 350002曰 4.福建农林大学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为评价道路建设对路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袁选用 2013 年尧2016 年和 2019 年 3 个时相的 Landsat 8 OLI 遥

感影像袁并基于多环缓冲区分析和归一化植被指数渊NDVI冤袁对 X136 线路路域的植被时空动态变化进行研究遥 结果表明院
渊1冤2013要2019 年袁研究区 NDVI 值逐年下降袁X136 线路段路域生态环境整体呈现退化的趋势袁由于 2016 年道路实施改建

工程袁2016要2019 年植被退化面积比例明显高于 2013要2016 年遥 渊2冤NDVI 值随着道路距离增加总体上呈现升高的趋势袁
2013要2016 年袁植被变化与道路距离之间没有呈现显著的变化规律曰2016要2019 年袁各环缓冲区植被退化面积比例和改善

面积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袁面积比例变化与道路距离呈现出线性相关的变化规律遥 从总体来看袁2013要2019 年每环植
被变化均为退化面积占比最大袁表明道路建设对路域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袁这种影响强度不容小觑且在短时间内难以
依靠植被自身进行修复遥 研究结果可以为路域生态环境治理和植被恢复袁以及制定道路工程建设决策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院路域曰生态环境曰归一化植被指数曰植被恢复曰遥感影像曰连江县
中图分类号院X32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21原园6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袁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发展通道[1-2]遥 截至 2018 年

提出更高的要求 [9]袁交通运输建设开始从野快速发展冶

转向野高质量发展冶袁建设生态型公路成为道路建设的

底袁我国公路总里程高达 485 万 km袁位居世界第一 遥

一大目标遥 与国外相比袁我国生态型公路建设起步较

为实现国家基本现代发挥支撑作用和先导作用遥 近年

分考虑道路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袁 尽可能减小道路工

[3]

交通运输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尧服务性产业[4]袁

晚[10]遥 生态型公路指在公路建设中应用生态学知识袁充

来袁公路建设和运营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的日益加剧

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袁 并通过绿化边坡植被以达到美

的负面影响引发人们的关注遥 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往往

化公路的效果袁从而建成景观美丽且行驶舒适的公路袁

会破坏山体 袁引起周围天然植被群落退化 袁导致水土

实现经济效益尧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11-12]遥

域生态环境之间高度不协调遥 随着社会的发展袁人民

系袁提升道路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效益袁建设生态型

生活水平和生态环保意识逐渐提高袁对交通运输建设

公路成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遥

[5]

[6-7]

流失尧土壤结构发生变化等问题[8]袁使得道路建设与路

因此袁 如何平衡道路建设与路域生态环境之间的关

植被覆盖是表征陆地表面生态环境状况的直接
收稿日期院2021-06-02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交通运输科技市场主导性重点科技项
目渊201823冤遥
作者简介院赵君渊1998-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自然地理学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李键渊1982-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生态
学和林学研究遥

信号[13]袁其时空演变是路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重要
指标之一[14]遥目前袁有关生态环境的研究常借助植被指

数和植被覆盖度来进行评价袁常用的指数主要包括归
一化植被指数渊NDVI冤尧比值植被指数渊RVI冤尧增强型
植被指数渊EVI冤尧绿度指数渊GVI冤等[15-16]遥 其中 NDVI 指
数对植被生物物理特性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袁并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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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高袁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植被动态监测研究

遥

[17-18]

X136 道路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袁 是连江县交通

中袁借助多环缓冲区分析工具进行路域缓冲区设计遥

运输网络中的一条重要道路遥 本研究采用多时相

表 1 研究区 Landsat 8 影像信息

Landsat 8 OLI 影像数据袁以连江县 X136 路段为例袁借

Tab.1 Landsat 8 image information in the study area

助多环缓冲分析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研究道路
建设对路域植被覆盖的影响袁对路域生态环境进行监
测分析和综合评价袁以期为道路路域生态环境保护和
植被恢复提供参考袁为进一步提出路域生态修复措施
提供理论基础遥

2013 年 8 月 4 日

1.24

Landsat 8 OLI

30

2019 年 9 月 22 日

11.25

Landsat 8 OLI

30

2016 年 7 月 27 日

4.77

Landsat 8 OLI

30

1.3 NDVI 指数计算

1 实验研究方法

在全球及区域陆地植被生态系统时空变化研究
中袁 归一化植被指数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1.1 研究区概况
X136 道路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境内袁 区域

内地貌类型复杂袁多山地丘陵袁地势西北高尧东南低袁
属于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袁温暖湿润袁雨量充沛遥
X136 道路是连接连江县城与透堡镇的交通要道袁全

长约 18 公里袁车流量较多袁路域植被以针阔混交林为

index, NDVI)是应用最广泛的植被指数[21-22]袁可以指示

植被生长状况和植被覆盖状况[23-24]遥 NDVI 被定义为遥
感影像的近红外与可见光红光波段的反射值之差除
以两者的和[25]袁公式为
NDVI=

NIR-R
NIR+R

(1)

主袁是一条典型的穿越低山丘陵区的县级道路遥 该道

式中院NIR 表示地表近红外波段袁R 表示地表可见光

路于 1954 年 4 月开工建设袁 起点位于连江东湖镇飞

的红光波段遥

1958 年 8 月份建成通车遥截至 2016 年袁此段公路使用

示地表几乎没有植被曰当 0<NDVI<1 时袁表示植被覆

严重袁纵横缝有不同程度拉裂现象袁旧路边沟沟底偏

1.4 路域缓冲区设计

石村与 104 国道交叉口袁 终点位于透堡镇尖墩村袁
时间已达设计年限袁部分水泥砼面板边角剥落袁破损

薄袁沟墙内壁损坏袁边沟堵塞易引起路基冲毁袁存在安

NDVI 的取值在[-1,1]之间袁当-1<NDVI<0 时袁表

盖度高袁且数值越大表示植被覆盖的程度越好遥

在 ArcGIS 中袁以连江县境内的 X136 线路段为基

全隐患遥 因此连江县交通运输局于 2016 年 5 月对此

准袁每 500 m 为一间隔袁在道路两侧分别设计 5 个缓

周边环境协调为原则袁采用加铺和重铺水泥砼路面的

示道路建设对路域植被的影响遥

路段进行改建袁以行车安全舒适尧排水疏通便利且与

方式对该路段进行改造袁 并完善排水系统与安保设
施袁改建完成时间为 2017 年 4 月遥

冲区袁 探究 NDVI 基于道路距离的梯度变化规律袁揭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1.2 数据源及预处理

选用连江县 X136 道路改建前 渊2013 年 8 月 4

日冤尧改建中渊2016 年 7 月 27 日冤尧改建后渊2019 年 9

2.1 道路路域 NDVI 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为消除不同季相对植被覆盖的影响袁首先对 3 幅

月 22 日冤3 个时相的 Landsat 8 OLI 遥感影像作为数

影像 NDVI 进行标准化处理袁 并以 0.2 为间隔将其划

间数据云网站袁 空间分辨率为 30 m袁3 幅影像云量覆

个生态等级渊图 1冤袁随后统计研究区内每个生态等级

据源袁影像具体信息如表 1 所示遥 数据下载于地理空
盖少且质量较好遥 利用 ENVI 5.1 软件对影像进行辐射

定标尧大气校正尧裁剪等预处理袁以减少地形尧光照和大
气等因素对遥感影像的影响

遥 在 ArcGIS 10.3 软件

[19-20]

分为生态差尧生态较差尧生态中等尧生态良好尧生态优 5
的面积渊表 2冤遥 结果表明袁2013要2019 年间袁生态中等
及以下的面积比例由 8.1%上升为 18.73%遥 生态差尧生

态中等尧生态良好的面积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袁其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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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良好等级的面积比例上升幅度最大袁 面积比例从
2013 年的 12.86%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47.79%遥 生态

表 3 X136 道路路缓冲区内生态质量变化面积比例

33.48%袁总体下降幅度超过 45%袁表明该路域 2013要

area in the X136 road buffer zone

优等级的面积比例呈现直线下降袁 从 79.04%下降到

Tab.3 The proportion of ecological quality change

2019 年间生态状况呈现退化趋势遥

为更加明确研究区内植被时空变化状况袁 利用

ArcGIS 中的栅格差值工具对 3 幅图像进行叠加差值

分析袁 将 2016 年 NDVI 图像与 2013 年 NDVI 图像叠
加并相减袁得到 2013要2016 年植被空间变化状况渊图
2a冤袁同理将 2019 年 NDVI 图像与 2016 年 NDVI 图像

退化
不变
改善
合计

24.17

38.24

0.30

4.83

75.53
100

56.93
100

叠加并相减袁 即可得到 2016要2019 年植被空间变化

状况渊图 2b冤遥 将差值结果进行重分类渊3 类冤袁用红色

表示生态质量退化袁黄色代表生态质量不变袁绿色代
表生态质量改善袁统计不同植被变化的面积比例渊表
3冤袁 以此监测 2013要2019 年间研究区域内植被的时

空变化遥研究结果表明袁2013要2016 年间袁植被退化面
积为 24.17%袁 仅有 0.30%的生态质量得到了改善袁

75.53%的区域生态质量未发生变化袁 因此图 2a 以黄
色区域为主曰2016要2019 年间袁 植被退化面积比例为
38.24%袁相比于 2013要2016 年袁退化面积比例升高了
14.07% 袁 仅 有 56.93% 的 区 域 生 态 质 量 保 持 不 变 袁

4.83%的区域生态质量下降袁 图 2b 以红色和黄色为

图 1 路域植被指数 NDVI 分级

Fig.1 NDVI classification of road area vegetation index

主袁表明该区域 2016要2019 年间植被遭受到了破坏袁
生态质量呈现下降的趋势遥

表 2 X136 道路缓冲区内生态等级面积比例
Tab.2 The proportion of ecological grade area in the
X136 road buffer zone

生态差
生态较差
生态中等
生态良好
生态优
合计

0.02

0.47

0.60

7.02

9.60

15.92

64.94

33.48

1.06

3.70

12.86

21.29

100

100

79.04

2.21

47.79
100

图 2 路域植被指数的变化

Fig.2 Changes in road area vegetation index

2.2 NDVI 随着道路缓冲距离的演变特征

分别计算 3 个年份在 5 个缓冲区内的 NDVI 值

渊图 3冤袁 以揭示 NDVI 随道路距离变化的时空分布差
异遥 图 3 显示袁在时间分布上袁2013要2019 年 NDVI 值

随道路距离增加总体上呈现升高的趋势袁从 0~5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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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00~1 000 m 缓冲区 NDVI 值变化幅度最大袁 而在

速度变化袁同时植被不变的面积在这个范围内也以每

路建设对路域 1 000 m 内的植被破坏较大袁1 000 m

冲区内袁 植被退化和植被不变的面积基本未发生变

其他缓冲区内 NDVI 变化值仅有 0.01 或 0.02袁说明道

环约 4%的速度增加遥 而在 1 500~2 500 m 这 2 个缓

之外道路建设对植被变化影响不大遥 从空间分布上

化遥 植被改善的面积在每环内所占比例均较小袁介于

看袁在同一个缓冲区内 NDVI2013>NDVI2016>NDVI2019袁其

1.20%~1.65%之间遥

右袁NDVI2016 比 NDVI2019 值高出 0.08 左右遥 2013要2019

缓冲区植被面积变化的幅度如图所示渊图 5冤遥 结果表

路路域植被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袁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植被退化面积均有增加袁 而植被不变面积均有减少袁

中每个缓冲区内 NDVI2013 比 NDVI2019 值均高出 0.2 左
年 NDVI 呈现线性下降趋势袁表明该路线的重建对道
明显下降遥

2013要2016 年和 2016要2019 年两个时间段同一

明袁2016要2019 年相较于 2013要2016 年来说袁每一环
面积变化幅度随与道路之间的距离不同而不同袁总体

统计两个阶段不同缓冲区内植被变化面积比例

上呈现植被退化面积变化幅度随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尧

渊图 4a尧 图 4b冤袁 探究路域植被在不同空间的变化规

植被不变面积变化幅度随距离增加而增加的趋势遥 其

比例最大袁占比在 70%左右遥 前 4 环内袁植被退化面积

势袁植被不变面积变化幅度呈现下降趋势袁这与其他

律遥 2013要2016 年袁道路 5 个缓冲区内植被不变面积

中袁0~1 000 m 内植被退化面积变化幅度呈现上升趋

比例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袁 由 0~500 m 的 28.45%下

缓冲区呈现的变化相反遥 到 500~1 000 m 范围内植被

被退化面积略有增加遥 植被改善面积比例变化不大袁

不变的面积下降了 21.27%遥 2016要2019 年植被改善

降到 1 500~2 000 m 的 21.68%袁到 2 000~2 500 m 植

在 2% ~3.5% 之 间 袁 所 占 区 域 总 面 积 比 例 非 常 小 袁
2013要2016 年植被变化与道路距离之间没有呈现显
著的变化规律遥 2016要2019 年袁5 个缓冲区内仍是植

变化面积最大袁植被退化面积增加了 19.48%袁而植被
面积比 2013要2016 年增多袁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袁增幅
在 0.8%~3.46%之间遥

被不变面积比例最大袁但是各缓冲区内植被退化面积
比例明显增大袁说明道路改建过程中工程建设破坏路
域植被袁 导致路域生态退化遥 2016要2019 年相对于

2013要2016 年袁各环退化面积比例明显增加袁例如在

0~500 m 内退化面积比例由 28.45%上升到 42.29%袁
在 2 000 ~2 500 m 内 退 化 面 积 相 对 增 加 较 少 为
8.21%袁 其余各环内退化面积比例也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各缓冲区在 2013要2016 年改善的
面积比例与 2016要2019 年相比也呈现出上升的趋
势 袁 例 如 在 2 000 ~2 500 m 缓 冲 内 改 善 比 例 升 高

图 3 NDVI 随着道路距离的变化规律

Fig.3 NDVI changes with road distance

3.46%袁 其余缓冲区内改善面积比例也在 1%~2%之

间袁这表明道路改建完成后植被在逐渐恢复袁其中在
2 000~2 500 m 内植被恢复效果最好遥

从总体来看 渊图 4c冤袁2013要2019 年每环植被变

化均为退化面积占比最大袁退化的面积比例和与道路
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袁距离道路越远袁植被退化的面积
越少遥 相反袁植被不变的面积随着与道路之间距离的
增加而增大遥 在 0~1 500 m 的 3 个缓冲区内袁植被退

化所占面积均超过 50%袁 并且以每环下降 4%左右的

a.2013要2016 各个缓冲区内植被变化

赵君袁等院公路建设对路域植被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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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利用 2013 年尧2016 年和 2019 年 3 幅遥感影像计

算 NDVI 指数袁 通过设计 5 个缓冲区袁 探究连江县

X136 线路段生态环境状况和变化趋势以及道路建设
对路域植被的影响袁研究结果表明院

渊1冤2013要2019 年袁研究区 NDVI 值总体呈下降

趋势袁 生态中等及以下等级所占面积比例逐年上升袁
b. 2016要2019 各个缓冲区内植被变化

X136 线路段路域生态环境整体呈现退化的趋势遥 由
于 2016 年道路实施改建工程袁2016要2019 年植被退

化面积比例明显高于 2013要2016 年袁 道路建设破坏
了路域植被的生态环境遥

渊2冤NDVI 值随道路距离增加总体上呈现升高的

趋势袁 这种变化在距离道路 1 000 m 范围内比较明

显遥 2013要2016 年袁5 个缓冲区均以植被不变为主袁植
被变化与道路距离之间没有呈现显著的变化规律遥

2016要2019 年袁各环缓冲区植被退化面积比例和改善
面积比例均有不同程度地增加袁呈现出植被退化面积
比例随道路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尧植被改善面积随道路
c. 2013要2019 各个缓冲区内植被变化
图 4 不同年份各缓冲区植被变化

Fig.4 Vegetation changes in various buffer
zones in different years

距离增加而增加的规律遥 从总体来看袁道路改建工程
破坏路域植被的生长袁 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袁
这种影响随着缓冲距离的增加而减小遥
3.2 建议
道路建设对路域植被造成严重破坏袁尤其是在道
路路域 1 000 m 内袁植被损害效果尤为明显遥 道路改
建仅仅花费不到一年的时间袁但是仍然使得植被退化

的面积比例呈现大幅度上涨遥 由于道路建设对土地等
环境的影响袁 路域植被很难依靠自然界进行自我修
复袁在短时间内袁生态环境恢复到改建前水平的可能
性不大遥 道路建设等工程建设对植被和生态的影响是
不可忽视的袁路域生态的恢复不仅需要后期的生态修
复措施袁 更重要的在建设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遥
因此建议在追求高质量尧 高效率道路建设的同时袁树
图 5 2016要2019 年较 2013要2016 年

立野保护优先尧改善在后冶的意识袁在道路建设过程中

Fig.5 Changes in the vegetation area of each buffer zones

是在路域 1 000 m 内做好植被保护和生态改善遥 另外

各缓冲区植被面积变化幅度

between 2016-2019 and 2013-2016

做好植被保护措施袁减少对植被不必要的损害袁尤其
在建设完成后积极采取路域生态修复措施袁可根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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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所处的区域地理环境袁 筛选出适宜种植的乡土植
物袁并积极引进外来优质物种袁合理配置道路路域植
物群落组成曰采用乔灌草结合的种植模式袁保障植物
群落能够在低养护或无养护的情况下保持自生自养遥
道路投入运营后袁 需要进一步加强路域生态环境保
护袁 通过培养专业养护人员定期检查植物生长状况袁
加强病虫害和杂草的防治袁 促进路域植被健康生长袁
让生态修复措施能够持久有效发挥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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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维护工程施工管理绩效评价指标
连梦仪 1,2袁 刘小魏 3

渊1.福州理工学院 应用科学与工程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506曰

2. 福建国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 福建 福州 350506曰 3.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004冤

摘

要院以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主体袁融合多项目管理思路与绩效评价理论袁

以全面均衡尧突出特点尧操作方便为指导原则袁充分考虑市政道路维护工程施工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遥 通过分解施工管理
内容和绩效评价要求袁同时参考专家意见和既往研究成果袁选取绩效评价指标袁建立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
绩效评价的初始指标集袁采用德尔菲法进行第一次指标优化袁层次分析法进行第二次指标优化和权重确定后袁得到市政
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遥 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六大维度二十七个指标遥

关键词院道路维护工程曰多项目施工曰管理绩效曰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院TU997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27原园5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袁城市愈发需要野精

特定组织的发展战略为目标袁强调同时进行的项目之

细化管理冶袁 市政道路维护工程会逐渐成为城市基础

间进行合理资源调配袁优化组织构架袁通过各级管理

设施领域内的热点袁实施过程中多数面临多项目管理

者的协调袁实现组织的发展战略和效益最大化[1]遥Mats

的情况遥 市政道路维护工程施工管理水平的持续改进
需要对现有的施工管理绩效评价工作进行改革袁构建
一套科学系统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绩效评价体系
作为基准和依据遥 融合多项目管理思路与绩效评价理
论基础上袁 通过分解施工管理内容和绩效评价要求袁

Engwal 等指出资源配置问题是企业多项目管理的核

心袁必须提高管理水平袁进行有效合理分配[2]遥 Fan L 等
开发了效益-成本-价值-风险渊BCVR冤评价方法袁用于
工业绩效管理与决策支持的综合绩效评价模型[3]遥

我国学者对多项目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主要集

选取绩效评价指标袁建立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

中在研究运用多种分析方法来求解模型内各指标的

工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遥

权重袁不断修正模型的正确性[4-8]遥 刘东宁等认为解决

多项目资源调度的核心问题是有效获取全局资源调度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般认为袁 多项目管理的概念是由艾琳窑P窑托比

和迈克尔窑托比最早提出遥 他们认为多项目管理是以
收稿日期院2021-08-05
基金项目院福 建 省 中 青 年 教 师 教 育 科 研 项 目 (科 技 类 冤

信息并配置资源袁 并基于合作博弈协商机制设计配置
机制袁形成高质量的多项目管理资源调度方案[9]遥

2 研究过程
2.1 研究方法
结合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进行研究遥 运用德尔

渊JAT191022冤曰2020 年福州理工学院校级科研

菲法袁收集专家对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

作者简介院连梦仪渊1990-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工程

标重要度进行评分袁经统计分析后袁淘汰变异系数超

项目渊FTKY019冤遥
项目管理研究遥

绩效评价指标初始集的建议袁对指标初始集中的各指
过限制的指标遥 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各指标权重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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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袁剔除关联度差尧代表性弱尧实操性不强的指标袁最

法要简单科学袁尽量实现绩效评价工作的标准化遥 同

终确定予以保留的指标权重袁建立市政道路维护工程

时要防止过分追求便捷实用袁而采取与评价实质无本

多项目施工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遥

质联系或联系不强的指标袁使绩效评价流于形式遥

德尔菲法渊Delphi method冤是一种结构化的决策

2.2.2 构建初始指标集

支持技术袁其本质上是一种反馈匿名函询法袁目的是

通过逐步分解市政道路维护工程施工管理内容

在信息收集过程中袁通过特定组建的专家组独立反复

与绩效任务袁同时参考大量文献研究成果和专家座谈

的主观判断袁获得相对客观的信息尧意见和见解遥 以专

意见袁将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绩效评价

家代表性尧专家积极性尧专家权威程度尧专家意见协调

初始指标集划分为质量控制尧安全管理尧进度控制尧投

程度尧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作为分析维度袁对德尔菲

资控制尧合同信息管理尧多项目组织与协调管理六大

法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遥

维度遥 每个维度按照绩效的行为和结果两类指标进行

层次分析法 渊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冤袁是

细分袁最终得到 52 个指标遥 初始指标集覆盖面广袁指

的一种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袁 它把一个复杂的决策

需要进一步优化指标集袁 客观科学确定各指标权重袁

问题表示为一个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袁 并通过人们的

已达到绩效评价目标遥

主观判断和科学计算给出备选方案的优劣顺序 遥 层

2.2.3 德尔菲法优化指标集

多用通常的最优化技术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袁该方法

德尔菲法优化指标工作遥 本次优化共进行两轮问卷调

法需要的定量数据不多袁但对问题的本质尧涉及因素

查袁得到专家组较为一致的意见遥

匹兹堡大学 Thomas Saaty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提出

[10]

次分析法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袁能够处理许

及内在关系分析的比较清楚 遥
[11]

标齐全袁但比较粗糙袁无法突出绩效评价的重点遥 因此

2020 年 7要8 月袁 依托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开展

第一轮在与各位专家座谈结束时进行袁将以市政

2.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道路维护工程施工管理绩效评价初始指标集为主要

2.2.1 选取指标原则

内容的调查表分发各专家进行征询遥 首轮调查问卷的
统计分析表明袁各专家对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

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绩效评价指

工管理绩效评价中的安全管理和进度控制较为重视袁

标虽无法也不必包罗影响绩效的所有因素袁但必须包

多项目组织与协调引起专家的关注遥 但专家的首轮意

括绩效所有主要方面的关键因素袁考虑各类指标的合

见选择离散程度较高袁 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分析结

理构成袁综合多种指标来全面衡量绩效情况袁这样才

果袁需要进行第二轮调查遥

能体现绩效评价的全面而有效遥

第二轮调查时将第一轮经整理统计分析后的调
查结果提供给每位专家参考袁在此基础上再次进行调

指标的选取应在市政道路维护工程管理目标和

查遥 第二轮调查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除个别指标外袁绝

绩效评价目标分解的基础上袁结合市政道路维护行业

大部分指标的变异系数小于 0.250袁 专家的协调系数

自身的特点进行袁避免选取的指标失去指导意义遥 市
政道路维护行业是具有自身独特特点的行业袁无论从
自身的管理体制结构或提供的公共产品上来看袁都有
别与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内其他行业遥
操作便捷要求指标概念和内涵清晰明了袁表现方
式简单易懂袁使用说明详细清晰袁不会产生歧义尧模棱
两可或无从下手等问题曰实用性强强调指标需要的数
据尽量精简尧易于收集尧方便记录尧便于核实袁评价方

为 0.410袁且信度检验 琢 系数为 0.844袁说明调查结果

具有统计学意义袁各专家的意见基本一致袁对评价体
系认可袁满足德尔菲法的要求遥 将初始指标集 52 个指
标中的 17 个评价效果弱渊重要性均值小于 3.0冤尧实际

操作性差的指标剔除袁 剩余的 35 个指标进入下一阶
段的层次分析法筛选和权重确定遥
2.2.4 层次分析法优化指标集
将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绩效评价
指标分为三层袁分别为院

连梦仪袁等院市政道路维护工程施工管理绩效评价指标

渊1冤目标层院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

CR=

绩效评价指标集渊A冤曰

渊2冤准则层院由质量控制渊B1冤尧安全管理渊B2冤尧进度

CI=

控制渊B3冤尧投资控制渊B4冤尧合同信息管理渊B5冤尧多项目
组织与协调渊B6冤构成曰

渊3冤指标层院由德尔菲法优化后的 35 个指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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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袁其中 CI 为一致性指标院
RI

姿_max-n
遥
n-1

姿_max 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曰n 为判断矩阵

的阶数遥 RI 为随机一致性指标袁具体数值见表 1遥

渊C1要C35冤遥 具体见图 1遥

表 1 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取值表
Tab.1 Value table of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RI

0.00 0.00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求得各指标权重后袁将绩效指标取舍阈值 孜 设定
为 0.05袁剔除指标权重低于阈值 0.05 的指标袁重复上

一步的计算袁直到所有的指标权重大于 0.05 且一致性

检验通过遥 最后得到经层次分析法优化后的且各指标
权重已确定的指标体系遥
从计算结果可知袁指标 C2尧C4尧C11尧C17尧C20尧C24尧C25尧

C32 的权重低于指标取舍阈值 孜=0.05袁 故删除此八个
指标后进行权重第二次计算和一致性检验遥

图 1 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绩效
评价指标集层次结构图

Fig.1 Hierarchical structure chart of multi-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et of municipal
road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邀请 7 名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各领域专家分别对

从计算结果可知袁 全部 27 个指标权重均大于指

标取舍阈值 孜=0.05袁一致性比例 C.R.均小于 0.1袁故所
有的指标均予以保留袁其权重值予以采纳遥

3 构建体系

各准则层之间尧各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对比袁参考

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绩效评价初

1~9 标度赋值法进行评分袁 以 7 个评分结果的中位数

始指标集经德尔菲法筛选指标袁层次分析法二次筛选

由于权重计算均为矩阵之间的运算袁 过程多重

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遥 该指标体系共 6 大维度 27 个

作为依据袁分别建立判断矩阵遥

复袁限于篇幅限制袁本研究利用 Matlab 2016b 软件计
算遥 编辑计算代码时融合权重计算和一致性检验袁自
动计算并返回结果遥 指标权重计算采用算术平均法尧

指标和确定权重后袁得到市政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
指标袁指标结构层级及指标权重见表 2遥

4 结论

几何平均法尧特征值法三种方法求解后取算术平均值
作为指标的最终权重遥 一致性检验通过后返回计算结

运用内容分解法尧德尔菲法尧层次分析法袁识别并
筛选出合适的评价指标袁结合行业专家的意见袁确定

果遥
一致性检验采用一致性比例渊CR冤进行评价袁即

各指标权重袁构建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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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市政道路维护工程多项目施工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Tab. 2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ulti-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road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质量责任制制定与执行情况 C1

0.060

道路完好率 C5

0.208

质量通病预防与处治措施情况 C3
质量控制渊B1冤

0.233

材料合格率 C6

隐蔽工程一次验收通过率 C7
养护作业安全设施设置情况 C8
安全管理渊B2冤

0.251

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与执行情况 C9

安全教育情况 C10

安全费用使用率 C12

作业人员不安全行为率 C13

市政道路 进度控制渊B3冤
维护工程
多项目施
工管理绩
效评价集
渊A冤

0.196

投资控制渊B4冤

0.117

合同信息管理
渊B5冤

0.274

渊实际安全费用/计划安全费用冤伊100%

0.059

追加投资的设计变更要求是否合理袁程序
是否完善
渊该项目实际单位面积投资/类似项目上
年度单位面积投资冤伊100%
咱渊项目实际总投资要计划总投资冤/计划
总投资暂伊100%
是否具有针对合同纠纷的预防措施和解
决办法

0.624

合同纠纷预防与管理情况 C26

0.303
0.050
0.400
0.151

多项目管理组织模式适应性 C31
资源共享和调配情况 C33

关键施工设备是否按期进场

0.239

0.395

总投资变化率 C23

多项目信息共享情况 C29

渊观察记录的不安全行为数/观察记录的
行为总数冤伊100%
针对进度滞后的工作是否制定防控措施袁
执行情况如何
是否及时完整准确地记录和更新项目各
里程碑节点的实际进度
多项目施工时设备尧人员分配的合理性

0.137

合同履约情况 C28

是否落实安全三级教育尧 四新安全教育尧
年度定期安全教育等制度袁落实情况如何

0.158

单位面积投资变化率 C22

公众投诉应对处理情况 C27

渊隐蔽工程一次验收合格数/隐蔽工程验
收总数冤伊100%
养护作业标志尧渠化设施尧交通管理设施尧
养护作业控制区的设置与运行情况如何

0.180

0.063

0.098

设计变更追加投资情况 C21

材料检验合格数/材料检验总数伊100%

是否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袁执行情况如何

进度更新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C15
关键设备进场情况 C16

是否针对质量通病制定专项防治措施袁执
行情况如何
咱渊施工面积要质量缺陷面积冤/施工面积暂
伊100%

0.377

0.290

总工期实现率 C19

0.102

0.483

进度控制措施制定与执行情况 C14

资料的完备情况 C30

多项目组织与协
调渊B6冤

0.157

0.107

多项目施工资源分配合理性 C18

0.102

0.092

是否制定了质量责任制袁执行情况如何

实际总工期/计划总工期

是否及时妥善处理公众的投诉
是否按照合同内容施工袁是否出现擅自变
更施工尧不按照技术标准施工等违约情况
多项目施工信息共享是否顺畅及时

0.097

工程资料完备情况如何

0.161

多项目管理中资源共享和调配的及时性
与有效性
是否依据多项目之间的重要性和紧急性袁
合理设置项目的优先级
能否运用多项目组合管理思想对项目进
行有效管理

0.441

重要性和紧急性协调情况 C34

0.301

项目组合管理水平 C35

0.098

多项目管理组织模式是否适应本工程

绩效评价模型遥 该模型由 1 个目标层渊A冤尧6 个准则层

环境有关遥 在指标层中袁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与执行

渊B冤尧27 个指标层渊C冤构成遥 准则层中权重最高的是安

情况尧隐蔽工程一次验收通过率尧总工期实现率尧总投

全管理袁说明在市政道路维护工程施工管理中袁应首

资变化率尧合同履约情况尧多项目管理组织模式适应

要关注安全管理遥 这与市政道路维护工程所处的施工

性等 6 个指标袁在各自的准则层中权重最高袁在进行

窑 31 窑

连梦仪袁等院市政道路维护工程施工管理绩效评价指标

performance expression model for industrial performance

施工管理和绩效评价时应重点关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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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is studies for municipal road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s the main body, integr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deas and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ory, more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easy to operate as guiding principles, fully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mu鄄

nicipal road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nten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equirements
through decomposition. Referencing expert opinion and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select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establish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municipal road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ore early

indicator set of the indicators for the first time, using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he second index optimization
and weight is determined, by municipal road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鄄
tem.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cludes six dimensions and 27 indicators.

Key words: road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multi-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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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粉对无机植筋高性能混凝土材料
强度影响试验
卜力平 1,2袁 张超 3,4

渊1.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曰 2.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交通土建智能与绿色建造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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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福建省高速公路工程重点实验室袁 福建 福州 350001冤

摘 要院为研究硅粉对无机植筋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强度的影响袁采用在普通硅酸盐水泥混凝土中单一掺加硅粉和
与水泥调凝组分 QT 复掺两种方法进行试验袁分析材料强度发展规律遥 试验结果表明院单一掺加硅粉对混凝土早期强度

有提高促进作用曰从技术性与经济性考虑袁掺加 10%左右的硅粉对混凝土强度影响最佳曰水泥调凝组分 QT 掺量无论是
4%还是 8%袁复掺 10%硅粉的混凝土 28 d 龄期抗压强度依然比不掺硅粉和复掺 20%硅粉的混凝土强度高遥

关键词院硅粉曰无机曰高性能混凝土曰强度曰水泥调凝组分
中图分类号院TU50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32原园7

近几年袁 特殊性能新型混凝土得到快速发展袁无

1 硅粉掺入混凝土后的作用机理

机植筋高性能混凝土应用与锚固施工越来越多遥 以普
通硅酸盐水泥作为胶凝材料袁 掺加硅粉与调凝材料袁

硅粉是在硅铁和金属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

通过试验研究不同掺配比例情况下材料强度变化规

尘埃袁它是高纯度石英与焦碳在冶炼硅尧铁合金时发

律袁分析强度差别的原因袁提出适用无机植筋高性能

生还原反应生成的遥硅粉的密度为 2.2耀2.5 g/cm3袁主要

混凝土材料的最佳掺量[1-2]遥

将硅粉添加到混凝土材料中袁一方面硅粉具有高

活性袁 在水泥发生水化反应中可减少混凝土的孔隙
率袁提高混凝土的强度 [3-4]袁并能减少水化反应产生的

热量袁防止内外温度差造成的缺陷袁多方面改善提高
混凝土性能与工程质量

曰另一方面是对工业废料的

[5-6]

循环再利用袁有利于环境保护袁具有重要的环保与社

成分是非晶态的二氧化硅渊含量高于 90%冤遥 硅灰颗粒
为圆球形渊见图 1冤袁极其微细袁平均粒径约为 0.1 滋m袁

其比表面积为 2.0伊105 耀3.0伊105 cm2 /g渊普通水泥是
3 000耀4 000 cm2/g袁普通粉煤灰是 4 000耀7 000 cm2/g冤袁

因而使得硅粉具有优异的火山灰质特性遥 硅粉掺入混
凝土后袁硅粉二氧化硅含量越高尧细度越细袁其对混凝
土的改性效果也越好遥

会效益遥

收稿日期院2021-09-08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渊2009J05114冤曰
福建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渊200935冤遥
作者简介院卜力平(1972-)袁男袁汉族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袁
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材料与应用研究尧公路与城
市道路工程研究尧交通运输标准体系等研究遥

图 1 高纯硅粉

Fig.1 High purity silicon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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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微集料填充效应

钙(C-S-H)凝胶尧氢氧化钙和钙矾石等水化产物袁其中

硅粉的粒径比水泥颗粒小 100 倍袁按最大密实理

氢氧化钙的结晶度和取向性对混凝土强度不利遥 掺入

论袁当硅粉良好地分散于混凝土中时袁它填充于水泥

硅粉后袁硅粉颗粒分散在比其更为粗大的水泥颗粒之

颗粒之间的空隙袁其效果如同水泥颗粒填充在细骨料

间袁微硅粉中含有的大量玻璃态二氧化硅和水反应首

空隙之间和细骨料填充在粗骨料空隙之间一样袁增加

先生成富硅的凝胶袁接着氢氧化钙与该富硅凝胶发生

混凝土的密实度遥

如下反应院
Ca(OH)2+SiO2+H2O寅C-S-H 凝胶

混凝土中袁水泥净浆与骨料之间过渡区的强度一

化学反应中消耗的 Ca(OH)2 生成 C-S-H 凝胶,同

般低于净浆体强度袁这是因为混凝土内部泌水受到骨

时促进了 C3S 的水化袁加速水泥水化过程遥 硅粉颗粒

料颗粒的阻挡而聚集在骨料下面袁 形成多孔界面袁其
中氢氧化钙含量要多于其它区域袁且氢氧化钙晶体取

愈细袁则化学反应愈快袁促进混凝土强度快速提高遥

向性较强袁故过渡区易于开裂遥 掺入硅粉后袁降低泌

2 不掺加硅粉的水泥强度变化规律

水袁防止水分在骨料下表面聚集袁从而提高界面过渡
区的密实度和减小界面过渡区的厚度曰同时微小的硅

2.1 原材料

粉颗粒成为氢氧化钙的晶种袁使氢氧化钙晶体的尺寸

水泥选用海螺牌 P窑O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袁物理

更小袁取向更随机袁从而提高水泥净浆与骨料之间的

力学性能见表 1遥

粘结强度遥
1.2 火山灰效应

砂子选用闽江天然河砂袁颗粒级配良好袁细度模

数 2.66袁属于中砂遥 水选用福州市区自来水遥

在水泥水化过程中袁水泥与水反应生成水化硅酸

表 1 海螺牌 P窑O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物理力学性能

Tab.1 Portland cement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NCH P窑O 42.5

测试结果

2.8

合格

172

235

2.2 试验方法

26.1

37.8

50.1

5.48

7.74

8.93

2.3 试验配合比和试验结果

按照 GB/T 17671要1999 叶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

影响水泥强度的因素很多袁主要与水泥熟料的矿

法曳 试验袁 试件尺寸为 40 mm伊40 mm伊160 mm 棱柱

物组成尧水泥细度尧水灰比尧石膏掺量等有关遥 为检验

护袁到达不同龄期进行强度试验遥

种水灰比袁分别配制普通硅酸盐水泥净浆和水泥砂浆

体袁如图 2 所示遥 成型 24 h 后拆模袁并放置在水中养

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形成过程袁 采用 0.26 和 0.32 两

进行强度试验袁分析强度形成规律遥 试验配合比和试
验结果见表 2尧表 3遥
表 2 水泥净浆和水泥砂浆试验配合比
Tab.2 Test mix ratio of cement paste and cement mortar

图 2 棱柱体试件

Fig. 2 prismatic specimen

水泥净浆

0.26

1 900

要

494

水泥砂浆

0.26

500

1 350

130

0.32
0.32

1 900
500

要

1 350

60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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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缓慢增加袁增长率远小于前 7 d 增长率袁且水灰比

表 3 水泥净浆和水泥砂浆强度试验结果

越大袁水泥净浆不同龄期强度值越低遥

Tab.3 Strength test results of cement paste and cement mortar

渊2冤水泥砂浆强度与水泥净浆强度变化规律基本

相同袁并且在相同水灰比的条件下袁水泥砂浆抗压强

水泥
净浆

水泥
砂浆

0.26
0.32
0.26
0.32

抗折
抗压
抗折
抗压
抗折
抗压
抗折
抗压

10.6

11.8

27.1
8.4

35.4
9.5

32.2
9.1
34.0
6.7

22.4

44.7
10.9
48.8
8.8

43.2

要

65.4
要
57.2
要
71.7
11.2
59.0

要

69.3
要
60.4
要
74.6
要

65.8

要

71.2
要
62.5
要
74.9
要

66.3

根据表中数据绘制水泥净浆和水泥砂浆抗压强
度变化规律袁如图 3 和图 4 所示遥

图 3 水泥净浆抗压强度变化规律

度略大于水泥净浆袁增加幅度约 5%左右遥

分析认为袁在实验室搅拌成型的水泥砂浆袁经过

精心制作尧标准养护后袁大粒径骨料不会造成砂浆试
件的离析和较大内部空隙袁可以形成骨架作用袁在一
定程度上可提高材料抗压强度遥
水灰比 0.26 的水泥净浆和砂浆抗压强度变化趋

势如图 5 所示袁水灰比 0.32 的水泥净浆和砂浆抗压强
度变化趋势如图 6 所示遥

图 5 水灰比 0.26 的水泥净浆和砂浆抗压强度比较

Fig. 3 Variation of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cement paste

Fig. 5 Comparison of compressive strength between cement

图 4 水泥砂浆抗压强度变化规律

图 6 水灰比 0.32 的水泥净浆和砂浆抗压强度比较

Fig. 4 Variation of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cement mortar

试验数据显示院

渊1冤水泥净浆 1 d 龄期的抗压强度约能达到 28 d

强度的 43%以上袁7 d 龄期则达到约 90%袁此后抗压强

paste and mortar with water cement ratio of 0.26

Fig. 6 Comparison of compressive strength between cement
paste and mortar with water cement ratio of 0.32

根据水泥净浆和砂浆抗压强度比较分析可知院水
灰比 0.26 时袁龄期 1尧3尧7尧14尧28 d 水泥砂浆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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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于水泥净浆曰但是水灰比 0.32 时袁龄期 1 d 水泥

见袁硅粉能使混凝土搅拌过程中用水量增加遥

又恢复到大于水泥净浆遥

的抗压强度结果见表 6遥

试件 1 d 龄期的抗折强度尧抗压强度和 28 d 龄期

砂浆抗压强度小于水泥净浆袁此后龄期水泥砂浆强度
分析认为袁当龄期 1 d 时袁水泥净浆化学组分反应

均匀袁水泥中的矿物熟料发生水化反应袁水化物凝聚并

表 6 单一掺加硅粉混凝土强度试验结果

由于引力作用互相结合袁组成水泥石结构袁强度增长较

Tab.6 Strength test results of concrete with single silica fume

快曰随着龄期不断增长袁水泥石与骨料界面粘结力逐渐
加强袁 水泥砂浆中的矿物空隙和水泥内部化学组分之
间的孔隙被逐渐填满袁 由于骨料强度和弹性模量一般

1

3 单一掺加硅粉试验研究

的掺加比例直接影响混凝土强度遥 以硅粉等量取代水
泥配置水泥砂浆袁作为配置无机植筋高性能混凝土试
验依据遥
试验选用北京兴荣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4N 高

纯硅粉袁其化学成分见表 4遥

26.3

要

56.3

5.0

7.33

28.8

要

68.9

2.5

4

7.5

6.86

5

10.0

7

15.0

6

在不改变其它化学成分含量的情况下袁单一硅粉

6.81

2
3

比水泥石高一些袁因此增强了水泥砂浆强度遥

0

8
9

12.5
17.5
20.0

7.51
7.74
7.75
7.01
7.81
7.52

26.9
33.3
34.6
35.1
35.4
35.2
35.0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62.7
72.2
75.6
71.7
73.1
74.6
70.8

根据试验结果袁以硅粉掺量为横坐标袁绘制混凝

土 1 d 龄期强度变化曲线袁和混凝土 1 d 与 28 d 龄期
抗压强度对比曲线袁如图 7尧图 8 所示遥

表 4 硅粉化学成分
Tab.4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ilicon powder
指标/%

99.9

0.4

0.4

0.2

0.002

0.005

0.002

试验按照 0~20%比例掺加硅粉袁 具体配合比见

表 5遥

硅粉掺量/%

表 5 单一掺加硅粉试验配合比
Tab.5 Test mix ratio of single addition of silicon powder
1
2
3
4
5
6
7
8
9

500
487
475
462
450
437
425
412
400

0
12
25
37
50
62
75
87
100

1
1
1
1
1
1
1
1
1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图 7 混凝土 1 d 龄期强度变化曲线

Fig. 7 1 d age of concrete strength curve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在试验过程中观察到袁加入硅粉以后袁水泥砂浆
很快变得粘稠袁并且搅拌时间越长尧粘度越大遥 此外硅
粉的掺量越大袁水泥砂浆粘稠的速度也越快遥 由此可

硅粉掺量/%

图 8 混凝土 1 d 与 28 d 龄期抗压强度对比曲线

Fig. 8 1 d and 28 d age of concrete curve of compressiv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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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数据分析可知院
渊1冤单一掺加硅粉后袁混凝土 1 d 与 28 d 龄期强

度均有显著提高袁并且随着硅粉掺量的增加袁混凝土

不同硅粉掺量 1 d 龄期混凝土抗折与抗压强度

对比柱状图袁如图 9尧图 10 所示遥

强度呈现先高后低趋势遥
渊2冤比较混凝土 1 d 与 28 d 龄期抗压强度变化曲

线袁当硅粉掺量不大于 10%时袁混凝土抗压强度有较
快地增长袁 增长率达到 31.6%曰 但是硅粉掺量超过

10%时袁 混凝土抗压强度快速增长的趋势受到抑制袁
增长率大幅降低袁 硅粉掺量与抗压强度呈抛物线关
系袁存在最佳硅粉掺量遥
因此袁从技术性与经济性考虑袁掺加 10%左右的

硅粉对混凝土强度的改善效果最佳遥

4 调凝组分 QT 与硅粉复掺试验研究

注院4%QT 掺量为黑色袁8%QT 掺量为白色遥

为研究调凝组分 QT 与硅粉复掺对混凝土强度产

图 9 1 d 龄期混凝土抗折强度对比柱状图

Fig.9 1 d age concrete flexural strength contrast bar chart

生的影响袁 在不改变其它化学成分含量的情况下袁按
照两者不同比例进行掺配袁具体配合比见表 7遥
表 7 调凝组分 QT 与硅粉复掺试验配合比
Tab.7 Mixing ratio of QT and Silica fume
1
2
3
4
5
6

480
430
380
460
410
360

20
20
20
40
40
40

0
50
100
0
50
100

1
1
1
1
1
1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试件 1 d 龄期的抗折强 度和抗压 强度尧7 d 和

28 d 龄期的抗压强度试验结果见表 8遥

表 8 调凝组分 QT 与硅粉复掺混凝土强度试验结果
Tab.8 Strength test results of concrete mixed
with QT and silica fume

1

4

3

4

2
4
5
6

8.65

要

要

33.62 65.48 82.29

20

6.13

要

要

28.04 70.24 80.74

10

8

0

8
8

10
20

7.55
8.79
7.21
6.25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图 10 1 d 龄期混凝土抗压强度对比柱状图

Fig.10 1 d age concrete compressive strength comparison bar chart

通过分析表 7 和图 9尧图 10 的数据和趋势可以得出院

渊1冤 单一掺加调凝组分 QT 可以提高混凝土的早

期强度袁QT 掺量 8%比 4%时的强度略高遥

0

4

注院4% QT 掺量为黑色袁8% QT 掺量为白色遥

33.87 73.53 86.04

渊2冤随着复掺硅粉的加入袁混凝土 1 d 龄期抗折尧

抗压强度均有降低遥

渊3冤同时掺加硅粉和调凝组分 QT袁混凝土早期强

34.35 68.93 79.87

度的改善效果并没有得到叠加袁反而有所削弱遥

29.52 70.52 81.98

于硅粉袁复掺后水泥矿物组分首先与 QT 反应袁然后又

33.96 71.37 88.86

分析认为院 因为调凝组分 QT 的活化增强作用优

卜力平袁等院硅粉对无机植筋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强度影响试验

与硅粉反应袁两者之间存在某种野竞争冶关系袁互相牵
制袁此增彼减袁减缓混凝土早期强度的形成遥 此外袁同
等体积的混凝土袁由于硅粉的掺入袁相应挤占水泥矿
物组分的空间袁 是造成掺加同等数量的 QT 但是混凝
土早期强度却减少的原因之一遥

复掺硅粉和调凝组分 QT 的 7 d 与 28 d 龄期混

凝土抗压强度对比柱状图袁如图 11尧图 12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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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硅粉掺量越多越好袁复掺 10%硅粉抗压强度值最高遥

渊2冤通过图 12 可以看出袁水泥中调凝组分 QT 掺

量无论是 4%袁还是 8%袁复掺 10%硅粉的混凝土 28 d
龄期抗压强度依然比不掺硅粉和复掺 20%硅粉的混
凝土强度高遥

渊3冤调凝组分 QT 掺量 4%时袁复掺 10%硅粉的混

凝土 28 d 龄期抗压强度 86.04 MPa袁比不掺硅粉的抗
压强度 82.29 MPa袁提高了 4.6%曰QT 掺量 8%时袁复掺

10%硅粉的混凝土 28 d 龄期抗压强度 88.86 MPa袁比
不掺硅粉的抗压强度 79.87 MPa袁提高 11.2%曰并且复

掺 20%硅粉与不掺硅粉的混凝土 28 d 龄期抗压强度
基本相当遥

5 结语
以普通硅酸盐水泥混凝土为例分析研究硅粉对无
机植筋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强度影响规律袁可以得出院
渊1冤单一掺加硅粉对混凝土早期强度有提高促进

图 11 7 d 龄期混凝土抗压强度对比柱状图

Fig.11 7 d age concrete compressive strength comparison bar chart

作用袁从技术性与经济性考虑袁掺加 10%左右的硅粉
对混凝土强度影响最佳遥

渊2冤 单一掺加水泥调凝组分 QT 也能提高混凝土

的早期强度袁并且 QT 掺量 8%比 4%时的强度略高遥

渊3冤 水泥调凝组分 QT 掺量无论是 4%还是 8%袁

复掺 10%硅粉的混凝土 28d 龄期抗压强度依然比不
掺硅粉和复掺 20%硅粉的混凝土强度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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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on the Dffect of Silica Fume on the Strength of
Inorganic Reinforced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BU Liping1,2袁 ZHANG Chao3,4

(1.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袁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袁Fuzhou袁Fujian 350007袁China曰
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and Civil Engineering and Green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Technology袁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Fuzhou袁Fujian 350007袁China曰
3.Fujian Provincial Expressway Technology Consulting Co. Ltd.,Fuzhou袁Fujian 350001袁China;
4.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xpressway Engineering, Fuzhou, Fujian 35000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ilica fume on the strength of inorganic reinforced high-performance concrete, two methods of

single addition of silica fume in Portland cement concrete and compound addition of silica fume and cement setting regulating component
Q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law of material strength.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ngle addition of silica fume can improve
the early strength of concrete; Considering th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adding about 10% silica fume has the best effect on the strength
of concrete; Whether the QT content of cement setting adjustment component is 4% or 8%,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concrete mixed
with 10% silica fume at 28 days is still higher than that of concrete without silica fume and mixed with 20% silica fume.

Key words: silica fume; inorganic; high performance; strength; cement setting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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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on the Vegetation of Highway Area
要要
要Taking X136 Section of Lianjiang County as an Example

ZHAO Jun1, LIU Shuang1, ZHAO Chaohui2, WANG Aijun3, LI Jian1, HU Xisheng4
(1. School of Forestry,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China;
2. Fuzhou Highway Development Center, Fuzhou, Fujian 350002, China;
3. Lianjiang Highway Development Center, Lianjiang, Fujian 350002, China;
4.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and Civil Engineering,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road construction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of the road area, this paper selected
Landsat 8 OLI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three phases of 2013, 2016 and 2019. Based on multi-ring buffer analysis and the normalized vege鄄
tation index (NDVI),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vegetation in the X136 road effect zone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2013 to 2019, the NDVI value of the study area de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X136 road effect zone
showed a trend of degradation as a whole. 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oad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2016, the proportion of degraded veg鄄
etation in 2016 to 201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2013-2016. (2) The NDVI value showed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with the in鄄
crease of road distance. From 2013 to 2016,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pattern between vegetation change and road distance; from 2016
to 2019, the proportion of degraded vegetation area and improved area in each ring buffer zone increased to varying degrees. The area ratio
change and the road distance show a linear correlation change law. On the whole, road construction ha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log鄄
ical environment of the road effect zone. The intensity of this impac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nd it is difficult to rely on vegetation to
repair itself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nd vegeta鄄
tion restoration of the road effect zone, as well as the decision-making of roa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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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离婚率影响因素的 STATA 分析
黄曦
渊中国科学院大学 工程科学学院袁 北京 100039冤

摘

要院文章基于我国 31 个省渊直辖市尧自治区尧不含港澳台冤2011要2019 年的面板数据袁从社会和个人层面分析

离婚率的影响因素袁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遥研究发现院离婚率与商品房价格尧宽带端口接入数尧人均 GDP尧学历为

大专及以上的女性比例与呈正相关曰与总抚养比呈负相关遥 针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袁提出包括调控房价尧重视婚姻教育的宣
传尧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等政策建议遥

关键词院离婚率曰STATA 软件曰面板数据曰固定效应
中图分类号院C913.13

文献标识码院A

截至 2019 年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袁我国离

婚率已经连续 15 年上升袁离婚登记对数从 2003 年的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39原园6
本降低和家庭分工弱化是造成离婚的一大原因[4]遥 穆

光宗[5]从婚姻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袁现代婚姻中独生

133 万对增长到 2019 年的 470 万对遥

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也将影响婚姻的稳定遥

离婚率的不断升高已引起广泛重视袁有关部门为

不断走高的离婚率将引起诸多社会问题袁如子女

了降低冲动离婚的情况袁于 2020 年颁布新叶婚姻法曳袁

抚养尧财产争端等遥 从数据出发袁运用 Stata 15.1 软件

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遥

婚率畸升提供一定理论依据遥

1 研究现状

2 实证部分

并于 2021 年开始实施遥 足见离婚率畸形升高已成为

为探究高离婚率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袁国内

探究影响我国离婚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因素袁为控制离

2.1 数据来源

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分析袁一般分为家

为让所使用的数据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袁

庭内部的微观因素和社会变化的宏观因素遥 宏观方

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20 年 叶中国统计年鉴曳遥

面袁李萍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袁认为离婚率上升的主要
原因有女性的独立意识增强尧 社会人口流动增加尧离
婚成本降低等 遥 何林浩发现高等教育性别比的提高
[1]

根据数据实际收集的情况袁 包含中国 31 个省 渊自治
区尧直辖市袁港澳台地区除外冤2011要2019 年的省际年
度数据遥

将明显影响粗离婚率[2]遥 李洪祥在法律层面上进行研

2.2 变量选取

究袁认为我国几次离婚法律改革是影响离婚率的重要

由上述文献梳理可知袁离婚率的上升是一个由多

因素之一[3]遥 而微观方面袁赵霞等认为婚外性的获取成

方影响的问题袁本文将从社会外部因素和家庭内部因

收稿日期院2021-01-27
作者简介院黄曦渊1994-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工程造价管理研究遥

素的角度出发袁选取几个主要变量进行分析袁观察各
变量对离婚率的影响程度遥
2.2.1 被解释变量院离婚率
采用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指标粗离婚率 渊CDR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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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衡量标准袁粗离婚率的计算方法是当期的离婚总对
渊1冤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遥 该指标是衡量我国经济

数除以总人口数遥
CDR=

全年离年离婚
伊100译
年度总度总

渊1冤

2.2.2 解释变量

发展水平和民生生活水平的重要判断方法遥 已有学者
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袁离婚率会随之升高遥 居民的
生活水平越高袁离婚后独立生活的能力越强遥

渊1冤城镇化率遥 城镇化指伴随着工业的发展袁农村

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自然历史过程袁是工业化进程中必

然出现的历史阶段遥 采用目前研究中衡量城镇化水平
的重要指标要要
要城镇人口比重袁即城镇常住人口数量

渊2冤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遥 采用学历为大专及以上

的女性在 6 岁及 6 岁以上女性群体中的比例作为衡

量指标遥 在现代社会袁女性受到高等教育后袁在市场环
境中获得的工作收益更高袁对婚姻的需求程度和依赖
程度降低袁更容易接受离婚这一选择遥

占总体人口数量的比重遥 城镇化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

2.3 模型与分析方法

的流动性增强袁人口流动变得频繁袁受到的诱惑增加袁

2.3.1 模型介绍

从而引起离婚率提高遥

面板数据渊panel data冤指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同一

渊1冤

组个体的数据[8]袁它既包含 n 个横截面的维度袁又含有

城镇人口有几种口径的统计数据袁本指标中使用

间效应 t=9袁i>t袁说明样本是短面板数据袁因此不进行

城镇人口
城镇人口比重=
伊100%
人口总数

的是人口普查中按城乡划分标准统计的城镇人口数遥
渊2冤房价遥 该指标采用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遥

关于房价与离婚率的关系袁阚大学等研究表明房价将

提高离婚率袁但不显著[6]遥 原因可能是由于房价对离婚
率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遥 正向影响如夫妻为获得购
房资格进行野假离婚冶袁而负向影响则是房价过高所带
来的生活压力使双方不敢轻易离婚遥
渊3冤互联网普及程度遥 随着我国近些年经济的大

力发展袁互联网时代的沟通交流方式可能会对中国传
统的婚恋模式造成一定冲击袁李晓敏研究发现互联网
的发展对离婚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7]遥 本文选取互联
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来衡量互联网普及程度遥

渊4冤社会负担程度遥 由于我国特殊的独生子女政

策袁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巨大的改变袁将面对的老龄化
危机也格外严峻遥 社会负担程度越高袁意味着一对夫
妻的生活压力更重袁进而增加家庭矛盾袁但也可能因

为较重的家庭负担使双方不敢轻易离婚遥 本文使用总
抚养比渊GDR冤作为衡量指标袁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
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遥
m0~14+m逸65
GDR=
伊100%
m15~64

渊2冤

式中院m0~14 表示 0~14 岁人口数曰m逸65 表示 65 岁以上
人口数曰m15~64 表示 15~64 岁人口数遥

T 个时间维度遥 文中所选取的数据个体效应 i=31袁时
平稳性检验遥 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方程为
ln渊Divi,t冤=茁0+茁1*ln渊Xi,t冤+滋i+着i,t

渊1冤

式中院i 代表省份袁t 代表时间袁Div 表示 t 年 i 省份的离
婚率袁X 为上述一系列自变量袁即相关影响因素遥 (滋i +

着i,t)为复合扰动项遥 其中袁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滋i 代表

省份个体效应袁着i,t 为随个体和时间而改变的扰动项遥
对模型中的变量均做对数处理袁一般研究认为袁取对
数可以缩小数据的绝对数值袁一定程度上减弱量纲和
异方差的影响袁有利于模型平稳遥
面板数据的模型通常有三种形式袁一种是混合回
归模型渊pooled regression model冤袁混合回归的基本假
设是不存在个体效应袁即认为不同个体在时间上和截

面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如存在个体效应袁则应根
据效应存在的形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渊fixed effects
model冤袁或随机效应模型渊random dffects model冤遥 本文
将通过多种检验渊F 检验尧LM 检验尧豪斯曼检验冤袁选
择三种模型中最佳的模型[9]遥
2.3.2 检验方法及步骤

渊1冤F 检验遥 F 检验用于检验是否存在个体固定效

应袁即应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遥

渊2冤LM 检验遥 LM 检验用于检验是否存在个体随

机效应袁即应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遥

渊3冤豪斯曼检验遥 豪斯曼检验用于检验个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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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观察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袁见表 1遥

与解释变量是否相关袁即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

2冤作为参照系袁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

机效应模型遥

混合回归分析遥 命令为 regress ln Div ln Urb ln Hou

2.4 实证过程
1冤将数据从 Excel 中导入 Stata袁使用 summarize

ln Band ln Depend ln GDP ln Edu袁结果见表 2 及表 3遥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1 The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粗离婚率
城镇化率
房价
宽带端口数
总抚养比

人均 GDP

女性教育程度

Div

%

0.284

0.043

0.519

0.099

279

Hou

元

7 264.99

2 982.19

38 433

5 396.37

279

Urb

Band

Depend
GDP
Edu

%

56.66

22.73

1 852.17

个
%

26.7

36.72

%

1 612.53

51.1

16 165

13.22

13.14

8 538

19.3

51 561.15

元

89.61

6.65

164 563

2.48

26 466.89

49.81

7.49

279
279
279
279
279

表 2 混合回归结果
Tab.2 The results of pooled regression
ln Urb

0.902 733

0.160 062

0.103 107

0.020 209

ln Hou

-0.391 432

ln Depend

0.556 938

ln Band
ln GDP

-0.192 811

常数

5.489 474

ln Edu
obs

0.567 792

F 检验

Root MSE

0.000

5.10

0.000

-6.21

0.117 974

4.72

0.086 824

-2.22

0.754 878

7.27

0.064 946

8.74

R-squared
Adj R-sq

5.64

0.063 045

0.587 615

-0.515 550

-0.267 314

0.000

0.324 680

0.789 197

0.063 320

0.027

-0.363 743

0.000

4.003 328

0.000
279

1.217 852

0.000

0.439 931

0.142 894
0.021 879
0.695 653
6.975 621

0.566 3
0.556 7

F(5,242)=59.18

Prob > F =0.000 0

0.259 81

混合回归的结果显示袁 检验整个方程显著性的 F
统计量的 P 值为 0.000 0袁此回归方程是高度显著的袁

表 3 VIF 检验

且除人均 GDP 外其他变量的 P 值均为 0.000 0袁 与因

Tab.3 The results of VIF test

变量关系高度显著遥

3冤使用 estat vif 命令进行 VIF 检验袁查看变量间

ln GDP

6.08

0.164 537

因子均小于 10袁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袁但城镇化率

ln Hou

4.12

0.242 879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遥 由表 3 可知袁各变量的方差膨胀

及人均 GDP 的 VIF 值偏高袁 考察一下各变量间的相
关系数遥 命令为院pwcorr ln Div ln Urb ln Hou ln Band

ln Depend ln GDP ln Edu遥 结果如表 4袁城镇化率与其

他自变量之间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袁 因此剔除该变
量遥

ln Urb

ln Edu

ln Depend
ln Band

Mean VIF

5.95
3.65
2.05
1.83
3.95

0.167 979
0.273 894
0.487 521

0.544 973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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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变量间相关系数
Tab.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variables
ln Div

1.000 0

ln Hou

0.191 7

ln Urb

ln Band

0.531 6
0.463 2

1.000 0
0.738 0

1.000 0

0.488 3

0.367 5

1.000 0

0.860 8

0.509 6

ln Depend ln Band

-0.134 6

-0.558 7

-0.352 4

ln Edu

0.531 6

0.818 9

0.706 3

ln GDP

0.345 3

0.808 8

4冤F 检验遥 先使用 xtset Province Year 命令将数据

0.079 0
0.290 6

1.000 0

-0.312 4
-0.547 1

1.000 0
0.743 9

1.000 0

应模型遥

定义为面板形式遥 F 检验的原假设为建立混合回归模
型袁备择假设为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遥 命令为 xtreg

ln Div ln Hou ln Band ln Depend ln GDP ln Edu ,fe袁得

到 F 统计量的 P 值为 0.000 0袁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
应模型优于混合 OLS 模型袁但由于未使用聚类稳健的
标准差袁故此 F 检验不够有效遥

为此袁进一步通过 LSDV渊虚拟变量法冤考察袁命令

为 xtreg ln Div ln Hou ln Band ln Depend ln GDP ln

Edu i.Province袁发现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很显著渊P
值为 0.000冤袁即认为存在个体效应袁不应使用混合回

归模型遥 使用 xttest3 命令渊需在运行 xtreg 命令后冤检

验异方差情况袁Prob>chi2=0.000 0袁 说明存在异方差袁
应使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来修正袁详见图 1遥

图 2 LM 检验

Fig.2 The results of LM test

6冤Hausman 检验遥 通过上述结果发现固定效应和

随机效应模型均优于混合回归模型袁再进行 Hausman
检验选择两者中表现更佳的模型遥 结果渊见图 3冤显示
强烈拒绝了原假设 H0院 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无关袁因
此应该选择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进行分析遥

图 1 异方差检验结果

Fig.1 The results of heteroscedasticity test

5冤LM 检验遥 以上检验结果可以基本确认个体效

应的存在袁但个体效应是否以随机效应渊RE冤的形式存

在袁需要进一步的 LM 检验遥 LM 检验的原假设为野模
型中不存在反映个体特性的随机扰动项冶遥 先进行随

机 效 应 模 型 构 建 院xtreg ln Div ln Hou ln Band ln

Depend ln GDP ln Edu,re袁LM 检验的命令为 xxtest0袁
检验结果如图 2袁P 值为 0.000 0袁强烈拒绝原假设袁在
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应该选择随机效

图 3 Hausman 检验

Fig.3 The results of Hausma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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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GDP 与女性教育程度对离婚率的影响呈正相

2.5 回归结果
结合 F 检验尧LM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的结果袁最

关袁房价每增加 1%袁离婚率约上升 0.22 个百分点曰宽

带接入端口数每增加 1%袁离婚率约上升 0.12 个百分

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袁 并使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袁命

令为院xtreg ln Div ln Hou ln Band ln Depend ln GDP ln

点曰人均 GDP 每增加 1%袁离婚率约上升 0.39 个百分

Edu ,fe robust遥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5遥

点曰大专及以上女性的占比每增加 1%袁离婚率约上升

通过回归结果可知袁总抚养比尧人均 GDP 在 1%

0.06 个百分点遥 而总抚养比与离婚率呈负相关袁总抚

水平显著袁房价尧宽带接入端口数在 5%水平上显著袁

养比每增加 1%袁离婚率约下降 0.68 个百分点遥

女性教育程度结果不显著遥 且房价尧宽带接入端口数尧

表 5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Tab.5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dividual fixed effects model
ln Hou

0.224 303

0.088 941

2.52

0.017

0.042 661

0.405 945

ln Depend

-0.683 961

0.214 391

-3.19

0.003

-1.121 807

-0.246 116

ln Edu

0.059 690

0.041 533

1.44

0.161

-0.025 132

0.144 511

ln Band
ln GDP
常数
obs

0.123 096
0.388 729

-3.453 763

0.052 369
0.126 260
0.799 812

2.35

0.026

3.08

0.004

-4.32

279

R-within

0.683 7

R-overall

0.163 9

R-between
F 检验

0.000

0.016 144
0.130 871

-5.087 198

0.230 048
0.646 587

-1.820 329

0.097 0
F(5,30)=28.59

3 结语

Prob > F =0.000 0

价造成的焦虑心理也容易造成婚姻冲突遥
第二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袁注重人们精神文化层

基于 2011要2019 年 31 个省渊直辖市尧自治区尧不

面的建设遥 上述分析结果发现袁互联网普及程度与离

含港澳台冤的面板数据袁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各因

婚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遥 这可能是因为丰富的网络世

素对离婚率的影响袁结果证实房价尧宽带端口接入数尧

界使人们身处于各种言论之中袁而网上某些不健康的

人均 GDP 对离婚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袁 总抚养比则

婚育观点对婚姻稳定造成不良影响遥 提倡社会各界注

对离婚率有着显著负影响袁 可能与家庭负担较大袁离

重对正确人生观尧价值观的宣传袁帮助当代青年男女

婚后夫妻单独一方均无法承担有关遥 而女性教育程度

建立健康的婚育观遥

对离婚率没有显著影响遥 离婚率的快速上升将对社会

第三袁完善社会福利制度袁营造更为轻松的育儿尧

的发展和稳定性将造成不良影响袁因此尝试提出一些

养老环境遥 随着我国老龄化现象加剧袁劳动人口减少袁

建议院

在控制失业率的同时袁鼓励全社会为育龄妇女提供更

第一袁政府以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袁继续控制商品

完整的生育保障袁 能够客观减少育龄妇女的生理尧心

房价格上涨速度袁满足居民基本的生活要求袁过快的

理压力遥 另外袁注重老年人的医疗看护体系袁建立社会

房价增长极大地增加现代青年男女的家庭压力袁高房

养老体系袁为青年夫妻减轻一部分野上有老下有小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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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vorce Rate in China
Based on STATA
HUANG Xi

(School of Engineering Science袁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袁Beijing 100039袁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panel data of 31 inter-provincial 渊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冤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9, this paper used the fixed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from the social and personal levels, and introduces the operation of STATA sof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vorce rate is positively corre鄄

lated with the price of commercial housing, the number of broadband port access,per capital GDP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with college

and above,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dependency ratio. In view of the relevant factor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including controlling house pric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ublicity of marriage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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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对南太平洋岛国经济的影响
要要
要基于协整检验尧VEC 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
石巧玲 1,3袁 薛发彪 2袁 陈钦 4*袁 庄佩芬 3,4

渊1.福州工商学院 财经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715曰 2.福州保税港区综合服务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015曰

3.福建农林大学 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4.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从中国援助南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尧特点及国际评价等三方面剖析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援助情况遥

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袁利用协整检验尧VEC 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袁实证分析中国援助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增
长的影响遥 通过 Johansen 协整检验发现院中国援助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正向的均衡关系曰通过 VEC
模型分析发现袁中国援助的短期波动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增长会产生短期变化曰基于 VEC 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袁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中国援助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效应越来越大遥 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兼顾经济
增长的长期和短期效应袁进一步证实中国援助对促进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袁对中国今后继续援助南太平
洋岛国提供实证参考依据遥

关键词院中国对外援助曰经济影响曰协整检验曰VEC 模型曰脉冲响应函数曰南太平洋岛国
中图分类号院F062.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45原园8

近年来袁随着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和实

少部分研究涉及南太平洋的经济方面袁关于南太平洋

践袁 南太平洋地区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稳步上

地区所接受的国际援助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援助的研

升遥 获取南太平洋岛国民众对中国发展支持袁有助于

究甚少遥 因此袁在归纳总结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援助

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袁并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赢

概况的基础上袁 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袁 运用 Jo鄄

得更加广阔的战略空间遥 为实现这一目的袁中国对南
太平洋地区进行国际发展援助是很有必要的遥 在现有

hansen 协整检验尧VEC 模型尧 脉冲响应函数深入剖析
中国援助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影响效应遥

研究中袁 大多都是关于中国与南太平洋的政治外交袁

1 文献综述
收稿日期院2021-04-08
基金项目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渊72073029冤曰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大步向前袁中国履行大国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南太区域国别信

责任与义务成为深入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袁 特别是

息资料收集年度课题项目渊K42218F01A冤曰福建
省本科高校重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渊FB鄄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实施以来袁中国对外援助被国内学者

JG20190172冤遥

但是研究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的文献相对较

作者简介院石巧玲渊1987-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国际
经济与贸易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陈钦渊1968-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森林经
济研究遥

普遍关注遥 虽然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文献不胜枚举袁
少袁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遥 李德芳认为与南太平洋岛国
进行外交活动袁对南太平洋岛国进行援助有助于中国
实施海洋强国的战略[1]遥 徐秀军认为步入 21 世纪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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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关系较为稳定袁野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冶的提出也赋予双边外交新的内涵袁因此中国
在援助南太平洋岛国的同时要注意双方的关系袁维护
好双边政治环境 遥 莫杰等指出南太平洋岛国拥有丰
[2]

第一阶段为初始阶段院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改革

开放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遥 在该阶段袁中国同南太平
洋地区 7 个岛国分别签署了野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冶袁为
它们提供经济技术援助袁并向巴新尧马绍尔群岛尧密克

富的海底多金属矿产资源袁但由于自身的经济和技术

罗尼西亚等岛国提供一定数量的无息贷款和无偿援

无法支持本国资源开发袁因此中国应该借此机会加强

助[9]遥 但在长达二十年的援助中袁中国对整个南太平洋

与南太平洋岛国和地区海洋矿产资源双边勘查合作袁
在技术方面对南太平洋岛国伸出援手 遥 秦升认为袁以
[3]

地区的援助额不超过 3.3 亿元人民币遥 该阶段的援助

规模小袁主要受制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袁当时的中国

推动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冶建设为契机袁通过加强与

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袁经济水平相对较落后袁只能量

传统援助国的多边合作尧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实现战

力而行地承担国际义务袁开展对外援助遥

略对接和制度融合并保持对岛国人民的尊重, 中国有
能力也有条件和南太平洋岛国共同走出一条超越野竞
争性援助冶的创新型发展道路[4]遥 石莹丽专门研究中国
对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援助袁认为中国的援助为萨

摩亚的经济建设尧社会发展尧民众生活提供有力支持袁
收到良好成效[5]袁但从目前看来袁对萨摩亚援助还存在

第二阶段为逐步增长阶段院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至 2013 年遥 在该阶段袁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逐渐提

高袁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也随之提升袁在援助南太平
洋地区方面袁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备受欢迎[10]遥
特别是从 2006 年开始袁 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创

办野中国要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冶袁并承诺一

短期培训项目密集重复尧后期维护没有及时跟进等问

系列援助南太平洋岛国的计划遥 在该论坛的推动下袁

题袁需要进一步改进遥

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规模逐步扩大遥 在 2006

目前在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证研究中普遍使用的
数据是美国威廉玛丽大学构建的 Aid Data 统计数据遥
朱 丹 丹 等 采 用 Aid Data 公 布 的 非 洲 16 个 受 援 国

年至 2013 年间袁通过培训人员尧农渔业援助尧医疗援
助等多方面对南太平洋地区开展援助[11]遥

第三阶段为快速攀升阶段院2014 年至今遥 在 2014

2002要2011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

年袁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访问南太平洋岛国袁与南太

库 2000要2014 年数据研究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的

南太平洋岛国援助规模快速攀升遥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

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遥 查伟强使用 Aid Data 数据

平洋地区建交的 8 个岛国领导人会晤遥 此后袁中国对

经济影响袁并提出对外援助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的

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结果指出袁到 2017 年底为止袁中

[6]

相关建议[7]遥 陈玮冰等通过构建包含基础设施质量与
数量 2 个维度 16 个指标在内的基础设施变量袁 运用

Aid Data 公布的 39 个非洲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袁实

国已经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的南太平洋地区的第二
大援助国[12]遥

2.2 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特点

证检验中国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援助影响直接投资

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袁在努力寻求自身

的传导机制 遥 鉴于此袁在分析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援

发展的同时积极承担国际义务袁坚持向其他发展中国

国对南太平洋地区援助的数据遥

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遥

[8]

助概况及相关实证研究时袁也采用 Aid Data 公布的中

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遥 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
2.2.1 不干涉受援国内政

2 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援助概况

中国的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袁不干涉受
援国内政袁真诚帮助受援国摆脱贫困尧增强自主发展

2.1 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历史
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援助历史最早可追
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遥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袁中国
对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援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遥

能力[13]袁这是中国对包括南太平洋地区在内的所有其
他国家提供援助时袁所秉承的基本原则遥
2.2.2 重视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援助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运行的基础遥 基

石巧玲袁等院中国援助对南太平洋岛国经济的影响

础设施建设可以为生产部门的投资创造外部经济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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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援助的国际评价

其投资金额大尧建设周期长袁对私人企业缺乏吸引力袁

国际上袁关于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的评价

需要政府予以大力支持遥 南太平洋地区国家拥有丰富

主要来自三方面院一是来自作为援助国的美国尧澳大

的海洋尧森林尧矿产和旅游等资源 袁而这些资源的深

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评价曰二是来自南太平洋地区的受

度开发都有赖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遥 目前南太平

援国的评价曰三是来自国际组织的评价遥

洋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较落后 遥因此袁中国最重视在

2.3.2

[14]

[15]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南太平洋地区国家进行援助遥 该
特点可以从 Aid data 的统计结果中得到印证遥 根据

来自作为援助国的美国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的评价
美国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因认为中国的援助将

Aid data 的统计袁 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领域分

会威胁到其自身国际利益袁 对中国援助的评价偏负

布较为广泛袁涉及 20 多个领域袁但主要集中在运输仓

面遥 美国方面的负面评价主要有院一是中国援助南太

储上袁若不考虑难以归类领域袁运输仓储的援助占比

平洋地区国家的目的在于获取资源袁这对于改善当地

较大袁占援助总规模的 23%袁如图 1 所示遥 运输仓储属

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帮助袁而且还会因中国企业的

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事实遥

恶化尧催生社会动荡等不良影响曰二是中国的援助没

于基建设施范畴袁因此 Aid data 数据统计也证实我国

掠夺性开发和中国移民的大量涌入而产生生存环境
有附加条件渊例如政治民主化冤袁援助款的用途也不公
开透明袁助长了受援国统治阶层贪污腐化[19]遥澳大利亚

方面的负面评价主要为院一是进行政府层面的公开抨
击遥 澳大利亚政府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部长维尔
斯直接公开批评中国援助南太平洋地区所产生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不好[20]遥 二是通过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
结论进行负面评价遥 2018 年 3 月袁澳大利亚智库洛伊
国际政策研究所发布报告认为袁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
国家的野短期贷款计划冶有可能会加剧受援国的债务
图 1 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领域

Fig.1 Scope of China's assistance to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2.2.3 援助形式多元化

根据 Aid data 的统计袁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

负担袁甚至会使得某些受援国陷入债务危机袁导致受
援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20]遥

2.3.2 来自南太平洋地区的受援国的评价
由于受援国能够切实感受到外来援助带来的实

助形式多元化袁主要有优惠贷款尧赠与尧债务重组尧债

际效果袁受援国评价可以认为是一种对援助国的援助

务免除尧出口信贷尧独立的技术援助及奖学金渊培训冤

满意度评价遥 南太平洋地区各受援国对中国援助的评

等袁其中优惠贷款比重占据首位遥 例如袁利用优惠贷款

价都是正面的遥 例如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彼得窑奥尼

这种资金支持方式袁中国援建巴布亚新几内亚太平洋
渔业工业园项目

, 同时也为斐济带来包括道路尧桥

[16]

梁尧水电站工程等一系列项目建设 遥 特别的袁为避免
[17]

尔在 2018 年的亚太经合组织渊APEC冤非正式领导人

会议上就曾表示袁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内的整个南
太平洋地区都得到了中国的援助和帮助袁巴布亚新几

南太平洋地区各受援国因承担过重的债务袁中国在援

内亚非常感谢中国政府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袁同时还表

建融资过程中会对项目进行严格的经济技术评估曰同

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是野一带一路冶坚定的支持者袁野一

时袁为帮助受援国度过债务危机袁2000 年以来袁中国已

带一路冶不仅会给巴布亚新几内亚袁而且将给周边区

先后 9 次宣布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

期无息贷款债务袁切实减轻有关国家债务负担袁其中
就有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债务免除 遥
[18]

域国家带来真正的利益[21]遥再如袁通过对萨摩亚和斐济

两国的农业实施经济技术援助袁中国的援助模式得到
了两国政府的一致好评[22]遥 受援国的正面评价可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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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中国的援助是有效的遥

全外袁其他受援国的援助数据多有缺失袁因此袁在实证

2.3.3 来自国际组织的评价

分析中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袁考察中国的援助对该

由于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实施援建的都是
国计民生项目袁为受援国提升就业率的同时袁还为当
地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袁因此国际组织对中国援助南
太平洋地区的评价较为正面遥 例如袁国际货币基金组

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遥 同时袁以 GDP 指标作为衡量巴布

亚新几内亚的经济增长情况遥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网遥

3.2 时间序列的处理与平稳性检验

织副总裁利普顿认为袁中国的援助考虑受援国的能力

首先需要对各变量分别对数化以消除时间序列

建设尧治理尧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袁产生正面效应 遥

的异方差现象袁其次是进行平稳性检验袁接着再对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的立场较为中立袁

平稳数据进行差分处理袁直至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后

因此袁国际组织的正面评价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

进行具体的计量分析遥 利用 ADF 检验法对数据的平

[23]

国援助南太平洋地区是有效的遥

3 中国援助对南太平洋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

稳性进行检验遥 由于时间序列是否存在时间趋势
渊Trend冤和截距渊Intercept冤对 ADF 检验结果产生较大

影响袁 因此在进行 ADF 检验之前需要绘制时间序列
图袁以观察各时间序列是否存在时间趋势和截距遥 对

分析
3.1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选取的主要变量有院受援国经济增长状
况和中国对受援国的援助金额遥 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
的援助金额渊AID冤数据来源于 Aid data袁且中国对南

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数据中除巴布亚新几内亚比较齐

年度

图 2 对数化后的 AID渊ln AID冤

Fig.2 Logarithmicized AID渊ln AID冤

年度

图 4 对数化并一阶差分后的 AID

Fig.4 Aid of logarithmic and first-order difference

数化后 的 变 量 ln AID尧ln GDP 及 其 一 阶 差 分 形 式

d (ln AID)尧d( ln GDP)的时间序列绘制图如图 2袁图 3袁
图 4 及图 5 所示遥

由图可知袁ln AID 存在截距袁ln GDP 同时存在时

间趋势和截距曰ln AID尧ln GDP 的一阶差分形式 d(ln

AID)尧d(ln GDP)随着时间推移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袁

年度

图 3 对数化后的 GDP渊ln GDP冤

Fig.3 Logarithmicized GDP渊ln GDP冤

年度

图 5 对数化并一阶差分后的 GDP

Fig.5 GDP of logarithmic and first-order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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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能存在截距遥 表 1 展示对各时间序列进行 ADF
检验时袁ADF 方程中包含时间趋势和截距的情况袁以

表 2 VAR 模型下滞后期确定标准

及 ADF 检验结果遥 由表 1 可见袁ln GDP 和 ln AID 的

Tab.2 Determination standard of lag time under VAR Model

ADF 检验所对应的 P 值均大于 0.05袁因此二者均为非
平稳序列曰但 ln AID尧ln GDP 的一阶差分形式d(ln GDP)尧

0

3.730 311

6.991 637

根袁是平稳的遥 同时袁ADF 检验原序列非平稳袁一阶差

2

0.108 229*

3.368 848* 3.803 425* 3.279 523*

d(ln AID)的 P 值均小于 0.05袁表明二者不存在单位

分形式平稳袁 表明 ln GDP 和 ln AID 两个变量均为一
阶单整袁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遥

ln GDP

包含时间趋势
和截距

d(ln AID)

包含截距

d(ln GDP)

包含截距

0.098 8

4.145 967

3.831 626

注院* 表示不同的滞后期判别准则下的最小值遥

由于 Johansen 协整检验进行回归的序列不是原

Johansen 协整检验的滞后期就要选定为 1遥 同时袁由于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对于时间序列不同的确定性
不平稳

0.285 6

不平稳

0.024 9

平稳

0.049 2

3.885 221

模型下滞后期确定标准确定的原序列滞后期为 2袁则

Tab.1 Results of ADF

包含截距

0.169 72

6.973 772

序列袁而是原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袁因此袁通过 VAR

表 1 ADF 平稳性检验结果

ln AID

1

7.078 552

平稳

趋势假定具有较大敏感性袁而由前文的时间序列绘制
图可知袁ln GDP 存在随机的时间趋势袁 因此进行 Jo鄄

hansen 协整检验时选定变量含随机趋势袁实证输出结
果如表 3 所示遥

表 3 协整检验

3.3 协整检验

Tab.3 Cointegration test

为检验受援国的经济增长量和中国援助是否存
在长期均衡关系袁需要进行协整检验遥 由于 ln GDP 和
ln AID 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袁所以可以对二者进行

协整检验分析遥 采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法对 ln GDP
和 ln AID 两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遥 Johansen 协整

检验是由 Johansen 在 1988 年及在 1990 年与 Juselius

无协整向量 0.537 537 16.422 02

15.494 71

0.036 2

0.388 625 6.396 577

3.841 466

0.011 4

至多 1 个
协整向量

由表 3 可知袁Johansen 协整检验提供的迹统计量

一起提出的一种以 VAR 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

检验结果显示袁在 0.05 置信水平下袁原假设野无协整向

在进行 Johansen 协整检验之前袁需要对滞后阶数

因此应拒绝原假设袁 表明 ln AID尧ln GDP 之间存在协

的方法袁是一种多变量协整检验的较好的方法遥

进行确定,滞后期选择的依据有两种院一种是根据经济
理论设定合适的滞后期袁 如月度数据选滞后 12 期左

右袁季度数据选滞后 4 期左右曰另一种是根据 VAR 模
型下输出的滞后期确定标准遥 因实证研究采用的是年
度数据袁理论上滞后期不宜过长袁同时为避免滞后期
过长产生模型的自由度损失进而导致估算精度的下

量冶野至多 1 个协整向量冶 所对应的 P 值均小于 0.05袁
整关系遥 因此袁通过 Johansen 协整检验袁可以认为中国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援助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GDP
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遥

此外袁Johansen 协整检验还给出了协整关系式
ln GDP=0.141 4 ln AID

渊1冤

根据该协整关系式可知袁ln GDP 与 ln AID 之间

降袁因此在利用 VAR 模型输出滞后期确定标准时袁将

呈现的是正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袁即从长期来看中国

标准如表 2 所示遥 由表 2 可知袁在不同的滞后期判别

几内亚的 GDP 就会上升 0.141 4%遥 为进一步分析中

最大滞后期设定为 2遥 VAR 模型下输出的滞后期确定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援助金额每增加 1%袁 巴布亚新

准则下袁当滞后期为 2 时袁所对应的统计值达到最小遥

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援助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由此可见袁滞后期选定为 2 是最好的选择遥

GDP 增长之间的短期影响效应袁 需要建立 VEC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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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如图 6 所示遥 由图 6 可知袁除模型本身所假设

进行分析遥
3.4 VEC 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的单位根之外袁伴随矩阵的所有特征值都位于单位圆

3.4.1 VEC 模型的建立及实证结果
Engle 和 Granger 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结合起

曲线内袁表明所建立的 VEC 模型是稳定的遥

来袁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渊VEC冤遥 只要变量之间

存在协整关系袁就可以由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导出误
差修正模型遥 而在 VAR 模型中的每个方程都是一个
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袁 因此可以认为 VEC 模型是含

有协整约束的 VAR 模型袁 多应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

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24]遥由 ADF 检验结果表明 ln AID尧
ln GDP 均是一阶单整序列袁且 Johansen 协整检验 ln AID尧

ln GDP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袁 因此可对 ln AID尧ln GDP
建立 VEC 模型院

p-1

驻yt =琢ecmt-1 +移祝i 驻yt-i +着t
i=1

ecmt-1=茁'yt-1
驻y=

蓘

d(ln GDP)
d(ln AID)

蓡

渊2冤
渊3冤
渊4冤

其中院ecmt-1 是误差修正向量袁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
衡关系袁系数矩阵 琢 反映了变量之间偏离长期均衡状
态时袁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遥 所有作为解
释变量的差分项的系数反映各个变量的短期波动对

特征值

图 6 VEC 模型的 AR 根检验

Fig.6 AR root test of VEC model

3.4.2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在分析 VEC 模型时袁 可以通过分析当一个误差

项发生变化袁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
态影响袁这种分析方法就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渊im鄄
pulse response function, IRF冤遥 脉冲响应函数效应可通

过脉冲响应函数图来刻画袁从而更加直观的反映各个
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变量的影响遥
在 VEC 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袁 进一步分析 ln AID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的影响遥 利用 Eviews 8.0

对 ln GDP 的脉冲响应函数效应袁 应用 Eviews 8.0 计

解释变量冤影响的实证结果院

ln AID 一个正的冲击袁 将使得 ln GDP 在短期内出现

可输出 VEC 模型中 ln AID渊解释变量冤对 ln GDP渊被
d(ln GDP)=-0.115 7 ecmt-1 +0.701 0 d(ln GDPt-1)+
0.028 7 d(ln AIDt-1)+0.053 6

渊5冤

量分析软件袁输出结果如图 7 所示遥 由图 7 可知袁给予
正向的波动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向波动效应
越来越强烈袁呈现出脉冲响应函数效应的递增趋势遥

ecmt-1=ln GDPt-1-0.141 39 ln AIDt-1-11.225 84 渊6冤
公式渊5冤VEC 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袁误差修正项

的系数为-0.115 7袁小于 0袁符合 VEC 模型的反向修正
机制袁表明当经济增长 d(ln GDP)偏离长期均衡状态

时袁误差修正项将以 0.115 7%的调整速度对下一期的
经济增长 d(ln GDP)作出反向修正袁使其收敛于长期均

衡状态曰d(ln AID)的系数为 0.028 7袁大于 0袁表明中国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援助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GDP
增长具有正向的短期影响效应袁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援助金额每增加 1%袁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GDP 将
在短期内增长 0.028 7%遥

同时袁 对所建立的 VEC 模型进行 AR 根检验袁检

图 7 ln AID 对 ln GDP 的脉冲响应函数效应

Fig.7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effect of lnaid on ln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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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期效应袁中国的援助将会进一步提高南太地区国

4 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中国援助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概况分析袁
得到三个结论院一是中国援助南太平洋地区先后大致
经历初始发展尧逐步增长尧快速攀升等三个阶段曰二是
中国援助南太平洋地区呈现三个特点袁分别是援助不
干涉受援国内政尧重视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援助以
及援助形式多元化曰三是在国际上对援助评价方面,来
自同为援助国的美尧澳国家的评价颇为负面袁来自于
南太平洋地区受援国和国际组织的评价均为正面遥

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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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hina's Aid on the Economy of Sou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要要
要Based on Cointegration Test and VE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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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China's assistance to countries in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evaluation of China's assistance to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Then, taking Papua New Guine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hinese aid on Papua New Guinea's economic growth by using cointegration test,
VEC model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Firstly, through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positive equi鄄

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aid and Papua New Guinea's economic growth; Second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EC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short-term fluctuation of Chinese aid will have a short-term chang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Papua New Guinea; Finally,

the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based on VEC model shows tha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hina's aid on Papua New
Guinea's economic growth is increasing. China's assistance to Sou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takes into account the long-term and short-

term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which further confirms that China's assistance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ou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nd provides an empirical reference basis for China's continued assistance to Sou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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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 HIIT 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尧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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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借助团体高强度间歇训练渊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袁HIIT冤袁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尧生活质量进行对照尧

实验和跟进研究遥 选取某高校 120 名大一学生,年龄为渊20.55依0.54冤岁袁体重指数为(24.55依0.52冤 kg/m2 遥 随机分为观察组
渊n=60冤和对照组渊n=60冤袁观察组采用以健美操训练为主高强度间歇训练干预袁对照组除日常的活动外袁不进行额外的体
育运动干预袁持续时间为 12 周遥 经过干预前后测量两组受试者身体质量尧能量代谢尧心肺功能尧生命质量均得到有效的改
善遥 团体 HIIT 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尧生活质量起到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遥

关键词院高强度间歇训练曰能量代谢曰生命质量曰影响因素曰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院G807.4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53原园5

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1]提出院要普及健康

接受遥 主要通过 12 周团体 HIIT 对大学生的身心健

国家的未来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袁对培养德智体美

据袁为大学生改善身心健康尧心肺功能尧生活质量具有

劳社会主义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叶2014 年国家体

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遥

健康测试水平总体情况仍处于下降趋势[2]遥 而大学生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切身体验袁在传统的观念中认为[3]袁较长时间的中低强

1.1 研究对象

动方式受到的制约条件较少袁 易于在社会上进行实

在 19~21 岁袁平均年龄为渊20.55依0.54冤岁袁体重指数在

生活尧加强健康教育尧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等遥 大学生是

康尧生活质量的实验袁对比干预前后观察组尧对照组数

质健康测试调查报告曳结果与显示袁高校大学生体质
生活质量主要的表现为他们对生活目标以及期望的
度持续性有氧运动可显著增强生命质量袁同时该种运
现遥
张戈认为高强度间歇训练主要对高水平运动员
成绩尧中老年人的疾病及肥胖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遥
[4]

但是目前针对大学生团体研究还较为少见袁由于高强

选取某高校 120 名大一男学生为研究对象袁年龄

渊24.23~25.01冤 kg/m2袁平均为渊24.55依0.52冤 kg/m2遥 按照
随机分组原则袁将以上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以及

对照组袁每组 60 例袁两组大学生年龄尧体重指数之间
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度间歇时间短袁更容易在短时间内获得当代大学生的
表 1 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比较
收稿日期院2021-04-02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基金项目渊GB2018030冤;
福 建 省中 青 年教 师 教 育 科 研 项 目 渊 社 科 类 冤
渊JAT201248冤遥

作者简介院陈庆顺渊1989-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体育
理论与教学的研究遥

Tab.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观察组
对照组
t/字

2

P

60

20.4依0.8

24.3依1.1

要

1.638

1.699

60
要

20.7依0.7
0.104

24.8依1.6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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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观察组大学生主要采取高强度间歇训练袁对照组
除日常的活动外袁不进行额外的体育运动干预遥

态分布冤或两样本秩和检验渊数据严重偏态冤检验干预
前和干预后两组身体质量尧能量代谢尧心肺功能和生
命质量指标之间的差异袁若两组数据的方差不齐则采

高强度间歇训练院采用高强度间歇训练主要以健

用校正 t 检验渊主要针对独立样本 t 检验冤遥 上述所有

美操的形式开展袁 运动过程中 Polar 心率带渊Polar袁

检验均基于双侧检验袁检验水准 琢 设置 0.05袁即当 P约

H10袁中国冤进行心率监测袁强度控制在 80%~90%以及

55%~65% HRmax渊最大心率冤之间袁交替进行训练袁每

0.05 时袁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次运动干预时间为 30 min袁 运动干预频率为每周 3

2 结果

行训练过程中袁主要包括热身运动 5 min袁健美操运动

2.1 身体质量尧能量代谢指标

操运动中主要配合音乐节奏袁以快节奏健美操渊开合

量尧内脏脂肪指数尧剩余能量代谢尧总能量代谢水平之

跳与并脚跳冤组合动作 30 s 以及慢节奏健美操渊一字

间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经过干预后袁

健美操过程中最大心率控制在 80%~90% HRmax袁慢

量 渊t=2.058袁P=0.042冤尧 内脏脂肪指数 渊t=3.057袁P=

HRmax遥 在对大学生训练过程中袁全程进行监督袁同时

0.001冤尧总能量代谢水平渊t=5.591袁P约0.001冤显著高于

次袁每次时间设定为 19院00要21:00袁每次对大学生进
20 min 以及静态拉伸运动 5 min遥 在对学生进行健美

干预前袁两组大学生的体质量指数尧腰围尧脂肪质

步与 V 字步冤组合动作 3 min 作为一个组合袁快节奏

观察组大学生的体重指数渊t=6.020袁P约0.001冤尧脂肪质

节 奏 健 美 操 动 过 程 中 最 大 心 率 控 制 在 55% ~65%

0.003冤 均低于对照组袁 剩余能量代谢 渊t=4.339袁P约

对于大学生存在懈怠心理时袁给与大学生及时有效的
鼓励袁完成此类训练遥 两组均稳定干预 12 周遥

对照组遥 经过 12 周干预后袁与试验前相比两组大学生
体质量指数均下降袁与剩余能量代谢和总能量代谢消

1.3 观察指标

耗提高具有显著性差异渊P约0.05冤袁与对照组相比袁观

1.3.1 身体质量尧能量代谢指标

察组腰围减少袁 内脏脂肪指数与脂肪质量均下降袁但

干预前后大学生的体重指数尧腰围等指标采用身
高计和皮尺进行测量袁脂肪质量尧内脏脂肪指数尧剩余

未出现统计学意义遥 详见表 2遥
表 2 两组大学生干预前后身体质量和

能量代谢尧总能量代谢水平等指标采用身体成分测试
仪渊in-boby袁N40袁韩国冤进行检测遥
1.3.2 体适能指标
干预前后大学生的立定跳远距离尧 引体向上 尧

1 000 m 时间尧肺活量尧最大心率采用 220-年龄方法
进行测量遥

1.3.3 生命质量指标
采用 SF-36 评分量表[8]对大学生干预前后的生命

质量进行评估袁量表包括生理功能尧生理职能尧躯体疼
痛尧一般健康尧精力尧社会功能尧情感职能尧心理健康等
维度[5]遥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袁 符合正

态或近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的形
式呈现袁严重偏态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渊四分位间距冤
的形式呈现袁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渊数据正态或近似正

能量代谢指标变化
Tab.2 Changes of body mass and energy metabolism indexes of
two groups of college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体质量 干预前
指数/
渊kg/m2冤 干预后

24.34依1.11

24.76依1.56

1.699 0.092

腰围/cm

24.34依1.11
22.41依2.07

24.76依1.56

0.205 0.838

干预前
干预后

脂肪 干预前
质量/kg 干预后
内脏
脂肪
指数
剩余
能量
代谢/kJ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总能量代 干预前
谢/kJ 干预后

22.41依2.07

22.67依1.71
21.18依1.92
18.87依2.08
17.86依1.70
6680依932
6760依846

10417依884
10371依974

24.62依1.95
24.62依1.95
24.76依1.56
22.08依2.79
18.90依2.24

6.020 0.001
1.763 0.081
1.484 0.140
2.058 0.042
0.073 0.942

18.89依1.98

3.057 0.003

6512依840

4.339 0.001

10538依887

5.591 0.001

6683依1055

10362依929

0.001 0.999
0.333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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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体适能指标

躯体疼痛尧一般健康尧精力尧社会功能尧情感职能尧心理

干预前袁 两组大学生立定跳远距离尧 引体向上尧
1000 m 时间尧肺活量尧最大心率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统
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经过干预后袁观察组大学生立定
跳远距离渊t=2.743袁P=0.007冤尧引体向上渊t =2.978袁P=
0.004冤尧 肺活量 渊t=12.454袁P约0.001冤尧 最大心率 渊t=

17.701袁P约0.001冤 显著高于对照组袁 观察组大学生的

1000 m 时间渊t=38.021袁P约0.001冤显著低于对照组遥 经

健康尧总分均有提高袁具有显著性差异渊P约0.05冤遥 详见
表 4遥
表 4 两组大学生干预前后生命质量指标变化
Tab.4 Changes of quality of life indexes of two groups of
college students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过 12 周干预后袁 与试验前相比袁 两组大学生立定跳

生理 干预前
功能 干预后

60.2依3.0

60.7依2.2

肺活量和最大心率较对照组有了较大的提高袁具有显

生理 干预前
职能 干预后

60.5依2.0

60.9依2.5

远尧引体向上均有提高但无明显差异遥观察组 1000 m尧
著性差异渊P约0.05冤,详见表 3遥
表 3 两组大学生干预前后体适能指标变化
Tab.3 Physical fitness index changes of two groups of
college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立定
跳远/cm

干预前 226.4依21.6
干预后 237.1依13.0

引体 干预前
向上/个
干预后

5.6依2.1
6.5依0.8

干预前
干预后

0.767

5.5依2.8

0.090

0.928

情感 干预前
职能 干预后

0.912

心理 干预前
健康 干预后

0.273

0.785

总分

0.149

0.882

230.7依12.2
6.1依0.5

肺活量 干预前 4 119依651
/mL
干预后 4 185依524

4 120依653

最大心率/ 干预前 172.3依11.4
渊次/min冤
干预后 169.3依8.0

精力

0.297

241.9依22.0

干预后 233.7依19.3

一般 干预前
健康 干预后

227.6依22.0

干预前 241.8依21.8

1000 m /s

躯体 干预前
疼痛 干预后

235.2依14.6

2.743
2.978
0.111

168.6依11.6

0.004

38.021 0.001

4 156依587 12.454

167.9依12.0

0.007

0.001

17.701 0.001

2.3 生命质量指标

社会 干预前
功能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75.5依1.9
74.4依3.0
65.4依2.7
86.7依2.0
70.6依2.7
87.0依2.1
70.0依2.2
86.1依1.5
64.7依2.1
87.5依3.0
66.2依2.2
75.8依1.8
68.3依2.6
88.9依2.0
65.8依2.0
87.7依1.9

1.224

0.223

1.100

0.274

65.5依2.9

22.329

70.7依1.8

8.163

65.6依2.3

0.352

80.5依1.6

18.502

80.6依2.5

15.469

80.3依1.9

18.637

77.9依1.5

22.256

70.4依1.7

16.599

77.8依1.6

34.231

75.8依1.5

37.832

70.7依3.0
70.2依2.9
64.6依2.9
66.0依3.0
68.1依2.0
65.6依1.9

0.194
0.259
0.261
0.313
0.519
0.306

0.001
0.001
0.725
0.001
0.847
0.001
0.796
0.001
0.795
0.001
0.755
0.001
0.605
0.001
0.760
0.001

3 讨论
随着现代社会的节奏加快袁生活尧学习压力不断

干预前袁两组大学生生理功能尧生理职能尧躯体疼

增加袁大学生的生命质量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遥 大量

痛尧一般健康尧精力尧社会功能尧情感职能尧心理健康尧

的研究显示[6-7]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学生的负面

总分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经过干

情况袁提升能量代谢水平袁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的身心

预后袁观察组大学生生理功能渊t=22.329袁P约0.001冤尧生

健康遥 高强度间歇训练对健康人群和慢性疾病患者的

理职能 渊t=8.163袁P约0.001冤尧 躯体疼痛 渊t=18.502袁P约

心肺功能以及心血管系统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袁其

P约0.001冤尧社会功能渊t=22.256袁P约0.001冤尧情感职能渊t=

前人大量研究中 [8]袁并未发现高强度间歇训练发生较

0.001冤尧一般健康渊t=15.469袁P约0.001冤尧精力渊t=18.637袁

对于负面情绪的改善由于长时间的有氧运动方式袁在

16.599袁P约0.001冤尧心理健康渊t=34.231袁P约0.001冤尧总分

为显著的不良反应遥 提示在对负面情绪以及较低生活

渊t=37.832袁P约0.001冤显著高于对照组遥 经过 12 周干预
后袁与试验前相比袁两组大学生生理功能尧生理职能尧

质量的改善中袁高强度间歇训练的安全性均得到较好
的验证遥 同时袁相比较长时间的有氧运动袁采用的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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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间歇训练袁每次大学生的锻炼时间为 30 min袁更易

[3] 李红梅,毛杉杉.高强度间歇训练在慢性病防治中的应用研

命质量的分析中袁经过干预后袁观察组大学生的生命

[4] 张戈.高强度间歇训练:运动量和锻炼效果研究进展[J].中国

于当代大学生的接受[9]遥 通过对干预前后的大学生生

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袁也在一定程度了验证了以上研
究遥
朱琳等研究认为袁经过 HIIT 训练后袁能够改善身

体成分和体脂含量遥 高强度间歇训练可以提高人体代
谢率袁增加能量消耗[10]遥 本研究中袁通过 HIIT 干预前

后袁观察组体质量指数比试验前有下降袁与剩余能量
代谢和总能量代谢消耗提升具有显著性差异遥 肖涛等

究进展[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019,38(2):137-142.
运动医学杂志,2016,35(2): 184-188袁183.

[5] 刘建秀,方雯,王帝之,等.高强度间歇训练促进儿童青少年
[6]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HIIT) increases 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I (IGF-I) in sedentary aging men but not mas鄄

ters' athletes: An observational study[J].The Aging Male: The

遥 龚腾云等研究结果显示袁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10 周 HIIT 干预后袁有效改善身体形态袁预防和降低人
腰围减少袁内脏脂肪指数与脂肪质量有下降袁但未出

missing piece of the puzzle to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7] HERBERT P , HAYES L D , SCULTHORPE N , et al. High-

[11]

体肥胖体脂率袁提高健康水平[12]遥 本研究显示袁观察组

ZADOW E K, GORDON N, ABBISS C R, et al. Pacing, the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2015,36(3):215-219.

研究结果显示袁12 周 HIIT 干预后袁均可减低肥胖女大
学生腹部内脏脂肪含量

健康:现状窑机制窑可行性[J].体育科学, 2019,39(8):61-72.

the Aging Male,2017,20(1):54-59.

[8] COCHRAN A , MYSLIK F , MACINNIS M J , et al. Manip鄄
ulating carbohydrate availability between twice -daily ses鄄

现统计学意义袁可能与大学生的性别尧年龄和体重是
否有关袁HIIT 训练对大学生身体成分分析还需要进一

sions of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over 2 weeks im鄄

步的实验研究遥 HIIT 可以引入高校公共课堂袁提高学

Nutrition and Exercise Metabolism, 2015, 25(5): 463-470.

生体质健康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HIIT 训练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尧体

proves time-trial performa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9] RAYMOND P , YONAS E , SISWANTO B B , et al. Exercise
training in heart failure: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适能具有改善作用 遥 本研究中干预后袁观察组的引
[13]

体向上成绩从 5.6 个提高到 6.5 个袁 对照组的引体向
上成绩从 5.5 个提高到 6.1 个袁 显示观察组干预后的

versus, moderate-intensity.continuous train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ardiovascular Academy,2018,4(3):41-45.

[10] 肖涛,范朋琦,甄洁,等.高强度间歇运动与中等强度持续运

效果更好遥 立定跳远较对照组均有提高袁但无明显差

动对肥胖女大学生腹部内脏脂肪的影响[J].中华物理医学

异遥 经过 12 周干预后袁观察组 1000 m 成绩平均提高

与康复杂志,2021,43(2):147-151.

8 s渊P约0.05冤尧最大心率和肺活量较对照组有了较大的

[11] 朱琳,刘景新,于洋,等.高强度间歇训练对超重和肥胖青少

年 减脂 效 应的 研 究:Meta 分 析 [J].广州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

提高渊P约0.05冤袁这与 Costigan 等[14]研究一致袁通过对大

学生采用高强度间歇训练提高学生的心肺适能遥 说明
HIIT 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具有改善作用遥

综上所述袁 以健美操训练为主团体 HIIT 对大学

生的身心健康尧生活质量均具有积极的影响遥

2020,40(1):96-101.

[12] 龚腾云,汪君民.高强度间歇训练对超重/肥胖女大学生身
[13]

体成分影响的实验研究[J].体育科技, 2018,39(6):20-22.

窦丽,陈华卫,章凌凌,等.12 周高强度间歇训练对大学生

健康体适能尧能量消耗和心率的影响[J].中国应用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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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Group HIIT on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CHEN Qingshun1, MEI Jiwei2, LIU Xiaoyun1袁 SU Lianna1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Ministry of Social Sciences,Quanzhou Medical Vocational School
Quanzhou,Fujian 362000,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Ministry of Public Foundation,Quanzhou 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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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Group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渊HIIT冤was adopted to study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lif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se comparative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es.120 freshmen 渊 age:渊20.55依0.54冤yrs, body mass index: 渊24.55依0.52冤 kg/m2冤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observation group (n=60) and a control group (n=60).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required to receive 12
week HIIT like aerobic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no additional physical training beyond their own daily activities. The body
mass, energy metabolism,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measured befor and after theintervention.
Group HI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 in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life quality.

Key words院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quality of life; energy metabolism; influencing factors
渊责任编辑院叶丽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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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群算法下的开放式高校实验室预约系统优化
李舒明
渊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航海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冤

摘

要院开放式高校实验室预约管理智能化是当前提高高校实验室管理能力尧减少实验设备损耗尧强化学生培养

效果的重要举措遥 为加强开放高校实验室预约智能系统的合理化建设袁研究引入几率型蚁群算法袁在其指导下通过对实
验室预约管理系统中最优路径计算方法及最优路径流程设计的优化袁 最终实现开放式高校实验室预约智能管理机制的
系统设计袁并对设计结果进行效能评测遥 结果表明院经过优化设计之后的蚁群分析算法袁平均偏差相较于其他几种算法降
低 7.5%袁且计算时间在规模为 350伊487 时缩短 310 s袁且在全局优化设计方面也实现较高程度的全局优化结果遥 极大提
高开放式高校实验室预约智能管理效率袁为未来高校实验室管理建设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参考方案遥

关键词院高校实验室曰智能预约系统曰蚁群算法曰智能化
中图分类号院G482;TP315

文献标识码院A

蚁群算法自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之后袁经过不断

地改善被应用于工作指派尧旅游求决尧车辆调度等众

多领域 遥 其仿生学算法功能被广泛开发之后袁具有较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58原园7

1

面向蚁群算法的开放式实验室预约智能系
统优化设计

[1]

强的动态约束能力袁不仅可以解决离散域问题袁还可

1.1 系统预约算法优化设计

以解决连续域问题袁其技术能力在我国研究领域开发

蚁群算法优先排序原则指出袁蚂蚁在进行最优路

程度更深袁被传播范围也更为广阔[2]遥 高校实验室预约

径选择之前首先须形成一个蚂蚁个体袁蚂蚁个体须具

智能化指高校实验室预约管理中用计算机智能手段

有协作机制袁其次具备信息素遗留能力即蚂蚁的记忆

改进人工管理手段的过程遥 当前我国高校实验室管理

能力袁最后通过信息素遗留情况袁在多个蚂蚁协作的

过程中袁将较多的精力投入到实验室设备尧技术尧环境

条件下进行最短路径选择[4]遥 在遇到路径破坏情况时袁

的更新换代方面袁 忽视或很少关注实验室设备管理尧
设备调度尧教学实验安排等柔性管理领域[3]袁从而导致

还具有再次协作进行重新最短路径选择的再生能力[5]遥

根据蚁群算法原则实验室预约过程中袁须首先进

实验室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尧浪费严重尧实验进度迟滞

行个体间协作构造袁 即同类相识进行拾起放下过程遥

等问题遥 为改善当前我国高校实验室管理现状袁引入

以单个学生进行预约机制为例袁假定学生 A 为起始测

蚁群优先排序算法袁 结合具体高校实验室管理结构袁
实现实验室预约智能化遥

试对象袁则虚拟起始学生 A 会按照相似度决定是否拾

起另一个随机测验对象袁如果两者不相似则学生 A 会
在大概率范围内重新转移拾起地点袁直到找到相似对

象地点遥 如果二者相似则会进行拾起动作袁进行路径
收稿日期院2021-02-22
作者简介院李舒明(1979-)袁男袁汉族袁实验师袁主要从事计
算机应用技术的研究遥

确认并产生信息素进行放下动作遥 再此寻找下一个物
体进行以上相似度野拾起要放下要拾起冶过程[5]遥 在经
过数次迭代过程之后袁整个算法才会结束遥 如以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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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袁 若一学生 A 在网格 r 的位置上遇到拾起对象 Oi袁

子ij 渊t+1冤=渊1-籽冤子ij 渊t冤+驻子ij ,0<籽<1袁

扇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则 Oi 与周围物体的相似度计算公式为
1
f渊Oi 冤= n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移

Oi 沂Neighs伊s 渊r冤

蓘

1-

d渊Oi 袁Oj 冤
琢

0袁 f渊Oi 冤臆0遥

蓡

袁f渊Oi 冤>0袁

伤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商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赏

渊1冤

式中院Neighs伊s渊r冤为学生 A 在 r 的位置所能够涉及到的

全部范围袁由于蚁群算法自身的特点限制袁围是一个
以 r 为中心的圆形区域遥 d渊Oi 袁Oj 冤表示学生 A 从位置

n

驻子ij =移驻子ij 遥
k

k=1

伤设
设
设
设
设
商
设
设
设
设
设
赏

渊3冤

在学生未进行预约选择袁在起始时刻时候袁则其
预约信息素大小用 子 表示袁设置为 子0遥 则 子0 的大小直

接决定学生信息素的遗留能力及学生个体间的协作
机制袁当 子0 太小时袁渊1-籽冤子ij 值较小袁则学生个体进行
一次选择之后所留信息素较少遥 此时信息素对学生预

Oi 到位置 Oj 的距离遥 n 表示学生 A 在位置 r 能够接收

约选择概率影响较大袁学生进行自由选择的概率将缩

到的所有学生的信息量遥 琢 为学生群体相似度系数袁

小袁提高收敛速度遥反之当 子0 值过大时袁信息素对学生

在相似度计算中袁琢 的值越大则相似度值越大袁此时由

个体为构造能力影响较小袁将不利于后来学生对先前

于对象 Oi 与对象 Oj 的区分度过小袁 会加大算法的收

路径的优劣感知袁不利于路径合理性的构建遥 为确定

敛速度袁也会造成将本不相似的对象群体归为一类的

子0 值的合理性袁在具体设计算法设计过程中袁引入贪

现象遥 反之袁则相似度值较小袁区分度较大袁收敛速度
会提升袁也会加大对象群体的区分水平遥 在相似度迭
代计算中袁将拾起概率设为 Pp袁放下概率设为 Pd袁值在
[0袁1]袁则一个循环过程中局部相似度计算为
Pp =
Pd =

蓸
嗓

k1

k 1 +f渊Oi 冤

蔀

2

袁

2f渊Oi 冤,f渊Oi 冤<k 2 袁
1,f渊Oi 冤逸k 2 遥

伤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商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赏

婪算法中节点之间的路径长度 Cn袁使 子0=n/Cn遥

为增强收敛速度袁减少因个人预约造成的预约通

道拥堵或者稀少问题袁 提高整个聚类过程的有效性尧
鲁棒性及算法收敛速度[6]遥 在相似度聚类过程中袁对学
生 A 的观察半径及概率转换函数变量进行优化控制袁

渊2冤

局部相似度由拾起概率与放下概率共同决定遥 在
公式渊2冤中袁k 1 与 k 2 都为阈值常量袁且在拾起与放下的
过程中都会产生一个随机数 R袁如果拾起与放下概率
的值大于 R袁则进行拾起或放下工作袁反之继续移动遥
根据公式渊2冤可知袁拾起与放下概率与 f渊Oi 冤相关遥 f渊Oi 冤
值大时袁Pp 值越小袁Pd 值越大袁表明此时易进行放下动
作袁不易进行拾起动作遥 反之 f渊Oi 冤值小时袁Pd 越小袁Pp
值越大遥

在重复进行拾起与放下动作时袁由于不同的蚂蚁
之间的权值不同袁因此在一个紧密预约周期内要尽量
避免学生预约重复现象出现遥 信息素即权值在每一轮
计算中都具有蒸发过程袁即每一轮计算都必须排除前
一轮过程中的较差路径遥 为避免重复预约现象出现袁

采用观察前后阶段半径发生先由大变小后由小变大
的方法袁对收敛速度进行改进袁半径变化公式为
s渊t+1冤=

嗓

s渊t冤-1,mod渊n渊t冤,n冤=0 & n渊t冤臆Tmax /2 & s渊t冤-1逸N

s渊t冤+1,mod渊n渊t冤,n冤=0 & n渊t冤>Tmax /2 & s渊t冤+1臆M袁
n=Int渊

Tmax

2渊N-M冤

渊4冤

冤,

渊5冤

式中院Tmax 为全部计算过程中的迭代次数袁n渊t冤为局部
迭代次数袁s渊t+1冤表示学生在进行第 t+1 次迭代使得

观察半径袁Int渊冤表示向下取整函数袁N 和 M 分别表示
观察半径的下界与上界 M=s渊0冤袁算法每迭代一次半
径缩减或增加值为 1遥

在拾起与放下概率转换过程中袁学生预约过程之

间的距离 d渊Oi袁Oj冤采用欧式计算法则遥 但是在学生相
似度计算过程中袁 不仅要考虑对象之间的相似度袁还

假设预约学生数为 n袁信息蒸发的概率为 籽袁规定 0<籽<1袁

需考虑两个正在使用预约系统的学生之间的选择趋

刻的信息素量为 驻子ij袁计算结果为

离计算袁使距离线性之间的互补效果更加明显遥 距离

一般情况下将 籽 值定位 0.5袁则第 k 个学生在 t 预约时

势是否相似遥 因此研究在距离控制变量中加入余弦距
变量控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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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

m

移渊x
k=1

ik

2

-xjk 冤 +渊1-孜冤渊1-sim渊xi 袁xj 冤冤 遥

渊6冤

除了考虑到距离之间的趋势因素之外袁实验室预
约计算过程中还应加入对相似度动作速度的考量遥 研
究设定前期相似度迭代速度较快后期速度较慢袁迭代
过程中通过速度的改变袁可以在快速的整理对象的分
类数目袁提高对象组合的精细度[8]遥 速度设定之后的相
似度计算为
1
f渊Oi 冤= n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淄=

嗓

移

Oi 沂Neighs伊s 渊r冤

蓘

1-

0袁 f渊Oi 冤臆0袁

琢渊1+渊淄-1冤/淄max 冤

淄-1,mod渊n渊t冤,n淄 冤=0袁
淄,mod渊n渊t冤,n淄 冤屹0遥

d渊Oi 袁Oj 冤

蓡

袁f渊Oi 冤>0袁

瑟

伤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商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赏

渊7冤
渊8冤

滓=

蓸

1
arctan 酌
仔

L localmin -L min
L軈-L min

蔀

+

1
袁 其中院酌 表示控制反
2

正切函数形状的参数曰 L軈表示目前能够通过搜索到的
局部最优路径的平均长度曰L min 表示当前全局最优解曰
表示本次目前能够通过搜索到的局部最优路径的长
度遥 滓 的反正切函数为
f渊x冤=

蓸

1
arctan 琢
仔

L localmin -L min
L-L軈min

蔀

+

1
遥
2

渊10冤

结合式渊9冤尧式渊10冤来看反正切函数 f渊x冤具有平
滑的输出曲线袁范围在咱0,1暂之间遥 若 L localmin 值越高且

搜索路径越长时袁滓 值越靠近 0曰 反之袁滓 值越靠近 1遥
在不同参数 酌 下 f渊x冤与经典蚁群算法的 滓 曲线对比袁
如图 1 所示遥

公式渊8冤为速度变量控制函数结果袁其中

n淄 =Int渊

Tmax

淄max -淄min

冤袁淄 表示在一个时间单元格内预约学

生 A 所走的单元数遥 为减少信息素因权值过小而导致

酌
酌
酌

算法停滞袁 对计算速度进行限度控制袁淄min 与 淄max 分别

表示最小速度与最大速度遥 与上述距离的变化相配
合袁在前期速度较快时袁f渊Oi 冤的值会较高袁会提高相似

度单元的划分速度遥 后期随着速度的降低袁f渊Oi 冤值降

图 1 动态因子函数曲线图

低袁此时会提高区域相似度划分的精细度遥

由于蚁群算法更新规则往往只是加强每次迭代
最短路径时的信息素浓度袁而信息素浓度的增加会造
成算法只对出局部最优解进行计算袁因此需要将每次

Fig.1 Curve of dynamic factor function

图 1 中经典蚁群算法的曲线关于 x 的函数为
f'渊x冤=

1
渊sig渊x冤+1冤袁并不具备较优路径信息素浓度更
2

迭代的最优解结果充分利用袁才可以找到局部与全局

新的相关自适应性遥 但反正切函数 f渊x冤在 x沂渊-2,2冤

最优解之间的关联遥 所以在本次研究中引入最优解控

时袁具有高敏感度以及较大的变化率袁可较好区分不

制参数中的自适应动态因子 滓渊滓沂渊0,1冤冤袁其主要对

同迭代最优解对信息素加成的影响曰f渊x冤在 x<-2 时袁

单次迭代最优解信息素浓度的更新比重进行自适应

f渊x冤逐渐靠近 0袁不仅抑制不利解对信息素的加成袁还

控制袁加大优秀路径的信息素浓度袁进而更好的显示
路径信息遥 全局更新每次迭代完成后的最优路径信息
渊9冤

式中院子ij 渊t+1冤为示第 t+1 次迭代时在节点 i 和节点 j
之间路径上的信息素强度遥 自适应动态因子

留曰f渊x冤在 x>2 时袁f渊x冤逐渐靠近 1袁较好的防止个别较

短而非全局最优的路径被过分强调袁以致算法陷入局

素浓度的规则为
子ij 渊t+1冤=子ij 渊t+1冤+滋滓驻子ij

适当保留了其影响袁 使得了解空间的多样性得到保

部解遥 并且 酌 值越大袁f渊x冤对 x 的敏感度就会越高遥
1.2 系统预约流程优化设计
实验室预约过程中袁由于用户对实验室设备资源
的不熟悉袁会造成部分设备使用过度袁而部分设备长
期闲置的现象[6]遥 为提高设备使用效率袁提高用户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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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资源的合理利用遥 按照设备信息状况对实验室设备
预约系统进行两种模式流程设计并优化[6]遥

一种流程是针对在一个周期内渊一周冤袁设备使用

频率不足设备使用最高负荷遥 则表明在此周期内袁可
根据具体使用设备情况袁在保留原设备预约安排的前
提下袁进行空余时间筛选并安排新的预约请求袁直接
生成到结果计算中袁设计流程如图 2 所示遥

图 3 预约模式二流程图

Fig. 3 Flow chart of reservation mode 2

如图 3 所示袁对于第二种预约模式中被拦截的用

户进行重新路径计算袁 按照周期内实验次数最少袁设
备利用最小袁可使用率较高原则袁进行重新预约安排遥
图 2 预约模式一流程图

蚁群计算最优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遥

Fig. 2 Flow chart of reservation mode 1

如图 2 所示袁用户在登录界面之后袁变会进入预

约请求界面袁可进行最近一周期内实验预约请求遥 在
用户进行预约筛选之前袁计算机系统会对当前已经存
在的预约请求和空余时间进行计算并生成结果遥 若当
前预约时间小于设备可使用时间袁则根据用户意愿则
进入预约界面并形成预约结果遥 保证下一位预约用户
正常选择同时也可保证系统的稳定性与准确性遥
若一个周期内设备使用量高于设备可使用时间袁
则需要对用户请求进行合理配置遥 在系统开始之前根
据设备一周期可使用时间进行容量设定[7]遥 在具体预

约操作过程中袁以最大预约数为界限袁按照预约时间
先后顺序袁对超出使用容量的客户进行拦截遥 并按照
最优路径计算方法袁对拦截客户进行最优预约结果进
行处理遥 具体操作流程如图 3 所示遥

图 4 预约模式二过程优化计算过程流程图

Fig. 4 The flow chart of the optimization calculation process of
reservation mode 2

如图 4 所示袁 按照相似度原则分别对设备数量尧

使用时间尧损耗程度进行控制遥 在具体的预约程序中
设备数量与时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袁因此首先对时间
和设备量进行控制遥 从预约信息的第一条开始袁对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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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设备损耗进行计算遥 计算每一条预约信息之前都需
要对该预约进行计算与否判断袁若无计算则进入计算
流程袁若已计算则进入下一条预约记录袁直至所有预
约记录计算完成为止遥 通过对预约设备损耗程度的累
计结果与可使用损耗累计结果对比判断预约请求并
生成结果遥 按照以上操作流程对实验室设备管理智能
化流程实现如图 5 所示遥
渊a冤几种算法最优解对比分析结果

渊b冤几种算法最优解误差对比分析结果
图 5 开放式实验室预约智能管理程序设计流程图

Fig. 5 Flow chart of design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program for open laboratory appointment

图 6 几种算法最优解及误差对比分析结果

Fig. 6 Optimal solutions and error comparison analysis
results of several algorithms

从图 6渊a冤为各种算法在不同规模下的最优解对

如图 5 所示开发式高校实验室预约智能系统袁不

比袁图 6渊b冤为各种算法在不同规模下的偏差对比遥 从

控制设计[7]遥 在最优路径几率型蚁群算法控制下袁算法

果不存在较大差别袁甚至结果基本一致袁都能够得到

仅涉及前台用户的管理设计袁更为重要的是后台运行

5渊a冤中可以看出袁在小规模测试结果中袁各种算法结

模型的建构可以实现后台参数的最优计算参数设定袁

与已知最优解一致的答案遥 但是随着规模的增大袁蚁

在流程模型的优化设计可以为前台用户提供更为快

群算方法的最优解分别为 2.87尧2.12尧3.28袁 相对于其

捷的预约服务尧查询服务尧监护服务尧设备录入及更新
服务袁极大提高整个开放式高校实验室预约智能系统
使用效率遥

2 基于蚁群算法的开放式高校实验室预约系统评测
2.1 系统优化路径评测
在残留信息的相对重要程度取值为 3袁 期望值的

他三种算法而言袁 其最优解相对于已知最优解而言袁
偏差趋势明显提高袁偏差度显著降低遥 图 6渊b冤中从误
差对比结果分析可得规模为 55伊49 时袁 误差率为

4.4%曰规模为 110伊98 时袁误差率为 6.1%曰规模为 350伊
487 时袁误差率为 9.0%遥 平均误差率降低 6.5%左右遥
相比于其他几种算法误差率平均降低 7.5%遥 误差率

显著降低袁提高系统计算精准度袁能够为高校实验室
预约智能提供良好的设计效果遥

取值为 1袁信息素的挥发系数袁信息素更新常数为 5袁

2.2 系统运行时间评测

信息素更新时间控制在[1袁5]之间遥 分别选取规模为

对高校实验室预约智能系统进行有效评测袁除要

8伊6袁55伊49袁110伊98袁350伊487 条件下袁对 12 名学生进

考虑系统运行的精准度之外袁一个重要参数就是计算

法尧GRE 算法和蚁群算法的对比结果如图 6 所示遥

用效率袁增强系统流程度袁减小系统因计算量过大而

行 50 次路径选择评测遥 最终生成贪心算法尧HGS 算

时间的评测遥 较短的计算时间可以直接提高系统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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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崩溃现象袁提高学生使用感受遥 在原有参数不

现局部优化的基础上袁进一步实现全局优化遥 不仅能

变情况下对个算法计算时间进行对比分析袁结果如图

够实现离散域的优化袁 更能够实现连续性的系统优

7 所示遥

化遥 在原有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袁选取贪心算法与蚁群
算法进行对比分析袁结果如图 8 所示遥

图 7 四种规模下不同算法的对比结果

Fig. 7 Comparison results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at four scales

由于不同规模条件下规模计算所需时间差距较

大袁 因此将 8伊6袁55伊49袁110伊98 和 350伊487 规模按照

两两对比形式分开对比袁以更加清晰的比较四种算法
计算时间差距遥 图 7渊a冤为 8伊6 和 55伊49 规模对比结
果袁图 7渊b冤为 110伊98 和 350伊487 规模对比结果遥 从

图 7 中可以看出袁无论是哪种规模下袁相较于其他三
种算法蚁群分析算法的计算时间都较短遥 规模分别为
8伊6袁55伊49袁110伊98 和 350伊487 时袁 蚁群算法的计算
时间分别为 7尧52尧110尧340 s遥 相较于其他三种算法袁

计算时间平均缩短分别为 2尧28.67尧93.33尧310 s遥 极大
程度上缩短计算时间袁 并且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袁蚁
群算法在计算时间方面的优势就更为明显遥 表明在蚁
群算法指导下袁高校实验室预约智能系统的设计具有
较强的合理性遥
2.3 系统运行效应评测
相较于系统运行路径与时间的优势袁蚁群算法不
仅能够实现局部区域优化袁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在实

图 8 贪心算法与蚁群算法 50 最优路径选择对比结果

Fig. 8 Comparison results of optimal path selection between
greedy algorithm and ant colony algorithm 50

图 8渊a冤尧渊b冤分别为贪心算法和蚁群算法对学生

和教师 50 次最优路径选择中的其中一次迭代仿真结

果遥 从图 8渊a冤中可以看出袁基于贪心算法的最优解大
于 470袁而优化设计后的蚁群算法最优解小于 460遥 从
图 8渊b冤中可以看出袁基于贪心贪心算法的最优解大于

520袁而优化设计后的蚁群算法最优解小于 510遥 并且
两幅图都表现出袁蚁群算法的曲线都率先实现节点转
折遥 这表明蚁群算法相较于贪婪算法而言袁能够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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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局部最优袁进而实现全局最优目标遥

[2] 王丽红. 基于蚁群聚类算法的二维码扫码支付设备故障自
动识别研究[J].自动化与仪器仪表,2020(12):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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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极大程度上减少设备损耗尧 提高设备使用效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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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design is 7.5% lower than other algorithms, and the calculation time is shortened by 310 s when the scale is 350 伊 487, and
the global optimization design also achieves a high degree of global optimization results.It provides a set of effective construction scheme
for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laboratory appointment.

Key words: ant colony algorithm; open university laboratory; reservation system; intellec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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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三螺旋理论与高校贫困生人才培养体系
赵雅
渊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市政建设学院袁 广东 广州 510405冤

摘

要院扶贫袁重在扶志尧扶智遥 新时代下的资助育人政策对高校的资助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袁不仅要实现全覆盖

式的经济资助袁还要实现贫困生的精神脱贫遥 但传统的资助育人工作仍存在着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尧培养体系创新度不足尧
缺乏系统性与科学性等问题遥 为此袁高校的贫困生育人工作应基于人才培养的螺旋递增规律袁以三螺旋理论为基础袁创新
贫困生人才培养制度模式的同时袁以贫困生的成才指标为依据袁构建双螺旋野优困冶帮扶体系袁实现贫困生野摘帽脱贫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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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袁高校贫

相比袁无论是经济尧生活袁甚至是学业尧心理上袁所面临

困生的人才培养成效性关乎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困境与压力都是无比巨大的遥 尽管精准扶贫尧精准

能否有效落实尧贫困家庭的小康野成果冶能否持续巩

资助等脱贫攻坚政策的出台袁能有效缓解贫困家庭的

固尧就业形势压力能否进一步降低遥 尽管近几年来高

经济压力袁但对贫困生而言袁日益增长的高耗能经济

校通过不断健全各类贫困生补助政策袁进一步扩大资

消费模式袁与现有的资助水平及就业环境形成鲜明反

助范围以及资助金额袁以此有效减轻贫困生在学的经

差袁 单纯的经济资助已满足不了贫困生的成才梦曰对

济压力与生活压力袁 但单一的经济资助如同双刃剑袁

高校而言袁在内有困境不一尧基数庞大的贫困生袁外有

缺乏精神扶困的资助政策犹如车无双轮尧 鸟无双翼袁

错综复杂的育人与就业环境的双重压力下袁贫困生人

难以起到野标本兼治冶的成效遥 扶贫袁重在扶志尧扶智袁

才培养体系进展困境重重遥

唯有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脱困袁贫困生才能永久性摘除

1.1 人才培养模式单一袁针对性不足袁缺乏有效性

野贫困帽冶遥

1 高校贫困生人才培养现状
高校贫困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袁与同等类型学生

收稿日期院2021-06-18
基金项目院广 州 城 市 职 业 学 院 科 研 项 目渊KYQ202107冤曰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

贫困生的人才培养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袁培养成效
亦非一蹴而就袁在信息日新月异的时代下袁每一代贫
困生的所需尧所求及目标均不一样袁面对不同类型的
贫困生袁诸如生源尧困难种类尧专业等不同袁高校所建
立的培养模式亦应有所不同袁而非传统式尧单一式的
讲座模式或实践培训模式遥 对贫困生而言袁 国家尧高
校尧乃至社会的经济资助并非永久性资助袁真正起到
脱贫致富的是知识与能力袁而知识与能力恰是贫困生

渊华南师范大学冤2021 年度开放课题(SCNUK鄄

在大学生涯中所需与所求袁过度的单一式经济资助会

作者简介院赵雅渊1991-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就等于特权冶等不良思想遥 对高校而言袁基数庞大尧困

FYB088冤遥

潜移默化地滋生贫困生的野优越性冶袁进而产生野贫困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难不一是导致培养模式停滞不前的根源之一袁而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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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式冶的讲座尧单一的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尧传统的实践
培训活动等均缺乏较强的针对性袁未能达到提升贫困

域创新理论[3]遥 三螺旋理论由大学尧产业与政府三者组
成袁以三者间的交叉尧重叠形成内聚糅合之势袁进而形

生综合素质能力的成效遥 相反袁过多的单一性活动易

成协同发展的趋势以及相互促进的动力源泉遥

在贫困生心中产生厌恶尧抵触的心理袁甚至滋生资助

2.2 高校贫困生人才培养中的螺旋模式

野作秀冶的不良心态袁进而阻碍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有

高校贫困生的大学成长道路并非是单一的直线

效发展遥

模式袁亦非是弯曲的曲线道路模式袁而是螺旋交叉上

1.2 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度不足袁缺乏系统性与科学性

升的递进模式渊如图 1冤遥 贫困生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

随着双创教育的不断推进袁许多传统高校虽已建

包括两个阶段袁一是专业尧实践与就业袁二是立德与能

立起与双创教育有关的职能部门袁并搭建起相应的双

力袁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并非是递进衔接模式袁而是

创基地辅以发展袁但所形成的创业教育模式却受到传

相互交叉糅合模式袁即螺旋交叉递进式遥 第一阶段主

统教育模式的刚性影响[1]袁以至于不管是在人员机构

要是以培育贫困生的专业技能为主袁 通过专业学习尧

设置上袁还是在创新培养尧创业扶持指导上袁甚至是在

社会实践以及顶岗实习的方式袁进一步提升贫困生的

人才的培养上袁部分高校均是以野虚拟化冶的方式运

专业技能并为就业打牢基础遥 第二阶段则是以培育贫

行遥 在机制建设上袁缺乏长效性与系统性袁主要体现在

困生的品德与能力为主袁立德树人是首要袁唯有正确

机制与人才培养两方面遥 在机制方面袁仅将创新创业

的三观以及良好的品质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

思维局限在创新创业学院袁众多部门未主动领会其内

设者袁而能力则是囊括专业尧学习尧交际尧工作等各方

涵袁并以此创新工作模式尧优化工作环境尧提升工作队

面的综合能力袁通过提升综合素质能力袁从而提升竞

伍的战斗力袁如在贫困生的人才培养体系上袁未能协

争力遥 这两个阶段的发展相互交叉尧融为一体袁共享成

同双创学院袁将双创思维以及模式引申到贫困生人才

果袁 即每一阶段的发展都离不开另一阶段的辅助袁而

培养体系中袁以至于其创新力度不足袁缺乏系统性遥 在

每一阶段的成果也代表另一阶段的培育成果袁这两阶

人才培养方面袁参与双创培训的仅为极少一部分优秀

段以实践为交接点袁 通过就业与能力两者相互衔接袁

学生袁大多数学习一般的贫困生均被拒之门外袁未能

就业是大学人才培育走向的目的之一袁而能力则是通

享受双创带来的浸润袁同时袁部分高校未能突破在贫

过就业展现遥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互为表里袁五大内

困生人才培养上的思想禁锢袁认为学好专业知识与踏

容间相互包容交叉袁通过实践相互验证袁又以此为基

上就业岗位等同于成才袁从而导致人才培养体系缺乏

础袁相互补充袁从而形成螺旋交叉上升递进模式遥

科学性遥

2 双三螺旋理论在贫困生人才培养体系中的
构建
图 1 螺旋交叉上升的人才培养递进模式

2.1 双三螺旋理论内涵

Fig.1 The progressive mode of personnel training with
spiral cross rise

双三螺旋理论袁 即双螺旋理论与三螺旋理论袁双
螺旋理论源于 DNA 双螺旋模型袁 该模型由两条螺旋

曲线相互缠绕而成袁在实现自我旋转的同时袁以相互
共转的形式强化两条曲线间的交叉袁进而形成某种独
特的螺旋交叉模式 曰三螺旋理论源于 20 世纪 90 年
[2]

2.3 双三螺旋理论在贫困生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作用
2.3.1

有助于完善贫困生人才培养方案袁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代美国社会学家亨利窑埃茨科威兹和荷兰学者罗伊

途径之一袁它以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

特窑雷德斯多夫袁为进一步阐释大学尧产业与政府之间

目标袁以院系专业特色为分水岭袁以学生特征尧时代方

相互依存尧互动发展的辩证关系而提出袁形成一种区

向与社会所需为依据袁各大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既不

赵雅院双三螺旋理论与高校贫困生人才培养体系

窑 67 窑

相同袁也不相互独立遥 贫困生的人才培养是高校人才

型为基准袁以职业目标为方向袁以职业需求尧能力水

培养体系中的一支袁也是较为特殊的一支袁其不仅包

平尧专业方向尧内容维度等为指标袁形成一整套动态的

括专业知识与能力的培养袁还包括经济与精神双重脱

大学职业生涯探索运转模型袁通过数据分析袁以动态

贫遥 贫困生的人才培养方案如何完善袁以及其培养体

追踪为方向袁以一人一模型的形式袁帮扶贫困生科学

系如何实现创新袁关键在于能否把握贫困生致贫与脱

剖析自我的职业生涯发展过程的同时袁以数据分析为

贫的根源以及时代特征与社会需求袁并将所有关键点

导向袁培养贫困生形成科学的职业生涯探索理念遥

融汇成一处寻得突破点贯穿其中是人才培养的核心遥
而三螺旋理论的引入袁一方面袁以螺旋理论的动态发
展为模型袁以内聚交叉尧外聚糅合为方式袁将脱贫措施

3 运用双三螺旋理论创新贫困生人才培养体
系的举措

贯穿于大学四年的人才培养方案之中袁并结合贫困生
的成长轨迹以及社会所需袁不断调整培养方案的进度

贫困生人才培养作为一种动态模型体系袁是高校

以及方向曰另一方面袁借鉴三螺旋理论的三大维度袁即

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一支袁也是较为特殊的一支袁其不

知识尧能力与素质 [4]袁将贫困生的培养体系转化为知

仅包括专业知识与能力的培养袁还包括经济与精神双

识尧能力与素质三大链袁即在知识链上以培育专业知

重脱贫袁单纯的动态培养体系是不完善的袁唯有以贫

识技能为主袁 在能力链上以培育综合素质能力为主袁

困生的成长模式为基础袁结合贫困生的特征袁借助双

在素质链上以培育思想品德为主袁 三大链紧密相连尧

三螺旋理论袁以螺旋交叉的方式创新人才培养制度与

螺旋交叉袁形成动态的三螺旋模式袁而贯穿于这三大

体系遥

链的野游子链冶要要
要脱贫袁正是贫困生成长成才的动力

3.1 以三螺旋理论为基础袁 创新贫困生人才培养制

源泉遥
2.3.2

有助于培养贫困生形成科学的职业生涯探索
理念

度模式
新型的贫困生人才培养制度模式渊如图 2冤袁以三

螺旋理论为指导思想袁以制度创新为导向袁以部门协

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由自我探索和环境探索

同尧人才评价与奖惩为三大制度核心袁通过螺旋交叉

两部分组成袁与个性特征尧价值观尧职业观尧认知风格尧

的方式袁融汇三大核心的优势袁形成优势互补的人才

求职环境等存在互动关系袁 其实质是一个动态的过

培养制度模式遥

程袁而非静止尧孤立的 遥 大学袁是一个开启全新生涯的
[5]

野时代冶袁这个野时代冶对于大一新生而言袁与高中截然
相反的学习方式尧新的生活模式尧全新的未知学习领

域等无时无刻冲击着大学生的三观形成曰而贫困生则
面临更多的困境袁尽管大多数高校均开设职业生涯规
划课程指导学生更快适应大学生活袁确立自己的职业
发展目标袁但大众式的教导模式尧非科学的就业模型
指导方式等间接影响学生对职业生涯探索意识的形
成遥 而如何提升学生的辨析能力袁形成科学的职业生
涯理念袁 关键在于能否认知职业生涯探索的真正内

图 2 新型的贫困生人才培养制度模式

Fig.2 A new talent training system model for poor students

涵尧发展趋势以及运用动态的眼光看待学生的成长模

在部门协同制度方面袁 协同院级各个行政部门袁

型遥 双三螺旋理论的引入袁一方面袁其螺旋动态的理论

诸如院团委尧就业办尧教务处尧图书馆等袁结合各行政部

与职业生涯动态模型相契合袁通过借助时序图尧状态

门的专长袁将贫困生的人才培养制度融入部门管理制

图等工具袁以动态变化的观念直观描述系统的动态变

度中袁实现贫困生在不同的部门岗位上袁如团委的学

化袁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数据支撑曰另一方面袁以动态模

生干部尧图书馆的勤工助理尧就业办的顶岗实习等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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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不同层次的提升袁为成才奠定基础曰同时袁借助

与动态三向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导向袁 以专业知

奖惩制度袁促使制度的有效落实遥 在人才评价制度方

识尧经济尧心理尧综合素质等为定向指标袁以访谈尧问卷

面袁以就业办为牵头袁以校内与校外的人才定位为依

调查等外在客观评价为成长指标定位袁以同一成长背

据袁科学尧系统地评判贫困生的成长状态袁并以此为基

景下的野优等生冶帮扶野困难生冶为模式袁形成内外相融

础袁结合贫困生在校阶段袁不断调整贫困生培育轨迹遥

相生的野生命链冶袁通过多重螺旋有机链接袁使其内聚

在奖惩制度方面袁通过考核的方式袁结合贫困生的座

融合尧相互促进袁从而实现螺旋交叉袁进而形成野蝴蝶

谈会尧调研等袁定期对各部门尧各院系所开展的人才培

效应冶[6]遥 野双螺旋式冶优困帮扶体系袁犹如多重蜗牛贝

养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评定袁并形成榜样效应袁进而

壳相互融合袁以一个为中心袁多个指标为出发点袁由两

引导各院系积极参与到贫困生的人才培养体系中遥

条链和四个螺旋循环体构成袁形成纵横向的复合型培

3.2 以双螺旋模型理论为基础袁搭建野优困冶帮扶体系

养模式遥

双螺旋野优困冶帮扶体系渊如图 3冤是以聚类尧静态

图 3 双螺旋野优困冶帮扶体系

Fig.3 Double helix 野excellent and poor冶 assistance system

野双螺旋式冶优困帮扶体系的每一循环体均由每

为方向袁契合社会所需袁由大四学子对贫困生展开全

一阶段的特殊性构成袁大一阶段袁以心理扶持尧资助政

方位就业指导袁为大四进入社会奠定基础遥 大四阶段袁

策引导尧职业生涯规划为主袁循序渐进袁不断强化每一

以生涯技能强化尧就业指导为主袁通过顶岗实习等方

阶段的不同目标遥 在心理扶持方面袁以各类心理普查

式袁磨炼专业技能的同时袁由就业导师点对点展开就

量表为主袁分析贫困生心理状态袁以点对点的心理辅

业指导帮扶袁帮助贫困生顺利就业遥 四个阶段的野优

导方式袁 引导贫困生的心理状态往健康的方向发展曰

困冶帮扶袁以学生间传尧帮尧带的形式袁实现贫困生的自

在资助政策引导方面袁鼓励贫困生正视自我袁坚信资

我帮扶尧自我成长遥

助政策袁勇于参与校内外勤工俭学袁以自立自强为目

螺旋式野优困冶帮扶体系袁环环相扣尧相互促进尧螺

标曰在职业生涯规划方面袁以就业为导向袁辅导贫困生

旋交叉袁而作为野优困冶帮扶体系的对象要要
要贫困生袁

树立科学的就业观袁并以此为基础袁为其制定专属的

则是以一人一体系的形式袁结合问卷调查尧评价体系

职业生涯规划体系遥 大二阶段袁以社会实践尧生活扶持

等方式袁评定每一阶段贫困生的成长水平袁并形成数

培训尧专业扶持尧综合素质培育为主袁从专业尧经济尧综

据库袁以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构建成长数据分析

合能力尧社会实践四个方向对贫困生展开帮扶袁通过

模型袁以自助尧互助的形式袁取长补短袁完善野优困冶帮

经验丰富的大三学子的经验分享以及教导袁不间断地

扶体系中存在的不足袁进而形成科学尧高效的帮扶机

引领贫困生学会自我成长遥 大三阶段袁以职业资格指

制袁从而带动高校贫困生人才培养由野抽象冶走向野具

导尧实训模拟尧专业技能培训尧竞赛强化为主袁以就业

体冶袁由野一维冶走向野多维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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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or Poor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Double Triple Helix Theory
ZHAO Ya

(School of Municipal Construction,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50袁China)

Abstract: Poverty alleviation focuses on supporting ambition and wisdom.The policy of subsidizing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puts for鄄

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funding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ot only realizes full coverage of economic assistance, but also

realizes the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of poor students.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funded education, such

as the single talent training mode, the lack of innovation of the training system, the lack of systematicness and scientificity and so on.To
this end,the work of giving birth to poor peop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piral law of talent training,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theory, while innovating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model for poor students,based on the success indicators of poor students,
building a double helix "excellent and poor" assistance system to realize the "hat lifting" of poor students.

Key words: double triple helix theory; poor college students;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excellent and poor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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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在产学研一体化视角下的创新与聚力
张璐颖袁 袁宗胜
渊闽江学院 地理与海洋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产学研一体化是应用型高校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袁也是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遥 目前福建

省存在高校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及校尧政尧企三方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袁据此提出增强以高校为主导的 野应用型冶改革力

度尧加强以地方特色为主导的产业学院建设尧提升以政府为主导的三方野螺旋式发展冶动力等建议遥 探索应用型高校在产
学研一体化视角下的工作思路袁以期为其在新形势下的聚力发展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院产学研一体化曰应用型高校曰螺旋式发展曰产业学院曰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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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曳袁意见中指出袁要

1 背景及发展现状

切实推动转型发展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袁 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袁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袁自农业经济尧工业经济到

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袁转到增强学生

知识经济袁科学尧技术尧产业三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

就业创业能力上来 [2]遥 不同于其他省份野先立项后建

糊袁高校产学研一体化逐渐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遥 应
用型高校面向区域特色产业发展袁是在多元主体协同
下袁培育契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尧应用型和技能型人
才袁充分发挥应用型高校在产学研一体化下的办学优
势袁借力福建省六区叠加效应袁是实现我省高质量发
展落实赶超袁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遥
早在 2014 年袁 应用型高校转型就先后被列入教

育野十三五冶规划尧深化产教融合改革尧区域创新发展

战略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等系列重大文件袁成为
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 遥 2015 年袁教育部尧国
[1]

家发改委尧财政部联合印发叶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
收稿日期院2022-02-22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渊2021I0043冤遥
作者简介院张璐颖(1988-) 袁女袁汉族袁研究实习员袁主要从
事技术推广及项目管理的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袁宗胜(1976-) 袁男袁汉族袁高级工程师袁主要从事
微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遥

设冶做法袁福建省采取野全面试点尧先建后选冶方式袁通
过顶层设计尧分类推进袁逐步实施袁从 1999 年后新建
的一批本科院校中遴选了 18 所高校尧112 个应用型学

科尧143 个应用型专业群开展转型试点工作袁全省应用
型办学规模达到 75%[3]袁 基本形成了示范性应用型高
校尧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群尧应用型学科等转型发展
体系[4]遥 通过近 3 年建设攻关袁2017 年袁省教育厅拟集

中力量重点建设 100 个与现代产业体系密切相关的
应用型学科袁经严格考察论证袁福建医科大学康复治

疗学等 72 个学科获应用型学科立项尧 闽江学院新闻

传播学等 40 个学科获应用型学科培育立项遥 2018 年
先后确定福建工程学院尧厦门理工学院尧武夷学院等 9
所高校为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遥

野产学研冶即产业渊面向市场经济和竞争环境冤尧高

校渊涉及人才尧团队及平台资源冤尧研究所渊包括科学研
究及成果区试冤袁野产学研一体化冶 不是简单的区域或

者人员叠加袁而是三者功能意义上的耦合遥1992 年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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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贸委尧教委尧中科院三部门共同组织发起实施野产
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冶袁该工程旨在通过产学研一体化袁

表 1 2016要2020 年福建省科研投入及产出情况

整合高校尧科研院所的科技尧人才尧平台资源袁将最新

Tab.1 Input and outpu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20

科技成果交给企业袁由市场优胜劣汰尧适者生存的竞
争法则检验和淬炼出一批适合市场的高新技术和成
果袁一方面该科技成果助推企业提升竞争力取得市场
占有率尧倒逼市场以科技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竞争
资本曰另一方面袁产学研一体化打通了实验室到市场
的经络袁逐步实现了由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最后
到应用推广的链条式发展袁企业资本注入后又可刺激

2020

666.91

183.86

10 943

145 929

2018

642.79

110.95

7 753

102 622

5 220

67 142

2019
2017
2016

753.75
534.09
454.29

145.94
103.28
105.71

8 786
6 008

98 955
68 304

科研人员开展更多的科研探索遥 总之袁产学研一体化
是以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尧以资源的优化配置
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遥
多年来袁我国产学研结合取得了较好成效渊图 1冤袁

福建省技术市场成交额近三年渊2017要2020 年冤分别
增 7.43%尧31.54%尧25.98% 渊表 1冤袁2016 至 2019 年袁

其中每年试验发展经费占比 R&D 经费内部支出均达

到 85%以上 渊图 2冤遥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https://
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曰福建省统计局
https://tjj.fj.gov.cn遥 有研究指出袁目前产学研合作形式

主要有院高校野四技冶服务渊即技术服务尧技术咨询尧技
术转让尧技术开发袁其中包括共同开发和委托开发冤模
式袁另外还有校办企业模式渊依托学校资产经营管理公

图 2 2016要2019 年福建省各类经费占比 R&D 经费情况
Fig.2 Proportion of various funds in R & D funds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9

司管理冤和大学科技园尧孵化器尧众创空间模式等[5]遥 如
何在产尧学尧研三者中取得平衡袁如何让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资源更好的发挥效益以服务社会产业发展袁一直
是目前产学研一体化执行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遥

2 存在困难
2.1 高校学科评估野五唯冶现象仍存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野坚决克服

唯分数尧唯升学尧唯文凭尧唯论文尧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袁
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冶袁 这一指导思想
对当前高校学科评价制度尧教师职称改革以及教育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根本遵循遥 随后袁中
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尧教育部尧科技部等多部委对着
力破野五唯冶做出了具体部署袁但福建省内大多数应用
型高校报项目野重立项轻结项冶尧写专利野重申报轻转
图 1 2016要2020 年我国科研投入及产出情况
Fig.1 Input and outpu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0

化冶尧发论文野重数量轻质量冶袁学生教学 野重课本内容
轻实验实训冶野重卷面成绩轻社会服务冶等现象仍普遍
存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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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导致校政企三者之间资源无法有效
整合

应用型转变试点项目袁并于 2018 年获批野福建省示范
性应用型专业群冶遥 纺织服装是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要

高校与政府部门信息不对称袁导致无法以政府的

支柱之一袁福建省是纺织服装出口的体量大省袁产业

引导性投入撬动社会投入袁推动与企业技术需求的有

主要分布在厦门尧漳州尧泉州尧福州尧莆田等闽东渊南冤

效匹配和深度协作[6]曰高校与行业企业的信息不对称袁

沿海地区遥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袁中小企业纺织

高校在技术成果商品化或者产业化过程中袁在某种程

业产业集群化逐渐显现袁晋江市曾获批野中国纺织服

度上占有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垄断地位袁行业企业

装产业基地市冶遥 在新形势下袁以专业群精准对接产业

对技术的先进性尧可靠性尧适用性无法预判袁有经济损

链袁是实现人才供给侧和技术需求侧有效衔接的重要

失的风险[7]曰另外袁从技术成果的实验室小试到区域中

途径袁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与福建纺织行业协会适时

试再到产业化袁通过市场的检验袁最终取得该成果带

成立野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窗口服务平台冶袁依托优势专

来的收益是个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这都导致

业集群袁以信息化手段整合优势资源尧创新服务模式袁

了校企合作规模小尧层次浅尧形式松散遥

为我省纺织业中小企业开展技术诊断尧野五新冶 推介尧
人才培训尧职业鉴定等袁有效推动福建省现代纺织业

3 对策和建议

的可持续发展遥

校尧政尧企三方通过整合优势资源袁搭建野三向融
通冶的共建共管共享平台袁逐步实现应用型高校在新
形势下的聚力与发展遥
3.1 增强以高校为主导的 野应用型冶改革力度
应用型高校应更多的着眼区域特色产业需要袁立
足服务于生产实践袁以产教融合尧科教融合提升社会
经济效益遥
3.1.1 抓好顶层设计袁坚持应用型特色专业集群建设
应用型学科专业集群的培育和建设旨在提高应
用型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尧提升整体办学能力和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遥 对应用型高校来说袁瞄准当地
产业特点袁找准细分市场定位袁打破专业壁垒袁宏观调
整专业设置及招生人数袁积极构建野基础相通尧领域相
近尧岗位相关冶的专业集群袁可以进一步推动学科内涵
建设和错位发展袁换句话说袁在开展专业建设与产业

图 3 应用型学科特色专业集群的建设路径

Fig.3 Constructive path of characteristic professional
group in applied-subjects

3.1.2 在学科建设上袁坚持野请进来冶与野走出去冶

需求大调研时袁可回溯知识源头袁克服简单应用倾向袁

一是培育野双师双能冶型导师袁让教师野走出去冶遥

凝练学科优势袁激发实践创新潜能袁逐步实现以创新

当前应用型高校的教师普遍缺乏企业实践经验遥 一方

驱动产业的转型升级遥

面袁可以鼓励校内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袁紧跟行业发

以闽江学院野纺织服装专业群冶为例遥 闽江学院服

展动向袁同时在岗位晋升尧绩效考核中探索教师分类

装与艺术工程学院成立于 2003 年袁纺织科学与工程尧

评价管理办法袁在职称晋升尧绩效考核中增加横向科

设计学为主干学科袁目前已开设纺织工程尧服装设计

研项目尧成果转化尧服务社会经济效益等指标袁为科技

与工程尧服装与服饰设计 3 个本科专业袁其中服装设

推广型教师野搭梯子冶袁变野以论文为导向冶为野以市场

服装专业群冶 于 2016 年列为福建省普通本科高校向

面袁通过积极培育野双师双能冶型导师袁可以逐步调动

计与工程专业于 2010 年荣获国家级特色专业袁野纺织

渊经济冤为导向冶袁切实提高其应用实践能力[8]曰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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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野三创冶渊创业尧创新尧创造冤热情袁把专业教育尧

当地企业输送了一大批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专业技

实习实训作为推动野三创冶的重要支撑袁形成野导师助

术人才袁大大缩短了人才与行业磨合期遥 瞄准闽北竹

动尧示范带动尧氛围促动冶的三方联动机制袁只有一只

产业特点及学生就业需要袁 重点增设竹纤维加工工

高素质的野双师双能冶型教师队伍才能带领出一批有

艺尧材料成型工艺等基础核心课程袁还进一步整合环

特色的契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团队遥 二是深化

境生态工程专业尧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尧化学工程

野引企入教冶袁把企业野请进来冶遥 聘请经验丰富的企业

与工艺专业尧生物工程专业袁在这 4 个专业开设可供

等曰依托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成果推介平台袁定期举办

科交叉互融互通尧人才一专多能等培养目标袁有效促

技术骨干兼职校外导师袁定期到学校开展论坛尧沙龙
线上或线下成果展示会尧项目推介会袁着力推动人才

学生交叉互选的专业群拓展课程平台[9]袁充分实现学
进闽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遥

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有效对接曰与相关企业共同探讨

建设高规格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遥 土木工程与建筑

订单式人才培养尧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曰在课程设计尧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55 人袁具有工程师尧监理工程师及

教材研发尧实习实训中鼓励依托企业或联合中高职业
学校袁设立田间实验室尧项目实践基地等袁大胆的将相
关专业特色鲜明的中高职院校当做应用型特色专业
群建设的催化剂和助推器遥

建造师等野双师型冶教师达 60%以上袁有计划的选派教
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出国进修袁 同时长期聘请 10 余

名企事业单位高级技术人员为兼职导师袁通过产教相
长袁学研并重袁以点带面袁重点推进袁不断促进野双师

以武夷学院为例遥 武夷学院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
绿色腹地袁2007 年升格为本科院校袁 是目前为止闽北
唯一一所本科院校遥 学院升本较晚袁在招生上有野量冶

型冶教师队伍的壮大遥
3.2 加强以地方特色为主导的产业学院建设
福建省政府办公厅于 2018 年出台 叶关于深化产

的优势袁但是缺乏野质冶的优势 袁同时面临闽北地区科

教融合十五条措施的通知曳袁提及野鼓励企业与应用型

技尧文化创新发展等相对沿海城市落后尧产业结构划

本科高校尧 职业院校合作共建非独立法人的产业学

分模糊等一系列市场环境袁如何谋划学科定位袁实现

院冶袁 这一文件的出台首次将建立产业学院定位在政

科研尧智力产能效率最大化袁这对于向应用型转型升

府决策层面袁 同年 12 月由教育厅批准成立福建省高

[9]

级的学院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遥
打造高标准茶产业产教融合平台遥 武夷山是福建

校产业学院发展联盟遥2021 年 10 月袁省教育厅及工信
厅联合发文叶福建省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总体方案曳渊闽

省茶叶主产区袁 目前已发展成为武夷山市绿色发展和

教高也2021页38 号冤袁明确提出野十四五冶期间我省将分

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遥 学院设立的茶学专业获批国家

批建设 30 个左右省级现代产业学院袁 这是该省继

级特色专业袁 建设茶文化经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验区袁配套建设生态实验茶园尧茶叶栽培与育种研

2018 年后对产业学院建设提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遥

产业学院是以育人为本尧 产业为要袁 打造集产尧

究室等 8 个产学研功能完善的教学科研型实验室[10]袁获

学尧研尧转尧创尧用于一体的创新平台袁建设产业学院是

批野大武夷茶产业研究院冶野茶叶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

省内应用型本科高校顺利转型升级的有益探索袁是推

中心冶袁联合福建尧广东尧台湾两岸三地高等院校尧科研

动教育领域人才供给侧的重大结构性改革袁也是进一

院所尧企业组建 野中国乌龙茶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冶等袁

步促进产教融合尧科教一体的强大抓手袁通过产业学

通过搭建平台尧整合资源尧联合攻关袁极大促进学院应

院这一平台可以实现人才精准供给尧打通野科研链-产

用型能力全面提升及福建省茶产业后备优秀人才培

业链冶脉络尧助力解决实验室到市场的野最后一公里冶

养遥

问题遥
强化高匹配度应用型人才培育遥 通过野订单式培

近年来袁福建省各应用型高校围绕当地产业发展

养冶袁先后开办野太阳班冶野顺丰班冶野圣农班冶袁与武夷星

需求袁陆续形成了政府主导尧学校搭台尧行业牵头尧企

茶业有限公司尧武夷山旅游公司尧南平电线电缆厂尧泉

业参与等多种建设主体交互作用尧各有侧重的产业学

州迎宾馆等企业共建了百余所实习实训基地袁近年为

院袁 例如: 校企型产业学院要闽江学院与百度共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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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度大数据创新学院冶曰校政型产业学院要武夷山市

业三者之间存在多重关系袁高校特别是地方应用型高

政府与武夷学院共同成立的野朱子学院冶曰校政企型产

校肩负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使命袁企业亟需以科技创新

业学院要福建江夏学院与省住建厅及相关企业成立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袁政府部门也日益重视

的野装配式建筑产业学院冶遥

产业链尧科技链尧人才链尧创新链的深度融合遥 三条螺

福建省以武夷学院为代表率先探索产业学院建

旋线在旋转上升过程中相互独立又彼此影响袁在耦合

设袁2016 年 3 月袁 圣农食品学院由圣农集团捐资 2 亿

过程中打破原有边界壁垒袁增强人员尧信息尧技术等横

元与武夷学院共同开办袁一方面聚合武夷学院食品科
学尧加工尧物流等专业人才尧平台优势资源助力野中国

纵向资源循环袁通过协同创新发挥 1+1+1跃3 的效果遥

肉鸡第一品牌冶转型升级袁另一方面也强化学院学科
建设尧带动学生就业率尧加快学院整体向应用型方向
转型遥 同年底袁莆田学院瞄准当地工艺美术尧装备制造
等支柱产业袁以应用型人才专业群为主体成立 6 个相

关产业学院咱11暂遥 福建工程学院也先后成立智能制造产
业学院尧建筑现代化产业学院尧智慧水务产业学院尧福

耀产业学院尧京东智联云产业学院尧工程数字化管理
产业学院等 6 个产业学院袁2021 年袁 智能制造现代产
业学院获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遥

图 5 产学研三者耦合发展促进协同创新

Fig.5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在该视域下袁政府应从政策尧资源以及制度上对
高校和企业进行适当引导和规范遥
渊1冤优化资源配置
结合市场发展趋势对相关应用型高校招生规划尧
专业设置尧 教师评聘等方面给予宏观调控和分类指
导袁不越位尧不缺位尧不错位遥
图 4 产业学院内涵实质

Fig.4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Industrial College

3.3 提升以政府为主导的三方野螺旋式发展冶动力
野三螺旋冶概念最早用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生物

渊2冤政策上规范引导
不断完善野校政企冶三方合作规章制度和合作内
涵尧对产业学院建设出台相关可操作性指南尧建立多
元参与的动态评估体系遥

学领域袁2001 年国内学者首次公开尧 系统地介绍三螺

渊3冤主动进行市场调控

旋模型袁现在多用于形容政府尧企业和高校之间的新

支持高校尧科研院所建立技术转移机构尧育成中

型互动关系遥 野产学研冶一体化是以三螺旋的外在形式

心尧科技园等第三方技术中介机构袁逐步健全和规范

描绘多方主体以区域创新驱动发展为根本目的有机

技术转移服务流程遥

融合在一起袁形成从高校创新策源地到行业企业创新

渊4冤协调畅通金融机构的野绿色通道冶

成果执行地的聚合尧协同的发展动态描述遥

鼓励金融机构设立产学研银行融资产品专项尧增

不可否认在新形式下袁政府尧高校渊科研院所冤尧企

设校企合作项目的绿色融资通道尧对进行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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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企业给予优先放款或利息支付等方面的优惠遥
渊5冤搭建 野互联网+冶信息化平台
利用网络优势袁 聚集区域特色产业技术需求袁精
准对接相关高校尧科研院所团队袁不断完善野科研链-产业链冶上下游延伸尧全覆盖袁逐步实现现代化的产学
研服务能力[12]遥

[5] 郑素娟.探析我国高校产学研主要模式[J].现代经济信息,
2016(10):43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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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Cohes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ZHANG Luying袁 YUAN Zongsheng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ography,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pplication-ori鄄

ented colleges, and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er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in Fujian province.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among schools,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th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reforms led by colleg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colleges led by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 the government-led tripartite "spiral development" power. Exploring the

working idea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s go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hesive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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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
任琪
渊安徽农业大学 工学院袁 安徽 合肥 230036冤

摘

要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袁加强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

略需要袁是涉农高校办学育人的神圣使命袁是现代农业科技人才的客观需求遥 在问卷调研尧座谈访谈尧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袁
分析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从科学设置野新工科冶理论课程体系尧有效构建野新工科冶
人才培养实践平台尧科学整合野新工科冶人才资源融通尧优化升级野新工科冶人才双创师资队伍四个方面加强涉农高校工科
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遥

关键词院乡村振兴战略曰工科生曰创新创业能力曰涉农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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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冶袁到野十四五冶规划关于乡村振兴的战

1 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
的必要性

略部署袁明确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袁野三农冶工作备受
党和国家的重视遥 做好野三农冶工作袁人才是关键遥 然而
现实中袁涉农高校的工科专业学生袁不愿从事农业相

1.1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关领域工作袁 不愿到农村基层就业现象客观存在袁这

大会上庄严宣告袁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

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不利的影响遥 后疫情

斗袁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

时代袁就业形势较为严峻袁伴随着农业机械装备现代

百年目标袁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

化的现实需求袁农业科技人才的紧缺袁这都要求必须
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到农村尧到

个百年目标奋进[1]遥 大学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袁必
须要坚决扛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使命遥

基层去建功立业遥 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涉农高校工科

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农机机械装备现代化息息相关袁农

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路径袁提高其创新创业能

业机械装备现代化继续培养一批懂农业科技尧 热爱

力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遥

野三农冶事业的农机装备研究人才遥 涉农高校工科专业
研究生大有可为袁大有作为遥 涉农高校工科专业研究

收稿日期院2021-10-12

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育显得尤为关键袁这关系着服务

基金项目院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渊SK2019A0150冤曰

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的质量优劣袁关系着农机装备现代

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暨野三全育
人冶综合改革试点省建设奖补项目渊sztsjh20191-4冤曰安徽农业大学 2021 年基层党建野书记项

化的推进程度袁关系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遥
1.2 涉农高校办学育人的神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给涉农高校党委书记校

目冶曰安徽农业大学 2021 年思政工作品牌重点

长回信中明确要求袁 涉农高校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袁

作者简介院任琪渊1981-冤袁女袁汉族袁博士袁政工师袁主要从

要求涉农高校聚焦办学使命袁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

培育项目遥

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遥

以强农兴农为己任袁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2]遥 这就
要的人才支撑遥 加强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

任琪院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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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培育袁 可以有效保障高校工科人才培养质量袁

创业课程收获较大曰30.1%的学生表示参加过创新创

同时对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尧提升就业竞争力提供了

业竞赛训练袁 如果创业袁81.7%的学生选择技术含量

更多的机会和可能遥

高尧短平快尧市场空间较大的行业袁而不是结合自己的

1.3 现代农业科技人才的客观需求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尧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一批理

专业做创业遥 50.1%的学生认为学校开展的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数量不足袁应进一步加大课时量袁满足大学

想信念坚定尧专业知识扎实尧实践能力过硬的现代农

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需要曰64.5%的学生认为学校

业科技人才遥 涉农高校袁作为野三农冶人才培养的重要

应进一步加大对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工作的指导力度袁

摇篮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也是办学治校
的应有之义遥 提升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袁加强对农业装备机械化的科学研究袁提升学生对

野三农 冶工作的认可度和归属感袁也是现代农业科技
人才的客观需求遥

66.2%的学生认为学校有必要结合工科生实际袁 注重

工程设计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曰37.3%的学生认为
入校后袁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意愿较强烈袁但是因
为专业基础薄弱袁 找不到团队袁 找不到指导教师曰
38.1%的学生认为创新创业模拟实训孵化力度不够遥
由此可见袁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课程一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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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存在设置不合理尧不到位的情况遥

存在的问题

2.3 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
不足

笔者采取智慧问卷星调查尧 座谈调研等形式袁针
对安徽农业大学工学院大三尧 大四学生进行线上调
研尧线下访谈袁线上收回有效问卷 305 份遥 通过问卷分

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师资来源基本

上是辅导员尧学校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管理干部[4]袁他

们多侧重于理论的讲授袁但是对于实践实战袁本身有

析袁结合访谈尧查阅相关文献袁最后得出乡村振兴战略

一定的局限性袁 所以在指导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

背景下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主

中袁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遥 校外的双创导师也仅限于与

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遥

入围参加省赛及以上比赛的获奖学生有交流有指导袁

2.1

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没

他们有着丰富的实践和实战经验袁 但因本身业务繁

有紧密结合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忙袁兼职指导袁精力投入有限遥 工科专业课教师在授课

工科专业是涉农高校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过程中袁教育教学水平也参差不齐袁未能充分将工程

随着集约化尧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袁智慧农业尧无人农场

创新与实践的相关内容融会贯通课程体系袁对学生的

等应运而生袁农业机械在耕尧种尧管尧收方面袁与作物的

创新意识创业能力培养启发不够遥

栽培尧改良有关的科学和技术渊以下简称野农艺冶冤联系

2.4 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未做

越来越紧密袁体现在现代农业的方方面面袁发挥着越
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3]遥 然而袁据对安徽农业大学工科
专业大学生调查显示袁38.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工

科生袁没有必要学习农业相关专业知识曰63.9%的调研

到因材施教
调查显示袁34.3%学生认为创新创业教育理论没

有紧密结合工科生实际袁多以通识课为主遥 66.2%的学
生认为专业课程中应当注重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袁将

对象认为学校针对工科生应开设野三农冶专业相关课

本行业科技信息及时传授到位袁加入工程创新创业实

程曰41.7%学生认为涉农专业高校工科专业毕业生更

践内容遥 学生大多数认为参加学科尧创新创业类竞赛

好地服务野三农冶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袁学校有必要加

对提升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袁大四忙于

强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遥 通过上述调研数据显

考研就业袁没有精力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袁与此形

示袁涉农高校工科专业招生培养中袁涉农高校工科专

成对比的是袁 大一的学生刚进大学各种新鲜感十足袁

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没有紧密结合服务乡村

创新创业意识浓厚袁 是进行创新创业启蒙的最好时

振兴战略袁学生服务野三农冶意识淡薄一定程度存在遥

机袁但往往因为专业基础薄弱袁感觉各类竞赛中被忽

2.2 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课程设置不到位

视遥 学生建议学校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特点需求袁改进

调查显示袁31.4%的学生表示参加学校过的创新

创新创业教育侧重点袁做到因材施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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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硬本领和卓越能力遥

3 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
路径

3.2

有效构建野新工科冶人才培养实践平台袁提高创
新创业实践能力
当前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根

本任务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袁更要注重五育并举袁注重强化
学生在实践中提升对三农工作的情感袁在实践中坚定
服务三农工作的信念袁在实践中增长服务三农工作的
才能遥 在专业实践中袁注重强化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袁
进行工程设计袁 可以贯穿智能农机装备的设计研发袁
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遥 注重发挥野三下乡冶袁志
图 1 涉农高校工科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路径

愿服务工作的功能袁组织学生前往农村尧企业袁参加农

of engineering majors 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的优势和短板袁了解专业发展动态袁了解农机现实需

Fig. 1 Cultivation path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业劳动袁进行农业调研袁了解农村实际袁了解乡村振兴

3.1

求遥 搭建赛训一体的实践平台[6]袁引导学生参加学科竞

科学设置野新工科冶理论课程体系袁适应乡村振
兴战略要求

赛尧创新创业竞赛袁坚持以赛代训袁以赛促学袁增强创

野新工科冶是以立德树人为引领袁以应对变化尧塑

新意识袁提升专业技能遥 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创新创业

造未来为建设理念袁以继承与创新尧交叉与融合尧协调

类社团尧创新创业类培训袁鼓励他们积极在创客空间

与共享为主要途径袁培养未来多元化尧创新型卓越工

进行创新创业类实践袁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袁一起进

程人才 遥 野新工科冶专业人才培养袁更加注重通专融

行创新创造遥 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袁完善学院新

合袁跨界培养遥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我们培养一专

工科人才野创意要创新要创业冶教育体系袁广泛搭建创

多能尧知农爱农新型工科人才袁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

新创业育人平台袁努力实现每位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

培养方案中袁建立既注重野新工科冶人才培养的通识教

与一项创新创业赛事或项目的目标遥 要针对不同年

育与跨界培养要求袁又要有效结合农机尧农艺课程体

级袁有策重点地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遥 一年级重点聚焦

系遥 可以优化设置通识教育尧学科基础教育尧跨专业教

创新创业教育启蒙袁帮助学生找项目进团队袁结合新

育课程体系袁涵盖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尧工程专业基础

生入学教育中的专业教育尧大学生野暑期三下乡冶社会

类尧人文社科类尧工程实践类课程遥 通识课中可设置农

实践等契机袁安排学生赴校外教学和就业实习实践基

业信息技术尧中国农业发展史等课程曰专业课中设置

地进行参观学习袁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袁培养学生

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尧 农产品加工机械与工艺等课程曰

主动获取专业知识的意识曰二年级聚焦创新创业教育

公共实践课程中设置农事操作尧 工程训练等课程曰人

实践袁引导学生申报项目袁参加创新创业比赛袁结合专

文社科类课程中设置农耕文化尧 绿色课堂等课程袁补

业课程的学习尧各类学科竞赛等袁在专业课教师的指

齐工科学生的历史人文素养袁 又将一些农业知识尧农

导下袁进行基础的工程技能训练袁探索简单的发明创

业课程进行有益补充袁实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进行

造袁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比赛袁打牢学生的创新创业基

有效衔接遥 要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重要作用袁在专业

础袁培养学生的精益求精思维曰三年级聚焦创新创业

课中袁既注重培养学生工程设计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教育实战袁引导学生作为创新创业竞赛主要负责人带

力袁将创新创业项目尧学科竞赛尧科学研究融为一体袁

项目袁做平台袁做实训袁安排学生赴相关企业及实践基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工匠气质袁在知识传授中实现

地开展毕业实习袁重点培养学生知识运用能力袁为学

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遥 创新创业课程中更要注重因材

生走向社会袁成长为大国工匠奠定坚实基础遥 四年级

施教袁根据工科生实际袁启发引导学生坚定服务野三

聚焦引导学生市场孵化袁将那些真正有创业意愿袁具备

农冶的信心和信念袁树立野大国工匠袁匠心筑梦冶的深厚

创业素养的学生袁进行扶持孵化袁帮助整合资源袁优化

情怀和时代担当袁更要练就野精益求精袁创新创造冶的

政策供给袁帮助其将创新创业成果转化为实战状态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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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保障遥 高校应建立专职尧兼职的创新创业导师队
伍袁要结合野新工科冶人才培养实际袁选优配强师资基
础上袁注重强化师资队伍培训提升袁要有意识地结合
野新工科冶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需要袁进行工程创新
设计培养曰在导师遴选中袁要有意识地将乐于进行创
图 2 新工科人才培养实践平台

3.3

新创业实践尧有丰富创新创业实践实战经验尧有全程

Fig. 2 New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practice platform

科学整合 野新工科冶人才培养资源融通袁加强创
新创业扶持力度

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竞赛实践的教师尧校友尧企业
家尧辅导员尧团干部纳入其中遥 要严把创新创业导师队
伍政治关袁引导老师们在课程讲座中袁注重专创融合尧

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袁 注重整合学校尧 政府尧校

思创融合遥 要注重师资队伍中工科尧农科尧经济管理类

友尧合作企业等各方面资源袁进行协同育人袁合力构建

专业教师兼具袁校内和校外尧管理干部和业务教师的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支持体系遥 高校要强化创新创业

共管袁注重发挥传统工科和综合学科优势袁组建高素

学院的统筹袁整合各类创业导师尧创业课程尧实践平台

质的双创导师队伍袁成立教学团队袁进行教研活动袁提

资源袁服务学生创新创业遥 要做好校内创客建设袁搭建

升双创辅导能力遥

校内创新创业实践和专业实践的平台袁点燃学生创新
创业的梦想袁为他们的创业实践助力遥 要发挥校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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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Path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REN Qi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6袁 China)

Abstract院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鄄

ties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strategic need to build a mod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a
sacred mission of running schools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n objective demand for modern a鄄
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seminars and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t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involvement in the four aspects of scientifically setting up the 野new engineering冶 theoret鄄
ical curriculum system, effectively constructing the 野new engineering冶 talent training practice platform, scientifically integrating the野new
engineering冶 talent resource pooling, and optimizing and upgrading the 野new engineering冶 talent double creation faculty team,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ngineer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agriculture-related col鄄
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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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改革探索
阮承治袁 范有机袁 叶希梅袁 邵海龙袁 陈丽华袁 杨信锟袁 徐涛
渊武夷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以武夷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袁按照国家工程教育要求开展新工科专业建设袁在专业建设教学改革

中应主动求变袁适应新要求和新发展袁不断推动专业质量发展与内涵提升遥 建议从改革思路尧改革举措和实施改革保障措
施等方面对专业建设展开讨论袁提出满足应用型新工科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专业建设方案遥

关键词院电子信息工程曰工程教育认证曰专业建设曰新工科
中图分类号院G642.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80原园5

为积极响应国家创新型人才发展战略袁教育部积
极推进新工科建设遥2017 年至今袁教育部陆续出台叶关

方面对专业建设展开论述袁进一步提升该校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内涵式发展遥

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曳叶新工科建设指南
渊野北京指南冶冤曳野六卓越一拔尖冶 计划 2.0 等一系列文

件袁 提出到 2030 年要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工程教

育体系[1-2]遥 工程教育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
保证制度袁是实现高等工程教育国际实质等效的重要

基础[3]遥 按照国家工程教育要求开展新工科专业建设袁

实施符合面向产出的教育 渊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冤理念的专业改革是实现新工科建设袁建成我国
高等教育工程教育体系的保障 遥
[4]

武夷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自 2008 年升本以

来袁累积培养毕业生超过 1 300 人遥 2019 年本专业启

1 改革思路
工程教育认证实施倡导的 OBE 理念是 野学生为

中心尧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冶 [5]袁该理念的教育标准体

系如图 1 所示遥 该体系首先应设置符合国家尧行业尧学
校和学生需求的培养目标袁培养目标明确未来五年培

养人才的能力尧层次和就业方向等袁关注学生毕业五
年后野做成什么冶[6]遥 培养目标对毕业要求起决定性作
用袁毕业要求是指毕业生完成学业时掌握知识和能力

的分解细化袁关注学生刚毕业野能做什么冶遥 根据人才

动国家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前期调研准备工作袁目前结

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细化尧分解各个指标点袁使其

合电子信息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国家工程教育认

具体化尧规范化和可观测遥 再根据指标点确定课程体

证规范要求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遥 在新工科工程

系袁形成指标点达到的支撑因子[7]遥 课程体系要通过教

教育认证建设背景下袁以武夷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为例袁从改革思路尧改革举措和实施改革保障措施等
收稿日期院2021-08-19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FB鄄

学要求进行落实袁而进一步的教学要求又决定教学内
容遥 在此标准体系下袁培养目标尧毕业要求尧指标点尧课
程体系尧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等环节袁前者是决定后
者的要素袁后者是支撑前者的保证遥 此外袁OBE 工程教

JG20200050)曰武夷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

育认证标准体系还包括对教学评价的设计袁分别通过

目(ZY202003袁JG202009袁KC202022)遥

校外循环和校内循环评价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符

作者简介院阮承治渊1984-冤袁男袁汉族袁博士袁副教授袁主要

合度和达成度袁并形成反馈和持续改进机制袁推进新

从事电子信息工程方面的教学与科研遥

工科专业内涵式发展[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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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教材袁加强一流课程建设遥 积极引导与鼓励学生参
加教师科研工作或进行自主创新性的实验袁加强校外
实践基地建设袁 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类科技竞赛袁培
养学生创新精神袁提高学生技术动手能力遥
渊5冤建立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
健全质量保障机制袁 提高教学管理的各个环节袁
注重教学过程中的信息反馈袁并形成机制袁实现培养
目标和毕业要求的持续改进遥 武夷学院作为地方应用
图 1 工程教育标准体系

Fig.1 Engineering education standard system

为实现 OBE 理念下的人才培养目标袁 在国家工

型本科高校袁注重实验实践性环节的教学评价体系的
建立袁通过答辩尧实物展示和设计报告等多种形式袁提
高学生动手能力袁推动新工科专业内涵式发展遥

程教育认证背景下袁武夷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新工
科建设具体改革思路如下院
渊1冤完善课程体系结构

2 改革举措

优化课程体系袁完善课程体系结构遥 设置一批反

为支持培养目标的达成袁武夷学院电子信息工程

映学科发展趋势和前沿性最新成果课程袁 特别是理

专业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尧产教融合和协同发展等三

论尧实验和实践为一体的模块化教学课程袁建立具有

个方面提出改革举措袁为新工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深

一定特色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体系遥 本专业分嵌

入展开提供基础遥

入式系统和信息处理两个专业方向袁根据最新的学科

2.1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袁培育建设一流课程

方向知识袁探索融入人工智能尧深度学习和机器视觉

渊1冤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等前沿知识袁并根据两个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袁修订

充分依托和利用闽北行业优势与特色袁以野基础-

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遥

专业-工程冶能力培养为主轴制定人才培养方案遥 通过

渊2冤推进建设一流课程

走访相关企业和毕业生袁 并召开行业专家论证会袁以

依靠各种线上教学平台和资源袁 如中国 大学

野强化基础理论袁注重工程思维袁优化实践能力袁培养

MOOC尧 超星和钉钉等袁 建立专业基础和核心课程慕

创新精神冶的原则建设课程体系结构袁根据工程教育

课袁倡导小班教学袁创建线上虚拟仿真实验案例库袁打

标准体系对专业知识点的要求袁将本专业课程体系分

造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曰 采用现代化智慧教学手段袁

为院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模块尧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模

积极动员专业教师申请校级尧 省级和国家级一流课

块尧专业基础知识模块尧专业方向知识模块尧工程能力

程曰通过积极开展系部教学方法研讨会袁并组织教师

培养模块五部分遥 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袁人文社会

参加闽台师资培训尧企业挂职锻炼和教学能力培训等

科学知识模块主要包括思政课程尧大学生心理健康和

多种交流学习袁把教育教学改革作为一项持续性的专

创业基础等课程曰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模块主要包括

业建设工作遥

高等数学尧线性代数和大学物理等课程曰专业基础知

渊3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识模块主要包括工程制图尧电路尧模拟电子技术尧数字

鼓励中青年教师进一步深造袁加强野双师型冶教师

电子技术尧信号与系统和微机与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等

队伍建设袁专业核心课程实行高级职称或博士教师负

课程曰电子信息工程分为嵌入式系统和信息处理两个

责制袁组建一支老尧中尧青搭配的教师梯队遥

方向袁其中袁嵌入式系统方向主要包括嵌入式系统设

渊4冤加强教材尧实验室和实践基地的建设

计与开发尧 电子设计自动化和物联网技术及应用曰信

夯实专业基础课尧 实验实践和专业主干课程教

息处理方向主要包括信息论与编码尧数字图像处理和

学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袁出版专业课程实验教材和精

DSP 技术及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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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建设专业一流课程

课程袁通过学校提供理论教学尧企业通过项目训练和

课程教学是实施电子信息工程人才培养的基本

实践训练袁因材施教袁提高学生创新能力遥

单元和重要载体袁是实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渊3冤加强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

的前沿阵地遥 近三年袁本专业课程改革中注重融合课

野双师型冶教师是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重要

程思政袁把大国工匠精神尧创新精神和爱国精神融入

源泉袁是培养卓越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基本保

课程教学中袁引导学生具有大国担当尧创新能力和爱

证[11]遥近年分阶段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袁如南

国情怀的价值观遥 同时引入各自线上资源袁主要围绕
嵌入式系统和信息处理两个方向展开一流课程建设袁
2019 年以来袁 专业大学物理课程获批省级一流课程袁

平太阳电缆尧福建创四方电子和武夷山市美华实业有
限公司等遥 目前 70%以上专业教师具有企业工作经

历袁教师的工程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得到提高袁学生

专业获批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

能力也会得到加强遥 组织福州大学尧厦门理工学院和

项袁数字电子技术尧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尧电气控制与

常州工学院等高校专家参与讨论与修订人才培养方

PLC 等获批校级教学改革课程 4 门遥 2021 年出版单片

案袁聘请企业高管和优秀毕业生以讲座的形式将工程

系统设计与开发尧微机与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和检测与

神走进讲台袁培养学生大国工匠精神遥

机原理与应用实验教材 1 本袁目前专业课程中嵌入式

实例和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袁并将企业文化和工匠精

传感器技术等 4 门课程进行一流课程培育遥

渊4冤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2.2 打造产教融合模式袁加强新工科应用型发展

传统的最终成绩考核中袁 过程考核占比较低袁加

渊1冤加强行业内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强过程考核评价机制袁有利于师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

武夷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通过与南平太阳电

问题和解决问题遥 专业改革中建议理论课过程考核占

缆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袁持续建设产业学院要要
要太阳电

最终成绩的可选比例为 40%尧50%和 60%袁 授课教师

分学生已在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袁并成为

考核中袁为客观全面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袁要求授课教

技术骨干遥 同时袁专业与福建创四方电子有限公司联

师至少具备三种考核方式袁并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要求

办创四方电子专班袁 将为单一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袁

考核学生遥 图 2 中是过程考核占最终成绩比例为 50%

缆学院袁并举办电线电缆专班袁该专班已举办六届袁部

推广为电线电缆尧电子传感器行业培养新工科应用型

按照课程特点袁选择合适的课程评价体系遥 在过程性

的专业课程评价体系遥

电子信息类人才遥 企业通过产业学院让学生了解企业

同时袁应加强实践教学管理袁改变传统的以预习尧

文化袁与企业双向选择签订合同袁企业为学生提供实

操作和总结报告等形式来评价实践课程成绩的考核

习岗位袁同时通过与行业内企业的交流合作袁学校能

方式袁探索采用制作实物作品尧现场答辩和实习过程

更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袁 可对专业课程的知识点尧教

记录等方式袁 建立完善的学生实践过程管理制度袁重

学方法和考核内容及考核方式等展开针对性的改革袁

点考核学生的表达尧组织尧团队合作和实践动手能力遥

使得培养出用人单位满意的人才袁提高电子信息工程
毕业生就业质量遥
渊2冤逐步完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为进一步落实产教融合模式在新工科建设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袁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创
图 2 课程评价体系

新能力遥 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袁需要积极引导学生
主动提出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袁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袁形成自主学习和自觉学习的氛围[9-10]遥 鼓励相

2.3

Fig.2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树立协同发展思想袁实践新工科多机制育人

关教师联合企业开设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相关课程袁比

渊1冤巩固实习加就业协同育人机制

如为适应产业学院的用人需求袁合作开设光电子技术

到企业完成毕业实习一直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阮承治袁等院应用型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改革探索

教学的重要步骤袁学生通过毕业实习袁可以对专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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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改革保障措施

解更为具体尧深刻袁可增强工作岗位适应能力遥 经过专
业近年来的努力袁目前与专业建立的稳定实习单位有

在教学管理过程中袁应健全质量保障机制袁狠抓

6 家企业袁 学生均是由校内导师和企业工程师组合式

教学的各个环节袁注重组织建设尧质量保障及实施成

带队参加专业实习袁在实习过程中学生能得到理论和

效反馈袁加强质量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度袁并实现持续

实践的双重保障遥 在实习教学改革中袁一方面是实习

改进机制遥

时间确保能达到 2 个月曰另一方面袁通过学校提供的平

3.1 组织建设

台袁企业与学生可深入沟通了解尧双向选择袁这样学生

在学校层面上袁主管教学工作副校长尧教务处尧校

能深入掌握工程实践知识袁 企业也可通过毕业实习考

督导等负责袁领导和决策全校教学质量保障尧监控与评

核毕业生袁可为企业储备合适人才遥 经统计袁近三年毕

价工作的组织协调和行政管理袁制定叶武夷学院本科教

业生有 15%的学生能留在实习单位就业袁 部分学生已

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实施意见曳袁确保教学质量保障

成为企业的骨干技术人才袁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遥

体系的基本制度遥 对重大问题向学校提出意见和建议遥

渊2冤探索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

二级学院层面上袁 建立以院长任组长的院级教学督导

产学研融合协同育人机制是新工科工程教育专

组袁负责全院教学质量保障袁具体实施教学督导和教学

业建设的重要内容袁对培养多元化尧应用型和创新型

评估等工作遥 在本系组织建设层面上袁主要由系主任和

卓越工程技术人才具有重要作用[12-13]遥 但目前人才知

专业教师等组成教学听课评课组袁负责教师评学尧同行

识体系与结构常出现无法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的

评议尧日常教学活动和教学检查等工作遥

状况袁因此在新工科专业建设中探索产学研融合势在

3.2 质量保障

必行遥 在国家工程教育认证理念的背景下袁结合南平

实行三级管理袁即院督导组负责全院的教学质量

五百亿机电制造产业和我校智能控制产业群建设袁以

监控袁系负责所属教师的教学质量监控袁院学工部门

学生为中心袁以成果为导向袁对标新工科专业建设计

负责教学信息评价与反馈遥 坚持教学督导听课和学生

划要求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建设目标袁明晰新工科定

信息反馈制度袁收集和整理师生建议袁加强全过程教

位袁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遥

学质量监控遥 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三级保障管理体

渊3冤增强项目加平台协同育人机制

系袁保证教学效果袁并实现持续改进遥

项目加平台育人机制也是一种教学机制袁其目标

3.3 实施成效

更侧重于工程项目的完成袁这种教学机制更有利于培

强化教学质量意识袁巩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遥 促

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14]遥 2018 年以来袁教师获批国家

进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袁激发学生学习积极

市厅级项目 10 余项袁校师生共建科研团队项目 1 项遥

和电子设计竞赛等袁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遥 2018 年以

各类科研项目袁师生携手对电子信息技术难题进行攻

福建省野互联网+冶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2 项尧铜奖 3 项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袁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袁

性和主动性遥 鼓励学生参加野互联网+冶创新创业大赛

电子信息工程学生通过在教师的带领下参与相关的

来专业获得中国野互联网+冶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1 项袁

关遥 这种协同育人机制必然有利于锻炼与提高学生的
主动学习能力袁 有利于释放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思
维袁并由此衍生出创新训练项目遥 近三年专业教师指
导学生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5 项袁省级大
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10 余项遥 师生合作发表论文 6 篇袁

授权发明专利 5 项袁实用新型专利 7 项袁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12 项袁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遥

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 1 项袁福建
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省级以上获奖 20 余项袁 落实
了应用型本科培养遥

4 总结
结合教育部提出的新工科和工程教育认证的新
要求和发展方向袁 武夷学院作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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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袁主动适应专业建设的教学改革袁坚持以产出为导
向袁以学生为中心袁并持续改进遥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根
据工程教育认证 OBE 理念提出改革思路袁 并结合人

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尧产教融合尧协同育人等多举措实
施教学改革袁并在实施改革过程中从组织建设尧质量
保障体系和实施成效等方面提供保障措施袁为专业建
设提供可行的建设方案袁可进一步落实应用型本科内
涵式发展遥

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J]. 实验科学与技术, 2020, 18(6):
71-75.

[7] 范程华, 陈明生, 张忠祥, 等. 工程教育认证理念下电子信
息工程专业卓越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 淮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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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飞, 孔庆凯, 孟祥虎, 等. 面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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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ajor
in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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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ajor of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major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鄄
tion and teaching, we should actively seek changes, adapt to new requirements and new developments,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de鄄

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connotation. Discussing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form ideas, reform

measur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guarantee measures, this construction reform proposes a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plan that meets
the background of application-oriented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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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以应用型本科高校武夷学院机械制造基础课程为例袁针对传统教学弊端袁课程组将信息技术引入课程教

与学全过程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袁模块化重构教学内容袁采用野引用+自建冶方式创建适合地方应用型
本科教学的课程资源袁制定以野职业素养提升冶为核心的课程思政教育体系袁应用 PBL 分组任务法尧案例法尧研讨法等教学

方法袁改革线上线下多元多对象考核评价方式袁将教学资源链与工程应用链尧思政教育链交互对接袁经过多年改革创新与
实践袁课程建设效果显著遥

关键词院机械制造基础曰课程建设曰一流课程曰教学改革曰应用型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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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旨在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尧跨界整合能

1 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

力尧高素质复合型高级工程科技人才袁武夷学院以建
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的应用型本科院校为办学定位袁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不仅具有概念多尧 内容广尧理

为了进一步提升毕业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袁制定了机械

论性及实践性强的特点袁还涉及材料尧工艺等多方面

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强的工程应用实践及
创新能力遥 机械制造基础作为机械类专业核心课程袁

知识袁目前教学中普遍存在如下问题 [1-4]院学生缺乏相
应工程实践经历袁 仅仅通过课堂讲授和课后复习袁很

在专业素质和技能方面要求学生具备选择机械零件

难将知识点理解透彻袁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曰课程部

材料及制定热处理的能力袁要求掌握零件的切削加工

分教学内容比较枯燥袁 且部分教师教学方法陈旧袁导

方法和制订工艺规程的能力遥 但是该课程理论性实践

致学生学习兴趣缺乏曰 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比较单一袁

性强袁学生缺乏相应工程实践经历袁传统教学方式使

通常采用期末闭卷终结性考核方式袁 成绩占比较大袁

学生感觉学习艰难袁知识难以转化应用遥 课程组通过

且平时成绩评定也较缺乏实质性依据袁不能真正测试

深入分析传统教学存在的弊端袁积极探索在新工科背

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曰课程思政融合困难袁思政教育与

景下适合武夷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的 野两性一

专业知识教育切入点把握不到位袁缺乏方法与载体遥

度冶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模式袁并取得了阶段性教学
成果袁以期对其他类似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经验遥

2 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混合式教学改革
随着信息技术尧 移动技术在教学中广泛应用袁线

收稿日期院2021-11-01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科学野十四五冶规划 2021 年度课题

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也逐步得到推广袁混
合式教学通过转变课程教学理念及创新教学方法袁已
遥 在新工科背景

[5-7]

项目渊FJJKBK21-083冤曰武夷学院教育教学改

经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

革研究项目渊JG202113冤遥

下袁如何结合各高校人才培养定位袁实施课程教学改

作者简介院林权(1980- )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机械
制造及其自动化技术的研究遥

革与实践已迫在眉睫袁课题组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具
有自身创新特色的混合式教学改革袁有效地克服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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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遥

学习遥 通过微视频学习袁学生可以提前明确课程学习

2.1 模块化项目化教学内容

的重难点袁将未能完全理解的知识点及问题带进线下

课程组以培养学生工程应用技术能力为核心袁对

课堂袁使课前学习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遥 但由于在线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重组和优化袁将课程内容重

课程的资源存在局限性袁课程组利用超星尔雅平台自

构为野四部分要七模块要七项目冶遥 四部分院第一部分

建课程网络资源库袁主要包括院电子版教材教辅尧习题

为机械工程材料基础知识部分袁第二部分为热加工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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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坯成型部分袁第三部分为机加工工艺基础部分袁第四

及所有章节的课件尧单元测验尧机械制造相关工具手

部分为实践环节遥 七模块为工程材料基础知识尧金属

册尧先进制造技术文献等遥 通过野引用+自建冶课程资源

材料的强化与处理尧常用金属材料尧铸造尧锻造尧焊接尧

结合智慧教学工具为混合式翻转课堂教学奠定了坚

金属切削加工的基础知识袁 对应七个模块设计七个

实的基础遥

PBL 分组项目袁分别为 PBL-1 机械零件硬度测量及应

用分析尧PBL-2 金属材料加工硬化理论及应用尧PBL-3
铁碳相图应用分析尧PBL-4 机床主轴的选材及热处理

2.3 基于信息化技术的翻转课堂
依据布鲁姆教学分类法袁课题组基于信息化技术
开展翻转课堂教学遥

工艺尧PBL-5 推动架铸件工艺实施尧PBL-5 传动轴自

课前院感性认知袁提出问题遥 首先袁教师在教学网

由锻工艺设计尧PBL-6 叉架类零件选材与焊接工艺尧

络平台上发布学习任务袁 确定学生自主学习目标袁为

PBL-7 轴套类零件加工工艺设计遥 通过项目化教学袁

翻转课堂顺利进行做好前置工作遥 其次袁教师提前构

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袁强化对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建好完整的教学体系袁在自建课程资源库中为学生提

培养和训练袁由浅入深地把知识和技能渗透到项目任

供多种学习资源遥 再次袁学生学习遇到问题或疑难点

务的实施过程中遥

可及时通过群组与教师或同学讨论解决遥 为了保障学

2.2 野引用+自建冶课程资源库

习效果袁课题组教师选用学习通的监控功能袁检测学

线上资源的教学视频主要引用武汉理工大学陈

生的学习状况袁并根据统计数据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

云老师的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袁依据武夷学院地方应

以及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袁以便后期课堂中给出针对

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要求以及课程模块化项目化教学

性教学袁如图 1 为同学们答题正确率统计数据袁通过

约为 670 min袁 安排学生依据教学进度规划线上自主

课堂教学中可以针对性的进行讲解尧互动学习遥

目标设计袁整理选取了其中 72 个教学微视频袁总时长

统计分析可知袁第 4尧5尧10 题同学们掌握程度不佳袁在

图 1 某题答题正确率统计分析

Fig.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orrect rate of a question

课中院完成理解袁引出思考曰探索发现袁层层递进遥

工程实践经历而造成理解偏差遥

根据课前任务完成反馈结果袁教师依据答题正确率选

由于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强袁所

择性答疑评讲袁采用讨论尧抢答等方式袁进行全班交

以在教学过程中袁为达到课程的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

流袁教师分享理解袁统一基本认知袁对重难点以及学生

相融合袁满足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要求袁课题组利用

掌握不足的知识点进行课堂巩固授课袁并利用课程资
源库中相关生产视频尧动画库尧实践案例等教学手段

PBL 分组任务袁 打破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的分离袁依
据不同的项目任务将学生进行分组袁 让学生以主动

进行辅助学生理解袁 通过案例解析进行师生探讨交

的尧实践的尧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进行互助学习袁

流袁层层递进袁完成知识内化袁避免学生因为缺乏相应

要求学生除了学习机械制造的基本理论知识外袁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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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传动轴尧推动架尧齿轮等工程典型代表零件为例袁
进行工程训练设计袁完成一系列包括材料选择尧毛坯

表 1 课程思政融合组织方式

选择尧热处理方式确定尧工艺设计和汇报展示全过程

Tab.1 Organizational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的团队任务袁 使学生在团队合作中进行探究式学习袁

integration in curriculum

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与能力袁在学习中体会并发现乐
趣袁最后依据各项目组完成任务水平不同袁给予不同
的学习积分与评价袁 作为平时成绩重要构成部分袁使
得平时成绩更具体化也更有依据性袁 经过多年的尝
试袁效果较好遥
课后院知识拓展尧挑战提高曰考核评价尧教学反思遥
知识挑战主要采用教师发布拓展研究主题方式袁通过
推送资料尧在线答疑尧跟踪监控项目尧指导项目尧辅导
项目完成袁学生通过接受任务袁查找资料袁在线咨询袁
提出资料需求袁小组讨论及资料学习袁实施完成拓展
任务遥 教学反思主要通过教师在对任务运作尧作业批
阅等过程中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袁利用智慧教学工具
的数据分析袁及时发现学生掌握薄弱的地方袁了解学

机 械
零件的切
削加工方
法尧金属切
削过程原
理尧金属切
削刀具尧金
属切削机
床分类等遥

在分析机械
加工方法选择
时袁 探讨当代先
进制造技术所能
达到的加工精
度袁 尤其在特种
加工和精密加工
领域我国一直步
人后尘袁 但是我
国不甘落后袁正
在各个方面赶
超遥 切入只有不
断学习和技术创
新袁 才能占领核
心技术的制高
点遥

课堂教学
以项目任务法
结合案例法遥
以实际案例学
习袁 如轿车制
造业装备尧数
控机床尧 集成
电路芯片制造
工艺等袁 通过
主题讨论交流
方式进行遥

通过剖析
我国制造技术
产生差距的深
层次原因袁激
发学生奋发图
强的意志品
格遥 通过一些
高精度设备的
展示袁 揭示任
何复杂的装
备袁 都是通过
一步步探索研
究的结果袁激
励学生要勇于
探索袁 培养学
生勇于创新的
时代精神遥

2.5 多元多对象评价改革

生对知识的接受尧掌握尧运用程度袁从而对疑难点做出

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融合已然成为了一种必

解析袁进行教学进度的调整袁以及教学行为方式修正

然的趋势袁 课程评价作为课程建设重要组成环节袁传

等遥 图 2 为混合式翻转课堂教学体系框图遥

统单一的考核模式已不适应时代潮流[9-10]遥 因此袁构建

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袁注重过程性考核袁寻求契合信
息时代发展需求的课程考核评价机制是提升课程质
量的有力保障遥 课程组提出线上线下多元多对象评价
改革机制袁课程考核由以下两部分构成院期末终结性
考核袁满分为 100 分袁占比为 50%曰过程性考核袁满分

为 100 分袁占比为 50%遥 其中过程性考核包括六个方

面院线上课程访问学习任务渊课程视频尧文档资料等任
务点冤占比为 10%尧课程互动活动占比为 20%尧单元测

试及作业占比为 30%尧 课程实验占比为 10%尧PBL 分
图 2 混合式翻转课堂教学体系

组任务占比为 30%遥 课程组通过理论尧实践尧课前尧课
后尧线上尧线下尧知识尧应用等多元评价袁结合个人尧小

Fig. 2 The teaching system of the hybrid rollover class

组尧教师多对象评价袁实施过程性考核袁具体构成如下院

课程组坚持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袁 修订教学大

料等任务点袁 根据访问次数等于任务点数量按满分计

2.4 以野职业素养提升冶为核心的课程思政

纲袁制定知识目标尧能力目标尧育人目标袁将思政教育
内容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课程主要内容中袁突显课堂教
学不仅仅是传授专业理论知识袁也是引领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 袁课程组以野职业素养提
[8]

升冶为核心袁兼顾爱国主义尧工匠精神等施展课程思政
教育遥 在此以模块七金属切削加工的基础知识思政教
育为例进行说明袁如表 1 所示遥

渊1冤线上课程访问学习任务袁包括课程视频尧文档资

算袁不足按网络平台系统计算实际得分袁满分 100 分遥

渊2冤线下课程活动主要包括提问尧讨论尧问卷尧选

人尧抢答等袁满分 100 分遥 其中袁讨论院发布一个与当前
章节内容相关的讨论袁得 2 分袁参与讨论的并切题前

三名得分为 3 分尧2 分尧2 分袁其余参与回复为 1 分袁获

得一个赞得 1 分曰抢答院依据回答正确次序袁第一名 3
分袁第二名 2 分袁第三名 1 分遥 主题讨论院参与讨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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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较正确袁统一给 2 分袁不正确不给分遥 问卷院参与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遥

一为 2 分袁不正确不给分遥 评分活动院参与评分都给 1

成绩考核评定办法袁单项实验成绩为院线上预习 30%+

依据课堂活动开展实际需要遥

取各个实验平均值袁满分 100 分遥

问卷都给 1 分遥 提问院回答接近题意答案袁则给分袁统

分袁若给分合理且能附上说明理由袁则给 2 分遥 其他袁
渊3冤线上单元测试及平时作业袁以教学网络平台

渊4冤课程实验成绩袁依据机械制造基础课程实验

线下操作 40%+线下报告 30%冶方式计算袁实验总成绩
渊5冤PBL 分组任务袁依据学生在七个分组任务活

统计数据为主袁生生互评为辅袁满分 100 分遥 其中袁单

动中获得的分数取均值袁满分 100 分遥 PBL 项目任务

价主体袁使学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袁通过

示项目尧汇报尧提问答辩尧评价等环节遥 PBL 项目实施

元作业设置 30%以上比例的互评项目袁增加了学生评

对自身的客观评价和评价其他同学过程中的反思袁使
学生及时了解自身学习存在的优势与不足遥 使学生更
加注重平时的学习和积累袁提高了学生参与课堂教学

流程为院课前发布尧小组讨论尧小组实施提交袁课中展

过程中袁依据小组担任角色不同袁分为汇报组和答辩
组袁评分参考表 2遥

表 2 PBL 分组任务汇报评价
Tab.2 PBL group task reporting evaluation
基本分

渊20 分冤
代表展示汇报 PBL 项目
小组分

PBL 项目汇报 渊60%冤
及答辩
渊组分+个人
分=100 分冤

个人分
渊40%冤

是否完成 PBL 任务 完成任务即得分
汇报内容

渊20 分冤
项目任务实施方案

熟练程度
方案工艺性是否

项目内容

撰写逻辑性以及

渊20 分冤
渊20 分冤

合理尧经济
表达清晰度

提问答辩渊20 分冤

回答正确性

展示汇报渊20 分冤

参与度

多对象评价渊10 分冤
组成员答辩补充

评价完整性
回答或补充

渊10 分冤

正确性

3 课程改革成效及评价

熟练 20 分曰比较熟练 15 分曰不熟练 10 分

合理且经济 20 分曰合理但经济性一般 15 分曰比较合理 10
分曰不合理 0 分

撰写清晰尧表达清楚 20 分曰撰写一般但表达清楚 15 分曰撰
写一般表达一般 10 分曰撰写不清晰或者表达不清楚 5 分曰
回答正确或比较正确 20 分曰回答一般 15 分曰回答不正确 0
分
作为小组代表 20 分袁作为补充代表 15 分袁提供补充 10 分
评价认真且给予合理评语 10 分袁其余 5 分

补充正确或比较正确 10 分曰积极参与补充 5 分

程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袁也透过学生评价袁不难发现
该课程教学模式深受学生喜爱遥 在课程建设方面袁该

在学生学习方面袁2020要2021 学年第一学期袁学

课程获立福建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袁获武

生数为 58 人袁在线章节学习为 11 317 人次袁师生共

夷学院第二届创新教学大赛一等奖袁课程建设及改革

课堂互动得分率为 62%袁PBL 项目参与度为 55.33%袁

奖遥 在教学实践方面袁以该课程内容为主的全国大学

95.65 分袁参评率为 97%遥 2021要2022 学年第一学期袁

连续三年赛事成绩位居全省本科高校第一曰机械制造

共发布话题数为 74 次袁 讨论回复话题数为 3 510 人

选国家大创经验交流项目袁武夷学院占据其一遥

发布话题数为 46 次袁讨论回复话题数为 1 816 人次袁

成果作为申报为教学成果奖重要部分袁并获校级一等

课程综合成绩平均分为 69.4 分袁学生课程评教结果为

生工程训练竞赛袁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袁武夷学院学生

学生数为 57 人袁在线章节学习为 14 658 人次袁师生

作品入选 2020 年国家大创年会袁 福建省四所高校入

次 袁 课 堂 互 动 得 分 率 为 78% 袁PBL 项 目 参 与 度 为

75.13%袁课程综合成绩平均分为 76.2 分袁学生课程评

教结果为 97.54 分袁参评率为 100%遥 通过比较两学期
学习状态数据袁 获知学生越发乐于参与课堂活动袁课

4 课程资源更新与维护计划
第一袁课程建设调研常态化遥 课程组每学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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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专项调研袁 并以此为依据调整课程教学内容袁每

有深度和推广价值的教学经验袁以期能对其他专业课

年依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建设调研结果袁

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参考遥

以及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修整袁按需调整教学内容遥
第二袁教学资源收录整理常态化遥 课程组广泛采
集遴选全国高校同行开发的优质或特色资源素材袁不
断充实与更新教学资源库袁辅助学生自主学习遥
第三袁完善拓展项目结合地方制造业应用需求机
制遥 通过课程组教师与机械行业工程技术人员在技术
项目尧专业实践合作袁及时吸纳与就业岗位相关的技
术工作内容袁保证课程内容的及时性与应用性遥
第四袁强化学期初野导入课冶的作用遥 导入课即学
生接触新课程课的第一环节袁 这个环节顺利通过袁则
可以指导学生轻松敲开学习新课程的大门袁把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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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Basic Course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LIN Quan, LIU Qinan, CHEN Li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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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t takes the basic course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in Wuyi University as one of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In view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 course group introduces information tech鄄
nology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r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s adopted,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reconstructed in modularization, and the "quotation +self -construction" method is used to create curriculum re鄄
sources suitable for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teaching. Besides, it will establish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鄄
ducation system with "professional quality improvement" as the core, use the PBL grouping task method, case method, discussion method
and other teaching methods to reform the online and offline multi-object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ways, and interactively connect the
teaching resource chain with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chai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ai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effect is remarkable after years of reform,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foundation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curriculum construction;first-class curriculum曰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鄄
uat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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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技术辅助于嵌入式系统在线教学的探讨
陈彦明袁 周芃
渊安徽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袁 安徽 合肥 246110冤

摘

要院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现是计算机学科重要课程袁其理论性强尧抽象难懂袁需要学生动手参与其中袁不易进

行在线教学遥在此背景下袁以提高学生工程动手能力为目标袁探讨将仿真技术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在线教学遥首先对当前
在线教学平台进行分析总结袁指出这些平台对嵌入式系统教学存在的不足袁从在线教学存在的问题尧针对在线教学的课
程目标和教学改革尧课程建设内容和实施路径三个方面探讨如何构建面向在线教学的嵌入式教学体系遥 结果表明院课程
在线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袁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袁弥补当前在线教学的不足袁为其他相关课程的在线教学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遥

关键词院嵌入式系统曰在线教学曰虚拟仿真
中图分类号院G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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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Educoder 平台将整个课程体系分为程序设计尧 数据

库尧Web 开发尧云计算和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尧运维与测
试以及其他课程袁其课程方案中并没有展现出硬件实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袁 教育部呼吁大中小学开展

践相关课程袁特别是对学生动手能力培养有较高要求

野停课不停学冶网络在线教学[1]袁使得在线教学空前发

的嵌入式系统相关课程遥

总计参与学生已超过亿万人次[2]遥 如此众多的师生参

定的遥 嵌入式系统是以实际应用为中心袁能够根据用

大的课程平台和技术平台作为支撑遥 现有主流在线课

系统[4]遥 在新工科背景下袁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是诸多

展遥 仅 2020 年袁参与在线的教学的教师达到数百万袁
与海量课程除了需要传统的教与学之外袁还需要有强
程平台包括腾讯课堂尧中国大学 MOOC尧学堂在线尧钉

嵌入式系统不易于在线教学是由其课程性质决
户需求灵活搭建尧裁剪软硬件模块的专用微型计算机
能力培养中的重中之重遥 为了提高嵌入式系统的教学

钉 EduCoder 在线实践教学平台等平台[2]遥 在如此众多

效果袁需要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学生实际动手

duCoder 在线实践教学平台[3]遥 而这类平台往往仅侧重

系统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袁若仅仅提供理论课

的教学平台中袁仅少数平台提供在线实践教学袁如 E鄄

能力培养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课程实践中遥 嵌入式

于程序设计尧 人工智能等偏软件开发类的课程遥 如

程线上直播袁 或者仅提供部分实践操作环节录屏袁而
没有可行的实验环境进行实际操作袁可能导致学生知

收稿日期院2021-03-23
基金项目院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渊2018jyx
m1101冤曰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渊20180

识点掌握不牢遥 因此袁如何在在线教学背景下更好地
开展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袁提高嵌入式系统在线教学
的质量袁不仅对学生学习该课程有帮助袁也对其他类

1082024冤曰国家自然基金资助项目渊61802001冤遥

似实践性课程的教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遥

事边缘计算研究遥

能力为目标袁具体从课程内容的改革尧教学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院陈彦明(1983-)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博士袁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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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袁探讨如何将仿真技术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在

但在线上教学过程中袁教师利用各种教学平台按

线教学曰渊2冤提出以野项目引入尧任务驱动冶方式进行课

照课表规定的时间来开展线上教学袁而学生在家学习

程教学袁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袁提高学生实践动

存在各种干扰遥 在此过程中袁学生的积极性不高袁不仅

手能力袁弥补当前在线教学资源的不足遥

缺乏交流袁而且做笔记思考的力度也不够 [6]遥 即使部分
平台提供在线讨论尧提问等功能袁但由于网络延迟等

2 面向在线教学的嵌入式教学体系的构建

原因袁学生的参与度并不高遥
2.2 针对在线教学的课程目标和教学改革

2.1 课程在线教学存在的问题
嵌入式系统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和渗透的课程 遥
[5]

以往由于课程涉及实践内容较多袁一般采用线下方式

针对上述问题袁以安徽大学本科课程野嵌入式系
统理论与实践冶为例开展在线教学改革遥 具体从课程
内容的改革尧教学模式创新等方面进行探讨遥

或线上线下融合方式进行教学遥 但由于疫情防控的要

(1) 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求袁 以往线下实践部分的课程也必须迁移到线上进

针对在线教学时嵌入式课程教学内容存在的问

行遥 在课程迁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尧困
难袁亟需有针对性地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渊包括硬件平

题袁本文探讨该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遥
以往的嵌入式系统课程内容主要以 ARM 加嵌入

台和软件平台冤的选择尧实践教学与实践环节组织等

式操作系统渊Linux尧Android 等冤为主袁这类课程的教学

问题予以调整和优化袁以确保嵌入式系统的在线教学

一 般 需 要 结 合 具 体 实 验 平 台 进 行 渊 如 S3C2410尧

取得实效遥
(1) 课程教学内容的存在的问题
嵌入式系统教学内容比较繁杂袁很多高校课程内
容安排一般都是选择一款 ARM 作为开发实验平台袁

内容涉及 ARM 的体系结构尧指令集介绍尧接口和电路
结构尧对应 ARM 上的启动代码尧文件系统尧驱动程序
等遥 针对这些现有课程体系袁 发现存在下述问题院第
一袁ARM 体系结构袁操作系统等教学内容袁知识点比
较抽象尧理论偏多袁各种概念和模型较难理解袁学生动
手去实践相对较少袁 学生学习起来非常抽象和枯燥袁
缺乏直观性遥 第二袁大多数涉及嵌入式系统驱动开发
以及 APP 程序开发的课程袁一般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
编程背景袁不能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遥 完全采用线上

教学会加剧上述问题遥 因此袁嵌入式系统教学需结合

sp5v210 等实验开发平台冤遥 但由于疫情的影响袁学生

很难在真实的实验平台进行实验遥 若仍采用此类教学
内容袁势必会造成重理论尧轻实践的后果袁这有悖于嵌
入式系统的教学目标遥 鉴于此袁2020 年第 2 学期的嵌
入 式 系 统 教 学 选 用 了 利 用 Proteus 仿 真 软 件 仿 真

STM32F103 渊ARM冤 平台的混合在线教学方式进行遥
Proteus 是由 Lab Center Electronics 公司推出的电子
设计自动化渊EDA冤软件[7]袁其除具有其它 EDA 软件的

电路图及 PCB 板绘制功能外袁还具有仿真单片机及其
外围器件功能袁 特别地可以仿真本课程中用到的
STM32F103 处理器遥

本课程教学采用野项目引入尧任务驱动冶的方式进

行遥与以往的嵌入式系统课程不同袁本课程内容通过 6
个项目展开袁每个项目又包含一些任务袁每个任务将

在线教学的特点来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遥 如何选择合

相关知识和实践技能融合在一起袁将知识尧技能的学

适的嵌入式系统教学内容袁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遥

习结合任务完成过程来进行遥 项目题目选取切合实

(2) 在线教学中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际袁学生对这些项目都比较感兴趣袁以兴趣驱动学习袁

在线下课堂袁教与学的有效互动是教学过程中的

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的自学能力袁弥补了在线教学时

关键环节遥 老师在阐述精心准备的课程同时旁征博

学生参与度不高的问题遥 启发式教学更能使得学生掌

引袁用灵活多变的方式活跃课堂气氛袁如互动与提问

握相关知识点遥 现以野智能交通灯设计冶这一教学案例

环节尧课后现场答疑环节等遥 这些措施不仅能为学生

来简述课程内容改革如何实现袁其内容分解与教学内

答疑解惑袁也能及时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提高课

容安排如表 1 所示遥 智能交通灯设计项目分成 4 个任

程教学效果遥

务袁包括点亮一个 LED 灯尧按键检测尧定时器使用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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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设计与实现袁分别讲述不同的知识点遥 在线授课与

课程教学上采用了野项目引入尧任务驱动冶的方式

学生实践操作同步袁 使得学生能更好的理解相关知

进行袁以一个项目为中心分别设置多个任务袁通过项

识袁做到融会贯通遥

目教学法尧案例教学法和探究式教学法等提高学生兴
趣和主动参与性遥 此外对学生的实践教学的评价也采

表 1 案例内容分解与教学内容安排

用创新的评价方式袁如结合学生在线互动尧学生自评

Tab. 1 A case of content decomposition and teaching arrangement

和教师点评以及项目结果展示等形式遥 教学过程中袁
可以采取包括学生课前自主学习考核尧课堂学习考核尧

点亮一个
LED 灯

智能交通灯设
计 渊 利 用
STM32 控 制
Led 灯实现一
个十字路口的
智能交通灯冤

按键检测

Keil 软 件 介 绍 尧
STM32
工程项目建立尧
GPIO 引 脚
GPIO 引 脚 功 能
输出控制
介绍渊3 学时冤

课堂实践操作以及课后考核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袁
了解学生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袁具体方案框架见图 2遥

分别用按键扫描
STM32
和中断两种方式
GPIO 引 脚
来读取按键输入
输入控制
渊3 学时冤

定时器使用

STM32F103 各 定
STM32 定 时 器 功 能 介 绍 袁
时器使用 并实现不同的定
时时间渊3 学时冤

电路设计与
实现

Proteus 设计实现
Proteus 使
智能交通灯渊3 学
用
时冤

(2) 教学模式的创新
传统嵌入式系统教学中教师扮演着课程的主体
图 2 在线教学考核评价方式

角色袁学生处于被动受教的地位袁导致学生无法形成
基本的实践意识袁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较差遥 针对以

Fig.2 Online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上问题袁以在线教学为契机袁课程组在课程教学内容
改革的基础上袁 进一步将 Proteus 仿真软件引入到教

学中袁建立学习交互网站渊如图 1冤袁制作电子教案袁使

3 结束语

教与学的环境发生根本变化遥 积极利用在线资源渊如

在线教学的实施对现有嵌入式系统的教学内容尧

爱课程尧学堂在线冤等现代教学资源袁增加课堂与课外

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体系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在疫

的信息量袁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袁取得较好

情背景下开展嵌入式系统的在线教学袁以提高学生工

的效果遥

程动手能力为目标袁探讨嵌入式系统在线教学模式的
改革遥 文章首先对当前在线教学平台进行分析总结袁
指出这些平台对嵌入式系统教学存在的不足袁然后探
讨了构建面向在线教学的嵌入式教学体系的三个方
面遥 实施结果表明袁课程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尧提
供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袁 弥补当前在线教学的不足袁
为其他相关课程的在线教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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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Using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Embedded System Online Teaching
CHEN Yanming袁 ZHOU Peng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hui University, Hefei袁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le and implementation of embedded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urse of computer science, which is theoretical and
abstract, and needs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it, so it is not easy to carry out online teaching. In this context,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students' hands-on skills in engineeri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using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embedded system online teaching. First, we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current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s, an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se platforms for embedded system
teaching. Then, we discuss how to build a teaching system for embedded system online teaching based on three aspects: the problems with
online teaching, the course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reforms for online teaching, and the course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The im鄄

plement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online teaching of courses has stimulated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d their practical skills,
mad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online teaching, and provided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online teaching of other relat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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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工程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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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为培养优秀的采矿工程人才袁对采矿工程实践教学改革进行探索遥 培养过程中以项目促学习尧以竞赛促学

习尧培养全过程导师制尧专家前沿授课尧融入思政元素遥 课程实验做到虚实结合曰课程设计设置专家题库曰专业实习采用集
中实习尧自主实习以及虚拟仿真相结合的形式曰毕业设计在选题过程中做到实习选题尧自主选题尧项目选题相结合遥 通过
采矿工程实践教学改革袁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尧终身学习能力尧动手能力尧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遥

关键词院采矿工程曰实践教学曰应用型曰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院G642.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094原园4

随着矿山企业集约化尧规模化的不断发展袁企业逐
步从注重学历向注重能力转变[1]遥 矿山企业对学生实践

进行实践教学改革袁以期探索一种新的应用型人才实
践教学培养模式遥

能力的高要求袁也迫使学校对采矿实践教学进行改革遥

为此袁广大学者针对当前采矿工程实践教学中的

1 采矿工程实践教学存在的不足

不足进行了深入研究遥 洪勇等在课程设计尧实习环节尧
毕业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实践教学改革袁以提高学生的
创新能力 遥 李金波等从实验实习尧课程设计尧毕业设
[2]

计等教学环节以及师资队伍与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
进行改革 遥 张军辉等提出了一种通过学科竞赛提高
[3]

学生创新能力的改革思路 遥 吴金刚等在实践教学改
[4]

革中袁考虑了实践教学内容尧实践教学模式尧实践教学
保障机制和教学质量控制体系四个因素[5]遥 郑文翔等

在实验教学体系尧实验室硬件平台尧实验教学考核尧实
习基地方面进行实践教学改革[6]遥

众多学者在采矿工程实践教学改革中取得丰硕

1.1 实验教学以演示为主袁学生动手少
鉴于实验条件限制以及考虑学生人身安全等因
素袁很多课程实验以演示性实验为主袁老师讲解实验原
理尧实验过程尧实验结果袁学生扮演了野观众冶角色袁只能
被动接受一些抽象的理论袁而不能亲手去做实验[7]遥
1.2 课程设计内容缺乏创新

部分学生在设计过程中没有养成信息资源检索
的习惯袁仅仅参考教材和相关的设计指导手册袁致使
设计说明书选用相同或相近的方法理论袁设计未能结
合设计题目的特殊条件进行具体分析袁导致设计说明

成果袁但在实际教学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袁例如实验

书没有新意袁雷同现象严重遥

教学中学生动手机会少尧 课程设计内容缺乏创新尧学

1.3 矿山实习艰苦袁学生积极性低

生实习积极性低尧毕业设计雷同等现象袁这影响了实

矿山企业通常位置偏远袁实习环境差袁使部分学生

践教学的效果遥 为此袁以龙岩学院采矿工程专业为例袁

内心存在抵触心理遥 另一方面袁部分学生毕业后不打算
从事采矿行业袁实习积极性不高袁导致实习效果较差遥

收稿日期院2021-03-25
基金项目院龙 岩 学 院 第 五 批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项 目

1.4 毕业设计存在照抄尧照搬现象
前期的理论知识没有掌握牢固袁良好的实践能力

渊2019JY31冤遥

没有养成袁 致使部分学生难以独立完成毕业设计工

事矿山安全技术方面的研究遥

作袁只能根据教材照抄尧照搬, 使得设计内容与矿井的

作者简介院刘谦渊1987-冤袁男袁汉族袁博士袁副教授袁主要从

刘谦袁等院采矿工程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实际生产条件不符袁毕业设计没有起到检验学生本科

2.3

阶段所学知识的效果遥

2.3.1 培养方式

2 实践教学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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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改革内容

老师要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自己的科研项目袁针
对具体的科学问题共同制定可行的研究方案袁鼓励学

2.1 实践教学改革原则

生进行科研探索遥 在老师的指导下袁培养学生查阅文

实践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袁特别是团结

献尧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尧团队协作能力遥 形成团队月汇

协作能力尧终身学习能力尧动手能力尧独立思考能力和

报模式袁让学生对一个月的科研工作进行总结袁通过

创新思维袁因此袁实践教学改革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遥

科研成果的分享交流袁培养学生的 PPT 制作能力以及

渊1冤注重课程实验院课程实验与理论教学相得益

表达能力袁激发学生的学术潜能遥

彰袁培养学生独立动手的能力遥

渊2冤培养创新思维院通过实验尧现场实习尧项目袁培

养学生的科研思维遥

渊3冤灌输终身学习思想院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袁做

到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遥

渊4冤激发学生的学习主观主动性院提高学生在学

通过学科竞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尧团队协作能
力尧组织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遥 课堂理论知识是抽
象的袁对于抽象问题的理解是否准确袁在课堂中难以
得到答案遥 学科竞赛是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综合考查袁
在竞赛过程中注重传导野做中学尧学中做冶的理念袁通

习中的自主性袁老师把好检验关遥

过知识竞赛促进学生对课堂知识的融会贯通袁让学生

2.2 实践教学改革路线

在竞赛中反思课堂所学内容袁使所学知识在竞赛中得

根据以上原则袁制定实践教学的改革路线袁如图 1

到应用遥

所示遥 该路线从两个维度入手袁第一维度是培养方式袁
注重学生的参与度袁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袁主要

导师制是一种以人才培养为出发点的教学方式[8]遥

包括以项目促学习尧以竞赛促学习尧培养全过程导师

在导师团队建设中袁团队以导师为主导袁对本科生的

制尧专家前沿授课尧融入思政元素曰第二个维度是教学

实验尧实习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尧毕业设计进行直接

内容袁包括课程实验尧课程设计尧专业实习尧毕业设计

指导袁高年级与低年级学生形成野老中青冶的链式团

四个模块袁 对每个模块的培养目标进行任务分解袁逐

队袁形成团队知识尧技能的传承袁以此培养学生的团队

一完成每个子任务遥

协作能力遥 其中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是一个很好的
纽带袁老师可以对项目进行直接指导袁特别是对项目
实施方案尧具体实验以及项目结题报告的指导袁可以
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袁为学生今后从事科学研究提供
了入门指导遥
学术前沿讲座是专业课程的延伸与补充袁起到开
阔学生视野的作用[9]遥 通过学术前沿知识讲座袁让学生
把握行业的研究热点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遥 采
矿工程定期邀请行业专家学者进行前沿授课袁让学生
了解最新的前沿知识袁 有助于学生把握学科发展方

图 1 采矿工程实践教学改革路线

Fig.1 Reform route of mining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向遥 行业专家不仅可以把最新的前沿知识带到课堂袁
在课后互动中还可以对学生进行答疑解惑袁帮助学生
扫除知识盲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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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实习袁家长同意袁采矿教研室审核袁指导老师跟踪
采矿工程逐步向遥控化尧智能化尧无人化方向发

检查袁学生在企业跟班生产的实习模式袁分散实习有

展袁采矿工程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缩影遥 在

助于提高学生实习的主动性遥 毕业实习采用集中实习

采矿专业课中可以融入相关的思政元素袁在传授专业

与虚拟仿真实习相结合的方式袁 可以提高实习效率遥

知识的同时袁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袁激发学生的学

通过多种实习方式袁调动学生的实习积极性袁提高实

习热情遥 例如在采矿专业课中介绍华为 5G 技术在阳

习效果袁 让学生感受利用知识解决工程问题的乐趣袁

煤集团新元煤矿进行应用实施袁实现了矿井的智慧化

让学生重新体会知识的重要性遥

管理袁让学生在了解行业发展前沿的同时袁确立民族
自信尧文化自信袁凝聚中国力量遥
2.3.2 教学内容

在毕业设计中做到实习选题尧自主选题尧项目选
题相结合袁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遥 部分学生在
本科期间申请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袁项目内容可以

课程实验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袁另一方

作为毕业设计的素材遥 部分学生根据自己在课程学习

面要保障学生的安全袁可以采取基础实验尧虚拟仿真

或实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袁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进行知

实验尧现场实验相结合的方式遥 基础实验是理论知识

识搜索袁对问题进行剖析袁确定自己的毕业选题遥 通过

的验证袁提高学生探索知识的积极性曰虚拟仿真实验

形式多样的选题方式袁 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

可以让学生在虚拟的现实环境中做实验袁让学生切身

惯袁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通过毕业设计袁让

体验实验流程曰现场实验由现场工程师授课袁通过现

学生了解科研工作的流程袁从工程难题出发袁结合难

场学习让学生对工艺流程印象更加深刻遥 从基础实验

题了解行业的发展现状袁 结合理论知识思考解决方

到虚拟仿真实验袁实现理论知识的形象化尧具体化曰现

案袁并形成具体的研究内容袁在方案实施过程中袁不断

场实验进一步丰富了理论知识的展现度袁结合具体的

优化研究路线袁最终结合研究成果形成毕业设计遥

应用场景袁让知识走出课堂袁融入到工程生产实际袁让
学生对野知识就是生产力冶有更深的体会遥
根据课程设计内容袁设置专家题库袁定时更新题

3 改革与建设成效
3.1 实践改革效果

库内容袁做到与时俱进袁保证设计题目的新颖性遥 采矿

在实践教学改革中袁引导和鼓励学生以科研助理

工程课程设计主要有采区巷道布置尧 采矿工艺设计尧

身份加入老师的科研团队袁给学生分配具体的科研任

井巷设计尧露天渊井工冤开采设计尧矿井通风尧矿井排水

务袁让学生在科研活动中得到锻炼曰鼓励学生参加竞

与提升运输系统设计袁 这其中涉及工艺流程的设计袁

赛袁通过竞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尧团结协作以及动手

为使学生对工艺流程更加熟悉袁专任老师安排相应的

能力曰本科生培养全过程导师制袁让学生在传帮带中

专题讲座袁为课程设计做好准备遥 设计过程中袁需要查

锻炼成长曰定期安排专家授课袁让学生掌握学科的发

阅相关的技术标准以及文献资料袁这需要培养学生的

展动态曰专业实习采用集中实习尧分散实习尧虚拟仿真

信息素养袁期间邀请图书馆老师或者相关老师对学生

相结合的形式袁 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能动性袁提

进行检索知识的培训袁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习惯袁让

高了实习效果遥 学生在此过程中积极性很高袁 实验报

学生掌握知识检索的技巧遥

告尧课程设计尧毕业设计的完成质量也有提高遥 通过在
专业课程中引入思政元素袁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袁激

实习环节中袁 认识实习是学生第一次接触专业尧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袁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效果遥

了解专业的窗口[10]袁该阶段属于集中实习袁学生由老师

3.2 竞赛参与度提高

带领到矿山企业进行现场学习遥 生产实习采用分散实

实践教学改革成效也体现在学生的竞赛参与度

习与集中实习相结合的方式袁分散实习是指学生申请

方面袁近三年参加各类学科竞赛的学生覆盖率由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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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左右增加到现在的 60%左右遥 对于采矿工程学

生而言袁全国高等学校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大赛是
一项重要赛事袁学生参与该赛事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袁也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袁近四年学生获奖情况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近四年我校参加全国高等学校采矿
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大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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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of Mining Engineering
LIU Qian, LIN Shihao, ZHANG Wenwu, ZHONG Tao

( School of Resource Engineering,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Fujian 364000, China )

Abstract:

In order to train excellent mining engineering talents, training method and teaching content have been reformed in the prac鄄
tice teaching. Promoting learning by project and competition, tutor爷s training in the whole process, frontier lecture taught by experts and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have been used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The combin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experiments has
been used in the experiment courses, cooperating with the theory knowledge. The expert question bank maintaining novelty has been set
up in the curriculum design. Professional practice has adopted the form of centralized practice, independent practice and virtual simulation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autonomy. Topics from practice, independent topic or students爷 project are suitable for the graduation design.
Through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of mining engineering, students' ability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lifelong learning, hands-on, indepen鄄
dent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should be cultivated, which can improve studen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mining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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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虚拟地理环境平台技术的发展袁为地理学过程的再现表达尧集成建模尧模拟预测提供技术支撑袁也为区域

分析与区域地理课程教学时面临的全局认识实践尧抽象的区域地理概念与过程尧教学资料的补充与拓展尧教学理念的更
新等提供新机遇遥 分析地理学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建设的研究现状与问题袁归纳总结课堂虚拟仿真建设的意义袁探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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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尧应用软件技术尧网络技术等的

进而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遥 课程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区

不断发展袁将地理环境要素通过现实数据收集要建模

域地理思维袁要求学生掌握区域的整体性尧综合性和

环境表达要表达交互真实要公众协作参与等步骤袁实

复杂性特征袁达到对区域发展的演化过程和演变趋势

现虚拟地理环境平台的研制和开发 [1]袁正不断改变传

的基本认识遥 然而袁受教学经费尧疫情防控尧师资力量尧

统的 GIS 技术比较袁 虚拟地理环境平台具有多源数

讲授以线下课堂为主尧 线上课堂为辅的口头讲述为

统地理教学的空间认知方式与模拟分析形式 遥 与传

学科背景等因素影响袁近年来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的

据尧跨尺度尧现象模拟尧人机协同交互等优点袁可加强

主袁学生无法对现实中区域要素的发展与变化产生主

地理学教学过程中再现表达尧集成建模尧模拟预测及

观认识袁出现野课堂沉默冶的现象渊即学习获得的成就

效应评价的直观性和操作性[3]袁从而实现重塑过去尧把

感减弱尧被动式接受知识后产生的应性沉默冤 [4]袁造成

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的课程内容主要关注中国

钩的现象[5]遥 因此袁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知识获取

[2]

握现在尧展望未来的现代地理学学科教育理念遥

区域空间变化规律和确定区域空间各物质要素的合

了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之间产生严重脱
时的成就感袁成为高校地理专业教师面临的共同难题遥

理布局袁 认清东中西部大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原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可为学生提供地理环境

因袁 促进各种类型的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的和谐性袁

的再现过程袁加深学生亲临其境的实践感袁促进知识

收稿日期院2022-02-17
基金项目院福建农林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
渊111421010冤遥

作者简介院林勇明渊1982-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自然
地理学的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吴承祯渊1970-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生态
学的研究遥

表象化袁激发学生对未知知识的探索欲望袁对高校地
理教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遥 以国家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建设为契机袁对区域分析与区
域地理面临的全局认识实践尧抽象的区域地理概念与
过程尧教学资料的补充与拓展尧教学理念的更新等方
面进行分析袁根据教学团队多年经验袁总结区域分析
与区域地理课堂虚拟仿真建设的意义袁探讨面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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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虚拟地理环境仿真教学平台的整体框架与结

而袁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涉及范围广袁尺度大袁关联因

构功能袁以期为高校地理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

素多袁学习过程中不仅需要学生掌握知识袁还需要他

参考遥

们懂得运用知识对实际的区域情况进行分析尧 判断遥
这要求学生通过调查实践与综合实验袁 通过对照比

1 虚拟地理仿真平台建设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较袁加深区域间差距的认识袁掌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
内在原因遥 此外袁自然地理过程是区域发展方向的主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袁我国政府尧各类

要制约因子袁学生需通过亲身体会与模拟分析才能提

高校和科研机构渊如北京大学尧武汉大学尧中国科学院

高对区域发展方向的准确判识遥 这又要求学生具有一

遥感研究所等冤开发建设了多项虚拟地理仿真平台和

定的预测模拟能力袁提高其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认知能

基础系统 袁在虚拟地理环境的理论基础尧模型开发尧
[7]

建模方法尧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袁建立数

[1,8-11]

力遥 在这种背景下袁建立适应于现代地理学知识体系
的虚拟仿真平台袁成为叶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曳教学效

据库与模型库共同更新的共享平台袁促进研究人员对

果提升的重要渠道袁因此叶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曳课堂

现实世界地理信息的挖掘和模拟推理与公众的互动

虚拟仿真建设有几个方面的意义院

过程之间的有机融合院教学科研人员运用虚拟地理仿

渊1冤探索区域间比较的实践活动

真平台模拟地理现象袁再现并预测地理要素的变化过

2019 年 8 月南京大学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程曰而公众则提供虚拟地理环境的体验感知及认知反
馈袁促进模拟效果的优化改良 遥
[1]

联合组织中美野人类活动要全球变化冶交叉学科国际
科考与科研训练的本科生项目袁共同考察美国华盛顿

然而袁目前受地理模型多样性尧数据多元化尧虚拟

州奥林匹亚国家公园温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尧植被地

效果的精确性尧 系统硬件的可靠性等方面的制约袁存

带性等内容袁对比国内温带森林与温带雨林的群落差

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院1冤 缺乏既考虑科研精度需

异性曰学生还在两国学者的指导下利用卫星光谱和雷

求尧又可方便公众使用的通用性仿真平台曰2冤多元化

达等多源数据袁重构了中美两国中高纬地区三十年来

数据的共享及模型间转换利用尚存不足曰3冤三维场景

森林扰动的历史遥 以上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对区域

重现对硬件要求过高曰4冤平台开发者与使用者之间的

间地理要素差异性的认识遥 然而袁由于经费尧考察周

信息不对称袁无法达到开发者与使用者同时满足的目

期尧行程安排尧疫情影响等方面的制约袁跨国性的本科

的曰5冤虚拟场景以城市尧社区为主袁难以移植至大尺度

生交流实践机会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遥 在实际教学

地理演变过程的模拟中遥

中袁师生对区域地理的认识还是基于教材内容尧影像

鉴于上述问题袁为高校地理类教学服务的虚拟地

资料尧数字地图等袁很难直观地体会和认知遥 随着虚拟

理仿真平台应以促进学生掌握地理分析方法为主袁基

仿真平台建设的不断深入袁将不同区域的地理要素三

于地理学方法集成和综合系统平台袁建立连接教师要

维可视化袁建立虚拟三维的各区域实习场所袁可为高

学生要平台之间的纽带袁加快现实地理环境向虚拟地

校学生区域间比较的实践活动提供便捷尧高效的模拟

理环境的转换过程袁提升虚拟地理环境的模拟和验证

平台遥

准确性袁实现数据存储共享尧地理现象与过程直观尧模

渊2冤增强学生对自然地理过程的预测模拟能力

拟与预测有效的教育教学目的遥

在教学过程中袁自然地理过程比较抽象袁如云梦
泽的历史变迁对湖南湖北两省的影响袁若仅利用文字

2

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课堂虚拟仿真建设的

资料尧图片等展示时袁学生的理解难以透彻袁通过虚拟

意义

仿真将复杂的区域变化过程直观化尧形象化袁辅以解
说系统袁利用视听触觉的感官刺激袁通过电脑尧手机等

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作为地理学的一门专业课袁

载体袁融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袁建立多元化的教学

其课堂虚拟仿真建设与虚拟地理环境高度相关遥 然

平台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对事物发展的预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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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能力袁从而建立唯物辩证式的地理知识体系遥
渊3冤促进教学资料的更新尧换代

运算需求遥
建模及模拟环境则是虚拟仿真平台的核心袁其包

区域地理涉及范围广尧内容多袁区域政策尧空间结

含概念场景模型尧概念建模尧机理模型尧数学模型四个

构尧发展战略尧资源分布等随科技发展而不断改变袁造

模块袁关键在于将文字或图片形式的地理空间尧地理

成地理环境的认识需不断更新尧换代袁教学资料也应

现象转换为数据格式袁再进行建模形象化遥 因此袁建模

随之扩充增容遥 具体而言袁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

时需要综合考虑不同背景人员的数据认知习惯袁以普

术将报纸尧网络尧文献数据库尧会议等实时性的教学资

适性尧可理解性为标准袁建立虚拟仿真平台使用人员

料通过平台存储库的形式袁实时更新仿真平台的信息

的协作关系袁集成网络中分布的多源地理模型袁探索

资源袁从而达到教师保持与时俱进尧学生拓宽知识面

异构性的多种模型集成应用的途径袁提高学生虚拟建

和理解程度的教学资料更新目的遥

模和地理过程预测的能力遥

渊4冤完成响应信息革新的教学模式改革

交互环境则提供仿真平台设计和使用者的访问

传统地理教学中以讲解要演示要辅导要引导为

通道遥 通过三维几何建模与数码图像尧视频尧VR 虚拟

最基本的教学模式[12]袁学生的主动参与性不强袁有害怕

现实等的集成表达与互动[14]袁为设计使用者提供真实

过程的能力有待提高遥 虚拟仿真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

镜等冤因费用高昂无法普及袁高校教师尧学生只能借助

自主设置变化条件的虚拟平台袁学生可模拟各种条件

鼠标尧键盘等进行追随指令式的操作袁无法实现交互

的地理过程演变趋势袁容错率高袁可重复性强袁进而提

环境身随意动的简洁操作遥 因此袁低廉尧操作简单尧真

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与逻辑判断能力袁提升课程的教学

实性强的交互环境是虚拟仿真平台使用时急需解决

效果袁达到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随时结合的教学目的遥

的问题之一遥

错误的心理负担袁运用理论知识准确判断并预测地理

的时空感袁但交互环境专用设备渊如感知头套尧立体眼

协同环境提供仿真平台设计使用者相互交流尧协

3 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虚拟仿真建设的环境
要素与框架

同操作的空间袁其为虚拟仿真平台的使用感受提供了
信息归纳渠道袁提高使用者模拟尧预测与决策结果的
合理性与精确性遥 然而袁在现有虚拟地理环境中用户

前人研究得出袁 虚拟仿真地理环境包含数据环

之间的协作需求却很少促进平台的突破性发展

袁一

[14]

境尧建模及模拟环境尧交互环境和协同环境 4 个子环

方面是因为虚拟地理环境体系尚不成熟袁使用者的协

境[13-16]遥 每个子环境中包含多个环境要素袁对区域分析

同需求无统一标准曰 另一方面对地理过程的认识袁不

与区域地理虚拟仿真平台建设过程中袁所需关注的子

同用户之间出发点存在差异袁无法形成对事物发展的

环境要素组成问题进行论述袁 提出子环境建设的建

一致认识遥 因此袁协同环境如何围绕虚拟地理环境的

议袁并给出基本的建设框架遥

学习内涵进行协同会商尧协同操作袁这方面的研究还

数据环境是虚拟仿真平台的根本袁其主要负责平

有待于加强遥

台的数据获取尧组织尧管理与发布遥 由于虚拟仿真平台

基于上述虚拟仿真建设中子环境存在的问题袁作

涉及海量数据和信息渊包括区域地理坐标尧形态特征尧

者提出关于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虚拟仿真建设的基

时段变化尧空间格局等冤袁需对异构性的数据源进行整

本框架渊图 1冤袁以期为课程虚拟环境建设及平台研制

合袁从而实现平台正常运行的目的遥然而袁高精度/高分

与开发提供参考依据遥

辨率的栅格和矢量数据需要占用大量的存储空间袁运

渊1冤地理环境数据的归一化处理

行效率也将随着数据量的增大而降低袁通过数据的无

前人已运用各种算法 [17-18]尧多维空间数据集成模

损压缩尧转换尧网络共享袁建立统一的数据模型袁准确
描述不同维度尧不同坐标系统下的地理空间及对象的
时空变化关系[16]袁进而支持虚拟仿真地理时空分析的

型[19]尧通用空间数据表达模型[20-21]等袁建立地上尧地下尧
地表附着物的实体三维转化模型袁构建空间数据定制

的映射和集成体系袁实现点尧线尧面尧体等多源异构空

林勇明袁等院虚拟仿真技术的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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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数据的一体化表达遥 上述研究进展为区域分析与区

低廉尧操作简单的感知技术限制大众化真三维发展的

域地理虚拟仿真平台提供高效的数据存储尧 压缩尧传

主要瓶颈遥 因此袁在各种可视化系统中采用植入式真

送尧分析的数据环境袁促进课程教学素材的收集与保

三维立体渲染方法[23]袁利用视觉场景变化尧视点位置转

存袁在教学过程中可按虚拟仿真的精度要求选择遥

换尧多层要素的透视转化等技术袁实现单通道透视平
面伪三维立体向双目视觉真三维立体的转变袁从而构
建细节丰满尧尺度多样尧动态可视化的三维场景表达
区域地理模型遥
渊4冤多线程尧多用户尧实时保存的协同环境
协同环境追求多人以电话网络或 IP 网络为媒

介袁针对虚拟地理环境中的问题开展协同讨论尧交互

工作遥 网络化的协同会商系统具有丰富的交互手段和
信息共享方式[24]袁为地理教学在虚拟仿真平台上的协

同合作尧决策提供有效途径遥 针对地理建模具有计算
复杂性尧组织多方性尧尺度多样性尧模型异构性等特
点袁 设计多个计算机进行处理的分布式协同建模系
统袁将协同地理建模过程进行流程分解袁提供区域地
图 1 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课程虚拟仿真建设的基本框架

Fig.1 The basic framework of virtual simul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class of region analysis and region geography

渊2冤操作引导式的建模环境

理建模团队的对话尧文字信息尧影像交流等多种实时
通讯渠道袁讨论建模过程中模块构成尧规划方案尧进度
安排等遥 建模任务执行完成后袁由建模团队授权给用
户袁用户可在协同环境内向建模团队反馈模型使用过

以地理分析模型元数据标准渊草案冤为建模结构
解析和可重用粒度分析的基础 袁提取现有地理模型
[1]

的适配性结构袁 进行建模模式的重组和粒度分割袁实

程中的问题袁并提出相应的建议袁建模团队根据用户
的反馈袁优化虚拟仿真平台袁从而达到学生掌握知识
而教师完善平台的最终目的遥

现建模环境的并行操作曰 根据课程中的地理问题尧区
域时空范围袁利用引导式图标建立赋值指令袁确定地
理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袁创建适用于课程的地理概念模
型遥 通过设定读取参数袁建立地理概念模型的输入/输
出及流程控制的封装命令袁剔除网络上异构性地理模

4 基于虚拟仿真平台的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
课程教学模式探讨
4.1 虚拟仿真平台的 PBL 教学模式

型的不兼容成分袁在网络环境下形成支持分布式模型

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课程融合理论与实践为一

计算的运行环境袁实现资源共享调用和模型分散处理

体袁 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动手能力遥

的协同操作遥

然而袁现有的教学模式存在着一些弊端袁如院1冤教材未

渊3冤接近真实感知的交互环境
国内外已开发多种虚拟地理环境的可视化系统袁
如 ArcGlobe尧Google Earth尧Virtual Earth尧Ev -Globe尧

SuperMap尧Geo-Globe 等袁 这些系统均支持高精度地

配备影像尧图片等资料曰2冤区域尺度大袁学生难以形成
直观认识曰3冤实验实习尚无统一指导书曰4冤缺乏课程
讨论与在线实时交流[7]遥 以上弊端袁造成学生在传统的
课堂讲解后袁 难以在课后复习时加深知识点的掌握袁

现了三维场景的快速浏览及漫游的功能袁且具备了空

无法形成发现区域发展变化的问题要要
要分析问题的

间属性的各种基本网格袁有效支撑虚拟仿真建模和模

善遥 因此袁虚拟仿真平台应基于网络技术袁引入以问题

形尧影像尧图片等数据格式袁支持分布式模型运行袁实

拟的需求[22]遥 然而袁目前真实感知需借助于专业设备袁

主体组成要要
要提出解决方案的逻辑判断能力袁急需改
为导向的 PBL 教学方法[25]袁在教师的引导下袁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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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袁 提供学生共享其他学校相关课程的学习资
源袁围绕课程中的问题袁创建学生尧教师及课外人员的

添加课程相关的 PPT 课件尧文献尧疑难点尧实验素材尧
视频资料等袁供学生读取查阅曰设置关键词/关键问题袁

交流平台袁在教师辅助下学生自主解决问题袁最终提

利用抓取软件获取网络上与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数

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遥

据袁供学生甄别使用曰平台提供在线交流界面袁教师引

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在运行

导学生进行讨论尧提问尧回答等课程知识加深环节曰利

过程中袁 首先教师帮助学生在平台中构建学习框架袁

用平台的三维场景表达区域地理模型袁创造出接近现

给出区域分析与发展过程的关键问题袁学生按照兴趣

实的问题情境袁在线实时监督学生模拟实验区域的地

划分学习小组袁并贯穿课程的整个教学过程遥 学生在

理过程演变过程袁激发学生的潜能袁并提高学生的动

教学平台中进行用户登录袁使用课程相关信息抓取软

手能力与逻辑判断能力遥

件尧课程网络数据库尧课程资源数据库等提取问题相

学生在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主要工作包括院注册

关信息袁并基于平台开展团队讨论袁培养学生团队合

登录账号袁根据课程安排袁在数据库系统及网络上下

作尧分析与解决问题尧自主创新的能力遥 平台在运行过

载课程相关的资料曰主动学习抓取软件袁从网络上获

程中涉及数据库尧3S 技术等的运用袁 促进学生对知识

取与课程相关的辅助材料曰 积极参与在线界面的讨

的复习和新知识的掌握袁 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水平曰

论尧提问尧回答环节曰协助完成微信公众号尧微博账号

同时袁 学生在亲自参与学习环境的使用与提升中袁更

等平台展示空间的建设和完善曰利用平台完成区域地

加关注学习过程袁 为学生创造了真实的学习情境袁符

理过程的建模模拟和平台优化袁 及时完成课程作业袁

合 PBL 开放情境的教学要求遥

提高知识的掌握程度遥

4.2 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课程参与方式

问题情境则随着虚拟仿真教学平台两大参与者

PBL 教学模式的三大要素要要
要教师尧学生尧问题

的配合下袁以此为契机袁带动学生主动的学习袁设计的

情境[26]袁在虚拟仿真教学平台中具有互相促进尧共同进

问题应该是没有具体的答案尧结构不良尧不和谐或问

步的巨大潜力院平台在提供课程学习的过程中袁教师

题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袁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与学生需要通力配合袁 在互动中达到讲授与学习同

性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袁使学生能够认真思考袁努力探

行尧平台与参与者共进步的局面渊图 2冤袁最终促进问题

索袁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袁问题的情景是真实的袁

情境进一步优化遥

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袁学生能够从中体会到学习的乐
趣袁从而激发学生的潜能袁提高学生理论和实际相结
合的能力袁促进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不断提高遥

5 结论与展望
虚拟地理环境平台改变传统地理教学的空间认
知方式与模拟分析形式袁 但现有平台以展示为主袁缺
乏对地理过程与现象的模拟分析袁平台结构与框架仍
有待完善遥 以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课程为切入点袁着
重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院
图 2 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课程参与方式
Fig.2 Course participation mode in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platform of region analysis and region geography class

具体而言袁教师在教学平台上构建课程资源数据
库袁为学生提供登录学习界面曰在课程资源数据库中

渊1冤分析地理学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建设的研究现

状与问题袁提出在教学时应实现数据存储共享袁加快
现实地理环境向虚拟地理环境的转换过程袁提升虚拟
地理环境的模拟和验证准确性遥
渊2冤归纳总结课堂虚拟仿真建设的 4 个意义袁即

林勇明袁等院虚拟仿真技术的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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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课堂虚拟仿真教学活动袁探索区域间比较的实

说话者冶的长成与适应[J].中国高教研究,2018,34(12):23-

践活动曰 增强学生对自然地理过程的预测模拟能力曰

30.

促进教学资料的更新尧换代曰完成响应信息革新的教
学模式改革遥
渊3冤探讨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虚拟仿真建设的环

[5] 何娜,温瑞虹.虚拟现实技术在高校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J].教育教学论坛,2015渊48冤:165-166.

[6] 李双双,延军平,刘新颜.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建设下高校世
界自然地理教学改革模型的构建[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渊自

境要素与框架袁提出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建设框架应
包括归一化处理的地理数据环境曰操作引导式的建模
环境曰接近真实感知的交互环境曰多线程尧多用户尧实

然科学版冤,2020,41(1):75-80.
[7] 宋根鑫,翟石艳,潘少奇.基于 cMOOC 的高校虚拟地理环境
教学模式改革[J].教育教学论坛,2015渊40冤:108-110.

时保存的协同环境 4 个子环境遥

[8] 李爽, 孙九林. 基于虚拟地理环境的数字黄河研究进展[J].

出教师尧学生尧问题情境 3 个 PBL 基本要素互相促进尧

[9] 李爽, 姚静. 虚拟地理环境的多维数据模型与地理过程表

表达地理环境尧发现区域问题尧总结区域规律尧再现和

[10] 吴娴,李树军,龚建华,等.网格虚拟地理环境体系结构研究

渊4冤给出虚拟仿真平台的 PBL 课程教学模式袁提

共同进步的虚拟区域地理环境教学平台袁为学生学习
模拟区域现象提供平台支撑遥
面对区域分析的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建设袁最终目

地理科学进展,2005, 24(3):91-100.

达[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21(4):1-5.
[J].海洋测绘,2006,26(5):71-74.

[11] ISHIDA T . Digital city kyoto: Soci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鄄

ture for everyday life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标是形成教学并举尧学以促进的教学平台袁未来还有
很多方面值得探索院
渊1冤建设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同时袁关注其他学

2002,45(7):76-81.

[12] 黄东涛. 核心素养视域下地理教学目标的表述:误区与建
议院基于叶地理教学曳期刊教学设计论文的内容分析[J].地

科仿真教学平台的发展袁借鉴其他平台的模块袁避免
重复建设曰发展网络共参与式的地理建模技术袁实现
多源异构地理模型的解析重组袁服务于本课程虚拟仿

理教学,2021(5):50-52.
[13]

LU G 援Geographic analysis-oriented virtual geographic en鄄

vironment院Framework袁structure and functions [J].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 2011,54(5):733-743.

真教学平台的优化过程遥
渊2冤运用空间数据引擎技术袁整合网络上可用的

[14] 龚建华,周洁萍,张利辉. 虚拟地理环境研究进展与理论框

共享调用机制袁 扩充仿真教学平台的数据库容量袁增

[15] LIN H , CHEN M , LU G . Virtu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有效资源袁实现数据实时共享袁完善网络环境的数据

架[J]. 地球科学进展,2010,25(9):915-926.

A workspace for computer-aided geographic experiments[J].

加学生实例操作的机会遥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渊3冤加强地理信息系统尧地理可视化尧虚拟现实等

技术的有机融合袁建立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系统方法

论袁并拓宽其应用领域袁为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发展提
供新的视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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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ode Reform for Class of Regional Analysis and
Regional Geography Based on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LIN Yongming1, LI Jian1, WU Liyun1, YOU Weibin1, HE Dongjin1,
CHEN Can1, WU Chengzhe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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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chool of Ecology and Resources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 Nanping, Fujian35430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s爷 technology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s to the recurrence and expres鄄

sion, integrated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of geographical processes. It also gives the opportunities to global cognition and prac鄄
tice, abstract concept and process of regional geography, supplement and expans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novation of teaching con鄄
cept in the class of regional analysis and regional geography. This paper analyzed research status and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ir鄄

tual simulation geography-teaching platform and summarized the importance of virtual simulation construction.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environmental elements and framework of virtual simul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d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our sub

environments (including data environment,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environment, interactive environment, and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
in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platform. Finally, the basic construction framework and course teaching mode are give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virtual regio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latform, and supports for students to express geo鄄
graphical environment, find regional problems, summarize regional laws, reproduce and simulate regional phenomena.

Key words:

regional analysis and regional geography; virtual simul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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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教学实践探讨
孙兴燊袁 杨自涛袁 吴方棣袁 谢文菊袁 范荣玉
渊武夷学院 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为适应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理总局和教育部发布的叶关于加强化工安全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曳和野教指
委冶发布的野化工与制药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渊化工类专业冤冶的培养要求袁从课程背景尧课程教学和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三
个方面具体展开讨论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的教学实践袁增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学生的安全意识尧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
责任感袁培养满足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综合型化工人才遥

关键词院化工安全与环保曰案例教学曰产教融合曰课程思政曰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院G642.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6原园105原园5

中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袁已经变成人民日益

于加强化工安全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曳指出野促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进化工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好转和持续健康发展袁培养

矛盾 遥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我们矢志不渝的

高素质化工安全人才冶野化工安全相关专业要落实化

奋斗目标遥 然而袁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

工安全人才标准袁将安全知识教育细化到具体的课程

化学工业却事故频发袁化工泄露尧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袁

和教学环节袁将安全意识培养融入教学全过程袁使学

如野11.22冶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爆炸事故尧野8.12冶天津

生了解化工安全技术进展袁强化化工是高危行业的认

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尧野3.21冶 江苏响水特别重大爆炸事

识袁树立安全是化工生产前提的理念冶[2]遥 结合我校化

[1]

故尧野4.24冶内蒙古东兴化工爆炸事故等安全事故遥化工

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建设情况袁从课程背景尧课程教学

企业的安全生产袁 是企业稳定与发展的基本要求袁是

和融合课程思政元素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化工安全与

企业员工的职业健康与生命安全的保障袁是社会生态

环保课程的教学实践遥

环境问题的基础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教育部发布的叶关
收稿日期院2021-12-27

1 课程背景
2018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

福建省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XGK202002);

野化工与制药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渊化工类专业冤冶中

福 建 省 一 流 本 科 专 业 项 目 (SJZY2020001,

高的职业道德尧良好的人文和科学素养尧高度社会责

基金项目院武夷学院教 学 改革 与 研究 项 目(KC202103)曰

ZY202001 ) 曰 福 建 省 一 流 本 科 课 程 项 目
(SJKC20201202)曰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
渊2019L3021冤遥

作者简介院孙兴燊渊1991-冤袁男袁汉族袁博士研究生袁助教袁
主要从事化学工程的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范荣玉渊1970-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吸附
分离功能材料的研究遥

指出袁 化工类专业培养的是具有健康的身心素质尧崇
任感的化工人才[3]遥 顺应时代的发展和专业建设的需
要袁将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中开设的化工安全与环保

课程从原来的野专业方向课冶调整为野专业必修课冶袁课
程学时也从 24 学时调整为 32 学时袁旨在提升化工专

业学生和授课教师对本课程的重视程度遥 教材选用温
路新主编的叶化工安全与环保曳渊第二版袁普通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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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野十三五冶规划教材冤袁教学主线根据教材内容分成

生提供认知实习尧 生产实践实习和顶岗实训实习机

三个模块院第一模块为第一至第六章袁以火灾事故尧爆

会曰优秀企业导师承担毕业论文渊设计冤指导曰企业提

炸事故尧中毒事故等的预防为中心袁详细阐述密封技

供奖助学金资助成绩优秀和家境贫困的学生遥 产教融

术尧腐蚀控制技术尧自动控制尧化工检测技术等基本安

合有利于培养化工学生的综合能力袁学生懂化工技术

全知识袁构建一个完整的化工安全知识体系遥 通过对

理论知识尧懂相关法律法规尧懂环境保护还有工厂实

危险化学品实施有效控制措施的了解袁以到达预防安

践经验袁 这类高素质综合型化工人才将更受企业欢

全事故尧职业病与环境污染的目的遥 第二模块为第七

迎遥

至第九章袁从化工过程全局性设计尧化学反应等特殊

2.2 案例教学

过程和压力容器等方面深入讨论化工安全问题遥 第三

选取书本中的经典案例 野中石油吉化 11.13 特大

模块为第十至第十二章袁 介绍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尧个

爆炸事故冶及野松花江水污染特别重大事故冶袁结合图

人职业健康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有关标准尧 管理制度尧

片和影像资料袁将此次事故的原因尧经过尧危害等内容

现代管理方法和法律法规袁重点讨论各种职业性危害

呈现给学生袁让学生认识到化工事故的危险性袁也能

和环境污染的防治方法[4]遥 在授课过程中选取书中列

使他们深刻意识到化工安全事故发生后袁如果不及时

举经典案例案以及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惨痛化工安

处理袁易发生次生事故甚至连环事故遥 有些化工安全

全事故作为课堂授课案例袁 正面案例可作为学习典

事故造成化学物质大量泄漏并释放到环境中袁可能导

范袁反面案例教训惨痛袁汲取事故经验教训袁通过构建

致环境污染事故甚至波及社会形成污染事件遥 通过对

野化工技术--职业健康--环境保护冶知识网络袁加深学

案例的细致分析袁提高学生的警惕心理袁将安全观念

生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感悟袁为将来从事化工相

牢记心中袁同时树立牢固环境保护意识曰通过结合课

关活动打下坚实基础遥

本知识袁了解化工生产的特点以及生产过程中有哪些
危险因素和安全隐患曰通过适当的延申袁将化工产品

2 课程教学

包装尧运输尧贮藏和销售过程中应注意的安全事项等
相关知识逐一讲解袁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袁有助

2.1 产教融合

于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遥 案例教学的最大特

武夷学院是国家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应用型高校
和福建省首批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之一 袁深入学
[5]

点是紧扣课本知识袁通过对案例举一反三袁培养他们
积极主动的思考问题尧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袁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响应党

发现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能快速的做出判

的号召袁以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尧打好创新人才培养

断和反应袁强化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袁达到增强学生

机制攻坚战为任务袁走野产教融合袁校企合作冶之路袁积

事故处理能力的目的遥

极探索适用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道路遥 开办

2.3 教学野虚实冶相融

校企联合培养班袁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办

传统的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以课堂授课为主袁教

野青松班冶尧 与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办

师的野教法冶为课堂教学袁这种教学方式单调枯燥袁学

富经验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站上讲台袁

技术重点实验室创新平台袁建设了绿色化工技术虚拟

将一些具体真实的企业安全案例融入教学当中袁相比

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袁不断拓宽和增加新的仿真教学资

于传统教学方式袁这种新颖又生动的授课方式更能激

源袁在原来拥有简单单元仿真尧工艺优化与模拟尧化工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遥 校内教师侧重理论知识教学袁企

过程控制等教学资源的基础上袁 增加典型化工厂 3D

野永晶班冶遥 通过学校和企业联合授课的方式袁具有丰

业教师侧重实践袁实现优势互补袁有助于加深巩固相

生学习起来也较为乏味遥 课程团队依托省级绿色化工

仿真实训尧野三废冶处理虚拟仿真实训尧化工安全逃生

应课堂知识遥 走野产教融合袁校企合作冶之路袁举措还

虚拟仿真实习演练尧生产合成樟脑半实验虚拟仿真实

有院校企共建生产实践实习基地袁企业为化工专业学

训等仿真实验教学袁构建由简单单元操作到复杂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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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仿真尧理论到实践的一体化仿真实训教学遥 通过野虚

过程中穿插一些环境污染和污染防治的正反面经典

拟冶与野真实冶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袁更加贴近真实化工

案例院2013 年野雾霾冶成为年度关键词袁从刚开始人们

工艺生产袁老师可以在野做中教袁教中长冶袁学生也能在

对环保专业知识的有限了解袁到现在几乎全社会的人

野做中学尧学中做冶遥 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袁

都知道了 PM 2.5渊细颗粒物冤袁再到全国各地相继出现

深入探索专业知识袁也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

分析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修改宪法时袁把生态文

激发了学生学习课程的兴趣和爱好袁既可以帮助学生
力遥

野北京蓝冶野郑州蓝冶野兰州蓝冶等好天气[7-9]遥 从国家层面
明写进了宪法袁同时决定组建生态环境部袁既通过宪
法法律把生态文明理念上升到国家意识层面袁又为生

3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基本组织保障曰 从社会层面分析袁
加强环境保护袁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道德修养和环境

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意识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曰从个人层面分析袁

保护环境是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袁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袁包括了对物质生产力发展和

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化工

个人物质财富增长的追求袁也包括对美丽和谐环境的

安全生产既与人民的微观生活息息相关袁又关系到国

希冀遥 通过对这类案例的分析袁使学生深刻意识到化

家经济宏观发展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着国家意

工安全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袁深刻体

志层面的野价值目标冶尧社会意志层面的野价值取向冶和

会到美好的环境和生态最终受益者是我们遥

公民意志层面的野价值准则冶袁这三个层面中的任意一

3.3 以人为本思想教育

个野价值观冶的实现都无法离开环境保护和化工安全

化工安全技术尧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

生产 遥 在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化工技术与安全

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袁处处体现了以人

生产尧环境保护的关系袁挖掘课本知识中体现的价值

为本的思想遥 在中毒事故与通风置换技术尧重点操作

观院在介绍我国化学工业发展史时袁介绍范东旭先生

过程与检修作业安全尧火灾与爆炸事故的预防等章节

肩负民族化工行业发展的重担袁排除万难创办了中国

教学中袁将课本知识与最新的案例相结合袁分析事故

第一家精盐厂袁让中国人摘掉了野食土民族冶的帽子袁

的起因尧经过与结果袁授课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渗透

这是公民层面野爱国冶价值观的体现曰在讲授第十章化

野生命只有一次尧安全伴君一生冶野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尧

[6]

工安全管理概述的野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冶的相关

人命关天安全优先冶野员工生命高于一切尧安全责任重

知识时袁一边讲解我国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法规袁

于泰山冶等以人为本的思想遥 化工安全事故袁会使企业

一边向学生宣传我国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袁民主与

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袁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袁更

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会危及职工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遥 通过以人文本思想

的基本内容袁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石袁这是社会层面野法

教育袁学生能明白化工安全生产野一切为了人袁一切依

治冶价值观的体现曰在讲授密封尧腐蚀控制尧化工检测

靠人冶袁也能明白没有化工生产安全就没有文明和谐

与自动控制等章节时袁强调这些化工安全技术与安全

的生态环境袁就没有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袁广大人民

生产和环境保护密不可分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国家层

群众的切身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遥

面野文明冶野和谐冶价值观的体现遥

3.4 职业素质教育

3.2 生态文明建设

职业素质是对社会职业了解与适应能力的一种

在化工安全概要尧环境保护基础尧废水废气废固

综合体现袁一个人能否顺利就业和成功袁在很大程度

处理技术等章节的教学过程中袁把习近平同志的野树

上取决于其自身的职业素质袁职业素质越高的人通常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冶野坚持人与

获得成功的机会就能越多[10]遥在通风置换及除尘尧阻火

自然和谐共生冶等经典论述传递给学生袁增强学生环
保意识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遥 教学

隔爆与爆炸泄压尧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等章节的授课
过程中袁认真解释职业素质的内涵和个人职业发展之

窑 108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2 年第 6 期

间的关系袁通过构建野专业知识-职业危害-职业健康-

从经济发展尧生态建设尧文明交流尧政治新路和维护安

职业未来冶的知识网络体系袁让学生明白化学工程与

全等方面做出新阐释袁野各国人民同心协力袁构建人类

工艺专业培养的是综合型高素质化工人才袁其该需具

命运共同体袁建设持久和平尧普遍安全尧共同繁荣尧开

备的素质包括深刻的安全和环保意思尧稳固的专业知

放包容尧清洁美丽的世界冶[12]遥 在火灾尧施工作业证尧中

识和实践经验尧良好的职业技能和技术和高度的政治
素养和思想品德遥 通过阐释职业素养对个人职业发展
的重要性袁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袁积极主动提高自身职

毒尧爆炸等相关知识的授课过程中袁可选取化学工业
史上极其严重的工业事故野印度博帕尔灾难冶和 2011

年日本福岛野311 核泄漏冶事故作为反面教材遥 例如在

业素质袁在校学习期间刻苦学习尧认真钻研袁为日后就

博帕尔事故案例中袁解释说明事故泄露剧毒物质野异

业工作夯实基础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野中国梦冶

氰酸酯冶的毒性袁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尧经过和结果袁

的同时袁争当爱岗敬业尧甘于奉献的野追梦人冶袁也当美

通过数字罗列野2.5 万人直接致死冶野55 万人间接致死冶

好尧幸福生活的野圆梦人冶遥

野20 多万人永久残废冶和展示事故图片尧播放视频的方

3.5 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
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科技创新野三步走冶目标袁2020

式引起学生的反思遥 野印度博帕尔灾难冶是发达国家将

高危害尧高污染化工工厂向劳动力密集型发展中国家

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11]遥 国内高质量发展的迫

转移的一个典型恶果袁 无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经

切需求和国外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共存袁把握新一轮

过袁还是事故发生后企业应具有的担当袁都发人深省遥

产业变革尧科技革命的挑战和机遇袁科技创新工作任

同样袁在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后袁其政府领导决定将

务艰巨尧责任重大遥 在密封尧化工检测与自动控制等章

核污染废水排入海水中袁冠冕堂皇的提出野稀释后排

节的授课中袁结合课本知识介绍我国石油石化工业发

海冶计划袁此举行为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对遥 我国坚持

展史及其现有技术袁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石油贫国到

走健康尧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袁在满足当代人利益

今时的石油大国袁这是一段艰苦的野创业史冶袁更是一

的同时袁又能做到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需要的发展袁

段幸福的野奋斗史冶遥 在国家极度困难的情形下袁石油

可持续的健康尧 绿色发展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袁认

的成功开采袁为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袁积累了宝贵的

识到自己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应负的责任袁以实际

经验袁不仅促进我国石油工业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袁

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袁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

更造就了一支爱岗敬业尧吃苦耐劳尧不畏艰难险阻又

担当遥

能勇于创新拼搏的科技队伍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奋发前进的信心和决心遥 涌现出野铁人冶王进喜尧野冬青

4 结语

树冶郭孟等老一辈优秀石油员工袁凝练形成的野苦干实
干冶野三老四严冶野大庆精神冶等锲而不舍的坚持尧勇敢

新时代背景下袁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应培养具有

与拼搏尧继承与创新的石油精神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

扎实理论基础尧娴熟基本技能尧健康身心素质尧崇高职

不断学习的精神食粮和文化积淀遥 弘扬工匠精神和科

业道德尧良好的人文和科学素养尧高度社会责任感的

学精神是对创新精神的凝练和升华袁通过阐释工匠精

化工人才遥 从产教融合尧案例教学尧教学野虚实冶相融尧

神和科学精神对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性袁鼓励学生积

融入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冶野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冶野以

极主动提高自身专业素质袁以埋头苦干尧精益求精尧一

人为本思想教育冶野职业素质教育冶野工匠精神和科学

丝不苟的精神袁以不断学习尧不断提升与完善的生活

精神冶和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等方面展开讨论袁列举一

态度袁以奋发图强尧锐意进取的饱满状态袁为我国制造

些在课程授课过程中可供参考的案例和课程思政素

实现转型升级尧建设创新型强国赋能遥

材袁具体讨论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的教学实践袁以期

3.6 人类命运共同体

增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学生的安全意识尧环境保护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里袁习近平总书记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袁培养满足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综
合型化工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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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J].化工高等教育,2019,36(4):31-34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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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eaching Practice of Chemic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N Xingshen, YANG Zitao, WU Fangdi, XIE Wenju, FAN Ro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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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training requirements of 野Guidance on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Chemical safety Talents冶 issu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野National Standard for Teaching Quality of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Specialties (chemical engineering majors)冶 issued by the Teaching Guidance Committee.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chemic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野curriculum background冶, 野course teaching冶 and 野integrat鄄
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冶, so as to enhance the safety awarenes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so鄄

cial responsibilit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comprehensive chemical talents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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