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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CN智能运算概述

1.1 信息处理与 FCN计算技术

信息处理技术(IT, information process technology)

实用性研究领域自然包含院数值表示及其计算袁精准

表达与精准计算或逼近计算袁 智能表示与精确求解袁

如此等等遥 计算数学之应用于复杂工程计算精准性要

求袁也是现代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之智

能计算技术应用于搜索精准解之更高要求(时间杂性/

空间杂性/解精准性等)遥

中国古代发明算盘(Abacus)之计算器具存在计算

溢出特性(VCO,variable capacities of overflowing)问题院

(1)上溢(upper VCO)袁绝对值非常大之数无以描述曰(2)

下溢(lower VCO)袁绝对值非常小之数无以描述遥 国外

早期如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 Babbage研制差分计算

机器或现代智能手机/计算机(电脑)同样存在(CPU字

长有限)计算 VCO问题遥

传统恒进制(FCR袁fixed carrying rules)表示之恒进

数(FCN袁fixed carrying numbers袁如二进数 B/八进数 Q/

十进数 D/十六进数 H噎) 的数值计算存在数值扰动

(PM,perturbation motion of numbers爷 value)或称为计算

误差 啄或数值漂移 驻问题 (位数字模 FMs=常整型数

导致 FCRs 刻板性而造成 啄 =驻屹0袁FMs =Figures爷

Module)袁 产生 PM之数称扰动数 PMNs(PMNs,pertur鄄

bation motion for numbers爷 value)或扰点数/扰点曰其它

任意 FCRs 之 FCNs 同样天然存在数值 VCO/PM 问

题遥 运算值院无 PM称精准运算(AI称精准解/最优解)袁

有 PM称近似运算(AI称近似解/次优解)遥 有限循环体

长的无限数和不含有限循环体长之非循环的无限数

(如 2/3=0.66噎曰自然对数底值 e=2.718 281噎,圆周密

率 仔=3.1415926+啄1或 仔=3.1415927-啄2等) 皆为产生

PM实质性根源数据 PMNs遥

1.2 VCN与智能数值计算

笔者提出创新变进制(VCR,variable carrying rules)

描述之变进数(VCN,variable carrying numbers)数值理

论计算技术 [1-3]袁可同时智能而巧妙地解决任意 FCN

之天然存在数值计算的 VCO/PM难题袁并荣获中国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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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3期

能科学最高奖暨第 4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创

新奖三等奖遥 VCN即指在同一个进制数(CNs,carrying

numbers)中院相邻位数字(量纲)之间进退转换关系是可

以不恒守同一规则和智能设计的袁如表示年尧月尧日尧

时尧分尧秒时间长短的数袁就是经典地道的 VCN院由秒

到分或分到时都是 60进制的曰由时到日(天)是 24进

制的曰按世界公历/阳历计算袁由日到月是 28(平年时二

月)尧29(非平年时二月)尧30(月小时)或 31(月大时)进制

的袁按中国古历(农历/阴历)计算袁它是 29(月小时)或

30(月大时)进制的曰由月到年是 12进制的袁按中国古

历(农历/阴历)存在闰年(含 13 个月)计算是 13 进制

的遥 其实袁国内/国际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们制定中国古

历(农历/阴历)或世界公历(阳历)之计时规则出现怎样

的不同袁初心都是渴望解决院地球自转和围绕太阳公

转的地球表面气候变化的周期精准性问题遥 特别地袁

基于地球自转变慢和高精度原子钟之世界时的周期

精准性误差之协调袁 国际上协定提出了闰秒的概念袁

第一个闰秒年时间是 1972年 6月 30日 (即这一天比

正常平时每天要多 1秒钟时间)袁至 2015年 6月 30日

已是全球第 26个闰秒年遥

将有 PM转化为无 PM之运算即为智能 VCN之

数值理论计算技术的终极目标遥消除 PM(纯数值/情感

多值/脑力劳动值)之算法各自不同[4-6]袁其运算时空杂

性也不一样遥 本文给出实现实数 VCN智能乘法运算

之杂性分析袁以及其可实用的结论与展望遥

2 VCN智能乘法杂性

2.1 实型 VCN权值计算表达

一个同时包含 n位整型(整数)和 m位分型(小数)

VCN之实数 DVCN权值(m和 n 为正整数)之表达公式

为院

DVCN =Fn-1Fn-2噎F1F0窑F-1F-2噎F-m+1F-m=RDVCN=

n-1

k=1

移Fk

k-1

i=0

仪渊ri +1冤+F0+
-1

j=-m+1

移Fj

-j+1

l=-m

仪渊rl+1冤+F-m (1)

其中袁F0为最低位整型数字袁F-m为最低位分型数

字曰Fn-1为最高位整型数字袁F-1为最高位分型数字曰Fk

和 Fj 分别为整型和分型之即位数字 (Figures)曰ri和 rl

分别为第 i位整数和第 l位小数之最大即位数字袁即

ri=Max(Fi)袁rl=Max(Fl)遥 即位数字模称 FM(figures mod鄄

ule)袁系该位数字允许使用代码个数(或范围)袁如二进

数字模 FM2=2 (即 0,1)袁 十进数字模 FM10=10 (即

0,1,2,3,4,5,6,7,8,9)袁 十六进数字模 FM16 =16 (即

0,1,2,3,4,5,6,7,8,9,A,B,C,D,E,F)遥

整型位数字模集 FMn={FMs院FMn-1,FMn-2噎FM0}袁分

型位数字模集 FMm={FMs院FM-1,FM-2噎FM-m}遥 其中袁

Max(F0)=FM0-1, Max(F1)=FM1-1,噎, Max(Fn-1)=FMn-1-1遥

整数模值 NMn为所有整型位数字模 FMn之卷积

值袁它是一个与整型位数 n和 FMn有关的数值袁即

NMn=
n-1

i=0

仪渊FMi冤=Max渊IDVCN冤+1 (2)

Max(IDVCN)=rn-1rn-2噎r1r0 (3)

其中袁Max(IDVCN)为 n 位变进整数最大值袁FMi为

第 i位整型数之即位数字模袁FMi=Max(Fi)+1=ri+1遥

分型数模 NMm为 1袁 它是一个与分型位数 m和

FMm无关的数值曰或所有分型位数字取最大值加上最

小分辨率值(精度值/精度)CP或 NCPVCN袁即

NMm=
-1

j=-m+1

移 FJ

-j+1

l=-m

仪渊FMl冤+
-1

l=-m

仪渊FMl冤l=1 (4)

NMm=r-1r-2噎r-m+1r-m+
-1

l=-m

仪渊FMl冤
l=1 (5)

CP=
-1

l=-m

仪渊FMl冤
l=NCPVCN (6)

其中袁FJ=Max(Fj)袁CP为 DVCN数值分辨率值或称数

值计算精度值 NCPVCN 渊简称为变进数值精度冤曰r-1=

Max(F-1)袁r-2=Max(F-2)袁噎, r-m=Max(F-m)曰数值计算精度

与计算机 CPU字长 (Word size/即二进制数据处理位

数 Bits)有关遥

整型数模值 NMn为随位数 n 与变进制 VCRn的

变化而变化的函数袁即 NMn=NM(n,VCRn)曰分型数模值

NMm为 1袁 即 NMm系为与位数 m与变进制 VCRm/FMs

变化无关曰m与 VCRm的变化袁可以非常简单袁也可以

无限复杂袁但 NMm值为永远不变(其值恒为 1)遥

2.2 两实型 VCN乘法计算

MDVCN=DVCN1
伊DVCN2

= RDVCN1
伊RDVCN2

= RDVCN=

Fn1-1Fn1-2噎F0窑F-1噎F-m1+1F-m1伊Fn2-1Fn2-2噎F0窑F-1

噎F-m2+1F-m2

在(1)式中袁设整型变进数 IDVCN= Fn-1Fn-2噎F0=A袁分

2窑 窑



型变进数 FDVCN= 0.F-1噎F-m+1F-m=B袁DVCN=A+B袁则有院

MDVCN =DVCN1伊DVCN2=(A 1+B1)伊(A 2+B2)=

RDVCN=

A 1A 2+A 1B2+B1A 2+B1B2=

A 1A 2+(1+ B1A 2/(A 1B2))A 1B2+B1B2=

B1B2+(1+A 1B2/(B1A 2))B1A 2+A 1A 2

当 A 1=0时袁MDVCN =B1A 2+B1B2 (7)

当 A 2=0时袁MDVCN =A 1B2+B1B2 (8)

当 A 1=A 2=0时袁MDVCN=B1B2 (9)

当 B1=0时袁MDVCN =A 1A 2+A 1B2 (10)

当 B2=0时袁MDVCN =A 1A 2+B1A 2 (11)

当 B1=B2=0时袁MDVCN =A 1A 2 (12)

2.2.1 两同型 VCN乘法计算

乘数 DVCN1
与被乘数 DVCN2

之 VCRs 相同袁VCR1=

VCR2=VCR曰VCNs之模 NM相同 (VCNs不一定相同)袁

NM1=NM2=NM曰MDVCNs乘积未超 NM袁即 MDVCN <=NM袁

计算方式如下院

MDVCN=DVCN1
伊DVCN2

=A 1A 2+A 1B2+B1A 2+B1B2

当 DVCN1
=DVCN2

时袁MDVCN=(A 1+B1)
2=(A 2+B2)

2遥 这里袁

有可能是 A 1=A 2||B1=B2或 A 1=B2||B1=A 2遥 VCN/FCN*权

值展开多项式乘法规则不同袁 加法时整型数低位看

齐袁分型数高位看齐袁向相邻高位进位不恒守同一规

则袁多个实型数相加时全体向中(小数点)看齐曰同理袁

实现除法运算减法时向相邻低位借数有 野不恒守同

一冶统一借数规则可守袁多个实型数相减时全体向中

看齐遥

当 MDVCN 超 NM 时袁 其值溢出而须智能修改

VCRs院

(1)FMn/FMm中集合元素增加袁提升 NM容量值遥

如变进实数(145.67)4,10,10.7,8改为(0145.67)4,4,10,10.7,8遥改

前 NM0=400袁Max(VCN0)=(399.67)4,10,10.7,8曰改后 NM1=1 600袁

Max(VCN1)=(3 399.67)4,4,10,10.7,8袁NM容量扩至原值 4倍遥

(2)FMn/FMm中集合元素不变袁提升 NM容量值遥

如变进实数(145.67)4,10,10.7,8改为(145.67)8,10,10.7,8遥 改

前 NM0=400袁Max (VCN0)=(399.67)4,10,10.7,8曰 改后 NM1=

800袁Max(VCN1)=(799.67)8,10,10.7,8袁NM容量扩至原值 2倍遥

(3)FMn/FMm中集合元素减少袁提升 NM容量值遥

如变进实数(145.67)2,10,10.7,8改为(91.67)16,16.7,8遥 改前

NM0=200袁Max (VCN0)=(199.67)4,10,10.7,8曰 改后 NM1=512袁

Max(VCN1)=(FF.67)16,16.7,8袁NM容量扩至原值 2.56倍遥

(4)FMn/FMm中全部元素修改袁提升 NM容量值遥

如变进实数(145.67)2,10,10.7,8改为(091.61)4,16,16.8,9遥 改

前 NM0=200袁Max(VCN0)=(199.67)2,10,10.7,8曰改后 NM1=400袁

Max(VCN1)=(399.78)16,16.7,8袁NM容量扩至原值 2倍遥

(5)FMn/FMm中部分元素修改袁提升 NM容量值遥

如变进实数(145.67)2,10,10.7,8改为(091.67)6,10,16.7,8遥 改

前 NM0=200袁Max (VCN0)=(199.67)2,10,10.7,8曰 改后 NM1=

960袁Max(VCN1)=(59F.67)6,10,16.7,8袁NM容量扩至原值 4.8倍遥

(6)FMn/FMm中扰动数据消除袁提升 NM容量值遥

如五进实数(144.3030)5改为六进实数(121.343)6遥 改

前三位五进整型数之模 NM0=125袁五进分型数位可以

任意扩展 (可按实际需要确定位数 )袁Max (FCN0)=

(444.44)5曰改后三位六进整型数之模 NM1=216袁六进分

型数位可以任意扩展 (可按实际需要确定位数)袁Max

(FCN1)=(555.55)6袁NM容量扩至原来值 1.728倍遥这里袁

扰点五进实数(144.3030)5改为十进实数(049.625)10袁扰

点也照样可以被消除袁 改后三位十进整型数之模

NM1=1000袁十进分型数位可以任意扩展(可按实际需

要确定位数)袁Max(FCN1)=(999.99)10袁NM容量扩至原值

8倍遥

2.2.2 两异型 VCN乘法计算

乘数 D VCN1
与被乘数 D VCN2

之 VCRs 不相同 袁

VCR1屹VCR2曰VCNs之模 NMs可相同或不相同(VCNs

长度可以相同或不同)袁 即 NM1=NM2或 NM1屹NM2曰

VCNs乘积未超最大者袁 即 MDVCN <= Max(NM1袁NM2)袁

计算方式为院

MDVCN =DVCN1
伊DVCN2

=A 1A 2+A 1B2+B1A 2+B1B2

当 DVCN1
=DVCN2

时袁MDVCN =(A 1+B1)
2=(A 2+B2)

2遥 这里袁

同样可能是 A 1=A 2||B1=B2或 A 1=B2||B1=A 2遥 VCN/FCN*

权值展开多项式乘法规则不同而且杂乱院加法时整型

数既不能低位看齐袁分型数也不能高位看齐袁而且向

相邻高位进位完全没有规则可守袁多个实型数相加时

全体均不能向中看齐曰同理袁实现除法运算减法时向

相邻低位借数完全没有规则可守袁多个实型数相减时

全体也不能向中看齐遥 这里野同一冶表示相邻位进退规

则相同袁 例如 1011B=11D袁4.625D=(4.30噎)5=(4.343)6=

噎曰野统一冶 表示所有位数整体组合结构进退规则相

同袁如下式院

叶球孙院VCN智能乘法计算杂性分析 3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3期

(21.342)5,5.6,6,6+(11.213)5,5.6,6,6=(32.555 5)5,5.6,6,6曰1 011.101B=

11.625D=(21.343)5,5.6,6,6袁诸如此类遥

因此袁要实现两异型 VCNs乘法计算袁可先将其

变成两同型 VCRs之 VCNs院或 DVCR
1
寅DVCR

2
曰或 DVCR

2

寅DVCR
1
曰或 DVCR

1
寅DVCR

3
袁DVCR

2
寅DVCR

3
揖取 Max(NM1,NM2,

NM3)袁VCR=Fit(VCR1,VCR2,VCR3)铱遥

当 MDVCN 超 Max(NM1,NM2,NM3)时袁须智能设计

VCRs院过程优至由参同 2.2.1遥 过程邮FMn/FMm中有效

数字检测袁 提升 NM 容量值遥 有效数字表示为 CP/

NCPVCN曰当已有 CP/NCPVCN不够用(超过本计算机 CPU

字长)而产生下溢时袁即须通过软计算(SC,Soft Comput鄄

ing)科学技术来拓展已有 CP/NCPVCN遥

2.3 实型 VCN乘法实现算法

VCN乘法实现简要算法如图 1所示遥 智能 VCN

理论计算技术根本任务院 解决数值运算结果之 VCO/

PM同时存在的学术性难题遥 VCN并不常用袁FCN才

是常用数曰FCN中袁二进制数 B是现代计算机/电脑内

部使用常用数袁 十进制数 D才是日常生活/科学研究

最实用的常用数遥 因此袁原始加工处理已知数值数据袁

一般首先表现者均是 D/B曰 当出现 VCO/PM现象时袁

为了抑制它们袁才将已知数值数据转换成 D/B以外之

其它 VCN/FCN遥

图 1 VCN乘法实现算法流程图

Fig.1 Flowchart for computation of multiplication

2.4 两实型 VCN乘法杂性

根据计算公式(1)可得出两实型 VCNs乘法杂性

主要体现系列因素院Max(IDVCN)+Max(FDVCN)=Max(RDVCN)袁

Max(IDVCN)=rn-1rn-2噎r1r0袁Max(FDVCN)=r-1r-2噎 r -m+1r -m曰

Max(RDVCN)为 n位整型尧m位分型最大实数值袁Max(FDVCN)

为 m位分型最大实数值曰n=Max(n1,n2)袁m=Max(m1,m2)袁

Max(FDVCN)+CP/NCPVCN=NMm=1遥 有效数字位数逸(m+n)曰

乘法运算后袁其积值所需有效数字位数臆2(m+n)遥

数值运算过程/结果中有时会出现院优含有限循环

体长之 PMNs袁如 1/3尧5/3尧1/7 等曰悠不含有限循环体

长即非循环 PMNs之无理数袁如圆周密率 仔值尧自然

对数底 e值等都是无限非循环数遥 这两种 PMNs都是

继续运算会产生数值 PM之实质性根源遥 遇 PMNs数

优时袁 只要计算出有限循环体长之末位数即可终止袁

随即修改 FCRs/VCRs袁 以便消除 PM曰 遇 PMNs数悠

时袁须调用原始遗传算法遥 如祖冲之实验数据

仔=355/113=3.141 592 920 353 982 300 884 955 752

212 389 380 530 973 451 327 433 628 318 840 707

964 601 769 911 504 424 778 761 061 946 902 654

867 256 637 168袁显然仅有前 7位有效数字精确袁第 8

位及其以后所有位数字皆不精确袁系其实验数据(355/

113)即实验钢球数本身不精准造成曰若其实验钢球数

本身是精准的袁则它是 112位有限循环体长的十进制

无限数 D曰又如自然对数底值 e=2.718 281噎袁同样仍

须调用其原始遗传算法袁 才能获得更精确的数值数

据袁计算到所需有效数字位数/精度值(CP/NCPVCN)袁以

便消除部分扰动(注意/这里只能消除部分 PM/不是所

有或潜在 PM曰不管精确计算到其后哪一位袁都将必然

存在两个正/负绝对误差互补值 啄1和 啄2遥

3 VCN乘法杂性分析

3.1 FCNs/VCNs乘法计算样例

表 1所示袁为乘数模拟 5位有效数字原始值(CNs/

含部分较大 FCNs/VCNs)尧乘数含 FCNs/VCNs(含部分

PMNs和较大有效数字位数)之乘法计算袁其运算结果

积值有效数字值之位数可按需任意增加 (即允许积值

有效数字位数逸5之方向拓展)遥 积值一/精准值 (可

用)袁积值二/近似值(慎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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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VCR/不同 VCRs实数 VCNs尧相同 FCR/不同

FCRs实数 FCNs尧智能 VCNs/FCNs和自带天然 PMNs

(如 仔/e等无限非循环无理实数)的乘法计算袁均可用

不同计算机语言 (BASIC/FORTRAN/C++/JAVA/SQL/

ACCESS等)编程实现遥

1 12 345 7.200 0 88 884

2 1 008.6 -12 345 -12 451 167

3 233.33 666.80 155 584.444

4 0 5 678.9 0

5 12.625 (10 004)5 7 941.125 (223 231.03)5

6 11.625 10111B
267.375;100 001 011.011B;

(1 123.213)6;噎
(2 032.14)5

7 11.125 (12.000)3 55.625;(131.343)6; 噎
(2 001.122 3)3;

(201.30)5

8 1/7* 124.00Q (20.2)7;噎 14.285 714 285 7 1/7

9 13.000 1/9* (1.4)9;噎 1.4; 1/9

10 (10*仔)2 1/仔2 100.00;噎 仔*

11 10.000 10*仔 无
314.159 26+啄1;
314.159 27-啄2

仔*

12 516.00*e 1/e 516.00 e*

13 51.800 10*e 无
1 408.070 1-啄1;
1 408.069 6+啄2

e*

14 (02085)2,3,16,13,10;4565.0;噎 1C3.73H;451.45;噎 2 060 869.25;1F7245.4H;噎 1C3.73H

15 (FA78A)16,15,14,13,12;481678;噎
213 154.454 949 84;
噎

102 671 811 551.329 031 52;
噎

16 (FFFF.8)16.10;65535.5;噎
54 416 518 948 918.916 514 65;
噎

3 511 158 777 576 876
153.245 845 075;噎

*注)表 1中袁仔-圆周密率值袁e-自然对数底值曰啄-扰动误差袁啄1尧啄2为某有效数字之正尧负误差值或称为某精度下之两误差互补

值袁备注列表示拢动数 PMNs存在情况袁数值右括号后下标表示进制关系 VCRs/FCRs曰带下划线数字表示有限循环体遥

3.2 实型 FCNs乘法计算

相同 FCR实数 FCNs乘法计算袁适用移位快速计

算袁但可能产生 PMNs曰不同 FCRs实数 FCNs乘法计

算袁FCR不同而无以适用移位快速计算袁 但可以消除

PMNs遥

MDFCN =DFCN1
伊DFCN2

=(A 1+B1)伊(A 2+B2)= RDFCN=

Fn1-1Fn1-2噎F0窑F-1噎F-m1+1F-m1伊Fn2-1Fn2-2噎F0窑F-1噎F-m2+1F-m2

=A 1A 2+A 1B2+B1A 2+B1B2=A 1A 2+(1+ B1A 2/(A 1B2))A 1B2+B1B2

=B1B2+(1+A 1B2/(B1A 2))B1A 2+A 1A 2

上式中袁A 1=Fn1-1Fn1-2噎F0袁B1=0.F-1噎F-m1+1F-m1曰A 2=Fn2-1Fn2-2

噎F0袁B2=0.F-1噎F-m2+1F-m2遥

当 A 1=0时袁MDFCN =B1A 2+B1B2 (13)

当 A 2=0时袁MDFCN =A 1B2+B1B2 (14)

当 A 1=A 2=0时袁MDFCN=B1B2 (15)

当 B1=0时袁MDFCN =A 1A 2+A 1B2 (16)

当 B2=0时袁MDFCN =A 1A 2+B1A 2 (17)

当 B1=B2=0时袁MDFCN =A 1A 2 (18)

3.2.1 两同型 FCNs乘法计算

两个同型 FCR之数 FCNs (如都是二进数 B或十

进数 D等)的乘法计算院整型位数 Max(n1,n2)袁分型位数

表 1 各种进制数 FCNs/VCNs智能乘法及较大数乘法运算样例

Tab.1 FCNs/VCNs AI-multiplication computation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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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m1,m2)袁有效数字位数应不小于 Max (n1,n2) +

Max(m1,m2)遥当有效数字位数小于 Max(n1,n2)+Max(m1,m2)

时袁有时就不能精确表达乘法运算结果值遥

3.2.2 两异型 FCNs乘法计算

两个异型 FCRs之数 FCNs(比如乘数是二进数 B袁

被乘数却是十进数 D等)的乘法计算袁须先将其变成

两个同型 FCR数 FCNs遥 变成同型 FCNs时袁计算规则

FCR才可以统一袁求取 FCR=Fit(FCR)院DFCR1
寅DFCR2

曰或

DFCR2
寅DFCR1

曰或 DFCR1
寅DFCR3

袁DFCR2
寅DFCR3

遥 Fit(FCR)沂

{FCR1,FCR2,FCR3}遥

这里袁求取 Fit(FCR)目的是促使乘法运算后其结

果积值院(1)无 VCO曰(2)无 PM遥 此过程之时空杂性不同

程度提高遥

3.3 实型 VCNs乘法计算

相同 VCR实数 VCNs乘法计算袁不能移位快速计

算袁但是计算规则相同曰不同 VCRs实数 VCNs乘法计

算袁但须统一计算规则袁即求取 VCR=Fit(VCR)院DVCR1

寅DVCR2
曰或 DVCR2

寅DVCR1
曰或 DVCR1

寅DVCR3
袁DVCR2

寅DFCR3
遥

Fit(FCR)沂{VCR1,VCR2,VCR3}遥 VCNs须非 PMNs袁积值

须测 VCO遥

3.3.1 两同型 VCNs乘法计算

两个同型 VCR之数 VCNs (如 VCR1=VCR2袁NM1=

NM2曰 但是袁VCN1与 VCN2不一定相同) 乘法计算袁

VCRs相同袁仅适用有限次加法实现乘法曰若 VCN1与

VCN2出现 PMNs, 则修改 VCRs而消除 PM曰 若出现

VCO袁则提升 NM遥

3.3.2 两异型 VCNs乘法计算

两个异型 VCRs之数 VCNs (如 VCR1屹VCR2曰但

是袁NM1与 NM2不一定相同袁VCN1与 VCN2也不一定

相同 )乘法计算袁VCRs 不同袁须统一 VCR院求 VCR=

Fit(VCR)遥 之后袁其算法处理过程同上(转 3.2.1)遥

4 结束语

VCNs包含 FCNs袁FCNs仅为 VCNs之特例曰FCNs

常用但有时天然缺乏精准表达与精准计算袁VCNs随

时拥有精准表达与精准计算曰改变 FCRs/VCRs可以消

除 FCNs/VCNs中出现 PMNs与实现精准计算(但会提

升时空杂性)曰VCRs/VCNs可以解决 VCO/PM 并存问

题袁即 FCRs/FCNs天然永存 VCO/PM难解问题遥

VCNs/FCNs 乘法计算杂性院(1) 两不同 FCRs 之

FCNs 高于相同 FCR 之 FCNs遥 (2) 两不同 VCRs 之

VCNs高于相同 VCR之 VCNs遥 (3)含 PMNs高于不含

PMNs之 VCNs/FCNs遥 (4)不可合并 PMNs高于可以合

并 PMNs之 VCNs/FCNs遥 (5)须引用遗传算法 PMNs高

于非引用遗传算法 PMNs遥

因 VCRs/VCNs 可以解决 FCRs/FCNs 天然永存

VCO/PM之难解问题袁特别是智能乘法袁其数值运算结

果积值之精准表达的尧按实际需要的尧有效数字的位

数会快速增长 (时空杂性随之增长)袁 以及天然原始

PMNs精准计算遥 故包含 FCNs之 VCNs乘法计算袁特

别是极大数/极小数/PMNs之乘法精算袁拟可用于数值

精算有着极高要求之加/解密计算尧航空航天仪器自动

控制与飞行计算尧数据多稳态之量子计算和天文数字

之精准预测计算等领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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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ity Analysis of Numbers for AI- Multiplication of VCN

YE Qiusun1,2

(1.School of Math and Computer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曰

2.Fujian Provincial Universities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Computing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院 In human society, the synthitical AI computation technology of numbers, its ap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ixed Carrying Numbers computation encounter three problems: (1) Overflowing of hardwares; (2) Perturbation motion of numbers爷 value;

(3) Computing complex of AI. In 1995, numbers computation theory for applications and its advances of the creative Variable Carrying

Numbers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Qiusun Ye, could solve problems of both (1) and (2) in a well-turned simultaneously, but also it might

encounter a new problem: How to reduce the computing complexities of time and space? In this paper, it introduces an algorithm complex鄄

ity analysis for AI multiplication of numbers爷 computing and effects and expectation of this algorithm.

Key words院 variable carrying numbers; computation of multiplication; complexity analysis of numbe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rtur鄄

bation motion of numbers爷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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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袁Gupta[1]引入著名的 Durrmeyer算子的一

个简单 q-模拟袁建立了该算子的一些逼近性质遥 2012

年袁郧al等[2]引进复 q-Durrmeyer 型算子袁并研究了该

算子的逼近性质遥 本文的目的是引进一类修正 q-

Durrmeyer型算子袁 并研究该算子在 Orlicz内的逼近

性质遥

首先袁 我们引入 q-整数和 q-微积分的若干概念,

这里所述的概念在文献[3-6]中可以找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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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q=

1-qk

1-q
袁q屹1曰

k袁 q=1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和 [k]q ! =
[k]q [k-1]q噎[1]q 袁k逸1曰

1, k=0
嗓

对非负整数 n,k,n逸k袁q-二项式系数定义为

n

k
蓘 蓡

q

=
[n]q !

[k]q ! [n-k]q !
遥

Beta函数 q-模拟定义为院

Bq 渊m,n冤=
1

0
乙 t

m-1

渊1-qt冤
n-1

q dq t, m,n>0袁其中

渊a-b冤
n

q =
n-1

j=0

仪渊a-qjb冤袁易知袁Bq渊m,n冤=
[m-1]q ! [n-1]q !

[m+n-1]q !
遥

q-Jackson 积分定义为院

a

0

乙 f渊t冤dq 渊t冤=a渊1-q冤
肄

n=0

移f渊aqn冤qn袁a>0袁假设级数绝对收

敛遥

b

a

乙 f渊t冤dq 渊t冤=

b

0

乙 f渊t冤dq 渊t冤-

a

0

乙 f渊t冤dq 渊t冤遥

对 f沂C[0袁1]袁q沂渊0,1冤袁x沂[0,1]袁n沂N袁给出修正

q-Durrmeyer型算子定义如下:

Mn,q 渊f曰x冤=
n

k=0

移pn袁k 渊q曰qx冤椎n,k,q 渊f冤 渊1冤

其中 pn袁k 渊q曰x冤=
n

k
蓘 蓡

q

x
k

渊1-x冤
n-k

q ,

椎n,k,q 渊f冤=
[n+1]q q

1-k 1

0
乙 pn袁k-1 渊q曰qt冤f渊t冤dq t,1臆k臆n

f渊0冤, k=0遥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本文涉及到的 Orlicz 空间中的一些概念可参考

文献[7]遥 记 L*
M表示在区间[0,1]上由 N- 函数 M渊窑冤生

成的 Orlicz空间遥 对于 f渊x冤沂L*
M袁f渊x冤在 L*

M内的范数

为院椰f椰M=inf
a>0

1
a
[1+

1

0
乙 M渊af渊x冤冤dq x]遥

若存在 u0>0袁k>0袁使得当 u逸u0时袁有 M渊2u冤臆

kM渊u冤袁则称 N-函数 M渊u冤满足 驻2原条件
[7]遥

另外,Orlicz空间中 f渊x冤的一阶连续模为院

棕1,M渊f,t冤= sup
0臆h臆t

椰f渊x+h冤-f渊x冤椰M袁由文献[8]可知袁

棕1,M渊f,t冤寅0渊t寅0冤当且仅当 M渊窑冤 满足 驻2原条件遥

文中 c表示与 f无关的正常数袁 但在不同处出现

一类修正算子的逼近性质

任美英

渊武夷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基于 q 整数袁引进一类修正 q-Durrmeyer型算子袁研究该算子在 韵rlicz空间内的逼近性质袁得到该算子的

逼近阶的估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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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 表示不同的值遥

在 Orlicz空间 L*
M中袁我们研究得到渊1冤式给出的

修正 q-Durrmeyer型算子 Mn,q渊f曰窑冤的如下几个结论遥

定理 1 Mn,q渊f曰窑冤是从 L*
M到 L*

M的有界线性算

子袁且存在 M>0袁使得椰Mn,q椰M臆M遥

定理 2 设 M渊窑冤满足 驻2原条件袁则对于 f沂L*
M袁有

椰Mn,q渊f曰窑冤-f椰M臆c棕1,M渊f,
1

[n+3]q姨
冤遥

1 引理

引理 1[7] 设 M渊窑冤为 N原函数袁则对任意的 u,淄沂

渊-肄,+肄冤袁有 M渊u冤+M渊淄冤臆M渊 u + 淄 冤遥

引理 圆 对(1)式给出的算子 Mn,q渊f曰窑冤, 有

(i)Mn,q渊1曰x冤=1曰

(ii)Mn,q渊t曰x冤=
q[n]q
[n+2]q

x曰

(iii)Mn,q渊t
2曰x冤=

q渊1+q冤[n]q
[n+2]q [n+3]q

x+
q3[n]q 渊[n]q -1冤

[n+2]q [n+3]q
x2遥

证明院由文献[9]可得袁

n

k=0

移pn袁k 渊q曰x冤=1袁
n

k=0

移
[k]q
[n]q

pn袁k 渊q曰x冤=x袁

n

k=0

移
[k]q
[n]q

蓸 蔀
2

pn袁k 渊q曰x冤=x
2+

x渊1-x冤
[n]q

遥

又对 s=0,1,2袁噎及 k=1,2袁噎,n袁利用 Beta函数 q-模拟

定义可得

1

0
乙 tspn袁k-1 渊q曰qt冤dqt=

n

k-1
蓘 蓡

q

q
k-1 1

0
乙 ts+k-1渊1-qt冤

n-k+1

q dq t=

q
k-1

[n]q ! [s+k-1]q !

[k-1]q ! [n+s+1]q !
袁

因此袁经简单计算易得所述结论成立遥

引理 猿 对(1)式给出的算子 Mn,q渊f曰窑冤, 有

Mn,q渊渊t-x冤
2曰x冤臆

8
[n+3]q

遥

证明院由引理 圆可知袁

Mn,q渊渊t-x冤2曰x冤=Mn,q渊t2曰x冤-2xMn,q渊t曰x冤+x2Mn,q渊1曰x冤=

q渊1+q冤[n]q
[n+3]q [n+2]q

x渊1-x冤+

x2
q渊1+q冤[n]q +q

3[n]q渊[n]q -1冤-2q[n]q [n+3]q+[n+3]q[n+2]q
[n+3]q [n+2]q

袁

利用[n+1]q=1+q[n]q及 q-整数定义可得

q渊1+q冤[n]q +q
3[n]q 渊[n]q -1冤-2q[n]q [n+3]q+[n+3]q[n+2]q

=q2渊1-qn冤2-渊q+q2+2q3冤渊1-qn冤+渊1+q冤渊1+q+q2冤

臆渊1+q冤渊1+q+q2冤臆6遥

因此袁利用[n+1]q=[n]q+q
n可得

Mn,q渊渊t-x冤2曰x冤臆
2[n]q

[n+3]q [n+2]q
x渊1-x冤+

6
[n+3]q [n+2]q

臆

8
[n+3]q

遥

引理 4[10] 设 M渊窑冤满足 驻2原条件袁则对 f渊x冤沂

L*
M袁有 兹f渊x冤沂L*

M且椰兹f渊x冤椰M臆c椰f椰M袁其中

兹f渊x冤= sup
0臆t臆1
t屹x

1
t-x

t

x乙 f渊u冤 du遥

对于 f渊x冤沂L*
M袁把 f渊x冤延拓到[0,1]外, 使得当 x埸

[0,1]时袁f渊x冤=0

令 g渊x冤=
1
t

t

0乙 f渊x+u冤du,则显然有 g渊x冤沂L*
M袁且

椰g椰M臆椰f椰M袁椰g'椰M臆
1
t
棕1,M渊f,t冤袁

椰g-f椰M臆棕1,M渊f,t冤遥

引理 5 对于上述 g渊x冤沂L*
M袁有

椰Mn,q渊g曰窑冤-g椰M臆
c

[n+3]q姨
椰g'椰M遥

证明院对于 x沂[0,1]袁由引理 圆可得

Mn,q渊g曰x冤-g渊x冤 臆 g渊0冤-g渊x冤 pn,0渊q曰qx冤+

讦
n

k=1

移pn袁k渊q曰qx冤[n+1]qq
1-k

1

0
乙 pn袁k-1渊q曰qt冤

[g渊t冤-g渊x冤]dqt讦臆

0

x
乙 g'渊u冤 du pn,0渊q曰qx冤+

n

k=1

移pn袁k

渊q曰qx冤[n+1]qq
1-k

1

0
乙 pn袁k-1 渊q曰qt冤

t

x
乙

g'渊u冤 du dqt臆

兹g'渊x冤Mn,q渊 t-x 曰x冤遥

由 Cauchy-Schwarz不等式及引理 3得

Mn,q渊g曰x冤-g渊x冤 臆兹g'渊x冤Mn,q渊 t-x 曰x冤臆

兹g'渊x冤咱Mn,q渊渊t-x冤
2曰x冤暂

1
2
臆

8姨
[n+3]q姨

兹g'渊x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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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ion Properties of the Modified Operators

REN Meiying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Wuyi University,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院Based on the concept of q-integer, a kind of modified q -Durrmeyer type operators is introduced, and some approximate

properties of the operators are studied in Orlicz spaces. The estimate of the degree of approximation is obtained.

Key words: modified q-Durrmeyer type operators; q-integer; modulus of continuity; Orlicz spaces; approximation

再由引理 4知袁

椰Mn,q渊g曰窑冤-g椰M臆
8姨

[n+3]q姨
椰兹g'椰M臆

c

[n+3]q姨
椰g'椰M遥

2 定理的证明

定理 1的证明院由于
n

k=0

移pn袁k渊q曰qx冤=1,
1

0
乙 pn袁k渊q曰qt冤dqt=

qk

[n+1]q
袁故由 N-函数的凸性尧Jensen不等式和引理 员得

椰Mn,q渊f曰窑冤椰M=

inf
a>0

1
a

1+
1

0乙 M渊
n

k=0

移pn袁k渊q曰qx冤a椎n,k,q 渊f冤冤dqx蓘 蓡臆

inf
a>0

1
a

1+
n

k=0

移
1

0乙 pn袁k渊q曰qx冤M渊a椎n,k,q 渊f冤冤dqx蓘 蓡=

inf
a>0

1
a
喳1+

1
[n+1]q

咱M渊af渊0冤冤+
n

k=1

移qkM渊a[n+1]q

q1-k冤
1

0
乙 pn袁k渊q曰qt冤f渊t冤冤dqt冤暂札臆

inf
a>0

1
a
咱1+M渊af渊0冤冤+

n

k=1

移
1

0
乙 pn袁k-1 渊q曰qt冤M渊af

渊t冤冤dqt暂臆

inf
a>0

1
a
咱1+

1

0
乙 M渊af渊0冤冤dqt+

1

0
乙 M渊af渊t冤冤dqt暂臆

inf
a>0

1
a
咱1+

1

0
乙 M渊a f渊0冤 + f渊t冤 冤)dqt暂臆

椰f渊0冤椰M+椰f椰M遥

因此袁Mn,q渊f曰窑冤是从 L*
M到 L*

M的有界线性算子袁且

由共鸣定理知袁存在 M>0袁使得椰Mn,q椰M臆M遥

定理 2的证明院对 f渊x冤沂L*
M及引理 缘 中的 g渊x冤

沂L*
M袁结合定理 员及引理 缘袁有

椰Mn,q渊f曰窑冤-f椰M臆椰Mn,q渊f-g曰窑冤-渊f-g冤椰M+椰Mn,q渊g曰窑冤-g椰M臆

渊1+椰Mn,q椰M冤椰f-g椰M+
c

[n+3]q姨
椰g'椰M臆

渊1+M冤棕1,M渊f,t冤+
c

[n+3]q姨

1
t
棕1,M渊f,t冤遥

取 t=
1

[n+3]q姨
袁则

椰Mn,q渊f曰窑冤-f椰M臆c棕1,M渊f,
1

[n+3]q姨
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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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系统是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一类混杂动态

系统, 典型的切换系统是由一组连续(或离散)时间子

系统和一组决定子系统间如何切换的切换规则组成

的遥 切换系统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系统的稳定性尧能

达性尧 能控性和能观性等, 由于稳定性是系统正常工

作的先决条件之一, 因此稳定性一直是切换系统研究

的热点问题[1-3]遥

近年来, 当系统的采样频率较高时, 传统的信号

处理和控制方法都存在固有的缺陷, 会使得系统的稳

定性变差遥 为此,Goodwin等[4-5]建议采用 Delta算子来

离散化连续系统, Delta算子离散化方法可以将离散

和连续时间系统之间的相似性紧密联系起来, 形成统

一的研究框架, 在高速信号处理尧 宽带通信和数字采

样控制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6]遥 Delta算子渊或算子冤的

定义如下院

啄X渊t冤=

dX渊t冤
dt

, T=0

X渊t+T冤-X渊t冤
T

,T屹0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其中 T为离散化采样周期, 当 T=0 时为连续时间系

统曰当 T屹0时为离散系统遥 Delta算子和前向移位算

子 q 之间的关系为院啄=渊q-1冤/T渊T屹0冤遥

研究目标是寻找合适的切换律, 使得含有凸多面

体不确定性的 Delta算子切换系统二次稳定遥 Delta算

子切换系统是每个子系统均为 Delta算子系统的切换

系统遥 高金凤等[7-8]利用多 Lyapunov函数和平均驻留

时间方法, 研究了 Delta算子切换系统的鲁棒滤波器

设计问题, 以及鲁棒可靠控制问题遥 Hu等[9]引入了一

阶 LMI理论研究了 Delta算子切换系统的非脆弱可靠

稳定问题遥大多数针对 Delta算子切换系统的研究中,

系统的不确定性都由凸多面体约束的情况较少遥 而在

实际控制系统中, 大多数不确定控制系统都可以用多

面体不确定性系统来近似遥

不确定系统的二次稳定性要求公共的 Lyapunov

函数保证系统的渐近稳定, 这样的要求比较高, 因此,

二次稳定是一个保守的概念[10]遥 但在实际的复杂系统

中, 二次稳定性在处理不确定系统的鲁棒镇定问题上

仍具有优越性[11], 关于由多个不稳定子系统组成的切

换系统的二次稳定问题, Wicks等[12]基于 Lyapunov稳

定性理论, 证明了存在子系统矩阵的稳定凸组合, 使

得切换系统在状态依赖的切换律下达到二次稳定遥

Zhai [3]将此结果推广到离散时间切换系统的情形, 用

子系统的 Lyapunov不等式的非负组合描述二次可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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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条件遥 关于由多面体不确定子系统组成的切换系

统的二次稳定问题, Ji等[13]研究凸多面体不确定连续

时间系统的二次稳定性遥 Takuya等[14]通过状态反馈实

现了凸多面体不确定切换系统的二次可镇定性, Yuan

等[15]研究了凸多面体不确定离散时间系统的二次稳定

性袁并使得闭环系统具有期望的 H肄性能遥 因此, 对多

面体不确定系统的二次稳定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利用 Delta算子离散化方法, 将多面体不确定子

系统描述的连续和离散时间切换系统统一起来, 基于

Lyapunov稳定性理论, 使 Delta算子切换系统在状态

依赖切换律的作用下是二次稳定的遥

符号说明: 上标野T冶表示矩阵的转置袁T为离散化

采样周期曰A>0渊<0冤表示 A是对称正(负)定矩阵袁A逸0

渊臆0冤 表示 A是对称半正(负)定矩阵曰野I冶是单位矩阵遥

1 问题描述

考虑下述不确定 Delta算子切换系统模型

啄x渊t冤=A滓渊t冤x渊t冤 (1)

其中袁t=kT,k=0,1,2,噎袁T为采样周期, x渊t冤沂R
n

是 n维

状态向量(初始状态 x渊0冤=x0), 滓 (x,t)院R
n

伊TN 寅喳1,2札

渊TN越{0,T,2T,3T,噎}冤是系统的切换律, 在后文中将会

给出定义遥 Delta算子切换系统(1)是由下面两个子系

统组成的院

啄x渊t冤越A1x渊t冤 (2)

啄x渊t冤越A2x渊t冤 (3)

本文考虑子系统(2)和(3)是凸多面体描述的不确定系

统, 具体定义如下院

Ai沂赘i=

Ni

j=1

移滋ijAij

Ni

j=1

移滋ij =1,0臆滋ij臆1嗓 瑟 ,i=1,2 (4)

其中, 凸多面体 赘i的顶点 Aij为 n阶常数矩阵, j=1,2,

噎Ni, Ni是凸多面体 赘i的顶点个数遥

如果子系统 A1和 A2是二次稳定的,则可以实现整

个系统的二次稳定遥 考虑更一般的情形,即在不要求子

系统二次稳定的情况下,寻找适当的切换律,使 Delta算

子切换系统(1)在此切换律的作用下是二次稳定的遥

下面给出系统二次稳定的定义, 以及在证明过程

中需要用到的不等式结论遥

定义 1 如果存在正定函数 V 渊x冤=xTPx, 正标量

着, 以及依赖于状态 x的切换律 滓渊x,t冤, 使得系统(1)的

所有轨迹 x都有

啄V渊x冤<-着xTx (5)

成立, 则称不确定 Delta算子切换系统(1)是状态依赖

二次可稳定的遥

引理 1 渊Cauchy不等式冤

n

i=1

移ai

2蓸 蔀
n

i=1

移bi

2蓸 蔀逸
n

i=1

移ai bi蓸 蔀
2

等号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向量渊a1,a2,噎,an冤与渊b1,b2,

噎,bn冤线性相关遥

2 主要结论

定理 1 如果存在正定矩阵 P>0, 和正数 姿ij 渊i=

1,2,噎,N1; j=1,2,噎,N2冤,0臆姿ij 臆1使得

姿ij渊TA1i

T

PA1i+A1i

T

P+PA1i冤+渊1-姿ij冤渊TA2j

T

PA2j+A2j

T

P+PA2j 冤

<0袁 i=1,2,噎,N1; j=1,2,噎,N2 (6)

T渊A1k

T

PA1l+A1l

T

PA1k 冤+渊A1k

T

P+PA1k 冤+渊A1l

T

P+PA1l冤臆0袁

k,l=1,2,噎,N1袁k屹l (7)

T渊A2u

T

PA2v +A 2v

T

PA2u冤+渊A2u

T

P+PA2u冤+渊A2v

T

P+PA2v 冤臆0,

u,v=1,2,噎,N2袁u屹v (8)

成立, 则不确定 Delta算子切换系统(1)是状态依赖二

次可稳定的遥

证明院由不等式(6)可知,存在足够小的正标量使得

姿ij渊TA1i

T

PA1i+A1i

T

P+PA1i冤+渊1-姿ij冤渊TA2j

T

PA2j+A2j

T

P+PA2j 冤

<-灼I (9)

于是, 由不等式(9)可知, 对系统的状态有

姿ijxT渊t冤渊TA1i

T

PA1i+A1i

T

P+PA1i冤x渊t冤+渊1-姿ij冤xT渊t冤渊TA2j

T

PA2j

+A2j

T

P+PA2j 冤x渊t冤<-灼x
T渊t冤x渊t冤 (10)

由于 0臆姿ij臆1, 若有某个 i0沂喳1,2,噎,N1札, 使得

xT渊t冤渊TA1i0

T

PA1i0
+A1i0

T

P+PA1i0冤x渊t冤逸-灼xT渊t冤x渊t冤 (11)

则由(10)(11)知,姿i0 j
屹1, j=1,2,噎,N2 , 且

渊1-姿i0 j
冤xT渊t冤渊TA2j

T

PA2j+A2j

T

P+PA2j 冤x渊t冤<-渊1-姿i0 j
冤灼xT渊t冤x

渊t冤袁j=1,2,噎,N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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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xT渊t冤渊TA2j

T

PA2j+A2j

T

P+PA2j 冤x渊t冤<-灼x
T渊t冤x渊t冤袁

j=1,2,噎,N2 (13)

所以, 下列两个不等式组(14)和(15)至少有一个成立

xT渊t冤渊TA11

T

PA11+A11

T

P+PA11冤x渊t冤<-灼x
T渊t冤x渊t冤

xT渊t冤渊TA12

T

PA12+A12

T

P+PA12冤x渊t冤<-灼x
T渊t冤x渊t冤

xT渊t冤渊TA1N1

T

PA1N1
+A1N1

T

P+PA1N1
冤x渊t冤<-灼xT渊t冤x渊t冤

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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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xT渊t冤渊TA21

T

PA21+A21

T

P+PA21冤x渊t冤<-灼x
T渊t冤x渊t冤

xT渊t冤渊TA22

T

PA22+A22

T

P+PA22冤x渊t冤<-灼x
T渊t冤x渊t冤

xT渊t冤渊TA2N2

T

PA2N2
+A2N2

T

P+PA2N2
冤x渊t冤<-灼xT渊t冤x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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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设
设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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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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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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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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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设

(15)

又由不等式(7)可以得到

xT渊t冤渊TA1k

T

PA1l+TA1l

T

PA1k 冤x渊t冤+x
T渊t冤渊A1k

T

P+PA1k 冤x渊t冤+

xT渊t冤渊A1l

T

P+PA1l冤x渊t冤臆0 (16)

于是有

xT渊t冤渊TA1k

T

PA1l+TA1k

T

P+PA1l冤x渊t冤臆0,

k,l=1,2,噎,N1,k屹l (17)

同理, 由(8)可得

xT渊t冤渊TA2u

T

PA2v +A2u

T

P+PA2v 冤x渊t冤臆0,

u,v=1,2,噎,N1,u屹v (18)

现在给出切换律如下

滓渊x,t冤沂

p xT渊t冤渊TApq

T

PApq+Apq

T

P+PApq冤x渊t冤<-灼x
T渊t冤x渊t冤,q=1,2,噎,Np嗓 瑟

(19)

若 滓渊x,t冤=1, 有下列不等式成立,

xT渊t冤渊TA1i

T

PA1i+A1i

T

P+PA1i冤x渊t冤<-灼x
T渊t冤x渊t冤,

i=1,2,噎,N1 (20)

由式(4)得

A1=

Ni

i=1

移滋1iA1i ,0臆滋1i臆1 (21)

于是有

xT渊t冤渊TA1

T

PA1 +A1

T

P+PA1 冤x渊t冤=

xT渊t冤 T
N1

i=1

移滋1iA1i蓸 蔀
T

P
N1

i=1

移滋1iA1i蓸 蔀
N1

i=1

移滋1iA1i蓸 蔀
T

P+P
N1

i=1

移滋1iA1i蓸 蔀蓘 蓡
x渊t冤=

T

N1

i=1

移
N1

j=1

移滋1i 滋1jA1i

T

PA1j +

N1

i=1

移
N1

j=1

移滋1i 滋1jA1i

T

P+

N1

i=1

移
N1

j=1

移滋1i 滋1j PA1j蓸 蔀
x渊t冤=

xT渊t冤
N1

i=1

移
N1

j=1

移滋1i 滋1j
渊TA1i

T

PA1j +A1i

T

P+PA1j 冤蓘 蓡x渊t冤 (22)

又由不等式(17)和(20)可得

xT渊t冤渊TA1i
T

PA1j+A1i
T

P+PA1j 冤x渊t冤<-灼x
T渊t冤x渊t冤,i=j

xT渊t冤渊TA1i
T

PA1j+A1i
T

P+PA1j 冤x渊t冤臆0, i屹j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23)

将(23)代入(22)得

xT渊t冤渊TA1

T

PA1 +A1

T

P+PA1 冤x渊t冤<-
N1

i=1

移滋1i

2蓸 蔀 灼xT渊t冤x渊t冤
(24)

又因为
N1

i=1

移滋1i=1, 所以由引理 1得

渊1
2

+1
2

+噎+1
2

N1个 1
2

冤窑
N1

i=1

移滋1i

2

逸
N1

i=1

移1窑滋1i蓸 蔀
2

(25)

即

N1

i=1

移滋1i

2

逸
1
N1

(26)

当且仅当 滋11=滋12=噎滋1N1 越
1
N1

时等号成立遥

因此

xT渊t冤渊TA1

T

PA1 +A1

T

P+PA1 冤x渊t冤<-
灼
N1

xT渊t冤x渊t冤 (27)

同理袁当 滓渊x,t冤=2时袁有

xT渊t冤渊TA2

T

PA2 +A2

T

P+PA2 冤x渊t冤<-
灼
N2

xT渊t冤x渊t冤 (28)

因此, 令 着=min
灼
N1

袁
灼
N2

嗓 瑟 , 由不等式(27)和(28)可得

xT渊t冤渊TA滓

T

PA滓+A滓

T

P+PA滓 冤x渊t冤<-着x
T渊t冤x渊t冤 (29)

现在考虑 Lyapunov函数 V渊x冤=xT渊t冤Px渊t冤, 根据 啄

算子的定义, 有

啄V渊x渊t冤冤=
V渊x渊t+1冤冤-V渊x渊t冤冤

T
=

xT渊t+1冤Px渊t+1冤-xT渊t冤Px渊t冤
T

=

李 娟袁等院凸多面体不确定 Delta算子切换系统的二次稳定性 1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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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xT渊t冤+T渊啄x渊t冤)T暂P咱x渊t冤+T啄x渊t冤暂-xT渊t冤Px渊t冤
T

=

T渊啄x渊t冤)TPx渊t冤+xT渊t冤PT啄x渊t冤+T渊啄x渊t冤)TPT啄x渊t冤
T

=

xT渊t冤P啄x渊t冤+渊啄x渊t冤)TPx渊t冤+T渊啄x渊t冤)TP啄x渊t冤=

xT渊t冤PA滓x渊t冤+渊A滓x渊t冤冤
T

Px渊t冤+T渊A滓x渊t冤冤
T

PA滓渊t冤x渊t冤=

xT渊t冤渊TA滓

T

PA滓+A滓

T

P+PA滓 冤x渊t冤 (30)

由不等式(29)和式(30)可得

啄V渊x冤=xT渊t冤渊TA滓

T

PA 滓+A滓

T

P+PA滓 冤x渊t冤<-着x
T渊t冤x渊t冤

(31)

综上所述, 根据定义 1, 不确定 Delta算子切换系

统(1)是状态依赖二次可稳定的遥

3 数值算例

考虑 Delta算子切换系统(1)的两个子系统如下袁取,

子系统 1院A 11=
-2 2

2 -1
蓘 蓡 袁A 12=

-1 -2

2 -1
蓘 蓡 曰

子系统 2院A 21=
-2 -2

-2 -1
蓘 蓡 袁A 22=

-1 2

-2 -1
蓘 蓡 遥

采样周期 T=0.1遥 取 P=
1 0

0 1
蓘 蓡 袁姿11=

1
3
袁姿12=

1
2
袁姿21=

1
2
袁姿22=

2
3
袁于是有,

姿11渊TA11

T

PA11 +A11

T

P+PA11 冤+渊1-姿11冤渊TA21

T

PA21 +A21

T

P+PA21 冤=
-3.2 -1.1333

-1.1333 -1.5
蓘 蓡<0

姿12渊TA11

T

PA11 +A11

T

P+PA11 冤+渊1-姿12冤渊TA22

T

PA22 +A22

T

P+PA22 冤=
-2.35 1.7

1.7 -1.5
蓘 蓡<0

姿21渊TA12

T

PA12 +A12

T

P+PA12 冤+渊1-姿21冤渊TA21

T

PA21 +A21

T

P+PA21 冤=
-2.35 -1.7

-1.7 -1.5
蓘 蓡<0

姿22渊TA12

T

PA12 +A12

T

P+PA12 冤+渊1-姿22冤渊TA22

T

PA22 +A22

T

P+PA22 冤=
-1.5 0

0 -1.5
蓘 蓡<0

T渊TA11

T

PA12 +A12

T

PA11 冤+渊A11

T

P+PA11 冤+渊A12

T

P+PA12 冤=
-4.8 3.8

3.8 -4.6
蓘 蓡臆0

T渊TA21

T

PA22+A22

T

PA21 冤+渊A21

T

P+PA21 冤+渊A22

T

P+PA22 冤=
-4.8 -3.8

-3.8 -4.6
蓘 蓡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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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不等式组可知袁姿11=
1
3
袁姿12=

1
2
袁姿21=

1
2
袁姿22=

2
3

及正定矩阵 P满足定理 1中的不等式 (6)-(8)袁 因此袁

Delta算子切换系统是状态依赖二次可稳定的遥

下面用这两个特殊的子系统来观察 Delta算子切

换系统在切换律(19)下的状态轨迹

S1 院 A1 =0.8A 11 +0.2A12 =
-1.8 1.2

2 -1
蓘 蓡

S2 院 A2 =0.9A21 +0.1A22 =
-1.9 -1.6

-2 -1
蓘 蓡

A1的极点为-3和 0.2袁A2的极点为-3.294 6和 0.394 6袁

所以子系统 S1和 S2都不是稳定的遥

设置初始条件为 x0=[3,-2]
T袁取袁着越0.000 1因为

x0
T

渊TA11

T

PA11 +A11

T

P+PA11 冤x0 越-75.6

x0
T

渊TA12

T

PA12 +A12

T

P+PA12 冤x0 越-19.5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x0
T

渊TA21

T

PA21 +A21

T

P+PA21 冤x0 越6

x0
T

渊TA22

T

PA22 +A22

T

P+PA22 冤x0 越-19.5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所以取 滓渊x,0冤=1袁随着系统状态的发展袁依照(19)式取

得的切换律如图 1所示遥 在此切换律下袁系统状态能

很快收敛到零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1 切换律

Fig.1 Switching law

图 2 系统的状态轨迹

Fig.2 System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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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ratic Stabilizability of Delta Operator Switching
Systems with Polytopic Uncertainties

LI Juan, XIAO Minqing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quadratic stabilizability of Delta operator switching systems is studied. The matrix of the subsystems is ex鄄

pressed as a polytopic linear combination of vertex matrices. Based on Lyapunov stability theory, a family of non-negative scalars and a

common positive definite matrix are found without requiring quadratic stabilization of subsystems, which makes Delta operator switching

systems quadratic stabilizability under state-dependent switching laws. It is to propose the switching rules by using the obtained common

positive definite matrix. An example is given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 words: switching systems; Delta operator; polytopic uncertainties; quadratic stabilization

李 娟袁等院凸多面体不确定 Delta算子切换系统的二次稳定性

4 总结

考虑由多面体不确定子系统组成的 Delta算子切

换系统的二次稳定问题遥 在不要求子系统二次稳定的

情况下, 找到了适当的切换律, 使 Delta算子切换系统

(1)在此切换律的作用下是二次稳定的, 将问题归结为

一族矩阵不等式的可行性问题遥 通过事先选择适当的

常数标量袁就可以得到这些矩阵不等式的一组解遥 最

后, 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结论的有效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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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如下自治的微分方程组

dx
dt

=fi渊x冤 渊1冤

这里 x=渊x1,x2,噎xn冤表示 n渊n逸2冤维向量袁i=1,2,噎,

n袁假设 f渊0冤=0渊0表示向量冤袁且 f渊x冤在某邻域G院椰x椰

臆A渊A 为正常数冤内有连续的偏导数袁从而方程组渊1冤

的由其初值条件 x渊t0冤=x0所决定的解在邻域G内存在

且唯一遥

李雅普诺夫第二方法院通过方程组渊1冤来构造一

个特殊的函数 V渊x冤袁并假设 V渊x冤关于所有变元的偏

导数存在且连续袁将 V渊x冤对变量 t求导袁并将方程组

渊1冤代入得院

dV
dt

=
n

i=1

移 坠V
坠xi

dxi

dt
=

n

i=1

移 坠V
坠xi

fi 渊2冤

这个式渊2冤就是函数 V 渊x冤沿方程组渊1冤求得的全导

数袁现通过式渊2冤的符号来判定方程组渊1冤零解的稳定

性袁这就是李雅普诺夫第二方法的思路袁这个函数

V 渊x冤就称为李雅普诺夫函数袁简称 V 函数[1-2]遥

李雅普诺夫函数作为常微分方程的重要内容之

一袁学好它可以为进入常微分方程领域的研究打好基

础遥 李雅普诺夫第二方法渊也称为直接法冤可以直接用

来推断出微分方程组零解的稳定性遥 思路就是在不求

方程组解的情况下袁寻找一个李雅普诺夫函数渊也叫

V 函数冤袁并通过由微分方程组(1)所计算出来的全导

数渊2冤的符号性质袁来判断零解的稳定性[3]遥 李雅普诺

夫第二方法是研究微分方程动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理

论袁自从其建立以来袁对于各种稳定性问题的探讨都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袁众多的研究人员以其为基础进

行了各种新的推广袁应用到了更广泛领域的稳定性理

论[4]袁并且在电机工程等领域[5-6]都有着重要应用遥近年

来不少研究者对于各阶非线性系统的李雅普诺夫函

数的构造作了广泛的讨论[3-4,7-11]遥但是李雅普诺夫函数

至今仍没有一种统一的构造方法遥 鉴于其重要性袁本

文介绍了几种常见的李雅普诺夫函数的构造方法院如

首次积分法尧能量函数法尧分离变量法尧待定系数法和

二次型矩阵法等遥

1 预备知识

为了下文讨论的需要袁这里先介绍一些相关的定

义尧定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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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 设函数 V 渊x冤是在相空间坐标原点的某

邻域 D院椰x椰臆H渊H 为正常数冤内定义的一个实连续

函数袁V渊0冤=0遥 如果在此领域内恒有 V渊x冤逸0袁则称

V 渊x冤为常正的曰若在此领域内恒有 V 渊x冤臆0袁则称

V 渊x冤为常负的遥 如果对一切 x屹0都有 V渊x冤>0袁则称

V 渊x冤是正定的曰如果对一切 x屹0都有 V 渊x冤<0袁则称

V渊x冤是负定的[1]遥

例 1 判定下面几个函数的定性[1]:

函数 V=渊x+y冤2在二维平面上是常正函数曰 函数

V=x2+y2在二维平面上是正定的曰

函数 V=-渊x2+y2冤在二维平面上是负定的曰函数 V=

sin 渊x2+y2冤在域 G院x2+y2<仔在二维平面上是正定的袁在

全平面上是变号的曰函数 V=ax2+bxy+cy2院当 a>0且 b2-

4ac<0时是正定的袁当 a<0且 b2-4ac<0时是负定的遥

定理 1 对于微分方程组渊1冤袁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正定函数 V渊x冤袁使得它沿渊1冤的全导数渊2冤是常负的或

恒等于 0袁则方程组渊1冤的零解是稳定的曰若能够找到一

个正定函数 V 渊x冤袁使得它沿渊1冤的全导数渊2冤为负定

的袁则方程组渊1冤的零解是渐进稳定的遥

2 几种李雅普诺夫函数的构造方法

引例 试通过构造李雅普诺夫函数来分析如下

方程零解的稳定性院

d2x
dt2

+p
dx
dt

+qx=0 渊3冤

这是一个标准的二阶常微分方程袁若方程的形式为

r
d2x
dt2

+p
dx
dt

+qx=0 渊4冤

则当 r屹0时袁渊4冤可通过适当变换化为渊3冤的形式袁若

r=0袁则变为一阶的常微分方程袁不在讨论范围内遥 下

面讨论一下二阶方程渊3冤的一些解法遥

2.1 当 p=0袁q屹0时袁二阶非线性微分方程

d2x
dt2

+qx=0 渊5冤

现在来判断方程渊5冤的稳定性院

令
dx
dt

=y袁则可将渊5冤变为如下系统

dx
dt

=y袁
dy
dt

=-qx 渊6冤

此系统存在首次积分
1
2

y2+
1
2

qx2=C袁C为任意非负常数遥

我们取 V渊x,y冤=
1
2

y2+
1
2

qx2作为李雅普诺夫函数袁当 q>0

时袁显然有 V渊x,y冤逸0袁其全导数为院

dV
dt

越
坠V
坠x

dx

dt
+
坠V
坠y

dy

dt
=qxy+y渊-qx冤=0

根据定理 1袁系统渊6冤的零解是稳定但不是渐进稳定

的遥 当 q<0时无法判断遥

当 q>0袁从物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方程袁将

方程化为
d2x
dt2

=-qx袁 这里可将
d2x
dt2
看成单位质量质点

的加速度袁-qx看成它所受的力袁这个力仅与点的位置

有关遥 再令
dx

dt
=y袁则原方程可化为等价的方程组院

dx

dt
=y,

dy
dt

=-qx 渊7冤

对此方程组描述的系统中袁质点的动能可表示为
1
2

y2袁

质点的势能为
x

0
乙 qxdx袁可取质点的能量之和作为李雅

普诺夫函数院V渊x,y冤=
1
2

y2+
x

0乙 qxdx=
1
2

y2+
1
2

qx2袁由题

目的条件可得 V渊x,y冤是正定函数袁V渊x,y冤关于上面方

程组渊7冤的全导数为

dV
dt

越
坠V
坠x

dx

dt
+
坠V
坠y

dy

dt
=qxy+y渊-qx冤=0袁由定理 1可知

原系统的零解是稳定的遥

仍然将方程渊3冤化为系统渊6冤袁则系统渊6冤

有平衡点渊0,0冤袁这里研究一下平衡点的稳定性遥 我们

可以构造一个李雅普诺夫函数 V渊x,y冤=f渊x冤+g渊y冤袁选

取适当的系数,使得 V渊x,y冤逸0袁并且有
dV
dt

臆0遥 沿着

V渊x,y冤系统渊6冤的全导数为院

dV
dt

越
坠V
坠x

dx

dt
+
坠V
坠y

dy

dt
=
df
dx

y+
dg
dy

渊-qx冤遥 只要
df
dx

y以

dg
dy

qx袁就能得到
dV
dt

越0袁由于 x和 y 是独立变量袁当

且仅当
df
dx

1
qx

=
dg
dy

1
y
以C渊C为常数冤时才会成立袁令

常数 C=1袁就得到
df
dx

=qx袁
dg
dy

=y袁积分得 f渊x冤=
1
2

qx2+

C1袁g渊y冤=
1
2

y2+C2袁故有

陆求赐袁等院常微分方程中李雅普诺夫函数构造方法 17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3期

V渊x,y冤=f渊x冤+g渊y冤=
1
2

qx2+
1
2

y2+C*劬
1
2

qx2+
1
2

y2袁其中

C*=C1+C2为常数袁 这里取 C*=0袁要研究平衡点(0,0)的

稳定性时袁由 f渊x冤袁g渊y冤的性质可以知道袁当 x逸0,y逸

0袁q>0时袁就有 V渊x,y冤逸0袁并且
dV
dt

=0遥故方程组在平

衡点渊0,0冤处零解稳定遥

方法一所用到的方法为首次积分法遥一般来说袁对

于一些可分离变量的系统或者通过一些线性平移后可

化成可分离变量的系统袁如果存在首次积分 U渊x,y冤=C袁

则 dU/dt=0袁且 U渊x,y冤是正定的袁则可取 U渊x,y冤作为 V

函数来判断方程组零解的稳定性遥 最适用的是形如

dx/dt=f1渊x冤g1渊y冤袁dy/dt=f2渊x冤g2渊y冤的系统遥

方法二所用到的方法为能量积分法遥 能量法一般

适用于具有较明显的运动力学模型特征的系统袁即当

所研究的系统方程具有确切的运动力学模型时袁可以

根据运动的动能与势能之和来作李雅普诺夫函数遥

方法三所用到的方法为分离变量法遥 如果我们能

够找到各项仅是一个变量的函数之和的形如 V渊x,y冤=

f渊x冤+g渊y冤的函数袁再去求导判断系统的稳定性条件袁

这样的构造法称为分离变量法遥 也就是来说袁当系统

具有可分离结构时袁就可尝试使用分离变量法作出李

雅普诺夫函数遥

比较以上三种方法袁 虽然得到的结果是类似的袁

但解题的角度却是不同的遥 单从上面的求解方法来

看袁首次积分法会简单一些袁却有条件限制袁比如当

p屹0时就不能直接使用首次积分法了曰能量法求解过

程虽然较简单袁但需要一定的技巧袁也就是要让方程

有一定的野物理意义冶袁即要通过适当变换袁让方程具

有较明显的运动力学模型特征时才可以采用能量法曰

而分离变量法的解题过程看似清楚袁 却有点繁琐袁这

个方法也需要一定技巧袁当 p屹0时也不能使用遥 共同

点就是都要求参数 q>0袁当 q<0时袁是否存在 V 函数

好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2.2 当 p屹0袁q屹0时袁不同的求解方法

当 p>0袁q>0时袁在方程渊3冤两边

同乘以质量系数 m渊m>0冤袁则方程渊3冤变为院

m
d2x
dt2

+mp
dx

dt
+mqx=0 渊8冤

由于 m,p,q>0袁 这个方程可以表示有摩擦力的质点运

动方程[8]袁现研究其零解的稳定性遥 这里可将
dx

dt
袁
d2x
dt2

分别看成单位质量质点的速度和加速度袁m,mp,mq>0

分别表示质点的质量尧摩擦系数和运动系数遥令
dx

dt
=y袁

则原方程可化为等价的方程组院

dx

dt
=y袁

dy
dt

=-qx-py 渊9冤

在方程组渊9冤所描述的系统中袁质点的动能可表示为袁

m
2
渊
dx

dt
冤
2

越
1
2

my2袁质点的势能为
x

0
乙 mqxdx=

1
2

mqx2袁可

取质点的能量之和作为李雅普诺夫函数:V渊x,y冤=
1
2

my2+

1
2

mqx2,则 V渊x,y冤是正定函数袁V渊x,y冤关于上面方程组

渊9冤的全导数院

dV
dt

越
坠V
坠x

dx

dt
+
坠V
坠y

dy

dt
=mqxy+my渊-qx-py冤=-mpy2臆0袁

由定理 1可知原系统的零解是渐进稳定的遥

在此方法中袁当系数 p袁q>0时袁通过变换将方程

化为具有物理意义的方程袁从而利用能量法很快地做

出了李雅普诺夫函数遥 当 p袁q 至少有一个取负时袁则

无法利用此方法遥

也将原方程渊3冤化为上述等价的方程组

渊9冤袁取 V渊x,y冤=ax2+bxy+cy2渊系数 a,b,c待定冤袁将 V渊x,y冤

对 t求全导数袁并将方程组渊9冤代入得院

dV
dt

越
坠V
坠x

dx

dt
+
坠V
坠y

dy

dt
=

渊2ax+by冤y+渊bx+2cy冤+渊-qx-py冤=

-bqx2+渊b-2cp冤y2+渊2a-bp-2cq冤xy

为消去符号不定的项袁可取 2a-bp-2cq=0袁-bq臆0袁b-

2cp臆0袁即只要取满足数量关系院

b=渊2a-2cq冤/p袁bq逸0袁b臆2cp 渊10冤

并且在此基础上袁只要能够找到一组数字袁使得

V渊x,y冤逸0袁且 dV渊x,y冤/dt臆0袁就可推知该系统零解渐

进稳定遥

下面讨论一下对系数 p,q 的符号要求院

淤当 p>0袁q>0时袁 容易取到符合条件的一组数

p=5袁q=4袁a=1袁b=
1
5
袁c=

1
8
袁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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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渊x,y冤=x2+
1
5

xy+
1
8

y2=
1
8
渊
4
5

x+y冤2+
23
25

x2逸0袁

dV
dt

越-
4
5

x2-
21
20

y2臆0遥

故当 p>0袁q>0时袁能够找到符合条件的 V 函数遥

于当 p<0袁q<0时袁由于要保证 V逸0袁则 a,c 必须

取正的袁由渊10冤式有 bq逸0袁可知 b<0袁否则若 b=0袁由

渊10冤 式有 a=cq袁q<0袁 就无法保证 a,c 均取正遥 再由

渊10冤式有袁2a-2cq=bp 由于 a,c 必须取正袁且 p<0袁q<0

故有 2a-2cq=bp>0袁 可令 bp=1袁 则有 b=
1
p

<0袁 再由

b臆2cp 推知 0<c臆
b
2p

=
1
2p2

袁就取 c=
1
2p2

>0袁则 a=
1
2

+
q
2p2
的符号暂时无法确定遥 若令 a>0袁即有 q>-p2袁虽

然这样取出来的 a, c >0袁并且有
dV
dt

=-bqx2+渊b-2cp冤

y= -
q
p

x2臆0渊由于-bq=-
q
p
<0袁b-2cp=

1
p

-
2p
2p2

=0冤但

是 V渊x,y冤=渊
1
2
+

q
2p2

冤x2+
1
p

xy+
1
2p2

y2=
1
2p2

渊px+y冤2+
q
2p2

x2袁由于
q
2p2

<0袁故无法保证 V渊x,y冤正定遥 所以当 p<0袁

q<0时袁找不到符合条件的 V 函数遥

盂当时 p>0袁q<0袁由渊10冤式可知 2a+渊-2q冤c=bp袁

由于首先要保证 V逸0袁故 a,c 必须取正的袁又由于 q<

0袁则此式左边是正的袁再由 p>0袁知 b 也要取正的袁这

时有 bq<0袁与渊10冤式 bq逸0矛盾遥 故此时找不到符合

条件的 V 函数遥

榆当 p<0袁q>0时袁由渊10冤式可知 2a+渊-p冤b=2cq袁

由于首先要保证 V逸0袁故 a,c 必须取正的袁又由于 q>

0袁则此式右边是正的袁再由渊10冤式中 bq逸0袁q>0袁即

知 b 也要取正的袁这时有 b逸0袁与渊10冤式 b臆2cp<0矛

盾遥 故也找不到符合条件的 V 函数遥

综上可知袁只有当渊3冤式中 p>0,q>0时袁才可以找

到一组数字袁使得 V渊x,y冤逸0袁且 dV 渊x,y冤/dt臆0袁从而

推知系统渊3冤的零解渐进稳定遥 其它情况找不到符合

条件的 V 函数遥

在方法二中袁利用了一种方法袁称为待定系数法遥

所谓待定系数法就是先假设系统存在一个具有某种

形式的函数渊系数待定冤袁然后将系统代入到 V 对 t的

全导数中袁找出符合条件 V渊x,y冤逸0袁且 dV渊x,y冤/dt臆0

的系数遥

现在再介绍一种方法要要要二次型矩阵方法 [2]院对

于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组院

dx
dt

=Ax袁A=渊aij冤n伊n袁x沂Rn 渊11冤

若矩阵 A 的特征根 姿i均不满足关系 姿i+姿j=0袁姿i姿j屹0

渊i,j=1,2噎n冤袁则对任何负定的对称矩阵 C袁都存在一

个唯一的二次型 V渊x冤=xTBx逸0袁可作为它的李雅普诺

夫函数袁且 V 渊x冤的全导数满足院
dV渊x冤
dt

越xT渊A TB+BA冤

x=xTCx臆0渊CT=C冤遥

使用此法构造 V 函数就是要先确定一个负定矩

阵 C袁利用关系式 A TB+BA=C算出矩阵 B来确定二次

型 V渊x冤袁再根据 V渊x冤和
dV渊x冤
dt

的符号来确定方程组

渊11冤零解的稳定性遥

系统渊9冤的特征矩阵为 A=
0 1

-q -p
蓸 蔀 袁若

A 存 在 两 个 特 征 根 院姿1 =
-p+ p2-4q姨

2
<0袁姿2 =

-p+ p2-4q姨
2

<0袁且满足条件 姿1+姿2屹0袁姿1姿2屹0遥则可

以取负定对称矩阵 C=
姿1 0

0 姿2

蓸 蔀 袁 令 V 渊x,y冤=渊x,y冤

b1 b2

b2 b3
蓸 蔀 x

y
蓸 蔀 袁 再将矩阵 C =

姿1 0

0 姿2

蓸 蔀 和 A =

0 1

-q -p
蓸 蔀 袁B= b1 b2

b2 b3
蓸 蔀代入上述关系式 ATB+BA=C袁

得到三元线性方程组

-2qb2 =姿1

b1 -pb2 -qb3 =0

2渊b2 -pb3 冤=姿2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袁 解此方程组得

到 b1=-
姿1

2p
-
p姿1

2q
-
q姿2

2p
袁b2=-

姿1

2p
袁b3=-

姿1

2pq
-
姿2

2p
遥 下

面也说明一下对 p,q 的符号要求院

当 p,q>0时袁由于 姿1袁姿2<0袁所以有 b1>0袁b2>0,b3>0

此时存在正定二次型院

V渊x,y冤=b1x
2+2b2xy+b3y

2=b3渊
b2
b3

x+y冤2+渊b1-
b2
2

b3
冤x2逸0

渊疫 b1 b3 逸 b2
2
冤袁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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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Method of Lyapunov

Function in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LU Qiuci1, ZHUANG Songchuan2, WANG Xuebing2

渊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袁Wuyi University袁Wuyishan袁 Fujian 354300曰

2.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Wuyi University袁Wuyishan袁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Lyapunov direct method is to construct a so-called Lyapunov function in not solving the equation situation, and it is through
the symbolic properties of the total derivatives that is calculated by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to judge the stability of the zero solution of

the system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But now there is still no unified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Lyapunov function.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several common and applicable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Lyapunov function: such as the first integration method, energy function method,

separation of variables method, and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 method, quadratic matrix method, etc.

Keyword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Lyapunov function; stability of the zero solution; construction methods

dV
dt

越
坠V
坠x

dx

dt
+
坠V
坠y

dy

dt
=

渊2b1x+2b2y冤y+渊2b2x+2b3y冤渊-qx-py冤=姿1x
2+姿2y

2臆0袁从

而推知系统的零解稳定遥

例如袁当 p=5,q=4 时袁A=
0 1

-4 -5
蓸 蔀 袁其特征根为

姿1=-4袁姿2=-1符合条件 姿1+姿2屹0袁姿1姿2屹0袁此时按照二

次型矩阵法袁可求得一个正定二次型函数

V渊x,y冤=
33
10

x2+xy+
1
5

y2=
41
20

x2+
1
5
渊
5
2

x+y冤2逸0袁并且

dV
dt

越
坠V
坠x

dx

dt
+
坠V
坠y

dy

dt
=渊

33
5

x+y冤y+渊x+
2
5

y冤渊-4x-5y冤

=-渊4x2+y2冤臆0符合条件遥

于当 p,q 的符号至少有一个为负时袁由 b1,b2,b3的

构造可知它们的符号不定袁一般找不到符号条件的 V

函数遥

方法三称为二次型矩阵法袁在此方法中袁若 姿1袁姿2

至少有一个符号非负袁且不满足 姿1+姿2屹0袁姿1姿2屹0袁就

不存在符合条件的二次型函数遥 二次型矩阵法的优点

在于其规律性很强袁 而且可以借助计算机来计算袁当

线性方程组的阶数是三阶或更高阶时袁如果其矩阵的

特征根符合条件 姿i+姿j屹0袁且 姿i姿j屹0袁i,j=1,2,噎时袁也

可类似地构造矩阵来计算袁但计算量会更大遥 方法三

的缺点是计算量大遥

4 结语

以上通过对一个含参数例子的分析袁介绍了几种

常见且实用的李雅普诺夫函数的构造方法院首次积分

法尧能量函数法尧分离变量法尧待定系数法和二次型矩

阵法等遥 这些方法各有其特点袁如首次积分法尧能量函

数法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袁 即对系数的符号有要求袁但

是当系统符合条件时袁却较为简单遥 而分离变量法尧待

定系数法和二次型矩阵法也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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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袁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及物联网技术的快

速发展袁二维码逐渐流行起来遥 相较于一维条码袁快速

响应二维码渊QR码冤具有信息容量大尧解码速度快尧具

有容错能力等优点袁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袁比如 O2O[1]尧移动支付[2]尧产品溯源[3]尧授权认证[4]尧社

交网络[5]尧远程教育[6]尧室内定位[7]等领域遥然而袁因专利

开放的缘故袁QR码的编解码算法是公开的遥 因此袁当

在公共信道上使用 QR码传递敏感信息时袁二维码中

的敏感信息很容易遭到不怀好意之人的窃取和利用袁

进而导致隐私泄露[8]遥 信息隐藏渊data hiding冤技术[9]是

解决此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袁为此袁本文基于渊7袁4冤汉

明码[10]袁把敏感信息藏入二维码中黑白模块里袁进而达

到保护用户隐私的目的遥

1 基于汉明码的二维码信息隐藏方法的设计

为了保护二维码中用户的敏感信息袁 本文基于

渊7袁4冤汉明码袁设计了一种秘密信息嵌入机制遥 该算法

利用二维码所具有的容错能力袁在保证二维码仍然可

解码的前提下袁把秘密信息嵌入至一个有意义的二维

码的内容码字中遥 其中袁一个二维码的内容码字袁通过

至多 2个位的翻转袁实现四位秘密信息的嵌入遥 一个

有意义的二维码载体袁 可以有效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袁

进而达到保护用户敏感信息的目的遥

1.1 汉明码容错机制

(7, 4)汉明码是一类线性分组码袁其作为差错控制

码在数字通信和数据存储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遥

汉明码的长度是位袁 它由数据位和奇偶校验位组成遥

汉明码的最小距离为 3袁 这意味着汉明码可以检测和

纠正单比特错误或检测双比特错误遥 渊7袁4冤汉明码是

由 4个数据位和 3个奇偶校验位组成的 1位纠错线

性码遥 4 个数据位 b1b2b3b4将编码成 c1c2b1c3b2b3b4码

字袁其中院

c1=b1茌b2茌b4

c2=b1茌b3茌b4 渊1冤

c3=b2茌b3茌b4

假设 H为渊7袁4冤汉明码的校验矩阵袁cw为一个渊7袁4冤

汉明码码字遥 则

HcwT=

琢

茁

渍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越

c1茌b1茌b2茌b4

c2茌b1茌b3茌b4

c3茌b2茌b3茌b4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渊2冤

如果 cw码字在传输过程中没有错误的话袁 向量

咱琢 茁 渍暂T等于 0曰如果收到了 cw+ei袁ei是一个第 i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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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袁其他位为 0的向量袁即传输过程中有一个位的错

误发生遥 则

咱琢 茁 渍暂
T

=H渊cw+ei冤
T

=Hcw
T

+Hei

T

=0+hi=hi 渊3冤

其中 hi即为 H的一个列向量遥 据此原理袁我们可

根据秘密信息的值 淄袁修改渊7袁4冤汉明码码字的第 淄

位袁进而达到嵌入秘密信息的目的遥 秘密信息提取时袁

可根据公式渊2冤快速解码出嵌入的秘密信息 淄遥基于这

样一个嵌入原理袁结合二维码的容错特性袁我们设计

了基于汉明码的二维码信息隐藏方法遥 该方法的秘密

信息嵌入算法和提取算法如下遥

1.2 信息嵌入算法

输入院原始二维码 iQR袁秘密信息 s遥

输出院藏入秘密信息的二维码 oQR袁秘密信息的

组数 n遥

计算二维码 iQR的容错能力 ecc遥二维码

使用里德所罗门码渊Reed-Solomon code冤实现其容错

能力遥 根据里德所罗门码的特性袁两个容错码可以纠

正一个码字的错误袁一个码字由八个数据位构成遥 故

可依式子渊1冤计算出二维码的容错能力 ecc遥

ecc=骔ECC/2夜 渊4冤

其中 ECC 是二维码中容错码的数量袁ECC 的大

小依据不同的二维码版本和纠错等级而不同遥

转换秘密信息为二进制数据流袁 并依次

四位一组遥 统计秘密信息的组数 n遥 如果 n>ecc袁则重

新选择一个更大容错能力的二维码袁并返回到步骤 1曰

否则袁进入步骤 3遥

步骤 3 设 i=1,i为秘密信息小组的编号遥

步骤 4 依次从二维码的信息内容中选择第 i个

码字的数据袁记为 Di=喳d1,d2,d3,d4,d5,d6,d7,d8札遥 异或码字

中所有的数据位袁得到结果 v遥

v=d1茌d2茌d3茌d4茌d5茌d6茌d7 渊5冤

依次选择第 i组的秘密信息袁记为 Si=喳s1,s2,s3,s4札遥

使用式子渊3冤计算向量咱x y z暂T遥

咱x y z暂T=H窑咱d1 d2 d3 d4 d5 d6 d7暂T茌咱s1 s2 s3暂T 渊6冤

其中袁窑为矩阵乘操作袁茌为异或操作袁H为渊7袁4冤

汉明码的纠错矩阵袁 H=

0 0 0 1 1 1 1

0 1 1 0 0 1 1

1 0 1 0 1 0 1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遥

步骤 5 转换计算结果 咱x y z暂T为十进制数 r袁则

结果的大小范围为[0,7]遥根据结果的值翻转喳d1,d2,d3,d4,

d5,d6,d7札中的第 r位数据位遥 当时 r=0袁保持不变遥

步骤 6 根据式子渊4冤的计算结果 t袁嵌入第四位

秘密信息至 d8遥 若 t=1袁则翻转 d8数据位曰否则保持 d8

数据位不变遥

t=
v茌s4 r=0

~v茌s4 r=1,2,噎,7嗓 渊7冤

其中袁~代表翻转操作遥

步骤 7 令 i=i+1遥 若 i臆n袁则跳到步骤 4曰否则跳

转到步骤 8遥

步骤 8 生成二维码 oQR袁算法结束遥

1.3 信息提取算法

输入院带有秘密信息的二维码 oQR'袁秘密信息的

组数 n

输出院秘密信息 s

步骤 1 令 i=1袁s=喳札袁 其中袁i代表秘密信息组的

编号袁s用于保存提取出的秘密信息遥

步骤 2 依次选择第 i个二维码内容码字袁记为

Di=喳d1,d2,d3,d4,d5,d6,d7,d8札

步骤 3 依据式子渊5冤袁提取出三位秘密信息喳x,y,z札遥

咱x y z暂T=H窑咱d1 d2 d3 d4 d5 d6 d7暂T 渊8冤

步骤 4 依据式子渊6冤袁提取出第四位秘密信息 v遥

v=d1茌d2茌d3茌d4茌d5茌d6茌d7茌d8 渊9冤

步骤 5 令 s=s胰喳x,y,z,v札袁 其中胰代表结合的合

并操作遥

步骤 6 令 i=i+1遥 若 i臆n袁则跳到步骤 2曰否则跳

转到步骤 7遥

步骤 7 完成秘密信息 s的提取袁算法结束遥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2.1 实验结果

我们使用 python语言实现了算法袁 以测试其性

能遥 我们在不同版本的二维码上面做了信息隐藏的实

验遥 图 1 显示了在版本 5-H 的二维码上的试验结

果遥 图 1 a冤是带有信息野www.qq.com冶的二维码,图 1

b冤是嵌入秘密信息野1234567890987654321冶之后的结

果遥 此秘密信息在嵌入前袁转换成 61位的二进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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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遥 为嵌入这些秘密信息袁在嵌入过程中袁二维码载体

中总共有 31个模块被翻转遥 图 1 c冤罗列出了嵌入秘

密信息前后的二维码的差异遥 根据二维码的标准得

知袁5-H的二维码拥有 88个容错码袁 即可以纠错 44

个码字的错误遥而本次嵌入的 61位数据袁将被分成 16

个秘密信息组袁嵌入在 16个二维码内容码字中袁并造

成 16个码字的错误遥 该错误总量小于二维码的容错

能力上限袁故嵌入秘密信息之后的二维码袁仍然是一

个有效的二维码遥 使用任意标准的二维码扫描器均可

正常解码二维中的信息野www.qq.com冶遥 而一个有意义

的二维码袁可以有效降低不相关人员的好奇心袁进而

提高二维码中嵌入的敏感信息的安全性遥

图 1 版本为 5-H的二维码的示例曰渊a冤原始二维码曰

渊b冤嵌入秘密信息之后的二维码曰渊c冤渊a冤与渊b冤的差异

Fig.1 An example of QR code with version 5-H;(a) The cover QR

code;(b) The marked QR code;(c) differences between (a) and (b)

图 2罗列出了带有信息野www.bing.com冶的版本为

10-H的二维码袁在嵌入式秘密信息野12345678909876

543211234567890987654321234567890冶之后的结果遥

该嵌入过程袁翻转了 80个模块遥 图 3罗列出了带有信

息野www.baidu.com冶的版本为 20-H的二维码袁在嵌入

式秘密信息野1234567890987654321123456789098765

432123456789012345678909876543211234567890987

654321234567890冶之后的结果遥 该嵌入过程袁总共翻

转了 157个模块遥

图 2 版本为 10-H的二维码的示例曰渊a冤原始二维码曰

渊b冤嵌入秘密信息之后的二维码曰渊c冤渊a冤与渊b冤的差异

Fig.2 An example of QR code with version 10-H;(a) the cover QR

code;(b) the marked QR code;(c) differences between (a) and (b)

图 3 版本为 5-H的二维码的示例曰渊a冤原始二维码曰

渊b冤嵌入秘密信息之后的二维码曰渊c冤渊a冤与渊b冤的差异

Fig.3 An example of QR code with version 5-H;(a) The cover QR

code;(b) the marked QR code;(c) differences between (a) and (b)

2.2 信息嵌入量

根据信息的嵌入算法可知袁本方法嵌入 4位秘密

信息至一个二维码的内容码字中袁并造成一个码字的

错误遥 本嵌入算法把错误码字的数量控制在二维码容

错范围以内袁进而确保生成的二维码是有效且有意义

的遥 故二维码的容错能力决定了秘密信息的嵌入量袁

即本方法二维码中秘密信息的嵌入量为遥 表 2罗列出

了不同版本的二维码嵌入量大小,ECL为二维码的纠

错等级遥 从表 2可看出袁本方法的信息嵌入量介于 12

和 4 860之间遥

表 1 信息的嵌入量

Tab.1 The embedded capacity of the proposed scheme

2.3 鲁棒性

使用二维码扫描器对二维码进行拍照解码时袁不

充足的光照会给生成的二维码图像增加噪声遥 该噪声

可看作一种图像攻击袁 它降低了二维码图像的品质袁

进而降低了二维码成功解码的成功率遥 图 4罗列出

了图 1b冤中的嵌入式信息的二维码在遭受不同程度的

噪声攻击之后的解码结果遥 实验结果表明袁遭受攻击

之后的二维码袁仍然可以正常解码袁嵌入其中的秘密

信息亦可正确提取遥 这说明袁本方法所生成的嵌入信

息的二维码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袁可以抵挡二维码实际

应用场景中常见的噪声攻击遥

L 12 52 144 264 448 624 900 1 140 1 500

M 20 96 260 480 832 1 176 1 624 2 128 2 744

Q 26 144 384 720 1 200 1 740 2 400 3 180 4 080

H 34 176 448 864 1 400 2 100 2 880 3 780 4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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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嵌入秘密信息的二维码渊图 1b冤

受到不同程度的攻击的解码结果

Fig.4 The results of marked QR code in Fig.1 b) after suffered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image attack

3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二维码秘密信息嵌入算法遥 在保

证二维码可解码的前提下袁利用渊7袁4冤汉明码袁把秘密

信息嵌入至二维码的内容码字中遥 当在公共信道使用

二维码传递敏感信息时袁本算法可有效避免秘密信息

的泄露袁进而保护用户的隐私遥 本方法的嵌入式机制

是基于二维码的容错能力袁这意味着二维码的容错能

力的大小限制了信息的嵌入量上限遥 此外袁生成的二

维码袁 在嵌入秘密信息的区域若受到污损攻击时袁将

无法正确提取出秘密信息遥 对于这两个问题袁未来计

划进一步研究里德所罗门码的线性特性袁进一步提高

信息的嵌入量和二维码的抗污损攻击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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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Hiding Method for QR Code based on Hamming Code

LI Mei

(F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1)

Abstract: Due to the patent opening, th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the QR code can be read by any general scanner, and then the pri鄄

vacy of users can be disclosed.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two-dimensional code data hiding algorithm based on

(7,4) hamming code. The algorithm embeds the secret information into the content codeword of the QR code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QR

code is still valid. An effective and meaningful QR code can greatly reduces the risk of theft and protect the privacy of users. Experimen鄄

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is simple and effective, and the generated two-dimensional code with secret information has good ro鄄

bustness.

Key words: data hiding; QR code; hamming code; fault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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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是茶树品种选育研究的物质基础遥从 20

世纪 30年代开始袁 福建就建立了福建省茶树品种资

源圃 渊福安冤尧安溪县茶科所品种资源圃尧武夷山市茶

科所资源圃袁2010年后新增武夷山龟岩种质资源圃尧

武夷星茶业公司茶树品种园[1-2]遥 2015年武夷学院新

建了茶学科教园袁拥有茶树品种 360多个袁已成为又

一个重要的中国乌龙茶种质资源保存中心[3]遥

自从上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茶树育种专家们从

武夷名丛中选育出丹桂尧九龙袍等省级良种[4]遥又如历

史上著名的茶王大红袍尧野四大名丛冶渊铁罗汉尧 白鸡

冠尧半天妖尧水金龟冤和肉桂品种都是从武夷名丛群体

获得的[5-6]遥 李远华等[7]研究了武夷单丛白鸡冠的绿茶

红茶乌龙茶暑茶的适制性袁相比白鸡冠单丛加工绿茶

和乌龙茶袁白鸡冠加工红茶品质最优袁适制乌龙茶遥李

远华等[8]对北斗夏茶的适制性研究表明袁北斗不适制绿

茶袁适制红茶袁制乌龙茶品质最优遥 李远华等[9]留兰香尧

向天梅尧醉贵妃尧胭脂柳等 4个武夷单枞的植物学性

状观察及主要生化成分分析袁认为向天梅夏季鲜叶的

咖啡碱尧茶多酚含量较秋季的高遥 林燕清等[10]还对雀

舌尧白牡丹等名丛的夏暑茶进行红茶适制性研究袁结果

表明武夷岩茶中名枞的水浸出物及茶多酚因单枞不

同尧季节不同差异显著有一部分适合制作红茶遥武夷山

是世界乌龙茶尧红茶的发源地袁但是袁武夷名丛的夏茶

原料十分浪费袁没有采制和加工遥 因此袁对水金龟名丛

的夏茶适制性进行研究袁提高水金龟夏季茶叶鲜叶的

利用率袁可以增加武夷山茶农收入尧品种结构调整和

促进武夷山茶产业的发展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渊1冤植物学性状观察院实验于 2017 年 6月 29 日

至 7月 2日在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茶树品种园基地

进行袁选取种植的水金龟名丛为观测对象遥

渊2冤水金龟绿茶尧红茶采摘标准院2017 年 6 月 29

日至 7月 1日采摘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茶树品种园

水金龟名丛夏季红绿茶适制性

李远华 1,2袁 陈雪津 1袁 曹士先 3袁 胡旭辉 4

渊1.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福建省高校茶叶工程研究中心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3.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4.福建武夷山从木茶业有限公司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以水金龟名丛夏茶为原料制作红绿茶适制性进行研究袁结果表明袁水金龟的树型为灌木型袁树姿为半披

张袁叶片水平或向下生长袁叶色黄绿袁叶形为长椭圆形袁叶质厚软曰夏茶水金龟加工为绿茶和红茶进行品质审评袁制成红茶

的品质更优袁水金龟红茶汤色红亮尧滋味甜醇鲜爽袁绿茶汤色浅绿尧滋味略带苦涩曰夏茶水金龟制成干茶后袁水浸出物含量

红茶为 44.82%尧绿茶为 41.42%袁茶多酚含量绿茶为 37.29%尧红茶为 21.29%袁咖啡碱含量红茶为 3.78%尧绿茶为 3.61%袁氨

基酸含量绿茶为 3.05%尧红茶为 2.55%遥

关键词院水金龟曰夏茶曰适制性曰武夷山名丛

中图分类号院TS272.5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3原园026原园7

收稿日期院2020-03-07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渊2020J01404冤曰

南 平 市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联 合 资 助 项 目

渊2019J04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远华渊1963-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博士袁主要从

事茶学及生物技术研究遥



基地的一芽二叶遥 对照组院 绿茶对照样福云六号于

2017年 7月 2日采摘武夷学院茶叶基地袁红茶对照样

毛蟹 2017年 7月 2日采摘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茶树

品种园基地袁绿茶尧红茶对照组采摘标准均为一芽二

叶袁所选用对照品种是根据当时生产基地鲜叶实际情

况及研制特点遥 制作工艺为烘炒结合的绿茶制作工艺

和传统功夫红茶加工工艺遥

渊3冤样品处理院由于采摘鲜叶量不同袁各个步骤取

样固样量不一样遥 茶类取样各个步骤鲜叶尧 萎凋尧杀

青尧揉捻尧发酵尧干燥袁除了鲜叶取样 120 g袁其它工序

均取半成品渊成品冤90 g袁鲜叶采用蒸青固样法袁干燥后

用万能粉碎机制成茶粉袁密封放于冰箱冷冻层保存遥

1.2 方法

渊1冤植物学性状分析方法

测量水金龟茶树植株的树高和树幅袁茶树叶片的

长和宽遥 观察和记录水金龟名丛的树型尧树姿尧树高尧

树幅尧叶脉对数尧叶色尧叶尖等遥

叶片的大小渊cm2冤=叶长渊cm冤伊叶宽(cm)伊0.7渊系

数冤

渊2冤品质感观审评测定

感观审评方法院根据茶叶感观审评方法GB/T 23776要

2009遥 采用加权评分法[11]遥

绿茶总得分渊100%冤=外形(25%)+汤色(10%)+滋味

(30%)+香气渊25%冤+叶底渊10%冤

红茶总得分渊100%冤=外形(25%)+汤色(10%)+滋味

(30%)+香气渊25%冤+叶底渊10%冤

渊3冤生化成分测定方法[12]

对制茶各个步骤中提取的半成品渊成品冤的水浸

出物尧茶多酚尧咖啡碱尧游离氨基酸的含量进行测定袁

并利用 Excel 2007整理数据和作图袁对实验数据进行

相关分析袁显著性检验遥

淤水浸出物含量测定院采用国标 GB / T 8305要2002

全量法测定遥

于茶多酚含量测定院 采用国标 GB/T 8313要2002

酒石酸亚铁分光光度法测定遥

盂咖啡碱含量测定院 采用国标 GB/T 8312要2002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遥

榆游离氨基酸含量测定院 采用国标 GB/T 8314要

2002 茚三酮法测定遥

1.3 研究内容

渊1冤通过观察测量水金龟的树型尧树冠尧骨干枝

等袁主要从树高尧树型尧叶形尧叶色尧叶质尧叶面积等 6

个方面分析遥

渊2冤研究过程以福云六号绿茶尧毛蟹红茶作为对

照袁主要原因在武夷山袁福云六号是研制绿茶尧毛蟹是

研制红茶的品质较好遥 测定水金龟红绿茶袁在各个制

茶工序中水浸出物含量尧茶多酚含量尧咖啡碱含量尧游

离氨基酸含量袁以及茶多酚与氨基酸的比值袁通过跟

对照组的对比袁结合毛茶品质评定袁分析水金龟名丛

夏季红绿茶的适制性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金龟名丛植物学性状

茶树的植物学性状与茶叶的适制性和茶叶品质

有关遥 从表 1来观察袁水金龟名丛植物学性状是植株

大小中等袁树幅较大袁叶片色泽黄绿尧长椭圆形袁叶质

厚软遥

表 1 水金龟主要植物学性状

Tab. 1 The botany traits of Shuijingui

树型 灌木

树姿 半披张

树高渊cm冤 78

树幅渊cm冤 168

一级骨干枝数量(个) 7

一级骨干枝周长渊cm冤 5.06

二级骨干枝数量渊个冤 14

二级骨干枝周长渊cm冤 0.30

叶长渊cm冤 6.75

叶宽渊cm冤 1.81

叶面积(cm2) 4.75

叶形 长椭圆形

叶缘 平或微波

叶色 黄绿

叶尖形状 钝尖

叶片着生角度 水平状或稍下垂

叶质 厚软

茸毛 多

叶脉对数渊对冤 6

叶齿锐度 钝

叶齿深度 深

叶齿密度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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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水金龟名丛感观审评

从表 2可知袁水金龟绿茶审评总分 84.45袁低于绿

茶对照样福云六号 2.4分袁水金龟红茶审评总分 87.75袁

高于红茶对照样毛蟹 2.0分袁由此可看出水金龟更适制

红茶袁水金龟红茶的汤色和滋味得分 90最高遥

水金龟和相对应对照组的感观审评结果袁水金龟

外形袁绿茶得分 81分袁红茶 86分袁水金龟红茶比对照

组毛蟹的外形更好遥 从汤色来看袁水金龟红茶汤色得

分 90较高袁水金龟绿茶汤色 85较低袁水金龟红茶汤

色红亮有金圈袁具有优质红茶特有的金圈遥 从香气看袁

水金龟绿茶具有炒豆香袁得分 88分袁水金龟红茶具有

明显的花香袁得分 87分遥 从滋味上看袁水金龟绿茶的

滋味略差袁带苦涩袁没有绿茶对照样福云六号的鲜爽

甘甜袁水金龟较不适合用于制作绿茶遥 而水金龟红茶

得分 90分袁滋味甜醇袁回甘速度比毛蟹红茶快袁因此

较适制红茶遥 从水金龟叶底来看袁水金龟绿茶叶底差

于福云六号绿茶袁水金龟红茶优于毛蟹红茶遥

与对照组的比较袁 福云六号绿茶优于水金龟绿

茶袁外形尧汤色尧滋味尧叶底表现都比水金龟优质袁香气

上两者相等遥 在干茶外形尧汤色尧滋味叶底方面袁水金

龟红茶优于毛蟹红茶袁香气稍差于毛蟹红茶遥 水金龟

绿茶的香气具有绿茶的炒豆香袁不足的是水金龟绿茶

的汤色浅黄袁滋味略苦遥 从水金龟与对应对照组的感

官审评对比中可以看出来袁 水金龟较不适合制作绿

茶袁较适合制作红茶遥

表 2 水金龟和对照组感观审评结果

Tab. 2 Sensory evaluation results of Shuijingui and control group

水金龟
绿茶

绿润袁重实稍
紧结袁有白毫

81 炒豆香 88 黄绿袁较亮 85 醇和袁略带苦涩 84 嫩绿袁柔软 85 84.45

福云六号
绿茶

嫩绿袁细紧卷曲袁
匀整

83 炒豆香 88 黄绿明亮 88 鲜爽略带回甘 89 黄绿袁柔软匀整 86 86.85

水金龟
红茶

乌褐袁有金毫袁条索
细紧卷曲袁匀整

86 花香 87
红亮袁
带金圈

90 甜醇袁回甘快 90 红褐袁柔软匀整 85 87.75

毛蟹红茶
色泽栗红袁金毫显袁
细紧卷曲袁欠匀整

83 甘草香 88 橙红明亮 88 鲜甜袁略有回甘 86 红褐袁柔软 84 85.75

2.3 水金龟名丛主要生化成分

通过与对照样福云六号绿茶和毛蟹红茶比较袁水

金龟绿茶尧红茶成品及加工过程中的水浸出物尧茶多

酚尧咖啡碱尧游离氨基酸的含量进行测定和分析袁从而

进一步研究水金龟红绿茶的适制性遥

2.3.1 水浸出物含量

由表 3和图 1尧图 2可知袁随着加工工艺的变化袁

水金龟茶叶的水浸出物总体上是递减趋势袁总体含量

在 41.42%耀48.83%之间袁 其中水金龟鲜叶 48.83%最

高袁以水金龟绿茶干燥叶 41.42%最低遥 水金龟成茶水

浸出物含量中袁 水金龟绿茶水浸出物含量 41.41%和

水金龟红茶水浸出含量 44.82%遥 水金龟绿茶从鲜叶

到成品下降 7.41%袁水金龟红茶下降 4.01%袁水金龟红

茶水浸出物含量下降幅度小袁水金龟绿茶的水浸出物

含量下降幅度大遥

通过对比水金龟成品茶与对照组袁水金龟绿茶的

水浸出含量低于福云六号绿茶 1.57%袁水金龟红茶的

水浸出含量高于毛蟹 5.02%袁水金龟红茶的水浸出物

含量较高袁绿茶水浸出物含量较低袁对照组和实验组

差异显著渊P<5%冤遥 在茶叶加工制作过程中袁水浸出物

的含量随着加工工序发生变化袁其中水金龟红茶水浸

出物递减变化是鲜叶>萎凋>揉捻>发酵>干燥袁降幅最

大的是揉捻和发酵遥 水金龟绿茶鲜叶>杀青>揉捻>干

燥袁降幅最大的是杀青和揉捻遥

28窑 窑



表 3 水金龟和对照组制茶过程水浸出物含量变化

Tab.3 Changes of water extract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and control group

%

图 1 水金龟绿茶与福云六号绿茶水浸出物含量变化

Fig.1 Changes of water extract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green tea and Fuyun 6# green tea

图 2 水金龟红茶与毛蟹红茶水浸出物含量变化

Fig.2 Changes of water extract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black tea and Maoxie black tea

2.3.2 茶多酚含量

由表 4和图 3尧图 4可知袁水金龟的茶多酚含量随

着制茶工艺发生变化袁幅度在 21.29%耀38.42%袁水金

龟成品茶的茶多酚含量袁水金龟绿茶达 37.29%较高袁

水金龟红茶 21.29%较低遥

与对照组相比袁水金龟绿茶的茶多酚含量高于福

云六号绿茶 8.32%袁水金龟红茶高于毛蟹 0.18%袁绿茶

对照组和实验组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而红茶对照组和

实验组无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 制茶过程中茶多酚的含

量变化袁水金龟绿茶鲜叶>杀青>揉捻>干燥袁降幅最大

是杀青遥水金龟红茶茶多酚递减变化是鲜叶>萎凋>揉

捻>发酵>干燥袁 在鲜叶到干燥工序中都是递减的袁降

幅为 17.13%遥 水金龟红绿茶的茶多酚均高于对照遥

茶多酚含量发生变化袁 原因是绿茶有杀青工艺袁

钝化酶的活性袁制止茶多酚继续氧化曰而红茶由于是

采用发酵工艺袁促进酶促氧化袁使茶多酚生成茶黄素尧

茶红素遥

表 4 水金龟和对照组制茶过程茶多酚含量变化

Tab.4 Changes of polyphenol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and control group

%

图 3 水金龟绿茶与福云六号绿茶多酚含量变化

Fig.3 Changes of polyphenol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green tea and Fuyun 6# green tea

图 4 水金龟红茶与毛蟹红茶茶多酚含量变化

Fig.4 Changes of polyphenol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black tea and Maoxie black tea

水金龟
绿茶

48.83 47.27 44.18 41.42

福云六号
绿茶

47.95 46.69 44.25 42.99

水金龟
红茶

48.83 47.63 47.47 45.91 44.82

毛蟹红茶 46.85 45.52 43.11 42.25 39.70

水金龟
绿茶

38.42 37.83 37.77 37.29

福云六号
绿茶

35.97 34.79 32.67 28.97

水金龟
红茶

38.42 33.59 24.88 22.66 21.29

毛蟹红茶 33.43 32.31 24.73 22.80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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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咖啡碱含量

由表 5和图 5尧图 6可知袁在水金龟加工过程中袁

咖啡碱含量总体在 3.42%耀3.98%之间遥 水金龟成品茶

的咖啡碱含量中袁水金龟红茶的 3.78%较高袁水金龟

绿茶的 3.61%次之遥

与对照组相比袁水金龟红茶的咖啡碱递减变化是

干燥>鲜叶>发酵>萎凋>揉捻袁揉捻和发酵幅度变化最

大袁在最后干燥工序中袁又上升了 0.07%曰水金龟绿茶

的咖啡碱含量高于福云六号绿茶 0.63%袁水金龟红茶

高于毛蟹 0.67%袁 对照组和实验组无显著差异 渊P>

0.05冤遥 制茶过程中袁咖啡碱的含量随着加工工序发生

变化袁其中水金龟绿茶揉捻>鲜叶>杀青>干燥袁降幅最

大的是揉捻和干燥遥

茶树体内咖啡碱的代谢和核酸尧蛋白质代谢密切

相关袁核酸中的嘌呤核甘酸袁蛋白质中蛋氨酸尧甘氨

酸尧谷酰胺尧天冬氨酸等都和咖啡碱含量变化有关遥

表 5 水金龟和对照组制茶过程咖啡碱含量变化

Tab.5 Changes of caffeine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and control group

%

图 5 水金龟绿茶与福云六号绿茶咖啡碱含量变化

Fig.5 Changes of caffeine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green tea and Fuyun 6# green tea

图 6 水金龟红茶与毛蟹红茶咖啡碱含量变化

Fig.6 Changes of caffeine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black tea and Maoxie black tea

2.3.4 游离氨基酸含量

由表 6和图 7尧 图 8可知袁 水金龟游离氨基酸含

量袁 总体在 2.55%耀3.58%之间遥 成品游离氨基酸含量

中袁水金龟绿茶 3.05%袁红茶 2.55%遥水金龟绿茶鲜叶与

成品相比游离氨基酸下降了 0.18%袁 水金龟红茶下降

了 0.68%袁水金龟的红茶鲜叶与成品相比下降值较大遥

在成品茶氨基酸含量中袁与对照组相比袁水金龟

绿茶低于福云六号绿茶 0.39%袁水金龟红茶高于毛蟹

红茶 0.06%袁对照组和实验组无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制

茶过程中袁氨基酸的含量发生变化袁水金龟绿茶降幅

最大的是杀青和揉捻遥 水金龟红茶是揉捻和发酵降幅

最大遥 水金龟绿茶的氨基酸含量为 3.05%袁比水金龟

红茶高遥

表 6 水金龟和对照组制茶过程游离氨基酸含量变化

Tab.6 Changes of free amino acid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and control group

%

水金龟
绿茶

3.77 3.67 3.98 3.61

福云六号
绿茶

3.17 3.16 3.02 2.98

水金龟
红茶

3.77 3.54 3.42 3.71 3.78

毛蟹红茶 2.23 3.33 3.05 3.24 3.11

水金龟
绿茶

3.23 3.19 3.10 3.05

福云六号
绿茶

3.20 3.32 3.42 3.44

水金龟
红茶

3.23 3.45 3.58 2.92 2.55

毛蟹红茶 3.28 3.43 2.87 2.87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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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水金龟绿茶与福云六号绿茶游离氨基酸含量变化

Fig.7 Changes of free amino acid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green tea and Fuyun 6# green tea

图 8 水金龟红茶与毛蟹红茶游离氨基酸含量变化

Fig.8 Changes of free amino acid content in the tea process of

Shuijingui black tea and Maoxie black tea

2.3.5 酚氨比

酚氨比是影响茶汤滋味鲜爽程度的重要指标袁茶

叶中氨基酸质量分数高袁鲜爽度较高袁茶多酚和氨基

酸比值小于 8适制绿茶曰茶多酚质量分数高袁鲜爽度

较低袁茶多酚和氨基酸比值大于 8适制红茶[17]遥水金龟

名丛鲜叶的酚氨比为 11颐89袁从鲜叶酚氨比看袁水金龟

较不适合做绿茶袁较适合做红茶遥

3 结论

水金龟植物学性状尧测定主要生化成分含量和品

质感观审评袁结果表明院

渊1冤水金龟植物学性状院无性系袁灌木型袁晚生种遥

叶形为长椭圆形袁叶色黄绿袁茸毛较少袁节间较短袁叶

质厚软袁适制红茶遥

渊2冤水金龟感观审评院水金龟绿茶干茶色泽黄绿袁

滋味纯和略带涩袁欠鲜爽遥 水金龟红茶花果香浓郁持

久袁滋味甜醇袁并且回甘明显遥 审评总分袁绿茶 84.45袁

红茶 87.75遥 从水金龟与对照组的感官审评对比袁水金

龟较不适制绿茶袁较适制红茶遥

渊3冤水金龟主要生化成分院水金龟绿茶成茶水浸

出物含量 41.42%袁 水金龟红茶成茶水浸出含量

44.82%遥 水金龟绿茶成品茶多酚含量达 37.29%袁水金

龟红茶成品茶多酚含量 21.29%遥 水金龟成品茶的咖

啡碱含量中袁 水金龟红茶的 3.78%袁 水金龟绿茶的

3.61%遥 水金龟成品游离氨基酸含量中袁绿茶 3.05%袁

红茶 2.55%遥

根据研究结果分析袁相比水金龟绿茶袁水金龟红

茶品质更优袁适制红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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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Suitability on Shuijingui Summer Tea

LI Yuanhua1,2, CHEN Xuejin1, CAO Shixian3, HU Xuhu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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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ea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Fujian Higher Education, Wuyishan, Fujian 354300曰

3.Wuyi Star Tea Industrial Co., Ltd., Wuyishan, Fujian 354300曰

4.Wuyishan Cong Mu Tea Industrial Co., Ltd.,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Shuijingui summer tea is used as the raw materials to make the black and green tea in order to study the making suitability.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1) The tree shape of Shuijingui is shrub type, and tree posture is semi-spread. The leaves are hor鄄

izontal or vertically downward. The leaf color is yellow-green, leaf shape is oblong and leaf quality is thick and soft. (2) When Shuijingui

summer tea is processed to green tea and black tea for quality review, the quality of black tea is found better. The tea infusion color of

black tea is red and bright, and it tastes sweet and fresh while the tea infusion color of green tea is light green and it tastes bitter. (3) After

Shuijingui summer tea is made to dry tea, the content of water extracts is 44.82% and 41.42% for black tea and green tea respectively.

The content of polyphenol is 37.29% for green tea and 21.29% for black tea. The content of caffeine is 3.78% for black tea and 3.61% for

green tea. The content of amino acids is 3.05% for green tea and 2.55% for black tea.

Key words: Shuijingui曰 summer tea曰 making suitability; Wuyishan Mingc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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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发酵饮料是在适当的培养基础上袁进行液

体发酵袁经过处理后得到发酵滤液袁进行调味杀菌后袁

就可得到美味营养健康的饮料袁其特点在于工艺简单

且成本低[1-2]遥 平菇菌的滋味甘甜并且比较柔和袁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袁 有着高于一般蔬菜的蛋白质消化率袁

在食用菌中也是蛋白质消化率较高的菌类袁在中医上

对一些病症有一定的疗效[3]遥平菇菌丝体中的粗脂肪尧

粗纤维尧Fe尧Ca含量明显在子实体之上袁两者的 Na含

量都比较接近袁在菌丝体和子实体中袁两者的氨基酸

成分相似曰但从氨基酸的比值中可以发现袁菌丝体的

氨基酸比值与子实体相比更优袁经过液体发酵而制得

的菌丝体多糖与子实体多糖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袁但

在某种情况下袁菌丝体多糖会比子实体多糖质量更佳[4]遥

茶叶中含有的有效物质对人体健康有很好的调

节作用袁水仙茶是我国茶叶的优良品种之一袁具有兴

奋尧利尿消肿尧强心解痉尧抗动脉硬化尧抗菌尧抑菌尧减

肥尧防龋齿尧抑制癌细胞作用[5]遥近年来袁在茶培养基上

进行食用菌的栽培研究及食用菌的液体发酵成了热

点[6-9]袁但在茶培养基中菌丝体的液态发酵研究还鲜有

报道袁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遥

平菇菌丝与水仙茶汤发酵制成发酵饮料原液袁水

仙茶汤中有平菇发酵需要的培养物质袁又能增加饮料

的风味与有益物质遥 利用该发酵原液制成的饮料袁只

需简单调配杀菌袁 不需要添加色素和一些增香物质袁

具有天然的色尧香尧味尧保健尧营养合为一体的特质袁极

符合人们的需求袁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袁为平菇的推

广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平菇母种袁 山东鱼台武台永腾食用菌菌种中心曰

茶叶袁武夷山水仙遥

恒温培养箱袁上海慧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曰恒温振

荡器袁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曰超净工作通讯台袁苏州

收稿日期院2020-09-30

基金项目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1407118)曰福建省高

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闽教科

[2016]23 号 )曰 福建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

(2015N0035)遥

通讯作者院廖素兰渊1974-冤袁女袁汉族袁博士袁主要从事生物

技术与分析的研究遥

平菇菌丝体液体发酵培养基筛选

廖素兰 1,2袁 翁器林 2袁 陈萍萍 1,2

渊1.福建省生态产业绿色技术重点实验室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武夷学院 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武夷学院 信息技术与实验室管理中心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以平菇菌种作为菌源袁经过菌种斜面活化后袁对平菇菌丝进行不同的茶浓度培养基培养遥 结果表明院最适

宜的茶汁驯化及种子液培养基为马铃薯 200 g尧蔗糖 20 g尧燕麦 30 g尧磷酸二氢钾 2 g尧七水硫酸镁 1 g尧维生素 B1 0.01 g尧

茶叶 30 g尧水 1 L尧pH自然遥 采用单因素试验袁以菌丝体干重尧菌球个数尧粗多糖含量为主要评价指标袁来确定培养基最佳

的碳源尧氮源尧无机盐遥 结果表明院最佳碳源为蔗糖尧最佳氮源为酵母膏尧最佳无机盐为磷酸二氢钾和氯化钙遥 基于单因素

实验袁以菌丝体干重尧粗多糖尧茶多酚含量为评价指标袁采用正交试验方法对平菇菌丝体液体发酵茶培养基进行优化遥 结

果表明院最适宜液体发酵培养基为蔗糖 40 g/L尧酵母膏 6 g/L尧磷酸二氢钾 2.5 g/L尧氯化钙 0.5 g/L尧茶浓度 30 g/L, 菌丝体

干重 10.473 g/L尧粗多糖 0.19 g/L尧茶多酚 5.558 g/L遥

关键词院平菇曰茶曰菌丝体曰种子液培养基曰液体发酵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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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设备有限公司曰高压灭菌锅袁上海博讯实业有限

公司医疗设备厂曰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袁上海美谱达

仪器有限公司遥

1.2 实验方法

1.2.1 培养基

1.2.1.1 活化培养基

PDA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 培养基遥

1.2.1.2 茶汁平板驯化培养基

1号培养基院马铃薯 200 g 尧葡萄糖 20 g尧琼脂粉

20 g尧 自来水 1 L遥

2号培养基院马铃薯 200 g尧蔗糖 20 g尧蛋白胨 2 g尧

七水硫酸镁 2 g尧磷酸二氢钾 2 g尧琼脂粉 20 g尧水

1 L遥

3号培养基院马铃薯 200 g尧蔗糖 20 g尧燕麦 30 g尧

磷酸二氢钾 2 g尧七水硫酸镁 1 g尧维生素 B1 0.01 g尧琼

脂粉 20 g尧水 1 L遥

4号培养基院马铃薯 200 g尧葡萄糖 20 g尧燕麦 6 g尧

琼脂粉 20 g尧水 1 L遥

5号基础发酵培养基院葡萄糖 20 g尧酵母浸膏 5 g尧

磷酸二氢钾 2 g尧七水硫酸镁 1 g尧维生素 B1 0.01 g尧茶

30 g尧水 1 L遥

茶汁培养基是指将水仙茶热水浸提后袁按一定比

例与其它培养基混合而成遥

1.2.2 培养基的筛选

菌种活化院将平菇试管母种在无菌条件下接种于

PDA斜面培养基上袁 于 28 益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活

化袁观察菌丝的生长遥

茶汁平板驯化培养院菌丝长满斜面试管后袁选择

出菌丝生长快的试管袁用接种刀将菌丝切成小菌块接

种于 1.2.1.2中的 1~4号的培养基袁测量小菌块的初始

直径袁 每组培养基的茶浓度分别设为 0%尧2%尧4%尧

6%尧8%袁于 28 益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袁观察菌丝的生

长情况袁每组做 3个平行试验遥 利用四种固体培养基

培养菌种袁通过菌丝增殖速率的测定比较得出适宜菌

丝体生长的理想培养基遥

种子液培养院 由上步骤中对菌丝增殖速率的比

较袁得出较好的茶培养基袁再进一步细化茶浓度得出

最佳茶浓度的培养基袁此培养基为种子液培养基遥 将

经过茶培养基培养的菌种在最佳液体茶培养基中培

养袁接种量为 4块直径约 0.80 cm的菌丝块袁装液量为

0.10 L和 0.15 L袁使其菌丝朝上并悬浮于液面上袁接种

后静止培养 1 d袁培养条件为 28 益恒温振荡器 180

r/min振荡培养遥 每天观察菌丝生长情况遥

液体发酵培养院将种子液培养完成后袁吸取 10%

的种子液于装液量为 0.05 L和 0.25 L的基础发酵培

养基中袁培养条件为 28 益恒温振荡器 180 r/min振荡

培养袁培养 6 d袁每天观察生长情况遥 采用单因素试验

来确定碳源袁氮源和无机盐遥 比较菌球的直径袁密度尧

菌丝体干重尧茶多酚含量尧粗多糖含量遥 采用正交试验

L16渊4
5冤袁通过测量菌丝体干重和粗多糖来选择发酵培

养基遥 在相同的培养条件下袁平菇在 4 种不同培养基

中不同茶浓度的菌丝增殖情况实验为平菇菌分别在

1~4号培养基中袁 在茶浓度分别为 0%尧2%尧4%尧6%尧

8%的培养皿中培养袁用三角尺测菌块的直径袁计算菌

块的平均增殖速率袁试验结果如表 1遥

表 1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Tab.1 Factor and level of the orthogonal test

1.2.3 测定方法

菌丝增殖速率的测定院在培养皿的中间接种一块

直径大约为 0.8 cm的菌丝,用 2块三角尺准确测量菌

丝的直径袁并把它称为 d0袁在 28 益的恒温培养箱中培

养, 每天或隔两天测量其直径袁 日生长的直径记录为

dt袁每样 3个平行实验遥

菌丝平均增殖速率=渊dt-d0冤衣t

茶多酚的测定院采用 GB/T8 313要2002酒石酸亚

铁比色法遥

参阅文献袁进行菌球直径的测定[10]袁菌球密度的测

定[11]袁菌丝体干重的测定[12]袁粗多糖的测定[13]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子液培养基的筛选

从图 1中可以看出平菇菌在不同茶浓度的 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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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窑 窑



葡萄糖 0.88 489 6.356 0.634 1 0.008 4

玉米粉 0.86 233 4.568 0.812 2 0.006 9

可溶性淀粉 0.83 275 4.456 0.931 5 0.007 2

蔗糖 0.84 561 7.080 0.720 2 0.010 1

麦芽糖 0.89 339 5.862 0.775 0 0.007 5

对照 0.92 93 1.422 1.005 0 0.005 3

表 3 碳源对平菇菌丝体发酵的影响

Tab.3 Effect of carbon source on mycelium fermentation of Pleurotus ostreatus

表 2 平菇在不同茶浓度的 3号培养基中菌丝增殖情况

Tab.2 Mycelial proliferation of Pleurotus Ostreatus in No.3 medium with different tea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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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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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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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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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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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

荫

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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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

荫

荫

荫

荫

0.99

1.11

1.22

1.10

0.95

野荫冶表示菌丝已长满培养皿

不同培养基中菌丝生长情况袁在 1号袁3号和 4号培养

基中茶浓度在 2%和 4%时袁相比其他的茶浓度袁平均

增殖速率是最大的遥 在 4种培养基中袁平菇菌在 3号

培养基及不同茶浓度中培养的平均增殖速率比其它

培养基要高袁长势要好袁且浓度在 0%至 2%呈上升趋

势袁2%至 4%趋于平缓袁在其它 3种培养基中袁增殖速

率并没有 3号培养基来的快渊图 1冤遥所以袁选择 3号培

养基袁进一步进行茶浓度的筛选袁在 3号培养基的基础

上袁分别加浓度为 0%尧2%尧3%尧4%尧5%的茶培养基袁通

过测定平菇菌丝的平均增殖速率来比较优劣遥

图 1 平菇菌在不同茶浓度的四种不同培养基中

菌丝增殖速率情况

Fig.1 Mycelial proliferation rate of Pleurotus ostreatus in four

different media with different tea concentrations

在茶浓度分别为 0%尧2%尧3%尧4%尧5%的 3 号培

养基中菌丝生长的情况如表 2袁 从表 2中可以明显的

看出 3号培养基的理想茶浓度为 3%遥 将 4种平板培

养基做成茶浓度为 3%的种子液培养基进行种子液培

养袁 培养条件为 28 益恒温振荡器 180 r/min 振荡培

养袁装液量为 0.10 L和 0.25 L遥 观察发现 3号培养基

中袁菌球密且均匀尧小尧生长时间短袁是理想的培养基遥

在某种程度上袁表明在培养皿中菌丝增殖的速度与在

相同的液体培养基中的菌球生长速度相同遥

2.2 平菇菌种发酵单因素试验结果

2.2.1 碳源对平菇菌丝体发酵的影响

碳源对发酵的影响很大袁 如果初始碳源不足袁菌

丝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袁将延长发酵周期或降低生物

量[24]袁以葡萄糖尧玉米粉尧可溶性淀粉尧蔗糖尧麦芽糖作

为不同的碳源袁其浓度为 20 g/L袁基础培养基的其它

成分为酵母膏 5 g/L尧磷酸二氢钾 2 g/L尧七水硫酸镁

1 g/L尧维生素 B1 0.01 g/L尧茶浓度为 30 g/L曰接种量为

10%袁 培养条件为 28 益恒温振荡器 180 r/min振荡培

养袁装液量为 20%遥 空白对照无碳源袁每种做 3个平

行遥 试验结果如表 3袁 以蔗糖作为碳源的菌球个数最

多袁粗多糖含量最高袁菌丝体干重最大袁其次是葡萄

糖遥 综合考虑袁最佳碳源为蔗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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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二氢钾 0.88 325 6.452 0.935 4 0.015 3

七水硫酸镁 1.00 285 4.887 0.884 6 0.009 5

氯化钙 0.92 308 6.296 0.736 2 0.017 8

磷酸氢二钾 1.04 229 4.305 0.590 1 0.008 8

对照 1.09 163 2.470 1.116 4 0.006 0

酵母膏 0.89 348 6.764 0.567 5 0.015 5

蛋白胨 0.94 223 3.798 0.661 5 0.007 5

牛肉膏 0.78 283 4.076 0.900 2 0.013 1

燕麦 0.85 259 3.620 0.528 4 0.011 9

对照 0.97 145 1.682 0.991 7 0.004 2

表 4 氮源对平菇菌丝体发酵的影响

Tab.4 Effect of nitrogen source on mycelium fermentation of Pleurotus ostreatus

表 5 无机盐对平菇菌丝体发酵的影响

Tab.5 Effect of inorganic salts on mycelium fermentation of Pleurotus ostreatus

2.2.2 氮源对平菇菌丝体发酵的影响

以酵母浸膏尧蛋白胨尧牛肉膏尧燕麦作为氮源袁其

浓度设为 5 g/L袁 无氮源的基础培养基其它成分为蔗

糖 20 g/L尧磷酸二氢钾 2 g/L尧七水硫酸镁 1 g/L尧维生

素 B1 0.01 g/L尧茶浓度为 30 g/L遥 接种量为 10%袁培养

条件为 28 益恒温振荡器 180 r/min振荡培养袁装液量为

0.05 L和 0.25 L遥空白对照为无氮源袁试验重复 3次遥试

验结果如表 4袁以酵母浸膏作为氮源的菌球个数最多袁

粗多糖含量最高袁除了牛肉膏袁其它氮源的茶多酚含

量相差不是很大袁综合考虑袁最佳氮源为酵母膏遥

2.2.3 无机盐对平菇菌丝体发酵的影响

以磷酸二氢钾尧七水硫酸镁尧氯化钙尧磷酸氢二钾

作为无机盐袁其浓度设为 0.2%袁无无机盐的基础培养

基为蔗糖 20 g/L尧酵母膏 5 g/L尧维生素 B1 0.01 g/L尧茶

浓度为 30 g/L遥 接种量为 10%袁培养条件为 28 益恒温

振荡器 180 r/min振荡培养袁 装液量为 0.05 L和 0.25

L遥 没有无机盐的作为空白对照袁试验重复 3次遥 试验

结果如表 5袁以磷酸二氢钾尧氯化钙作为无机盐的培养

基袁菌球个数最多袁粗多糖含量也较多袁在各种无机盐

中菌丝体干重最大遥所以选择磷酸二氢钾和氯化钙作

为正交试验因子遥

2.3 发酵培养基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从单因素试验中可以看出袁菌球个数过多袁造成

计数困难袁且对直径大小的影响也不是很明显袁所以

正交试验时袁不计数菌球和测量直径遥 表 6为不同因

素水平对各项指标的影响结果记录遥

菌丝体干重渊DW冤分析院从表 6 中可以看出菌丝

体干重最大的培养基组合是 A2B3C4D1E2袁 对菌丝体干

重影响最大的是茶浓度袁茶浓度为 3%时袁菌丝体干重

最大袁随着茶浓度的增加袁菌丝体干重逐渐减少曰对菌

丝体干重影响较大的是氯化钙袁随着磷酸二氢钾浓度

的增加而增加袁影响最小的是氯化钙遥 各因子对该结

果的影响程度为院茶浓度﹥磷酸二氢钾﹥蔗糖﹥酵母

膏﹥氯化钙遥

粗多糖渊ESP冤分析院从表 6可以看出袁粗多糖最大

的培养基组合为 A1B3C3D1E3袁 对粗多糖影响最大的是

氯化钙袁在一定浓度范围内袁粗多糖的量随着氯化钙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袁当达到一定浓度时袁粗多糖开始

下降袁各因子对该结果的影响程度为院氯化钙﹥茶浓

度﹥酵母膏﹥磷酸二氢钾﹥蔗糖遥

茶多酚分析院从表 6可以明显的看出对茶多酚最

大影响的是茶浓度袁随着茶浓度的增加袁茶多酚呈上

升趋势遥 各因子对该结果的影响程度为院茶浓度﹥蔗

糖﹥氯化钙﹥磷酸二氢钾﹥酵母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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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正交试验结果

Tab.6 The results of orthogonal test

1 1 1 1 1 1 5.720 0.009 0 0.665 0

2 1 2 2 2 2 7.995 0.009 7 0.520 6

3 1 3 3 3 3 7.883 0.019 7 1.369 9

4 1 4 4 4 4 6.664 0.007 8 3.009 0

5 2 1 2 3 4 6.863 0.008 9 2.375 8

6 2 2 1 4 3 7.357 0.010 1 1.389 5

7 2 3 4 1 2 10.473 0.019 0 0.555 8

8 2 4 3 2 1 8.470 0.006 3 0.180 0

9 3 1 3 4 2 9.152 0.008 2 1.111 6

10 3 2 4 3 1 8.617 0.007 5 1.005 9

11 3 3 1 2 4 6.928 0.005 4 2.731 9

12 3 4 2 1 3 8.175 0.013 8 1.553 8

13 4 1 4 2 3 7.697 0.007 2 1.503 0

14 4 2 3 1 4 6.280 0.014 4 2.571 5

15 4 3 2 4 1 8.263 0.006 5 0.540 1

16 4 4 1 3 2 8.086 0.006 6 1.080 3

0.707 0.736 0.702 0.766 0.777

0.829 0.756 0.782 0.777 0.893

0.822 0.839 0.795 0.786 0.778

0.758 0.785 0.836 0.786 0.668

0.122 0.103 0.134 0.020 0.225

0.012 0.008 0.008 0.014 0.007

0.011 0.010 0.010 0.007 0.011

0.009 0.013 0.012 0.011 0.013

0.009 0.009 0.010 0.008 0.009

0.003 0.005 0.004 0.007 0.006

1.391 1.414 1.467 1.337 0.598

1.125 1.372 1.248 1.234 0.817

1.601 1.299 1.308 1.458 1.454

1.424 1.456 1.518 1.513 2.672

0.476 0.157 0.270 0.279 2.074

茶多酚
分析

ESP
分析

DW
分析

K1

K2

K3

K4

R

K1

K2

K3

K4

R

K1

K2

K3

K4

R

廖素兰袁等院平菇菌丝体液体发酵培养基筛选

综合分析袁要得到最多的菌丝体干重袁又有较多

的粗多糖袁又不会有茶多酚过多袁造成茶汁苦涩的后

果袁得到的发酵培养基的组合为 A 2B3C4D1E2袁即蔗糖浓

度为 4%尧酵母膏为 0.6%尧磷酸二氢钾为 0.25%尧氯化

钙为 0.05%尧茶浓度为 3%遥

3 结论

通过对不同茶浓度培养基的筛选得到最佳的茶

汁驯化和种子液培养基为马铃薯 200 g尧蔗糖 20 g尧燕

麦 30 g尧磷酸二氢钾 2 g尧七水硫酸镁 1 g尧维生素 B1

0.01 g 尧茶叶 30 g尧水 1 L尧pH自然遥 通过单因素试验

研究不同碳源尧氮源和无机盐对菌丝体的影响袁采用

L16(4
5)正交试验确定平菇水仙发酵培养基的配方为蔗

糖 40 g/L尧酵母膏 6 g/L尧磷酸二氢钾 2.5 g/L尧氯化钙

0.5 g/L尧茶浓度 30 g/L遥研究主要对平菇发酵培养基进

行筛选优化袁 特色在于添加茶叶与平菇一起发酵袁确

定了最佳的茶平菇菌丝液体发酵培养基袁可将发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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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 Cultivation Tea Medium Screening of Pleurotus

Ostreatus Mycelium

LIAO Sulan1,2, WENG Qilin2, CHEN Pingping1,2

(1.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co-industrial Green Technolog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School of Ecology and Resources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Laboratory Management Center,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Pleurotus ostreatus mycelia from an agar slant culture were cultured in different tea concentrations medi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of domestication and liquid seed culture medium was as follows: potato 200 g, sucrose 20 g, oat 30 g, 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2 g, magnesium sulfate heptahydrate 1 g, vitamin B1 0.01 g, tea 30 g, water 1 L (pH natural). Mycelium dry weight,

the number of bacteria balls and the amount of crude polysaccharide were used as the main evaluation indicator, and single-factor test

was applied to the selection of carbon source, nitrogen source and inorganic sa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carbon source was su鄄

crose, the best nitrogen source was yeast extract, and the best inorganic salt was 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and calcium chloride.

Based on the single-factor tests, mycelium dry weight, tea polyphenols and the amount of crude polysaccharide were used as the evalua鄄

tion indicators, and orthogonal method was applied to the optimization of liquid fermentation culture medium for Pleurotus ostreatus

myceliu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of liquid fermentation culture medium was as follows: sucrose 40 g/L, yeast extract 6 g/L,

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2.5 g/L, calcium chloride 0.5 g /L, tea concentration 30 g/L, mycelium dry weight 10.473 g/L, the amount

of crude polysaccharide 0.19 g/L and tea polyphenols 5.558 g/L.

Key words: Pleurotus ostreatus; tea; mycelium; liquid seed culture medium; liquid fermentation culture medium

的茶平菇菌丝发酵液经过处理生产茶平菇菌丝保健

饮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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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渊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 Hook冤袁杉

科渊Taxodiaceae冤袁杉木属渊Cunninghamia冤袁我国南方造

林面积最大的速生商品材树种遥 目前袁杉木种子园已

经发展到第四代袁 林业生产单位与科研单位一起袁为

杉木的良种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遥但相对于良种种

子生产规模化尧基地化的水平而言袁杉木无性系育种

与推广相对滞后遥 杉木优良无性系造林的增产效应袁

已逐渐获得生产单位和林业工作者认可袁南方各地曾

经营建杉木无性系采穗圃和开展杉木组培快繁[1-14]袁对

无性系推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袁 但也存在较大问题遥

组培快繁技术虽然能够较快培育杉木优良无性系苗

木袁但存在设施尧设备要求较高袁投入大袁生产成本高

等问题袁尤其是近几年来人工成本大幅度提高袁制约

了杉木组培苗的规模化发展遥 而单位面积穗条产量低

是影响苗木生产单位发展杉木采穗圃的根本原因[15-21]遥

课题组研发的野带冠埋干法冶采穗圃技术袁在采穗母树

处理上袁通过野伏干尧埋干尧正冠尧平茬冶袁构建了较大面

积的采条面和较大的光合作用面袁 在提高穗条产量尧

增加采穗母树使用寿命的同时袁 还实现了穗条的幼

化袁提高了穗条的质量曰在此基础上袁项目组研究了

野带冠埋干法冶 采穗圃的激素处理技术尧 水肥管理技

术尧复壮技术袁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采穗圃营建及管理

技术体系遥 避免传统杉木采穗圃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

本途径袁一是培养完整树冠袁以增加光合作用面袁提高

采穗母树的光合作用效率袁增加树体营养曰二是非采

条部位直立不弯曲倾斜袁避免无效萌芽条产生袁降低

抹芽人工成本和减少营养无谓消耗曰三是主干的采条

部位不暴露在空气中袁或在愈合前能够始终保持湿润

状态袁防止伤口氧化以致最终木栓化曰四是栽植密度

不能过大袁在保证树冠完整尧营养充足的前提下袁通过

扩大单株的采条部位增加穗条产量遥 采穗圃采条关键

技术是采条时机的确定袁不同季节袁需要的穗条长度

不同袁采条时机的确定袁直接影响后续穗条生长袁影响

穗条产量袁也影响苗木的规格大小遥 为了把握合适的

采条时机袁科学制定不同季节的采条规格要求袁在满

足培育出合格苗木的条件下袁尽量减少采穗母树营养

消耗袁增加穗条产量袁有必要开展基于野带冠埋干法冶

的杉木新型采穗圃的穗条采收技术研究遥 通过 1要12

月份的不同穗条长度扦插育苗对比试验袁探讨各月份

不同穗条长度间扦插保存率尧扦插苗地径和苗高生长

的差异性袁为各月份确定适宜的穗条长度袁即确定采

条时机遥

野带冠埋干法冶杉木采穗圃采条关键技术

林小青 1袁 周俊新 1袁 李宝银 2袁 邓燕冰 3

(1.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袁 福建 南平 353000曰 2.福建师范大学袁 福建 福州 35002曰

3.南平绿之林业有限责任公司袁 福建 南平 353000冤

摘 要院通过对野带冠埋干法冶新型采穗圃内生产的不同长度规格的穗条进行扦插育苗对比试验袁结果表明袁 1要3

月份尧6月份尧11要12月份不同的穗条规格间扦插的苗木保存率无显著差异曰各月份扦插培育的苗木袁不同穗条规格间在

地径尧苗高方面均存在极显著差异遥 根据保存率尧地径尧苗高生长情况袁制定了野带冠埋干法冶新型采穗圃穗条采集标准院

1要3月份穗长 4~5 cm袁4要5月份穗长 6~7 cm袁6月份穗长 7~8 cm袁7要12月份穗长 4~5 cm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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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地概况与试验设计

1.1 试验地概况

在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按野带冠埋干法冶新型

采穗圃营建技术要求建立 2 a采穗圃中袁 开展采条技

术对比试验遥 试验地黄红壤袁海拔在 140 m袁土层厚度

150 cm以上袁土壤 pH值为 6.4袁基肥施放前腐殖质含

量 2.844耀3120 g/kg袁 水解性 N 128.5 mg/kg袁 速效 P

20.72 mg/kg袁 速效 K 111.35 mg/kg遥 试验期 2015要

2016 年的年平均降雨量 1 721~1 886 mm袁 年均温

18.2~20.2 益袁 极端最高温度为 42.7 益袁 极端最低温

度-1.8 益袁无霜期 305~312 d遥

1.2 试验设计与试验处理

1.2.1 试验设计

采条技术重点解决采条时机问题袁即穗条多长时

采集遥 试验设置了不同月份不同穗条规格扦插育苗对

比试验袁以探讨 1要12月份的采条时机袁从而培育出

符合造林要求的无性系苗木遥 采条技术对比试验采用

随机区组试验设计袁5个处理 渊4尧5尧6尧7尧8 cm等 5个

穗条长度冤袁3个重复渊区组冤袁小区面积 50 m2遥

1.2.2 试验处理

1要6月份将采集的穗条分区直插育苗遥选择水稻

田袁排干水后机械深耕袁暴晒尧施放有机肥后再次机械

翻耕袁有机肥施放量为 1 500 kg/hm2遥扦插前 2 d袁整畦

作床袁床面宽 1 m袁上覆 5 cm厚的黄心土袁整平袁浇灌

多菌灵 500倍液后备用遥 穗条扦插前重新整理基部切

口袁保证切口新鲜袁然后蘸 ABT61000倍液后扦插遥 按

20 cm伊10 cm间距扦插袁 插后浇透水并再淋一次多菌

灵溶液遥搭竹弓棚袁2月尧3月扦插的上覆 75%遮阳网袁

生根成活 2周后撤除遮阳网袁 进入正常管理曰5要6月

份扦插的上覆塑料薄膜袁四周压紧后再覆盖 90%遮阳

网袁扦插育苗区全部立桩拉铁线袁覆盖一层 75%的遮

阳网袁扦插成活尧顶芽抽长 2周后撤出竹弓棚上覆盖

的塑料薄膜和遮阳网袁1个月后撤除扦插育苗区上方

的遮阳网袁进入正常的水肥管理遥 7要 12月份扦插在

大棚内进行袁扦插基质黄心土与焦糠比例为 2颐1袁经消

毒后扦插袁扦插密度 5 cm伊5 cm遥 7要11月扦插后搭弓

棚覆盖薄膜袁2月份移植至大田培育曰 12月也采用大田直

插袁苗床上覆盖的薄膜至第二年春季倒春寒过后撤除遥

1.3 数据采集与分析

1要6月份扦插的苗木袁当年 12月份调查保存率尧

苗高尧地径曰7要12月扦插的苗木袁第二年 11月调查保

存率尧苗高尧地径遥

扦插保存率=调查时苗木数量/扦插穗条数量

对调查的数据按试验小区统计袁然后分扦插月份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遥 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1遥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月份不同穗条规格扦插效果比较

不同月份不同穗条规格扦插育苗对比试验的目

的袁是制定穗条采集标准袁在保证所培育的苗木符合

造林要求的前提下袁提高穗条产量袁并实现全年育苗遥

采穗母树每年积累的营养物质是有限的袁如何在有限

的营养物质基础上袁 尽可能获取更多的有效穗条袁用

于培育出合格的苗木袁有必要进行不同月份不同穗条

规格扦插效果比较遥 从表 1可知袁不同规格的穗条扦

插成活率袁地径尧苗高生长表现袁在不同月份是有较大

差异的遥 由于在不同月份的扦插育苗试验过程中袁采

取的措施有所差别袁所以袁不对月份间保存率尧地径尧

苗高差异进行方差分析遥 因为造林地与育苗地环境相

差很大袁管理水平也相差很大袁越大的造林苗袁对造林

技术尧造林后的管理技术要求也越高袁所以袁不能简单

认为地径尧苗高越大越好遥 为进一步探讨不同月份适

宜的穗条规格渊也就是采条规格袁决定了采条时机冤袁

进行了月份间相关数据比较遥

保存率 扦插保存率中袁既扣除了扦插没成活的

部分袁也扣除成活后由于环境因素死亡的部分袁不同

规格穗条不同月份扦插保存率变化情况见图 1遥

图 1 不同规格穗条不同扦插月份保存率

Fig. 1 Different sizes of spike bars different planting month preserv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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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存率/% 99.2 99.7 99.5 99.3 99.8 1.11ns

地径/cm 1.21dE 1.47cD 1.52bCc 1.64Aa 1.62AaB 44.83元元

苗高/cm 58.7dE 60.2Dd 62.4CcD 64.8BbC 68.5Aa 26.08元元

2

保存率/% 99.4 99.2 99.4 99.1 99.3 0.58 ns

地径/cm 1.10cD 1.25bC 1.38Aa 1.36AaB 1.41Aa 42.31元元

苗高/cm 58.2Cc 60.0BbC 61.2AaB 61.5Aa 61.7Aa 10.32元元

3

保存率/% 98.9 99.1 99.3 99.5 99.4 1.06 ns

地径/cm 1.08Cc 1.23Bb 1.37Aa 1.37Aa 1.39Aa 87.11元元

苗高/cm 55.3Dd 56.0Cc 57.5Bb 59.8AaB 60.2Aa 17.06元元

4

保存率/% 97.3 BbCc 96.8Cc 98.7AaB 99.2Aa 99.5Aa 5.60元元

地径/cm 0.75Dd 1.01Cc 1.15Bb 1.23AaB 1.25Aa 157.89元元

苗高/cm 45.3Dd 48.8Cc 53.2Bb 54.7AaB 55.3Aa 37.71元元

5

保存率/% 96.9Bb 96.8Bb 98.7Aa 99.2Aa 98.5Aa 5.25元元

地径/cm 0.61Dd 0.71Cc 0.82Bb 0.83Bb 0.96Aa 55.51元元

苗高/cm 38.5Cc 39.2Cc 40.4Bb 40.7AaBb 41.3Aa 12.86元元

6

保存率/% 96.8 96.7 97.2 97.1 97.1 3.08 ns

地径/cm 0.58Dd 0.69Bb 0.74Bb 0.85Aa 0.86Aa 55.53元元

苗高/cm 32.3Dd 34.8Cc 38.6Bb 38.9Bb 40.5Aa 40.49元元

7

保存率/% 96.8AaB 96.3AaB 95.3BbC 94.4Cc 94.1Cc 5.35 元元

地径/cm 1.52Cc 1.69Bb 1.83Aa 1.85Aa 1.87Aa 26.65元元

苗高/cm 69.4Cc 74.8Bb 85.6Aa 85.3AaB 85.7Aa 13.56元元

8

保存率/% 96.2Aa 95.7Aa 94.2Bb 93.8Bb 93.2Bb 6.18元元

地径/cm 1.48Cc 1.64Bb 1.71AaB 1.77AaB 1.81Aa 30.01元元

苗高/cm 65.2Cc 70.3Bb 72.5AaB 73.2Aa 73.5Aa 19.79元元

9

保存率/% 95.9Aa 95.2AaB 93.8BbC 92.6CcDd 92.1Dd 7.64元元

地径/cm 1.43Dd 1.58Cc 1.65BbC 1.72AaB 1.78Aa 31.64元元

苗高/cm 61.3Cc 65.8Bb 70.4Aa 70.8Aa 70.6Aa 27.46元元

10

保存率/% 96.5Aa 96.4Aa 94.1Bb 93.8Bb 93.3Bb 7.56元元

地径/cm 1.38Cc 1.56Bb 1.63AaBb 1.69Aa 1.72Aa 17.16元元

苗高/cm 60.5Dd 63.3Cc 65.8Bb 67.4AaB 69.7Aa 23.16元元

11

保存率/% 98.6 97.9 98.2 98.5 97.8 1.57 ns

地径/cm 1.34Cc 1.52Bb 1.69Aa 1.66AaB 1.69Aa 41.33元元

苗高/cm 60.4Dd 63.3CcD 63.1CcD 66.7Bb 69.3Aa 38.01元元

苗高/cm 60.2Dd 62.8 CcD 62.9CcD 65.5Bb 69.2Aa 20.74元元

12

保存率/% 99.3 99.2 99.6 99.3 99.4 0.62 ns

地径/cm 1.33Cc 1.52Bb 1.52Bb 1.65Aa 1.68Aa 40.93元元

表 1 不同穗条规格扦插育苗效果分析

Tab. 1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planting seedlings in different spike-strip specifications

注院ns表示差异不显著袁 元元表示差异达到 P=0.01极显著水平袁 元表示差异达到 P=0.05差异显著水平遥 F0.01 (4,10)=5.99袁F0.05

(4,10)=4.47遥 表中数据后缀的不同字母袁大写的表示差异极显著袁小写的表示差异显著遥

从图 1可以直观看出袁不同规格的穗条袁保存率

在不同的月份变化幅度较大袁但都表现出逐渐降低而

后提高遥 4尧5 cm规格的保存率变化相对比较一致袁均

为 1要9月缓慢降低袁而后缓慢提高袁提高的幅度较降

低的幅度略大遥 6尧7尧8 cm规格的保存率袁1要6月缓慢

下降袁7要9月急剧下降袁而后又大幅提高遥 7要9月份

的高温袁 对 6尧7尧8 cm规格穗条在扦插育苗保存率方

面的负面影响较 4尧5 cm规格的穗条大得多遥

地径 从图 2 可直观看出袁1要6 月扦插的苗木袁

生长至当年封顶时袁地径随扦插时间的推迟而不断大

幅降低曰7要12月扦插的苗木袁由于当年不够造林苗规

格要求袁需培育 2年袁其地径从 7月起袁随扦插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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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袁缓慢降低遥 这个变化规律袁在 5种穗条规格中袁

表现是一致的遥

苗高 不同穗条规格在不同月份扦插育苗的苗高

变化情况见图 3遥

图 2 不同规格穗条不同月份扦插的苗木地径变化

Fig. 2 Changes in the diameter of seedlings inserted in different

months of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of spike strips

图 3 不同规格穗条不同月份扦插的苗木苗高变化

Fig .3 High changes in seedlings inserted in different months

by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of spike strips

从图 2可直观看出袁1要6月扦插的苗木袁 生长至

当年封顶时袁 苗高随扦插时间的推迟而不断大幅降

低曰7要12月扦插的苗木袁由于培育 2年袁其苗高从 7

月起袁随扦插时间的推迟袁缓慢降低遥 这与地径的表现

是一致的遥

2.2 不同月份穗条规格的选择

确定穗条规格的原则院渊1冤 提高或保证扦插成活

率曰渊2冤保证扦插培育的苗木符合造林要求曰渊3冤提高

采条的次数袁尽可能多获取满足规格要求的穗条遥

从表 1尧图 1~3袁及试验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院

渊1冤4~5 cm规格穗条在 1要3月份扦插保存率与

其他更大的穗条规格没有差异袁 培育至当年冬季~第

二年早春袁苗木地径尧苗高完全符合杉木造林一级苗

的标准袁而 6~8 cm规格的穗条在 1要3月份扦插培育

的苗木袁 培育至当年冬季~第二年早春袁 苗木规格偏

大袁将影响造林成活率遥

渊2冤4~5 cm规格的穗条在 4要6月份扦插培育的

苗木袁保存率显著低于其他更大规格的穗条袁培育至

当年冬季~第二年早春袁 有部分苗木达不到造林苗的

标准曰6~8 cm规格的穗条袁在 4要6月份扦插袁虽然苗

木保存率较 1要3月份有所下降袁 但培育的苗木完全

符合造林一级苗标准遥

渊3冤7要9月份袁4~5 cm规格的穗条扦插育苗保存

率还保持在较高水平袁 且明显高于 6~8 cm规格的穗

条曰6~8 cm规格的穗条袁10要12月份扦插保存率逐渐

提高到超过 4~5 cm规格穗条的水平袁 但由于培育的

时间长渊供应第 2年秋季造林冤袁苗木规格太大遥

根据以上分析袁我们在保证扦插成活率尧苗木符

合规格为前提袁以缩短穗条生产周期渊采条周期冤袁多

生产有效穗条为目的袁制定了 1要12月份的穗条采集

规格标准袁见表 2遥

表 2 穗条采集标准

Tab. 2 The scion collecting standard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通过对野带冠埋干法冶新型采穗圃内生产的不同

长度规格的穗条进行扦插育苗对比试验袁 结果表明袁

1要3月份尧6月份尧11要12月份不同的穗条规格间扦

插的苗木保存率无显著差异曰 各月份扦插培育的苗

木袁不同穗条规格间在地径尧苗高方面均存在极显著

差异遥 根据保存率尧地径尧苗高生长情况袁制定了野带冠

埋干法冶新型采穗圃穗条采集标准院1要3月份穗长 4~

5 cm袁4要5月份穗长 6~7 cm袁6月份穗长 7~8 cm袁7要

12月份穗长 4~5 cm遥 野带冠埋干法冶杉木采穗圃采条

技术袁使杉木采穗圃的单位面积有效穗条产量和质量

得到大幅度提高袁 有效解决了杉木采穗圃穗条产量

低尧位置效应明显尧杉木无性系苗木生产成本高等制

约杉木无性系发展的瓶颈问题遥

穗长
规格/cm

4~5 4~5 4~5 6~7 6~7 7~8

穗长
规格/cm

4~5 4~5 4~5 4~5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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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讨论

渊1冤不同月份不同穗条规格扦插育苗对比试验的

目的袁是为了制定穗条采集标准袁在保证所培育的苗

木符合造林要求的前提下袁提高穗条产量袁并实现全

年育苗遥 采穗母树每年积累的营养物质是有限的袁如

何在有限的营养物质基础上袁尽可能获取更多的有效

穗条袁用于培育出合格的苗木袁是采穗圃管理的一项

关键技术遥 本试验设计中袁7要11月份的扦插袁不采取

大田直接扦插育苗袁 而是在育苗大棚内密集扦插袁在

早春袁移植到大田继续培育袁是为了经过一次移植断

根袁培养发达根系袁同时袁也抑制营养生长袁防止苗木

规格太大袁无法用于常规造林遥

渊2冤野带冠埋干法冶新型采穗圃袁由于采穗母树树

体不高袁高度仅 50~60 cm袁超过这个高度袁就要进行必

要的重剪袁树冠老化的还要进行换冠袁以保证年轻的

树冠和一定的高度范围遥 在这个高度范围袁秋冬季可

以采取搭竹弓棚并覆盖薄膜的方式给采穗母树保温袁

促进秋冬季及早春渊惊蛰之前冤萌发大量的穗条[21-23]遥

渊3冤本试验是针对大田育苗开展了穗条规格标准

研究遥 如果采用营养袋育苗或轻基质网袋育苗袁那么袁

全年育苗尧全年出圃供应尧全年造林是可以实现的遥 11

月至第二年 6月穗条大田直插育苗袁用于造林季节裸

根苗造林曰7要10月穗条营养袋育苗尧 轻基质网袋育

苗袁用于造林地补植袁或者非造林季节造林[24-26]遥 营养

袋育苗尧轻基质网袋育苗袁可以采取两个途径院一是扦

插生根后及时移植至营养袋尧轻基质网袋袁二是在营

养袋尧轻基质网袋内直接扦插育苗遥 第一个途径目前

在技术上已不存在问题袁第二个途径在营养袋尧轻基

质网袋内直接扦插育苗袁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袁通过

生产性试验袁 在生产实践过程进一步技术工艺优化尧

熟化袁从而建立技术规范袁便于大面积推广应用袁服务

于生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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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Technology of Scion Collecting in the

"With Crown Drying Method" of Chinese Fir Cutting Or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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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ujian Normal University袁Fuzhou袁Fujian 350002曰3.Nanping Green Forestry Co. Ltd.袁Nanping袁Fujian 353000冤

Abstract院Through the comparison test of the different length strains produced in the "with crown drying method" new type of cutting

orchar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served rate of cutting of seedlings inserted between different

spike slot specifications from January to March, in June and from November to December. According to the conserved rate of cutting,

ground diameter, seedling high growth situation, the scion collecting standard of the"With crown drying method" new type of cutting or鄄

chard was developed: the spike length ranged from 4 to 5 cm in the months from January to March, the spike length ranged from 6 to 7

cm in the months from April to May , the spike length ranged from 7 to 8 cm in June, the spike length ranged from 4 to 5 cm in the

months from July to December.

Key words: Chinese fir cutting orchard; conserved rate of cutting; ground diameter; seedling high; timing of scion col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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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变暖背景下袁 全球及区域尺度降水的时空

分布及其变化特征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遥 研究表明

陆地上的总降水量增加趋势不明显袁 但存在明显区域

差异袁 其中北半球中高纬度陆地上的降水量呈增加趋

势[1]袁而其他地区呈现相反的趋势[2]袁认为全球变暖会导

致降水分布不平衡更显著袁出现野干旱区越干袁湿润区

越湿冶的趋势[1,3-6]遥 此外袁也有学者研究指出野干旱区越

干袁湿润区越湿冶并不适用于全球绝大部分地区[7-8]遥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袁盆地和高大山脉交错分

布袁构成典型的山-盆体系袁形成野三山夹两盆冶的独特

地形遥 新疆区域内山地尧荒漠与绿洲共存并相互作用袁

形成了独特的尧具有全球代表性的野山地要绿洲要荒

漠冶生态系统格局[9]遥 众多学者从新疆降水的时空特

征[10-11]尧降水的环流背景[12]尧水汽来源[13]及降水动力机

理[14]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袁并取得了一些进展遥 21世纪

初施雅风等咱15暂指出我国西北地区气候可能出现暖干

向暖湿转型袁 而西北西部的新疆降水增速达到 0.4~

0.5 mm/a[16-19]袁增加趋势显著袁且北疆的降水增加幅度

比南疆更为明显[20]遥 然而袁另有学者研究却指出袁新疆

气候格局不会发生大改变袁在增温的背景下袁蒸散发

量上升袁干旱频次将可能增多[21]袁并从多个角度研究指

出从 1997年后新疆地区出现由暖-湿向暖-干转折的

可能信号[22-23]遥

新疆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袁同时是野一带一

路冶规划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袁区域降水对其生

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影响显著遥 在全球气候的变化背景

下袁开展对新疆降水的变化格局和发展趋势袁尤其是

对时空模态及变化特征的研究袁对新疆区域应对气候

变化和区域水资源管理袁乃至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发展

收稿时间院2020-04-29

基金项目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渊2019M653905XB冤曰中央

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项目渊IDM2018001冤曰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

点实验室开放基金渊G2018-02-02冤曰安徽省高

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 渊SK2019A0335,

SK2019A0306冤遥

作者简介院胡文峰渊1978-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气候

变化与环境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姚俊强渊1987-冤袁男袁副研究员袁主要从事气候

变化与水循环研究遥

1961要2018年新疆降水量时空变化特征

胡文峰 1,2,3袁 姚俊强 1,2*袁 张文娜 4

渊1.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袁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曰 2.阜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袁 安徽 阜阳 236037曰

3.中亚大气科学研究中心袁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曰 4.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袁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冤

摘 要院利用 1961要2018年新疆地区 89个气象台站的逐月降水观测数据袁采用 M-K突变检验尧小波分析及 EOF

分析等方法袁研究了新疆区域降水的时空变化规律遥 结果表明院1961要2018年新疆降水量呈明显的增加趋势袁21世纪以

来降水量增加趋势放缓曰降水量在 1987年发生突变袁但变化特征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曰降水量存在着 22~30尧

12~18尧6~9和 3~4 a时间尺度的变化周期曰从时空模态变化来看袁新疆降水量在空间上具有全区一致性尧东要西部反向变

化尧西北要东南部反向变化以及天山西部要周边地区反向变化等 4个时空变化模态袁时空模态在时间变化上也存在一定

的差异遥研究结果对于对新疆区域应对气候变化和区域水资源管理袁以及野一带一路冶核心区的战略规划有着一定的参考

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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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利用新疆 105个气象站逐月降水观测数据袁数据

来自新疆气象信息中心袁经过了严格的气象业务应用

质量控制遥 为了保证研究时间序列的统一和数据的完

整性袁选取其中 89个站点尧从 1961要2018年的降水

观测数据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遥 所选站点分布相对均

匀袁基本能反映新疆全域降水变化的基本事实遥 本文

所用地图是通过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

网站 渊http://bzdt.ch.mnr.gov.cn冤 下载袁 审图号为 GS

(2019) 3333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袁底图无修改遥

1.1 突变检验

Mann-Kenddall 检验法是一种气候诊断与预测技

术袁由于其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袁样本不需要

遵从一定的分布袁 也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干扰遥 应用

Mann-Kendall检验法可以判断气候序列中是否存在

气候突变袁 若有突变则同时能确定出突变发生的时

间遥Mann-Kendall检验法也经常用于气候变化影响下

的降水尧干旱频次趋势检测遥 具体计算和分析过程见

文献[24]遥

1.2 小波分析

Morlet 小波分析( wavelet analysis)是一种具有时-

频多分辨率功能的分析方法袁可以研究一个时间序列

的不同尺度渊周期冤随时间的变化情况遥 可以利用其本

身的伸缩和平移等运算功能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

多尺度细化分析袁充分反映系统在不同时间尺度的变

化趋势袁是研究气象要素长期变化的重要工具袁具体

计算和分析过程见文献[25]遥

1.3 EOF分析

经验正交函数分解(EOF分析)的主要作用是以时

空数据为对象袁将时间序列所构成的要素场分解为不

依赖于时间变化的空间函数和只依赖于时间变化的

时间函数线性组合袁以此来分析要素场的时间和空间

结构袁该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地质学尧气候变化及气

象预报等领域袁具体计算和分析过程见文献[25]袁其空间

可视化用 ArcGIS软件实现遥

图 1 研究区及站点分布

Fig.1 Study area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tations

2 结果分析

2.1 降水量的时间变化趋势

1961要2018年新疆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63.4 mm袁

其中 1997年降水量最小袁 为 114.7 mm曰2016年降水

最大袁为 246.9 mm遥 1961要2018年新疆降水量呈明显

的增加趋势袁 增加速率达到 0.99 mm/a 渊P<0.05冤渊图

2a冤遥 考虑到新疆降水变化趋势空间差异袁把新疆分为

北疆尧天山山区和南疆 3个区域遥北疆(图 2b)多年平均

降水量要高于全区平均值袁为 199.1 mm袁其中 1962年

为北疆降水最小年袁降水量为 126.9 mm袁2016年是北

疆降水最大年袁降水量达到 310.3 mm曰北疆降水增加趋

势为 1.22 mm/a袁增加速率大于全区遥天山山区渊图 2c冤是

新疆降水最丰富的区域袁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348.2 mm袁

其中 1997年为降水最小年袁 降水量为 246.9 mm袁2016

年是降水最大年袁降水量达到 496.1 mm遥 天山山区是新

疆降水增加趋势最大的区域袁 增加速率达到 1.60 mm/a

渊P<0.05冤曰南疆渊图 2d冤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60.6 mm袁

其中 1985年为降水最小年袁仅为 28.2 mm袁2010年是

降水最大年袁降水量为 118.9 mm袁南疆降水增加速率

为 0.54 mm/a渊P<0.05冤袁小于北疆和天山山区变化趋

势遥 总体来讲袁新疆降水量增加趋势明显袁高于我国西

北地区平均水平渊0.59 mm/a冤 [26]遥

从年代际上来看袁20世纪 60年代和 70年代降水

偏少袁80年代和 90年代降水增加趋势明显遥 但是 21

世纪以来降水增加趋势放缓遥 此外袁降水量年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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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更大袁处于高位震荡期袁这同 YAO [23,27]等人的研

究一致遥

图 2 1961要2018年降水量的时间变化

Fig.2 The change of precipitation from 1961 to 2018

从季节上来看袁新疆降水季节分布不均渊图 3冤遥 降

水最多的季节是夏季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69 mm袁占全

年降水量的 42.2%曰其次是春季袁降水量为 43.2 mm袁占

全年降水量的 26.4%曰秋季降水量为 33.7 mm袁占全年

降水量的 20.8%曰最少的是冬季袁平均降水 17.5 mm袁

占全年降水量的 10.6%遥 1961要2018年四个季节中降

水量均呈增加趋势袁但是增加的趋势不明显袁速率也

存在差异袁其中夏季增加速率最大袁为 0.39 mm/a袁其

次是春季的 0.21 mm/a和秋季的 0.20 mm/a袁最小的是

冬季袁为 0.19 mm/a渊图 3冤遥从春尧夏尧秋尧冬四季降水各

自占全年降水的比重来看袁均呈波动变化袁趋势不明

显袁说明新疆降水增加量与降水的季节分布一致遥

图 3 1961要2018年新疆四季降水量及其占比的时间变化

Fig.3 The temporal changes of the seasonal precipitation and

its proportion in Xinjiang from 1961 to 2018

2.2 降水的突变与周期分析

1961要2018年新疆降水量发生了明显的突变渊图

4a冤遥M-K突变分析表明新疆降水有突变型增加特征袁

其中在 1987年发生了突变袁并通过了显著水平检验遥

因此袁1961要1987年间新疆降水量虽有所增加但不显

著袁而 1987年以后新疆降水量增加显著遥

考虑到新疆降水的区域差异袁 进一步分析了北

疆尧天山山区和南疆的降水量的突变特征遥 M-K突变

分析发现新疆及各区域的降水量均呈增加趋势袁且降

水的增加是全域性袁均发生了突变袁且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遥 北疆和南疆均在 1987年发生了突变渊图 4b和

4d冤袁 而天山山区发生突变的时间相对延后袁 出现在

1992年渊图 4c冤袁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袁说明虽然南疆

和北疆降水比天山山区要少袁但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更为敏感遥 从降水的季节尺度上来看袁其突变比较复

杂袁春季渊图 5a冤从其 UF渊正序列冤和 UB渊逆序列冤曲线

值大于 0袁但基本没有超过 1.96渊0.05显著水平冤的临

界值袁说明春季降水量呈增加趋势但不显著袁 也意味

着 UF渊正序列冤和 UB渊逆序列冤曲线虽然分别在 1996

年尧1998年尧1990年袁2001 年袁2011 年袁2013 年袁2014

年均有交汇袁但没有突变发生遥 夏季渊图 4b冤尧秋季渊图

4c冤和冬季渊图 5d冤的 UF渊正序列冤和 UB渊逆序列冤曲线

均指示着降水均呈增加趋势袁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袁且

均发生了突变袁但突变时间并不同步袁其中夏季的突

变时间出现在 1989年袁秋季出现在 1982年袁冬季出

现 1985年遥

图 4 年降水量的突变检验

Fig.4 The mutation test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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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季节降水量的突变检验

Fig.5 The mutation test of seasonal precipitation

由于小波系数实部等值线图能反映降水序列不同

时间尺度的周期变化及其在时间域中的分布袁 故能通

过小波分析判断在不同时间尺度上降水的变化趋势遥

对新疆年平均降水进行小波分析渊图 5冤袁可以看出新疆

降水演化过程中存在多时间尺度特征遥总的来说袁新疆

降水量变化存在 22~30尧12~18尧6~9以及 3~4 a 4个尺

度的周期变化规律遥其中袁在 22~30 a尺度上降水出现

了由多到少交替的准 4次震荡袁在 1961要2018年表现

不稳定曰在 12~18 a时间尺度上存在准 8次震荡袁但在

1985要2000年表现的不显著曰 而 6~9 a尺度的周期变

化袁 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表现得显著袁3~4 a尺度的

周期变化在整个分析时段有所体现袁 但显著性不强遥

新疆降水的小波方差图中渊图 6冤存在 4个较为明显的

峰值袁 它们依次对应着 28尧18尧9 和 4 a的时间尺度遥

其中袁最大峰值对应着 28 a的时间尺度袁说明 28 a左

右的周期震荡最强袁为新疆降水变化的第 1主周期曰

9 a时间尺度对应着第 2峰值袁 为新疆降水的第 2主

周期曰第 3尧第 3峰值分别对应着 18尧4 a的时间尺度袁

它们依次为新疆降水的第 3和第 4主周期遥 这说明这

4个周期的波动控制着新疆域内降水的时间的变化特

征遥

图 6 年降水量的小波分析

Fig.6 Wavelet analysis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2.3 降水的空间分布与规律

图 7为单站年平均降水量的空间分布袁从图中可

以看出新疆降水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遥 从降水量的丰

富程度上来看袁天山山区降水量最为丰富袁其次是北

疆地区袁南疆降水量最少曰另一个明显的规律是袁新疆

降水量跟海拔有明显的关联袁海拔较高的天山尧阿尔

泰山降水量明显要大于其他海拔较低的地区遥

图 7 单站年平均降水量的空间分布

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为了新疆降水变化的结构袁根据 EOF分析法袁分

解出新疆降水量空间特征向量场袁前 4种模态累积方

差贡献量达到 70.6%袁对这 4 种模态进行可视化渊如

图 8冤遥第 1模态特征向量场的分布如图 8a所示袁其方

差贡献率为 47.7%袁是主要模态袁因此是新疆降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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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形式遥 在第一模态下袁新疆特征值由北向南

逐渐升高袁呈现野北低南高冶格局 袁全区特征值为负

值袁意味着新疆全域内降水变化具有整体的一致性特

征袁全区降水增多或减少遥高值中心位于南疆袁反映南

疆降水变化量大袁也是气候异常最敏感的区域袁低值

中心位于北疆的西部遥整个南疆地区的降水变化程度

要高于北疆地区遥 第 2模态特征向量场的分布如图

8b袁其方差贡献率为 10.4%袁在这种模态下特征值由

东向西逐渐升高袁在东部博格达山要要要大黑山一带形

成一个负低值中心袁西部的喀拉铁克山一带形成一个

正高值中心袁整体呈现野东低西高冶格局袁说明在这种

模态下新疆东尧西部降水具有反向性的分布特征遥第 3

模态特征向量场的分布如图 8c所示袁 其方差贡献率

为 7.5%袁 在这种模态下特征值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

低袁在吐鲁番盆地形成一个低值中心袁在伊犁河谷形

成一个高值中心袁整体呈现为野西北高东南低冶袁说明

在这种模态下新疆西北部和东南部降水呈现反向性

的分布特征遥 第 4模态特征向量场的分布如图 8d袁其

方差贡献率为 5.0%袁 在这种模态下特征值由天山西

部的一个负低值为中心袁分别向北尧东尧南逐渐升高为

正值袁整体呈现野中低周高冶格局袁说明在这种模态下

天山西部一带降水变化与周边地区降水呈现反向性

的分布特征遥这 4种模态的模式与南庆红[28]2003年研

究基本保持一致袁这是说明在进入 21世纪后袁新疆降

水变化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遥

图 8 降水量 EOF分析的空间特征向量场

Fig.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with EOF analysis

EOF分析 4种模态所对应的时间系数随时间变

化如图 9所示遥第 1模态时间系数变化渊图 9a冤总体趋

势在减弱遥 同时袁把第 1模态时间系数变化渊图 9a冤与

全疆年平均降水量变化对比可知袁第 1模态时间系数

变化等同于全疆年平均降水量的变化袁 时间系数越

大袁表示降水量越少袁时间系数小袁表示降水量越大遥

从图 9a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模态下在 1990年以前袁新

疆平均降水量偏少袁1990年以后降水量偏多袁 总体趋

势是降水增多这也与前文分析的新疆降水变化规律

保持一致遥 第 2模态时间系数变化渊图 9b冤中可以看

出,这种新疆东尧西部降水具有反向性的分布特征在上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呈减弱趋势袁 以后呈增强趋

势遥 第 3模态时间系数变化渊图 9c冤中可以看出,这种

新疆西北部和东南部降水呈现反向性的分布特征基

本呈减弱趋势遥 第 4模态时间系数变化渊图 9d冤中可

以看出, 这种天山西部一带降水变化与周边地区降水

呈现反向性的分布特征在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前呈

增强趋势袁以后维持着震荡状态遥

图 9 降水量 EOF分析的时间系数

Fig.9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with EOF analysis

3 结论

利用新疆地区 89 个台站 1961要2018 年的降水

观测数据袁采用 M-K突变检验尧小波分析及 EOF分析

等方法进行分析袁结果表明院

渊1冤新疆降水量呈明显的增加趋势袁增加速率达

到 0.99 mm/a袁但降水增加趋势存在时空差异遥 北疆地

区降水增加速率达到 1.22 mm/a袁天山山区降水增加速率

达到 1.60 mm/a曰南疆地区降水增加速率为 0.54 mm/a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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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降水增加速率为 0.39 mm/a袁春季降水为 0.21 mm/a袁

秋季降水为 0.20 mm/a袁冬季降水为 0.19 mm/a遥 从年

代际上来看袁 上世纪的 60年代和 70年代上水偏少袁

80年代和 90年代降水增加趋势明显袁但是从 2000年

以后袁降水增加趋势放缓袁目前袁降水处于高位震荡

期遥

渊2冤新疆降水量在 1987年发生了突变袁但时间和

空间上有存在一定的差异遥 北疆和南疆是降水同时在

1987 年发生了突变袁 天山山区发生突变的时间为

1992年遥 从季节尺度上来看袁春季降水没有明显的突

变发生袁夏季的突变时间为 1989年袁秋季为 1982年袁

冬季为 1985年遥

渊3冤 新疆降水量存在着 22~30尧12~18尧6~9以及

3~4 a 4类尺度的周期变化遥 其中 28 a时间尺度的周

期为新疆降水变化的第 1 主周期袁9 a 时间尺度第 2

主周期袁第 3周期为 18 a和第 4主周期为 4 a袁这 4个

周期的波动控制着新疆域内降水的时间的变化特征遥

渊4冤新疆降水量具有明显的 4种空间变化规律遥

分别是新疆全区一致性变化尧新疆东要西部反向性变

化尧新疆西北要东南部反向性变化以及天山西部要周

边地区反向性变化袁4种规律在时间变化上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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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Precipitation Variation in Xinjiang from 1961 to 2018

HU Wenfeng1,2,3袁 YAO Junqiang1,2*袁 ZHANG Wenna4

(1. Institute of Desert Meteorology,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Urumqi, Xinjiang 830002;

2.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37;

3. Center of Central Asia Atmospheric Science Research, Urumqi, Xinjiang 830002;

4援Xinjia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Urumqi, Xinjiang 830002)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change pattern of precipit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precipitation obser鄄

vation data of 89 stations in Xinjiang from 1961 to 2018 were analyzed by using M-K mutation test, wavelet analysis and EOF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cipitation in Xinjiang has been increasing obviously in the past 60 years, while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pre鄄

cipitation slowed down after 2000 and the precipitation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1987,and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in time and space.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cycles of precipitation in 22~30尧12~18尧6~9 and 3~4 years袁and its fluctuations control the temporal change of

precipitation in Xinjiang. There are four variations in Xinjiang's precipitation: spatial consistency, east-west inversion, northwest-southeast

inversion, and western Tianshan-surrounding area inversion,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differences in time changes of these four law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Xinjiang's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even 野The Belt and

Road冶 strategic planning.

Key words: precipitation; spatiotemporal changes; spatiotemporal mode;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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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通信产业的高速发展袁高集成化的电子

通讯设备为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袁 与此同

时袁电磁技术所产生的电磁波辐射也在无形中引发了

一系列的安全问题[1]遥所谓吸波材料袁即指能吸收或者

大幅度减弱外界投射至其表面的电磁波能量袁从而削

弱电磁波干扰的一类材料遥 与此同时袁电磁技术所产

生的电磁波辐射污染不仅对居住环境带来了危害袁同

时也对我国军事安全工作的保密性造成了一定的威

胁[2]袁因此袁具有电磁屏蔽性能的吸波建筑材料在民用

建筑及军工建筑的推广与应用迫在眉睫遥 铁尾矿是金

属矿山的开采选矿过程中所排出的固体废弃物袁其主

要金属成分主要以氧化物存在袁 如 Fe2O3尧Al2O3尧CaO尧

MnO等袁且金属矿物存在形式有磁铁矿尧赤铁矿尧黄铁

矿等[3]袁正是由于这种含有大量金属氧化物及磁性金

属矿物的独特天然性质袁为铁尾矿应用于建筑吸波材

料领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遥

水泥的生产过程伴随着巨大的能耗袁因此袁利用

固废资源作为传统水泥材料的替代品将会成为未来

建筑行业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遥 铁尾矿在水泥基材料

中通常作为天然河砂的替代品袁同时也可以取代水泥

作为胶结材料袁铁矿的选矿过程使铁尾矿的平均粒径

已经达到了-0.14 mm袁使其在水泥基材料的应用中可

以具备一定的水化活性并且能产生微集料效应[4]袁从

而增强混凝土结构的力学性能遥 吸波材料通常分为碳

系吸波材料尧铁系吸波材料尧陶瓷系吸波材料等[5-7]袁无

论何种吸波材料袁主要利用材料本身的磁性与介电性

能遥 铁尾矿中富含各类金属氧化物组分袁且存在不同

磁性的金属矿物成分袁这种多铁相的矿物组成可以同

时具有磁性极化尧电极化效应[8]袁使相应材料的吸波性

能大大增强遥

铁尾矿运用于建筑吸波材料方面仍面临一系列

最核心的问题袁如结构与设计技术相结合困难袁电磁

波吸收效果不稳定袁电磁波在较为复杂的环境中吸收

机制尚未明确等遥 建筑吸波材料的当前研究中袁多数

利用合金材料尧纤维材料与碳系材料等袁对于利用含

有大量金属组分的固体废弃物制备吸波材料却少有

研究遥 鉴于此袁运用于建筑工程中的高性能且具有高

电磁屏蔽效应复合材料建筑构件的设计与制备将成

为未来的主导研究方向袁主要通过介绍铁尾矿的基本

铁尾矿在建筑吸波材料中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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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袁分析铁尾矿运用于水泥基电磁波吸收材料的工

作原理袁介绍多种吸波材料及实际应用成果袁最后对

未来高性能尧多功能建筑设计技术进行展望遥

1 铁尾矿的组成及在建筑材料应用中的处理

方式

1.1 化学组成

铁尾矿的化学组成相对复杂袁属于复合型矿物资

源袁 以下为我国不同铁矿产区铁尾矿的 XRF分析结

果与福建省邵武市某铁尾矿 XRD图谱袁 详见表 1与

图 1遥

表 1 我国不同地区铁尾矿的化学组成

Tab.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iron tailings

in different area of China

%

图 1 铁尾矿的 X射线衍射图谱

Fig.1 XRD pattern of iron tailings

依据叶全国矿产资源规划渊2016要2020冤曳我国铁

矿主要分布于四川攀西尧河北冀东尧内蒙古包头尧辽宁

鞍山等重要铁矿产区[9]袁结合表 1铁尾矿的 X-荧光光

谱分析结果袁攀西尧包头地区铁尾矿属于多金属类尾

矿袁矿物成分复杂且伴生金属组分多曰河北冀东地区

铁尾矿多为高钙尧高镁型铁尾矿袁含硫量较高曰辽宁鞍

山产出高硅型铁尾矿袁SiO2含量大多超过 75%袁 其它

伴生金属组分较低遥 总而言之袁大量的金属组分含量

是我国大多数地区铁尾矿的共同特征袁为其在吸波材

料领域内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遥

1.2 铁尾矿用于建筑材料的处理方式

铁尾矿在选矿过程中已经被研磨至较小粒径袁但

铁尾矿作为胶凝材料仍缺乏一定的水化活性袁 因此袁

需要一定的加工处理方式来提升其在水泥基材料中

的胶凝性能袁常见的活化处理方式有三种袁机械活化尧

化学活化和热活化遥 朴春爱 [10]在水泥基材料中掺入

10%机械粉磨 2 h的铁尾矿替代水泥袁28 d抗折强度

与抗压强度较基准组提高 15%与 9%曰姜楠 [11]采用

Na2SiO3制备模数为 1.0的水玻璃袁 用该化学活化激

发法激发铁尾矿的胶凝活性袁28 d 抗压强度达到

42.0 MPa曰冯向鹏等[12]采用赤泥与铁尾矿 1颐1混合湿

磨袁 所得产物经过 600 益高温热活化袁28 d抗压强度

达到 47.5 MPa遥

总之袁对于铁尾矿加工与处理的最终目的在于提

升其在水泥基材料中的活化性能袁实质在于破坏铁尾

矿晶体结构的稳定性袁提升尾矿粉体中细颗粒的晶格

畸变能力与表面能袁促进火山灰反应进程袁从而提高

铁尾矿水泥基建筑材料的工作性能遥

2 铁尾矿在建筑吸波材料中的研究现状及应用

目前袁电磁屏蔽功能型建筑在建筑工程行业中的

应用范围依然较小袁 主要由于水泥基材料高密度尧大

厚度的本质特征而导致的吸收频段窄且应用花费高袁

因此袁当前的水泥基吸波材料的大多数研究均是以掺

入具有不同吸波性能的添加剂或在水泥基材料表面

镀上屏蔽涂层以达到有效的电磁吸波功能[13]遥 铁尾矿

中富含 SiO2尧钾长石等非金属矿物组分袁并且伴生金

属元素众多袁同时具备陶瓷体的基本特性袁具有设计

并制备成新型吸波材料的潜在能力[14]遥 以下对铁尾矿

在建筑吸波材料中的研究与应用现状做一系列的综

述遥

2.1 水泥基吸波材料

电磁屏蔽建筑所选用的建筑材料首先应当满足

良好的匹配特性袁即外界产生的电磁波必须能顺利的

进入介质材料并且在材料中不易被反射出去袁而内部

攀西 15.94 12.07 12.88 33.37 7.32 2.24 0.13

冀东 11.24 16.58 8.79 38.60 7.38 0.28 0.96 0.28

鞍山 13.98 0.65 0.85 81.06 0.39 0.48 0.14

包头 14.45 13.31 9.80 49.02 6.68 0.64 0.25

龙岩 34.02 2.71 14.80 25.06 2.92 1.53 0.24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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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吸收的电磁波通过一系列途径能转化为不同形式

的能量袁避免多次传播[15]曰优秀的吸波建筑材料需要较

低的有效介电常数尧较高的带宽与稳定性从而满足建

筑工程的安全性尧适用性及耐久性遥

何楠等[16]通过物理发泡法制备泡沫水泥袁掺入铁

尾矿制备复合型水泥基材料袁研究发现铁尾矿可以降

低电磁参数与介电常数的虚部袁泡沫水泥所特有的多

孔性质同样提升了水泥基材料的吸波性能袁且厚度为

18 mm的泡沫水泥单层板材料对电磁波的吸收效果

最高达到了-22 dB遥

何楠等[17]采用铁尾矿微粉制备硫氧镁泡沫水泥复

合材料袁得出铁尾矿中 SiO2与 Fe2O3均可以降低复合

材料的电磁参数与介电常数的虚部袁试验单层板的厚

度为 15 mm和 18 mm时袁2~18 GHz频段的吸收均低

于-10 dB遥

关博文等[18]采用天然磁铁矿粉作为水泥基材料的

吸波剂袁利用材料中大量 Fe3O4的磁性与介电性能袁研

究表明材料在 8.2~12.4 GHz范围内电磁屏蔽性能最

佳袁且发现磁铁矿掺量为 15%时袁该频段内 2.5 mm为

匹配厚度袁整体电磁吸波性能最佳袁达到-14.8 dB遥

铁尾矿在水泥基吸波材料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

多孔型水泥基材料的研究袁其原因在于多孔型水泥基

材料内部存在大量空气袁空气的介电常数近似为 1.0袁

可改良水泥基材料的匹配特性袁因此袁电磁波更易进

入材料内部袁 且易在材料内部产生反射与漫反射袁进

而减小电磁波[19]遥

2.2 吸波镀层材料

鉴于当前对于建筑吸波材料的应用与发展袁用于

材料表面改进的吸波型镀层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为金

属镀层与化学镀层两种袁其主要吸波原理为电磁波以

一定的入射角度 兹进入材料表层袁部分电磁波在入射

界面被反射从而未被吸收袁 该部分电磁波称为 R曰剩

余部分射入材料表面涂层袁再次以一定的角度透射至

材料内部袁即为材料最终所吸收到的电磁波遥 镀层电

磁屏蔽机理见图 2袁据 Schelkunof电磁屏蔽理论[20]袁屏

蔽效能渊SE冤公式为:

SE=SEA+SEB+SER

式中袁SEA为能量吸收衰减袁SEB为内部多次反射

衰减损耗袁SER为表面单次反射衰减遥

图 2 吸波镀层的电磁屏蔽原理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principle of absorbing coating

王雷等[21]采用相对电导率较高的铝和铜对材料制

备不同厚度的金属镀层袁结论得出院材料电导率与磁

导率越高袁制备出的镀层电磁屏蔽效果越好袁相同材

料所制备的镀层袁镀层厚度越高袁材料吸波性能也更

佳遥

王庆禄[22]等采用吸波性能优异的碳化硅材料袁并

对其表面进行钴-铁沉积碳化的化学镀法袁 通过分析

SiC与 Co-Fe/SiC的物相组尧 与形貌特征及其微波磁

性能作用机理袁试验得出袁Co-Fe/SiC中的 Co-Fe合金

镀层能有效提高材料整体的电磁性能袁且吸波层厚度

为 2.4 mm时袁 反射率在 10 dB以下的吸收带宽达到

3.8 GHz袁20 dB以下的吸收带宽达到 1.5 GHz遥

卢桃丽等[23]采用 FeSiAl对 Q235钢板材料制备镀

层袁 采用反射率弓形法测试制备试样的电磁屏蔽参

数袁试验模拟海洋盐雾腐蚀环境袁以不同盐雾腐蚀周

期作为比较袁 试验得出袁FeSiAl在盐雾试验中易被氧

化袁且整体镀层的吸波性能随着腐蚀屏蔽性能降低而

降低遥

王畅等[24]采用饱和磁化强度高的 FeNi合金作为

材料表面镀层袁利用化学镀法涂层碳纤维袁通过研究

材料的物相组成尧结构尧电导率与电磁参数袁分析 FeNi

合金涂层碳纤维的电磁吸波能力遥 试验得出袁化学镀

法在材料结合面的结合性能良好袁FeNi合金涂层对碳

纤维的电磁屏蔽性能提升有显著的影响袁屏蔽效能值

在 30 dB以上的带宽超过了 10 GHz遥

吸波镀层材料的研究集中于制备吸波性能优良

的表层材料袁 铁尾矿中含有较低介电常数的 Fe2O3尧

Al2O3等金属组分以及 SiO2尧 钾长石等非金属矿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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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袁铁尾矿的掺入能降低材料的有效介电常数[25]袁因

此袁将铁尾矿用于吸波镀层材料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遥

2.3 吸波复合材料

金丹等[26]采用模压法制备 FeSiAl与碳纤维制备

复合型吸波材料袁试验对比了 FeSiAl掺量尧碳纤维掺

量尧 碳纤维长度等因素对复合材料吸波性能的影响袁

研究得出片状 FeSiAl的掺量增加尧 碳纤维掺量的增

加尧 适宜的长度对复合体系的吸波性能有一定的帮

助袁且 FeSiAl掺量为 65%尧碳纤维掺量为 4%且长度

为 4 mm时袁复合材料体系在-10 dB以下的带宽最高

可达 0.48 GHz遥

卢明明等[27]将球形羰基铁与片状羰基铁结合制备

复合吸波材料袁采用同轴圆环法测试复合材料体系的

吸波性能袁针对不同的质量配比进行测试研究遥 试验

得出袁球形羰基铁与片状羰基铁的复合体系比任意单

一体系对电磁屏蔽性能的影响更加优异袁复合体系可

以有效降低材料的复介电常数袁 提升电磁吸波性能袁

且片状羰基铁与球状羰基铁质量比为 1颐2时袁 复合体

系在-20 dB以下的带宽最大可达到 2.34 GHz遥

黄少文[28]采用同轴圆环法测试石墨-碳纤维水泥

基复合材料袁分析在不同石墨与碳纤维掺量条件下对

水泥浆体力学性能及电磁屏蔽性能的影响遥 试验得

出袁石墨会造成水泥基材料力学性能的降低袁但同时

会增强水泥浆体的电磁屏蔽性能袁单独掺加 9%-12%

的石墨时袁可以同时保证水泥基材料的力学性能及电

磁屏蔽性能曰 复掺碳纤维条件下袁0.1%掺量的碳纤维

在-20 dB以下带宽最大可达到 1.36 GHz袁 整体效能

提高约 2-3 dB遥

耿波等 [29]采用乳液聚合法制备 Fe3O4/PANI 复合

材料袁对不同复合比例的 Fe3O4/PANI材料进行物相分

析及电磁屏蔽测试遥 试验得出袁PANI具有耐高温尧抗

氧化尧稳定性高等特点袁是工业化应用的良好基材袁与

四氧化三铁复合后的材料体系中的 Fe3O4可以极大地

加强复合体系的电磁屏蔽性能遥

当前袁 吸波型复合材料的研究主要材料石墨尧碳

纳米管等碳系吸波材料袁主要原因在于碳系吸波材料

的轻质尧高电导率及优异的电磁屏蔽性能袁碳系吸波

材料具有良好的阻抗匹配性能袁有助于复合体系的介

电损耗能力遥 铁尾矿在水泥基材料中常与碳系材料作

为共同体系研究袁如碳纳米管尧石墨烯等可以较为明

显地增强水泥基材料的力学性能袁但生产制备过程必

须严格控制碳系材料在水泥基材料中的分散性遥 因

此袁 制备碳系材料-铁尾矿水泥基复合材料可以实现

绿色与高性能的集成遥

2.4 吸波纳米材料

何永佳等 [30]采用水热法制备纳米 Fe3O4袁将普通

Fe3O4与纳米 Fe3O4同时掺入水泥基材料中袁利用弓形法

测试水泥基材料体系的电磁吸波性能遥 试验得出袁纳米

化后的 Fe3O4具有高磁化强度的显著特征袁 纳米 Fe3O4

水泥基复合材料较普通 Fe3O4水泥基材料在-8 dB以下

带宽增加约 81.8%袁且最优掺量为 10%遥

李发展等[31]将纳米铁与聚丙烯腈以 3颐5制备纳米

铁原膜袁经预氧化尧碳化过程制备同轴圆环法测试试验

样品遥结果得出袁碳化温度的提高会导致复合材料体系

介电常数的实部与虚部的增大袁碳化温度为 750 益袁涂

层厚度为 1.5 mm时袁复合体系在反射损耗小于-10 dB

的带宽可达 4.5 GHz遥

刘渊等 [32]以 Fe(CO)5作为材料制备的前驱体袁以

纳米级羰基铁最为碳纤维的表面涂层袁探究复合纳米

材料在不同气相沉积温度条件下的电磁吸波性能遥 试

验得出袁适宜的气相沉积温度能使材料表面的羰基铁

附着于碳纤维表面袁形成完整涂层结构曰复合纳米材

料体系在涂层厚度为 0.9~3.9 mm时袁在测试范围内均

可实现整体电磁波吸收强度低于-10 dB遥

吸波型纳米材料的研究大部分基于纳米碳系材料

与纳米铁系材料袁纳米材料具有的比表面积大尧量子尺

寸效应显著等特征袁 从而造就了纳米材料优异的电磁

吸波性能遥 铁尾矿的超细化可使材料本身的固体颗粒

结晶状态转变为多相晶形袁形成大量活跃质点袁且原颗

粒及其矿物组分转变为微米至纳米级袁 不仅提升了铁

尾矿在水泥基材料中的火山灰活性反应袁 也增强了铁

尾矿中金属矿物组分的磁化性能遥鉴于此袁铁尾矿纳米

材料的研发将会吸引更多科研工作者的关注遥

3 展望

近年来袁铁矿行业的开采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

年提升袁铁尾矿的产生量不断增加袁铁尾矿资源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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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是国内外关注的重点内容遥建筑吸波材料符合

新型功能建筑的需求袁备受国内外建筑工程行业学者

的青睐袁因此袁铁尾矿结合吸波建筑材料制备野绿色

化冶高性能复合材料可以实现固废资源的高值化拓展

应用袁本文就此提出以下展望院

渊1冤大掺量铁尾矿水泥基复合材料院铁尾矿在水

泥基体系中的胶凝活性较低袁可引入超细化研磨手段

大幅度降低铁尾矿粒径袁充分利用铁尾矿的潜在水化

活性及微集料效应袁实现固废资源的高绿色化应用遥

渊2冤多元复合型铁尾矿水泥基材料院可引入碳系

材料袁如石墨尧碳纳米管等尧其它工业固废袁如粉煤灰尧

矿渣尧电石渣等袁联合建立复合型铁尾矿水泥基材料

体系袁既能保证水泥基材料的工作性能袁也能保证固

废资源的进一步利用遥

渊3冤多功能型铁尾矿水泥基材料院利用铁尾矿具

备的多元金属组分尧磁性矿物组分袁并引入钢纤维尧碳

纤维等导电性能良好的基材作为水泥基材料的导电

网络骨架袁复合增强整体的电磁波反射率袁提高电磁

屏蔽性能曰 亦可通过导电骨架为材料提供电热性能袁

优化材料的电磁吸波性能袁为野高带宽尧强吸收尧多薄

层冶的多功能新型建筑的推广和应用提供理论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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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ailings are solid wastes containing large amounts of metal minerals emitted during the iron ore beneficiation process, and

its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ate is much lower than other bulk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How to efficiently use tailings resources will b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Taking iron tailing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of

iron tailings in civil engineering on the basis of meeting the safety and durability of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alyz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wave-absorbing materials and the application feasibility of iron tailing in wave-absorbing material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u鄄

niqueness of its lager amount of metal mineral components, and prospected its research on high-performance, multi-fuc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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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袁对当

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产生着深远的影

响袁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加速发展的强力野引擎冶[1]遥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流之一袁人口流动的特

征及分布的空间差异比资金流尧信息流更为广泛而复

杂地存在袁 不仅反映区域和城乡发展差异的结果袁同

时也对区域一体化尧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出

诸多要求遥 从已有相关研究看袁空间尺度主要集中于

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袁前者大多以大型调查统计资料

为基础尧地市级以上的研究尺度最为多见袁刻画流动

人口群体的宏观空间分异规律[2]遥 此类研究数据具有

较好的统一性但难以深入刻画具体的城市内部差异袁

后者则大多根据特定城市的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

生活型态的微观差异[3]遥 研究结果能够反映所在城市

的客观实际但往往受调查目的的限制较为明显遥在研

究内容上袁除了上述流动的空间格局以外袁已有研究

广泛涉及流动人口的时间过程尧影响因素尧对流入地

和流出地的影响尧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等诸多方面[4-6]袁

但大多把流动人口看作一个整体袁对其数量的区域分

布进行展示和比较[7]遥 从来源地尧流动时间尧受教育程

度尧就业结构方面分析流动人口在城市内部空间分异

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曰从为数不多涉及流动人口城市内

部差异的文献来看袁关注的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发达城

市[8]袁对沿海次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9]袁普遍存在于该

地区城市的流动人口空间差异还未得到足够揭示遥

厦门市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2个大都市区之间袁

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袁也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重要的流动人口聚集地之一遥 由于国家发展政策

和地理条件的差异性袁野特区冶的范围长期局限于岛内

的思明区和湖里区袁岛内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尧工业化

和城镇化进程较快袁而岛外的海沧区尧集美区尧同安区

和翔安区发展相对滞后 渊岛内外各区分布如图 1 所

示冤遥 相对应地袁岛内外流动人口无论是数量还是内部

结构都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袁并进而对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尧城镇化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袁选取厦门市进

行流动人口空间差异研究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遥 因此本

文拟以区为单位袁从中观层面分析厦门市流动人口的

岛内外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袁并进一步探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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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缩小岛内外发展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袁促进岛内

外一体化发展的若干启示遥

图 1 研究区地域范围

Fig.1 The boundary of research area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人口数据来自厦门市第六次人口普查袁

所指流动人口为普查时现住地在厦门市行政辖区内尧

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

乡渊镇或街道冤半年以上的人口渊含市区内人户分离人

口冤袁不涉及港澳台及国外人口遥 研究所用的经济社会

发展相关数据主要来自普查对应年份的厦门市统计

年鉴及其它相关部门工作报告遥

1.2 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使用数理统计方法尧GIS分析工具从流

动数量尧来源地类型尧流动时间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

分析厦门市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特征袁 在此基础上袁

以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法探讨形成上述流动人口

空间分异特征的影响因素遥

2 厦门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异特征

2.1 数量高度集聚在岛内袁岛外分布少而稀疏

绘制人口 LORENZ曲线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袁厦门

市流动人口比重与对角线绝对平均值所围的区域面

积较大袁即流动人口数量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特征遥 如

图 2所示袁土地面积在 0%~10%范围流动人口比重曲

线的斜率最大袁反映不到全市土地面积十分之一的本

岛集中了高达全市近六成即 127万的流动人口院其中

湖里区流动人口规模为 76 万袁 占该区常住人口的

81.65%袁流动人口密度高达 1.15万人/平方公里袁思明

区流动人口规模略低袁为 51万袁人口密度也已经达到

了 6 803人/平方公里曰 岛外则以连接岛内与漳州尧泉

州两市的集美区流动人口最多袁规模达 40万袁占其常

住人口的 69.54%袁 成为仅次于岛内的流动人口聚集

区袁而距离本岛较远的同安区和翔安区面积较大但流

动人口数量相对较少袁表现为 LORENZ曲线的斜率较

小袁其中翔安区流动人口仅为 7万人袁还不到其常住

人口的四分之一遥

图 2 厦门市流动人口 LORENZ曲线图

Fig.2 Lorenz curve of migrants in Xiamen City

2.2 岛内来源相对均衡袁岛外主要来自中西部省份

根据野六普冶数据特点袁流动人口的户口所在地行

政单位级别可以分为本县渊市尧区冤尧本省其它县渊市尧

区冤和省外 3种袁就总体而言袁厦门市流动人口以区外

流入尧尤其是市外流入占主导地位遥 岛内各种不同来

源流动人口比例较为均衡尧且以省内流动人口更具优

势袁 岛外则以省外流动人口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尧对

省内其它县渊市尧区冤人口吸引力较小遥 如表 1所示袁岛

外四区的省际流动人口都占半数以上袁其中比例较高

的海沧和同安两区已经接近 60%曰而岛内的思明区省

际流动人口比例还不到三分之一袁但区内人口流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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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活跃袁达到了 19.64%袁接近流动人口总数的 1/5遥

岛内省际流动人口中来自北京尧上海尧江苏尧浙江尧广

东等经济发达省市的尚有一定比例袁而岛外来自这些

省市的人口均不足 1%尧但来自华中尧西南等经济相对

落后省份的人口占比均高于岛内遥

表 1 厦门市流动人口来源地的空间分异

Tab.1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migrants爷 origin in Xiamen City

%

2.3 岛内流动时间较长袁岛外流动较不稳定

如果分别以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为 3 年以下表

示短期流动人口尧3~6年为中期流动人口尧6年及以上

代表长期流动袁那么厦门市三种不同流动时间的流动

人口比例分别为 47.19%尧23.05%和 29.76%袁可见厦门

市人口流动的不稳定性特征较为突出遥

从岛内外的差别看袁如图 3所示袁岛内中尧长期流

动人口占比相对较高而短期流动人口占比较低袁岛内

长期流动人口比例平均值比岛外高出 5.47个百分点袁

但短期流动人口比例平均值则比岛外低了 6.72个百

分点遥 岛内的思明区和湖里区的长期流动人口比例均

超过了 1/3袁分别为 34.71%和 34.62%袁但短期流动人

口都在 50%以下曰岛外四区的短期流动人口比例则全

部超过 20%袁 尤其是较迟成立的同安区和翔安区袁其

短期流动人口比例都在 65%以上袁其中翔安区的短期

流动人口更是达到了 79.89%袁 而其长期流动人口比

例则仅为 8.42%曰岛内外各区的中期流动人口比例差

异相对较小袁但也体现为岛内比例高于岛外的特征遥

图 3 厦门市流动人口流动时间的空间分异

Fig.3 Time difference features of migrants in Xiamen City

2.4 岛内总体受教育程度高于岛外

同许多其它城市一样袁厦门市流动人口受教育程

度也以初中占最大比重袁为 42.26%袁而大专及以上和

小学及以下的比例则相对较低且差别不大袁 分别为

17.15%和 18.98%遥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表现出

明显的岛内外差异渊图 4冤院岛内总体受教育程度高于

岛外袁虽然同样是以初中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所占比

例最高袁 但岛内的数值比岛外低了 7.48个百分点袁而

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比例则全部高于岛外袁其

中大专比例平均比岛外平均高了 3.70个百分点袁尤其

是思明区流动人口的大专和本科比例均超过 10%袁同

时是全市唯一的研究生比例超过 1%的区曰 岛外平均

超过 65%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袁其中

初中程度比例高达 46.88%袁 除了集美区流动人口的

大学本科比例和翔安区的大专比例较高外袁岛外各区

流动人口的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比例均低于岛内

的思明区和湖里区遥

图 4 厦门市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空间分异

Fig.4 Spatial difference of migrants爷 education level

in Xiamen City

2.5 岛内外就业结构存在野三二冶梯度

岛内外流动人口绝大多数都从事非农产业袁但岛

内从事第三产业的比例较高袁而岛外从事第二产业的

比例较高袁就业结构在空间上存在野三二冶梯度差遥 由

厦门市 7.57 44.84 47.59 100

岛内 9.03 49.53 41.44 100

岛外 5.45 38.04 56.51 100

海沧区 1.39 39.53 59.07 100

集美区 3.37 42.10 54.53 100

同安区 11.34 29.37 59.29 100

翔安区 9.62 37.65 52.72 100

思明区 19.64 48.39 31.98 100

湖里区 1.89 50.30 47.8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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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可见袁岛外流动人口职业类型的 67.10%为生产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袁 排名第二位的商业尧

服务业人员则骤降到 17.68%袁 而国家机关尧 党群组

织尧企业尧事业单位负责人尧专业技术人员尧办事人员

和有关人员等人员比例均低于 10%曰岛内商业尧服务

人员和生产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比例分别

为 35.34%和 35.32%袁 几乎平分秋色袁 此外还有

11.61%的专业技术人员袁国家机关尧党群组织尧企业尧

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比例也明显高于岛外相

应比例袁岛内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领域的特

征在思明区表现得尤为明显遥

表 2 厦门市流动人口职业类别的空间分异

Tab.2 Spatial difference of migrants爷 profession in Xiamen City

%

厦门市 5.41 9.54 8.00 28.29 0.64 48.00 0.11 100

岛内 7.45 11.61 9.95 35.34 0.24 35.32 0.09 100

思明区 11.10 17.34 11.32 41.63 0.40 18.21 0.00 100

湖里区 5.37 8.34 9.17 31.75 0.15 45.09 0.13 100

岛外 2.34 6.43 5.07 17.68 1.24 67.10 0.14 100

海沧区 4.23 7.45 4.46 19.31 0.66 63.73 0.17 100

集美区 1.81 6.41 5.23 18.42 1.28 66.61 0.24 100

同安区 2.01 5.72 5.94 16.24 1.30 68.78 0.00 100

翔安区 0.73 5.83 3.13 13.40 2.54 74.37 0.00 100

3 厦门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人口迁移流动的动因可以理解为野推和拉冶两方

面的力量[10]遥野推冶是指原居住地的不好的条件袁野拉冶的

力量是指吸引移民迁居别地的因素[11]遥 根据野六普冶数

据特点袁上文论述的厦门市流动人口空间差异特征是

从流入地的视角进行的袁与此相对应地袁以下关于这

些空间分异特征影响因素的探讨也从流入地的角度

展开遥尽管流动原因随不同区发展环境及流动人口个

体而各不相同袁但野六普冶数据反映出了厦门市流动人

口整体上以务工经商为主要目的的共同特征袁流动的

经济属性比社会属性更为突出遥为此袁本文从叶厦门市

统计年鉴曳选择了普查数据对应年度 2010年的 11个

社会经济统计指标院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尧第二产业

产值尧第三产业产值尧实际利用外资额尧地区常住人

口尧城镇人口规模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尧房地产投资

额尧中小学教师数尧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尧财政支

出袁 并对 11个经济社会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消除

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袁而后将流动人口规模及属性与各

主成分进行相关分析遥

通过分析发现袁 第 1尧2尧3 主成分累积百分比为

91.63%袁包含了经济社会指标大部分信息袁而成分 4~

9包含信息较小遥 由表 3可见袁x1尧x2尧x3尧x6尧x7与第一主

成分有较大正相关袁 反映了厦门市经济发展的特点袁

x4尧x5尧x8尧x9与第二主成分有较大相关性袁 反映城镇化

进程袁x10与第三主成分有较大正相关袁反映公共服务

状况遥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袁将主成分得分表与流动人

口相关联袁采用皮尔森积矩相关系数计算各主成分与

流动人口规模的相关性进行双侧检验袁结果如表 4所

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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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厦门市社会经济主成分载荷矩阵

Tab.3 Principal component loading matrix of society and

economics in Xiamen City

表 4 流动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

之间相关分析结果

Tab.4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 between the size of

migrants and integrated factors of society and economics

由表 4可见袁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形成厦门市流动

人口规模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袁说明流动人口在厦门

市内的空间分布主要受经济发展尤其是二尧三产业发

展以及区域原有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规划尧建设方向

的共同影响遥

首先袁岛内思明尧湖里是传统老城区袁在开展野六

普冶 的 2010年之前长期享受着比岛外更为优越的特

区政策遥 原有城镇化水平较高尧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较为完备袁优良的就业和居住环境吸引了很多高

学历专业技术人员袁全市绝大部分的国家机关尧党群

组织尧企业尧事业单位负责人在此长期工作和生活袁因

而岛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和流动时间平均值均高

于岛外遥 岛外交通尧通讯等各项基础设施以及优质的

教育尧医疗尧文体等公共服务资源和岛内相比还有较

大差距袁这些因素不仅降低当地居民的生活便利程度

也影响了对外来人口尤其是近距离的市内或省内人

口的吸引力遥 此外袁岛内长期以来高于岛外的城镇投

资和建设强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袁

吸引流动人口前来遥

其次袁岛内原有经济发展基础较好袁率先进入工

业化后期阶段袁经济发展水平高且经济结构中先进制

造业尧服务业占有重要地位袁吸引优质的资金尧技术尧

信息以及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人才等发展要素集聚遥

尤其是省内和市内的流动人口 野宁要岛内一张床袁不

要岛外一幢房冶的观念更为强烈袁这也是导致岛内流

动人口的来源地中省内比例高于岛外的重要原因曰岛

外享受特区政策较短袁发展长期相对落后袁目前尚处

于工业化前期袁非农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例较高但商

业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袁故集聚的多为来自省外的流

动人口袁以生产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绝

大多数袁总体学历水平较低遥

第三袁国家相关政策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这两个

因素都有显著作用袁并进而影响到流动人口的空间差

异袁由于无法独立进行定量分析而流失于上述定量分

析模型之外袁但实际上袁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都

或多或少地隐含了政策因素的影响袁只不过袁政策对

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更为直接袁而对流动人

口空间差异的作用则具有一定的时滞性遥 随着 2010

年厦门野特区冶范围扩至全市的文件实施以及鼓励岛

外火炬科技园区建设系列政策的出台袁岛外的经济社

会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袁 流动人口结构也有所改观袁

比如岛外短期流动人口比重明显高于岛内袁表明其近

期对流动人口吸引力得到增强袁翔安区流动人口中大

专学历比重比岛内还高则和区内火炬渊翔安冤产业区

的发展不无关系遥

4 结论

综上所述袁厦门市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

特征袁主要表现为岛内和岛外流动人口数量分布和属

性结构的区位差异遥上述空间分异特征和区域在经济

水平尧产业结构尧城镇基础和规划建设方向等因素的

岛内外差异息息相关遥 岛内外流动人口空间分异特征

既是区域不均衡发展的历史结果袁也留下长期以来城

乡二元分化的烙印遥

岛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人口流动的空间差

异对岛内外一体化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院岛内有限的

空间决定了其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必然无法满足流动

人口的无限流入袁根据厦门市有关单位研究显示[12]袁当

地区生产总值 x1 0.813 0.517 0.163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x2 0.979 0.181 0.036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x3 0.839 0.471 -0.19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x4 0.372 0.810 0.078

房地产投资额 x5 0.042 0.942 -0.05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6 0.838 0.465 -0.176

实际利用外资额 x7 0.879 0.099 0.157

常住总人口数 x8 0.530 0.800 -0.049

城镇人口数 x9 0.554 0.772 0.212

财政支出额 x10 -0.393 0.175 0.834

中小学教职工数 x11 0.606 0.437 -0.641

第一主成分 0.409 0.379 显著相关

第二主成分 0.818 0.379 显著相关

第三主成分 0.299 0.379 不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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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Migrants in Xiamen City

XIAO Baoyu
(1.Institute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2.Key Laboratory for Humid Subtropical

Eco-Geographical Process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3.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0 census, this paper analyze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of mi鄄

grants in Xiamen Cit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statistics. The result shows that on the whole, the scale of migrants is larger and its density is

higher in the island area (耶Daonei爷) than those outside the island (耶Daowai爷); the inter-district and inter-population migrants play more im鄄

portant role in the island area while the intra-population migrants are more dominant in 耶Daowai爷. It is also found that most of migrants in

耶Dwaowai爷 take job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lower education level than those who stay in 耶Daonei爷. The paper further considers

that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stage are two significant determinants,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 of government policy is more

indirect and lagging. At las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eliver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from

耶Daonei爷 to 耶Daowai爷, for transferr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migrants and integrating the 耶Daonei爷 and 耶Daowai爷 of Xiamen City.

Key words: migra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2010 Census; Xiamen City

岛内人口达到 180万时袁 人口容量可能达到极限袁满

意程度低袁宜居城市的特点亦将逐步弱化袁而六普数

据显示 2010年岛内常住人口总量已经达到 186万袁

其中流动人口占 68.38%遥 与此相对应的是岛外面积

占全市的 90%以上袁发展空间充足袁但产业层次较低尧

城镇化水平较低尧各种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还不

够完备袁尤其是城镇建成区以外的大片农村区域与岛

内差距还相当大袁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明显不足遥

针对上述分析袁建议加快落实和细化国家关于厦

门特区范围调整的政策袁突破长期局限于岛内的野特

区冶惯性袁适时转移和疏散岛内的密集的传统制造业

到岛外各区袁岛内积极发展其已有的优势产业如金融

保险尧商贸会展尧现代物流尧信息软件等袁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袁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袁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袁优

化流动人口作为人力资本的素质结构袁增强其作为海

西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功能曰加强岛外高科技园区和

新城建设袁通过合作尧共建等方式促进岛内优质医疗尧

教育尧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辐射到岛外袁培育新的集

聚中心袁同时加大对岛外广大农村地区的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袁积极承接岛内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及

以流动人口为主的劳动力袁在促进岛外居民就近就地

城镇化的同时以优良的城区环境吸引并留住外来人

才袁借此调控全市流动人口的岛内外空间分布袁最终

实现岛内外一体化发展格局袁增强全市作为经济特区

的示范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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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袁由遗传及环境等多

种因素所致袁严重者会引起心脏病尧冠心病尧糖尿病等疾

病袁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袁成为威胁全球公共健康

的主要疾病袁被称为野沉默的杀手冶[1]遥相关数据显示袁我国

约有 3亿的高血压患者袁每年新增病例约 1 000万袁且具

有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遥 目前袁医学界对高血压的治疗

主要是临床常用药物治疗袁但过量的药物使用会使患

者造成不良反应袁因此袁野体医结合冶运动疗法受到人

们的关注袁逐渐成为主流袁是治疗高血压的有效辅助

方法遥

常见的运动疗法包括瑜伽尧八段锦尧太极拳等遥 八

段锦是我国开展比较广泛的尧中低强度的有氧健身运

动袁运动形式缓和袁具有松紧动静结合尧柔和尧连绵不

断的动作特点袁适合高血压患者长期练习遥 研究表明袁

高血压患者通过规律地练习八段锦袁 能够放松心情尧

调整患者的精神状态袁促进患者血管扩张袁具有调节

血脂和降血糖的作用袁因此袁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遥 近

年来袁关于八段锦运动及八段锦结合其他形式的治疗

方式展开了研究袁但研究结果参差不齐[2]遥 因此袁运用

Meta系统评价分析法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进行评

价袁将会对治疗高血压提供更高的科学依据遥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来源

研究显示袁收缩压渊SBP冤和舒张压渊DBP冤是判断

血压水平的重要指标袁本文以野八段锦冶野高血压冶野舒

张压冶野收缩压冶为关键词袁检索 2015要2020年国内 3

大数据库发表的相关文献遥 检索时间为 2020年 4月

25日遥

1.2 纳入标准及排除

淤实验组的干预方式为八段锦曰对照组进行常规

收稿日期院2020-06-04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AT191362冤曰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AS19625冤遥

作者简介院林骅渊1964-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运动康

复的研究遥

八段锦干预对高血压患者降压

效果影响的 Meta分析

林 骅 1袁 吴日州 2袁 林 瑜 1袁 朱宇静 1

渊1.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3曰 2.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教育局袁 福建 福州 350001冤

摘 要院为了综合评价八段锦运动对高血压患者的干预效果袁本研究以野八段锦冶野高血压冶野舒张压冶野收缩压冶为关键

词袁检索 2015要2020年国内 3大数据库发表的相关文献袁时间为 2020年 4月 25日遥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对检索到的文献

进行筛选袁最终共 12篇文章纳入Meta分析袁其中实验组共 399人袁对照组共 391人遥 采用 Review Manage5.3软件袁对筛选

出来的文章进行分析得出袁收缩压渊SBP冤一致性系数 I2为 69%袁95%CI为[-0.87袁-0.57]袁总体效果量 SMD为-0.72袁说明八段

锦干预能够明显降低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渊SBP冤水平袁可降低 0.72倍的标准差遥舒张压渊DBP冤一致性系数 I2为 86%袁95%

CI为[-0.66袁-0.37]袁总体效果量 SMD为-0.51袁表明八段锦干预能够明显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舒张压水平袁可降低 0.51倍

的标准差袁干预效果较好遥 因此袁八段锦运动对降低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具有良好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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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曰 于详细报告练习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标准

差尧平均数曰盂阐述实验组干预的周期及干预时间曰榆

样本量大于 20曰具体筛选流程如下渊图 1冤遥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1 Literature screening flow chart

1.3 文献的基本描述及质量评价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12篇文章进行深度阅读袁基

本特征见表 1遥

表 1 最终文献的基本描述

Tab.1 Basic description of the final literature

1.4 Meta分析

运用 Review Manage5.3软件袁 对文献进行 Meta

分析袁置信区间为 95%袁采用 I2尧P值来判断纳入 Meta

分析的各研究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及异质性大小遥 若存

在异质性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袁否则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分析遥 假设 1院若 P<0.1时袁可认为八段锦

干预能明显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遥 假设 2院若

P>0.1时袁 可认为八段锦干预不能明显降低高血压患

者的血压水平遥 最后袁采用漏斗图和森林图检验研究

结果的真实性[2]遥

2 Meta分析结果

共有 12篇文献报告了收缩压 渊SBP冤 与舒张压

渊DBP冤的详细情况袁符合纳入标准袁其中实验组共 399

人袁对照组共 391人袁以下分别对收缩压和舒张压进

行分析遥

2.1 八段锦干预对高血压患者收缩压渊SBP冤水平影

响的Meta分析

图 2中有 2篇文章在 95%的区间内与垂直线相

交袁说明被纳入的文章中袁有 2篇文章中八段锦干预

在降低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渊SBP冤水平上无统计学意

义遥 异质性检验结果可知袁X2=35.23袁P=0.0002约0.01袁

df=11曰一致性系数 I2=69%袁即纳入 Meta分析的各文献

间具有异质性袁 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来合并效应量遥

95%CI为咱-0.87袁-0.57暂袁总体效果量 SMD为-0.72袁合

并效应量检验 P约0.01袁Z=9.66袁具有统计学意义袁说明

纳入 Meta分析的文章中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具有较高

的显著性袁表现为八段锦干预能够明显降低高血压患

者的收缩压渊SBP冤水平袁可降低 0.72倍的标准差袁干

预效果良好遥

图 2 八段锦对收缩压渊SBP冤水平影响的 meta分析

Fig.2 Meta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Baduanjin on SBP level

2.2 八段锦干预对高血压患者舒张压渊DBP冤水平影

响的Meta分析

图 3中有 6篇文章在 95%的区间内与垂直线相

交袁说明被纳入的文章中袁有 6篇文章八段锦干预在

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舒张压渊DBP冤水平上无统计学意

Xiao CM/2016[3] 高血压患者 24/24 6个月 八段锦运动

蔡艳芳等/2016[4] 高血压患者 56/57 12个月 八段锦运动

梁宏宇/2016[5] 高血压患者 30/30 3个月 八段锦运动

陈丽华/2016[6] 高血压患者 28/28 3个月 八段锦运动

陈玉卿/2015[7] 高血压患者 30/30 3个月 八段锦运动

何雪/2015[8] 高血压患者 42/42 3个月 八段锦运动

郑丽维/2014[9] 高血压患者 27/28 3个月 八段锦运动

林芳/2014[10] 高血压患者 27/28 3个月 八段锦运动

梁云花/2014[11] 高血压患者 30/30 6个月 八段锦运动

杨慧/2014[12] 高血压患者 35/35 6个月 八段锦运动

刘向华/2014[13] 高血压患者 20/15 3个月 八段锦运动

范国勤/2014[14] 高血压患者 50/50 3个月 八段锦运动

林 骅袁等院八段锦干预对高血压患者降压效果影响的 Meta分析 6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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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遥异质性检验结果可知袁X2=79.54袁P=0.000 01约0.01袁

df=11曰一致性系数 I2=86%袁即纳入 Meta分析的各文

献间具有异质性袁 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来合并效应

量遥 95%CI为咱-0.66袁-0.37暂袁总体效果量 SMD为-0.51袁

合并效应量检验 P约0.01袁Z=6.91袁具有统计学意义袁说

明纳入 Meta分析的文章中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具有较

高的显著性袁表现为八段锦干预能够明显降低高血压

患者的舒张压渊DBP冤水平袁可降低 0.51倍的标准差袁

干预效果一般遥

图 3 八段锦对舒张压渊DBP冤水平影响的 meta分析

Fig.3 Meta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Baduanjin on

diastolic pressure (DBP) level

2.3 敏感性及发表偏移分析

本研究采用逐篇排除文献法进行敏感性分析袁表

明本研究 Meta分析的结果具有可靠性遥 八段锦干预

对高血压患者降压效果的 Meta 分析显示 渊图 2尧图

3冤袁在 95%置信区间上袁分别有 2篇文章中八段锦干

预在降低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渊SBP冤水平上无统计学

意义袁有 6篇文章八段锦干预在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舒

张压渊DBP冤水平上无统计学意义遥 图 4中漏斗图检验

结果显示袁12 篇文章沿中轴线呈倒置漏斗形对称分

布袁表明纳入 Meta分析的文献无偏倚现象[2]遥

图 4 八段锦对患者收缩压渊SBP冤和舒张压渊DBP冤影响的倒漏斗图

Fig.4 Inverted funnel plot of the effect of Baduanjin on SBP and DBP

3 讨论

高血压的主要表现特征是体循环动脉压增高袁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袁患病人数呈快速增长趋势袁患病

率高达 29.6豫袁是一种常见病遥 研究显示袁我国因高血

压死亡的人数占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的 24.6%袁表明

高血压是引起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遥 此外袁高

血压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袁给个人及家庭带来较大

的负担遥 当前治疗高血压的方法包括非临床治疗和临

床治疗袁非临床治疗主要是进行运动干预遥 国内外研

究证实了袁八段锦干预能有效地调节高血压患者的血

脂紊乱程度袁促进患者体能的脂肪细胞分解袁从而达

到降压水平遥 因此袁本研究通过数据库检索符合要求

的文章袁采用 Review Manage5.3软件科学评价八段锦

干预对高血压患者降压效果的影响遥

高血压患者主要的特征是肥胖尧精神不振尧头晕

乏力尧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遥 研究表

明袁 八段锦运动具有动作柔和且连绵不断的特征袁是

典型的有氧运动袁高血压患者进行长时间有规律的八

段锦运动袁 能使心脏自主神经失衡的状态得到改善袁

缓解患者的不良症状袁从而降低血压水平袁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水平遥 全国联合委员会报告中指出袁高血

压患者维持每周 3次袁每次 30 min的有氧运动袁对降

低血压有较大益处遥 加拿大高血压协会指出袁中低强

度运动可作为治疗轻度高血压患者的辅助治疗袁练习

时间为每周 3~4次[15]遥

八段锦运动对高血压患者的降压效果主要表现

为提高身体技能水平遥杨若濒等[16]以阴虚体质尧血瘀体

质尧气虚体质等 500例高血压患者袁经过为期 12个月

的八段锦运动干预袁结果显示袁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差

异明显渊P约0.05冤袁说明八段锦干预有益于不同体质高

血压患者病情的痊愈袁应在临床上得到推广遥杨慧[12]等

以 70例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袁 进行为期 6个月的

八段锦干预袁得出有规律地八段锦运动干预能够有效

地提高患者的应激能力袁改善高血压患者迷走神经张

力袁增强患者自主神经的调节功能遥 此外袁刘向华[13]以

老年慢性病患者为实验对象发现袁长期进行八段锦运

动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袁提高患者的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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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水平遥

高血压患者一般为肥胖患者袁由于体内脂肪堆积

较多袁血液循环量较大袁动脉系统及心博出量的阻力

也相应增大袁导致左心室肥厚引发高血压遥研究表明袁

高血压患者长时间练习八段锦袁能够促进血液中游离

的脂肪酸进入细胞袁 进行一系列的运动生化反应袁从

而提高高血压患者的基础代谢率袁减少体内脂肪的合

成[17]遥 另外袁降脂也是治疗高血压病的关键[18]遥 多数研

究已经证实高血压患者的血脂代谢出现异常袁而八段

锦干预能改善患者的血脂水平[14]遥 张燕萍等[19]学者对

有氧运动干预对高血压患者血脂水平的影响进行分

析得出袁长期进行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干预后患者体

内 LDL-C尧TG尧TC的水平明显降低遥

高血压在临床上的主要特征是血管内皮功能障

碍袁一氧化氮水平的升高能够增强血管的扩张袁减小

阻力袁从而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遥 研究表明袁运动后

体内的一氧化氮尧6原酮前列腺素尧血栓素 B2水平明显

升高袁使血压降低遥 郑丽维等[9]在研究中得出 ET-1和

一氧化氮的含量是衡量血管内皮功能的常用指标袁也

是最重要的血管舒张与收缩物质袁 改变血液的流变

性遥 研究结果显示袁经过长时间的八段锦干预后袁高血

压患者的全血黏度尧 全血还原黏度呈现出显著下降袁

是降低血压水平的主要机制之一[20]遥陈庆月[21]以 60名

老年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袁进行为期 8周的八段锦

干预后得出袁SBP和 DBP呈显著性下降水平遥

4 结论

八段锦锻炼具有放松身心尧 舒缓心灵的特征袁本

研究通过 Meta分析得出袁 高血压患者在进行长时间

的八段锦锻炼后袁收缩压渊SBP冤和舒张压渊DBP冤水平

均明显降低袁 分别降低 0.72倍的标准差和降低 0.51

倍的标准差袁干预效果较好遥 从分析结果来看袁八段锦

干预能明显改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袁因此袁未来

可加大对八段锦运动的推广和普及力度袁来降低高血

压患者血压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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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Baduanjin Intervention

on Blood Pressure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LIN Hua1, WU Rizhou2, LIN Yu1, ZHU Yujing1

(1.Fujian Sport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chnical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3;

2.Gulou District Bureau of Education, Fuzhou, Fujian 350001)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Baduanjin exercise on the intervention of hypertension patients, "Ba Duan

Jin" "hypertension""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were used as key words to search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pub鄄

lished in three domestic databases from 2015 to 2020.Search time is April 25, 2020. The retrieved literature was screened according to in鄄

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and a total of 12 articl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including 399 people in the experi鄄

mental group and 391 peopl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Review Manage5.3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elected articles, and the re鄄

sults showed that the SBP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I2 is 69%, 95% CI is [-0.87, -0.57], and the overall effect amount SMD is -0.72, indi鄄

cating that Baduanjin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SBP level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reduce 0.72 times the standard de鄄

viation.The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of DBP (I2 is 86%, 95%CI is [-0.66, -0.37], and the overall effect amount SMD is -0.51, indicating

that Baduanjin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level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can reduce 0.51

time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is better.Therefore, Baduanjin exercise has a good effect on lowering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Key words: Baduanjin; hypertension; Me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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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国民健康意识普遍增强袁全民参与健身遥

羽毛球运动袁老少皆宜袁备受大家的欢迎袁在所有运动

项目中袁仅次于跑步袁如何在健身的同时提高羽毛球

技术水平袁是大多羽毛球爱好者所追求的遥 正手击高

远球是羽毛球后场进攻的主要技术袁是羽毛球所有技

术的基础袁是学习和掌握羽毛球其他技术的关键遥 正

手击高远球技术由准备尧架拍尧挥拍击球和缓冲四部

分组成袁对于羽毛球初学者生来说袁较难掌握遥 因此袁

快速理解和掌握正手高远球技术动作及如何发力袁可

快速提高学习效率遥

羽毛球运动的普及袁促使能够提高羽毛球技术的

教学方法也越来越丰富袁通过查阅中国知网的相关文

献袁关于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教学的研究很多袁但大

多是仅仅一种新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比较袁龚亮华

等[1]通过对羽毛球正手高远球反序教学法进行实验研

究,发现反序教学法与常规教学相比袁能有效提高高远

球的质量, 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目的及增强学习

兴趣遥张润红[2]通过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野支架式教学

法冶的实验研究袁指出野支架式教学法冶与传统教学法

相比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动性袁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袁促进学生正手击高远球的技术动

作的掌握与提高袁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目的遥 彭

飞等[3] 通过对高校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教学中 袁采用

野 闪动法冶的对比实验研究袁认为野 闪动法冶教学相对

于常规教学法在击高远球教学中袁更能有效提高击球

质量袁增强学生学习兴趣袁促进其击球动作技术的熟

练掌握遥 关于多种新教学法对羽毛球技术中至关重要

的高远球技术动作的研究却不多见遥 本文通过对反序

教学法尧支架式教学法和闪动教学法三种教学方法在

高远球教学中的对比研究袁探究哪种教学法在高远球

教学上的优势最大袁找出最优教学法遥 一方面可以让

羽毛球爱好者快速的掌握羽毛球基本技术动作袁另一

方面间接避免运动损伤袁为校园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学

习正手击高远球提供科学指导袁在提高技术动作的同

时袁体验羽毛球运动的乐趣袁这也间接推广了羽毛球

运动袁进而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遥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60名大一新生作为受试者袁 所有受试者均

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三种教学方法的对比

刘宝林

渊合肥师范学院 体育科学学院袁 安徽 合肥 230601冤

摘 要院为了探索反序教学法尧支架式教学法和闪动教学法三种教学法对羽毛球教学中高远球教学效果的影响袁

在合肥学院羽毛球协会中袁随机抽取 60名大一新生作为实验对象袁分为 A尧B尧C 3组袁每组 20人袁A组使用反序教学袁B

组进行支架式教学尧C组采取闪动教学袁每周训练 2次袁每次 1.5 h袁时间持续 3周遥通过对比袁在正手击高远球固定落点区

域方面袁闪动教学表现出优势曰在技评得分方面袁A组和 B组袁没有显著差异袁 C组和 A尧B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遥 可见

三种教学法均能有效提高高远球教学质量袁迅速掌握高远球技术动作袁其中闪动教学法略优于其他两种教学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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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合肥学院羽毛球协会袁 均无羽毛球训练经历袁

将受试者随机分为 A尧B尧C 3组袁每组 20人袁探究 3种

教学方法对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技术教学效果的影

响遥 三组受试者的基本情况无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如

表 1所示遥

表 1 受试者基本情况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subjects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合肥师范学院图书馆羽毛球相关书籍和在中

国知网上搜索相关文献遥 收集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技

术相关的典型的教学方法和与本文相关的理论文献遥

1.2.2 实验法

对合肥学院羽毛球协会中选取的受试者进行正

手击高远球技术动作的教学袁针对 A尧B尧C 3组应用不

同的教学法进行教学袁实验后测试正手击高远球的教

学效果袁对比 3种教学效果的优势与不同遥

1.3 测试过程

1.3.1 测试方法

由指定发球员发球渊球必须过中场冤袁测试者站在

测试者站在底线与中线向场内 1.5 m位置袁 运用两侧

后退步法击打直线高远球袁左右各 5次渊击打球落地

区域如下图 1冤计成功次数遥

图 1 高远球测试场地

Fig.1 Test field of high ball

1.3.2 评分标准

按击球成功次数袁每成功一次记 1分遥

1.3.2 技评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见表 2遥

表 2 评分标准

Tab.2 Scoring criteria

1.4 统计学分析

测试结束后袁 收集整理测试所得数据存入计算

机袁 使用 Excel软件和 SPSS 18.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遥

2 结果

为了使实验具有可比性袁实验前对三组受试者的

基本情况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袁不存在显著差异袁实验

过程进行了良好的控制袁所有受试者之前都未进行过

羽毛球的学习袁实验对象满足教学实验要求遥

2.1 正手击高远球固定落点区域测试结果分析

在正手击高远球技术教学实验结束后袁立即对实

验对象进行正手击高远球击球落点固定区域测评遥 同

一名老师对学生正手位轮流进行发球袁让其进行高远

球测试袁每人击 10个球袁测试成绩如下表 2袁A尧B 两

组袁P>0.05袁没有统计学意义袁反序教学和支架式教学

效果相差不大曰 B尧C两组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异袁 支架

式教学和闪动教学在正击高远球固定落点区域测试

结果方面也没有可比性曰A尧C两组袁P<0.05袁有显著差

异袁闪动教学在正手击高远球固定落点区域方面相对

于 A组表现出优势遥

表 3 A尧B尧C三组学生正手击高远球落点测试结果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drop point test of

forehand high ball in groups A, B and C

注院A组与 B组比较院 P<0.05曰B组与 C组比较院P< 0.05曰A

组与 C组比较院P< 0.05遥

人数 20 20 20
年龄/岁 19.24依0.78 18.74依0.76 19.19依0.49
身高/cm 170.30依2.14 169.58依2.38 171.58依2.32
体重/kg 60.67依2.72 61.67依3.00 59.67依2.24

标准

动 作 不 准
确袁不规范袁
步法基本不
到位袁 不连
贯袁不熟练

动作基本
准 确 袁 规
范袁步法基
本到位袁不
连贯

动作准确袁
规范袁步法
连贯袁动作
一致性强

动作优美袁协
调袁 标准袁步
法连贯袁动作
一致性强袁控
球到位

分值/分 < 6 6~7 8~9 >10

A 20 7援19依1.31
B 20 7援51依2.42

C 20 8援35依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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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正手击高远球技评得分结果分析

经过 3周的教学训练后袁从表 3可以看出袁A尧B尧C

三组的技评得分相差不大袁C组略显优势袁P<0.05袁3组

技评成绩如表 3所示院A组和 B组袁 没有显著差异袁 C

组和 A B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袁有统计学意义遥

表 4 A尧B尧C三组学生正手击高远球技评得分对比

Tab.4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students from groups A, B

and C in the evaluation of forehand high range

注院A组与 B组比较院 P<0.05曰B组与 C组比较院P< 0.05曰A

组与 C组比较院P< 0.05遥

3 讨论

3.1 羽毛球教学中正手击高远球的重要性

高远球是指击球人从球场的端线将球击到对面

场地的端线袁球的飞行轨迹又高又远袁而且高远球在

空中飞行的时间较长袁 可迫使对方退至其底线击球袁

利于我方调整位置袁增大进攻机会袁在比赛中掌握主

动[4]遥 郭丽等[5]指出掌握吊球尧杀球和劈球技术的前提

是熟练掌握正手击高远球技术袁并且正手击高远球是

羽毛球比赛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技术动作袁因此在教

学中袁要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正手高远球袁为后

续学习奠定基础遥 正手击高远球将飞往右后场区的球

用正手握拍正拍面击球的方式, 将球击到对方后场的

击球技术[6]遥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比赛的输赢袁是

羽毛球比赛中重大得分技术遥

3.2 三种正手击高远球教学法对比分析

反序教学法是根据技术动作的结构和重要性,先

解决影响动作的主要矛盾, 再解决次要矛盾的逆进式

教学原理进行教学遥 让学生提前了解尧掌握了最后的

发力技术[7]遥 将野反序教学法冶运用到正手击高远球教

学中,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袁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尧课堂教

学效果提高遥 这种突出手腕发力的野反序教学法冶高远

球教学能很快提高学生的球性感尧球拍感以及手感等

感知觉,使学生能更快掌握基本击球手法遥

支架式教学是指在羽毛球教学过程中袁教师在学

生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向学生提供学习 野支架冶袁 建构

技术尧掌握技能的一种教学形式遥 支架式教学就是在

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袁 构建易于学生理解的新知识袁提

高教学效率袁其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袁尊重个体的

差异性袁支架式教学法主要运用在羽毛球动作技术的

学习过程中袁采用支架式教学法学习正手击高远球技

术袁 学生对动作技能的探索与实践更加积极主动袁学

生积极思考尧自主尧探究尧合作学习遥 在羽毛球击球过

程中袁球拍与球接触时发力至关重要袁正确的发力击

球技术能提高击球质量袁使击球变得轻松袁身材小的

人也可以打出又高又远的球[8-9]遥

闪动教学法开始于准备动作袁大臂后引袁将球拍

后引至头后袁自然伸腕袁然后右脚蹬地尧转体和腰腹的

协调用力下袁以肩为轴袁大臂带动小臂快速向前上方

甩动手腕袁在手臂伸直的最高点手腕野闪动冶击球遥 将

野闪动法冶运用到击高远球教学中袁提高教学质量袁增

强学生学习积极性袁改善教学效果遥 野闪动法冶教学主

要是学习击球过程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内旋闪动发力击

球环节袁一旦理解尧掌握了闪动击球要点袁可轻松自如

发力击球袁 事半功倍袁 成功解决了学生击球无力的问

题袁对学生掌握正手击高远球技术促进作用明显[10-11]遥

野闪动法冶把最关键环节提到了最前面进行进行袁类似

于反序教学法袁在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同时袁使学生获

得更多的愉快体验袁从而激发学习兴趣遥

在正手击高远球技术的教学中袁有大量的教学方

法袁本文选取比较常见且典型的 3种新型教学方法进

行实验对比袁每 1种教学方法都有自身的特点遥3种教

学法都以学生为主体袁教师主导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动性尧积极性袁同时注重握拍及手指发力练习遥 高远球

技术的好坏在于击球发力袁3种教学法都着重于解决

当前羽毛球爱好者出现的击球无力的情况袁 练好发

力袁可快速提高高远球技术水平遥 正手击高远球袁无论

是落点测试结果还是技评得分袁C组略微高于 A尧B两

组袁P<0.05袁存在差异性遥 这说明正手击后场高远球三

种教学法中袁闪动法略优于其他两种教学法遥

A 20 7.66依1.45

B 20 7.71依1.52

C 20 8.58依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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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of Three Teaching Methods of

Badminton Forehand Hitting High Ball

LIU Baolin

渊School of Sports Science袁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冤

Abstract院The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ree teaching methods袁 reverse order teaching method, scaffolding teaching method

and flash teaching method on the teaching effect of high ball in badminton teaching. In the badminton association of Hefei university, 60

freshmen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su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 B and C, with 20 students in each group.

Group A used reverse order teaching, group B adopted scaffolding teaching, and group C adopted flash teaching. The training was con鄄

ducted twice a week for 1.5 hours each time for 3 weeks. Results showed: in the forehand hit high ball fixed landing point area, flashing

teaching showed an advantage; In terms of technical evaluation scor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

while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C and group A and B.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three teaching methods can effec鄄

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high ball, grasp the high ball technology movement quickly, among which the flashing method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two teaching methods.

Key words院reverse order teaching method; scaffolding instruction; flash teaching method; forehand clear

4 结论

渊1冤 三种教学法均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袁

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袁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

兴趣袁在促进学生正手击高远球技术动作的掌握与提

高方面袁闪动教学法表现出优势遥

渊2冤对羽毛球初学者而言袁闪动教学法在正手击高

远球技术的教学中教学效果更显著袁更适合初学者遥

渊3冤羽毛球的不同的技术动作袁可以运用多种教

学方法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遥

参考文献院

[1] 龚亮华,周志辉,于作军,等.羽毛球正手高远球野反序教学

法冶实验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8(7):43-44,77.

[2] 张润红.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野支架式教学法冶的实验研究

[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2,20(1):59-60.

[3] 彭飞,虞荣娟.野闪动法冶在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教学中的实

验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2,2(29):1-2,4.

[4] 魏晓峰,郭惠秋.羽毛球大众初学者正手高远球技术研究[J].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3,31(1):81-83,87.

[5] 郭丽,田佳佳.强化核心力量训练对普通高校高水平羽毛球

选手的突出作用[J].运动,2012(12):30-31.

[6] 翟兴明.羽毛球后场正手高远球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J].科

教文汇(下旬刊),2014(1):119-120.

[7] 王森榄.野反序教学法冶 在中学羽毛球正手高远球教学中的

实验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14(29):153.

[8] 孟祥艺. 8周腕关节肌力练习对羽毛球正手发高远球技术

水平影响的实验研究[D].新乡院河南师范大学,2015.

[9] 童川. 羽毛球正手击高远球教学方法研究[D].西安院西安体

育学院,2018.

[10] 李崇敏,黄祯耀.浅谈少年羽毛球后场正手高远球的教学

法[J].新西部,2010(9):242,233.

[11] 郅季炘.羽毛球后场正手高远球技术的运动学分析[J].沈

阳体育学院学报,2018,37(2):109-114.

渊责任编辑院张文静冤

72窑 窑



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袁野信息化冶和野便捷化冶

等词语已经渗透到学习和生活的每个角落遥 野互联

网+冶以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与传统产业结合袁优化重组

产业资源体系袁重构商业经营模式袁突破时空界限袁使

传统的产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 高校

的教学模式同样受到野互联网+冶的影响袁尤其在某些

特殊的教学时期无法进行线下教学袁以及师生在进行

校外实习的情况下袁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相应的线上

互动教学袁发挥出重要的作用遥 2018年 4月教育部发

布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曳袁明确指出野加快教育现代

化和教育强国建设袁推进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冶[1-2]袁全

国高校系统围绕这一目标袁积极开展野互联网+冶的教

学模式改革和探索袁如 MOOC尧SPOC等课程网络资源

的兴起遥 在网络信息化的背景下袁地方院校园林专业

必须突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袁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与

创新袁借助网络资源袁最大限度地挖掘资源渠道[3]遥 因

此袁在互联网快速应用于教育教学的背景下袁以新时

代教育质量新要求为目标袁如何通过地方院校园林专

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袁实现客观全面的教学质

量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遥

1 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

1.1 课程教学质量评定方式较为单一

园林专业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专业袁涉及的领域

较广遥 教学课程主要包括植物类尧设计类尧工程类和计

算机软件类等四个方面袁在课程教学质量评定中应灵

野互联网+冶背景下地方院校园林专业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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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采用分类评定方式进行遥 比如袁植物类课程教学成

绩评定与农学尧生物类专业类似袁其中部分课程可参

照执行袁但园林树木学和园林花卉学两门课是以植物

学尧植物生理学等课程为基础袁又与园林设计课程相

联系袁因此在进行这些课程教学评定时袁应综合考虑

课程特殊性袁不同内容采取不同教学方式和不同的成

绩评定方法曰而园林规划尧园林设计和园林建筑设计

等教学方式尧 作业形式和成绩评定应根据专业背景尧

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点等方面摸索出具有地方特

色的园林专业教学评价体系遥 但地方院校由于受办学

背景的限制袁课程教学往往参照本校野老专业冶的评价

方式进行评价袁缺乏针对性袁如师范类院校开办园林

专业就参照师范类专业进行评定袁艺术院校开办园林

专业就参照艺术类专业进行评定遥

1.2 教学过程比较随意袁缺乏有效的质量监控体系

大多数地方院校目前还是依赖线下管理人员到

课堂尧到实习基地或企业进行监督袁缺乏实时跟踪的

持续有效性袁 推行线上质量监控的操作方式进展缓

慢遥 由于园林专业教学方式的多元化袁尤其是一些设

计类课程以技能技巧教学为主袁加之部分老师课前准

备不充分袁或是根据自己爱好或者按照课下自己所热

衷的项目更改教学大纲制定的内容袁致使一些高校的

园林专业教学中存在着教学进度与课程教学大纲和

教学进度表不符的情况遥 此外袁园林专业校外实习实

践类课程较多袁缺乏远程监督体系袁师生如果在校外

进行课程实习尧毕业实习袁将无法得到有效监控袁由于

未建立或者正在建立网络化质量监控评价体系袁如果

进行实习教学质量评价袁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

人力尧物力进行现场监督袁而且在推行网络化质量监

控的过程中袁由于教师不太适应新的操作环境袁更感

受不到网络化教学管理的优点袁造成在推广实施过程

中存在一定的困难遥

2 野互联网+冶背景下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的意义

2.1 有利于全面审视和构建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

体系

在网络化建设的大背景下袁站在新的评价视角构

建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袁能够更加全

面的审视教学过程遥 通过建立手机 APP尧QQ群尧微信

群等网络化管理体系袁 构建相应的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袁利用网络签到尧实时提交教学资料尧视频监控尧大

数据统计分析等多种网络分析手段袁能够科学公正地

评定教师的教学工作袁 提高教师对工作的关注性袁促

进园林专业教学水平提升遥

同时袁新的评价机制的建立袁可以打破原先以学

校管理人员评价尧 在教学生评教为评价主体的现状袁

能够最大限量的利用同行专家尧毕业生进行更为全面

客观的评价曰可以最大限量的减少到实地监督与评价

的工作量袁能够利用网络化的监督管理平台进行全方

位实时监测遥 通过多方面多角度评价专业教学质量袁

能够让教师及时了解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便

加以改进提高袁 针对性地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袁

增强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袁为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

层次园林专业人才[4-5]遥 此外袁通过不同角度对园林专

业教学质量进行评价袁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园林专业

教学水平情况袁使学校职能部门及学院领导了解园林

专业教学资源等方面安排是否合理袁对不妥方面提出

改进方案并加以整改提升遥

2.2 有利于快速掌握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袁及时进行分类评价

利用互联网平台技术袁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

评价体系袁 可以快速的了解师生日常的教学状态袁同

时相关监督主体能够及时地向学生反馈意见并给予

可行的意见或建议袁尤其是园林专业在校外实习实践

过程中所遇到教学问题袁可以及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

指导与修正袁达到实时互动的目的袁并及时进行质量

监督与评价袁最终使专业教师既可以很好地在专业学

习和生活方面与学生互动袁又可以使学生参与到园林

专业教学质量评价过程中袁激发学生对园林专业学习

的热情遥

2.3 有利于地方院校园林专业师生打破地域束缚进

行全面一体化教学

实行网络化教学质量管理袁可以在无形当中促使

师生快速适应网络化线上教学的新要求袁在这一过程

中袁 教师和学生时刻都可以利用网络平台互学互鉴袁

分享专业知识资源遥 作为地方院校的园林专业袁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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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地域的限制袁许多优秀的传统园林遗产资源和现

代园林工程实践项目袁 无法及时得到实地考察学习袁

但互联网平台的出现袁可以在教学管理平台上通过各

种图片或视频资源得到共享学习袁而且师生可以随时

在平台上互动交流学习经验袁确实非常经典的园林资

源可以结合线下实习选择性的进行实地学习袁以弥补

地方院校园林专业实习实践资源短缺的劣势遥

3 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

基于当前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存在

的实际问题袁以及利用教学中普遍采用网络化平台进

行教学质量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袁本文进行了野互联

网+冶 背景下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

构建遥

3.1 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袁其

筛选的指标既要反映出一般本科教学的特性袁又能突

出线上线下结合进行专业评价的个性袁体现出地方院

校的园林专业特色袁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地方

院校专业教学质量评价袁 尽量减少受评价者主观意

识尧评价目标等方面约束遥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必须基

于学校校情基础上袁切合实际地按照全面性尧系统性尧

客观性尧科学性尧先进性尧可操作性等原则[6-7]袁结合定

量和定性分析进行构建袁切实发挥评估为决策服务的

功效遥

3.2 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内容

基于教学质量评价的组成要素袁结合园林专业的

特点袁对地方院校园林专业进行调查分析袁从该专业

定位尧培养目标尧课程设置尧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

面考虑袁建立野互联网+冶背景下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

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袁以及评价体系的具体要素渊表

1冤袁包括专业规划建设尧师资力量尧专业办学条件建

设尧教学建设与管理尧人才培养 5个一级指标和 20个

二级指标遥

表 1 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Tab.1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4 基于层次分析法渊AHP冤的园林专业教学质

量评价模型的建立

本文选用层次分析法渊AHP冤作为地方院校园林

专业教学质量评价方法袁通过此方法得到评价指标及

其主观权重袁其优点就在于解决由众多复杂因素构成

的袁且又缺少具体数据的问题遥

4.1 构造判断矩阵并赋值

采用 Saaty的 1~9标度法[8]构建两两比较的判断

矩阵遥 根据园林专业相关领域专家对两指标间进行重

要性的打分袁得到各层指标的判断矩阵 B遥

B=

b11 b12 噎 b1n

b21 b22 噎 b2n

bn1 bn2 噎 bnn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判断矩阵 B需满足以下性质院bij>0曰bji=1/ bij曰bii=1

偶 春袁等院野互联网+冶背景下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园
林
专
业
教
学
质
量
评
价
体
系

专业规划建设 B1

专业培养目标 C1

专业发展方向 C2

师资力量 B2

教师队伍数量和结构 C3

教师参与教学研究情况 C4

教师参与科学研究情况 C5

教师专业素养 C6

专业办学条件建设 B3

教学实验设备 C7

校内外实验实训基地 C8

专业书籍资料 C9

教学建设与管理 B4

培养方案 C10

课程教学内容 C11

教材建设 C12

现代化教学方法手段 C13

实践教学内容 C14

教学效果 C15

教学规范制定与执行 C16

专业教学日常管理 C17

专业特色建设 C18

人才培养 B5

学习风气 C19

创新创业活动 C20

学生就业质量 C21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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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要性标度含义表

Tab.2 Meaning table of importance scale

4.2 层次单排序和层次总排序

层次排序包括层次单排序和层次总排序遥 对二级

指标进行单排序袁 首先要做的是构建系统层 渊二级指

标冤对于目标层渊一级指标冤的判断矩阵遥 采用野1耀9判

断标度法冶渊表 2冤袁 由专家对同一上层指标层下的任意

两个指标相互比较打分渊取专家赋值的均值冤袁从而建

立判断矩阵遥 然后在此基础上袁进行层次总排序袁计算

出指标层渊三级指标冤对于目标层渊一级指标冤的重要程

度遥 层次排序是指每一个判断矩阵各因素针对其准则

的相对权重袁确定因素的重要性袁主要是计算矩阵的特

征向量宰和最大特征值 姿max袁采用和法原理计算
[9]遥

4.3 一致性检验

在层层排序中袁 采用 Yaahp软件对判断矩阵进

行一致性检验袁 从而验证各评价指标之间重要程度

的协调性遥当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 CR臆0.1 时袁则认

为判断矩阵为可接受的一致性遥 经过检验袁所建立的

各评价指标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结果 CR均小于 0.1

渊表 3冤遥

5 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权重

的确定

利用互联网平台袁 邀请 20位园林专业相关领域

专家进行打分尧层次分析等方式袁可得判断矩阵的一

致性检验结果渊表 3冤袁从而确定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

学质量评价指标权重渊表 4冤遥

表 3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Tab.3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of judgment matrix

从系统层的权重来看袁野教学建设与管理渊0.384 7冤冶

的权重值最高袁其次由高到低依次为师资力量渊0.175 1冤曰

专业办学条件建设渊0.173 1冤曰人才培养渊0.170 4冤曰专

业规划建设渊0.096 7冤遥 从权重可以看出袁教学建设与

管理指标是判断园林专业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遥 其

中袁课程教学内容渊0.057 9冤尧专业特色建设渊0.054 3冤

和现代化教学方法手段渊0.054 1冤是野教学建设与管

理冶主要决定因素袁应充分挖掘地方资源袁建立具有地

方特色的园林专业袁提高地方院校园林专业在信息化

社会中的竞争力袁并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袁使其与专

业教学相融合袁构建智能化尧个性化的网络教学模式袁

丰富课程教学资源袁 使得教学形式呈现多元化的特

点袁顺应时代发展袁实现园林专业教师及学生学习尧交

流的高效便利遥

从指标层来看袁权重值较高的前 缘个指标为院教师

专业素养渊0.082 9冤曰校内外实验实训基地渊0.076 7冤曰学

习风气渊0.075 4冤曰专业培养目标渊0.072 5冤曰教学实验

设备渊0.067 0冤遥 从权重可以看出袁尽管当前利用互联

网平台可以高效进行教学与管理袁但是要提高地方院

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主要还是在于教师专业素养和

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尧教学实践设施是否完备袁专业培

育目标是否与社会需要的高层次技术人才培育相吻

合袁这一基点依然不能改变遥

1 i袁j 两元素同等重要

3 i元素比 j 元素稍重要

5 i元素比 j元素明显重要

7 i元素比 j元素强烈重要

9 i元素比 j元素极端重要

1/3 i元素比 j元素稍不重要

1/5 i元素比 j 元素明显不重要

1/7 i元素比 j 元素强烈不重要

1/9 i元素比 j 元素极端不重要

2袁4袁6袁8袁1/2袁1/4袁
1/6袁1/8

重要性等级介于
Cij=1,3,5,7,9袁1/3, 1/5, 1/7, 1/9

A 1 0.074 0 5.331 5

B3 0.017 6 3.018 3

B4 0.045 5 9.531 9

B5 0.017 6 3.018 3

B1 0.000 0 2.000 0

B2 0.057 8 4.1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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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权重

Tab.4 The weight of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6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和人们对于生活品质

的要求不断攀升袁社会对园林专业人才的质量要求逐

渐提高袁因此袁需要各类开设有园林专业的地方院校袁

能够充分利用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袁找出专

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并快速做出调整遥 采

用层次分析法渊AHP冤进行园林专业教学质量评价袁能

够将众多无法用定量数据进行评价的教学质量影响

因素纳入到可以定量化的评价体系中袁从而进行科学

而客观的教学质量评价遥本文基于野互联网+冶背景下袁

通过层次分析法渊AHP冤构建了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

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袁量化了各级指标的权重袁力图

能够形成了适用于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的评

价遥 后期将结合评价体系模型对地方院校园林专业展

开线下课程教学尧网络课程建设尧实习实践操作等方

面进行具体应用研究袁为地方院校园林专业教学质量

评价体系改革与教学质量提升提供进一步的参考依

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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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0.096 7
C1 0.072 5

C2 0.024 2

B2 0.175 1

C3 0.049 5

C4 0.021 4

C5 0.021 4

C6 0.082 9

B3 0.173 1

C7 0.067 0

C8 0.076 7

C9 0.029 4

B4 0.384 7

C10 0.028 5

C11 0.057 9

C12 0.018 3

C13 0.054 1

C14 0.054 0

C15 0.046 9

C16 0.021 4

C17 0.049 2

C18 0.054 3

B5 0.170 4

C19 0.075 4

C20 0.028 9

C21 0.0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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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OU Chun1, YAO Xiamei1,2,*, LUO Mei1, DING Xiaohao1, WANG Weigen1

( 1.School of Biology and Food Engineering,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袁 Anhui 236037曰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袁 Anhui 230022)

Abstract: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benchmark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teaching, this pa鄄

per expound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used to establish a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21 indicators were set up from five as鄄

pects: profession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eacher strength, professional school conditions construction, teaching construction and man鄄

agement, and personnel tra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eight of the system layer, "teach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0.3847)"

has the highest weight value. Therefore, the teach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ndicators ar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judging the quali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eaching; from the weight of the index layer,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ors such as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learning at鄄

mosphere, the completeness of teaching practice facilities,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 goals and the society's demand for high-level technical

talents.

Key words: Internet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evaluation system;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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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为工程类专业的实施提供了重要

的质量保障制度袁是各高校工程类专业建设和发展的

重要航标袁也是实现工程类专业教育国际互认的重要

前提[1-6]遥 自正式加入叶华盛顿协议曳后袁意味着我国本

科工程教育与国际工程教育能够实现实质等效[7-8]遥我

国在 1992年就开始对 5个土建类的专业开展了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试点工作袁 其中包括土木工程专业袁截

止目前袁土木工程专业认证通过率已达到 17.5%遥 为

了培养更高质量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袁各高校均在加

强土木工程专业的建设并相继开展工程教育认证工

作[9-15]遥

将以安徽工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为例袁在工程教

育认证标准的基础上袁深入分析了土木工程专业建设

的现状袁重点从培养方案袁课程体系尧师资队伍尧支持

条件尧学生就业和发展 5个方面分析了土木工程专业

建设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差距袁最后从工程教育认

证的角度提出土木工程专业建设的建议袁为推动土木

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奠定基础遥

1 工程教育认证理念与标准

工程教育认证包含 3大理念院 学生中心理念尧产

出导向理念和持续改进理念袁即在教育过程中要始终

坚持以学生培养目标为导向袁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成

果渊outcome-based education冤袁通过不断发现问题尧反

馈问题袁建立持续改进措施[16]遥野以学生为中心尧产出导

向和持续改进冶的理念为我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建设指

明了方向遥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主要包含通用标准和专业补

充标准两大方面袁 上述 2大方面的标准均从课程体

系尧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 3个指标点重点阐述了对学

生能力培养的要求[17]遥从上述标准中可以看出袁课程体

系尧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 3个指标点是实现工程教育

认证理念的重要支撑手段和保证遥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为土木工程专业提供了具体的建设办法袁具有重要的

参考和指导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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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木工程专业建设现状分析

安徽工程大学于 2008 年开设土木工程本科专

业袁至今已培养十几届本科毕业生遥 在土木工程专业

建设过程中袁始终按照野方向明确袁特色明显袁师资优

化袁设备完善尧教学优秀冶的要求袁制定了完整的土木

工程专业培养方案袁同时袁不断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

和教学手段袁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袁不断建

设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尧教学科研实验室和学生实践实

习基地袁力争将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培养成高质量的

高级工程技术人才袁但专业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袁需对土木工程专业建设的现状进行全面分析遥

2.1 培养方案

近几年袁 随着土木工程专业招生规模的不断扩

大袁为更好适应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经济发展的

需要袁依据工程教育认证的三大理念尧工程教育认证

的通用标准和土木类专业补充标准袁2016年对土木工

程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袁修订后的培养方

案中增设了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方向袁也进一步明确了

人才培养目标尧要求和专业特色袁以适应社会对土木

工程专业人才的要求遥 在培养方案修订的过程中袁多

次邀请校内专家尧企业单位专家尧用人单位专家尧土木

工程专业教师和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对土木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论证袁从课程

设置尧教育教学尧素质培养尧专业修养尧实习实训等方

面为土木工程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提出了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遥 目前袁修订后的土木工程专业培养目标为

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袁 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基

本原理和基本知识袁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尧宽广的专

业知识尧终身学习能力尧组织协调能力尧社会责任感尧

创新精神尧创业意识尧较强工程实践能力和一定国际

视野袁了解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袁获得土木工

程师基本训练袁能胜任建筑工程尧地下空间等土木工

程领域的的设计尧施工尧检测与加固尧管理尧投资和开

发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遥 学生毕业 5年后具备

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的工作能力袁成为行业技术骨干遥 冶

2.2 课程体系

在产出导向的教育理念下袁人才培养目标始终贯

穿于整个培养过程袁课程体系的设置则是实现人才培

养目标的重要保证之一遥 目前袁土木工程专业所设置

的课程体系如图 1所示遥

图 1 土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Figure 1 Curriculum system of civi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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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中可以看出袁土木工程专业所设置的课程

体系主要包含了理论教学体系尧实践教学体系尧素质

创新体系袁 能够有效体现土木工程专业的知识结构尧

能力结构和工程素质遥 其中袁理论教学体系包含了工

程力学类课程群渊如理论力学尧材料力学尧结构力学

等冤尧结构设计类课程群渊如混凝土结构尧钢结构尧地下

结构等冤尧施工管理类课程群渊如工程施工尧工程项目

管理尧建筑法规等冤和素质拓展类课程群渊军事训练尧

土木工程概论尧毕业教育等冤曰实践教学体系主要通过

四个平台来实现渊如基础实验尧综合素质拓展尧综合实

践等冤曰素质创新体系主要通过理论课程体系尧实践课

程体系以及校园科技创新尧文化活动来实现遥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对课程设置和实践环节的

具体学分和设置哪些课程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遥 目

前袁针对课程实验与实习中需包含工程地质实习的问

题袁在土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增加了工程地质实习

课程内容遥 因此袁土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是基

本满足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遥 但从课程实验方面来

看袁目前的课程实验学时相对较少袁而且实验项目多

为认知性与验证性实验袁建议增加课内实验学时和丰

富实验项目袁如综合性实验尧设计性实验和创新性实

验等袁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遥 另外袁从专业实

践方面来看袁 目前学生校内外实践训练深度不够袁实

践时间较短袁无法实现预期的实践目标袁建议增加学

生实践时间和实践训练深度袁 如将实践内容模块化尧

实践周期阶段化袁 从而真正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渊系统能力尧逻辑能力尧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冤袁培养

学生对土木行业的整体认知遥

2.3 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引擎袁其水平的高低

将直接对人才培养质量产生影响遥 师资队伍建设是工

程教育认证工作过程中重要内容袁也是实现人才培养

目标的重要保证之一遥 因此袁在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袁

对师资队伍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尤其是教师自

身能力要求遥 基于产出导向理念袁师资队伍建设需要

以学生为中心袁紧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展开遥 目前袁土

木工程专业共有专任教师 16人袁包含实验教师 3人袁

其中高级职称教师仅 2人渊占 12.5%冤袁博士学位教师

仅 5人渊占 31.25%冤袁工程背景教师仅 4人渊占 25%冤袁

年龄在 40周岁以下的青年教师 15人 渊占 93.75%冤袁

出国进修教师 1人渊占 6.25%冤袁主持或参与教研项目

的教师 6人渊占 37.5%冤遥 对比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袁从

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袁土木工程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还存

在一些问题袁主要表现在院专业教师职称结构尧学历结

构和年龄结构不太合理袁副高以上职称及博士学位比

例较低袁青年教师比例很高遥 教师专业水平有待提高袁

多数教师缺乏工程背景遥 参与教学研究项目教师比例

较低袁科研与教学不能有效结合袁教尧科研成果相对较

少袁指导学生时间和精力有限遥 缺乏企业或行业专家

作为兼职教师遥 未组建专业实验教学团队遥 针对上述

问题袁在今后的土木工程专业建设过程中要逐一改进袁

师资队伍是教学的主导力量袁 在工程教育认证的背景

下袁 今后力争将土木工程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成一支

专业素质高尧结构合理尧富有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遥

2.4 支持条件

支持条件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之

一遥 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中从教室尧专业资料尧教学

经费尧教师培养尧实践活动基础设施和教学管理服务

六个方面对土木工程专业建设的支持条件提出了明

确的要求曰同时袁从专业资料尧实验条件和实践基地 3

个方面对土木工程专业建设的支持条件做出了补充

规定遥 目前袁土木工程专业教室渊包括基础实验室和专

业基础实验室冤 在数量和功能上均能满足教学需要袁

教学经费充足袁教师培养体系完整袁实践活动基础设

施完善袁教学管理与服务规范袁土木工程专业在教室尧

教学经费尧教师培养和教学管理服务 4个方面基本能

够满足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要求袁但在专业资料尧实验

条件和实践基地 3个方面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还存

在一定的差距袁主要表现在院在专业资料方面袁缺乏独

立的专业资料室袁与土木工程专业相关的资料相对较

少曰同时袁计算机台套数相对较少袁软件种类相对单

一遥 在实验条件方面袁缺乏独立的专业结构实验室袁结

构实验设备相对较少袁同时部分设备受场地面积和层

高限制无法安装使用遥在实践基地方面袁实践基地数量

相对较少且不够稳定遥因此袁土木工程专业今后在专业

资料尧实验条件和实践基地 3个方面应加强建设遥

2.5 学生就业和发展

人才培养是土木工程专业建设的根本任务袁要强

曹 兵袁等院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基础上的土木工程专业建设方案 81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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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野以学生为中心冶遥 学生就业和发展是检验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标准遥 目前袁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就业

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跟踪调研袁主要采用了毕业生返校

座谈尧用人单位走访和座谈尧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满意

度调查等方式了解学生对就业的意见以及毕业生进

入工作岗位后的发展情况遥 跟踪调研分析结果表明袁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就业单位主要为国有投资尧 设计尧

施工企业及其他企业袁 平均就业率达到 97%以上袁学

生就业情况良好曰 学生发展整体状况也较好袁80%以

上学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能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袁发

展潜力较大袁 学生创新能力尧 理论和实践能力较强曰

90%以上用人单位对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较

为满意遥 从上述学生就业和发展情况来看袁土木工程

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基本贯穿了 野以学生为中心尧

以教育成果为导向冶的理念袁后续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还需进一步加强上述理念遥

3 土木工程专业建设实施计划

通过上述土木工程专业建设现状的分析袁表明我

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建设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要求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袁同时为了保证土木工程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的高质量实现袁今后应从课程体系尧师资队

伍和支持条件 3个方面加强土木工程专业的建设遥 因

此袁 土木工程专业制定如下 5年专业建设实施计划袁

如表 1所示遥

表 1 土木工程专业建设实施计划

Tab.1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课程
体系

实践环节及
专业课程

工程地质实习 特色专业课程 1门 特色专业课程 1门

师
资
队
伍

教师
数量及
职称
结构

专职
中级 高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高级

1 0 1 0 1 0 1 0 1 0

兼职
中级 高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高级

0 0 1 1 1 2 1 2 1 1

工程
背景

企业锻炼 2 2 2 2 1

横向课题 0 1 1 1 1

项目
教研 1 2 2 2 2

科研 2 2 2 2 2

实习基地 实习基地 2个 实习基地 2个 实习基地 2个 实习基地 2个 实习基地 2个

支
持
条
件

专业资料
纸质图书 500册尧 期刊
10种尧图集规范 10套

纸质图书 500 册尧期
刊 15种尧图集规范 15
套

纸 质 图 书 1000
册尧期刊 30 种尧图
集规范 20套

纸质图书 1000
册尧 期刊 30 种尧
图集规范 20套

纸质图书 1000
册尧 期刊 30 种尧
图集规范 20套

计算机软件

计算机 100 台尧 教学软
件 PKPM渊1 套冤尧CAD渊1
套冤尧PBECA渊1 套冤尧BIM
渊1套冤

科研软件 MIDAS 渊1
套冤尧ANASYS渊1 套冤尧
ABAQUS渊1套冤

50吨电液伺服结构试
验系统渊3台冤

300吨电液伺服压
力试验机渊2台冤
小型电动地震模
拟振动台渊4台冤

500 吨电液伺服
多功能结构试验
机渊1台冤

试验设备安装 袁
调试袁 专业结构
实验室正式投入
使用多功能电液伺服加载

试验系统 1套尧
大型地震模拟振
动台 1套

实验室

教学
设备

科研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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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课程体系

在课程体系方面袁 应增加工程地质实习课程尧增

加课内实验学时和丰富实验项目尧增加学生实践时间

和实践训练深度尧分年度建立特色专业课程遥

3.2 师资队伍

在师资队伍方面袁严格以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为核心袁积极引进一些具有工程背景尧专业基础扎实

的优秀博士任教袁同时袁建立明确的企业尧行业兼职外

聘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袁常年招聘企业尧行业的专业

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指导学生实践教学工作袁从而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遥要加强青年教师培养袁实施野送出

去冶政策袁每年选派一定量的青年教师深入企业尧行业

锻炼学习袁加深教师对行业认识袁增加教师专业教学

能力与实践能力遥 同时袁为了适应土木工程专业教育

国际化趋势袁 每年选派一定量的青年教师出国进修袁

开拓教师学术视野袁增强教师创新能力袁提高教师教

学尧科研水平袁争取立项多项教研和科研项目遥要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袁在工程教育认证产

出导向理念下袁应把教师培养学生工作的评价地位进

一步加强袁并实施教师分类管理袁避免科研尧教学野一

边倒冶现象袁在青年教师职称评定方面适当给予政策

支持遥 加强专业实验教学团队建设袁将实验教师从专

任教师中分离出来袁 让实验教师真正回归到实验室袁

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实验内容和顶层化设计实验内容袁

丰富实验内容袁有效培养学生实验能力袁从而培养专

业实验教学团队遥

3.3 支持条件

在支持条件方面袁 应建立独立的专业资料室袁专

业资料室应有与土木工程专业相关的图书尧 学术期

刊尧工程建设法规文件尧标准规范规程尧标准图集以及

其他相关图纸尧资料尧文件等袁每年应定期对上述专业

资料进行更新曰应建立独立的计算机机房袁增加计算

机台套数袁使计算机台套数能够满足学生日常教学和

科研需要袁同时需购买正版相关教学尧科研软件渊如教

学软件 PKPM尧CAD尧PBECA尧BIM 等和科研软件 MI鄄

DAS尧ANASYS尧ABAQUS等冤曰专业资料室和计算机机

房均应向学生开放遥 应建立独立的专业结构实验室袁

专业结构实验室占地面积至少需 600~800 m2袁专业结

构实验室中应带反力槽道尧反力墙及行车系统曰同时袁

应增加教学实验设备台套数及科研实验设备袁如 50 t

电液伺服结构试验系统渊逸6台冤尧300 t电液伺服压力

试验机渊逸3台冤尧小型电动地震模拟振动台渊逸5台冤尧

500 t电液伺服多功能结构试验机渊逸2台冤等遥应增加

不同类型实习基地数量并签订长期合作协议袁充分满

足不同专业方向学生的认识实习尧生产实习尧毕业实

习和其他实践活动的要求和保障实习或实践时间袁不

断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遥

通过上述土木工程专业建设实施计划袁使得土木

工程专业在专业资料尧实验条件和实践基地 3个方面

能够达到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要求遥

4 结语

工程教育认证是衡量一个专业水平高低的重要

标尺袁对各专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安徽工

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应以此为契机袁以评促改尧以评

促建尧以评促管袁加快土木工程专业建设步伐袁切实提

高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质量袁培养更多高质量的工

程应用人才遥 同时袁针对目前土木工程专业建设过程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袁遵循土木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

的要求和条件袁今后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建设应进行认

证探索和实践袁 争取早日达到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袁为

申请土木工程专业的工程教育认证奠定基础袁为土木

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提供重要的质量保障制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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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杆件几何组成分析不仅可以判别体系是几

何不变还是几何可变的袁还可以区分体系是静定结构

还是超静定结构袁是结构力学这门课程非常重要的一

部分内容遥 几何组合分析围绕着二元体规则尧两刚片

规则和三刚片规则[1]展开遥目前袁很多学者已经对几何

组成分析的技巧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袁 即拆去基础尧拆

除二元体尧刚片等效代换等[2-6]遥 这些技巧在很大程度

上减少了几何组成分析的步骤袁但是运用完上述技巧

后如何入手题目袁目前还没有系统性的相关技巧的总

结遥 针对这个盲点袁针对几何体系中铰接三角形的数

量渊铰接三角形是指杆件以三刚片规则联系在一起的

形式冤袁总结了相关分析技巧遥

1 平面体系几何组成分析思路

1.1 常规体系

对于常规体系袁平面体系几何组成分析思路如图

1所示遥

图 1 平面体系几何组成分析思路

Fig.1 Analysis ideas of geometric composition of plane system

在平面体系几何组成分析思路中袁找到铰接三角

形后袁根据铰接三角形数量的不同将平面几何体系分

为体系中有不少于 3个铰接三角形尧2个铰接三角形尧

1个铰接三角形和无铰接三角形四种类型袁 现对这四

种类型的解题思路做详细阐述遥

渊1冤不少于 3个铰接三角形

当体系中有不少于 3个铰接三角形时袁可以采用

二元体规则, 通过在先选出的铰接三角形的基础上增

加二元体的方式合并三角形袁使得最终体系中刚片数

目不超过 3袁 然后按相应三刚片规则或两刚片规则对

体系进行几何组成分析遥

平面体系几何组成分析技巧

刘 静袁 颜玲月

(三明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袁 福建 三明 36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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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结构形式遥 本文提出的平面体系几何组成分析技巧袁思路清晰袁逻辑性强袁辅以例题具体说明袁对学习者掌握这部分

内容具有指导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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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2个铰接三角形

先将两个铰接三角形分别作为两刚片袁按三刚片

规则或两刚片规则进行分析遥 如果无法顺利进行分

析袁则只将两个铰接三角形中的一个铰接三角形作为

刚片袁另一个铰接三角形不是整体作为刚片袁而是将

构成其的杆件作为连接刚片的链杆来使用遥 两个铰接

三角形应选择与基础只有一根链杆相连的铰接三角

形作为刚片袁这是该步骤的关键点遥

渊3冤1个铰接三角形

一般来说袁在这种情况下铰接三角形必为一个刚

片袁 再选择与铰接三角连接少的杆件作为其他刚片袁

然后按相应三刚片规则或两刚片规则进行分析遥

渊4冤无铰接三角形

当体系中无铰接三角形时袁 可先选择某根杆件

渊尽量不选与基础有两根链杆相连的杆件冤作为刚片袁

再选择与刚片连接少的杆件作为第二尧 三个刚片袁然

后按相应的二刚片规则或三刚片规则进行分析遥

1.2 复杂体系

对于复杂体系袁往往其几何组成无法用基本规则

渊两刚片规则尧三刚片规则冤分析得出结论袁需要采用

特殊技巧进行分析遥

复杂题型可以先从体系的计算自由度数 W 入

手袁计算自由度数 W 的计算结果可以分为 W>0尧W=0

和 W<0三类遥当 W>0时袁体系为几何可变曰当 W=0和

W<0时袁需要对体系进一步判别遥

复杂体系的类型繁多袁 针对计算自由度数 W=0

且体系外部多余的约束数与体系内部缺少的必要约

束数相等的题型的解题思路进行阐述遥 对于这类体

系袁首先考虑用零载法进行分析袁若计算过程繁琐复

杂袁计算量大袁不好分析袁则可以对该类型复杂体系以

零载法的思路为基础渊即在零荷载的情况下袁若体系

的所有反力和内力都等于零袁那么体系几何不变且无

多余约束冤按下述思路进行分析遥 如图 2所示体系外

部有一个多余的约束袁且体系内部缺少一个必要的约

束遥 将外部多余约束去掉并代以相应的多余未知力

X袁同时在体系内增加必要的杆件 AC袁形成的新体系

为几何不变且无多余约束的体系渊即静定结构冤袁如图

3所示遥比较图 2和图 3的受力状态袁消除两者受力状

态的差别袁即新体系中杆件 AC的内力应为零袁这样就

将求解原体系在零荷载状态下的约束力和杆件内力

转换为求解新体系在外荷载为 X 作用下的约束力和

杆件内力遥 杆件 AC的内力是包含未知力 X 的表达

式袁因此要求杆件 AC的内力应先计算未知力 X遥不论

未知力 X 是否为零袁原体系都处于零荷载状态遥 若未

知力 X 为零袁则新体系渊即静定结构冤在零荷载状态

下袁那么所有反力和杆件的内力都为零袁故原体系几

何不变且无多余约束曰若未知力 X 不为零袁则新体系

渊即静定结构冤在非零荷载状态下袁那么支座反力和杆

件内力不一定为零袁故原体系几何可变遥

图 2 原体系 图 3 新体系

Fig.2 Original system Fig.3 New system

该思路具体分析步骤如下院

渊1冤在体系内部增加必要的杆件袁同时将体系外

部多余的约束去掉并代以相应的未知力渊X1袁噎袁Xn冤袁

使体系成为几何不变且无多余约束的新体系渊即静定

结构冤遥

渊2冤消除新体系受力状态与原体系受力状态的差

别袁列出相应的方程院

N1 =c11X1 +c12X2 +噎+c1n Xn=0

N2 =c21X1 +c22X2 +噎+c2n Xn=0

Nn=cn1X1 +cn2X2 +噎+cnn X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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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院当 Xj=1时袁cij杆件 i的内力遥

渊3冤求出方程中的系数遥

渊4冤方程为线性齐次方程袁故有以下结论院

淤若方程的系数行列式为零袁 则未知量渊X1袁X2袁

噎袁Xn冤有非零解袁即原体系几何可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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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若方程的系数行列式不为零袁则未知量渊X1袁X2袁

噎袁Xn冤只有零解袁即原体系几何不变袁且无多余约束遥

2 例题分析

例 1 分析图 4中体系的几何组成遥

平面几何体系由 17 根杆件构成袁 共有 驻ABH尧

驻AGH尧驻EJF尧驻JGF和 驻CID5个铰接三角形遥 选出铰

接三角形 驻ABH袁然后在 驻ABH上加上二元体 AGH袁

根据二元体规则袁 两个铰接三角形 驻ABH和 驻AGH

就形成大刚片玉ABHG遥 选出铰接三角形 驻EJF袁在

驻EJF上加上二元体 JGF袁 两个铰接三角形 驻EJF 和

驻JGF形成大刚片域GJEF遥 铰接三角形 驻CID为刚片

芋袁如图 5所示遥 玉尧域两刚片由铰 G连接曰玉尧芋两刚

片分别由链杆 BC和链杆 HI相连袁交于无穷远曰域尧芋

两刚片分别由链杆 DE和链杆 IJ相连袁交于无穷远曰因

为链杆 BC尧链杆 HI尧链杆 DE尧链杆 IJ不都相互平行[7]袁

符合三刚片规则袁体系为几何不变且无多余约束遥

图 4 例 1示例 图 5 例 1中刚片选取方法

Fig.4 The system of example 1 Fig.5 Selection method of rigid

plate in example 1

例 2 分析图 6中体系的几何组成遥

该体系基础可以拆去袁 无二元体袁 有 驻BCE和

驻AFG两个铰接三角形遥 选择铰接三角形 驻BCE作为

刚片玉尧铰接三角形 驻AFG作为刚片域袁再选择与刚

片玉和刚片域均不相连的杆件 HD作为刚片芋袁如图

7所示遥 刚片玉和刚片域由链杆 AB和链杆 FE相连袁

交于铰 A曰 刚片玉和刚片芋由链杆 EH和链杆 CD相

连袁 交于无穷远曰 刚片域和刚片芋由链杆 FD和链杆

GH相连袁交于铰 D遥 链杆 EH和链杆 CD不与铰 A和

铰 D的连线平行[7]袁满足三刚片规则袁则体系几何不变

且无多余约束遥

图 6 例 2示例 图 7 例 2中刚片选取方法

Fig.6 The system of example 2 Fig.7 Selection method of rigid

plate in example 2

例题 3 分析图 8中体系的几何组成遥

该体系基础不能拆去袁 无二元体袁 有 驻BDE 和

驻CDF两个铰接三角形遥

解法一院 选则铰接三角形 驻BDE作为刚片玉尧铰

接三角形 驻CDF作为刚片域尧基础作为刚片芋袁如图 9

所示袁则刚片玉和刚片域交于铰 D袁刚片玉和刚片芋

交于铰 E袁刚片域和刚片芋只有一根链杆 FG相连袁但

是体系中链杆 AB尧 链杆 AC和链杆 AH都没有用到袁

因此将两个铰接三角形 驻BDE和 驻CDF都作为刚片

无法顺利进行分析遥

解法二院 选则两个铰接三角形中的一个作为刚

片袁选择与基础只有一根链杆相连的 驻CDF作为玉刚

片袁基础作为域刚片袁选择与刚片玉和刚片域均不相

连的杆件 AB为芋刚片袁如图 10所示遥 玉刚片和域刚

片由链杆 FG和 DE相连袁交于虚铰 J曰域刚片和芋刚

片由链杆 AH和 BE相连袁交于虚铰 K曰玉刚片和芋刚

片由链杆 AC 和 BD相连袁交于铰 C曰虚铰 J尧虚铰 K尧

铰 C不在同一直线上袁满足三刚片规则袁体系几何不

变且无多余约束遥

图 8 例 3示例

Fig.8 The system of example 3

图 9 例 3解法一刚片选取方法

Fig.9 Selectionmethod of rigid plate in the first solution of examp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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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例 3解法二刚片选取方法

Fig.10 Selection method of rigid plate in the second solution of example 3

例题 4 分析图 11中体系的几何组成遥

平面几何体系中有一个铰接三角形 驻EFG遥 基础

不能拆去袁基础与杆件 CD由铰 C和链杆 DH连接袁满

足两刚片规则袁 杆件 CD和基础看成一个刚片曰 杆件

CD 和基础形成的刚片与杆件 AC 由铰 C 和链杆 AJ

连接袁满足两刚片规则袁杆件 AC尧杆件 CD和基础看成

一个刚片曰在杆件 AC尧杆件 CD和基础形成的这个刚

片上加上二元体 ABD袁则基础与杆件 AB尧杆件 BD尧杆

件 CD尧杆件 CA形成一个大刚片遥 因此袁杆件 AB尧杆

件 BD尧杆件 CD尧杆件 CA和基础构成了玉刚片袁铰接

驻EFG作为域刚片袁如图 12所示遥 两刚片由链杆 CF尧

EB尧GD相连袁三链杆交于点 M袁所以体系为几何可变

体系遥

图 11 例 4示例 图 12 例 4刚片选取方法

Fig.11 The system of example 4 Fig.12 Selection method of

rigid plate in example 4

例 5 分析图 13中体系的几何组成遥

平面几何体系中没有二元体袁 没有铰接三角形袁

选择杆件 AD作为玉刚片袁 选择与杆件 AD不相连的

杆件 BE作为域刚片袁再选择与杆件 AD尧杆件 BE都

不相连的杆件 CF作为芋刚片袁如图 14所示遥 玉刚片

和域刚片由链杆 AB和链杆 DE相连袁交于无穷远曰域

刚片和芋刚片由链杆 BC和链杆 EF相连袁 交于无穷

远曰玉刚片和芋刚片由链杆 AF和链杆 CD相连袁交于

G遥 因为链杆 AB尧链杆 DE尧链杆 BC尧链杆 EF平行袁但

长度不都相等[7]袁所以体系几何瞬变遥

图 13 例 5示例 图 14 例 5刚片选取方法

Fig.13 The system of example 5 Fig.14 Selection method of rigid

plate in example 5

例 6 分析图 15中体系的几何组成袁 除斜杆外其

他杆件等长遥

本题中平面几何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几何体系袁运

用几何组成分析基本规则渊两刚片规则尧三刚片规则冤

无法分析几何组成遥 因此袁先求解其计算自由度数 W :

W=2J-渊b+r冤=2伊14-渊23+5冤=0 渊1冤

法一院因为 W=0袁所以考虑用零载法进行分析袁在

零荷载的情况下袁计算体系的支座反力与内力袁通过

体系中的零杆袁容易分析出体系中的所有反力和内力

都为零遥 故该体系几何不变且无多余约束遥

法二院将原体系外部多余约束去掉并代以相应的

未知力 X1尧X2袁 在原体系内部增加必要的杆件 1和杆

件 2袁形成的新体系如图 16所示遥 列方程院

N1 =c11X1 +c12X2 =0

N2 =c21X1 +c22X2 =0
嗓
对新体系运用截面法袁求出系数 c11 =

4
5
袁c12 =c21 =

2
5
袁c22 =

6
5
则

c11 c12
c21 c22

=

4
5

2
5

2
5

6
5

=
4
5
屹0

故该体系几何不变且无多余约束遥

图 15 例 6示例 图 16 例 6新体系

Fig.15 The system of example 6 Fig.16 New system of example 6

例 7 分析图 17中体系的几何组成遥

该体系运用几何组成分析基本规则 渊两刚片规

则尧三刚片规则冤无法分析几何组成遥 其计算自由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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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J-(b+r)=2伊11-渊18+4冤=0袁运用零载法进行分析时

计算繁琐且计算量大遥

观察发现体系外部有一个多余约束袁体系内部缺

少一根必要杆件袁故将外部多余约束去掉代以未知力

X1袁在体系内部增加一根必要杆件杆 1袁得到新体系如

图 18所示遥 消除原体系与新体系受力状态的差别袁有

方程院N1=C11X1=0遥 C11为新体系中当 X1=1时杆件 1的

内力袁 先对 M结点运用结点法求出杆件 HM的内力袁

再将杆件 AB尧杆件 BJ尧杆件 1尧杆件 HM截开袁运用截

面法求出杆 1的内力 C11=
1
6
遥因为 C11=

1
6
屹0袁所以方

程成立的条件只能为 X1=0袁故原体系几何不变且无多

余约束遥

图 17 例 7示例 图 18 例 7新体系

Fig.17 The system of example 7 Fig.18 New system of example 7

3 结论

平面体系几何组成分析是结构力学的重要内容袁

根据笔者多年教学经验和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反馈

的难点和意见袁对平面体系几何组成分析思路进行总

结和归纳袁 将体系分成常规体系和复杂体系两大类遥

将常规体系分为有不少于 3个铰接三角形尧2个铰接

三角形尧1个铰接三角形和无铰接三角形四种类型袁针

对不同类型的体系给出了相应的分析技巧曰并对复杂

体系中的某一类型给出了思路和解题技巧袁为学习者

提供帮助遥 通过教学实践证明袁该技巧思路清晰袁逻辑

性强袁易于掌握袁学生掌握技巧后袁解题能力有了很大

的提高袁教学效果良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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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etr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Technique of Plane System

LIU Jing, YAN Lingyu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Abstract: Geomet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plane system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structural mechanics, which can help people un鄄

derst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position, and select the reasonable structure form. The geometr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technique of

plane system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which is clear in thinking and logic. At the same time, examples and specific instructions are pro鄄

vided for learners to master this part of the content.

Key words: plane system; geometr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hinged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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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号定义

借助三角形的元素符号表示规则定义四面体的

元素符号遥 三角形有三个角和三条边称为其元素袁四

面体有四个面袁六条棱袁六个二面角袁九个平面角袁十

二个棱面角也称为其元素遥 三角形中用大写英文字母

表示角渊例院A冤袁小写的英文字母表示边渊例院a冤袁类似

的可以用大写的英文字母表示角袁小写的英文字母表

示面遥 四面体中角有 3种袁约定蚁加 3个英文字母表

示 9个平面角渊例院蚁ABC冤袁4个英文字母加连接线表

示二面角渊例院C-AB-D冤袁5个英文字母加连接线表示

棱面角 渊例院AB-BCD冤袁 对四面体中的棱和面进行区

别袁约定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棱渊例院AB冤袁一个小写

英文字母表示面 渊例院a表示 A 的对面 BCD冤袁 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四面体

Fig.1 Tetrahedron

三角形中基本元素是边和角袁每个边都有其唯一

的对角遥 面袁棱袁二面角袁棱面角袁平面角外为四面体的

基本元素袁每条棱都有唯一的二面角为其对角袁每个

面有三个棱面角为其对角袁如下文所述分别可以类比

得到四面体的正弦定理遥 为了同三角形一样袁边及其

对角形成正弦定理袁须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并称作三面

角袁如下文所述得到四面体的三面角的正弦定理遥

三面角定义院从一个点出发引出三条射线形成两

两相交的三个平面称为三面角遥

三面角的正弦[1-2]院设三个平面的向外的单位法向

量分别为 e1袁e2袁e3袁 称三阶 GRAM行列式为该三面角

的正弦遥 记作院

基于符号规则的四面体正余弦定理

滕 旭 1,2袁 张 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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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e1袁e2袁e3 >=

e1
寅2 e1

寅 e2
寅 e1

寅 e3
寅

e2
寅 e1

寅 e2
寅2 e2

寅 e3
寅

e3
寅 e1

寅 e3
寅 e2

寅 e3
寅2

1
2

遥

例如上述四面体 A-BCD中袁 从 A 出发就构成一

个三面角袁记作院三面角 A-BCD且有

sinA-BCD=

1 -cosB-AD-C -cosB-AC-D

-cosB-AD-C 1 -cosC-AB-D

-cosB-AC-D -cosC-AB-D 1

1
2

遥

根据上述符号可将正四面体的性质表示如下院设

正四面体的棱长为 x袁则院

四面体的四个面的面积记为 a=b=c=d=
3姨 a2

4
;

四面体的六个二面角记为

C-AB-D=噎=A-BC-D=arccos
1
3

四面体的十二个棱面角记为

AB-BCD=噎=BC-ACD=arccos
2
3

四面体的九个平面角记为

蚁ABC=噎=蚁BCD=
仔
3
遥

2 正余弦定理

2.1 三角形的正余弦定理

2.1.1 三角形的正弦定理

a
sinA

=
b

sinB
=

c
sinC

=2R 渊注院R 为外接圆半径冤

证明院

渊1冤设三角形 ABC的外接圆为 M袁过 M作 MN彝

BC于 N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三角形正弦定理证明示意图

Fig. 2 Demonstration Diagram of triangle sine theorem

根据圆周角定理 ,蚁BMC=2A遥 由 MB=MC 且

MN彝BC知 BN=
1
2

BC=
a
2
袁蚁BMN=

1
2
蚁BMC=A袁在

Rt驻MNB中有 sinA=
BN
MB

=
a
2R

,
a

sinA
=2R遥

同理院
b

sinB
=2R袁

c
sinC

=2R袁问题得证遥

渊2冤设三角形 ABC在 BC边上的高为 HA-BC袁显然

HA-BC=bsinC=csinB袁即
b

sinB
=

c
sinC

遥

同理院
b

sinB
=

a
sinA

袁问题得证遥

2.1.2 三角形的余弦定理

a2=b2+c2-2bccosA袁cosA=
b2+c2-a2

2bc

b2=a2+c2-2accosB袁cosA=
b2+c2-a2

2bc

c2=a2+b2-2abcosC袁cosA=
b2+c2-a2

2bc

注院上述 3个公式是分别对三角形中每个边 a,b,c

得到相应公式袁因此共有 C
1

3=3种形式遥

证明院在三角形 ABC 中袁AB 与AC 的夹角为 A袁

模分别为 b袁c袁

a2=BC
寅2

=渊AC -AB 冤
2

=AC
寅2

+AC
寅2

-2AC窑AB =b2+c2-2bccosA,

问题得证[3-5]遥

2.2 由符号规则猜想四面体的正余弦定理[6-8]

2.2.1 四面体的二面角正弦定理

AB窑CD
sinC-AB-DsinA-CD-B

=
BC窑AD

sinA-BC-DsinB-AD-C

=
AC窑BD

sinA-BD-CsinB-AC-D
=
4abcd

渊3V冤
2

2.2.1 四面体的三面角正弦定理

a
sinA-BCD

=
b

sinB-ACD
=

c
sinC-ABD

=
d

sinD-ABC

=
2abcd

渊3V冤
2

2.2.3 四面体的棱面角正弦定理

a
sinAB-BCD

=
b

sinAB-ACD

注院任选两个面可以得到相应公式袁因此共有 C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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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种形式遥

2.2.4 四面体的余弦定理

a2=b2+c2+d2-2bccosB-AD-C-2adcosA-BC-D-2accosA-

BD-C

注院任选一个面可以得到相应公式袁因此共有 C
1

4

=4种形式遥

2.3 四面体的正余弦定理的证明

2.3.1 四面体的二面角正弦定理的证明

三角形 ABC在 BC边上的高为 HA-BC袁在四面体中

就对应为四面体 A-BCD在底面 BCD上的高袁为点 A

到其对面 a的距离袁根据符号规则也记作 HA-a袁而四面

体每个面上有三条高称为斜高袁 为点到对边的距离袁

例如三角形 ABD在 BD边上的高即为四面体的一条

斜高袁根据符号规则可记作 HA-BD袁如图 3所示遥

下面先证
BD

sinA-BD-C
=
2ac
3V

渊注院V为四面体的体积冤遥

图 3 四面体二面角正弦定理证明示意图

Fig.3 Proof of the law of sine of tetrahedral dihedral angle

显然袁根据二面角的定义院

sinA-BD-C=
HA-a

HA-BD

圯
1

sinA-BD-C
=
HA-BD

HA-a

圯
BD

sinA-BD-C
=
aBD窑HA-BD

aHA-a

=
2ac
3V

同理可证其它五种情形院

AB
sinC-AB-D

=
2cd
3V

袁
AC

sinB-AC-D
=
2bd
3V

袁

AD
sinB-AD-C

=
2bc
3V

袁
BC

sinA-BC-D
=
2ad
3V

袁

CD
sinA-CD-B

=
2ab
3V

遥

将上述六个公式袁按照对棱的作为一组相乘袁乘积相

等均为
4abcd

渊3V冤
2 袁问题得证遥

2.3.2 四面体的三面角正弦定理的证明

同上袁HA-a表示四面体 A-BCD在底面 BCD上的

高,HA-BD三角形 ABD在 BD边上的高袁 为四面体的一

条斜高遥 四面体 A-BCD的体积

VA-BCD=VB-ACD=VC-ABD=VD-ABC
[6]

VB-ACD=
1
3

S驻ACDHB-b=
1
3
窑
1
2

AC窑AD窑sin蚁CAD窑HB-b

=
1
6

AC窑AD窑sin蚁CAD窑HB-AC sinB-AC-D

=
1
6

AC窑AD窑sin蚁CAD窑ABsin蚁BACsinB-AC-D

=
1
6

AC窑AD窑ABsin蚁CADsin蚁BACsinB-AC-D

同理可得院

VC-ABD=
1
6

AC窑AD窑ABsin蚁BADsin蚁CADsinB-AD-C

VD-ABC=
1
6

AC窑AD窑ABsin蚁BACsin蚁BADsinC-AB-D

VB-ACD=VC-ABD=VD-ABC圯

sin蚁CADsin蚁BACsinB-AC-D=

sin蚁BADsin蚁CADsinB-AD-C=

sin蚁BACsin蚁BADsinC-AB-D渊记作 S1(A )冤

圯
sinB-AC-D
sin蚁BAD

=
sinB-AD-C
sin蚁BAC

=
sinC-AB-D
sin蚁CAD

圯sinB-AC-DsinB-AD-Csin蚁CAD

=sinB-AD-CsinC-AB-Dsin蚁BAD

=sinB-AC-DsinC-AB-Dsin蚁BAC渊记作 S2(A )冤

对于顶点 A ,分别称上述的 S1(A )袁S2(A )为三面角

的第一袁第二特征值[8]遥

对四面体二面角的正弦定理证明中得到的六个

公式袁重新选择配对相乘袁变形即可证明三面角的正

弦定理袁具体变形如下院

AB
sinC-AB-D

=
2cd
3V

袁
AC

sinB-AC-D
=
2bd
3V

圯
AB窑AC

sinC-AB-DsinB-AC-D
=
4bcd2

渊3V冤2

圯
AB窑ACsin蚁BAC

sinC-AB-DsinB-AC-Dsin蚁BAC
=
4bcd2

渊3V冤2

圯
2d

sinC-AB-DsinB-AC-Dsin蚁BAC
=
4bcd2

渊3V冤2

圯
a

S2渊A冤
=
2abcd
渊3V冤2

同理可证院
b

S2渊B冤
=

c
S2渊C冤

=
d

S2渊D冤
=
2abcd
渊3V冤2

,问题

得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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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根据三面角的定义袁三面角由三条射线表示袁

因此三面角 A-BCD 的三个平面角蚁BAC袁蚁CAD袁

蚁BAD袁 或三个二面角 B-AD-C袁C-AB-D袁B-AC-D

唯一确定一个三面角遥文献[8]证明了三面角的正弦公

式袁余弦公式袁给出了平面角与二面角二者的关系袁并

证明了

S2渊A冤=sinA-BCD=

1 -cosB-AD-C -cosB-AC-D

-cosB-AD-C 1 -cosC-AB-D

-cosB-AC-D -cosC-AB-D 1

1
2

S1渊A冤=

1 cos蚁BAC cos蚁BAD

cos蚁BAC 1 cos蚁CAD

cos蚁BAD cos蚁CAD 1

1
2

遥

2.3.3 四面体的棱面角正弦定理的证明

三角形正弦定理证明的方法二利用三角形的高

相等袁 类似的在四面体中亦可利用体积相等进行证

明遥

同上袁HA-a表示四面体 A-BCD在底面 BCD上的

高,HB-b 表示四面体 A -BCD 在底面 ACD 上的高袁如

图-4所示遥

显然 HA-a=ABsinAB-BCD袁

同理院HB-b=ABsinAB-ACD遥

由 3V =b窑HB -b =a窑HA -a 即 b窑cdsinAB -ACD =a窑

cdsinAB-BDC知院

bsinAB -ACD =asinAB -BCD 圯
a

sinAB-BCD
=

b
sinAB-ACD

,问题得证遥

图 4 四面体棱面角正弦定理证明示意图

Fig.4 Proof of the law of sine of tetrahedral edge angle

2.3.4 四面体的余弦定理的证明

三角形余弦定理的证明利用了向量的模等于边

的长度袁类似的在四面体中可可以利用向量的叉积的

模等于其张开三角形面积的 2倍遥

四面体中 A-BCD中袁 BC =AC -AB 袁 BD =AD -

AB

设AB 袁AC 袁AD分别为m軖,n軋,k軋袁以 A 为公共点的三

个侧面 b,c,d向外的法向量分别记为b軋,c軆,d軋袁A 的对面 a

的向内的法向量记为a 遥

根据叉积的定义有b軋=n軋伊k軋袁c軆=k軋伊m軖袁d軋=m軖伊n軋,a軆=BC 伊

BD

则a軆=BC 伊BD =渊n軋-m軖冤伊渊k軋-m軖冤=n軋伊k軋+m軖伊n軋+k軋伊m軖=b軋+d軋+c軆

两边平方得院

a
寅2

=b+
寅2

d
寅2

+ c
寅2

+2b軋d軋+2b軋c軆+2c軆d軋

圯a
寅2

=b+
寅2

d
寅2

+ c
寅2

+2b軋d軋+2b軋c軆+2c軆d軋

圯 a軆
2

= b軋
2

+ d軋
2

+ c軆
2

+2 b軋 d軋cos<b軋, d軋>+2 b軋 d軋

cos<b軋袁c軆>+2 c軆 d軋cos<c軆,d軋>

圯4a2=4b2+4c2+4d2-8bdcosB-AC-D-8bccosB-AD-C-

8cdcosC-AB-D

圯a2=b2+c2+d2-2bdcosB-AC-D-2bccosB-AD-C-2cd鄄

cosC-AB-D,问题得证[9]遥

3 总结

研究四面体正余弦定理的相关文献有很多袁但都

只局限于某一种形式袁并且对四面体的中的元素的符

号表示方法多种多样袁给我们研究问题带来很大的不

便遥 统一的符号定义可以方便理解定理的内容袁对研

究四面体的其他性质也有很大帮助袁本文类比三角形

元素及立体几何元素表示方法定义了一种统一的符

号规则袁 系统总结了四面体的正余弦定理的多种形

式袁并基于定义的符号规则对定理进行了证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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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时期的人才需求袁

需要培养大量具备第一线实践能力的高技能应用型

人才袁而人才来源于教育[1]遥 因此袁教育部就地方本科

高校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作出了重要

的指导意见[2]袁即应用型人才培养是本科教育的主要

任务袁实现将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应用于所从事行业

的实践中去的目的袁 表现为应用客观面的积极性尧创

造性等[3-4]遥 目前袁企业实际的人才需求已经远远超出

高校所培养的层面袁而高校现在对人才的培养模式多

数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框架内袁偏重理论袁忽视实训内

容袁虽然近年来依照教育部的指导意见袁针对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在不断推进及改革袁但还是有很

多不如意的地方[5]遥 本文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中的

课程教学改革探索研究作了阐述袁为完善高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做了补充和参考遥

以三明学院野液压与气动技术冶课程为例袁从培养

方案的课时分配来看袁 注重理论而轻实践能力的培

养袁而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不仅是机械类各专业的重

要专业基础课袁还是一门具有很强综合性尧应用性的

技术性学科袁应用于工程实践中[6-7]遥 为了实现高校课

程教学跟企业实际需求对接更进一步袁笔者根据毕业

生尧企业界的反馈信息袁以及大量参阅其他高校尧其他

教育者的研究成果袁提出对野液压与气动技术冶课程基

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改革探索袁引入野专题制

作冶野微课库冶等教学环节袁改善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袁

近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袁效果不错遥

1 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叶液压与气动技术曳是一门与实际生产有着密切

联系的专业基础课[8]袁也是装备制造业实现自动化控

制过程必不可少的技术袁 被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尧冶

金机械尧机械制造等各个行业[9-10]袁强调实践性遥 因此袁

国内很多应用型地方高校的机械类专业都把它作为

应用型本科高校机械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要要要以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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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专业基础课程或方向课程[11]遥 三明学院从自身实

际出发袁面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渊专升本冤专业开设叶液压与气动技术曳

课程袁同时开启不断推进课程体系的完善工作遥 2012

年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被确立为福建省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后袁开展新一轮的课

程改革[12-14]袁为了高校教育与企业生产需求实现更好

的对接袁结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定位袁制定了叶液压与

气动技术曳的课程地图袁如图 1所示遥 学生通过对课程

地图的学习袁了解到课程的知识大纲尧教学目标尧课程

要求及考核方式等内容袁 整体上把握住课程的脉搏袁

如此就可以合理安排时间袁 有计划地完成课程内容袁

有效提升教学效果遥

图 1 叶液压与气动技术曳课程地图

Fig. 1 Course map of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echnology

经过数年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的教学

实践袁各门课程的课程体系建设卓有成效遥2017年袁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迎来了 IEET 渊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冤工程教育认证[15]袁借此机

会袁对已有的人才培养体系尧课程体系等进行自我审

查袁实现不断自我完善遥 认证规范与人才培养体系的

关系如图 2所示遥

图 2 认证规范与人才培养体系图

Fig. 2 Attestation standard an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diagram

对照 IEET认证规范各项要求袁2014年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叶液压与气动技术曳课程体系

存在四点问题遥

渊1冤 教学内容不完善

该课程是强调实践性的袁目前袁三明学院虽然已

经下大力度进行课程改革袁但因野双师型冶师资尧实验

设备以及课时等条件限制袁 仍旧沿袭传统的教学模

式袁理论教学采取教师课堂讲授袁学生被动单向度的

接收[16-17]袁近几年课程改革增强了教学互动而已遥而实

验环节袁受限于课时尧设备条件袁学生数较多的情况

下袁就很难开设综合型的实验项目袁以设计型和验证

型的实验项目居多袁学生实行几人一组袁分组做实验袁

实际动手操作细节教学很难普及到每一位学生袁学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应付性行为袁难以达到预

期的实验目的遥 另外袁通过比对袁发现部分教学内容未

能完全按照课程地图所设计的内容去施行袁存在教学

环节脱节的现象遥

还有袁本课程没有安排课程设计教学环节袁无法

实现理论与实践知识的综合性教授与学习的验证袁更

无从谈创新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了遥

渊2冤 培养方案制定不合理

该课程是机电一体化方向的综合性课程[18]袁需要

一定先期专业基础袁如图 1所示遥 但课程地图中所列

的先修课程叶工程流体力学曳叶传热学曳等袁目前在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均未开设袁导致学生在入门

学习时因没有一定专业基础而感到吃力袁在课程进一

步学习过程中受阻袁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也会因难以

把握难易程度而放慢节奏袁推延了教学进度[19]曰而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在

第六学期开设袁距离先修课程叶机械制图曳叶互换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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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技术曳时间过长袁又与叶PLC技术及应用曳课程同

时开课袁如此都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遥

而且培养方案所制定的内容更新跟不上企业实

际人才需求的变化袁那么教学内容就容易与实际需求

脱节袁导致学生毕业后很难跟生产实际对接上袁对本

专业失去信心[20]遥

渊3冤 课时安排不合理

该课程只有 40课时袁 其中理论 31课时袁 实验 9

课时遥 理论课时是在传统多媒体课堂由教师讲授完成

的袁实验课时是在液压传动实验室由教师设计尧验证

合理袁学生分组观摩后野依葫芦画瓢冶完成的遥 由于本

课程主要包括液压与气动的基本工作原理尧 液体静力

学与动力学基础尧液压控制阀尧液压基本回路等内容[21]袁

涵盖面广袁学生需要在掌握基本原理之后袁进行相关

的液压系统设计来验证自己是否已经掌握课程知识袁

而课堂时间有限袁无法逐一去验证学生的设计的正确

性袁更是无法全面去指导纠正错误袁导致学生理论知

识学习不够扎实曰 而实验安排三个项目袁 每个项目 3

课时袁因为学生理论知识不够扎实袁又没安排液压系

统设计训练袁所以需要花 1个多课时的时间讲解实验

内容袁然后学生分组进行操作袁这样很容易导致一部

分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实验内容[22]遥 基础都不

扎实袁更不用说在课程基础上做出专业性的创新遥

渊4冤 考核方式单一

目前该课程的考核方式还是以期末卷面考试为

主袁比较单一[23]遥 根本做不到对学生的液压系统设计尧

基本回路故障诊断及排除尧系统回路设计的规范性等

能力的考核[24]袁又没有直接成绩考核的利害关系袁很难

通过科技竞赛尧课外实践活动来激励学生学习袁提高

理论尧实践的学习能力遥

2 课程教学改革

2.1 优化课程地图袁完善教学内容

渊1冤简化课程地图袁完善教学内容遥 依据 IEET工

程教育认证的核心能力培养要求袁结合三明学院理论

课程与实验课程混合教学的课程改革要求[25]袁执行培

养计划过程中袁选取课程地图中所列的一个专业方向

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点袁如故障诊断方向袁按照

市场需求设计培养内容袁让学生学习有主线袁且更明

晰学习目标遥

渊2冤补充课程地图袁完善教学内容遥 课程地图作为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长期计划目标袁而短期培养目标就

是本课程的教学体系袁如图 3所示袁让学生知道在本课

程学习过程中需要完成哪些任务尧哪些前期准备尧哪些

学习计划等袁有更为直观的理解袁这样可以安排好自己

的学习时间袁避免时间浪费袁可提升学习效率[26]遥 目前

已经在教学过程中落实这课程教学体系内容袁学生适

应度较好袁表示能更好把握课程进度遥

渊3冤落实课程地图袁完善教学内容遥新修订的 2018

年版的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安排已完全贴合课程地图

所示袁实现课程环节完全衔接袁教学内容完全按照课

程地图要求去执行遥 同时采用野一课双师冶式教学袁即

院校专业教师与企业界实践导师共同授课袁调整课程

的理论与实践学时袁提升学生实践认知和能力袁解决

双师型教师暂时紧缺的状态袁完善了教学内容遥 通过

问卷调查袁显示教学效果良好遥

图 3 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体系图

Fig. 3 Teaching system diagram of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echnology course

2.2 课堂教学的改革

首先袁在课堂教学中袁教材的选用是否得当是影

响教学效果的原因之一袁综合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和课

程改革经验袁三明学院叶液压与气动技术曳课程教材选

用本校吴龙教授主编的叶液压传动技术与实训曳袁从完

善教学内容角度来看袁此教材基于本校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实际情况和实验设备条件进

行编写的袁理论和实验的教学内容尧课时调配可以完

全配合我校实际情况来安排袁 所列案例就在身边袁易

于理解袁学生接受度比较高袁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袁

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2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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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袁根据校友尧企业界的反馈信息袁对照 IEET

认证要求袁修订了培养方案渊2018年版冤袁紧跟市场需

求袁完善课堂教学内容遥 三明学院叶液压与气动技术曳

课程开设于第六学期袁根据新的培养方案袁该课程的

先修课程全部纳入袁均安排在第六学期之前遥 另外袁为

了进一步完善教学内容袁开设于第五学期的叶机械设

计课程设计曳安排了手绘零件图尧装配图的环节袁复习

了先修课程叶机械制图曳的内容[28]袁利于该课程的教学

推进遥 同时联合同期的叶PLC技术及应用曳课程设置专

题制作袁可全面了解液压系统袁提升实操能力袁提高教

学质量袁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29]遥

再者袁为了改善课时安排的不合理袁在总课时 40

课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遥 采用

野一课双师冶式教学袁增强学生工程认识袁理论与实践

课时占比为 3颐1袁 保证学时不变的情况获得更多时间

去细化课程袁提高教学质量曰利用互联网平台[30]袁采用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袁通过野微课库冶缩短课堂理论课

时袁增加实践课时袁达到 1颐1占比袁在保证教学质量的

情况下提高教学效果曰 利用 IEET工程教育认证的契

机袁增购实验设备袁保证同一时间内有更多学生同时

进行实验操作袁 如此可在有限课时内完成综合性实

验袁提升学生的学习获得感和学习成效袁保障教学质

量遥 目前主要采用方法一尧三袁方法二刚起步袁课时安

排不合理造成的不良影响已逐步得到改善遥

2.3 引入野专题制作冶袁提升实践能力

利用三明学院第二课堂的课外科技项目袁改善教

学环节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遥 配合第二课堂政策袁二

级学院针对课外科技项目设立专项开放实验室基金

项目袁提供给学生们申请立项袁凡是通过立项的学生

团队袁均会获得一定基金资助遥 为了弥补叶液压与气动

技术曳课程没有开设课程设计的不足袁基于开放实验

室基金项目袁联合叶PLC技术及应用曳课程引入野专题

制作冶袁即 3人为一组袁每组立 1个项目袁在课程最后

一星期时进行验收袁内容包括设计说明书渊含手写计

算过程冤尧图纸尧样机尧答辩 PPT袁实行课任老师评分与

各组互评分后进行加权确认每组成绩袁这部分成绩占

据期末总评成绩的 20%袁多元化了考核方式袁增强了

学生的实践能力袁提高了学生理论结合实践的应用能

力遥 通过此项教学环节改革袁学生的课外科技项目参

与度达到百分百袁反响积极袁教学效果显著遥

2.4 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课程考核是对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

程度的一种了解遥 三明学院叶液压与气动技术曳课程原

先的考核方式是唯期末考试成绩论袁较容易造成学生

平时上课懒懒散散尧玩手机尧睡觉等袁到期末考试前期

通宵达旦搞突击或是考试作弊等现象[13-14,23]遥如此应付

考试袁非真心向学袁离应用型人才要求渐行渐远遥

因此袁对该课程开展多元化考试方式改革袁以提

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袁 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遥

具体方案是院平时成绩占比 10%渊包括出勤尧上课回答

问题情况尧课程作业完成情况等冤尧实验成绩占比 20%

渊包括实验完成情况尧实验报告尧出勤等冤尧专题制作成

绩占比 20%袁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50%遥此外袁如果学生

在专题制作环节的作品获得授权专利或者参加科技

竞赛获得省级以上渊含省级冤的一等奖渊含特等奖冤袁可

以申请期末免考试和期末加分袁 但必须无不良记录

渊包含迟到尧早退尧旷课尧不按时交作业等冤袁具体方案

见表 1所示遥 通过多元化考核方式改革袁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袁 增强学生参与课外科技项目活动的积极

性袁提高教学效果袁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遥

表 1 课程考核方案

Tab. 1 Programme assessment

平时成绩
渊50%)

出勤尧 作业尧

上课回答问
题等

10

迟到 3 次等于 1 次旷课袁1
次早退等于 3 次旷课袁3 次
旷课及以上不用参加期末
考试曰上课回答一次加 5~10
分曰 作业少交一次扣 5~10
分

实验 20

所有实验的实验报告 尧出

勤尧实验任务完成情况等综
合评定成绩等级后进行均
值

专题制作渊含
作品说明书尧
样机尧答辩情
况冤

20

专题制作的作品说明书尧样
机尧答辩情况等袁任课教师
评分和其他组别评分加权
后获得成绩曰获得授权专利
或省级及以上一等奖及以
上可申请期末免试袁 二等
奖尧三等奖等有适当加分

期末成绩
渊50%冤

期末考试 50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袁作弊者
直接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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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根据校友尧 企业界的反馈信息及 IEET工程教育

认证要求进行修订了三明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袁以及围绕新的培养方案所

展开的教学改革方案袁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不

错的教学成效袁如优化课程地图袁完善教学内容袁学生

更明确学习目标袁课程内容更契合实际需求曰改善了

由于培养方案制定不合理尧课时安排不合理所造成的

不良影响袁扎实了学生专业基础袁锻炼了学生实践能

力袁2015尧2016年级的学生参加课外科技竞赛人数和

获奖等级及数量都比往届有所提升袁 单 2018年国家

级大学生竞赛一等奖就增加 2项曰 多元化了考核方

式袁2015尧2016年级的期末总成绩不及格人数同比下

降 4%和 2%袁成绩分布情况也明显改善袁改变了学生

的学习态度袁提高了学习兴趣遥

通过对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进行改革袁形成

了野成果导向尧学生为中心尧持续改进冶的教学理念袁符

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袁为其他课程的改革提供了参

考袁适宜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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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 of

Mechanics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要要要Taking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echnology cours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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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angshan Polytechnic College, Tangshan, Hebei 063020)

Absrtact: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mechanical majors袁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has been difficult to meet the current goal of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Therefore, it is advised to introduce such teaching

links as "thematic production" and "micro-library" to reform and explore the teaching mode combined with curriculum maps and various

assessment metho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herent teaching mode and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practical ability, as well as

th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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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袁教育部先后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野双

万计划冶和一流本科课程野双万计划冶袁是新时代全面

振兴本科教育袁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袁实现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遥 一流本科课程坚持不

同类型高校开展分类建设袁应用型高校如何建设一流

课程袁 如何将应用型的定位与一流课程的高阶性尧创

新性和挑战度的建设原则融合袁是值得在实践中探索

的课题遥

2014年 5月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叶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曳 要求野十三五冶期间野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

校向应用型转变冶袁国务院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决定曳提出野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冶袁

2015年袁教育部尧国家发改委尧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发布

叶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

导意见曳袁 这充分显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已经纳入

国家宏观战略范畴袁也成为了多数地方本科高校教育

教学改革的方向遥 应用型本科高校要突出应用型教

育袁主要培养将工程原理应用于社会实践尧侧重工程

管理和应用的工程应用型人才袁或将技术原理应用于

生产实践尧侧重技术开发与现场管理的技术应用型人

才袁[1]人才培养更强调技术体系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尧应用科学研究的能力尧后续职业的发展潜力遥 [2]

应用型本科课程建设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袁潘

懋元等 [3] 提出应用型本科课程建设需要重构课程理

念尧吸纳校外人士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制尧建设知

行融合的教材体系尧构建专业学习共同体尧面向实践

能力的学业成就评价曰陈飞[4]提出应用型本科课程要在

课程设计上尧在课程目标上尧在课程实施上尧在课程评

价上坚持野应用冶标准袁培养实践能力遥本文以物流金融

课程改革实践为例袁探索应用型管理类一流课程建设

的基本范式袁 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与一流课程的

野两性一度冶的原则相融合袁以期为管理类课程开展一

流课程建设提供参考遥

1 物流金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物流金融是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袁新兴的一门交

叉学科方向袁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物流业和金

融业共同关注的热点领域遥 从物流的角度袁物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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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流企业开展高附加值增值服务的创新模式曰从金

融的角度袁物流金融是金融企业面向中小企业的一种

创新型金融融资模式遥 依据国家教育部物流管理与工

程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袁物流

管理专业要有掌握必要的供应链管理理论与方法的

知识要求袁 物流金融是一种优化配置供应链资金流袁

协调整个供应链运行的有效途径袁是供应链管理在资

金流上的新发展遥 将物流金融课程纳入到物流管理专

业的核心课体系中袁完善了供应链管理在我国经济转

型过程中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知识体系遥 但是袁物

流金融课程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遥

1.1 缺少适用于应用型本科课程的教材

目前市场上的教材多分为大学教材和高职教材袁

界于两者之间的应用型本科材料较少袁大学教材过于

注重理论知识袁缺少对职业技能的形成训练的教学内

容袁不利于强调理论应用性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

实现遥 目前物流金融课程教材比较多袁但是内容多是

理论知识袁没有应用物流金融理论设计商务方案的内

容袁无法很好支撑学生职业发展必须储备的实操能力

的要求遥

1.2 校内教学同职场现实脱节

物流金融在我国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袁每年

都有新情况尧新业态尧新产品的出现袁参与物流金融业

务的主体也越来越广泛遥 而校内教学主要按照教材展

开袁同职场现实有脱节袁无法将最新的职场发展情况

传授给学生袁不利于职业能力的培养遥

1.3 传统教学形式不利于学生职业技能的形成

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形式袁理论体系讲解

较多袁理论知识更易掌握袁但是袁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袁

忽视了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进行实践形成相应职业技

能的过程袁学生没有经过积极主动的自主学习构建理

论知识和职业技能袁不利于职业技能的形成遥

1.4 传统考核方法缺乏对实践能力进行评价

传统的闭卷笔试的考核方法袁有利评价学生理论

知识的掌握情况袁但对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评价效

果不好遥 应用型本科的课程考核不仅仅只重视对基本

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袁更需突出对应用理论知识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尧动手能力尧团队合作

精神等应用能力的评价遥

2 应用型管理类一流本科课程建设范式

2.1 重构教学内容体系袁提升课程的高阶性

2.1.1 构建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相结合的教学内容

体系

物流金融课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 野基本理论框

架+职业能力冶袁将知识尧能力尧素质有机融合遥 基本理

论框架包括 5个基本理论渊物流融资尧供应链融资尧物

流监管尧物流结算尧物流保险冤和 12个基本业务模式

渊仓单质押尧提单质押尧仓储质押监管尧存货的融通仓

融资尧应收账款融资尧预付账款融资尧仓储质押监管尧

物流质押监管尧代收货款尧垫付货款尧物流货物保险尧

物流运输保险尧物流责任保险冤袁职业能力包括物流金

融业务模式的选择和组织尧 业务风险分析和控制尧企

业信用分析和商务方案设计等 3方面职业能力遥 从知

识点的衔接上袁物流金融之前要开设供应链管理和金

融学两门课程袁物流融资尧供应链融资尧物流监管等 3

方面的基本理论是对供应链管理课程在资金优化知

识上的延伸曰物流金融可以替代国际结算和国际物流

保险两门课程的知识点袁物流结算方面的基本理论涵

盖了国际结算课程中结算工具的知识内容袁物流保险

方面的基本理论涵盖了国际物流保险课程的知识内

容遥

重构教学内容袁强调理论的应用性遥 编写出版了

课程教材叶物流金融应用教程曳渊浙江大学出版社冤袁教

材内容保持了理论体系的系统完整性袁弱化了理论知

识的探究性和学术深度袁加强了理论的应用性尧职业

技能形成训练的内容袁每章阐述完物流金融基本理论

后袁都加入了物流金融方案设计的章节袁每节都有企

业或行业真实的典型案例对内容进行拓展袁[5] 构建了

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相结合的教学内容体系袁即满足

了应用型本科课程注重实践培养的需要袁又延伸了课

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袁提升了课程的高阶性遥

物流金融理论知识部分主要阐述物流金融的发

展背景和五大业务类型渊物流融资尧供应链融资尧物流

监管尧物流结算和物流保险冤袁职业技能部分主要阐述

物流金融五大业务类型的方案设计实务袁每个章节还

配有案例分析进行职业技能的拓展遥 全书阐述了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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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融资尧结算和保险等金融服务的含义尧典型业

务模式袁操作流程袁适用情况袁风险控制策略袁商务方

案设计等内容遥

2.1.2 建立了贴近职场现实发展情况的典型的真实

案例库

职场现实中的真实案例是管理类课程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的重要资料袁 将职场现实融入校内课堂教

学袁有利于学生职业技能的形成遥 根据职场现实的不

断变化袁不断将职场中产生的新发展尧新业态尧新产品

的增加到案例库中遥物流金融最早在西方发达国家发

展起来袁材料中的典型案例多为美欧企业的袁如 UPS

等袁随着我国物流业的发展袁国内的企业也纷纷推出

了物流金融业务袁如中储运尧天津港等袁2014年增加了

野电商中的物流金融冶主题的案例院众安保险的退货运

费险袁2015年增加了野互联网+物流金融的新业态冶主

题案例院 中物动产物流金融生态基础设施平台袁2017

年增加了野物流金融的跨界融合冶主题案例院传化智联

野支付+冶金融生态圈袁2018年增加了野物流金融的风险

控制冶主题案例院皖江物流供应链金融帝国梦的破碎袁

2019年增加了野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冶主题案例院感知科

技物联网动产监管袁具体见表 1遥

表 1 企业或行业典型的真实案例

Tab.1 Typical real cases of enterprises or industries

通过收集和更新的企业或行业的真实案例 70多

个袁介绍了不同主体开展的物流金融业务模式尧主要

特点和优势袁还有不断出现的新业态尧新特点和新模

式遥 其中还包括了 20多个的视频案例袁视频案例主要

包括了物流金融业务的介绍短片尧 新业务的开展情

况尧专家的访谈尧专家的讲座等遥 文字案例和视频案例

相结合袁更有利于在网络互动教学平台上进行自主学

习遥

2.2 完善案例教学方法体系袁突出课程的创新性

2.2.1 理论教学内容与实际案例结合的全案例教学

全案例教学是以案例贯穿教学全部知识点讲授

过程袁通过案例的互动教学袁引导学生探究理论在实

际的应用袁能够显著提升学生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尧提升学生决策尧实践和创新能力遥 物流金融

课程围绕 5个方面的基本理论袁对理论教学的重点难

点内容采用实际案例结合的方法来破解袁具体见表 2遥

表 2 全案例教学情况

Tab.2 The case teaching situation full

2.2.2 野线上线下融合冶的混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是传统面对面教学与慕课网络教学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袁将慕课突破了课程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的线上互动尧案例教学构建真实情境性的现场面

对面的线下互动融为一体袁 发挥两种教学模式的优

点袁探索野线上线下结合冶野课前课中课后结合冶的案例

教学方式改革遥

案例教学的课前袁需要学生阅读案例了解相关背

景袁可以通过慕课平台上的野文字+视频冶案例库袁看到

与此案例相关的内容袁 同时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点评袁

第一章 物流金融概述
每年的中国物流金融十大事件渊万联
网评选冤

第二章 物流融资
青岛港骗贷事件
中物动产物流金融生态基础设施平
台

第三章 供应链融资
农业供应链金融用野专业冶换野砖头
皖江物流供应链金融帝国梦的破碎

第四章 物流监管 感知科技物联网动产监管

第五章 物流结算 传化智联野支付+冶金融生态圈

第六章 物流保险 众安保险退货运费险

2013
各类典型企
业开展物流
金融情况

UPS的金融物流模式尧 中国物资储
运总公司的物流监管尧 深圳发展银
行 1+N供应链金融模式尧 天津港的
动产质押模式尧 平安银行线上物流
金融

2014
电商中的物
流金融

众安保险的退货运费险尧 上海郑明
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与京东生鲜电
商尧京东电商的供应链金融

2015
互联网+物流
金融的新业
态

中物动产物流金融生态基础设施平
台尧运东西创新互联网金融尧辉睿金
融仓储石材业担保存货

2017
物流金融的
跨界融合

传化智联院野支付+冶 金融生态圈尧医
疗贷院 医疗行业供应链金融尧 银货
通院智能仓存货质押

2018
物流金融的
风险控制

青岛港骗贷事件尧皖江物流院供应链
金融帝国梦的破碎尧供应链金融 P2P
产品如何选

2019
供应链金融
的创新

感知科技院物联网动产监管尧招商银
行院智慧供应链金融尧一线院大数据
和供应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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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对案例的了解袁以野线上冶互动为主遥 案例教学的

课中袁开展面对面的课堂讨论尧小组互动尧引导提问袁

以学生为中心进行野线下冶互动遥 案例教学的课后袁学

生要完成小组作业袁并进行现场的汇报答辩袁学生可

以线上复习案例材料袁 与老师同学进行随机互动袁线

下汇报答辩与师生进行面对面的互动遥

2.3 改革课程考核方式袁增加课程的挑战度

2.3.1 强化对实践应用能力的评价

采用了案例分析尧企业商务方案设计尧现场答辩

等突出职业能力的课程考核方式袁以团队合作完成的

形式袁除任课老师进行评分外袁引入了团队组长对组

员的评分和小组之间的互评袁构建突出实践应用能力

的课程考核体系袁实现了在职业能力形成的全过程中

对实践应用能力的质量进行评价遥 消除了传统的闭卷

笔试重知识尧轻能力袁重结果尧轻过程的弊端袁把学生

学习的着眼点从死记硬背转向活学活用尧 强化能力遥

如表 3所示袁 考试题目紧跟物流金融业态发展情况袁

围绕不同的主题开展期末考核袁2015年围绕野互联网+

物流金融冶主题袁2017年围绕野物流金融跨界融合冶主

题袁2018年围绕野上市公司开展物流金融业务冶主题袁

2019年围绕野物流和供应链金融创新冶主题袁增加了课

程考核的综合性和探究性袁学生在增加时间投入的同

时袁实践应用能力逐渐形成遥

表 3 物流金融课程期末考试题目

Tab.3 Final exam questions of logistics finance course

2.3.2 引入以团队为基础的自主学习共同体

传统的课程实施重在教师的 野教冶袁 忽略学生的

野学冶袁不利于理论应用的职业能力培养遥 在物流金融

教学中袁引入以团队为基础的探究式学习尧合作式学

习等自主学习的考核形式袁采用小组形式共同完成案

例分析或方案设计的撰写尧答辩 PPT的制作尧现场口

头汇报和答疑等环节袁如表 4所示袁学生与老师共同

参与期末考试的评分袁题目没有标准答案袁学生的主

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遥 学生在团队中既分工和合作袁

形成了相互约束尧相互鼓励尧相互学习的自主学习的

学习共同体袁构建了专业学习和实践形成相结合的学

习共同体教学方法体系袁实现了学生在团队中共同学

习新知识和共享实践经验遥 改变过去以老师为中心尧

理论知识为中心尧教材内容为中心的惯性思维袁密切

关注行业发展动态袁 实时关注职场实际发展的趋势袁

做到知识与职场实际的融合袁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的

结合袁老师教学和学生自习的整合袁学生能力与市场

需求的契合遥

表 4 物流金融课程期末成绩构成表

Tab.4 Composition table of final grades of logistics finance course

3 结论

以物流金融一流本科课程改革实践为例袁将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定位与一流本科课程的的高阶性尧创新

性和挑战度的建设原则融合袁从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

报告 30
任课教师根据报告排版的美观性尧 分析的
逻辑性尧 观点的新颖性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评分

PPT
答辩

40

从 PPT制作情况 渊包括内容处理和美观
性冤尧答辩人答辩情况渊包括逻辑性和清晰
度冤尧回答问题情况渊包括清晰度和说服力冤
三方面进行评分袁 评分由未答辩的各组和
指导教师共同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评分袁各
组占 40%袁任课教师占 60%

组长
评分

15

组长根据组员在任务完成过程中的团队合
作精神尧对任务完成的贡献进行评分曰任课
教师根据组长的任务完成过程中的协调能
力尧团队的整体表现进行评分

分工
表现

15
任课教师根据各位同学在报告尧PPT制作
及答辩过程中袁分工完成情况尧提问情况和
回答问题情况等表现进行评分

2013
根据 2013年叶福建省野十二五冶现代物流业发展专
项规划曳袁将重点培育和扶持 20家物流企业袁请各
小组选择其中一家物流企业进行分析

2014

从 2014 年野郑明杯冶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
赛中选择出了 4个案例渊见附件冤袁请自行选择角度袁
拟好一个针对冷链的物流金融的主题袁 形成完整的
设计方案

2015
结合 2015年发布的叶中国物流金融白皮书曳中的 8
个案例渊见附件冤袁自行选择角度袁拟好一个关于互
联网+物流金融的主题

2017

结合 叶2016中国物流金融十大事件曳渊见附件 1冤和
叶2016中国物流金融白皮书曳中的 7 个案例渊见附
件 2冤袁自行选择角度袁拟好一个关于野物流金融跨
界融合袁创新催生新业态冶为主题的细化题目

2018

从我国物流上市公司渊114家冤中袁选取一家企业为
对象袁分析其开展物流金融业务情况遥充分利用上市
公司的公开信息和数据袁自行选择角度袁拟好一个围
绕野物流上市公司开展物流金融业务情况冶为主题的
细化题目

2019
从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渊266家冤中袁选取一
家企业为对象袁自行选择角度袁拟好一个围绕野物流和供
应链金融创新与应用案例分析冶为主题的细化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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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Model for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of Applied Management

ZOU Yizhong

渊School of Busines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Taking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reform practice of Logistics Fina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ori鄄

ent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with the principles of high-level, innovative and challenging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鄄

ate course, 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model of the first -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of applied management from thre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course assessment: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promotion of the high-level of

the course; Improving 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system, highlighting the innovation, reforming the assessment method, and increas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course.

Key words: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urse; logistics financ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邹裔忠院应用型管理类一流本科课程建设范式

和课程考核三方面探索应用型管理类一流本科课程

建设范式遥

渊1冤重构教学内容体系袁提升课程的高阶性遥 教学

内容要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形成并重袁加强应用型教

材尧企业或行业真实的典型案例库尧网络互动教学平

台等课程教学资源建设袁尤其是案例库的建设对管理

类课程特别重要遥

渊2冤完善案例教学方法体系袁突出课程的创新性遥

案例教学是管理类课程经典的教学方法袁将理论教学

内容与实际案例结合袁引导学生探究理论在实际的应

用袁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到教学中袁开展野线上线下融

合冶的混合式教学袁将文字案例与视频案例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袁发挥文字案例信息更全面尧更细致袁视频案

例更直观尧更精练的优点袁相互补充遥

渊3冤改革课程考核方式袁增加课程的挑战度遥 课程

考核要突出实践应用能力的评价袁引入团队的形式组

成自主学习共同体开展课程考核袁管理类课程可以采

用案例分析尧企业商务方案设计尧现场答辩等形式突

出职业能力的学业评价方法袁学生在团队中共同学习

新知识和共享实践经验袁是对职场中团队学习的一种

模拟袁有利于学生在方案撰写尧办公文档处理尧表达交

流尧团队合作等方面职业能力的形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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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袁对我国正常的教

育教学也造成了冲击袁各院校第一时间响应习近平总

书记的号召袁坚持大局观袁在坚持防控优先的基础上袁

采取各种方法和措施积极应对[1]遥在这一环境下袁大学

计算机基础课程也依托各种平台开展线上授课尧线上

学习等在线教育教学活动袁笔者因此为基础袁通过对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在实际授课过程中线上模式的

运用袁分析在教学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袁提出一些新

的教学思路遥

1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现状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大学生必须修得的一门计算

机公共基础课袁其教育理念就是为了全面提高大学生

的综合素质尧创新能力袁以培养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

要的综合型尧应用型人才[2]遥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注重

应用袁大学生通过学习能够获得计算机发展尧软硬件

系统尧 算法和信息安全等等方面的计算机基础知识袁

能够掌握基本的信息处理方法尧多媒体技术袁强调提

高大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和利用计算机工具解决问

题的能力袁教师授课的最终目的是能够让学生成为学

习主体遥

虽然大学计算机基础在高校公共基础课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但是在经历多年的教学实践之后袁在受网

络化和信息化冲击的大环境下袁 显示出其教学思路尧

教学方法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袁因此对大学计算

机基础的课程改革也随之而来袁很多专家学者对此进

行了研究袁提出了很多教学模式袁其中野线上+线下冶的

教学模式最受追捧[3]遥 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

影响袁全国推迟开学袁为了保障停课不停学袁各高校纷

纷采取线上教育教学的方式袁在此背景下为大学计算

机进一步实施网络教学提供了机遇和挑战遥

2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网络授课中遇到的问题

虽然疫情期间进行网络授课是有效践行停课不停

学的有效手段袁但对于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来说袁因其

课程本身特殊性袁网络授课过程中还有诸多困难遥

2.1 硬件设施不够完备袁教师授课条件受限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在正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

是在教室和机房袁面对面授课袁由教师进行桌面操控

的方式而完成的遥 虽然随着校园信息化建设袁大学计

算机基础课程完成了部分教育教学改革袁采取了很多

线上教育模式的探讨实践袁但这些都不是高校大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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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基础教学中的主要授课手段袁更多的是日常辅助

教学袁很多教师还是习惯传统的现场操纵授课袁对网

络教学缺乏经验[4]遥 同时袁由于疫情影响袁部分老师身

处异地袁身边缺乏必要的网络授课资料和硬件设施设

备等等客观因素都影响了网络授课的有效开展遥

除此之外袁学生听课也受到硬件设施尧网络环境

的影响很大遥 很多学生反映在网络授课中经常会出现

掉线尧卡顿尧登录不了等等网络问题 袁有些偏远地区尧

家庭条件较困难的学生根本没有迁入网络尧家中无电

脑设备的情况袁都影响了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在网络

授课中的有效性遥

2.2 缺乏安静的学习环境袁学生学习自律自觉性较差

疫情期间袁和中小学学生相比袁高校学生少了升

学压力袁因此袁在网络授课中高校学生就没有那么认

真袁认为不会存在严格的考试袁学习自觉性差袁只限于

登录在线袁可实际听课效果如何袁老师无法时时监控袁

此外袁老师基于疫情考虑袁过多担心学生的学习心理

压力袁也放松了对线上教学过程中的严格监管遥

离开安静的教室学习环境袁多数学生在家学习的

状态是散漫的袁主动学习的欲望是相对很低袁对大学

计算机基础课程来说学生主动学习尧线下自主练习操

作是非常重要的袁主动参与意识底下尧疲于应付直接

影响整个大学计算机基础网络授课的效果遥

2.3 课程缺乏吸引力袁实操配套很难跟进

大学计算机基础和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在于其

作为公共基础课程面对的学生群体的计算机水平是

参差不齐的遥 对于一些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来

说袁其在高中尧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已经学习了一部分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内容袁所以网络授课时袁这样

的学生已经没有兴趣曰而一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在

高中尧初中和小学阶段接触计算机的机会很少袁其计

算机基础知识则相对薄弱袁教师在网络授课的过程中

就很难平衡袁无法找到合适的教学切入点袁时刻抓住

学生的注意力[5]遥

此外袁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袁十分注重教师指导

下的实际操作遥 因此在大学计算机基础网络授课中实

操配套很重要袁完全采用网络授课袁学生没有实验场

所支撑袁有课章节只能以理论讲授为主袁线下学生如

果不能及时动手实践操练袁教学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遥

3 疫情防控期间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网络教

学的对策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下袁大学计算机

基础课程实行全网络授课存在的现实问题袁高校教师

应在做好调研的前提下袁结合学生学习实际袁有效整

合教学资源袁充分利用线上网络教学灵活尧便捷等优

势袁创新教学新思路袁提高教学质量遥

3.1 重视课前准备工作

充分的课前准备是上好一门课的重要前提袁无论

是线下的面对面课堂授课袁 还是疫情期间的网络授

课袁都必须做好课前的准备遥

渊1冤教师课前备课

为了保障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网络授课的质量袁

必须重视在线教学管理制度建设袁可以通过腾讯会议

的形式定期召开教学工作视频会议遥 授课老师可以借

助慕课堂等信息化平台袁进行线上集体备课尧相互听

课尧线上预讲尧相互评教尧相互交流袁以此提升在线教

学效果遥

针对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特点袁 分重点和难

点袁划分教学单元袁课前在学习平台中发布本单元学

习公告袁 上传教学课件以及需要学生操作的案例曰还

可以课前精心设置讨论环节尧随堂测验环节等等可以

及时抓住学生注意力和掌握学生学习情况的教学准

备工作遥

渊2冤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

学生课前需要认真学习老师发布的在线学习公

告袁 有助于学生对本次线上学习内容的全面掌握了

解遥 必要时可将大学计算机基础中 word文档编辑尧

Excel表格处理等等实际操作较强的课程录制成在线

课程视频袁学生可在单元学习中袁利用 40%的课时在

自主学习观看视频上[6]遥通过自主预习袁部分计算机基

础好的同学可以提前提交讨论作业袁来刺激其他同学

的学习积极性遥课后可在 QQ尧钉钉等学习交流平台相

互交流袁进一步巩固学习效果遥

3.2 加强高校信息化建设尧提升教师网上授课水平

渊1冤加强高校信息化建设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袁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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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袁为了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袁有效阻断校园疫

情的蔓延袁野互联网+教育冶的教学模式顺势而生袁成为

停课不停学的有效手段袁由此可见网络教学以突破空

间的强大优势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强大推动力遥

虽然疫情防控期间袁 网络教学呈现了强大优越

性袁但是也反映出一些存在的问题袁其中比较明显的

短板就是一些高校信息化建设比较薄弱袁教师缺乏网

络教学经验尧应对突破事件能力差等等袁因此袁加快高

校信息化的建设已经势在必行遥 高校可以借此契机袁

结合实际情况袁加大信息化尧网络化尧数据化尧智慧化

校园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袁使得网络教育成为教育的

常态化[7]遥疫情期间袁老师主要通过网络向学生传播知

识袁网络成为学生接收知识的重要途径袁高校要抓住

机遇袁加快自身信息化建设袁将会使得网络教育得到

进一步发展袁学生信息化应用水平也会得到进一步提

高袁对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应用型人才也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遥

渊2冤提升教师网上授课水平

网络教学不同于课堂教学袁其缺乏野面对面冶的沟

通交流和学生学习效果的实时反馈袁因此对教师的教

学水平要求必须更为严格遥 首先袁教师需要对大学计

算基础课程进行全面的重新设计袁包括重难点尧教学

方法尧考核方法等遥 其次袁教师必须加强与学生之间的

沟通袁借助微信尧QQ等聊天工具及时记录学生本次课

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袁广泛征求学生的意见遥 最后袁

需要将信息化教学与大学计算机课程紧密结合袁利用

信息化技术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分析袁从而制定选择

教学方法袁不断提升授课水平袁达到教学质量的提高遥

3.3 注重网络教学模式下袁教学课程的创新

互联网时代下网络教学模式的运用袁为大学计算

机基础课程的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袁广大教师应

该借助此契机袁从课程的内容尧组织模块等方面袁创新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模式袁以此来提高大

学生的学习兴趣袁增加课程吸引力遥

渊1冤利用互联网平台袁延伸学习空间袁满足学生自

主学习的需要

在教学过程中袁 教师可以运用各种信息技术平

台尧互联网平台将一些课程比如院计算机硬件组成尧多

媒体技术尧数据库基础尧网络应用等等制作成微视频尧

微课袁并上传到学习平台中袁学生可以随时登录袁自主

选择学习袁这样不仅拉长了学习的时间袁学生也可以

借此培养自主学习的管理能力[8]遥同时袁教师要把学生

自主学习情况作为最后成绩认定的一部分袁并及时加

强考核袁查看学生学习效果及实际操作能力是否得到

提高遥

渊2冤注重学习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后实际操作的

应用

教师应该始终秉持教学的目的是应用的基本原

则袁结合大学计算机基础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袁通过

网络教学袁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袁根据不同学生

的学习水平袁因材施教袁挖掘学生潜能袁注重学生利用

计算机手段提出尧分析尧解决问题的能力袁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袁促进其全面发展[9]遥教师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

背景袁利用信息化的方式不断和学生灌输学好尧学会

利用计算机的重要性袁 对新时代大学生提出更高要

求袁鼓励他们参加各种计算机设计比赛袁要求学生不

断吸收新的知识袁在实践教学中已学生为中心袁强调

大学计算机课程实践尧创新的重要性[10]遥

3.4 借助家长力量袁注重教学反馈与评价

疫情期间袁 学生在家自主接受教师的网络授课袁

为了达到更好的学校效果袁 必须要考虑将家长的监

督尧教育作用发挥到最大化袁不可忘加家庭教育是育

人的重要组成和重要场所袁改变家长本身固有的认为

大学生不需要监管的理念袁利用各种方式方法袁及时

和家长联系沟通袁让家庭教育重新回归到学生学习成

长的过程中来遥 除了平时学习中要求家长监督外袁还

可在课业结束后发挥家长的作用袁将家长评价要求注

入到学生最后的成绩指标当中袁以此达到疫情期间学

校和家庭合力袁共促学生成长成才的效果遥

4 结论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传统教学造成的

影响袁根据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特点袁客观分析在实

际进行网络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袁提出教学新思

路袁借助信息化手段袁创新教学理念尧提升教学水平尧

改变课程评价方式等等袁以此保证疫情期间大学计算

机课程网络学习与课堂教学效果的一致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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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Teaching of Computer Foundation in Univers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UN Hengji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Management Center,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he teaching

of basic computer network in universities. The article combined the teaching effect of students in practical teaching, scientifically and ra鄄

tionally arranged the network teaching plan and changed the teaching method, a rapid shift in teaching methods from Liberal Education,

Web based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will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uter based web based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Key word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undamentals of university computer; network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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