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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蕨类植物中袁 瓶尔小草类的孢子囊壁由多层细

胞组成袁属于厚囊蕨类袁且孢子叶渊能育叶冤与营养叶

渊不育叶冤分开袁但下部有一共同的直立总柄遥按秦仁昌

的中国蕨类分类系统袁 瓶尔小草类植物被划分为 3个

独立的科, 即瓶尔小草科渊Ophioglossaceae冤尧阴地蕨科

渊Botrychiaceae冤和七指蕨科渊Helminthostachyaceae冤[1-2]遥

近年来袁DNA序列和其他分子证据越来越多地被用于

蕨类植物的系统发育研究袁为重建和澄清蕨类植物系

统演化和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证据, 新的现代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分类系统也被提出[3-4]遥按照目前

最新的观点袁蕨类植物渊Monilophytes冤包括松叶蕨类

渊Whisk ferns冤尧 木贼类 渊Horsetails冤尧 瓶尔小草类

渊Ophioglossoids冤尧合囊蕨类渊Marattioids冤和薄囊蕨类

渊Leptosporangiatae ferns冤, 其中前 4类植物较为原始袁

构成蕨类植物的基部类群[5]遥 基于叶绿体基因序列分

析研究表明,瓶尔小草类植物为一个独立的单系类群[6]遥

目前袁国外一些重要的蕨类分类系统都接受一个广义

的瓶尔小草科袁即将上述阴地蕨科和七指蕨科植物作

为瓶尔小草科内的不同属处理 [7-10]遥 叶Flora of China曳

(下文简称为 FOC) [11]是全世界第 1个在科一级水平

上采用基于现代分子系统学结果的分类系统的蕨类

植物志[12]遥 据 FOC袁瓶尔小草科全球有 4至 10属袁约

80至 112种袁分布于全世界[11]遥 与叶中国植物志曳[1]比

较袁FOC撤销七指蕨科尧阴地蕨科袁七指蕨属阴地蕨属

转入瓶尔小草科袁所以 FOC中瓶尔小草科包含瓶尔小

草属 尧阴地蕨属尧七指蕨属等 3 属尧22种[11]遥 1982年出

版的叶福建植物志曳[13] 所记载的蕨类植物采纳秦仁昌[2]

系统概念袁记载阴地蕨科阴地蕨属 2种尧瓶尔小草科

瓶尔小草属有 3种袁其分类系统较老旧袁有必要依据

现代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分类系统概念袁对福建瓶尔小

草科植物分类进行重新梳理袁为以后进一步的相关研

究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依据目前国际上现代石松类和蕨类分类系统[7-10]袁

通过整理叶福建植物志曳[13]叶中国植物志曳[1]和叶Flora of

China曳[11]中福建瓶尔小草类植物有关记载袁查阅国内

各馆藏标本和叶福建植物志曳出版后有关福建蕨类植

物研究文献袁并结合多年野外调查袁对福建瓶尔小草

科植物分类进行修订袁对有关属种分类变更进行分析

福建瓶尔小草科植物分类

李国平袁 杨鹭生

(武夷学院 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院基于多年野外调查尧标本考证和相关文献的研究袁依据目前国际上现代石松类和蕨类分类系统概念袁对福建

瓶尔小草科植物的分类进行修订袁确定福建有 2属 4种袁即阴地蕨属的阴地蕨[Botrychium ternatum 渊T.冤 Swartz]和华东阴地

蕨 [Botrychium japonicum 渊P.冤 Underwood]曰 瓶尔小草属的瓶尔小草 渊Ophioglossum vulgatum linnaeus冤 和柄叶瓶尔小草

渊Ophioglossum petiolatum hooker冤遥 探讨了心叶瓶尔小草渊O. reticulatum冤和一支箭渊O. pedunculosum冤等存疑种的相关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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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遥

2 结果

福建瓶尔小草科有 2属 4种遥

2.1 阴地蕨属渊Botrychium冤

本属全球约 50~60种遥我国有 12种袁分布于全国

各地遥 福建有 2种遥

2.1.1 阴地蕨

产福州市区尧沙县尧仙游袁生丘陵地灌丛阴处袁海

拔 400~1 000 m遥 分布于浙江尧江苏尧安徽尧江西渊庐

山冤尧湖南尧湖北尧广东尧广西尧贵州尧四川尧重庆尧河南尧

山东尧山西尧辽宁尧台湾遥 日本尧韩国尧越南尧尼泊尔及喜

马拉雅也有分布遥

2.1.2 华东阴地蕨

产福州市区袁生林下草丛或林缘溪边袁海拔约

1 200 m遥 分布于浙江尧广东尧贵州尧安徽尧湖南尧江苏尧江

西及台湾遥生林下溪边袁海拔 1 200 m以下遥日本尧韩国也

有分布遥

2.2 瓶尔小草属渊Ophioglossum冤

全球约 28种袁主要分布于北半球遥 我国有 9种袁

分布于全国各地遥 福建有 2种遥

2.2.1 瓶尔小草

产厦门市尧漳州南靖尧福州市区尧福州市永泰县尧

三明市建宁县尧南平市武夷山市等地袁生海拔 3 000 m

以下的林下溪边或湿润草地上遥 分布于长江下游各

省尧广东尧广西尧贵州尧云南尧湖南尧湖北尧四川尧山西尧陕

西南部尧台湾及西藏遥 印度尧日本尧朝鲜尧斯里兰卡及欧

洲尧澳洲尧美洲等地广泛分布遥

2.2.2 柄叶瓶尔小草

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袁魁星岩遥 产贵州尧海南尧

湖北尧云南尧四川和台湾遥 生开朗的灌丛山坡袁海拔

200~3 300 m遥 热带和亚热带亚洲尧南美洲尧澳洲尧新西

兰也有分布遥

3 讨论

叶福建植物志曳[13]记载的阴地蕨科渊Botrychiaceae冤

有阴地蕨属 1属 2种遥 本文据 FOC撤销阴地蕨科袁阴

地蕨属 2个种转入瓶尔小草科遥

叶福建植物志曳[13]记载的瓶尔小草属有 3种袁即心

叶瓶尔小草渊O. reticulatum冤尧瓶尔小草渊O. vulgatum冤

和一支箭 渊O. pedunculosum冤遥 其中袁心叶瓶尔小草被

收录进叶福建植物志曳[13]袁仅是根据野福州等地的庭院中

偶有栽培冶遥 根据笔者对现有福建瓶尔小草属标本材

料的查看袁 包括利用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 CVH植物

标本子平台渊http://www.cvh.ac.cn/冤进行标本检索袁发

现并无采自福建的心叶瓶尔小草标本袁即心叶瓶尔小

草在福建的分布缺乏标本凭证遥 根据笔者多年的植物

野外调查也没有发现有心叶瓶尔小草的自然分布袁故

本文不予承认遥 福建是否有心叶瓶尔小草的自然分布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关于叶福建植物志曳[13]中记载的一

支箭渊O. pedunculosum冤问题袁根据 FOC袁一支箭的不

育叶中间具一条明显的苍白色条带袁中国目前无该物

种的分布记录袁原来一些被鉴定为一支箭的标本应系

鉴定错误袁 应该为柄叶瓶尔小草 渊O. petiolatum中国

植物志中文名为钝头瓶尔小草冤遥 据笔者的标本调查袁

确定福建有柄叶瓶尔小草渊O.petiolatum冤自然分布袁凭

证标本院叶国栋袁永春县袁魁星岩袁1980 年 5 月 7 日袁

FJSI018066渊福建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冤曰周楠生袁

340袁福建采集袁具体时间地点不详袁PE00405312渊中科

院植物研究所标本室馆冤遥

瓶尔小草科七指蕨属全球仅有 1种袁 即七指蕨

[Helminthostachys zeylanica (Linnaeus) Hooker]袁分布于

热带亚热带地区遥 我国广东尧海南尧云南与台湾有分

布遥 福建尚未发现有分布记录遥

据 FOC袁我国瓶尔小草属有 12种袁其分种依据主

要是植物体大小与不育叶性状袁而这些性状的变异性

很大袁在标本鉴定时很难正确把握物种的界限遥 比如袁

据笔者野外观察袁瓶尔小草渊O. vulgatum冤的同一个居

群中不育叶形状存在卵状长圆形至宽卵状的过渡类

型袁不育叶基部存在长楔形至截形的过渡类型袁叶基

部甚至存在近于心形的情况袁所以瓶尔小草尧柄叶瓶

尔小草和心叶瓶尔小草渊O. reticulatum冤3个物种间的

界限实际上不够明确袁无法严格区别遥 所以袁瓶尔小草

属以营养体大小和不育叶性状作为分种依据在实践

上很难操作袁可靠性存疑遥 建议应用分子系统分类学

手段对瓶尔小草属的分类及系统演化进行深入研究袁

2窑 窑



Taxonomic Revision for Ophioglossaceae in Fujian Province

LI Guoping, YANG Lusheng

(School of Ecology and Resource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袁Wuyishan袁Fujian 35430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specimen examination and related literature, the taxonomic revision of Ophioglossaceae in

Fujian Flora(VOL.玉)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widely accepted classi cation for lycophytes and fer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mily Ophioglossaceae in Fujian Province comprised 2 genera and 4 species,viz. Botrychium ternatum (T.) Swartz, B. japonicum (P.) Un鄄

derwood曰 Ophioglossum vulgatum Linnaeus and O. petiolatum Hooker. Some relevant problems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 of O. reticulatum and

O. pedunculosum were discussed. The paper provided some references for future investigations on Fujian flora.

Key words: ferns; O. phioglossaceae; classification system; Fujian Province

对瓶尔小草属的分类进行修订袁提出更科学更明确的

分种检索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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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是人们回归自然袁舒缓身心袁促进交往的良

好场所袁而园艺植物又是私家庭院中必不可少的组成

要素袁是庭院的重要成分遥 国内对于园艺植物在私家

庭院中的应用研究袁较为注重私家庭院的景观设计与

营造袁在选择的植物类型中袁较多选择乡土品种中具

有较高观赏价值的品种应用于庭院中袁园艺植物类型

多为观赏花卉与观赏灌木袁观赏蔬菜的应用较少遥 在

城市中袁私家庭院多受城市生活影响袁以观赏功能为

主袁更注重庭院铺装尧墙面绿化袁故注重庭院设计袁较

少重视生产功能与经济价值袁庭院中应用较多的是观

赏盆景尧花卉袁乔灌木较少[1]遥在乡村中袁私家庭院更注

重生产功能和内部景观营造袁常作为蔬菜种植尧交流

休息的场所袁 在园艺植物类型与选择方面也更为丰

富袁多种植蔬菜及高大遮荫的乔灌木袁但由于乡村庭

院更注重生产功能袁 所选择果蔬植物虽经济价值高袁

但观赏性不够强遥 目前袁私家庭院中应用的园艺植物

种类随地区不同而不同袁 大体上多以本地物种为主袁

性状优良的外来物种为辅袁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经济

价值的植物种类遥 在大部分庭院设计中选用的物种都

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趣味性袁 多为常见观赏花灌木袁

如海棠 渊Malus spectabilis冤尧碧桃 渊Amygdalus persica

duplex冤尧木香渊Rosa banksiae冤尧凌霄渊Campsis grandi鄄

flora冤尧紫藤渊Wisteria sinensis冤等袁而观赏蔬菜尧果树种

类较少遥许飞等[2]对福建省庭院树木调查发现袁庭院中

树木类所占比重仅 9.61豫袁 庭院中的蔬菜类型也较

少袁栽培技术也较为缺乏遥 在植物配置方面袁大部分庭

院配置方式以孤植为主袁其次为丛植袁三是基础或色

块种植袁四是群植或者片植袁五是垂直绿化袁最后是容

器园艺遥 在设计意图上袁将园艺植物应用于私家庭院

更注重实用性尧艺术性[3]遥刘金燕[4]认为袁未来私家庭院

景观的发展会更趋向简洁个性尧精致趣味尧生态节能

和舒适人文遥 庭院中应用的园艺植物不仅是观赏与经

济高的植物袁还会趋向于有保健功能的植物及有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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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的植物袁 因为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袁

而我国人文精神多元化发展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我国植物设计应用[5-7]遥园艺植物在私家庭院中的

应用多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应用和选择方式遥 在大

部分私家庭院中袁常常注重景观的设计而忽视园艺植

物本身的应用选择袁对该地区庭院适宜种植的植物类

型研究偏少袁对经济价值高的植物应用较少袁庭院植

物的栽培技术也有限遥 本研究选取武夷山市的私家庭

院袁分析该地庭院中园艺植物应用的普遍问题袁综合

园艺植物的生态效益尧经济效益和景观效益袁给出一

套园艺植物在该地区庭院中的应用方案袁以供参考遥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调查地点为福建省武夷山市武夷学院教师公寓遥

调查的公寓位置有两处院位于学校南部位置的南苑公

寓区及校外的知行学村公寓区袁公寓住房户型有公寓

式与别墅式两种类型遥 研究对象为私家庭院内的植物

及应用植物配置形成的景观袁包括植物的种类尧数量尧

栽培方式尧庭院应用方式尧庭院植物的景观层次及功

能效益袁并调查了该地住户对庭院植物的选择倾向遥

1.2 研究方法

于 2018年 12月要2019年 1月调查两公寓区域

内的 1楼露地庭院袁并随机对庭院住户进行访谈遥记录

两处公寓区庭院内园艺植物的种类尧栽种株数渊丛数冤尧

生活型与配置模式袁绘制庭院植物配置图进行分析袁以

植物的观赏性尧食用性等为划分依据袁用层次分析法进

行庭院配置模式功能分类袁用 CAD绘制配置图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庭院植物组成及栽培方式分析

2.1.1 庭院植物种类与数量分析

对教师公寓 107户露地私家庭院的调查中袁共发

现园艺植物 123种渊含变种尧亚种尧栽培品种冤袁植物数

量总和为 495株袁 出现频率前三的 3 个物种为木犀

渊Osmanthus fragrans冤尧 苏铁 渊Cycas revoluta冤尧 茶花

渊Camellia japonica冤遥

对教师公寓私人庭院植物生活型分析结果表明袁

草本植物 66种袁 占总数的 53.66%曰 灌木类植物 27

种袁占总数的 21.95%曰乔木类植物有 16种袁占总数的

13.01%曰藤本类植物有 13种袁占总数的 10.57%曰棕榈

类植物 1种袁为苏铁遥 其中袁景天科所含植物种类较

多袁 为 11种袁 以多浆植物为主袁 占比为植物总数的

8.94%遥

对庭院植物的园艺学分类表明袁 有果树 7种袁蔬

菜 17种袁观赏植物 97种袁药用植物 2种遥 这表明观赏

植物为该区私家庭院的主体植物类型遥

此次调查发现的园艺植物分属 3个门袁63科袁108

属遥 其中双子叶植物最多袁 有 88 种袁 占总数的

71.54%袁蕨类植物仅 1种遥

表 1 植物所属门的频度

Tab.1 Plants phylum frequency

2.1.2 庭院植物栽培方式分析

在 107 户庭院中袁 调查记录各类植物共计 495

株袁其中袁采用露地栽培方式的植物共 296株袁占总数

的 59.80%袁采用盆栽栽培的植物共 193株袁占总数的

38.99%遥上述结果表明露地栽培与盆栽是该地区庭院

植物栽培的主要方式遥 仅 1处庭院针对观赏石斛采取

了附着树干的空中栽培方式遥

2.2 庭院植物配置分析

在调查庭院中袁由于庭院场地小袁故庭院植物应

用方式多为散植袁散植占比最大袁为 85.25%袁其次为

篱植袁占比为 6.06%袁对植最少袁仅为 5.66%遥

在立体绿化方面袁调查庭院中袁屋顶绿化的庭院

有 38户袁占调查庭院总数的 35.51%曰墙面绿化的庭

院有 11户袁 占 10.28%曰 进行窗户绿化的庭院有 17

户袁占 15.89%遥 在庭院小品及水景布置方面袁有桌椅

小品的庭院有 22户袁占总数的 17.87%曰有水景的庭

院有 5户曰设有假山石景的庭院仅有 2户遥

按照庭院主要种植植物的功能渊观赏为主尧食用

被子植物渊单冤 32 26.02

被子植物渊双冤 88 71.54

蕨类植物 1 0.81

裸子植物 2 1.63

总计 12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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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冤对 107户庭院进行分类袁可将调查的庭院大致

分为 3大类型院庭院以庭观赏型植物种植为主尧庭院

以食用型植物种植为主尧庭院中观赏型及食用型植物

均衡种植渊以下简称为观赏型庭院尧食用型庭院尧混合

型庭院冤遥 其中袁观赏型庭院有 68户庭院袁有单层尧双

层尧三层与四层及以上 4种观赏植物配置模式袁其中

双层模式有 29户庭院袁占比最大曰食用型庭院总共有

6户庭院袁有单层尧双层尧三层 3种食用植物配置模式袁

其中单层模式占比最大曰混合型庭院共有 33户庭院袁

有双层尧单层尧四层尧五层尧六层 5种配置模式遥 在 3种

功能庭院中袁双层模式总数最多袁共 34户袁占总数的

31.78%遥 故观赏功能为教师公寓庭院的主要功能遥

2.3 户主访谈分析

根据访谈结果袁8位户主选择种植观赏性植物袁占

访谈总数的 26.67%袁1位户主选择种植食用性植物袁

占访谈总数的 3.33%袁21位户主选择种植观赏性与食

用性兼备的植物袁占访谈总数的 70.00%遥 故住户更倾

向选择具有赏-食兼备的植物袁 增加庭院植物的种植

价值遥

3 小结

在种类组成上袁观赏植物为教师公寓私家庭院的

主体植物袁其中以双子叶植物为主袁草本较多袁庭院乔

木的种类偏少袁且多为小乔木曰观赏植物的种植方式

以露地栽培和盆栽为主遥

在庭院配置模式上袁植物以散植尧篱植为主袁对植

最少曰双层结构的配置模式最多袁多为乔木-灌木组合

形式袁庭院植物多以观赏功能为主遥

在庭院小品选择上袁教师公寓庭院的山石尧水景

小品景观少袁以休憩小品袁如桌椅等元素为主遥

在绿化功能上袁庭院绿化主要以美化环境与游憩

功能为主袁生产功能较弱袁食用尧药用植物较少袁经济

效益较低遥

综合以上调查结果表明袁园艺植物在武夷学院教

师公寓私家庭院中的应用存在以下主要问题院植物种

类单调尧植物配置凌乱尧种植空间分区不明显尧园林小

品缺少尧庭院景观较为枯燥遥

4 种植设计方案

针对本次调查结果袁以其中一种别墅庭院空间为

例袁提出本方案供当地庭院种植参考遥

考虑到被调查的住户大多数偏爱混合型庭院袁结

合公寓户型尧风格尧家庭组成与住户选择倾向对空间

进行划分袁使功能分区明显袁并增加庭院小品曰在物种

选择上适当增加赏-食兼备的植物类型袁如桃树尧梨树

等花尧果尧赏尧食俱佳的植物袁也可增加观赏性强的蕨

类尧蔬菜等袁如肾蕨尧鸟巢蕨尧木耳菜尧观赏南瓜等遥

整体设计思想为院活泼野趣的混合型庭院袁绿色

为主色调袁观赏植物为主体袁兼顾果蔬等食用植物遥

具体功能分区如下院 将庭院空间分为活动区尧种

植区 2大区域袁种植区被汀步分隔成两处渊图 1冤遥活动

区做生态硬质铺装袁设置桌椅尧汀步遥 考虑到教师公寓

户型袁本方案在屋顶廊架上设计攀爬藤本遥 种植区分

A 区渊乔木区冤尧B 区渊灌木区冤尧C 区渊草本区冤3 个区

域遥 A区位于庭院外围袁可种植枇杷尧柚子尧杨梅尧梨

树尧枣树尧山楂等果树类乔木曰B区外围也可种植上述

乔木袁靠内可种植灌木尧矮竹尧棕榈型植物袁如苏铁尧茶

花尧金桔等植物袁该区面积较大袁可根据住户需要袁设

置种植槽袁开辟小型蔬菜区尧草药区尧香草区曰C区为

草本区袁种植一些宿根花卉尧球根花卉或一尧二年生观

赏草花袁见图 2遥

图 1 庭院空间分区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urtyard space division

图 2 庭院植物配置效果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courtyard configur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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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景观营造院若庭院空间许可袁可修挖小型水

池袁种植荷花尧睡莲等水生植物袁如空间不足亦可放置

水缸袁种植凤眼莲尧大薸等植物袁打造庭院水景曰在活

动区可灵活放置活动桌椅袁供家庭成员日光浴尧烧烤

等使用曰活动区边缘位置可设置花钵尧花架袁放置盆

栽尧盆景袁使庭院植物空间更为丰富曰在庭院适合位置

放置山石尧树墩等物品袁结合具体生境种植长春藤尧虎

耳草尧菖蒲等植物营造自然景观遥 大乔木的树下亦可

种植玉簪尧绣球等耐阴植物袁乔木树干上可以考虑附

着种植槲蕨尧石斛尧兰花尧空气凤梨等植物袁以丰富空

间层次遥 可在 B区增设小型种植区袁规划后少量种植

一些蔬菜类尧香草类尧小型攀爬果实类等植物袁满足住

户的混合型庭院功能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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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orticultural Plants in Private Gardens

LI Yanyan, LIN Jiahui, NIE Chuan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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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ele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garden plants in Wuyi Mountain and to improve and inno鄄

vate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horticultural plants in the gardens, taking the teachers爷 apartments in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is conducted on the categories and application situations of horticultural plants in private courtyards. On the basis of residential en鄄

vironment surveys, the courtyard surveys and household interview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categories, quantity, composition, the configu鄄

ration patterns in courtyard and the suitable planting conditions of plants in private courtya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total of 123 plants,

belonging to 109 genera and 63 families (including varieties, subspecies and cultivars) are planted in the 107 open private courtyards in鄄

vestigated. The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ornamental plants are the main plants in private courtyards of Wuyi University which belong to 97

categories accounting for 78.86% of the total. Furthermore, 101 households爷 gardens are for the viewing function accounting for 94.39%,

thu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function of courtyards is the viewing function. And the ornamental arbor--ornamental shrub con鄄

figuration is the major configuration pattern which shows in 34 households, 31.78% of the total. Besides, it爷s found that among the 30

households interviewed, 96.67% of them would be inclined to choose those with ornamental or ornamental -edible values as courtyard

plants. The plants in the teachers爷 apartments had low efficiency of functional production. Moreover, the allocation of courtyards is some鄄

what in disorder and the configuration of different courtyard styles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the end of the thesis, the mixed-planting con鄄

figuration is suggested to the selection of courtyard plants爷 species and the allocation.

Key words院horticultural plants曰categories曰 configuration曰 private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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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动物或植物的整体或局部整理后袁 经加工袁保

持其原形或特征袁并保存在科研单位或学校的实验室

中袁供生物学等学科教学尧科学研究或陈列观摩用的

实物袁为生物标本[1-2]遥生物标本分为浸制标本尧剥制标

本尧干制标本尧骨骼标本和切片标本[3]遥 传统生物标本

制作技术复杂尧制作周期较长[4-8]袁标本造型比较单调袁

缺乏创新性和时代感[9-11]遥

阜阳师范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中心与阜阳机场

以及阜阳各县市林业部门具有长期而良好的合作关

系袁在阜阳机场日常鸟击防范工作中袁大量枪击或网

捕的鸟类在保护中心得到细心的救护袁康复的鸟类被

放归野外袁 死亡的鸟类由标本制作团队制成生物标

本曰另外袁在林业部门查办的野生动物案件中袁经常有

一些受伤或生病的野生动物需要送到保护中心进行

救护袁经过精心的医疗和喂养袁康复的动物被放归野

外袁死亡的动物被制成标本遥 通过与林业尧民航部门建

立良好合作关系袁参与野生动物救护尧机场鸟击防范

以及死亡动物的处理工作袁解决标本来源问题袁确保

动物标本来源合法尧充足遥

保护生物学研究中心的标本制作团队基于长期的

实践过程以及多年参加省级生物标本制作大赛的经

验袁从剥制标本的填充尧骨骼标本的透明化染色以及组

合标本的整体设计上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遥

1 剥制标本填充技术改进

1.1 聚氨酯填充技术

聚氨酯无毒无味袁同时具有质量轻尧易塑形尧不吸

水尧不发霉尧易取材等优点袁采用聚氨酯填充技术能使

剥制标本体态丰盈尧栩栩如生[12]遥在传统的剥制标本制

作过程中袁通常采用棉花作为填充材料袁但是棉花作

为填充物容易吸水发霉尧整形繁琐并且成本较高遥 以

聚氨酯作为填充物有效的克服了这些缺陷袁简化了标

本制作工艺袁提高了标本整形效果袁延长了标本保存

期限遥 根据标本制作实践经验袁聚氨酯填充技术尤其

适用于兽类和鱼类剥制标本工艺中遥

生物标本制作技术改进与标本组合的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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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填充标本制作范例院 聚氨酯填充小鼠标

本遥 首先对小鼠进行剥离袁然后根据提前预设小鼠的

完美姿态袁如伸头仰望尧四处觅食尧玩耍嬉戏或者是相

互打闹等姿势袁对聚氨酯进行一定的塑形袁研磨和加

工袁使填充后的小鼠标本袁体型饱满袁神态自然遥 最后

根据不同的生态场景袁对完成的小鼠标本进行适当的

摆放袁以期呈现不同的生态效果遥

1.2 聚苯乙烯泡沫塑形技术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具有抗水性强尧质量轻尧硬度

适中尧易于模塑成型等优点袁是一种物美价廉的标本

塑形材料[13]遥在动物剥制标本制作过程中袁以聚苯乙烯

泡沫塑料为填充材料袁根据动物的身体构造袁把握好

四肢的比例特点袁使用热风枪雕刻出鸟类尧兽类尧爬行

类等动物的躯体模型袁 最后将动物皮张缝合在模型

上袁即完成整个工序遥

这是近年来开发出的一种新技术袁使用聚苯乙烯

作为剥制标本的塑形材料袁替代了传统的砒霜防腐剂

和棉花填充物袁 使得标本制作工艺更加环保高效袁制

作成本也显著降低遥 采用聚苯乙烯作为塑形剂袁还具

有如下优点院其一袁聚苯乙烯吸水性小袁有优良的抗水

性袁可防止标本发生霉变曰其二袁聚苯乙烯材质轻盈袁

携带运输便利袁减轻标本搬运或输送的负担曰其三袁使

用热风枪雕刻聚苯乙烯袁不仅克服了使用棉花填充后

整形的繁琐袁而且用热风枪塑形出的标本模型惟妙惟

肖袁体态丰盈遥

聚苯乙烯泡沫塑形标本范例院聚苯乙烯泡沫填充

家鸽标本遥 首先袁对家鸽进行体长尧体宽等部位进行测

量袁根据测得数据对家鸽进行一定轮廓的塑合袁通过

热风对聚苯乙烯泡沫的加工袁 塑造成鸟体的轮廓袁使

其具有与生活状态的鸟相似的流线型遥 在对家鸽进行

剥离完成之后袁可直接套进剥制后家鸽皮囊内袁最后

缝合尧整理遥 一般可以整形为展翅飞扬尧轻姿曼舞尧母

子情深或相互竞争等场景遥

2 骨骼标本的透明化染色技术

骨骼标本的透明染色通常包括软骨染色和硬骨染

色袁这是一种新型的原位骨骼染色技术[14]遥通过固定尧脱

脂尧脱脂复水尧染色尧脱色等步骤袁可制成单一的硬骨染

色或者是复合的硬软骨染色标本遥 将经过染色处理的

骨骼置于透明的密封容器内袁可以制成海洋骨骼世界袁

再用特殊的灯光照明袁就是一幅美丽的画面遥 同时袁也

可以用透明骨骼表现相互厮杀的激烈场景遥 透明骨骼

标本的优点在于精确而直观地展示了生物体的骨骼结

构与位置袁犹如 X光片一样袁但相对于 X光片的平面

呈现袁透明骨骼标本则更具有立体性遥 另外袁通过染色

技术将骨骼染成绚丽的颜色袁 使各种精细结构也展露

无遗袁 避免了传统的骨骼标本制作过程中因解剖取骨

清洗再组装而导致的骨骼相对位置的改变遥

透明染色的骨骼标本制作范例院根据硬骨和软骨

的特点袁将其染成不同的颜色袁形成鲜明的对比遥 完成

的透明骨骼标本袁放入一个较大的容器里袁通过对不

同透明染色的骨骼标本进行固定袁可以展现海底世界

的场景袁有游荡的海龟袁觅食的小鱼小虾尧散步的海马

爸爸等不同的海底动物遥 也可以展示陆地竞争生存的

食物链场景袁其中有刺猬猎食小家鼠尧蛇捕食正在觅

食蚊虫的蟾蜍等遥

3 组合标本的整体设计

3.1 单型组合

3.1.1 昆虫或羽毛组合

昆虫的形态多样袁色彩鲜艳袁蕴含着自然的神秘

感遥 体型轻巧的昆虫袁通过制作者各种创新组合袁给观

赏者带来别样的体验和视觉冲击遥 如鳞翅目的蝴蝶尧

膜翅目的蜜蜂以及蜻蜓目的蜻蜓等昆虫袁通过各种创

新设计把大量个体组合在一起袁 如小圆套大圆式尧层

层镶嵌式或形状模板式等袁再辅以自己匠心独具的元

素袁就能表现一种别样的美感遥 同样袁动物的羽毛由于

轻盈柔软尧色彩多样袁不同颜色和形状的羽毛也能拼

贴成一幅幅美妙的画卷遥另外袁也可以制作成 3D立体

羽毛标本袁比如小鸟尧小鱼或其他飞禽走兽等样式遥 总

之袁单型标本的创新创意组合是非常理想的直观教学

用具袁可以让学生对昆虫的分类尧分布尧形态尧习性和

生活史等知识有更深入的认知和理解袁丰富学生的生

物学知识袁提高生物学素养遥 此外袁可以将昆虫或羽毛

组合标本装裱成画袁 或者将 3D立体羽毛标本制作成

小型摆件袁立于办公室尧家庭或者公司等场所袁以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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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之感遥

组合标本制作范例院采集各种蝴蝶标本袁根据每

种蝴蝶标本的颜色尧大小和形状袁进行恰当的组合袁将

其拼贴成巨型的蝴蝶形状袁造成视觉的冲击遥 当然也

可拼成其他的形状袁如字体尧人物画像等遥 另外袁可以

使用鸟类的羽毛组合不同的画面袁然后装裱成框遥

3.1.2 植物叶片尧叶脉或果实尧种子组合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逐步发展袁人们越来越追求天

然的东西袁因为天然的东西既健康环保袁同时又寓意

独特遥 在生活中袁随处可见植物叶片尧果实和种子袁虽

然有些叶片尧果实具有毒性袁但是经过特殊处理袁可以

制成绚丽的叶脉或干果遥 经染色后的叶脉尧保色的叶

片以及脱水的五谷果实都能够拼贴多种多样的画作袁

如染色的叶脉可以拼贴山水画尧风景画尧人物画等装

饰品遥 再比如可以使用五谷拼贴成国旗尧会徽或者中

国结等可爱的装饰物袁既表达了相应的情感袁又开拓

了装饰品的新领域遥

组合标本制作范例院利用五谷和叶脉可组合成中

国地图袁各省的轮廓可用五谷表示袁而每个省内的区

域可用叶脉组合拼贴袁当然若想增添文化底蕴袁可以

添加软笔书法或者水彩等辅助元素遥 也可利用单一的

叶片和花瓣进行艺术创造袁比如可拼贴山水画尧风景

画或者人物画像等袁最后装裱成框遥

3.1.3 微生物标本组合

微生物个体微小尧种类繁多尧与人类关系密切遥 通

过活体培养无毒无害的微生物袁可以在培养皿中描绘

出独特的画面遥 这种微生物绘画可分为真菌描绘和细

菌描绘遥 用独特的处理方法如抑制剂尧杀菌剂等袁预先

在培养基上描绘出想要的画面袁 然后经过数天的培

养袁微生物可在无抑制剂的地方生长袁在小型培养皿

中形成一幅美丽的画面遥 另外袁可以通过各类细菌或

者真菌本身独特的颜色和形状袁进行创意组合遥 通过

制作活体微生物标本袁一方面可激发学生的对微生物

的学习兴趣曰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学生微生物学实践

操作的能力遥

组合标本制作范例院培养不同的微生物袁根据微

生物的习性和特点袁采用适当的抑菌剂袁在微生物标

本中描绘各式各样的形态袁此外还可根据不同微生物

的颜色袁形状等特点进行各种艺术加工袁组合成一幅

有趣味的情景故事图遥

3.2 生态型组合

3.2.1 动尧植物标本组合

生物标本的重要用途之一便是公众科普宣教[15]遥

在面对公众时袁若以单一的动物标本或者是植物标本

展现袁那么只能传递给公众有限的信息袁缺乏视觉的

冲击力遥 传统的生物标本无论是结构还是姿态都比较

单一袁无论是动物标本还是植物标本都无法单独构建

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或者一个形式多样的场景遥 针对

这一问题袁阜阳师范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中心所属的

生物标本制作团队袁在长期尧大量的实践过程中袁将动

物标本和植物标本有机结合袁以树干或者其他材料作

为载体袁构建小型的生态系统袁展示生物间的捕食尧竞

争尧共生或是寄生的相互关系遥 动尧植物标本的组合袁

不仅可以作为直观教学的辅助工具袁促进学生对动物

学尧植物学和生态学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袁培养学

生对生物学的兴趣和提高生物学科学素养曰同时可以

作为科普宣教工具袁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野生动植

物保护意识曰另外袁也可以陈列于生物标本馆中袁有利

于濒危物种的保存袁可以为今后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提

供样品材料遥

动植物标本组合范例 1袁以一棵树为框架袁制作一

个小型的生态系统遥 各个枝头放上不同姿态的鸟类标

本袁如觅食的喜鹊尧正要飞翔的阿穆尔隼袁正要降落的

四声杜鹃袁还有眉目传情的红嘴相思鸟等等遥 在树干

上袁用动物标本展示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冶的自然界食

物链关系遥 以动物植物构建小型的生物系统袁在这个

生态系统中袁动植物和谐相处袁维持着动态平衡遥

动植物标本组合范例 2袁以环境保护为主题袁制作

一颗小型的景观树袁树冠整体呈圆形袁将树的整体分

成两个部分袁一半为葱葱郁郁曰而另一半为凄败苍凉遥

绿色生机的一边袁在树枝间可以搭建一个鸟窝袁一对

成年喜鹊正忙于孵卵育雏袁而此时缓缓爬上树枝的黑

眉锦蛇悄悄地盯上了喜鹊巢里的鸟蛋袁一幕惊险的场

景正在上演曰树下田鼠尧草兔穿游袁不禁让人羡慕其悠

然自得的闲情逸致袁同时隐藏在树枝间的阿穆尔隼和

东方角鸮也在贪婪注视着这些猎物袁又不禁让人为这

些可爱的鼠尧兔捏把汗遥 而枯萎的树枝下则呈现出另

一番情景袁地面是黄沙漫漫袁沙漠上还裸露几具残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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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一种凄凉尧衰败的印象遥 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袁给

人一种视觉的强烈冲击袁突出作品的主体袁呼吁公众

保护环境袁关爱生命遥

3.2.2 添加声光模拟系统

考虑到传统生物标本陈列仅仅是一种静物展示袁

并且对展示环境的光线要求较高遥 以此为突破点袁尝

试采用适当的科学技术袁比如声音模拟系统袁在标本

陈列厅中袁尽可能地还原标本原有的声音袁如鸟鸣尧虫

叫尧兽类的吼声等袁让生物标本更加栩栩如生遥 此外袁

还可以采用特殊的光照系统袁如 LED灯袁照亮动物标

本或植物标本局部或特殊结构袁让标本在夜晚也能焕

发独特魅力袁真正让欣赏者体会到标本的美感遥

展示传统的生物标本时袁因空间的局限性袁无法

系统全面地展现标本各个方面的独特性遥 标本制作团

队科学攻关袁设计了一个旋转装置从而解决了这个难

题遥 在标本展示过程中袁将标本的底座置于手动或自

动转轴之上袁 也可以采用更有技术含量的磁悬浮袁让

标本 360毅手动或自动旋转袁摒弃视觉盲区遥 这一技术

既可以运用到动物标本尧也可以运用到植物标本的展

示过程中遥

添加声光模拟系统的标本范例院 运用现代科技袁

将声音尧光照系统尧旋转装置等与传统的生物标本相

结合遥 声音技术方面袁可以运用蓝牙无线音响尧声音传

感器等袁将动物鸣叫声录入声音装置中袁根据设定的

开关远程控制声音的开启与关闭遥 这些装置需隐藏在

标本之中袁以保持神秘感遥 当然袁这一声音系统如应用

于大型组合标本则效果更加理想遥 光照技术方面袁安

装特殊的光照系统投射在标本的不同角度袁即使在夜

晚光线很暗的情况下袁也能通过独特的光照袁使标本

呈现不一样的美遥 旋转装置技术方面袁可以在标本基

座下安装磁悬浮尧手动或自动轴承旋转装置袁一方面

不需要观众围绕标本的四周观看欣赏袁 另一方面袁使

标本整体创新技术得到大幅度提高遥

3.3 对比型组合

3.3.1 动物内部器官对比

动物的内脏器官袁如肝脏尧肾脏等袁对其结构的观

察研究袁有助于了解其功能遥 内脏器官血管铸型标本

是一种新型的动物器官标本袁该技术利用内脏器官里

的血管系统袁将动物的内脏进行血管铸型袁暴露出鲜

红的血管纹理袁血管铸型标本能够清楚地展示不同动

物相同内脏器官的结构和特性的差异[16]遥

动物内部器官对比标本制作范例院血管灌注了的

动物内脏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袁 如蓝色或红色袁将

其置于标本缸里袁对其进行浸制保存袁当然浸制液体

最好是透明无色袁 这样才能清晰地观察血管铸型标

本遥 不同内脏的血管灌注标本组合在同一容器或者不

同的容器里袁对其改造创新袁添加独特的荧光使其发

光袁集科学性与观赏性于一体遥

3.3.2 动物骨骼对比

不同种类的动物骨骼数目及大小尧 形态各不相

同袁有实质骨袁也有中空骨袁因此它们的功能也不尽相

同遥 经过剔除肌肉尧漂白尧干燥和打磨等工序袁将同一

纲目或者属种的动物骨骼进行对比遥

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制作范例院 对不同类群的动

物袁如鱼纲尧两栖纲尧爬行纲尧鸟纲和哺乳纲动物的头

骨尧脊柱尧附肢骨骼制作成对比标本遥 形象而直观地展

示脊椎动物骨骼系统的演化过程遥 或者对同一动物不

同部位的骨骼制成对比标本袁以便更好地理解动物骨

骼结构与功能的关系遥

3.4 辅助型组合

3.4.1 添加绘画技术

中国画历史悠久袁具有独特的视觉美感遥 将动物

标本或者植物标本添加在国画中袁别具一番韵味遥 以

山水画为背景袁 将压制好的保色植物叶片或者花卉袁

粘贴在画面的恰当位置袁实现中国画与植物标本的完

美搭配袁虚实结合袁让标本充满文化气息遥 如若添加中

国软笔书法袁那就更美了遥

将标本置于画中的组合袁不仅独特新颖袁而且具

有一定的文化韵味遥 经过保色处理的植物标本袁不仅

保存时间长久尧观赏性强袁而且具有收藏纪念等诸多

价值遥 将这样一种组合作品作为装饰画也不失为一个

很好的选择遥

辅助型标本制作范例院作品名称要要要野和谐冶遥 画

面通过展示一只孔雀和一个小女孩的亲密相处来表

达心灵相通的重要性遥 所用材料为琥珀尧叶脉以及保

色叶片尧花卉等袁同时添加一定的绘画元素遥 孔雀的尾

巴用琥珀和植物的叶片拼接而成袁孔雀的头部可用水

彩绘制遥 翩翩起舞的小女孩的裙摆使用叶脉装饰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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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袁小女孩的上半身也可用水彩绘制遥 另外袁地面可用

一种淡淡的土黄色简单勾勒描绘遥 画面整体淡雅素

净遥

3.4.2 添加三维立体技术

传统的植物标本袁几乎全是平面型的袁很难见到

三维立体的植物标本遥 如何突破植物标本展示单调尧

表现呆板的缺点袁标本制作团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

尝试袁最终通过三维立体展示技术打破了传统植物标

本只能平面展示的局限性遥 这种三维立体展示技术袁

主要依靠辅助工具对压制后呈现平面化的植物标本

进行改造遥这种工具可以为亚克力板尧铁丝等遥经过处

理后袁无论是叶片还是花卉都可以表现为三维立体形

态遥 这种新型的标本组合创意袁首先可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袁调节课堂氛围袁有助于知识的传播曰其次袁

也能够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考能力袁尝试在

不同领域对组合标本有新的突破遥 同时袁新颖的组合

标本袁也会迎来巨大的市场前景袁推动生物标本的转

化应用遥

辅助型标本制作范例院 作品名称要要要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冶遥运用保色的叶片和花卉袁将其组合在亚

克力板上袁不同模块的亚克力板的内容不一袁分别为

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和谐尧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法治尧爱国尧

敬业尧诚信尧友善共十二个模块遥 每个模块可运用独特

的元素袁将其内容表现出来遥 如自由袁可表现为一个自

由自在尧无忧无虑的热气球在空中飞翔遥 那么平等则

可表现为一个均分的大蛋糕尧每个人都均等的分到一

块曰同时和谐可表现为一家三口的脚印袁交相辉映袁和

谐友爱遥 同样道理袁其他内容可根据同等的方式表现

出来遥 整体树立起来袁中间为一个扇形袁两边像一块屏

风袁具有古典韵味遥形象生动袁充分诠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理念遥

4 结语

生物标本袁种类繁多袁形式多样遥 一方面袁生物标

本作为直观教学工具发挥着重要作用袁它能够在理论

课和实验课上作为辅助工具袁以保证教学内容的正常

进行并提高教学效果[1]遥另一方面袁生物标本具有重要

的科学研究价值和科普宣教价值[17]袁可以为新种发表

提供实物证据袁为生物多样性尧分子系统发育等研究

提供样品来源遥

新技术尧新材料在生物标本制作领域中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袁创新创意思维在生物标本组合和标本展示

环节越来越多的应用袁极大地推动了生物标本制作技

术的发展进步和生物标本陈列展示方式的与时俱进袁

顺应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社会潮流袁满足了公众科普

宣教的需求袁体现了新技术尧新材料的优越性袁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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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in Stuffing Methods and Innovative

Design of Biological Specimens

LI Yongmin1,2, XUAN Zhibing1, ZHANG Kun1, LI Dongwei1,2, WAGN Weigen1

渊1. School of Biology and Food Engineering,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37;

2. The Conservation Bi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37冤

Abstract: Traditional stuffing methods of biological specimens are complicated, and specimens are relatively monotonous, lack of in鄄

novation and sense of the times. Based on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experi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Anhui college student biological specimen

making competition, Improvement was made in the specimen filling technology and transparent skeleton specim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To reassemble different biological specimens, the example and functions of monotype, ecotype, contrast type and auxiliary type composite

specimens are described.

Key words: biological specimen; stuffing methods; improvement; combin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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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功能是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评价指标[1]遥

全球土壤有机碳库约为 1.415伊103~2.233伊103 kg袁是陆

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库袁 是植被碳库 5.075伊102~

6.090伊102 kg的 2~3倍袁是大气碳库 7.613伊102 kg的 2

倍袁其微小变化便会引起全球生态系统中 CO2浓度巨

大的变化遥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现象越来越明显袁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袁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主流意识袁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遥 国内外学者针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碳

汇功能和潜力进行了大量研究[2-3]遥各国对碳排放相关

权益的关注始于叶京都议定书曳的签订生效袁我国于

2013 年开始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袁 首批涉及 7个省

市遥 2016年随着福建省的加入袁有 8个省市开展了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遥 随后袁国家发改委在各地试点的基

础上袁 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遥

福建是我国第 8个碳汇交易试点省份袁2016年 12月袁

福建省首个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渊FFCER冤第一监测期

渊10 a冤的减排量交易完成袁标志着福建省碳汇事业进

入了新时期遥 福建省素有野八山一水一分田冶的说法袁

独特的自然禀赋和对生态建设的重视造就了森林覆

盖率长期居全国榜首的地位袁也同时决定了其在增加

森林碳汇供给方面的天然优势遥

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Hook.]是我

国南方各省区最重要的造林树种之一袁 具有生长快袁

产量高袁材性好等优点袁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材树种

之一[4]遥分布范围广袁遍及我国南方 17个省区袁在东经

101毅30忆耀121毅53忆袁 北纬 19毅30忆耀34毅03忆之间均有分布遥

福建省现有杉木林面积 3.61伊106 hm2袁 占森林总面积

的 40%左右袁是今后一段时期发展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的主体遥 客观评价我省杉木林经营碳汇项目的发展潜

力和影响因素袁可为主管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遥

1 研究方法

1.1 计算模型及步骤

计算碳汇量采用 叶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曳中

的生物量方程法遥 获取预测基线情景下袁计入期内各

年渊t冤各碳层不同树种的林分平均胸径渊DBH冤和平均

树高渊H冤袁运用公式渊1冤计算出各碳层相应林木生物

量遥

BTREE_BSL,i,j,t=fAB,j渊V TREE_BSL,i,j,t冤窑渊1+Rj冤窑A TREE_BSL,i 渊1冤

式优中院fAB,j渊V冤尧为树种 j 的单位面积林分平均地

上生物量 B与蓄积量 V 之间的相关方程遥 V TREE_BSL,i,j,t尧

杉木林分经营碳汇项目发展的潜力分析

严 洪

渊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3冤

摘 要院为了科学评价利用福建省杉木林分资源开展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潜力袁运用叶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曳

提供的生物量方程法袁以森林资源建档数据为数据源袁参考全国碳汇交易价格袁结合省内 FFCER项目实践袁估算了未来

十年福建省杉木林分的森林经营碳汇总量和价值量袁分析了影响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经济收益的主要因素遥 结果表明院福

建省杉木林分森林经营碳汇总量达 7.02伊107 t袁碳密度为 7.7 t窑hm-2袁可生成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176个袁保守估算价值量

为 17.56亿元袁各设区市发展潜力差异较大遥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收益率受碳汇交易价格尧经营管理决策以及不同地区

的林地质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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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尧A TREE_BSL,i分别为项目边界内袁 第 t年基线第 i碳层

树种 j 林分平均蓄积量袁树种 j 的林木地下/地上生物

量袁第 i碳层面积遥

将以上计算结果代入院

CTREE_BSL,i,t=
44
12

窑
j=1

移渊BTREE_BSL,i,j,t窑CFj冤 渊2冤

计算出计入期各年度林木碳储量遥 式悠中院

BTREE_BSL,i,j,t为项目边界内第 t年基线第 i碳层树种 j 的

林木生物量袁CFj为对应树种的生物质含碳率遥

将计算得出的相邻两个年度林木碳储量代入袁有

驻CTREE_BSL,t =
i=1

移
CTREE_BSL,i,t2

-CTREE_BSL,i,t1

t2-t1
渊3冤

计算出计入期内各年度碳汇量渊各年碳储量的变

化量冤遥 式忧中院CTREE_BSL,i,t1
为第 t年林木碳储量的年变

化量袁CTREE_BSL,i,t为第 t年第 i碳层林木碳储量遥

分别计算实施森林经营措施和未实施森林经营

措施两种模式下各年的碳汇量遥 并将两种模式下得出

的碳汇量代入院

驻CNET,t=驻CACTUAL,t-驻CBSL,t-LKt 渊4冤

参考默认泄漏量为 0袁 即可计算出实施森林经营

措施下减排量作为开发森林经营碳汇潜力遥 式中院CNET,t

为第 t年的减排量袁CACTUAL,t为第 t年的碳汇量袁CBSL,t为

第 t年的基线碳汇量袁LKt为第 t年的泄漏量遥

1.2 数据源选取及参数确定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对象一般为幼龄林尧 中龄林袁

本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于福建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

调查渊二类冤结果袁统计获得各地区杉木林分中幼林

林尧中龄林面积和蓄积量袁详见表 1遥

表 1 福建省杉木幼龄林尧中龄龄面积蓄积统计表

Tab.1 Area and volume of the young and middle age

Chinese fir forests in Fujian province

注院统计数据为 2018年森林资源建档数据遥

杉木年平均生长率通过采用林业调查用表 渊福建

省袁1988.9冤中材积连年生长率表计算渊依据径阶分布情

况计算生长率平均数作为年平均生长率冤袁主要林分调

查因子分布范围为院年龄 5耀55 a袁平均胸径 4.5耀27.6 cm袁

平均高 3.0耀23.2 m袁蓄积 12.0耀471.0 m3窑hm-2遥抚育措施

增长率主要参考各国有林场开展森林经营过程中积

累的经验数据遥 基于保守性原则袁适用对象相同的经

营措施中袁选择增长率最低的措施计算[5]遥 详见表 2遥

表 2 公式参数选取表

Tab.2 Selection of the formula parameters

2 结果与分析

计入期设定为 10 a袁则福建省杉木林分经营碳汇项目

估算碳汇量可达 7.024伊107 t袁碳密度达到 7.71伊104 t窑hm-2遥

参照福建省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渊FFCER冤已核证项目规

模袁约可再生成 176个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袁按照 25元 / t

计算袁直接经济效益达到 17.56亿元袁项目潜力巨大遥 从

项目的分布看袁南平尧三明尧龙岩尧宁德三地区可产生碳

汇总量约占全省的 85.70%以上袁其中南平市估算碳汇量

可达 3.22伊107 t袁占全省总量的 45.78%袁其次为三明市袁

约占全省总量的 31.16%遥 全省碳密度平均为 7.71 t窑hm-2袁

最高的为南平市袁其次为三明市袁而厦门尧福州尧莆田地

区较小遥 详见表 3遥

表 3 福建省杉木林经营碳汇潜力估算表

Tab.3 Potential amount of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by forest management in Fujian province

南平市 19.88 859.78 17.43 1 395.43
三明市 16.84 739.83 7.73 522.97
龙岩市 4.71 162.39 4.01 258.05
宁德市 1.95 86.68 2.20 110.79
漳州市 0.86 40.37 0.88 57.03
厦门市 0 0.11 0.04 2.87
泉州市 1.49 48.63 1.46 84.23
莆田市 0.15 5.48 0.35 18.39
福州市 1.83 84.74 1.36 88.06
总计 47.71 2 028.01 35.46 2 537.82

自然生长率
幼龄林 10.01%
中龄林 5.23%

抚育措施增长率
幼龄林 8.39%
中龄林 5.78%

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含碳率

a 2.536 998
b 0.674 639
Rj 0.246
CFj 0.512 7

福建省 911.03 7 024.15 7.71 176 175 603.75
南平市 214.31 3 215.74 15.01 80 80 393.50
三明市 188.02 2 188.82 11.64 55 54 720.50
龙岩市 157.31 647.98 4.12 16 16 199.50
宁德市 98.33 312.11 3.17 8 7 802.75
漳州市 81.17 144.53 1.78 4 3 613.25
厦门市 6.78 2.8 0.41 0 70.00
泉州市 67.28 205.63 3.06 5 5 140.75
莆田市 23.32 31.76 1.36 1 794.00
福州市 74.51 274.78 3.69 7 6 8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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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快速推进和 野两山理论冶的

深入实践袁野不砍树也能致富冶已成共识遥 在广大林区

推广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袁将森林的潜在碳汇能力转化

为直接经济收益袁助推森林经营模式和管理水平的提

高遥 然而碳汇项目发展政策性较强袁周期长袁影响因素

也较多遥

优 交易价格波动对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影响

森林经营碳汇造林的收益主要取决于碳市场交

易价格的高低袁也是碳汇林最主要的风险因素之一[6]遥

根据中国碳排放交易网袁采用线上数据收集的方法统

计试点省市区渊北京尧上海尧深圳尧天津尧湖北尧广东尧重

庆尧福建冤的碳交易价格袁取平均值袁详见图 1遥 可以看

出袁我国碳交易交易价格偏低 [7]袁介于 20~30 元/t 之

间袁且每月的波动较大很难满足减排的需要袁也难以

刺激森林经营的积极性遥 按照 25元/t推算袁扣除碳汇

项目开发成本后福建省杉木林森林经营碳汇单位面

积收益为 193.95元/hm2袁远低于目前实际的森林抚育

工程成本遥从经济上来说并不划算遥同时袁还面临经营

期较长袁 森林经营的人工成本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袁林

木权属单位可能因经济因素毁约等风险遥

图 1 2014要2018年全国碳汇交易价格走势图

Fig.1 Dynamics of the trading price of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China in 2014 to 2018

图 2 2018要2020年福建省碳排放配额交易价格走势图

Fig.2 Dynamics the trading price of the carbon emission

quot a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18 to 2020

悠 杉木林分经营管理技术的影响

森林经营碳汇是通过采取森林经营措施的方式

促进森林生长袁从而得到额外的碳汇量遥 主要的经营

对象为人工幼龄林和中龄林遥 根据不同的森林经营类

型袁龄组划分也差异较大袁其中幼龄林为 4~15 a袁中龄

林为 11~25 a袁集约用材林和一般商品林差 5 a袁可能

导致碳汇潜力测算差异较大遥 根据目前情况上看袁杉

木幼龄林抚育措施与其他树种类似袁一般选取土壤诊

断施肥和割灌除草袁中龄林一般采用施肥尧割灌除草

和抚育间伐渊透光伐尧疏伐尧生长伐冤袁其他措施视区域

的森林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选定遥 杉木作为

我省重点优势用材树种袁传统的森林经营技术相对成

熟袁但是在碳汇成熟期方面还较为薄弱遥将碳汇成熟[8]

与林木生长成熟期尧经营成熟期结合起来的难度还较

大[9]遥林业经营者如何做出最佳经营决策袁关键就是如

何确定最佳轮伐期袁但复合经营目标之间的区别直接

决定着最佳轮伐期的不同袁如何合理选择是比较复杂

的问题遥

忧 空间分布格局的差异

受福建各地气候尧土壤条件渊林地质量冤及经营习

惯等因素影响袁杉木林分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分布不

平衡特点袁决定了杉木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空间分布格

局的差异遥 研究结果较客观的反映的各地区的发展潜

力袁其中从碳汇量来看袁南平尧三明发展杉木碳汇项目

潜力巨大袁两地占比达全省总量的 76.94%袁龙岩虽紧

随其后袁但潜在可开发项目数量较小袁占比也仅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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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Analysis of Launching ForestManagement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by theManagement of Chinese Fir Forest

YAN Hong
(Fujian Forestry Investigation and Planning Institute, Fuzhou, Fujian 350003)

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launching forest management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by the management of Chi鄄

nese fir forest in Fujian province, quantity and value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could be supplied in the following 10 years we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annual forest resource data and average price that had been traded. Relevant factors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Chinese fir forest in Fujian province could reach to 7.02伊107 t and the carbon density

could be 7.7 t窑hm-2, 176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could be generated , and economic value could be more than 1.756 billion

yuan. In practice, the benefit of the forest carbon projects could be influenced by trading price, decisions made by forest owners and also

the management techniques of different areas.

Key words: forest management;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carbon market; Chinese fir forest; Fujian province

省总量的 9.09%袁宁德尧福州尧泉州尧漳州及莆田等沿

海地区潜在可开发项目数量少袁受经营习惯及开发成

本等因素影响袁基本不具备开发条件遥 同时袁从碳密度

空间分布格局来看袁南平市碳密度为 15.01 t窑hm-2袁全省最

高袁其次为三明市袁进一步说明两地杉木林分质量好袁

开发潜力大遥但应看到袁基于保守原则袁计算结果存在

估值偏低的情况袁尤其是南平尧三明等杉木优势产区

低估现象可能更为严重遥

总体来说袁受各地区资源现状限制袁各地森林经

营碳汇项目发展将会呈现差异化发展袁无论是碳汇项

目开发的对象还是项目自身的质量和数量差异都较

大遥 因此袁各地在制定发展思路时袁需要充分考虑这些

差异袁 因地制宜地开展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开发工作遥

只要对象明确尧定位准确尧策略得当袁各个地区森林经

营碳汇项目仍有较大的开发空间遥

4 小结

为了科学评价利用福建省杉木林开展森林经营碳

汇项目的潜力袁运用叶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曳提供

的采用生物量方程法袁 以福建省森林资源建档数据为

数据源袁结合 FFCER项目开发经验袁估算了未来 10 a

的碳汇总量和价值量遥 福建省杉木林分碳汇总量为

7.02伊107 t袁碳密度为碳密度 7.7 t窑hm-2袁可生成森林经营

碳汇项目 176个袁保守估算价值量为 17.56亿元袁潜力

巨大遥但碳汇项目受到政策因素尧碳汇交易价格尧经营

管理决策以及不同地区的林地质量等因素的影响遥 后

期应加强森林管理技术尧森林生长率监测等方面的研

究袁合理考虑林木的生理成熟期尧经营成熟期以及碳

汇成熟期遥 研究可为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立项尧审核提

供技术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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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尧城市化建设高速进行袁公路

建设的步伐也在逐渐加快袁在公路建设中袁难免会对

周围景观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袁 为降低对周围生态尧

大气环境的影响袁公路绿化尧景观布局营运而生[1]遥 公

路绿化作为景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公路建设中

不可或缺的内容[2]遥在过去的公路建设中袁只是考虑公

路绿化是将公路建设中已产生的影响或破坏降到最

低袁而对于公路景观袁由于工程技术尧经济条件的限

制袁景观设计的选择弹性小[3]遥如何在满足安全的前提

下利用目前的自然尧经济条件袁丰富驾驶员的景观视

觉[4]袁增加道路景观的美学性袁成为众多领域积极探索

的目标遥

国外发达国家公路建设进程早袁绿化水平尧绿化

意识也相对较高袁对于道路景观美学研究较为广泛[5]遥

Tveit等[6] 在研究了大量景观美学的基础上袁得出了影

响视觉因素的 9个指标袁 并对指标因素进行了量化曰

Clay等[7] 在广泛分析公路景观评价因子的基础上袁对

公路两侧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进行评价袁得出普遍使

用的野自然性冶指标与公众的审美偏好二者之间并没

有显著的联系曰Val等[8]利用 3S技术与景观生态相结

合袁表明景观异质性是影响视觉美学的重要因素遥 国

内关于公路景观研究正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阶段遥

赵玮婕[9]提出将公路景观融入地域性文化袁增加景观

协调性曰汤振兴[10]分别从自然尧人文尧建设 3个角度进

行评价袁提出了公路景观评价指数法袁并确定了评价

因子及评价标准等曰谭砂砾[11]以协调度尧自然度为评价

指标袁通过公众评分确定指标得分袁对景观视觉评价

因素做了详细说明遥

但是袁目前关于公路两侧景观树种美学评价的研

究并不多袁且研究多为植物景观尧植物群落的美学评

价袁 而公路绿化植物由于绿化面积和生态学的需要袁

乔木尧灌木往往独立生长袁因此对树木个体美学评价

福州市普通公路主要园林绿化树种美学评价

赵 青 1袁 刘 爽 1袁 柳冬香 2袁 李 键 1袁 赵朝辉 3

(1援福建农林大学 林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2援福建农林大学 后勤管理处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3援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000冤

摘 要院为了对福州市普通公路主要乔木尧灌木园林绿化树种进行美学评价袁在调查问卷和专家打分的基础上袁利

用层次分析法渊AHP冤建立评价模型袁对树种进行评价遥 结果表明院树种美学评价应首先考虑植物景观舒适度因子袁权重值

为 0.352 0袁其次为植物花形尧花色袁权重值为 0.234 4遥参与评价的 12种乔木树种可分为四级袁一级树种是公路绿化的首选

树种袁生态尧观赏价值极高曰二级树种可作为道路绿化补充树种袁三级尧四级树种可作为道路绿化的一般树种袁这些树种或

观赏价值不高袁或生态价值不高遥 7种灌木树种可分为三级袁一级树种花色鲜艳袁美学审美价值极高曰二级树种应用较为广

泛袁可作为丰富景观层次的补充树种袁三级树种调查期间无花无果袁影响美学评分袁但可以丰富道路绿化树种多样性袁可作

为道路绿化一般树种遥 通过对树种进行美学评价袁可以丰富公路树种选择袁为公路景观美学研究与应用提供借鉴遥

关键词院园林树种曰美学评价曰层次分析法曰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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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实际意义[12]遥本文选取福州市普通公路主要乔尧

灌木园林树种袁运用层次分析法袁在充分调查公众树

种美学倾向的基础上袁对树种进行美学评价袁这丰富

了公路树种的选择袁为东南沿海公路景观美学研究与

应用提供了借鉴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福州市袁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袁闽江下游袁北纬

23毅33忆~28毅20忆袁东经 115毅50忆~120毅40忆袁属典型亚热带

季风气候袁气候适宜袁阳光充足袁年平均降水量为 900~

2 100 mm袁年平均气温为 20~25 益[13]遥 横跨南亚热带

季雨林带和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袁乡土植物树种有

160科 1 136种袁园林植物树种有 520种[14]袁福州市公

路常用的绿化植物有木棉科尧木兰科尧蔷薇科尧豆科尧

樟科尧 棕榈科等植物袁 园林绿化树种常用羊蹄甲尧刺

桐尧榕树尧木棉等乔木树种袁夹竹桃尧毛杜尧含笑尧三角

梅等灌木树种及马尼拉草尧螺螺菊尧假检草尧沿阶草等

草本植物[15]遥

1.2 植物选择及研究方法

福州市境内公路绿化树种统计数据由福州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提供袁 实验对象选取的是福州市公路园林

绿化树种中应用较为普遍尧 使用频率较高且树种生长

适应性较强尧景观效果较为突出的园林树种袁且选择的

同种树种树龄大致相同袁 因在区域中测定所选树种个

体年龄较困难袁故采用空间代时间法[16-17]袁用树木胸径

大小代替树种树龄袁乔木树种选取胸径渊测定主干离

地表面 1.3 m处树木直径冤大于 4 cm袁灌木树种选取

胸径小于 4 cm尧高度高于 1.5 m且生长良好袁立地条

件相似的植株袁如表 1遥

以福州西三环路为研究样地袁拍摄时间为植物生

长旺季七月袁选择同样的天气袁同时保持一致的拍摄

高度和角度袁对乔木采用纵向拍摄袁灌木采用横向拍

摄[18]袁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在 10 m左右袁所有拍摄

的照片均在 8:00要16:00之间遥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袁

表 1 植物属性表

Tab.1 Plant attribute table

乔木 白兰 Michelia alba DC. 木兰科 含笑属 常绿

乔木 羊蹄甲 Bauhinia Linn. 豆科 羊蹄甲属 常绿

乔木 榕 Ficusmicrocarca L. f. 桑科 榕属 常绿

乔木 美人树 Ceiba speciosa 木棉科 异木棉属 落叶

乔木 小叶榄仁 Terminalia neotaliala capuron 使君子科 诃子属 落叶

乔木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L.) presl. 樟科 樟属 常绿

小乔木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L. 千屈菜科 紫薇属 落叶

乔木 鸡冠刺桐 Erythrina crista-galli L. 豆科 刺桐属 落叶

乔木 紫叶李 Prunus cerasifera ehrhar f. 蔷薇科 李属 落叶

乔木 红叶李 Prunus cerasifera ehrhar f. atropurpurea (Jacq.) rehd. 蔷薇科 李属 落叶

乔木 小叶榕 Ficus microcarpa L. f. 桑科 榕属 常绿

乔木 刺桐 Erythrina variegata L. 豆科 刺桐属 落叶

亚灌木 黄花槐 Sophora xanthantha C. Y. Ma 豆科 槐属 半常绿

灌木 夹竹桃 Nerium indicum mill. 夹竹桃科 夹竹桃属 常绿

灌木 红花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var. rubrum 金缕梅科 檵木属 常绿

灌木 红叶石楠 Photinia 伊 fraseri dress 蔷薇科 石楠属 常绿

灌木 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L. 锦葵科 木槿属 落叶

灌木 花叶假连翘 Duranta repens cv. va. 马鞭草科 假连翘属 常绿

灌木 毛杜鹃 Rhododendron pulchrum sweet 杜鹃花科 杜鹃属 常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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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照片展示给观察者进行评分遥

1.3 数据处理

用 SPSS进行审美主体偏好因素分析袁Excel进行

调查问卷数据处理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评价原则及评价模型建立

传统美学评价主要关注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

视觉感官评价袁忽略了对其他感官因素的感知袁本文

以综合多感官作用的生态美学要素为前提[19]袁对普通

公路主要园林树种进行美学评价袁根据能否可以反映

公路绿化基本特征的科学性原则尧评价指标间能否从

不同层面反映树种以及公路绿化特征的独立性原则尧

评价指标因子在现阶段的实际度量及收集的可操作

性等原则袁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法[20]袁结合前人

研究成果[21-22]袁确立了树种评价指标因子袁构建了福州

普通公路主要园林树种多目标尧 多层次尧 多指标的

AHP 美学评价模型袁如表 2遥

表 2 园林树种美学评价 AHP模型

Tab.2 AHP Model for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garden tree species

2.2 评价标准

为了能对树种进行科学的美学评价首先对模型

中的指标进行了量化袁如表 3遥拟定评价因子由好到差

的 0~1尧2~3尧4~5的三级评分标准遥评分采取现场调查

定量要生态美学评价指标渊B1冤

滞尘能力(C1)

固定 CO2能力(C2)

树种多样性(C3)

与外界环境协调性(C4)

植物景观舒适度(C5)

树种适应性(C6)

定性要景观视觉美学指标(B2)

树形尧胸径(C7)

叶形(C8)

叶色(C9)

花形尧花色尧花期(C10)

果实(C11)

冠幅(C12)

叶量(C13)

气味(C14)

生长速率(C15)

表 3 评分标准

Tab.3 Scoring standard

C1
滞尘
能力

3<x臆5 强袁叶片大滞尘能力强 3<x臆5
1<x臆3
0<x臆1

美丽袁春尧秋色叶美丽

较美丽袁叶片常绿或终身色叶

不美丽袁叶色不明显
1<x臆3 一般袁叶片中等滞尘能力中等

0<x臆1 弱袁叶片小滞尘能力弱

3<x臆5 强
3<x臆5

美丽袁花色艳丽袁花相奇特袁
香味恬淡1<x臆3 一般

0<x臆1 弱
1<x臆3
0<x臆1

较美丽袁花相一般袁无花香
不美丽袁花小而不显著袁无花香

C3

树种
多样性

3<x臆5 好袁不影响周围植物生长

1<x臆3 中袁树种的生长对周围植物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0<x臆1 差袁树种的生长严重影响周围植物生长 0<x臆1 果实不饱满袁颜色晦暗

C4

与外界
环境
协调性

3<x臆5 好袁与公路周围环境协调袁自然不突兀 3<x臆5 冠大浓荫

1<x臆3 中袁对公路周围环境无破坏袁但过度不自然 1<x臆3 冠小

0<x臆1 差袁与周围环境极其不协调袁十分突兀 0<x臆1 冠小袁冠形一般

C5

植物
景观
舒适度

3<x臆5 舒适袁树种观赏价值高袁产生的视觉效果好袁让人心情愉悦 3<x臆5 叶量多袁枝繁叶茂

1<x臆3 较舒适袁树种观赏价值一般袁视觉效果较好袁心情一般 1<x臆3 叶量一般袁枝叶稀疏

0<x臆1 不舒适袁树种观赏价值低袁视觉效果差袁让人心情焦灼烦躁 0<x臆1 叶量少

C6

树种
适应性

3<x臆5 强袁树种可以当地环境适应袁没有因生境问题导致的树种死亡 3<x臆5 气味浓郁袁芳香怡人

1<x臆3 一般袁对当地环境适应一般袁少数有生长严重不良甚至死亡 1<x臆3 气味较芳香

0<x臆1 弱袁不能适应当地环境袁大部分树种生长状况不良出现较多死亡 0<x臆1 无气味或气味淡

C7

树形尧
胸径

3<x臆5 美观袁树种主干通直袁树冠广茂袁绿荫如盖袁高大袁美观 3<x臆5 中等袁生长速度中等

1<x臆3 较为美观袁树形较为美观 1<x臆3 慢袁生长速度慢

0<x臆1 不美观袁树形不美观袁树干弯曲旁斜 0<x臆1 生长速度快

C8 叶形

3<x臆5 美观袁叶形奇特袁吸引力大

1<x臆3
0<x臆1

较美观袁叶形较为奇特
不美观袁落叶袁形状普通

C2

固定
CO2

能力

C9 叶色

花形尧
花色尧
花期

C10

3<x臆5

1<x臆3

果实饱满袁颜色鲜明

果实较饱满袁颜色不太鲜明C11 果实

C12 冠幅

C13 叶量

C14 气味

生长
速率

C15

20窑 窑



问卷与拍照咨询相关专家相结合的方式袁现场调查对

象为福州公路司机与乘客袁在服务区统一进行曰拍照

咨询则选择的专业是园林专业的教师及研究生遥 为了

避免评价主体产生趋同性袁图片不涉及任何与评价对

象相关的细节袁以保证评价的准确及客观遥

2.3 构造判断矩阵尧层次单排序及综合评价

利用判断矩阵标度建立层次结构袁如表 4袁成对比

较因子重要性袁 运用和积法得出因子层次单排序值袁

计算最大特征根尧特征向量尧进行一致性检验尧综合评

判计算遥 计算步骤如下:

表 4 判断矩阵标度及含义

Tab.4 Scale and meaning of judgment matrix

渊1冤计算优先级向量权重值

棕=姿maxW 渊1冤

式中院姿max为最大特征根袁W为所对应特征向量遥

渊2冤一致性检验计算

CI=(姿max-n)/(n-1) 渊2冤

式中院姿max为最大特征根袁n为因子数遥

CR=CI/RI 渊3冤

式中院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曰 一般 CR<0.1袁

满足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遥

渊3冤综合评判计算

V=
n

i=1

移B棕 渊4冤

式中院V 为综合得分袁B为因子得分袁棕为权重值袁

n为因子数遥

3 结论

3.1 福州普通公路主要园林树种美学评价指标权重

构造判断矩阵模型是构建 AHP模型最重要的一

步[23]袁采用专家调查法袁根据判断矩阵标度袁对同一层

次进行两两元素相对重要性判断袁如表 4袁构成 A-B尧

B1-C6尧B2-C15三个判断矩阵袁如表 5尧表 6尧表 7遥

由表 5可知袁公众对树种美学评价以景观视觉评

价为主袁A-B层权重值中景观视觉评价值得权重值为

0.833袁明显高于生态美学评价权重值袁显示出人们对

园林树种美学评价着重关注的是树种的外部景观袁例

如叶形尧叶色袁较鲜艳的指标因素遥

表 5 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渊A-B冤

Tab.5 Judgment matrix and consistency test (A-B)

注院A层为主要园林树种美学评价层曰B层为因素层遥

表 6表明袁生态美学因子中植物景观舒适度指标

渊C5冤权重值最高袁为 0.352 0袁其次是与外界环境协调

性渊C4冤袁为 0.204 4遥植物景观舒适度权重值最高袁滞尘

能力和固定 CO2能力因子权重值相对偏低袁可能是由

于本文在对树种美学评价因子的选取中袁首先考量了

树种的生态适应性袁滞尘能力因子的强弱会对树种叶

片尧叶色产生一定的影响袁但就从拍摄图片来看袁这两

个因子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袁因此两因子的权

重值低于直接能辨别树种美学的其他因子的权重值遥

表 7表明袁景观视觉因子中的气味渊C14冤尧花形尧花色尧

花期渊C10冤权重值最高袁这主要是因为袁观察者通过照

片观察树种的外部形态袁植物色彩越丰富袁花期越长袁

越容易引人注目遥

由表 8可知袁评价因子总权重值中植物景观舒适

度因子渊C5)权重值最高袁为 0.352 0袁其次为植物花形尧

花色袁权重值最低为植物生长速率尧滞尘能力遥 权重值

的差异反映了观察者在对树种美学评价中对指标因

子重要性的取向不同遥

3.2 福州普通公路主要园林树种综合美学评价

3.2.1 乔木树种美学评价

根据乔木树种各因子得分计算福州市普通公路

主要乔木树种美学评价综合值及排序袁如表 9遥将乔木

1 两元素相比同样重要

3 两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稍微重要

5 两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两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9 两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尧4尧6尧8 介于上述临界值

1/2尧1/3噎 1/9 重要程度为上述相反数

B1 1 1/5 0.167

B2 5 1 0.833

姿max=2 CI=0.000 03 CR=0.000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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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划分为四级树种袁8分以上为一级树种袁综合表现

佳曰7分以上为二级树种袁 综合表现优曰6分以上为三

级树种袁综合表现良好曰6分以下为四级树种袁综合表

现一般袁如表 10遥

一级树种为美人树袁综合评价值为 8.104 4遥 美人

树花期长达三个月袁花色较为独特呈浅紫色袁树干笔

直袁景观效果极好袁是公路绿化的优良树种遥 二级树种

有两种袁分别为鸡冠刺桐尧紫薇遥 鸡冠刺桐树冠呈圆

形袁树态优美袁花色鲜红具有独特的花形曰紫薇花期极

长袁花色艳丽袁这些树种观赏性高袁绿化效果显著袁生

态效益突出遥 三级树种有 6种袁分别为红叶李尧羊蹄

甲尧紫叶李尧榕树尧小叶榕尧白兰遥 这些树种观赏效果较

高袁但树种生态效益没有上述树种突出袁白兰花极香袁

对一些花粉过敏或气味敏感的调查者来说袁白兰不符

合大众对淡淡花香的审美袁 成为评分不高的原因之

一遥四级树种有三种袁分别为刺桐尧香樟尧小叶榄仁遥他

们都具有一定的观赏效果袁但是由于研究拍摄时间与

三种树种花季不符袁导致观赏性效果不强袁评分较低遥

表 6 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B1~C6冤

Tab.6 Judgment matrix and consistency test(B1~C6冤

C1 1 1 1/3 1/4 1/5 1/3 0.058 0

C2 1 1 1/3 1/4 1/3 1/3 0.063 1

C3 3 3 1 1 1/3 1/2 0.147 4

C4 4 4 1 1 1/3 2 0.204 4

C5 5 3 3 3 1 2 0.352 0

C6 3 3 2 1/2 1/2 1 0.177 0

姿max=6.3 CI=0.055 0 CR=0.044 3<0.1

表 7 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B2~C15冤

Tab.7 Judgment matrix and consistency test(B2~C15)

C7 1 1/3 1/4 1/4 1/2 1 1/2 1/3 1 0.078 3

C8 3 1 1 1/3 2 1/2 1/2 1/4 3 0.087 8

C9 4 1 1 1 3 2 1 1/3 2 0.133 2

C10 4 3 1 1 3 2 2 1 2 0.183 6

C11 2 1/2 1/3 1/3 1 1/2 1/3 1/4 2 0.052 8

C12 1 2 1/2 1/2 2 1 1 1/3 1/2 0.080 2

C13 2 2 1 1/2 3 1 1 1/3 1 0.105 7

C14 3 4 3 1 4 3 3 1 2 0.234 4

C15 1 1/3 1/2 1/2 1/2 2 1 1/2 1 0.038 7

姿max=9.102 6 CI=0.012 8 CR=0.008 8<0.1

表 8 评价因子总权重值排序

Tab.8 Ranking of total weight values of evaluation factors

C1滞尘能力 0.052 8 14 C9叶色 0.147 4 6

C2固定 CO2能力 0.048 3 15 C10花形尧花色尧花期 0.234 4 2

C3树种多样性 0.177 0 5 C11果实 0.063 1 12

C4与外界环境协调性 0.204 4 3 C12冠幅 0.105 7 8

C5植物景观舒适度 0.352 0 1 C13叶量 0.133 2 7

C6树种适应性 0.068 7 11 C14气味 0.080 2 10

C7树形尧胸径 0.183 6 4 C15生长速率 0.058 0 13

C8叶形 0.08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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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灌木树种美学评价

根据综合评判方程计算出福州市普通公路主要

园林灌木树种美学评价综合值袁如表 9遥 将灌木树种

划分为三级树种袁7 分以上为一级树种袁综合表现

佳曰6分以上为二级树种袁 综合表现良好曰6分以下为

三级树种袁综合表现一般袁如表 10遥

综合评价分析可知袁一级树种有四种袁分别为是

黄花槐尧花叶假连翘尧红叶石楠尧木芙蓉遥 四种灌木树

表 9 乔木尧灌木树种评分值

Tab.9 Score of arbor and shrub species

美人树 3 3 3 4 4 4 4 4 3 4 2 3 3 4 3

黄花槐 5 2 3 3 2 3 2 3 4 4 3 2 3 4 2

鸡冠刺桐 2 3 4 4 4 4 3 4 4 4 2 3 4 4 3

紫薇 4 3 3 3 4 3 4 3 3 4 3 3 2 4 2

羊蹄甲 3 4 4 3 3 3 4 5 4 2 3 4 3 2 2

紫叶李 4 5 5 5 5 5 3 4 3 5 2 5 3 5 5

榕 3 3 3 4 4 2 5 3 4 2 3 3 3 2 3

白兰 2 3 3 2 2 4 3 3 3 2 3 3 4 2 2

香樟 3 3 3 2 4 3 4 3 4 2 2 3 2 2 3

小叶榄仁 4 3 3 3 3 4 3 3 3 4 2 3 3 4 3

小叶榕 4 4 4 4 5 4 5 3 2 1 2 3 3 3 5

刺桐 4 3 3 4 2 3 2 4 3 3 2 3 3 4 2

红叶李 3 4 3 3 4 4 4 4 4 2 3 3 3 3 3

小叶李 3 3 3 2 3 3 3 2 3 2 2 2 3 3 5

花叶假连翘 4 4 4 3 4 3 4 4 4 5 4 4 3 3 2

红叶石楠 3 3 3 4 4 4 4 4 5 2 2 4 4 3 3

红花檵木 3 2 4 4 3 3 4 3 4 4 2 3 4 4 3

木芙蓉 1 2 3 3 3 2 3 3 3 3 2 3 2 3 3

夹竹桃 2 3 3 2 3 3 3 2 3 3 2 3 3 3 2

毛杜鹃 2 3 4 3 3 3 2 2 3 3 3 2 2 4 3

表 10 乔木尧灌木树种美学综合评价

Tab.10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aesthetics of trees and shrubs

乔木

美人树 3.951 5 4.152 9 8.104 4 1

鸡冠刺桐 3.828 5 3.6760 7.504 5 2

紫薇 3.739 1 3.485 4 7.224 5 3

红叶李 3.178 6 3.464 6 6.643 2 4

羊蹄甲 3.240 7 3.349 3 6.590 0 5

紫叶李 3.385 1 2.795 9 6.181 0 6

榕 3.216 2 2.934 7 6.150 9 7

小叶榕 2.964 8 3.084 1 6.048 9 8

白兰 2.706 6 3.338 1 6.044 7 9

刺桐 2.614 8 3.143 5 5.758 3 10

香樟 3.153 3 2.589 1 5.742 4 11

小叶榄仁 2.568 3 2.603 1 5.171 4 12

灌木

黄花槐 3.415 7 4.276 0 7.691 7 1

花叶假连翘 3.339 7 4.278 6 7.618 3 2

红叶石楠 3.334 7 3.850 9 7.185 6 3

木芙蓉 3.323 6 3.693 1 7.016 7 4

红花檵木 3.042 7 3.527 1 6.569 8 5

夹竹桃 2.656 8 3.385 9 6.042 7 6

毛杜鹃 3.038 2 2.937 9 5.976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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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花色醒目尧株形丰富袁增加了公路两侧景观的层次

性袁成为公路景观绿化的极佳树种遥二级树种有两种袁

分别为红花檵木尧夹竹桃遥红花檵木盛夏叶色变绿袁花

期为 4要5月袁本研究调查时间在 7月份袁拍摄红花檵

木无花无果袁因而美学评价不高曰夹竹桃花冠粉红或

白色袁散发特殊香气袁但其枝叶含剧毒袁影响夹竹桃美

学评分袁在树种适应因素中袁夹竹桃常患褐斑病袁危害

严重袁生态美学因素评分较低遥三级树种为毛杜鹃遥毛

杜鹃分支稀疏袁花冠呈玫瑰紫色袁花期在 4要5月袁果期

9要10月袁调查期间无花无果袁景观视觉因素评分低遥

4 讨论

4.1 审美主体偏好因素对园林树种美学评价影响分析

不同审美主体因不同的性别尧职业尧生活环境会

对树种美学产生不同的评价遥 为了更好地说明审美主

体的审美偏好袁 用方差分析法来鉴别审美主体的性

别尧职业尧生活环境与树种美学评价因素之间是否具

有差异性遥 根据生活环境将测试群体分为大城市尧中

小城市尧农村遥 被调查者职业大致分为两类袁一类为与

此次调查相关的职业袁如高校教师尧园林专业学生袁占

调查对象的 19豫袁 另一类为与此次调查不相关职业袁

集中于驾驶员等公路景观直观体验者袁占调查对象的

81豫遥 如表 11统计结果所示袁审美主体虽性别不同袁

但审美偏好无显著性差异遥如表 12袁无论是职业尧生活

环境袁还是职业尧生活环境交互作用袁显著性水平均大

于 0.05袁因此不同职业尧生活环境对树种的美学评价

无显著性的差异袁不同群体在景观评价上具有明显的

一致性袁这与 Clay等 [7]尧宋勇[24]结论一致遥

表 11 性别统计及 T检验

Tab.11 Gender statistics and T-test

男 65 4.322 0.835 0.107
0.470 0.530 0.513 0.190

女 118 4.256 0.929 0.093

表 12 多因素方差分析

Tab.12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职业 2.237 2 1.314 0.327 0.771

生活环境 1.793 2 0.893 0.276 0.823

职业尧生活环境 15.417 4 2.975 0.851 0.442

4.2 树种个体美学评价及公路绿化树种选取建议

对园林树种建立的 AHP模型可知袁树干挺拔尧冠

幅较大尧叶色尧叶形适中的树种评分较高袁受人们欢

迎遥因此袁在进行公路绿化选取树种时袁为了增强树木

的美景度袁对于树种美学设计应首先考虑树形尧冠幅袁

保证树木挺拔袁不影响行车视线袁其次关注叶形叶色袁

增加景观的舒适度遥 本研究中因选取的植株样本是胸

径差不多成熟的树种袁导致胸径大小并未像前人研究

的重要性值高[25]遥 徐勇等[26]表明树种花的观赏性是观

赏树种的首要特征之一袁 而本研究结果表明花形尧花

色因子并非公众所关注的首要因素袁这可能是因为在

本研究中所拍植株均属同一季节袁而对植物有重要影

响的花尧果等季相因子并未全部呈现出袁植物个体景

观美学是集多种形态尧美学特征于一体袁单纯的某一

方面并不能客观反映树种的美学质量袁因此在对树种

进行美学评价时袁需要参考多方因子进行综合评价[5]遥

在选择公路绿化树种时袁应将树种选择和配置模

式相结合遥 树种选择应首先考虑适用于道路环境袁适

应性较强袁环境效益较高的树种袁同时树种应具有一

定的滞尘能力和固碳放氧能力袁优化道路环境[27]曰在树

种的配置模式上袁 应首选适应性较强的乡土树种袁间

种外来树种遥 在配置这些基础树种后袁可以适当间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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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价值比较高的树种[28-29]袁增加行车途中的景观舒

适度遥 乔木层作为公路绿化的主体袁应选择更新周期

长尧可以在道路两侧形成较为稳定群落的树种曰灌木

树种以观花为主袁应配置花色鲜艳尧花期长尧植株形状

完整的树种遥 利用乔灌草配置进行种植袁搭配植物的

色尧形尧香袁增加公路两侧植物的层次感及植物季相变

化袁减少了只有一种常绿乔木的单调感袁这与前人研

究结果一致[30-31]袁灌木加小乔木配置方式使植物种类

向花草类突破袁改善公路立地条件袁提高了绿化景观

的观赏性遥

综上所述袁公路绿化园林树种美学质量与树种要

素特征密切相关袁本研究通过对福州公路普通园林树

种进行美学评价袁得出最受公众喜爱的树种应具有以

下特征院树干挺拔袁树冠冠幅广展袁叶色较为鲜明袁气

味清新袁枝叶茂盛但叶片不过于密集以及枝下高高度

适中袁该结论优化了福州公路树种的选择袁为公路景

观美学研究与应用提供了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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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Evaluation of Main Landscaping Tree Species

on Ordinary Highway of Fuzhou City

ZHAO Qing1袁 LIU Shuang1袁 LIU Dongxiang2袁 LI Jian1袁 ZHAO Chaohu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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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ogistics Management Offic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3援Fuzhou Highway Development Center, Fuzhou, Fujian 350000)

Abstract院In order to carry out aesthetic evaluation on the main arbor and shrub garden tree species of Fuzhou City ordinary highway,

this study uses AHP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model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 and expert scor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fort

factor of plant landscape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 in the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tree species, with a weight value of 0.3520, followed by

the shape and color of plant flowers, with a weight value of 0.204 4. The 12 tree species involved in the evalu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The first level tree species is the preferred tree species for highway greening, with extremely high ecological and ornamental

values. Secondary tree species can be used as supplementary tree species for road greening, while tertiary and quaternary tree species can

be used as general tree species for road greening. These tree species have low ornamental value or ecological value. Seven shrub spec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ades. The first grade has bright color and high aesthetic value. The secondary tree species are widely used and

can be used as supplementary tree species to enrich the landscape level.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ertiary tree species, there is no

flower or fruit, which affects the aesthetic score. However, it can enrich the diversity of road greening tree species and can be used as

general tree species for road greening. The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tree species can enrich the selection of highway tree spec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highway landscape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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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早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注遥 气候变化不仅影响大自然生态平衡袁同时气候变

化引起的气象灾害还可能影响到社会经济和人类生

命安全遥 据 IPCC 2013 年第 5 次评估报道袁1880要

2012 年袁 全球海陆表面温度上升了 0.85 益曰2003要

2012 年平均温度比 1850要1900 年平均温度上升了

0.78 益 [1]遥 据叶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曳中指出

1909年以来中国的变暖速率高于全球平均值袁在每百

年升温 0.9~1.5 益之间[2]遥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多种多

样袁不同区域气候变化必然存在差异遥 对地区气候影

响因子(气温尧降水量尧风速尧日照时间等)进行分析是

了解该地区气候变化特征与变化趋势重要方法之一遥

在前人研究中袁国内外许多学者基于对地区各个维度

的气候影响因子进行分析袁来了解该地区气候变化特

征以及预测未来气候趋势遥 Ijaz等[3]运用 M-K突变检

验和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等方法研究巴基斯坦斯瓦

特河流域的降水量变化曰Soumyodipta等[4]运用 R/S分

析方法计算印度季风前温度与夏季温度的 Hurst 指

数袁研究其规律以及预测未来趋势遥 同时国内学者也

已经在该领域展开研究袁并取得丰富成果遥赵嘉阳等[5]

运用 R/S分析方法研究龙岩市气候变化特征并预测

未来趋势变化曰刘琼等[6]运用 M-K突变检验方法分析

河西西部地区气候变化特征和空间分布遥

因此袁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尧Mann-Kendall

突变检验尧小波分析和 R/S分析等方法对福建 1980要

2017年平均气温尧降水量的变化特征和未来趋势变化

进行分析袁不仅丰富福建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袁同时

对福建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科学借鉴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福建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袁总陆地面积为 1.214伊

105 km2遥 下辖福州尧莆田尧泉州尧厦门尧漳州尧龙岩尧三

明尧南平尧宁德 9个地级市遥 福建地势因丘陵尧山谷占

全省总面积 80%以上袁素有野八山一水一分田冶之称袁

福建省 1980要2017气候变化特征及未来趋势

黄奇晓 1,2,3袁 丘永杭 1,2,3袁 陈晓瑜 1,2,3袁 孙晓航 1,2,3袁 林玉蕊 1

(1.福建农林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2.生态与资源统计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3.福建省资源环境空间信息统计研究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院为研究福建气候变化特征及预测未来趋势,运用线性回归尧Mann-Kendall突变检验尧小波分析和 R/S分析

等方法分析了福建省 1980要2017共 38 a的年降水量尧年平均气温数据遥 结果显示院1)福建省近 38 a平均气温上升趋势

显著袁年际倾向率为,有明显的突变点曰2冤福建省年降水量在 2000年后有增多趋势袁但趋势不显著袁年平均降水量在未存

在明显突变时间点遥 3冤福建年平均气温变化第一主周期为 14 a袁未来年平均气温将有下降趋势袁持续程度弱曰福建年降水

量变化第一主周期为 27 a袁未来年平均降水量将减少袁持续程度强遥

关键词院气候变化特征曰Mann-Kendall突变检验曰线性回归曰小波分析曰R/S分析曰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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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达到 65.95%袁居全国首位遥 福建属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袁雨量充沛袁光照条件充足袁气候条件宜

人及适合多种作物生长袁受地形影响各地区气候特征

差异较大遥

1.2 资料来源

本研究基于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络 ( http: / /cdc.

cma.gov.cn /)中福建省 24个气象点渊崇武尧福鼎尧福州尧

建瓯尧建阳尧九仙山尧龙岩尧宁德尧平潭尧浦城尧厦门尧上

杭尧邵武尧泰宁尧武夷山尧漳平尧长汀尧漳州尧仙游尧宁化尧

永定尧尤溪尧南平尧霞浦冤1980要2017年的月值数据渊见

图 1冤遥从中选取气温和降水量这两个气象因子年际数

据进行研究遥

图 1 气象站点在福建省位置

Fig.1 Location of meteorological st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2 研究方法

2.1 线性回归

线性回归是一种参数估计方法[7]袁一元线性回归

理论模型为院

Yt=琢t+茁 渊1冤

其中院Yt在本文中表示气象因子袁t表示时间 渊文

中 1980要2017年冤曰茁为回归常数袁琢为回归系数遥 回

归系数 琢符号表示 Yt的趋势倾向遥 琢>0袁则说明随时

间 t增加袁Yt呈上升趋势曰反之袁Yt呈下降趋势遥

2.2 M-K突变检验法

Mann-Kendall突变检验法 (M-K突变检验法)是

一种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8]遥 Mann-Kendall突变检验

法具有不需要样本数据遵从一定的分布袁也不受少数

异常值的干扰袁且计算简便的优点遥

对于时间序列 xi袁按顺序 x1袁x2袁噎袁xn构造一秩序

列院

Sk =
k

i=1

移ri 渊k=2袁3袁噎袁n冤. 渊2冤

其中

ri=
1, xi >xj

0, xi臆xj
嗓 渊j=1袁2袁噎袁i冤 渊3冤

式中院Sk表示第 i时刻数值大于第 j 时刻数值个

数的累计数遥 在时间序列相互独立袁且有相同连续分

布时有院

E渊Sk 冤=
n渊n+1冤

4

Var渊Sk 冤=
n渊n-1冤渊2n+5冤

72
渊4冤

E渊Sk 冤,Var渊Sk 冤是累计数 Sk的均值和方差遥构造如

下统计量院

UFk =
[Sk -E渊Sk 冤]

Var渊Sk 冤姨
渊k=1袁2袁噎袁n冤 渊5冤

其中 UF1=0遥 再按时间序列 xi逆序 xn袁xn-1袁噎袁x1袁

重复公式 (2)尧(3)尧(4)尧(5) 过程构造 UBk序列袁 同时使

UBk=-UFk袁k=n袁n-1袁噎袁2,1袁UB1=0遥 给定显著性水平

a袁将 UFk袁UBk袁 Ua 曲线绘制在同一坐标图上袁可通过

三条曲线位置判断时间序列趋势性尧 显著性和突变

点遥

2.3 小波分析

小波分析渊wavelet analysis冤也称为多分辨率分析

渊multiresolution analysis冤,被认为是傅里叶分析方法的

突破性进展遥 小波分析在信号处理尧图像处理以及地

震勘探等诸多科技领域有广泛应用遥

小波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一簇小波函数系来表示

或逼近某一信号或函数遥 在小波变换中袁比较常用的

小波函数有哈尔渊Harr冤小波尧墨西哥帽状小波以及

Morlet小波遥 因此袁小波函数是小波分析的关键袁它是

指具有振荡性尧能够迅速衰减到零的一类函数遥 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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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鬃(t)为满足下列条件的任意函数院

R
乙 鬃渊t冤dt=0

R乙 鬃赞 渊棕冤
2

棕
d棕<肄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渊6冤

其中鬃赞 渊棕冤是 鬃渊t冤的频谱遥 令

鬃a,b 渊t冤= a
-

1
2
鬃渊

t-b
a

冤 渊7冤

鬃称为基本小波或母小波袁a为频率参数袁b 为时

间参数袁表示波动在时间上的平移遥 函数 f(t)小波变换

的连续形式为院

鬃f渊a,b冤= a
-

1
2

驻t
n

i=1

移f渊i驻t冤鬃渊
i驻t-b
a

冤 渊8冤

小波方差为院

Var渊a冤=移 棕f渊a,b冤蓘 蓡
2

渊9冤

小波方差可用来确定信号中不同种尺度扰动的

相对强度和存在的主要时间尺度袁即主周期遥

2.4 R/S分析

重标度极差分析法(rescaled range analysis)袁基本

原理为院

1冤给定一段时间序列 x(t)袁将其分成 子段并求出

每一段的均值袁构造一个均值序列

x子=
1
子

子

i=1

移x渊t冤袁 子=1,2,噎,n 渊10冤

其标准差为院

s渊子冤=
1
子

子

t=1

移 x渊t冤-x渊子冤蓸 蔀
2

姨 渊11冤

2冤定义均值序列累积离差

x渊t,子冤=
t

k=1

移[x渊k冤-x子]袁1臆t臆子 渊12冤

3冤定义极差序列

R渊子冤=max x渊t,子冤-min x渊t,子冤 渊13冤

对于比值 R渊子冤/S渊子冤/@R/S 若存在如下关系院R/

S=子H则说明所分析的时间序列存在 Hurst 现象袁H 称

为 Hurst 指数袁可以根据 H 值的大小来判断时间序列

未来的趋势性遥 若 0.5约H约1,则时间序列具有持续性袁

气候未来趋势与过去一致袁 且 H 越接近 1持续性越

强曰若 0约H约0.5袁则时间序列具有反持续性袁气候未来

趋势与过去相反袁且 H越接近 0反持续性越强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区气候特征分析

根据福建各年代气温尧 降水量算数平均值计算结

果(表 1)遥

表 1 福建省各年代气温与降水量平均值

Tab. 1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3.2 气温与降水量年变化趋势

如图 1所示袁 实线表示各年气候因子平均值袁虚

线表示线性趋势遥 福建降水量整体趋势不明显袁拟合

优度只有 0.04袁 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遥 说明福建

1980要2017年降水量整体呈现波动趋势遥 如图 2袁福

建年平均气温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袁且通过 95%显著性

检验袁福建年平均气温上升趋势显著遥 在 95%显著性

水平下年际倾向率为每 10 a 0.321 益遥 这与北半球和

全球近百年来的温度上升趋势相吻合遥

图 2 福建年降水量线性趋势

Fig.2 Linear trend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1980要1989 18.4 1 606.8

1990要1999 18.8 1 668.0

2000要2009 19.2 1 604.4

2010要2017 19.3 1 803.1

1980要2017 18.9 1 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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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福建年平均气温线性趋势

Fig.3 Linear trend of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of Fujian Province

3.3 气温与降水量突变分析

3.3.1 降水量突变分析

利用 M-K突变检验法对福建地区 38 a逐年平均

降水量进行分析袁显著性水平为 0.05遥 如图 4所示袁观

察 UF曲线袁UF曲线围绕 0值上下波动且未超过 0.05

显著性水平线袁 说明 1980要2017年福建降水量处于

波动状态无明显上升或下降趋势曰2000要2017 年之

间袁UF曲线的值基本位于 0值以上袁 说明在 2000年

后福建降水量有增多的趋势袁 但是 UF曲线的值始终

未超过 0.05置信水平临界线袁说明福建降水量增多的

趋势不显著遥 UF与 UB曲线在 0.05显著性水平临界

线内有多个交点袁 说明福建地区在 2000年后降水量

不存在显著性突变时间点遥

图 4 福建年平均降水量 Mann-Kendall突变检验图

Fig.4 Mann-Kendall curve of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3.3.2 气温突变分析

利用 M-K突变检验法对福建地区 38 年逐年平

均气温进行分析袁显著性水平为 0.05遥 如图 5所示袁观

察 UF曲线袁1990年之后 UF曲线值始终大于 0值袁且

一直以较大幅度增长并超过了显著性水平临界线袁说

明福建整体气温呈现上升趋势且趋势显著袁即年平均

气温逐渐升高遥 UF与 UB 曲线相交于 1998 年且在

0.05置信水平临界线内袁 根据 M-K突变检验法原理

可知袁福建年平均气温的突变时间点为 1998年袁1998

年是大幅增温的开始袁即由温暖向炎热突变袁这与叶第

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曳指出的中国增温趋势是

相吻合的遥

图 5 福建年平均气温 Mann-Kendall突变检验图

Fig.5 Mann-Kendall curve of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of Fujian Province

3.4 气温与降水量周期性变化分析

小波方差图能反映时间序列的波动能量随时间

尺度的分布情况遥 图 5为福建降水量矩平序列的小波

方差图袁如图所示在较大时间尺度上福建年降水量小

波方差图出现 4个明显的峰值袁分别对应 27尧14尧6尧3 a

的时间尺度遥 其中以 27 a时间尺度小波方差最大袁说

明 27 a左右的降水周期震荡最强袁 为福建降水量 38

年来降水变化的第一主周期曰6尧3尧14 a分别对应福建

降水量的第二尧三和四主周期遥

图 6 福建年平均降水量小波方差图

Fig.6 Wavelet variance of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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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为福建年平均气温矩平序列的小波方差图袁

如图所示在较大时间尺度上福建年平均气温小波方

差图出现了 4个峰值袁 分别对应 21尧14尧6尧3 a的时间

尺度遥其中以 14 a主周期小波方差最大袁说明 14 a时

间尺度左右的福建年平均气温能量震荡最强袁为福建

年平均气温 38年来气温变化的第一主周期曰21尧6和

3 a时间尺度分别为福建年平均气温变化的第二尧三尧

四主周期曰说明上述四个主周期的波动分别控制着福

建年平均气温 38 a来的变化特征遥

图 7 福建年平均气温小波方差图

Fig.7 Wavelet variance of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

of Fujian Province

3.5 气温与降水量未来趋势分析

通过使用 R/S分析法计算出福建省 1980要2017

年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 Hurst指数可以对福建

省年平均气温与年平均降水量进行未来趋势性分析

(见表 2)遥

结合图 2福建年平均降水量趋势图与图 4 福建

年平均降水量突变检验图袁 福建年平均降水量在

2000要2017年有增多趋势袁趋势不显著遥 福建年平均

降水量赫斯特指数 H 值为 0.288 4袁 说明福建年平均

降水量具有反持续性袁即福建未来年平均降水量变化

趋势与过去相反袁说明福建年平均降水量在过去虽然

整体呈现增多趋势袁但是在未来有可能呈现减少趋势遥

结合图 3福建年平均气温趋势图袁福建年平均气

温在 1980要2017年具有显著上升趋势袁 这一变化趋

势与全球气温变化趋势一致遥 根据计算袁福建年平均

气温的赫斯特指数 H值为 0.420 6小于 0.5袁说明福建

年平均气温具有反持续性袁即福建未来年平均气温变

化趋势与过去相反遥

表 2 福建年平均气温与降水量 Hurst指数

Tab. 2 Hurst index of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4 结论与讨论

福建省 1980要2017 年平均气温上升趋势显著袁

年平均气温在 95%显著性水平下年际变化倾向率为

每 10年 0.32 益遥 这一趋势与 IPCC渊政府间国际气候

变化委员会冤提供的报告结果以及叶第三次气候变化

国家评估报告曳中指出的结果一致遥 在 1988年气温发

生突变袁气候由温暖向炎热突变遥 突变时间点后年平

均气温为 19.2 益袁比多年平均气温高 0.3 益袁突变年

份以前年平均气温是 18.5 益袁比多年平均气温低 0.4 益遥

福建省年平均气温的上升趋势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温

室效应所带来的影响遥 福建年平均气温变化第一主周

期为 14 a曰福建未来平均气温将有下降趋势袁但持续

程度较弱遥

福建 1980要1999 年平均降水量呈波动趋势袁

2000要2017年平均降水量整体有增多趋势袁但未通过

95%显著性水平检验袁福建年平均降水量增多趋势不

显著袁 这一结果与赵嘉阳等学者研究的结果一致曰在

1980要2017年内未出现明显突变点曰福建年平均降水

量变化第一主周期为 27 a曰福建未来降水量将呈现减

少趋势袁持续程度较强袁即福建地区在未来可能进入

到降水量偏低的时期遥

在预测福建省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的同时还分析

了福建省气候变化的主周期袁在一定程度上精确地预

测了福建省未来气候趋势变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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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Qixiao1,2,3, QIU Yonghang1,2,3, CHEN Xiaoyu1,2,3, SUN Xiaohang1,2,3, LIN Yurui1

(1.College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2. Key Laboratory for Ecology and Resources Statistics, Fuzhou, Fujian 350002;

3. Fujian Provinci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patial Information Research Center,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climat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ecast the future trend of Fujian Province, the data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from 1980 to 2017 in Fujian province were analyzed by linear regression, Mann-Kendall mu鄄

tation test, wavelet analysis and R/S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of Fujian Province increased signifi鄄

cantly in the past 38 years, the interannual trend rate was, there were obvious mutation points; 2) 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increased after 2 000, but the trend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did not have obvious mutation time

point. 3) The first main cycle of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change in Fujian Province is 14 a, the next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will

have a downward trend, the degree of persistence is weak. The first main cycle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change in Fujian is 27 a, the next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will decrease, the degree of persistence is strong.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M-K test; wavelet analysis; R/S analysis;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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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安装工程是现代化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其

完善程度反映了房屋建筑和物质生活水平[1]遥 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袁对建筑物的功能需求越来越高袁而相

对应的机电设备也越来越多袁管线越来越复杂袁机电

安装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也越来越难遥当前 BIM技术在

我国的应用虽然还处于初级阶段袁但已经得到了大众

的认可遥利用 BIM技术进行机电安装工程的设计可以

为工程带来极大的便利和效益袁例如袁邢振华等 [2]将

BIM技术应用在了大型商业综合体的机电工程深化

设计中曰杨震卿等[3]站在施工方的角度阐述了在机电

施工中运用 BIM技术的优势曰熊超华等[4]应用BIM对

武汉国博燃气能源站进行机电安装工程质量管理袁取

得了良好的工程效益曰胡文发等[5]应用 BIM的可视化

功能对国家会展中心的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现在进行

协调管理袁同样发挥了 BIM的技术优势遥

BIM技术在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方面的应用主要

在于管道碰撞检查尧管道综合设计[6]尧虚拟仿真[7-8]尧成

本控制等遥 机电工程包括给排水尧暖通尧电气及消防工

程等袁各系统均是通过管道来完成其功能遥 各系统管

道纵横交错袁传统机电工程在设计阶段是由各专业设

计师分别在各自的施工图纸上设计再进行综合袁各专

业信息不易共享袁往往出现管道野打架冶袁这在二维图

纸中并不容易检查出来遥 施工时期才发现管道在空间

碰撞袁或者这个专业的管道占用了另一个专业管道的

位置等问题袁 然后再事后现场勘查袁 开协调会议袁修

改尧返工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袁造成内耗和浪费遥 不

少设计院为了避免这类问题袁甚至以上各专业由同一

个人来设计袁但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毕竟还是少数遥 有

了 BIM技术之后袁由于 BIM技术的可视化和直观性袁

使得管道发生碰撞在设计时期就能被检查出来袁优化

了设计效率袁 并且可以通过 Autodesk Revit 和 Au鄄

todesk Navisworks等软件进行碰撞检查袁 发现并解决

管线碰撞尧调整净高等问题袁能很好地解决野错尧漏尧

碰尧缺冶的问题[9-10]遥 通过基于 BIM技术的 4D尧5D施工

模拟软件能够进行施工模拟袁 对施工进行可视化指

导袁减少返工尧窝工等问题袁控制造价遥

针对福建三峡海上风电产业园机电工程袁分析了

BIM技术在机电安装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应用
要要要以福建三峡海上风电产业园工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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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尧施工尧竣工到运维全生命周期的 BIM应用过程遥

项目达到较高模型深度袁对不同类型的软件进行了协

同应用袁建立适应项目设计尧施工全过程的云端 BIM

协同管理平台袁引进先进的国外专业电子资产管理软

件进行竣工电子平台建立遥 相较传统设计方式袁这对

提高设计效率尧控制建造质量尧降低工程造价尧缩短施

工工期尧提升运维成效等都有明显的优越性遥

1 工程概况及项目特点

1.1 工程概况

福建三峡海上风电产业园位于福清市江阴半岛袁

总占地面积 66.67 hm2袁是长江三峡集团与福州市共同

投资建设的海上风电研发中心和海上风电装备制造

基地遥 园区面积大袁主要依靠大型的风力发电机组进

行发电袁此外园区还有部分利用光伏发电袁内部有水

处理厂袁大型设备机组众多袁整个项目机电工程十分

复杂袁包括室内机电尧室外管网和公共管网部分袁涉及

给排水工程尧消防工程尧电气工程尧弱电工程尧通风工

程尧电梯工程尧楼宇智能化系统渊BAS冤尧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渊FAS冤尧能耗监控系统尧视频监控系统尧传感设施

系统等遥

1.2 项目特点

1.2.1 专业覆盖面广

叶GB 50084要2017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曳

规范要求袁直立型尧下垂型喷头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

不应小于 75 mm曰叶GB 50242要2016建筑给水排水及

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曳中规定室内给水管与排

水管平行敷设时袁 两管水平净距不得小于 0.50 m袁交

叉敷设时袁垂直净距不得小于 0.15 m遥 各类规范要求

了机电安装工程的管道必须占用大量的室内空间袁如

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合理地布局各类管道是机电工程

师需要解决的问题遥 本项目旨在建设海上风电研发中

心和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袁所涉及的机电安装工程

不仅包括了传统的给排水工程尧暖通工程和电气工程

的各大管线袁还涉及到 BAS尧FAS尧能耗监控系统尧资产

管理系统等建筑智能化系统袁设备层尧设备间和管道

井中各种管线和设备数量多袁交叉作业多袁容易出现

互相干扰尧空间位置冲突的问题遥 一旦出现返工带来

扯皮尧拖延的问题将较为严重遥 如何在狭小的空间进

行有利的设计是很大的难点遥利用 BIM技术可以做到

事前控制袁使工程保质保量地完成遥

1.2.2 整体工期长

机电安装工程从管线预埋到最终的竣工验收袁整

体跨度大尧工期长遥 本项目所使用的水泵尧风机和配电

设备也数量众多袁 光是设备调试就将花去许多时间遥

基于 BIM模型袁 本项目在 Projectwise Explorer V8i平

台上创建数据共享平台袁实现计划管理尧任务反馈尧项

目进度看板尧计划与实际 4D模拟对比查看的功能袁项

目各方参与协同工作袁实时管理施工进度遥

2 BIM在本项目中的应用

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袁由建设单位牵头袁组建

了 BIM技术中心袁设计院作为实施总协调单位及 BIM

项目咨询管理袁施工方作为 BIM项目管理遥 项目除地

质勘探未利用 BIM技术袁 其它阶段均采用了 BIM技

术袁以园区运维阶段应用为目标进行 BIM全生命周期

策划及 BIM标准制定袁多单位协同管理模式袁设计尧施

工一体化传递袁做到全生命周期咨询服务遥

2.1 设计阶段

对于产业园大厦办公区域和厂房区域等各单体

建筑和地下管网袁 机电安装工程方面主要采用 Revit

MEP建立 3D模型遥 本项目由于体量大袁是分专业协

同进行袁在土建模型上建立机电安装工程模型遥 具体

技术路线为院各机电专业设计师第一次协调要要要确定

室内净高要求要要要协商各专业管线排布原则遥 模型建

立完成后基于 3D视图的直观展示袁 可清晰地发现机

电管线与结构梁尧板尧墙尧柱的碰撞袁再核对机电专业

墙体预留孔洞位置袁检查机电管线与门过梁是否发生

碰撞遥 接下来动力专业管线尧重力管渊给排水尧暖通冤按

图纸建模袁给排水专业重力管渊如排水管冤起端贴梁

底袁坡度按图纸说明建模曰暖通专业重力管渊冷凝水

管冤袁坡度按图纸说明建模遥 此时便进行第二次协调袁

依据详细原则袁给排水尧暖通尧电气尧动力管线制定分

层排布原则袁区域协调和平面协调遥然后通过 Revit的

链接功能把各专业管线导入袁 对管线进行综合排布袁

给排水尧暖通尧电气尧动力管线进行细部碰撞检查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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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三次协调遥 得到碰撞检查结果报告后袁由此提出

优化建议袁各专业根据原则进行避让翻折遥 管线优化

调整及竖向净空优化报告袁很大地减少了传统二维机

电设计错误不易发现的问题袁 也减少了设计图变更遥

设计阶段本项目模型深度达到 LOD 300~350遥实现设

计 BIM模型与施工图一起交付尧审核尧归档遥图 1为整

个园区用地范围内公共管网渊含消防尧给水尧排水尧强

电尧弱电尧热力和燃气管道尧通讯尧路灯照明等冤的 3D

建模某节点截图遥 图 2为使用 Navisworks进行碰撞检

查后的报告部分截图及净高优化报告部分截图遥如图

2所示袁1号碰撞处为给排水图纸自检袁 给排水工程

中袁B3层 B~E/7轴处袁标高为 2 700 mm的 DN100废

水管道与一根 DN150的喷淋管道和一根 DN65的喷

淋管道发生交叉重叠遥 第 2处为专业之间的碰撞检

查袁B3层给排水管道与暖通管道发生野打架冶袁明显能

看到 DN125的消防管道从风管中间直接穿过袁 这就

需要对管道进行高度的调整或者进行部分翻折遥

图 1 地下管网某节点截图

Fig.1 Screenshot of a node of underground pipe network

图 2 设计阶段冲突检测及三维管线综合优化

Fig.2 Conflict detection and 3D pipeline optimization

in design stage

2.2 施工阶段

对 MEP机电尧室外管网尧公共管网 BIM施工模型

在设计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各专业的深化设计袁同时根

据施工进度袁 保持施工 BIM模型的及时变更遥 采用

Navisworks进行管线尧机电尧建筑之间产生的软硬碰撞

再次检查及校审袁对工程量进行计算并制作工程量统

计清单袁对施工进度模拟尧专项施工方案模拟尧详细节

点安装模拟袁针对关键部位袁利用 BIM模型对低矮空

间装饰面与机电管线进行碰撞检查袁施工阶段的模型

深度达到 LOD 400遥利用 BIM施工模型提前发现施工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优化施工方案袁对施工进行可视

化指导遥 以原材料试验楼为例袁在设计模型深化的基

础上检查出机电碰撞点共计 60余处袁 并在施工前期

进行了逐一调整遥 基于 BIM模型袁在 BIM施工管理平

台上建立设备与材料管理和施工进度关联关系袁通过

平台可追溯大型设备及构件的物流与安装信息袁实现

设备材料进度跟踪袁如图 3所示遥 对接协同平台要求袁

通过平台进行多参与方的施工过程管理遥 图 4为施工

阶段管线综合模型图遥

图 3 施工过程管理

Fig.3 Construction process management

图 4 施工阶段管线综合模型

Fig.4 Comprehensive pipeline model in construction stage

2.3 竣工交付阶段

建立 BIM+EP平台运维管理系统袁 基于资产信息

管理渊AIM冤和技术状态管理渊CM冤理论运用数据仓库

王肖颖袁等院BIM技术在机电安装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应用 3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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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 SOA架构开发的工程全寿命周期信息管理的

平台遥 对模型管理尧空间管理尧资产管理尧智慧运维尧能

耗管理尧应急安全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控遥 对于机电

安装工程袁可以对设备的 3D模型及属性尧设备编码尧

空间位置或工位信息和相关文档进行关联袁包括二维

图纸和供货商信息等资料遥 如图 5所示袁实现 BIM工

程全寿命周期电子资产信息管理的平台袁更加有效地

管理设备袁部分设备精度达到 LOD 500遥

图 5 三维模型管理

Fig.5 Management of 3D model

2.4 运维阶段

许多机电管线属于隐蔽工程袁随着竣工年限的增

加袁管线相关数据资料可能存在遗失或寻找困难等问

题袁此时如果需要对工程进行改造或扩建袁将存在一

定的困难遥 基于竣工 BIM模型袁运用 BIM+GIS集成建

设智慧园区运维管理系统袁 设备运维主要依靠 Web

端及时采集数据袁可对机电系统进行监控袁如图 6所

示遥 同时系统对所有自控设备的控制状态进行监控袁

办公区对水管尧 风管主管的故障监控及运行情况监

控袁机房尧水泵房风机尧水泵等重要设备故障监控尧运

行状态监控遥 园区对地下管线的故障监控及运行情况

监控并可自动调节相关阀门的开闭袁对设备用房重要

设备故障监控尧运行状态监控遥 能耗监控系统可对温

湿度尧照明系统尧楼宇整体及园区各个区域及重要设

备的用水尧用电情况等进行监控袁最大程度地节约能

耗遥 每台设备建立对应的二维码袁方便进行资产分类尧

登记尧编号袁确定资产位置袁查询设备属性和相应的技

术资料遥 移动端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对日常巡检的结果

进行登记袁实现与资产管理后台的交互袁实时更新机

电工程的信息袁大大提高运维管理水平和效率遥

图 6 智慧园区运维管理系统建设

Fig.6 Construction of smart Park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3 项目 BIM研究应用效果及效益分析

BIM技术的应用带来了众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袁

该项目在机电安装方面所具有的优点体现在多方面遥

渊1冤设计阶段院设计过程做到由 BIM设计模型与

施工图同步进行各专业出图袁施工图所要求的各专业

内容都需在模型里体现袁 模型深度达到 LOD 350等

级遥 在设计初期进行各专业间协同作业和三维可视

化袁减少因传统二维施工图上造成的碰撞和各专业间

不合理交叉遥 与传统施工图相比袁本项目设计过程应

用 BIM技术可减少设计变更时间 80%袁减少设计协调

时间 50%袁减少施工图返工时间 60%袁缩短施工图出

图时间 15%袁降低设计成本 18%袁减少施工 BIM建模

时间 90%遥

渊2冤施工阶段院对设计提交 BIM模型进行施工深

化尧冲突检测及三维管线综合管理袁管线优化调整及

竖向净空优化袁复杂节点管综图及 3D局部视图袁工程

量计算袁进度计划管理模拟尧专项施工方案模拟尧材料

设备进度跟踪尧详细节点安装模拟尧质量管理遥 在施工

过程 BIM技术的应用使得设备管线安装减少返工量

80%袁施工过程中减少设计变更 40%袁施工过程减少

项目协调时间 30%袁缩短施工工期 5%袁降低施工成本

0.5%~1%遥

渊3冤全生命周期 BIM咨询院项目成立期间由业主

牵头主导以园区运维阶段应用为目标袁进行 BIM全生

命周期策划及 BIM标准制定袁 协同办公平台上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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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BIM Technology in the Life Circle of the

Mechanical-electrical Installation Projects
要要要Taking Fujian Sanxia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ial Park Project as an Example

WANG Xiaoying1, JING Jiayu1, ZHENG Yuancai2, LAI Jiayuan1

(1.School of Architectural Angineering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2. Fujian No. 1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Sanming, Fujian 365004)

Abstract: Fujian Sanxia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ial Park Project is a huge wind power manufacturing base. BIM technology is

applied in the whole life circle of this project, including design, construction, comple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iming for visual

management, collision inspe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node desig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method, this pro鄄

cess effectively avoided a large number of demolition and modification work, shortened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reduced the construction

cost, and created great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Key words: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mechanical-electrical installation projects; whole life circle; collision checking; Fujian

Sanxia

主尧设计尧监理尧施工尧物业运维等多家单位协同办公袁

减少项目协调时间 60%袁减少因协调造成返工尧窝工

时间 20%袁缩短项目工期 3%袁降低运营成本 15%遥

4 小结

该项目基于 BIM技术对机电安装工程进行协同

设计袁有效地避免了机电专业与土建专业尧机电专业

与机电专业之间的碰撞袁 减少设计变更和二次修图袁

提高了设计效率遥

施工阶段 BIM在机电安装工程的应用袁由于有了

模型指导袁对施工过程和进度进行可视化管理袁对机

电管线和设备进场进行优化调整袁减少了设备管线安

装返工量袁管线安装成本节省袁缩短了工期袁节省了财

务成本遥

利用三维直观的表现方式在隐蔽工程及重要设

施方面可以进行有效维护和精益管理袁经过运维阶段

各种数据的不断积累袁可以在 BIM运维管理平台的基

础上建立云端专家库遥

参考文献:

[1] 韩战鹏. 建筑机电安装施工质量控制措施分析 [J]. 江西建

材, 2014(7):62.

[2] 邢振华, 胡明媚, 周斌科, 等. BIM技术在大型商业综合体

中机电深化设计的应用研究 [J]. 施工技术, 2017, 46(S2):

1225-1229.

[3] 杨震卿, 张晓玲, 张红, 等. BIM技术在机电施工中的应用

研究[J]. 建筑技术, 2015, 46(2):132-134.

[4] 熊超华, 骆汉宾. 基于 BIM的机电安装工程质量管理[J].

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 2018, 35(6):157-162.

[5] 胡文发,宋玉茹,何新华.基于 BIM和供应链集成的大型建筑

安装工程可视化管理系统[J].建筑经济, 2017, 38(6):96-101.

[6] 侯中阳. 建筑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技术与 BIM技术的具体

运用浅探[J]. 建材发展导向, 2019(21):368.

[7] 何勇袁郑瓛袁吴忠袁等. BIM技术在新孟河界牌水利枢纽中

的应用[J].人民长江, 2019, 50(S1):350-353.

[8] 吴大江. 建筑信息建模在亦庄云计算中心全生命周期中的

应用[J].工业建筑, 2019, 49(10):213-218.

[9] 王淑嫱袁周启慧袁田东方. 工程总承包背景下 BIM技术在

装配式建筑工程中的应用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 2017, 31

(6):39-44.

[10] 李超军袁叶雅思袁唐洁. BIM技术在船闸金属结构全生命

周期中的应用[J].水运工程, 2019(3):159-164.

渊责任编辑院聂传朋冤

王肖颖袁等院BIM技术在机电安装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应用 37窑 窑



GPS(global position system)是美国研制的导航尧授

时和定位系统遥 GPS时钟已成为世界上传授范围最

广尧 精度最高的时间发布系统之一袁GPS接收机接收

到的 GPS时钟与国际标准时间(UCT-universal co-or鄄

dinated time)保持高度同步[1-2]遥

时间同步技术对于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故障

诊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特别是在故障测距和继

电保护等领域袁时间和同步的精度将直接影响最后的

分析结果[3]遥

当前的数字钟普遍采用晶振时钟计数显示北京

时间袁存在较大的累计误差遥 时钟误差过大很难在对

时钟精度高和稳定性要求高的电力系统中得到应用遥

为了解决普通时钟存在的低精度问题袁采用 FPGA技

术袁设计了具有高精度的数字钟袁该方法可以消除晶

振的累计误差袁得到和 GPS同步的时钟信息和高精度

的秒脉冲遥 同时袁该方法在一个芯片内完成袁具有简单

实用尧体积小尧功耗低的优点袁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遥

该设计方案在以 Altera的 EP4CE6F17C8为核心器件

的硬件平台上得到验证遥

1 基于 FPGA的整体实现方案

实现高精度的数字钟袁需要提取出来 GPS接收机

发送出来的 IRIG-B渊DC冤码中包含的时间信息袁主要

包含小时尧分钟和秒信息袁同时提取出高精度的秒脉

冲信号遥 提取出来的时间信息再通过显示模块输出到

对应的数码管遥 显示控制模块包含三部分院控制模块尧

扫描模块和译码模块遥 硬件中数码管采用共阳接法袁

动态显示数据遥 整体硬件功能示意图如图 1所示遥

图 1 整体硬件功能示意图

Fig.1 Overall hardware function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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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PGA的内部电路设计

在设计 FPGA内部电路时袁采用 QuartusII12.0软

件进行开发袁使用超高速硬件描述语言渊Verilog HDL冤

和原理图相结合的模块化设计遥 这种模块话设计不仅

可读性强袁也易于修改袁提高了程序的设计效率[4]遥

现场可编程逻辑器件 FPGA芯片[5]内部的顶层电

路如图 2所示遥 顶层电路由 irig_pps_time解码电路和

smg_interface显示控制模块电路组成遥 图 2中解码模

块电路对输入的 B渊DC冤码进行解码袁识别和提取出时

间信息和解调秒脉冲信号遥 解调出的秒脉冲信号直接

作为输出信号遥 时间信号以 BCD码的形式输出给控

制显示模块使之当前时间能正确的显示在 7 段数码

管上[6]遥

图 2 FPGA内部的顶层电路

Fig.2 Top-level circuit in FPGA

2.1 解码模块

IRIG_B码渊DC冤共有 3种码元袁每一个码元占用

10 ms的时间袁逻辑野0冶和逻辑野1冶所对应码元的高电

平分别为 2和 5 ms袁P码元是位置码元袁 对应的高电

平为 8 ms的时间遥 B码为 1 s传送 1帧袁每 1帧所包

含的时间信息如果 3所示遥 在图 3中袁连续 2个 P码

元为 1帧的开始[7-8]遥

图 3 IRIG_B渊DC冤码每帧的信息

Fig.3 Information per frame of IRIG_B(DC)

2.1.1 PPS秒脉冲提取

IRIG-B码的时帧周期是 1 s袁 包含 100个码元袁

每个码元周期为 10 ms袁 因此需要生成 1 个脉冲

clk_1k遥 此外还需要 1 个采集数据的脉冲 (da鄄

ta_bit_clk)袁此脉冲周期也是 1 ms遥

data_bit_clk这个信号主要用在解码程序里面袁一

个时钟采集 1个数据位(1 ms里面只采集 1个数据)遥

帧头的意义院irig_code是一个数据寄存器袁每 1 ms

的时间里面存放 1个采集到的数据袁这样 irig_code寄

存器就会每个 1个 ms数据就会改变 1次袁 当里面的

数据是 20爷hFF3FC袁表示帧头已经检测到了遥

当第 1次检测到帧头并配合解码脉冲(irig_code=

20爷hFF3FC& data_bit_clk)袁 产生 1 个低 989 ms 高

11 ms的脉冲(mask)遥 mask与 irig_data_in与运算,产生

的信号就是秒脉冲 irig_pps遥

2.1.2 时间解码

B码秒脉冲输入信号院irig_data_in袁 解码时间时

钟院data_bit_clk遥因为 B码编码中 0尧1袁P码即院每个码

元宽度为 10 ms袁因此用 irig_bit_cnt记录位的次数袁周

期是 10遥 10个 irig_bit_cnt构成 1个码元袁irig_slot_cnt

记录码元个数遥 又因为每 10个码元有 1个位置识别

标志袁构成 1个时隙袁因此用 irig_frame_cnt记录时隙

的次数袁周期是 10袁10个 irig_frame_cnt构成 1帧遥

用 sec_spl寄存器保存暂时的秒信息袁 这个寄存

器是一个 8位寄存器遥 高四位保存秒的个位信息袁低

四位保存秒的个位信息(都是 BCD码表示)遥 秒信息是

在第 2 个 10 ms 脉冲之后的第 3尧4尧5尧6 和 8尧9尧10

个 10 ms渊码元冤遥

用 minu_spl寄存器暂时保存分信息袁这个寄存器

是 8位的遥 分的十位信息用高四位保存袁分的个位信

息用低四位保存遥 分的信息是 B码的第 11个码元开

始袁这个时候 irig_frame_cnt =4'h1袁即第 2 个 100 ms

时隙袁在这个时隙里面袁分的个位和十位信息包含在

第 2尧3尧4尧5和 7尧8尧9个 10 ms渊码元冤遥

用 hour_spl这个寄存器暂时保存时信息袁这也是

一个 8位的寄存器遥 时信息的个位信息是其低四位袁

高四位保存时的十位信息遥 时的低信息是在 22尧23尧

24尧25和 27尧28个 10 ms渊码元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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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控制显示模块

控制显示模块包含 3个子模块院数码管数据控制

模块尧数码管扫描模块尧数码管显示译码模块袁具体的

FPGA电路如图 4所示遥

开发板上安装了 6个共阳数码管袁可以显示 6个

数字渊从左往右依次显示小时尧分钟尧秒冤遥 6个数码管

的 7段驱动信号是 SMG_Date[6..0]袁分别对应数码管

的 g..a段遥驱动信号是野低电平有效冶遥6个数码管的列

扫描信号是 Scan_Sig[5..0]遥 Scan_Sig[5]选择的是小时

的十位袁Scan_Sig[4]选择的是小时的个位袁Scan_Sig[3]

选择的是分钟的十位袁Scan_Sig[2]选择的是分钟的个

位袁Scan_Sig[1]选择的是秒的十位袁Scan_Sig[0]是秒的

个位遥 分别对应的是来选择哪个数码管遥

图 4 FPGA控制显示模块

Fig 4. Control and display module of FPGA

3 设计仿真

仿真测试平台是与 quartusII 12.0 [9] 软件匹配的

Modelsim 袁为加速仿真袁在仿真过程中系统晶振频率设

置为 1 MHz渊实际硬件平台频率为 50 MHz冤遥 irig_in设

定为 365 d袁23 h袁59 min袁56尧57尧58尧59 s遥 仿真长度为

4 s袁整体仿真结果如图 5和图 6遥 在图 5中可以看到

IRIG_PPS 秒脉冲输出袁同时解出对应时间分别为

23:59:56尧23:59:57尧23:59:58和 23:59:59遥 把图形放大

可以看到 SMG_Date [6..0]和 Scan_Sig [5..0]对应的数

值遥 图 6是放大后的 SMG_Date[6..0]和 Scan_Sig[5..0]

具体数值袁此时解码时间为 23:59:57遥 通过 SMG_Date

[6..0]和 Scan_Sig[5..0]的数值此时数码管显示的正好

是 23:59:57遥 例如秒数值 57袁1 ms扫描信号 Scan_Sig

[1] =0 渊选择秒的十位数码管 冤袁SMG_Date [6..0] =

0010010 渊数码管的驱动信号 冤袁1 ms 扫描信号

Scan_Sig[0]=0渊选择秒的个位数码管冤袁SMG_Date[6..0]=

1111000渊数码管的驱动信号冤遥 仿真表明院解码电路设

计正确且达到解码精度要求遥

图 5 FPGA整体仿真结果渊1冤

Fig. 5 The overall simulation results of FPGA (1)

图 6 FPGA整体仿真结果渊2冤

Fig. 6 The overall simulation results of FPGA (2)

4 结论

通过 IRIG_B渊DC冤码的解码和数据控制显示两方

面详细介绍了基于 FPGA技术的高精度数字钟的设

计方案遥 该方案因为采用的是数码管显示袁所以显示

内容有限遥 后期可以通过液晶显示模块显示 IRIG_B

码中包含的跟多信息遥 比如院年尧天数尧是否闰年等信

息遥

仿真平台采用 1 MHz时钟信号误差稍微高些袁实

际采用 50 MHz的时钟信号袁 设计方案的总体延时小

于 300 ns遥 同时袁该方案还输出高精度的秒脉冲信号袁

可以为其他设备提供需求遥

随着数字同步网的建设袁用户设备对标准时间信

号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袁本方案可以通过采用更高频

率的主时钟信号和工作频率更高的 FPGA芯片来满

足用户设备不断提高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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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袁 计算机网络得到飞速发

展袁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网络

攻击遥 网络安全变得尤为重要袁国内外广大学者对网

络安全防护技术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袁网络安全防护

技术中防火墙技术和数据加/解密技术仅仅是静态防

护袁在错综复杂网络环境中袁单单靠静态的防护是完

全不够的遥 入侵检测系统是对防火墙技术的有效补

充袁不仅对系统提供实时的防御袁而且能主动对穿越

防火墙的攻击进行有效的响应袁但一般的入侵检测技

术袁具有效率低尧误差率高的特点遥针对大数据网络的

特征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袁入侵检测系统自身存在着

很多不适宜大数据网络的缺点袁容易给外来入侵者机

会袁对来自网络内部的非法访问也容易误报遥 这就要

求我们研究出一种新的网络数据检测的方法来弥补

入侵检测系统的不足遥

本文研究集成主成分分析法和 K-均值聚类算法

相结合的入侵检测系统袁主成份分析法是从多元的事

物中解析出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袁 简化复杂数据,K-均

值聚类算法能够减少因高维数据所带来的计算量和

计算时间遥 将这 2种算法结合起来对网络流量的数据

进行数据预处理袁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能代表每一

类数据集合的主成分作为入侵检测系统的输入数据袁

一方面实现了降低数据集合的维数尧 数量级以及数

量袁另一方面去除了冗余尧非主要特性的特征属性袁有

效提高了输入数据集合的有效性遥 再利用 K-均值聚

类算法对数据集合进行重分类袁一方面提高分类的准

确性另一方面使得数据集合具有一定的简洁性遥 并通

过实验进行验证袁采用检测入侵检测系统性能的标准

数据集 KDD CUP 99 中的部分子集作为仿真实验数

据集合袁经过对比实验验证基于这两种算法的入侵检

测系统具有较高的检测效率和低的误报率遥

1 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降维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袁PCA)

是一种用数学推导的方法来实现高纬度数据的降维

处理袁 用主成分分析法 PCA来实现数据降维比较简

单遥 PCA算法的步骤有六步遥

第一步袁计算样本的协方差矩阵

X1=渊X1I袁X2I袁噎袁XpI冤,渊I=1,2,噎,n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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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移X=
1
n-1

n

I=1
移渊XiI -X

軍冤蓸 蔀
p伊p

(2)

第二步袁记特征空间 X的协方差矩阵为移x袁并且

记该特征空间的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为 姿袁 前 p个特

征值分别记为姿1袁姿2袁噎袁姿p袁并假设 姿1逸姿2逸噎逸姿p逸0遥

第三步袁 记每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为 a1袁a2袁

噎袁ap袁则特征向量 ai可表示为院

ai=[ai1袁ai2袁噎袁aip]
T (3)

第四步袁计算累计方差贡献率袁达到 85%及其以

上时袁计算主成分的个数遥

Fi=ai 'X袁i=1,2,噎,k渊k臆p冤 (4)

第五步袁计算所选出的 K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遥

X
*

i =Xi -X
軍=渊x1i -x 1 袁x2i -x 2 袁噎,xpi -x p 冤

T

(5)

第六步袁根据方差贡献率排序袁统计出累积方差

的贡献率袁 当累积方差的贡献率达到 85%以上时袁计

算 K 值袁即可计算出能代表原数据特征属性的主成分

的个数遥

经国内外学者实验证明袁当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

85% 就表示可以代表原特征空间的属性了[1]遥 我们可

以根据这个累计方差的贡献率来求出 K袁那么这 K 个

主成分就可以用来代表原数据集的主要特征袁已达到

对高维数据进行降维的目的遥

2 K-均值聚类算法对数据进行重分类

K 均值聚类算法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聚类算

法袁K 可以由用户指定袁 给定一个数据点集合和需要

的聚类数目 K 将各个聚类子集内的所有的数据样本

的均值看作是这个聚类的代表点遥 这个算法的主要的

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迭代过程把数据集划分成为不同

的类别[2]袁并且每个聚类内部紧凑袁聚类间相互独立遥

目前是应用于工业领域的一种非常有影响的技术遥

K 均值聚类算法的工作原理是首先确定初始聚

类中心袁这个聚类中心的确定是从数据集合中随机选

取的 K 个点袁然后分别计算除了作为聚类中心的这些

点以外的数据集合的其他点到这个聚类中心的距离袁

并且计算这个距离的大小袁最后根据判断距离的大小

把数据样本归类到距离它最近的类别中袁并形成新的

聚类中心[3]遥 具体算法描述如下院

设数据集合为 X袁其中 X=渊x1袁x2袁噎袁xd冤袁执行第

一步得到分组特征子集记为 Xi袁其中 i=1,2,噎,d遥

输入院X=渊x1袁x2袁噎袁xd冤

k沂渊2, d-2姨 冤//执行 K 均值聚类算法时对 K 值

的设定遥

w渊w沂咱0,1暂冤//属性值之间的相似度阈值计算

Fs//衡量重聚类结果好坏的标准

输出院Di //聚类结果

PROCEDURE:

1)input Xi曰

2)任取以对象作为初始聚类中心袁设定 k=i袁i=2,3,

噎袁 d-2姨 曰

3)记得到的特征分组为 Xi袁i=2,3,噎袁 d-2姨 袁执行

特征提取计算袁并记此时得到的特征子集为 di曰

4)重复执行 2)尧3)袁直到 k= d-2姨 袁并输出结果曰

5)执行相似度计算袁将得到的相似度值与我们假

定的阈值 w进行比较袁并分类曰

6)重复执行 5)袁得到不同的分组袁记为 di'曰

7)执行聚类评价函数 Fs袁得到合适的阈值 w袁并去

除该阈值下的聚类结果曰

8)输出聚类结果袁记为 Di遥

在大数据网络时代背景下袁 网络数据呈现复杂尧

冗余尧庞大尧高维等特性袁网络数据集的特性不仅多而

且存在着不相干特征属性袁特征属性集之间的关系也

很复杂袁对网络数据集进行重聚类分析袁主要应用

K-均值聚类算法的聚类过程对网络数据特征属性进

行计算遥

可以设定不同的 K 值和聚类中心对网络数据集

进行分类袁经过研究可通过设置 k=2,3,噎,u袁其中 u=

n-2姨 袁并每次执行时设置随机初始中心袁执行 u次

K 均值聚类算法得到 u个聚类结果袁每个聚类中都被

标记为一个特征组合袁从而简化了数据量遥

3 集合主成分分析法和 K-均值聚类分析法

的入侵检测系统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 K-均值聚类算法对入侵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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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系统的输入数据进行预处理的的过程包括袁首先进

行网络数据集的提取袁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网络数据进

行降维处理袁 最后用 K-均值聚类算法对数据进行重

聚类遥

将主成分分析法和 K-均值聚类算法结合起来对

网络数据进行预先处理袁并将处理后的网络数据集导

入到入侵检测系统里袁会很大程度上提升入侵检测系

统的检测效率袁降低误/漏报率遥其模型如图渊1冤所示遥

图 4-1集合主成分分析法和 K均值聚类算法

网络数据预处理模型

Fig.1 Network data pre-processing model that assembl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and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1)提取网络数据集

入侵检测系统以旁路的方式部署在网络中袁实时

检测流经网络接口的数据包袁主要是监测网络中的数

据链路层的数据帧尧IP数据包等遥

2)数据降维处理

对网络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实现数据降维并特

征值提取袁进行数据规范化尧标准化袁方便后续 K-均

值聚类算法进行重聚类遥

3)对数据进行分类处理

网络数据集经过主成分处理阶段后袁 再利用 K-

均值聚类算法对这些网络数据集进行聚类分析袁建立

聚类中心袁并进行标记遥

4)输出

对预处理后输出的网络数据集进行入侵检测操

作袁标记出哪些是正常的网络数据袁哪些是异常的网

络数据袁并对异常网络数据进行处理遥

采用集成 K-均值聚类算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的入

侵检测系统袁一方面监测并预警来自互联网的黑客攻

击行为袁 另一方面也阻击了来自用户群体的误操作尧

IP地址滥用尧非法下载以及违反安全策略的用户行为

等遥 下面通过实验验证得知袁这种方法具有高的检测

效率和较低的误报率遥

4 仿真实验验证及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数据集的主要成分袁再

采用均值的方法来对数据聚类袁经过这样一系列处理

后得到的数据更纯净袁 特征之间的属性相对更独立袁

作为入侵检测系统的输入数据更高效和更低的误码

率遥实验采取数据集 KDD CUP 99的 10%的特征子集

进行仿真实验遥

4.1 采用数据集简介

KDD CUP 99数据集是公认比较实用的网络安全

审计数据集袁分为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两部分[4]遥

数据集里每一行代表一条记录袁 每条记录有 42个属

性遥 其中袁前面 41个属性有 41维特征袁这些特征又有

4种类型袁基于 TCP连接基本特征渊共 9种,1~9冤尧基于

TCP连接的内容特征渊共 13种,10~22冤尧基于时间的网

络流量统计特征渊共 9种袁23耀31冤尧基于主机的网络流

量统计特征[5]渊共 10种袁32耀41冤这 42个属性中最后一

个是标识属性袁用来表示该条记录是否正常袁如果不

正常袁将标记出是哪种网络攻击袁下面介绍网络攻击

的一般种类袁一般分为四种类型袁表 1 介绍了该数据

集的四种网络攻击类型的分类标识类型遥

表 1 KDD Cup99数据集的标识类型

Tab.1 Identification types of KDD CUP99 dataset

4.2 入侵检测系统的评测标准

评测入侵检测系统性能好坏的最主要的标准之

一是检测率和误报率 [6]袁检测率和误报率并给出其公

式定义遥

定义 1 检测率 定义检测率为 DR袁 表示入侵检

测系统检测出网络数据集合中的数据异常的效率遥

Normal 表示该条记录正常 normal

DOS
表示该条记录的攻击类型

为拒绝服务攻击
back袁land袁Neptune袁
pod袁smurf袁teardrop

Probing
表示该条记录是
一条监视活动

Ip sweep袁nmap袁port
sweep袁satan

R2L
表示该条记录是一条远程
机器非法访问的攻击

ftp write袁guess passwords袁
imap袁multihop袁phf袁spy袁
warezclient袁warezmaster

U2R
表示该条记录是一条
非法访问的攻击

buffer_overflow袁
loadmodule袁perl袁root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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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TP

TP+FN
(6)

其中院TP表示入侵检测系统检测出网络数据中

非法数据的数量曰FN表示未能识别到的网络数据中

非法数据的数量遥 TP+FN表示入侵检测系统需要处理

的总得网络数据量遥

定义 2 误报率 我们定义误报率为 FR袁误报率

表示入侵检测系统对于正常数据流量的误判断占总

数据流量的比率遥

FR=
FP

TN+FP
(7)

其中院FP表示入侵检测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

错误的判断正常网络数据量的比率曰TN表示入侵检

测系统能够识别出正常网络数据的数量遥

4.3 KDDCUP99数据集的 10%的子集降维处理过程

本文进行仿真实验袁为了简化实验数据袁利用特征

值提取方法提取 KDD CUP 99 数据集的 10%子集的

部分属性袁如下图 2所示为该数据集部分集合截图遥

图 2 KDD CUP 99 数据集 10%子集部分记录

Fig.2 Partial records of 10% subset of KDD CUP 99 data set

我们利用特征提取的方法袁提取该数据集合中属

性为的记录袁如下图 3所示为截取的该数据集合中属

性值为的部分记录遥

图 3 提取特征属性后的数据子集的部分记录

Fig.3 Partial records of the data subset after

has extracted the feature attributes

对提取特征值的网络数据子集中的部分属性进

行主成分分析操作袁 我们提取了该数据子集的 10个

属性袁组成 10维特征向量袁可当做 1伊10维的特征矩

阵袁提取的数据子集可当做 10伊1 391的特征矩阵袁执

行主成分分析后袁可以得到网络数据集中代表不同的

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的贡献率遥 如表 2所示遥

表 2 方差贡献率

Tab.2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variance

由上表可明显看出院k=4 时袁 累计贡献率超过

85%遥 即特征值的属性分别为 protocol_type尧duration尧

count尧srv_diff_host_rat所对应的特征值可以代表我们

仿真所选择数据子集的几乎全部特征属性遥

我们可以用这 4个特征属性的数据代表原提取

的 10维的特征向量袁 为后续的分类工作既减少了计

算量同时又降低了相关的维数袁 提高了分类的准确

性遥 下面我们介绍用均值聚类方法对这些数据集合进

行分类遥

4.4 用 K-均值聚类方法进行分类

利用主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以后袁接下

来就可以进行分类了遥 从 KDD CUP 99 数据集合的

10%子集的训练集中选出一组袁同时从该数据集的测

试集中选出三组遥 其中袁训练数据集有 21 500条袁包

括 315条是非法入侵网络数据袁选取这些非法入侵网

络数据时把四类攻击类型的数据都包括进来曰测试数

据集中每一组包括 5 250条袁 包括 65条是非法入侵

数据遥 训练集和测试集中的非法数据占总数据量的比

例[0.9%,1.5%]袁符合聚类的条件遥

经过计算袁K-均值中聚类的个数 K 分别为 14尧

18尧22尧28尧36袁我们首先标识训练数据类别袁用测试网

络数据进行测试袁得出入侵检测系统的检测率和误报

率的结果如表 3所示遥

1 0.049 50 protocol_type 37.42 37.42

2 0.041 60 duration 26.51 63.93

3 0.035 50 count 20.24 84.17

4 0.030 70 srv_diff_host_rate 12.56 96.73

5 0.024 20 su_attempted 1.26 97.99

6 0.016 07 dst_host_rerror_rate 0.63 98.62

7 0.012 54 dst_host_serror_rate 0.19 98.81

8 0.001 15 dst_host_srv_count 0.01 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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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K-均值聚类算法检测率和误报率

Tab.3 The detection rate and false positive rate of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从表 3可以看出袁在对检测网络数据的检测率上

集合 PCA和均值算法比传统的均值算法检测效率更

高袁 从误报率上来看集合 PCA和均值算法比传统的

均值算法有明显的降低遥

4.5 入侵检测系统检测率和误报率分析

由公式(6)和公式(7)可以计算出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 PCA尧信息增益法 IG和相关系数法进行比较袁基于

不同特征提取方法下的均值聚类算法处理后作为入

侵检测系统输入数据的检测效率和误报率袁结果如表

4所示遥

表 4 3种方法效率比较

Tab.4 Efficiency comparison of three methods

从表 4可以得出结论袁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 K-

均值聚类算法相结合处理对入侵检测系统的输入数

据进行预处理具有高检测率和低误/漏报率遥下面我们

通过图示比较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袁如图 4尧5所示遥

图 4 三种特征提取方法得到的入侵检测系统的

检测率渊%冤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detection rates (%) of the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obtained by three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s

图 5 三种特征提取方法得到的入侵检测系统的

误报率%比较

Fig.5 Comparison of false positive rates of the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obtained by the three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s

5 结论

对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PCA对网络数据进行降维

处理袁 经过数据降维后再用 K-均值聚类算法对网络

数据进行分类处理遥 并且通过仿真实验进行验证袁实

验数据采用 KDD CUP 99数据集袁经过实验验证本文

提出的集合这 2种方法来对网络数据进行预处理后

应用到入侵检测系统中具有较高的检测率和较低的

误报率遥

参考文献院

[1] 蒋建春袁冯登国援网络入侵检测原理与技术[M]援北京院国防

工业出版社袁2017.

[2] 王博援文本分类中特征选择技术的研究[D]援北京院国防科学

技术大学袁2009援

[3] 单玉双袁邢长征援一种更有效的 K-means聚类算法[J]援计算

14 18.2 20.5 0.34 0.24

18 34.3 45.3 0.55 0.31

22 60.5 73.7 0.62 0.38

28 66.8 80.4 0.73 0.53

36 69.8 82.1 1.05 0.64

PCA

1 74.5 0.49

2 81.5 0.52

3 85.4 0.46

4 86.3 0.45

5 87.3 0.44

IG

1 65.1 0.64

2 63.4 0.69

3 69.2 0.70

4 62.7 0.71

5 66.5 0.73

相关系数

1 68.5 0.63

2 72.3 0.65

3 74.4 0.64

4 72.8 0.67

5 71.4 0.66

46窑 窑



Research on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LU Yongxiang袁 LI Qiaolan

(Center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Experiment,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rtac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are used to optimize the current computer intrusion detec鄄

tion system.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s used to reduce the dimension of the data,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is used to reclassify

the data, after the two algorithms are combined to preprocess the network traffic data, the system has higher accuracy and lower false

alarm rate.

Key words: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曰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机系统应用袁2009袁18渊8冤:96-99袁

[4] 吴光斌袁郭向勇援校园网多层次网络安全系统的设计和实

现[J]援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袁2013渊增刊 1冤:139-

141.

[5] 党华筝援树突细胞算法数据预处理技术研究[D]援淮南院安徽

理工大学袁2013.

[6] 史美林,钱俊,许超.入侵检测系统数据集评测研究[J].计算

机科学.2016袁17渊8冤:1-8.

渊责任编辑院聂传朋冤

卢永祥袁等院主成分分析法和 K-均值聚类算法在入侵检测系统中的运用 47窑 窑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袁人口老龄化成为当代中国所

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袁即社会养老保障尧劳动力

的减少尧消费与储蓄等方面产生影响[1]袁进而可能对社

会稳定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遥

福建省于 21世纪初进入老龄化社会袁 是目前人

口的净输入省份袁 对其人口老龄化有一定的延缓作

用袁人口老龄化进程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袁原因主要

是福建省经济发展相对较快袁吸引了大量省外人口迁

移流动袁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迁入袁延缓了人

口老龄化的进程遥

1 研究区现状

从福建省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老龄化形势袁福建

省老龄人口基数较大且加速增长遥 老龄人口比重从第

四次人口普查渊1990年冤时的 5.07%到第五次人口普查

渊2000年冤 时的 6.69%袁 平均每年上升了 0.17个百分

点遥 2015年全省的老龄人口比重达到 8.45%袁比 2010

年上升了 0.56个百分点袁 也超过国际老龄化标准 1.45

个百分点袁 超过同期中国老年系数平均水平 渊8.10%冤

0.35个百分点渊表 1尧图 1冤遥

表 1 福建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年龄构成

Tab.1 Age composition of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in Fujian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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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福建省 1953要2018年人口数占比

Fig.1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from 1953 to 2018

对比 2010 年以后袁2010要2018 年袁65 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重上升 1.11个百分点袁 可见随着时间增长袁

福建省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袁逐步进入老年化社会遥

2 数据来源与预测模型

采用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局渊http://tjj.fj.gov.cn冤

及福建省统计年鉴袁参考叶2015年福建省 1%人口抽样

调查分析报告曳的数据资料遥 采用 65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口数袁 通过MATLAB的 ARIMA模型及指数平滑法

对福建省老年人口数进行建模分析袁预测未来 10 a的

福建省老年人口数袁比较 2个的精准性遥

3 ARIMA模型预测

3.1 ARIMA模型原理

ARIMA模型袁也称为 Box-Jenkins模型袁是由 Box

和 Jenkins在 70年代初创立的一种时间序列建模方

法[3]遥 ARIMA 是最常见的预测模型袁它是由自回归尧滑

动平均和差分变换 3部分组成遥

ARIMA渊p,d,q冤模型中的 d 为时间序列成为平稳

时所做的差分次数遥 AR是自回归袁p 为自回归项曰MA

为移动平均袁q 为移动平均项数[4]遥

渊1冤阶数为 p的 AR模型的算法方程

yt=准1yt-1+准2yt-2+噎+准pyt-p+at 渊1冤

式中院yt表示样本值袁渍i(i=1,2,噎,p)表示 AR (p)的

参数袁at表示白噪声序列遥

渊2冤阶数为 q的 MA算法方程

yt=着t-兹1着t-2-兹2着t-2-噎-兹q着t-q 渊2冤

式中院yt表示样本值袁兹i(i=1,2,噎,q)表示 MA(q)的参

数袁着t表示白噪声遥

渊3冤一个 ARMA(p,q)过程可以视为是 AR(p)与 MA

(q)过程的迭加

yt=准1yt-1+准2yt-2+噎+准pyt-p+着t-

兹1着t-2-兹2着t-2-噎-兹q着t-q 渊3冤

式中院yt表示样本值袁渍i(i=1,2,噎,p)和 兹i(i=1,2,噎,q)

表示 ARMA(p,q)的两个参数袁着t表示白噪声袁且 着t~N

渊0袁滓2冤遥

3.2 建模步骤

渊1冤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利用 ARIMA 模型建模必须确保数据具有平稳

性袁对序列平稳性检验有 3种方法院第 1种是时序图

法袁第 2种自相关图法袁第 3种是构造检验统计量进

行假设检验的方法袁如 ADF检验法(单位根检验)[5]遥

渊2冤数据平稳性处理

采用 d阶差分法对非平稳数据数据进行平稳化[6]袁

给定前一时间序列值喳xt札渊t=1,2,噎,k冤袁当前观察序列

集为喳xt+1札渊t=1,2,噎,k冤袁一阶差分序列表示为院

驻Xt=喳xt+1袁xt札渊t=1,2,噎,k冤

同理二阶差分方程可表示为院

驻2Xt=喳xt+1袁xt札渊t=1,2,噎,k冤

渊3冤模型定阶

根据差分次数确定参数 d遥根据自相关系数(ACF)和

偏自相关系数(PACF)图尧AIC或者 BIC准则确定 q,p阶

数袁一般常用的是利用 AIC准则确定最佳模型阶数[7]遥

渊4冤模型参数估计

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或者最小二乘估计遥

渊5冤残差白噪声检验

好的 ARIMA模型尽量拟合线性成分袁 残差表现

为白噪声遥可对残差进行 Q 统计量和自相关图进行分

析[8]遥

检验统计量为院

QLB渊m冤=n渊n+2冤
m

k=1

移渊
籽赞

2

k

n-k
冤 渊4冤

式中院籽撰是 k阶滞后的自相关系数的估计值袁m为

自相关系数的阶数(人为选定的一个数)袁n是样本大小遥

渊6冤对数据作出预测

渊7冤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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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果分析

渊1冤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采用 2000要2018年共 19个 65岁以上人口数据

进行建模预测袁预测结果如图 2尧3所示遥

图 2 数据时序图

Fig.2 Data sequence diagram

图 3 自相关和偏相关图

Fig.3 Autocorrelation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graphs

图 2可看出从人口数是上下波动的袁但是有明显

的上升趋势性变化袁因此可以大致判定老年人口数是

非平稳的遥 老年人口数的 ACF图呈现出自相关系数

图呈现出倒三角状态袁其因此可判断该时间序列是非

平稳的渊见图 3冤遥

为了更加准确的判断数据的平稳性袁 接下来采用

定量法要要要单位根检验法渊ADF冤来对老年人口数进行

平稳性检验遥 由结果可知袁t值均大于 1%, 5%, 10%置

信水平袁拒绝原假设袁即该序列为非平稳时间序列遥

渊2冤数据平稳性处理

对老年人口数进行一阶差分处理的到的时序图

如图 4所示遥

图 4 一阶差分时序图

Fig.4 First-order differential timing diagram

通过图 4时序图观察法可以看出一阶差分后的

序列无明显的趋势性变化袁 但是又有一定的下降趋

势袁因此无法准确判断差分后老年人口数的平稳性遥

图 5 一阶差分自相关图和偏相关图

Fig.5 First-order differential autocorrelation graph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graph

通过图 5看出差分序列的自相关系数随着延迟

阶数衰减向零的速度比较快袁 且表现出 1阶截尾袁因

此一阶差分后的老年人口数是平稳的遥

通过单位根(ADF)检验法一阶差分后数据的平稳

性的判断后袁 发现 t值均小于 5% , 10%置信水平袁接

受原假设袁即一阶差分后的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遥 通

过时序图观察法和单位根(ADF)检验法都说明一阶差

分后的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遥

渊3冤模型定阶

通过 AIC准则可以得出,当阶数 p=1,q=0的时候袁

AIC有最小值遥 因此确定 ARIMA模型的最优阶数为

p=1袁q=0袁d=1遥 即 ARIMA渊1,1,0冤为最佳模型遥

渊4冤模型参数估计

模型参数估计在 MATLAB中有自带的库函数可

直接调用遥

渊5冤模型检验-残差分析

通过 LB(Ljung-Box)检测统计量对残差数据进行

检验遥通过结果来看袁显著性水平为 0.05袁前 1~8阶的

P值都显著大于 0.05袁 那么相关系数与零没有显著差

异袁即时间序列中有用的信息已经被提取完毕袁残差

数据为白噪声序列袁建模成功遥

渊6冤数据预测

预测值如图 6所示遥

图 6 福建省老年人口数预测

Fig.6 Forecas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年份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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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中可以看出袁福建省老年人口数随着时间

的推移袁也逐渐增加袁但是到了一定时期袁老年人口数

由于某些原因导致其减少袁但是又逐步增加袁其变化

是不稳定的遥

4 指数平滑法

4.1 指数平滑法原理

指数平滑法属于时间序列法中的一种袁是由美国

学者布朗渊Robert G.Brown冤于 1960 年提出的 [9]袁布朗

认为时间序列的发展具有规律性尧 稳定性和规则性袁

能够合理地向外顺延遥[10]根据平滑次数不同袁指数平滑

法分为一次指数平滑法尧二次指数平滑法和三次指数

平滑法等[11]遥 但它们的基本思想都是院预测值是以前观

测值的加权和袁且对不同的数据给予不同的权数袁新数

据给予较大的权数袁旧数据给予较小的权数[12]遥

渊1冤指数平滑法基本公式

St=a窑yt+渊1-a冤St-1 渊5冤

式中院St为时间 t的平滑值曰yt为时间 t的实际值曰St-1

为时间 t-1的平滑值曰a为平滑常数袁其取值范围为[0,1]遥

渊2冤一次指数平滑法

当时间数列无明显的趋势变化袁可用一次指数平

滑预测[13]遥 其预测公式为院

y't+1=ayt +渊1-a冤y't 渊6冤

式中院y't+1为 t+1期的预测值袁即本期渊t期冤的平

滑值 St曰yt为 t期的实际值曰y't为 t期的预测值袁即上期

的平滑值 St-1遥

渊3冤二次指数平滑法

二次指数平滑是对一次指数平滑的再平滑 [14]袁其

预测公式为院

S
渊2冤

t =a窑S
渊1冤

t +渊1-a冤S
渊2冤

t-1 渊7冤

式中院S
渊2冤

t 为第 t周期的二次指数平滑值袁S
渊1冤

t 第 t

周期的一次指数平滑值曰S
渊2冤

t-1第 t-1周期的二次指数平

滑值[15]曰

渊4冤三次指数平滑法

三次指数平滑预测是二次平滑基础上的再平滑遥

其预测公式为院

S
渊3冤

t =a窑S
渊2冤

t +渊1-a冤S
渊3冤

t-1 渊8冤

4.2 指数平滑法的预测

4.2.1 平滑系数的确定

当已知时间序列中的数据个数大于 20 时袁 可以

近似认为初始值对未来预测值的影响较小袁因此可考

虑将目标序列的第一期数据作为模型初值遥 [16]当目标

序列中的数值个数少于 20 袁 则可以取时间序列平均

值作为当模型的初值遥 [17]初始值取平均值 246袁令 a=

0.3尧0.6尧0.9袁进行一次指数平滑袁结果如表 2所示遥

表 2 一次平滑后老年人口数预测

Tab.2 Forecas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fter a smoothing

由表 2可看出袁当 a=0.9的时候袁数值最接近真实

人口数袁故平滑系数取 0.9遥

2000 228

2001 246 228 228 228

2017 344 328 335 343

2018 355 336 345 354

2002 263 269 260 261

2000 228 228 228 228

2001 246 244 242 241 245.982 24.057 6.561

2002 263 261 259 257 263.014 19.003 1.604

2003 279 277 275 273 279.005 16.036 -0.080

2017 344 343 342 341 344.000 12.132 1.118

2018 355 354 353 352 355.002 11.361 0.298

表 3 三次平滑后老年人口数预测

Tab.3 Forecas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fter three smo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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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模型确定

根据第一次指数平滑取得的平滑指数值袁依次进

行二次平滑和三次平滑袁得出人口预测如表 3所示遥

综上所述袁 可以得出预测模型为 Ft+m=A t+Btm+

Ctm
2袁即 F2018+m=355+11.36m+0.298m2遥

4.2.3 模型预测

通过预测模型袁 对福建省 2019要2032年进行老

年人口预测袁得出的人口预测值见图 7所示遥

图 7 福建省老年人口数预测图

Fig.7 Forecast of the number of elderly in Fujian Province

从图 7中看出福建省老年人口数随着时间的推

移是在逐渐增加的遥 同理袁对福建省总人口数同时进

行三次指数平滑法袁得出的预测模型为院F2018+m=3 941+

27.969m-2.282m2袁进行预测得出福建省总人口数预测遥

图 8中更能清晰发现随着年份的增加袁老年人口

数在总人口数当中的比例逐渐增加遥

图 8 福建省预测老人人口数占比

Fig.8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ly in Fujian Province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袁随着时间的变化袁福建省

老年人口数的比例虽有涨幅袁但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遥

5 结论

研究通过分析福建省老年人口数袁对人口老龄化

进行了分析袁通过建立 ARIMA渊1,1,0冤模型和指数平

滑模型袁 对福建省未来的老年人口数做了一个预测遥

研究发现福建省老年人口数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袁但

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袁老年人口数又逐渐减少袁呈现一

种周期性 遥 继而建立指数平滑模型 F2018 +m=355 +

11.36m+0.298m2袁 发现福建省老年人口数虽然呈现逐

步增加的趋势袁但趋势是平缓的遥 为了减缓进入老龄

化社会的脚步袁需要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袁抓住机遇袁

迎接挑战袁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遥[18]所以针对福建省人

口老龄化袁研究建议院

渊1冤实现健康老龄化袁建立老年医疗健康保险制度

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险制度是实现健康老

龄化的现实路径遥[19]老年人脱离工作岗位之后袁大部分

成为了弱势群体袁而且老年人群是医疗保险的绝大部

分人口袁所以制定并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相关政策且建

立医疗保障体系袁改善老年人当前医疗条件水平遥 [20]

渊2冤构建老年人信息平台袁鼓励用人单位对老年

员工返聘

对于一些单位或者企业来说袁老年员工拥有年轻

员工所缺少的工作责任心袁更重要的是拥有娴熟的知

识理论和技能运用袁所以政府可以搭建一个信息平台

专门为老年人服务袁并可以鼓励单位和企业对于老年

员工进行返聘遥

渊3冤促进构建养老保险制度体系框架

针对人口老龄化袁政策设计者没有办法对其进行

改变袁但是他们能够制定合理的参数来平衡养老金的

支出水平遥 这样不仅能为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压力又

能减少企业的缴费行为袁并且能为老年人口提供充足

的收入保障来避免出现老年贫困现象袁最终达到长期

财务收支平衡且能够可持续性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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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冲击效应
要要要福建省三次产业的实证分析

李文星

(厦门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袁 福建 厦门 361024)

摘 要院基于 1985要2017年年度数据袁采用 VAR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福建省三次产业就业的冲击效应遥

累积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表明院福建省三次产业就业受到汇率冲击的反应都是负向的袁并且有一定的滞后性袁汇率对福

建省第二产业就业的冲击程度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遥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院汇率冲击对福建省第二产业就业变动的

贡献值最大袁汇率对三次产业就业的变动均有一定的解释力遥 建议根据汇率变动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出口退税政策袁重点

关注制造业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遥

关键词院就业曰人民币汇率曰第三产业累积脉冲响应函数曰方差分解曰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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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李文星(1981-),男袁汉族袁博士袁副教授袁主要从

事宏观经济计量分析与应用的研究遥

2015年 8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

改革以来袁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袁并呈现出常态

化双向波动态势遥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

测袁2019年全球经济将明显放缓袁 中国的外部需求将

明显削弱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遥 福建作为外向型经济

较为发达的省份袁经济发展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外部环

境挑战袁就业问题成为社会发展不得不正视的问题遥

就业是关系到民生的根本问题袁2018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指出袁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袁由此看出

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遥 基于复杂多变的外部经

济环境袁人民币汇率变动将如何影响福建省就业已经

成为当前重大的经济问题之一遥 因此本文以福建省作

为研究对象袁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福建省三次产业

就业的影响袁并依此提出提高福建省就业水平的政策

建议遥

1 文献回顾

关于汇率变动对就业量影响的实证研究袁国内外

相关文献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遥 Revenga[1]尧Dekle[2]尧

Galindo等[3]尧 Choi[4]从产业层面的研究表明袁汇率变化

会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曰而 Campa[5]的研究表明袁汇率

变化对净就业水平的影响很有限遥 近年来大量学者从

微观企业层面研究了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袁并进行

实证检验袁 Moser[6]尧Kaiser [7]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对发达

国家的相关研究表明袁汇率变化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主

要体现为较强的就业创造或者就业损失效应遥 近年

来袁国内学者对该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袁大部

分研究认为货币升值将导致就业量减少[8-10]袁赵利等 [11]研

究认为货币升值对就业岗位有补偿效应遥 此外袁梅冬

州等[12]研究探讨了汇率变动对就业的收入分配效应,

铁瑛等[13]讨论了汇率变动的劳动力技能偏向效应遥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层面或细分行业层面的

面板数据研究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程度袁较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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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变动对一国部分区域就业的影响袁同时袁现有研

究无法准确考察汇率变动对就业影响的动态传导过

程和汇率对就业波动的贡献度渊解释力冤遥 基于以上考

虑袁 采用 VAR模型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福建

省三次产业就业的影响遥

2 理论分析

从微观角度看袁 按照传统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理

论袁 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其利润最大化的目

标袁主要受到企业工资水平尧生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

等因素的影响曰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袁劳动者的供

给意愿同样主要受工资水平的影响遥

劳动力需求由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决定院

仔渊w冤越pAf渊l袁k冤-wl (1)

式中院F=Af渊l袁k冤为生产函数袁A尧l尧k 和 p 分别表

示技术尧劳动量尧资本量和产品价格遥

劳动力供给由劳动者个人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决

定院

U渊w冤=U咱兹wl+渊1-兹冤c暂 (2)

式中院w尧l尧兹和 c 分别表示工资尧劳动量尧就业的

可能性和失业救济遥

从宏观视角看袁 Campa 等[5]的研究表明袁 一国的

经济规模尧进出口增长尧汇率的变化等对就业具有显

著的影响效应遥 因此袁 基于微观和宏观经济视角袁为

了刻画人民币汇率对福建省三次产业就业的影响袁本

文建立一个函数以反映三次产业就业与汇率之间的

关系遥 参考 Campa[5]尧丁一兵等[14]的研究 , 并考虑到数

据的可得性问题袁该函数共选取 5 个变量进行数据分

析袁即就业量尧实际有效汇率尧经济规模尧出口份额和

工资遥 具体表示如下院

emp=F渊reer,gdp,export,wage冤 (3)

3 实证分析

3.1 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以渊3冤式为基础袁同时考虑到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袁

上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袁因此袁采用变量的一阶差分

形式袁设定的基准模型如下院

驻ln(empt)=琢0+琢1驻ln(reert)+琢2驻ln(gdpt)+琢3驻exportt+

琢4驻ln(waget)+着t 渊4冤

式中院ln(empt)尧ln(reert)尧ln(gdpt)和 ln(waget)分别表

示就业量尧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尧GDP和工资的自然

对数袁exportt表示出口份额袁 由于该变量以百分比表

示袁因此不进行对数处理袁下标 t表示年份遥 实证分析

过程中第一产业就业尧第二产业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

的自然对数分别表示为 ln(emp1)尧ln(emp2)和ln(emp3)曰第

一产业尧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GDP 分别记为 ln

(gdp1)尧ln(gdp2)和ln(gdp3)遥

渊1冤就业量渊emp冤:为了分别考察不同产业就业受

到汇率变动的影响袁分别选取福建省第一产业尧第二

产业尧 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作为就业量的代表袁用

符号表示为emp1尧emp2和emp3遥

渊2冤实际有效汇率渊reer冤: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作为汇率的衡

量指标袁指数上升表明人民币对外升值遥

渊3冤经济规模渊gdp冤院分别采用第一产业尧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实际 GDP衡量福建省三次产业的经济

规模袁 用来反映福建省三次产业总需求的变动情况袁

用符号表示为 gdp1尧gdp2和gdp3遥

渊4冤出口份额(export)院本文采用当年出口贸易总

额占当年 GDP的份额来表示遥

渊5冤工资渊wage冤院采用经 CPI 调整的福建省城镇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遥

分析所用数据均为年度数据袁 期限跨度从 1985

至 2017年袁 数据来源于历年 叶福建省统计年鉴曳和

wind数据库遥

3.2 单位根检验和 VAR模型设定

首先袁分别对上述变量的原始序列进行单位根检

验袁 检验结果表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存在单位

根袁 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

平稳序列袁检验结果如表 1所示遥 第一产业就业尧第二

产业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一阶差分后的平稳变量分

别表示为 驻ln(emp1)尧驻ln(emp2)和驻ln(emp3)袁第一产业尧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GDP一阶差分后的平稳变量分

别表示为 驻ln(gdp1)尧驻ln(gdp2)和驻ln(gdp3)袁实际有效汇

率尧出口份额和工资差分后的平稳变量表示为 驻ln(reer)尧

驻export和驻ln(wage)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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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袁 利用 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变量之间

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遥 检验结果表明袁变量之间并不

存在协整关系遥 因此袁基于变量的平稳序列构造 VAR

模型遥 此外袁 根据 AIC信息准则和 FPE检验袁 确定

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均为 1袁VAR模型的 AR根图

均表明建立的 VAR(1)模型是稳定的袁可以进一步做脉

冲响应函数分析遥

3.3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福建省三次产业就业的影响

分析

3.3.1 累积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图 1 第一产业就业对人民币汇率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

Fig.1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of the first industry

employment to RMB exchange rate shock

图 2 第二产业就业对人民币汇率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

Fig.2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of the second industry

employment to RMB exchange rate shock

图 3 第三产业就业对人民币汇率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

Fig.3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of the third industry

employment to RMB exchange rate shock

图 1尧图 2和图 3分别给出了福建省第一尧第二和

第三产业就业对一个标准差的汇率冲击的累积脉冲

响应遥 从图 1可以看到袁福建省第一产业就业受到汇

率冲击后的响应是负向的且强度较小袁在第 1期第一

产业就业受到汇率冲击并不明显袁 而从第 2期开始袁

汇率变动对第一产业就业的负向影响效果开始显现袁

这体现了汇率对第一产业就业影响的滞后性袁第 2期

汇率变动单位新息对第一产业就业的累积冲击达到

0.289%袁汇率冲击的影响一直累积到 7期袁汇率变动

单位新息对福建省第一产业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

0.358%遥 从图 2可以看到袁福建省第二产业就业受到

汇率冲击后表现出负向的变化且强度较大袁与第一产

业就业受到汇率冲击类似袁在第 1期汇率变动单位新

息对福建省第二产业就业的冲击并不明显袁从第 2期

开始袁 第二产业就业受到的负向冲击程度不断增强袁

第 2期汇率变动单位新息对第二产业就业的累积冲

击达到 0.809%袁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第 7期袁汇率变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1 Result of unit root test

ln(emp1) 渊C,T冤 -2.972 856 不平稳 驻ln(gdp2) 渊C,0冤 -3.728 274** 平稳

驻ln(emp1) 渊C,0冤 -3.901 036** 平稳 ln(gdp3) 渊C,T冤 -1.496 763 不平稳

ln(emp2) 渊C,T冤 -2.754 210 不平稳 驻ln(gdp3) 渊C,0冤 -6.730 497*** 平稳

驻ln(emp2) 渊C,0冤 -3.944 367** 平稳 ln(reer) 渊C,T冤 -3.542 869* 不平稳

ln(emp3) 渊C,T冤 -1.390 144 不平稳 驻ln(reer) 渊C,0冤 -5.670 346*** 平稳

驻ln(emp3) 渊C,0冤 -4.474 888** 平稳 export 渊C,T冤 -1.145 927 不平稳

ln(gdp1) 渊C,T冤 -1.365 846 不平稳 驻export 渊C,0冤 -4.525 800*** 平稳

驻ln(gdp1) 渊C,0冤 -4.007 81*** 平稳 ln(wage) 渊C,T冤 0.397 508 不平稳

ln(gdp2) 渊C,T冤 -0.807 195 不平稳 驻ln(wage) 渊C,0冤 -5.222 736*** 平稳

注院野*冶尧野**冶尧野***冶分别表示 10%尧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水平下拒绝零假设袁最优滞后期根据 SIC准则确定曰检验形式渊C,0冤

表示包含截距项而无趋势项袁检验形式渊C,T冤表示既含截距项也包含趋势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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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单位新息对福建省第二产业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

1.239%袁远远超过第一产业就业在第 7期受到汇率冲

击的影响程度遥 从图 3可以看出袁福建省第三产业就

业受到汇率冲击后表现出负向的变化袁在第 1期汇率

变动单位新息对福建省第三产业就业的冲击并不明

显袁在第 2期汇率变动单位新息对福建省第三产业就

业的冲击累计达到 0.469%袁 小于同期第二产业就业

受到的冲击程度袁但大于第一产业就业受到的冲击程

度遥 此后福建省第三产业就业受到汇率冲击的负向影

响不断增强袁一直持续到第 7期袁汇率变动单位新息

对福建省第三产业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 0.901%遥

3.3.2 方差分解

表 2 福建省第一产业就业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Tab.2 Forecast error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the first industry employment

表 3 福建省第二产业就业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Tab.3 Forecast error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the second industry employment

表 4 福建省第三产业就业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Tab.4 Forecast error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the third industry employment

从表 2尧表 3和表 4中可知袁对于福建省第一产业

就业尧第二产业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变动袁人民币

实际有效汇率尧GDP尧 工资和出口冲击均有一定的解

释力袁但三者的变动主要是由自身变动引起的遥 其中袁

在预测期第 1期袁人民币汇率冲击对三次产业就业量

变动的解释力均为 0%袁 即汇率冲击对三次产业就业

量的变动没有解释力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人民币实际

有效汇率冲击尧GDP尧 工资和出口对三次产业就业变

动的解释力均逐渐增强遥 到了第 7期袁人民币实际有

效汇率冲击对福建省第一产业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就业量变化的贡献度分别达到 1.665 88%尧3.924 57%尧

3.806 51%袁 汇率冲击对三者的变动均有一定的解释

力袁其中袁人民币汇率冲击对福建省第二产业就业变

动的贡献值最大袁第三产业次之袁第一产业最小遥 三次

产业就业的冲击是解释自身变动的关键因素袁 到了 7

期袁 三次产业就业的变动分别能解释自身变动的

93.296 01%尧81.810 10%和 91.257 32%遥

从表 2尧表 3和表 4中还可见袁对于福建省第一产

业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量的变动袁出口冲击的解

释力也较强袁在第 7期分别达到 1.714 64%尧4.840 27%

和4.438 89%遥 类似地袁工资冲击对福建省三次产业就

业量的变动也有一定的解释力袁在第 7期袁工资冲击的

解释力分别达到 3.041 23%尧6.814 26%和 0.268 93%遥

3.4 实证结果解释

累积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研究结果表明袁福建

省三次产业就业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冲击的反应

3 94.095 02 0.204 35 2.877 82 1.715 91 1.106 89

4 93.440 51 0.274 33 3.031 88 1.673 64 1.579 62

10 93.292 08 0.282 42 3.042 66 1.665 82 1.716 99

5 93.319 07 0.282 32 3.040 24 1.662 35 1.696 00

6 93.301 39 0.282 30 3.040 09 1.664 24 1.711 96

7 93.296 01 0.282 23 3.041 23 1.665 88 1.714 64

8 93.293 51 0.282 32 3.042 23 1.665 95 1.715 97

9 93.292 42 0.282 40 3.042 59 1.665 85 1.716 72

1 100.000 00 0 0 0 0

2 95.822 36 0.033 76 1.975 43 1.847 88 0.320 54

3 84.220 81 1.737 01 6.946 27 4.072 16 3.023 73

4 82.260 52 2.408 69 6.886 08 3.892 77 4.551 93

10 81.782 07 2.635 29 6.814 57 3.929 48 4.838 57

5 81.921 96 2.553 03 6.826 03 3.863 42 4.835 55

6 81.851 39 2.588 57 6.817 78 3.899 25 4.843 00

7 81.810 10 2.610 78 6.814 26 3.924 57 4.840 27

8 81.791 77 2.626 47 6.813 08 3.929 37 4.839 29

9 81.784 71 2.633 38 6.813 52 3.929 57 4.838 80

1 100.000 00 0 0 0 0

2 89.361 12 0.337 43 5.285 52 4.444 70 0.571 21

3 91.570 04 0.227 02 0.239 08 3.592 37 4.371 47

4 91.303 25 0.226 37 0.263 86 3.790 40 4.416 11

10 91.256 81 0.228 36 0.269 05 3.806 75 4.439 00

5 91.266 18 0.228 03 0.265 50 3.802 17 4.438 11

6 91.261 28 0.228 06 0.268 82 3.803 94 4.437 89

7 91.257 32 0.228 34 0.268 93 3.806 51 4.438 89

8 91.256 94 0.228 35 0.269 02 3.806 69 4.438 98

9 91.256 85 0.228 36 0.269 06 3.806 72 4.438 99

1 100.000 00 0 0 0 0

2 92.857 14 0.155 84 0.145 91 2.620 40 4.22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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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9期

都是负向的袁即人民币升值会降低福建省三次产业就

业袁这个结论与传统的经济理论一致遥 其中汇率对福

建省第二产业就业的冲击程度最大袁汇率变动单位新

息对福建省总体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 1.239%曰 汇率

对福建省第三产业就业的冲击程度次之袁汇率变动单

位新息对福建省第三产业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

0.901%曰 汇率对福建省第一产业就业的冲击程度最

小袁汇率变动单位新息对福建省第一产业就业的冲击

累计仅为 0.358%遥 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袁汇率冲击对

三者的变动均有有一定的解释力袁其中袁人民币汇率

冲击对福建省第二产业就业变动的贡献值最大袁第三

产业就业次之袁第一产业就业最小遥

人民币升值对福建省第二产业就业的负向冲击

程度最高袁这表明人民币升值对福建省第二产业就业

的破坏效应较强遥主要原因在于院首先袁福建省第二产

业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占据较大的比例袁人民

币升值极易对福建省第二产业就业量产生负向冲击遥

2019年 1要8月袁福建省出口服装尧鞋类尧箱包尧家具尧

玩具尧 塑料制品等 6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 2 059.5亿

元袁占同期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 37.59%遥 劳动密集型

出口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袁但是出口产品的技

术水平偏低袁 出口企业只能被动地缩小生产规模袁进

而导致就业量的下降遥 其次袁由于福建省第二产业出

口企业渊尤其是民营企业冤规模较小袁规模经济程度较

低袁面对人民币升值引起的产量减少袁企业会大幅削

减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遥 2019年上半年袁福建省民营企

业进出口 3 193.7 亿元袁 占福建省进出口总额的

50.2%袁福建省渊尤其是泉州地区冤民营经济发达袁但是

规模经济效应较低遥 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袁当技术

进步率给定时袁出口企业的规模经济程度越高袁人民

币升值而引起的出口量和产量减少对企业就业量的

影响就较小曰但是袁当企业规模经济程度较低时,人民

币升值引起的出口量和产量下降会使企业的劳动力

需求大幅下降遥

同时袁福建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受到汇率

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遥 可能的原因在于院首先袁第一产

业和第三产业在福建省总出口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遥

从福建省出口商品主要分类看袁工业制品占比远远超

过初级产品袁 以 2017 年和 2018 年为例袁2017 年和

2018年福建省工业制品出口占比均超过 90%袁 初级

产品占比则小于 10%袁由此可见袁福建省第二产业出

口占据主体地位遥 因此袁人民币汇率升值通过出口渠

道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抑制作用相对

较小遥 其次袁人民币升值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产生

的就业创造效应能有效的缓解其所带来的就业破坏

效应袁使得福建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受到汇率

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遥 在国际市场上要面临激烈的竞

争袁当人民币升值后袁福建省出口企业为了获得竞争

优势和维护国际市场份额袁选择将汇率升值的一部分

传递到出口商品的价格中或者自身消化掉汇率升值

的部分袁即出现人民币对出口价格的不完全传递遥 在

这种情况下袁以人民币标价的国内出口贸易品价格将

下降袁并引起国内贸易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下降袁而国

内非贸易品价格将相对上升遥 在市场经济价格机制的

作用下袁资源将重新配置袁更多地流向国内非贸易部

门遥 考虑到福建省非贸易部门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和

第三产业袁因此袁资源将流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袁即

人民币升值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有一定的就业创

造效应遥

4 政策启示

渊1冤政府部门根据汇率变动的特点实施福建省出

口退税政策袁并应考虑不同行业受汇率冲击的差异性

进行相应调整遥 首先袁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袁人民币汇率

变动对福建省第二产业的影响比对总体就业的影响

程度更大袁对于第二产业是制造业出口部门更应该实

施出口退税政策袁尤其是那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

部门遥 其次袁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的

过程中, 政府部门应把出口退税列为人民币汇率制度

改革的有益补充袁最优出口退税规模的确定应该与人

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相匹配遥 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时机

应该根据汇率制度改革的不同时间节点相应调整袁合

理利用出口退税对福建省就业的正向推动作用遥

渊2冤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决策部应重点关注外

向型企业袁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承受能力袁按照主动

性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遥 在大力提升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袁逐步推进人民币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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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Employment

要要要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Fujian Province

LI Wenxing
渊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袁Xiamen Univertity of Technology袁Xiamen袁Fujian 361024冤

Abstract:Based on the annual data from 1985 to 2017, VAR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the

employment of three industries in Fujian province. The results of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show that the responses of three

industries in Fujian province to exchange rate shocks are all negative, and have certain lag.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on the employ鄄

ment of secondary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primary indust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The result of variance decom鄄

position shows that the exchange rate impact h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employment change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and the exchange rate has a certain explanatory power to the employment change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On the basis of empiri鄄

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mployment in Fujian Province.

Key words院RMB exchange rate; employment;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variance decomposition; Fujian Province

的稳步渐进升值袁尽可能避免就业对人民币汇率变动

的剧烈反应袁使人民币币值的上升对福建省就业的冲

击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均匀释放进而减轻就业压力遥

渊3冤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

民生事业的投资袁采取信贷尧税收渊完善出口退税冤等

措施进一步刺激外贸出口企业的出口意愿袁增强其吸

纳就业的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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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袁贫富差距也日益

增大袁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数量不断增多袁贫富差距问

题也日益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遥当财富从政府或富

裕家庭流向穷人时称为财富正向转移袁反之则称为财

富逆转移遥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

差距的常用指标袁 当基尼系数为 0.400~0.500之间时

视为收入差距较大遥 2004要2008年间袁我国的基尼系

数一直维持在 0.480左右袁 其中 2008年达到最高袁为

0.491袁之后有所回落袁但在 2015年之后又呈现上升趋

势遥 这表示我国收入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袁近几年

甚至有所加剧遥 若不处理好财富逆转移问题袁会加大

弱势群体的不满袁 导致弱势群体的心理失衡加剧袁最

终可能引发社会公共危机遥

对野财富逆转移冶问题的研究主要针对以下方面院

渊1冤 用社会财富逆转移来阐述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现

象袁并讨论财富逆转移所带来的危害遥 王明哲[1]从危机

管理的角度袁 以时间段将危机演化进程分为潜伏期尧

爆发期和消逝期袁而社会财富逆转移在危机演化过程

中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遥 在社会危机演化过程中

的潜伏期袁 弱势群体累积的矛盾过大将导致马太效

应遥 周超[2]认为袁财富逆转移规模过大袁会造成弱势群

体更加边缘化袁对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累积袁加上突

发事件的影响袁最终引发城市全面公共危机爆发遥 渊2冤

分析财富逆转移路径遥 周超[3]从公平维度和弱势群体

维度对财富逆转移进行定义袁认为弱势群体主要为收

入较低袁竞争较差及权益保护不到位的人群遥 将财富

逆转移分为流量财富逆转移和存量财富逆转移遥 流量

财富主要指收入型财富袁存量财富主要指实物财务与

金融财富遥 周超[4]将流量财富逆转移的影响因素分为

要素价格扭曲尧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尧房价快

速上涨尧市场机会不均曰将存量财富逆转移的影响因

素分为城市拆迁补偿不到位尧资本市场不完善遥 (3)对

财富逆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生产要素扭曲程度进行

财富逆转移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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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算遥 王希[5]认为生产要素扭曲是指由于市场不

完善导致的生产要素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非最优配

置袁即要素市场价格偏离机会成本遥 扭曲产生的原因

有两种袁一种是产生于市场失灵的扭曲袁另一种是政

策性扭曲遥

为了更好的了解财富逆转移这一现象并解决其

引发公共危机的隐患问题袁本文对财富逆转移的各个

因素进行量化分析袁分别测算各个影响因素的扭曲程

度遥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

cn/),中国人民银行渊http://www.pbc.gov.cn冤和瑞思数据

库(http://www.resset.cn/)遥选取了 2004要2018年关于财

富逆转移的八个指标数据遥 其中基尼系数袁要素价格

扭曲尧城市拆迁尧税收的增长尧房价上涨尧失业人口等

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袁储蓄额贬值来自于中国人民

银行袁资本市场分配不均来自于瑞思数据库遥

2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2.1 财富逆转移

财富逆转移作为研究的总效应指标, 反映了利益

从弱势群体向政府或某些权力集团转移的过程袁是造

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遥 赫希曼根据洛

伦茨曲线提出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袁洛伦茨曲线

的弧度越小袁基尼系数也越小袁则收入分配越平衡曰反

之袁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袁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袁收

入分配越不平衡遥 基尼指数通常把 0.400作为收入分

配的野警戒线冶袁我国至 2013年以来袁基尼系数一直高

于 0.450袁显示出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衡袁反映了

我国财富逆转移现象长期存在并且程度明显遥 以基尼

系数大于 0.400为发生财富逆转移现象袁高于 0.400的

百分比作为财富逆转移的程度遥 基尼系数来源于叶中

国住户调查年鉴曳袁计算结果见表 1遥

表 1 2004要2018年富逆转移程度

Tab. 1 Degree of the wealth reverse transfer from 2004 to 2018

2.2 要素价格扭曲

要素价格是指要素对于其均衡价格的偏离, 是影

响财富逆转移的最关键因素遥 它一方面激励了投资扩

张,但另一方面却恶化了收入分配袁导致经济需求结构

失衡遥 中国要素价格未实行市场化袁并且显著低于市

场价格袁 要素价格扭曲在降低市场运行效率的同时袁

也造成了财富逆转移[6]遥 从资本与劳动力两个因素出

发袁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程度遥

资本价格扭曲=资本的边际产出/资本价格袁资本

价格=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工业企业负债曰劳动力价格

扭曲=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劳动力价格袁 劳动力价格=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就业人员[7]遥 资本的边际

产出使用 C-D生产函数模型求解袁但是由于指标的计

量单位不同袁模型会受到量纲的影响袁因此使用增长

率法求解模型[8]遥

将 C-D生产函数 Y=AL琢K茁两边取对数袁对时间 t

求导袁在单位时间渊1 a冤袁以差分方程近似微分方程袁以

驻Y
Y

=
驻A
A

+琢
驻L
L

+茁
驻K
K
近似

驻Y
Y

=
dA
A

+d
dL
L
+茁

dK
K

袁在

弹性系数 琢+茁=1假定下袁 将方程变形为
驻Y
Y

-
驻K
K

=

驻A
A

+琢渊
驻L
L

-
驻K
K

冤袁运用最小平方法编程求解
驻A
A
和

琢遥 其中 Y 为国内生产总值袁K 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袁L为就业人员数遥

运用 1989要2018年的数据袁 求得生产率 A 的平

2004 0.473 0.182 5

2005 0.485 0.212 5

2006 0.487 0.217 5

2007 0.484 0.210 0

2008 0.491 0.227 5

2009 0.490 0.225 0

2010 0.481 0.202 5

2011 0.477 0.192 5

2012 0.474 0.185 0

2013 0.473 0.182 5

2014 0.469 0.172 5

2015 0.462 0.155 0

2016 0.465 0.162 5

2017 0.467 0.167 5

2018 0.474 0.1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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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增长速度
驻A
A

=0.042 4袁 弹性系数 琢=0.492 4袁弹

性系数 茁=1-琢=0.507 6袁C-D 生产函数模型为 Y =

2.370 7L0.492 4K0.507 6遥

通过 C-D生产函数模型分别计算资本与劳动力

的边际产出袁从而求得资本价格扭曲与劳动力价格扭

曲遥 通过经验函数对值较大的资本价格扭曲取对数后

乘以资本的弹性系数加上值较小的劳动力价格扭曲

乘以价格弹性系数得到要素价格扭曲遥 工业企业财务

费用袁工业企业负债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与

就业人员数据均来源于叶中国统计年鉴曳袁计算结果见

表 2遥

表 2 2004要2008要素价格扭曲

Tab.2 Distortions factor prices from 2004 to 2008

2004 0.019 9 0.237 2 1.234 8 1.136 7 62.118 6 4.792 4 4.455 7

2005 0.018 9 0.276 3 1.104 9 1.274 7 58.538 4 4.612 9 4.337 2

2006 0.020 2 0.323 6 0.996 4 1.418 0 49.395 4 4.382 2 4.137 3

2007 0.021 1 0.391 3 0.895 3 1.583 4 42.367 6 4.046 7 3.894 3

2008 0.024 2 0.467 0 0.800 7 1.776 5 33.096 0 3.804 0 3.649 4

2009 0.020 6 0.531 3 0.705 0 2.025 7 34.149 5 3.812 6 3.669 5

2010 0.020 6 0.621 1 0.667 8 2.142 2 32.358 1 3.449 0 3.463 1

2011 0.022 7 0.784 5 0.602 4 2.382 0 26.538 4 3.036 2 3.159 2

2012 0.025 4 0.924 5 0.551 1 2.611 3 21.727 9 2.824 5 2.953 5

2013 0.023 7 1.209 0 0.506 5 2.848 6 21.329 3 2.356 2 2.713 5

2014 0.024 6 1.330 9 0.474 2 3.048 8 19.240 0 2.290 7 2.628 9

2015 0.023 3 1.446 2 0.453 5 3.192 2 19.469 2 2.207 3 2.593 9

2016 0.020 9 1.547 3 0.437 2 3.314 7 20.967 3 2.142 3 2.599 5

2017 0.020 4 1.673 0 0.425 5 3.409 0 20.823 1 2.037 7 2.544 5

2018 0.018 6 1.826 3 0.423 9 3.422 2 22.834 7 1.873 9 2.510 6

2.3 城市拆迁

城市拆迁是政府回收土地最主要的一种方式袁城

市拆迁可以使政府更好的规划和利用土地袁 扩大内

需遥 但政府征用平民老百姓房屋土地时袁征收价格一

般低于房屋土地价值袁政府从被拆迁居民那获得额外

财富袁使得财富从弱势群体流向政府遥 政府将部分征

收土地卖给房地产开放商袁 开发商抬高土地价格袁使

得财富从低收入群体流向高收入群体遥由于拆迁面积

无法得到袁本文用本年土地置购面积代替遥 考虑到政

府收购平方房后建造设施会增加空间大小袁因此城市

拆迁逆转移使用竣工房屋单位面积价值减去土地置

购单位成本遥土地购置费用袁购置土地面积袁竣工房屋

面积与竣工房屋价值数据均来源于叶中国房地产统计

年鉴曳袁计算结果见表 3遥

表 3 2004要2008城市拆迁扭曲

Tab. 3 Distortions residence dismantlement and

relocation from 2004 to 2008

2004 0.14 0.06 0.08

2005 0.15 0.08 0.07

2006 0.16 0.10 0.05

2007 0.17 0.12 0.04

2008 0.18 0.15 0.03

2009 0.20 0.19 0.01

2010 0.22 0.25 -0.03

2011 0.24 0.26 -0.02

2012 0.25 0.34 -0.09

2013 0.26 0.35 -0.08

2014 0.28 0.52 -0.24

2015 0.31 0.77 -0.47

2016 0.30 0.85 -0.55

2017 0.31 0.91 -0.60

2018 0.32 1.25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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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储蓄额贬值

储蓄额贬值是造成财富逆转移的隐形因素遥 弱势

群体一般会将钱存在银行袁 不会去进行风险性投资遥

但银行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袁钱放银行不是增值而是

一种贬值袁 而高收入人群会去银行贷款进行投资袁这

导致了财富从弱势群体流向高收入人群遥 国家大量发

行人民币也使得野钱不值钱冶袁财富从弱势群体流向国

家遥 储蓄额贬值用央行发布的定期年利率减去通货膨

胀率表示袁通货膨胀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遥 定

期年利率来源于央行发布的基准利率袁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来源于叶中国统计年鉴曳袁计算结果见表 4遥

表 4 2004要2008储蓄额贬值扭曲

Tab. 4 Distortions savings depreciation from 2004 to 2008

2.5 房价上涨

房价上涨使得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只能够租房为

生袁缴纳的大量房租让房屋的拥有者可以再次购买房

子出租袁财富得到累积遥 国家因为房价的上涨能够从

出售土地中获得更多的财富袁房地产开放商从高额的

房价中赚取财富袁低收入者或中层收入者买房则要背

负大量的银行贷款遥 房价上涨是一种财富从弱势群体

与中低层收入者向国家和高收入群体转移的过程遥 房

价上涨使用每年单位房价增长环比表示袁单位房价等

于每年商品房销售额除以房屋销售面积遥 商品房销售

额与房屋销售面积数据来源于叶中国统计年鉴曳袁计算

结果见表 5遥

表 5 2004要2008房价上涨扭曲

Tab. 5 Distortions housing price rises from 2004 to 2008

2.6 失业率

失业会给弱势群体带来致命的打击遥 他们本身经

济基础薄弱袁 必须要依靠工作才能保障基本生活袁一

旦失业将造成家庭经济困难袁甚至导致心理失衡而采

取违法方式维持生计袁大范围的失业将导致社会危机

的爆发遥 失业使得弱势群体无法获得财富袁是影响财

富逆转移的重要因素遥 城镇人口失业率数据来源于

叶中国统计年鉴曳袁计算结果见表 6遥

表 6 我国 2004要2008失业率扭曲

Tab. 6 Distortions unemployment rate from 2004 to 2008

2004 3.90 2.25 0.02

2005 1.80 2.25 0.00

2006 1.50 2.52 -0.01

2007 4.80 4.14 0.01

2008 5.90 2.25 0.04

2009 -0.70 2.25 -0.03

2010 3.30 2.75 0.01

2011 5.40 3.50 0.02

2012 2.60 3.00 0.00

2013 3.20 3.00 0.00

2014 1.50 2.75 -0.01

2015 1.40 1.50 0.00

2016 3.20 1.50 0.02

2017 3.70 1.50 0.02

2018 2.00 1.50 0.01

2003 2 359.50

2004 2 713.91 0.15

2005 3 167.66 0.17

2006 3 366.79 0.06

2007 3 863.90 0.15

2008 3 799.95 -0.02

2009 4 681.04 0.23

2010 5 032.35 0.08

2011 5 357.10 0.06

2012 5 790.99 0.08

2013 6 237.30 0.08

2014 6 323.53 0.01

2015 6 792.55 0.07

2016 7 475.57 0.10

2017 7 892.27 0.06

2018 8 736.90 0.11

2004 0.042

2005 0.042

2006 0.041

2007 0.040

2008 0.042

2009 0.043

2010 0.041

2011 0.041

2012 0.041

2013 0.041

2014 0.041

2015 0.041

2016 0.040

2017 0.039

2018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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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税收

税收是国家获得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袁但税收体

系的不健全会导致财富逆转移现象的发生遥 国家对不

同收入群体征税有不同的标准袁这本是为了缩小不同

人群的收入差距袁但体系的不健全导致税收不仅没有

达到想要的目的袁 反而扩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遥

对低收入者或从事危险行业而获得较高收入者进行

征税会导致他们生活更加困难袁财富从弱势群体流向

国家遥 税收增长使用每年税收环比增长率表示遥 税收

数据来源于叶中国统计年鉴曳袁计算结果见表 7遥

表 7 2004要2008税收增长扭曲

Tab. 7 Distortions tax growth from 2004 to 2008

2.8 居民所拥有的金融资产

居民所拥有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储蓄尧 证券尧保

险和基金等遥 关于资本市场不完善的研究从证券出

发遥 我国上市公司素有野铁公鸡冶之称袁分红少袁甚至有

些公司从不分红遥 中下层股民难以从一级市场购买股

票而获得二级市场发行时的价格差利润袁承担股市风

险的同时又难以得到公司分红袁导致了财富从股民向

上市公司转移遥 资本市场不完善使用股票现金未分红

额度占股票流通总值的百分比表示袁记为 P遥股票流通

总值与现金分红额度数据均来源于 RESSET渊瑞思冤金

融研究数据库袁计算结果见表 8遥

表 8 我国 2004-2008资本市场不完善扭曲

Tab.8 Distortions capital market from 2004 to 2008

3 分析与建议

渊1冤我国的财富逆转移现象是一直存在的袁并且

处于较高水平袁但在近几年有所下降并保持稳定遥 政

府应该重视财富逆转移这个问题袁从财富逆转移的各

个影响因素出发袁政策与实际相结合袁确保财富逆转

移程度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袁 这对缓解社会危机袁帮

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有着重大意义遥

渊2冤要素价格扭曲一直呈现下降趋势遥 虽然我国

对要素价格改革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袁但要素价格仍

未市场化袁价格存在低估遥 主要原因在政府对生产要

素的直接配置过多袁只有市场化配置要素才是最优效

率的方式遥 政府应该适当放权袁减少对生产要素的控

制袁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遥 对于要素价格扭曲的影

响因素院资本扭曲是由于过度投资导致了资本边际效

率递减袁经济发生衰退袁政府应该提高垄断企业的资

本使用费用袁抑制过度投资的行为曰劳动力扭曲是因

为我国野强势资本袁弱势劳工冶的原因袁政府应该要保

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袁使得他们收入能够随着经

济增长而得到相应增长[9]遥

渊3冤城市拆迁扭曲呈现下降趋势袁至 2010年后实

2003 20 017.31

2004 24 165.68 0.21

2005 28 778.54 0.19

2006 34 804.35 0.21

2007 45 621.97 0.31

2008 54 223.79 0.19

2009 59 521.59 0.10

2010 73 210.79 0.23

2011 89 738.39 0.23

2012 100 614.28 0.12

2013 110 530.70 0.10

2014 119 175.31 0.08

2015 124 922.20 0.05

2016 130 360.73 0.04

2017 144 369.87 0.11

2018 156 400.52 0.08

2004 46 065.30 43 492.68 0.94

2005 41 795.70 38 514.96 0.92

2006 99 208.20 95 961.19 0.97

2007 37 0510.00 365 480.22 0.99

2008 180 998.00 170 363.40 0.94

2009 605 014.00 594 653.60 0.98

2010 775 892.00 763 422.90 0.98

2011 665 350.00 648 628.90 0.97

2012 734 931.00 714 966.60 0.97

2013 823 122.00 800 672.90 0.97

2014 1 303 430.00 1 278 731.80 0.98

2015 1 750 900.00 1 723 532.80 0.98

2016 1 635 350.00 1 606 836.90 0.98

2017 1 828 370.00 1 796 384.40 0.98

2018 1 457 780.00 1 418 486.50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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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Wealth Reverse Transfer

SUN Xiaohang1,2,3, LIN Yurui1,2,3, QIU Yonghang1,2,3

(1.College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2.Laboratory for Ecology and Resources Statistic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of Fujian Province, Fuzhou, Fujian 350002;

3.Research Center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patial Information Statistics of Fujian Province,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The wealth reverse transfer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hich will lead to

the outbreak of public crises and bring huge losses to society. Factor price distortion, residence dismantlement and relocation, taxation

growth, house prices boosting, unemployment rate rising, capital markets uneven distribution and the savings depreciation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degree of wealth reverse transfer in China. To reduce it, government can appropriately liberalize market control, improve taxation

system, increase employment rate, control housing prices, curb high inflation, and increase financial market dividends.

Key words: wealth reverse transfer; Gini coefficient; C-D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quantitative analysis

现财富的正向转移遥 政府在近几年已经提高了拆迁补

偿袁拆迁能够让居民得到应有的财富袁政府应该继续

完善补偿的标准袁制定合理的拆迁行为规范袁让弱势

群体不再因拆迁而致贫遥

渊4冤储蓄额贬值扭曲趋于稳定遥 利率是国家宏观

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袁政府可以适当调高定期利率或

推出合适的理财产品袁让弱势群体的储蓄能够得到增

值袁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袁降低通货膨胀率袁提高货币的

购买力遥

渊5冤房价上涨至 2009年后有所减缓袁但整体还是

呈现上升趋势遥政府应该控制房价上涨袁限制富裕人群

购买房屋的数量袁 让房屋成为一种生活需要而不是投

资产品遥 多打造一些经济适用房袁并且放宽购买条件袁

让来城镇务工的社会底层人员也能享有这一权益遥

渊6冤失业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遥 政府应该促进弱

势群体的就业与再就业袁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公平就业

环境袁为无文化者提供岗前技能培训袁严惩公司非法

裁员尧歧视妇女等行为遥

渊7冤税收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袁上升速度呈波动状

态遥 政府应该努力完善税收体系袁调高个税起征点袁减

缓弱势群体的纳税压力袁使税收标准能够和居民身份

相挂钩遥

渊8冤 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程度呈现非常高的水

平袁数值稳定在 0.98左右遥 有关监管部门应该完善资

本市场相关制度袁加大对资本市场的管理袁提高资本

市场的透明度袁采取必要手段让上市公司根据利润分

红派息遥

本文对财富逆转移的影响因素做出了分析袁并为

每个影响因素提出一种计算方式袁为财富逆转移现象

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遥 但不足之处在于未能构

造一个合适的方程将财富逆转移与其影响因素进行

整体性研究袁这是后继研究的重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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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3年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出台武术新规

以来袁教练员与运动员为了提升竞技成绩袁在动作创

编中紧追野更高尧更快尧更强冶的奥林匹克精神袁在演练

过程中也愈发趋向于野高尧难尧新尧美冶的竞技风格袁在

竞赛场上运动员难度动作的成功率与完成质量成为

了主要制胜因素[1]遥 运动员不仅要在短暂时间内节奏

分明尧精神饱满的完成组合动作袁还要展现出难度动

作的高尧飘尧稳袁这对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提出了更高要求遥

血流限制训练 渊blood flow restriction training,

BFRT冤又称为加压训练渊KAATSU training冤袁是指在运

动期间通过特殊加压装置对肢体近心端进行外部施

压袁导致加压部分的静脉回血量一时相应减少袁形成

肌纤维拉伸的特殊优良环境袁 并以加强机体肌肉力

量尧耐乳酸能力为目的袁以此来提升专项运动成绩的

训练方法[2-3]遥其理念于 20世纪 70年代由日本佐藤仪

昭博士提出袁但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随着加压设备

的出现袁研究数量才加剧增长遥 而我国对于加压训练

的研究较早但因缺乏专业的加压设备和训练指导方

法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袁近几年随着专家学者的

持续深入与探索袁血流限制训练的关注度总体上才呈

上升趋势(图 1)遥

图 1 近 20年国内外关于血流限制训练研究

文献数量的变化趋势示意图

Fig.1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s on blood flow

restriction training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ast 20 years

在我国竞技领域内袁 目前已经证实了血流限制训

练对运动员的无氧耐力袁肌肉形态与机能袁下肢最大力

量尧快速力量和力量耐力的促进作用袁而常采用的训练

手段主要有深蹲尧硬拉尧负重弓步蹲尧负重半蹲等[4-6]遥随

着 BFRT的推广和使用袁一些运动项目的教练员和运

BFRT法融入竞技武术训练的可行性分析

刘少峰袁 陈 昇袁 刘志远袁 郭森林

渊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对血流限制训练理论尧特点尧机制以及竞技武术训练现状进行探究袁为血流限制训练渊BFRT冤融入竞技武

术训练体系提供理论依据袁也为丰富 BFRT研究广度奠定基础遥 结果表明院血流限制训练不仅具有低负荷尧短时间尧高成

效的显著特征袁还可以在规避高强度训练引发的运动损伤前提下袁协同传统训练提升运动员力量素质袁其能够与竞技武

术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发展紧密契合袁可作为一种新型的训练方法应用到运动队中遥 但实际应用中袁应避免受试者施加压

力与抗阻负荷的一致性袁为了更好的提升运动员竞技水平袁在联动其他训练法时要因人而异袁保持高针对性袁以确保运动

员能够最大化的获取效益遥

关键词院血流限制训练曰加压训练曰竞技武术曰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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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在摸索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 BFRT的训练优势袁

但整体上讲, 在我国运动训练领域 BFRT也仅用于到

手球尧网球尧游泳尧田径尧健身等运动项目遥 当下对于血

流限制训练的研究和应用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袁基

于此本研究以竞技武术训练为切入点袁旨进一步探索

血流限制训练的深度和广度袁并为武术运动队融入血

流限制训练提供理论参考遥

1 竞技武术训练现状

1.1 竞技武术训练体系中已应用的训练方法

依运动训练学经典理论[7]袁武术套路属于技能类

表现难美性运动项目袁是以短时间内展示自身能力为

主要目标袁并具有固定组合多元动作结构特征袁因此

对武术项目运动员的体能要求更为突出袁尤其是无氧

耐力袁下肢最大力量尧快速力量和力量耐力等遥 为了提

升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袁专家学者尧教练员也在不间断

的对训练方法进行优化与创新遥 然而随着研究发展的

不断突破袁现代训练理论涌现出许多新型的训练理论

与方法袁并接连纳入实践训练中遥 现阶段训练队已广

泛应用的有核心力量训练[8-9]尧核心稳定性训练[10-11]尧功

能性训练[12]尧表象训练[13-14]尧PNF拉伸训练[15-16]尧悬吊训

练法[17]尧分解训练与完整训练等等遥 在访谈福建省体

校尧福州市体校及福州市少体校教练中得知袁训练中

实际上不只运用一种方法袁 而是所有方法的综合袁在

不同的训练阶段袁要选用不同的训练方法遥

1.2 竞技武术训练中存在的弊端

竞技武术套路是一种动态的展示过程袁它对于运

动员的身体素质有极高的要求袁在演练过程中袁无氧

往往占据主导部分袁其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袁运动员

必须要具备良好的体能素质才能够保证演练水平遥 在

日常训练之中为了提升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袁其身体也

时常在超负荷状态中持续训练袁在提升运动成绩的同

时袁也难免会因超量训练而造成损伤遥 王新英[18]尧李飞

鹏[19]尧王梦茹[20]等阐述了目前由于武术训练的高负荷

性袁导致运动员出现了不可逆转的伤病袁这不仅直接

影响到运动员技术水平的发挥袁甚至还造成许多职业

武术运动员早早退出赛场袁 提前结束自己的职业生

涯遥 王帅[21]也指出了在竞技武术训练中往往由于强度

大尧负重中导致运动员损伤的弊端袁同时还指出了运

动员科学尧合理的训练袁是激发运动员竞技潜能袁提升

训练效果和运动成绩的前提遥 以上学者观点与本人所

访谈的高级教练的阐述也相照应袁进一步证实了大多

武术训练队存在运动员的训练强度和训练量超出了

所能承受能力袁使运动员在疲劳中还面对超量负荷的

训练袁最后造成伤病袁影响竞赛成绩袁甚至过早断送运

动员职业生涯的弊端遥

2 血流限制训练与竞技武术训练的契合性

2.1 血流限制训练的机理

血流限制训练法主要是限制四肢肌肉的静脉血

流速度以及肢体远端毛细血管血流速度袁通过限制血

液流动使肌肉达到缺血缺氧状态袁以此改变肌肉内环

境袁增强肌力遥 关于血流限制的生理机制袁目前较为一致

的观点是代谢副产物渊如血乳酸冤显著积累袁激活刺激下丘

脑-垂体系统生长激素渊GH冤释放的化学受体袁而与肌纤维

相关的转录基因酶如磷脂酰肌醇要3要羟激酶尧 蛋白激酶

B(AKT)尧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等也通过促使合成代谢

信号通道大量开放而增加蛋白合成袁 最终致使肌肉质量尧

力量增加以及耐氧能力的增强[22-23]遥 但 Reeves[24]通过实

验反驳了 BFRT训练方法可以刺激受试者机体大量

释放合成类激素袁促使肌纤维增厚尧肌力增强的观点遥

总体来说袁目前血流限制训练对于肌肉力量增加的证

据具有两面性袁但多项研究证实血流限制训练可有效

增强肌肉力量和心肺能力遥 新竞赛规则下竞技武术运

动员要在短暂的时间内高质量的完成窜尧蹦尧跳尧跃在

内数十个高尧难尧新尧美的动作袁这对运动员的身体素

质有着严格而特殊的要求遥 因此袁将血流限制训练融

入武术训练体系袁不仅可以充实竞技训练方案袁增添

运动员训练氛围袁还可以科学尧合理尧有效的提升运动

员身体机能遥

2.2 血流限制训练的显著特征

血流限制训练是采用专业的设备对受试者的肢

体近心端进行加压袁使得受试者肢体远端的肌肉血流

量被限制袁同时又联合抗阻尧步行尧蹬车尧传统练习等

某一运动形式的训练方法遥 主要特点是可以用低强度

负荷袁即最大重复次数渊repetition maximum,RM冤为 1

刘少峰袁等院BFRT法融入竞技武术训练的可行性分析 6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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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负荷的 20%~40%渊20%~40% 1 RM冤袁短时间运动

来刺激肌纤维尧改善肌肉功能袁且不会引起肌肉损伤袁

其核心理念就是让人在低负荷状态下进行身体锻炼

能取得与高负荷一样的效果遥 Jeremy等[25]尧国外学者

Kraemer等[26]通过对运动员进行短期 BFR干预实验袁

表明了同等干预时间内 BFRT组(30%1 RM)的下肢力

量比传统训练组显著提高袁实验结果的统一性验证了

血流限制训练可以激发对肢体的深度刺激袁能够在短

时间袁 通过低负荷训练产生与高负荷相同的效果特

征遥 我国学者李志远等[27]也通过对手球尧田径尧游泳运

动员进行短期的 BFRT干预实验袁证实血流限制训练

可在短时间内袁 施加低负荷就可使运动员最大力量尧

无氧耐力显著增长的特征遥 经调查发现目前竞技武术

运动员出现的伤病大多是由于超负荷训练造成袁而血

流限制训练短时间尧低负荷尧短期间尧高成效的显著特

征恰恰是竞技武术运动员所急需的袁因此将 BFRT纳

入武术训练体系袁与其他训练方法协同运用袁不仅可

以减少运动员伤病袁还能够促进运动员机能袁提升运

动员竞技能力袁延长运动员职业生涯遥

2.3 血流限制训练法的易操作性

血流限制训练是通过加压设备对肢体上 1/3处进

行施压袁 导致加压部分静脉回血量一时相应减少袁血

液循环受到适度限制袁并在此状态下进行低强度运动

的一种方法遥 由于进口加压设备的昂贵袁让很多训练

队望而却步袁针对此现状我国多名学者也研制出低廉

的加压设备并证实了可行性袁目前训练中常用的血流

限制装置为可量化压力特制弹性充气袖带和尼龙充

气袖带袁其加压带长度只要大于扎紧部位的外周长度

即可, 而加压带的宽度则根据扎紧部位的松紧程度合

适与否来确定袁极大减少了训练器材满足不了运动员

需求的矛盾性遥 另外瞿超艺[28]和 Jeremy[25]分别依据个

体大腿围度和风险与禁忌症的筛除表详明的阐述了

不同年龄范围尧 不同训练水平所对应的加压范围袁也

大大降低了教练员针对不同项目尧不同年龄组别竞技

武术运动员个性化训练的难度遥值得注意的是袁郭帅[4]

和 Qjessee等[29]表明了血流限制训练的强度并非越大

越好, 更高的训练强度可能不会带来有意义的急性反

应差异遥 现阶段具体的加压位置袁加压强度都已明确袁

这大大降低了教练员实施的难度性袁而且血流限制训

练易携带袁不受场地尧环境尧人员以及训练内容等因素

限制袁可与传统训练尧抗阻训练尧核心力量训练协同作

用袁同时还能够在运动员练习武术基本功尧武术专项

技能尧武术套路时配合运用袁在保障运动员安全尧高效

率的前提下提升竞技水平遥

3 血流限制训练与竞技武术训练融合的必要性

3.1 运动员发展的需要

竞技武术主要是指高水平武术竞技袁是一种为发

挥个人运动潜能尧争取最大成绩而开展的武术竞技活

动遥 在竞技武术比赛中袁运动员往往需要在短暂的时

间内将闪展腾挪尧 窜蹦跳跃等套路组合发挥到极致袁

若在比赛中体能不支袁其节奏感尧速度尧协调能力等都

将会有所下降袁 满足不了现代竞技武术发展的要求袁

最终将会被淘汰遥 运动员若想摘金夺银袁提升竞技能

力袁安全高效的完成训练任务是前提袁最重要的是教

练员还要依据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武术套路特点适

当调整训练方法袁 使最大效益的提升运动员机能水

平遥 血流限制训练作为我国新兴的训练手段袁在多个

竞技运动项目中的应用成效已经证实了其低负荷尧短

时间尧短期间尧高成效的显著特点袁同时又是便携的尧

经济的尧安全的尧有巨大发展潜力且训练形式多样的

一种训练方法遥 血流限制训练方法最突出的是可以让

运动员在训练中承受低负荷的强度达到传统高强度

抗阻训练的效果袁这不仅避免了传统训练中运动员由

于承受强大的负荷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袁还能够

有效提升运动员身体机能和各器官系统的运动素质袁

以此在武术竞赛中袁充分激发竞技潜能袁实现自身价值遥

3.2 竞技比赛的需要

随着现代化经济尧 政治文化的发展, 东西方文化

间的交流与融合袁 大型武术赛事的开展也在不断增

加袁目前已有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尧全国武术套路精

英赛尧郑州国际武术少林节尧厦门国际武术大赛以及

各地市举办的市锦标赛等等不计其数袁而在 2020年 1

月份又官宣武术列入了 2022年第四届青年奥林匹克

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袁这一壮举大大举证了武术在国

际中的影响力遥 竞技武术训练方法作为竞技比赛的基

础袁提高竞技比赛质量的关键袁其训练方法的不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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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运用袁更是运动员获取佳绩的前提遥卢小鹏[30]提出训

练方法是多种方法共同协作的结果袁 在不同的时期尧

不同的阶段要选有适宜的训练方法遥 姜霞[32]也指出新

时期的武术训练也由全面化转向专项化尧 理论化尧个

性化袁训练中一切方法尧手段都要紧紧围绕专项技术

进行袁同时随着竞技武术套路赛事的增多袁教练员尧运

动员还需要不断调整针对具体比赛的训练手段和方

法袁以期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袁从而使运动员参赛达

到最佳的竞技状态遥血流限制训练作为新兴的训练方

法袁 目前已在专业训练队得到了广泛普及和推广袁其

独有的训练特征决定了它不仅可以单独作为一种训

练方法在竞技武术运动员训练武术基本功尧武术组合

动作尧难度动作尧力量训练中开展袁也可以与抗阻训

练尧核心力量训练等协同运用袁安全高效的促进运动

员心肺功能以及力量尧协调尧灵敏尧速度等素质的提

升遥 更重要的是对于运动员比赛前或短期内集中训练

更有效袁它可快速刺激肌纤维袁提高肌肉力量遥血流限

制训练恰恰满足了现在竞技训练的需要袁是确保运动

员安全有效完成训练任务袁提高竞技水平袁在赛场上

摘金夺银的基石遥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血流限制训练作为一种小练习强度刺激肌肉

生长尧 改善肌肉功能的新方法袁 相比传统力量训练袁

BFRT可以快速高效的引起目标肌肉缺氧袁 募集更多

的肌纤维袁增强压力物质的代谢袁刺激了 GH的释放袁

从而以小负荷强度来达到增加肌纤维横截面积尧提高

肌肉力量与肌肉耐氧能力的效果遥

(2)血流限制训练易操作实施袁不受场地尧项目尧年

龄等因素的影响袁适用于各项目群体袁降低了教练员

的实操难度遥另外训练中对受试者的骨头和关节冲击

力较小袁对于减少运动损伤尧延长运动生涯尧提高运动

员竞技能力有着积极影响遥

(3)血流限制训练法的显著特征与竞技武术运动

员的身体素质发展紧密契合袁可作为一种新型提升肌

肉适能的训练法应用到运动队中遥

4.2 建议

(1)竞技体育训练不只是一种方法袁而是综合应用

各种训练方法的过程袁在竞技武术训练中要结合不同

训练阶段尧不同训练任务尧不同拳种风格特点出发袁将

BFRT作为高强度力量训练的补充方式去科学高效的

提升运动员竞技能力遥

(2)为了更好的提升运动员竞技水平袁血流限制训

练机制及原理要更深入研究遥 另外在运用 BFRT时袁

施压大小尧加压时间尧运动强度尧抗阻强度也应与个体

的特征相结合袁保持高针对性袁以确保运动员能够最

大化的获取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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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Study of Blood Flow Restriction Training

Method in Competitive Wushu Training

LIU Shaofeng, CHEN Sheng, LIU Zhiyuan, GUO Senl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The theory,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of blood flow restriction training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training were explor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tegrating BFR into the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training system and also

a foundation for enriching the breadth of BFR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blood flow restriction training not only has the obvious char鄄

acteristics of low load, short time and high effectiveness, but also can cooperate with traditional training to improve the strength of athletes

under the premise of avoiding sports injuries caused by high-intensity training.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is closely matched and can be

applied to sports teams as a new training method. However,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subject 爷s pressure and resis鄄

tance load should be avoided.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 athlete 爷s competitive level, when linking other training methods, it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be highly targeted to ensure that the athlete can maximize to obtain benefits.

Key words: blood flow restriction training; pressure-giving training;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train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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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学院 2007年举办本科高等教育以来袁 不断

开展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试点建设工作袁取

得了明显成效遥 2018年袁武夷学院被批准为福建省教

育厅首批建设的省级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之一袁智

慧城镇建设专业群是学校整体转型的 6个试点专业

群之一遥 智慧城镇建设专业群依托该校土木工程与建

筑学院的土木工程尧工程造价尧建筑学尧城乡规划专

业袁以及数学与计算机学院的物联网尧通信工程专业袁

共 6个专业组建袁以闽北丘陵山地地区中小型智慧城

镇建设产业为服务对象遥

智慧城镇建设催生新兴产业形态尧引发相关产业

链的多方位整合袁具体涉及产业载体建设尧商业配套

建设尧服务平台建设尧交通设施建设尧医疗服务建设尧

智能电网建设尧生态环境保护等遥 智慧城镇建设产业

可以划分为前端产业尧 中端产业和末端产业三个部

分遥 前端产业有智慧基础设施尧建筑信息化与智能控

制尧数字建造尧装配式建筑尧绿色建筑与智能建筑等袁

中端产业主要是物联网感知城镇袁末端产业涉及智慧

城镇基础设施平台和智慧交通尧智慧物流尧智慧政务尧

智慧旅游等各类功能应用平台建设遥

智慧城镇建设产业对土木建筑类专业人才的知

识结构尧能力结构尧素质结构提出了新要求袁土木建筑

类专业原有培养方案培养出的人才与产业需求存在

明显落差袁是土木建筑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一

个亟待解决的教学问题遥

野学分学程制冶最早开始于德国袁随后在美国得到

迅猛发展[1]遥 20世纪 90年代袁我国台湾地区教育行政

部门在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与改革袁其

中一项重要的办学改革举措是引入 野学分学程制冶[2]遥

根据台湾地区叶大学法实施细则曳第 8条的定义院野学

分学程冶指发给学分证明之跨系尧所尧院专业领域之课

程设计及组合袁以相关系尧所尧院为基础袁由系尧所尧院

提供授课师资和教学设备[3-5]遥在台湾教育管理部门的

技职再造计划的推动下袁形成了跨领域学程尧契合式

学程尧就业学程尧三创学程等百花齐放的局面遥

与学士学程不同袁 学分学程是一种非学历学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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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授予完成学业的学生以规定学分袁这些课程更加重

视跨院系尧专业领域袁更加符合产业技术需要遥 学分学

程制人才培养优势有四点院首先袁学分学程班灵活对

接产业袁特别是各种新兴产业袁野学分学程制冶根据产

业发展尧岗位变迁设置新的学程袁而不必动辄成立新

的专业或专业方向袁具有及时性袁避免出现传统专业

人才培养的滞后现象曰其次袁学分学程班为学生提供

跨领域学习机会袁学分学程制是结合不同专业的不同

教师袁 整合校内外优势教学资源而开设的一系列课

程袁让学生拥有多元化学习环境袁提供跨专业领域的

学习条件袁学生可获得多项专长训练曰再有袁学分学程

属于契合式开发袁学分学程是学校与产业机构共同开

发符合产业发展尧以实务能力培养为核心尧以就业为

导向的学分学程袁从制度上约束了校企合作学程开发

机制袁推动了产教融合向深度发展曰最后袁学分学程是

套餐式选修袁学分学程是若干门系统化设计的课程模

组袁能够满足产业新兴技术岗位和传统岗位发展演化

需要袁学生选修学程克服了单门选课的盲目性遥

武夷学院智慧城镇建设专业群组建以来袁一直聚

焦产学落差和人才供需矛盾袁为满足智慧城镇建设产

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袁应对现代土木工程与建筑业科

技整合趋势袁增加学生多元学习机会袁培养智慧城镇

建设跨领域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袁从创建转型发展示范

校之日开始袁探索建立了以实际工程项目为驱动的产

业学分学程班教学模式袁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袁教学

成效显著袁形成了企业尧学校和学生三者共赢尧良性互

动尧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态势遥

介绍以实际工程项目为驱动的产业学分学程班

的具体做法袁取得的主要成效和经验袁以期为地方本

科高校应用型建设提供一个具体特色的转型发展教

学案例遥

1 学分学程班的主要教学举措

1.1 将学分学程制纳入专业群的人才培养方案体系

2015年 12月转型发展示范校创建开始袁 武夷学

院智慧城镇建设专业群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袁聚焦

产学落差袁瞄准智慧城镇建设产业的新兴技术岗位需

求袁面向专业群 6个组群本科专业袁即土木工程尧工程

造价尧建筑学尧城乡规划尧物联网工程尧通讯工程等袁按

照野底层打通尧中层分流尧顶层融合冶的原则袁构建了专

业群模块化人才培养体系遥 底层打通袁就是建立智慧

城镇建设专业群的基础平台课遥 中层分流袁就是依据

国家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标准尧国际工程教育认证规

范等要求[6-7]袁保持组群专业的特点袁设置专业基础课尧

专业课和专业方向课遥 顶层融合袁就是直接面向智慧

城镇建设产业的新兴技术岗位袁在岗位核心能力分析

基础上袁设置野城镇智能建筑新技术与信息化渊BIM冤冶

野智慧城镇防灾减灾工程冶野物联网渊感知城镇冤工程冶

野智慧城镇空间信息采集与信息处理冶 等 4产业学分

学程班遥 将学分学程制纳入智慧城镇建设专业群的人

才培养体系袁实现专业群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顶层

融合遥

1.2 以实际工程项目为驱动袁 对学分学程班进行流

程再造

在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各类学分学程班中袁产业

的参与主要是提供部分师资袁其动机是产业新兴岗位

对人才的需求遥 这种仅仅以单一人才需求为目的的学

程班教学实践袁常常难以持续开展袁主要原因是受到

办学经费的约束遥

学分学程班的举办需要有经费的投入袁将企业急

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形成工程项目袁 引入学分学程班遥

这种以企业的实际工程项目为驱动的产业学分学程

班袁 为学分学程班提供了充足的经费保障和师资袁不

但满足了产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袁又满足了企业对技

术成果的要求袁 大大提高了学分学程班的受益面袁办

学效益显著提升袁产业学分学程班因此获得了持续的

发展动力遥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与闽北地区建筑企业长期

保持合作关系袁3年来先后与南平市高速公路咨询监

理有限责任公司尧武夷山神秘地球村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尧福建省城村汉城博物馆等单位签约各类产学合作

项目十余项遥 遴选其中具有明显专业技术岗位适应度

和引领度的工程项目袁作为产业学分学程班的驱动项

目和教学载体遥 这些工程项目提供了学分学程班所需

的经费袁凝聚了师资袁吸引了学生袁保障了学分学程班

的顺利实施遥

以实际工程项目为驱动的产业学分学程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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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模式见图 1遥

图 1 以实际工程项目为驱动的产业学分学程班

人才培养模式简图

Fig.1 Talents training mode of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ject-driven industrial credit program

1.3 建立教学管理制度袁保障学分学程班教学质量

在对应岗位技术能力分解的基础上袁按照国际工

程教育认证规范要求袁 保证每项专门的技能训练有 2

门以上课程实现袁制定学分学程班人才培养方案遥 每

个学分学程总学分为 6~10学分袁 学生修业完成可以

获得相应学分及证书袁在学校范围内袁这些学分可以

冲抵专业群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选修课学分遥

依据人才培养方案袁制定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考核

大纲袁按照学校课程教学规范开展教学遥 鉴于学分学

程班设置的课程袁一般都是现行国家专业教学规范中

没有的课程袁 为了保障学分学程班课程教学质量袁课

程教学内容的设置会与产业界师资一起探讨袁更多地

满足产业技术岗位对课程的要求遥

1.4 遴选优秀师资袁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从工程项目业主单位尧专业群各专业和产业学分

学程班依托企业袁 遴选优秀教师担任课程的教学任

务袁 原则上每门课程的主讲教师必须是产业界专家袁

校内教师辅助教学袁负责批改作业尧课程考核遥 产业界

专家不仅参与课程教学袁还参与课程成绩评定袁及时

检视课程教学效果袁改进教学方法遥

2 建设成效

2016 年 12 月袁野城镇智能建筑新技术与信息化

渊BIM冤冶学分学程班第一期按期开课袁首批学员来自武

夷学院智慧城镇建设专业群所属的 6个专业袁人数超

过 350人遥 该产业学分学程班由武夷新区绕城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尧北京柏慕进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与土木

工程与建筑学院三家单位共同举办袁培养智慧城镇建

设产业急需的 BIM技术人才袁通过教学袁有 163名同

学获得了课程学分和 BIM技术证书袁4位教师获得了

BIM技术证书考评员资格遥与此同时袁依托该学分学程

班的产业横向项目野武夷新区绕城高速公路工程童游-

将口段 BIM构建及应用冶也同时完成既定合同任务遥

通过教学实践袁总结学分学程班的办学成效有以

下几点院

渊1冤以实际工程项目为驱动的产业学分学程班教

学实践袁形成了学生在学分学程班课程学习和项目研

发过程中得到了学分和创新实践技能训练遥 学分学程

班为企业输送急需人才的同时袁还为企业提供了技术

服务袁实现学校尧产业尧学生三者共赢局面袁学分学程

班在产业和学校之间搭建了人才培养与技术供求的

桥梁遥

渊2冤野以实际工程项目为驱动的产业学分学程班冶

成功实践袁满足了新时期野互联网+冶建筑行业对建筑

类人才需求的多元化要求遥 为学分学程班在大陆境内

的实施提供示范袁为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袁开办智慧

城镇建设产业学院奠定基础遥

渊3冤产业学分学程班教学实践中袁校内专业教师

在辅助课程教学中教学水平和专业技能都得到了锻

炼袁一个成功的学分学程班教学实践袁打造了一只经

验丰富的教学团队袁为后期学分学程班的持续开班积

累了优秀师资遥

3 特色与经验启示

以实际工程项目为驱动的产业学分学程班袁对传

统学分学程班进行了流程再造袁创新了学分学程班的

教学模式袁提高了学分学程班受益面袁实现了学校尧产

业尧学生三者共赢局面袁比以往台湾高校单一的学分

学程班更具有吸引力和持续的发展动力遥

产业学分学程班整合了校企双方优质的教学资

源袁增加学生多元学习之机会袁能够满足智慧城镇建

设产业之跨领域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需求袁是大陆境

内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校企深度融合

的一个典型案例袁是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解决

雷能忠袁等院以实际工程项目为驱动的产业学分学程班教学实践 7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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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落差的重要尝试袁具有明显的创新意义遥

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袁新兴技术岗位

不断涌现遥这些新兴技术岗位的出现是开展产业学分

学程班教学实践的基础遥由于现有专业的人才培养体

系还不足以及时跟上新兴技术岗位需要袁同时袁受人

才培养过程的制约袁兴办新的专业也不能够短期内凑

效袁在这种情况下袁产业学分学程班是解决产学落差

的一个好办法袁具有很强的推广示范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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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actice on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ject-driven Industrial Credit Program

LEI Nengzhong袁 LI Hengg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In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s specialty groups,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industrial credit

programs driven by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jects has been carried out to meet the talent demand of smart town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main teaching measures are as follows:first of all,the credit program system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system

for professional groups; second, it's indispensable to equip with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jects,redesign credit system's processes and es鄄

tablish a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finally, constructing a excellent teaching team, which is consist

of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s in engineering to ensure the whole quality of credit system.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were es鄄

tablished among student, school, enterprise for the cooperation to optimize resources mutually and attain totally win. This cooperative

teaching management is not only an improvement way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but also a fundamental work to improve the qual鄄

ity of teaching and talent training.

Key words院engineering project; credit program; teaching practice; industrial science; applied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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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家教育事业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指出院野以教

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袁积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

的融合创新发展遥 冶[1-2]野互联网+教育冶适时地拓宽了混

合式教学的广度与深度遥 2017 年美国新媒体联盟

渊new media consortium袁NMC冤 发布的 叶地平线报告

渊Horizon Report冤曳展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

创新实践趋势要要要深度学习[3]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趋势

Fig.1 The trends of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国家鼓励高校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对教育教学

活动和学生行为数据的收集尧分析和反馈袁注重学习

测量尧重构学习空间袁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

学模式尧提升教学水平袁以翻转课堂尧混合式教学等多

种方式充分利用优质数字资源[4]袁为推动个性化学习

和针对性教学提供支持遥 但目前对这些数据的运用还

很有限袁且有效性不高袁离实时适应性学习系统的距

离还较远遥 学习分析[5](learning analytics袁LA)可以更有

效的测量尧收集尧分析和报告学习者及其所在学习情

境的海量数据袁并用以评估学生尧发现潜在问题尧理解

和优化学习过程及其环境遥

叶福建省野十三五冶教育发展专项规划曳指出院野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袁实行启发式尧讨论式尧探究式学习遥 冶[6]推

动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袁深化课程体系尧教学

内容尧教学方式方法尧教学管理制度等改革袁提高应用

型人才培养质量和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遥 支持开展

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创新袁 支持课程教学改革袁构

建多层次尧可选择尧有特色的课程体系遥 本研究在深化

课程与教学模式改革的同时袁全面推进教学内容的优

化改革袁以反向思维方式设计教学目标尧教学内容曰全

面推进课程教学模式改革袁积极推行基于真实场景与

实际应用的案例教学尧项目教学尧任务驱动等能力导

学习分析视域下高校混合式野教冶野学冶探索与实践

石贵民 1,2袁 刘长勇 1,3袁 孟世敏 1袁 张为慧 4

渊1.武夷学院 认知计算与智能信息处理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袁 福建 武夷山 34300曰 2.武夷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3.武夷学院 教务处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4.武夷学院 学报编辑部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野互联网+教育冶为高校野教冶野学冶改革与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遥 针对大学生课堂参与度低尧学习动力不

足尧教学目标达成度不高等难点袁文章基于认知神经学视角袁运用学习分析技术构建了野五化一体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袁并

将之集成于野潜能在线冶数字化学习环境中袁融合跨平台尧多载体的学习资源库袁通过多终端尧跨时空的在线导学和双主

体尧多手段的互动课堂袁构建了多维度尧深层次的问题空间图谱和重能力尧多方法的思维训练框架遥 在人机交互环境下展

开了基于历史教学数据和多元考核方式的教学诊断及调控实证袁研究成果有助于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袁提升高

校大数据驱动下的自适应教学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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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教学模式与方法袁大力推进野双师同堂尧深度互

动冶等形式多样的双师教学新模式袁改革课程考核方

式袁推行全过程尧全方位尧突出应用能力的课程考核方

式遥

野教冶野学冶的改革与创新袁源于对学习者学习状态

的深层掌控遥 而网络学习环境下袁影响学习者知识建

构的是教学情境尧教师和学习者等因素[7]遥起源于美国

的翻转课堂[8]和引入国内高校后本土化的 MOOC袁多

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其效果是不尽人意的[9-11]袁甚至变成

野翻船课堂冶遥 大学生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和

SPOC渊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袁小规模私有在线课

程冤[12]的主要学习人群袁其学习情况直接影响着学习型

社会的深度和广度遥 反思和反省性学习思维方法只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习参与度[13]袁高校要进一步应用

学习分析来改善课堂参与边缘化状况袁优化学习环境

和学习过程尧 提升教学效果袁 才能有效推动 野教冶与

野学冶的协同发展遥

1 应用型本科混合式教学野教冶野学冶机制构建

国内近七成的高校已经使用学习管理系统

(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袁LMS) 支持混合学习袁近

年来基于WEB的学习平台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

技术支撑[14]袁但存在各自为战袁集成度不高的问题遥 为

此袁研究团队从深度融合的角度研发了野五化一体冶混

合式集成平台遥

1.1 野五化一体冶混合式教学模式

依托认知计算与智能信息处理福建省高校重点

实验室袁研究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问题袁从学

习资源多样化尧在线导学具身化尧互动评价开放化尧思

维训练深度化尧信息反馈立体化五个方面构建了线上

线下尧课内课外尧校内校外尧固定移动的野五化一体冶混

合式教学模式渊如图 2所示冤袁有效地解决了学生碎片

化学习需求尧教师精细化教学管理尧教学目标达成度

以及学生思维能力训练等难题遥

图 2 野五化一体冶混合式教学模式

Fig.2 野Five-in-One冶 mode for blended teaching

1.2 野潜能在线冶平台设计

野五化冶之间相互促进尧集成一体袁形成了一个健

康尧可持续发展的教学生态系统袁并通过野潜能在线冶

平台得以实施遥 野潜能在线冶 平台主要包括学习资源

库尧在线导学尧电子黑板尧问题空间图谱和深度学习等

模块袁如图 3所示遥

图 3 潜能在线平台主要功能模块图

Fig.3 Diagram of the main functional modules of the

Qian Neng online platform

学习资源库包括微课视频尧学科 APP尧教学 PPT尧

电子化教材等多个平台的资料袁实现了多种资源的整

合与共享遥 在线导学是引导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及过程

的可视化导航器袁实现了学生具身学习袁满足了学生

碎片化学习需求遥 电子黑板是课堂中师生互动袁为学

生提供问题质疑的互动系统袁实现了教师主导尧学生

主体的互动课堂袁 提升了教师课堂教学精细化水平遥

问题空间图谱以教材问题成像尧 个体问题分布图尧群

体问题分布图和学科问题评价分布图等形式将分析

结果反馈给师生袁 实现双向修正教学设计与学习策

76窑 窑



略袁提高了教学目标达成度遥 深度学习包括黄卡训练尧

舒尔特方格尧思维训练尧文图转换尧思维导图等训练模

块袁实现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遥

2 学习分析视域下混合式野教冶野学冶模块设计

2.1 构建跨平台尧多载体的学习资源库

近五年来袁通过精品课程建设尧在线网络课程建

设袁与尔雅课程尧智慧树尧高校帮尧好大学在线等平台

合作袁构建了近千门课程的学习资源库袁并通过野潜能

在线冶平台实现了微课视频尧学科 APP尧教学 PPT尧微

信尧QQ等多种载体的一体化应用袁有效地解决了学习

资源孤岛问题袁 实现了学习资源高度整合与共享袁缓

解了学生学习资源缺乏尧学习资料单一的问题袁为具

身学习尧互动课堂尧深度学习提供多样化的资源保障遥

2.2 构建多终端尧跨时空的在线导学

利用多样的感知管理对象技术和教育情境矢量

化技术袁把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尧教学流程和教学资

源转为可传播尧可重复应用的在线导学流程袁实现了

学生具身学习遥一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尧wifi技

术以及 Pad尧笔记本尧智能手机等多种具身设备袁形成

人人皆学尧处处能学尧时时可学的学习环境遥 二是通过

在线导学袁打破时间限制尧空间界限袁推行以学生为中

心的启发式尧合作式尧参与式和研讨式学习方式袁提高

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袁培养了学生具身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袁学生碎片化学习需求得到了有效地

解决遥

2.3 构建双主体尧多手段的互动课堂

利用人机认知交互技术和人机认知情景信息采

集技术[15]袁借助师生即有的具身设备袁构建了开放化的

互动课堂袁实现课堂实时数据采集尧实时信息反馈与

共享袁有效地提升了教师课堂教学精细化水平遥 一是

发挥教师引导尧启发尧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袁提高

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尧参与性尧积极性与

创造性[16]袁使手机成为教学助理袁让教师和手机化敌为

友遥 二是通过提问情境尧问题内容可视化和互动评价

等多种手段袁 让学生利用智能手机参与教师互动袁边

上课边向教师在线提问袁对其他学生的提问及作业也

可以在线评价袁 弥补了学生在课堂现场不敢提问尧不

敢质疑的不足袁提高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参与度和活

跃度遥 同时袁也给教师提供了一个面对众多学生同时

互动的机会袁及时采集学生在课堂内的学习行为和学

习效果袁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袁并将课堂学习信息及

时反馈给学生袁让每位学生实时共享其他学生在课堂

中的表现袁教师课堂教学精细化管理水平得到了有效

地提升遥

2.4 构建多维度尧深层次的问题空间图谱

利用数字拓扑空间建构技术尧学习分析技术和学

习成像技术袁构建了立体化的问题空间图谱袁实现双

向信息反馈袁提高了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遥 首先袁构建基

于认知内容尧操作尧数理的多维度认知标架袁采集课

前尧课中和课后的学习数据并进行数字化处理袁形成

问题集遥 其次袁利用学习分析技术对问题集进行分类尧

聚类尧抽象等深层次挖掘袁分析学生的认知结构和认

知状态袁获得学生群体性问题尧个体性问题以及问题

之间的关联逻辑与规律遥 再次袁采用学习成像技术对

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处理袁形成立体化的问题空间图

谱遥 最后袁将问题空间图谱反馈给师生袁一方面有利于

教师改进教学策略袁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改进学习方

法袁实现双向修正教学目标袁有效地提升了教学目标

的达成度遥

2.5 构建重能力尧多方法的思维训练框架

构建深度学习平台袁实现对学生思维能力的深度

化训练遥 一是通过一点凝视尧黄卡训练和三色卡片来

训练学生的专注自控能力遥 二是通过舒尔特方格尧瞬

间闪视尧眼肌训练和记忆方格来训练学生的照相记忆

能力遥 三是通过词语推理尧思维训练和想象作文来训

练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遥 四是通过文图转换尧思维导

图和一目十行来训练学生的快速阅读理解能力遥 通过

深度化的思维训练框架袁 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

力袁达到了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目的遥

3 应用实践与创新

研究团队以提升高校学生学习力为目标袁设计了

专门的课程叶学习技术要要要来自认知神经学的学习力

训练曳袁简称叶学习技术曳遥 此课程以脑认知神经科学为

基础袁开展学习力训练袁涉及专注自控尧快速阅读尧深

石贵民袁等院学习分析视域下高校混合式野教冶野学冶探索与实践 7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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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理解尧照相记忆尧高效思维尧系统方法尧具身模拟等

内容遥 试图培养学生的深度学习尧具身学习尧自主学习

等学习能力袁培养学生的高阶认知能力袁以人机交互

模式展开袁发挥当前大学生都有笔记本电脑尧平板等

智能终端的优势袁同时也降低教师教学强度遥 将通过

人机环境采集学生学习过程数据袁形成学习尧认知大

数据袁通过学习分析尧诊断提升学习效率遥

在实践中袁每周训练 2个课时袁学生在机房开展

教师监督下的叶学习技术曳在线训练袁或在课外开展人

机无监督训练遥

3.1 专注力尧自控力获得提升

听课看书的专注力提升袁学生能够比较长时间地

坚持看书状态袁看书阅读的效率提高袁专注力甚至还

超越阅读过程袁表现到其它学习过程中袁比如袁能够更

加长时间地专注解题尧思考袁不容易走神袁很快能够沉

浸在学习中遥 表 1是 2017要2018下学期袁叶学习技术曳

课程部分大学生的五阶舒尔特方格的训练数据遥 基于

时间参数尧训练次数可以看到明显的个性差别遥

表 1 大学生叶学习技术曳五阶舒尔特方格训练

数据(四课时后)

Tab.1 Data of the fifth-order Schulte Grid training of

"learning techniques" for college students(after four class hours)

3.2 2 100字/min以上的快速阅读力

训练之前袁 大部分学生的阅读速度在 500字左

右袁学生的深度阅读能力不足袁经过训练后袁眼球扫

描袁文字理解能力获得提升袁基本能掌握一目十行的

技能袁阅读速读达到每分钟 2 100 字袁甚至部分学生

达到 7 000字/min以上遥 表 2是经过两周四节课叶学

习技术曳人机训练后袁部分大学生的阅读速读就可以

达到 1 000字/min袁 从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学生的

个性差异遥 从数据表简单分析袁五阶舒尔特方格成绩

靠前的大学生袁一目十行的能力相对也较强袁随着数

据增多袁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可信关联遥

表 2 大学生叶学习技术曳一目十行快速训练

数据(四课时后)

Tab.2 Data of fast-reading training of "learning

techniques" for college students(after four class hours)

总体上袁 此训练让学生短期内实现学习力的提

升袁形成野深度学习尧具身学习尧自主学习冶习惯袁尤其

在专注力尧记忆力尧系统思维尧具身模拟方面获得飞

跃袁建立全新的学习认知架构[17]尧改善学生整体的学习

能力遥

4 研究总结与启示

通过多种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袁从学习资

源多样化尧在线导学具身化尧互动评价开放化尧思维训

练深度化尧 信息反馈立体化五个方面构建了线上线

下尧课内课外尧校内校外尧固定移动的野五化一体冶混合

1 朱 *鹏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

渊2017-2018冤下
10.73 30 五阶

2 黄 *菲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

渊2017-2018冤下
10.84 59 五阶

3 陈 *琦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

渊2017-2018冤下
10.93 239 五阶

4 念 *一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

渊2017-2018冤下
12.25 35 五阶

5 赵 *毅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

渊2017-2018冤下
13.93 10 五阶

6 张 *阳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

渊2017-2018冤下
14.60 7 五阶

7 肖 *燕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

渊2017-2018冤下
14.65 36 五阶

8 杨 *茹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

渊2017-2018冤下
14.74 12 五阶

9 李 *俊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

渊2017-2018冤下
14.91 40 五阶

10 林 *欣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

渊2017-2018冤下
15.08 6 五阶

1 朱 *鹏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渊2017-2018冤下 1 621 2

2 黄 *菲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渊2017-2018冤下 1 353 2

3 陈 *琦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渊2017-2018冤下 903 8

4 念 *一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渊2017-2018冤下 890 1

5 赵 *毅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渊2017-2018冤下 870 3

6 张 *阳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渊2017-2018冤下 853 6

7 肖 *燕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渊2017-2018冤下 807 16

8 杨 *茹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渊2017-2018冤下 759 5

9 李 *俊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渊2017-2018冤下 743 4

10 林 *欣揖学生铱 学习技术渊2017-2018冤下 7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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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学模式遥 野五化冶之间相互促进尧集成一体袁形成了

一个健康尧可持续发展的教学生态系统遥

充分利用智能手机等自媒体设备袁改变传统思维

中野堵冶的观念袁让学生以第一者野我冶的角度进行学习

情境具身模拟和复演袁拓展了学生的学习时空袁形成

了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袁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袁有效地解决了学生碎片化学习需求尧降低

了学生课堂参与边缘化程度遥

基于认知标架采集学生学习难点和热点袁聚类分

析学生学习数据袁通过可视化处理形成立体化的问题

空间图谱袁并反馈给师生袁让教师精准把握学生的学

习状态与个体差异袁及时改进教学设计袁同时也让学

生掌握自身的学习状态袁 依此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袁

最终达到提高教学目标达成度的目的遥

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袁继承传统教育学尧心理

学尧学科教学法的内容袁吸收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袁从

层次性的信息抽象处理架构尧多维度的信息分析操作

架构尧深度化的思维训练方法等方面构建深度学习框

架袁围绕专注力尧速度尧深度尧创新尧记忆尧表达等维度

对学生开展深度化的思维能力训练遥

建立了基于野五化一体冶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野互联

网+教育冶实验区袁并在北京尧河南尧辽宁尧福建等地 100

余所中小学校推广应用遥 以人机交互训练云平台模

式袁通过野在线人机学习冶和野离线人工教学冶开展混合

式教学曰建立智能设备支持下的野课内辅导冶和野课外

训练冶相结合的随时随地可学习模式曰运用学习分析

技术袁通过大数据采集学习数据袁开展开放尧多元的学

习评价袁降低教学负担曰实验区符合我国当前的教育

环境和实际袁研究成果已获得福建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袁具有可推广的条件尧价值和前景遥

野互联网+教育冶落脚点和本质是教育袁互联网只

是一种技术手段遥 从传统课堂到多媒体课堂袁某种程

度上只是用 PPT代替了板书袁对教师信息技术运用能

力的要求并不高遥 但崭新综合的混合式教学袁师生不

仅需要具备熟练利用在线教学工具的数字素养袁还应

具备运用学习分析技术对教学情境的数据进行测量尧

收集尧分析进而优化教学过程以及学习环境的信息素

养[18]遥 要深度融合教学环境尧教学过程尧教学结果及师

生情感体验四个层面[19]袁数字化学习研究者需从信息

技术和教育本质出发袁一方面信息技术研发者要增强

学习分析工具的适用性袁另一方面袁教育决策者要创

设更加宽松的学习分析技术应用环境袁帮助教师扫清

教学能力障碍袁提升教师教学智慧袁以便搭建野教学

者+信息技术+学习者冶三位一体的新一代数字化教学

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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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 Education" has set off a wav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for colleges. Aiming at the

difficul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such as lower class participation,insufficient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ss achievement of teaching goals,

using learning analysis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neurology, a "five-in-one" hybrid teaching model has been built,

which was integrated into "Qian Neng Online"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Merging a multi-platform and a multi-carrier learning re鄄

source library, through multi-terminal, cross-temporal online tutorials and dual-agent, multi-method interactive classrooms, a multi-di鄄

mensional anddeep-level problem space atlas were formed, anda thinking-training framework of multiple capabilities and methods was

built. In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nvironment, teaching control and diagnosis evidence based on historical teaching data and mul鄄

tiple assessment methods are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The research results help to improve the higher-order thinking ability of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adaptive teaching driven by big data in education.

Key words:learning analysis; blended teaching; deep lea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margi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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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遥 课堂教学是本科人才培养的

野最后一公里冶袁是最为关键和困难的环节袁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依然是个长期的规划目标袁教学质量的提高

离不开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1]遥然而袁随着互联网技术

不断发展袁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日渐成为提高教学质量

的瓶颈[2]遥在以学生的兴趣和需求为出发点袁如何在教

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互联网信息的共享性袁是当前高校

教学革新的一个突破口袁野互联网+教育冶 成为教育革

新的必然趋势[3]遥 在学习空间尧 信息技术等方面袁智慧

教室都有着顺应学生需求和吸引学习兴趣的优势[4]遥

所依托的智慧教室主要指通过物联网尧学习分析技术等

构建学习环境袁再探究有助于主动交互学习的教学方法

与策略袁以提高学生高阶认知为目标的教学环境[5-6]遥 为

此袁将智慧教室优势最大化离不开行之有效的教学模

式 [7]遥 BOPPPS (bridge -in尧objective尧pre - assessment尧

participatory尧post - assessment尧summary) 包括六大融

合协作的模块[8]袁作为现今国内外教学技巧讲座 ISW

广泛推行的教学模式[9]袁强调以学员为中心的参与式

教学袁注重目标导向和教学反思[10]遥文章针对面向智慧

教室的 BOPPPS教学模式展开探索袁旨在打破传统课

堂教学的局限性遥

1 传统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高校教学仍以传统课堂教学为主导教学

模式袁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学生需求的变

化袁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存在的局限性日渐凸显遥

1.1 野以教为中心冶的传统教学模式占主导

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以野传递要接受冶式为主[4]袁

过于注重知识的系统讲授袁 抑制了学生的能动活动袁

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袁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综合素

质发展遥

1.2 现代化教学手段欠缺

多媒体教室教学内容呈现方式单调遥 受教学平台

和教学模式的限制袁现有的教学信息呈现方式往往局

限于板书和 PPT袁难以辅助学生注意力的持续集中[5]遥

1.3 教学过程浅层交互袁学生不易获得高阶认知

传统课堂教学的互动局限于野教师要学生冶问题

式[6]袁学生的认知往往处于低阶的记忆知识和简单应

面向智慧教室的 BOPPPS教学模式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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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阶段遥 缺乏野学生与学生冶和野教师与学生冶间的研讨

合作型的有效深度交互袁直接导致学生难以获得合作

精神尧创新思维等高阶认知遥

1.4 教学评测滞后袁难以及时分析教学效果

提高教学质量[8]遥 传统教学模式下对教学效果的

考核往往集中在期中测试和期末测试袁鲜少与教学周

期同步的教学评测遥 教师无法及时尧全面的掌握教学

效果袁不利于教师优化教学方法遥

综上所述袁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适应本科培养的

内涵式发展要求袁 难以推动本科教学从 野教得好冶向

野学得好冶转变遥 为此袁借助数字化的现代教学环境袁引

入参与度更高的 BOPPPS教学模式袁强调野以学生为

中心冶 的研讨式教学理念袁 探索面向智慧教室的

BOPPPS教学模式在参与式教学中的应用遥

2 面向智慧教室的 BOPPPS教学模式的构建

2.1 智慧教室教学平台

依托中科卓软智慧教室课堂管理系统袁智慧教室

教学平台功能架构如图 1所示袁 主要涵盖在线考勤尧

微课录制尧交互教学和云端存储四大功能模块袁促进

参与式教学的展开遥 在智慧教室教学平台的基础上实

现交互式教学袁力求以学生为中心袁将教学目标由传

统的野教得好冶向野学得好冶转变遥 相对于传统按行排列

的座位袁智慧教室采用 8伊8的分组布局袁即 8组圆形

会议桌袁每组最多 8位学员遥

图 1 智慧教室教学平台功能框架图

Fig.1 The fuction structure diagram of

smart classroom teaching platform

渊1冤在线考勤遥 学员需要连接教室局域网登录学

生端系统袁并在 APP中设置姓名和学号袁故教师可避

开传统课堂中考勤在时间和频次上的限制袁通过学生

视图实时了解学员出勤情况遥 教师可在学生讨论尧评

测等时段袁自主快速完成在线考勤袁不受频次和时长

限制遥 考勤的详情视图显示签到人数尧活跃人数等数

据袁可查看签到学生的姓名尧学号尧设备 ID尧签到时间

等袁保证学员考勤的唯一性遥

渊2冤微课录制遥 通过微课录制工具袁教师通过一键

录制可实现授课的同时完成就录播袁 主要用于回播遥

一方面可分享给学员袁用于巩固上课讲解过程遥 另一

方面有助于教师回看授课过程尧 学员课堂状态等袁进

而获得更具体全面有效的教学反思遥

渊3冤参与式交互教学遥 首先袁智慧教室教学平台支

持教学主屏尧副屏尧教室平板尧小组大屏和学生屏渊兼

容 Android尧IOS尧Windows系统冤的五屏互动技术袁为参

与式教学的开展提供强了有力的硬件条件遥 其中副屏

支持白板功能袁能包容教师在传统教室授课时对板书

的依赖性遥 其次袁教师可通过评测模块袁在授课过程中

适时地将授课内容设定为评测题目袁自动发放给学员

作答袁其中答题方式支持选择尧判断尧抢答尧主观题等遥

学员可通过选项按键作答袁或者笔画拍照投屏方式作

答遥 教师可以实时看到学生提交情况和答题结果分

析遥 评测可采用单人作答和小组研讨两种模式遥 其中

小组研讨结果将通过小组大屏展示袁教师亦可通过发

起投票袁引导全体学生参与各组结果的评价遥 此外袁智

慧教室教学管理系统还提供作业发布的功能袁教师可

通过试卷编辑器编辑作业及试卷题目袁并要求学生在

制定时间内完成作业提交袁通过系统可直观快捷地显

示学生作业结果袁包括学生分数尧各题目正确率尧各选

项占比等统计信息遥

渊4冤云端存储遥 云端通过教师的账号存储其授课

过程记录袁特别是评测和作业等交互数据袁支持通过

题型尧时间进行筛选袁并支持导出到其它电脑查看袁可

作为教师分析学员知识内化程度的直观参考依据袁进

而指导教师依据实际学情调整教学内容安排袁达到提

高教学质量的效果遥 评测结果能够保存下来袁通过评

测结果查看功能方便课后查看袁帮助老师了解学生对

于知识的掌握情况遥

2.2 BOPPPS

BOPPPS是强调以学员为主体以目标为导向的参

与式教学模式袁也是现今在国内外教学技巧讲座 I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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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推行的教学模式之一袁 其基本原理由导言 (B,

bridge-in)尧目标与期望(O, objective)尧前测(P, pre - as鄄

sessment)尧参与式学习(P, participatory)尧后测(P, post -

assessment)和总结(S, summary)六项要素构成袁其功能

及常用方法如表 1所示遥

表 1 BOPPPS教学六要素

Tab.1 The six elements of BOPPPS

2.3 教学模式

借助智慧教室教学平台袁构建 BOPPPS教学模式

如图 2所示遥 通过教师要学生尧学生要学生双模式完

成深度交互与教学评价袁将智慧教室教学平台的智能

化灵活融入到 BOPPPS教学模式中袁进而引导学生研

讨尧思考袁达到野学得好冶的教学目标遥

渊1冤多样化教学工具支撑野以学为中心冶的教学理

念遥一方面是以人为本袁以学生为中心遥结合学生的学

习习惯袁在授课过程中有机融合对手机尧平板尧电脑等

工具的使用袁打破传统课堂授课束缚于 PPT和板书的

局限性遥 另一方面袁通过多样化的互动方式袁提高学生

课堂中的注意力袁引导学生参与授课过程袁由野以教为

中心冶向野以学为中心冶转型遥

渊2冤深度的教学互动遥 通过 BOPPPS的前测尧参与

式学习活动等环节袁 有效设置参与式教学互动环节遥

第 1种模式是教师要学生间的双向互动袁通过屏幕广

播尧投屏技术结合教学内容适时进行双向互动袁形式

多样化遥 第 2种模式是学生要学生间的互动遥 一方面

是小组研讨袁另一方面是学生参与投票尧抢答和学生

示范遥 多样化的方式既能吸引学生注意力尧提高学生

参与感和学习兴趣尧有助于老师快速分析学情袁又能

引导学生获得知识技能尧发散思维尧合作意识等高阶

认知袁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遥

渊3冤及时可持续的教学评测遥 相对于传统教学模

式下袁面向智慧教室的参与式教学模式对教学效果的

不局限于期中测试和期末测试袁通过 BOPPPS后测和

总结环节袁结合智慧教学平台的评测和作业等互动方

式袁实现教学评测与教学周期同步袁按学情适时适当

地进行可持续的有效教学评价遥 为此袁教师可以更及

时尧全面的掌握教学效果遥 此外袁通过回播微课录制的

授课视频袁有利于教师更立体审视自身以及学生们的

课堂表现袁为教师优化教学方法提供更为全面的考察

因素遥

图 2 面向智慧教室的 BOPPPS教学模式

Fig.2 BOPPPS teaching model in smart classroom

3 应用案例及注意事项

3.1 应用案例

叶TCP/IP网络编程曳授课过程中袁借助面向智慧教

室的 BOPPPS教学模式袁 探讨 3类基本套接字编程遥

以数据报套接字编程的内容为例袁参照 BOPPPS教学

模型袁结合智慧教室教学平台特性袁进行片断教学内

容设计如表 2所示遥

导入部分的设计旨在引发学员兴趣和注意力遥 首

先袁通过发起投票袁引导学生对 UDP和 TCP的思考袁

引出数据报套接字编程的基础协议 UDP遥 其次袁通过

真实实验数据验证学员的投票结果遥 该部分设计先从

学员息息相关的 QQ入手袁吸引学员短暂注意力遥 通

导言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出教
学内容袁 增加学习动机和兴
趣

课程回顾尧 争议论
点尧经验故事尧游戏
活动尧新闻报道尧图
片数据等

目标与
期望

以学习者角度出发袁 说明可
达成可评估的学习目标

使用行动动词袁阐
明学员在何种情况
下学到哪些以及学
习效果

前测
辨别学生兴趣和先备知识基
础袁 协助调整课程深度和节
奏

判断是非尧选择尧投
票尧开放式提问等

参与式
学习

通过老师与学生尧 学生与学
生之间研讨袁促使主动学习尧
引发深度互动

小组讨论尧 应用练
习尧角色扮演尧情境
模拟等

后测
评估学习结果袁 检测是否达
成预期学习目标袁 与前测对
应层次升级

问答理解尧 实验演
示尧情景分析等

总结 内容回顾总结
小组总结尧 延伸思
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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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投票引导学员参与教学过程袁再结合事实实验数据

证实袁达到激发学生深入探究的兴趣遥

目标与期望部分关键在于使用可操作可实现的

动词明确告知学员学习目标遥在教学片断设计中将目

标划分 3个小目标 O1尧O2和 O3袁借助开放式提问尧课

程回顾尧分组讨论尧实验演示等方法袁设计适当的前测

P1尧参与式学习 P2尧后测 P3 和总结 S 来实现各小目

标模块袁皆以提高学员主动参与为目的遥

后测部分用于检验目标的达成效果袁通过智慧教

室的在线作业评测完成遥 在作业编辑时袁要注意与目

标和前测等部分的对应和延伸遥 可直观尧快速检验学

员对知识掌握和目标达成的情况袁在总结部分则可根

据后测效果进行调整遥 此外袁教师还可通过云端存储

的数据袁对学员学习情况以及自己授课情况加以反思

和总结袁进而改善教学效果遥

表 2 面向智慧教室的 BOPPPS教学模式案例

Tab.2 The case of BOPPPS teaching model in smart classroom

3.2 应注意的问题

面向智慧教室的 BOPPPS教学模式袁为课堂教学

过程中的深度有效互动提供指导方案袁 但教无定法袁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以实际教学情境适当调整遥

渊1冤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主要包括学科分类和学生学情两大方

面遥首先袁不同学科的教学内容特点不尽相同袁在面向

智慧教室的参与式教学模式选择袁以及互动环节设定

时要加以区分遥 比如袁有些注重开放性问题培养发散

思维袁 有些注重过程分析研讨和教师的及时总结归

纳遥 其次袁学生学情包括学生先验知识基础尧认知水

平尧学习能力尧个性特征等袁应以学生为中心根据教学

需求合理分配分组袁因为有效分组是参与式学习中合

作研讨的首要前提遥 当然袁智慧教室不该是一门学科

授课的单一方式袁应根据具体学情袁恰当搭配合智慧

教室和传统教室进行授课袁旨在以更高的效率促进学

生获得高阶认知遥

渊2冤BOPPPS模式套用

BOPPPS的 6个教学要素实质是教学流程设计的

一种参考袁绝非固定模式的套用袁应根据实际学情和

教学内容做适应性调整遥 一个教学片断的设计袁针对

具体内容又可嵌套多个 BOPPPS 教学模块遥 每个

BOPPPS模块不要求六大要素均有袁 而是根据实际需

求进行设计袁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为宗旨遥

渊3冤平台技术支持

融合数字教育手段的智慧教室袁对于转型期的师

生而言比较在意以下情况院渊1冤操作上的不熟练袁需要

技术人员定期培训和师生授课实践的经验总结遥 渊2冤

技术支撑平台的稳定性和兼容性遥 技术发展初期袁

Android尧IOS等系统不完全兼容袁 以及平台功能不稳

定等现象的产生是在所难免的袁如果缺乏及时有效的

技术支持袁一方面会影响授课的正常进行袁另一方面

导致师生缺乏友好体验袁进而削弱师生进行面向智慧

教室的参与式教学模式转型的意愿遥

4 总结

面向智慧教室的 BOPPPS教学模式袁充分利用智

慧教室教学平台提供的五屏互动尧广播投屏等技术手

B

投票院 大家平时 QQ发送数据时运输层使用的协议是
UDP还是 TCP

实验数据院 使用 wireshark捕获 QQ数据包证实使用
UDP协议

O院 针
对 数
据 报
套 接
字 编
程袁通
过 学
习 学
员 能
够 完
成 目
标 情
况

O1院说明
适 用 场
合

P1
开放式提问+分组讨论院
舍弃可靠 TCP采用不可靠 UDP的原因

P2

课程回顾+讨论分析院TCP协议缺点

课程回顾+讨论分析院UDP协议特点

S
总结阐述院数据报套接字编程的三类适
用场合

O2院画出
交 互 模
型

P1 课程回顾院画出流式套接字编程模型

P2

研讨待保留部分院
C/S模型尧socket( )尧bind( )尧closesocket( )

分析待删除部分院
listen( )尧connect( )尧accept( )尧shutdown( )

商讨待修改部分院recv( )尧send( )

O3院编写
交 互 程
序

P2 探讨如何修改院recvfrom( )尧sendto( )

P3
实验演示院基于 C/S数据报套接字回射
交互程序

P3
在线作业评测院通过选择题尧判断题尧画图题等检验目
标达成情况

S

回顾总结院适用场合尧交互模型尧数据报套接字回射功
能程序

延伸思考院如何提高无连接程序可靠性

84窑 窑



段袁融合 BOPPPS教学模型袁实现多样化的深度互动

和及时有效的教学评价袁打破传统野以教为中心冶的教

学模式对学生能动性的束缚遥借助叶TCP/IP网络编程曳

课程教学探索面向智慧教室的 BOPPPS 教学模式的

效果袁实践表明该模式在学生参与度和获取高阶认知

方面有促进效果遥 此外袁为教师开展教学反思提供更

全面客观的参考依据袁在提高教学质量的方面具备有

效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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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PPPS Teaching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mart Classroom

JIANG Ling1, LIU Qi1, LUO Jinying2

(1.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Academic Affairs Offi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to carry out deep interaction, a teaching

model of BOPPPS for smart classroom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lligent teaching platform. It focuses on the methods of

BOPPPS teaching strategy to carry out all-round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teaching application case of novel model

about TCP/IP network programming is presented. The novel model has advantages such as content visualization, diversity of depth interac鄄

tion, and betime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t not only helps students develop cognition from low-order to high-order, but also help teachers

adjust teaching strategy timely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Finally,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better intelligent education, the

problems should be noticed during implementing the novel model are summarized.

Key words: teaching model; deep interaction; BOPPPS; smart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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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袁 国际产业转移呈现风起云涌之势袁

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大格局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袁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离岸服务外包第二大目的地遥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渊以下简称 ITO冤属于服务外包产

业的一类遥上世纪 50年代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

展和互联网在商业领域的广泛运用袁全球范围内掀起

经济信息化的浪潮遥 国外企业为了解决企业用人成

本袁 纷纷将信息技术服务打包给专业的企业或团队袁

这就促成了 ITO产业的兴起和发展遥 近年来袁我国政

府连续发布了 叶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

展的意见曳叶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

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曳叶国务院关于同意开展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曳叶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野十三五冶规划曳等文件袁全力推动我国 ITO行业向高质

量方向发展遥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继续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袁 这对服务外包行业提出了更高要

求袁服务外包技术创新尧服务模式创新和机制体制创

新将成为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最强动力遥 高等学校承

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袁

当前服务外包行业袁尤其是 ITO领域的后备人才严重

不足袁 成为制约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遥

有鉴于此袁 在高校开展轰轰烈烈创业教育的大背景

下袁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 ITO创业教育路径袁显得

尤为必要袁有很强的教育实践意义和社会服务价值遥

1 ITO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1998年清华大学举办创业计划大赛至今已有二

十余年袁我国高教领域的创新创业教育近年也呈风起

云涌之势遥 然而就实践效果来讲袁总体仍处于探索阶

段袁课程体系不明晰袁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比较明

显遥具体到 ITO创业教育袁则课程体系针对性不够袁校

企协作程度不高等问题较为突出遥

1.1 课程体系针对性不够

鉴于目前我国创新创业教育仍处于发展期袁大部

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尚不完备袁管理体系

比较杂乱袁 所以在 ITO创业教育领域势必缺乏针对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创业教育路径分析

方中政

(安庆师范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袁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院当前全国各地各类高校都进行创新创业教育的探索和实践袁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遥 在信息技术外包服

务渊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 service, ITO冤创业教育领域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院课程体系针对性不够和校企协作程度

不高遥 实践中应注意管理体系尧激励模式和实践机制三个问题袁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尧搭建校企合作的桥梁尧激发专业教师

和创业学生的积极性尧不断完善 ITO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等袁可以有效的提升创业教育的科学化水平袁有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的社会功能袁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有利武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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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遥 但是仍有部分高校在该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袁如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在服务外包软件专业群建设中袁提

出野六人冶培养目标袁指明了服务外包软件专业群的专

业人才培养方向袁为下一步制订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在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和

实施过程中袁将围绕野六人冶培养目标设计课程体系曰[1]

吉首大学软件服务外包学院在服务外包日语课程体系

构建中也进行了一些探索遥

1.2 课程体系缺乏针对性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首先袁学分认定的问题遥学生参与 ITO创业实践袁

须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袁这对其他课程的学习必然造

成影响袁有些学生甚至因此不能正常毕业袁所以创业

实践活动的学分认定必须在课程体系中得到体现曰其

次袁指导教师工作量认定的问题遥 在学生 ITO创业实

践活动中袁大量教师从中指导袁目前因没有课程体系

的支撑袁教师的指导工作基本属于义务奉献袁得不到

工作量的认定袁这极大打击了教师参与创业指导的积

极性曰再次袁ITO创业实践的专业化程度不高遥 学生从

事 ITO创业实践袁大多出于一时的热情或在该领域有

一定的特长袁但是从专业化的角度袁学生则需要掌握

大量的企业管理尧政策法规尧市场营销和 IT技术等相

关知识遥 因此袁结构完整的课程体系是提供专业化培

养的保证袁是不可或缺的遥

1.3 校企协作程度不高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渊ITO冤从诞生之初就极为强调

企业与企业间的合作袁具体到在校大学生从事 ITO创

业实践袁则高校应主动寻求与企业的合作袁从 ITO创

业课程体系的制定尧孵化基地的建设尧沟通平台的搭

建等方面让企业参与进来遥 从目前来看袁校企合作主

要还是以产学研合作为主袁对大学生参与 ITO创业实

践的关注度不高遥但是也有部分高校进行了探索遥如院

山东交通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渊对日外包方向冤

适应新工科背景下信息技术教育以及培养软件服务外

包领域优秀人才为目标袁 开展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

人才培养方式改革与实践遥 [2]该校与企业深入合作袁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尧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尧构建课程

体系遥

从实践看袁大学生 ITO创业活动不可能脱离与校

外企业的联系袁高校如果对这个方面的校企协作不重

视袁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遥 一是学生创业实践的安全

问题遥 大学生涉世未深袁他们在 ITO创业实践中难免

遭遇到一些不良企业袁这会对学生创办的企业和创业

学生本人形成潜在的安全隐患遥 因此袁学校应对合作

企业进行资质审查和筛选曰二是学校声誉问题遥 信息

技术外包服务渊ITO冤从其定位上袁就是要求 ITO企业

承担其他企业的信息技术外包业务袁这就要求学生创

业实体渊学生创办的 ITO公司或工作室冤具备承接该

项业务的能力袁一旦校外企业与学生创业实体签订合

作协议袁那就要求学生创业实体必须完成任务遥 但显

而易见的是袁有时学生创业实体的工作结果并不能达

到校外企业的期望袁这样就会影响学校的声誉曰三是

学生创业实体对市场需求的判断问题遥 学生创业实体

毕竟规模小袁不可能进行广泛的社会调研袁对市场需

求的分析和研判往往出现偏差遥 因此袁学校则应该组

织力量与企业进行沟通袁做大量的市场调研袁并将调

研的结果告知学生创业实体袁让他们有针对性的进行

创业实践遥

2 高校 ITO创业教育的实施路径

高校 ITO创业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袁是一个完整

的闭环袁 同时也是整个学生培养体系中的一个子系

统袁ITO创业教育不可能脱离整个大的培养体系而独

立存在遥 就这个子系统而言袁要想提高 ITO创业教育

的实效性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遥

2.1 管理体系

不以规矩袁不能成方圆袁ITO创业教育也需要进行

规范化管理遥 当前国内高校普遍成立了管理学生创新

创业活动的机构渊如创新创业学院尧就业创业指导中

心尧创业孵化基地等冤袁考虑到 ITO创业教育的专业性

较强袁可以在上述机构的牵头下袁召集一些计算机相

关专业教师参与 ITO创业教育的管理中来遥在管理体

系中袁可以分为三大模块院校企协作模块尧专业指导模

块和课程学习模块遥

2.1.1 校企协作模块

该模块立足校企合作袁 与校外企业展开深入沟

通袁及时了解市场需求曰邀请校外企业参与到学生 ITO

创业活动的指导中来袁 让学生获得丰富的实战经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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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网上信息交互平台袁让校外企业和学生 ITO创业

实体及时发布和接收信息袁促成合作曰审查校外企业

资质袁避免学生上当受骗遥

2.1.2 专业指导模块

该模块依托学校计算机尧 企业管理相关专业师

资袁一是学生为企业提供 ITO服务的时候提供专业支

持袁二是为学生创业实体提供企业运营方面的指导遥

2.1.3 课程学习模块

该模块要求开设经济学尧管理学尧法学等相关课

程袁让创业学生在课程教学中学到企业管理的专业知

识遥 另外袁教务部门要对该类课程进行学分认定袁提高

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遥

2.2 激励模式

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 野大众创业袁万

众创新冶的战略构想袁随后国务院尧教育部先后出台了

二十余部相关文件号召广大青年大学生参与创业实

践活动袁全国各高校纷纷闻风而动制定了一些详细的

实施细则遥 从实际效果来看袁采取激励的方式能够取

得良好的效果遥

2.2.1 竞赛激励

通过举办各类创新创业比赛袁让学生提高创新创

业的能力袁 并将竞赛成果逐步转化为创业实践的基

础遥 另外袁学生通过参加该类比赛袁可以组建合作团

队袁形成创业企业的早期组织架构遥 目前袁野挑战杯冶中

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尧中国野互联网+冶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尧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等在全

国高校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袁 一大批学生也从校

赛尧省赛尧国赛一级一级的比赛中历练出来袁并有很多

学生团队将作品转化为创业活动的资本袁 并取得成

功遥

2.2.2 学业激励

主要有三类院课程学分认定尧实习学分认定尧毕业

设计认定遥 课程学分认定是指学生参加创业教育课程

的学习后袁可以获得一定量的学分曰实习学分认定是

指学生参加创业实践活动袁可以折算为毕业实习的学

分曰毕业设计认定是指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袁可以依

据其创业过程和创业效果认定为毕业设计的成果遥

2.2.3 荣誉激励

从事创业活动的学生袁付出了比其他学生更多的

努力袁在某种程度上讲袁他们也是其他学生学习的榜

样曰另外袁对在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上做出突出贡献的

教师应给予嘉奖袁这是对他们工作的认可袁也是一种

精神上的鼓励遥 习总书记强调在活动中注意总结典

型袁及时起示范推动作用遥 目前在不少省市和高校都

开展了对创新创业典型的评选活动袁如院福建省每年

评出 10名大学生野创业之星冶标兵袁20名大学生野创业

之星冶曰中国海洋大学自 2018年起开始为在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发创新创业教育

突出贡献奖遥

2.3 实践机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袁ITO创业教育模式

也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遥 ITO创业教育的实践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紧密联系的环节院校企合作实践尧ITO创业

实践尧课程教学实践遥 校企合作是学生 ITO创业的前

提袁 为学生 ITO创业实体提供业务保障和需求信息袁

同时校企合作可以在课程设置方面提供支持袁还能在

教学上提供协助曰学生 ITO创业是核心袁校企合作和

课程教学都是为学生创业服务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

高学生的创业能力曰课程教学为创业学生提供理论支

持袁 在校企合作和学生创业实践中不断接收反馈信

息袁可以逐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教学效果遥

2.3.1 校企合作实践

这里说的校企合作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 野产学

研冶合作袁高校应该主动走出去遥 一方面要了解企业在

信息技术业务上的需求袁在企业和学生 ITO创业实体

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曰另一方面是寻求合作袁希望企业

在学生 ITO创业教育上给予支持和帮助遥

2.3.2 ITO创业实践

首先是要规范校内学生 ITO创业实体的运营袁其

次是鼓励有创业意向和创业技能的同学积极参与创

业活动袁再次就是鼓励计算机相关专业教师参与到学

生 ITO创业活动的指导中来遥在学生 ITO创业实体承

接校外企业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时候袁要注意管控

力度袁既不能管得太多袁也不能放任不管遥

2.3.3 课程教学实践

ITO创业教育的课程教学应该突出应用性袁 就内

容而言至少应该囊括经济尧管理尧法律尧计算机尧市场

营销等相关专业知识曰就形式而言应该将课堂教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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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相结合袁尽量创造条件让学生到企业中实地

培训和学习曰就师资而言应广泛邀请校外企业负责人

走进课堂袁为学生讲解实战经验遥

3 高校 ITO创业教育的意义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的叶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曳中指出院坚持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噎噎坚持改革创新遥推进理念思路尧内容形

式尧方法手段创新袁增强工作时代感和实效性遥 [3]高校加

强 ITO创业教育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袁不仅增强了学生

的创业意识袁也提高了他们的创业本领遥 同时袁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期袁高校服务地方的

职能也逐渐凸显袁企业转型升级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当中袁ITO将促进企业凝心聚力于核心业务袁从而轻装

上阵遥在这个大背景下袁大学生从事 ITO创业活动袁为

企业减轻负担袁也是助力企业渊尤其是小微企业冤发展

的一种直接体现遥

3.1 响应党和国家号召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第三届中国野互联网+冶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野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冶大学生的回信中

指出院祖国的青年一代有理想尧有追求尧有担当袁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遥2009年

教育部尧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叶关于加强服务外包人才

培养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曳[4]袁 指出院

大力培养服务外包人才袁 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

噎噎实现野保增长尧扩内需尧调结构冶的目标具有重要

意义遥 2014年袁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

野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冶战略构想袁随后国务院先后颁

布诸如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曳 等文件曰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上袁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

野互联网+冶行动计划遥 随后袁国务院在叶关于积极推进

野互联网+冶行动的指导意见曳中指出院充分发挥互联网

的创新驱动作用袁以促进创业创新为重点袁噎噎大力

发展众创空间尧开放式创新等袁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形

成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遥 [5]在新时代袁积极

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袁 指导学生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活

动袁尤其是在野互联网+冶和信息外包服务渊ITO冤领域施

展拳脚袁是高等教育领域不可推卸的责任遥 从这个角

度来看袁 高校开展 ITO创业教育具有一定的战略意

义遥

3.2 培养学生创业能力

教育部成都大会提出野以本为本冶的高教工作思路袁

要求野提高创新型尧复合型尧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冶[6]遥 ITO

创业教育紧密围绕培养大学生 ITO创业能力这个核

心点袁通过校企合作尧教师指导尧课程建设等方式让更

多大学生袁尤其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投身到创

业大潮中来袁让他们在实战中获得历练袁不断提高自

身的专业技能和创业能力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袁无

论大学生在校期间的 ITO创业是否成功袁他们都能从

中找出自身的很多不足袁进而促进他们的学习遥 某种

程度上讲袁ITO创业教育给予学生最重要的是创业实

践和创业教育的过程袁经历这个过程的大学生袁将来

走上社会以后袁他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必将远远高

于其他同学遥

3.3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习近平同志强调袁高校应做好野四个服务冶袁其中

之一就是野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冶遥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袁 当前各地小微企业发展势头迅猛袁

但同时小微企业也面临着诸多难题袁信息化水平偏低

就是难题之一遥 高校支持学生 ITO创业袁为当地小微

企业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袁节约企业用人成本袁建立双

赢模式袁这也算是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尽到了一点绵薄

之力遥 与此同时袁在小微企业与创业学生的合作中袁小

微企业能够从创业学生中发掘优秀人才袁创业学生也

能从更深层次了解小微企业遥 这样袁当创业学生毕业

后袁就很有可能进入该小微企业工作袁甚至成为小微

企业的创业合伙人袁走上共同创业的道路遥

4 结束语

信息服务外包渊ITO冤行业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的

发展袁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急速发展和野互联网+冶思维

的全面扩散袁社会和企业对 ITO的需求日益增大遥 在

高校开展 ITO创业教育袁 不仅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

召袁也是呼应企业和社会的需求袁更是高校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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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

Servic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FANG Zhongzheng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袁 Anhui 246133)

Abstract: At present, all kind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carried out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nnova鄄

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here are som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outsourcing service (ITO) en鄄

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re are two main problems: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not targeted enough and the degree of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is not high. ITO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actice should focus on these three issues: management system, incentive mode

and practice mechanism.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system, building the bridge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rousing the enthusiasm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ITO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ITO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TO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party and national policies, but also a social function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t is also a

powerful weapon to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information service outsourcing;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综合能力的内在要求遥 当前袁全球数字经济和服务经

济发展势头迅猛袁 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加速发展袁这

为我国信息服务外包渊ITO冤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良

好的宏观环境和技术支撑遥 值此波澜壮阔之际袁高校

加强对学生 ITO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袁顺应时

代发展袁功在当代袁利在千秋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袁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遥 尽

管当前对 ITO创业教育的研究和才刚刚起步袁ITO创

业教育实践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袁但是相信在诸多同

仁的共同努力下袁ITO创业教育必将有辉煌而美好的

明天遥

参考文献院

[1] 蔡洁袁孔敏袁井辉袁等.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研究与实

践院以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服务外包软件专业群为例[J].南京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袁2019渊1冤院46.

[2] 朱振方袁张广渊.新工科背景下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与实践院以山东交通学院为例[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袁

2018渊10冤院23.

[3] 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

[Z].2017-2-27.

[4] 教育部袁商务部.关于加强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的若干见[Z].2009-3-18

[5]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野互联网+冶行动的指导意见

[Z].2015-7-4.

[6]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的意见[Z].2018-9-17.

渊责任编辑院聂传朋冤

90窑 窑



计算机网络和移动技术的发展袁使我们目前进入

了信息社会袁 人们获取信息和数据的方式更加快捷袁

同时也对传统的高职教育模式产生了冲击遥 目前高职

学生普遍存在学生理论基础较差袁自我学习积极性不

高等特点遥 如何在信息社会的大环境下袁不断提高学

生的培养质量袁 确保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实现袁是

高职教育需要关注的重点遥

WebQuest教学模式是以网络探究作为学习的主

线袁通过分组协作和任务分解袁在获取网络资源的基

础上袁完成任务目标的学习过程[1]遥 在WebQuest模式

中袁强调以学生的主动探究为中心袁通过协作分工袁进

行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袁最终完成学习任务遥

1 高职计算机专业课程的教学现状

随着网络和移动互联通讯的普及袁对于高职生的

教学模式产生了很大冲击遥 在教学中袁如何提高信息

专业学生对于硬件类课程的兴趣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袁成为信息专业教师的重要任务遥

1.1 高职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学情分析

目前我校参加安徽省自主招生高考录取工作袁主

要生源为中职和职高生源袁学生和以往普通高考录取

的学生比较袁文化课成绩普遍偏低袁专业认同感不高袁

专业学习兴趣较低遥 在学生入校以后袁对于自己的专

业学习没有明确的规划袁在专业兴趣培养上具有一定

的难度袁学习自觉性不高遥 但是这部分学生对于实践

操作具有较高的兴趣袁在实践技能训练上接受速度较

快袁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些特点袁在教学活动

组织中采用WebQuest教学模式袁 引导学生对于专业

课程兴趣的产生[2]袁形成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过程袁进

一步提高实践技能的学习效果遥

1.2 硬件类课程的教学分析

随着技术的发展袁硬件类电子产品更新速度越来

越快袁新技术不断涌现袁各个企事业单位也亟需熟练

掌握硬件维护的技术人员来保障日常办公遥 组装维护

类硬件课程在实际中应用广泛袁动手性强袁重在操作

与实践袁因此要求教师在开展课程教学的时候袁需要

因课制宜袁改革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袁通过问题导向袁

进行针对性的项目任务分配袁让学生真正进入任务角

色袁在兴趣中实施任务袁从而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掌

握能力遥

WebQuest模式在野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冶

课程中的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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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bQuest模式在野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冶课

程改革中的应用

2.1 课程改革目标

通过WebQuest模式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中的应

用袁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网络信息检索袁学习网络检索

工具使用方法[3]袁了解最新的计算机硬件发展趋势袁培

养学生在计算机硬件领域的学习兴趣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袁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袁锻炼学生在项目

化实施过程中的协作意识遥

2.2 教学对象分析

授课对象是我校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大一学生袁学

生普遍己经具备计算机操作知识和能力袁生源主要来

自于自主招生的中职和职高学生袁 其学习兴趣较低袁

学习积极性不高遥

2.3 教学方法

采用WebQuest教学模式袁 通过导言创设接近真

实的实践情境袁让学生对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袁明确

学习目标[4]遥通过布置任务袁让学生进一步明确为实现

学习目标所需要完成的具体过程袁 以及完成 We鄄

bQuest后会获得怎样的结果[5]遥

2.4 教学实施环节

以野任务 3 CPU的选购冶为例袁对教学实施环节

进行展开遥

该任务主题因与学生的学习使用电脑关系密切袁

因此可以激发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袁其中问题分为必须

解决部分和拓展部分遥

2.4.1 必须解决问题

1)自己购买的电脑准备从事哪方面的课程学习钥

2)CPU的预算多少钥

3)如何通过网络获取 CPU的配置信息钥

4)如何通过当地的电脑卖场获取 CPU的配置信

息钥

2.4.2 拓展问题

1)CPU对于电脑的重要性钥

2)在使用 CPU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钥

3)CPU常见的故障分析与解决钥

4)最终是通过网络还是电脑卖场购买 CPU钥

2.5 教学过程设计

该过程主要有四个步骤袁详细内容见表 1遥

表 1 教学过程设计

Fig.1 Instructional process design

3 总结

将WebQuest模式应用在野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冶课

程教学改革中袁能够紧密结合高职计算机应用专业的

引入
新课

教师为学习者创设学习问题情景,
探究主题院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
展及其应用,数字化尧信息化已经
成为企业及事业单位提升管理水
平的重要手段遥企事业单位如何有
效利用信息技术袁对信息资源进行
开发和利用袁通过网络信息检索能
够初步实现这一目标

学生阅读情
景描述袁进入
探究情景

任务
描述

向学生布置任务院 以 叶CPU的选
购曳为例袁以小组为单位袁对本班学
生中准备购买电脑的意向进行咨
询袁初步了解高职学生在实际学习
中对 CPU配置的需要袁 分析如何
通过网络获取 CPU配置的技术和
方法曰 结合实际电脑卖场中的
CPU配置信息袁 为学生配置合理
的电脑提出信息化解决方案曰最后
撰写调查与分析报告袁 以 PPT形
式上交袁并展示各小组的成果

学生进行分
组袁并推选组
长遥 17级计算
机应用专业
共 52 人袁8 人
一组共 7 组袁
按照小组拟
定任务完成
进度表

任务
过程

教师给出任务解决的步骤提示袁为
学生解决问题提供基本的框架和
思路院
渊1冤学生首先与准备购买电脑的同
学进行沟通袁 了解同学对于 CPU
的功能需求曰
渊2冤针对同学对于电脑配置和功能
的需求袁采用登录野中关村在线冶网
站和野太平洋电脑网冶方式袁查看网
上 CPU配置的结果曰
渊3冤到当地电脑实际卖场与销售员
进行沟通袁 获得当地电脑卖场的
CPU配置信息曰
渊4冤将网上配置单和电脑卖场的配
置单进行比较袁与购买电脑的同学
进行交流后袁 分析哪一种 CPU配
置效果更好袁 同时性价比更高袁更
能够满足学习中的电脑配置需求曰
渊5冤小组任务完成后袁形成书面调
查分析报告

渊1冤确定小组成
员分工遥制定任
务进度表曰
渊2冤与购买电脑
同学联系袁进行
实际调查袁制定
需求计划并记
录下来曰
渊3冤进行小组合
作袁拟定采用在
网站进行电脑
在线配置和到
当地电脑卖场
进行现场配置袁
查看和比较配
置结果曰
渊4冤小组内部进
行自主学习袁根
据配置单结果
和目标效果袁提
出解决问题的
思路和方法袁并
完成个人报告

任务
评价

渊1冤教师对各小组的任务实施过程
进行评价打分袁并进行总结曰
渊2冤将评价结果与目标任务进行对
比袁确定知识点的实施效果

各小组内部
对组员进行
评价打分袁并
提出改进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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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Course of Computer Assembly

and Maintenance Based on WebQuest Mode

ZHANG Bo袁 JIANG Mingyin袁 DING L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Bo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袁Bozhou袁 Anhui 236800)

Abstract: By applying the WebQuest teaching model 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mputer Assembly and Maintenance, this paper aims

to cultivate cultivating students' inquiry ability and active learning ability,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online course resources, im鄄

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nabling students to acquire vocational skills for job requirements.

Key words: webquest; teaching; active learning; Computer Assembly and Maintenance

人才培养方案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引导学生向

野主动学习者冶转变袁获得自主学习的成就感袁在任务

浸入式的环境中获得职业技能的提升袁真正培养具有

工作岗位能力的计算机专业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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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是一门集化学尧物理学尧生物学尧医

学尧地学等综合性学科袁具有知识面广尧跨度大实践性

和综合性强的特点[1]遥 该学科以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

题能力为主要培养目标袁因此实验实践能力的教学是

该学科重要教学内容遥 随着环保产业迅速发展袁环保

行业技术人才市场缺口日益增大袁但大多企业认为高

校应届毕业生存在岗位适应能力不足尧 上手能力弱尧

综合应用能力差等问题[2-3]遥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

的实践教学体系袁加大实践和工程训练袁熟练掌握工

程及运行技能袁提高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能力是目前

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4]遥

虚拟仿真实验技术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尧数字化媒

体技术等人机交互尧大数据尧云等多种技术手段袁构建

一个具有交互效能多维化的信息实验环境遥 因其高

效尧安全尧近乎真实的操作袁完成真实实验不能或很难

完成的教学效果袁已经在生物[5]尧医学[6]尧土木[7]等领域

的实践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遥 对于成本高尧消耗大的

大型综合性实验项目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更是呈现出

明显的优势袁对传统实验的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8-9]遥

本文以实验室废水处理虚拟仿真实验建设为例袁通过

优化教学环节和程序袁提高实训教学效率袁旨在为高

校环境工程专业开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提供参

考经验和借鉴遥

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必要性

目前环境工程实验实践教学存在以下制约因素[10-13]院

渊1冤为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袁需要开设大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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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实践课程袁在传统实操模式下袁实践教学总体费用

升高曰渊2冤由于专业特点袁许多综合性实验项目设施占

地面积大尧仪器设备繁杂袁实验耗材多袁而较难开设遥

尤其是处理系统的运行管理和过程优化等无法在短

时间内直观体现曰渊3冤 部分实验涉及大型贵重仪器设

备袁台套数不足袁学生无法亲自操作袁只能以观察来代

替动手操作曰渊4冤实践实习场所袁受场地尧人员尧安全等

因素限制袁大多只接受参观认知袁无法观察内部结构袁

更不能进行运行操作遥

虚拟仿真实验采用过程模拟仿真技术袁将设备工

作原理算法化袁根据工艺流程结构尧环境工程原理尧化

学反应动力学等原理搭建数学模型遥 通过交互式操作

将前台的用户操作指令传送到后台的数学模型中袁经

数学模型的运算实时表征出各个工艺数据的真实值袁

借此反馈出每一个操作条件变化与工艺现象之间的

关系袁模拟出实际生产环境下的实时参数变化遥 因其

具有生动形象尧操作简单尧绿色安全尧实验投资少袁可

满足大批量学生同时操作的特点袁逐渐发展成为实践

教学的重要手段[14-15]遥

2 环境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实施

2.1 仿真实验项目建设内容

实验室废水成分复杂多变袁需要根据不同的废水

水质情况选择采用不同的组合方法来处理遥 项目采用

DCS组态软件对处理工艺进行模拟袁还原一个完整的

实验室综合废水处理站和模拟学员下厂实习过程的

情景遥 以逼真形象展示水处理相关设备尧各仪表等的

运行袁综合训练学生对工艺流程尧关键设备的原理结

构尧安全尧仪表尧系统正常开停车尧事故处理等操作的

能力遥

该虚拟仿真实验可根据不同的进水水质情况选

择合理的处理工艺及岗位进行训练袁图 1为实验室废

水某一水质情况下的工艺流程图遥 学生根据界面提示

逐一进行操作袁了解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尧设备操控尧原

理知识尧相关参数优化尧设备内部构造等部分遥 该系统

可将实验过程全方位尧真实地呈现在学生面前袁集知

识掌握和能力培养于一体袁能有效地增强教学效果遥

图 1 实验室废水某一水质情况下的工艺操作界面

Fig.1 The process operation interface of a waste

water quality situction

2.2 教学方法

学生在课前预先进行知识点的学习及考核袁熟练

掌握知识并通过考核后袁再进行实验课教学遥 实验课

中教师对仿真废水处理系统进行操作袁 学生观摩学

习袁了解系统运行操作规程后进行独立操作遥 学生利

用计算机辅助手段袁对单体工艺过程进行分析及工艺

参数调整袁进而对水处理过程系统进行分析袁确定其

各个部位的属性和性能指标遥 通过该模块的仿真练

习袁让学生系统学习相关专业知识袁掌握处理工艺操

作技能袁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尧解决问题袁提升工程

设计综合意识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遥 目前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分为四大模块袁分别为知识点学习尧知识点

考核尧工艺选择尧工艺操作遥

2.2.1 知识点学习

通过仿真实验教学系统中将实验室废水的特点

及涉及处理单元的工艺原理及运行条件等知识点进

行梳理总结袁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遥 知识点包括实验

室废水处理工艺中常用的物理方法尧化学方法尧生物

处理方法等遥 要求学生在仿真模拟实验前完成知识点

的学习遥

2.2.2 知识点考核

在软件界面中设计了相关知识点的考核袁不仅可

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袁同时也可加强学生

对知识点的理解及应用能力遥 学生必须通过知识点考

核后才能进行实验操作遥

2.2.3 工艺选择

仿真系统可随机生成对应不同实验类型的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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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袁 学生通过已掌握的知识点分析判断废水的水质

特征袁并依此选择合理的工艺流程组合进行模拟处理遥

2.2.4 工艺操作

学生在充分理解实验室废水处理的相关知识背

景下袁对过程微观变化进行全面观察袁调节工艺参数袁

观察实验现象尧记录实验数据袁通过出水水质指标判

断工艺参数优化的准确性袁如图 2遥建立动态稳定运行

工艺的工程理念袁达到传统实习及参观教学无法企及

的教学效果遥

图 2 石英砂-活性炭-微滤的工艺进出水水质指标

Fig.2 The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of quartz sand,

activated carbon and microfiltration process

2.3 评价考核体系

实验课程考核成绩由理论知识测评尧操作技能评

价尧实验结果达标(水质分析)考评三部分组成遥

2.3.1 理论知识测评

考核学生对实验室废水处理工艺中袁所涉及的专

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袁主要形式为软件中设置的思

考题袁 教师分发的试题试卷以及教师的随堂提问等遥

例如混凝助凝注意事项尧气浮工艺原理尧RO工作原理

等袁能够根据 3D的工艺流程图找到相关的处理单元袁

并学习和掌握设备的内部构造和运行原理袁回答教师

在课堂上关于工艺单元尧设备构造等方面的提问遥 理

论知识测评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20%遥

2.3.2 实验操作技能评价

学生进行实验室废水处理工艺流程进行虚拟仿

真实验操作袁系统根据操作顺序尧操作规范和参数选

择的准确性等对操作技能进行分析评分袁操作技能得

分占总评成绩的 40%遥

2.3.3 排放废水水质结果考评

根据实验室废水处理工艺流程选择袁开车运行调

节并优化工艺运行参数 (包括水力停留时间尧 加药量

等)袁掌握不同运行参数条件下袁系统对废水的处理效

果袁 要求出水水质符合 GB/T 18920要2002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的要求遥 实验结果达标考

评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遥

3 教学效果

引入仿真实验教学两年来袁学生学习积极性有了

明显提高袁参与工程创新性的项目逐年增长袁工程理

念得到进一步提升遥 通过实验的开展与完成不仅使学

生了解尧熟悉项目各主要环节的要求和规范袁在实践

过程中主动学习新的知识袁提高了文献收集和分析能

力袁还激发学生对专业的兴趣袁促进部分学生继续深

造学习遥 近几年学院每年均有多位学生考入 211等重

点大学进行研究生学习遥 在后续毕业实习中发现学生

更能针对性地学习了解生产运行相关问题袁提高了实

习的针对性和实习效果遥 在对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数

据表明近两年来毕业生在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

能力方面得到了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和赞扬袁大量用

人单位因往届毕业生的良好工作能力而继续录用应

届毕业生遥

4 总结与展望

由于环境工程专业的教学特点注重实践袁将虚拟

仿真教学应用到实训教学实践中袁使虚拟仿真教学和

传统教学有机结合袁不仅解决大型综合性实验教学难

以开设尧资金投入大尧教学效果差等问题袁还提升学生

对专业的认知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袁强化学生专业实

践能力袁锻炼学生综合素质遥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优化

了实践教学的内容尧环节尧程序尧评价等袁但是还存在

运行环境的兼容性尧视频交互的流畅性尧实训交互的

多维性等需改进的地方遥 同时还需进一步提升仿真实

验与实操性实验教学的融合袁共同促进环境工程专业

的实验教学效果袁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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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in Practice

Teaching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U Fangfang, LIN Hao, GUO Shaoying, HU Jia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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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of practice teaching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bined the advantages of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practice teaching methods with simulation experiment this paper aims to es鄄

tablish a simulation experiment project that meet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aking th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project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in laboratory as an example, the teaching purpose, teaching means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experimental project are discussed, and this result can be taken th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project in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simulation teaching in Wuyi University is also analyzed. Th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helps en鄄

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learn and solve problems, innovation,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applied talent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ractical teaching; virtu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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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的包装与贮存是茶叶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袁又是茶叶流通的必备条件遥 茶叶在消费者购

买之前必须经过包装尧贮存环节袁而且这两个环节的

有效性将直接影响和决定茶叶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

风味与品质遥 现今袁茶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

仅仅是野柴米油盐酱醋茶冶所蕴含的物质需求袁更多是

野琴棋书画诗酒茶冶层面的精神需求遥 与此同时袁消费

者对于茶叶包装的要求不再是简单的裹包袁更需要的

是使用方便和具备一定文化底蕴的包装袁以满足其物

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遥 因此袁包装在促进茶叶流通尧销

售尧 消费和提高茶叶附加值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

出遥 另外袁贮存在茶叶生产尧流通中也有着很重要的地

位袁在平衡淡旺季销售尧调剂茶叶品质等方面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遥 近年来袁随着我国茶产业的快速发展袁

相关茶叶企业对于包装设计尧贮存管理等方面的人才

需求日益趋旺遥

武夷学院作为应用型地方高校袁始终着眼于实质

性地参与到地方经济进步与发展的大潮流之中袁以培

养服务于地方产业生产尧管理一线袁专业基础扎实尧实

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首要任务[1-2]遥茶产业

作为闽北地区支柱产业之一袁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贡献袁 因此为满足该产业对于专业人才的需

求袁武夷学院于 2009年创办了茶学专业遥 与其他涉茶

高校相比袁武夷学院作为新建本科院校袁其茶学专业

根据产业的需求袁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设了叶茶叶包

装与贮存曳这一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袁旨在培养具

备茶叶包装与贮存理论基础袁并能深入生产实践的应

用型专业人才遥

在武夷学院茶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袁野茶叶包

装与贮存冶作为一门专业任选课袁其理论课时为 32学

时袁目前尚未设置实践教学环节遥 课程内容包括院茶叶

包装材料尧茶叶包装容器尧茶叶包装原理与方法尧茶叶

包装的技术方法及其设备尧包装标准与法规尧茶叶包

装装潢设计尧茶叶保鲜技术尧茶叶仓储作业管理尧茶叶

仓储安全管理等袁课程目标是让学生了解茶叶包装与

贮存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一般原理袁 掌握茶叶包装设

野茶叶包装与贮存冶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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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尧茶叶仓储管理的过程技术和规程要求袁并将所学

的知识灵活应用于生产实践遥 但该方案在多年运转实

施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遥

1 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1 教材内容陈旧袁教材建设滞后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袁是

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袁选择合适的教材袁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重要保障[3]遥目前袁武夷学院茶学专业使用的教

材是由李铁民主编袁 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 1992年出

版的野茶叶包装与储运冶袁是该课程目前可供使用的唯

一一本公开出版的教材遥 该教材撰写于上世纪 80年

代袁出版至今已有 28年袁其所承载的理论知识和生产

案例均来自我国茶产业在上世纪 80年代及以前的态

势遥1992年至今袁随着茶产业尧美学理论尧信息技术尧包

装材料尧包装工艺尧包装设计等的快速发展袁以及消费

者对于茶叶包装与合理贮存提出的新要求袁导致该教

材不能满足当前对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遥 因此叶茶叶

包装与贮存曳课程的教材建设迫在眉睫遥

1.2 教学团队实践经验不足尧结构欠合理

野茶叶包装与贮存冶课程教学内容横跨包装材料

学尧包装设计学尧茶叶生物化学尧仓储学等学科袁因此袁

对师资队伍的学科背景要求跨度较大遥 同时袁该课程

又是一门应用性尧技能性较强的课程袁既要求教师有

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讲授技能袁又要求教师具备丰

富的一线生产实践经验袁因此需要一批复合型教学人

才袁形成专门的教学团队遥

目前袁 由于武夷学院与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一

样袁在地理位置尧区域经济尧教学硬件设施以及科研环

境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袁 导致对人才的吸引力不

够袁招聘的教师多为应届毕业生袁教学经验丰富的高

层次人才尧紧缺专业人才和来自企业尧行业一线的具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明显缺乏[4-5]遥武夷学院茶学专

业目前在职的专业教师有 23人袁 均为硕士及以上专

业人才袁但教师的学科背景基本为农尧林学袁缺乏包装

设计等相关专业的人才袁 师资队伍的学缘结构欠合

理遥 因此袁切实提高师资队伍的实践教学水平尧改善教

学团队的结构是该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遥

1.3 教学内容与产业发展脱节袁缺少实践教学环节

1.3.1 教学内容与产业发展脱节

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应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袁专

业课程的设置应与企业尧用人单位进行深入交流与探

讨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袁将其及时反馈到课程教学设

置中袁让学生直观的掌握理论知识如何运用于实践的

方法袁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遥

目前袁野茶叶包装与贮存冶课程的开展缺乏让企业

参与并提出对人才技能需求和素质需求的互动机制遥

在课程开发过程中袁校企共同参与课程建设的机会十

分有限袁导致课程与产业的对接不够充分袁不能满足

企业对人才技能的实际需要遥

1.3.2 缺少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是应用型本科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必

不可少的环节[6]遥因此袁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重中之

重是构建具有培养实践能力的教育体系遥 叶茶叶包装

与贮存曳作为应用性尧实践性较强的一门课程袁缺乏实

践教学环节袁 严重影响了专业选修课教学功能的发

挥袁使得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缺乏转化为实

用技能的关键途径袁以至于学生步入社会后仍缺乏岗

位胜任能力和竞争力袁 无法满足茶企对茶叶包装设

计尧茶叶仓储管理人才的需求遥

1.4 教学方法落后袁考核方式单一

1.4.1 教学方法陈旧

野茶叶包装与贮存冶的课堂教学方式现在仍以教

师为主导尧理论讲授为主体袁学生对于知识的获取多

为被动吸收型遥 因此袁部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参与

热情日益递减袁 但是学生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袁

对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学生的

非参与现象严重阻碍着该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遥

目前袁 所采用的教学方式虽能按时完成教学任

务袁但对于学生而言袁其对知识的掌握仅限于了解袁而

无法内化为能力袁灵活应用更无从谈起遥 同时袁该教学

方式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袁不利于学生创新思

维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袁对学生的个性发展不利袁因此

教学效果不够理想遥

1.4.2 缺少实践考核环节

目前袁该课程的考核方式以期末的理论考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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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遥 其中袁期末考试成绩占综

合成绩的 70%袁平时成绩占 30%遥 期末考试主要考察

学生对于该课程基础知识尧基本概念的掌握程度以及

重要知识的理解与综合运用能力曰平时成绩主要考察

学生对于该门课程的学习态度与重视情况袁主要包括

出勤尧课堂表现尧作业完成等内容遥 该考核方式缺少一

个重要的环节要要要实践考核环节袁即对学生将所学理

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生产能力的考察袁因此现有的考核

方式并不能全面的反映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实际掌

握和应用能力袁难以与生产实际进行紧密联系遥

2 教学改革的措施与建议

2.1 加快教材建设的进程

教材作为教学内容和知识的传播载体袁对实际教

学进度的把控和和教学质量的提升具有着重要作用遥

目前袁武夷学院茶学系已与相关涉茶院校及合作企业

组建了专门的教材编写团队袁并根据团队成员的优势

进行了明确分工袁开始着手编写叶茶叶包装与贮存曳本

科教材遥 该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为院突破传统学术型

教材的路径依赖袁以学术性与实践性并重袁创新应用

型教材的建设路径袁既顺应茶叶包装绿色化尧多元化尧

人性化及茶叶贮存智能化的发展要求袁又体现出我国

茶文化的地域特色遥 该教材的出版与应用袁将有力促

进野茶叶包装与贮存冶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遥

2.2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应用型人才指有理论知识尧有实践能力袁能够将

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的人才[7]遥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的实现袁取决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建设[4]遥

因此袁野茶叶包装与贮存冶课程必须加强师资队伍的建

设袁包括提升教学团队的实践教学技能和改善师资结

构遥 充分发挥青年教师学习能力及可塑性强的特点袁

积极组织年轻教师深入企业尧包装设计工作室尧茶叶

仓储实践基地进行调研学习袁让其从生产中获取实践

经验袁并将生产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作为案例进行理论

分析袁从而达到统筹优化课程教学尧提升教学水平的

目的遥 同时聘请茶企包装设计师尧茶企一线仓贮管理

人员等作为校外导师袁构建复合型教学团队袁共同执

行实施教学项目遥 复合型教学团队的建立袁可使专业

教师的理论教学和校外导师的实践技能教学相得益

彰袁相互促进袁共同提升野茶叶包装与贮存冶课程的教

学质量遥

2.3 产教融合尧增设实践教学环节

2.3.1 产教融合

首先袁将产业发展的动态和焦点融入课堂袁进行

案例化教学遥 以野茶叶保鲜技术冶的教学内容为例袁可

以将具有代表性茶企的茶叶保鲜技术作为教学案例袁

通过图片或视频形式展示茶叶保鲜过程中的操作流

程及技术参数袁然后针对每个技术环节为学生详细讲

解茶叶保鲜技术的原理和基本方法遥

其次袁 在教学的过程中应把握技能的主导方向袁

强调教学重点与难点袁使教学内容更符合行业技能要

求遥 以野茶叶贮存冶的教学内容为例袁应该让学生掌握

六大茶类在贮存的过程中理化变化的规律尧不同茶类

适宜贮存的环境条件尧常规的仓储养护方法等重点内

容袁能够理解和运用仓储过程中茶叶品质检验的手段

和方法等难点内容遥 这些重点和难点内容紧密契合茶

叶贮存管理工作对专业人才相关技能的需求袁真正做

到教学内容与产业对人才的要求相接轨袁使学生能够

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生产问题遥

2.3.2 增设实践教学环节

野茶叶包装与贮存冶的实践教学环节包括茶叶包

装设计和茶叶贮存两部分内容袁二者各成体系袁可以

单独设置实践环节遥

茶叶包装设计实践教学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

的岗位职业技能袁而校企合作则是实现该目的最佳模

式遥 首先袁有计划的安排学生深入茶叶包装生产企业

或茶企的设计部尧包装生产车间等袁让学生零距离的

感受生产一线的真实情境袁获取丰富的直接经验遥 第

二袁通过校企合作可以构建野茶叶包装设计的创新与

技术交流平台冶袁 通过平台可以加强学生与企业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袁一方面让学生及时学习和了解企业包

装设计的新理念尧新思路袁另一方面让学生及时获取

企业对茶叶包装设计人才的要求和需求信息遥 第三袁

借助学校举办的野茶文化艺术节冶及省尧市级举办的

野包装设计冶等赛事袁让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

实践技能袁并结合生产实际需求袁创新设计各类茶叶

包装作品袁通过野以赛促学冶的方式增强学生对该课程

100窑 窑



的学习兴趣袁并进一步提升其实践操作技能遥

茶叶贮存部分的实践教学袁可以将虚拟仿真技术

融入其中遥 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对

知识的运用能力袁还能够在特定的模拟情景中锻炼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8]遥 武夷学院茶学专业已将虚

拟仿真技术运用到野制茶实习冶的实践教学中袁取得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袁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遥 因

此袁可以根据野茶叶贮存冶部分的课程特点袁将虚拟仿

真技术融入到该部分实践教学当中袁开展野茶叶贮存冶

虚拟仿真实践教学院首先袁仿真视频库的设置袁其内容

涵盖六大茶类的贮存管理技术尧方法与流程等曰第二袁

针对六大茶类不同的贮存要求袁设置茶叶贮存的具体

流程袁以视频导入的形式高度模拟生产实际袁并在各

个环节设置相应考核知识点袁 方便学生加强记忆曰第

三袁实践考核试题库的设置袁学生在指定的实践截止

日期前袁必须在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进行作答袁此项

成绩可作为实践考核成绩的重要依据遥 虚拟仿真实践

教学主要通过大量尧典型尧生动的视频资料袁让学生观

摩并了解和学习六大茶类在实际仓储中的情境与工

作要点袁该方式可解决武夷山茶类相对单一尧学校现

有的实践教学基地无法满足课程教学需求等问题遥

2.4 开展复合式教学袁改进课程考核方式

2.4.1 开展复合式式教学

就野茶叶包装与贮存冶课程传统教学方式中存在

的问题袁提出以学生为主体的复合式教学方式袁并积

极探索其他切实可行的的辅助手段袁以提升课程的教

学质量袁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遥

渊1冤积极使用慕课及各种网络资源

充分利用慕课等网络教学资源丰富的优势袁不断

充实教学内容袁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化尧立体化袁从而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遥 例如袁南昌理工学

院的野包装设计冶尧陕西科技大学野包装材料学冶尧天津

交通学院的野仓储作业管理冶等慕课资源袁都是野茶叶

包装与贮存冶课程非常好的拓展资源遥 在课堂教学中袁

应该有计划尧有针对性的引入袁这样能有效提升课堂

的信息容量及教学质量遥 同时袁利用微信尧QQ等媒介

推荐的相关行业讯息及案例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袁可

以让学生及时了解到更多尧更新的与本课程发展相关

的行业动态袁 并找出自身知识基础与企业在技能尧知

识层面需求的差距袁从而更好地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

中的野指挥棒冶作用遥 因此袁充分利用各类网络资源袁拓

展教学渠道袁提高学生学习的的主动性尧目的性是该

课程改革的重点遥

渊2冤翻转式教学模式的应用

翻转课堂的特点是完美适应了当下互联网信息

技术的成熟发展袁是应用型大学对技能型人才培养的

良好途径[9]遥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主体袁传统的授课方式

及学生被动听课的教学模式应当被改变袁将课堂学习

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袁充分衔接好课前预习尧课堂学习

和课后复习的各个环节遥 课前应先向学生阐明每次课

程教学的目标及重尧难点袁让学生在课前通过观看相

关慕课等方式自主完成传统课堂上需花费大量精力

讲解的概念尧理论等内容遥 课堂上应以重点问题的讨

论与交流为主袁 让课堂成为老师为学生答疑解惑袁与

学生进行知识沟通和交流的平台袁这样可解决课堂上

时间有限尧信息量不足及学生参与度不高等问题遥 课

后袁可增加一些实验性尧探索性尧前瞻性的课题或作

业袁鼓励学生结合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及生产实际进行

创新性的思考袁实现课后复习与课堂学习之间的有效

衔接[10]遥

2.4.2 改进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是教学的重要环节袁它是评价教学效果

和进行教学信息反馈的有效手段袁对学生的学习起着

导向和督促的作用[11]遥因此在考核方式改革中袁应以培

养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素质为导向袁加大学习过

程的考核力度袁以考核学生发现尧分析及解决问题的

能力为主[12-13]遥首先袁应提高对学习过程考核的重视度

和精细度袁将学生课前预习尧课堂综合表现尧课程论

文尧茶叶包装设计作品尧参加与茶叶包装设计相关竞

赛获奖情况等都纳入平时成绩的考核范围袁同时将平

时成绩所占比例提高至 60%袁从而实现过程考核的精

细化和主体化袁这项转变可充分调动学生在整个学习

期间的积极性袁提高他们的参与度袁有效地引导和监

督学生平时的学习遥 其次袁在期末的理论考试中减少

概念尧原理等记忆性题目的比例袁将考察的重点放在

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尧转化及综合应用等方面袁改变

学生野学死知识冶野死学知识冶的误区袁引导学生进行

野探究式冶野创新式冶的学习袁切实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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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Discussion on Teaching Mode of

Tea Packaging and Storage Course

FENG Hua袁 WANG Fei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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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ea Packaging and Storage course, improve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practical

skills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serving the society, taking the tea specialty of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urse in teaching material content and construction, teaching team structure,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and indus鄄

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etc.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staff, the reform of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and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under the mode of application-oriented personnel training, which pro鄄

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composite tea professionals with excellent practical skills and strong post adaptability.

Key words: Tea Packaging and Storag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the teaching reform

的转化与实践应用能力遥

3 结束语

以培养现代市场经济需求的应用型尧复合型专业

人才为目标袁满足地方茶产业对茶叶包装设计及茶叶

贮存管理等方面人才的迫切需求袁针对武夷学院野茶

叶包装与贮存冶的课程现状及存在问题袁提出加快校

本教材建设尧着重培养教师的实践技能尧合理构建教

师团队尧教学密切对接产业尧合理增加实践环节尧开展

复合式教学及改进课程考核方式等多项课程教学改

革措施袁以期提高野茶叶包装与贮存冶课程教学的质量

与效果袁从而为社会培养基础理论扎实与综合实践技

能较强的茶叶包装设计与贮存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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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袁学生的创新能力培

养袁已成为高职院校教学课程改革的重要课题[1]遥创新

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造能力为核心袁以培养人的创新

精神为基本价值取向袁着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尧创新

观念和创新态度袁它包括创新意识的唤醒尧创新观念

的提升尧创新思维的训练尧创新态度的端正和创新能

力的培养等多个要素[2]遥目前袁全国各地大力提倡并举

办高等院校创新大赛袁以此激励教师和学生的创新热

情遥国内本科学校多采用学科交叉渗透来启发学生的

创新思路袁这种方法对学生知识结构尧知识储备要求

较高袁不太适合知识储存相对薄弱的高职学生遥 提高

环境工程技术专业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袁积极探寻并

采取有效的建设方案遥

1 优化专业培养模式

专业培养模式关系到学生的知识结构的构建尧专

业能力的高度袁进而直接关系到创新思维的培养[3]遥我

校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一直遵循野理论知识够用袁注重

实训和工程实践冶的人才培养模式袁这种培养模式对

一些知识相对固化尧 专业面窄的专业来说比较实用遥

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知识面宽袁关联物理尧化学尧生物尧

地理尧土木尧管理尧经济等学科袁过于注重实践袁弱化理

论袁将使得实践如同空架子遥 学生只知道被动模仿袁不

知道主动探索袁使得高职教育沦为职业培训袁毕业生

只能从事一线流水作业袁缺少技术创新的方法遥

1.1 明确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

我校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

水尧气尧固体废物尧噪声等污染的监测及防治的基本理

论和技能袁能够进行环境管理尧环境监测和环境质量

评价曰会进行水尧气尧固体废物处理工程的设计尧施工尧

调试尧运营尧管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遥

1.2 合理设置课程

环境工程技术专业是一个综合了多门学科的交

叉学科袁专业自身的学科系统性强遥 在设置课程时袁不

但要设置高等数学尧电工电子学尧建筑力学尧流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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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尧工程经济尧微生物学这些基础理论课程袁还需设置

水污染控制技术尧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尧固体废物处理

技术尧噪声控制技术等专业技术课程遥 环境工程技术

专业设置的课程广泛袁学生掌握的知识全面袁具有较

强专业理论知识和扎实的工程实践能力袁这对学生的

创新能力的培养有了较好的专业基础遥

2 改革课堂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一直是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的重要途径袁

传统的课堂教学采用野教师全程灌输袁学生被动接受冶

的教学模式袁这种教学模式存在一些弊端袁主要表现

在院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袁学生只能顺着教师上课的

思路被动的接受袁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时间袁更谈不

上融会贯通袁灵活应用曰过分强调理论教学的重要性袁

忽略了实践技能的培养遥 高职教育旨在培养高技能型

并拥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遥 弱化实践

技能就如野车失一轮尧鸟损一翼冶一般袁没有践行完整

的教学过程袁 培养的学生也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需

求遥

为了摒弃这种弊端袁结合我校环境工程技术专业

的特点袁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袁采用项目化 PBL教学法袁

PBL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4]袁是西方国

家当前较流行的教学方法之一遥 项目化教学是将所授

内容分解成若干个项目袁每个项目都有既定的学习目

标袁学习手段尧考核方式遥学生通过践行项目化 PBL教

学法后袁能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遥 首先袁主动学习能

力提高袁PBL教学是问题导向学习法袁教师提出问题袁

学生通过各种学习寻找答案袁 再将所得答案分组讨

论袁学生一直是学习的主体曰其次袁批判性思维能力提

高袁传统教学法中袁教师主导教学袁在课堂上有着绝对

权威袁学生习惯了被动接受袁很少有同学提出不同想

法曰而在项目化 PBL教学法中袁学生都是在讨论中提

出自己的观点袁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袁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曰再次袁学生的团队合

作能力增强袁项目化 PBL教学过程中袁学生被分成若

干组袁在问题导向下袁小组成员相互协作共同找出解

决问题的方案遥主动学习能力尧批判性思维能力尧团队合

作能力正是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遥

3 优化实践课程教学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袁我校环境

工程技术实践课包括课程实训尧课程见习袁课程设计袁

开放实验室等环节袁最终目的就是使实践教学和工程

实际实现无缝对接遥 在以前的实践教学中袁存在诸多

困难袁譬如袁课程实训时学生的积极性难以调动曰课程

实训人数过多袁老师教学时会顾此失彼曰开放实验室

时袁教师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袁只是一种应付差事袁不是

真心投入遥这些实际问题严重影响了实践教学的效果遥

3.1 改变原有的实践教学模式

动员学生参与实训的全过程袁包括实训计划的制

定尧实训内容的设计尧实训前材料的准备袁这样学生的

课程实训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袁同时也解决了实验员人

手不足的问题遥

3.2 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

传统思想认为袁高职学生底子差袁不适合搞科研袁

只要将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按部就班的完成就可以了,

这种思想也影响到部分学生袁降低了他们对科研的热

情遥 其实科研不都是高尖端袁有的科学研究是一些应

用研究袁这类科研对研究人员的理论知识结构要求淡

化袁强调的是研究成果的应用性遥 因此袁学生参加这类

科研活动可以拓展多方面的能力包括自学能力尧动手

操作能力尧社会交往能力尧创新思维能力等遥

3.3 开辟了环境工程专业第二课堂

将课堂教学建立在环境监测站尧 污水排放企业尧

环保公司尧垃圾填埋场等实训基地上袁结合工程实际

讲解专业知识遥 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理论的过程中袁

需进行一周企业实践锻炼袁 在实践锻炼中发现问题袁

带着问题再进行调查文献和理论学习袁这样的学习更

具针对性袁也更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遥

4 建设创新型师资团队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优秀的创新型的师资

队伍袁教师是创新团队的主体袁教师的创新思路和学

识水平直接决定着团队的创新水平[5]遥毋庸讳言袁没有

教师对整个团队的创新模块进行精心谋划袁学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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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培养只是空中楼阁遥但当前高职院校的教师绩

效考核和职称评定多和教师所承担的教科研项目尧行

政职务高低有关袁在政策制定上袁很少向一线教学岗

位的教师倾斜袁导致一些教学一线的骨干教师不愿意

花精力投入到教学方面遥 因此袁学校领导层在制定政

策时袁需要兼顾教师和学生创新积极性的调动遥 另外袁

当前工业经济高速发展袁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袁现

有的环境标准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袁需

要及时提高环境标准袁而教材上现有的污染处理工艺

很难满足新的环境标准遥 教师也要在授课的同时及时

学习新的知识遥 目前袁我校鼓励教师参加国培尧省培尧

网络学习尧企业实践锻炼等多种学习途径获取相关知

识遥 通过学习袁教师知识得到了更新袁知识面得到了拓

展袁教学内容也更具有针对性遥

5 结语

经过系统的课程体系改革袁环境工程技术专业学

生的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袁学生的工程设计能力

和环境分析能力获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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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动机指的是直接推动个体入党的内部原因袁

是引起和维持个体入党并将此行为导向某一目标的

愿望或意念袁是活动的推动者遥 [1]2019年袁全党深入开

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袁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袁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遥 冶[2]对于党员来说袁野我为什么

入党冶就是叩问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袁即入党

动机遥 高校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就陆续接受入党教

育袁作为入党教育的重要内容袁入党动机教育直接关

系高校发展党员质量袁对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

有重大影响遥 坚守入党初心袁优化高校大学生入党动

机教育袁意义重大袁使命光荣遥

1 直面问题院 大学生入党动机教育尚未形成

系统化

叶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曳 显示袁2013 年至

2018年袁全国发展党员 1 237.8万名袁其中袁发展学生

党员 452.3万名袁占比 37%袁在发展党员的职业分布上

比例最大遥 发展大学生党员历来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

点袁 各高校已基本形成了包括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尧发

展对象培训和预备党员培训在内的一套较完整的大

学生入党教育体系袁但在大学生入党动机教育方面尚

未形成系统化袁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院一是大学

生入党动机教育有所表象化袁深入性尧延续性不够遥 近

年来袁 高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大学生入党动机调研尧

座谈和访谈袁较好了解了大学生入党动机状况尧类型

和问题袁同时袁高校院系党组织也常通过与入党申请

人尧 发展对象谈话来了解和判断学生的入党动机袁但

这些举措较多停留在字面调查尧口头了解尧言语强调

和主观判断袁对在学生党建工作新形势下要开展什么

样的入党动机教育尧怎样开展入党动机教育尧如何增

强入党动机教育效果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较少袁

依托入党培训科学设计和有效实施入党动机教育的

研究和创新相对不足遥 二是大学生入党动机教育较为

零碎化袁系统性尧连贯性不强遥 当前袁在高校举办的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尧发展对象培训班尧预备党员培训

班等入党培训的课程设置和实际授课中袁党的理论知

党课公选课优化高校新生入党动机教育的实践

丁 喆

渊福建农林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是全体党员的终身课题遥 探究野我为什么入党冶袁如何坚守当代大学生入党初心袁是新

时代高校学生党建的长期课题遥 福建农林大学将党的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合袁把立德树人落到入党教育袁

将入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袁已连续 10年开设党课类公共选修课叶大学生党课初级教程曳袁突出野早尧专尧活尧精尧合尧新冶袁从

课程设置尧教材使用尧内容编排尧师资组建尧教学管理尧考核创新等方面袁推动党课公选课改革创新袁优化高校新生入党动

机教育袁坚守为党培育爱党爱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袁为国培育学农爱农担当强农兴农时代重任的高素质人才

的初心使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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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内容占了较大比例袁对于什么是入党动机尧为什

么要端正入党动机尧如何端正入党动机等入党动机教

育方面的知识较少提到甚至没有提及遥 此外袁虽然大

学生在接受组织谈心谈话尧撰写思想汇报过程中或多

或少谈及自己的入党动机袁但由于缺少专门尧系统的

入党动机教育袁他们对入党动机内涵的理解尧对正确

的入党动机的把握等仍然不够全面尧准确尧到位遥 三是

大学生入党动机教育不够精细化袁覆盖面尧专业性不

足遥 多数高校开展的入党动机教育主要面向学生入党

积极分子尧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袁对确定为入党积极

分子之前的大学生则存在入党动机教育的野真空期冶袁

而这个阶段恰恰是端正入党动机的最佳时期遥 同时袁

高校在组织教育培训过程中袁 也存在培训教材不统

一尧内容针对性不强以及培训师资力量分散尧标准不

一等问题遥

2 守正创新院 福建农林大学通过党课公选课

优化入党动机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野培养什么人袁是教育的首要

问题遥 冶[3]作为具有 84年办学历史的福建省野双一流冶

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袁福建农林大学坚守为党培

育爱党爱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尧为国培育

学农爱农担当强农兴农时代重任的高素质人才的初

心使命袁 将党的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

合袁 把优化入党动机教育融入新时代人才培养袁自

2010年起在全省高校创新开设党课类公共选修课叶大

学生党课初级教程曳袁以本科新生为对象袁通过系统化

的入党动机教育袁持续坚定学生野永远跟党走冶的信

念袁在全校形成了野学党章尧明党史尧知党情尧听党话尧

跟党走冶的浓厚氛围遥

2.1 主抓野早冶袁优化入党动机教育课程设置

当代大学生入党动机呈现多元化尧交叉化遥 大学

生正确的入党动机形成的关键期为学生加入党组织

之前尧接受党组织全方位考验的这段时期遥 [4]学校高度

重视大学生入党动机教育袁 打破传统的党课模式袁专

门开设党课公选课袁规定学时和学分袁将入党动机教

育对象野前移冶到本科新生袁组织新生在入学报到时自

愿选报该课程袁注重从新生入学伊始开始培育入党正

能量袁有效填补入党动机教育野真空期冶袁通过该课程

帮助新生尽早了解党的基础知识和入党基本要求袁教

育新生尽早形成正确的入党动机袁从源头上筑牢新生

入党根基袁有效实现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野早教育尧早

发现尧早选苗尧早培养尧早提高冶遥

2.2 讲究野专冶袁优化入党动机教育教材使用

市面上的入党培训教材尧 学习辅导材料种类繁

多袁但很多内容大同小异遥 为进一步增强新生入党动

机教育的针对性袁 学校汇聚机关和学院的党建专家尧

思政教师和党务干部的集体智慧袁遵循新生成长成才

规律袁结合党课教育教学特点袁遵照发展党员工作要

求袁严把政治关和质量关袁自编了贴近新生尧贴近高

校尧贴近实际的党课公选课教材叶大学生党课初级教

程曳袁既有党史国情袁也有校史校情袁既有党章党规袁也

有师生事迹袁使新生乐于接受教材尧易于读懂教材遥 十

年来袁组织 170余人次参编尧修订教材袁根据党的十八

大尧十九大精神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尧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袁按照新时代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要求袁先后 6次修订教材袁力求教材紧跟入党动机教

育新形势遥

2.3 凸显野活冶袁优化入党动机教育内容编排

根据高校新生实际和入党动机教育特点袁学校党

课公选课为新生野量身定做冶8个学习专题袁坚持因地

制宜尧因时制宜尧因材施教袁不断增强课程思想性尧亲

和力和针对性遥 一是增强思想性袁既有介绍党的历史

和章程尧阐释党与青年成长等理论性内容袁也有详解

入党条件和程序尧 规范入党文书写作等实操性内容袁

帮助新生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袁明确新时代大学生所

面临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遥 [5]二是增强亲和力袁如院

设计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冶专题袁结合播放党性

教育视频袁帮助新生领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曰野身

边的共产党员冶专题袁精选校内优秀党员和党员校友

野现身说话冶袁让新生向野同辈冶野朋辈冶汲取榜样力量遥

三是增强针对性袁设计野自觉端正入党动机冶专题袁详

解什么是入党动机尧为什么要端正入党动机袁结合时

代楷模尧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袁教导新生如何端正入

党动机曰野一面旗帜袁一部宣言冶专题袁讲解党章重点内

容袁 帮助新生理解党的性质和宗旨曰野特殊材料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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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冶和野入党文书写作冶专题袁指导新生掌握入党程序和

常用入党文书写作袁引导新生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2.4 力求野精冶袁优化入党动机教育师资组建

学校落实野课程思政冶主体责任袁按照野政治强尧情

怀深尧思维新尧视野广尧自律严尧人格正冶的要求袁在全

校遴选一批热心党课教学且持有教师资格证的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思政教师组成党课公选课师资队伍袁学

院党委书记尧副书记尧党委秘书尧团委书记尧辅导员全

员参与袁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尧党委工作部门干部和

退休老党员积极参与遥 十年来袁近 2000人次入选党课

公选课师资库袁形成一支专业尧精干尧稳定的师资队

伍袁有效解决了学院培训师资力量分散尧标准不一尧质

量不高的问题遥 他们当中的党委秘书尧团委书记尧辅导

员和年轻的思政教师尧党务干部袁也充分发挥野同辈教

育冶野朋辈教育冶优势袁使入党动机教育更加深入学生

思想袁走进学生内心遥

2.5 突出野合冶袁优化入党动机教育教学管理

入党动机教育通常由高校组织部门或党校单独

组织开展袁难免存在资源单一尧力量分散尧效果短暂的

情况遥 为破解这种单打独斗尧各自为战的局面袁学校统

一领导尧统筹协调有关单位共同参与党课公选课教育

教学袁党委组织部负责方案制定尧教材编写尧师资遴

选尧教学安排曰党校提供教学参考资料曰教务处协助课

程申报尧教务安排和课酬核定曰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

管理中心和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心配合考核安排曰学院

实施选课报名尧课表安排和课堂教学袁各单位按照统

一计划尧统一时间尧统一安排尧统一进度尧统一管理开

展教学袁形成分工明确尧协同配合尧高效运作的教育教

学管理机制袁使党课公选课野进育人建设尧进动机教

育尧进教学计划尧进培养目标尧进学生学籍冶遥

2.6 体现野新冶袁优化入党动机教育考核体验

入党动机教育重在思想教导尧知识传导和行为引

导遥 学校改变传统党课采取的闭卷考试或单纯授课的

模式袁以野理论机考+实践锻炼冶模式考察学习效果遥一

是组织理论机考袁 学校精心设计涵盖党史和党章党

规尧党的基础知识和最新理论成果尧入党标准和基本

要求等内容的试题库袁 由计算机随机生成一套试卷袁

组织新生开卷机考并当场显示成绩袁 重在以考促学袁

教育新生掌握党的应知应会知识袁 努力做到思想入

党遥 二是开展实践锻炼袁学院组织新生开展若干实践

活动袁自定主题尧方式和内容袁重在学做结合袁引导新

生加深对党的认识和理解袁努力做到行动入党遥

福建农林大学党课公选课开设十年来袁年均 90%

以上新生选报课程袁多数新生入学后不久就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袁他们接受入党动机教育更加系统袁入党信

念更加坚定袁为学生党员队伍发展和质量提升奠定了

扎实基础遥1名学生党员获评野福建省高校优秀共产党

员冶袁1名学生党员获评 野福建省首届 耶最美学生爷冶袁4

个学生党支部获评 野福建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冶尧野福建

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冶袁1个学生党支部入选全国党

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遥 党课公选课荣获学校

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袁学校入选首批福建省高校学生

党建工作示范点遥

3 继续前行院 以更高质量的党课教学不断优

化入党动机教育

党课是大学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尧培养对党的感

情的主要渠道袁是端正入党动机袁按照党章党规要求

自己袁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的必修课遥 [6]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不断向前袁 必须遵循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袁在

总结党课公选课成功经验基础上袁以高校学生党课教

学的持续创新实现新生入党动机教育的不断优化遥

首先袁以政治建设为引领袁不断坚定学生信仰信

念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野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耶拔节

孕穗期爷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遥 冶[7]从学习理论知识

到坚定信仰信念袁是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遥 高校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袁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袁

结合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制度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学生党课的重要内容袁牢牢抓

住新生入学这个关键阶段袁重点针对新生关注的理论

热点和实际问题加强教育袁充分发挥党课育人作用袁

帮助新生形成正确的入党动机袁引导新生以坚定的政治

信仰和理想信念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袁着力提升党课教学

培育时代新人的责任认知尧责任认同和责任践行遥 [8]

其次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袁不断加强野课程思政冶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野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袁

噎噎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袁形成协

108窑 窑



Practice of the Optional Course of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mprove

Freshmen爷s Motivation to Apply for Membership to the CPC

DING Zhe
渊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冤

Abstract: It is a lifelong objective for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o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Exploring 野why I apply for membership to the CPC冶 and how to keep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爷 o鄄

riginal aspiration to join the CPC is a long-term subject in the party building for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ujian Agri鄄

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intentionally integ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unity

of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morality education and talents cultivation. The University has introduced 野Elementary Course of the Political E鄄

ducation of the CPC for College Students冶 as an optional course for 10 years. The course emphasizes 野being early, professional, flexible,

sophisticated, cooperative and updated冶.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is course are fulfill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iculum set鄄

ting, teaching materials, content, teaching members, teaching management, assessment, etc., to improve freshmen爷s motivation to join the

CPC. The course sticks to its original aspiration to cultivate and train the new generation who can strive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al鄄

ents who are keen on agriculture and can develop and strengthen agriculture.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freshmen; the optional cours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PC; motivation to join the CPC; education

about joining the CPC

同效应遥 冶[9]高校学生党课应聚焦新时代学生党建工作

重难点袁以问题为导向袁增强党课教材的政治性尧思想

性尧科学性尧民族性尧时代性和系统性袁采用案例式尧探

究式尧参与式等教学方法袁开展专题式教学和公开课

观摩袁倡导名师引领袁健全相互听课制度袁充分发挥课

堂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作用袁进一步挖掘和运

用党课教育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袁确保党课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袁实现二者深度融合遥

第三袁以知行合一为目标袁不断服务学生成长成

才遥 野只有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尧永远奋斗袁才能让中国

共产党永远年轻遥 冶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课要把加强政

治理论武装与弘扬党内优良传统结合起来袁把加强学

生党建工作和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袁教育

引导新生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袁 继承发扬以红船精

神尧井冈山精神尧苏区精神尧长征精神尧延安精神尧沂蒙

精神尧西柏坡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袁锤炼过

硬的政治素养袁形成正确的入党动机袁养成高尚的道

德情操袁做到以知促行尧以行促知尧知行合一袁努力成

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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