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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建设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袁面临着自然资源保护和开发和谐统一的

问题遥人类活动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影响着景观格局

和生态过程的变化袁在不同尺度下袁通过景观生态风

险的评价和空间表征袁直观地表达出人类活动因素所

产生的风险影响[1]袁张甜[2]等研究不同尺度下景观生态

风险关联的显著性变化袁提出多尺度综合风险防范的

城市管理需求曰李谢辉等[3]基于不同尺度下研究渭河

下游河流沿线区域的景观生态特征袁揭示生态风险的

空间分布特征, 建立在人类干扰下景观结构与区域生

态风险的有机联系, 为区域环境管理提供数量化的决

策依据和理论支持曰张莹等[4]研究不同空间尺度下扎

龙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时空变化特征和演变规律袁构

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袁对研究区不同时期空间尺度变

化过程中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袁为自

然保护区的管理提供有效的科学支撑袁为制定自然资

源管理和降低生态风险措施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袁对

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尧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5-8]遥

以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袁通过分析研究

区不同空间粒度下景观指数的变化情况袁确定适宜的

空间粒度曰以景观指数为基础袁构建研究区景观生态

风险评指数曰通过对比不同空间尺度下景观生态风险

评价结果和空间分布情况袁 确定适宜的空间尺度袁为

制定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遥

1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福建武平县境内袁山

系为武夷山脉最南端袁南岭山脉东头袁属中亚热带尧南亚

热带过渡区域袁地理坐标为院东经 116毅07'耀116毅19'袁北纬

25毅04'耀25毅20'袁 研究区总面积 16 640 hm2遥 最高海拔

1 538.4 m袁最低海拔 273 m袁相对高差 1 265.4 m遥

1.2 数据来源

依据研究区 2018年 12月的资源三号卫星 渊ZY-

3冤 高分影像袁 按照国家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袁对

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李 峥

渊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自然保护地监测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003冤

摘 要院以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袁分析不同空间粒度下景观指数变化趋势袁确定适宜的空间粒度曰利

用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模型袁计算样方尺度尧生态单元尺度和行政村尺度下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袁采用地统计方法进行景

观生态风险区的空间表达曰对比分析 3种空间尺度下景观生态风险分布情况袁样方尺度与生态单元尺度下景观生态风险

评价结果与研究区情况比较符合袁为中生态风险遥 由于样方尺度下袁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精度受样方单元边界大小影

响较大袁而生态单元尺度是以自然的地形地貌特征为基础划分评价单元袁可有效表征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异袁

所以选择生态单元尺度进行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更加适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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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研究区森林资源二类数据进行土地利用分类袁

生成 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本地数据库曰30 m

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数据袁下载自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遥

1.3 研究方法

1.3.1 空间粒度的选取

空间粒度的选择要以研究区景观类型的特征为

依据袁空间粒度选择过小袁不利用对景观生态风险评

价的总体把握曰空间粒度选择过大袁容易丢失相关景

观类型信息袁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准确性降低遥 因此袁需

要在不同的空间粒度大小下袁分析景观指数的变化趋

势袁从而确定适宜的空间粒度袁是保证景观生态风险

评价准确性的重要前提[9-10]遥

1.3.2 多尺度的选择

选取样方尺度尧生态单元尺度和行政村尺度 3种

空间尺度遥 样方尺度的评价单元袁利用 GIS软件将研

究区生成正方形的渔网格作为评价单元袁由于样方单

元划分的大小与其景观生态风险值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袁因此袁需要对不同大小的样方单元进行适宜度分

析袁分析其景观生态风险区的分布情况袁进而确定适

宜的样方单元大小曰 利用 GIS软件的水文分析工具袁

以研究区内子流域的分水岭的边界范围作为生态单

元尺度的评价单元曰 以研究区内涉及的 26个行政村

的范围作为行政村尺度的评价单元遥 依据不同空间尺

度下评价单元代表的景观信息特征袁计算评价单元的

景观生态风险值袁 利用地统计方法进行空间表征袁得

出 3种空间尺度下的景观生态风险区的分布状况遥

1.3.3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11-14]袁选取景观破碎度渊Ci冤尧景

观分离度渊Ni冤尧景观优势度渊Di冤3 个景观指标来构建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袁用于反映研究区各景观类型受干

扰的风险程度袁其计算公式为院

ERIk=
n

i=1

移
Aki

A k

Ri 渊1冤

式中:ERIk为第 k 个评价单元的景观生态风险指

数曰Aki为第 k 个风险小区内景观类型 i的面积曰A k为

第 k 个风险小区的总面积曰n为评价单元内景观类型

种数曰Ri为 i类景观的景观损失度指数遥

Ri的计算公式为院

Ri = Si 伊V i姨 渊2冤

式中院Si为景观干扰度指数曰Vi为景观脆弱度指数遥

Si的计算公式为院

Si=aCi+bNi+cDi 渊3冤

式中院a尧b尧c为景观指数的权重袁分别为 0.5尧0.3尧0.2遥

Vi表示不同景观类型对外界干扰的敏感性袁 值越

大袁生态风险越大遥 采用专家打分归一化方法获取[4袁11-14]遥

结合研究区特点袁将研究区景观类型分别赋值院建设

用地 1尧林地 2尧草地 3尧耕地 4尧园地 5尧水域 6尧其他用

地 7袁并进行归一化处理遥

1.3.4 地统计分析

地统计学袁是指以具有空间分布特点的区域化变

量理论为基础袁研究自然现象的空间变异与空间结构

的一门学科遥 地统计是一系列检测尧模拟和估计变量

在空间上的相关关系和格局的统计方法[15-16]遥 景观生

态风险指数作为一种典型的区域化变量袁依据评价单

元及其风险值袁利用 GIS软件的克里金插值功能模块

对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进行空间插值运算袁得出研究区

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遥

1.4 数据处理

景观类型划分院 按照国家土地利用类型分类标

准袁将研究区的景观类型进行划分为建设用地尧林地尧

草地尧耕地尧园地尧水域尧其他用地等 7种景观类型遥

行政村界线院依据研究区的本地数据库中的村代

码袁提取行政村界线遥

地形地貌分布图院 按照福建省地形地貌分类袁依

据 30 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袁 将研究区的地貌形态

进行划分袁得到地形地貌分布图遥

分水岭分布图院依据 30 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袁

在 GIS软件中进行水文分析袁得到子流域的分水岭分

布图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空间粒度的适宜度分析

选择反应景观水平的 8个景观指数院 斑块数量

(NP) 尧斑块密度(PD) 尧最大斑块数(LPI)尧景观形状指数

( LSI) 尧聚集度(AI) 尧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 尧周长面

积分维数(PAFRAC)尧蔓延度指数(CONTAG) 作为空间

粒度适宜度分析的指标遥 在 12种空间粒度(5尧10尧15尧

2窑 窑



20尧25尧30尧35尧40尧45尧50尧55尧60 m)下计算 8 个景观指

数袁 并分析景观指数的变化趋势袁 结果如表 1和图 1

所示遥最大斑块数(LPI)在空间粒度 10 m上波动很大曰

斑块数量(NP) 和斑块密度(PD)在空间粒度 10 m后值

变得平稳变化袁随后在 20 m后出现规律性递减曰香农

多样性指数(SHDI)基本没有变化曰其他景观指数出现

线性规律性变化袁没有明显的转折点遥因此袁选择 10 m

作为本次研究适宜的空间粒度袁同时袁研究区属于森

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袁人工活动少袁人工设

施建设受到一定限制袁选择此空间粒度袁可较好的保

留研究区的人为干扰景观信息遥 利用 GIS软件袁把研

究区的地类本地数据库按划分的景观类型转成栅格

数据袁像元大小为 10 m袁生成研究区景观类型分布图遥

表 1 12种空间粒度下的景观指数

Tab. 1 Landscape index under 12 spatial granularity

图 1 12种空间粒度下的景观指数变化趋势

Fig.1 Trend of landscape index change under 12 spatial granularity

2.2 多尺度下的景观风险评价

2.2.1 样方尺度

以景观类型分布图为基础袁 利用 GIS软件创建 4

种渔网类型 渊0.5 km伊0.5 km袁1.0 km伊1.0 km袁1.5 km伊

1.5 km袁2 km伊2 km冤作为样方尺度袁以生成的渔网格

作为样方单元袁分别计算其景观生态风险值袁以渔

网格的几何中心点作为地学统计分析的插值点遥 为

了便于各样方尺度下景观生态风险程度的对比袁以

0.5 km伊0.5 km的样方尺度为基础袁 采用自然间断点法袁

进行景观生态风险程度划分袁并确定划分区间院低生态风

险区[0. 135 4,0.156 0冤尧较低生态风险区[0.156 0,0.179 0冤尧

中生态风险区 [0.179 0,0.209 9冤尧 较高生态风险区

[0.209 9,0.252 0冤尧高生态风险区[0.252 0,0.337 6]遥 对

其他样方尺度的景观生态风险程度进行分类袁结果如

图 2所示遥

由图 2可得袁随着渔网格面积的增大袁其表征的景

观生态风险的精度随之降低遥在 1.0 km伊1.0 km的样方

尺度下袁高生态风险区的信息丢失袁北部的中生态风险

区和较低风险区信息丢失严重曰在 1.5 km伊1.5 km的样

方尺度下袁北部的中生态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信息丢

失袁 南部的较低风险区和中生态风险区信息丢失严

重曰在 2.0 km伊2.0 km的样方尺度下袁高生态风险区和

较高生态风险区的信息丢失遥 所以采用 0.5 km伊

0.5 km的渔网格作为样方尺度袁能较好的保证景观生

态风险区空间表征的信息量和精度遥

在 0.5 km伊0.5 km的样方尺度下袁 研究区高生态

风险区面积 768.18 hm2袁占总面积的 4.62%曰较高生态

5 1896 11.39 53.44 22.10 1.31 88.33 0.46 98.47

10 1818 10.92 87.41 21.50 1.38 87.17 0.46 97.03

15 1834 11.01 87.39 20.64 1.42 86.26 0.46 95.74

20 1809 10.86 87.40 19.61 1.44 85.57 0.46 94.62

25 1650 9.91 87.39 18.56 1.46 85.05 0.46 93.67

30 1559 9.36 87.42 17.67 1.47 83.85 0.46 92.81

35 1383 8.31 87.47 16.82 1.48 84.18 0.46 92.05

40 1222 7.34 87.50 15.96 1.49 83.92 0.46 91.43

45 1112 6.68 87.48 15.28 1.50 82.89 0.46 90.81

50 1015 6.10 87.71 14.67 1.51 82.64 0.46 90.25

55 883 5.30 87.62 13.95 1.51 82.46 0.46 89.87

60 815 4.89 87.52 13.48 1.51 83.00 0.46 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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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区面积 1 430.82 hm2袁占总面积的 8.60%曰中生态

风险区面积 3 392.43 hm2袁占总面积的 20.39%曰较低

生态风险区面积 5 212.73 hm2袁 占总面积的 31.33%曰

低生态风险区面积 5 835.60 hm2袁占总面积的 35.06%遥

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平均值为 0.180 6袁 处于中生态

风险区间遥 高生态风险区和较高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

在居民聚集区及周边耕地集中区袁低生态风险区主要

分布在连片的森林分布区袁中生态风险区和较低生态

风险区主要分布在以上 3个区的中间过渡带遥

图 2 4种样方尺度下景观生态风险区域分布

Fig.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t four sample scales

2.2.2 生态单元尺度

研究区地势从北至南中间高袁分别向东西两方向

逐渐降低遥在 GIS软件中袁对 30 m分辨率的数字高程

数据进行水文分析袁 得到分级的河网和河流链接数

据袁依据河网生成子流域节点袁依据河流链接生成分

水岭遥 以分水岭为生态单元计算景观生态风险值袁并

将生态单元的值赋值给子流域节点袁并进行研究区景

观生态风险的空间表征渊图 3冤遥

图 3 生态单元尺度下景观生态风险区域分布

Fig.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reas at ecological scale

生态单元尺度下袁 研究区包含 5种景观生态风险

类型院 高生态风险区面积 624.73 hm2袁 占总面积的

3.75%曰较高生态风险区面积 1 602.53 hm2袁占总面积的

9.63%曰 中生态风险区面积 4 090.86 hm2袁 占总面积的

24.58%曰较低生态风险区面积 5 330.78 hm2袁占总面积

的 32.04%曰低生态风险区面积 4 990.86 hm2袁占总面积

的 30.00%遥 全区景观生态风险平均值为 0.180 8袁处于

中生态风险区间遥 高生态风险区和较高生态风险区主

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的居民聚集区及周边耕地集中

区袁低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中部连片的森林

分布区袁中生态风险区和较低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

以上 3个区的中间过渡带遥

2.2.3 行政村尺度

研究区涉及武平县 26个行政村袁 以研究区内的

村界为评价单元边界袁 对研究区进行评价单元的划

分袁得到 26个评价单元袁并利用 GIS软件生成各评价

单元的几何中心点袁将各评价单元的景观生态风险值

赋值给几何中心点袁进行地统计空间表征遥 如图 4所

示遥

4窑 窑



图 4 行政村尺度下景观生态风险区域分布

Fig.4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reas

at administrative village scale

在行政村尺度下袁研究区包含较低生态风险区和

低生态风险区 2种景观生态风险类型遥 较低生态风险

区面积 313.56 hm2袁占总面积的 1.88%曰低生态风险区

面积 16 326.20 hm2袁占总面积的 98.12%遥 全区景观生

态风险平均值为 0.143 7袁处于低生态风险区间遥 较低

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靠近研究区东南边界附近遥

2.3 多尺度下景观生态风险结果对比分析

研究区 3种尺度下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如

表 2所示袁可以看出袁在不同类型尺度下袁景观生态风

险评价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遥 样方尺度和生态单元

尺度的风险区划分种类和面积基本一致袁从综合风险

等级划分来看袁 样方尺度和生态单元尺度下一致袁属

于中生态风险区袁 而行政村尺度属于低生态风险区遥

所以行政村尺度的结果可靠性低尧科学性差袁不适用

于研究区遥

表 2 3种空间尺度下景观生态风险区面积及其占比

Tab.2 Area and propor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rea in three spatial scales

对样方种尺和生态单元尺度的景观生态风险区

的分布情况进行空间叠加袁结果如表 3所示遥 可以看

出袁样方尺度与生态单元尺度在 5种景观生态风险区

类型种都有重叠区域遥 提取景观生态风险区一致的部

分袁 其重叠面积 7 944.84 hm2袁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47.75%遥

表 3 样方尺度与生态单元尺度下

景观生态风险区分布对比情况

Tab.3 Comparis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reas between quadrat scale and eco unit scale

hm2

3 讨 论

通过 3 种尺度下结果的对比分析袁 样方尺度

渊0.5 km伊0.5 km冤 和生态单元尺度比较符合研究区景

观生态风险评价袁而行政村尺度以村行政边界作为评

价单元进行评价袁采样点密度不够袁其信息丢失严重袁

不适宜用于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遥 如图 2所示袁

在样方尺度下袁随着评价单元逐级增大渊采样点密度

降低冤袁其景观生态风险信息丢失情况逐渐加剧袁评价

单元的大小渊采样点的密度冤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精

度存在相关性袁需要对评价单元的大小进行适宜度分

析和选择遥 所以对于研究区袁采用生态单元尺度比样

方尺度和行政村尺度更加适宜院淤避免了样方尺度下

人为选取样方单元大小是否适宜的不确定因素曰于避

免了行政村尺度下评价单元划分的人为因素袁取而代

之的是以自然地形地貌为特点划分的评价单元遥

结合研究区景观类型分布图袁生态单元尺度下景

观生态风险区的分布与人类活动频繁程度存在较高

的相关性遥 高生态风险区和较高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

在景观格局稳定性低的区域袁 其景观破碎化程度高袁

样方尺度

高 768.18 4.62

0.180 6
中

较高 1 430.82 8.60

中 3 392.43 20.39

较低 5 212.73 31.33

低 5 835.60 35.06

生态单元
尺度

高 624.73 3.75

0.180 8 中

较高 1 602.53 9.63

中 4 090.86 24.58

较低 5 330.78 32.04

低 4 990.86 30.00

行政单元
尺度

较低 313.56 1.88
0.143 7 低

低 16 326.20 98.12

样
方
尺
度

低生态风险区 3 568.56 1 541.60 608.71 57.86

较低生态风险区 1 100.48 2 127.06 1 681.37 254.62

中等生态风险区 301.41 1 154.91 1 413.58 408.21 25.90

较高生态风险区 2.41 305.01 269.26 543.36 298.20

高生态风险区 54.19 80.39 327.06 2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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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尧住宅尧园地和水域景观类型分布比较密集袁人类

活动频繁程度最高曰低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景观格

局稳定性高的区域袁其景观破碎化程度低袁主要以林

地景观类型为主袁研究区内森林保护管理严格袁人类

活动频繁程度最低曰较低生态风险区和中生态风险区

主要分布在其他风险区的过渡地带袁其景观格局稳定

性一般袁景观破碎化程度较低袁主要以林地尧耕地景观

类型为主袁人类活动频繁程度中等遥 同时袁人类活动频

繁程度与人类居住地聚集程度有关袁居住地的选址又

与生产条件渊水源尧土地尧气候等冤是否满足人类生活

需求相关袁生产条件又与研究区的地形地貌渊汇水区尧

坡度尧坡向尧海拔冤有直接关系袁本文采用的生态单元

尺度是基于研究区地形地貌中地表自然界线渊河网子

流域和分水岭冤进行景观生态风险评价袁既能充分反

映自然成因为主的景观类型渊林地尧草地等冤特征袁也

能间接反映出以人为活动成因为主的景观类型 渊住

宅尧耕地等冤特征遥 综上所述袁生态单元尺度下的景观

生态风险评价更加符合研究区景观类型特点和实际

情况遥

4 结 论

以景观指数在不同空间粒度下的变化趋势为依

据进行空间粒度的确定曰利用景观指标构建景观生态

风险指数模型袁在 3种空间尺度下进行景观生态风险

评价结果的分析与对比袁得到如下结论:

(1) 空间粒度适宜度分析院通过计算不同空间粒

度下景观格局指数袁分析其变化情况袁结合研究区景

观类型的特点袁确定 10 m为研究区适宜的空间粒度遥

(2) 样方尺度下样方单元适宜度分析院计算和分

析 4种评价单元下景观生态风险结果袁根据所表达信

息的完整性和准确度来看袁 确定 0.5 km伊0.5 km样方

尺度为适宜尺度遥

(3) 通过 3种尺度下的景观生态风险结果对比分

析袁风险类型尧面积和空间分布有所不同遥 行政村尺

度袁由于采样密度不够袁信息流失严重袁此方法不适合

研究区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曰 样方尺度 渊0.5 km伊

0.5 km冤与生态单元尺度空间重叠区域最大袁风险类

型较全袁风险区空间分布更加合理袁研究区整体景观

生态风险等级为中生态风险遥 但是袁除 0.5 km伊0.5 km

样方尺度与生态单元尺度下风险分布结果相似度最

高遥 其他样方尺度信息量丢失严重和空间分布差异较

大袁所以袁采用生态单元尺度进行研究区景观生态风

险评价可避免人为选择评价单元大小所带来的影响袁

同时袁以地表特征渊河网子流域和分水岭冤为评价单元

的生态单元尺度袁即直接反映出了自然因素成因的景

观类型特征袁又间接反映出了人类因素成因的景观类

型特征袁具有一定的全面性遥

通过空间粒度适宜度分析袁确定了研究区适宜的

空间粒度曰通过多尺度下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结果的分

析袁确定了适宜的空间尺度遥 研究方法和成果对同类

型的研究区开展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具有指导意义袁对

制定保护管理措施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遥 本研究以景

观为风险受体袁人类干扰为风险源袁在景观脆弱度指

数的量化上袁采用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袁可能不够确

切遥 同时袁本文只考虑了空间尺度袁未对时间尺度展开

研究袁这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完善袁并进行综合的分析

与讨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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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Liangye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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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Reserve Monitoring Centre,Fujian Forestry Investigation and Planning Institute, Fuzhou, Fujian 350003)

Abstract院Taking Liangye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as the research area, the change trend of landscape index under different spa鄄

tial granularity was analyzed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spatial granularity; using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dex model, the land鄄

scape ecological risk index under the sample scale, ecological unit scale and administrative village scale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spatial

express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rea was carried out by geostatistics; three kinds of empty space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n the scale of quadrat and ecological unit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the study area,

which belongs to the middle ecological risk. The accuracy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results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size of

sample unit boundary under the sample scale, and the ecological unit scale is to divide assessment units based on the natural topography

and geo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 the study area,

so it is more suitable to select the ecological unit scale for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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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叶南五味子(Kadsura coccinea)是五味子科(或

木兰科)植物厚叶五味子的果袁系木质常绿藤本植物袁

藤本袁全株无毛遥 叶革质袁长圆形至卵状披针形袁长

7~18 cm袁宽 3~8 cm袁先端钝或短渐尖袁 基部宽楔形或

近圆形袁全缘袁侧脉每边 6~7条袁网脉不明显曰叶柄长

1~2.5 cm遥花期 4要7月袁果期 7要11月成熟遥根药用袁

能行气活血袁消肿止痛袁治胃病袁风湿骨痛袁跌打瘀痛袁

并为妇科常用药遥果成熟后味甜袁可食遥近几年在中国

南方部分地区引种试栽袁 新选育品种是一个集绿化尧

食用尧药用尧观赏于一体的新型水果袁是极具开发潜力

的果药两用珍稀植物[1-4]遥 野稳定性冶是指表型性状和生

产有关的如生长量尧品质以及成熟期等在变化环境里

保持稳定状态袁稳定性的定义为院一个改良群体渊或家

系冤能够调节其遗传型的或表型的状态以适应环境的

瞬间变动袁能在一定地区和年份产生稳定的高产和经

济效益袁这种特性称为野优良缓冲性冶袁具有野自动调

节冶的含义[5-6]遥 文中采用 Eberhart和 Russell渊1966冤提

出的以每个种源对环境的回归和这个回归的平方差

函数袁即回归系数渊bi冤和离回归方差渊S2d冤2个参数袁提

供厚叶南五味子苗期径尧高生长两个主要性状稳定性

参数的估计值袁探明厚叶南五味子各种源在苗期生长

性状上的稳定性袁为生产上的育种提供依据袁并为进

一步的良种繁育研究奠定基础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材来源和试验设计

1.1.1 试验材料

参试厚叶南五味子种子是在福建尧江西尧湖南尧广

东尧广西尧云南 6省的野生厚叶南五味子种群中袁从具

当地种源典型性状的袁生长表现中等的 10耀15 a生健

康母树上采集袁每个种源各采集 5株袁同一采种点采

种母树间距不低于 200 m袁共收集了 16个种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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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试验点概况

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洋头尧顺昌大干和浦城石陂

设立试验点袁进行 3点试验遥2011要2014年间袁延平洋

头尧顺昌大干尧浦城石陂 3试验点的年降水量分别为

1 008.5耀1 865.6 mm尧1 008.9耀1 905.4 mm尧1 245.6耀

2 019.4 mm袁极端最高温分别为 42.1尧42.0尧41.0 益袁极

端最低温分别为-2.5尧-6.0尧-7.6 益袁 年平均温度分别

为 20.1耀20.9 益尧17.5耀19.3 益尧17.5耀18.2 益遥试验地均

为山中农田袁红沙壤土袁土层深厚袁肥力中等袁腐殖质

含量 2.322%耀3.035%遥 试验地选择在山的阴坡袁周围

植被主要是杉木人工林尧天然针阔混交林和蜜桔果树

林遥

1.1.3 试验设计

每个试验点上都包括 16个种源袁5次重复袁 每个

种源小区 12株苗木袁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遥 苗

期试验小区面积为 3㎡袁试验区周围设置保护行遥

1.2 试验处理

1.2.1 参试苗木选择

2012年 3月初从各种源播种对比试验中选择生

长良好尧顶芽健壮的苗木参加进一步试验遥 选择的苗

木带土移植袁并进行适当修根袁促进侧根的生长遥

1.2.2 苗木定植

定植前深耕细作袁清除杂物袁用机械粉碎大颗粒袁

施足基肥袁施肥量为磷肥 120耀180 kg窑hm-2袁农家肥

2 800耀3 500 kg窑hm-2遥 苗床宽 1.2 m袁 株行距 60 cm伊

60 cm袁每个小区种植 12株遥 定植后及时浇水定根袁并

用透光度 50%的遮阳网加以保护袁两个月后去除遮阳

网进入苗期管理遥

1.3 试验数据调查分析

1.3.1 数据调查

2014年 8月调查 3个试验点植株的苗高尧 地径

等袁并及时进行详细记录遥 每个试验小区随机抽取 10

株袁实测地径和苗高遥

1.3.2 数据分析

试验因素 A有 16个水平袁5个区组袁每个处理在

各区组内出现一次遥以试验区平均值为统计值,求算每

个种源苗高尧地径生长量对环境的回归和这个回归的

平方差函数袁即回归系数渊bi冤和离回归方差渊S2d冤2个

参数袁以提供所需稳定性参数的估计值[7]遥稳定性测定

要计算的就是待测材料在不同立地中的回归系数与

离回归偏差的方差袁前者是响应的参数袁可以告诉我

们材料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袁 后者是稳定性参数袁可

以给出预测的可靠程度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苗高生长稳定性测定

2.1.1 各种源苗高差异方差分析

调查 3年生各种源在 3个试验地各小区内苗木

高度的平均表现袁整理数据后进行试验方差分析遥 从

表 2中可以看出院 在苗高生长上袁F 种源越886.456跃F0.01=

2.15,种源间差异极显著袁F 地点越34.286跃F0.01=4.71,环境

作用极显著袁F 种源伊环境越1.828跃F0.01=1.79, 种源与环境的

相互作用也是极显著的遥

2.1.2 各种源各环境苗高平均数方差分析

求算各种源在 3个试验点苗高生长的平均值袁并

作方差分析 渊分析结果见表 2冤遥 结果表明院F 种源越

47.452跃F0.01=2.15,在各环境中的苗高生长平均表现上袁

不同种源间也存在着极显著的差异曰 但是袁F 地点越

1.896约F0.05=3.05,同一种源在不同试验点上的苗高生长

平均表现没有显著差异遥

2.1.3 苗高生长回归系数差异显著性测定

计算 bi和 S2d后列方差分析数据表 渊见表 3冤袁并

进一步进行显著性测定遥 假设 H0=u1=u2=u3=噎

F= MS1/ SM3=676.36/0.35=1 931.43袁 种源平均数

间差异是显著的遥

表 1 厚叶南五味子地理种源采种点地理概况

Tab.1 The Kadsura coccinea爷s seeds-gathering areas

A1福建长汀 A3福建明溪 A5云南昆明 A7江西婺源 A9湖南怀州 A11广东翁源 A13江西永丰 A15广西合浦

A2福建延平 A4云南大理 A6云南榕江 A8广东阳山 A10湖南嘉禾 A12江西宜丰 A14湖南浏阳 A16广东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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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个试验点各种源苗高变异方差分析表

Tab. 2 Square margin analysis in seeding height variability of seed-resources from 3 experiment spots

种源 15 52 008.120 3 467.208 886.456 1.71 2.15 676.359 47.452

地点 2 268.207 134.103 34.286 3.05 4.71 27.026 1.896

种源伊环境 30 214.443 7.148 1.828 1.52 1.79 14.254

误差 192 750.972 3.911

进行各个回归系数差异显著性测定袁 假设 H0=

bu1=bu2=bu3=噎

F= MS2/ SM3=3.33/0.35=9.51

证明各个回归系数间差异是显著的遥 测定各回归

系数与回归系数平均数的差异院S.E(b)=0.367

测定结果表明院各回归系数与回归系数平均数之间

差异不显著遥 各个距回归离差显著性测定结果如表 3遥

从表 3中各种源苗高显著性测定结果可以看出袁

种源 A15尧A14因与样本误差的差异显著袁 对线性预测

将无效袁 但因两种源的苗高平均数与群体平均数接

近袁 所以还是可以推广应用的遥 其它种源都符合

Eberhart定义的稳定性评定标准袁属稳定性种源[8-11]遥

2.2 地径生长稳定性测定

2.1.1 各种源地径差异方差分析

调查 3年生各种源在 3个试验地各小区内苗木

地径生长量袁求算各小区苗木地径平均值袁然后进行

试验方差分析遥 从表 4中可以看出院厚叶南五味子苗

木的地径生长袁F 种源越225.182跃F0.01=2.15,种源水平上存

在极显著差异曰F 地点越66.345跃F0.01=4.71, 在地点水平上

也存在极显著差异曰F 种源伊环境越1.109约F0.05=1.52, 种源与

环境的相互作用上袁无显著差异遥

2.1.2 各种源各环境地径平均数方差分析

各种源各环境地径平均数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

3遥 结果表明院F 种源越18.158跃F0.01=2.15,在各环境中的苗

高生长平均表现上袁 不同种源间存在着极显著的差

异曰 F 地点越5.984跃F0.01=4.71, 同一种源在不同试验点上

的地径生长平均表现同样存在极显著差异遥

2.1.3 地径生长回归系数差异显著性测定

进行各种源地径生长的离回归方差分析袁分析结

果见表 5遥

进一步进行显著性测定遥 假设 H0=u1=u2=u3=噎

F= MS1/ SM3=10.044/0.059=170.237袁 种源平均数

间差异是显著的遥 进行各个回归系数差异显著性测

表 3 各种源地径离回归方差分析及显著性测定表

Tab.3 Seedling height analysis by dispersion-regresion square margin on seed-resources and the prominence test

bi S2di bi S2di

总和 47 10 242.190 A1 104.13 0.556 0.854 A9 105.99 0.068 0.521

种源 15 10 145.380
676.36
渊MS1冤

A2 140.14 1.140 1.476 A10 94.39 0.657 0.971

环境+种源
伊环境

32 96.811 A3 120.31 0.755 0.421 A11 100.91 2.940 4.896

环境渊线性冤 1 54.050 A4 114.97 0.740 0.999 A12 124.77 2.686 5.004

种源伊环境 15 49.902 3.33渊MS2冤 A5 137.20 1.262 0.765 A13 95.17 0.012 0.300

总的离差 16 5.583 0.35渊MS3冤 A6 109.78 1.418 1.791 A14 126.42 3.609 9.140

A7 135.56 1.660 2.431 A15 106.27 1.517 28.009

A8 104.12 0.590 0.971 A16 94.43 2.940 4.403

注院苗高总平均数为 113.7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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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袁假设 H0=bu1=bu2=bu3=噎

F= MS2/ SM3=0.120/0.059=2.034袁证明各个回归系

数间差异不显著遥 各个距回归离差显著性测定的结果

也为没有显著差异渊见表 5冤遥 这说明了各种源的幼年

苗木在地径生长上比较稳定袁 稳定的原因有遗传上

的袁也跟厚叶南五味子幼年时期生长缓慢袁环境因素

与种源互作还不能得到明显表现有关系遥

厚叶南五味子的地径生长在不同试验点上的表

现一致袁回归系数差异不显著袁说明厚叶南五味子各

种源在其适生范围内的不同生境条件下苗期地径生

长表现稳定袁 符合 Eberhart定义的稳定性评定标准袁

都属于稳定性种源遥 进行优良种源选择袁可望获得稳

定的遗传增益袁选择效果好[12-14]遥

表 4 3试验点各种源地径变异方差分析表

Tab.4 Square margin analysis in basal diameter variability of seed-resources from 3 experment spots

种源 15 944.710 62.981 225.182 ** 1.71 2.15 11.261 18.158 **

地点 2 37.112 18.556 66.345 ** 3.05 4.71 3.711 5.984 **

种源伊环境 30 9.303 0.310 1.109 1.52 1.79 0.620

误差 192 53.700 0.280

3 结论与探讨

厚叶南五味子是优良的果药两用珍稀植物袁厚

叶南五味子种源间存在着极显著的差异袁通过种源苗

期测定尧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袁初选出的福建延平尧云

南昆明尧江西婺源尧江西宜丰尧湖南怀州等 5个优良种

源在苗高尧地径尧根系生长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遥厚叶

南五味子苗高尧地径生长的稳定性测定结果袁证明了

除种源 A14渊湖南浏阳冤尧A15渊广西合浦冤的苗高生长表

现对线型预测无效外袁其它的种源在南平地区适生范

围内的不同生境条件下地径尧 苗高生长都表现稳定袁

符合 Eberhart定义的稳定性评定标准袁 属稳定性种

源遥 因此袁通过种源选择袁可充分利用其种源间的遗传

差异袁达到预期的选择响应和遗传增益[15-16]遥

文中以回归系数渊bi冤和离回归方差渊S2d冤2 个参

数袁提供厚叶南五味子苗期地径尧苗高生长 2个主要

性状稳定性参数的估计值袁探明厚叶南五味子各种源

bi S2di bi S2di

总和 47 161.305 A1 18.39 0.658 0.032 A9 18.660 0.993 0.174

种源 15 150.665
10.044
渊SM1冤

A2 22.92 0.707 0.037 A10 18.620 0.582 0.018

环境+种源伊
环境

32
10.640 A3 21.85 0.912 0.053 A11 19.940 2.429 0.009

环境渊线性冤 1 6.736 A4 20.05 0.944 0.056 A12 22.060 0.931 0.053

种源伊环境 15 1.804 0.120渊MS2冤 A5 22.70 1.090 0.046 A13 17.533 1.128 0.203

总的离差 16 0.943 0.059渊MS3冤 A6 19.19 0.776 0.044 A14 22.500 1.213 0.225

A7 22.73 0.871 0.054 A15 19.707 1.301 0.636

A8 19.56 0.798 0.047 A16 17.407 2.429 0.737

表 5 各种源地径离回归方差分析及显著性测定表

Tab.5 Basal diameter analysis by dispersion-regression square margin on seed-resources and the perominence test

注院地径总平均数为 20.2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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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苗期生长性状上的稳定性袁为优良种源的推广应用

提供理论依据遥 厚叶南五味子不同种源的后期表现袁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和比较分析遥

参考文献院

[1] 黄得栋,何微微,马晓辉, 等.近红外光谱法鉴别不同产地的

南五味子[J].中兽医医药杂志,2018,37(2):47-50.

[2] 刘瑛,刘元,王丽,等.厚叶南五味子对小鼠急性肝损伤的保

护作用[J].中国热带医学,2015,15(12):1424-1427.

[3] 袁莲珍,史富强,刘际梅, 等.不同海拔对试验地的厚叶南五

味子生长的影响研究[J].林业调查规划,2019,44(2):23-25.

[4] 张晓虎.商洛南五味子施肥配方技术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

2019,35(2):68-73.

[5] 洪伟援林业试验设计技术与方法[M]援北京院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205-211.

[6] 胡秉民,耿旭援作物稳定性分析[M]援北京院科学出版社,1993:

23-29.

[7] 周俊新援16个竹柏种源在福建南平地区的苗期试验[J]援福建

林学院学报袁2006,26渊2冤院148-151援

[8] 曾志光,肖复明, 等援山杜英种源苗期性状和木材材性遗传

变异的研究[J]援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3袁25渊6冤院815-818.

[9] 陈伟,陈绍安,李江, 等.中泰南五味子种子休眠机理初探[J].

西部林业科学,2020,49(2):43-47,56.

[10] 连勇机,陈元品援秃杉优良种源的层次选择[J]援福建林学院

学报,2002,23渊1冤院84-87.

[11] 马新飞,郭盛,朱邵晴, 等.基于 HPLC指纹图谱及多元功效

成分定量分析的南五味子药材质量标准提升研究[J].中国

现代中药,2018,20(3):293-297.

[12] 孙浩,罗川,胡雨.多指标权重分析法结合正交试验优选醋

南五味子的工艺研究[J].陕西农业科学,2020,66(7):18-21.

[13] 黄小兰,吴定红,徐声法, 等.野生果树南五味子特征特性

及驯化栽培技术[J].现代园艺,2020,43(13):64-66.

[14] 范志霞,明道绪, 等援玉米品种区域试验结果的综合分析[J]援

四川农业学院学报,2003,21(2):103-105.

[15] 仲崇禄.木麻黄遗传变异规律的研究[D].北京院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2000院43-46.

[16] 李君,李俊雅,梁晓.多指标成分综合分析确定南五味子的

最佳采收期研究 [J].中国现代中药 ,2018,20(11):1383-

1386.

渊责任编辑院叶丽娜冤

Stability Test of Kadsura Coccinea爷s Main Characters in its Growth Nursery

LIN Xiaoqing1袁 ZHOU Junxin1袁 LI Baoyin2

(1.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袁 Fujian 353000曰

2.Fujian Normal University袁 Fuzhou袁 Fujian 350002冤

Abstract: The test result of Kadsura coccinea爷s stability of basal diameter and stem height during nursery in seed resources shows,

Podocardpus nagi from different seed resources are of stable types both in seedling height and basal diameter growth,except those in Hu鄄

nan Liuyang and Guangxi Hepu whose height growth will fail to respond to linear pre-test. On the data of 16 seed resources from 3 exper鄄

iment spots,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growth characters such as seedling height and basal diameter by the method of variation square margin

and average square margin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 and tested them for prominence in dispersion-regression margin. Thus, the article has

found out Kadsura coccinea爷s stability of seedling growth characters from all seed resources; and it has also supplied the theory for select鄄

ing and spresding fine seed resources.

Key words: Kadsura coccinea; seed resources; regression coefficient; dispersion regression square margin; stabilit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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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槠渊Castanopsis sclerophylla冤为壳斗科栲属常绿

阔叶乔木树种袁栲属植物中分布最北的一个种遥 苦槠

木材较密致尧坚韧袁富于弹性袁是优良的用材树种曰树

冠浓密袁有一定的观赏价值袁是良好的园林绿化树种曰

脱涩后的果实渊种仁冤制作的苦槠淀粉可加工成苦槠

豆腐尧苦槠粉丝和苦槠糕等食品袁是具有良好发展潜

力的栽培树种[1]遥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天然阔叶林和

次生林的过度采伐和破坏袁 天然林和次生林面积的日

益减少袁导致天然苦槠资源日渐枯竭[2]遥目前有关苦槠的

研究报道主要集中在天然林群落结构与植物多样性

[2]尧苗木培育[3]尧栽培技术[4]尧果实的药用价值[5]等方面袁

有关苦槠次生林种间和种内竞争的研究未见报道遥

在结构复杂的森林群落中袁植物种群的结构和数

量的变化受非生物因素渊气候尧土壤等冤和生物因素

渊种内和种间竞争冤的共同制约袁其中后者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6]遥由于环境资源是有限的袁森林群落中的植

物种群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必然因争夺有限的资源而

发生种内和种间的竞争袁导致群落植物组成尧种群结

构尧植物多样性的动态变化遥 因此袁植物种内和种间竞

争是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7]遥 竞争指数是反映植物

间竞争程度的指标遥 徐道炜[8]提出的众多的竞争指数

模型可分为距离有关的和与距离无关的两大类袁其中

与距离有关的 Hegyi单木竞争指数模型能更好地反映

种间和种内竞争程度袁而被广泛使用遥笔者利用 Hegyi

单木竞争指数模型对福建万木林自然保护区苦槠群

落的种间和种内竞争进行研究袁揭示苦槠种群的生态

适应机制和动态变化袁为苦槠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提供参考资料遥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福建省建瓯市房道镇万木林自然保

护区的以苦槠为优势种的次生林群落袁 北纬 27毅

02.987'~27毅03.032'袁东经 117毅08.545'~117毅08.685'袁海

拔 430~460 m左右袁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袁年均

气温 18.7 益袁年均降水量 1 673 mm袁年均相对湿度约

81%袁年均无霜期 290 d[2]遥

建瓯万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

苦槠种群种内与种间竞争

黄加林

(光泽县寨里林业工作站袁 福建 光泽 35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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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苦槠渊对象木冤和竞争木的径阶分布

Tab.1 Diameter distribution of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trees (objective trees) and their competitive trees

0~5 7 2.38 4.6 5.1

5~10 152 51.70 7.3 7.8
10~15 44 14.97 11.9 10.7
15~20 1 4.76 16.2 9.0 27 9.18 16.5 13.6
20~25 3 14.29 22.7 14.7 17 5.78 21.7 16.3
25~30 1 4.76 29.5 18.0 17 5.78 27.9 20.4
30~35 4 19.05 32.2 19.9 9 3.06 31.5 22.1
35~40 2 9.52 37.4 16.5 3 1.02 36.9 15.7

90~95 2 0.68 90.0 33.0
合计 21 100 294 100.00

40~45 4 19.05 41.6 20.3 2 0.68 41.8 18.5
45~50 2 9.52 47.5 22.5 2 0.68 46.7 27.3
50~55 1 4.76 50.0 18.0 3 1.02 53.7 27.7
55~60 1 4.76 55.2 26.0 3 1.02 56.7 23.3
60~65
65~70 1 4.76 69.7 21.0 4 1.36 68.2 27.8
70~75 1 0.34 73.2 33.0
75~80
80~85 1 4.76 83.2 23.0 1 0.34 83.2 23.0
85~90

2 研究方法

2.1 外业调查方法

在苦槠次生林群落内连续设立 20个 10 m伊10 m

样方袁在每块样方中选取乔木层渊树高 5 m及以上冤苦

槠为对象木袁测定其胸径尧树高尧冠幅尧GPS 坐标等指

标遥 根据群落内乔木层大树的冠幅确定竞争木为距离

对象木 8 m以内的所有乔木树种[8]遥 以每株对象木为

圆心袁8 m为半径设置样圆袁记录样圆内所有高度 5 m

及以上的乔灌木树种渊竞争木冤的树种名称尧胸径尧树

高尧冠幅尧GPS坐标尧与对象木的水平距离等指标遥

2.2 竞争指数模型的选择

单木竞争指数模型种类较多袁其中 Hegyi 提出的

竞争指数模型使用简便袁数据容易获得袁在研究中得

到较多的应用袁本文采用该模型计算竞争指数[7-14]院

CIi =
n

j=1

移渊Dj /Di /Lij 冤 渊1冤

CI=
m

i=1

移CIi 渊2冤

式中院CIi为第 i株对象木渊苦槠冤的竞争指数曰Di为第 i

株对象木的胸径曰Dj为第 j 株竞争木 渊伴生树种或苦

槠冤 的胸径曰Lij为对象木 i与竞争木 j 之间的水平距

离曰n为第 i株对象木的竞争木株数曰CI为所有对象木

渊苦槠种群冤与竞争木的竞争强度曰m为对象木的总株

数遥CI值越大袁表明树种间的竞争越激烈袁对象木受到

的竞争压力越大遥 当竞争木全为苦槠时袁CIi为第 i株

对象木的种内竞争指数袁CI为苦槠种群的种内竞争强

度曰 当竞争木全为伴生树种时袁CIi为第 i株对象木的

种间竞争指数袁CI为苦槠种群的种间竞争强度遥

2.3 竞争指数与对象木胸径的关系

树种的竞争能力除了与其生物学尧生态学特性和

立地条件有关外袁还与对象木个体大小有关遥 将每株

对象木的平均竞争指数与其胸径分别用倒数模型和

幂函数模型等 2个数学模型进行拟合袁找出最佳的平

均竞争指数与对象木胸径的数学模型院

CI=A+B/D 渊3冤

CI=ADB 渊4冤

式中院CI为某对象木与所有竞争木的竞争指数的平均

值袁D为某对象木胸径袁A尧B为模型参数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象木与竞争木概况

所有样方的对象木 渊苦槠冤 有 21株袁 最小胸径

16.2 cm袁最大胸径 83.2 cm袁老树较多袁没有小径级的小

树和幼树袁种群处于老化和衰退阶段遥 对象木 30~35 cm

和 40~45 cm径级的株数最多袁均占总株数的 19.05%袁

其他径级的株数占比从大到小依次是院20~25 cm

渊14.29%冤尧35~40 cm渊9.52%冤尧45~50 cm渊9.52%冤袁15~

20尧25~30尧50~55尧55~60尧65~70 和 80~85 cm 径级的

株数最少袁均占总株数的 4.76%见表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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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木共 294株袁最小径级平均胸径 4.6 cm袁最大

胸径 90.0 cm袁由苦槠尧罗浮栲尧木荷尧栲树尧薄叶山矾尧

桂北木姜子尧山矾尧枫香尧闽楠尧檵木等 38个树种组成遥

竞争木的径级分布与对象木不同袁5~10 cm径级的株

数所占的比例最大袁高达 51.70%袁其次是 10~15 cm径

级袁占竞争木总株数的 14.97%袁该径级以上的竞争木

株数总体上随径级的增大而减少遥胸径 50 cm以上大

径级竞争木主要由枫香尧苦槠尧马尾松尧木荷尧罗浮栲尧

栲树等树种组成遥

3.2 苦槠种内与种间竞争

苦槠种内竞争强度为 8.712袁 种间竞争强度为

27.038袁占总竞争强度的 75.63%袁说明苦槠的竞争主

要来自种间袁这主要与苦槠径级较大尧株数较少尧分布

较分散有关遥

不同径级对象木受到的种内竞争强度均低于种

间竞争强度袁但种内单株平均竞争指数除了 55~60 cm

径级外均高于种间竞争指数袁这主要是由于苦槠大径

级的比例远高于伴生树种遥最小径级渊15~20 cm冤对象

木受到的竞争强度最大袁种内和种间单株平均竞争指

数分别为 0.558和 0.191袁而最大径级渊80~85 cm冤对象

木受到的种内和种间单株平均竞争指数仅分别为

0.158和 0.020袁遥 苦槠种内和种间竞争强度总体上均

有随着径级的增大而减小的趋势袁 但也有一定的波

动袁尤其是种间竞争强度有较大幅度的波动渊表 2冤遥

15~20 4 2.231 0.558 16 3.058 0.191

20~25 8 1.940 0.243 51 6.289 0.123

25~30 4 1.000 0.250 16 1.679 0.105

30~35 6 1.918 0.320 40 3.430 0.086

35~40 1 0.443 0.443 11 1.909 0.174

40~45 2 0.810 0.405 47 3.466 0.074

45~50 46 4.007 0.087

50~55 9 0.377 0.042

55~60 1 0.100 0.100 15 2.325 0.155

65~70 1 0.112 0.112 6 0.319 0.053

80~85 1 0.158 0.158 9 0.179 0.020

合计 28 8.712 266 27.038

表 2 苦槠的种内和种间竞争强度

Tab. 2 Intraspecific and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intensity of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虽然苦槠受到种内竞争强度渊27.038冤低于总的种

间竞争强度袁 但其数值高于其他任何一种伴生树种袁

见表 3遥在伴生树种中袁苦槠与罗浮栲的竞争指数最大

渊5.431冤袁其次是木荷渊3.487冤尧栲树渊2.267冤尧薄叶山矾

渊1.829冤尧 桂北木姜子 渊1.744冤尧 山矾 渊1.696冤尧 枫香

渊1.478冤尧 闽楠 渊1.109冤尧 檵木 渊0.857冤尧 福建山矾

渊0.813冤尧 椤木石楠 渊0.649冤尧 山黄皮 渊0.566冤尧 野柿

渊0.510冤尧浙江桂渊0.453冤尧米槠渊0.409冤尧树参渊0.334冤尧

华杜英渊0.334冤尧栓叶安息香渊0.323冤尧秀丽锥渊0.318冤尧

台湾冬青渊0.275冤尧虎皮楠渊0.263冤尧青冈渊0.236冤尧秀丽

四照花渊0.205冤尧榕叶冬青渊0.178冤等遥

3.3 苦槠对象木胸径与竞争指数的关系

树种间的竞争强度除了受树种的生态习性尧生活

幅度和立地条件等多种因素制约外袁对象木的个体大

小对竞争强度有较大影响遥 采用倒数模型和幂函数模

型拟合苦槠对象木胸径与平均单株竞争指数的关系袁

结果表明袁苦槠种内单株平均竞争强度与对象木胸径

有显著的幂函数关系渊P=0.039<0.05冤袁与对象木胸径

倒数的关系不显著渊P=0.152>0.05冤曰苦槠与伴生树种

种间单株平均竞争强度与对象木胸径有极显著的幂

函数关系渊P=0.004<0.01冤袁与对象木胸径的倒数也有

极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渊P=0.008<0.01冤袁但幂函数关

黄加林院建瓯万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苦槠种群种内与种间竞争 1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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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对象木竞争强度与胸径的回归模型参数

Tab.4 Parameters of CI - DBH models of object trees

苦槠种内
倒数 0.147 33 5.552 45 0.177 13 0.152 13

幂函数 4.274 43 -0.773 64 0.333 86 0.039 13

苦槠与伴生树种
倒数 0.023 65 2.277 28 0.314 44 0.008 21

幂函数 1.883 33 -0.883 06 0.353 26 0.004 21

苦槠与整个林分
倒数 0.009 90 3.500 08 0.517 14 0.000 21

幂函数 3.357 49 -0.981 34 0.448 91 0.001 21

表 3 竞争木的种类组成尧株数和竞争强度

Tab. 3 Composition of competitive trees and their competitive indices

苦槠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28 9.52 31.29 16.30 8.712 0.311 1

罗浮栲 Castanopsis fabri 10 3.40 39.69 24.90 5.431 0.543 2

木荷 Schima superb 44 14.97 12.73 10.60 3.487 0.079 3

栲树 Castanopsis fargesii 9 3.06 34.82 20.28 2.267 0.252 4

薄叶山矾 Symplocos anomala 18 6.12 12.79 12.11 1.829 0.102 5

桂北木姜子 Litsea subcoriacea 21 7.14 8.61 9.21 1.744 0.083 6

山矾 Symplocos sumuntia 39 13.27 6.92 7.33 1.696 0.043 7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3 1.02 75.03 32.20 1.478 0.493 8

闽楠 Phoebe bournei 13 4.42 12.88 12.88 1.109 0.085 9

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15 5.10 8.35 8.51 0.857 0.057 10

福建山矾 Symplocos fukienensis 10 3.40 11.32 10.75 0.813 0.081 11

椤木石楠 Photinia davidsoniae 2 0.68 24.85 16.50 0.649 0.324 12

山黄皮 Randia cochinchinensis 11 3.74 11.51 9.38 0.566 0.051 13

野柿 Diospyros kaki var. silvestris 3 1.02 22.23 22.63 0.510 0.170 14

浙江桂 Cinnamomum chekiangense 2 0.68 10.00 8.80 0.453 0.227 15

米槠 Castanopsis carlesii 4 1.36 8.20 11.00 0.409 0.102 16

树参 Dendropanax dentiger 4 1.36 13.65 11.90 0.334 0.084 17

华杜英 Elaeocarpus chinensis 4 1.36 8.33 9.48 0.334 0.083 18

栓叶安息香 Styrax suberifolius 6 2.04 12.02 10.25 0.323 0.054 19

秀丽锥 Castanopsis jucunda 2 0.68 29.40 17.50 0.318 0.159 20

台湾冬青 Ilex formosana 4 1.36 11.23 9.65 0.275 0.069 21

虎皮楠 Daphniphyllum oldhamii 3 1.02 22.40 16.33 0.263 0.088 22

青冈 Cyclobalanopsis glauca 4 1.36 8.85 8.75 0.236 0.059 23

秀丽四照花 Dendrobenthamia elegans 4 1.36 8.08 7.55 0.205 0.051 24

榕叶冬青 Ilex ficoidea 4 1.36 9.03 9.75 0.178 0.044 25

其他 13个树种 27 9.18 11.56 8.28 1.276 0.047

合计 294 100.00 35.750

系更为密切曰苦槠与所有树种的单株平均竞争强度与

对象木胸径的倒数有极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渊P=

0.000<0.01冤袁与对象木胸径也有极显著的幂函数关系

渊P=0.001<0.01冤袁 但与对象木胸径的倒数线性相关关

系更紧密袁见表 4尧图 1遥

从苦槠对象木胸径与竞争指数的关系数学模型

可以看出袁随着对象木胸径的增加袁竞争指数急剧减

小袁 对象木胸径小于 40 cm受到的竞争压力较大袁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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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象木胸径与种内尧种间竞争指数与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DBH of objective trees and intra-and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s

径 40 cm以上的对象木竞争指数较低遥

4 小结与讨论

众多的研究表明袁使用与距离有关的 Hegyi单木

竞争指数模型对森林群落中林木个体间的竞争进行

定量研究袁 可更准确地度量林木个体间的竞争程度袁

进而描述和预测种群的动态变化[7-8]遥

通过对苦槠群落乔木层 21株苦槠对象木和 294

株竞争木的研究表明院 乔木层苦槠种内竞争强度为

8.712袁高于其受到的任何一种其他伴生树种的种间竞

争强度袁但低于种间竞争指数总和渊27.038冤袁乔木层对

象木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种间袁这与项小燕等[10]对大

别山五针松尧曾思齐等[11]对湖南平江青冈栎和李帅锋

等[12]对滇西北云南红豆杉的种内和种间关系的研究结

果相似袁而与黄小波等[13]对云南云龙云南松和王晓霞

等[14]对山西太岳山脱皮榆等优势度较大的树种的种内

和种间关系的研究结果相反遥 苦槠在群落中的株数虽

少袁但分布较为集中袁径阶较大袁这是苦槠的种内竞争

指数高于其受到的任何一种其他伴生树种的种间竞

争强度的最大的原因遥

在伴生树种中袁 乔木层罗浮栲的竞争指数最大

渊5.431冤袁其次是木荷渊3.487冤遥 苦槠对象木受到的种内

和种间竞争强度的大小顺序为院 苦槠>罗浮栲>木荷>

栲树>薄叶山矾>桂北木姜子>山矾>枫香>闽楠>檵

木>福建山矾>椤木石楠>山黄皮>野柿>浙江桂>米槠>

树参>华杜英>栓叶安息香>秀丽锥>台湾冬青>虎皮

楠>青冈>秀丽四照花>榕叶冬青等遥

树种间的竞争强度与各树种的生物尧生态学特性

和生态幅度有关袁对象木的种间和种内竞争强度还受

到自身和竞争木胸径尧密度尧所处生境等因素的共同

影响遥 福建万木林保护区的次生林的形成已有几百年

的历史袁在演替初期林下光照充足袁喜光的马尾松尧枫

香等先锋树种竞争力强而成为优势树种袁但随着群落

的演替袁林下光照强度逐渐减弱袁先锋树种的幼苗幼

树耐阴性比常绿阔叶树差袁竞争力低袁逐渐被淘汰遥 苦

槠次生林是次生林演替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常绿阔叶

林类型之一[15]袁苦槠种群缺乏幼苗幼树袁主要原因是其

幼苗幼树较为喜光袁 目前的森林环境中林下光照不

足袁幼苗幼树难以生长发育成小树袁再加上且其种子

容易被鸟类和啮齿目动物采食袁导致能够顺利发育成

幼苗的种子数量极少遥

苦槠种内和种间单株平均竞争强度随对象木胸

径的增大而急剧减小袁呈显著的幂函数关系遥 对象木

胸径小于 40 cm时受到的竞争压力较大袁对象木胸径

大于 40 cm时受到的竞争强度较低且趋于稳定遥 一些

处于林缘的苦槠由于胸径和冠幅较大袁 竞争压力小袁

结果量大袁因此袁为了解决苦槠天然更新能力差的问

题袁保护和开发现有的苦槠资源袁建议选择生长性状

较好尧结果量大的苦槠优树进行采果育苗繁殖袁大力

黄加林院建瓯万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苦槠种群种内与种间竞争 1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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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specific and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of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in Jian爷ou Wanmulin Provincial Nature Reserve

HUANG Jialing

(Zhaili Forestry Work Station of Guangze County, Guangze, Fujian 354100)

Abstract: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community is one of the main secondary forest in Wanmulin Nature Reserve of Fijian Province. In

this article, Hegyi's competition index was used to study intraspecific and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intensities of C. sclerophylla trees in

tree layer of the C. sclerophylla community in Wanmulin Nature Reserv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intensity

(27.038) for tree layer C. sclerophylla was higher than intraspecific competition intensity (8.712). Intraspecific and interspecific competi鄄

tion intensities between different tree layer species and C. sclerophylla was in the order: C. sclerophylla > Castanopsis fabri > Schima su鄄

perba > Castanopsis fargesii > Symplocos anomala > Litsea subcoriacea > Symplocos sumuntia > Liquidambar formosana > Phoebe

bournei > Loropetalum chinense. Competition intensity for C. sclerophylla tre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ir DBH (di鄄

ameter at breast heigh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raspecific and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intensities and DBH of C. sclerophylla trees

closely followed the power function (P<0.05).

Key words: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secondary forest; intraspecific competition;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营造苦槠人工林袁加强苦槠天然林资源的保护尧开发

和合理利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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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大尧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现代生活节奏加快袁 人们产生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袁

进而追求一个放松尧休闲的环境和去处袁因此对于森

林生态旅游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袁 希望贴近自然尧回

归自然[1]遥森林公园是城市居民近距离接触尧认识森林

的一种方式袁 体现森林对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价值袁提

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感[2]遥 就森林公园景观配

置而言袁不仅考虑景观搭配是否合理袁更要考虑景观

表达效果对居民的心理感受袁以及注重森林公园生态

的可持续发展[3]遥 本文选择层次分析法对龙岩国家森

林公园景观林配置进行研究袁并结合专家打分法得出

评价结果袁目的在于为森林公园的景观林配置提供理

论依据遥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 60年代美国开展景观评价袁 通过立法建

立了规范的程序来对景观的视觉美学进行评价[4]袁在

随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景观质量评价得到重视并

迅速发展袁Daniel等[5]认为 21世纪的景观质量评价是

景观与人们自身感知相互作用的过程遥 景观评价主要

以视觉研究为主袁近几年开展了对听觉尧嗅觉等其他

感官评价研究[6-7]遥

我国将景观林作为一类森林进行研究始于 20世

纪 50年代[8]袁以树种选择为首要重点遥 曹冠婷[9]通过

SBE法对研究区内不同配置模式的景观林进行研究袁

并构建了模型袁 分析了景观要素与美景度二者的关

系遥杨阳等[10]对研究区内的景观视觉质量进行评价袁利

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视觉质量的因子进行分析遥 梁

梦琦[11]通过层次分析法对研究区内植物群落景观进行

评价,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袁得出评价结果遥 柴思宇

等[12]对国外在树种选择指标进行归纳总结袁指出选择

树种要考虑生态习性尧美学特征尧功能及地形 4个方

面的影响袁对我国的树种种植选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

值遥

2 研究地自然条件和研究资料

龙岩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福建省西部袁地处福建省

龙岩市新罗区北部中低山地区袁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景观林配置评价

薛凌云 1袁 罗洁明 2袁 陈昌雄 1*袁 郭秀平 1

渊1.福建农林大学 林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2.武夷山国家公园执法支队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以龙岩国家森公园为研究对象袁运用层次分析法渊AHP冤袁选取合适的评价因子袁对景观林配置进行研究袁

分为目标层尧综合层尧项目层和因子层四个层级来构建评价层次结构模型袁选择了 19个因子作为评价因子遥 采用专家赋

值法对各层级各指标权重进行计算袁得出权重值遥根据评价结果以及实地调研情况袁提出森林公园景观林配置改造方案袁

次生常绿阔叶林可以适当补植袁并增加乔木和灌木的数量以及种类袁而针阔叶混交林袁由于林分结构单一袁需要增加阔叶

林的比例袁对于竹林袁应伐去不健康的竹子袁进行定期养护管理遥在树种选择上以乡土树种为主袁外来树种为辅袁丰富森林

公园内景观林的季相变化遥

关键词院景观林配置曰评价因子曰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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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遥 森林公园山区年平均温度 16.4 毅C袁年均降水量

1 855 mm袁山区无霜期一年 270 d袁相对湿度 76 %袁全

年温暖多雨袁适合亚热带植物生长遥 森林公园内以喀

斯特地貌为特色袁地质构造多样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山林景观遥 土壤以红壤类为主呈酸性袁 土壤 pH值为

4~5遥 森林公园内植被生长旺盛袁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

富遥 森林覆盖率超过 91 %袁是龙岩主要林区之一遥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当地林业站提供叶小班一

览表曳以及叶龙岩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曳袁根据 叶小

班一览表曳 对研究区内的植被种植情况进行了解研

究袁在此基础上袁对研究区内的景观林进行实地调查袁

结合叶龙岩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曳对景观林配置提

出合理建议遥

3 研究方法

3.1 评价方法

森林公园景观林配置评价体系的构建袁首先选择

不同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价袁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

因子的权重袁建立评价模型袁并结合专家打分法得出

评价结果袁主要对景观林的种植袁观赏及其他功能进

行评价遥

层次分析法 渊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袁AHP冤由

美国运筹学家 Saaty[13]于 20世纪 70年代提出袁是一种

逻辑分析的方法袁实用性高尧简便灵活袁该方法在 1981

年通过学术会议传入中国[14]袁并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

的应用遥 其方法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为若干层

次袁再对每个分解后的问题再次进行细分袁一般视情

况分解 2~4次遥将每次分解出的各个问题进行成对比

较分析袁 选择专家赋值法进行评价并构建判断矩阵袁

计算出相对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袁最终根据排序确

定各因子对于原问题的重要性遥

3.2 评价指标

3.2.1 选取原则

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袁本研究选取森林公园景观

林配置评价指标时袁应主要遵循以下原则院

渊1冤科学性原则

评价指标的选择应该符合科学标准且可量化计

算袁能够客观且真实地反映龙岩国家森林公园的现况遥

渊2冤可操作性原则

评价指标含义表达明确袁 在调查中需方便得到袁

避免盲目调查遥 评价因子需要具有可查性袁才能反映

森林公园的实际情况遥

渊3冤全面性原则

评价因子应尽可能的全面描述景观林的各个功

能袁指标选取要具有代表性袁避免主要因素的遗漏袁以

及层内因素之间的重叠遥 这样才能避免对森林公园进

行片面的评价遥

渊4冤适用性原则

根据龙岩国家森林公园的实际情况袁选择评价因

子要直观以及恰当袁以确保评价系统的可行性遥

3.2.2 指标的选取及模型构建

通过查阅国内相关景观林评价文献并根据评价

指标选取原则袁经过咨询森林公园工作人员以及有关

专家袁 将龙岩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林配置评价分为四

层袁确定了 19个评价因子作为参评因子遥

龙岩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林配置评价模型由目标

层渊A冤尧综合层渊B冤尧项目层渊C冤尧因子层渊D冤构成遥第一

层为目标层构建评价体系的目标袁对野龙岩国家森林

公园景观林配置冶的景观现状进行综合评价遥 第二层

为综合层袁由配置条件渊B1冤尧观赏特性渊B2冤及配置功能

渊B3冤3个评价因子构成遥第三层为项目层袁是对综合层

的评价因子进行再次分层袁共 7个项目构成遥 第四层

为因子层袁共有 19个评价指标袁见图 1遥

图 1 龙岩国家森林景观林配置综合评价层次结构模型

Fig.1 Hierarchical model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forest configuration in Longyan National Forest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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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坡度院降雨对于不同坡度的冲刷力度不同袁同

时影响着土壤的水分含量以及土壤营养流失袁进而影

响林木的生长发育遥

(2)坡向院不同坡向之间由于光照条件的差异对于

植被影响较大袁同时对降雨也有明显的影响遥

(3)海拔院海拔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温度袁海拔每升

高 100 m袁气温下降 0.62 益袁其次是对于降水的影响袁

植被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呈现垂直地带性遥

(4)观赏距离院对于景观林之间的距离远近不同袁

游人的心理感受不同遥 一般来说袁远景适合观赏整体

美袁而近景适合观赏细节美遥

(5)可达性院特指景观可达性袁即游人到达所观赏

的景观林的容易程度袁主要有时间尧距离尧费用来衡

量遥

(6)树形院指树木的整体形态袁包括树根袁树干及树

冠等形状遥 树木的不同造型所形成各自风格更加吸引

游人观赏遥

(7)树叶院叶片的形状尧颜色尧大小和质感袁树叶的

叶脉袁都可作为观赏的对象遥

(8)花果院花和果实的色彩尧香味尧形状等较为吸引

游人遥

(9)视觉院景观视觉主要集中于色彩尧形状尧质感三

个方面袁不同人对于同样景观美的感受不同遥

(10)嗅觉院嗅觉是一种远感袁花和果实会产生不同

的味道袁主要以香味为主袁部分林木也有着独自的气

味遥

(11)季相院是指植被随着四季变化而产生不同的

色彩变化以及叶片尧花尧果实形状变化袁景观林配置中

运用季相变化可以突出季节感遥

(12)林相院指的林冠层次以及林木的健康状况袁林

冠丰富尧树种多样及健康袁更加吸引游人遥

(13)自然性院指景观林未被人为干扰的程度袁由于

天然林没有受到人为干扰袁而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遥

(14)多样性院主要指物种多样性袁景观林里物种越

丰富袁则更吸引游人遥

(15)稳定性院主要包括抵抗力尧恢复力尧持久性和

变异性四个方面袁与物种多样性有着重要的关联遥

(16)生长状况院景观林是否适应当地立地条件尧生

长速度是否受阻尧以及林木是否健康等遥

(17)观赏价值院是景观林对游人提供美感的程度袁

可以使人们旅游价值增加袁令人保持舒适尧愉快的心

情遥

(18)生态价值院景观林具有涵养水源与防风固沙袁

净化空气等功能遥

(19)科研价值院景观林可进行调查与研究遥

3.3 权重计算

3.3.1 构建判断矩阵

结合相关文献的研究袁根据实际情况及询问相关

人员袁评价采用 1-7及其倒数的标度进行构造两两判

断矩阵袁即院1袁3袁5袁7代表的两个因子相比较时袁一个

因子与被比较因子同等重要袁比较重要袁十分重要袁极

度重要袁2袁4袁6则表示处于中间值遥倒数则为两个比较

因子的反比袁如表 1所示遥

表 1 判断矩阵标度 1-7及含义

Tab. 1 The means of Scale 1-7 of judgment matrix

3.3.2 计算权重集

在构造出相应的判断矩阵后袁可计算出矩阵的权

重集袁即为矩阵最大特征向量归一化后的集合W遥 计

算步骤如下院[15]

渊1冤计算矩阵每一行乘积

Mi=
n

j=1

仪aij袁渊i袁j=1袁2袁3袁噎袁n冤 渊1冤

式中院aij为因子 ai对因子 aj的重要性遥

渊2冤对矩阵每一行乘积开 n次方得到矩阵最大特

征向量

Wi= Mi

n
姨 =

n

j=1

仪aij

n

姨 袁渊i袁j=1袁2袁3袁噎袁n冤 渊2冤

渊3冤对求出的特大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

Wi=
W i

撞
m
i=1W i

=
装

n
j=1aij姨

撞
m
i=1 装

n
j=1aiji姨

渊3冤

1 表示两个因子相比袁重要性相同

3 表示两个因子相比袁一个因子对另一个因子比较重要

5 表示两个因子相比袁一个因子对另一个因子十分重要

7
2袁4袁6

表示两个因子相比袁一个因子对另一个因子极度重要
表示两个因子相比袁 重要性介于 1袁3袁5袁7任意两个相
邻标度之间

倒数 两个比较因子的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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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出的特征向量 Wi=[W 1 W 2 W 3 噎 Wm]
T即

为每层因子对另一个因子的重要性权重值遥

3.3.3 一致性检验

为了确保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以及证明结果的合

理性袁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袁必须经过一致性检验才

能进行层次的排序遥 检验方法如下院

渊1冤根据判断矩阵求出其最大特征值袁即为判断

矩阵特征向量的特征值院

姿max =
n

i=1

移
AW i

nW i

=
n

i=1

移
AWi

nWi

渊4冤

渊2冤根据所求的 姿max袁计算一致性指标渊CI冤

CI=
姿max -n

n-1
渊5冤

渊3冤根据矩阵阶数袁选择对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

指标渊RI冤[16]袁如表 2所示遥

表 2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Tab. 2 The average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渊4冤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渊CR冤

CR=
CI
RI

=
姿max -n

渊n-1冤RI
渊6冤

当 CR约0.100时袁 说明该判断矩阵具有较好的一

致性袁权重分配合理遥反之当 CR逸0.10袁则说明判断矩

阵不被接受袁需要重新对矩阵进行调整遥

4 结果与分析

4.1 评价结果

本研究采用专家赋值法对两两判断矩阵进行打

分袁为了使计算出的权重值更加准确尧科学袁将权重计

算问卷发放给 30位专家进行填写袁 专家主要由森林

公园所在地的林业局及各林业站技术人员尧福建农林

大学相关专业的老师等构成遥

将每份调查问卷的评分整理并构建相应的判断

矩阵袁 并对各层次进行一致性检验并计算权重系数袁

取 30位专家对于某一评价因子的权重系数的平均数

作为这一评价因子的最终权重袁之后对各层次的权重

重新进行归一化处理袁得到最终权重如表 3所示遥 此RI 0 0 0.58 0.89 1.12

表 3 龙岩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林配置评价因子权重值结果表

Tab. 3 Weight value of landscape forest allocation evaluation factor in Longyan National Forest Park

景观林

配置综

合评价

A

配置条件 B1

渊0.267 1冤

立地条件 C1渊0.111 3冤

坡度 D1 0.019 0 18

坡向 D2 0.059 4 6

海拔 D3 0.032 9 14

观赏条件 C2渊0.155 8冤
观赏距离 D4 0.117 1 1

可达性 D5 0.038 7 11

观赏特性 B2

渊0.414 9冤

观赏部位 C3渊0.228 1冤

树形 D6 0.040 6 10

树叶 D7 0.076 5 5

花果 D8 0.111 0 2

观赏感受 C4渊0.074 2冤
视觉 D9 0.056 4 7

嗅觉 D10 0.017 8 19

观赏定位 C5渊0.112 6冤

季相 D11 0.044 8 9

林相 D12 0.045 9 8

自然性 D13 0.021 9 17

配置功能 B3

渊0.317 9冤

森林健康 C6渊0.173 8冤

多样性 D14 0.098 5 3

稳定性 D15 0.037 9 12

生长情况 D16 0.037 4 13

景观价值 C7渊0.144 1冤

观赏价值 D17 0.083 5 4

生态价值 D18 0.032 8 15

科研价值 D19 0.027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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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 30份调查问卷构建的判断矩阵均能通过一致性

检验袁表示专家组成合理遥

4.2 结果分析

由表 3可知袁龙岩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林配置综合

评价综合层的观赏特性渊B2冤权重最高袁其次是配置功

能渊B3冤袁最后是配置条件渊B1冤遥对于森林公园的景观林

来说袁观赏特性占有将近 50%的权重袁景观林的观赏

特性是从游人的角度出发袁是吸引游人观赏尧游玩的

关键遥 而配置功能从景观林管理角度出发袁景观林的

林木健康可以增加自身的景观价值袁因此配置功能则

提供游人游玩尧观赏的保障遥 虽然配置条件的权重最

低袁但在景观林的树种选择上袁要根据立地条件以及

观赏条件来选择袁是景观林能否良好生长的前提遥

从项目层来看袁观赏部位渊C3冤的权重最高袁占项

目层七个指标综合权重的 20%以上袁而观赏感受渊C4冤

权重最低袁 说明在进行景观林配置时要选择树形尧树

叶尧花果不同的树种来组成袁避免树种的单一造成景

观的单调遥 而观赏条件渊C2冤和景观价值渊C7冤的权重相

差不大袁在景观林配置中要对这两项同样重视袁要考

虑游人对景观林的观赏距离以及到达景观林的难易

程度袁同时关注景观林自身林地和林木的价值袁对景

观林进行养护管理遥

在因子层中袁根据排名袁前三名分别为观赏距离

渊D4冤尧花果渊D8冤和多样性渊D14冤袁前两种因子的权重都

大于 0.1袁第三名权重则接近 0.1袁说明在景观林配置

时应重点关注这三种因子遥 排在最后三位则是自然性

渊D13冤尧坡度渊D1冤尧嗅觉渊D10冤袁三者的权重均接近于

0.02袁三者权重之和小于 0.1袁可以得知前三名的权重

远大于最后三者袁说明景观林的景观视觉效果比其散

发出的气味更加吸引游人袁而坡向以及自然性则是主

要影响树木自身的生长发育袁进而间接对游人产生吸

引力遥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袁选择合适的评价因子结

合专家打分确定各项因子的权重袁龙岩国家森林公园

景观林配置评价模型由 1个目标层渊A冤指标尧3个综

合层渊B冤指标尧7 项目层渊C冤指标尧19 个因子层渊D冤评

价因子构成遥 综合层中观赏特性权重最高袁配置条件

最低袁说明在景观林配置时袁因首要关注对游人产生

视觉效果遥 在项目层中袁观赏部位权重最大袁观赏感受

权重最低袁表明在景观林的树形尧花果及树叶的形状尧

颜色尧质感较为吸引游人观赏遥 在因子层中袁观赏距离

权重远大于嗅觉袁说明同一片景观林在不同的距离观

赏会产生不同的观赏的感受袁应选择恰当的距离对景

观林进行观赏遥

根据龙岩国家森林公园的实地调研情况以及结

合景观林配置评价结果袁森林公园内植物资源丰富且

植被保护良好袁主要为次生常绿阔叶林尧针阔叶混交

林尧竹林为主遥 大部分天然林以针阔混交林尧常绿落叶

阔叶混交林为主袁处于游人不易到达的林地袁可达性

较差遥 而游人容易到达的林地则以竹林为主遥

对于天然林袁由于林分疏密不均袁次生常绿阔叶

林可以在较为稀疏的林地上进行补值袁适当增加乔木

和灌木的数量以及种类袁在垂直结构上袁营造出多层

次的视觉效果遥 而针阔叶混交林袁森林公园里主要以

杉木和马尾松为主袁林分结构单一袁需要增加阔叶林

的比例袁增加物种多样性袁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遥 而

对于游人容易到达的竹林袁则伐去有病虫害尧衰老的

竹子袁同时补种一些色彩鲜艳花灌木尧添加地被层植

物以及一些造型奇特的景观石袁 增加竹林的景观效

果遥 同时可以适当在林地周围或景观林中布置步道供

游人散步袁使得游人可以更加接近观赏遥

对于树种的选择袁 应该注重乡土树种的使用袁将

乡土树种与外来树种搭配使用袁在增加景观效果同时

使得植物群落生态功能合理遥 森林公园内景观多以绿

色为主袁季相变化不明显袁可以选择秋叶色树种进行

补植袁来丰富季相的变化遥 如乌桕尧木荷尧深山含笑等遥

在灌木的选择上袁选择花色较为艳丽袁花型大的花灌

木袁如毛杜鹃尧紫薇尧木芙蓉等遥 在地被植物的选择上袁

可选择草本花卉或者观叶的地被植物遥 如百日草尧合

果芋尧冷水花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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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袁水体污染也在以惊人的

速度在加剧遥镉渊Cd冤是当前我国土壤及水体中重金属

污染最主要的元素之一[1]遥含 Cd的化合物毒性通常较

大袁进入人体会对肝尧肾脏等造成损害袁还可能导致骨

质疏松等袁危害极大[2]遥由于重金属基本是不可降解的[3]袁

其处理方法主要包括沉淀法尧电解法尧膜技术尧生物

法尧离子交换法和吸附法等[2,4]遥 吸附法由于操作简单尧

处理量大尧成本低廉等优点袁在重金属污染治理过程

中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遥 生物质由于来源广

泛袁成本低廉袁因此以生物质为吸附剂进行重金属吸

附处理也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遥 Mousumi等[3]

以黄瓜皮为吸附剂袁详细考察其对水溶液中 Pb2+离子

的吸附过程袁杨岚清等[5]以花生秆尧葵花盘尧棉花壳及

棉花秆粉末为吸附剂袁在不同吸附剂用量尧pH尧吸附时

间和初始浓度等条件下对废水中 Cd2+和 Pb2+的吸附行

为进行研究袁结果表明袁4 种材料对 Cd2+和 Pb2+的吸附

更符合拟二级动力学模型袁材料的吸附机理主要为化

学吸附遥刘栖萍等[6]对树皮类吸附材料进行了筛选袁结

果表明袁侧柏皮尧核桃树皮和构树皮在最优条件下袁对

Cd2+ 的吸附量达到 64.69~70.33 mg/g遥 杨慧敏等 [7]以

NaOH和 KMnO4对菜籽粕(CZP)进行改性袁制得吸附剂

CZP-N和 CZP-K袁并用于吸附 Cd2+的研究遥 Zheng等[8]

采用接枝共聚改性玉米秸秆制备了吸附剂(AGCS)袁接

枝成功后具有氰基(-CN)的 AGCS比未改性的玉米秸

秆表现出更高的 Cd2+吸附潜力遥 Nadeem等[9]研究了天

然和固定化芒果生物质(MIB)对模拟溶液和废水中

Pb2+的吸附袁考察了 pH尧初始浓度尧生物吸附剂用量和

接触时间对吸附效果的影响遥Khoshsang等[10]以藏红花

废料作为一种低成本尧绿色吸附剂袁研究了其对水溶

液中 Pb2+的吸附遥李志琳等[11]采用尿素溶液氨化来改性

小麦秸秆袁SEM图表明袁 改性后的小麦秸秆孔隙率增

大袁有更多的吸附点位袁从而更有利于对 Cd2+的吸附遥

柚子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水果袁 产生的柚子皮袁如

果被当作垃圾处理袁则造成另一个污染源遥 柚子皮中

富含纤维素尧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等生物聚合物遥 这些

生物高聚物具有多种官能团渊羧基尧羟基尧氨基尧磷酸

盐尧羰基等冤袁可以作为重金属的结合位点遥 本次拟采

用经过简单处理的柚子皮为吸附剂袁考察研究其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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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 Cd2+的吸附行为袁 以评估其作为吸附剂的可行

性袁实现生物质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袁同时为水体中

重金属的治理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与仪器

柚子皮袁 采自福建漳州平和县地区曰 氯化镉尧乙

醇尧氢氧化钠尧苯尧硫酸尧氯化钡均为分析纯袁国药集团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曰盐酸袁分析纯袁三明市三圆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遥

水浴恒温振荡器渊SHZ-C冤袁上海跃进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渊Z-2000冤袁日本日立公

司曰热重分析仪渊Q600SD冤袁美国 TA 公司曰电子天平

渊KD-TEC冤袁福州科迪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遥

1.2 柚子皮的预处理

本次实验取新鲜的柚子皮用剪刀剪成约 1 cm3的

小块袁用蒸馏水仔细洗涤两次袁然后放进烘箱袁温度设

定成 80 益袁干燥到重量不再改变遥 烘干后的果皮用药

用粉碎机粉碎袁使用 200目的分样筛筛分袁自封袋封

装备用遥

1.3 柚子皮成分分析

1.3.1 水分含量分析

取 2 g柚子皮于烧杯中放到鼓风干燥箱袁 温度设

为 80 益烘干至重量不再改变遥 称量烘干后的重量袁通

过式(1)计算了含水量遥

烘干前重量-烘干后重量
烘干前重量

伊100% (1)

1.3.2 苯醇抽提分析

取柚子粉(G0)尧20 mL的苯和 10 mL乙醇在 30 益

下静置 3 h袁静置后的残渣保持在 105~110 益(至恒重)

后又被冷却到室温,再次称重(G1)遥 由式(2)计算出萃取

物的含量遥

w1渊wt%冤=
G0-G1

G0
伊100% (2)

1.3.3 半纤维素分析

用 150 mL NaOH溶液(20 g/L)萃取残基 G1袁该混

合物回流了 3.5 h袁 洗涤后的残渣被干燥成恒定的重

量袁然后冷却至室温袁再次称重(G2)袁由式(3)计算半纤

维素的含量遥

w2渊wt%冤=
G1-G2

G0
伊100% (3)

1.3.4 木质素分析

取经苯醇萃取分析后的残渣 1.0 g袁 经烘箱干燥

渊至恒重冤袁冷却并称重渊G3袁g冤遥 加入 30 mL H2SO4袁混

合物在 14 益下保持 24 h袁然后用 300 mL蒸馏水稀释

并回流 1 h遥 过滤后袁彻底清洗残渣袁直到滤液中不存

在硫酸盐离子渊用 10%氯化钡检测冤遥最后将烘干后的

残渣冷却并称重渊G4袁g冤遥 木质素的重量由式渊4冤计算遥

w3渊wt%冤=
G4渊1-w1冤

G3
伊100% (4)

1.3.5 纤维素分析

用式(5)计算纤维素的含量遥

w4渊wt%冤=100-渊w1+w2+w3冤 (5)

1.4 吸附实验

实验采用静态吸附遥 在锥形瓶渊250 mL冤中加入

50 mL 一定浓度的 Cd2+离子溶液和一定量的柚子皮

作为吸附剂袁充分混合均匀袁置于一定温度的恒温水

浴装置内袁进行吸附实验遥 吸附完成经离心分离后袁取

上清液过 0.45 滋m滤膜袁用原子分光光度计渊火焰法冤

测其吸光度遥 吸附量计算如下院

q=咱渊c0-ce冤V暂伊W (6)

式中: C0是 Cd2+的初始浓度袁mg/L曰Ce 是平衡时的浓

度袁mg/L曰q 为吸附量袁mg/g曰V 为溶液体积袁L曰W 是吸

附剂用量袁g遥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柚子皮成分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的柚子皮成分如表 1所示遥 从

表中可以看出袁半纤维素是柚子皮的主要成分袁纤维

素和木质素分别代表柚子皮的第 2组分和第 3组分遥

柚子皮渊未干燥前冤的水分含量也较高袁达到了湿重情

况下的 82.83 %遥同时袁采用热重分析渊TGA冤研究了柚

子皮不同组分随温度升高的热降解过程袁如图 1所示

的热重曲线袁 在 210 益温升之前约 11.5%的初始失重

可解释样品中水分和部分可提取物的蒸发遥 下一步袁

半纤维素分解发生在 210~360 益的温度范围内袁此阶

段样品质量下降最大袁失重约 46.5%遥 从 360~840 益

中裂解纤维素袁失重约 26%遥 840 益之后袁剩余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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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袁主要为木质素袁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袁木质素逐

渐开始分解遥 TGA分析表明袁半纤维素是柚子皮的主

要组成部分袁易降解袁其次是纤维素遥 木质素是 3种组

分中最稳定的袁也是最后降解的遥 本次分析的结果与

Mousumi等[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遥

表 1 柚子皮的成分分析

Tab.1 Component analysis of pomelo peel

图 1 不同温度下柚子皮 TGA分析

Fig.1 Thermo gravimetric analysis (TGA) of pomelo peel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2.2 吸附反应的影响因素

2.2.1 反应时间对吸附 Cd2+的影响

浓度为 250尧350尧450 mg/L Cd2+溶液各取 50 mL袁

0.15 g柚子皮吸附剂加入到 250 mL锥形瓶袁pH值为

5袁25 益下在水浴恒温振荡器下分别震荡 20尧30尧60尧

90尧120尧150尧180尧240 min袁吸附量结果如图 2所示遥

图 2 时间对吸附反应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time on adsorption reaction

由图 2可知袁 不同浓度的变化规律大体上一样袁

从 0~60 min吸附初期时袁 在柚子皮的外表层和孔缝

内吸附袁阻力较小袁吸附量随时间增加而上升遥 60 min

后袁柚子皮外表面和微孔慢慢被占据袁降低了颗粒表

面自由能袁吸附量逐渐趋于稳定袁吸附慢慢达到饱和袁

吸附阻力变大袁浓度差减小袁吸附推动力也降低遥 吸附

时间为 60 min时袁吸附基本达到平衡袁所以本次吸附

时间选择为 60 min遥

2.2.2 pH值对吸附 Cd2+的影响

取 5 mg/L 的 CdCl2溶液 50 mL尧0.15 g 柚子皮于

250 mL锥形瓶袁用 0.1 mol/L盐酸调节 pH值曰25 益条件

下在水浴恒温振荡器震荡 1 h袁吸附量结果如图 3所示遥

图 3 pH对吸附 Cd2+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pH on adsorption of Cd2 +

由图 3可以看出袁当 pH值由 2升至 5时袁吸附量

由 8.86 mg/g 增加到 24.11 mg/g遥 当 pH值由 5升至 7

时袁 吸附量降至 22.61 mg/g遥 pH值为 5时的吸附量

达到最高遥 Mousumi等[3]研究表明袁pH值从 2增加袁生

物质表面电荷逐渐变为负电荷遥在较高的 pH值下袁这

种增强的表面负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属的吸附遥

负表面电荷导致生物质功能基团脱质子化袁释放出 H+

渊aq冤和 H3O
+渊aq冤遥 因此袁这些作为结合位点的脱质子

化官能团很容易被金属离子获得袁从而产生更好的吸

附遥本次的实验结果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遥当 pH值

超过 5时袁可能在溶液中存在少量可溶性的 Cd(OH)2袁

从而使得吸附性能下降[12]遥

2.2.3 温度对吸附 Cd2+的影响

取 5 mg/L的 CdCl2溶液 50 mL尧0.15 g柚子皮粉

加入到 250 mL锥形瓶袁pH 值为 5袁 设定水浴恒温振

荡器温度为 20尧25尧30尧35 益下分别震荡 1 h遥 吸附量

结果如图 4所示遥

水分 82.83

萃取物 12.1

半纤维素 48.9

木质素 9.7

纤维素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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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温度对吸附 Cd2+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adsorption of Cd2 +

由图 4可知袁 温度在 20~35 益范围内变化时袁柚

子皮对 Cd2+的吸附量变化不大袁都在 24.5 mg/g左右遥

因此袁温度对本实验的影响较小袁与 Riaz 等 [13]吸附

Pb2+的过程基本一致遥结合实际应用袁吸附温度确定为

常温 25 益遥

2.2.4 初始浓度对吸附 Cd2+的影响

取 0.15 g柚子皮分别加入 0.5尧1尧2尧5尧10 mg/L的

CdCl2溶液 50mL到 250 mL锥形瓶袁pH值 为 5袁25 益

条件下在水浴恒温振荡器震荡 1 h袁 吸附量结果如图

5所示遥

图 5 不同 Cd2+初始浓度对柚子皮吸附性能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different initial concentrations of Cd2 + on the

adsorption properties of pomelo peel

从图 5可以看出袁随着 Cd2+浓度的升高袁吸附量逐

渐增大袁这是由于溶液中 Cd2+与吸附剂接触概率随溶液

中 Cd2+浓度增大而增大袁在柚子皮还未达到饱和吸附量

时可接着吸附溶液中存在的 Cd2+曰 当 Cd2+离子浓度达到

5 mg/L时柚子皮吸附剂的活性吸附位点逐渐达到饱和袁

吸附效率趋于稳定遥 在吸附浓度范围内袁5 mg/L的吸附

量最多袁所以本次选择的 Cd2+浓度为 5 mg/L遥

2.2.5 吸附剂投加量对吸附 Cd2+的影响

准确称取 0.05尧0.10尧0.15尧0.20尧0.25 g 柚子皮吸

附剂尧5 g/mL的 CdCl2溶液 50 mL于 250 mL锥形瓶袁

pH值为 5袁25 益条件下在水浴恒温振荡器震荡 1 h袁

吸附量结果如图 6所示遥

图 6 柚子皮吸附剂用量对吸附 Cd2+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dosage of pomelo peel adsorbent

on adsorption of Cd2+

从图 6可知袁吸附效率随吸附剂投加量升高先增

大而后趋于稳定袁当柚子皮投加量为 0.15 g时袁吸附

量最多袁达到 24.11 mg/g遥在 Cd2+初始浓度一定的情况

下袁吸附剂使用量越多袁吸附效果越好袁但是随着吸附

量达到上限袁过量的吸附剂不会再吸附遥 这是因为吸

附剂量的增加既增加了参与吸附的官能团数量袁又增

大了吸附的表面积曰 当投加量从 0.15 g 升到 0.25 g

时袁因为水中吸附剂的浓度太高袁彼此粘结袁使其与溶

液的接触面积减小袁减少活性位点袁吸附效率略有下

降遥 所以袁柚子皮吸附剂用量取 0.15 g遥

2.3 吸附等温研究

较为常用的吸附等温模型为院Langmuir 和 Fre鄄

undlich[14]等温吸附模型遥

Langmuir 吸附等温方程院
ce

qe

=
1

KL qm

+
ce

qm

(7)

Freundlich 吸附等温方程院

log qe =log KF+
1
n
log Ce (8)

式中袁Ce 为平衡浓度袁mg/L曰qe 为平衡时吸附量

mg/g曰qm 为吸附剂的最大吸附量 mg/g曰KL 和 KF 为

Langmuir和 Freundlich常数曰1/n为吸附指数遥 拟合了

25 益下的两个吸附等温线模型袁结果见图 7和 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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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Langmuir方程拟合

Fig. 7 Fitting of Langmuir equation

图 8 Freundlich方程拟合

Fig. 8 Fitting of Freundlich equation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吸附等温方程的参数如表 2

所示遥 从表 2可以看出袁柚子皮吸附水中 Cd2+的最大

容量是 135.50 mg/g遥 比较两种吸附模型可以看出袁柚

子皮吸附水中 Cd2+更符合 Langmuir 等温吸附袁 说明

Cd2+离子在柚子皮表面的吸附为单分子层吸附袁 并以

化学吸附为主[15]遥

表 2 等温线方程参数

Tab.2 Parameters of isotherm equation

2.4 动力学研究

拟采用 Lagergren的拟一级动力学和拟二级动力

学模型对吸附动力学数据进行分析袁 以找出吸附机

理遥 拟一级动力学方程和拟二级动力学方程分别如

渊9冤尧渊10冤式所示[14]遥

log渊qe -qt冤=log qe -
k1

2.303
t (9)

t
qt

=
1

k2 qe

2 +
1
qe

t (10)

式中: qe为最大吸附量袁mg/g曰 qt为 t时刻吸附量袁mg/g曰

k1为一级吸附速率常数袁1/min曰k2为二级吸附速率常

数袁g/(mg窑min) 遥 取 25 益浓度为 250尧350尧450 mg/L的

Cd2+随时间的吸附数据进行拟合袁 结果见图 9尧10袁模

型参数见表 3遥

图 9 拟一级动力学方程

Fig. 9 Pseudo first order dynamic equation

图 10 拟二级动力学方程

Fig. 10 Pseudo second order dynamic equation

表 3 动力学方程参数

Tab.3 Parameters of kinetic equation

从图 9尧10可以看出袁 相较拟一级吸附动力学方

程袁拟二级吸附动力学方程更符合柚子皮吸附 Cd2+的

过程遥 说明柚子皮对 Cd2+离子的吸附存在化学吸附及

Cd2+离子与柚子皮吸附剂之间存在共价作用力袁与

Mousumi等人的结果一致[3]遥

3 结论

以柚子皮粉末为吸附剂袁 对水溶液中的 Cd2+进行

了吸附研究遥柚子皮的成分分析表明袁柚子皮中以半纤

250 83.57 0.003 9 0.498 0.765 0.16 83.33 0.999 9

350 111.48 0.003 3 0.499 0.753 0.18 111.21 1

450 136.61 0.002 4 0.701 0.735 0.17 136.15 1

Langmuir Freundlich

KL qm R2 KF n R2

-4.73 135.50 0.9991 148.25 -11.77 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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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orption of Cadmium ion by Pomelo Peel

WU Fangdi1袁2, HUANG Shizhen1,2, HU Jiapeng1,2, LI Suqiong3, WU Ji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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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chool of Ecological and Resource Engineering,Wuyi University, Wuyishan袁Fujian 354300;

3.School of Life Sciences,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Guangdong 514015)

Abstract: The adsorption Cd2+ in aqueous solution by pomelo peel was investigated. The main components of pomelo peel were ana鄄
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component of pomelo peel was hemicellulose. The effects of pH value, adsorbent dosage, tempera鄄
tur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Cd2+ and adsorption time on the adsorption of Cd2+ were investigated by static adsorption experiment. The re鄄
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adsorption result of pomelo peel on Cd2+ was obtained when pH was 5, temperature was 25 益, initial concentra鄄
tion of Cd2+ was 5 mg / L, adsorbent dosage was 0.15 g and adsorption time was 60 mi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dsorption process
was more in line with Langmuir isotherm equation. The kinetic study showed that the adsorption of Cd2+ on pomelo peel conformed to the
pseudo second order adsorption kinetic equation.

Key words院pomelo peel; adsorption; Cd2+ ion

维素为主袁占了干重的 48.9 %遥 TGA分析表明袁半纤维

素是柚子皮的主要组成部分袁 在 210~360 益的温度范

围内易分解袁其次是纤维素袁在 360~840 益分解遥 木质

素是三种组分中最稳定的袁也是最后降解的遥柚子皮吸

附 Cd2+的工艺研究表明袁在 pH值为 5袁温度为 25 益袁

初始浓度为 5 mg/L袁吸附剂用量 0.15 g尧吸附 60 min

时柚子皮对 Cd2+的吸附效果最佳遥 等温吸附研究表明

吸附过程更符合 Langmuir等温方程袁说明 Cd2+离子在

柚子皮表面的吸附为单分子层吸附袁并以化学吸附为

主遥 动力学研究表明 Cd2+在柚子皮上的吸附符合拟二

级吸附动力学方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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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为薯蓣科植物薯蓣 渊Dioscorea opposita

Thunb.冤的干燥根茎袁是一种重要的保健食品 [1]遥 山药

除作为农产品食用外主要还可作为药材使用袁我国将

山药作为中药使用已有悠久的历史遥中医学认为山药

具有补脾养胃袁生津益肺袁补肾涩精等功能袁目前叶中

国药典曳对作药材使用的山药从规格和处理方法上都

作了描述袁要求山药片为山药除去外皮后趁鲜切片后

再干燥所得的厚片袁其切面应为白色或黄白色[2]遥

山药在加工和贮藏过程中很容易发生褐变袁引起

色泽尧风味和质地的变化袁一直以来都是成为影响山

药商业价值的一项重要因素遥据报道一般山药在削皮

后袁如果暴露于空气中 6小时之后袁褐变程度会显著

增加遥 所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山药褐变袁才能获

得色泽洁白的山药制品遥 为保持山药片的色泽洁白袁

传统的熏硫法处理也可以获得较好的色泽袁但熏硫也

导致了成品山药片硫超标等系列问题[3]遥 因此如何进

行有效的无硫护色袁也成为决定山药片加工的关键技

术之一遥

现代研究认为山药褐变的主要原因有酶促褐变

与非酶促褐变袁其中酶促褐变反应迅速袁是新鲜果蔬

类产品变色的主要原因袁而酶促褐变的发生与植物中

的 PPO渊多酚氧化酶冤及 POD渊过氧化物酶冤具有重要

关联[4,5]袁所以目前山药的防褐方法多通过抑制 PPO和

POD来实现遥如亚硫酸盐及其类似物就是一种有效的

抑制 PPO活性的还原剂袁但亚硫酸盐有引起食用者发

生过敏性气喘的报道袁美国等国家禁止其在果蔬的加

工中使用袁导致使用上也受到限制[6]遥 为实现无硫护

色袁目前国内外使用较多的抑制 PPO的化学护色试剂

主要有院 抗坏血酸尧NaCl尧CaCl2尧L-半胱氨酸尧 植酸尧

EDTA等遥 除化学护色外袁尚有物理的热烫杀青处理尧

真空包装等手段对果蔬来进行防褐遥 笔者以无硫护色

为切入点袁并从经济成本和效率考虑袁以柠檬酸作为

试剂对山药的防褐处理进行了实验研究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试剂

山药袁购于湖南本地市场遥 选择同一批次袁个体完

收稿日期院2020-09-29

基金项目院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渊19C185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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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以柠檬酸为防褐护色剂袁研究山药片干燥前的最佳护色工艺条件,通过护色液浓度尧浸渍温度尧护色时间

三个单因素对干燥后山药片白色度影响试验的基础上袁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对干燥前的护色条件进行优化遥 结果表明:在

柠檬酸浓度为 0.6%尧浸渍温度 40 益尧护色时间 3 min的条件下袁山药片干燥后的白色度可达到 88.76袁并随存放时间的

延长其防褐护色效果与部分文献中使用的复合试剂护色效果相比没有明显差异袁 在某些质量指标评价上优于对照文献

中的复合试剂遥 结论:利用柠檬酸对干燥前的山药片进行防褐护色能使干燥后的山药片保持较好的色泽袁该护色方法简

单尧经济尧有效袁具有推广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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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尧粗细均匀尧表皮无霉尧无机械损伤的新鲜山药曰柠

檬酸袁市售食品级袁湖北鑫润德化学试剂厂遥

1.2 主要仪器和试剂

BT125D电子分析天平袁 德国 Sartorius 公司曰101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袁 东莞市豪邦设备公司曰HH要8型

数显恒温水浴锅袁 上海新诺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曰JW要

1A 型固体样品粉碎机袁江苏姜堰市分析仪器厂产品曰

X-rite Color I5色差计袁美国爱色丽公司遥

1.3 样品制备方法

1.3.1 样品制备流程

山药寅切去根头寅清洗寅除去外皮寅切片寅护

色寅蒸馏水清洗寅沥干寅干燥遥

1.3.2 护色

选择对人体无害的柠檬酸作为山药的护色剂袁按

试验需要配成不同浓度溶液袁将山药片按浸入其中至

规定时间袁护色液的使用量与山药片的质量比为 3颐1遥

对比组中复合剂 1采用 0.25%柠檬酸 + 0.1%植酸 +

0.25%氯化钙进行护色曰 复合剂 2采用院1%柠檬酸 +

1%Vc + 1%氯化钙进行护色遥

1.3.3 干燥

护色后的山药片沥干后放入烘箱进行干燥试验袁

烘箱温度设定为 50 益的恒温干燥袁 干燥终点设定为

山药片的含水率低于渊10依1冤%袁干燥过程中每 30 min

迅速取出样本秤重袁记录好相关质量数据直至干燥至

终点遥 含水率 Mw的测定按以下公式计算院

Mw=
mt-md

mt
伊100% 渊1冤

式中院mt为 t时山药的质量渊g冤曰md为干燥恒重后干物

质的质量渊g冤遥

1.3.4 质量判定

按文献[7]的方法略做修改袁将干燥后的山药片成

品后充分粉碎袁并过 65目筛遥 以色差计测定干燥样本

的 L尧a尧b 值遥 并由 L尧a尧b 值计算白色度袁作为干燥制

品褐变程度的指标遥 白色度渊W.I.冤计算公式如下院

W.I.=100- 渊100-L冤2+a2+b2姨 渊2冤

式中院L 为亮度价袁100 时为全白袁0 时为全黑曰a为红

绿值袁大表示趋向红色袁小表示趋向绿色曰b 为黄蓝值袁

大表示趋向黄色袁小表示趋向蓝色遥

1.3.5 数据处理与分析

每个实验样品均重复测定 3次袁取平均值袁采用

SPSS 软件进行显著性分析遥

1.4 单因素试验

1.4.1 护色液浓度对山药片色泽的影响

称取 100 g切好的山药片渊厚度 0.5 cm袁下同冤共

5份袁 分别放入浓度为 0.2%尧0.6%尧1.0%尧1.4%尧1.8%

的柠檬酸溶液中袁浸渍 2 min袁室温下考察柠檬酸浓度

对山药片色泽的影响遥

1.4.2 浸渍温度对山药片色泽的影响

于 10尧25尧40尧55尧70 益下配好 0.5%浓度的柠檬

酸液 5份袁分别称取 100 g山药片浸渍于其中袁在浸渍

时间均为 2 min 的条件下袁考察护色时温度对山药片

色泽的影响遥

1.4.3 浸渍时间对山药片色泽的影响

分别称取 100 g切好的山药片袁浸渍入 0.5%浓度

的柠檬酸液袁室温下分别浸渍 1尧3尧5尧7尧9 min下考察

护色时间对山药片色泽的影响遥

1.5 护色正交试验

在单因素实验基础上袁以干燥后的山药片白色度

度为指标袁采用 L9(3
4)正交试验设计对各护色条件进

行优化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因素试验结果与分析

2.1.1 护色液浓度对山药片色泽的影响

如图 1 所示袁 不同浓度的柠檬酸液对干燥后山

药片的防褐变效果有所不同袁说明柠檬酸护色液的浓

度是影响干品山药片的因素之一遥 从图 1中我们可以

看出袁当柠檬酸溶液浓度达到 0.6% 时袁干燥后的山药

片白色度最高袁继续增加柠檬酸浓度对山药片白色度

的影响较小袁而且柠檬酸浓度过高有可能使山药片成

品的褐变程度加深袁 可能是高浓度柠檬酸溶液浸渍

时袁特别在加热条件下所造成的化学反应所致袁但具

体机理尚不十分清楚遥 另外柠檬酸浓度过高还可能使

山药片酸味偏重而影响口感袁 故选取 0.2%尧0.6%尧

1.0%作为正交试验的三个浓度梯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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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柠檬酸浓度对山药片色泽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citric acid concentration on the color of yam tablets

2.1.2 浸渍温度对山药片色泽的影响

如图 2所示袁不同浸渍温度下进行柠檬酸护色袁对

干燥后山药片的防褐变效果有所不同袁以 25~55益温阶

护色得到的山药片样本白色度相对较好遥 一般来说反

应时升高温度可以提高柠檬酸与山药中相关成分之间

的作用效果和反应速率袁 但 70 益后白色度反而较低袁

可能是温度过高同时也能加速褐变的化学反应速率袁

说明浸渍温度是影响干品山药片的因素之一遥

图 2 浸渍温度对山药片色泽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f soaking on the color of yam tablets

2.1.3 护色时间对山药片色泽的影响

图 3表明不同浸渍时间下进行柠檬酸护色袁对干

燥后山药片的防褐变效果有所不同袁1 min与 3min组

之间的样品色泽差异较大袁护色 3 min后则时间对色

泽的影响就不显著了袁从生产效率来看故选取 1尧3尧5

min作为正交试验的三个时间梯度遥

图 3 护色时间对山药片色泽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color protection time on the color of yam tablets

2.2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按 L9 (3
4)正交试验以确定山药片柠檬酸护色的

最佳工艺参数遥因素水平设置见表 1袁正交实验结果见

表 2袁方差分析见表 3遥 根据表 2正交试验结果的极差

分析可知袁各因素影响干品山药片的各因素主次因素

为:柠檬酸浓度渊A冤跃护色时间渊C冤跃浸渍温度渊B冤曰其中

柠檬酸浓度渊A冤和护色时间渊C冤对山药片的护色效果

具有显著性影响袁浸渍温度渊B冤对护色效果影响较小遥

经综合确定山药片干燥前防褐护色的最优工艺参数

为院A2 B2 C2袁即柠檬酸浓度 0.6%袁浸渍温度 40益袁护色

时间 3 min遥

表 1 护色单因素水平表

Tab.1 Factors and levels of color-protecting experiment

表 2 正交试验结果

Tab.2 The result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表 3 方差分析结果

Tab.3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注院显著性水平 琢为 0.05

1 0.2 1 25

2 0.6 3 40

3 1.0 5 55

1 1 1 1 1 82.26

2 1 2 2 2 85.78

3 1 3 3 3 85.44

4 2 1 2 3 87.85

5 2 2 3 1 88.60

6 2 3 1 2 86.29

7 3 1 3 2 86.25

8 3 2 1 3 86.33

9 3 3 2 1 88.17

K1 84.493 85.453 84.960 86.343

K2 87.580 86.903 87.267 86.107

K3 86.917 86.633 86.763 86.540

R 3.087 1.450 2.307 0.433

A 15.840 2 56.170 19.000 显著

B 3.568 2 12.652 19.000

C 8.826 2 31.298 19.000 显著

误差 0.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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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验证试验

为检验正交设计结果的可靠性袁按照上述最优工

艺对山药片进行护色试验后再进行干燥袁 重复 3次袁

测得山药片平均白色度为 88.76袁 高于单因素试验及

正交试验组中的最大值曰同时做对照试验袁对照组不

做护色处理袁其余过程按 1.3.1下的步骤进行袁同样重

复 3次袁测得未经护色处理的干品山药片平均白色度

为 75.63袁 说明本正交试验筛选出来的护色工艺稳定

可靠袁效果明显遥

2.4 不同护色方法的对比试验

为了解柠檬酸单试剂对山药片成品的护色效果

及其质量的影响袁本实验将优选出的柠檬酸护色工艺

与不同的护色方法进行对比验证遥 对比组设院杀青处

理组尧复合剂护色组 1尧复合剂护色组 2遥 杀青组处理

方法为院过 80毅C热水杀青 2分钟袁冷水冷卻曰复合剂 1

护色组和复合剂 2护色组的方法分别参照文献[8]和

文献[9]进行袁并分别测定常温储存下第 1尧3尧7尧14 及

第 30天的白色度袁考虑到山药片的综合质量袁增加了

干燥成品的龟裂率尧复水率作为评价指标遥 相关结果

见表 4遥

由表 4可见袁在较短的贮存期内柠檬酸组的护色

效果不如复合剂组 1和复合剂组 2袁 第 7天后三者的

护色效果差异逐渐减少袁至 30天时袁柠檬酸组的护色

效果甚至优于复合剂组 2袁 但护色效果与复合剂组 1

和 2并没有显著性差异遥 龟裂率是山药片护色后经干

燥后开裂的情况袁由表 4可见柠檬酸组的龟裂率低于

其余 4组袁与对照组尧杀青组及复合剂 1有显著性差

异曰质量复水率方面袁柠檬酸组的复水率高于复合剂

组 2和复合剂组 1袁但与复合剂组 1没有具有显著性袁

说明不同护色成分浸渍后可能对山药成分造成破坏袁

从而导致复水率降低曰干燥时间方面可以看出杀青处

理有利于缩短干燥时间袁 而在化学护色处理的 3组

中袁柠檬酸组的干燥时间是最短的袁主要是因为单一

试剂护色后不容易引起山药表面结壳袁有利于水分蒸

发袁从生产效率来讲缩短干燥时间也是一个优势遥 另

外化学护色处理的 3组护色效果及质量整体优于对

照组和杀青处理组遥

表 4 不同护色方法处理的山药片质量及贮存期间白色度的变化

Tab.4 Quality of yam tablet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lor protection methods and changes of whiteness during storage

3 讨论

色泽是评价山药等作为商品或中药材等级的重

要指标袁传统以色白尧无色斑尧无霉污为佳遥 据了解山

药产地加工时素有硫熏的习惯袁通过硫熏漂白袁可以

使药材外观更好看袁卖相增加[9]遥但硫熏也导致了药材

质量和品质的变化袁如 SO2残留超标袁有效成分破坏尧

疗效降低袁口感变化等[10-12]遥 因此袁叶中国药典曳原则上

不提倡中药材硫熏处理袁并对山药片的 SO2含量作了

严格的限量规定袁要求不得超过 10 mg/kg遥 而常用于

抑制山药褐变的化学试剂除亚硫酸盐外还有抗坏血

酸尧柠檬酸等遥其中抗坏血酸也具有 PPO抑制作用袁但

它比酚类物质更易被氧化褐变袁其剂量和浓度都难以

把控袁故也不是防止山药褐变的理想试剂[13]曰而本研究

中的柠檬酸作为一种天然有机酸袁在食品的加工中是

一种重要的护色剂袁 既能调节 pH袁 增加抗氧剂的性

能袁又能通过螯合 PPO活性中心的铜离子而抑制其活

性袁对各类果蔬的防褐应用多有报道遥

本试验护色后的山药片是在 50益的烘箱内进行

干燥而得到成品袁该干燥温度的选择是在此温度下既

对照组 28a 147.6a 16 75.63c 74.35c 73.12c 72.44c 68.59c

杀青组 30a 142.9b 14 87.35b 83.47b 82.20b 80.72a 77.86b

柠檬酸组 22c 143.8b 15 88.76b 84.25b 82.66b 81.24a 80.71a

复合剂组 1 25b 142.6b 16 88.93a 86.38a 83.19a 81.46a 81.04a

复合剂组 2 24bc 141.8c 16 89.15a 87.30a 84.22a 80.54a 79.77a

注院复合剂 1院0.25%柠檬酸+0.1%植酸+0.25%氯化钙曰复合剂 2院1%柠檬酸+l%Vc+1%氯化钙曰同一行内相同字母者为无显著差

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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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山药原料中 PPO和 POD的活性保持较低水平袁

对干燥过程中的酶促褐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曰同时又

可避免因干燥温度过高而发生非酶褐变反应袁从而使

干品山药片能保持较好的色泽[14-15]遥 而将含水率小于

10%时设定为干燥终点袁是基于中国药典中规定山药

片的水分检查不得超过 12.0%而制定遥

通过因素试验考察得出护色液浓度尧浸渍温度尧护

色时间均能影响干燥后山药片的色泽袁 通过正交试验

设计袁以干燥后山药片的白色度为指标袁得出山药片干

燥前的最佳柠檬酸护色工艺为院 当柠檬酸浓度为

0.6%袁浸渍温度 40益下袁护色时间 3 min即可使在 50益

下干燥的山药片渊含水率 10%冤平均白色度达到 88.76遥

此方法比未护色的干燥山药片成品在白色度方面有显

著提高袁并与赵喜亭等[8]及韩涛等[9]所使用的无硫复合

试剂护色工艺相比袁特别是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袁其对

护色效果并没有明显差异袁 而在某些质量评价指标上

甚至还优于复合试剂的护色遥 这表明单独使用柠檬酸

进行合理护色袁具有操作简单尧快速尧安全尧成本低廉的

特点袁可为今后山药的防褐护色提供参考和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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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lor Protection of Yam Tablets
by Citric Acid Before Drying

LUO Hang袁 SUN Xingli袁 LIU Jinfeng袁 HUANG Hui
(Yongzhou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袁Yongzhou ,Hunan 425100)

Abstract: Citric acid was used as the antibrowning and color protecting agent to study the optimum process conditions of yam tablets

before drying,based on the experiment of the influence of three single factors on the whiteness of dried yam tablets, the orthogonal experi鄄

ment design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color protection conditions before drying. Results showed院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itric acid con鄄

centration of 0.6%, impregnation temperature of 40 益 and color protection time of 3 min, the whiteness of dried yam tablets can reach

88.76.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storage time, the antibrowning and color protection effect of yam tablets h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com鄄

pared with the compound reagent used in some literatures, and it is superior to the compound reagent in the control literature in some

quality indexes. Conclusion has it that院Using citric acid to prevent brown and protect the color of dried yam tablets can keep good color

after drying. The method is simple, economical and effective, and has the value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院yam slices曰color- protection曰citric acid曰orthogon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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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袁随着著名的 Lotka-Voterra模型[1-2]的

提出袁就掀起了对各类捕食-食饵模型的研究浪潮遥传

染病模型是流行病学研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遥 20

世纪 20年代袁Kermack与 McKendrick[3]对流行病的独

创性工作袁 紧随其后不少学者对流行病模型进行研

究遥近些年来袁捕食-食饵模型和传染病模型的研究都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遥 直到上个世纪末袁将两个领

域结合起来研究才开始出现遥 此后越来越多研究者致

力于将两者结合进行研究袁于是出现了生态流行病学

这种新的模型遥

1980年代袁Anderson等[4]和 Hadeler等[5]较早将种

群生态学与流行病动力学相结合遥 从此袁该领域的研

究者们开始对不同的条件因素下的有疾病传播的捕

食模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遥 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袁Ven鄄

turino[6]袁Chattopadhyay 等 [7]以及 Xiao 等 [8]分别对疾病

在食饵和捕食者之间传播的模型袁并取得一些新的成

果遥 在本世纪初袁张江山等[9]和杨亚莉等[10]通过研究捕

食系统中捕食者有疾病的生态流行病模型袁找到了平

衡点并给出平衡点渐近稳定的条件遥近几年袁也不乏在

对具有疾病感染的捕食系统的研究遥 章培军等[11]应用微

分方程分支理论袁研究了食饵具有传染病和两时滞的捕

食模型的稳定性和Hopf分支问题遥 王晓庆等[12]讨论疾

病在食饵中传播的捕食食饵模型袁推导出该模型正平

衡点的局部渐近稳定性袁并讨论了引入时滞后正平衡

点的稳定性遥刘烁等[13]对具有垂直传播的 SI捕食传染

病模型进行研究袁给出了关于平衡点全局渐近稳定的

充要条件遥 王丽莎等 [14]针对食饵感染疾病的 Lotka-

Voterra捕食-被捕食模型的平衡点及稳定尧 中心流形

上的周期解进行研究袁 并给出了传染病流行的阈值遥

将捕食系统与流行病相结合起来研究袁一直受到众多

学者的关注袁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也取得丰硕的研究

成果遥 他们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偏向于系统的有界

性尧平衡点尧渐近稳定和 Hopf分支等方面袁而对于系

统持久性尧周期解的存在性与稳定性等方面的研究较

少遥 在文章[6-17]启发下袁在 2019年我们就讨论了一类

非自治具有食饵感染的捕食食饵竞争系统的持久性袁

并证明了该系统具有持久性遥 本文将进一步研究这一

类非自治具有食饵感染的捕食食饵竞争系统袁深入研

非自治具有食饵感染的捕食食饵竞争系统

周期解的存在性和稳定性

李 超袁 江璐琼

渊武夷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通过应用重合度理论袁构造函数及计算机模拟等方法袁以一类非自治的具有食饵感染的捕食者-食饵系统

为研究对象袁研究了该系统的动力学行为遥得出结论院该系统至少有一个正周期解以及系统正周期解是全局稳定的袁并给

出正周期解全局渐近稳定的条件遥 最后袁将系统中的参数取具体数值,通过数值模拟袁验证我们得到的结论遥

关键词院周期解曰重合度理论曰稳定性曰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院O175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0雪12原园036原园7

收稿日期院2020-06-17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JAT190803)遥

作者简介院李超渊1990-冤袁男袁汉族袁助教袁主要从事组合优

化尧微分方程方面的研究遥

第 39卷 第 12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39 晕燥援12

圆园20年 12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Dec援 圆园20



究其周期解的存在性和稳定性遥

1 非自治具有食饵感染的捕食食饵竞争系统

模型

1.1 模型简介

叶非自治具有食饵感染的捕食食饵竞争系统的持

久性研究曳[18]中袁根据 Kant等[19]人的对食饵感染疾病

的捕食-被捕食者模型院

S觶渊t冤=rS渊1-
S+I
K

冤-SI茁-p1SY袁

I觶渊t冤=SI茁-p2 IY-渊c+d1 冤袁

Y觶 渊t冤=-d2Y+q1p1S渊t冤Y渊t冤+q2p2 I渊t冤Y渊t冤.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1)

加入染病食饵内部竞争袁 捕食者内部竞争等条件后袁

将系统(1)改进得到非自治捕食食饵模型如下院

S觶渊t冤=r渊t冤S渊t冤渊1-
S渊t冤+I渊t冤

K渊t冤
冤-茁渊t冤S渊t冤I渊t冤-p1 渊t冤S渊t冤Y渊t冤袁

I觶渊t冤=茁渊t冤S渊t冤I渊t冤-p2 渊t冤I渊t冤Y渊t冤-渊c渊t冤+d1 渊t冤冤I渊t冤-e1 渊t冤I
2

渊t冤袁

Y觶 渊t冤=-d2 渊t冤Y渊t冤+k1 渊t冤p1 渊t冤S渊t冤Y渊t冤+k2 渊t冤p2 渊t冤I渊t冤Y渊t冤-e2 渊t冤Y
2

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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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院S渊t冤为易感染食饵在时间 t时的总数曰I渊t冤

为染病食饵在时间 t时的总数曰Y渊t冤为捕食者在时间 t

时的总数遥 其他参数的具体含义见表 1遥

表 1 参数的含义

Tab.1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s

其中院r渊t冤袁K渊t冤袁p1渊t冤袁p2渊t冤袁茁渊t冤袁c渊t冤袁d1渊t冤袁d2渊t冤袁

k1渊t冤袁k2渊t冤袁e1渊t冤袁e2渊t冤是关于时间 t的连续且严格大

于零的函数袁均有上界和下界遥 并定义一下符号院

gL= inf
[0+肄)

g渊t冤,t沂[0,+肄冤嗓 瑟 袁gM= sup
[0+肄)

g渊t冤,t沂[0,+肄冤嗓 瑟 遥

g渊t冤是在[0,+肄冤上连续有界函数遥 在我们之前的文

章中已经证明了袁系统(2)具有持久性遥 接下来我们

证明系统(2)周期解的存在性及稳定性袁并通过实例验

证其周期解的存在性及稳定性遥

2 周期解的存在性及稳定性

2.1 周期解的存在性

引理 2.1.1 (Mawhin定理)[16]设 G奂X是一个开的空

有界集袁L院DomL奂X寅Z是一个指标为零的 Fredholm算

子袁N在 G 上是 L-紧的袁若满足院

渊B1冤院对坌姿沂渊0,1冤袁x沂坠G疑DomL袁Lx=姿Nx袁

渊B1冤院对坌姿沂坠G疑KerL袁BNx屹0

渊B3冤院deg喳FBN袁G疑KerL袁0札屹0 遥

则算子方程 Lx=Nx在 G疑Doml上至少存在一个解遥

假设系统(2)中全部参数均连续并且是正的 棕-周

期函数袁此时系统(2)成为了一个以 棕为周期的周期系

统遥 对于连续的正周期函数 渍渊t冤袁引入下列记号院

棕=
1
棕

棕

0
乙 渍渊t冤dt袁渍L=min

t沂咱0,棕]

渍渊t冤 袁渍M=max
t沂咱0,棕]

渍渊t冤 遥

定理 2.1.1 如果(2)这个 棕-周期系统满足渊B4冤尧

渊B5冤袁则系统(2)存在至少一个正的 棕-周期解遥

渊B4冤:d2-k1

M

p1

M

渊r -
r

L

K
M 冤>0袁

渊B5冤:k1

L

p1

L

渊r -
r

L

K
M 冤+k2

L

p2

L

渊r -
r

L

K
M -茁

M

冤-d2>0.

证明院 令 S渊t冤=eS
院

渊t冤袁I渊t冤=e I
院

渊t冤袁Y 渊t冤=eY
院

渊t冤代入系统(2)

得等价系统如下 院

S
:

'渊t冤=r渊t冤渊1-
eS

院

渊t冤+eI
院

渊t冤

K渊t冤
冤-茁渊t冤eI

院

渊t冤-p1渊t冤eY
院

渊t冤,

I
:

'渊t冤=茁渊t冤eS
院

渊t冤-p2渊t冤eY
院

渊t冤-渊c渊t冤+d1渊t冤冤-e1渊t冤eI
院

渊t冤,

Y
:

'渊t冤=-d2渊t冤+k1渊t冤p1渊t冤eS
院

渊t冤+k2渊t冤p2渊t冤eI
院

渊t冤-e2渊t冤eY
院

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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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渊t冤 食饵的种群内禀增长率

K渊t冤 环境对食饵种群的最大承载能力

茁渊t冤 疾病传播率(为双向线性传播即 茁渊t冤SI )

p1渊t冤 易感染食饵的被捕食率

p2渊t冤 染病食饵的被捕食率

c渊t冤 染病食饵的因病死亡率

d1渊t冤 染病食饵的自然死亡率

e1渊t冤 染病食饵种群内的竞争系数

d2渊t冤 捕食者的自然死亡率

k1渊t冤 易感染食饵向捕食者的转换率数

k2渊t冤 染病食饵向捕食者的转换率数

e2渊t冤 捕食者种群内的竞争系数

李 超袁等院非自治具有食饵感染的捕食食饵竞争系统周期解的存在性和稳定性 3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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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院

X=Z =

S
:

渊t冤,I
:

渊t冤I
:

渊t冤蓸 蔀
T

S
:

渊t+棕冤=S
:

渊t冤袁I
:

渊t+棕冤=I
:

渊t冤袁Y
:

渊t+棕冤=Y
:

渊t冤嗓 瑟 .
且

椰 S
:

渊t冤,I
:

渊t冤Y
:

渊t冤蓸 蔀
T

椰越max
t沂[0,w]

S
社
渊t冤 + I

社
渊t冤 + Y

社
渊t冤蓸 蔀 .

容易证明 X袁Z都是 Banach空间(具有上述的范数椰g椰)遥

又定义 L院DomL奂X寅Z

L S
:

渊t冤,I
:

渊t冤Y
:

渊t冤蓸 蔀
T

= S
:

'渊t冤,I
:

'渊t冤Y'
:

渊t冤蓸 蔀
T

,

N:X寅Z 袁进而有

N

S
:

渊t冤

I
:

渊t冤

Y
:

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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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渊t冤渊1-
eS

院

渊t冤+eI
院

渊t冤

K渊t冤
冤-茁渊t冤eI

院

渊t冤-p1 渊t冤eY
院

渊t冤

茁渊t冤eS
院

渊t冤-p2 渊t冤eY
院

渊t冤-c渊t冤+d1 渊t冤-e1 渊t冤eI
院

渊t冤

-d2 渊t冤+k1渊t冤p1 渊t冤eS
院

渊t冤+k2 渊t冤p2 渊t冤eI
院

渊t冤-e2 渊t冤eY
院

渊t冤

杉

删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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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衫

,

又令

A

S
:

渊t冤

I
:

渊t冤

Y
:

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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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S
:

渊t冤

I
:

渊t冤

Y
:

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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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w

w

0
乙 S

:

渊t冤dt

1
w

w

0
乙 I

:

渊t冤dt

1
w

w

0
乙 Y

:

渊t冤dt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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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衫
衫
衫
衫

袁

S
:

渊t冤

I
:

渊t冤

Y
:

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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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Z遥

则有

KerL= S
:

,I
:

,Y
:蓸 蔀沂X S

:

,I
:

,Y
:蓸 蔀=U,U=R

3嗓 瑟

ImL= S
:

,I
:

,Y
:蓸 蔀沂Y

w

0
乙 S

:

渊t冤dt=0,
w

0
乙 I

:

dt=0,
w

0
乙 Y

:

dt=0嗓 瑟.
故 ImL是 Z中的闭子集袁又由于 dim KerL=Codim

ImL=3<+肄袁 故称映射 L 是指标为零的 Fredholm 映

射遥 定义 L存在连续的投影院A院X寅X 和 B院Z寅Z能够

使得 Im A=KerL袁Im L=KerB=Im渊I-B冤袁

因此 L有逆映射 Kp院ImL寅DomL疑KerA袁即

Kp

S
:

渊t冤

I
:

渊t冤

Y
:

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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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0乙 S
:

渊u冤du-
1
w

w

0乙
t

0乙 S
:

渊u冤dudt

w

0乙 I
:

渊u冤du-
1
w

w

0乙
t

0乙 I
:

渊u冤dudt

w

0乙 Y
:

渊u冤du-
1
w

w

0乙
t

0乙 Y
:

渊u冤dudt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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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衫
衫
衫
衫

,

从而

Kp 渊I-B冤N

S
:

渊t冤

I
:

渊t冤

Y
:

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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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0乙 N1 渊u冤du-
1
w

w

0乙
t

0乙 N1 渊u冤dudt-渊
t
棕

-
1
2
冤

棕

0乙 N1 渊u冤du

t

0
乙 N2 渊u冤du-

1
w

w

0
乙

t

0
乙 N2 渊u冤dudt-渊

t
棕

-
1
2
冤

棕

0
乙 N2 渊u冤du

t

0
乙 N3 渊u冤du-

1
w

w

0
乙

t

0
乙 N3 渊u冤dudt-渊

t
棕

-
1
2
冤

棕

0
乙 N3 渊u冤du

杉

删

山
山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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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衫
衫
衫

,

显然袁由 Lebesgue收敛定理可知袁BN与 Kp渊I-B冤N

是连续的遥因为 X 是 Banach空间袁由 Arzela-Ascoli定

理知袁对于 X 中任意的有界开集 G袁BN渊G冤及 Kp 渊I-

B冤N渊G冤 是相对紧的遥 因此 N是 G 的 L-紧的算子遥

与之相对应的算子方程为 Lx=姿Nx,姿沂渊0,1冤袁有

S
:

'渊t冤=姿咱r渊t冤渊1-
eS

院

渊t冤+eI
院

渊t冤

K渊t冤
冤-茁渊t冤eI

院

渊t冤-p1 渊t冤eY
院

渊t冤暂,

I
:

'渊t冤=姿咱茁渊t冤eS
院

渊t冤-p2 渊t冤eY
院

渊t冤-c渊t冤-d1 渊t冤-e1 渊t冤eI
院

渊t冤暂,

Y
:

'渊t冤=姿咱-d2渊t冤+k1渊t冤p1渊t冤e
S
院

渊t冤+k2渊t冤p2渊t冤e
I
院

渊t冤-e2渊t冤e
Y
院

渊t冤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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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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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咱0袁棕暂上对(4)两边积分得

棕

0
乙 S

:

'渊t冤dt=姿
棕

0
乙 咱r渊t冤渊1-

eS
院

渊t冤+eI
院

渊t冤

K渊t冤
冤-茁渊t冤eI

院

渊t冤-p1 渊t冤eY
院

渊t冤暂dt,

棕

0
乙 I

:

'渊t冤dt=姿
棕

0
乙 咱茁渊t冤eS

院

渊t冤-p2 渊t冤eY
院

渊t冤-c渊t冤-d1 渊t冤-e1 渊t冤eI
院

渊t冤暂dt,

棕

0
乙 Y

:

' 渊t冤dt=姿
棕

0
乙 咱-d2渊t冤+k1渊t冤p1渊t冤e

S
院

渊t冤+k2渊t冤p2渊t冤e
I
院

渊t冤-e2渊t冤e
Y
院

渊t冤暂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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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5)推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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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棕=姿
棕

0乙 咱r渊t冤渊1-
eS

院

渊t冤+eI
院

渊t冤

K渊t冤
冤-茁渊t冤eI

院

渊t冤-p1 渊t冤eY
院

渊t冤暂dt,

棕渊c +d 1 冤=姿
棕

0乙 咱茁渊t冤eS
院

渊t冤-p2 渊t冤eY
院

渊t冤-e1 渊t冤eI
院

渊t冤暂dt,

d 2棕=
棕

0乙 咱k1渊t冤p1渊t冤e
S
院

渊t冤+k2渊t冤p2渊t冤e
I
院

渊t冤-e2渊t冤e
Y
院

渊t冤暂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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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5)和(6)得

棕

0
乙 S

:

'渊t冤dt臆姿
棕

0
乙 咱r渊t冤渊1-

eS
院

渊t冤+eI
院

渊t冤

K渊t冤
冤-茁渊t冤eI

院

渊t冤-p1 渊t冤eY
院

渊t冤暂dt,

臆2姿r 棕<2r 棕,

棕

0乙 I
:

'渊t冤dt臆姿
棕

0乙 咱茁渊t冤eS
院

渊t冤-p2 渊t冤eY
院

渊t冤-c渊t冤-d1 渊t冤-e1 渊t冤eI
院

渊t冤暂dt,

臆2姿棕渊c +d1 冤<2棕渊c +d1 冤,

棕

0
乙 Y

:

'渊t冤dt臆姿
棕

0
乙 咱-d2渊t冤+k1渊t冤p1渊t冤e

S
院

渊t冤+k2渊t冤p2渊t冤e
I
院

渊t冤-e2渊t冤e
Y
院

渊t冤暂dt

臆2姿d2棕<2d2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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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于 S
:

,I
:

,Y
:蓸 蔀

T

沂X袁故存在 孜i袁浊i沂[0,棕]袁i=1,2,3使得

S
:

渊孜1冤越min
t沂[0,棕]

S
:

渊t冤袁S
:

渊浊1冤=max
t沂[0,棕]

S
:

渊t冤.

I
:

渊孜2冤越min
t沂[0,棕]

I
:

渊t冤袁I
:

渊浊2冤=max
t沂[0,棕]

I
:

渊t冤. (8)

Y
:

渊孜3冤越min
t沂[0,棕]

Y
:

渊t冤袁Y
:

渊浊3冤=max
t沂[0,棕]

Y
:

渊t冤.

由(6)的第一个方程以及(8)袁可以得到

e
S
:

渊孜1冤
臆

r 棕
r棕/K

=
r

r/K
圯 S

:

渊孜1冤臆ln
r

r/K

再由(7)袁可得

S渊t冤臆S
:

渊孜1冤+
棕

0
乙 S

:

'渊t冤 dt臆ln
r

r/K
+2r 棕:=h1. (9)

同理袁可得

I渊t冤臆I
:

渊孜2冤+
棕

0
乙 I

:

'渊t冤 dt臆ln
r

r/K+茁
+2棕渊c +d1冤:=h2.

(10)

Y渊t冤臆Y
:

渊孜3冤+
棕

0
乙 Y

:

'渊t冤 dt臆ln
r
p1

+2d2棕冤:=h3. (11)

S渊t冤逸S
:

渊浊1冤-
棕

0
乙 S

:

'渊t冤 dt逸ln
c +d1

茁
-2r 棕:=h4. (12)

I渊t冤逸I
:

渊浊2冤-
棕

0乙 I
:

'渊t冤 dt逸ln
d2-k1p1渊r -r/K冤

k2p2

-2棕

渊c +d1冤:=h5. (13)

Y渊t冤逸ln
k1p1渊r -r/K冤+k2p2渊r -r/K-茁冤-d2

e2

- 2d2棕:=h6.

(14)

联立渊9-14冤式袁可以得出

max
t沂[0,棕]

S渊t冤 臆max喳 h1 , h4 札:=C1 .

max
t沂[0,棕]

I渊t冤 臆max喳 h2 , h5 札:=C2 .

max
t沂[0,棕]

Y渊t冤 臆max喳 h3 , h6 札:=C3 .

显然袁C1尧C2和 C3的取值与 姿无关遥 令 C=C1+C2+C3+

C0袁这里 C0>0充分大以使 BNy=0 的正解渊S*,I*,Y *冤T沂

R3满足

椰渊S*,I*,Y *冤T椰= S* + I* + Y* <C

令 G=喳x= S
:

渊t冤,I
:

渊t冤Y
:

渊t冤蓸 蔀
T

沂X 椰x椰<C 札袁易知 G 满

足引理 3.3.1中渊B1冤条件遥

为验证满足引理 2.1.1中渊B2冤和渊B3冤条件袁构造下

面的代数方程院

r -
1
棕

棕

0
乙 咱r渊t冤渊1-

eS
院

渊t冤+eI
院

渊t冤

K渊t冤
冤+茁渊t冤eI

院

渊t冤+p1 渊t冤eY
院

渊t冤暂dt=0,

c +d 1 -
1
棕

棕

0
乙 咱茁渊t冤eS

院

渊t冤-p2 渊t冤eY
院

渊t冤-e1 渊t冤eI
院

渊t冤暂dt=0, (15)

d 2 -
1
棕

棕

0
乙 咱k1渊t冤p1渊t冤e

S
院

渊t冤+k2渊t冤p2渊t冤e
I
院

渊t冤+e2渊t冤e
Y
院

渊t冤暂d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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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知方程 (15)有唯一解袁将其记为渊S*,I*,Y *冤T袁当 x沂

坠G疑KerL=坠G疑R3时袁x 是 R3里的一个常值向量袁且

范数为椰x椰=C袁于是

BNx=

S
:

渊t冤

I
:

渊t冤

Y
:

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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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
1
棕

棕

0
乙 咱r渊t冤渊1-

eS
院

渊t冤+eI
院

渊t冤

K渊t冤
冤+茁渊t冤eI

院

渊t冤+p1 渊t冤eY
院

渊t冤暂dt

c +d 1 -
1
棕

棕

0
乙 咱茁渊t冤eS

院

渊t冤-p2 渊t冤eY
院

渊t冤-e1 渊t冤eI
院

渊t冤暂dt

d 2 -
1
棕

棕

0
乙 咱k1渊t冤p1渊t冤e

S
院

渊t冤+k2渊t冤p2渊t冤e
I
院

渊t冤+e2渊t冤e
Y
院

渊t冤暂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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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满足引理 2.1.1中渊B2冤条件遥 为计算重合度袁考虑

同伦袁定义映射袁即

H院DomL伊[0,1]寅X袁H渊x袁姿冤=BNx+姿g渊滋冤.

其中 姿沂[0,1],x沂坠G疑KerL=坠G疑R3为常值向量袁

且椰x椰=C遥 已知当 x沂坠G疑KerL=坠G疑R3时袁会有 H

渊x,姿冤屹0遥 而又知方程 BNx=H渊x,0冤=0有唯一解袁取

同构映射 F袁 则有 FBNx=BNx=0有唯一解渊S*,I*,Y *冤T遥

根据同伦不变性可知

deg喳FBN,G疑KerL袁0札=deg喳BN,G疑KerL袁0札=deg

喳g,G疑KerL袁0札屹0

因此 G 能满足引理 2.1.1的渊B3冤遥

综上袁引理 2.1.1证明完毕遥 因此算子方程 Lx=Nx

在 G疑DomL 上存在至少一个解袁也就是系统(13)在 G

内存在至少一个 棕-周期解袁由此可知袁系统(2)也至少

存在一个 棕-周期解遥

通过前面对引理 2.1.1的证明以及系统(2)满足定

理 2.1.1袁我们知道系统(13)有至少一个 棕-周期解袁于

是有渊S*,I*,Y *冤T=渊exp渊S*冤,exp渊I*冤,exp渊Y*冤冤T是系统(13)

的正 棕-周期解袁因此(4)系统存在至少一个正的 棕-周

期解遥

2.2 周期解的稳定性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知袁系统(2)存在至少一个正的

周 棕-期解袁渊S*,I*,Y *冤T袁接下来将继续对系统(2)周期解

的稳定性进行讨论遥

引理 2.2.1 假设 g 渊t冤 是非负可微函数袁 如果

g觶渊t冤 臆M袁M为正常数袁且
+肄

t0
乙 g渊t冤dt臆+肄袁则

lim
t寅+肄

g渊t冤=0[20]遥

定理 2.2.1 若(2)这个周期系统在满足定理 3.3.1

的同时袁还满足下列条件

渊C1 冤:
r

L

K
M -茁

M

-k1

M

p1

M

>0袁渊C2冤:
r

L

+茁
L

K
M -e1

L

-k2

M

p2

M

>0袁

则系统(2)在 R
3

+中有全局渐近稳定的正的 棕-周期解遥

证明院 设 Z*渊t冤=渊S*渊t冤,I*渊t冤,Y *渊t冤冤T为(4)周期系

统的一个正的 棕-周期解袁Z渊t冤=渊S渊t冤,I渊t冤,Y渊t冤冤T为系

统(2)的任意的满足初始条件的一个正解遥 由系统(2)

的持久性袁可知其的任意满足初始条件的解都最终进

入并且保持在紧区域中袁为不失一般性袁设

Z*渊t冤袁Z渊t冤沂G渊t逸0冤袁

参考文献[21-24]袁构造如下 Lyapunov 函数院

V渊t冤= lnS渊t冤-lnS*渊t冤 + lnI渊t冤-lnI*渊t冤 + lnY渊t冤-lnY*渊t冤 袁

易得

V渊0冤= lnS渊0冤-lnS*渊0冤 + lnI渊0冤-lnI*渊0冤 +

lnY渊0冤-lnY*渊0冤 <+肄袁

且 V渊t冤逸0袁t逸0遥 令 N渊t冤= S渊t冤-S*渊t冤 袁P渊t冤= I渊t冤-I*渊t冤 袁

Q渊t冤= Y渊t冤-Y*渊t冤 遥

那么 V渊t冤沿着系统(2)正解的右上导数院

D +V 渊t冤 =sgn 喳S 渊t冤 -S* 渊t冤札 咱-
r渊t冤
K渊t冤

渊S 渊t冤 -S* 渊t冤冤 -

r渊t冤+茁渊t冤
K渊t冤

渊I渊t冤-I*渊t冤冤-p1 渊t冤渊Y渊t冤-Y*渊t冤冤暂+sgn喳I渊t冤-I*渊t冤札

[茁渊t冤渊S渊t冤-S*渊t冤冤-p2 渊t冤渊Y渊t冤-Y *渊t冤冤-e1 渊t冤渊I渊t冤-I*渊t冤冤

+sgn喳I渊t冤-I*渊t冤札咱k1渊t冤p1 渊t冤渊S渊t冤-S*渊t冤冤+k2渊t冤p2 渊t冤

渊I渊t冤-I*渊t冤冤-e2渊t冤渊Y渊t冤-Y*渊t冤冤暂

臆-a喳N渊t冤+P渊t冤+Q渊t冤札.

由定理 2.2.1的不等式渊C1冤和渊C2冤可知袁存在 a>0使得

D+V渊t冤臆-a喳N渊t冤+P渊t冤+Q渊t冤札. (16)

其中

a=min喳
r

L

K
M -茁

M

-k1

M

p1

M

曰
r

L

+茁
L

K
M -e1

L

-k2

M

p2

M

曰p1

L

+p2

L

+e2

L

札.

下面对(16)两端在区间咱t0袁t暂上积分得

V 渊t冤 -V 渊t0冤臆-a
t

t0
乙 喳N 渊s冤 +P渊s冤 +Q 渊s冤札ds袁t 逸t0 袁

由 V渊t冤逸0知

t

t0
乙 喳 S渊s冤-S*渊s冤 + I渊s冤-I*渊s冤 + Y渊s冤-Y *渊s冤 札ds臆

V渊t0冤
a

<+肄,t逸t0遥

又由 Z*渊t冤袁Z渊t冤沂G 知 Z*渊t冤袁Z渊t冤在[t0袁+肄冤上是有

界的袁而根据系统 (2)可知 S渊t冤-S*渊t冤 尧 I渊t冤-I*渊t冤 和

Y渊t冤-Y*渊t冤 及它们的导数有界 遥 故 S渊t冤-S*渊t冤 +

I渊t冤-I*渊t冤 + Y渊t冤-Y *渊t冤 在[t0袁+肄]上有界遥 从而由引理

3.3.2知lim
t寅+肄

V渊t冤=0,即

lim
t寅+肄

S渊t冤-S*渊t冤 =0袁lim
t寅+肄

I渊t冤-I*渊t冤 =0袁lim
t寅+肄

Y渊t冤-Y*渊t冤 =0遥

所以袁系统 (2)存在全局渐近稳定的正周期解袁定理

2.2.1得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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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值模拟

3.1 周期解数值模拟

将系统(2)中的所有参数取成周期函数袁得到下面

这个非自治具有食饵感染的捕食食饵竞争系统院

S觶渊t冤=渊20+sint冤S渊t冤渊1-
S渊t冤+I渊t冤
5-0.1sint

冤-渊15+0.1cos2t冤S渊t冤I渊t冤

-渊8-0.1sint冤S渊t冤Y渊t冤,

I觶渊t冤=渊15+0.1cos2t冤S渊t冤I渊t冤-渊3+sint冤I渊t冤Y渊t冤-

咱渊5-3cost冤+渊10-3sint冤暂I渊t冤-渊30-5cost冤I2渊t冤,

Y觶 渊t冤=渊1+0.1sint冤渊8-0.1sint冤S渊t冤Y渊t冤+

渊150+cos2t冤渊3+sint冤I渊t冤Y渊t冤-渊150+sint冤Y渊t冤-

渊120+0.2sint冤Y2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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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令 rL=199.9袁KL=4.9袁茁L=14.9袁p
L

1 =7.9袁p
L

2 =2袁c
L

=2袁d
L

1 =7袁

d
L

2 =149袁e
L

1 =25袁e
L

2 =118袁k
L

1 =0.9袁k
L

2 =149. 和 rM=21袁KM=

5.1袁茁M越15.1袁p
M

1 =8.1袁p
M

2 =4袁cM越8袁d
M

1 =13袁d
M

2 =151袁e
M

1 =

35袁e
M

2 =120.2袁k
M

1 =1.1袁k
M

2 =151.

图 1 初值为渊S渊0冤袁I渊0冤袁Y渊0冤冤=渊1袁1袁1冤

Fig. 1 Initial value is渊S渊0冤袁I渊0冤袁Y渊0冤冤=渊1袁1袁1冤

经过计算验证袁 以上全部参数满足定理 2.3.1的

渊B4冤和渊B5冤不等式遥 那么由定理 2.3.1可知系统(2)至

少存在一个正周期解遥 通过运用 Matlab软件进行数

值模拟袁得到图 1模拟结果袁根据图像显示袁可以看出

系统存在至少一个正周期解袁 从而验证了定理 2.3.1

是正确的遥

3.2 稳定性数值模拟

同样袁对系统 (2)袁取 r=10袁K=40袁茁=0.3袁p1=0.65袁

p2=0.1袁c=0.1袁d1=0.02袁d2=0.15袁e1=0.0012袁e2=0.001袁k1=

0.012袁k2=0.95遥 得到以下模型院

S觶渊t冤=10S渊t冤渊1-
S渊t冤+I渊t冤

40
冤-0.2S渊t冤I渊t冤-0.65S渊t冤Y渊t冤,

I觶渊t冤=0.2S渊t冤I渊t冤-0.1I渊t冤Y渊t冤-渊0.1+0.02冤I渊t冤-0.0012I2渊t冤,

Y觶 渊t冤=0.008S渊t冤Y渊t冤+ 0.095I渊t冤Y渊t冤-0.15Y渊t冤-0.001Y2渊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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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图 2 初值为渊S渊1冤袁I渊1冤袁Y渊1冤冤=渊10袁10袁10冤

Fig. 2 Initial value is 渊S渊1冤袁I渊1冤袁Y渊1冤冤=渊10袁10袁10冤

经过计算验证袁 系统中所有参数均是满足定理

2.1.1的同时还满足定理 2.2.1遥 由此可知系统(2)是存

在至少一个周期解袁并且这个解是全局渐近稳定的遥

图 2为通过 Matlab数值模拟的结果袁从图中也可以看

出系统存在全局渐近稳定的正周期解袁从而验证了定

理 2.1.1和定理 2.2.1的正确性遥

4 小结

利用重合度理论尧构造 V 函数等方法讨论了非自

治具有染病食饵的捕食-食饵系统遥 运用重合度理

论中的 Mawhind定理袁证明了非自治具有染病食饵的

捕食-食饵系统存在正周期解遥 通过构造 V 函数说明

该系统周期解是全局渐近稳定的遥 并通过举例数值模

拟袁对所得结论的作出进一步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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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害虫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化学控制和生物防

治遥化学控制主要通过反复使用杀虫剂达到消灭害虫

的目的袁但是消灭害虫同时也污染了环境.生物防治是

一种比较环保的方法袁主要通过增强捕食者对害虫的

捕食能力袁增加目标害虫的死亡率遥 常用方法是通过

提供额外食物以提高捕食者的捕食效率 [1-3]遥 最近袁

Basheer 等[4]研究了一类附加额外食物的自治 Holling-

Tanner系统的平衡点存在性和稳定性袁分析了如何通

过提供的额外食物达到生物防治等问题遥

dx
dt

=x渊t冤渊1-x渊t冤冤-
sx渊t冤y渊t冤

wy渊t冤+琢孜+x渊t冤
袁

dy
dt

=啄y渊t冤 茁-
y渊t冤

琢孜+x渊t冤
+

孜
琢孜+x渊t冤蓸 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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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

式中院x渊t冤和 y渊t冤分别代表害虫和捕食者的密度袁

孜和 琢分别表示附加食物的数量和质量袁 其他参数的

意义参照文献[4]遥 但是袁许多生物参数和环境参数是

时变的袁当考虑到这些因素时袁相应的模型应当是非

自治的袁 许多学者关注非自治模型并讨论了系统的

动态行为袁如持久性尧正周期解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等

相关动力学行为[5-9]遥 据笔者所知袁目前没有文献讨论

系统渊1冤的非自治模型遥因此袁本文将研究其非自治模

型的持久性和全局稳定性等动力学行为遥

dx
dt

=x渊t冤渊1-x渊t冤冤-
s渊t冤x渊t冤y渊t冤

w渊t冤y渊t冤+琢渊t冤孜渊t冤+x渊t冤
袁

dy
dt

=啄渊t冤y渊t冤 茁渊t冤-
y渊t冤

琢渊t冤孜渊t冤+x渊t冤
+

孜渊t冤
琢渊t冤孜渊t冤+x渊t冤蓸 蔀 遥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2)

1 持久性

假定系统渊2冤所有参数是连续有界的函数遥 令

f l=inf
t沂R

f渊t冤, f u=sup
t沂R

f渊t冤遥

引理 R
2

+ = 渊x,y冤 x逸0袁y逸0嗓 瑟是系统渊2冤的正向

不变集遥

考虑生态系统的实际意义袁以下所讨论的解的初

始值满足 x渊t0冤>0袁y渊t0冤>0遥

定理 1 若
S

u

M
着

2

wlM
着

2 +琢l 孜l
<1 , 则集合 祝着 是系统渊2冤

的正向不变集遥 其中

具有附加食物的非自治捕食者-食饵系统的

持久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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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着=喳渊x袁y冤沂R
2

m
着

1
臆x臆M

着

1 袁m
着

2臆y臆M
着

2 袁札

M
着

1 :=1+着袁M
着

2 =
渊琢u 孜u+M

着

1 冤渊琢l 茁u+1冤

琢l 渊3冤

m
着

1 =1-
S

u

M
着

2

wl M
着

2 +琢l 孜l
袁m

着

2 =茁l 琢u 孜u-着,

着逸0且足够小袁使得 m
着

1 >0与 m
着

2 >0遥

证明 令渊x渊t冤袁y渊t冤冤为系统渊2冤经过渊x渊t0冤袁y渊t0冤冤

的解袁且满足 m
着

2臆y渊t0冤臆M
着

2 和 m
着

2臆y渊t0冤臆M
着

2 遥

由食饵方程可得
dx
dt

臆x渊t冤渊1+着-x渊t冤冤,根据比较

原理袁当 0<x渊t0冤臆M
着

1时袁对任意 t>t0有 x渊t冤臆M
着

1 . 而

捕食者方程可整理为

dx
dt

臆啄uy渊t冤渊茁u-
y渊t冤

琢u 孜u+M
着

1

+
1
琢l 冤

臆
啄uy渊t冤

琢u 孜u+M
着

1

渊琢u 孜u+M
着

1 冤渊琢l茁u+1冤

琢l -y渊t冤蓸 蔀 遥

所以袁当 y渊t0冤臆M
着

2 .时袁对任意 t>t0有 y渊t冤臆M
着

2 遥

另一方面袁由食饵方程可得

dx
dt

逸x渊t冤 1-
s渊t冤y渊t冤

w渊t冤y渊t冤+琢渊t冤孜渊t冤
-x渊t冤蓸 蔀

逸x渊t冤 1-
S

u

M
着

2

wl M
着

2 +琢l 孜l
-x渊t冤蓸 蔀 遥

根据比较原理袁当 x渊t0冤逸m
着

1时袁对任意 t>t0有 x渊t冤逸m
着

1 遥

同理袁由而捕食者方程可知

dx
dt

逸啄ly渊t冤 茁渊t冤-
y渊t冤

琢渊t冤孜渊t冤+x渊t冤蓸 蔀

逸
啄l

琢u 孜u y渊t冤渊茁l 琢u 孜u-着-y渊t冤冤遥

因此袁当 y渊t0冤逸m
着

2时袁对任意 t>t0有 y渊t冤逸m
着

2 遥定理得

证遥

由定理 1的证明过程袁我们易得

lim
t寅+肄

sup x渊t冤臆M
0

1 ,limt寅+肄
inf x渊t冤逸m

0

1 ,

lim
t寅+肄

inf y渊t冤逸m
0

2 ,limt寅+肄
sup y渊t冤臆M

0

2 遥

因此有下面结论遥

定理 2 如果
S

u

M
着

2

wl M
着

2 +琢l 孜l
<1 袁那么系统渊2冤持久

的袁并且 祝着是最终有界区域遥

由定理 2可知袁不论参数如何袁x渊t冤最终满足 x渊t冤

臆1袁y渊t冤最终满足 m
0

2臆y渊t冤臆M
0

2 遥

下面结论体现了如何利用对额外食物的调整使

害虫灭绝袁体现生物预防的价值遥

定理 3 若参数满足
琢u 孜u+1
茁l 琢u 孜u <sl-wu 袁则害虫最终

灭绝袁即lim
t寅+肄

x渊t冤=0 遥

证明
琢u 孜u+1
茁l琢u 孜u <sl-wu等价于 滓越

sl 茁l琢u 孜u

wu 茁l琢u 孜u+琢u 孜u+1
>1.

变换食饵方程袁有

dx
dt

臆x渊t冤 1-
sly渊t冤

wuy渊t冤+琢渊t冤孜渊t冤+x渊t冤
-x渊t冤蓸 蔀

臆x渊t冤 1-
sly渊t冤

wuy渊t冤+琢u 孜u+1蓸 蔀

臆x渊t冤 1-
sl 茁l琢u 孜u

wu 茁l琢u 孜u+琢u 孜u+1蓸 蔀=渊1-滓冤x渊t冤,

因此

x渊t冤臆x渊t0冤exp喳渊1-滓冤渊t-t0冤札寅0渊t寅+肄冤遥

推论 若参数满足
1
茁l <sl-wu袁 则任意提供品质为

琢渊t冤的附加食物都能通过控制其数量 孜渊t冤使得害虫

最终灭绝遥

证明 因
琢u 孜u+1
茁l琢u 孜u <sl-wu等价于

1
茁l 1+

1
琢u 孜u蓸 蔀 <sl-wu袁

结合定理 3袁易得结论遥

2 全局稳定性

令 H1以inf
t沂R

1-
s渊t冤M

0

2 +啄渊t冤渊M
0

2+孜渊t冤冤

渊琢渊t冤孜渊t冤+m
0

1 冤
2嗓 瑟 ,

H2以inf
t沂R

喳渊啄渊t冤-s渊t冤冤札遥

定理 4 若条件 渊i冤
S

u

M
着

2

wl M
着

2 +琢l 孜l
<1袁渊英冤H1 >0袁

渊樱冤H2>0 满足袁 则系统渊2冤是全渐进稳定的袁即任意

两个解渊x渊t冤,y渊t冤冤和渊x赞渊t冤,y赞渊t冤冤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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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t寅+肄 x渊t冤-x赞渊t冤 + y渊t冤-y赞渊t冤 =0

证明 令渊x渊t冤,y渊t冤冤和渊x赞 渊t冤,y赞 渊t冤冤 为系统两个

解遥 根据定理 2知袁存在 T1>t0袁使得渊x赞 渊t冤,y赞渊t冤冤沂L着

与渊x渊t冤,y渊t冤冤沂L着袁t>T1成立遥定义以下 Liapunov函数

V渊t冤= ln x渊t冤-ln x赞渊t冤 + ln y渊t冤-ln y赞渊t冤 遥

为书写的整洁性袁下面计算省略时间变量 t遥 则

D+V渊t冤=sgn渊x-x赞冤 -x-
sy

wy+琢孜+x
+x赞渊t冤+

sy

wy赞+琢孜+x赞
嗓 瑟

+sgn渊y-y赞冤啄 -
y

琢孜+x
+

孜
琢孜+x

+
y赞

琢孜+x赞
-

孜

琢孜+x赞
嗓 瑟

=- x-x赞 +sgn喳x-x赞札s
渊琢孜+x赞冤渊y赞-y冤+y赞渊x-x赞冤

渊wy赞+琢孜+x赞冤渊wy+琢孜+x冤

+sgn喳y-y赞札啄
渊琢孜+x赞冤渊y赞-y冤+渊y赞-孜冤渊x-x赞冤

渊琢孜+x赞冤渊琢孜+x冤

臆- 1-
sy赞+啄渊y赞+孜冤

渊琢孜+x赞冤渊琢孜+x冤
嗓 瑟 x-x赞 -

渊啄-s冤渊琢孜+x赞冤

渊琢孜+x赞冤渊琢孜+x冤
y-y赞

臆- 1-
sM

0

2+啄渊M
0

2+孜冤

渊琢孜+m
0

1冤
2嗓 瑟 x-x赞 -

渊啄-s冤渊琢孜+m
0

1冤

渊琢孜+1冤
2嗓 瑟 y-y赞 袁

t>T1

根据条件渊英冤和渊樱冤袁存在常数 姿>0使得

D+V渊t冤臆-姿渊 x渊t冤-x赞渊t冤 + y渊t冤-y赞渊t冤 冤袁 t>T1 , 渊4冤

对渊4冤两边从 T1到 t积分袁得到

V渊t冤+姿
t

T1

乙 x渊s冤-x赞渊s冤 + y渊s冤-y赞渊s冤蓸 蔀ds臆V渊T1冤<+肄袁

t>T1 ,

整理为

t

T1

乙 x渊s冤-x赞渊s冤 + y渊s冤-y赞渊s冤蓸 蔀 ds臆
1
姿

V渊T1冤袁

根据可积定义袁有

x渊s冤-x赞渊s冤 + y渊s冤-y赞渊s冤 沂L1渊咱T1袁+肄暂冤遥

当时 t>T1 袁x渊t冤袁y渊t冤袁x赞渊t冤和y赞渊t冤有界袁意味着他们的

导函数有界. 所以 x渊t冤-x赞渊t冤 + y渊t冤-y赞渊t冤 一致连续遥

因此lim
t寅+肄 x渊t冤-x赞渊t冤 + y渊t冤-y赞渊t冤 =0遥

定理 5
琢u 孜u+1
茁l 琢u 孜u <sl-wu若 和 滓-1-

M
着

2 - 孜l

渊琢l 孜l冤
2嗓 瑟 >0

成立袁边界解渊0袁y赞渊t冤冤是全局渐进稳定的,其中

滓越
sl 茁l 琢u 孜u

wu 茁l 琢u 孜u+琢u 孜u+1
遥

证明 设渊x渊t冤,y渊t冤冤为系统渊2冤的任意解袁则存在

T1>t0袁使得时 t>T1袁有 x渊t冤臆1和 m
着

2臆y渊t冤臆M
着

2 遥 因为

琢u 孜u+1
茁l 琢u 孜u <sl-wu时袁有 lim

t寅+肄
y渊t冤=0. 因此我们只要证

lim
t寅+肄

y渊t冤=y赞渊t冤即可遥 定义 Liapunov 函数

V渊t冤= ln y渊t冤-lny赞渊t冤 + x渊t冤遥

直接计算

D+V渊t冤=sgn喳y-y赞札啄 -
y

琢孜+x
+

孜
琢孜+x

+
y赞

琢孜+x赞
-

孜

琢孜+x赞
嗓 瑟+

x渊1-x冤-
sxy

wy+琢孜+x

臆sgn喳y-y赞札啄 琢孜渊y赞-y冤
琢孜渊琢孜+x冤

+
xy赞-孜x

琢孜渊琢孜+x冤
嗓 瑟+

x 1-
sl 茁l 琢u 孜u

wu 茁l 琢u 孜u+琢u 孜u+1蓸 蔀

臆-
啄

琢孜+1 y-y赞 - 滓-1-
y赞-孜

渊琢孜冤
2嗓 瑟 x

臆-
啄l

琢u孜u+1 y-y赞 - 滓-1-
M

着

2 - 孜l

渊琢l 孜l冤
2嗓 瑟 x

臆-
啄l

琢u孜u+1 y-y赞 , t>T1

以下证明细节与定理 4一致袁命题得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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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手机等智能终端设备的广泛使用,基于位置

的社交网络(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LSBN)得到

了广泛的使用 , 如 Foursquare尧 大众点评尧Geolife尧

Gowalla等遥 目前袁 有大量学者对基于 LSBN的 POI

推荐方法展开研究, 但由于 LBSN中签到矩阵非常稀

疏,用户签到行为受地理尧时间尧社交因素等多种因素

影响, 使得如何综合这些因素提高用户推荐质量是一

个研究重点遥

目前基于社交网络的推荐方法研究较成熟, 许多

模型通过结合社交网络提高推荐准确率,如 Ye等[1]使

用幂律分布刻画 POI距离,综合考虑 POI位置关系与

用户社交关系进行协同过滤遥Cheng等[2]采用一个多中

心的高斯模型反映地理位置信息的影响, 并融合社交

网络信息进行推荐曰Lian等[3]提出 GeoMF模型,将地理

信息融合到加权矩阵分解中, 通过给为零和非零签到

数据赋予不同权重来提高推荐效果;Yang等[4]使用半

监督学习方法建模地理信息与社交网络信息, 使用协

同过滤技术学习用户偏好, 最后用神经网络嵌入将二

者结合,提出了 PACE模型曰Li等[5]通过定义三类朋友

关系,挖掘三类朋友关系的 POI信息,采用矩阵分解方

法对模型进行优化;彭宏伟等[6]提出了一种基于矩阵分

解的上下文感知 POI模型,同时考虑位置信息尧社交网

络信息等进行模型构建,有效缓解的数据稀疏性遥除了

地理信息与社交网络信息外, 还有许多上下文信息被

利用进行 POI推荐研究遥 部分研究认为时间信息对

POI推荐具有重要作用, 建模了时间对 POI推荐的影

响[7-11];一些研究考虑文本信息对 POI推荐的影响[12-13];

许多研究把 POI分类作为提高推荐效果的一个因素

进行研究[14-15]遥 以上大部分研究均是结合个别关键信

息进行 POI推荐, 或者对多种信息通过简单的协同过

滤进行组合, 无法较全面的反映用户的签到行为并进

行个性化推荐遥

为解决以上问题, 本文提出了综合位置信息和社

交网络的动态异质网络协同过滤推荐算法 DHRA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dynamic heterogeneous network),该算法有效融合用

户社交关系和用户位置关系袁并在社交关系中考虑包

含用户好友信息与区域活跃用户双重因素的用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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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网络,有效的缓解了签到数据稀疏性的问题,同时融

合分类流行度特征, 能够有效的刻画用户行为与自身

偏好,提高了推荐准确性,并具有良好的延展性;模型在

Foursqure渊NYC)数据集和 Gowalla数据集上进行充分

实验表明, 该算法在准确率与召回率上均优于其他算

法,推荐效果更优遥

1 个性化推荐算法

1.1 问题描述

在 LBSN 中,POI 推荐是通过对用户历史数据和

上下文相关信息的分析袁给用户推介 1个未访问过的

兴趣点袁为讨论方便袁在表 1中列出本文使用的基本

符号遥

表 1 基本符号描述

Tab.1 Basic symbol description

1.2 地理位置信息对兴趣点推荐的影响

在实际生活中,用户行为与地理位置相关,有数据

显示,用户签到行为经常发生在较小的范围,即空间聚

类现象[14]遥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院任何事物都有相关,

越近的事物关联越紧密, 用户也偏向访问距离较近的

POI,研究表明,地理位置信息能够有效提高 POI推荐

的准确率遥

本文使用 Triangular 核函数计算 POI 间的相似

度,以此计算地理位置信息对用户签到行为的影响遥目

前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很多,如 Cosine,Jaccard和皮尔逊

相似度等,但 Triangular核函数具有无参估计,能够将

相关度较低的 POI过滤掉等优点遥 本文用 sim渊i袁j冤表

示任意两个 POI间的相似度遥

sim渊i,j冤肄I喳d渊i,j冤札渊1-
d渊i,j冤

a
冤 (1)

其中:d渊i,j冤是根据经纬度信息计算 POI 间的距

离遥 a是核函数的宽度参数,I是指示函数,当 POI间距

离大于 a时,函数值为 0,否则,距离越近,函数值越大遥

由此本文定义了用户对 POI的偏好矩阵 M院

muj =
移i沂g

u

rui窑sim渊i,j冤

移
i沂g

u

rui

(2)

其中袁gu表示用户 u访问过的 POI的集合,rui是用

户 u访问 POI j的次数遥

1.3 社交网络信息对兴趣点推荐的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用户的行为会受到好友的影响,一

般认为,好友签到过的 POI用户极有可能有兴趣,同时,

用户还会参考区域活跃用户的意见, 如果把区域活跃

用户的意见推荐给用户,也会提高推荐准确度遥

1.3.1 好友关系推荐方法

本文采用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算法来反映好友

关系对用户行为的影响,具体公式为院

pfu袁j=
移

i沂Fu

ruiSIu,m窑tmj

移
m沂Fu

SIu,m

(3)

其中袁puj表示用户 u到 POI j点的偏好值袁Fu是用

户 u 的好友集,SIu,m表示用户间的相似度, 本文使用

Cosine相似度计算,具体公式为院

SIu,m=
移

lj沂L
tu袁j tm袁j

移
lj沂L

tu袁j
2姨 移

lj沂L
tm袁j

2姨
(4)

式中袁tmj是签到纪录, 如果用户 m有到 j 点签到,

则值为 1,否则为 0遥

1.3.2 区域活跃用户推荐方法

区域活跃用户认为是一种专家用户, 可以帮助普

通用户更准确的推荐遥 本文计算特定区域内的活跃用

户,然后计算用户与活跃用户间的相似度,根据活跃用

户签到情况,对用户进行推荐遥

根据用户当前位置为中心,以 d为半径,统计区域

内全部 POI的集合,记为 LR遥 计算圆内每个用户在区

域内签到次数的总和,计算公式为院

U,L,C 用户集合,POI集合,POI分类集合

ui袁lj袁ck 用户 ui沂U, POI lj沂L, POI类别 ck沂C,

R=咱rui暂 LBSN中用户签到矩阵

M=咱rui暂 用户对 POI的偏好矩阵

sim(i,j) 任意两个 POI间的相似度

puj 用户 u到 POI j点的偏好值

SIu袁m 用户间的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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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u=
l
i
沂LR
移rui (5)

选区域内 top-N的用户,即活跃用户,定义活跃用户集

uau遥

在位置推荐的过程中, 若 POI用户签到数少或者

无数据,将活跃用户签到最多的位置推荐给用户,若有

签到数据, 则选区活跃用户中与当前用户相似度最高

的 TOP-N用户的签到点进行推荐,用户相似度计算可

用公式(3)完成,推荐方法的计算公式为院

pau,j =
u沂uau

移mu,j

u沂uau

移
j沂LR

移 mu,j

(6)

其中 mu,j表示用户 u在位置 j 的签到记录遥

综合 2种社交因素得到的推荐方法为院

pfu,j=a窑pfu,j+渊1-a冤窑pau,j (7)

其中院a沂咱0袁1暂是权重因子遥

1.4 分类流行度对兴趣点推荐的影响

LBSN将 POI进行分类, 如 Foursquare中将所有

POI分为 8大类, 对用户签到 POI类别的分析有利于

分析用户偏好,提高推荐准确度遥

用户对 POI类别的偏好程度可以通过不同类别

的签到情况的到反应, 首先统计每个类别每个用户的

签到数量,记为 Tu袁c遥 本文采用式(8)计算用户每个用户

对各个类别的偏好向量 cot渊u袁c冤遥

cot渊u袁c冤=
t渊u袁c冤

c'沂C

移 t渊u袁c'冤

(8)

通过式(8)可以得到每个用户对各类别的偏好分

量,记为 cot渊u冤=掖 cot渊u袁c1冤, cot渊u袁c2冤,L cot渊u袁cn冤业遥

如果仅分析用户偏好类别, 对每个类别内的 POI

视为同等重要,对用户而言明显是不合理的,为了对各

POI进行比较,本文引入流行度的概念遥 流行度即 POI

受欢迎程度,一般认为,同类 POI中,流行度高的应该优

先推荐遥 通过用户对 POI的总签到数 t渊lj冤和总访客数

淄渊lj冤可以对流行度进行直观体现遥 考虑到各 POI间签

到数与访客数差距较大, 本文采用调和平均数进行流

行度计算,具体公式如下院

pot渊lj冤=
2伊

t渊lj冤
Tmax渊 t渊l冤 冤

伊
淄渊lj冤

Vmax渊 淄渊l冤 冤
t渊lj冤

Tmax渊 t渊l冤 冤
+

淄渊lj冤
Vmax渊 淄渊l冤 冤

(9)

其中:Tmax渊 t渊l冤 冤=argl沂L袁cot渊l
i
冤=cot渊l冤max渊 t渊lj冤 冤表示在同

类别 POI中签到最大值,

Vmax渊 淄渊l冤 冤=arg l沂L袁cot渊l
i
冤=cot渊l冤max渊 淄渊lj冤 冤表示同类别

POI中访客数最大值遥

综合以上两种方法可得到同时考虑分类与流行

度因素的推荐计算方法院

psu袁j=cot渊u袁ci冤pot渊j冤 (10)

1.5 DHAR算法

由于时间, 空间和社交关系的利用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推荐性能与冷启动问题, 目前大量流行的算

法主要考虑以上三个因素,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分类流

行度作为参考因素, 并在社交关系中增加活跃用户的

影响, 提出了融合社交网络与流行度特征的 POI推荐

算法 DHAR (POI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combined

with social networking and popularity features)遥 在融合

前,使用 Min-Max标准化方法对三个算法进行标准化

处理院

s'=
s-min

max-min
(11)

最终推荐计算公式为院

pu,j =m'u,j +茁pf'u,j +啄ps'u,j (12)

其中袁茁和 啄是调整参数,m'u,j ,pf'u,j和 ps'u,j是位置

偏好,社交网络偏好和流行度标准化后的结果遥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数据集及对比算法

本文实验使用真实数据集 Foursqure渊NYC)数据

集和 Gowalla数据集来验证所提方法的效果, 这两个

数据集均为 LBSN的经典数据集,包含用户访问位置尧

时间等各类信息遥实验前对数据集进行过滤,移除一些

异常数据遥 对 Foursqure渊NYC)数据集筛选出多于 5条

评论数的用户及其社交关系, 签到多于 2人的地理位

置遥在 Gowalla数据集筛选出签到次数超过 40的用户

数及其社交关系,签到数超过 40的地理位置遥 预处理

郭 磊袁等院融合社交网络与流行度特征的 POI推荐模型 49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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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的数据集基本情况如表 2所示遥 由表中可以看出两

个数据集用户签到密度都极低, 但用户社交平均数约

为 9.80和 15.88,说明用户间社交关系较密切遥 实验比

较算法如表 3所示遥

表 2 预处理完的数据集基本情况

Tab. 2 Basic case of pre-processed datasets

表 3 实验比较的算法

Tab. 3 Algorithms for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2.2 评价指标

实验采用 5-折交叉验证法,将以上 2种数据集随

机分为 20次,每次使用其中 80%为训练集,剩下 20%

为测试集,将 20次评价结果取平均值做为最终评价数

据遥

实验度量选取了在推荐算法中最为广泛的评价

指标院准确率(precision@N)和召回率(recall@N),公式分

别如式(13)和(14)所示,其中,准确率反映推荐的 N 个

POI中用户实际访问的比例, 召回率反映推荐的 N个

POI中, 用户访问过的 POI占用户所有访问 POI的比

例遥

Precision@n=
1
U

U

u=1

移
孜

P

u疑孜
T

u

n
(13)

Recall@n=
1
U

U

u=1

移
孜

P

u疑孜
T

u

孜
T

u

(14)

2.3 实验结果与分析

2.3.1 参数选取的影响

本文算法的推荐效果受到地理位置, 社交网络信

息和流行度等因素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交关系

和分类流行度对推荐结果的影响遥 实验验证了 茁和 啄

的值分别为[0.001,0.01,0.1,0.3,0.5,1,5,10]时的实验结

果, 图 1和图 2为 Top-K为 10时的 茁和 啄的值的对

算法性能的影响遥

图 1 不同 茁值对推荐精确率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different 茁 values on recommended accuracy

图 2 不同 啄的值对推荐精准率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different 啄 values on the recommended accuracy

从图中可以看出参数 茁 和 啄的值对 Precision和

Recall的影响都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并且分别在 0.5

和 0.3时获得最佳效果,说明了位置尧社交网络和流行

度均可直接影响到 POI的推荐效果遥

2.3.2 算法性能比较

本实验使用 TOP-N策略,n的取值分别为 5尧10尧

20尧30,本实验中取值为 0.5,取值为 0.3,实验结果如图

1所示遥

(a)Precision@k on Foursquare(NYC)

Datasets User count
Locatins
count

Check-ins links Check-in s

Foursqure
渊NYC)

4 912 28 608 61 472 48 142 4.37伊10-4

Gowalla 9 727 49 884 2 348 737 154 481 4.84伊10-3

CF(U)[16] 基于用户签到记录,考虑用户相似度的推荐算法

UTF[17] 融合时间函数,考虑用户偏好的推荐算法

USG(G)[1] 考虑用户签到记录同时结合空间特性与社会关系的推荐算法

DHAR 本文提出的考虑社交网络尧流行度的位置推荐算法

50窑 窑



(b)Precision@k on Gowalla

图 3 各算法准确率对比

Fig.3 Accuracy comparison of algorithms

(a)Recall@k on Foursquare(NYC)

(b)Recall@k on Gowalla

图 4 各算法召回率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recall rates among algorithms

由图 3,图 4分析可知,CF(u)算法是基础的协同过

滤算法,没有考虑其它维度,如时间尧位置等信息,因此

在精准率和召回率上都比较低, 效果最差遥 算法 UTF

在推荐过程中融入时间信息,在准确率上提高了 35%

~50%,此结果表明,对维度信息融合能够较显著提高

算法的准确率和召回率,但由于只考虑单一维度,效果

提升有限;USG(G)将位置因素加入其中,综合参考两个

维度因素,使得推荐效果得到显著提升,说明位置因素

对 POI推荐效果明显;本文提出的算法 DHAR在融合

位置信息网络和社交信息网络的同时, 还融入分类流

行度因素, 在精确率和召回率上提高了 22%~50%,提

升效果显著遥

3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地理位置因素尧社交因素与

项目流行度的 POI推荐模型 DHAR, 该模型根据用户

位置计算用户对 POI的偏好值, 在社交关系中综合考

虑了好友关系和区域活跃用户的影响, 同时还参考了

兴趣点的分类流行度因素, 有效缓解了签到数据稀疏

性的问题,提高推荐结果的质量遥通过在 Foursquare数

据集上进行的实验对比,DHAR在精确率与召回率上

均优于当前流行算法遥 后期笔者将进一步提升算法效

率,同时将算法由本地推荐扩展到异地推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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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梯数量增多袁 面向电子信息专业招聘电梯

技术员的岗位增加袁 教学内容未涉及电梯控制方面的

知识袁实验室也没有教学电梯模型袁观察实体电梯运行

过程不便且可能影响其正常运行带来危险袁 学生自学

电梯控制算法难度大袁需电梯控制算法的引导袁以锻炼

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扩大就业渠道遥 电梯控制系统是典

型的复杂信息控制系统袁 电梯在呼叫信息的驱动下动

作袁类似游戏机按键控制人物等对象进程袁适合用有限

状态机渊FSM冤思想建模遥 有限状态机(Finite-state ma鄄

chine,FSM),又称有限状态自动机,简称状态机[1]袁在确定

事件或指令触发下,从一个状态转移至另一状态袁并执

行相应状态下的动作 [2-3]袁本文基于 FSM思想进行电

梯控制算法建模袁并利用力控组态软件设计仿真模型

进行了验证遥

1 基于 FSM的电梯控制算法设计

电梯控制算法有先来先服务算法尧 扫描算法尧最

短寻找楼层时间优先算法尧LOOK算法尧SATF算法等

算法[4]袁其中扫描算法渊SCAN冤为方向优先控制方式[5-6]袁

在运行过程中优先响应与电梯运行方向相同的呼叫袁

与电梯运行方向相同的呼叫在一次上行或下行的过

程中完成袁较好的解决了电梯频繁移动问题袁效率较

高袁适合楼层不高单个电梯的控制方式[7]遥本文以 4层

电梯为例袁采用 FSM为方向优先控制方式的扫描算法

建模遥

根据电梯工作情况袁 把电梯状态分为待机状态尧

运行状态尧开门状态和关门状态 4个状态袁运行状态

指向上或向下的运行状态袁其状态转换过程如图 1所

示曰图中最远端呼叫层袁是指运行方向上最远的呼叫

层袁例如图 2袁时间秩序为 t1~t13袁图中[t4,t10]表示第 2层

在 t4时刻和 t10时刻开门袁i5-驻t表 i5时刻前袁设电梯在 1

层待机袁t1时刻 2层按下向上呼叫袁电梯 i1时刻向上运

行至 i4时刻到达 2层袁期间 t2时刻袁2层按下向下的呼

叫袁t2时刻最远端呼叫层为第 2层袁t3时刻袁4层按下向

下呼叫袁t3时刻第 4层就为向上最远端的呼叫层袁到达

2层后开门并清除本层向上呼叫标志袁 用户入梯按下

至 3层按钮袁t5时刻关门向上运行袁至第 3层开门清除

3层呼叫标志袁关门后至 4层袁第 4层进来的人呼叫到

第 1层袁清除向下的呼叫信号电梯反向向下运行袁3层

无呼叫袁3层不停站袁t10至 2层袁 开门后清除 t2第 2层

向下的呼叫标志袁电梯关门至 1层袁开关门并清除呼

叫标志袁运行过程中只为同向呼叫层或最远端呼叫层

停站并开门和关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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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范有机渊1979-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电子

信息工程和量子光学遥

基于 FSM的电梯控制算法设计与仿真

范有机

渊武夷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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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梯工作状态图

Fig. 1 Elevator working state diagram

图 2 电梯工作过程示例图

Fig. 2 Example diagram of elevator working process

状态触发条件渊Trigger condition袁Tr冤及执行动作

渊Perform actions袁Pe冤如表 1所示遥 其中野要冶表无条件

或无动作袁不符合停站条件指院未平层袁或不是内呼叫

层袁或该层无呼叫袁或非同向外呼袁或非最远端呼叫

层曰停站条件指院平层袁该层有同向外部呼叫袁或该层

为内呼叫层袁或为最远端呼叫层遥

表 1 状态触发条件及执行动作表

Tab. 1 State trigger condition and execution action table

2 基于力控组态软件的仿真模型设计

力控组态软件提供了大量的图形对象尧控件及位

图袁以及易于上手的控制脚本[8]袁其最大的特点是能以

灵活多样的野组态方式冶进行系统集成袁并提供良好的

用户开发界面和简洁的工程实践方法[9-10]遥为验证并形

象展示算法袁利用力控组态软件设计仿真模型进行验

证遥

2.1 界面设计

利用力控组态软件中的各种图像和动画逼真展

现电梯工作过程袁选择图形模拟内外呼叫按钮尧电梯

厢门尧各层层门袁定义数据变量模拟电梯各种参数的

变化袁并将这些变量与对应图形连接袁当控制程序运

行时就可以形象展示和验证算法袁4层电梯仿真界面

如图 3所示遥

图 3 电梯仿真界面

Fig. 3 Elevator simulation interface

2.2 电梯控制程序流程图

2.2.1 数组保存尧处理呼叫信息

用数组保存尧处理呼叫信息袁数组有序与楼层有

序对应袁用 4个数组保存外呼上尧外呼下尧楼层内呼尧

综合渊内外冤呼叫袁层号对应数组下标号的个位袁按下

呼叫袁对应数组位为 1袁否则为 0袁其中 1层没有外呼

下袁为了统一处理袁其对应元素置常数 0袁4层外呼上

置 0袁综合呼叫为外呼上尧外呼下尧楼层内呼三者进行

逻辑野或运算冶袁详见表 2曰其他参数用变量模拟遥

待机
状态

Tr院无呼叫
Pe院确保厢门
和层门门关
闭袁 等待尧查
询呼叫信息

Tr院其它层呼叫
Pe院确定运行方向

Tr院 本层
呼叫
Pe院 确定
运行方向

运行
状态

Tr院不符合停站条件
Pe院确保厢尧层门关
闭袁检测是否平层袁
若平层是否满足停
站条件

Tr院 符合
停站条件
Pe院要

开门
状态

Tr院厢门和
对应层门
未全打开
Pe院 重先
定向

Tr院厢尧层门
全打开
Pe院 设置延
时关门时长

关门
状态

Tr院终点站或
无它层呼叫
Pe院 完全关
闭厢门

Tr院 同向有其它层
呼叫
Pe院完全关闭厢门

Tr院 厢门未
完全关闭
Pe院响应开门
和关门请求袁
延时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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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呼叫与对应数组元素映射表

Tab.2 Call and corresponding array element mapping table

设所在楼层整形变量为 flr袁取值范围 1~4袁综合

呼叫数组 4个元素为 zh[41]~zh[44]袁求两个方向上最

远端呼叫层袁向下为 minf袁向上为 maxf的函数如下院

minf=0;maxf=0; //设初值为 0袁先假设没有人呼叫

FOR i = 1 TO flr+1 STEP 1 //向下从第 1层搜索

至第 flr层袁求最低层的呼叫袁即最小值

IF zh[40+i]==1 THEN //渊力控组态软件脚本袁i

步进至 flr+1时袁不执行执行体冤

IF (minf==0) THEN minf=i ENDIF ENDIF

NEXT //若结果 minf=0袁 说明本

层及以下无人呼叫

FOR i =flr TO 4+1 STEP 1 //向上从 flr层搜索

至第 4层袁求最上层的呼叫袁即最大值

IF zh [40+i]==1 THEN maxf=i ENDIF //渊i步进

至 4+1时袁不执行执行体冤

NEXT //若结果 maxf=0袁说

明本层及以上无人呼叫

利用数组可以方便提取呼叫信息袁进而方便控制

电梯运行遥

2.2.2 主流程图尧待机状态及运行状态流程图

FSM算法采用 switch语句现实袁switch开关语句

专门处理多路分支渊对应多个状态冤的情形袁能使使程

序变得简洁袁 主流程图如图 4 所示袁Pe 表执行动作

渊Perform actions冤曰待机状态流程图如图 5所示袁主要

等待呼叫信息及确定运行方向曰运行状态流程图如图

6所示袁主要执行上升与下降操作袁并在平层时判断是

否满足停站条件袁满足转开门状态袁停站条件院该层有

同向外部呼叫或该层为内呼叫层或为最远端呼叫

层遥

图 4 四层电梯控制主流程

Fig. 4 Four floor elevator control main flow

图 5 待机状态流程图

Fig. 5 Flow chart of standby state

图 6 运行状态流程图

Fig.6 Flow chart of running state

数组 1:十位+
个位[1:4]

外呼上
1层
外呼上

1层
外呼上

1层
外呼上

0

数组 2:十位+
个位[1:4]

外呼下 0
1层
外呼下

1层
外呼下

1层外
呼下

数组 3:十位+
个位[1:4]

内呼楼层 至 1层 至,2层 至 3层 至 4层

数组 4:十位+
个位[1:4]

综合呼叫
外呼[1]|
内呼[1]

外呼[2]|
内呼[2]

外呼[3]|
内呼[3]

外呼[4]|
内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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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开门状态及关门状态流程图

开门状态流程图如图 7所示袁主要重先定向及打

开厢门和对应层门袁开门前重先定向袁为了提示乘客

登梯袁比如内呼有人请求到 3层袁电梯从 2层到 3层

运行途中袁3层有人按外呼向下请求袁 其它层没有呼

叫袁电梯到 3层时停站袁开门前重先定向袁原来上升就

改为向下袁 以提示乘客登梯曰 关门状态流程图如图 8

所示袁主要响应开门和关门请求袁若没有开门和关门

请求电梯延时一段时间自动关门袁关门后若有同向它

层呼叫袁直接转运行状态袁关门后若没有同向它层呼

叫袁延时一段时间袁等待用户按下内呼请求袁把用户送

至欲往楼层袁若延时时间到袁没有同向它层呼叫袁转待

机状态遥 开门和关门为互斥关系袁不能同时有效遥

图 7 开门状态流程图

Fig. 7 Flow chart of door opening state

图 8 关门状态流程图

Fig. 8 Flow chart of closing state

3 总结

用有限状态机渊FSM冤思想设计了一种四层电梯控

制算法模型袁并利用力控组态软件对所设计的模型进

行了仿真验证曰并给出了详细的模型和流程图袁特别

是开门和关门控制过程遥 本文的研究工作袁对于改善

以往学生设计电梯控制算法时袁往往无处参考开门和

关门控制流程的不足袁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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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Elevator Control Algorithm Based on FSM

FAN Yo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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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Elevator control system is a typical complex information control system, and the control algorithm is more complex. In this

paper, a four-storey elevator control algorithm model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idea of finite state machine (FSM). In order to reduce the

frequent movement of the elevator, the direction priority control mode is adopted. The simulation model is designed by using force control

configuration software. The detailed state transition diagram, transfer conditions, execution action and flow chart are given, and the algo鄄

rithm is verified and visual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evator control algorithm based on FSM has clear logic, simple and clear, good

universality, which can be easily extended to multiple-story elevator and used in teaching and actual elevator control system.

Key words: elevator control algorithm; finite state machine;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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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叶2019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

统计公报曳中数据显示袁截止 2019年末袁全国公路桥梁

有 8.783伊105座袁6.063伊107 m袁比上年增加 2.68伊104座尧

4.949伊106 m袁 其中特大桥梁 5 716座尧1.033伊107 m袁大

桥 108 344座尧2.924伊107 m[1]遥 从上述数据来看袁近年

来我国的桥梁建设速度和规模不断刷新纪录遥 每座桥

梁因其建设场地条件尧施工条件尧建设工期等各不相

同袁使得每一座桥梁的建设具有独特性尧同时桥梁施

工过程中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袁使得桥梁工程建设施

工质量难以控制尧安全事故频发等现象遥

BIM技术始于美国袁随后在欧洲尧亚洲等国家逐

渐发展起来袁因 BIM技术具有可视化尧可模拟性尧协调

性尧可优化性等优点袁使其在建筑业中得到广泛的发

展袁而 BIM在桥梁工程中运用起步较晚袁目前还缺少

针对桥梁工程的核心建模软件尧针对 BIM技术在桥梁

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遥 交通运输部于

2018年 3月发布了 叶关于推进公路水运工程 BIM技

术应用的指导意见曳袁引导高校尧科研机构和软件开发

商积极参与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业人士投身

到 BIM技术研究行列当中遥很多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

对 BIM技术在桥梁工程中的运用展开了研究袁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袁诸如姜科平[2]尧王学峰等[3]尧张海华等[4]尧

刘彦明等[5]尧张为和[6]尧董莉莉等[7]尧Shin等 [8]尧Wang S等[9]

等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遥 总体来说袁国内针对 BIM技

术在桥梁工程中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遥 BIM技术因

具有可视化尧可模拟性等优点袁在今后的桥梁建设中

将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本文以上黄墩大桥工程建设为工

程背景袁在南平地区公路建设领域第一次开展 BIM技

术在桥梁建设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研究袁不仅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袁而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遥

1 项目概况

新建上黄墩大桥桥梁中心桩号为 K8+483.25袁上部

结构采用渊4伊30 m+4伊30 m冤PC连续 T梁曰下部构造采

用柱式墩配桩基础袁肋式台配桩基础袁桥长为 243.5 m遥

本桥处于直线段上遥 桥孔 T梁直梁预制袁通过调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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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以上黄墩大桥项目为工程背景袁研究 BIM技术在桥梁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运用遥 采用 Revit软件建

立上黄墩大桥三维 BIM模型袁运用 Navisworks软件对三维模型进行碰撞检查袁将施工图中存在的问题消灭在施工前袁达

到缩短工期和节约造价的目的遥在施工过程中袁利用三维模型具有可视化特点袁实现三维技术交底袁使施工人员更容易理

解设计意图和相应的施工方法遥 基于 EBIM平台袁实现质量尧安全等信息化管理袁提高管理效率袁同时建立起一套可溯源

的质量管理体系遥 在项目中引入 BIM技术对项目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袁取得一定的成效袁对类似的项目可提供参考袁对

于推进 BIM技术在桥梁工程中的运用具有一定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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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翼缘宽度或防撞栏位置变化来调整路线线型袁墩台

沿径向布设遥桥台处设 D-80伸缩缝袁桥墩处设 D-160

伸缩缝袁设置 L=8 m搭板遥

2 BIM技术在上黄墩大桥全生命周期中的运用

2.1 BIM技术在上黄墩大桥施工图深化设计中的运用

传统的桥梁设计图都是二维 CAD图纸袁 二维图

纸因其可视性比较差袁无法直观的反映出建成以后的

真实情况袁对于非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说袁无法及时发

现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袁 各专业之间的协调性比较差遥

基于此考虑袁在本项目施工之前袁采用 Revit软件建立

上黄墩大桥三维 BIM模型袁包括桥梁细部构件三维模

型袁具体有桩基尧系梁尧墩柱尧盖梁尧T梁尧桥面铺装尧防

撞护栏等三维模型袁建立每个构件的钢筋尧预埋件等

细部构件模型袁 对二维施工图进行深化设计袁 采用

Navisworks软件对复杂构件之间尧 预埋件等部件是否

存在碰撞问题进行检查袁经检查该图纸中存在部分预

埋件位置与主体结构钢筋位置存在冲突问题袁在施工

图深化设计阶段及时发现袁避免施工时应预埋件安装

不上而返工袁从而节约工程造价尧保证施工进度遥 部分

构件钢筋三维模型图如图 1尧图 2所示遥

图 1 墩柱尧盖梁尧支座尧挡块连接细部构造三维模型图

Fig. 1 Three-dimensional model diagram of connection details of

pier column, capping beam, support and stop block

图 2 梁片整体三维模型图

Fig. 2 Overall three-dimensional model diagram of beam piece

2.2 BIM技术在上黄墩大桥施工阶段中的运用

2.2.1 三维技术交底

基于深化施工图设计阶段建立的桥梁三维模型袁

将每个细部构件的三维钢筋模型用彩色打印机打印

出来并张贴在施工现场袁技术人员利用三维彩色模型

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袁三维彩色模型因具有

很强的可视性袁 方便现场操作人员掌握袁 这对于像 T

梁等复杂构件来说袁尤为重要遥 另外在施工前袁基于

BIM技术对施工过程中的重难点施工工艺进行模拟袁

将模拟视频发送到每个参与人员中袁实现三维可视化

技术交底袁提高技术交底效率袁减少因施工人员未能

充分理解技术交底的内容而导致的返工等遥 部分重难

点施工动画截取如图 3尧图 4所示遥

图 3 梁片吊装施工动画

Fig. 3 Animation of beam lifting construction

图 4 现浇带施工动画

Fig. 4 Construction animation of cast-in-place belt

2.2.2 施工进度管理

传统的施工进度管理主要是采用甘特图来表示袁

无法形象的反映出现场的实际情况遥 而将 Revit建立

的三维模型导入到 EBIM平台中袁将桥梁模型与施工

进度计划尧实际施工时间结合起来袁形成上黄墩大桥

的 4D模型袁不仅能展现出传统的形象进度管理袁而且

可以形象的反映现场的形象进度袁更直观尧精确地反

映出整个桥梁在不同时间段的施工形象进度遥 在进度

管理中袁基于 EBIM平台袁通过野进度计划冶项目中的

任务管理添加任务袁包括输入任务名称尧实施工期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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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开始和结束时间尧关联相关模型等遥 点击进度模拟袁

输入想要查看的日期袁就可以看到当天项目施工的进

度遥 手机端也可以接收当天的进度计划遥 方便管理者

随时查看整个项目的进度安排及某个时间点的项目

实际进展情况遥 施工进度管理如图 5所示遥

图 5 施工进度管理

Fig.5 Construction progress management

2.2.3 质量安全信息管理

桥梁工程作为公路建设中的一种重要性构筑物袁

在施工过程中袁 要按公路建设的基本程序进行报检袁

填写质量检验批报送监理审核袁这将产生大量的纸质

资料袁纸质资料不利于保管和查阅袁将这些纸质资料

扫描成 PDF并上传到 EBIM平台中进行分类管理遥同

时在施工过程中袁各参建人员可以利用手机拍照功能

记录现场的质量安全情况袁 上传到 EBIM平台中袁并

与模型进行关联袁记录现场是实际情况袁以便今后进

行质量溯源遥 这对于资料查找及查阅来说是非常方便

的袁 并可以将质检资料与相应的模型构件关联起来袁

建立一套可溯源的质量管理体系遥 质量安全资料管理

如图 6所示遥

图 6 质量安全信息管理

Fig.6 Quality and safe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2.4 物资设备等管理

在本项目施工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的机械设备

和原材料等遥 因项目工期短尧任务重袁物资设备若跟不

上将影响整个项目的工期袁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根据上

黄墩大桥 BIM模型施工进度计划袁合理安排每个阶段

所需材料和机械设备的进场计划袁并做好预警袁材料

进场后施工单位可将材料相关信息上传到 EBIM 平

台中袁报给监理单位进行审批遥 在材料设备使用阶段袁

根据材料的使用情况袁动态的与模型构件相关联遥 做

到物资设备使用情况可查遥

2.2.5 协同管理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袁 项目各参加人员通过 EBIM

平台进行交流袁提高了办事效率遥 基于 EBIM平台对

项目进行管理袁可以将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反

映到模型上袁同时项目各参与方通过 EBIM平台进行

交流袁都会留下相应的痕迹袁有助于事后的责任追究

与倒查遥

2.3 BIM技术在上黄墩大桥运维阶段中的运用

桥梁工程是交通路网中的重要构筑物之一袁桥梁

结构安全与否关系到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遥 桥梁在使

用过程中袁受各种不利荷载作用袁结构将产生劳损等

破坏袁如何保证桥梁安全是桥梁运营阶段管理人员需

要考虑的首要问题遥

项目建成后袁 虽然施工单位需要将所有的施工

图尧竣工图尧质检资料等资料整理归档到建设单位或

档案馆中袁但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是纸质材料袁在保管

过程中很容易丢失袁而且这些信息很难和模型关联起

来遥在本项目中袁基于施工阶段建立的 BIM三维模型袁

将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资料上传到 EBIM平台中袁并

与模型构件相关联袁做到施工信息永久保存袁作为本

项目竣工 BIM模型遥 在项目运维阶段袁可以随时调取

施工阶段的相关信息袁 并将日常养护信息等上传到

BIM模型中袁形成运维阶段 BIM模型袁为本项目的大尧

中修提供决策遥

3 结语

以上黄墩大桥为工程背景袁 采用 Revit软件建立

了桥梁细部构件模型袁包括桩基尧系梁尧墩柱尧盖梁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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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垫石尧挡块尧T梁尧横隔板尧后浇带尧护栏等细部结构袁

对这些构件进行拼装袁拼装后倒入袁Navisworks软件里

碰撞检查, 对于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与设计单位沟

通协调解决袁从而节约工程造价与缩短工期遥 在项目

施工过程中袁制作复杂工艺施工动画袁在施工现场张

贴三维模型图等方式对现场操作人员进行三维技术

交底袁一线操作人员达到零失误遥 基于 EBIM平台袁对

项目的施工进度计划进行管理袁对物资设备进行跟踪

管理袁对项目的质量尧安全等进行管理袁建立了一套可

溯源的质量管理体系袁为项目的运维阶段提供了基础

数据袁达到了信息化管理的目的遥 BIM技术在本项目

的顺利实施袁提高了管理效率尧节约了工程造价与缩

短工期袁对于推进 BIM技术在桥梁工程中的运用具有

一定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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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Life Cycle

Management of Shanghuangdun Bridge

WANG Jinhua1, CHEN Songliang1, ZHU Zhongquan2, CHEN Shengjie2

渊1. School of Civil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曰

2. Nanping Wuyi New District Ring Expressway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Wuyishan, Fujian 353400冤

Abstract院With Shanghuangdun bridge as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man鄄

agement of bridge engineering is studied. Using Revit software to establish the three-dimensional BIM model of the Shanghai Huangxuan

Bridge, using Navisworks software to check the collis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it is to eliminat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drawings before construction, shorten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save the cos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three-dimen鄄

sional mode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sualization so that th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can more easily understand the design inten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EBIM platform,we can realize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quality and safety, im鄄

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establish a traceabl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In this project, BIM technology is used to manage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project, and achieve some results,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and is of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bridge engineering.

Key words: BIM technology曰 life cycle曰 traceability system曰 Shanghuangdun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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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

层次袁传统的农业教育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对于高素

质农林人才的要求袁也已不能满足当今物质相对丰富

以后人民的教育需求[1]遥2018年以来袁教育部启动实施

野新农科冶建设计划袁为涉农人才培养指明了新方向[2]遥

新农科建设的重点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林专

业袁要求涉农高校对接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要

求袁转变教育观念袁深化教学改革袁推进育人模式尧教

学和课程体系的改革袁培养一批高素质应用型农林人

才袁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3]遥武夷

学院作为一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袁应主动对接闽北

地区茶产业尧 食品产业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求袁培

养野懂农业尧爱农村尧爱农民冶的应用型人才袁为地方产

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遥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是

茶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袁对高素质应用型

茶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影响遥 本文以武夷学院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课程教学为例袁结合教学实践袁针对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措施袁为课

程建设和教学内涵深化改革发展提供借鉴遥

1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课程地位与教学目标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是茶学专业基础课程中的核心

课程之一袁课程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茶

叶化学成分的含量尧种类尧结构与性质及其生物合成

和分解代谢途径袁掌握茶叶产品加工和品质形成的基

本原理袁了解茶叶的保健功能袁为进一步学习茶学专

业课和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和营销等相关工作奠定扎

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4]遥 野有机化学冶野植物生物化

学冶野植物生理学冶等前序课程是学习野茶叶生物化学冶

的基础袁野茶叶生物化学冶又可为学生学好后续茶学专

业课程奠定基础遥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课程教学效果的好

坏对于学生学习和深入理解后续专业课程以及从事

茶叶生产尧营销等工作有直接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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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课程地位

Fig. 1 Status of "tea biochemistry" course

2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生物化学基础较弱袁教学难度大

学生生物化学基础弱是野茶叶生物化学冶教学中

面临的第一大难题遥 一方面袁本校茶学专业招生是文

理兼收袁 一个年级的学生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文科

生袁学习自然科学课程有很大难度曰另一方面袁本校茶

学专业是以茶文化经济方向为特色袁故人才培养中安

排了较多的文化类尧经济类等基础课程袁缩减了野有机

化学冶尧野植物生物化学冶自然科学类基础课程的学时袁

学生在自然科学基础课程上投入的时间较少袁也导致

学生的化学和生物化学基础薄弱遥 如茶学专业教学计

划中野有机化学冶只安排 40课时袁野植物生物化学冶和

野植物生理学冶两门课程合并后的野植物生理生化冶课

程只安排 48课时袁课程学时少袁远远不能满足有机化

学尧植物生物化学和植物生理学等课程庞大知识体系

的要求遥 此外袁野茶叶生物化学冶课程中极为重要的野茶

叶加工生物化学冶内容袁主要涉及茶叶加工过程中生

化成分的变化及其对茶叶品质形成的影响袁但学生在

学习这部分内容时袁从未接触过制茶过程袁对制茶工

艺流程和制茶机械等均不了解袁导致教学中存在野空

对空冶现象袁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遥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是

一门综合性和交叉学科袁涉及到茶树初级和次级代谢

的复杂理论体系袁茶树物质代谢和生化成分的转化过

程又是微观和抽象的袁加上化学基础薄弱袁学生在理

解和记忆时存在很大困难甚至有畏难心理袁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不高遥

2.2 学科发展快袁教材内容滞后

近 20年来袁 随着现代生化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

的发展袁基因组学尧代谢组学尧转录组学等方法广泛应

用于茶树生物学研究中袁茶叶生物化学的内容不断拓

展和深入遥 茶树基因组已被破译袁大叶种和小叶种茶

树的基因图谱均已绘制完成袁茶树中的儿茶素尧咖啡

碱尧茶氨酸尧类黄酮等的重要次级代谢产物的代谢途

径及其关键编码基因也已逐步明确袁萎凋尧杀青尧发酵

等茶叶加工过程的关键环节中化学成分的变化规律

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已不断深入[5]遥 但目前本专业能

够选用的教材仍然是 2003年出版的野茶叶生物化学冶

渊第三版冤袁教材内容较为滞后袁与学科和茶叶生产实

际有所脱节袁导致学生获取的知识相对落后袁对学生

专业基础和技能的培养十分不利遥

2.3 教学模式单一袁考核体系不健全

目前袁野茶叶生物化学冶课程教学主要以传统的教

师课堂讲授式为主袁仍然是教师唱主角袁没有充分关

注学生的主体地位袁学生对抽象的生物化学知识学习

的兴趣和积极性不高袁参与感不强曰对现代信息化教

学手段的利用主要以多媒体课件为主袁未能将翻转课

堂尧慕课等手段很好地应用于教学中遥 课程的考核方

式也较为单一袁 期末考试成绩占到总成绩的 60%~

70%左右袁过程性和形成性评价所占比例不高袁无法

很好地吸引和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和融入课程的学习

过程袁也不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遥 再加上学

生生物化学基础偏弱等因素袁 为降低期末考试难度袁

试卷题目的设置主要以记忆性知识点为主袁考察学生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综合性题目偏少袁不利于培养

学生形成良好的逻辑思维和灵活运用专业知识分析

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2.4 实验教学质量有待提高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袁要求

学生不仅要掌握茶叶生物化学的理论基础知识袁还要

通过高质量的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尧创

新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6]遥 在我校的茶学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袁野茶叶生物化学冶 课程中 18课

时的实验教学任务与野茶树栽培学冶尧野茶叶加工学冶等

课程的实验教学部分合并后统一纳入野茶学专业综合

实验玉冶实验课程袁但综合实验中开设的实验项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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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基础性和验证性实验项目为主袁主要实验项目

为茶叶含水量尧水浸出物含量尧茶多酚含量尧游离氨基

酸含量等茶叶品质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袁 综合性尧设

计性实验项目偏少曰实验教学方式也主要以教师讲解

实验原理尧实验方法和步骤以及注意事项后袁再由学

生进行实验操作并完成实验报告方式为主袁以实验报

告内容评价实验成绩袁对实验操作过程的考核不够重

视遥 这种实验教学方式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独立思

考尧动手操作和创新能力遥

3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与措施

在新农科建设背景下袁为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卓越

茶学专业人才袁课程团队必须更新教学理念袁优化教

学内容袁转变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袁改变传

统的野灌输式冶教学方式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特

点袁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袁采用多元

化方式进行考核评价袁 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应用能力袁

为茶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培养野用得上冶的专业人才遥

3.1 优化教学计划和内容袁加强基础课程教学

针对学生基础偏弱的问题袁 要结合专业实际袁调

整和优化教学计划和内容袁改进教学模式袁切实加强

基础课程教学遥 一方面可在教学计划中适当增加野有

机化学冶尧野植物生物化学冶等课程学时袁另一方面袁可

在大一第二学期增设野茶学概论冶课程袁让学生对茶尧

茶学体系及茶叶的加工工艺等内容有一个整体的了

解袁从而为后续的野茶叶生物化学冶等专业基础课和专

业课的教学奠定基础袁也可有效提高教学内容的连续

性遥 此外袁武夷学院位于武夷岩茶主产区袁学生有接触

茶叶生产实际的便利条件袁专业教学计划中也有三周

的野制茶实习冶实践环节袁而茶叶生物化学理论知识又

是学生在制茶实践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遥 因

此袁为提高理论和实践教学的效果袁可对野茶叶生物化

学冶尧野茶叶加工学冶和野制茶实习冶等联系紧密的几门

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整体优化袁 将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中

野茶叶加工生物化学冶部分内容和野茶叶加工学冶中野茶

叶加工原理冶部分内容调整到野制茶实习冶课程中袁并

发挥茶学专业校外实践导师团队的优势袁通过现场教

学模式开展制茶原理与实践内容教学袁促进学生对专

业基础知识的系统性理解与应用袁为后续专业课程的

学习奠定扎实基础遥

3.2 与时俱进袁丰富和拓展教材内容

针对茶叶生物化学学科发展变化快的特点袁教师

要紧跟学科发展的步伐袁及时更新和消化学科的最新

研究成果袁增加自身的知识储备袁并将新内容有机地

结合到课程教学中袁以丰富和拓展教材内容袁使学生

获得野新知冶袁扩展学生的视野遥 如酯型儿茶素类是茶

叶中最重要的品质和功能性成分袁但目前的野茶叶生

物化学冶 教材中关于其生物合成途径未做明确介绍袁

而近期研究已探明了酯型儿茶素合成的关键酶及其

合成底物与途径[5]遥 萎凋是红茶加工过程中重要的工

序之一袁目前教材中对于萎凋程度及萎凋叶中化学成

分对红茶品质的影响未有详细介绍遥 近年来已有研究

表明袁 红茶萎凋叶含水量在 58%~60%有利于红茶品

质的提高袁萎凋叶中 TF1尧TF-3-G 和 TF-3'-G与红茶

感官品质呈正相关袁 对红茶品质影响最大的成分是

TF-3'-G[7]遥教师要将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在课堂教

学中传达给学生袁或将文献资料发放给学生进行专题

文献阅读和深入讨论袁让学生对于茶叶次级代谢和茶

叶加工过程中品质的变化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遥

3.3 丰富教学手段袁构建多元化的教学和考核模式

利用思维导图工具袁梳理课程知识框架遥 思维导

图是一种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

级图表现出来的实用性思维工具[8]遥现有的野茶叶生物

化学冶教材将茶叶中的化学成分及其生物合成和分解

代谢途径等内容分开编排袁知识点较为分散袁教学时

不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遥 教师可借助思维导

图工具袁引导学生对知识点进行整合和分类袁形成一

个逻辑性强的知识框架袁促进学生对抽象的生物化学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遥

引入主体易位教学法袁 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遥

主体易位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袁由学生

对部分教学内容进行演讲尧评价和讨论的方法[9]遥在茶

叶生物化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袁对于学生感兴趣的章

节袁如茶叶的保健功能袁请学生自由组合形成兴趣小

组袁自己查阅文献尧制作多媒体课件并在讲台上向全

班同学讲解袁同时教师与学生共同对报告内容尧演讲

技巧及 PPT制作等进行评价和打分袁并将评定成绩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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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平时成绩遥 这种模式以学生为主体地位袁实现学生

从野课堂冶到野讲台冶角色转换袁可有效增强学生对茶学

专业知识的认知袁提高学生的文献调研能力尧独立思

考能力尧表达能力和协作能力遥

构建线上线下课堂袁开展混合式教学遥 在当前信

息化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袁构建在线学习和线下传

统课堂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袁可发挥教师的引导作

用袁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0]遥 为提高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课程教学效果袁教师可借助中国大学

MOOC尧超星泛雅尧爱课程网等平台的优质资源袁构建

线上课堂袁实施手机 APP辅助教学袁拓展传统课堂的

时间和空间袁通过多种方式的互动袁更好地开展答疑尧

测试和讨论袁并将线上参与情况纳入平时成绩袁不仅

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袁 增强学习的趣味

性袁而且也有利于促进教师全面和深入了解学生的学

习动态袁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袁提高教

学效果遥

建立合理的课程考核体系遥 改变野一卷定终身冶的

传统的考核方式袁加强过程评价袁将参与式教学环节

成绩引入考核体系中袁引导学生转换角色袁主动思考

和积极参与线上尧线下教学的各个环节遥 近几学期袁课

程教学团队采用期末考试成绩渊50%冤尧参与式教学成

绩 渊参与线上活动尧 线下 PPT制作讲解及问题讨论冤

渊30%冤和平时表现成绩渊20%冤多元化考核模式袁较好

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袁也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自主

参与教学活动环节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遥

3.4 立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袁优化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是对理论教学的重要补充袁也是学生将

课程理论知识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之一袁在

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尧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11]遥 武夷学院作为一所地方性应用技术

型院校袁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主动适应地方产业升级要

求和市场需求袁培养应用型人才遥 武夷山有野茶树品种

王国冶之称袁也是世界乌龙茶尧红茶的发源地和主产

区遥 因此袁野茶叶生物化学冶实验教学应将当地丰富的

茶树种质资源尧多样的乌龙茶尧红茶花色品种及其生

产工艺进行有机结合袁加强综合性尧设计性实验项目

的开发袁培养学生运用茶学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茶叶

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如可结合乌龙茶品种资源袁将

原来独立的几个验证性实验项目设计成一个综合实

验袁以武夷山当地主栽的肉桂尧水仙尧大红袍等品种以

及众多的武夷名丛为对象袁通过测定主要生化成分的

含量袁 分析不同品种茶树品质成分的差异及其适制

性曰结合武夷岩茶或武夷红茶生产工艺袁开设野武夷岩

茶加工过程中品质成分的变化冶或野正山小种红茶加

工过程中多酚类物质的变化冶等实验项目袁让学生分

析武夷岩茶和武夷红茶品质成分的含量特征和变化

规律遥 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会茶叶中主要生化成分

的测定方法袁 而且可以加强学生对乌龙茶品种资源尧

乌龙茶和红茶加工工艺的科学和理性的认识遥

在实验教学方式上袁可在备课环节让学生亲自动

手准备实验仪器袁配制实验试剂曰对于综合性实验袁教

师可提前给学生布置实验任务袁 让学生组成实验小

组袁做好预习并查阅有关文献袁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方

案袁带着问题去协作开展实验遥 实验结束后袁采取教师

点评和小组互评的方式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与评价袁

找出实验过程的优点与不足袁并提出改进建议遥 从而

激发学生学习野茶叶生物化学冶课程的积极性和兴趣袁

在探究型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索能力

和动手操作能力遥

4 结语

野新农科冶 建设要求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推进

教育教学改革袁 着力培养高素质的应用技术型人才遥

野茶叶生物化学冶 课程在教学工作中应结合专业和学

生实际袁转变观念袁优化教学计划袁与时俱进袁丰富和

拓展教学内容袁 借助和运用现代信息化教学手段袁构

建多元化教学模式袁理论联系实践袁改革实验教学袁不

断提高教学效果袁为应用型茶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奠定

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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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of Tea Biochemi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Construction

SHI Yutao, ZHENG Shulin, WANG Feiquan, Hou Dawei, ZHANG Bo

(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袁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耶new agricultural science爷 requires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reform in curriculum

system, practical teaching and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a batch of applied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alents with high quality.

The paper takes the teaching of tea biochemistry of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hen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tea biochemistry

were analyzed, and reform ideas and measures in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evaluation way and practical teaching were dis鄄

cussed based on teaching practi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resul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devel鄄

opment of tea biochemistry.

Key words: tea science; tea biochemistry; teaching reform;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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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国家带来特大影

响袁全国高校延迟开学遥 为了确保疫情防控期间高校

的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不受影响袁教育部印发野关于

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冶袁要求高校积极开展线上教学袁

实现野停课不停教尧停课不停学冶[1]遥

为落实教育部的工作要求袁 根据 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课程特点袁在课程的改革与实践中制定符合应

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实情的教学方案袁积极开展课程线

上教学袁采取了一些教学改革措施袁确保线上教学质

量和教学效果[1]遥 本文以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线上教学

为例袁 根据课程教学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实践袁探

索机械类专业课程在线教学的基本思路袁更新线上教

学模式尧拓宽线上教学理念尧发挥线上教学在人才培

养中的积极作用遥

1 课程定位和特点

在线上教学开始之前袁任课教师应明确所授课程

的定位和特点遥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课程是机械类专业

的一门重要专业核心课程袁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尧应用

性与综合性遥 该门课程与其它课程具有明显不同的特

点袁从培养方案来看袁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是承接基础

与专业知识的核心课程袁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袁该课程

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定位如图 1所示遥 课

程既有理论教学袁又有实验教学袁其中理论 48学时渊3

学分冤袁实验 36学时渊1.5 学分冤袁总计 84 学时渊4.5 学

分冤遥 学生通过前期物理尧数学尧电学尧力学和机械制

图尧机械设计尧机械制造技术等课程知识的学习袁积累

了一定的专业基础袁通过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课程的学

习袁旨在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课程知识内容袁解决科研尧

生产尧国防建设所面临的产品制造加工问题袁培养学

生数控加工实践能力及产品制造技术创新能力遥

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课程教学任务主要是介绍有

关数控机床的组成尧结构尧编程及机床操作袁重点讲授

数控加工工艺方案设计尧数控加工程序编制尧数控机

床操作实践等遥 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数控机床的

工作原理尧 掌握 FANUC系统数控车床及数控铣床程

序编制方法袁并进行数控编程的实践应用遥 学生能初

疫情影响下应用型本科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线上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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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掌握数控机床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典型数控机床结

构尧数控加工技术袁能正确编制零件加工工艺及数控

程序袁解决实际生产中零件加工问题遥 通过该门课程

的学习袁既为学生在后续机械设计或制造方向的学习

夯实专业基础知识袁 在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

赛尧大学生机械创新竞赛尧毕业设计等作品设计制造

加工中为学生提供数控实践锻炼袁也为学生将来从事

生产管理尧机械产品设计,数控编程与加工操作等工作

奠定基础遥

图 1 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定位

Fig. 1 Orientation of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ing and CAM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传统教学模式难达效果

因在新冠疫情影响袁 高校非毕业班学生未返校袁

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难以展开遥在互联网+尧云课堂时

代袁目前很多高校和教师线上教学的主要形式有学习

通尧腾讯课堂尧钉钉直播尧MOOC教学尧SPOC教学尧微

信/QQ群讨论与答疑等[2]袁线上教学授课基本模式如

图 2所示遥 而每种在线教学软件有各自特点袁因本门

课程含理论与实验袁各章节要求具有差异袁传统的单

一线上教学模式难以保证教学效果遥

图 2 传统线上授课模式

Fig. 2 Traditional online teaching mode

2.2 学时紧袁任务重

本课程教学任务繁重袁如何在线上能保质保量完

成教学任务袁这是摆在任课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遥 在

理论教学环节共需完成 6章的教学任务袁实验教学环

节共需完成 8个实验项目袁前 7个实验项目各为 4学

时袁最后的综合性实验项目占 8学时遥 如何保证按质

按量完成该课程的本科教学任务袁这是摆在任课教师

在线教学的难题遥 特别是实验教学袁目前开展的线上

教学主要针对的是理论课程袁 如何在线进行实验教

学钥

2.3 教学管理工作难开展

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授课对象是应用型本科学生袁

该学生群体的特点是自控能力较差袁学习自觉性相对

较弱遥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袁教师与学生零距离接触袁可

以及时发现与纠正学生的学习态度遥 线上教学学生初

始阶段会觉得有新鲜感袁 学习积极性还能得到保证袁

但到后期部分学生会出现厌倦感袁而且会产生听课蒙

混过关尧侥幸心理袁教学质量会出现下降遥 特别是本门

课程学习任务繁重袁 在线课堂如何开展教学管理工

作钥 这也是本门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的一个问题遥

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学生都是分散在家里居家学

习袁不像传统授课要求学生集中在教室袁缺少学习氛

围袁部分学生自律性差尧对自己要求不高袁迟到尧旷课尧

挂网不听课现象时有发生遥

2.4 考核难到位

传统教学中综合成绩构成院 平时成绩 30%+期末

成绩 70%遥 学生平时成绩的评价袁主要依据学生提交

作业和课堂出勤情况袁由于学生在完成作业过程中存

在作业抄袭现象袁评价公正性有待改进遥 课程综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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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主要由期末试卷分数确定袁学生只要在考前看看书

复习袁即使平时不用功不努力袁同样能考出好成绩遥

3 教学改革与实践措施

3.1 转变教学习惯袁多措并举线上教学模式

由于突发新冠疫情袁将传统线下课堂教学全面移

植到线上网络教学袁师生均面临一些挑战袁在心理上

均存在一定的缓冲和适应新事物过程袁师生都需转变

传统的教学习惯袁 在思想和认识上尽快熟练软件袁并

适应新的教学模式遥

为尽快提高学生线上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首

先依据各个章节教学内容的难度差异袁对野数控加工

及 CAM冶课程进行总体教学设计袁教学上作一些合理

安排袁提高教学质量遥 根据线上教学特点不断更新教

学内容袁精心备好每一节课袁精心设计线上优质课程遥

本课程在授课过程中袁需依据课程性质与特点尧个人

网络使用习惯等因素袁 采用以钉钉线上网络直播袁并

推送各个在线教学平台 [慕课尧 SPOC 渊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冤]的优秀课程资源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遥如

图 1所示袁 该门课程理论部分共包含六章教学内容袁

依据多年对该门课程的教学经验袁学生学习过程中对

每一章节教学内容理解掌握程度不一样遥 在线教学实

施过程中袁 根据教学章节内容采用相适应的教学模

式袁第一尧五章教学内容简单袁采用慕课+ SPOC教学

为主袁同时辅以推送课程学习资料袁教学中以学生自

主学习模式为主袁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曰第二尧三尧四尧

六章教学内容知识点相对较难尧 而且偏实践应用袁在

线教学采用钉钉网络直播授课为主袁以慕课+SPOC教

学为辅的授课模式遥

在主讲的二尧三尧四尧六章重点章节袁采用钉钉直

播授课的形式给学生详细讲解遥 通过钉钉统计出袁四

个重点章节采用直播授课视频达到 40余个袁 时长累

计达到 1800分钟遥 钉钉直播所讲授的每章节知识点袁

特别是重点难点知识袁直播结束后袁有相应的直播统

计和直播回放提供给学生袁方便学生课后随时对重难

点内容的复习与巩固遥 学生可以课后在中国大学慕课

(https://www.icourse163.org/) 观看野数控加工技术冶慕课

渊李体仁主讲冤的相关章节内容袁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点

的理解与掌握遥 为方便开展课题讨论尧布置作业和答

疑袁教师在 SPOC专属课程平台上传讨论题和作业袁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可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难题充分

开展讨论袁师生之间深度交流袁解析课程专业知识遥 总

而言之袁通过利用各种举措开展好线上教学袁确保在

线教学的教学效果遥

3.2 任务驱动学习袁精心组织在线虚拟课堂

教师根据课程要求详细制定每一个章节知识点尧

建议学习学时尧教学重难点和教学目标袁使学生在学

习过程清楚了解每一章节所要掌握的知识点及应达

到的教学目标遥 提前在线上布置周学习计划和学习任

务袁用任务驱动式的教学方法加强学生线上学习遥

学生在学习新知识前袁学生应明确学习任务单以

及本节主要解决什么问题袁学生怎么从一些资源中去

获得解决任务的知识点与技能袁带着目的性去完成学

习任务[3]遥 例如从测试题开始袁布置几个有关的测试

题袁促使学生学习相关资源后完成测试曰例如从引入

案例开始袁要求学生分析思考遥 引导学生需要学习哪

些资源尧需要完成哪些任务等遥 任务单的设计是引导

学生学习并完成任务的关键袁 需要老师进行精心设

计袁突出关键知识点袁把学生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

参与遥 任务驱动式学习能有效诱发学生学习动机袁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遥 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晒学习

心得尧分享听课笔记尧适当通过设置参与有趣提问与

回答这样的互动环节提升学习的热情袁 刺激学生学

习袁课后要求教师强化学习效果检测及学生疑难答疑

辅导袁通过在线教学平台给学生布置作业任务袁激励尧

引导和监督学生学习和完成袁24小时内及时解答反馈

学生提出的问题和疑惑等等袁根据在线答疑及学生作

业完成情况及时了解掌握学生学习状态袁记录收集教

学反馈信息袁并进行相应教学调整[4]遥

另外袁在线教学过程中引入仿真教学袁实现野理实

一体冶的教学目标直播袁利用交互式课件及斯沃数控

仿真软件的交互应用进行数控程序编辑尧 机床操作尧

参数设置尧图形仿真及程序检错的模拟操作遥 通过给

学生进行模拟操作袁使学生懂原理袁能编程遥 让学生学

中做袁做中学袁实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目标[5]遥 总

而言之袁 通过利用各种举措组织管理好虚拟课堂袁确

保在线教学的教学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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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牢抓学生管理袁实施在线教学质量监控

在授课过程中增加学生互动袁 课堂采用随机签

到袁随机提问等措施袁确保学生在线教学管理遥在线教

学要求学生自我管理尧自我约束能力强遥 在线教学在

实施过程中袁通过在线打卡尧钉钉签到尧随机点名提问

等措施督促学生到课率和保证听课效果袁同时将后台

的一些数据向辅导员尧班主任及时反馈袁任课老师尧班

主任尧 辅导员 3方共管以确保在线课堂教学质量袁避

免学生挂网尧甚至缺课情况遥

教学质量监控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袁教学面向的受

益者为学生袁一方面强化对学生的在线管理袁另一方

面教学实施和教学质量跟踪反馈也不可或缺袁学生对

在线教学效果具备最真实的话语权遥 从学生的角度出

发袁根据在线课程教学进度袁安排课程研讨环节袁多倾

听学生的意见袁以学生为主体袁从教学目标尧内容尧方

法和效果等方面广泛听取学生建议袁开展根据学生评

课反馈作相应教学调整袁不断提升在线教学质量[6]遥

课程在线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慕课+SPOC在线

平台资源袁作业每周布置 1次袁在线单元测验布置两

次袁从布置到提交到批改都在线上进行袁从作业完成

情况及单元测验整体情况来看袁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课

程在线教学总体良好袁课程在教学内容的组织尧教学

资源使用尧教学设计尧课堂管理与互动尧学生参与学习

等五个方面学生都较满意袁达到了预期教学目标遥

3.4 突出过程考核袁设计线上课程评价体系

为了设计更加有效的在线课程评价体系袁改革措

施中提出野重视在线学习尧重视过程学习尧重视互动教

学冶评价体系遥 以学生为主体袁以过程考核为推动力袁

实现教与学双边互动袁强化野过程考核冶袁更加注重学

生在每个环节过程的表现遥经过教研组对过程性评价

方案的多次讨论尧修改与完善袁最终确定过程性评价

包括院 课堂学习管理垣课程在线作业垣技能训练学习垣

课程总结等四个环节遥 课程期末综合成绩构成院学习

过程考核 40%+学习综合效果考核 60%遥 学习过程考

核包括院课堂学习管理尧课程在线作业尧技能训练学

习尧课程总结学习遥 学习综合效果考核包括院考前复习

总结尧 在线答疑辅导尧 线上期末考试遥 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课程评价体系详见图 3遥

总而言之袁通过强化野过程考核冶的课程评价体

系袁主要目的是督促学生自主学习袁提高学习能力袁提

升知识水平袁使学生掌握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工作技

能遥 学习过程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40%袁反映了学生

视频学习的态度尧出勤率和效果尧作业完成情况尧学生

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与应用能力遥 学习综合效果

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60%袁由考前复习总结尧在线答

疑辅导和线上期末考试构成遥 学生的最终成绩反映了

学生在课程结束之后最终的学习效果遥 [7-9]

图 3 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线上课程评价体系

Fig.3 Online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of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ing and CAM

4 教学效果分析

为掌握学生对本课程线上教学效果袁 了解学生

野收获冶感受袁形成一个完整闭环教学过程袁在课程即

将结束之时袁对学生听课感受及课程满意度进行了问

卷调查遥 对疫情期间在线教学方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34.75%的学生非常喜欢袁60.25%的学生很喜欢遥 线上

课堂的教学效果相比传统课堂教学袁65.53%的学生认

为教学效果好袁30.67%的学生认为教学效果较好袁仅

3.80%的学生认为教学效果不好遥 线上课程考核评价

方式对于培养和提高学生自学能力与自律方面袁

63.62%的学生认为比较有利袁26.23%的学生认为非常

有利袁 仅 10.15%的学生认为不利遥 从调查的数据来

看袁该门课程在线教学确保了教学质量袁得到学生的

普遍欢迎遥 只是极少数学生由于自律性差尧缺乏有效

的管理与约束尧 在线授课的教学方式没有积极去适

应袁学生注意力难以集中袁该门在线课程没有较大野收

获冶感受袁学习效果差遥

5 总结

野数控加工及 CAM冶 是机械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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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核心课程袁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尧应用性和综合性遥 针

对线上教学中存在的传统教学模式难达教学效果尧学

时紧任务重尧教学管理难开展和考核难到位等突出问

题袁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有效改革措施院渊1冤转变教学习

惯袁多措并举线上教学模式遥 渊2冤任务驱动学习袁精心

组织在校虚拟课堂遥 渊3冤牢抓学生管理袁实施在线教学

质量监控遥 渊4冤突出过程考核袁设计线上课程评价体

系遥 通过调查结果表明本课程线上教学获得了较好的

教学效果袁同时袁该课程的线上教学改革与实践可为

机械类相关课程线上教学理念尧教学设计尧质量保障

及课程评价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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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Online Teaching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ing and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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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aking the online teaching of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ing

and CAM" course of the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 for example,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engineer鄄

ing machinery course is explored in emergency state. 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is transformed into online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online teaching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localiz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existing problems,

practical measures of teaching reform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lin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has achieved desirable teaching effect.

The online teaching method can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online teaching concept, teaching design, quality assurance and course

evaluation of mechanical related courses.

Key words: numerical control manufacturing and CAM; online teaching; MOOC + SPOC + Dingding talk;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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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械类专业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实施过程中

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8]院缺乏创新实践平台和相关制度

规范尧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存在选题难或论文质量不

高缺乏实际应用尧实践动手能力弱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不足尧学科竞赛与实践教学之间缺乏衔接尧科研育人

缺乏途径等遥 针对这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袁课题组

提出野一平双线尧五定七步冶实践教学模式袁如图 1所

示遥 该模式通过创建机电科技创新实践平台袁以学科

竞赛赛项资源为源头袁构建野学科竞赛要课设实践要

毕设实践冶与野学科竞赛要大创训练要科研实践冶的实

践教学双线袁前者以工程实践应用为轴线袁采用野平

行冶培养方式袁后者以创新能力培养为轴线袁采用野阶

梯冶培养方式袁双线培养机械类创新应用型人才遥

图 1 实践教学模式

Fig.1 Practice teaching mode

1 机电科技创新实践教学平台的创建

1.1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基地内设学习工作室尧设计研讨室尧加工制造区尧

电控区尧材料库等袁先后添置了数控激光切割机尧六轴

并联机器人尧CNC雕刻机尧车铣复合机床尧快速成型设

备等一系列机电学科创新实践活动所需工具设备遥 基

地使用面积约 600 m2袁 仪器设备总值超过 500万元袁

每年运行经费约 100万元袁平台资源向校内师生全面

收稿日期院2020-08-07

基金项目院2020年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渊FBJG20200044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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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一平双线尧五定七步冶实践教学模式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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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遥 学院划拨专项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经费袁支持开

展科技活动袁据不完全统计袁基地每年参与科技创新

活动的学生不少于 300人/次遥

1.2 实践教学团队建设

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团队袁现有专业教

师 13 名袁其中副教授 5名袁占师资比例为 38.5%袁具

有博士学位教师 2人袁占师资比例为 15.3%袁有企业

挂职锻炼经历的老师有 10位袁占师资比例为 76%袁团

队成员平均年龄 32岁袁队伍年轻有朝气遥 团队教师专

业与研究方向交叉互补袁专业有机械类尧电气类尧电子

类等袁 研究方向有机械传动尧 先进制造技术尧 机械

CAD/CAE技术尧电气自动化尧机器视觉技术等遥 团队

在职称尧学历尧年龄和知识结构上袁都是处于最佳的配

置状态遥 团队主要工作任务如下院渊1冤机电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与管理曰渊2冤 创新人才培养阶段计划制定与实

施曰渊3冤研究制定创新实践活动规范曰渊4冤学生创新团

队组建指导曰渊5冤机电科创讲坛组织尧科创论坛建设指

导曰渊6冤创新实践中机械设计与加工尧单片机尧PLC技

术尧机电控制等技术技能指导袁科创平台设备管理维

护曰渊7冤机械类专业学科竞赛组织曰渊8冤遴选和指导学

科竞赛作品申报大创项目尧优选大创项目升级为科研

项目曰渊9冤 大创训练项目尧 科研项目实践活动指导曰

渊10冤相关课程设计尧毕业设计实践工作指导曰渊11冤学

术论文撰写与专利申请指导遥

1.3 创新能力培养阶段计划制定

大学一年级院认识科创平台袁创建创新意识袁加入

学科竞赛团队袁参观了解创新作品袁组织参加创新学

术讲座及依托中国慕课进行专业课程培训袁要求能熟

练使用一种 CAD软件袁学会操作多种加工制造设备遥

大一渊上冤以新生科技竞赛为主要载体遥 大一渊下冤院以

学校科技节活动为主要载体遥

大学二年级院通过参与省级尧国家级专业学科竞

赛袁培养实践操作能力遥 要求熟练掌握中国慕课学习

方法袁 要求能熟练操作多种机械及电控工具设备袁灵

活使用雕刻机尧激光切割机尧3D打印机尧数控机械加

工设备等袁加工技术能力显著提升遥 大二渊上冤院以工程

训练竞赛武夷学院分区赛为载体袁 全面掌握加工技

能遥 大二渊下冤院以机械创新设计竞赛为载体袁理论联系

实践袁做到知行一体遥

大学三年级院基于学科竞赛项目资源袁理论知识

融合实践技术袁进行科技创新实践活动袁集创新设计尧

加工制造于一体综合性训练袁遴选立项大创项目遥 大

三渊上冤院基于赛题的专业课程设计袁综合性训练遥 大三

渊下冤院基于赛题的大创项目申报立项袁将科技创新尧技

能训练和课程学习融为一体袁奠定科研活动基础遥

大学四年级院创新训练项目入选毕业课题袁或遴

选立项科研课题袁延续创新活动袁争取创新思维具体

化袁项目产品研发进入实质阶段遥 大四渊上冤院大创项目

升级科研课题袁研发毕设作品袁在科研中学习袁在学习

中学做科研袁营造浓厚校园科研学术氛围遥 大四渊下冤院

毕业实践袁创新思维具体化袁论文撰写发表袁专利文档

撰写与申请遥

1.4 机电科技创新讲坛

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学校营造一个让学生有

创新的冲动和意识的氛围袁课题组秉承野为优秀的学

生提供机会尧为敢于创新的学生提供平台冶的理念袁开

设了机电科技创新讲堂袁组建了由校内外学者专家组

成的科技创新讲座团队袁 每个学期固定开展学术讲

座袁为学生成长成才插上创新的翅膀袁近三年机电科

技创新讲坛课题信息如 院 多轴浮雕与切割技术

渊2017.6冤尧第九届科技节专题讲座渊2018.4冤尧新工科背

景下机械创新人才与创新能力培养渊2019.9冤尧现代智

能家居机械装置探析渊2019.11冤等遥

2 构建野双线冶实践教学模式

野平行式冶培养袁以工程实践应用为轴线遥 首先依

据赛题作品需求下达课程设计任务袁为避免课程设计

任务多年重复之乏味袁强化设计与制造的结合袁通过

分组任务课设袁 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曰

其次将课设作为毕业设计子系统袁实现毕设课设一体

化袁使学生在有限时间内袁工程意识和工程设计能力

得到提高袁保证实践教学过程的连续性袁避免毕设选

题时的盲目袁此举在抓好课设同时也提高毕设质量遥

第二条为野阶梯冶控制方式培养袁以创新能力培养

为轴线遥 首先遴选优秀学科竞赛作品袁升级野赛题冶为

野课题冶袁立项为大创训练项目袁进行集创新设计和加

工制造于一体综合性训练曰其次注重市场需求袁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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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项目

便捷式小型
相贯线切割
机设计创新
性强袁作品获
企业特别奖

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训练项目院便捷
式小型相贯线切
割机设计 渊编号
201910397001冤

传动设计袁凸轮轮廓
拟合计算袁管材夹具
设计袁 误差补偿尧电
控等内容学习曰

集创新尧设计尧
加工制造于一
体的综合性训
练

样机一套
注意减少非标准
件的设计制造工
作量袁降低成本遥

表 3 野五定七步冶实践活动规范应用示例渊大创训练冤

Tab.3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five fixed and seven step" practice activities (innovative training)

秀创新训练项目升级为师生共建科研项目袁促进科研

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遥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袁结合

学科竞赛尧大创训练项目和科研活动贯穿大学四年遥

3 基于野五定七步冶开展实践教学

3.1 野五定七步冶实践活动规范

野五定冶院渊1冤定点院固定实践基地活动教学点曰渊2冤

定时院固定指导讨论活动周学时曰渊3冤定量院创意为先袁

严控项目组数和项目进度曰渊4冤定责院指导教师集体负

责制袁结合模块分工制遥 渊5冤定标院制定合格标准袁严格

执行设计审阅尧实物演示尧作品答辩三个环节遥

野七步冶院渊1冤需求剖析曰渊2冤选题论证答辩曰渊3冤创

意立项曰渊4冤知识技能培训曰渊5冤团队学习创作曰渊6冤展

示评价验收曰渊7冤总结改进遥

3.2 实践教学应用示例

课题组将野五定七步冶活动规范贯穿于学科竞赛尧

大创训练尧课程设计实践尧科研实践尧毕业设计实践

中袁实行赛题课题一体化袁应用示例如表 1尧表 2尧表 3尧

表 4所示遥

表 1 野五定七步冶实践活动规范应用示例渊学科竞赛冤

Tab.1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five fixed and seven step" practice activities (discipline competition)

五定 科创实践基地
每周 8学时
以上活动指
导

严控项目组数和
项目进度袁保证指
导质量

为保证指导的连续性与完整性袁集体负责结合模块分
工袁由林权老师负责机械制造及实践操作袁刘其南老
师负责 CAD/CAE技术袁林铮老师负责机械设计等遥

制定合格标准袁
执行设计审阅尧
实物演示尧 作品
答辩三个环节

七步

市场需求院钢
管简易切割机
渊第 13届机械
创新赛题冤

相贯线激光
切割机

无需数控系统和
样板靠模工艺袁采
用凸轮拟合

CAD/CAE 培训 袁激
光切割机等操作培
训

相贯线凸轮拟
合计算袁 人机
交 互 自 动 控
制尧零件加工

设计图纸 袁模
型袁以及自控模
块

增加可升降平台
强化滚轮支撑结
构

表 2 野五定七步冶实践活动规范应用示例渊课设实践冤

Tab.2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five fixed and seven step" practice activities (curriculum design practice)

五定 科创实践基地
每周 20 学
时以上活动
指导曰

严控项目组数和进
度袁 任务 3-5 人/
项袁 调动学习积极
性袁保证指导质量遥

由潘应晖老师负责机械加工工艺规程指导袁刘其南老
师负责 CAD绘图指导袁林权老师负责毛坯图尧定位与
夹紧机构设计袁陈丽军老师金属切削原理相关计算应
用及机床选择应用遥

制定合格标准袁
执行设计审阅尧
实物演示尧 作品
答辩三个环节

七步

相贯线切割机
的电机座为非
标件袁需进行非
标设计及加工

电机座机械
加工工艺及
专用夹具设
计

采用铣-车-镗加
工方式袁镗孔采用
专用夹具曰

机械制造技术理论
知识学习尧金属切削
机床操作培训曰

机械制造工艺
及夹具设计 袁
文献学习

加工工艺卡袁工
序卡袁 设计说
明袁夹具图纸曰

注意体现整体观
念袁 定位夹紧前
后设计关联袁避
免返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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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践教学改革成效

4.1 学科竞赛方面

在机械创新设计竞赛尧工程训练竞赛中袁成绩从

2014年福建省内高校排名靠后袁 跃升至 2018年的福

建省普通高校排名前列袁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尧创新

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受到了省内同行知名专家的一

致好评袁并在表彰大会上予以高度认可和赞许遥 其中

第五届尧第六届尧第八届福建省工程训练竞赛成绩均

获全省高校第一袁第十二届福建省机械创新竞赛成绩

位列全省高校第一遥

4.2 课设实践方面

在机械制造技术课程设计中袁传统制定加工工艺

规程采用从书本到书本的方式袁学生对相应加工工艺

并不理解和掌握遥 通过源自赛题的课程设计袁学生已

经有相关的实践经验袁以外圆车削为例袁学生就能理

解外圆车削实际加工出来的是类似外螺纹的带螺旋

槽的表面的原因袁在课设中选择加工方式及加工精度

时晦涩难懂的问题一下子变得浅显易懂袁可保证课设

任务真实性遥 通过对 2015级机械电子专业机械制造

技术课程设计教学改革袁在课程设计之前袁学生就了

解要做什么尧学什么袁学了之后又该应用在什么地方尧

如何应用袁教学效果反映良好袁杜绝了以往由于课时

少袁采用强行填鸭式教学袁学生学习主动性差袁出现投

机取巧袁抄袭混合等现象遥

4.3 大创训练方面

通过遴选优秀的学科竞赛作品袁将野赛题冶变野课

题冶袁先后立项了 30个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袁其中国

家级 16项袁省级 14项遥 近 3年大创项目获武夷学院

十佳优秀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奖 3项袁优秀大学生创

新参展项目奖 9项遥

4.4 科研实践方面

通过选拔优秀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袁升级师生共

建科研项目 4项袁如表 5所示袁获具有自我知识产权

产品约 20项袁其中以学生为第一发明人获国家专利 4

项袁师生共同研发获得 16项遥

4.5 毕设实践方面

学生毕设论文质量显著提高袁以第一作者发表学

术论文 9篇袁 其中国家级期刊 2篇袁 大学本科学报 3

篇袁师生共同署名发表学术论文 18篇袁16级机械原梓

皓同学毕设论文首登叶机电信息曳学术期刊封面遥

4.6 就业方面

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青睐袁用人单位普遍反映毕

业生在创新意识尧创新思维方面表现突出袁在机械设

计软件应用尧产品结构设计尧加工技术方面表现娴熟遥

5 结语

课题组立足于如何培育优质的地方应用型本科

表 4 野五定七步冶实践活动规范应用示例渊科研实践尧毕设实践冤

Tab.4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five fixed and seven step" practice activ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graduation practice)

五定 科创实践基地
每周 8学时
以上活动指
导曰

严控项目数和项目
进度袁 以校科研项
目尧 南平市科技项
目尧省教育厅中青年
教师科研项目为载
体袁遴选优秀大创项
目袁导师和学生组队
申报科研项目 1-2
项/年袁 学生梯队建
设袁发挥帮尧传尧带遥

大创项目的指导老师为项目负责人袁成员为相关模块
负责指导教师袁实行导师负责制袁延续至毕设实践结
束或项目结题遥

制定合格标准袁
执行设计审阅尧
实物演示尧 作品
答辩三个环节

七步

选拔优秀大学
生创新训练项
目升级为师生
共建科研项目

便捷式相贯
线切割机性
价比高 袁市
场研发前景
好

福建省中青年教
师教育科研项目院
便携式小型相贯
线切割机设计渊编
号 JAT190775冤

零部件采购及非标
件制造袁 论文撰写尧
专利申请培训等

产 品 加 工 制
造袁 论文撰写
发表尧 专利申
请袁 毕业设计
论文撰写

改版样机一套袁
发表论文一篇袁
专利一项袁获优
秀毕业设计论
文奖曰

改进申请发明专
利

刘其南袁等院野一平双线尧五定七步冶实践教学模式的创建 7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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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of

"one level, two lines, five fixed and seven steps"

LIU Qinan, LIN Quan, LIN Zheng, PAN Yinghui, LIANG Zhe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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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applied talents of mechanical specialty, the research group car鄄

ried out th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around "one level, two lines, five fixed and seven step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mode stimulates the students' status as the main body of learning, corrects the style of study, and enhances the students'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the mod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cipline competition, curriculum practice, creative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and graduation practice, and the practical results are praised by exper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The mode has a

large benefit range, a deep degree of benefit, and a strong leading and exemplary role,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majors' prac鄄

tice teaching reform.

Key words: subject competition曰ceative training曰teaching reform曰s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创新人才袁提出构建野一平双线尧五定七步冶实践教学

模式袁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袁取得了突出的理论与

实践成效遥 首先袁该模式成功引导了学生积极参与科

技创新实践活动袁学风明显好转袁学生由野要我学冶转

变为野我要学冶袁保持了学院有竞争力地持续发展曰其

次袁 该模式显著提高了机械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质

量袁 毕业学生获社会认可度高袁 实现知识要实践应

用要创新能力一体化目标袁具有先进性袁对其他院校

创新人才培养也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曰再次袁该模式

也为武夷学院申报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

高校尧省级创新创业创造教育示范建设院校做出了重

要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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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是电子技术专业和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等本科学生的专业必修课袁同时也是

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袁 该门课运用到电工学尧C程序

设计尧机电技术尧电工学尧自动控制原理等前续课程的

知识[1-2]袁使得该课程具有内容多尧学时少尧学习难度大

的特点遥 基于传统的教学方式袁往往把有限的学时更

多地分配给了理论教学袁被动的野满堂灌冶式的理论教

学袁难免会显得枯燥单一袁缺乏互动性袁进而使得学生

失去学习的主动性遥 由于实验学时的不足袁也决定了

实验的内容更多的是以验证性为主的简单实验袁使得

理论知识与实践无法很好地结合袁学生的实际动手能

力与自主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锻炼遥

野翻转课堂冶是一种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的教

学改革方案[3]遥翻转课堂这种教学模式袁借助于便捷的

网络通信技术袁 以微视频尧PPT等形式的教学多媒体

为核心袁把教学场地与时间袁从空间与时间上都进行

了有效延伸袁不仅可以克服传统教学方式下袁时间与

空间的不足或限制袁而且还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袁把更多的学习内容与更多的学习主动性交

给学生遥 传统模式下的 45 min教学课堂袁成为了师生

之间或讨论或引导的时间与场地遥 将教师与学生在教

学过程中的角色进行了翻转袁体现了以学生的自主学

习为中心尧教师的组织引导为辅助的教学特点遥 相比

传统教学模式袁野翻转课堂冶模式往往具有更好的教学

效果[4]遥为此袁本文在对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进行分析

的基础上袁提出了一种以野翻转课堂冶为核心的教学改

革方案遥

1 基于翻转课堂的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改革

1.1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即所谓的颠倒课堂袁是一种与传统教学

基于翻转课堂的单片机原理及

应用课程教学改革

王春荣 1袁 夏尔冬 1袁 卫 沅 2袁 郑飞杰 1

渊1.三明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袁 福建 三明 365004曰 2.河南科技大学车辆与交通工程学院袁 河南 洛阳 471003冤

摘 要院为了进一步提高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的教学效果袁文章在对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袁

提出了一种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方案遥 基于该方案袁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与通信技术袁对传统教学课堂进行时间

与空间上的延伸袁不仅可以较好地克服传统教学方式中时间和空间上的不足或限制袁还可以较好地改善传统教学中以教

师讲解为主尧学生被动接受尧学习主动性不够的不足遥 为了弥补传统教学方式中袁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不足袁文章还提

出了一种与科技竞赛相结合的创新实验模式袁对传统教学的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探索遥该方案可以较好地提高单片机原

理及应用课程的教学效果袁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尧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也都有了较明显的提高遥

关键词院实践能力曰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曰翻转课堂曰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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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完全不同的创新型教学模式遥 翻转课堂改变了教

学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袁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袁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的主体是学生袁学生在课下自主的安排

时间对各个知识点进行学习袁总结疑问曰然后在课堂

上针对疑惑问题进行讨论袁将课堂转变以学生为主体

的答疑解惑过程遥

1.2 可行性分析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是一门应用性尧综合性较强的

课程袁不但要求学生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袁而且还应

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遥 目前袁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课程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袁即以教师为中心向学生

讲授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遥 传统的教学模式袁不仅存

在着知识的强行灌输尧野填鸭式冶教学袁使得学生难以

真正融入到课程中尧与教师互动少尧对课程学习兴趣

低等[5-6]曰而且往往存在教师在讲台上讲的津津有味尧

自我感觉良好袁而学生则是云里雾里尧不知所云的现

象遥 此外袁课程涉及的内容包括单片机内部硬件结构

与程序设计两大部分袁课程内容抽象袁学生普遍反映

较难理解袁而且利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袁教师很难在课

堂上利用有限的时间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尧提

高学生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等遥

翻转课堂特别适合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中单

片机引脚的介绍尧内 \外部结构尧指令系统尧程序设计尧

系统扩展等内容遥 由于这些知识在课程中将反复应

用袁教师可将以上课程内容制作成视频袁上传至我校

使用的 野学习通冶APP软件中袁 学生可在课前观看视

频袁并借助野学习通冶的聊天功能与班级的学生或教师

进行交流袁或在课堂上学生根据自己的疑问与教师进

行讨论或小组内讨论袁加强了学生与教师的互动遥 课

后学生可还以随时观看视频并结合 PPT对自己忘记

的知识进行巩固学习遥 因此袁将翻转课堂引入到单片

机原理及应用课程中能够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袁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教师的教学效果遥

1.3 循环程序设计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循环程序设计是本课程的一个重点与难点袁几乎

在各种实际应用中都离不开循环程序遥 然而袁由于设

计循环体尧循环次数以及循环次数的修改一直是学生

的难点遥 本文以循环程序设计为例袁介绍提出的翻转

课程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教学设计的具体实施袁具体如

表 1所示遥在设计的教学过程中始终以学生为主体袁以

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和提高实践能力尧 学习兴

趣为切入点袁 并引入跑马灯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

合袁提高教学效果且符合我校应用型本科办学的特点遥

表 1 教学设计

Tab.1 Teaching design

1.4 翻转课堂与科技竞赛结合的实验教学改革

1.4.1 实验教学现存问题

实验环节是建立在学生掌握了所需的理论知识

的基础上袁 并且是对理论知识查缺补漏的一种手段袁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遥 但目前各个高校的

单片机实验多以验证性实验为主袁例如简单的跑马灯

实验尧矩阵键盘实验尧串行通信实验尧外部中断实验

等遥 这些实验基本上都能从课本上或者是实验指导手

册上查阅到相关的资料袁即学生基本上可以照葫芦画

瓢的完成实验袁缺乏一定的创新袁不能有效的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曰而且学生在完成了实

验环节之后袁对单片机的实际应用也知之甚微袁无法

通过实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遥

传统

教学

模式

教师课堂讲解袁学生

现场接受知识曰

知识点多尧占用大量

上课时间曰

学生觉得课程内容

枯燥尧无法直观验证

程序效果遥

学生学习兴趣低曰

教师需多次讲解曰

理论与实践不能

相结合曰

学生实践能力差遥

掌握循环

初始值的

设置 尧循

环体的设

计尧 循环

次数的修

改以及循

环控制翻转

课堂

教师课前制作微视

频 渊对循环初始值尧

循环体尧循环次数等

知识点进行详细的

介绍冤尧 对应的 PPT尧

布置相关作业等遥

学生可针对自己的

不足重复观看视频袁

课前即可掌握相关

知识遥

课堂上针对学生的

疑惑问题进行讨论尧

指导学生在实验板

上袁利用跑马灯验证

理论知识遥

学生利用课前时

间对知识点进行

学习袁激发学生自

主学习的积极性曰

教师针对学生共

性问题进行讲解袁

教学效率高曰

增加学生的实际

动手能力袁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

学习兴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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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改革措施

针对传统实验多为验证性实验袁引入与单片机相

关的科技竞赛渊例如院电子设计大赛尧世界机器人大赛

机器人格斗赛尧世界机器人大赛机器人格斗赛技术挑

战等冤对实验教学进行改革遥 教师通过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袁了解到学生对单片机课程的掌握程度袁将历年

竞赛中的关键技术提炼成各个创新实验袁并将学生分

组来完成不同的实验遥 这样的实验内容不仅具有较大

的创新性袁 而且杜绝了学生复制他人程序的情况袁有

效的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遥 同时袁可以

邀请历年参加比赛并获奖的高年级学生录制与实验

相关或者是调试机器人程序过程遇见的各种问题的

视频袁学生通过观看这些视频不仅有助顺利完成实验

任务袁而且可通过学长参加竞赛获奖来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的兴趣遥 具体改革措施详见图 1遥

图 1 翻转课堂与科技竞赛结合的实验教学改革

Fig. 1 The experiment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verturned classroom an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1.4.3 具体实例

本节以野机器人登台实验冶为例袁详细介绍改革措

施的具体实施遥 本实验基于单片机袁通过机器人尾部

两个红外传感器采集信息袁 判断机器人是否已经上

台袁渊当机器人本体未全部登台时袁通过电机控制最前

两轮前倾袁使得机器人重心靠前袁增加登台的成功率

与速度曰当机器人已经登台时袁控制最前两轮立起袁准

备执行相应任务冤袁 最终完成机器人模块搭建和程序

调试袁机器人登台具体过程如图 2所示遥

图 2 机器人登台过程

Fig. 2 The robot steps onto the stage

渊1冤制作微视频

针对实验需完成的内容袁将其分解为机器人模块

拼接尧红外信息的采集尧电机转速的控制尧电机转角的

控制等子任务袁并制作相应的视频讲解和 PPT遥 同时袁

指出相关问题袁如院P3口的第二功能有哪些钥 TIMER1

和 TIMER2分别是几位的定时器 \计数器钥PWM波产

生的原理等遥 录制完视频之后袁上传至学习通平台袁供

学生观看学习遥

渊2冤实验实施过程

首先袁学生可在课外时间通过野学习通冶平台观看

微视频和 PPT等相关材料袁明确实验任务尧目的尧重难

点尧机器人各模块的功能和拼接要点遥 然后袁在上课时

主要完成机器人模块的拼接和相对应程序的调试遥 具

体如图 3所示遥

图 3 实验实施过程

Fig. 3 Experimental procedure

1.5 考核方式改革

目前袁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的考核方式多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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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12期

末理论考试为主袁或者期末考试占 70%尧实验考核占

30%遥 单一以期末考试为主的考核方式袁使得学生不

注重平时学习和实践能力的训练袁期末搞突击袁并且

考试作弊情况多发遥期末考试与实验考核相结合的考

核方式虽然优于单一以期末为主的考核袁但是在普通

的验证性实验环节中袁有些学生通过复制别人程序来

完成实验袁这导致了实验考核与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

偏差遥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分为课前学习尧问题提炼

与反馈尧问题的讨论与解决[7-8]遥 为了避免单一考核方

式引起的考核结果偏差袁本文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袁具体考核方式为院翻转课堂为

20%尧平时成绩为 10%尧科技竞赛与考证为 10%尧创新

实验为 20%尧期末成绩为 40%遥 具体考核依据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考核方式

Tab. 2 Evaluation method

通过对于传统考核方式进行改革袁提高了学生自

主学习兴趣尧参加各类科技竞赛的积极性尧提炼问题

的能力遥其中翻转课堂模式与科技竞赛创新实验的提

出袁 真正使学生在课前自主的对课堂内容进行学习袁

并且提高了实际动力能力遥

2 教学改革结果分析

2016年提出了上述改革方案袁并在机械设计制作

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中进行了教学实践遥表 3给

出了改革前后袁学生参加电工考证和参加部分科技竞

赛的对比情况遥 分析表 1 可以发现袁通过本文教学改

革方法的实施袁大幅度地提高了学生参加电工考证和

参加科技竞赛的比率袁并且获 2017年和 2018 年世界

机器人大赛袁 机器人格斗赛无差别轮式机器人 2V2-

大学组冠军袁以及 2018 年世界机器人大赛袁机器人格

斗赛技术挑战-大学组季军等佳绩遥这些都表明院通过

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袁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尧创新能

力得到了较明显的提高遥

表 3 教学改革前后对比分析

Tab. 3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the teaching reform

3 结论

本文在对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袁 为了提高我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的教学效

果袁提出了一种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方案遥 三年

多的教学实践表明袁 本文提出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袁

借助于微视频等教学媒介袁以及在任课教师的精心组

织与引导下袁不仅能够较好地克服传统教学模式的不

足袁而且使得教师能够真正督促与把握学生的学习情

况袁从而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曰同时袁翻转课

堂与科技竞赛结合的创新型实验教学方式和考核方

式袁 也在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袁

起到了很明显的促进和督促作用遥 本文所提的教学改

革方案袁为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的教学改革袁提供

了一种参考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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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 Teaching Reform of 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Course Based on Flippe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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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deficienci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 teaching reform plan is proposed based on

flipped classroom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course. Based on this plan,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extend the time and spac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which can not only overcome the

deficiency or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deficienci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which is mainly explained by

teachers, passively accepted by students, and lack of learning initiative.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students' practical and innova鄄

tive abilities, an innovative experimental model combining flipping classroom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is proposed on the flipped class鄄

room. Finally, th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assessment method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is carried out.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course can be better improved, whil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have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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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袁 消费结构升级加快袁茶

行业的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挑战袁而人才是推动

茶行业发展的关键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青年是国家

和民族的希望遥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遥 创业是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1]遥冶2015年国务院

办公厅下发了叶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实施意见曳[2]遥 在野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冶的时代背景

下袁创新创业教育已经成为促进国家崛起尧民族复兴

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 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趋势之一[3]遥茶学专业的学生如何把握这一契机袁

提升创新创业能力袁 成为现阶段高校人才培养的关

键遥高校辅导员在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袁在助推高校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中也将面临

着新的挑战袁承担着新的任务遥

1 提升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1.1 提升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产业发展

的时代要求

我国是茶的原产地袁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

的国家袁人们视茶为健康之饮尧灵魂之液尧友谊之桥尧

艺术之味遥 茶产业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传统优势绿色

生态惠民产业袁在当前乡村振兴尧产业精准扶贫尧野一

带一路冶倡议尧健康中国 2030尧生态中国尧文化强国等

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遥然而袁在互联网+尧人工智

能尧大数据时代袁我国传统的茶行业发展与其他行业尧

其他国家相比袁还存在诸多不足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茶

产业的发展迫切的需要大批的创新创业型人才袁探索

新思路尧新发展路径和新的发展举措遥 孙文琦等[5]曾提

出野创新创业能力是以具体专业知识为基础袁以系统

的创新创业体系为支撑的应用能力袁其目的并不仅仅

是为了实现学生就业袁更重要的是将大学生培养成为

适应时代要求尧满足地区产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综合

人才遥 冶茶学高等教育通过不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袁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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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和必要性袁分析了现阶段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从高校辅导员工作角度出发袁提出了提升茶学专

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工作方法袁为高校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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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茶学专业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袁是适应产业

发展的时代要求遥

1.2 提升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个人发展

的迫切需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年大众化袁大学毕业生人

数屡创新高遥 教育部相关数据显示袁2020届高校毕业

生达 874万人袁同比增加 40万袁就业形势日趋严峻[6]遥

茶学专业学生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遥 创新创业教育

是以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精神尧提升创新创业

综合素质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教育实践活动[7]遥 创新创

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进取心尧事业心尧开拓精神尧创

新精神和创业的能力[8]遥培养社会交往能力尧独立工作

能力尧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袁提升环境认知和实践能

力遥 通过创新创业教育袁学生个人的自信心和竞争力

增强袁学生能锻炼自己袁挑战自己袁得到实际的成长遥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袁通过提高个人能力袁满足自身

发展的需求袁野以创业带动就业冶袁 通过创业实现个人

目标和人生价值遥

1.3 提升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教学提升

的内在需求

由于传统的思维认为农业属于社会的基层袁很多

学生进入茶学专业不一定符合自身的意愿袁在学习过

程中出现厌学尧迷茫等问题袁学习驱动力不足袁教师教

学效果欠佳遥 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创业教育和专业教

育袁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遥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袁可以使

学生不再对专业知识感到单调和乏味袁学生能重新找

回对专业的兴趣袁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袁理论联

系实际袁学以致用袁积极关注专业的前沿和热点袁锤炼

自身的专业技能遥 这是高校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有

效途径袁对于良好学风的营造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

义遥

2 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袁创新创业教育正在各高校如火如荼的进

行袁茶学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袁在创新创业方面可以

说大有可为遥 茶学的创业方向可涉及自然科学尧人文

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袁例如在传统的种植栽培尧产品加

工等领域进行创新袁拓展延伸产业链袁与食品尧医学尧

化工等进行跨领域合作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探索全新

的营销策略等等袁这些都存在着巨大的潜力遥 然而袁目

前多数学生在这些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不够深入袁这背

后也隐藏着一些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袁需要高校辅导员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遥

2.1 创新创业理念滞后

很多学生理解的创新创业袁是将创新视为科研或

技能竞赛袁将创业视为单纯的一种商业行为袁是头脑

发热的下海[9]遥 在部分大学生中, 也充斥着类似野创业

就是为了成为暴发户冶 尧野大学生创业不切实际冶尧野创

业者都是赌徒冶尧野人人皆可创业冶等多种理念误区遥 错

误的将创新创业与开公司赚钱混为一谈袁认为创业是

就业野走投无路冶的无奈选择[10]遥 有些学生认为茶学专

业的创新创业无异于普通的卖茶尧茶贩子袁被认为是

没有前途遥 基于这些短浅狭隘的认识袁导致创新创业

教育遇到阻力袁无法顺利开展遥

2.2 创新创业意识不强

从 2018年开始袁00后进入大学袁95后开始陆续

走向工作岗位遥 这个时代的大学生他们的成长阶段正

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扩招的时期遥 高等教育的不断扩

招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获得高校学习深造的机会袁

他们并未真正体验到高考的剧烈竞争与压力[11]遥 进入

大学后袁多数大学生的生活十分清闲袁除了学业与考

试袁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遥 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生活现

状相对满意袁 他们的竞争意识与危机意识也相对薄

弱遥 受传统家庭尧社会野学而优则仕冶思想的影响袁现在

很多大学生毕业后的理想是求得一份公务员尧教师或

其他政府机关等体制内所谓的野铁饭碗冶的工作袁他们

认为创业风险大袁收入不稳定[10]遥而且较多茶学专业高

校生源来自农村袁创业资金的严重缺乏也使得创业的

想法野被打断冶[12]遥 这些都使得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创新

创业意识更加薄弱遥

2.3 创新创业素质不高

有些学生虽然已经意识到创新创业对自身成长

的帮助袁也有意投身实践袁但是由于自身创新创业的

素质不高袁最终走向失败遥 茶业领域的创业门槛不高袁

市场竞争激烈袁 如果不具备较高的创新创业素质袁很

多学生无法脱颖而出遥 创新创业考核的是一个人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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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素质袁不仅要求专业知识过硬袁还要求树立正确的

创新创业价值观袁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尧坚强的

意志力尧良好的心理素质袁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尧培养企

业经营管理能力等遥 随着网络多媒体信息时代的到

来袁受到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冲击袁涉世未深的大学生

也存在法治观念淡薄袁政治信仰不坚定袁职业道德缺

失袁做事急功近利袁只从眼前利益出发袁对专业契合度

和社会需求度缺乏全局意识袁对于潜在的风险考虑不

周等问题[13]遥 加上现在的许多大学生来自独生子女家

庭袁父母和家庭对子女过分地呵护尧关怀袁造成了他们

存在意志薄弱袁 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经不起考验袁不

善合作尧好高骛远等问题[14]遥大学生创业者因为缺乏足

够的社会经验尧资金人脉等袁与社会人员相比袁在创新

创业方面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更大遥 在面对创业风险尧

社会适应尧经济压力等方面的困扰时袁很多大学生创

业者会出现情感脆弱尧行事冲动草率尧处事情绪化的

情况遥 创业中一旦遇到挫折就忧心忡忡尧打退堂鼓袁甚

至会心灰意冷尧一蹶不振袁引发厌世尧轻生等极端自我

攻击行为[15]遥 另外袁缺乏创新精神袁在创业方向上选择

一些科技含量低尧市场较为饱和或失败率高的创业项

目袁项目不具备创新性袁相应的财务管理尧市场营销等

环节没有匹配的能力支持袁往往也容易导致创业的失

败遥 这些都是创新创业素质不高的体现遥

3 高校辅导员提升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的工作方法

3.1 注重创新创业前方引领

3.1.1 加强思想引领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创新创业

价值观

创业需要精神袁需要目标和价值袁更需要人格和

品质袁不能以结果为最终目标[16]遥 创新创业价值观教

育袁影响和指导着创新创业行为袁主导和匡正着创新

创业发展方向袁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遥 高校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袁应当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创新创业价值观教育遥 将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袁引导学生在利

益格局分化多元的背景下袁坚持创新创业与党和国家

倡导的意识方向相结合袁在创业选择和发展上做出适

应时代发展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追求遥 同时坚持个人利

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袁树立公平尧效率和诚信价值观[17]遥

茶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瑰宝袁茶学专业大学生的创

新创业更是要引导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弘扬民族

精神袁增强民族自信袁彰显中国特色遥 树立生态文明理

念袁坚持人与人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袁不违规开垦茶

山袁遵守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等遥 大学生在创新创业

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和问题袁高校辅导员

要加强大学生意识层面的正确引导遥 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袁通过理论实践教育袁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创业思想袁弘扬正能量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袁从事正确的创业活动遥

3.1.2 加强宣传力度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首先要调动大学生参

与创新创业的积极性遥 如何点燃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

的激情袁转变观念袁积极参与创新创业袁良好的氛围营

造至关重要遥 国家和地方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袁出台

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袁从融资尧开业尧税收尧创业

培训和教育等方面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保障[18]遥此外袁国

家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袁茶学作为涉农领域袁其创新

创业也有很多有利的政策条件遥 但很多学生对政策的

关注度低袁或者解读有偏差袁对创新创业信心不足或

有所顾虑遥 对此袁高校辅导员应在吃透相关政策和文

件精神的基础上袁通过线下讲座尧班会袁开设创新创业

宣传栏袁线上微信尧微博等多种方式和途径袁积极宣

传尧 解读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各项优惠政策和举措袁

让大学生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大学生成长成才袁创

新创业的关心尧支持和重视袁消除大学生开展创新创

业的后顾之忧袁 使大学生能充分享受和利用政策红

利袁增强创新创业的信心袁激发创新创业的热情遥 此

外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袁邀请在创新创业

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校友尧企业家到校为学生开展讲

座袁大力宣传创新创业的典型事迹和经验袁通过真实

的事例触发学生创新创业的想法袁通过榜样和示范的

力量吸引和带动更多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遥 同时对在创

新创业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团队和个人给予表彰和

奖励袁制定相应的学分激励制度袁积极营造浓厚的创

新创业校园文化氛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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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挥创新创业中坚力量

3.2.1 发挥教育指导者的角色作用袁提升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

高校辅导员具有开展创新创业指导得天独厚的

优势遥 高校辅导员是学生学习成长过程的陪伴者和指

导者袁与学生接触最多袁对学生最为了解袁最熟悉学生

的思想状况袁对学生影响最直接尧最广泛遥 能深入了解

学生需求袁因材施教袁在日常教育管理过程中有意识

的培养学生形成目标明确尧意志坚韧尧思维活跃尧理念

新颖尧善于学习尧知识丰富尧乐于实践尧能力突出的创

新创业人格[19]遥同时参与学生创新创业课程的教学袁在

对所在院系专业和知识了解的基础上袁根据学生的个

性特点等开展创新创业针对性的指导袁加强学生创新

创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育和指导遥 在学生参加

创新创业比赛过程中袁帮助修改商业计划书尧制作项

目汇报 PPT和组织学生进行路演训练等遥在创新创业

实践过程中及时帮助学生调整创新创业计划和实施

策略袁 在学生创新创业的重要节点做好引导和教育袁

帮助学生更好的发展遥

3.2.2 发挥活动组织者的角色作用袁提升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

有针对性的开辟第二课堂袁组织有关创新创业的

活动袁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遥 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袁高校辅导员可以

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团活动袁组建班级创新

创业野学习研究小组冶尧野兴趣沙龙冶等袁学习创新创业

知识袁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尧创业才能和实践能力遥 高

校辅导员还可以发挥自身的活动组织能力袁在不同的

范围内组织举办不同规模层次的创新创业比赛或实

战模拟袁 积极与企业对接袁 与学校相关部门对接袁为

野互联网+创新创业冶大赛尧野挑战杯冶尧野创青春冶等大型

比赛积极培育优质项目袁达到以赛促创尧以赛促学的

目的遥 同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野三下乡冶等社会实践活

动袁帮助学生接触社会袁了解基层袁做好在艰苦环境下

工作的思想准备遥 此外袁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企业活

动袁带队参观企业袁带领学生到企业实习袁让学生感受

企业的工作氛围袁 了解企业的运营模式与管理方式袁

提升创业体验感遥 通过组织丰富的创新创业活动袁全

面提升学生创新创业的综合水平袁促进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良好发展遥

3.3 强化创新创业后方支援

3.3.1 加强心理辅导袁做好创新创业服务工作

野创新创业冶意为在创业的过程中伴随着创新袁要

开创新的事业袁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袁必然会遇到

很多的困难袁创业者需要承受很多的压力遥 在强大的

压力下袁是否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袁成为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遥 为此袁高校辅导员应加强

创新创业学生的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袁做好创新创业

大学生的跟踪了解袁 关注创新创业大学生的心理袁及

时尧有效尧专业的提供创新创业心理服务袁包括心理调

适尧 心理咨询等遥 加强与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密切联

系袁加强创新创业大学生的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袁

谨防创新创业大学生的极端心理危机转化为恶性事

件袁帮助创新创业大学生成功走出创新创业心理困境遥

3.3.2 穿针引线袁发挥社会尧企业尧学校尧家庭的合力袁

为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高校辅导员要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袁做到上下沟

通尧左右配合尧牵线搭桥袁调动社会尧企业尧学校和家庭

的合力遥 一是要发挥人脉资源优势袁主动到企业尧行业

协会及政府机关找寻各种战略合作的机会袁积极与企

业家尧校外导师联系袁为学生的创业项目寻求更多的

指导和帮助袁 解决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遥 二是要加强与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尧学生处尧团委尧

教务处等部门的密切联系袁多部门联动袁及时获取有

关创新创业的政策信息袁反馈学生创新创业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袁做好协调沟通袁寻求及时有效的帮助袁尽力

将创新创业的指导帮扶落到实处遥 三是要加强与专业

教师尧其他学院辅导员的沟通袁挖掘发现具有专业才

能的学生袁帮助学生组建创新创业团队袁充实创新创

业队伍遥四是要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交流遥传统家庭

观念认为创新创业风险大袁 较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

子女从事稳定的工作袁不支持创新创业袁因此高校辅导

员要做好家长的解释工作袁 让学生的创新创业能获得

家人的支持和理解袁有了家人的支持和鼓励袁学生开展

创新创业才会更有信心袁创新创业意志也更坚定遥

在野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冶的时代背景下袁茶产业

迎来了创新创业的新机遇袁同时袁也给高校茶学人才

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任重

潘一斌院基于高校辅导员视角浅析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8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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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远袁需要进行长期的探索和实践遥 高校辅导员要充

分认识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及其自身的价值体现袁

把创新创业教育与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袁从思想上重

视创新创业教育遥 强化终身学习理念袁注重创新创业

知识学习袁思考和研究适合学生实际的创新创业教育

思路和指导方法袁 把创新创业教育与指导落到实处遥

要在创新创业教育中认真扮演好重要角色袁努力发挥

出自身作用袁以实际行动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

能力袁肩负起责任担当袁使创新创业教育真正惠及到

每一个学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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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Tea Maj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Counselors

PAN Yibin
(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Wuyi University,Wuyishan,Fujian 354300)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a industry provides a broader

space and platform to display talents for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tea major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ltivating tea talents

also shoulder the mission and task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llege counselors are the lead鄄

ers of studen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hose wor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 major students and based on the realit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he abili鄄

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alyzes the problems at this st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working methods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tea majors,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college counselors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鄄

cation in practical work.

Key words: tea majors;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llege counse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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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冶

以来袁全国共建成三江源尧大熊猫尧东北虎豹尧湖北神

农架尧钱江源尧南山尧武夷山尧海南热带雨林尧普达措和

祁连山 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袁总面积约 22万平方

公里[1-2]遥 国家公园具备提供自然环境保护尧物种及遗

传基因保存尧国民游憩及繁荣地方经济尧促进学术研

究及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遥 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福建

省北部袁 位于 27毅32忆36义 - 27毅55忆15义 N袁117毅24忆12义 -

118毅02忆50义 E袁 周边分别与福建省武夷山市西北部尧建

阳市和邵武市北部尧光泽县东南部尧江西省铅山县南部

毗邻[3-4]遥 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和九曲溪上游地保护带是组成武夷山国家公园的

三大主体袁其中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唯一

的既是国际生物圈保护区袁又是世界野双遗产冶保留地

的自然保护区[5]遥武夷山国家公园具有丰富的植物尧动

物和真菌资源袁同时历史与文化底蕴丰厚遥 为了充分

挖掘和发挥国家公园的科学尧社会和生态价值袁以依

托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高等教育教学资源挖掘为例袁对

其开发利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袁为同类型国

家公园的教育教学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参考遥

1 国家公园高等教育教学资源挖掘的必要性

1.1 国家公园基本职能发挥

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叶国家公园功能分区规范曳[6]中

明确提出院国家公园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

原真性尧完整性保护袁兼具科研尧教育尧游憩等综合功

能遥 保护与合理开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国家公园的

价值袁强化其公益性和公共性属性遥 推动自然和人文

教育融入高等教育教学中袁把国家公园建成理想的户

外课堂袁让学生能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体悟到尊重

自然尧呵护自然的重要性遥

1.2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需求

让公众了解尧理解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性尧并将

其传播给更多公众袁是一项复杂又细腻的任务遥 国家

公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7]袁实现生态涵养与

资源利用的平衡袁提高全民自然生态保护意识是国家

公园建构目标的重中之重遥 国家公园作为一个整体的

生态系统袁自然与人袁生态与生活的和谐共存袁是可持

续发展的根本遥 武夷山国家公园内桐木村是世界红茶

鼻祖正山小种的发源地袁茶文化氛围浓厚袁得益于当

武夷山国家公园高等教育教学资源挖掘与利用

胡永乐袁 贾小丽袁 李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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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院为充分发挥国家公园的科研教育功能袁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袁对依托国家公园的高等教育教学资源进

行挖掘袁并分析其开发利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遥 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统计表明袁武夷山国家公园是高等教育教学强大的

优质资源库袁教育资源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尧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尧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尧旅游管理类尧动植物生产类

等多个二级学科领域遥 保护与合理开发相结合袁深入挖掘国家公园教育教学资源袁对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水平和高

校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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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原住民能在实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极其注

重生态环境保护袁最终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袁是生

态文明教育的鲜活实例遥依托国家公园教育教学资源袁

开展灵活多样的生态文明教育袁 牢固树立大学生正确

的生态观袁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遥

1.3 专业实践实习就业需要

实践实习是理论教学的延续尧扩展和深化袁突出

和强化实践教学袁 加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袁能

为锻炼和提升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

奠定基础袁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遥 武夷山

国家公园教育教学资源的整合利用袁将成为高校师生

知行合一的有效载体袁既能满足专家学者的科考研究

需求袁又能为大量高校师生科普活动和实践实习提供

服务袁推动国家公园价值输出遥 各学科教学实践实习

环节的开展袁还将抚育出优秀的专业人才袁而人才资

源的培养必将反哺于国家公园建设袁 形成良性循环袁

实现国家公园发展和高校人才培育双丰收遥

2 国家公园高等教育教学资源挖掘的可行性

2.1 国家公园规划建设制度可行

国家公园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科学规

范尧开放共享尧统筹实施的系统工程袁高等教育教学资

源的开发利用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实践袁

是体制试点向纵深发展的需要遥 叶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

(试行)曳中规定生态修复区是向公众进行自然生态教育

和遗产价值展示的区域袁并鼓励公民尧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以志愿服务形式参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保护尧 科普

教育等活动 [8]遥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也积极组织游

憩尧科普宣教尧科研合作和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袁厦门

大学尧福建农林大学尧武夷学院尧上饶师范学院尧南京林

业大学尧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都曾至园区内开

展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遥自体制试点以来袁武夷山国家

公园多次开展野关注森林袁探秘武夷冶主题生态科考活

动尧结合野爱鸟周冶开展野守护鸟的天堂冶活动尧科普教育

读本叶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曳进课堂等系列活动袁将国

家公园发展和公众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遥

2.2 资源开发软硬件条件齐全

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是动态发展过程袁国家公

园内教育教学资源相对集中袁现场考察尧标本采集尧红

外线照相机布设和数字信息化技术的引入都有利于

推动智慧公园的建设及大数据时代科研监测工作的

开展遥 武夷山国家公园拟建设的生态监测中心尧数据

资源库尧综合展示系统等平台项目袁丰富资源的数字

化将有助于教育教学资源的远程利用遥 此外袁国家公

园内后勤条件成熟和便利的交通袁为建立稳定的校外

教学实践实习基地提供了保障遥

3 武夷山国家公园高等教育教学资源挖掘

国家公园多拥有独特的地理条件袁 生态环境类型

多样袁生物资源丰富袁是高等教育教学强大的优质资源

库遥结合实地考察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袁参照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调研袁 武夷山国家公园教育教

学资源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尧 环境科学与工程

类尧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尧旅游管理类尧植物生产类尧

动物生产类尧生物科学类尧生物工程类尧食品科学与工

程类尧林学类尧林业工程类尧农业工程类尧地理科学类尧

地质学类尧美术学类尧设计学类等多个二级学科领域[9]遥

3.1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武夷山是闽北革命的策源地袁是闽浙赣革命根据

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中国共产党曾

在此建立了闽北第一支工农红军袁并以此为中心扩展

革命根据地遥 红色资源记录了赤石暴动尧上梅暴动尧岭

阳兵工厂创建尧中共闽赣省委建立尧黄龙岩会议的召

开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袁争取民族独

立的光辉历史遥 革命先辈的脚印踏遍了武夷山国家公

园的各个角落遥 作为闽北革命老区的武夷山同时也拥

有独特且深厚的文化底蕴遥 拓展至武夷山市进行统

计袁主要教育教学资源有院淤 革命遗址 94处袁包括重

要党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尧重要党史事件和人物活

动纪念地旧址尧革命烈士墓尧纪念设施遥 此外还有许多

革命遗址尧爱国主义尧国防教育和党史教育基地[10]遥于

中共武夷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先后出版了叶赤石暴动

革命烈士传曳叶武夷山革命斗争史曳叶中央苏区纵横 (武

夷山市卷) 曳和叶武夷山中央苏区革命印记曳等著作遥

盂 野万里茶道冶陆路和海路的双起点袁野一带一路冶中

野万里茶道冶的重要构成部分遥 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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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野武夷岩茶渊大红袍冤制作技艺冶尧南平市和武夷山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项遥 虞 城村汉代闽越王城尧

野架壑船棺冶尧野虹桥板冶和摩崖石刻等文化遗址袁朱熹尧

游酢尧熊禾尧蔡元定等鸿儒大雅的书院遗址 35处遥 愚

世界各地科考专家袁科技工作者的考察交流及不畏艰

辛尧刻苦专研的精神也是国家公园无形的精神财富遥

3.2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尧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福建省成为国务院确定首个全

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遥 武夷山地区典型的中亚热带

生态系统对于福建省乃至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都具

有重要意义袁 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对闽赣两省的闽江尧

赣江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尧水源涵养尧固碳释氧和气

候调节等具有重要作用[11]遥 武夷山国家公园内自然环

境多样袁还有 210.70平方公里原生性森林植被未受到

人为破坏袁是亚热带东部地区森林植被保存最完好的

区域[3]袁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遥此类教

育教学资源有院淤 全球同纬度最完整尧最典型尧面积

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遥 于 垂直梯度

分布的植被类型院常绿阔叶林尧针阔混交林尧针叶林尧

山地矮曲林尧中山草甸遥 分布有 11个植被型袁15个植

被亚型袁25个群系组袁57个群系袁170个群丛组遥盂 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腹角雉尧金斑喙凤蝶等 57种袁

珍稀濒危尧渐危植物钟萼木尧南方铁杉等 28种袁属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的南方红豆杉尧 水松等 25种遥

榆 建溪尧崇阳溪尧南浦溪尧麻溪等 4条主要河流袁水文

特征尧水质状况等为山区性河流的典型代表遥 虞 国家

公园条例袁自然保护区规划尧建设与各类开发研究资

料遥 愚 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动态监测尧 武夷山

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价值评估尧武夷山国家公园火灾区

域生境恢复监测等专题性科研监测项目遥

3.3 旅游管理类

武夷山国家公园按照生态系统功能尧保护目标和

利用价值划分为特别保护区尧严格控制区尧生态修复

区和传统利用区袁各功能区实行差别化保护管理[8]遥其

中严格控制区可开展低干扰生态旅游袁生态修复区允

许安排少量旅游管理及配套服务设施袁而传统利用区

是开展生态旅游观光的主要区域袁 主景区 2018年接

待游客约 388万人次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袁本类学

科教育教学资源有院淤 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袁国

家 5A级旅游景区袁同时拥有 4A级旅游景区 4家袁3A

级旅游景区 8家袁 省级观光工厂 2家等各类景点 36

处遥 于 宗教文化尧古闽文化尧茶道文化尧朱子文化尧柳

永文化尧 彭祖文化尧 民俗传统等特色历史文化资源遥

盂 老革命根据地尧原中央苏区尧中国 30 条红色旅游

精品线尧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袁是闽北苏区野红色

首府冶和福建野红色都城冶遥 榆 海峡两岸茶博会尧禅茶

文化节尧民间斗茶赛尧野印象大红袍冶尧武夷水秀等文化

旅游项目遥 虞 星级酒店尧连锁酒店尧民宿等各类住宿

接待酒店 880家遥 全市在册旅行社 93家袁其中出境社

3家尧赴台游旅行社 1家遥 车流尧景区客流量监测等智

慧化旅游服务大数据平台遥 愚 国家公园体制管理机

制袁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尧社区规划等管理制度遥

3.4 动植物生产类尧生物科学类尧生物工程类尧食品

科学与工程类尧农业工程类

独特的地理条件袁完整的森林植被袁使武夷山国

家公园形成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物资源袁被

誉为野世界生物之窗冶遥 现阶段已开展了针对武夷山特

色资源植物的调查尧评价与筛选曰药用植物尧食用植

物尧 园林园艺植物资源开展了综合开发利用技术研

究曰重要生物资源的基因功能及克隆研究曰植物次生

代谢产物与生态因子相关性研究及提取分离技术等

基础生物学问题研究遥 挖掘相关学科教育教学资源

有院淤 动植物及真菌资源丰富袁除种子植物类数量在

中亚热带地区位居前列袁还分布有中国及武夷山特有

种属袁 是中国东南大陆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袁生

物模式标本产地袁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遥 于 武夷山生

物研究所尧生物考察基地尧国内外科考团队等生物资

源调查袁开发利用的专业机构及组织遥 盂 丰硕的科考

成果袁 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有 叶福建省昆虫名录曳

叶福建植物志曳叶福建鱼类志曳叶福建竹类曳叶福建药物

志曳袁 及科普著作 叶武夷山生物之窗曳叶武夷山生物奇

观曳叶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简介曳叶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价

值与作用曳等遥 榆 福建省重要粮区尧林区尧茶叶产区袁

乌龙茶与红茶发源地遥目前全市共有茶园面积 14.8万

亩袁挖掘记录茶树品种 280个袁注册茶企业 3 550家袁

生物尧食品类科技企业数百家遥 虞 除竹笋以及竹尧木

工艺品外袁武夷山当地岚谷熏鹅尧吴屯鲤鱼干尧五夫莲

子等地方名产丰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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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林学类尧林业工程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袁 武夷山森林覆盖率达

79.2豫袁森林植被的生态培育与生态恢复袁林业重大病

虫害防控监测及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修复至关重要遥

相关学科教育教学资源有院 淤 林业用地 318.2万亩袁

珍稀树种 50余种袁 总蓄积木材量 1157万立方米袁年

出材量 10万立方米曰 竹林面积 55.3万亩袁 年产毛竹

350万根以上遥 于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袁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地带袁浙闽山丘甜槠尧木荷林区遥 含针阔混

交林尧常绿阔叶林尧针阔毛竹混交林尧毛竹林尧灌木林尧

高山矮林尧针叶林等植被类型遥 盂 马尾松毛虫尧刚竹

毒蛾尧竹蝗跳蝻尧松墨天牛尧松突圆蚧等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项目遥 榆 造林绿化尧松木防治性采伐及闽赣两江

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尧 水源涵养和气候调节相关举

措曰森林保护区规划尧建设与开发研究资料遥

3.6 其他类

武夷山属丹霞地貌袁 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演变过

程袁其丰富的地貌类型是地质构造尧流水侵蚀尧风化剥

蚀尧重力崩塌等综合作用的结果遥 国家公园内主要分

布了前震旦系和震旦系的变质岩系袁 中生代的火山

岩尧花岗岩和碎屑岩遥 矿产资源蕴藏丰富袁探明有黄

金尧铜尧钨尧钼尧石油尧煤尧石英尧石墨等金属及非金属矿

共 14种遥 可为地理科学类尧地质学类提供教科研及实

践资源遥

同时袁武夷山茶道文化氛围浓厚袁常以茶联尧茶书尧

茶具尧茶画等为载体袁以茶馆或舞台为展示场所袁并以古

曲音乐尧表演等多种形式形象化尧艺术化地表现遥 武夷山

国家公园内袁富有特色的古建筑尧宫观寺庙及遗址袁450

多方堪称为中国古书法艺术宝库的历代摩崖石刻袁诸多

历代文人志士在九曲溪两岸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都是

美术学类尧设计学类等学科的优势教育资源遥

4 武夷山国家公园高等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

利用

4.1 整合资源袁培育特色课程

国家公园内的高等教育教学资源常具备多样性尧

多质化尧特色鲜明等特征属性遥 通过充分调研评估尧分

析和整合国家公园地理空间范围内的自然尧 人文等资

源袁可进一步培育出特色课程体系遥 如开发聚焦野闽北

红色革命冶的党史课程尧针对野武夷山特有种属生物冶的

繁育保护课程尧深入野茶产业尧茶文化冶的茶旅文化课程

等遥在课程形成的同时凝练出有特色的专业课程群尧实

践课教材袁融入新知识尧新方法尧新观念袁突出地方应用

性袁使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可持续尧可传承遥

4.2 加强基地建设袁推动资源利用常态化

优化教育教学资源配置袁在现有基础上袁加强产

学研三结合的国家公园实践基地建设遥 如制定和完善

动植物生产尧生物科学和环境科学类专业的野外考察

线路和方案袁有助于资源调查和生态环境监测的常态

化遥 充分发挥国家公园可提供的体验式尧沉浸式教育

优势袁把知识传授尧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融为一体袁形

成贯穿实践学习全过程尧 循序渐进层次分明的体系袁

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提供有力保障遥

4.3 完善数据平台袁提升资源利用率

近年来袁形式多样的教科研活动已为国家公园累

积了丰硕的学习资源遥 同时袁国家公园内虽然资源优

势明显袁但其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的特殊性袁仍会造

成教育教学资源的实际利用受野外环境和恶劣天气

等外界因素的干扰遥 通过完善大数据平台袁建成信息

化系统袁将有力推动国家公园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利

用遥 如在生物专业野外实习中袁可通过构建虚拟仿真

平台袁采用 3D动画尧全景 VR模拟国家公园内天然实

景袁生动直观的展示动植物生长状态尧生活环境及分

布特点袁而不受植物发育时间限制和气候影响袁以虚

补实袁既能充分共享科考资料袁又有利于提高实践认

知效果遥

4.4 建章立制袁保障教育教学资源应用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初衷是让全民共享袁制度体

系建设将是教育教学资源挖掘尧开发和利用的重要保

障遥 可通过探讨产学研合作的人才培养机制袁健全管

理体系袁 建立教育教学资源质量保证与监控体系袁逐

步形成规范的管理应用模式和机制遥 同时制定资源开

发计划袁加强资源利用过程控制和信息反馈袁组织实

施及保障优化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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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是高校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的基础袁 大力挖掘武夷山国家公园教育教学资源袁扩

大其宣教辐射面袁除福建省外袁对江西尧浙江等周边省

份袁尤其是对教育教学资源相对落后的地方高校具有

重要意义遥 未来还可通过整合视频图片资料尧科研档

案等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建立数字化的仿真平台袁让高

校学生不用深入国家公园现场即可远程学习尧利用各

类资源信息遥 但当前国家公园教育教学资源开发仍存

在诸多问题院首先袁开发广大和深度的不足袁资源价值

未能得到重复体现袁建议可通过建立森林营地尧科研

基地尧生态观测点尧自然教育解说系统和数据库平台

等途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遥 其次袁国家公园教育教学

资源的开发利用应遵循公园体制制度及规范袁而当前

国家公园体制仍处于试制阶段袁 在试点过渡期内袁各

种问题和矛盾将相继暴露袁建议可通过建立及时有效

的反馈机制袁将教育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效反应用

于公园的体制完善袁形成同步改革和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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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ing and Uti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Resources in Wuyishan National Park

HU Yongle, JIA Xiaoli, LI Guoping
( 1.Wuyi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logy and Resource Engineering,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co-Industrial Green Technology,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national parks, with Wuyishan National

Park as an example,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 higher education relying on the national park are excavated, an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鄄

bility of i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re analyzed. Field visits and statistics show that Wuyishan National Park is a powerful and high-

quality resource bank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volve multiple secondary disciplines such as Marxist the鄄

ory,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tural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ecology, tourism management, and animal and plant pro鄄

duction. The combination of protection and reasonable development, and in-depth mining of national park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鄄

sources are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鄄

sional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院Wuyishan National Park曰 higher education曰 resource mining曰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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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摒弃了传统

教学模式中野四个一冶(一支笔尧一本教材尧一块黑板尧一

张嘴)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袁换之以野四主冶(教师为主导尧

学生为主体尧互动为主线尧讨论为主要环节)的双向启

发式教学模式[1]遥该教学模式以野换位教学冶为基础袁即

教师走下讲台成为野学生冶袁学生野换位冶担任教师角

色袁在教师提前规定的预习大纲资料指导下通过翻阅

书籍尧查找资料进行课前备课袁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

程中深化对课程相关知识的理解袁变被动学习为主动

学习曰在课堂教学中袁教师将课堂归还学生袁为学生提

供充分展示交流的机会袁 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

体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学生能自始至终积极参与到教学

全过程中袁在备课过程中主动思考尧学会求知袁在收集

资料过程中合理分配尧学会合作袁在课堂展示中锻炼

胆量尧增长才智遥 同时该模式强调野对话冶既是目的又

是方式袁指出单向输入或单向交谈都不能称之为野对

话冶袁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袁而是成为学生尧

课堂的组织者尧引导者尧倾听者尧合作者等多重身份袁

通过多层次尧多方位尧多维度的互动袁师生之间在平等

对话的基础上相互启发尧相互提高袁在良好的课堂氛

围中构建新型师生关系袁实现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遥

该教学模式在课堂讨论中的应用一般分为两个

阶段院 师要生交互讨论阶段和生要生交互讨论阶段遥

在师要生交互讨论阶段袁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

者袁 通过设计课堂讨论问题来吸引学生参与对话讨

论袁随着问题逐渐深入袁学生讨论热情高涨逐渐进入

生要生交互讨论阶段袁在这一阶段袁学生与野教师冶换

位袁主动在课堂中进行展示袁而教师往往换位以讨论

参与者的身份引导学生在讨论展示过程中发现问题袁

并尝试在对话中解决问题袁通过师生之间尧生生之间

的对话讨论加深对课程知识的理解遥

以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

在课堂讨论中的应用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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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在课堂讨

论中应用的理论分析

传统课堂讨论教学模式下学生积极性主动性不

强袁学生普遍反映在课堂教学中跟随教师思路对知识

的掌握貌似很清晰袁 但课后又感觉什么都没有学袁对

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没有思路袁无法将理论与实际进行

联系[2]遥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成为了课堂

教学的被动灌输者袁不是主动参与者遥 现代教育理论

认为袁课堂教学过程应是师生双方相互交流袁学生主

动学习的过程袁 它不仅是对知识的认识过程袁 更是

师要生尧生要生之间合作交流的过程袁而野换位对话冶

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在课堂讨论中的应用正符合了

这种需求袁无论是从认知规律还是社会交互方面都有

着坚实的理论基础[3-4]遥

1.1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的获取与利用并不是单

纯通过教师传授习得袁而是在一定情境中利用必要学

习资料袁通过与他人讨论袁将知识通过野迁移冶以野意义

建构冶的方式获得遥 它倡导课程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袁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担任 野指导者冶尧野帮助者冶野组

织者冶的身份袁利用协作尧辩论尧情景等方式将案例融

入课程袁以此来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尧积极性和

创造性遥 而以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正是建

立在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袁 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弊

端袁让学生在课程讨论中主动组织尧建构自己的想法袁

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对课程知识形成新的理解遥

1.2 社会互动理论

社会互动理论强调了教师尧学生尧学习任务之间

的动态性遥 该理论认为袁学习过程发生于学习者与他

人的交往过程中袁周围人与环境对其认知发展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遥 教学活动是由师生双方共同参与袁相

互作用形成的袁而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又

特别强调师生之间要相互合作袁在良好的讨论环境中

增进对课程知识的理解袁因此将社会互动理论运用于

讨论互动教学实践中十分必要遥 通过师生尧生生之间

平等交往互动袁使得知识信息尧情感信息以及行为信

息充分流动袁学生求知尧互动尧尊重需要得到了更好地

满足遥 互动主体越多袁课堂讨论效果越好袁课堂质量也

就越高遥

2 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在叶生态

工程学曳课堂讨论应用的案例调查

叶生态工程学曳是环境工程学与生态学相互交叉

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袁其目标是在促进物质良性循环

中袁充分发挥资源生产潜力袁同时防止环境污染袁达到

社会尧经济尧生态效益同步发展[5]遥 其课程教学目标主

要分为两部分[6]袁一是掌握生态工程学基本理论袁包括

定义尧发展过程尧模型及设计曰二是生态工程学应用过

程袁包括生态恢复尧污染治理尧农业生态尧城镇发展以

及海滩开发与管理等生态工程技术应用等袁 内容繁

杂尧涉及范围广遥 作为一门理论与实际联系十分紧密

的学科袁叶生态工程学曳必须将理论进行应用袁才能真

正达到预期教学效果遥 然而传统课程教学中尽管引用

了生态工程实例袁但仍停留在课本理论层面袁没有对

实际问题深入分析袁 使得学生很难掌握课程的重点袁

对课程实际利用率不高遥 因此袁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

课程知识袁激发学生思维袁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袁需

要在课程中通过讨论对知识进行理解与消化遥 因此袁

本文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例袁将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

教学模式应用于叶生态工程学曳课程讨论中袁在问卷调

查基础上袁致力于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院一野换位对

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较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效果如

何遥 二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在课程讨论中

的应用情况与建议遥 通过这一研究袁一方面引发人们

对课程讨论进行关注袁另一方面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遥

2.1 实验设计

笔者在对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在课

堂讨论具体流程建构上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后袁对福

建农林大学 15尧16尧17级生态学专业修读 叶生态工程

学曳 课程 154名学生 渊15级 56人尧16级 44人尧17级

54人冤进行教学实践遥 教学实践后采用调查问卷及访

谈两种方式对实践效果进行调查遥

2.2 教学方法设计

传统模式院 教学内容主要采用教师讲授为主袁教

李 键袁等院以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在课堂讨论中的应用与效果 9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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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只对课程重要部分发起讨论袁讨论主题选定和讨论

的过程以教师为主导袁 学生参与以课堂分组陈述为

主袁 分组陈述基本以推选个别学生代表全组陈述为

主袁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有限遥

以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院渊1冤课前教

师在充分了解学生知识结构尧 地域背景的基础上袁设

计合适的讨论主题袁提前下发讨论任务袁引导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袁通过查阅参考书尧实地调研尧调查问卷尧

阅读文献资料等多种方式袁发挥每位成员优势袁协作

配合袁积极完成课前备课袁并最终形成多种方式的汇

报总结遥 渊2冤课中讨论汇报在课前充分准备资料的基

础上袁各小组成员以角色扮演尧情景重现尧多媒体等多

种方式进行课程展示袁 力求实现小组成员全员参与曰

同时教师野换位冶以野参与者冶的身份参与到各讨论小

组中袁与学生平等野对话冶阐述各自观点袁了解小组成

员讨论进程遥 渊3冤教师尧学生讨论后总结袁教师在讨论

结束后对整个讨论情况要进行评估和反思袁对小组展

示的优点与不足进行指导曰学生则需在整个课堂学习

及讨论中总结反思自己的不足袁及时予以改进袁同时

教师接受与学生平等野对话冶袁接受学生对于讨论主题

设计尧实施过程的反馈建议遥

2.3 数据收集与处理

问卷调查院研究共发放问卷 154份袁收回 145份袁

问卷有效率为 94.2%遥调查问卷第一部分共设计了 14

道选择及 2道开放式问题袁以课程讨论情况尧教师教

学行为尧学生学习情况尧总体满意度四个维度袁按照

Likert 4点计分渊1-4分别代表不同意尧一般尧比较同意

和非常同意冤对传统教学模式与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

动教学模式在课堂讨论中的应用进行比较曰调查问卷

第二部分共设计了 11道选择及 3道开放式问题袁涉

及学生对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在课堂讨

论运用实际情况尧 教师教学行为以及学生自身方面 3

部分袁以此来全面了解该模式在课程讨论中的实际运

用情况遥

访谈院为弥补定性研究调查不足袁笔者对被调查

者进行了随机访谈袁访谈量大约在 8%左右遥

采用 spss19.0及 Excel 2010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

计尧计算及作图遥

3 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在叶生态

工程学曳课堂讨论应用的案例分析

3.1 传统教学模式与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

式感知差异比较

按照 Likert四级量表对传统教学模式与 野换位对

话冶 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在课堂讨论中的应用进行了

比较渊表 1冤遥结果表明袁在课堂讨论方面袁相较于传统教

学模式袁该教学模式的应用丰富了讨论形式袁进一步拓

表 1 学生对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评价

Tab.1 Students' evaluation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ransposition dialogue"

课堂
讨论

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下袁课堂讨论形式更加丰富 3.22依0.54 93.1%

相比传统教学模式袁在课堂上相互讨论交流有效提高了课程学习兴趣 3.28依0.69 97.9%

相比传统教学模式袁该教学模式在讨论中的应用使我的知识得到进一步拓展 2.98依0.66 87.6%

教师
行为

相比传统教学模式袁教师在该教学模式课堂讨论环节安排更加合理 3.25依0.35 75.2%

相比传统教学模式袁该教学模式教师更注重倾听学生想法 3.17依0.72 79.3%

相比传统教学模式袁该教学模式下教师教学更有趣味性 3.05依0.29 82.8%

学生
学习

相比传统教学模式袁该教学模式提高了我的学习效率 3.23依0.71 91.7%

将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应用于课堂讨论中袁使我的疑问得到及时解答 3.00依0.58 93.8%

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下课前预习讨论资料对我学习很有帮助 2.91依0.45 85.5%

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使我的学习目标更加明确 3.15依0.41 88.3%

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使我更好地理解了教学内容 3.06依0.76 95.9%

相比传统教学模式袁该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3.12依0.54 97.2%

总体
评价

愿意在课堂讨论中采用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 3.45依0.84 98.6%

对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应用十分满意 3.32依0.68 92.4%

注院得分为平均值依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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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专业知识曰 在学生学习方面袁 相较于传统教学模

式袁在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应用后袁学生普

遍感觉在课堂中能及时解答疑惑尧 更好的理解课程内

容袁有效提高了自身学习效率曰在教师行为方面袁该教

学模式的应用使得教师能更多倾听学生想法袁 课堂讨

论教学更富趣味性遥 92.4%的学生表示对野换位对话冶为

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应用十分满意袁 愿意在课堂讨论中

采用该教学模式的学生占到总人数的 98.6%遥

通过访谈袁学生表示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课程讨

论以教师为中心袁学生参与度不强袁授课方式单一袁且

重内容轻应用袁学生无法在有限课堂时间内更好的掌

握知识等弊端袁以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在

课程讨论中的应用一方面将教师与学生进行换位袁让

学生成为课堂主导者袁另一方面通过多种对话讨论形

式不仅增加了学生学习兴趣袁丰富了专业知识袁而且

使自身合作能力尧语言表达能力尧思维能力尧解决问题

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遥 可以看出袁

相较于传统教学授课模式袁该教学模式的应用使得学

生的非智力因素得到了有效发展袁明显提高了课堂教

学效果遥

3.2 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应用调查分析

3.2.1 课堂讨论情况调查分析

围绕课堂互动讨论效果共设计了 3道选择袁主要

反映在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下学生对课

堂讨论的整体感知遥 在回答对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

教学模式在课程讨论中实际应用效果的看法时 渊图

1冤袁66.2%的学生呈满意态度 渊非常满意占 26.9%袁比

较满意占 39.3%冤遥 64.1%的学生认为该模式在讨论中

实际运用效果不错 渊非常好占 10.3%袁 比较好占

53.8%冤渊图 2冤袁由此可以看出实际课堂中袁在小组讨

论过程及质量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遥 在回答野是

否主动参与课程课堂讨论冶时渊图 3冤袁有 65.5%的学生

表示会积极参与袁22.8%的学生表示在小组中倾听但

不参与讨论袁11.7%的学生表示不会参与其中遥对不参

与讨论的原因统计来看袁7名学生认为自身知识储备

不够袁 无法回答曰3名学生认为话题没有吸引力曰6名

学生因为羞于回答袁担心回答错误受到老师批评遥

图 1 学生对课堂讨论中采用的野换位对话冶互动教学评价

Fig.1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teaching of

"transposition dialogue" adopted in classroom discussion

图 2 野换位对话冶互动教学在课堂讨论中实际运用效果调查

Fig.2 Interactive teaching of "transposition dialogue" in classroom

Investigation 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in discussion

图 3 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情况

Fig.3 Stud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lassroom discussion

3.2.2 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调查分析

围绕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下教师教

学行为共设计了 2道选择及 1道开放式问题遥 在回答

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与学生野换位冶提出符合不同层

次学生的针对性问题冶时渊表 2冤袁11.7%的学生认为非

常符合袁47.6%的学生认为基本符合袁两者占到总人数

的 59.3%曰在回答野教师能在对话讨论中注意学生情

况袁及时调整教学方式冶时袁八成以上学生认为符合

渊非常符合占 17.9%袁基本符合占 63.4%冤遥 对于野互动

教学模式下教师野换位对话冶教学还需要在哪些地方

进行改进冶一问时渊图 4冤袁排名前四位的分别为院教师

语言感染力渊86.2%冤曰课程内容时效性渊69.7%冤曰课程

教学趣味性渊66.9%冤曰教学手段多样化占据渊59.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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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做好课程设计袁运用有效教学方式尧较强语

言感染力去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袁对教师自身而言

显得尤为重要遥

表 2 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相关题目调查

Tab.2 Investigation on related topics of 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behavior

图 4 学生对教师教学行为改进建议

Fig. 4 Students'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

3.2.3 学生学习情况调查分析

对于 野是否会主动学习教师提供的学习资料冶一

问时 渊图 5冤袁36.6%的学生表示会主动学习曰60.7%的

学生偶尔会进行学习曰2.8%的学生认为不太会进行学

习袁可见学生课前自主性并不是很高遥 而对在野换位对

话冶为主的新型教学模式应用下学生对自身亟需提高

能力的调查中渊图 6冤袁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自学能力

渊75.2%冤尧知识迁移运用能力渊69.0%冤尧对问题理解力尧

判断力 渊57.2%冤尧 知识掌握能力 渊53.8%冤尧 责任感

渊44.1%冤遥在野对课程讨论中运用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

动教学形式有哪些建议冶一问中袁大多数学生希望教

师在课程中增加教学社会实践袁学科热点问题分析专

题课程尧案例讨论等袁表明学生更倾向于注重教学内

容的实际运用遥

3.3 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应用反思

通过问卷调查袁我们对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

学模式在课程讨论中的应用有了一定的了解袁虽然相

较于传统教学模式袁学生对该教学模式在课堂讨论中

的应用总体呈满意态度袁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亟需

解决的问题遥

3.3.1 教师驾驭课堂能力不强

生态学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尧 交叉性尧应

用性等特点袁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

生态学课程的教学要求袁缺乏与生态学前沿热点的结

合尧与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联系袁不利于学生对生态

学概念及原理的理解遥 特别是对于叶生态工程学曳课程

而言袁已成为融合理论与实践袁同时紧密结合最新生

态工程研究进展的一门专业课程袁 因此在进行具体

叶生态工程学曳教学时渊例如小流域治理问题冤袁要求学

生在考虑生态效益尧环境效益的同时袁又要兼顾经济

效益袁引导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矛盾问题遥 站在学

生的角度看待学生尧倾听学生尧理解学生是换位对话

的关键袁这都要建立在教师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有充

分的了解遥

3.3.2 学生主动性不强尧参与不够

问卷显示 75.2%的学生认为自身学习缺乏主动

性袁仅有 36.6%的学生会在课前主动学习教师分发的

课程资料袁学生在课程之初无法与教师野换位冶袁没有

对教师课程内容有预先的准备袁导致课堂讨论中野对

话冶质量不高袁同时问卷也反映出学生对问题的反思

及运用的能力不强遥 究其原因袁一方面是习惯使然袁另

一方面则是学生知识储备有限所致遥 大学生在中学习

惯于在教师带领下完成固定教学任务袁很少会拓展深

化问题并进行解决遥 因此袁在课堂教学中袁如何引导学

生获取有价值的知识并与课程内容相结合袁改变学生

习惯于依附教师袁被动接受课堂内容的现状已成为教

师亟需解决的课程教学难点遥

3.3.3 课堂讨论的质量不高

高质量的互动课堂需要师生做大量的课前准备

工作遥 问卷显示学生对课堂讨论质量总体满意度不

高袁课堂讨论效果与预期值相差较大遥 造成这种现象

可能的原因有院一是教师并未提前做好课堂讨论准备

工作袁或没有野换位冶提出适合学生知识水平的讨论问

题袁导致学生课前准备不足曰或是教师提早分发了课

堂讨论主题袁但学生主动性差袁准备不足袁这些都造成

了学生在课堂讨论中要么无话可说袁要么只是蜻蜓点

水一带而过袁没有达到野对话冶讨论预期效果曰二是教

学任务重袁课堂留有讨论的时间往往很有限袁只有少

数学生可以进行发言袁野对话冶不充分袁其结果则是课

你认为教师在新型教学模式下
能与学生野换位冶提出符合不同
层次学生的针对性问题

11.7% 47.6% 33.1% 7.6%

你认为教师能在教学过程中注
意学生情况袁及时调整教学方式

17.9% 63.4% 13.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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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讨论中大多数学生闲聊发呆袁置身事外曰三是大班

授课的教学环境使教师组织小组讨论的难度加大袁教

师无法了解不同学生讨论状况袁讨论效果不理想遥

4 小结与建议

4.1 注重教学设计袁提升教师驾驭课堂能力

教学设计是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式能

否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袁 教师作为课程内容的设计

者尧引导者袁需提高自身的知识储备袁野换位冶站在学生

的角度袁首先做好教学设计袁在授课过程中将理论知

识与知识迁移运用紧密结合起来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

力曰对于讨论问题的设置袁要求问题表述准确尧有逻

辑尧难易适中同时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袁确保学生有对

问题进行野对话冶探究的欲望遥 在讨论过程中袁教师要

注意转换自身角色袁以一个倾听者尧交谈者的身份参

与到学生讨论中袁不仅关注问题本身的答案袁更要以

平和尧平等的心态真诚了解学生的困惑之处袁鼓励学

生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袁 构建起师生平等交流的平

台遥 师生双方不仅仅是课堂讨论的参与者袁也是共同

对话的创造者袁在与学生野对话冶讨论中袁以问题的提

出尧分析尧讨论尧解决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袁不断

促进师生之间的观点碰撞袁改善课堂教学氛围袁提升

教师驾驭课堂能力袁构筑交互式师生关系遥

4.2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袁提升学习主动性

课堂教学中袁应以教师为主导袁学生为主体袁遵循

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袁尊重学生人格袁为学

生提供适合自己的教育遥 目前袁大学课堂教育仍以关

注学生应试能力为主袁学生的独立性尧主动性被压制袁

不仅不利于课堂教学效果袁也极大阻碍了学生独立人

格的养成[7]遥 问卷显示 75.2%的学生认为在新型互动

教学模式下自身最欠缺自主学习能力遥 因此袁教师有

必要在课程中尽快引导学生进入自主学习袁帮助学生

提高学习主动性遥 在了解学生知识水平的基础上袁至

少提前一周发布讨论案例袁鼓励学生自主查阅相关资

料整理思路袁 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及文字表达能

力袁让学生在对话讨论中有话可说遥 在整个过程中不

仅可以启发学生思维袁还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袁激发学

生深入探究问题的积极性袁形成乐于自主学习的良好

习惯并确立自主学习意识遥

课堂活动不是一种单向的野教要学冶模式袁而是一

种双向野对话冶交互行为袁从这种意义上教师学生都将

成为教学信息的传播源袁 师生间通过平等对话与沟

通袁彼此分享话语尧经验与知识袁实现知识共享尧共进袁

通过多样化的解读袁使得课程教学活动超越了书本内

容袁实现由野教科书教冶转变为野用教科书解决冶遥 课堂

教学的目的不应仅仅体现在简单的知识传授袁还应将

课程内容与实际问题相结合袁 围绕塑造学生品格尧培

养学生个性及价值观等方面进行教学袁促进学生智力

与人格的同步发展遥

4.3 发挥有效教学袁提升课堂讨论质量

课堂讨论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有

效性[8]遥 一方面袁教师需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袁在熟知

所教授课程内容的同时及时了解并向学生介绍本学

科目前研究动态袁 激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内在动力遥

另一方面袁调动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热情袁是提高课

堂讨论有效性的重要保证遥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

程内容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袁教师要适当选择

与课程相关的的热点尧难点问题袁合理设置讨论方式袁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讨论遥 在课堂讨论过程中袁教师野换

位冶以野参与者冶的身份在各讨论小组中巡视袁与学生

平等野对话冶阐述各自观点袁了解小组讨论进程袁当讨

论内容发生偏离时及时予以纠正与引导袁把控讨论进

度袁合理规划讨论流程袁在不同观点碰撞中袁提高学生

思维能力袁进而保证有效课堂讨论效果遥

通过问卷调查对野换位对话冶为主的互动教学模

式在课堂讨论中应用的可行性与效果进行了验证遥 该

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袁能有效激发学生课堂互动

积极性袁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同时也暴露

出该模式在课堂讨论运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袁需

要任课教师在深入理解野换位对话冶互动教学理念的

基础上袁在实践中探索有效参与途径袁不断对其进行

改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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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ransposition Dialogue" in Classroom Discussion

LI Jian1, XU Jiansong2, HONG Tao1, CHEN Can1,

LIN Yongming1,YOU Weibin1,WU Chengzhe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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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cademic Affairs Offic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3.School of Ecology and Resources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 Nanping,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a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ransposition dia鄄

logue" in the classroom discussion teaching of the "Ecological Engineering" course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is teaching model accounted for 92.4%. Com鄄

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it can mobilize students' self-learning enthusiasm on the basis of equal exchanges, so that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be fully displayed through effective classroom teaching; but it also reflects the

teacher爷s classroom control ability, the initiative of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nd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discussion have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Key words: transposition dialogue; interactive teaching; classroom discussion; effec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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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袁面临新时代的科技创新和产业

更新换代袁教育尧人才尧科技和产业相互交融袁各要素

日趋融合袁 对职业人才培养改革提出了崭新的要求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

发展之路遥 全国教育大会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做出

战略部署遥 通过深化产教融合袁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

结合尧与行业联合尧与企业合作袁从源头上激发行业企

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遥 深化产教融合应

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旗帜[1]遥

如何充分调动地方行业企业主动参与职业教育

的积极性袁 随着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2016年在泰

国创建的境外首个野鲁班工坊冶成功启用袁建设野工坊冶

的理念逐步被职业教育界认识和推崇遥 野工坊冶本意为

工作的场合袁有小巧精致之意袁富含文化意味遥 野校工

坊冶是指在学校内建设符合企业生产尧富含企业文化袁

由校企合作共建共管的工作实体[2]遥

1 野校工坊冶服务地方建设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发展阶段袁地方产业更新

换代不断加快袁各行各业越来越青睐高素质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袁职业教育在行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

来越突出[3]遥国家先后出台叶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

意见曳尧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曳 都强调职业教

育必须走产教融合之路遥 野鲁班工坊冶的成功创建启发

了职业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路遥 校企携手共育

工匠型人才能精准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发展提供

高质量对口人才袁也是最有效的人才培养途径之一遥

通过分析近些年与企业的合作情况袁不难发现校

企合作存在着野学校热尧企业冷冶的现象袁企业在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上的参与度不高袁合作关系呈现 野单一

性冶尧野短期性冶和野表面性冶遥 野单一性冶是指合作企业仅

在某个实践项目上与学校进行合作袁并没有全方位融

入在校生的培养遥 野短期性冶是指合作企业仅在某个时

期与学校合作袁如在学生毕业时点袁企业急需用人之

时袁并没有全过程融入在校生的培养遥 野表面性冶是指

企业和学校的合作仅停留在合作协议书面上袁并没有

真正融入学生的培养中遥 导致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

于学校和企业没有寻找出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点与

切合点袁 当学校与企业寻找出的共同利益点越大袁合

服务地方建设的野校工坊冶构建思路与实践

孙 华袁 谢秀萍袁 李林威袁 黄丽卿

渊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袁 福建 南平 3530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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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就越紧密尧越深入袁培养出复合型高素质的技术

技能人才的可行性也就越大遥

基于此袁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服务于福建省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建设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

才保障袁校企合作模式进入 2.0版本袁即在校内建立校

企合作共同体野校工坊冶遥 野校工坊冶致力于将各合作参

与者的利益最大化袁学校尧企业和学生都从中获取最

大的利益遥 学校在野校工坊冶中培养出符合地方建设需

求的有竞争力人才袁企业在野校工坊冶中注入企业需要

的人才规格要求袁学生在野校工坊冶中训练成野德技并

修冶的工匠型技术技能人才遥

野校工坊冶的构建秉承着以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尧服

务地方建设尧校企共建共管协同育人为原则袁以建立

符合各方利益的共同体为突破口袁 坚持立德树人尧全

面发展曰系统培养尧多样成才曰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曰工

学结合尧知行合一[4]袁系统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袁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提供人才保障遥

2 野校工坊冶构建的实践举措

校企共建共管的野校工坊冶旨在凝聚学校尧行业和

企业等各方专业优势资源袁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相互

融通袁服务地方建设发展遥 学校与行业尧企业在专业人

才培养资源上实现共研共享遥 建设野校工坊冶的最终目

的是校企协同培育工匠型技术技能人才袁将基地建设

为集学生实训尧行业培训尧技能鉴定尧技术服务和技术

研发等功能一体化的多元共享基地遥

2.1 建设共建共管的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建设是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基地科学运

行的保障遥 与行业企业在基地的方案设计尧建设尧日常

管理尧人员构成尧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等方面协商共

议形成基地共建制度尧基地共管制度尧基地双导师制

度尧 基地项目管理制度和基地运行经费保障制度袁实

现野共建尧共管尧共享冶的双主体责任机制遥

2.2 构建产教一体的实训平台

为服务福建省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袁福建林业职

业技术学院与福建省内相关行业的大中型企业洽谈袁

在校内构建具有行业特色的智慧林业尧 园林园艺尧无

人机尧绿色交通等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产教一体的实

训平台遥 学院提供场地袁合作企业出资袁校企共定建设

方案遥 企业根据自身实际生产的需求对基地进行规划

设计和布设袁将企业的经营策略尧文化尧技术参数和现

代工序嫁接到基地中袁创建真实的实训尧工作环境袁设

置核心的技能训练项目遥 企业将具体的生产项目导入

基地袁用工作任务训练学生袁学生既是在校生也是企

业员工遥

智慧林业野校工坊冶由森林生态馆和智慧林业大

数据中心构成遥 生态馆内建成野生动物标本区尧森林

植物标本区尧昆虫标本区和土壤标本区等区域遥 森林

生态馆不仅培养在校生袁而且成为福建省林业职工的

专业培训基地和南平地区中小学生的校外实践基地遥

智慧林业大数据中心与福建省林业局合作袁建成集林

业调查尧林业规划设计和林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产教

融合中心袁为全省的林业行业服务袁助力野清新福建尧

绿色福建冶的发展遥

园林园艺野校工坊冶涵盖了智能温室区尧特色花卉

区和园林工程施工区遥 与省内知名园林园艺企业合作

建设袁企业按实际生产需求布设生产线袁将特色花卉

和园林苗木从育种尧栽培尧加工袁到园林园艺施工全生

产链引入野校工坊冶遥 学生在工坊内接受企业技术人员

的指导袁参与整个生产链的运行袁让学生在实操中训

练的专业技术袁同时也培育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技

能袁为学生将来的创业奠定基础遥

无人机野校工坊冶由企业投资建设 2条无人机生

产线袁建成福建省无人机驾驶培训基地之一遥 无人机

专业的学生在生产线上袁 接受企业技术人员的指导袁

学习无人机的装配和调试技术遥 工坊同时也为区域行

业从业人员学习无人机生产技术和飞行技能提供培

训场地遥 学生和行业从业人员均可通过工坊的培训考

试获取无人机驾驶资格证遥

绿色交通野校工坊冶建成集工程材料检测尧现代化

施工技术和 BIM产教融合中心为一体的综合性共享

基地袁承担着土木工程类在校生项目训练尧行业企业

员工专项技术培训尧技能鉴定和技术研发等任务遥 经

过几年的建设袁目前工坊已举办了多期面向南平地区

建设工程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工作袁得到区域行业企

业的高度评价袁为地方区域建设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遥

100窑 窑



2.3 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开展基于野校工坊冶的人培养模式创新工作遥 随着

地方社会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袁校企根据产业的

发展和地方建设的人才需求袁 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袁共同制定符合新时代建设需

求的人才标准遥

依托野校工坊冶袁校企共建产业班遥 企业按现代生

产需要袁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产业班学训袁在企

业中袁以实际的生产项目为教学载体袁学生全面参与

项目实施袁实现工学结合袁知行合一遥 与林业尧园林园

艺尧无人机尧土木工程等领域的国内知名企业共建产

业班袁培育工匠型人才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遥

依托野校工坊冶袁校企共建专业课程遥 改革原有的

课程体系设置方式袁以野有用尧够用尧适用冶为原则袁以

企业生产项目所需的技术技能模块设置专业课程袁以

企业的生产流程设计课程体系袁全过程穿插创新创业

教育尧企业文化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袁精准对接行业

企业的技术发展趋势遥

依托野校工坊冶袁校企共编专业教材遥 以符合生产

要求的技术技能为导向袁以国家专业技术标准和操作

手册为蓝本袁专业教师与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共同开发

专业教材尧活页式教材尧项目训练书和技术技能手册

等遥

依托野校工坊冶袁校企共商教学方法遥 改革原有以

理论架构为原理的教学手段袁 推行以任务为导向的

野边教边学袁边教边练袁边教边做冶教学方法遥 打通企业

与学校的互培网络平台袁时时将企业的技术培训和专

业讲座通过网络交互式系统共享给学生遥

2.4 打造产教融通的野双师队伍冶

打造一支野专职教师精技术袁兼职教师懂教育冶的

产教融通尧校企互通的野双师冶队伍遥 学校专业教师立

足于校企共建的 野校工坊冶袁 通过参与企业的项目实

施袁掌握行业的新标准尧新技术和新工艺袁提升专业实

践技能遥 紧跟行业转型升级发展袁用项目来促进专业

实践能力尧课题教学水平和教科研水平的提升遥 企业

技术人员在野校工坊冶中通过与教师携手指导训练学

生袁学会职业教育的内涵袁提升职教理论水平遥 通过项

目实施袁打造出一支专兼融通尧德技并修的野双师冶教

师队伍袁为地方区域建设发展培养工匠型技术人才遥

3 对野校工坊冶模式实施的思考

野校工坊冶是职业教育实现产教融合尧协同育人的

典型范例袁是能解决培养专门人才和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建设的校企命运共同体袁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

定的问题遥

3.1 企业投入产出比的问题

野校工坊冶是校企双方共同投资建设的袁企业在工

坊中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遥 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

化袁能否在野校工坊冶中获取最大利益渊包含直接和间

接利益冤是企业首要考虑问题遥 以福建林业职业技术

学院绿色交通野校工坊冶为例袁企业负责投资工坊的前

期规划设计尧装修和家具等费用袁后期的图形工作站尧

软件和网络交互式设备的购置由学院出资袁企业大致

占资金总量的 30%遥如何让企业的投资能到达期望的

回报率袁是野工坊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袁也是企业能持

续投资野工坊冶的催化剂遥 绿色交通野校工坊冶通过学院

与企业的强强联合袁企业长期派驻 2名的技术人员驻

点工坊遥 学院专业教师和企业的技术人员共同指导学

生完成企业带入的生产任务袁解决了企业人才不足的

问题袁 同时也培养了大批具有足够实践经验的学生遥

学生毕业后袁企业优先在工坊学生中挑选符合企业岗

位要求的人才入职企业袁解决了学生称职就业野最后

一公里冶的问题袁新入职的学生可直接上岗袁

3.2 绩效评估的问题

绩效评估是校企合作建设野校工坊冶的重要环节遥

目前袁在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已建设的野校工坊冶尚

在初期运行中袁虽看到发展势头向好的一面袁但绩效

评估体系尚未建立袁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指标尧人才培

养质量评价指标尧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评价指标尚无

建立统一标准遥 因此袁以量化的数据为基础袁建立一套

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袁是评估野校工坊冶绩效和推广应

用的参考依据遥 企业和学校都能从绩效评估中找出薄

弱环节袁不断完善合作方式遥

4 野校工坊冶办学模式的总结

国务院颁布的叶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孙 华袁等院服务地方建设的野校工坊冶构建思路与实践 101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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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通知曳中袁指出了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不够完

善尧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尧制度标准不够

健全尧企业参与办学的动力不足尧有利于技术技能人

才成长的配套政策尚待完善冶等当前职业教育存在的

问题[5]遥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袁在学校内建立产教融合

基地袁校企合作共建共管野校工坊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

决以上的难题遥 通过不断完善野校工坊冶的体制机制建

设袁将各方参与者的利益最大化袁促进野校工坊冶的不

断完善遥 职业教育能高效地培养出符合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换代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袁助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遥

参考文献院

[1] 欧晓理.坚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道路选择[N].光明日报.

2018-11-08.

[2] 苏文萱.野鲁班模式冶的探究与思考[J].高等职业教育要天津

职业大学学报.2018(27)4院68-72

[3] 邱浩然.行动导向教学理念在中职学校的应用研究[D].贵州

师范大学.2019.

[4] 教育部. 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若干意见[Z].2015

[5] 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Z].2019.

渊责任编辑院叶丽娜冤

The Construction Idea and Practice of "School

Workshop" Serving Local Construction

SUN Hua袁 XIE Xiuping袁 LI Linwei, HUANG L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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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and enterprise,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build the integration base of industry and educa鄄

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chool workshop" is a beneficial attempt of th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base, which has u鄄

nique advantages in personnel training, technical service, technical training and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workshop" is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ensure the maximum

benefit of all participants.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workshop" can cultivate high-quality technical talents in line with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the new era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school workshop; personnel training; lo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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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曳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袁而体育课程是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的重要途径[1]遥在我国学校教育教学体系中袁体育课

程始终贯穿其中袁 主要承担着提高学生身体素质袁增

强社会适应能力的任务遥 但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往

往更注重即时性的野技能性冶提升袁而忽略体育课程对

野育人性冶的关注[2]遥体育教师更多关注体育知识尧体育

技能的传授袁体育技能考试和体质测试往往是高等中

医院校体育课程的唯一评价手段遥如何将思政元素有

机融入体育课程教育教学全过程中袁使其成为一片育

人野责任田冶袁成为高等中医院校体育课程亟待解决的

问题之一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讲

话中指出院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在坚定理

想信念尧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尧加强品德修养尧增长知识

见识尧培养奋斗精神尧增强综合素质等 6个方面下功

夫遥 高等中医院校肩负为党和国家培养高等中医药人

才的重任袁应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袁教育引导学

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思想袁 增强学生对中医药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袁肩

负起中医药学更高质量的传承创新发展的重任[3]遥 体

育课程作为大学主课堂之一袁应自觉担起其育人主渠

道的使命袁将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到大学体育教

育尧教学全过程袁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

合袁实现立德树人的润物细无声袁进而培养出一批医

德高尚尧医术精湛尧服务祖国卫生事业的卓越中医师遥

本研究以福建中医药大学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模式为

例袁探讨高等中医院校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尧建设模式及存在的问题袁以期为高等中医院

校体育课程思政教育提供可借鉴的路径遥

1 高等中医院校体育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分析

高等中医院校培养合格的中医药事业接班人不

仅要进行专业教育袁 更要培养大学生完整的人格尧正

确的价值观和高尚的医德尧医风遥 高等中医院校体育

课程具有培养学生品德的使命袁其课堂理应成为立德

树人的沃土袁与思政教育同向而行袁这样才能全面实

现思政育人工作和体育课程本身的教育目标遥

高等中医院校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

林 蔚

渊福建中医药大学袁 福建 福州 350122冤

摘 要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野八个相统一冶袁其中包括野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

育相统一袁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袁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冶遥 贯彻落实野坚持显性教

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冶的要求袁就是要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袁把专业教学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相统一遥体育课程是高等中医药院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体育是重要的思政教育载体袁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袁理

应自觉担起其育人主渠道的使命袁强化体育野课程思政冶育人模式设计遥文章分析高等中医院校体育野课程思政冶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曰介绍福建中医药大学野思想引领尧技能提升尧价值塑造冶三位一体的体育思政教学改革模式和存在的不足之处袁

并提出相应的融合发展尧协同育人路径袁以提升高等中医院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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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挖掘体育课程隐性育人元素袁 有助于丰富思政

教育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 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袁必

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遥 这就要求高等中医院校要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袁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遥 而思政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袁有助于为高等中医院校办学把好舵尧定好向遥 但单

纯的思政课程教学内容常脱离大学生实际袁忽略学生

个性化需求袁教学方法多以纯理论灌输为主袁缺乏创

新袁无法让学生产生心理共鸣袁不容易入脑入心[4]袁这

就需要与高校其他课程协同育人袁充分挖掘其他课程

隐性育人资源遥 体育具有培养学生健康竞争意识尧坚

强意志品质尧自信生活能力尧正确价值观的功能遥 充分

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体育人文精神等思政元素和

价值元素袁并将其内化于心尧外化于行[5]袁将有助于思

政理论课堂渊显性课堂冤和体育课堂渊隐性课堂冤育人价

值的结合袁实现跨课堂的互动袁丰富高等中医院校思政

教育资源袁增强学生知识结构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遥

1.2 发挥体育课程协同育人合力袁 有助于完善思政

育人体系

2017年教育部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

实施纲要曳提出要构建课程育人质量提升体系袁推动

以野课程思政冶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6]遥 这就要求高

等中医院校要优化体育课程设置袁进一步完善教学设

计袁梳理体育课程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

思政教育功能袁 将其有机融入到体育教学各个环节

中袁将体育技能提升和体育育人紧密结合起来袁发挥

协同育人合力遥体育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袁要以德育人袁以

身垂范袁 主动将体育人文教育元素融入体育课程教材

中袁充分依托校园体育文化尧课外体育活动尧体育竞赛等

全方位育人袁健全高等中医院校体育全员尧全过程尧全方

位育人长效机制袁培养合格的高等中医药人才遥

2 高等中医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2018年以来袁福建中医药大学大力推动野思想引

领尧技能提升尧价值塑造冶三位一体的体育思政教学改

革袁充分挖掘体育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袁展现体育课

程的育人效果遥

2.1 强化顶层设计袁着力思想引领

学校体育部成立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袁组建由

思政课尧体育课尧中医学专业课教师组成的思政课程

专家队伍袁共同规划部署体育思政课程工作袁统筹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遥 学校强化顶层设计袁从育人理念尧育

人体系尧育人形态等方面入手袁引导教师自觉担负起

野课程思政冶主体责任袁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体育教育

教学全过程遥

2.2 抓好课程建设袁提升体育技能

依托体育课教师尧思政课教师尧中医学专业课教

师协同联动机制袁开展体育课程教学研究袁创新教学

方法与设计袁构建特色课程思政资源库袁引导学生主

动参与体育思政教学袁实现思想引领与技能提升无缝

衔接遥

2.2.1 立足学科特点袁构建特色课程思政资源库

2.2.1.1 建设体育思政共享资源库

以体育学科特色为立足点袁以高等中医药人才素

质要求为出发点袁通过顶层设计明确体育课程思政实

施目标尧主要内容曰针对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需求袁统

筹安排各门体育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和内容遥 组织课

程思政专家共同挖掘体育课程思政教育资源袁为讲好

体育课程提供鲜活事例袁突出高等中医院校体育课程

育人本质袁保障体育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而行[7]遥

体育思政共享资源库可分为野体育精神与文化冶野体育

明星成长史冶野学生身边的体育榜样冶等板块袁挖掘其

中共性的体育思政元素袁以人物故事涵养体育强国梦

信念袁以体育成就传播中华体育精神袁以身边的榜样

激发学生体育文化自信遥 为体育教师授课提供课程资

源袁为学生了解体育课程提供参考资料遥

2.2.1.2 挖掘差异化体育思政元素

鼓励体育老师在共建共享资源的基础上袁针对不

同专业尧年级学生特点袁分层尧分类尧分阶段挖掘不同

体育课程思政元素袁形成可复制尧可推广的体育课程

思政育人模式遥 如针对太极拳初学者袁可通过网络学

习尧微视频讲解尧课堂讲授等形式加深对太极拳文化

的认同袁培养学生主动练习太极拳的自觉性曰而对于

太极拳资深爱好者袁可通过动作精髓讲解尧太极拳小

故事尧表演赛等形式锤炼学生心志和品性养成袁进而

实现价值引领尧知识教育和技能提升的有机统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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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线上线下联动袁构建德育融合发展平台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教学手段智慧化

和教学模式科学化的体现袁有助于授课时间尧授课地

点尧授课内容尧授课方法尧教学评价与反馈的相互融合

与渗透[8]遥学校立足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袁合理规划线

上尧线下授课学时曰通过线上尧线下联动的形式重组尧

构建体育课程教学模式袁 形成体育课前知识预习+线

下体育课堂活动实践+体育课后反馈评价多阶段教学

模式曰形成课堂内外+校园内外+个体集体融合发展的

多维度立体育人发展平台遥如通过中国大学 MOOC平

台+电影渊如夺冠冤/综艺节目片段渊如来吧冠军冤等线

上形式导入排球课基础理论学习曰然后通过线下课堂

专项技术练习尧个性化指导纠正等形式有效提高排球

技术水平曰教师通过线上尧线下考核相结合的形式对

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考核袁 更注重学生的综合发展袁有

助于提升学习效果遥

2.3 遵循发展规律袁传递价值导向

2.3.1 尊重学生个性特点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体育课程思政的效果最终要以学生的学习效果

来检验袁 目前高等中医院校在校生以 95后尧00后为

主袁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思维方式遥 学校在开

展体育课程思政时要坚持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

体性相统一的原则袁着力提升体育教师育德尧育人意

识袁充分尊重不同学生的性格体征尧思想特点和运动

习惯有的放矢地设计教学内容尧选择教学方法尧开展

体育竞技袁用体育老师深厚的学识尧科学的方法引导

学生袁使学生在野学尧练尧赛冶中接受尧喜爱课程思政袁实

现价值引领与体育技能提升的良性耦合遥

2.3.2 紧扣时代发展主题袁传递主流价值导向

在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目标中袁价值塑造是体育

课程的野灵魂冶[9]袁因此体育课程思政团队持续优化教

学内容袁开发整合优质教学资源袁定期开展教学研讨袁

紧扣时代发展主题袁将时代的尧社会的正能量引入体

育课程袁重点培养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尧职业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袁引导学生在精神上和专业上双成长遥 学校

围绕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尧 抗疫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

时代主题袁将野女排精神冶野抗疫精神冶作为体育德育教

育的重要内容袁特别是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编制尧录制

的野太极健肺养心功冶课程袁在线上线下都广受学生好

评遥 这充分体现了体育课程所蕴含的强烈时代使命

感尧价值关怀和时代担当的思政元素袁有助于打造多

维立体的课程思政育人格局遥

3 高等中医院校体育课程思政融合路径探究

虽然经过 2年多的体育课程思政探索袁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遥 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袁具

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0-11]院淤在一定程度上袁还存在

重野技能性冶而轻野育人性冶现象曰课程思政资源不够丰

富袁授课方式仍需改进曰盂差异化课程育人模式尚未

形成曰榆大学体育野课程育人冶的合力还需加强遥 为此袁

高等中医院校还需进一步探索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

有机融合的路径袁深挖体育课程中的中医要素尧思政

元素袁使体育课程与中医专业课程尧思政课程做好结

合和融入袁将无意识的行为转变为有意识的系统性行

为袁才能更好地提升体育课程育人质量遥

3.1 转变思想认识袁充分挖掘体育课程思政元素

当前袁体育课程思政工作的教育主体尧教育对象尧

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袁传统野孤

岛式冶尧 零散式的课程思政模式很难满足新时代高等

中医院校学生思政工作需要和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遥

因此袁高等中医院校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袁真正转

变思想认识袁以野课程思政冶建设为抓手袁促进不同学

科间育人价值的联结袁加强课堂内外联动袁实现学生尧

教师尧体育竞赛尧社会体育活动等多方位配合袁切实保

证各方参与者主动投入野守好一段渠尧种好责任田冶的

课程思政工作中袁使体育课尧专业课尧思政课同向而

行袁形成合力袁使学生在中医专业知识学习过程中袁自

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袁提升体育技能袁使体育课尧专业

课尧思政课由野多张皮冶向野一盘棋冶转化遥

3.2 整合有效资源袁构建完整体育思政育人体系

构建完整的体育课程思政育人体系袁需要在学校

党委统一领导下袁在学校各教学行政职能部门的密切

配合下袁统筹整合教学资源尧师资队伍尧组织保障尧体

制机制等方面的优势资源袁实现师生联动尧部门联动尧

教学资源联动的课程思政运行机制袁 促进课堂教学尧

课内外体育锻炼尧体育竞赛等有机结合袁规划科学尧合

理的整体体育课程思政教育方案袁以提升体育课程思

林 蔚院高等中医院校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 105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12期

政效果遥

3.3 健全评价体系袁营造良好体育思政育人生态

建立健全教师评价体系袁将课程思政纳入教师评

价考核范畴袁把不同专业尧不同学科教师参与课程思

政建设情况和教学效果作为教师评聘尧考核尧管理的

重要依据遥此外袁健全课程思政激励机制袁在各种考核

评比过程中突出课程思政教学成果奖励袁 形成制度

化尧 常态化的集体备课机制和教学督导检查机制袁鼓

励教师针对不同学生实际开发个性化的课程思政教

育探索袁提升体育思政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遥

4 小结

体育课程思政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袁高等中

医药院校要结合不同专业特点和学生个性化差异袁做

好顶层设计尧整合优势资源尧健全考核评价与激励机

制袁多维度引导学生尧教师主动投入体育课程思政建

设袁提高体育课程尧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的耦合度袁切

实提升体育课程思政育人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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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Path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N Wei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Fujian 350122 )

Abstract: Secretary general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at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should

adhere to the "eight phases of unity", which include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unity of explicit education and implicit education,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contained in other courses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realize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from various angles".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 , we should deeply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urse, and

unify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of course around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cultiva鄄

tion and capability cultiv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 the universities of TCM, and an impor鄄

tant carr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contain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t should consciously shoulder the

mission of its main channel of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ies of TCM, introduces the trinity

teaching reform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ts shortcomings,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integration develop鄄

ment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ath,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ec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the universities of TCM.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llaboration in cultivating talents;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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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信息技术和学科融合是教育信息化关注的

重点遥 2012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渊2011要2020年)曳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我们

教育信息化任务是要实现全面融合的阶段性发展目

标袁要求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袁创新教学方式与

教育模式[1]遥 几十年来实践和探索需要我们进行有效

提炼尧及时推广和持续完善遥 特别年前的那一场疫情

下袁全国各地开展野停课不停学冶的线上教学活动袁让

我们看到了信息技术带来的教育方式的转变袁也让我

们发现了其中的一些不足遥促使我们不断地思考信息

技术应该如何更好的与学科之间进行深度的融合遥

1 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下的教学结构转变

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的利用

信息技术袁推动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改变袁形成野教师主

导要学生主体相结合冶的教学结构[2]遥在过去我们教师

是教学的主体袁教师往往担心知识点讲的不够袁讲的

不清楚遥整节课上都是老师精心设计的一个个知识环

节袁而往往忽略了学生的接收能力遥 同时没有多元的

交流渠道袁使得学生能够把读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

时的和老师以及同学们共同分享遥 这种共同协作的途

径的缺失不单单是让学生失去与人互助合作的机会袁

更是让整个学习变成是一个人的野战斗冶遥 近年来这种

教学模式纷纷被新的教学结构所取代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课堂教学结构的改变

Fig. 1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classroom teaching

在这种模式下袁整个教学被分成课前预习要要要课

中探讨要要要课后反馈三部分遥 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主

体袁在课前他们可以根据老师提供的视频材料或者网

络资源自主安排学习的时间和内容袁有针对性的补充

知识的薄弱处遥 在课堂上带着问题一起共同思考和辩

论袁引起思维的碰撞袁激发学习的兴趣遥 课后形成的结

论和产生的困惑可以第一时间发送给老师袁进行深入

的讨论遥 老师的角色也不再是简单的讲授者袁而是转

变成一个引领者袁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去开拓学生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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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袁同时和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尧解决问题遥 这整个过程

中强调自主学习已经成为全体的共识袁学生的主体性

更是得以突出袁最终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遥

2 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下的课堂转变

让学生学会独立学习袁不是放任不管袁而是无声

的引导遥 同时要做到真正的让每个学生都能有个性的

发展袁我们必须充分掌握学情袁这就需要信息技术的

支持和应用遥 通过它支持教学结构的更新袁支持教学

内容的变革袁从而形成新的教学模式遥

2.1 教学决策数据化

传统教学中学生对学情的了解以经验为主遥 而我

校近几年来先后引进了包括极课大数据在内的多种

软件工具袁让老师能够在课前对学生的预习情况和知

识的掌握程度有了清晰的认识遥 这样不但保证了在授

课的过程中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学生的困惑所在袁更是

把时间节省下来用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遥 同时教师使

用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库袁通过及时推送 野微课冶袁不

但解决了学生个性学习的需要袁更能解决学生学习上

的难点遥众所周知,没有庞大的资源库袁 就难以让学生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 更不可能有自主发现和

自主探索[3]遥 更重要的是学生在面对这些资源的时候

可以对其中的任何一个知识细节进行反复的观看和

思考袁 而不是被迫去重复倾听老师们所认为的难点袁

最终实现真正的理解教材的知识点遥 同时学生所关注

的难易点袁还可以通过网络技术收集起来袁成为教师

备课的最新依据袁增加教学的有效性遥 而数据化的采

集不但能够纵向反应不同阶段的学生教学薄弱点袁更

是能在横向比较不同学年在校学生的得分情况袁为后

期的教学方向和试卷检测做出精准指向遥

2.2 试卷讲评精准化

相比与平时的教学过程袁许多老师往往更害怕试

卷讲评课袁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教师的个人表演遥

对考试的分析无法全面到位袁往往都是老师把自己讲

解方法向学生进行全盘灌输袁而无法对学生的思维观

念产生冲击遥 老师更是没有办法对同学的错误源进行

分析袁达到通过考试来检验学生思维漏洞的效果遥 大

多数学生只知道正确的解题方法袁却无法结合自身进

行有效运用遥 学生被动学习袁听课效率大打折扣袁更是

会出现一听就过袁下次还是同样犯错的局面袁产生野听

和没听一个样冶的厌烦抵触心理袁学习效果可想而知遥

信息技术的应用则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遥

2.2.1 全真模拟

通过野先批改后扫描冶袁将学生的解答痕迹尧教师

的批改痕迹都保留下来袁 与高考的改卷效果相吻合袁

让每一场的考试都是高考的全真模拟袁学生能够便利

在电脑上看到自己试卷的电子版本袁从一个旁观者的

角度去看待自己的解答内容和解析过程袁最后提出更

高的要求遥

2.2.2 互动评价

每次考完袁通过信息技术我们都能得到整张试卷

的所有有效信息袁包含每个同学的答题情况遥 我就可

以针对性的安排学生进行解答袁根据不同的难度邀请

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解题过程的演示袁 在这个过程

中袁因为学生的思维习惯是更加接近的袁所有会有更

多的思维碰撞袁帮助其他同学更好的理解问题遥 而在

关键的历史论述题中袁我会把不同分数段的典型学生

的答案展示在屏幕上袁 要求全班同学给这些答案打

分袁并说明打分的依据袁最后亮出老师的分数袁观看是

否吻合袁并说明理由遥 通过这种方式袁让每个学生都

野动冶起来袁主动参与到课堂中来袁整节课充满了生生

之间的互动袁以及师生之间双人或多人交流遥 信息技

术的实时互动等特征袁 可以帮助学生不断变革内容袁

建构自己的意义世界[4]遥学生掌握课堂主动权袁老师只

需做好前期组织和后面的引导尧归纳遥 教师摆脱传统

定位袁变野灌输冶为野引导冶袁变野教授冶为野启发冶袁成为亦

师亦友的同伴遥

2.2.3 建立个人成长档案遥

档案袋不单单是要关注学生所做的东西袁更重要

的是揭示了他们在做出自己决定时所使用的策略[5]遥

每次的考试和练习卷的信息都储存在电脑里袁按照学

科和时间分类整理袁 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清晰的看到袁

可以节省大量的翻找试卷和分析错误的时间袁可以直

面问题并相应解决遥 极课大数据系统里还能整理错误

率比较高的题目自动生成一份卷子和推送同类型的

题型袁让学生直面不足袁做到有错必纠遥 还能找出各班

之间的薄弱点进行定点突破袁做到精准定位袁补齐短

板遥 现阶段这已经成为一线老师开展补缺补漏活动袁

以及考前高分冲刺的有效辅助手段遥

2.3 课堂学习高效化

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袁我们把老师从知识传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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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各类数据的大海中解放出来袁让他们可以专注知

识点的突破尧启发学生的思维和关注个性学生遥 在课

堂学习中袁 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提供更多的知识信息袁

而学生通过收集尧分析和处理信息来实际感受并体验

知识的建构过程 ,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6]遥

学生也可以随时提出问题袁发送给老师袁就算是一时

错过也有系统纪录在册袁方便老师整理和观看遥 对传

统课堂形态是一种极大的突破袁学生不是满足做一个

信息的接收者袁而是主动发送信息袁并能够及时收到

反馈信息遥 变教为学袁学为主导遥 课堂上袁除了有野听

讲冶袁更多的是野独学尧对学尧群学冶和野自主尧合作尧探

究冶遥 导学预习尧学后再教尧共同讨论尧成果展示已成为

课堂常态袁学生的学习尧实践和交流等能力明显提升遥

3 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下的教学反思

信息技术只能是工具和手段袁要让他们服务于我

们的教学改革遥 教育信息化它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

程袁在今后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会频繁出现袁也是新的

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产生的肥沃土壤遥 它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形成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通过精准定位袁高效引导袁把学生从繁重的学习负担

中解脱出来遥 但在利用信息技术同学生开展交流合

作尧探究建构与个性化发展等方面仍然能力欠缺[7]袁存

在一些问题院第一尧有些教师把课堂变成了野信息技术

满堂灌冶遥 信息技术出发点是为人进行服务的袁不能为

了让自己的课变的更加的野高大上冶袁拼命增加新技术

和新效果袁结果变成了信息技术的展示课袁而不是教

学课遥 第二尧部分教师找不到学科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点遥 信息与学科的融合不是简单的把两者叠加袁在于

两者的有机结合, 使其成为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或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体[8]遥学科特色不同袁核心素养的

培养也不尽相同袁如何找到与各自学科最契合的信息

展示法袁需要老师结合自身不断的思考和探索遥 不能

只是简单的抄袭和罗列袁这样也会失去学科自身的特

点所在遥 只有通过深挖学科特色袁然后再运用信息技

术去扩大袁去升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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