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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袁AMF)

是一类能侵染植物根系形成共生体的土壤真菌袁大约

90%陆地植物能和 AMF共生形成菌根[1]遥 按最新分类

系统袁AMF 属菌物界 渊kingdom of fungi冤 球囊菌门

Glomeromycota袁下设 1 纲 4 目 11 科 27 属袁全球被发

现和描述的 AMF大约有约 300种[2]遥 我国的 AMF物

种十分丰富多样袁已发现并描述的有约 130个种[3-4]遥

茶树 (Carmellia sinensis (L.) O. Ktze.) 是我国重要

的经济作物遥 早在 20 世纪初就发现茶树根际存在

AMF袁而且茶树对菌根的依赖性比较高袁属于菌根依

赖性较强的植物 [5]遥 AMF 具有重要的生理和生态功

能袁不仅能有效地促进茶树对营养物质吸收尧促进生

长发育尧影响植物的次生代谢尧提高茶叶品质袁还能提

高茶树的抗逆性[6-11]遥 尽管对茶树 AMF的生理和生态

作用已有较多研究袁然而袁关于茶园土壤中 AMF物种

多样性方面的研究尚比较薄弱袁仅我国南方红壤茶园尧

贵州尧安徽及山东青岛崂山茶区有相关研究报道[12-16]袁已

研究的几个茶区AMF物种构成不同袁优势属种也不同遥

福建是乌龙茶的发源地袁 武夷岩茶以其独特的

野岩骨花香冶 成为乌龙茶中的佼佼者袁 武夷水仙

渊Carmellia sinensis cv. Fujian Shuixian冤为武夷岩茶的

当家品种袁因具馥郁香气和醇厚滋味袁而驰名中外遥 武

夷山的水仙茶树有一般水仙和老丛水仙之分袁老丛水

仙指树龄达 50 a以上而又具有特殊香气或 野丛味冶的

茶树遥 位于武夷山市北部的洋庄茶区是武夷水仙的重

要产地袁 该茶区的老丛水仙具有一些特殊香或味袁有

别于其他产区的老丛水仙[17]遥

迄今为止袁 关于福建地区植物根际 AMF资源状

武夷山洋庄茶区水仙茶树丛枝菌

根真菌多样性调查

李国平袁 盛丹尼

(武夷学院 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收稿日期院2021-09-22

基金项目院武夷山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设(2017N2005)曰国

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渊202210397007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国平渊1966-冤袁男袁汉族袁博士袁教授袁主要从

事武夷山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研究遥

摘 要院为调查武夷山市洋庄茶区水仙茶树丛枝真菌渊AMF冤侵染特征及 AMF多样性袁采用醋酸-墨水法测定水仙

茶树 AMF侵染率袁应用湿筛原倾斜蔗糖离心法对根际土壤中的 AMF进行分离鉴定遥 结果表明院水仙茶树 AMF侵染率在

12%耀100%袁平均侵染率达 68.4%袁土壤类型对茶树根系的 AMF侵染有一定影响袁老丛水仙与一般水仙的 AMF侵染率无

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武夷山市洋庄茶区茶树 粤酝云资源较为丰富袁从各样地根际土中共鉴定出 3属 26种 AMF袁其中球囊

霉属 16种袁无梗囊霉属 9种袁盾巨孢囊霉属 1种曰聚丛球囊霉尧明球囊霉尧宽柄球囊霉尧木薯球囊霉尧粘屑球囊霉和光壁无

梗囊霉的分布频度均大于 50%袁是常见种袁其中光壁无梗囊霉的分布频度 89.3 %袁为优势种遥 不同采样地茶树根际的

AMF物种丰度渊SR冤表现出较大的差异遥 AMF群落 S准renson相似性分析表明袁水仙茶树根际土壤 AMF群落构成与土壤

类型有关袁而与茶树生长年龄无关曰老丛水仙与一般水仙茶树在 AMF侵染率和 AMF群落构成方面均无显著差异袁说明

两者茶品质上的差异与 AMF无关遥

关键词院水仙茶树曰丛枝菌根真菌曰多样性曰侵染特征武夷山洋庄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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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研究较为鲜见[18-19]袁而目前尚无关于福建茶区茶

树 AMF多样性的研究报道遥 为探索福建武夷山茶区

AMF种质资源状况袁以及不同种植年龄水仙根际土壤

中的 AMF种属构成是否存在差异袁 本研究对武夷山

市洋庄茶区水仙茶树根部 AMF的侵染情况尧AMF种

属构成及分布特征进行调查袁 为 AMF在武夷茶园中

的进一步应用研究提供依据遥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与取样点基本情况

选择武夷山市洋庄乡不同茶树种植区为土壤样

品采集地渊28个冤袁采集的茶树品种为一般水仙和老丛

水仙袁取样点的基本情况见表 1遥在每个采集地随机选

择 1~3株茶树袁在距离茶树主干 0~20 ㎝处袁去除表面

上的枯枝烂叶后袁再向下挖深 10~20 ㎝收取带有茶树

新根的根系袁 并将挖取的根系和根际土混合均匀袁一

并装入密封袋中袁贴上标签袁带回实验室遥 茶树根样清

水洗净后剪成 1 cm长根段袁 置于福尔马林-醋酸-酒

精固定液渊FAA固定液冤中固定遥将根际土样中的石子

和异物挑出丢弃袁自然风干后装入塑料袋中袁于 4 益

冰箱保存遥

1.2 AMF的侵染率测定

将茶树根样从 FAA固定液中取出袁 流水冲洗后

表 1 茶树根及根际土壤取样点的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ested plots for tea rhizosphere roots and soil samples

1 四渡村 27毅48忆18义N/117毅57忆12义E 257 沙质土 水仙

2 三渡村后溪仔 27毅46忆16义N/118毅0忆22义E 260 沙质土 水仙

3 永丰寺 27毅46忆27义N/117毅59忆30义E 332 沙质土 水仙

4 坑口村 27毅48忆08义N/117毅57忆44义E 285 沙质土 水仙

5 长滩村村口 27毅48忆15义N/117毅57忆03义E 291 沙质土 水仙

6 老葛仙庙 27毅48忆43义N/117毅56忆58义E 265 粘土 水仙

7 南坜弯岩茶厂 27毅47忆36义N/117毅56忆44义E 380 粘土 水仙

8 长滩村九公里 27毅47忆33义N/117毅56忆08义E 272 黄壤土 水仙

9 洋庄村奶娘岭 27毅46忆7义N/117毅55忆23义E 409 黄壤土 水仙

10 五渡村 27毅48忆24义N/117毅58忆34义E 318 黄壤土 水仙

11 洋庄村山口 27毅46忆04义N/117毅55忆06义E 295 沙质土 老丛水仙

12 洋庄村山口 27毅46忆44义N/117毅55忆52义E 334 沙质土 老丛水仙

13 仙枞岩茶厂 27毅46忆19义N/117毅55忆29义E 326 沙质土 老丛水仙

14 千之叶茶场 27毅46忆40义N/117毅55忆53义E 330 黄壤土 老丛水仙

15 兴隆寺 27毅46忆35义N/117毅54忆24义E 327 沙质土 老丛水仙

16 浆溪村尚袍茶场 27毅46忆25义N/117毅54忆03义E 324 木屑土 水仙

17 浆溪村华枞茶场 27毅46忆02义N/117毅59忆09义E 338 木屑土 水仙

18 溪源生态茶厂 27毅46忆25义N/117毅54忆49义E 309 腐殖土 水仙

19 毛西坑 27毅46忆14义N/117毅54忆14义E 389 腐殖土 水仙

20 毛西坑 27毅46忆27义N/117毅53忆43义E 467 腐殖土 水仙

21 牛尾梢岩茶厂 27毅46忆56义N/117毅54忆21义E 321 沙质土 水仙

22 真如寺 27毅47忆13义N/117毅54忆04义E 337 沙质土 水仙

23 小浆村 27毅49忆41义N/117毅58忆14义E 356 沙质土 水仙

24 大安村 27毅53忆08义N/117毅54忆09义E 686 沙质土 水仙

25 长滩熟香茶场 27毅46忆28义N/117毅53忆12义E 485 沙质土 老丛水仙

26 长滩古树林 27毅42忆2义N/117毅53忆47义E 340 沙质土 老丛水仙

27 吴山地 27毅46忆50义N/117毅53忆35义E 343 沙质土 老丛水仙

28 浆溪村草坡岭 27毅46忆07义N/117毅55忆39义E 358 黄壤土 老丛水仙

2窑 窑



置于 20% KOH中袁70 益下水浴透明处理袁再用 5%乙

酸酸化 5 min袁采用 5%醋酸-墨水染色液(5%的冰醋酸

95 mL袁墨水 5 mL) 染色 30 min袁经脱色处理后滴加适

量甘油制成装片袁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袁统计

各样品根系的侵染率[20]遥

侵染率=受侵染根段数/总镜检根段数伊100%[16]

1.3 AMF的分离鉴定

根际土采用湿筛原倾斜蔗糖离心法分离提取 AMF

孢子[21]遥

参照叶中国丛枝菌根真菌资源与种质资源曳[3]中描

述的各属特征及近几年发表的相关分类文献资料

[2,4,21,22]袁同时参照国际 AM菌种保藏中心关于种属

的描述及图片对 AMF进行属种的鉴定遥

1) AMF种的丰度 (species richness袁SR)院SR指茶

树根际每 100 g土壤中 AMF种的数目曰

2) AMF分布频度(frequency袁F)院

F=某一个属或种出现的样方数/总样方数伊100%遥

1.4 茶树根际 AMF群落相似性系数测定

按 S准renson 系数公式计算不同样地茶树根际

AMF群落组成相似性系数[16]院

Cs=2 j/ (a+b)

式中:j 为两样地茶树根际共同存在的 AMF种类数目曰

a为某样地茶树根际的 AMF种类数目曰b 为另一样地

茶树根际存在的 AMF种类数目遥 将 AMF群落物种相

似度划分为院极低(<0.20)尧低(< 0.21耀 0. 40 )尧中(0.41耀

0.60)尧高(0.61耀0.80)袁以及极高(0.80耀1.00)遥

1.5 数据处理

使用 Excel 2007 进行数据初步整理分析 , 采用

SPSS 16.0软件对数据进行 Independent Samples Test

统计分析遥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茶树根的 AMF侵染情况

通过醋酸墨水法染色和镜检可知袁所有样地的茶

树根系均有被 AMF侵染渊表 2冤袁形成典型的丛枝菌根

结构渊图 1A冤袁具根外菌丝渊图 1B冤尧根内菌丝(图 1C)及

孢子(图 1D)袁在根皮层细胞间隙或根细胞内形成数量

可观袁形状多样渊圆球形尧椭圆形尧棒形或不规则形冤的

泡囊(图 1E)遥

由表 2可知袁AMF侵染率在 12%耀100%袁在 28份

样本中有 8个样本的 AMF侵染率达 100%袁平均侵染

率达 68.4%袁说明武夷山市洋庄水仙茶树根部 AMF侵

染率较高遥

28份样本中袁一般水仙渊n=19冤的 AMF侵染率平

均值为渊68.41依6.83冤%袁老丛水仙渊n=9冤的 AMF 侵染

率平均值为渊71.41依6.55冤%袁 t 检验表明袁老丛水仙与

一般水仙的 AMF侵染率无显著差异(P﹥0.05冤遥 根际

各土壤类型 AMF侵染率分别为院沙质渊68.95依28.46冤%

渊n=16冤尧粘土渊46.10依33.79 冤%渊n=2冤尧黄壤土渊56.00依

15.17 冤%渊n=5冤尧木屑土渊70.001依4.14 冤%渊n=2冤尧腐殖

土渊100依0.00冤%渊n=3冤袁t 检验表明院腐殖土与黄壤土尧

腐殖土与粘土间的 AMF 侵染率有显著差异 渊P﹥

0.05冤袁其他土壤类型间的 AM侵染率无显著差异渊P﹥

0.05冤遥 这说明土壤类型对茶树根系的 AMF侵染有一

定影响遥

表 2 不同样地茶树根样的 AMF侵染率

Tab. 2 AMF infection rate of each tea root samples

%

图 1 水仙茶树 AMF侵染情况

A院丛枝曰B院根外菌丝曰C院根内菌丝曰D院根内孢子曰E院泡囊

Fig.1 The AMF inf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huixian tea plant

A院arbusoule曰B院external hypha曰C院intraradical hypha曰

D院spores within the roots曰E院vasicle

1 20.00 15 50.00

2 60.00 16 80.00

3 12.00 17 60.00

4 42.50 18 100.00

5 76.00 19 100.00

6 22.20 20 100.00

7 70.00 21 100.00

8 50.00 22 100.00

9 60.00 23 100.00

10 40.00 24 80.00

11 72.73 25 70.00

12 70.00 26 100.00

13 100.00 27 50.00

14 80.00 28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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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茶树根际土壤中 AMF的种属构成与分布特征

从武夷山市洋庄水仙茶园 28个采样地的茶树根

际土中共分离鉴定出 3属 26种 AMF袁 其中球囊霉属

Glomus16 种袁 占总种数的 61.5%曰 无梗囊霉属 A鄄

caulospora9 种袁 占总种数的 34.6%曰 盾巨孢囊霉属

Scutellospra1种袁占总种数的 3.8%遥其中袁球囊霉属 16

种分别是聚丛球囊霉渊Glomus aggregatum冤尧褐色球囊

霉渊G. badium冤尧明球囊霉渊G. clarum冤尧长孢球囊霉渊G.

dolichosporum冤尧象牙白球囊霉渊G. eburneum冤尧团集球

囊霉渊G. glomerulatum冤尧宽柄球囊霉渊G. magnicaule冤尧

木薯球囊霉渊G. manihotis冤尧悬钩子状球囊霉渊G. rubi鄄

forme冤尧美丽球囊霉渊G. formosanum冤尧透光球囊霉渊G.

diaphanum冤尧粘屑球囊霉渊G. spurcum冤尧白色球囊霉

渊G. albidum冤尧晕环球囊霉渊G. halontum冤尧黑球囊霉渊G.

melanosporum冤尧粗柄球囊霉渊G. pachycalis冤曰无梗囊霉

属 9种分别是双网无梗囊霉 渊Acaulospora bireticula鄄

ta冤尧光壁无梗囊霉渊A. laevis冤尧丽孢无梗囊霉渊A. ele鄄

gans冤尧凹坑无梗囊霉渊A. excavata冤尧詹氏无梗囊霉渊A.

gerdemannii冤尧尼氏无梗囊霉渊A. nicolsonii冤尧刺无梗囊

霉渊A. spinosa冤尧皱壁无梗囊霉渊A. rugosa冤及疣状无梗

囊霉渊A. tuberculata冤遥 盾巨孢囊霉属 1种为美丽盾巨

孢囊霉渊Scutellospra calospora冤遥

各样地 AMF种的丰度及其分布频度情况见表 3袁

从表 3可以看出袁分布频度大于 50 %的有 6种袁分别

是聚丛球囊霉尧明球囊霉尧宽柄球囊霉尧木薯球囊霉尧

粘屑球囊霉和光壁无梗囊霉曰其中光壁无梗囊霉的分

布频度最高袁达 89.3%袁为武夷山市洋庄水仙茶树根

际优势种曰 分布频度在 30%耀50%之间的常见种有 5

种袁即长孢球囊霉尧团集球囊霉尧晕环球囊霉尧粗柄球

囊霉和凹坑无梗囊霉曰分布频度小于 10%的稀有种有

悬钩子状球囊霉尧黑球囊霉尧丽孢无梗囊霉和皱壁无

梗囊霉等 4种袁其中丽孢无梗囊霉仅在第 5个样地有

表 3 武夷山洋庄茶区各样地 AMF种的丰度及其分布频度

Tab.3 The AMF species richness and distribution frequence of each tested plots in Yangzhuang tea area of Wuyishan city

聚丛球囊霉 Glomus aggregatum 垣 垣 原 垣 垣 垣 原 垣 垣 垣 垣 - - - 垣 - - - - 垣 垣 - 垣 垣 - 垣 垣 垣 60.7

褐色球囊霉 G. badium 原 垣 原 垣 原 垣 原 原 原 原 垣 - 垣 - - - - - - - - - - 垣 垣 垣 - - 28.6

明球囊霉 G. clarum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垣 垣 垣 垣 垣 - -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 垣 垣 垣 - 垣 - 垣 垣 60.7

长孢球囊霉 G. dolichosporum 垣 垣 垣 原 垣 原 垣 垣 垣 原 垣 垣 - - - - 垣 - - - - - - - - - 垣 - 39.3

象牙白球囊霉 G. eburneum 原 原 原 垣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垣 - - - - - - - - - - 垣 垣 - - - - - 14.3

团集球囊霉 G. glomerulatum 原 原 垣 原 垣 垣 垣 原 原 垣 垣 垣 垣 - - - - - - - - 垣 - - - - - - 32.1

宽柄球囊霉 G. magnicaule 原 垣 原 原 原 原 垣 原 垣 垣 垣 垣 垣 -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 - - 垣 - 60.7

木薯球囊霉 G. manihotis 原 原 垣 原 原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 垣 垣 垣 - -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 71.4

悬钩子状球囊霉 G. rubiforme 原 原 原 原 垣 原 原 原 原 原 - - - - - - - - - 垣 - - - - - - - - 7.1

美丽球囊霉 G. formosanum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垣 原 原 原 - - - - - 垣 - - - - - - - - - - 垣 - 10.7

透光球囊霉 G. diaphanum 垣 垣 垣 原 原 原 原 垣 原 垣 - - - - - - - - - - - 垣 - - 垣 - - - 25.0

粘屑球囊霉 G. spurcum 原 垣 垣 垣 原 垣 垣 原 垣 垣 垣 垣 - 垣 - - - - - - - - 垣 垣 垣 - - 垣 50.0

白色球囊霉 G. albidum 原 垣 原 原 垣 原 原 原 原 垣 垣 - - - - - - - - - - - - - - - - - 14.3

晕环球囊霉 G. halontum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垣 原 原 垣 - - 垣 垣 - - 垣 垣 - 垣 - 垣 - - - 垣 - 32.1

黑球囊霉 G. melanosporum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垣 垣 - - - - - - - - - - - - - - - - - 7.1

粗柄球囊霉 G. pachycalis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 垣 - 垣 - -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 - 垣 42.9

双网无梗囊霉 Acaulospora bireticulata 原 原 垣 垣 垣 垣 原 垣 垣 原 - - - 垣 - - - - - 垣 - - - - - - 垣 - 32.1

光壁无梗囊霉 A. laevis 垣 垣 垣 原 原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垣 89.3

丽孢无梗囊霉 A elegans 原 原 原 原 垣 原 原 原 原 原 - - - - - - - - - - - - - - - - - - 3.6

凹坑无梗囊霉 A. excavata 原 垣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垣 - - 垣 垣 垣 - 垣 垣 - 垣 - 垣 垣 垣 垣 垣 - 46.4

詹氏无梗囊霉 A. gerdemannii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垣 - - - - 垣 - - 垣 - - - - - - 垣 - - 垣 17.9

尼氏无梗囊霉 A. nicolsonii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垣 原 原 垣 - 垣 垣 垣 - - - - - - - - - - - - - - 17.9

刺无梗囊霉 A. spinosa 原 原 原 原 原 垣 原 原 原 垣 - - 垣 - - 垣 垣 - - - - - - - - - - - 17.9

皱壁无梗囊霉 A. rugosa 原 原 原 原 垣 垣 原 原 原 原 - - - - - - - - - - - - - - - - - - 7.1

疣状无梗囊霉 A. tuberculata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垣 垣 原 原 垣 - - - 垣 - - - - - 垣 垣 - - - - - 垣 25.0

美丽盾巨孢囊霉 Scutellospra calospora 原 原 原 原 垣 原 原 垣 原 原 - - - - 垣 垣 垣 - - - 垣 - - 垣 - 垣 - - 28.6

SR 4 9 7 5 9 9 10 10 8 13 15 7 7 8 10 7 7 8 7 7 10 9 10 8 9 6 10 7

注院垣表示该样地出现 AMF曰原表示该样地未出现 AMF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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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遥

不同采样地茶树根际的 AMF物种丰度渊SR冤表现

出较大的差异袁各样地的 SR值在 4耀15之间袁其中第

11个采样地的茶树 AMF的种类最多袁SR值为 15袁占

AMF总种数的 57.7%袁 而第 1个采样地只分离鉴定出

3种袁占 AMF总种数的 11.5%遥 虽然有的样地 SR值相

同或接近袁但其种类组成却有较大的差异袁这也反映出

武夷山市洋庄茶园水仙茶树根际 AMF的丰富性遥

2.3 不同茶树类型及根际土壤类型的 AMF群落相

似性

从一般水仙茶树根际土壤分离鉴定出 AMF 26

种袁而从老丛水仙茶树根际土壤仅分离鉴定出 AMF23

种曰皱壁无梗囊霉尧丽孢无梗囊霉尧悬钩子状球囊霉是

一般水仙的特有种遥 一般水仙和老丛水仙之间 AMF

群落 S准renson 相似性系数为 0.94袁AMF群落相似度

极高袁 说明水仙茶树根际土壤 AMF群落构成与茶树

生长年龄无关遥

研究分别从水仙茶树根际沙质土尧粘土尧黄壤土袁

木屑土和腐殖土分离鉴定出 AMF为 26尧15尧20尧9 和

11种曰沙质土的 AMF物种丰度最高袁木屑土的 AMF

物种丰度最低曰5种土壤类型的共有种是光壁无梗囊

霉尧宽柄球囊霉和明球囊霉袁丽孢无梗囊霉是沙质土

的特有种曰 不同根际土壤类型 AMF群落 S准renson相

似性系数在 0.46耀0.87 渊表 4冤袁 沙质土与黄壤土间的

AMF群落相似性极高袁粘土与沙质土尧粘土与黄壤土

间的 AMF群落相似性高袁其他土壤类型间 AMF群落

相似度在 0.46耀0.59间袁均属中等水平遥这说明不同根

际土壤类型间 AMF物种多样性差异显著袁 水仙茶树

根际土壤 AMF群落构成与土壤类型有关遥

表 4 不同根际土壤类型 AMF群落 S准renson

相似性系数

Tab.4 S准renson similarity coefficient of AMF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rhizosphere soil type

3 讨论

茶树属于菌根依赖性较强的植物袁但不同地区茶

树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率存在着差异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

武夷山市洋庄水仙茶树根部 AMF 侵染率在 12%耀

100%袁平均侵染率达 68.4%遥 据报道袁安徽茶区茶树

AMF 侵染率在 36%耀95%袁平均达 86% [16]袁豫南茶园

的 AMF侵染率平均为 66.9%[13]袁而贵州茶区茶树 AMF

平均定殖率和侵染率分别只有 36.6%和 7.01%[23]遥 茶树

根系 AMF侵染与土壤因子显著相关袁 不同土壤因子

对 AMF侵染率的贡献不同[11,23]遥 腐殖土与黄壤土尧腐

殖土与粘土间的 AMF侵染率有显著差异袁 也说明土

壤类型对茶树根系的 AMF侵染有一定影响遥

中国不同茶区茶树根际 AMF属种构成存在显著

差异遥从武夷山市洋庄水仙茶园共分离鉴定出 3属 26

种 AMF袁其中球囊霉属 16种袁无梗囊霉属 9种袁盾巨

孢囊霉属 1种袁球囊霉属为该研究区优势属袁聚丛球

囊霉尧明球囊霉尧宽柄球囊霉尧木薯球囊霉尧粘屑球囊

霉和光壁无梗囊霉共 6种的分布频度大于 50%袁为该

研究区常见种袁 其中光壁无梗囊霉的分布频度最高袁

为武夷山市洋庄水仙茶树根际优势种遥 据报道袁安徽

省茶区茶树 AMF有 3 属 36 种袁无梗囊霉属渊16 种冤

为优势属袁缩管柄囊霉渊Funneliformis constrictum冤是

优势种[16]曰山东省崂山是中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茶区,

AMF有 3 属 22 种, 无梗囊霉属的分布频度最高袁光

壁无梗囊霉 (Acaulospora laevis)尧 波状无梗囊霉(A鄄

caulospora undulata)和隐球囊霉(Glomus occultum)为

该茶区不同种植园的优势种[14]曰河南省豫南茶园 AMF

有 4属 12种袁其中球囊霉属渊6种冤为优势属袁光壁无

梗囊霉(Acaulospora laevis)尧聚丛球囊霉(Glomus aggre鄄

gatum)尧幼套球囊霉(Glomus etunicatum)是该区茶园优

势种[13]曰邢丹等从贵州省不同茶树种植区分离出 AMF4

属 31种袁其中球囊霉属 18种袁无梗囊霉 9种[15]遥 从研

究结果及相关报道可以看出袁我国茶区茶树根际 AMF

的优势属都为球囊霉属或无梗囊霉属袁 但不同茶区的

AMF物种构成与优势种存在明显差异袁即不同茶区的

AMF多样性存在显著差异遥 尽管 AMF是否具有地带

性分布特征仍然存在广泛争议[24]袁但很多研究[24-28]表明

沙质土 0.73 0.87 0.51 0.59

粘土 要 0.69 0.50 0.46

黄壤土 要 要 0.55 0.58

木屑土 要 要 要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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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F的多样性受到各种非生物因子和生物因子的影

响袁 在不同生态系统中 AMF多样性表现出明显的差

异袁土壤因子渊包括土壤类型尧土壤 pH值尧土壤养分和

土壤结构等冤 是影响 AMF真菌多样性的重要因子之

一遥 对不同根际土壤类型的 AMF群落 S准renson相似

性分析结果也说明不同根际土壤类型间 AMF物种多

样性差异显著遥

对一般水仙和老丛水仙的 AMF侵染率及 AMF

群落 S准renson相似性进行统计分析袁结果表明院老丛

水仙与一般水仙的 AMF侵染率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渊P﹥0.05冤袁两者之间 AMF群落 S准renson相似性

也极高袁 从一般水仙茶树根际土壤分离出的 AMF数

还比老丛水仙的多袁 即老丛水仙茶树根际没有 AMF

特有种袁这些分析结果说明老丛水仙与一般水仙茶品

质上差异与 AMF 无关袁 老丛水仙茶的特殊香气或

野丛味冶品质形成的机理有待从茶树本身生化代谢尧基

因表达与调控等方面进一步研究遥

参考文献:

[1] 何新华,段英华,陈应龙,等.中国菌根研究 60年:过去尧现在

和将来[J].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12, 42(6):431-454.

[2] 王幼珊,刘润进.球囊菌门丛枝菌根真菌最新分类系统菌种

名录[J].菌物学报,2017,36(7):820-850.

[3] 王幼珊,张淑彬,张美庆.中国丛枝菌根真菌资源与种质资源

[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5-104.

[4] 王幼珊,张淑彬,殷晓芳,等.中国大陆地区丛枝菌根真菌菌

种资源的分离鉴定与形态学特征[J]. 微生物学通报,2016,43

(10): 2154-2165.

[5] 林先贵,郝文英.不同植物对 VA菌根的依赖性[J].植物学报,

1989,31(9):721-725.

[6] 李远华,郑芳,倪德江,等.茶树接种 VA 菌根的生理特性研

究[J].茶叶科学, 2011,31(6):504-512.

[7] 夏庭君,吴强盛,邵雅东,等.丛枝菌根真菌对福鼎大白茶生

长尧 侧根数和根系内源激素的影响 [J]. 广西植物,2018,38

(12):1635-1640.

[8] 王曙光,林先贵,董元华,等.丛枝菌根(AM)对无性繁殖茶苗

生长及茶叶品质的影响[J].植物学通报,2002,19(4):462-468.

[9] 赵青华袁孙立涛袁王玉袁等.丛枝菌根真菌和施氮量对茶树生

长尧 矿质元素吸收与茶叶品质的影响 [J]. 植物生理学报袁

2014,50 (2):164-170.

[10] 南雪芹.不同丛枝菌根真菌(AMF)对茶树生长及耐盐性的

影响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袁2016.

[11] 高秀兵,陈娟,郭灿,等.茶树丛枝菌根真菌的研究进展[J].贵

州农业科学,2011, 39 (9 ):122-126.

[12] 吴铁航,郝文英,林先贵,等.红壤中 VA 菌根真菌(球囊霉

目)的种类和生态分布[J].真菌学报,1995, 14(2):81-85.

[13] 卢东升,吴小芹.豫南茶园 VA菌根真菌种类研究[J].南京

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33-36.

[14] 吴丽莎,王玉,李敏,等. 崂山茶区茶树根围 AM真菌多样性

[J]. 生物多样性,2009, 17 (5): 499-505

[15] 邢丹,张爱民,李珍,等.贵州茶树丛枝菌根真菌资源及其种

属的形态特征[J].贵州农业科学,2015,43(10);102-106.

[16] 刘辉,陈梦,黄引娣,等.安徽茶区茶树丛枝菌根真菌多样性

[J].应用生态学报,2017,28(9):2897-2906.

[17] 陈德华,陈桦,刘宝顺,等. 武夷岩茶当家品种:水仙[J].福建

茶叶,2011,33(3):39-43.

[18] 姜攀,王明元,卢静婵.福建漳州常见药用植物根围的丛枝

菌根真菌[J].菌物学报,2012,31(5):676-689.

[19] 董怡然,张秀英,陈熙,等.福建省自然分布的野鸦椿根围土

壤中丛枝菌根真菌多样性分析[J].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8,27(3):79-86.

[20] 杨亚宁,巴雷,白晓楠,等.一种改进的丛枝菌根染色方法[J].

生态学报,2010,30(3):774-779.

[21] 刘润进,陈应龙.菌根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援

[22] 李岚岚,李增平,陈熠.无梗囊霉属真菌的分类特征及国内

分布[J].热带生物学报,2015,6(3):335-346.

[23] 高秀兵,陈娟,赵华富,等.贵州地方种茶树根系丛枝菌根真

菌的侵染特征[J].西南农业学报, 2016, 29(6):1328-1335.

[24] 杨海水,熊艳琴,王琪,等.AM真菌物种多样性:生态功能尧影

响因素及维持机制[J].生态学报, 2016,36(10):2826-2832.

[25] 向丹,徐天乐,李欢,等.丛枝菌根真菌的生态分布及其影响

因子研究进展.生态学报袁2017,37(11):3597-3606.

[26] 王发园,刘润进.环境因子对 AM真菌多样性的影响[J].生

物多样性,2001, 9(3):301-305.

[27] 张美庆,王幼珊,刑礼军.环境因子和 AM真菌分布的关系

[J].菌物系统,1999, 18(1):25-29.

[28] 盖京苹,刘润进.土壤因子对野生植物 AM真菌的影响[J].

应用生态学报袁2003, 14 (3):470-472.

6窑 窑



An Investigation on Diversity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in

the Rhizosphere of Shuixian Tea Tree in

Yangzhuang Tea Area of Wuyishan City

LI Guoping, SHENG Dan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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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院To determine the infe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versity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MF) in the rhizosphere of Carmel鄄

lia sinensis CV. Fujian Shuixian in Yangzhuang tea area of Wuyishan City in Fujian Province, the AMF infection rate and the series of in鄄

fection were measured by using an improved acetic acid ink staining method. The AMF specie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by wet sieving

sieve-inclined sucrose centrifugation method and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MF infection rate of all

tested root samples ranged from 12% to 100%,with an average of 68.4%. The type of rhizosphere soil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AMF in鄄

fection of tea plant roo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oot AM infection rate between old aged Shuixian tea tree and young Shuix鄄

ian tea tree. There were abundant tea AMT resources in Yangzhuang tea area of Wuyishan City in Fujian Province. A total of 26 species

belonging to 3 genera of AMF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from tested soil samples. There were 16 species in Glomus, 9 species in A鄄

caulospora, 1 species in Scutellospra. Among them, Glomus aggregatum, G. clarum, G. magnicaule, G. manihotis, G. spurcum and A鄄

caulospora laevis were the common species because their distribution frequence was all bigger than 50%. Acaulospora laevis was consid鄄

ered as the dominant species with a distribution frequence up to 89.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MF species richness of rhi鄄

zosphere soil between different tested plots. The analysis of S准renson similarity coefficient indicated that the communities of AMF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ype of rhizosphere soil, and had no correlation with the growing age of tea tre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鄄

ference in both of AM infection rate and AMF communities between the old aged Shuixian tea tree and young Shuixian tea tree,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ea qualit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MF in two kinds Shuixian tea trees.

Key words院Shuixian tea tree;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diversity; infection characteristics Yangzhuang tea area of Wuyis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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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作为世界三大无醇饮料之一袁含有多种营养成

分及功能因子遥 其中茶多酚为茶叶的主要功能性成

分袁占干物质总量 20%~30%袁茶叶中还含有 30 多种

氨基酸袁总含量为 3%~5%[1]遥 茶多酚能明显抑制血清

胆固醇[2]袁具有消炎抑菌尧降低血脂尧降血糖尧降血压尧

抗衰老尧抗辐射及防癌等作用[3]遥 研究表明袁猕猴桃果

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尧矿物质尧氨基酸等袁具有降血

压尧降血脂尧防癌治癌及治疗烧伤等作用[4]遥

虽然茶酒[5-8]或猕猴桃果酒 [9-21]研究已逐渐兴起袁

但将茶与水果结合发酵的茶果酒研究却少之又少遥以

武夷山特有的肉桂茶和市售的新鲜猕猴桃为主要原

料袁 通过向经过微波浸提的茶汤中加入鲜榨猕猴桃

汁袁接种酵母菌发酵袁制得具有茶香尧口感香甜尧富含

茶多酚的发酵酒遥猕猴桃茶果酒不仅符合现在人们对

健康饮食的追求袁而且口感独特袁同时为充分开发中

低档茶叶提供很好的加工方法遥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猕猴桃尧小苏打尧柠檬酸尧蔗糖尧肉桂茶叶等均为

市售曰安琪果酒专用酵母袁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遥

1.2 仪器与设备

粉碎机 FW100袁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曰

WP-UP-UV-20纯水机袁四川沃特尔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曰OHAUS(STARTER 3C) pH计袁奥豪斯仪器渊上海冤

有限公司曰POCKET REFRACTOMETER PAL-1 糖度

计日本制造曰循环水多用真空泵 SHB-芋袁郑州长城科

工贸有限公司曰电子天平 CP4102袁上海精密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曰蒸馏装置袁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曰恒

温培养箱 ZDP-AZ2050A袁上海慧泰仪器有限公司曰海

尔冰箱 BCD-206TCX N袁海尔集团曰酒度计袁上海精密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曰苏泊尔榨汁机袁浙江苏泊尔股份

有限公司曰恒温水浴锅 HH-4袁常州国华电子有限公司曰

净化工作台 SW-CJ-IFD袁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等遥

1.3 方法

1.3.1 工艺流程

1.3.2 操作要点

采用微波辅助萃取法[22]提取茶叶中的茶多酚和其

它元素袁萃取前将茶叶粉碎袁按比例加入纯水袁微波加

热 5 min使茶叶中的可溶物尽量溶出袁待茶汤稍微冷

却后抽滤出茶汤遥

选取成熟无腐烂猕猴桃袁去皮后用榨汁机捣碎遥

猕猴桃汁和茶汤按一定比例混合袁混合发酵液用

发酵型猕猴桃茶果酒工艺

廖傅平

渊福建省邵武市进士碎铜茶业有限公司袁 福建 邵武 354000冤

摘 要院以新鲜猕猴桃和肉桂茶为原料袁通过液态发酵制成猕猴桃茶果酒遥 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对其酿造

工艺进行优化袁结果表明院发酵温度 26 益袁接种量 1 %袁猕猴桃果肉与茶汤比 1颐2袁发酵初始 pH值为 3.5曰产品的酒精度为

5.6%袁可溶性固形物 4.35% 袁pH值为 3.9袁总酸度 5.7 g/L袁感官评分 93分袁口感符合饮品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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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和小苏打调节发酵初始 pH值袁加入 80 g的蔗

糖袁蔗糖的加入可提高发酵液的糖度袁最后加入果酒

酵母遥

发酵完成后袁用四层纱布过滤遥

巴斯德灭菌法袁 即将发酵过滤后的茶果酒装瓶袁

放在水浴中袁中心温度 63 益袁保持 20 min遥

1.3.3 猕猴桃茶果酒品质评定方法

酒精度测定参照 GB/T 15038要1994 叶葡萄酒尧果

酒通用试验方法曳袁总酸测定参照叶酿酒分析与检测曳

[23]袁总糖的测定采用糖度计测量袁金属含量测定采用火

焰原子吸收光谱法遥

对茶果酒进行感官评价袁 并分别对茶果酒外观尧

香气尧口感袁及整体风格进行评分[24]袁感官评价评分表

如表 1所示遥

表 1 猕猴桃茶果酒感官评价标准

Tab.1 Sensory evaluation criteria of kiwi fruit wine

1.3.4 猕猴桃茶果酒工艺优化单因素实验

分别选取猕猴桃果肉与茶汤比 1颐3尧 接种量 3%尧

初始 pH 值 3.5尧发酵温度 26 益为试验基本条件袁以发

酵液糖度为测定指标袁重复测定 3次取平均值遥

1.3.5 猕猴桃茶果酒工艺优化正交实验设计

在单因素基础上试验基础上袁采用 L16(4
4)正交表袁

设计 4因素 4水平试验袁优化发酵工艺条件袁请十名参

与者对猕猴桃茶果酒外观尧香气尧口感袁及整体风格进

行感官评价袁重复 3次袁感官得分以平均值计袁感官评

价标准如表 1所示遥正交试验因素和水平如表 2所示遥

表 2 优化发酵条件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

Tab.2 Factors and levels of orthogonal test for optimization

of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单因素试验结果分析

2.1.1 猕猴桃果肉与茶汤比对发酵的影响

固定温度尧接种量尧pH值在猕猴桃果肉与茶汤比

分别为 1颐2尧1颐3尧1颐4尧1颐5的条件下发酵袁发酵过程糖度

的变化如图 1所示袁从图中可以看出当猕猴桃果肉与

茶汤比为 1颐1时虽然发酵速率适中袁 但启动发酵速率

过慢且发酵并不彻底遥而猕猴桃果肉与茶汤比为 1颐3和

1颐4时均为发酵速率过快袁 过快的发酵不利于发酵液

中风味物质的形成[25]袁不利于茶果酒的品质遥 反观 1颐2

的猕猴桃果肉与茶汤比无论是启动发酵还是中后段

发酵速率都适中袁发酵的周期适中袁对茶果酒的品质

有益袁是四个猕猴桃果肉与茶汤比最适合的一个遥

图 1 不同发酵液配比对发酵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fermentation broth ratio on sugar

content of fermentation broth

2.1.2 发酵液 pH值对发酵的影响

固定温度尧接种量尧猕猴桃果肉茶汤比在发酵初

始 pH值分别为 3.0尧3.5尧4.0尧4.5的条件下进行酒精发

酵袁发酵过程糖度变化如图 2所示遥可看出 pH值对发

酵的影响并不如猕猴桃果肉茶汤的大袁 但依旧有差

别袁初始 pH值为 4.0和 4.5是发酵启动较慢袁整体发

酒色清亮透
明,呈茶黄色,
无杂质漂浮
物

有明显的
酒香气味 ,
香味醇厚

口味香醇 ,
口味协调袁
茶酒味适
中

风味优美袁
口味甜美
独特袁完美
型

80~100

酒色清亮透
明,无漂浮物,
颜色略带褐
色或偏白

有明显的
酒香味 ,另
伴有少许
异味

口味好袁有
茶味袁稍有
苦涩

口味独特袁
风味完好

40~70

酒色混浊不
清, 酒中含有
絮状漂浮物

没有明显
的酒香味

酒口味单
薄袁无明显
茶酒袁带有
异味

风味欠佳 0~30

1 22 1颐1 3.0 0.5

2 24 1颐2 3.5 1.0

3 26 1颐3 4.0 1.5

4 28 1颐4 4.5 2.0

发酵时间/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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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速率都偏慢遥 而 pH值为 3.0和 3.5时发酵速率适

中袁 但 pH值为 3.5时发酵比 3.0彻底遥 因此发酵 pH

值选 3.5最合适遥

图 2 不同初始 pH值对发酵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pH value on sugar content of fermentation broth

2.1.3 接种量对发酵的影响

固定发酵温度袁猕猴桃果肉与茶汤比袁初始 pH值

在接种量分别为 1%尧3%尧5%尧9%的条件下进行发酵袁

发酵过程中糖度的变化如图 3所示遥 从图中可以看出

接种量为 9%和 5%时发酵速度过快袁 发酵周期短袁接

种量为 1%时发酵速率最慢袁 这个速率无论是从启动

发酵还是中期发酵速率都却比较适合发酵遥 而 3%的

接种量虽然也可以作发酵接种量袁但在发酵中后期速

度偏快且考虑的成本的问题所以应舍弃袁因此最适的

接种量为 1%遥

图 3 不同酵母接种量对发酵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yeast agent on sugar content of fermentation broth

2.1.4 温度对发酵的影响

固定猕猴桃果肉与茶汤比袁 初始 pH值和接种量

三个因素袁进行发酵温度分别为 20尧23尧26尧30 益的单

因素实验遥 温度单因素实验过程时袁由于 20 和 22 益

的发酵较缓慢袁 导致整批数据相比其他因素长了两

天袁过长的发酵时间增大发酵液中杂菌污染的风险[22]袁

且无益于酒风味的形成袁 发酵过程中糖度变化如图 4

所示袁综合启动发酵速率袁发酵速率袁发酵周期考虑袁

26 益为最适发酵温度遥

图 4 不同温度对发酵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fermentation temperature on sugar

content of fermentation broth

2.2 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采用 L16(4
4)正交试验综合考察 4个因素对猕猴桃

茶果酒品质的影响袁试验结果如表 3所示遥

表 3 猕猴桃茶果酒正交试验结果

Tab.3 Orthogonal test results of kiwi fruit tea wine

由极差分析可知袁影响猕猴桃茶果酒品质的主次

因素顺序为院猕猴桃果肉茶汤比>发酵温度>发酵液初

始 pH值>接种量遥猕猴桃茶果酒发酵制备的最佳工艺

条件组合为院A3B2C2D2袁对结果分析后得到最终工艺参

数为接种量 1%尧发酵温度 26 益尧猕猴桃果肉与茶汤

比 1颐2尧初始 pH值为 3.5遥

为验证所得结果的正确性袁在最佳条件组合下进

行 3次重复试验袁得到酒液酒精度 5.6%袁可溶性固形

物 4.35%袁pH值为 3.9袁总酸度 5.7 g/L袁样品中重金属

铅铜含量均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26]遥

发酵时间/d

发酵时间/d

1 1 1 1 1 71
2 1 2 2 2 91
3 1 3 3 3 73
4 1 4 4 4 68
5 2 1 2 3 83
6 2 2 1 4 84
7 2 3 4 1 79
8 2 4 3 2 84
9 3 1 3 4 78

10 3 2 4 3 90
11 3 3 1 2 86
12 3 4 2 1 89
13 4 1 4 2 76
14 4 2 3 1 85
15 4 3 2 4 81
16 4 4 2 3 69
K1 75.750 77.000 77.500 81.000
K2 82.500 87.500 86.000 84.250
K3 85.750 79.750 80.000 78.750
K4 77.750 77.500 78.250 77.750
R 10.000 10.500 8.500 6.500

发酵时间/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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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mentation Process of Kiwi Fruit Tea Wine

LIAO Fuping
渊Shaowu Jinshisuitong Tea Co., Ltd., Shaowu, Fujian 35400冤

Abstract院Fresh kiwi and Rougui tea were used as the raw materials. The process parameters for the fermentation of kiwi fruit tea wine

were optimized using single-factor experiments and orthogonal methodology. The opti mal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were determined to be

as follows院fermentation temperature袁26 益曰initial pH value 3.5, yeast inoculum 1% and ratio of kiwi fruit pulp to tea soup 1颐2. Under

these optimal conditions袁the wine liquor were 5.6%, 4.35%, 3.9 and 5.7 g/L, respectively, and the sensory evaluation score was 93.

Key words院fermented fruit wine; kiwi fruit; Rougui tea; fermented wine; process optimization

渊责任编辑院叶丽娜冤

3 结论

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袁采用正交试验进行分析确

定猕猴桃茶果酒较佳工艺组参数院猕猴桃果肉与茶汤

比 1颐2尧接种量 1%尧初始 pH值 3.5尧发酵温度 26益遥在

此条件下袁 酒液酒精度 5.6%袁 可溶性固形物 4.35%袁

pH值为 3.9袁总酸度 5.7 g/L袁感官评分 93分袁茶果酒

呈淡黄色袁酒色透明清亮袁酒香味明显袁口感香醇袁符

合人们对健康饮品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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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色氨酸是一种芳香族氨基酸袁带有苯环和吲哚

基[1-3]袁乙醇溶液中稍微溶解袁偏碱溶液中性质稳定[4]遥

L-色氨酸在食物中含量较为丰富[5]袁具有治疗癞皮症

和舒缓疼痛等作用[6-9]袁通过化学法合成时袁有周期长尧

价格昂贵等缺点[10]遥 L-色氨酸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袁

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11]袁通过基因工程菌等微生物合

成 L-色氨酸袁成本低廉[12-13]遥 色氨酸分离方法有离子

交换法[14-16]尧结晶法尧有机溶剂萃取法等[17]遥 其中离子

交换法操作方便尧成本低袁离子交换树脂是离子交换

法中最常用的吸附剂袁分为阳离子交换树脂和阴离子

交换树脂[18-20]遥 采用可见分光光度法[21]等方法来检测

L-色氨酸遥 拟选用 717阳离子树脂对 L-色氨酸进行

吸附和洗脱袁探究实验的最优条件袁最后将转化液按

照最优条件进行提取袁通过蒸发尧浓缩和结晶得到产

物遥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主要试剂

酵母粉尧 抗生素氨苄青霉素尧D-乳糖尧 鱼粉蛋白

胨尧吐温-80尧5%磷酸吡哆醛溶液(g/L)尧层析展开剂尧L-

色氨酸标准液尧0.5%的茚三酮 (g/L)尧2 mol/L的氢氧化

钠尧2 mol/L的盐酸溶液等遥 层析展开剂院正丁醇颐冰醋

酸颐水=4颐1颐2遥 GI100T型高压蒸汽灭菌锅尧PHS-3C型

pH计尧WT-ZNO型洁净工作台尧ZHCI-ENG型恒温振

荡培养箱尧GL-10MC立式高速冷冻离心机 (上海允延

仪器有限公司)尧R205B旋转蒸发仪 (上海申胜有限公

司)尧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遥

1.2 菌种处理

色氨酸合成酶基因工程菌解冻袁取 2只装有 3 mL

Luria-Bertani液体培养基渊LB培养基冤的试管袁每管加

入 200 滋L菌种和 7 滋L氨苄青霉素袁然后放入摇床培

养袁设置摇床培养条件为 37 益尧170 r/min尧10 h袁通过

这一步得到第一代活性菌遥 再按照上述步骤进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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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尧第三代菌种的活化袁三代活化结束后取 1 mL甘油

和水(1颐1)的混合液放入保种管中袁再加入 1 mL菌液遥

菌种发酵和离心后放入冰箱冷冻室中保藏备用遥

1.3 转化液的制备

1 mL表面活性剂渊磷酸吡哆醛冤尧100 滋L的吐温-

80袁后加入 1 g的 L-丝氨酸和 1.1 g的吲哚袁搅拌均匀

后调节 pH值为 8.0袁 加入色氨酸合成酶基因工程菌

0.01 g袁定容到 100 mL袁放入摇床渊37 益尧170 r/min尧10 h冤

培养袁再放入高速离心机(4 益尧10 000 r/min尧20 min)

中离心袁离心结束后取上层清液袁用取样针吸 5 滋L上

清液进行点样分析遥

1.4 L-色氨酸标准曲线绘制

配制 10%尧5%尧2.5%尧1.25%尧0.625%五种体积

分数(g/L)的色氨酸标准液袁准备五只试管袁每只试管

中先加入 2 mL 0.5%茚三酮袁 再分别加入上述五种体

积分数的色氨酸 2 mL袁待试管中溶液显蓝紫色后袁测

其吸光值袁并绘制出标准曲线遥

1.5 吸附试验

1.5.1 阳离子交换树脂预处理

称取 717树脂 50 g袁加入纯水反复搅拌袁直至洗

掉树脂中的悬浮颗粒和杂质后将水倒出袁然后用纯水

浸泡 2 h 后倾出水袁加入 2 mol/L 的盐酸溶液袁浸泡

4 h后倾出袁用纯水反复洗至中性袁再加入 2 mol/L的

氢氧化钠溶液袁浸泡 4 h后袁用纯水反复洗至中性袁最

后用盐酸溶液冲洗袁使树脂成酸型袁再用纯水反复洗

至中性袁重复三次即可遥

1.5.2 阳离子树脂的再生

用纯水反复将用过的 717树脂先洗成中性袁用盐

酸溶液(2 mol/L)浸泡一段时间袁当树脂呈酸型后将水

倒出袁再用纯水将悬浮颗粒和杂质洗去直至呈中性遥

1.5.3 静态吸附试验

称取预处理过的 717树脂 1.5 g袁 加入 10 mL质

量浓度为 10 g/L的色氨酸标准液袁 于室温下浸泡 8 h

后采样分析袁当测得溶液的吸光值不变时的时间为吸

附平衡时间袁重复做三组遥

平衡吸附率:E=(C0-C)/C0

平衡吸附量:Q=(C0-C)伊
V

W

平衡洗脱率:(洗脱前吸附量-洗脱后吸附量)/洗脱

前的吸附量伊100

式中院C0为树脂吸附前溶液中含有的色氨酸体积分数

(g /L)曰C 为树脂吸附后溶液中含有的色氨酸体积

分数 (g/L)曰V 为溶液的体积(L)曰W 为预处理后的树脂

重量(g)遥

1.5.4 静态洗脱试验

将上一步的三组树脂倾出水袁 用 0.5尧1尧2 mol/L

三种氨水各 10 mL分别洗脱这三组树脂袁每小时取样

分析袁当溶液的吸光值不变时袁即为洗脱平衡袁重复三

次袁研究不同浓度的氨水对静态洗脱的影响袁以及探

索氨水体积的差别对洗脱的成效有何作用袁确定氨水

的最优体积和体积分数遥

1.5.5 动态吸附试验

称取 717树脂 15 g放入离子交换柱内袁将柱内树脂

间的空气尽量排出袁比较 0.5尧1尧2 mL/min三种速度对树

脂动态吸附有何作用袁每组操作重复三次袁确定出动

态吸附的最优滴入速度遥

1.5.6 动态洗脱试验

用 0.5尧1尧2 mL/min三种速度的体积分数为 2 mol/L

的氨水对上一步用 1 mL/min速度吸附平衡的树脂进

行动态洗脱袁探究洗脱时的最佳氨水滴入速度袁每种

速度重复三次遥

1.5.7 转化液的提取结晶

通过上述实验数据得出实验的最优条件袁再按照

优化后的条件处理转化液袁然后收集流出液经旋转蒸

发仪浓缩袁 待其浓缩至 25 mL后加入 2.5 mL无水乙

醇袁在 4 益冰箱中静置 24 h袁后放入干燥箱中烘干袁得

到结晶固体遥

1.5.8 SPSS数据分析

实验结果使用 SPSS 11.5进行数据分析袁 数据均

以渊x依s冤表示袁各组之间用 t检验分析遥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1 L-色氨酸标准曲线绘制

配制 10%尧5%尧2.5%尧1.25%尧0.625%五种质量分

数袁 分别取一只试管中放入 1 mL一种体积分数的标准

液和 1 mL 0.5%的茚三酮溶液袁共五只试管袁待溶液显

蓝紫色后袁将吸收波长调为 570 nm袁测得数据绘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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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曲线袁 色氨酸的标准曲线方程为 y=3.358 1x+

0.135 9袁R2=0.999 1遥

2.2 单因素对 717树脂吸附和洗脱的影响

2.2.1 不同时间尧pH值和标准液浓度对树脂静态吸

附率的影响

717树脂渊1.5 g冤对 10 g/L色氨酸标准液的吸附

率渊8 h冤袁得出静态吸附曲线如图 1(A)袁从图 1(A)中看

出 6 h左右时 717树脂的吸附平衡袁717树脂对色氨

酸吸附最佳时间为 6 h遥 称取 5组预处理过的 717树

脂(每组 1.5 g)袁分别在 10 mL pH 值为 5尧6尧7尧8尧9 标

准液(10 g/L)吸附 6 h袁平衡吸附率如图 1(B),发现 pH

值对树脂吸附 L-色氨酸的量影响小遥 称取预处理过

的树脂 1.5 g分别放入浓度为 17.5尧15尧12.5尧10尧7.5尧5

g/L 的标准液中吸附袁6 h 后测定吸附率如图 1(C)遥

浓度为 15 g/L的吸附量最好袁 但浓度超过 10 g/L之

后袁树脂对其吸附量增长幅度比较小遥

图 1 717树脂静态吸附曲线

Fig.1 Static adsorption curve of 717 resin

注院*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遥

图 2 不同氨水浓度(A)和氨水体积差异渊B冤对洗脱速率的影响

Fig.2 Comparison of elutionwith different ammonia concentration (A) and volume (B)

注院*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遥

2.2.2 氨水对树脂静态洗脱率的影响

准备三只锥形瓶袁每个瓶中放入预先处理好的树

脂 1.5 g袁 用 10 mL体积分数为 0.5尧1尧2 mol/L的氨水

洗脱袁结果如图 2渊A冤所示遥 3 h左右时色氨酸的洗脱

已经达到洗脱平衡袁所以选择 3 h作为 717树脂的最

佳洗脱时间袁 且洗脱性能最优的氨水体积分数为

2 mol/L袁洗脱率达 94%遥 用 10尧15尧20尧30尧40 mL的氨

水(2 mol/L)洗脱 5组吸附平衡的树脂(每组 1.5 g)3 h袁

取样分析袁结果如图 2渊B冤袁随着氨水体积增加袁色氨

酸洗脱率增高袁 当体积为 40 mL的时候为 97.6%袁氨

水体积选用 20尧30尧40 mL时洗脱率无显著差异遥

A B C

时间/h pH值 浓度/渊g/L冤

A B

时间/h 氨水体积渊mL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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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动态吸附时标准液不同滴入速度(A)和氨水不同滴入速度渊B冤流出液体积分数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effluent at different dripping rates

(A) of standard liquid and different dripping rates (B) of ammonia during dynamic adsorption

2.2.3 标准液滴入速度对动态吸附试验的影响

采用三种流速 0.5尧1尧2 mL/min动态吸附体积分

数为10 g/L的色氨酸袁每 50 mL取样分析一次袁结果

如图3渊A冤所示袁流出液体积分数最高时袁标准液滴

入速度为 2 mL/min袁而流出液体积分数最低时袁标准

液滴入速度为 0.5 mL/min遥 高流速下树脂与色氨酸标

准液不能接触完全袁而在低流速下则致使阻力增加溶

液不易流出袁流速为 1 mL/min为最佳吸附速度遥

2.2.4 氨水滴入速度对树脂动态洗脱的影响

准备三组 717树脂各 15 g填入三个交换柱中袁上

柱吸附的速度为 1 mL/min袁 体积分数为 2 mol/L氨水

分别用 0.5尧1尧2 mL/min三种速度滴入这三组树脂袁试

验结果如图 3(B)所示袁比较这三种洗脱速度可知袁

0.5 mL/min的滴入速度下呈现的峰值最高袁因而洗脱

最有成效袁流出液体积分数为 8.64 g/L袁与色氨酸标准

液浓度差距很小袁0.5 mL/min为最佳洗脱流速遥

2.3 转化液动态试验结果分析

采用层析法对得到的转化液和色氨酸标准液进

行点样分析袁将实验得到的 100 mL转化液稀释 3倍袁

再按上述实验中得出的最优条件处理袁即吸附时的最

优滴入速度为 1 mL/min和洗脱时的最优滴入速度为

0.5 mL/min袁洗脱时收集所有流出溶液遥然后使其在旋

转蒸发仪(60 益)中浓缩和结晶袁晶体烘干得到棕黄色

粉末袁称量结果为 0.726 3 g袁L-色氨酸回收率为 72.63%遥

3 结论

通过上述所有试验研究不同因素对树脂吸附和

洗脱的影响袁 研究结果表明院1 mL/min为吸附时最优

动态滴入速率, 氨水体积分数为 2 mol/L袁 氨水用量为

20 mL袁0.5 mL/min为洗脱时最优动态滴入速率袁动态

实验下 717树脂对 L-色氨酸吸附和洗脱袁L-色氨酸

回收率为 72.6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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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Transformation Liquid from Tryptophan

Synthas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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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Biological and Food Engineering,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34000)

Abstract: In this experiment, tryptophan synthase gene engineering bacteria were selected, the catalytic substrate L-serine and indole

react to form L-tryptophan, the aim of this experiment was to optimize the adsorption and elution conditions of tryptophan, the recove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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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s of activation, fermentation, and then react with the substrate, get the conversion fluid. Chromatography was used for qual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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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1 mL/min was the optimal dynamic infusion rate for adsorption, ammonia concentration was 2 mol/L and ammonia dosage was 2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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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能够抑制或杀灭微生物的生长袁有效预防

或医治人类尧动植物感染性疾病袁被大量生产并广泛

应用于医疗尧农业尧畜牧业等方面[1]遥抗生素因其成分复

杂尧高毒性尧难降解且极易经代谢反应进入环境中[2-6]袁对

人类乃至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危害 [2-3]袁已被认定为新

兴污染物遥 其中袁阿莫西林渊AMX冤作为最常用的广谱

茁 广内酰胺类抗生素 [8-11]袁经常在各种水环境中被测

出袁 如 Pravin等在印度某污水处理厂中检测到 AMX

抗生素的浓度高达 62.5 ng/L[4]曰Sarva Mangala Praveena

等在马来西亚污染最严重的鹅麦河中检测到微克级

的 AMX抗生素[5]曰我国某污水处理厂的水质检测中也

发现了 AMX的存在袁浓度达到 13 ng/L[6]遥 研究证实低

浓度的 AMX就会对生物产生明显的毒性作用[7]袁因此

去除水环境中的 AMX已刻不容缓遥

目前袁操作简便尧经济高效的吸附法仍被广泛应

用于治理抗生素污染[8]遥其中袁疏松多孔的生物炭因其

原料丰富(如农林废弃物和污泥等)尧价格低廉尧吸附效

果显著且环境友好袁成为野双碳冶背景下吸附剂材料的

研究热点遥 但是吸附性能易受不同原料和制备条件

渊如热解温度和改性方法冤影响遥 黄敏等运用磷酸改性

油茶果壳制备的生物炭能够去除 75.87%的 AMX[9]袁贺

月莛等在 550 益下制备污泥生物炭能够最大吸附

74.66%的 AMX[10]袁乔红涛等采用微波硝酸改性生物炭

能够有效去除水中 87.7% 的 Cd2+[11]遥

遵循废弃物资源利用袁利用磷酸改性木屑生物炭

去除水中的 AMX袁 并采用响应面法优化设计不同因

素单独及其交互作用对其吸附的影响袁同时通过建立

响应曲面模型对反应条件的优化袁确定其最佳吸附条

件袁期望能够为工程生物炭的实际应用提供一定的科

学理论支撑遥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材料与设备

实验材料院杉木屑渊恒翔炭业有限公司冤曰阿莫西

林尧磷酸尧盐酸和氢氧化钠袁均为分析纯渊国药集团化

收稿日期院2022-03-15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渊2020J05221冤曰福建省教

育厅中青年科研项目渊JAT190774冤曰福建省大

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渊S202110397035冤曰武

夷学院高级引进人才项目渊YJ202108冤曰武夷学

院企业工作站项目渊2020-ZQGZZ-015冤遥

作者简介院周琰渊1986-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博士袁主要从事

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研究遥

改性木屑生物炭对阿莫西林的吸附条件分析

周琰 1*袁 胡仕林 1袁 史娟娟 1,2袁 李任超 2袁 胡家朋 1

(1.武夷学院 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福建华东水务有限公司袁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 要院利用高温裂解方法制备磷酸渊H3PO4冤改性生物炭渊PSBC550冤袁采用响应面法优化改性生物炭渊PSBC550冤对水

中阿莫西林渊AMX冤的吸附条件袁通过 Box-Behnken Design探究 AMX初始浓度尧吸附时间尧吸附温度等因素对 AMX去除

效率的影响遥 试验结果表明三个因素对 PSBC550去除 AMX的影响大小依次为院AMX初始浓度>温度>吸附时间曰 PSBC550

吸附水中 AMX的最佳工艺条件为院AMX初始浓度 100 mg/L尧温度 45 益和吸附时间 111.6 min袁PSBC550对 AMX的吸附去

除率高达 99.8 %遥该吸附过程更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模型袁吸附过程主要为物理表面吸附与化学吸附遥结论将对实际抗生

素废水处理的工艺技术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遥

关键词院阿莫西林曰改性木屑生物炭曰吸附条件曰吸附动力学曰响应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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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试剂有限公司冤曰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遥

设备院DHG-9123A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渊上海

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冤袁pHS-25ph型 pH计渊力辰科

技仪器有限公司冤袁SHA-B型恒温水浴振荡箱渊力辰科

技仪器有限公司冤袁UV-1100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渊上海美普达仪器有限公司冤袁KSL-1200X 型马弗炉

渊合肥科晶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冤袁BJ-800A桌上型高速

粉碎机渊拜杰仪器有限公司冤遥

1.2 实验方法

1.2.1 PSBC550的制备

称取一定量洗净尧干燥尧粉碎后的杉木屑与 85 %

的磷酸按照 1颐4.8渊固液比冤均匀搅拌后浸渍 1 h遥 将杉

木屑置于带盖坩埚中压实密封袁放入 550 益 马弗炉中

限氧热解 90 min渊以升温速率 10 益/min冤袁冷却至室温

后取出袁 再用 90耀100 益的去离子水将所得的生物炭

在超声洗涤器中洗涤 1 h袁取出静置 30 min后再用常

温去离子水反复洗涤至洗涤液 pH值不变遥 将洗后的

生物炭置于烘箱渊105 益冤烘至恒重后用玛瑙研钵研研磨

过 200目标准筛袁此时制得的炭粉标记为 PSBC550遥

1.2.2 AMX溶液的配制及标准曲线的绘制

称取 200 mg的 AMX袁 配制成 200 mg/L的 AMX

贮备液遥 移取 AMX贮备液于 50 mL比色管中袁分别配

置浓度为 0尧10尧20尧30尧40尧50尧60尧70尧80 mg/L 的 AMX

溶液袁静置 10 min左右后袁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渊测定波

长 姿=230 nm冤测定溶液的吸光度并绘制标准曲线[12]袁见

图 1所示遥

图 1 AMX浓度标准曲线

Fig.1 Standard curve of AMX concentration

1.2.3 静态吸附试验

称取一定量的 PSBC550加入 30 mL的 AMX溶液

中袁 置于 300 r/min的恒温振荡水浴箱中进行避光恒

温振荡吸附袁并设置对照试验遥 将振荡后得溶液放入

4 000 r/min离心机中离心 5 min袁 再用 0.45 滋m微孔滤

膜过滤袁 最后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滤液中

AMX的吸光度袁根据标线计算相应 AMX的浓度遥 主

要选择 AMX的初始浓度尧 吸附时间和反应温度等单

因素进行吸附袁 得出考察因素再利用 Box-Behnken

Design实验设计响应面法取值范围遥

去除率 浊和吸附容量 Qe的计算公式
[12]如下所示院

浊=
C0-Ce

C0

伊100 渊1冤

Qe=
渊C0-Ce冤伊V

W
渊2冤

式中院浊为去除效率 渊%冤曰 C0 为 溶液初始质量浓度

渊mg/L冤曰Ce为吸附平衡时溶液质量浓度 渊mg/L冤曰Qe为

平衡吸附容量渊mg/g冤曰V 为溶液体积渊L冤曰W 为吸附剂

质量渊g冤遥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Box-Behnken design实验设计

基于单因素实验袁并结合实际情况袁确定该溶液中

AMX的初始浓度尧吸附时间和温度的取值范围袁再利

用 Box-Behnken design组合设计分析中的 P-B 实验

筛选测试袁选取 AMX初始浓度尧吸附时间和反应温度

3个因素并分析其对溶液中 AMX去除率吸附过程的

影响遥各个因素均取 3个水平院高水平设置野1冶袁中间水

平设置野0冶尧低水平设置为野-1冶袁具体实验各因素所对

应的因素变量及编码水平袁结果如表 员所示[13]遥

表 1 响应面模型的变量及其编码水平

Tab. 1 Variables of response surface models and

their coding levels

X1 温度/益 25 35 45

X2 AMX初始浓度/渊mg/L冤 100 300 500

X3 吸附时间/min 10 6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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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构建响应面回归模型方程及其显著性的分析

通过 P-B实验筛选后袁运用响应面优化法模型[14]

对 PSBC550吸附水中 AMX的最佳工艺条件进行多因

素多水平的优化袁其 Box-Behnken design响应面的试

验设计方案及 AMX 去除率的实际值/预测值如表 2

所示遥 由此可得袁PSBC550 对 AMX的去除率在 64.74%

~99.15%之间曰在相对高的反应温度袁低 AMX初始浓

度和长吸附时间的条件下袁去除 AMX的效果较好遥

进一步通过 Design-Expert软件对其进行二次响

应面回归分析袁得到 PSBC550对溶液中 AMX吸附效果

的多元二次响应面回归模型渊实际的未编码的拟合方

程冤袁显示如下院

Y =83.43 +1.98X1 -14.93X2 +2.02X3 +3.48X1X2 +

1.13X1X3+0.96X2X3+1.22X1

2

+0.78X2

2

-1.30X
2

3

表 2 基于 Box-Behnken design的实验设计

方案及其响应结果

Tab.2 Experimental design scheme and response results

based on Box-Behnken design

表 3为响应面模型的 ANOVA分析结果遥 由表可

见院渊1冤在 PSBC550对水中 AMX的吸附实验中袁只有 X2

的 P<0.000 1袁 这主要说明 AMX初始浓度对 PSBC550

对水中 AMX的去除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曰渊2冤 除了

X1X2与 X2的 P<0.05外袁其余 P>0.05袁这可以说明上

诉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明显曰 且不同条件对 AMX

的去除率影响大小顺序均为 X2>X1>X3袁 即 AMX初始

浓度>温度>吸附时间遥该模型的影响参数 F为 28.98袁

P=0.000 1袁表明模型达到显著袁具有统计学意义曰方程

的复相关系数 R2为 0.973 9袁 调整后的 R2为 0.940 2袁说

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能解释 94.02%响应值变化[15-16]曰

变异系数渊CV冤越低袁信噪比越高袁说明实验稳定性越

好[17,18]袁而该模型的 CV为 3.24%袁模型信噪比为 17.714袁

表明实验操作可靠袁模型的可信度较高遥 因此袁以上模

型的构建有助于用来分析和预测各条件因素对水中

AMX的去除效果的影响遥

表 3 响应面回归方程的 ANOVA分析

Tab. 3 ANOVA analysis of response surface regression equation

2.3 预测模型的验证

为验证模型的可靠性袁对模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尧残差正态分析和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分析遥 残差

正态概率图表示样本的残差累计概率分布与理论正

态分布的累计概率分布之间的关系遥 拟合的残差正态

概率图和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见图 2遥由图可见袁各点

分布接近与直线袁说明该模型中样本的残差分布符合

正态分布遥 试验数据与模型预测数据可以拟合成一条

直线袁表明预测值与实际值吻合较好袁再次验证所建

模型的有效性[19]遥

图 2 残差正态概率图渊a冤尧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图(b)

Fig.2 Residual normal probability diagram渊a冤 and comparison

diagram between predicted value and actual value渊b冤

1 25 100 65 99.02 99.86
2 45 100 65 99.15 98.85
3 25 500 65 64.74 65.04
4 45 500 65 78.81 75.97
5 25 300 10 80.98 80.48
6 45 300 10 79.54 82.18
7 25 300 120 84.90 82.26
8 45 300 120 87.99 88.49
9 35 100 10 99.11 96.77
10 35 500 10 64.80 65.00
11 35 100 120 99.11 98.91
12 35 500 120 68.63 70.97
13 35 300 65 85.32 83.43
14 35 300 65 80.96 83.43
15 35 300 65 83.66 83.43
16 35 300 65 83.63 83.43
17 35 300 65 83.56 83.43

模型 1 919.18 9 213.24 28.98 0.000 1

X1 31.40 1 31.40 4.27 0.077 7

X2 1 782.34 1 1 782.34 242.19 <0.000 1

X3 32.81 1 32.81 4.46 0.072 6

X1X2 48.58 1 48.58 6.60 0.037 0

X1X3 5.13 1 5.13 0.70 0.431 3

X2X3 3.67 1 3.67 0.50 0.503 1

X1
2 6.29 1 6.29 0.85 0.386 1

X2
2 2.57 1 2.57 0.35 0.572 8

X3
2 7.07 1 7.07 0.96 0.359 8

残差 51.52 7 13.91 要 要

失拟项 41.73 3 2.45 5.69 0.063 2

误差 9.78 4 要 要 要

总和 1 970.70 16 要 要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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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条件因素对 AMX去除率的响应面图分析

真实的响应面拟合结果如图 3所示遥 图中图面颜

色越深渊吸收波长越长冤说明结果越显著[20-21]曰曲线越

陡袁说明该因子对反应结果的影响越大[18]遥在等高线图

中袁因素对应的等高线的坡度和疏密程度反映了该因

素对响应值的影响程度袁等高线越密袁则该因素对响

应值的影响越大曰响应曲面的坡度大小反映了各因素

间交互作用对响应值的影响程度袁坡度陡峭袁交互作

用对响应值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袁反之则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20]遥

图 3 AMX初始浓度尧吸附时间和温度对 PSBC550去除

AMX效率的影响响应面和等高线图

Fig.3 Response surface and contour diagram of the effect of

initial AMX concentration, contact time and

temperature of AMX removal onto PSBC550

图 3渊a冤与图 3渊c冤中响应面坡度较陡袁而图 3渊e冤

中的响应面坡度较缓袁 说明 AMX初始浓度和反应温

度的交互作用对 AMX 去除率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

义尧吸附时间和 AMX初始浓度的交互作用对 AMX去

除率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袁反应温度和吸附时间的

交互作用对 AMX 的去除率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袁

以上结论与方差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遥 AMX初始浓度

的响应面与等高线相较于温度更为陡峭尧密集袁反应

温度的响应面与等高线则相较于吸附时间更为陡峭尧

密集袁 说明对 AMX去除率的影响因素强弱顺序为院

AMX初始浓度>温度>吸附时间遥

2.5 响应曲面的优化与验证

基于响应曲面分析法构建的模型结果渊表 4冤可知袁

在 AMX初始浓度 100 mg/L尧45 益袁 吸附时间 111.6 min

的最佳条件下袁PSBC550基本完全去除 AMX 渊99.8%冤遥

考虑到试验操作过程中的便利和可控性袁将试验中吸

附时间调整为 112 min袁模型预测该条件下 AMX去除

率为 99.8%遥 通过比较预测结果与实际试验中 AMX

的去除率来验证其一致性和可靠性袁结果显示袁该吸

附条件下 PSBC550对 AMX的去除率为 99.1%~99.2%袁

相对偏差小于 1%遥因此袁经过响应面法优化所得的最

佳工艺条件结果可靠袁对实际应用提供一定的数据参

考价值遥

表 4 最优条件下 PSBC550对水中 AMX去除率的影响

Tab. 4 Influence of AMX removal rate onto PSBC550 under

optimal conditions in an aqueous solution

2.6 吸附动力学研究[22]

为进一步探讨不同吸附时间下 PSBC550对 AMX

吸附容量和吸附速率的影响袁分别用准一级尧准二级

动力学模型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袁 所用公式如下袁结

果见表 5遥

准一级动力学模型

Qt=Qe 渊1-e
-k1 t

冤 渊3冤

准二级动力学模型

t

Qt

=
1

k2Qe

2
+

1

Qe

t 渊4冤

式中院Qt为 t时刻的吸附量 渊mg/g冤曰Qe为平衡时的吸

附量渊mg/g冤曰t 为吸附时间渊min冤曰k1为准一级吸附动

力学方程的吸附速率常数曰k2为准二级吸附动力学方

投加量/mg 50 50 50 50

pH值 自然 pH值自然 pH值自然 pH值自然 pH值

温度/益 45 45 45 45

初始浓度/(mg/L) 100 100 100 100

吸附时间/min 111.6 112 112 112

去除率/% 99.8 99.1 99.2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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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吸附动力学方程拟合参数

Tab.5 The fitting parameters of adsorption kinetic model

200 96.416 5.647 0.010 6 0.924 96.374 0.011 6 0.998

300 130.009 10.655 0.010 2 0.968 119.901 0.005 5 0.998

500 188.788 11.593 0.006 8 0.896 187.801 0.004 7 0.998

周琰袁等院改性木屑生物炭对阿莫西林的吸附条件分析

程的吸附速率常数遥

结果可知袁PSBC550对 AMX的吸附过程更符合准

二级动力学方程渊R2 >0.995冤袁这说明 PSBC550对 AMX

的吸附过程是物理表明吸附与化学吸附共同作用[23-24]袁

可能主要受到孔径填充尧共价键形成及电子交换等影响遥

3 结论

利用响应面方法优化磷酸改性木屑生物炭对水

中 AMX抗生素的吸附条件袁 具体探究阿莫西林初始

浓度尧温度尧吸附时间及其交互作用对 AMX的去除能

力的影响袁并建立 AMX去除率的预测模型遥预测模型

结果表明袁在不同反应条件因素中袁初始 AMX浓度对

PSBC550去除水中 AMX效果的影响最大袁而吸附时间

影响最小袁具体表现为院AMX初始浓度>温度>吸附时

间遥通过 AMX去除率的预测模型拟合可得 PSBC550去

除水中 AMX 的最佳条件为 AMX 初始浓度为 100

mg/L袁温度为 45 益袁吸附时间为 111.6 min袁此时 AMX

的去除率高达 99.8 %遥通过验证试验预测值与实际值

的对比可知其偏差小于 1 %袁说明响应面法优化得到

的最佳去除条件准确可靠袁能为实际废水中抗生素污

染的去除工艺过程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支持遥 此

外袁动力学结果显示 PSBC550对 AMX的吸附更符合准

二级动力学模型袁表明此吸附过程主要受控于孔径填

充尧共价键形成以及电子交换等多种物理与化学的共

同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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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 Optimization of Amoxicillin Adsorption

on the Modified Sawdust Bio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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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Ecology and Resource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 Fujian Huadong Water Treatment Co.Ltd., Fuzhou, Fujian 350001冤

Abstract院Biochar (PSBC550) was prepared by sawdust and phosphoric acid (H3PO4) at 550 益 to remove amoxicillin (AMX) from an

aqueous solutio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RSM)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dsorption conditions of AMX onto PSBC550. Specifical鄄

ly, the effect of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AMX, contact time and temperature was optimized based on Box-Behnken Design of RSM. Re鄄

sults show that the greatest effect of AMX removal were ranked in the order of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AMX, temperature and contact

time. The most optimal conditions of AMX adsorption onto PSBC550 (up to 99.8%) was occurred at 45 益 and the initial AMX concentration

of 100 mg/L after 111.6 min. Furthermore, the pseudo-second-order kinetic model could fit the adsorption well, suggesting the adsorption

of AMX onto PSBC550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physical surface adsorption and chemical adsorption. Hence, above results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antibiotics in contaminated waters.

Key words院amoxicillin曰 modified sawdust biochar曰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曰 adsorption condition曰 adsorption 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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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全球重点关注的环境问题袁 威胁着土

壤功能和可持续发展[1-2]遥目前袁国际上重点关注全球水

土侵蚀评价[3]尧人类活动对水土侵蚀的影响[4]袁以及土壤

侵蚀与生源要素渊碳尧氮尧磷尧硫冤循环[2,5-6]等几个方面遥

同时袁有关方面的研究已从定性尧半定量到定量袁由单

一方法尧单一手段到多途径尧多学科交叉研究[7]遥

我国水土侵蚀的大规模研究始于 20世纪 50年

代袁至今在流失动力尧过程尧机理尧预报与研究方法等

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袁在水土保持和治理措施方面也

取得一定的成效[1,7]遥 从区域角度来讲袁已有相关方面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黄土高原区和东北黑土区等侵蚀

严重区域[7-8]袁而以轻尧中度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

区的有关研究相对不足[4,9]遥 事实上袁南方红壤丘陵区

土体及其岩石风化层厚度仅为黄土厚度的 2%耀10%袁

土壤承载侵蚀的本底浅薄袁野相对流失量冶和潜在危害

更大[10-11]遥因此袁加强关注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区水土侵

蚀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遥

福建省作为中国典型的南方红壤丘陵区袁虽然植

被覆盖率居于全国首位袁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

件容易导致水土流失的发生[12]袁尤其是极端事件下常

出现野远看青山在尧近看水土流冶的现象遥 降雨是水土

流失发生的最主要外部动力条件袁不同水文期降雨量

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水土流失的时空分布差异遥 福建省

土壤侵蚀的发生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袁受不同水文条

件的影响极大遥 因此袁以福建省富屯溪流域为研究对

象袁结合 3S技术及水土流失模型袁分析研究区不同水

文期渊汛期和非汛期冤土壤侵蚀量和地表径流量的时

空分布特征袁以期对闽江流域乃至华东地区的水土保

持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参考遥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富屯溪是福建闽江流域上游三大支流之一袁全长

310 km袁流经福建省的建宁尧泰宁尧将乐尧顺昌等市县

收稿日期院2022-05-05

基金项目院闽西南区域协同发展气象科技专项课题

(2020MXN12)曰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19M661874)曰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20J05218)遥

作者简介院林昕渊1993-冤袁女袁汉族袁助理工程师袁主要从事

大气环境和流域生态的研究遥

通信作者院叶宏萌渊1984-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流

域环境保护和环境地球化学的研究遥

福建富屯溪流域土壤侵蚀量的时空变化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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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福州市气象局袁 福建 福州 353000曰 2.衢州市气象局袁 浙江 衢州 324000曰

3. 武夷学院 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4.福建省生态产业绿色技术重点实验室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以福建省富屯溪流域为研究对象袁结合 3S技术及水土流失模型袁分析研究区不同水文期渊汛期和非汛期冤

土壤侵蚀量的时空分布特征遥 结果表明院富屯溪流域土壤侵蚀量以微度侵蚀为主袁地表径流量丰富遥 汛期地表径流量为

781.94 mm袁占全年地表径流量的 84.43%曰对应的土壤侵蚀量为 229.16 t/(km2窑a)袁占全年土壤侵蚀量的 66.13%遥 其中袁将

乐县的汛期土壤侵蚀最为明显袁土壤侵蚀量达到 293.13 t/(km2窑a)遥 因此袁对水土流失量展开不同时空维度的定量评价有

利于针对性开展流域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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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图 1冤遥 该流域位于 116毅30忆耀118毅11忆E尧26毅21忆耀27毅58忆N袁

总面积 13 733 km2袁占闽江流域面积的 22.51%遥 流域

内雨量充沛袁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兼大陆性气候袁年均降

水量在 2 300 mm左右[13-14]袁年日照时数 1 700耀2 000 h袁

年平均气温 17.6耀19.3 益袁 森林覆盖率为 60%耀70%

渊图 2a冤遥土壤类型复杂袁并呈现地带性分布的特征袁以

红壤和黄壤为主渊图 2b冤遥

图 1 研究区域位置示意图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region

渊a冤土地利用类型

渊b冤土壤类型

图 2 富屯溪流域基础数据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database of the Futunxi Basin

1.2 数据来源

数据的主要来源为 2015 年的 Landsat-8 卫星影

像数据 渊分辨率 30 m冤尧Google earth的数字高程数据

DEM渊分辨率 4 m冤尧福建省土壤类型矢量图尧富屯溪

流域 2000要2015年的降雨量数据和有关的水土保持

工作资料等遥 借助 ArcGIS软件的地貌分析和数据转

换与分类等功能统一转化为 30 m伊30 m的 ERSI Grid

格式图遥 此外袁遥感影像图预处理使用 ENVI 5.2软件

进行图像预处理袁 得到富屯溪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图遥

以上基础数据在流域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及水文循环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袁是土壤侵蚀和地表径流量研究

的必备基础数据遥

2 研究方法

2.1 地表径流量模型

地表径流量渊Q冤是土壤侵蚀的主要动力因素袁文

中基于降雨量分布尧 土壤类型及土地利用类型数据袁

釆用地表径流 SCS-CN曲线方程遥 该方法已被应用于

水文尧水土侵蚀和水质模型中袁公式如下院

Q=1.07伊
渊p-0.05s冤

2

p+0.95s
渊1冤

S=
25400

CN
-254 渊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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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院Q为地表径流量渊mm冤曰p 为降雨量渊mm冤曰S为流

域饱和出水量渊mm冤曰CN为地表产流能力遥 同理袁为区

别不同水文期袁根据汛期渊每年 4要9月期间冤和非汛

期渊每年 10月要次年 3月冤的降雨量渊p冤分别计算出

对应水文期的地表径流量渊Q冤的空间数值遥 其中袁CN

类型划分一般根据土壤渗透性能和产流能力大小分

为四种水文类型院A类渊透水冤尧B类渊较透水冤尧C类渊较

不透水冤和 D类渊接近不透水冤袁同时袁CN数值的大小

取决于土壤类型尧 水文条件尧 前期土壤湿润程度尧植

被尧坡度尧土地利用类型及农业耕作方式等综合因素

[15]袁 根据研究区实际调研情况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

确定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的 CN类型和具体

数值渊表 1冤遥

表 1 富屯溪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 CN值

Tab.1 CN values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in

in the Futunxi Basin

结合上表绘制出 CN值的空间分布渊图 3冤遥

图 3 富屯溪流域 CN值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CN value in the Futunxi Basin

2.2 土壤侵蚀量模型

土壤侵蚀量渊A冤的计算通常是采用美国通用土壤

侵蚀方程渊RUSLE法冤进行计算的袁该方法在本研究流

域运用较为广泛且有根据研究区自然因素的特点对

各因子进行修正袁让模型更适合该流域进行土壤侵蚀

的计算[16-17]院

A=R伊K伊LS伊C伊P 渊3冤

式中院 A 为土壤侵蚀量渊t/(km2窑a)冤曰K 为土壤可蚀性因

子渊t窑h/(MJ窑mm)冤曰R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渊MJ窑mm/(hm2窑

h窑a) 冤曰LS 为地形地貌因子渊无量纲冤袁包括坡度和坡

长因子两方面曰C为植被与经营管理因子渊无量纲冤曰P

为水土保持因子渊无量纲冤遥

R 值渊降雨和径流因子冤的计算结合富屯溪流域

降雨的特点 渊收集 2000要2015年的降雨量资料冤袁采

用福建省水土保持试验站和福建农业大学提出的以

研究区月降水量资料估算福建降雨侵蚀力 R 值袁该法

在闽江流域或者福建省运用广泛[18]遥 计算公式如下院

R=
12

i=1

移渊-1.155 27+0.179 2Pi冤 渊4冤

式中院R 为全年降雨侵蚀力曰Pi为月降水量渊mm冤遥利用

ArcGIS技术处理得到其 R 值分布见图 4遥

图 4 富屯溪流域全年 R值分布图

Fig.4 Distribution of R value in the Futunxi Basin

K 值除表示土壤对降雨侵蚀的敏感性袁还表示降

雨所产生的径流量与径流速率的大小袁其值一般情况

下采用土壤性质来估算袁与土壤质地尧土壤有机质含

量关系密切[19-20]遥 因而学者们对福建省主要土壤类型

的 K 值进行统计分析袁得出 K 值分布渊基本在 0.17耀

0.28之间冤[21]遥 现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及户外考察状

水田 74 82 88 91

旱地 68 78 83 89

有林地 41 56 68 77

林地 38 58 70 77

园地 70 78 83 89

草地 46 67 79 84

水域 100 100 100 100

城镇用地 77 85 87 92

农村用地 65 75 82 85

道路及工矿用地 72 83 90 92

未利用地 49 69 79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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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袁总结归纳得出研究区内土壤类型的 K 值分布表遥

表 2 富屯溪流域各类型土壤的 K值分布

Tab.2 K values of each soil type in the Futunxi Basin

利用 ArcGIS技术平台袁 根据上表中的 K 值分布

和富屯溪流域土壤类型分布图袁处理后得到 K 值空间

分布图遥

图 5 富屯溪流域 K 值分布图

Fig.5 Distribution of K value in the Futunxi Basin

地形地貌因子渊LS冤作为土壤侵蚀重要的水力因

素袁其代表着地形条件对水力侵蚀的影响程度袁因其

是高敏感的因子袁 运用不同算法得出的 LS数值差距

过大遥 所以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袁在此选用刘智杰等的

经验式进行计算[22]院

LS=0.08姿0.35伊兹 0.66 渊5冤

式中院姿为坡长渊m冤曰兹为坡度渊毅冤遥

坡度和坡长的提取以 DEM高程模型生成的坡度

图和坡向图为研究基础袁采用 ArcGIS的 3D水文分析

功能袁经栅格像元转换袁栅格大小为 30 m伊30 m袁以保

证遥感数据监测的空间精度遥 最终袁将坡度和坡长图

像叠加袁求出的地形因子 LS见图 6遥

图 6 富屯溪流域 LS值分布图

Fig.6 Distribution of LS value in the Futunxi Basin

此外袁C值的大小与植被覆盖和土地利用类型有

着较高的相关性遥 当植被不发生侵蚀时袁C值为 0曰当

地面保护良好时袁不易产生侵蚀袁C 值为 0.001曰当地

面完全裸露时袁容易发生侵蚀袁C值为 1.0[23-24]遥 因此袁

通过查找相关资料[21,25-28]袁得出植被覆盖 C值渊表 3冤遥

P值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袁 取值范围在 0耀1 之

间袁0表示不发生侵蚀的地区袁而 1表示未实施任何控

制措施的地区袁查阅相关资料汇总出研究区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 P值表袁详见表 3[26,29-30]遥

表 3 富屯溪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 C 值和 P值

Tab. 3 C values and P values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in in the Futunxi Basin

根据富屯溪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应的 C值尧

P值和该流域土地利用分布图袁 得出该流域 C值和 P

值分布图渊图 7冤遥

1 暗黄棕壤 0.163

2 黑色石灰土 0.202

3 紫色土 0.213

4 粗骨土 0.185

5 酸性粗骨土 0.180

6 水稻土 0.185

7 潴育水稻土 0.187

8 渗育水稻土 0.188

9 潜育水稻土 0.180

10 红壤 0.199

11 黄红壤 0.188

12 红壤性土 0.193

13 黄壤 0.158

14 山地草甸土 0.211

水田 0.180 0.01 水域 0 0

旱地 0.310 0.35 城镇用地 0.200 1.00

有林地 0.035 0.20 农村用地 0.300 1.00

林地 0.017 1.00
道路及
工矿用地

0.230 1.00

园地 0.030 0.35 未利用地 0.060 1.00

草地 0.050 1.00 要 要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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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富屯溪流域 C值和 P值分布图

Fig.7 Distribution of C value and P value in the Futunxi Basin

2.3 土壤侵蚀量评价分级

根据水利部颁布的叶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曳袁结

合研究区域发生剧烈侵蚀渊>15 000 t/(km2窑a)冤的情况

极少[13-14]袁可根据土壤侵蚀量将土壤侵蚀强度划分为

五级袁详见表 4遥

表 4 土壤侵蚀强度分级标准

Tab.4 Classification of soil erosion intensity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水文期地表径流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8为富屯溪流域不同水文期地表径流量的空

间分布图遥 从图 8可以看出袁富屯溪流域汛期的地表

径流量的空间分布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泰宁尧 将乐尧

光泽尧延平等区县遥 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为山区袁具

有海拔高尧降雨量丰富和年径流量较大的特点袁并且

直接受到武夷山脉的影响遥 富屯溪流域的汛期和非汛

期地表径流量分别为 781.94和 144.19 mm袁基本决定

了整体流域发生的地表径流量的数值大小 渊汛期为

770.71 mm袁非汛期为 122.02 mm冤遥泰宁县的汛期地表

径流量最大袁达到 870.73 mm袁其余县市的汛期地表径

流量也都高于 778 mm袁 全都远高于中国多年的地表

径流量的平均数渊约 284 mm冤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地表径

流量除了直接受降雨量影响袁 还与区域地形坡度尧地

势高差和地表覆被情况有关遥 非汛期阶段产生的地表

径流的空间分布数值整体呈现出由北往南方向递减

的趋势遥 非汛期地表径流量大于 300 mm的县市为顺

昌县和邵武市袁而泰宁县尧将乐县尧光泽县尧延平区尧建

宁县的非汛期地表径流量均介于 200耀300 mm之间遥其

中顺昌县的非汛期地表径流量最大袁 数值为 302.27

mm袁建宁县的非汛期地表径流量最小袁数值为 213.35

mm遥 由此可见袁同一县市的地表径流量的数值大小在

不同水文期存在较大差别袁且不同县市的非汛期地表

径流的数值大小的对比差异更为突出遥

图 8 富屯溪流域不同水文期地表径流量空间分布图

Fig.8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runoff amount under different

hydrologic periods in the Futunxi Basin

从图 9渊b冤可以看出袁富屯溪流域各县市汛期产生

的地表径流量占全年地表径流量的总和的百分比范

围为 72.25%耀79.48%遥 其中袁光泽县地表径流量的差

异最明显袁非汛期的地表径流只占对应全年地表径流

总和的 20.52%遥 因此袁利用流域地表径流量的年内水

文期的分布差异袁可以为流域对应的水土保持工作提

供重要依据遥

渊a冤地表径流量

微度 <250 强度 2 500~4 000

轻度 250~1 250 极强度 >4 000

中度 1 250~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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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表径流量百分比

图 9 富屯溪流域各县市不同水文期地表径流量及其百分比

Fig.9 Amount and percentage of surface runoff under different

hydrologic periods in the Futunxi Basin

3.2 不同水文期土壤侵蚀的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时间将全年划分为两个水文期袁分别为汛期

渊每年 4要9月期间冤 和非汛期 渊每年 10月至次年 3

月冤袁 再根据降雨量分别计算出对应水文期的土壤侵

蚀量遥 从图 10可以看出袁富屯溪流域汛期土壤侵蚀量

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袁 土壤侵蚀呈现出分布面广尧相

对集中的特点遥 整体而言袁富屯溪流域汛期土壤侵蚀

等级以微度为主袁占总面积的 78.39%曰轻度尧中度尧强

度和极强度侵蚀等级的占地面积为总占地面积的百

分比依次为 17.57%尧3.73%尧0.27%和 0.04%遥 研究区

非汛期土壤侵蚀量的空间分布较汛期的侵蚀强度明

显变弱袁但是空间的变异与汛期的空间变异分布较为

类似袁 即整体侵蚀呈现了聚集分布的空间分布图式遥

同时袁在非汛期条件下袁富屯溪流域以微度侵蚀为主袁

微度侵蚀的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比值最大袁 数值为

87.76%袁轻度侵蚀的面积次之袁占比为 11.96%袁而只

有极少数的局部区域发生了中度尧强度及极强度程度

的侵蚀袁面积占比分别为 0.27%尧0.01%和 0.001%遥

图 10 富屯溪流域不同水文期土壤侵蚀量空间分布图

Fig.10 Distribution of of soil erosion amount under different hydrologic periods in the Futunxi Basin

为进一步量化和比较研究区各县市的不同水文

期土壤侵蚀量袁汇总各县市不同水文期发生的土壤侵

蚀的定量评估数值和百分比值遥如图 11渊a冤所示袁研究

区流域的各县市在汛期阶段发生的土壤侵蚀量数值

大小排序为院 将乐县>顺昌县>泰宁县>邵武市>延平

区>建宁县>光泽县袁非汛期阶段发生的土壤侵蚀量数

值大小排序为院顺昌县>邵武市>泰宁县>将乐县>光泽

县>延平区>建宁县袁研究区域汛期阶段发生的土壤侵

蚀量要远高于非汛期阶段遥 这一结果说明该流域土壤

侵蚀量在时空分布上存在差异袁同一县市的土壤侵蚀

量在不同水文期存在差异袁这与研究区域汛期降雨丰

富袁暴雨冲刷较多有关遥 将乐县在汛期阶段发生的土

壤侵蚀量最大袁达 293.13 t/(km2窑a)遥顺昌县在非汛期阶

段发生的土壤侵蚀量最大袁为 143.94 t/(km2窑a)袁汛期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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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发生的土壤侵蚀量仅次于将乐县袁达 286.10 t/(km2窑a)袁

说明顺昌县是富屯溪流域土壤侵蚀相对较严重的区

域遥土地利用类型的差异是造成这两个县市发生相对

较严重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遥 如顺昌县旱地尧道路及

工矿用地集中袁人为扰动大袁土壤裸露袁抗蚀能力差遥

汛期仅有光泽县的土壤侵蚀量低于 250 t/(km2窑a)袁为

183.17 t/(km2窑a)袁非汛期为 105.73 t/(km2窑a)袁表明该县

土壤侵蚀强度相对较小袁这与当地植被覆盖度高有关遥

富屯溪流域的平均土壤侵蚀量渊汛期为 229.16 t/(km2窑a)袁

非汛期为 117.36 t/(km2窑a)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闽江整

体流域土壤侵蚀量的发生 渊汛期为 244.00 t/(km2窑a)袁

非汛期为 104.35 t/(km2窑a)冤遥 此外袁不同水文期的数值

比较还可以看出袁汛期的土壤侵蚀量的空间变化差异

更加明显袁因此袁对于汛期的土壤保持与防护工作应

根据具体县市的土壤侵蚀情况而区别采取相应的防

护措施遥

从图 11渊b冤可以看出袁富屯溪流域各县市汛期发

生的土壤侵蚀量占全年土壤侵蚀量的总和的百分比

范围为 63.40%耀70.62%遥 其中袁延平区在不同水文期

发生的土壤侵蚀量差异相较于其他县市更明显袁这与

延平区的汛期土壤侵蚀动力大有关遥结合富屯溪流域

非汛期各县市土壤侵蚀量低于 150 t/(km2窑a)袁 并只占

全年土壤侵蚀量的 29.38%耀36.60%袁说明在关注富屯

溪流域不同水文期的水土保持工作时袁尤其要注重汛

期阶段进行的水土防范工作袁并应特别关注延平区的

汛期土壤侵蚀防护工作遥

渊a冤土壤侵蚀量

(b) 土壤侵蚀量百分比

图 11 富屯溪流域各县市不同水文期土壤侵蚀量及其百分比

Fig.11 Amount and percentage of soil erosion under different

hydrologic periods in the Futunxi Basin

4 结论

以闽江上游富屯溪流域为研究对象袁应用 GIS空

间运算分析技术和土壤侵蚀量模型袁展开研究区土壤

侵蚀量的定量评价袁得到如下结论院

渊1冤 富屯溪流域土壤侵蚀量整体以微度侵蚀为

主袁地表径流量丰富遥

渊2冤研究区汛期地表径流量为 781.94 mm袁占全

年地表径流量的 84.43% 曰 对应的土壤侵蚀量为

229.16 t/(km2窑a)袁占全年土壤侵蚀量的 66.13%遥因此袁

汛期为研究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关键时期遥

渊3冤不同县市的水土流失量对比得出袁将乐县的汛

期土壤侵蚀最为明显袁土壤侵蚀量达到 293.13 t/(km2窑a)袁

而泰宁县在汛期阶段的地表径流量最大袁 达到了

870.73 mm遥虽然研究区是福建省的重点林业区袁但是

原有的地带性阔叶林较多的被人工林和次生林所代

替袁水土保持的功能明显下降袁导致水土流失面积随

植被系统的退化而容易扩大的趋势遥 尤其是袁研究区

为山地丘陵地区袁地形坡度大袁降雨量大且分布集中袁

水土流失潜在危险性较大的实际情况袁因此袁不同时

空的定量评价袁有利于针对性开展流域范围内的水土

保持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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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and

Soil Erosion in Futunxi Basin, Fujian Province

LIN Xin1袁 JING Sijia2袁 CHEN Hongzhi3袁 YE Hongmeng3,4

(1.Fuzhou Meteorological Bureau, Fuzhou, Fujian, 353000;

2.Quzhou Meteorological Bureau, Quzhou, Zhejiang, 3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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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co-Industrial Green Technolog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By taking Futunxi Basin in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erosion and surface runoff in different hydrological periods (flood season and non flood season) based on 3S technology and the Re鄄

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RUS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mount of soil erosion in Futunxi Basin is mainly micro erosion, and

the surface runoff is rich. The amount of soil erosion in flood season is 229.16 t/(km2窑a), accounting for 66.13% of the annual amount of

soil erosion; The corresponding surface runoff is 781.94 mm, accounting for 84.43% of the annual surface runoff. Among them, the soil

erosion in Jiangle County is the most obvious in the flood season, with the amount of soil erosion reaching 293.13 t/(km2窑a), while the sur鄄

face runoff in Taining County is the largest in the flood season, reaching 870.73 mm. Therefore,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soil and wa鄄

ter loss in different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is conducive to the targeted work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basin.

Key words: soil erosion; surface runoff;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Futunx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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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袁

是发展与保护矛盾比较突出的区域袁长期以来都面临

着严重的经济滞后与环境问题遥 2005 年袁习近平总书

记首次提出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新理念遥随着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袁

野两山冶 理念进一步成为指导全国绿色发展的理念遥

野两山冶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对生产力的保护尧改善生

态环境是提高生产力的本质袁说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是辩证统一的遥 野两山冶理念要求区域经济与生态协

调发展尧相互促进袁黄河流域野两山冶建设水平的耦合

协调研究对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保护协调共同

发展尧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遥

目前关于野两山冶理念的研究大致分为发展路径

分析的定性研究和对野两山冶相互作用进行测度分析

的定量研究遥 目前国内关于野两山冶理论的定性探讨较

多袁其不仅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尧共同发展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1]袁也揭示绿水青山是人

类社会的生态资产袁 可以提供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尧

提升区域生态竞争力尧发展绿色经济[2]袁且有助于推动

社会能力和生态能力的有机融合袁形成全新的生态生

产力[3]遥 野两山冶理论的实践需要积极探索经济尧社会和

自然发展规律的内涵和联系袁有助于我国当前发展理

念的转变和中国经济发展绿色化转型[4]遥顾姝斌对野两

山冶理论的实践模式和发展路径进行探索袁湖州市通

过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袁大力发展生态休闲与养生等

生态经济项目[5]袁万源市亦通过现代农业尧生态工业与

旅游业的融合发展袁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6]遥构建绿色

低碳的特色产业体系尧推进资源集约可以实现野两山冶

发展机制[7]袁建立生态保护机制尧野两山冶转化机制尧责

任机制尧生态核算和反哺机制对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和

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8]遥 野两山冶理论的定量研究主

要为对区域实践成效的测度与评价分析袁主要方法是

构建野两山指数冶评价指标体系与构建经济与生态发

展耦合模型[9-10]遥马亚亚等构建安塞县社会要经济要环

黄河流域野两山冶建设耦合协调测度及其时空差异

潘祖鉴 1,3,4袁 赵慧芳 1,3,4袁 江曼瑶 2袁 林玉蕊 1,3,4袁 张瑞琛 2

渊1.福建农林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2.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3.生态与资源统计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4.福建省资源环境空间信息统计研究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基于野两山冶理念的内涵构建黄河流域野两山冶建设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袁对 2011要2018年间黄河流域

9个省袁自治区的经济尧生态环境与民生 3个子系统的综合指数及两两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袁分析 3种双系统耦合协调

度的时空变化趋势遥 结果发现院2011要2018年黄河流域整体生态环境改善不明显袁流域东部省份经济与民生水平有稳步

提高袁3种双系统的发展耦合协调度亦高于流域西部省份遥 为促进黄河流域野两山冶理论的践行与区域上的协调发展袁需

以山东尧山西尧河南等流域东部省份为发展的中心区域袁引领完善黄河流域发展空间布局袁践行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袁

立足于生态保护建立协调发展战略袁共同推动黄河流域整体经济尧生态与民生协调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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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三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袁分析发现安塞县经济和社

会系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发展存在矛盾袁经济与社会

发展稳定提升袁环境水平则呈现下降趋势[11]遥我国目前

大部分区域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仍处于低耦合协

调阶段袁不同区域间的经济与生态发展耦合协调水平

存在较大差异[12]遥 2020年 1月袁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

指出要统筹谋划尧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环境

保护协调发展袁对黄河流域野两山冶建设水平进行评

估袁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两个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关

系与协调度影响因素袁探究黄河流域野两山冶理论的实

践路径遥

1 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野两山冶理论发展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袁秉承系

统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原则[13-14]袁建立黄河流域整体

区域的经济发展尧 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为黄河流域

野两山冶建设水平综合评价体系的 3个子系统袁构建 3

个一级指标袁11个二级指标和 29个三级指标遥 3个一

级指标中袁经济发展系统分为经济实力尧经济结构和

经济潜力 3个方面袁 综合体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

况遥 其中经济潜力由 GDP增长率和人均外商投资金

额表示袁体现该地区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遥 生态环境

系统包括生态环境状况尧环境治理尧三废产生强度和

生态保护四个方面遥 民生发展系统由居民收支尧教育

情况尧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四方面组成遥

黄河流域 野两山冶 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遥

1.2 综合评价指数

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是对指标体系内各单项指

标进行综合的计算袁得到一个概括性的指数遥 先采用

熵值法对指标体系的权重进行客观赋值袁权重根据系

统各个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获得遥

表 1 黄河流域野两山冶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野two mountains冶 index in Yellow River Basin

经济发展
子系统渊X冤

经济实力 0.514

人均 GDP渊元/人冤 垣 0.074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渊元/人冤 垣 0.181

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渊元/人冤 垣 0.119

人均工业产值渊元/人冤 垣 0.140

经济结构 0.191

二产比重渊%冤 垣 0.053

三产比重渊%冤 垣 0.074

三产从业人员占比渊%冤 垣 0.064

经济潜力 0.295
GDP年增长率渊%冤 垣 0.052

人均外商投资金额渊美元/人冤 垣 0.243

生态环境
子系统渊Y冤

生态环境状况 0.309

环保重点城市二氧化硫浓度渊mg/m3冤 原 0.095

环保重点城市二氧化氮浓度渊mg/m3冤 原 0.129

环保重点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渊mg/m3冤 原 0.095

环境治理 0.19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渊%冤 垣 0.075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渊万元冤 垣 0.074

工业固废综合治理率渊%冤 垣 0.046

三废产生强度 0.376

工业废气产生量渊万 m3/a冤 原 0.137

工业废水产生量渊万 t/a冤 原 0.127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渊万 t/a冤 原 0.112

生态保护 0.11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渊m2/a冤 垣 0.06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渊%冤 垣 0.047

民生发展
子系统渊Z冤

居民收支 0.34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渊元冤 + 0.107

文娱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渊%冤 + 0.112

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数渊台冤 + 0.123

教育情况 0.179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渊%冤 + 0.092

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渊人冤 + 0.087

医疗卫生 0.230
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渊%冤 + 0.106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渊人冤 + 0.124

社会保障 0.249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渊人冤 + 0.104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渊人冤 +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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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指标数据标准化

正向指标院Xij =
渊xij -min xij 冤

渊max xij -min xij 冤
袁

负向指标院Xij =
渊max xij -xij 冤

渊max xij -min xij 冤
渊1冤

1.2.2 经济发展系统尧生态保护系统与民生发展系统

的综合指数

f渊x冤=
m

j=1

移Wj 伊Xij 袁 f渊y冤=
n

j=1

移Wj 伊Y ij 袁

f渊z冤=
r

j=1

移Wj 伊Zij 渊2冤

式中院f渊x冤为经济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曰f渊y冤为生态

保护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曰f渊z冤为民生发展系统综

合评价指数曰W 为各指标权重遥

1.3 耦合协调模型

1.3.1 耦合度

耦合度用于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通过

相互作用进而产生影响的现象和程度遥 测算经济发

展尧生态保护尧民生发展 3个系统间的两两耦合程度袁

反映黄河流域在经济尧生态和民生 3方面的两两耦合

关系遥 计算公式如下院

C=
f渊x冤伊f渊y冤

渊
f渊x冤+f渊y冤

2
冤

2姨
渊3冤

式中院C为两系统间的耦合度袁取值范围为渊0,1冤袁C值

越接近 1袁耦合度越高袁C值越接近 0袁耦合度越低遥

1.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更好地评判 3个系统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袁

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袁计算公式为院

D= C伊T姨 ,T=琢f渊x冤+茁f渊y冤 渊4冤

式中院T为综合发展指数袁反映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

平袁由参与计算的两个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加权而来袁琢

和 茁分别为两个系统在综合发展水平测算中的权重袁

本研究将经济尧 生态保护与民生视为两两同样重要袁

因此权重均值 0.5遥 D为耦合协调度袁反映所研究系统

间的综合发展水平和整体协调功效袁 取值范围渊0,1冤袁

越接近 1 说明所研究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越高袁反

之则越低遥

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可分为 10个特征类型[12]袁

分类如表 2所示遥

表 2 耦合协调类型评价特征

Tab.2 Eval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s

为更深入的分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特征袁考虑所

研究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大小关系特征袁上表中每个

耦合协调类型又可分为三类院当 f渊x冤>f渊y冤时袁耦合协

调类型为生态保护发展滞后型曰当 f渊x冤<f渊y冤时袁耦合

协调类型为经济发展滞后性曰当 f渊x冤=f渊y冤时袁两系统

为同步发展型耦合协调遥

2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概况

黄河流经青海尧甘肃尧宁夏尧四川尧内蒙古尧陕西尧

山西尧河南及山东 9个省份袁全长 5 464 km袁流域面积

79.5万 km2遥其上游大部分地区植被覆盖较好袁水能资

源丰富袁但其经济发展相对不足曰中游虽同样具有丰

富的水能袁但其两岸多为黄土高原袁植被较少袁水土流

失严重曰下游的灌溉区大袁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袁亦

有较强的通航能力袁经济发展较好遥 然而由于近年来

用水量和污水排放的增加袁与其长期伴随着的水土流

失问题袁黄河流域生态污染严重袁在经济发展上袁流域

各段发展也极不平衡遥 目前黄河流域正面临经济发展

滞后尧生态经济发展不协调尧生态脆弱尧环境污染等问

题袁 迫切需要推进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高效协调发

展袁因此对黄河流域进行野两山冶建设水平的耦合协调

分析与综合发展水平分析具有重要意义遥

2.2 数据来源

所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2011要2018年袁 数据

主要来源于叶中国统计年鉴渊2012要2019冤曳叶青海统计

年鉴 渊2012要2019冤曳叶甘肃统计年鉴渊2012要2019冤曳

叶内蒙古统计年鉴渊2012要2019冤曳等黄河流域各省统

0~0.09 极度失调 0.50~0.59 勉强协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60~0.69 初级协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70~0.79 中级协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80~0.89 良好协调

0.40~0.49 濒临失调 0.90~1.00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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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与黄河流域各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渊2011要2018冤袁均为国家和地区公开发布的统计资

料袁部分指标数据通过二次计算获得遥

3 黄河流域野两山冶建设水平耦合协调测度结

果分析

3.1 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度与其时空差异分析

由表 3可知袁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总体

上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之间袁2011要2018年黄河

流域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度从 0.473增长至 0.536袁由濒

临失调上升为勉强协调遥其中青海尧甘肃尧宁夏尧四川尧

河南耦合协调类型为濒临失调袁内蒙古尧陕西尧山西尧

山东为勉强协调遥2018年黄河流域整体经济发展指数

为 0.385袁处于较低水平袁其中山西尧山东经济发展指

数分别为 0.691和 0.560袁经济发展水平极大领先与流

域内其他省份袁甘肃经济发展指数仅为 0.161袁其经济

发展水平亟待提高遥 流域生态环境指数为 0.651袁生态

环境保护较好袁其中经济发展较好的山西尧山东生态

环境指数分别为 0.550和 0.586袁 低于流域平均水平袁

说明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牺牲一定的生态环境

质量遥 从耦合协调特征来看袁黄河流域中只有山西省

属于生态滞后型勉强协调袁其余省份均为经济滞后型

耦合袁且濒临失调的省份经济发展指数均低于黄河流

域整体水平袁说明这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足是导

致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遥

表 3 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度

Tab.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conomy-ecology

青海 0.221 0.675 0.440 0.277 0.626 0.456 0.306 0.693 0.480 濒临失调 经济滞后

甘肃 0.105 0.521 0.342 0.149 0.593 0.385 0.161 0.667 0.404 濒临失调 经济滞后

宁夏 0.222 0.733 0.449 0.352 0.715 0.501 0.262 0.813 0.480 濒临失调 经济滞后

四川 0.201 0.550 0.408 0.236 0.570 0.428 0.308 0.621 0.468 濒临失调 经济滞后

内蒙古 0.374 0.550 0.476 0.412 0.592 0.497 0.372 0.671 0.500 勉强协调 经济滞后

陕西 0.236 0.623 0.438 0.341 0.642 0.484 0.444 0.648 0.518 勉强协调 经济滞后

山西 0.508 0.540 0.512 0.533 0.488 0.505 0.691 0.550 0.555 勉强协调 生态滞后

河南 0.190 0.406 0.373 0.283 0.417 0.414 0.361 0.612 0.485 濒临失调 经济滞后

山东 0.346 0.515 0.459 0.470 0.437 0.476 0.560 0.586 0.535 勉强协调 经济滞后

均值 0.267 0.568 0.473 0.339 0.564 0.501 0.385 0.651 0.536 勉强协调 经济滞后

如图 1所示袁 黄河流域整体经济-生态耦合协调

度于 2011要2018 年间缓步上升袁 其中 2012要2013

年袁由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袁整体经济生态耦合

协调度也有所下降袁2014要2018年袁除甘肃尧宁夏尧内

蒙古外袁其他均有稳步增长趋势遥 所研究时段初期袁甘

肃尧河南尧四川的耦合协调度在黄河流域中处于较低

水平袁 到 2018年仅甘肃耦合协调度明显低于其他省

及自治区袁河南尧四川均已达到流域平均水平遥 2015要

2016年甘肃由于外商投资的增加袁经济发展指数短暂

提升袁其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度也得到极大提高遥

图 1 经济-生态耦合协调水平时间变化趋势

Fig.1 Temporal variation tren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economy-ecology

如图 2所示袁 黄河流域整体经济-生态耦合协调

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部高袁西部低的空间形势遥 山东尧

山西尧内蒙古尧陕西的经济-生态耦合协调水平为流域

年份

青海
甘肃
宁夏
四川
内蒙古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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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民生发展耦合协调度均有稳步提升袁 其中袁

2011要2012 年为高速提升袁2012要2013 年没有明显

提升袁随后 2014要2018进入持续提升阶段遥山东省于

所研究时段初期即具有较高的经济民生发展耦合水

平袁此后其凭借经济民生高耦合协调水平实现了经济

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较为同步的发展遥甘肃省

经济发展与民生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处于黄河流域最

低水平袁 而 2015要2016年甘肃省外商投资额的增加

使 2016年耦合协调度获得短暂提升遥

图 3 经济-民生耦合协调水平时间变化趋势

Fig.3 Temporal variation tren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economy-people爷s livelihood

年份

青海
甘肃
宁夏
四川
内蒙古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均值

内前四袁达到勉强协调袁甘肃尧四川尧青海尧宁夏尧河南

均为濒临失调遥 山东尧山西尧内蒙古尧陕西流域内经济

发展水平最高袁青海尧甘肃尧宁夏虽然生态环境水平良

好袁但其经济发展水平过低袁未能实现协调发展遥 甘肃

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速为流域内最低袁 使其经济-生

态耦合协调水平也最低袁 有严重的濒临失调趋势袁可

见经济发展水平极大影响着流域内经济与生态的协

调发展遥

图 2 经济-生态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

Fig.2 Coupling coordinates horizontal spatial differences of economy-ecology

3.2 经济-民生耦合协调度与其时空差异分析

由表 4可知袁 黄河流域经济-民生耦合协调水平

整体上处于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之间袁各省及自治区

均达到协调水平袁 总体耦合协调度于 2011要2018年

间从 0.507上升到 0.686袁 由勉强协调改善为初级协

调遥 其中仅青海渊0.599冤尧甘肃渊0.528冤尧宁夏渊0.590冤耦

合协调类型为勉强协调袁低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遥 山

东省渊0.822冤经济-民生耦合协调类型为高级协调袁为

流域内首个达到高级协调发展的省份遥 流域整体民生

发展指数提升较高袁 从 2011年的 0.248提升到 2018

年的 0.576袁其提升幅度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袁可见政

府对地区民生发展极为重视袁其中袁山东尧河南民生发

展指数分别为 0.817和 0.751袁具有极高的人民生活水

平遥 从耦合协调特征来看袁除山西省外袁黄河流域各省

及自治区经济与民生发展耦合特征均为经济滞后型

协调袁表明黄河流域目前经济发展与民生发展已初步

达到协调水平袁但经济发展水平与民生发展相比稍显

滞后遥

如图 3所示袁 黄河流域整体 2011要2018年经济

表 4 经济-民生耦合协调度

Tab.4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conomy-people爷s livelihood

青海 0.221 0.124 0.407 0.277 0.257 0.517 0.306 0.421 0.599 勉强协调 经济滞后

甘肃 0.105 0.146 0.351 0.149 0.346 0.477 0.161 0.485 0.528 勉强协调 经济滞后

宁夏 0.222 0.165 0.438 0.352 0.344 0.590 0.262 0.464 0.590 勉强协调 经济滞后

四川 0.201 0.238 0.468 0.236 0.485 0.581 0.308 0.681 0.677 初级协调 经济滞后

内蒙古 0.374 0.207 0.527 0.412 0.379 0.629 0.372 0.485 0.651 初级协调 经济滞后

陕西 0.236 0.316 0.523 0.341 0.494 0.641 0.444 0.597 0.717 中级协调 经济滞后

山西 0.508 0.236 0.589 0.533 0.411 0.684 0.691 0.485 0.761 中级协调 民生滞后

河南 0.190 0.307 0.491 0.283 0.504 0.614 0.361 0.751 0.721 中级协调 经济滞后

山东 0.346 0.495 0.643 0.470 0.676 0.751 0.560 0.817 0.822 高级协调 经济滞后

均值 0.267 0.248 0.507 0.339 0.433 0.619 0.385 0.576 0.686 初级协调 经济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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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所示袁 黄河流域经济-民生发展耦合协调

度在空间上依然呈现东部高于西部的态势袁 山东尧山

西尧河南尧陕西协调水平为流域前四袁青海尧甘肃尧宁夏

协调水平较低袁四川与内蒙古协调水平达到流域平均

水平遥对比流域东部与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指数与民

生发展指数袁发现东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

部袁东部人民生活质量水平略高于西部整体袁其中四

川人民生活水平为流域第三袁 但其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袁使其经济-民生协调发展水平受到限制遥虽然目前

流域西部经济-民生协调发展与东部还有差距袁 但由

于耦合协调特征为经济滞后型袁坚持推进西部经济建

设袁人民生活水平将越发接近东部水平袁经济与民生

发展耦合协调度也将进一步提升遥

图 4 经济-民生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

Fig.4 Coupling coordinates horizontal spatial differences of

economy-people爷s livelihood

3.3 生态-民生耦合协调度与其时空差异分析

由表 5可知袁黄河流域生态与民生发展偶和协调

水平处于中级协调与高级协调之间袁二者的发展具有

较高的协调水平遥总体协调水平从 2011年的 0.613增

加到 2018 年的 0.783袁得到极大改善袁已从初级协调

上升为中级协调袁 但民生滞后的协调特征没有改变遥

其中四川渊0.807冤尧河南渊0.823冤尧山东渊0.832冤生态环境

与民生发展属于高级协调水平袁 其余均为中级协调遥

从耦合特征来看袁达到高级协调的四川尧河南尧山东均

为生态滞后型袁其余均为民生滞后型袁说明这三个省

份在保证生态环境与民生协调发展的情况下袁实现人

民生活质量水平较大的提升袁也体现人民生活质量水

平仍需进一步提高以推动黄河流域整体生态环境与

民生更高协调地发展遥

如图 5所示袁黄河流域生态与民生发展耦合协调

度于 2011要2018 年间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袁 其中

2012要2013年黄河流域整体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导致

二者协调度有所降低袁2014要2018 年则趋于稳步上

升遥 黄河流域整体于 2011要2015年处于初级协调袁这

一时期黄河流域地方政府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袁

对城市布局进行合理规划袁 生态环境处于修复阶段曰

2015要2018年袁生态环境建设已有一定成效袁大部分

省及自治区生态-民生耦合特征已转变为民生滞后型

协调袁 协调程度由之前的初级协调上升为中级协调袁

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民生

的协调发展遥

青海 0.675 0.124 0.537 0.626 0.257 0.633 0.693 0.421 0.735 中级协调 民生滞后

甘肃 0.521 0.146 0.525 0.593 0.346 0.673 0.667 0.485 0.754 中级协调 民生滞后

宁夏 0.733 0.165 0.590 0.715 0.344 0.704 0.813 0.464 0.784 中级协调 民生滞后

四川 0.550 0.238 0.602 0.570 0.485 0.725 0.621 0.681 0.807 高级协调 生态滞后

内蒙古 0.550 0.207 0.581 0.592 0.379 0.688 0.671 0.485 0.755 中级协调 民生滞后

陕西 0.623 0.316 0.666 0.642 0.494 0.750 0.648 0.597 0.789 中级协调 民生滞后

山西 0.540 0.236 0.598 0.488 0.411 0.669 0.550 0.485 0.719 中级协调 民生滞后

河南 0.406 0.307 0.594 0.417 0.504 0.677 0.612 0.751 0.823 高级协调 生态滞后

山东 0.515 0.495 0.711 0.437 0.676 0.737 0.586 0.817 0.832 高级协调 生态滞后

均值 0.568 0.248 0.613 0.564 0.433 0.703 0.651 0.576 0.783 中级协调 民生滞后

表 5 生态-民生耦合协调度

Tab.5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cology-people爷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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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生态-民生耦合协调水平时间变化趋势

Fig.5 Temporal variation tren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ecology-people爷s livelihood

如图 6所示袁 黄河流域生态-民生发展耦合协调

程度整体较高袁协调发展水平大致呈现东部省份高于

西部省份遥 流域东部省份山东尧河南拥有最高的生态

与民生协调发展水平袁 现已率先达到高级协调水平曰

山西由于民生发展水平提升不显著与其流域内最低

的生态环境水平袁 成为流域内生态-民生耦合协调度

最低的省份曰 西部的四川也有较高的发展协调度袁因

为其具有较高的民生发展水平曰青海尧甘肃尧内蒙古由

于低于平均水平的民生发展水平袁 其生态-民生耦合

协调度也较低遥 由此可见袁提升西部人民生活质量对

促进生态环境与民生协调发展极为重要遥

图 6 生态-民生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

Fig.6 Coupling coordinates horizontal spatial differences of

ecology-people爷s livelihood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黄河流域野两山冶建设水平

协调发展程度进行分析袁引入民生发展系统袁结合黄

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袁对 3个系统进行综合指

数测算及两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袁分析黄河流域经

济发展尧生态环境与民生发展两两之间耦合协调水平

的时段变化和空间差异遥 渊1冤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环

境耦合协调度于 2011要2018年间缓步增长袁 从濒临

失调逐渐转变为勉强协调袁下游经济发展指数稳步提

升袁中上游则提升缓慢袁整体生态环境改善不明显遥 生

态环境的恶化与经济建设投资均会影响两系统发展

的耦合协调度袁2012要2013年黄河流域整体生态环境

恶化袁 导致两系统发展协调度降低袁2015要2016年香

港增加对甘肃的经济建设投资袁甘肃省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也因此提升遥 除山西省外袁黄河流

域耦合特征均为经济滞后型遥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态势

为黄河下游省份高于中上游袁甘肃省经济与生态发展

耦合协调度最低遥 渊2冤测度期间袁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

民生发展耦合协调度稳步增长袁发展态势较好袁总体

上由勉强协调转向初级协调袁流域下游双系统综合指

数及耦合协调度均明显高于中上游省份曰 除山西省

外袁黄河流域其余省及自治区耦合特征均为经济滞后

型遥 渊3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民生发展耦合协调度整

体处于较高水平且有稳步增长趋势袁 于 2011要2018

年间从初级协调上升为中级协调袁部分省及自治区已

达到高级协调水平袁 且这部分民生发展水平较高袁耦

合特征属于生态滞后型遥 下游省份山东尧河南耦合协

调水平领先于西部省区袁而山西由于生态环境指数较

低袁导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为黄河流域最低遥

4.2 建议

第一袁黄河流域野两山冶 建设需以山东尧山西尧陕

西尧河南为中心区域袁发挥其经济优势袁完善黄河流域

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袁 构建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袁协

同践行野两山冶理论袁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尧生态与民生

协调共同发展遥 第二袁出台有利于外商投资的优惠政

策袁吸引外资流入袁黄河流域西部省及自治区的双系

统耦合协调特征均为经济滞后或民生滞后袁而黄河流

域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新亚欧大陆桥的起点袁具有特

殊的地理优势与极大的经济发展潜力袁外资的流入能

极大推动黄河流域中上游省区的经济发展遥 第三袁加

强科技创新袁建立更完善省域间人才引进策略袁流域

内经济发展较好的山东尧山西尧陕西等省份应加强科

技创新袁积极推动产业升级袁发展绿色经济袁再以自身

年份

青海
甘肃
宁夏
四川
内蒙古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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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野two mountains冶,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野two mountains冶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constructe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hree subsystems of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nine provinc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2011-

2018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trend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hree double systems was ana鄄

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not improved significantly from 2011 to

2018. The economic and people's livelihood of the province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improved steadily,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hree dual systems is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ovince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heory of 野two mountains冶 in the Yellow River on the practice and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handong, Shanxi, Henan and other eastern provinces of the river basin should be taken as the central areas for development. These

provinces should guide and improve the spatial layout of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practi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鄄

novation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establish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jointly promote co鄄

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economy, ecolog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 words: economy and ecology; index evalu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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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验带领其余省份共同发展袁与流域内其他省区

相互协商袁加强高新技术共享袁促进各省区之间交流

学习袁共同探索科技进步遥第四袁立足于生态保护袁完善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科学系统发

展战略袁 研究时间段内黄河流域整体经济水平和民生

水平有所提高袁但生态环境水平改善不大袁需要强调保

护生态环境尧防止水土流失尧合理分配水资源尧改善工

业废弃物排放等问题遥 黄河流域内各省及自治区经济

生态发展政策要协同联动袁发挥各自优势袁相互学习袁

相互帮扶袁共同促进黄河流域经济生态协调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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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袁以可

持续发展为根据袁 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遥

2007年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把

野生态文明冶写入党代会报告袁强调在产业发展尧经济

增长尧改变消费模式上尽最大可能节约能源资源和保

护生态环境遥 2012年袁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野生态文

明冶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袁融入到经济建设尧政治建设尧

文化建设尧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遥2018年袁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袁大会上确立的野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冶袁标志着最大规模尧最为深刻的生态文

明建设全方位变革即将开始遥然而森林生态与科技效

益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和纽带袁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袁科技创新为推动生态文明全方位建

设提供新思路尧新方法袁因此袁构建森林生态与科技指

标体系将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遥

1 文献梳理与评述

生态效益评价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者重点研究

和探讨的话题之一袁早期有很多学者针对生态建设和

森林生态资源的指标体系构建展开研究遥 陈红光针对

城市森林发展现状袁从生态功能尧生态结构和经济效

益等多个角度构建城市森林可持续经营评价指标体

系[1]袁蔡剑辉提出森林生态评价指标体系袁考虑社会尧

经济尧生态与资源四个指标[2]遥武高洁从森林的内在价

值和服务效能两个角度对县级森林资源质量展开评

价[3]遥可以看到袁上述学者虽然对森林的生态发展提供

了相对合理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袁但也都具备一定

的局限性遥 首先袁在空间上袁研究学者针对不同的地理

区域提出不同的评价体系袁 很难做到普适性和统一

性袁其次袁由于研究时间相对较早袁设计的变量指标和

统计数据也很难适用于当下的发展遥 随着中国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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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野森林资源资产负

债表编制研究冶渊19BGL162冤曰福建省科技厅软

科学项目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视角下森林资

源生态价值确认与计量研究冶渊2019R0039冤遥

作者简介院刘秋金渊1995-冤袁女袁汉族袁助教袁主要从事生态

与环境统计研究遥

森林生态经济与科技高质量发展

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刘秋金 1袁 杨思崟 2袁 张瑞琛 3袁 余向群 3

渊1.福州工商学院 财经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799曰 2.福建商学院 财务与会计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500曰

3.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院以我国林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森林生态文明建设为背景袁从森林经济效益尧生态环境效益尧科技驱动效益

三方面着手构建森林生态与科技评价指标体系袁运用熵权法测算各指标权重和综合得分袁并依次结合时间趋势外推法尧

年平均增长率推算法尧平均值推算法尧德尔菲法来推算 2020年的实现程度遥 研究发现院我国森林生态与科技效益逐年提

高袁符合生态文明整体发展趋势遥在生态文明视角下袁要想达到 2020年实现程度袁部分指标有待进一步强化袁尤其是在林

业就业水平尧科技投入尧生态旅游方面袁更需要加大建设力度遥

关键词院生态文明曰森林生态与科技曰熵权法曰时间趋势外推法曰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院X826;F326.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9原园040原园7

第 41卷 第 9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41 晕燥援9

圆园22年 9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Sept. 圆园22



明建设的提出袁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生态评价进行完

善袁并将生态指标与社会尧经济等指标相融合袁从生态

经济尧生态环境尧生态社会尧生态安全尧生态治理尧人类

文明等多个角度对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展开全面系统

评价[4-8]袁对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都做出了比较

充分的完善袁尤其在林业领域袁提出更加细致科学的

评价方案遥 然而袁目前所发表的大多数文献都仅仅对

森林生态建设提出评价方案袁多数学者对森林生态建

设的评价分析停留在野经济要资源要生态冶的分析框

架之中[9]遥

在倡导高质量发展的今天袁森林生态建设不仅仅

局限于经济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发展遥 习近平总书记

曾指出袁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遥 要追求森林生态的绿色高质量化发展袁科

学技术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要素遥 传统的数量型尧粗

放型增长是必然会引起当下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冲突[10]袁

通过技术的创新才能更加持续化的推动生态经济长

期稳健的前进袁然而袁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袁在对森

林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分析中袁考虑科技创新要素的

研究成果微乎其微袁这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院第一袁现

阶段袁森林生态文明建设的好坏主要还是依赖于生态

环境的建设袁科技的要素也能通过其他指标袁如院飞播

造林面积尧沙漠化治理面积等变量间接体现出来遥 第

二袁 反映森林科技发展的相关统计监测指标太少袁使

得部分学者容易主观上忽视对林业科技发展进行评

价分析遥 但不可否认的是袁科技创新驱动生态文明高

质量发展是时代的潮流袁 也是时代未来发展的趋势遥

基于此袁本文拟在对森林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做深刻

剖析的背景下袁将森林生态效益与科技创新效益相结

合袁建立森林生态与科技评价指标体系袁并在此基础

上袁运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结合相关政策文件和专

家意见袁拟定 2020年各评价指标的目标值袁以期为森

林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建设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和

统计分析方法遥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叶中国林业统计年鉴曳和叶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曳遥 考虑到 2012年是野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冶战略决策的历史起点袁同时也处于林业发展

野十二五冶规划的历史时期袁因此选取 2011年为数据

搜集的起点袁一是能够有效计量并客观反映生态文明

建设提出后袁 中国森林生态与科技效益的变化水平袁

二是为更加有效科学地预测 2020 年实现程度做准

备遥 同时结合指标体系设计数据的可得性尧科学性尧时

效性及连续性原则袁 本文最终选取 2011要2017年为

数据搜集区间遥

2.2 研究方法

2.2.1 熵权法

熵是度量信息的无序程度袁熵值可以判断某个指

标的离散程度袁熵值越小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袁该指

标对综合评价的权重也就也大遥 因此常常采用熵权法

来客观确定多指标评价体系中个指标的权重遥

现有 m年待评项目袁n个评价指标袁 形成原始数

据矩阵 R=渊rij冤m伊n院

R=

r11 r12 噎 r1n

r21 r22 噎 r2n

rm1 rm2 噎 rmn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伤

赏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商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m伊n

渊1冤

式中院rij为第 i年第 j 个指标的评价值遥 假设各指标数

据标准化后的值为 Y 1袁Y 2袁Y 3袁则有院

正向指标标准化院Yij=
rij -min rj

max rj -min rj
渊2冤

负向指标标准化院Yij=
max rj -rij

max rj -min rj
渊3冤

根据信息熵定义可知各指标信息熵院

Ej =-ln渊m冤
-1

m

i=1

移pij lnpij 渊4冤

式中院pij=Y ij

m

i=1

移Y ij 袁若 pij=0袁则lim
pij 寅0

pij lnpij =0遥

通过信息熵计算各指标的权重院

Wj =
1-Ej

n-移Ej

渊j=1,2,噎,n冤 渊5冤

2.2.2 实现程度预测法

为有效预测 2020年各指标的实现程度袁 以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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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服务于森林生态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袁研究依次结

合时间趋势外推法尧年平均增长率推算法尧平均值推

算法尧德尔菲法来推算 2020年的实现程度遥 其中袁时

间趋势外推法是通过对过去数据的拟合推算 2020年

的实现程度曰若时间趋势外推法推算出的数据与过去

年份偏差较大袁则考虑年平均增长率推算法袁同时袁为

合理反映各个指标的变化水平袁提高预测精度袁减小

预测误差袁选用近三年平均值而不是全部年份的平均

值来预测未来林业发展的实现程度袁所以袁年平均增

长率推算法是采用以 2015年为基期结合各指标近三

年年平均增长率推算 2020年的实现程度曰 若时间趋

势外推法和年平均增长率推算法推算出来的数据与

过去年份偏差较大袁则考虑平均值推算法袁平均值推

算法同样是采用近三年指标的平均值推算 2020年的

实现程度曰若上述三种时间序列预测法均与过去年份

偏差较大袁则考虑德尔菲法袁德尔菲法是在对所要预

测的指标及相关数据匿名发给各专家袁得到专家预测

后进行整理尧归纳和统计袁再次匿名给各专家袁再次征

求意见袁再集中反馈袁直至得到一致的意见遥

3 实证研究

3.1 森林生态与科技指标体系的构建

3.1.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科学性和可行性相结合原则遥科学性要求研究必

须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来进行指标确定和数据采集袁所

确定的指标必须符合研究要求袁不能为便利性和可获

得性袁就随意删除重要指标和添加无关紧要指标遥 可

行性原则要求研究从人力尧物力尧财力尧科学技术能力

诸方面来说袁指标体系的构建都是可以执行的曰同时

选取的评价指标要易于分析尧易于量化袁符合实际袁能

够如实反映森林生态与科技的真实效益遥 科学性和可

行性相结合将使研究更有意义更加权威更具有社会

贡献遥

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结合原则遥森林生态与科技效

益的发展是一个稳定的过程袁各项宏观指标不会发生

太大的变化袁同时森林生态与科技效益也是一个动态

的发展过程袁存在一定的变化规律遥 例如不同时期森

林生态与科技效益的主题也不尽相同袁由发展经济为

首要任务逐渐变为生态文明遥 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结合

既能反映经济转型的历史特点又能反映当前森林生

态与科技的发展趋势遥

系统性和重要性相结合原则遥 系统性要求研究必

须循序尧系统尧连贯地进行袁能够保证研究获得更加系

统的森林生态与科技指标遥 重要性要求各指标能够全

面反映森林生态与科技的本质特征袁各项指标之间的

相关性不能太强袁 且各指标之间要有一定的逻辑关

系遥 系统性和重要性相结合不但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

出森林经济效益尧生态环境效益尧科技驱动效益的主

要特征和状态袁而且还能反映生态要科技系统之间的

内在联系遥

3.1.2 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研究认为森林生态与科技效益的本质是一种基

于能力形成尧发展和壮大的动态过程袁包括森林经济

效益尧生态环境效益尧科技驱动效益遥 森林生态与科技

的建设是在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袁因此摒弃传统

的构建思路袁本研究加入科技驱动效益指标袁并基于

科技投入尧科技产出尧科技教育的动态思路袁构建森林

生态与科技的指标体系遥 总之袁生态文明的发展进程

依托于森林生态-科技的发展袁 森林经济效益和生态

环境效益影响着科技驱动效益袁同时科技驱动效益又

反作用于森林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袁三者是相互

制约袁相互影响的循环系统袁如图 1遥

图 1 森林生态经济与科技指标体系关键思路图

Fig.1 Key idea map of forest ecologic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ex system

第一袁森林经济效益指标遥 森林经济效益是森林

生态与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遥 忽视森林经济效益袁不

仅会影响甚至会中断社会再生产袁而且也会严重危及

人的生存和发展遥 唯有稳定增长的森林经济效益袁才

能使一系列生态文明活动顺利进行遥 研究所选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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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指标主要包括投资水平尧生态旅游尧从业水

平尧产业经济等四大方面遥 同时袁研究进一步对森林经

济效益选取三级指标袁具体包括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

占比尧林业产业发展投资占比尧林业投资完成额尧森林

公园生态建设投资尧森林公园旅游收入尧林业企事业

机关单位增长率尧林业在岗职工年末增长率尧林业在

岗职工年工资总额增长率尧 林业出口贸易依存度尧林

业进口贸易依存度尧各类经济林产品总量遥

第二袁生态环境效益指标遥 生态环境效益是森林

生态与科技发展的基础条件遥 如果人类在社会生产活

动中袁只关注森林经济效益袁无视生态规律袁无视生态

环境效益袁最终必将导致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袁自然资

源遭到破坏袁经济发展受到阻碍遥 本研究所选的生态

环境效益指标主要包括基础生态建设尧 生态保护建

设尧生态抚育建设遥 具体包括国家森林公园数量占比尧

国家森林公园面积占比尧 年末实有自然保护区个数尧

年末实有自然保护区面积尧 非自然因素火灾发生率尧

平均火灾伤亡率尧火灾总面积单位扑火经费尧人工造

林面积占比尧森林抚育面积占比尧森林病虫鼠害防治

率尧森林覆盖率尧森林蓄积尧林地保有量遥

第三袁科技驱动效益指标遥 科技驱动效益是森林

生态与科技发展的第一驱动力遥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袁

我国要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袁发挥科技创

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袁推动森林生态实现有质量尧有效

益尧可持续的发展遥 森林经济效益指标包括科技投入尧

科技产出尧科技教育遥 具体包括林业 R&D人员合计尧

林业 R&D人员全时当量尧 林业 R&D经费内部支出尧

林业 R&D课题数尧林业发表科技论文尧林业出版科技

著作尧林业有效发明专利尧林业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

数尧林业工作站大专以上学历占比尧林学在校学生本

科生以上学历占比尧林学专任教师占比遥

3.2 基于熵权法森林生态与科技指标权重的确定

借鉴石亮等袁孙安阳等的研究袁并按照以上三步

骤确定森林生态与科技的指标权重[11-12]遥由表 1可知袁

森林经济效益尧生态环境效益尧科技驱动效益 3个一

级指标权重均达 30%以上袁说明指标体系整体上构建

比较合理遥 然而二级指标之间权重差异较大袁尤其是

在生态旅游上袁 生态旅游下三级指标权重在 3%左右

波动袁能很好衡量生态旅游的建设程度袁但是生态旅

游权重才 5.877%袁 说明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生

态旅游建设和管理袁以提高生态旅游人均创收遥 同时

三级指标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占比和非自然因素火

灾发生率的权重非常低袁这也是拉低投资水平和生态

保护建设权重的重要因素袁政府要稳定生态建设投资

完成额袁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资力度袁除此之外袁还

要加强和完善森林保护管理和措施袁减少非自然因素

导致的不必要火灾遥 基础生态建设下三级指标均高达

3%以上袁说明当前森林的基础生态建设已取得优异的成

绩袁可以加强其他方面来提高森林生态与科技效益遥

表 1 森林生态与科技指标权重情况

Tab.1 The weight of forest ecolog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森林
经济
效益

30.717

投资
水平

7.923
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占比 1.832 7

林业产业发展投资占比 3.053 3

林业投资完成额 3.037 0

生态
旅游

5.877 森林公园生态建设投资 3.018 4

森林公园旅游收入 2.858 7

从业
水平

8.295

林业企事业机关单位增长率 2.861 0

林业在岗职工年末增长率 2.897 2
林业在岗职工年工资总

额增长率
2.537 0

产业
经济

8.621
林业出口贸易依存度 2.817 3

林业进口贸易依存度 2.765 7

各类经济林产品总量 3.038 3

生态
环境
效益

38.194

基础
生态
建设

12.282

国家森林公园数量占比 3.101 5

国家森林公园面积占比 3.083 4
年末实有自然保护区个数 3.056 2
年末实有自然保护区面积 3.040 7

生态
保护
建设

8.334
非自然因素火灾发生率 2.244 9

平均火灾伤亡率 3.061 5

火灾总面积单位扑火经费 3.027 4

生态
抚育
建设

17.578

人工造林面积占比 3.024 2

森林抚育面积占比 2.865 6

森林病虫鼠害防治率 2.789 6

森林覆盖率 2.966 3

森林蓄积 2.966 3

林地保有量 2.966 3

科技
驱动
效益

31.090

科技
投入

8.381
林业 R&D人员合计 2.834 5

林业 R&D人员全时当量 2.576 3

林业 R&D经费内部支出 2.970 0

科技
产出

14.250

林业 R&D课题数 2.947 2

林业发表科技论文 2.666 5

林业出版科技著作 3.036 4

林业有效发明专利 2.771 1
林业形成国家或行业

标准数
2.829 3

科技
教育

8.458

林业工作站大专以上
学历占比

3.055 8

林学在校学生本科生
以上学历占比

2.423 5

林学专任教师占比 2.97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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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森林生态与科技高质量发展评价

确定指标的综合得分遥 根据标准化后数据和各指

标权重袁分别计算各年在森林经济效益尧生态环境效

益尧科技驱动效益袁及综合得分情况院

Zi=
n

j=1

移Y ij W j 渊6冤

由表 2可知袁森林生态与科技效益呈逐年递增趋

势袁2017年森林生态与科技的综合指数已是 2011年

的 2倍有余遥

表 2 森林生态与科技的综合指数情况

Tab.2 Comprehensive index of forest ecolog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由图 2可知袁我国森林在森林经济效益尧生态环

境效益尧科技驱动效益袁及森林生态与科技上的综合

指数都是呈逐年递增趋势袁且生态环境效益大于森林

经济效益和科技驱动效益袁但是近年来森林经济效益

和科技驱动效益不分上下袁相互促进相互制约遥

图 2 森林生态与科技的综合指数情况

Fig.2 Comprehensive index of forest ecology and technology

3.4 高质量发展下森林生态与科技实现程度

由表 3可知袁结合近几年的发展情况袁大部分指

标可以如期实现袁但是还存在个别指标需要高度重视

才能达到目标值袁尤其是在森林公园旅游收人尧从业

水平尧科技投入上更要多下功夫遥

表 3 2020年森林生态与科技指标实现程度

Tab.3 Achievement degree of forest ecolog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in 2020

森林
生态与
科技

36.493 37.176 50.573 52.511 59.188 63.185 73.727

生态建设与保护
投资占比

% 47 45 平均值推算法

林业产业发展投
资占比

% 36 39 平均值推算法

林业投资完成额 亿元 4 290 >7 690 时间趋势外推法

森林公园生态建
设投资

万元 516 798 >618 621
年平均增长率

推算

森林公园旅游收入 亿元 706 1 130 时间趋势外推法
林业企事业机关
单位增长率

% -1.38 >0 德尔菲法

林业在岗职工年
末增长率

% -1.93 >0 德尔菲法

林业在岗职工年
工资总额增长率

% 20.61 15.45 平均值推算法

林业出口贸易依
存度

- 0.089 <0.08 平均值推算法

林业进口贸易依
存度

- 0.607 0.7 时间趋势外推法

各类经济林产品
总量

万 t 17 356 >22 602 时间趋势外推法

国家森林公园数
量占比

% 15.48 24 时间趋势外推法

国家森林公园面
积占比

% 65.26 69 时间趋势外推法

年末实有自然保
护区个数

个 2 228 2361
年平均增长率

推算
年末实有自然保
护区面积

百万 hm2 124 127
年平均增长率

推算
非自然因素火灾
发生率

% 93.72 <93 平均值推算法

平均火灾伤亡率 % 0.89 <1
年平均增长率

推算

火灾总面积单位
扑火经费

万元/hm2 14.49 <34
时间趋势外
推法

人工造林面积占比 % 29.56 32
年平均增长率

推算

森林抚育面积占比 % 52.95 >56 平均值推算法
森林病虫鼠害防
治率

% 71.17 >63 平均值推算法

森林覆盖率 % 21.63 23 发改委

森林蓄积 亿 m3 151.37 165 发改委

林地保有量 亿 hm2 3.11 3.12 发改委
林业 R&D人员合
计

人 5 557 >6 356
时间趋势
外推法

林业 R&D人员全
时当量

人年 4 474 6 326
年平均

增长率推算
林业 R&D经费内
部支出

百万元 1 205 1 786
时间趋势外
推法

林业 R&D课题数 项 1 732 1 853
年平均增长率

推算
林业发表科技论文 篇 3 316 3 882 时间趋势外推法

林业出版科技著作 种 97 >105 平均值推算法

林业有效发明专利 件 860 2 032 时间趋势外推法

林业形成国家或
行业标准数

项 95 逸98 平均值推算法

林业工作站大专
以上学历占比

% 55.31 逸77
时间趋势
外推法

林学在校学生本科
生学历以上占比

% 44.68 >47
时间趋势
外推法

林学专任教师占比 % 66.63 >60 时间趋势外推法

森林经济效益

生态环境效益

科技驱动效益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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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对 2020 年的实现程度推测科学合

理袁分别采用时间趋势外推法尧年平均增长率推算和

平均值推算法对 2011要2016年数据进行拟合袁 预测

2017年数据并与实际值对比遥

表 4 2017年森林生态与科技指标实现程度

Tab.4 Achievement degree of forest ecolog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in 2017

若有趋势效应的数据应采用时间趋势外推法做

稳健性检验曰若无趋势效应袁但具有一定规律的增减

趋势袁应采用年平均增长率推算做稳健性检验曰若无

趋势效应袁且无一定规律的增减趋势袁但在某个小区

间内波动袁应采用平均值推算法做稳健性检验遥 此处

随机筛选 80%的三级指标袁由表 4可知袁2017年实现

程度和 2017年实际值几乎吻合袁 说明本研究对 2020

年的实现程度推测科学合理遥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首先从森林经济效益尧生态环境效益尧科技驱动

效益三方面着手构建森林生态与科技评价指标体系袁

其次运用熵权法测算各指标权重和综合得分袁再次结

合时间趋势外推法尧年平均增长率推算法尧平均值推

算法尧 德尔菲法来推算 2020年的实现程度袁 最后对

2020年的实现程度进行稳健性检验遥 研究结果发现院

渊1冤目前我国森林生态与科技效益逐年提高袁符合生

态文明整体发展趋势袁 尤其是在基础生态建设上袁已

取得优异的成绩遥 但是存在个别指标仍不容客观袁有

待进一步提升袁尤其是涉及生态旅游袁相关部门需要

进一步加强生态旅游建设和管理袁以提高生态旅游人

均创收遥 除此之外袁政府要稳定生态建设投资完成额袁

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资力度袁还要加强和完善森林

保护管理和措施袁 减少非自然因素导致的不必要火

灾遥 渊2冤近年来生态环境效益已达到生态建设建设要

求袁 但是森林经济效益和科技驱动效益不分上下袁相

互促进相互制约遥 生态环境效益>森林经济效益和科

技驱动效益袁说明想要做好生态文明建设袁务必要先

重视科技发展袁科技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袁同时经

济发展也能促进科技进步遥 渊3冤若按照近几年的发展

情况袁大部分指标可以如期实现袁但是还存在个别指

标需要高度重视才能达到目标值袁尤其是在森林公园

旅游收入尧从业水平尧科技投入上更需要多下功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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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s the backgroun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forest economic benef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technology-driven ben鄄

efits, a forest ecological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ill be established. Calculating the weights and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each index by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time trend extrapolation method, the annual average growth rate calcu鄄

lation method, the average value algorithm, and the Delphi method, and the degree of realization in 2020 is estima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forest ecological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enefits in China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line with the over鄄

all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owev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gree of re鄄

alization in 2020, some indicators need to be further realized. Especially in the forestry employment 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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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钢铁生产大国袁2020年全国粗钢产量高达

10.64 亿 t袁每产出 1 t钢袁伴随着 150 kg 的钢渣副产

出[1-2]遥 然而目前我国钢渣的利用率较低袁未利用的钢

渣不仅会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袁而且会对大气尧土壤尧水

资源照成污染遥

钢渣的矿物成分主要有 C3S尧C2S尧 玻璃相(Al2O3尧

Fe2O3尧CaO尧MgO 和碱等组成的不定形相 )尧RO 相

(CaO尧MgO尧MnO和 FeO组成的固溶体)等[3-5]遥 其矿物

组成与水泥孰料相似袁 但是由于其含有 f-CaO尧f-

MgO袁会带来体积安定性不良袁且水化活性较低[6-7]袁因

此限制了钢渣在水泥中的运用遥 研究表明袁物理激发尧

化学激发尧热激发均能提高钢渣活性[8-12]遥 目前常用的

钢渣二次处理方法有水淬法尧风淬法尧热泼法尧热焖法

等遥 热焖法不同于传统的处理方法袁与磁选尧研磨工艺

相结合的热焖法袁 可以较好的消除钢渣的膨胀性袁实

现渣与钢的分离[13]遥 热焖法中研磨工艺相当于对钢渣

进行了物理激发袁因此有必要研究热焖钢渣的火山灰

活性遥

以石粉为对照组袁对石粉尧钢渣掺量为 30%的水

泥胶砂试样进行强度试验尧SEM 试验尧XRD 试验袁研

究热焖钢渣的火山灰活性遥 对不同钢渣掺量的胶砂试

块进行强度试验袁 研究钢渣添加量对水泥强度的影

响袁为热焖钢渣在水泥中的运用提供支持遥

1 材料与试验方法

1.1 材料

1冤 试验采用的水泥是 P窑I42.5纯硅酸盐水泥袁其

主要技术指标如下表 1所示遥

2冤热焖钢渣的化学成分如下表 2所示遥

3冤石粉的化学成分如下表 3所示遥

4冤胶砂试验所采用的砂是 ISO标准砂袁其颗粒级

配如下表 4所示遥

收稿日期院2021-08-10

基金项目院三明市引导性科技项目计划项目渊2019-S-64冤曰

福建省科技厅社会发展引导性 (重点) 项目

渊2019Y0044冤曰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科 技 项 目

渊JT180505曰B201816冤曰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

科研项目渊JAT190699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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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标准砂的颗粒

Tab. 4 Standard sand particles

5冤试验所用的减水剂为聚羧酸系型高效减水剂袁

其基本技术参数如下表 5所示遥

表 5 聚羧酸系型高效减水剂技术参数

Tab.5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polycarboxylic acid

type superplasticizer

6冤试验所用的水为生活自来水遥

1.2 试验方法

1.2.1 用于测量胶砂强度尧XRD试验尧SEM试验的试

样配比如下表 6所示遥

表 1 水泥的主要技术指标

Tab.1 The main technical indicators of cement

1.1 3.15 340 5 0.1
初凝 终凝 3 d 28 d 3 d 28 d

186 248 5.3 7.1 26.6 43.6

表 2 热焖钢渣化学成分

Tab.2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hot braised steel slag

%

25.60 35.26 5.32 6.45 10.10 3.94 2.20

表 3 石粉化学成分

Tab. 3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tone powder

%

90.16 6.35 0.20 0.11 0.13 0.03 0.02

晒孔孔径/mm 2.36 1.18 0.6 0.3 0.15

累计筛余/% 0 20.8 57.5 65.6 91.6
20.32 1.15 0.03 0.65 6.6

表 6 试样水泥胶砂配比

Tab.6 Proportion of sample cement mortar

C 0 0 450.0 0 0

A 30 0 315.0 135 0

B1 0 5 427.5 0 22.5

B2 0 10 405.0 0 45.0

B3 0 15 382.5 0 67.5

B4 0 20 360.0 0 90.0

B5 0 25 337.5 0 112.5

B6 0 30 315.0 0 135.0

1 350

1 350

1 350

1 350

1 350

1 350

1 350

1 350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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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胶砂的强度试验

胶砂强度参照叶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曳

进行测试遥

1.2.3 SEM试验

电镜扫描采用 JSM-IT500系列扫描电子显微镜

进行袁如图 1遥

图 1 JSM-IT500扫描电子显微镜

Fig.1 JSM-IT500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1.2.4 XRD试验

XRD试验采用 X 射线衍射仪 X爷Pert Pro袁 如图

2遥

图 2 X射线衍射仪

Fig.2 X-ray diffractometer

2 热焖钢渣的火山灰活性分析

制备纯水泥胶砂试样 C袁 单掺 30%石粉水泥胶砂

试样 A袁单掺 30%钢渣水泥胶砂试样 B6袁以试样 C和试

样 A为对照组袁研究热焖钢渣的火山灰活性遥 试样 C尧

A尧B6不同龄期时的抗压强度及活性指数如下表 7所

示遥 表 8是 叶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曳GB/T51003要

2014中不同级别钢渣粉的活性指数要求遥

表 7 单掺石粉尧钢渣胶砂试块抗压强度及及活性指数

Tab.7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activity index of single-mixed stone powder and steel slag mortar test block

C 0 0 26.6 39.6 46.5 49.6 要 要 要 要

A 30 0 14.4 16.6 32.9 39.2 54 42 70 79

B6 0 30 18.4 24.3 33.2 40.8 69 61 71 82

表 8 钢渣粉的活性指数要求

Tab. 8 Activity index requirements of steel slag powder

从表中可以看出 3尧7尧28尧180 d龄期时袁 纯水泥

胶砂试样 C的抗压强度最大袁单掺石粉水泥胶砂试样

抗压强度最小袁 单掺钢渣试样抗压强度在两者之间遥

已有研究表明石粉作为掺合料时袁对混凝土主要发挥

的是微集料填充效应[14]遥 单掺石粉水泥胶砂试样 A和

单掺钢渣水泥胶砂试样 B6两者的掺量均为 30%袁因

此两者对试样的微集料填充效应相同袁从表中可以看

出单掺钢渣水泥胶砂试样活性指数大于单掺石粉水

泥胶砂试样活性指数袁说明钢渣在混凝土中不但有发

生微集料填充效应袁还有发生火山灰效应遥 从表中还

可以看出单掺 30%钢渣水泥胶砂试样 28 d的活性指

数为 71%袁大于 65%袁由此可知热焖钢渣具有火山灰

活性遥 参照表 8袁钢渣粉掺量为 30%时袁其 7 d活性指

数为 61%袁28 d活性指数为 71%袁 可以达到二级钢渣

粉的指标遥

活性指数/%
7 d 逸65 逸55

28 d 逸80 逸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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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掺热焖钢渣胶砂水泥石微观分析

3.1 SEM扫描电镜

对试样 C尧A尧B6进行扫描电镜试验袁 进一步探讨

热焖钢渣水泥胶砂试样的微观结构遥从图 3渊a冤中可以

看出纯水泥胶砂试样 28 d龄期时的主要水化产物为

水化硅酸钙和氢氧化钙遥 图 3 渊b冤 中可以看出单掺

30%石粉水泥胶砂试样 28 d龄期时主要水化产物为

纤维状水化硅酸钙袁此时纤维状水化硅酸钙正开始填

充空隙遥图 3渊c冤中可以看出单掺 30%钢渣水泥胶砂试

样 28 d 时龄期主要水化产物也为纤维状水化硅酸

钙袁纤维状水化硅酸钙正在填充空隙遥 对比三个试样

28 d龄期时的试样可以发现试样 C的孔隙最少袁试样

A的孔隙最多袁试样 B6的孔隙在两个试样之间袁此结

果与抗压强度试验结果相符遥

渊a冤C试样 渊b冤A试样 渊c冤B6试样

图 3 各个试样 28 d时的 SEM照片

Fig.3 SEM photos of each sample at 28 d

图 4渊a冤尧渊b冤尧渊c冤为各个试样 180 d 龄期时水化

产物的 SEM图袁 与图 3中各个试样 28 d时水化产物

SEM图对比可以看出袁随着龄期的增长袁各个试样的

密实度逐步提高袁 说明各个模型的水化反应持续进

行袁生成的水化产物也越来越多遥 从三个试样中可以

看出 B6试样 180 d龄期时的孔隙少于 A试样袁 说明

热焖钢渣有发生火山灰反应袁 反应产物填充孔隙袁使

得 B6试样的孔隙少于 A试样遥

渊a冤C试样 渊b冤A试样 渊c冤B6试样

图 4 各个试样 180 d时的 SEM照片

Fig.4 SEM photos of each sample at 180 d

3.2 XRD

从图 5可以看出纯水泥胶砂试样 C主要水化产

物有氢氧化钙尧水化硅酸钙尧硅酸钙及以团聚体形式

存在的石英遥 随着龄期的延长 CSH衍射峰逐渐增强袁

表明纯水泥胶砂试样水化程度随着龄期的延长逐渐

增长遥 从图 6可以看出单掺 30%石粉的水泥胶砂试样

A与纯水泥胶砂试样 C的水化产物在定性上没有变

化袁只是在相的比例上发生变化遥石粉不会导致水化产

物的相组成发生变化袁这表明石粉是一种惰性材料遥

图 5 试样 C的 XRD图谱

Fig.5 XRD pattern of sample C

图 6 试验 A的 XRD图谱

Fig.6 XRD pattern of sample A

从图 7中可以看出单掺 30%钢渣水泥胶砂试样

B7的主要水化产物除氢氧化钙尧水化硅酸钙尧硅酸钙

及石英外还有钢渣的残余矿物和 RO相遥 从图 7中可

以看出袁对比龄期为 28 d的图谱袁龄期为 180 d时氧

化硅衍射峰减弱袁这可能是因为袁有晶格缺陷的无定

型二氧化硅袁也就是活性二氧化硅袁进入溶液后袁会与

溶液中的氢氧化钙产生反应遥 钢渣水泥复合基体在遇

水后袁水泥水化提供碱性环境袁能激发钢渣的活性袁加

快钢渣水化产物的生成速率袁浆体中氢氧化钙浓度达

到一定时袁会与活性二氧化硅发生反应袁产生水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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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钙遥

图 7 试验 B7的 XRD图谱

Fig.7 XRD pattern of sample B7

4 热焖钢渣添加量对水泥强度的影响

从图 8中可以看出随着热焖钢渣添加量的增加袁

试样的单轴抗压强度呈下降趋势袁但不同龄期的试样

强度下降幅度不同遥当钢渣添加量为 10%时袁3尧7尧28尧

180 d龄期试样的抗压强度分别为是纯水泥试样抗压

强度的 98%尧96%尧93%尧89%遥 当钢渣添加量为 20%

时袁3尧7尧28尧180 d龄期试样的抗压强度分别为是纯水

泥试样抗压强度的 84%尧80%尧91%尧87%遥当钢渣添加

量为 30%时袁3尧7尧28尧180 d龄期试样的抗压强度分别

为是纯水泥试样抗压强度的 69%尧61%尧71%尧82%遥从

中可以看出钢渣掺量在 20%以内时袁其胶砂强度下降

缓慢遥 为保证水泥有较高的强度袁建议钢渣的添加量

在 20%以内遥

图 8 钢渣掺量对水泥胶砂强度的影响

Fig.8 The influence of steel slag content on the

strength of cement mortar

5 结论

渊1冤热焖钢渣具有火山灰活性袁但是活性较小遥

渊2冤经 XRD测定袁单掺 30%石粉水泥胶砂试样的

矿物相组成主要有氢氧化钙袁 水化硅酸钙和硅酸钙袁

与纯水化产物的相组成在定性上没有变化袁只在相的

比例上发生变化遥

渊3冤经 XRD测定袁单掺 30%钢渣水泥胶砂试样的

矿物相组成主要有水化硅酸钙和氢氧化钙袁钢渣的残

余矿物和 RO相袁以及一些未反应的硅酸盐遥

渊4冤钢渣单掺的情况下袁其胶砂强度随着钢渣掺

量的增加逐渐降低曰随着龄期的延长袁胶砂强度随之

增强遥 在掺量 20%为以内时袁其胶砂强度下降缓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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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Influence on Cement Strength

ZHUANG Zanpeng1袁 TIAN Erbu2,3

(1.Sanming Highway Maintenance Center, Sanming, Fujian 365004曰

2.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and Structure Reinforcement,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3.School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Abstract: The main mineral composition of steel slag is dicalcium silicate and tricalcium silicate, which are similar to cement, but

have low hydration activity. The hot -sealing steel slag was processed by the process of hot-sealing, magnetic separation and grinding to

make hot-sealing steel slag. With stone powder as the control group, strength test, SEM test and XRD test were used to study the poz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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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ture, but the content is best controlled with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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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目标跟踪是在一段序列视频中先在第一帧

选定感兴趣的目标袁并在之后的每一帧中定位目标所

在的位置袁形成目标在每一帧的运动轨迹和路径遥 它

是计算机视觉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课题袁在智能自动化

视频监控尧机器人视觉导航尧医疗影像分析与诊断尧虚

拟现实尧智能交通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1]遥但是多年

来袁 视频目标跟踪仍然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袁主

要在于实际应用场景中袁每一帧的目标所在可能发生

光照变化尧目标发生形变尧旋转尧出现遮挡尧分辨率变

低尧模糊等问题袁导致难以在后续序列帧中定位目标遥

基于此袁很多学者对视频目标跟踪这一课题进行

了相关研究工作遥 Barnich和 Droogenbroeck基于背景

差分法提出 Visual Background Extractor(ViBe), 利用单

帧图像构建背景模型袁 并采用随机选择的策略更新模

型袁 该方法取得一定效果袁 但容易出现阴影问题[2]遥

Ming Ye 基于光流法提出一种运动目标检测的新方

法袁其采用局部方法进行光流估计袁通过梯度计算最

大化光流的后验概率得到运动矢量场 [3]袁然而该方法

需要大量的矢量矩阵和迭代运算袁难以实现实时跟踪遥

近年来袁 一种基于序列蒙特卡罗滤波的方法袁实

质上是利用一系列随机抽取的样本(即粒子)来替代状

态的后验概率分布袁该方法在处理多模非线性非高斯

方面具有优良的性能[4]袁为视频目标跟踪提供一种新

的方向遥 但一般常规的粒子滤波器使用次优的重要性

密度函数袁 使得粒子滤波器存在着普遍的退化问题遥

为解决这一问题袁人们将粒子群优化算法应用到粒子

滤波框架中来[5]袁取得一定的成效遥但是粒子群算法面

对最优解频繁变动的模型时袁可能存在无法求解全局

最优而陷入局部最优解的问题袁从而导致可能无法精

确定位视频目标遥

针对视频目标运动跟踪场景袁力求寻找一种精确

定位目标的方法袁 建立目标运动的问题参数四维模

型袁 并使用粒子群优化算法对该模型寻求最优解袁同

时针对传统粒子群算法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的问题袁

引入动态调整粒子群算法的惯性权重参数的改进方

法袁实现一个改进的粒子群优化算法袁用以视频目标

跟踪袁经过实验仿真结果袁可以精确的对视频目标进

行跟踪遥

改进粒子群优化算法下的视频目标跟踪方法

赖万钦

渊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 冤

摘 要:提出一种基于改进的粒子群优化算法的视频目标跟踪方法袁对视频目标跟踪问题模型进行分析设计袁建立

一种视频目标跟踪的四维参数模型袁针对该模型使用粒子群优化算法寻求最优解遥 分析视频目标跟踪场景的特性袁使用

模式匹配相关系数作为粒子群算法的适应度估计函数袁同时引入动态调整粒子群算法的惯性权重参数的改进方法袁避免

传统粒子群算法过早收敛袁陷入局部最优的问题遥 实验测试表明该算法相较于传统算法袁在视频目标的跟踪上具有更佳

的检测精确度和跟踪稳定性遥

关键词:视频跟踪曰粒子群算法曰惯性权重曰适应度估计曰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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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设计

目标在视频序列帧中的运动是一个集平移尧缩放

渊目标远近冤袁旋转于一体的形变运动袁也正是这一形

变特性给视频序列帧中目标的定位捕捉造成困难和

挑战遥 设计考虑的实质问题就是视频前后帧中目标的

图像匹配问题遥 将视频帧的目标使用一个四元组 X=

渊x,y,a,r冤来确定袁其中 x和 y表示目标在视频帧的平移

偏移量袁a表示目标基于上一帧目标的旋转角度袁r表

示目标基于上一帧目标的缩放倍数袁 即新的目标大

小遥 该四元组即可以确定上一帧和下一帧中图像区域

二维点序列遥 假设上一帧目标图像区域二维点序列

为院

P=喳p渊x0袁y0冤,p渊x0,y1冤,噎,p渊xW-1袁yH-1冤札 渊1冤

式中院W 为目标图像区域的宽度袁H 为目标图像区域

的高度袁p渊xi袁yi冤为上一帧待识别目标图像区域对应坐

标位置的像素灰度值遥 将此待识别目标图像区域经过

四元组变换后袁即平移渊x袁y冤并经过缩放 r倍以及旋转

了 a角度后袁 得到下一帧中新的图像区域二维点序

列院

P'=喳p'渊x'0袁y'0冤,p'渊x'0,y'1冤,噎,p'渊x'W-1袁y'H-1冤札 渊2冤

式中院p'渊x'i,y'i冤即为下一帧中新的图像区域对应坐标

位置的像素灰度值袁其坐标的变换由以下公式确定院

x'i =xi +r渊x cos渊a冤-y sin渊a冤冤

y'i =yi +r渊x sin渊a冤+y cos渊a冤冤嗓 渊3冤

定义上一帧目标区域的图像为待识别模式袁上一

帧目标区域的图像为最佳匹配相似图袁对于下一帧新

的目标区域的图像袁 与最佳匹配相似图的匹配率袁可

以定义一个 fitness来确定遥 问题求解模型可描述为袁

在视频帧下一帧中的四元组 X=渊x,y,a,r冤 模型中找出

具有最佳匹配率的新的目标区域遥

2 算法实现

2.1 算法原理

粒子群优化算法 渊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袁

PSO冤, 是由 Eberhart和 Kennedy等提出的模拟鸟群捕

食行为的群体智能的优化算法[6]遥 核心思想是利用群

体中每个个体的信息共享袁使得其它个体一起朝最优

的个体靠拢袁最终使得整个群体的运动在问题求解空

间中逐步一起从无序到有序的朝最优解演化袁最后获

得问题的最优解遥

其算法具体如下院首先选取 N个粒子渊个体冤并随

机初始化这些粒子袁每个粒子存在 D维求解空间袁第 i

个粒子的位置可以描述为院Xi=渊x0袁x1,噎xD-1冤遥每一次迭

代袁每个粒子进行位置更新袁即模拟个体通过其他个

体共享的信息朝着最优解的方向移动袁 第 i个粒子位

置更新的速度设定为 Vid袁其中 d表示该粒子的第 d维

空间袁 则第 i个粒子第 d维的位置更新公式院Xid=Xid+

V id遥 其中位置更新速度 Vid由如下公式确定院

Vid=w伊Vid+c1 伊rand伊渊P
best

id -Xid冤+c2 伊rand伊渊G
best

id -Xid冤 渊4冤

式中院P
best

i =渊p
best

i0 袁p
best

i1 袁噎袁p
best

i渊D-1冤冤为个体的最优解位置袁

G
best

i =渊g
best

i0 袁g
best

i1 袁噎袁g
best

i渊D-1冤冤为全局最优解位置袁w是惯

性权重因子袁rand是介于渊0,1冤的随机数袁c1是个体学

习因子袁c2是社会学习因子袁 模拟通过其他个体共享

的信息朝最优解运动遥

2.2 算法实现

2.2.1 群体初始化

如前所述袁 视频帧的目标使用一个四元组 X=渊x,

y,a,r冤来确定遥即群体中每一个粒子被编码成四维空间

参数袁群体初始化即随机选取 N个可能的下一帧目标

四元组以及更新速度四元组 V=渊vx袁vy袁va袁vr冤袁 初始群

体和初始更新速度表示如下院

X=喳渊x0 ,y0 ,a0 ,r0冤,渊x1 ,y1 ,a1 ,r1 冤,噎,渊xN-1 ,yN-1 ,aN-1 ,rN-1 冤札

V=喳渊v
x

0 ,v
y

0 ,v
a

0 袁v
r

0 冤,渊v
x

1 ,v
y

1袁v
a

1袁v
r

1冤,噎,渊v
x

N-1 ,v
y

N-1 袁v
a

N-1袁v
r

N-1 )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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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完全随机导致初始群体质量太差导致无

法达到精确跟踪的目的袁同时为加快视频跟踪搜索速

度袁达到实时跟踪的良好效果袁对初始群体和位置更

新速度采取一定的选择方法遥

视频的帧率一般在 25 F/s袁 也即每一帧视频间隔

40 ms袁假定目标移动的最大速率为 5 km/h渊例如视频

跟踪的目标为人物的移动冤袁 则可通过计算得出每帧

之间目标移动的距离最大为 11 mm袁假定经过摄像头

距离标定后得知每个像素约为 0.5 mm袁则每帧之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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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移动的最大值为 22个像素点遥 预先估计前后两帧

目标的最大旋转角度为 15毅袁 缩放的极小值和极大值

预先估计为 0.5和 2遥 之后即通过随机选择四元组的

取值袁使得四元组中的四个参数值限定在上述预先设

定的范围内遥 从粒子群算法的原理袁上述四元组随机

参数的选择袁将待跟踪的最优解目标限定在最小范围

内袁 可以减少迭代次数而不影响最终的收敛结果袁达

到不影响跟踪精确度的前提下加快运算速度遥

2.2.2 适应度估计

粒子群中每个个体的最优解位置和群体的最优

解位置需要通过适应度估计函数产生遥 适应度估计函

数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粒子群中每个个体的运

动方向是否朝着正确的最优解方向移动袁也即直接影

响视频跟踪的最终精确度遥

选择以两个模式图像渊原模式区域图像和下一帧

中待定位的模式区域图像冤的相关系数来作为粒子群

算法的适应度评估函数遥 它有较多优点院简单且精确

度高袁适用度广袁抗噪性能好并且计算简单等遥 当然它

也具有一些缺点袁例如不能适应于剧烈光照变化和剧

烈变形的场景[7-8]遥 而对于视频跟踪的场景袁两帧之间

间隔仅 40 ms袁 上一帧的图像区域作为原图的模式区

域袁下一帧待识别的模式区域只会在原图目标区域的

小范围内通过四元组参数 X=渊x,y,a,r冤生成袁不会产生

剧烈变化的现象袁其与上一帧的原模式区域必然存在

极大的相关系数遥 因此袁粒子群中每一个个体的适应

度估计函数适应值由两个模式图像的关联计算具备

可行的理论依据遥 具体的适应度估计函数由如下公式

确定院

fitness=

移
N-1

i=0 渊p渊xi ,yi冤-up 冤渊p'渊x'i ,y'i冤-u'p 冤

N滓p滓'p
渊6冤

式中院N=W伊H袁W 为模式区域图像的宽度袁H 为模式

区域图像的高度袁p渊xi ,yi冤为上一帧原模式图像区域对

应坐标的灰度值袁p'渊x'i ,y'i 冤为 p渊xi ,yi 冤经过四元组参

数变换后新的图像区域对应坐标的灰度值遥 up和 u'p

分别表示原模式图像区域和待识别模式图像区域灰

度值的均值袁滓p和 滓'p分别表示原模式图像区域和待

识别模式图像区域灰度值的标准差遥 通过相关系数的

计算袁0臆fitness臆1,fitness越大表示原模式图像区域

和待识别模式图像相关性越大袁也即越可能是原图在

下一帧中的图像区域遥

2.2.3 算法改进

从粒子群算法原理袁其中惯性权重参数 w是影响

算法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遥 w取较大的值时有利于提

高算法的全局寻优能力袁w取较小的值时有利于提高

算法的局部寻优能力遥 对于视频目标跟踪的场景袁下

一帧的目标可能受到光照变化尧平移尧旋转尧缩放等形

变影响袁无法确定能在迭代初期就寻到较优解袁因此

就不适用线性的调整惯性权重参数的方法遥 采用非线

性的算法调整惯性权重袁其调整表达式如下式院

w=
wmin-

渊wmax-wmin 冤渊f-fmin 冤

favg-fmin

, f臆favg

fmax 袁f>fa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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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院wmin和 wmax分别表示最小和最大的惯性权重参

数袁f袁fmin袁fmax和 favg分别表示当前袁所有粒子中最小袁最

大和平均的适应度评估函数计算的适应值遥 该调整算

法惯性权重随着适应度估计的结果自适应变化袁如式

中袁当所有粒子中适应值趋向于局部最优时袁将使得

惯性权重增加袁提高全局寻优能力袁避免陷入局部最

优解遥 反之所有粒子中适应值趋向于全局最优时袁将

使得惯性权重降低袁提高局部寻优能力袁使得粒子朝

局部好的区域靠拢遥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袁分别对比基于背景差分的

传统算法尧标准粒子群算法袁以及改进粒子群优化算

法的视频跟踪结果遥 实验数据使用 AVSS(advanced

video and signal based surveillance)上公开的用于测试

和评估检测和跟踪算法的视频数据集遥 实验设置粒子

个数 30,如图 1尧图 2尧图 3所示为视频目标跟踪的对

比结果遥

图 1 基于传统算法的目标跟踪结果

Fig.1 The result of target tracking based on traditional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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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标准粒子群算法的目标跟踪结果

Fig. 2 Target tracking results based on standar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图 3 基于本文改进粒子群算法的目标跟踪结果

Fig.3 Target tracking results based on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is paper

从结果可知袁 传统算法由于目标逐渐形变之后袁

算法计算结果逐渐失真, 在第 40帧之后完全偏移目

标,出现跟踪失失败遥而传统粒子群算法虽然能够一直

持续跟踪,但是由于陷入局部最优,无法发挥粒子多样

性的性能,造成跟踪精度下降遥而使用本文改进的粒子

群算法始终保持良好的跟踪状态, 未出现跟踪精度下

降的现象遥

由此袁提出的改进的粒子群优化算法袁将视频目标

跟踪问题转换为四维参数模型寻求最优解袁 并根据视

频目标跟踪问题的特性袁 选用模式匹配相关系数作为

适应度估计函数, 同时引入非线性自适应的动态调整

惯性权重参数的方法袁 避免标准粒子群算法容易陷入

局部最优的问题袁提高最优解动态变化的适应性袁通过

实验对比袁实现良好的视频目标跟踪性能和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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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ing Video Target Using an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LAI Wanqin
渊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冤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i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video target tracking method based on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Analysis of video target tracking models establishes a four-dimensional parameter model and uses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to resolve it. According to the video target tracking scene, the pattern match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used as the appropriate鄄

ness estimation function of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t the same time, using a method of dynamically adjusted the inertia

weight parameters to avoid the local optimal problems. Experimental tes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has better detection accuracy and track

stability on the tracing of video objective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algorithms.

Key words: video track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nertia weight; fitness estimation; reference coefficient

渊责任编辑院聂传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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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电力来维持服务器尧 存储设

备尧后台计算尧制冷等方面的正常运作袁能耗和碳排放

在所有产业中增长迅速遥 随着 5G尧物联网技术及智能

工程的飞速发展袁迫切需要建设安全尧智能尧绿色尧极

简的新一代数据中心遥绿色低碳已经成为今后建设和

运营数据中心的重要指标袁 尤其是在中国力争实现

2030年前碳达峰的背景下袁 数据中心在节能减耗尧气

体排放等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遥

目前数据中心空调系统节能技术的三种主要方

法分别是院合理利用自然冷源尧提高空调设备自身效

率尧优化气流组织遥其中袁气流组织直接影响空调能耗

和机柜冷却效率[1]遥 通过分析大量工程应用案例可以

发现院 不合理的气流组织使得冷风和热风无序流动袁

气流紊乱袁造成大量的能耗浪费袁因此优化气流组织袁

对提高空调的制冷效率袁 节约能源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遥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袁数据中心机房热环境的

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验实测和计算流体力学(CFD)数

值模拟两种遥 CFD数值模拟方法更具灵活性[2]袁且成本

低袁因而应用广泛遥 张雪娇等利用 CFD模拟软件对数

据中心机房中常见送风方式进行模拟[3]袁研究结果显

示袁在机房负荷尧机柜布置方式尧空调系统制冷量等参

数一定的情况下袁列间送风可获得较高的能量利用率

和较好的气流组织形式遥 黄翔等针对某数据中心气流

混乱尧冷热掺混严重及局部热点问题提出提高原来架

空地板的高度尧改变空调的布置形式和冷通道完全封

闭三个改进措施袁 并对改进后的方案进行模拟对比袁

结果表明袁优化后的机房热环境得到明显改善[4]遥吕超

等利用热环境评价指标来评价小型机房不同布局形

式的冷却效果袁对某机房进行实验测试[5]遥 研究表明袁

敞开式冷热通道的两侧和顶部都存在冷热空气掺混

现象袁降低冷空气的利用效率曰空调送风方向应与冷

热通道平行袁 布置机架时应尽量增加每排的机柜数

量曰 采用封闭冷通道的方式可以减少冷空气短路袁提

高冷却效率遥

为节省能耗袁 极大程度发挥空调机组制冷功效袁

使用列间空调的机房通常会将冷通道进行封闭袁从而

达到冷热风隔离的要求遥 相较于传统的封闭方式袁本

文提出一种封闭热通道的隔离方式袁以某数据中心为

工程实例袁利用 CFD软件模拟不同方案的机房内气流

组织情况袁进行对比分析袁从而为绿色机房的建设提

供参考遥

1 研究对象选取及模型建立

1.1 物理模型

研究对象院福建省某科研机构数据中心袁机房尺

收稿日期院2022-03-16

作者简介院李琳(1968-)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自动

控制技术袁机电一体化技术的研究遥

热通道隔离的数据中心机房气流组织分析

李琳 1袁 邱琳祯 2,3袁 邱玉英 1

渊1.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曰 2 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袁 福建 福州 350108曰

3.福建省绿色建筑技术重点实验室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以福建省某科研机构数据中心为研究对象袁对机房使用列间空调后的气流组织进行分析遥 利用 CFD(流体动

力学)软件对数据中心内的气体流动情况进行模拟袁绘制温度尧矢量风速计算云图袁对比开放通道尧封闭热通道和封闭冷通道

三种方案的房间温度场尧风场的变化袁分析三种方案的室内换热情况遥 研究发现院封闭热通道可使各通道冷热温差加大袁有效

组织冷风流动方向袁消除局部热点袁使热风只集聚于小通道内袁加大机柜与冷风的接触面积袁整体平均温度可下降 2~3 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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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渊长伊宽冤为 11.7 m伊7.05 m袁层高 3 m遥 为方便计算袁

将计算空间简化为规则长方体遥 根据实际尺寸袁机柜

简化为 605 mm渊宽冤伊1 250 mm渊深冤伊2 150 mm渊高冤长

方体袁列间空调简化为 600 mm渊宽冤伊1 100 mm渊深冤

伊2 000 mm渊高冤长方体遥数据中心内配有机柜 26台袁分

两排布置袁两排间距 1.2 m遥为满足散热负荷需求袁配备 4

台列间空调袁分至于机柜中遥 空调送风量为 6 500 m3/h袁

制冷量为 51.3 kW遥

对模拟区域流体模型做如下假设院渊1冤 数据中心

内空气低温流动袁 视为不可压缩袁 空气物性为常数曰

渊2冤忽略时间项影响袁空气流动为稳态湍流曰渊3冤考虑

重力因素袁满足 Boussinesq 密度假设袁密度为动量方

程中与体积力有关的项袁密度差受温度影响曰渊4冤不考

虑由流体粘性力作功引起的耗散热曰渊5冤门尧墙密封完

好袁与室外隔热性较好遥

1.2 数学模型

机柜散热为数据中心内主要热负荷遥 配备的列间

空调以对流换热的方式带走空间内余热袁使得设备在

适宜温度中平稳运行遥 机房内气流流态多为湍流袁选

用 RNG k-着模型进行计算[6]袁忽略辐射换热的影响袁

涉及到的控制方程主要包括院连续性方程尧动量方程尧

能量方程袁k-着模型方程遥 通用形式如下院

坠渊籽准冤

坠t
+d tV渊籽滋軈准冤越d rV渊祝准grad准冤+S 渊1冤

连续性方程院

div渊籽U 冤=0 渊2冤

动量守恒方程院

坠u

坠t
+div渊uU冤越div渊vgradu冤-

坠p

坠x

坠v

坠t
+div渊vU冤越div渊vgradv冤-

坠p

坠y
渊3冤

坠w

坠t
+div渊wU冤越div渊vgradw冤-

坠p

坠z

湍流脉动动能 资方程院

籽
坠资

dt
=

坠

坠xi
滋+

滋t

滓资

蓸 蔀 坠资

坠xi
蓘 蓡 +Gk +Gb -籽着 渊4冤

湍流脉动动能耗散率方程院

籽
坠着

dt
=

坠

坠xi
滋+

滋t

滓着
蓸 蔀 坠着

坠xi
蓘 蓡+

G1着

着

资
渊Gk+C3着Gh冤-C2着 籽

着2

资
渊5冤

计算控制方程中各项均采用混合差分格式渊hy鄄

brid scheme冤袁 混合差分格式综合二阶中心差分和一

阶迎风差分方法袁该种差分格式计算效率高袁稳定性

好袁计算结果符合真实性遥 压力-速度耦合采用 SIM鄄

PLE算法袁试算压力场袁求解离散的动量方程袁得到速

度后修正压力方程袁再计算出速度并检验是否收敛遥

在对机房整体进行流场分析时袁考虑气流温差带

来的浮升力作用遥 浮升力的产生主要来源于气体密度

的变化袁气体密度变化用动量方程来进行表征遥 动量

方程中密度的变化采用 Boussinesq假设处理袁即输入

一个空气的膨胀系数 茁袁 近似认为密度的变化与温度

的变化成线性关系袁满足下式院

籽2=
籽1

1+茁渊t1-t2冤
渊6冤

松弛因子是离散方程中的参数袁设置松弛因子可

以加快计算收敛速度袁改善收敛状况[7]遥本项目松弛因

子取值情况如表 1遥

表 1 变量求解过程中松弛因子取值

Tab.1 Values of relaxation factors in solving variables

1.3 边界条件设置

流场模拟对象为数据机房封闭空间袁不考虑自然

通风影响袁因此选取计算域为该封闭空间遥 采用结构

化网格形式袁在地面尧墙面尧机柜表面处采用对数律形

式的壁面函数来设定边界遥 各个风口附近参数梯度较

大袁因此对该区域的网格进行加密袁网格过渡比选定

为 1.2袁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同时节省计算时间遥

为简化计算袁将室外温度设定为 35 益袁维护结构

传热系数为 0.5 W/(m2窑K)遥 机房内单个机柜散热量为

1.75 kW遥 空调采用水平送风袁送风口风速设定为 2 m/s袁

送风温度为 16.8 益袁回风口的流出边界则采用自然流

出的方式遥

网格的划分极大程度地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度遥

为保证计算的可靠性袁对网格进行独立性验证遥 在 X

轴尧Y轴尧Z轴方向上将网格按照比例逐次加密袁 当增

加到一定网格数时袁 计算结果不再发生显著变化袁则

说明计算结果与网格大小无关联袁计算结果可靠遥 将

松弛
因子
取值

0.3 0.2 0.8 0.8 0.1 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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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数作为自变量袁回风口区域附近三点温度作为观

测点袁 逐次加网格数来观察观测点的温度变化情况袁

如表 2所示袁当网格数从 58 380增加到 84 075个时袁

观测点温度基本不再变化袁 此时网格具有独立性袁因

此选取该套网格作为计算网络遥

表 2 计算网格独立性分析

Tab.2 Mesh grid size sensitivity analysis

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袁设置最大计算次数为

3 000次袁以保证数据迭代充分遥 在计算过程中袁当压

力尧风速等各个变量残差值小于 0.01%时袁判定为计

算收敛袁达到计算收敛状态后再停止计算遥

2 优化设计方案

采用适合小型机房尧简单且容易实现的通道封闭

技术遥 所谓通道封闭技术既是将冷热空气进行分离尧

使之有序流动袁冷空气由空调送风口进入密闭的冷通

道袁机柜前端吸入冷空气给服务器降温后袁形成热空

气从机柜后端排至热通道袁热通道的气体则返回到空

调回风口遥 通道封闭技术可分为封闭冷通道和封闭热

通道两种方式遥

数据中心采用列间空调袁 送风方式为水平送风袁

前送后回遥 传统方式是将列间空调的送风口面对面布

置袁使冷风吹至两列机柜间袁将通道封闭后形成冷通

道气流遏制 渊CACS冤[8]遥 将空调机组与机柜前后向调

转袁将冷风送至开放通道内袁通过压差热空气会回流

至封闭通道中袁即形成热通道气流遏制渊HACS冤遥 为分

析热通道封闭下的机房气流组织情况袁将封闭热通道

与无封闭通道尧封闭冷通道的模拟结果做对比袁具体

方案设置如下院

方案 1渊开放通道冤院列间空调送风口向外袁将冷气

流送至开放通道中袁空调回风口面向内通道袁内通道

不做封闭处理袁冷尧热通道均开放遥

方案 2渊封闭冷通道冤院列间空调送风口向内袁将冷

气流送至封闭的内通道中袁形成冷通道隔离袁而空调

回风口面向开放的外通道袁如图 1所示遥

方案 3渊封闭热通道冤院列间空调送风口向外袁将冷气

流送至开放通道中袁空调回风口面向内通道袁内通道上部

及两端采用多孔板封闭形成热通道隔离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1 数据中心封闭冷通道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data center closed cold channel

图 2 数据中心封闭热通道示意图

Fig.2 Diagram of data center closed hot channel

3 气流组织模拟与分析

目前暖通空调领域的模拟研究广泛采用 CFD模

型方法遥 该方法根据流体属性建模袁完成本构方程和

封闭模型袁选择和构造差分格式袁完成后处理袁具有计

算高效尧模拟结果可靠等优点遥 PHOENICS是模拟传

热尧流动尧反应尧燃烧过程的通用 CFD软件袁可以对三

维稳态或非稳态的可压缩流或不可压缩流进行模拟袁

包括非牛顿流尧多孔介质中的流动袁并且可以考虑粘

度尧密度尧温度变化的影响遥利用 PHOENICS软件对上

述三种布置方案进行气流组织模拟遥 着重分析距地

0.5尧1.5 m处及机柜顶面三处的温度与风速分布情况遥

3.1 温度场分析

图 3为方案 1与方案 3的机房温度场计算结果

对比图遥 当机房气流通道完全不做封闭处理时袁机房

整体温度较高袁经计算袁距地 0.5尧1.5 m及机柜顶部处

区域整体平均温度为 26.1尧26.5尧27.4 益遥 温度计算云

图显示袁机房东南角局部温度过高袁并且随着垂直高

网格数 58 380 70 065 84 075 100 890 121 068 145 282

点 1
温度/益

25.54 26.85 27.43 27.45 27.45 27.44

点 2
温度/益

25.12 26.12 27.89 27.86 27.86 27.88

点 3
温度/益

26.57 27.12 28.31 28.31 28.35 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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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袁高温区域会逐渐扩大袁这是由于热空气密度小

热气流向上浮升引起的遥对比方案 3袁将机房热通道封闭

后袁敞开的通道温度明显下降袁冷尧热通道温差明显袁局

部温度过热现象基本消失遥 经计算袁热通道封闭后袁0.5尧

1.5 m及顶部处区域整体温度分别下降 2.6尧2.7尧2.0 益遥封

闭热通道可以阻止热气流无序上浮袁 避免冷热空气掺

混袁实现明显的冷热分离袁利于数据设备的有效换热遥

图 3 离地 1.5 m处敞开通道和封闭热通道方案温度场比较

Fig. 3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field between open channel and

closed hot channel schemes at 1.5 m above the ground

图 4为方案 2与方案 3的机房温度场计算结果

对比图遥 分析发现袁采用冷通道隔离时袁冷风集聚于行

间的野冷池冶内袁可以有效的提高冷热温差袁避免冷热

风混合带来能源浪费[8]袁但隔离冷通道后袁机房内部除

冷通道外区域温度都会上升遥 相反地袁选择对热通道

进行隔离袁空调不会向机房其余区域输出热风袁只把

热风集聚与小通道内袁 机房全区域整体温度下降袁机

柜与冷风接触面更大袁 进而使得冷源利用更加充分遥

通过计算袁 距地 0.5 m处方案 2与方案 3整体平均温

度分别为 24.1尧23.5 益袁距地 1.5 m处平均温度分别为

24.5尧23.8 益袁 机柜顶部附近平均温度分别为 26.2尧

25.4 益遥 由此发现袁热通道封闭较冷通道封闭来说袁机

房整体能够获得更低的平均温度袁更有利用数据设备

的高效运行遥 另外袁冷风送风口向外也使得活动通道

更凉爽袁增加人员必要活动时的舒适性遥

图 4 封闭冷通道和封闭热通道方案温度场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field between closed cold

channel and closed hot channel schemes

3.2 风场分析

图 5为方案 1和方案 3风速场比较袁可以发现封

闭热通道前整体气流混乱袁 机房南侧存在旋涡流袁存

在冷风短路现象袁冷风无法尽可能地流经机柜袁机房

内部换热不均匀处热量聚集导致温度升高遥 另外袁流

线混乱也说明冷热风存在掺混现象袁 降低空调效率遥

封闭热通道后的流场更加规律袁冷风短路现象有所缓

解袁减少无效制冷的情况遥

图 5 离地 1.5 m敞开通道和封闭热通道方案风速场比较

Fig.5 Comparison of wind field between open channel and closed

hot channel schemes at 1.5 m above the ground

图 6为方案 2和方案 3风速场比较袁可以发现方

案 3中冷风流动速度相较于方案 2有所减缓遥 调转风

向后袁冷风送至更大的开放空间袁减缓了冷风的流速袁

增加了机柜与冷风的接触时间袁对机柜整体换热效果

有一定的帮助遥

图 6 封闭冷通道和封闭热通道方案风速场比较

Fig.6 Comparison of wind field between closed cold

channel and closed hot channel schemes

在实际工程中袁常采用塑料门帘尧平顶镶板或拉

引门等材料对列间空调的冷通道进行密闭遥 冷通道封

闭后袁使得数据中心的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大的热回风

压力通风系统遥 通过门帘等构件的阻隔袁将数据中心

机房内的冷尧热气流得以分离袁形成有效换热遥 但封闭

后其余空间温度上升迅速袁影响人员检修和维护遥 通

过对比方案 2尧3的温度场及风速场可知袁封闭热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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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Distribution Analysis in Data Center Room

Based on Hot Channel Isolation

LI Lin1, QIU Linzhen2,3, QIU Yuying1

(1.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2. Fujian Academy of Architectural Sciences Co., Ltd, Fuzhou, Fujian 350108;

3. Fujian Key Lab of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Taking the Data Cent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ir distribution of the room after using in-row air

conditioning. By using CFD software to simulate gas flow in room, the temperature and vector wind speed calculation cloud are drawn.The

changes of temperature and wind field of the room with open channel, closed cold & hot channel are compared , and the indoor heat

transfer conditions of the three schemes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 closing the hot channel can increase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cold & hot in each channel, effectively organize the flow direction of cold wind, eliminate local hot spots, make the hot

gas only gather in the small channel, increase the contact area between the cabinet and cold gas , and the overall average temperature can

be reduced by 2~3 益.

Key words: in-row air conditioning; air distribution; hot channel; PHOENICS; data center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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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对气流组织合理规划的同时避免这一缺陷袁进

一步提高整体经济性遥

4 结论

传统机房将冷源外置的制冷方式在输送冷气的

过程中会造成冷源的浪费袁并且管路安装会占据建筑

空间遥 采用列间空调可以让冷源直接嵌入服务器机柜

排内袁减少输送过程中的冷量损耗遥 但由于缺少管道

约束袁冷热气流容易掺混遥 当能耗激增时会有制冷不

足而引发服务器停机的风险遥 因此袁实际应用时更应

注重冷热通道的隔离遥 热通道气流隔离和冷通道气流

隔离均可有效消除冷尧热空气的混合袁显著提高数据

机房制冷系统的运行效率袁但两者在实施中仍存在一

定差别遥

以某数据中心为对象袁在传统气流组织规划的方

式上袁提出对热通道封闭尧冷通道敞开的新型设计方

案袁同时与传统封闭冷通道的方案进行对比遥 研究结

果表明院 封闭热通道可以使各通道冷热温差加大袁有

效组织冷风流动方向袁消除局部热点袁机房的整体平

均温度可下降 2~3益遥同时袁封闭热通道不仅可以使热

风只集聚于小通道内袁 加大机柜与冷风的接触面积袁

增强机柜的换热效果曰而且封闭热通道后袁冷风送至

更大的开放空间袁减缓冷风的流速袁有效利用冷空气

和冷量袁提高空调机组的能源利用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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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袁指出农业尧农村尧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

生的根本性问题袁必须始终把解决好野三农冶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遥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

后袁国家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袁这既是野三

农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袁更是为实现城乡融合发

展和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1]遥 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

的基础和关键袁将农村尧农业和农民紧紧连接在一起袁

在推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新的历

史阶段袁产业振兴和融合发展可在巩固扩展脱贫攻坚

成果的基础上袁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遥

自 2007年野稻田生态养殖技术冶被列为渔业科技

入户主推技术以来袁以野稳粮增收冶为纲袁稻虾共作模

式在我国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流域迅速推广开来袁截至

2021年底已达 140万 hm2[2]遥 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稻虾产业集优质农产品生产尧食品医药深加工和餐饮

休闲娱乐为一体袁充分契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

要袁有力地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尧农业综合效益提

高和粮食安全保障袁逐渐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要抓手[3-4]遥从乡村全面振兴视域出发袁探讨稻虾产业发

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袁 在此基础上指出其未来发展方向

并进行对策分析袁为稻虾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参考遥

1 稻虾共作模式及其产业发展现状

1.1 稻虾共作模式及其生态学原理

稻虾共作模式作为稻渔综合种养的重要类型袁是

在小龙虾池塘养殖的基础上逐步优化改进而来的渊图

1冤遥 稻虾共作运用动植物间互利共生的原理袁对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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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稻虾产业集优质农产品生产尧食品医药深加工和餐饮娱乐为一体袁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

用遥 基于稻虾共作生态学原理尧面积产量增长和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阐述袁重点指出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基础理论研究不

足尧产业发展不均衡不规范和野重虾轻稻冶等问题遥为推动稻虾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袁在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袁提出以下发

展建议和对策院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曰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袁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曰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袁

大力发展特色乡村旅游遥

关键词院稻虾产业曰融合发展曰乡村全面振兴曰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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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开挖环沟尧筑埂等田间工程改造袁可充分满足水

稻和小龙虾在稻田中同生共长的需要袁能够在减少化

肥尧农药投入的基础上产出高品质的稻米和小龙虾[5]遥

稻虾共作模式以水稻种植为中心袁水稻可为小龙虾提

供遮蔽和食物来源袁小龙虾进入稻田能够取食部分杂

草和害虫遥 饲料投喂尧小龙虾排泄及其稻田活动对土

壤的扰动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和改善土壤结构袁稻米

品质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水稻氮素吸收累积量和氮素

利用效率的提高[6-7]遥因此袁良好的稻田生态环境尧优质

小龙虾和虾稻米可为稻虾产业蓬勃发展提供充分的

物质基础遥 但需注意不合理的田间管理也会造成稻田

耕作层破坏尧水稻减产尧小龙虾病害和水体污染等消

极影响[3]遥作为一种绿色新型综合种养模式袁稻虾共作

以野养生态虾尧种绿色稻冶为目标袁符合农业生产野两减

一增冶要求袁增添了乡村振兴的质量和成色遥

图 1 稻虾共作模式发展时间轴

Fig.1 The ti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rice-crayfish culture system

1.2 面积尧产量增加迅速

据统计袁我国适合发展稻虾共作模式的稻田约为

450万 hm2袁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流域袁该地区生态环境

良好尧水资源丰富袁且水产养殖和水稻种植历史悠久尧

基础较好遥 得益于较好的经济尧社会和生态效益袁在各

级农业推广部门的推动下袁 稻虾共作模式发展迅猛遥

稻虾共作面积由 2016年的 42万 hm2发展到 2021年

底 140万 hm2袁年均增长率达到 46.7%袁产量年均增长

率为 28.3%渊表 1冤[2,8-11]遥 2021年袁湖北尧安徽尧湖南尧江

苏和江西 5个传统小龙虾养殖大省牢牢占据绝对主

导地位袁小龙虾养殖总产量超 240万 t袁占全国小龙虾

养殖总产量的 91.6% [2]遥与此同时袁多地将稻虾共作与

精准扶贫相结合袁通过打造稻虾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

兴建设遥

表 1 2016要2021年小龙虾尧稻虾共作面积和

产量情况

Tab.1 The area and yield of crayfish breeding and

rice-crayfish culture system from 2016 to 2021

注院表中数据来自 2016要2021年叶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曳

1.3 稻虾产业发展迅速

稻虾产业虽起步较晚袁但由于显著的综合效益和

积极的政策导向袁稻虾产业融合发展迅速推进袁已逐

步构建起小龙虾捕捞尧 虾稻米和虾仁虾尾初加工尧虾

壳提取物深加工和小龙虾餐饮为一体的稻虾全产业

链渊图 2冤遥据统计袁2016年小龙虾产业总产值为 1 466

亿元袁发展到 2021年底已达 4 222亿元袁年均增长率

达 37.6%[2, 8-12]遥 截至 2021年底袁第一产业产值为 823

亿元袁产值年均增长率仅 9.2%曰第二产业产值为 369

亿元袁年均增长率达 52.4%曰第三产业产值为 3 030亿

元袁增长率达 55.8%袁短短 5 年小龙虾产业总产值增

加近 3 000亿元渊表 2冤遥与此同时袁第二产业同比下降

23.2%袁得益于第一尧三产业的增长袁小龙虾产业总产

值同比增长达 22.4%遥 总体而言袁近 5年小龙虾产业

链产值增加迅速袁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产值的大幅攀

升遥 野中国小龙虾之乡冶湖北潜江将稻虾产业作为城市

的支柱产业袁大力发展以甲壳素加工业为代表的食品

医药深加工袁2019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 520亿元袁

正朝着千亿级稻虾特色产业集聚区的目标迈进遥

图 2 稻虾产业链

Fig.2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rice-crayfish system

小龙虾养殖
面积/万 hm2 60 80 112 129 146 173 37.7

小龙虾养殖
产量/万 t

85 113 164 209 239 263 41.9

稻虾共作
面积/万 hm2 42 57 84 111 126 140 46.7

稻田小龙虾
产量/万 t

要 要 119 177 206 220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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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要2021年小龙虾产业产值

Tab.2 Output value of the crayfish industry from 2016 to 2021

亿元

注院表中数据来自 2016要2021年叶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曳遥

2 稻虾产业融合发展存在问题

2.1 创新能力不足袁基础理论研究滞后

稻虾产业涉及行业门类较多袁在其快速发展过程

中袁偏重于应用型技术方面的总结袁而缺乏在基础理

论方面系统性尧创新性的研究[13]遥 在生产环节袁以技术

性探索为主袁而忽略了在稻田生态尧虾稻互促等领域

机理性的研究遥 在加工环节袁对于水稻尧小龙虾在品质

和重金属残留等方面的研究较少袁在稻虾产品加工标

准的研究和制定方面的创新不足遥 在产业推广过程

中袁部分地区盲目以野湖北模式冶野潜江模式冶为样板袁

没有充分结合自身实际和发挥资源禀赋袁出现了一些

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情况遥 同时袁各地区稻虾产业

融合发展过程中金融信贷尧农地产权和扶持政策等问

题亟需深入研究袁从而为稻虾产业融合发展提供理论

依据和政策保障[14-15]遥

2.2 产业结构失调袁产业发展不均衡

稻虾产业正朝着万亿级产业发展袁但三大产业占

比极不均衡遥 从小龙虾产业占比情况来看袁2016年第

一尧 二尧 三产业占总产值比例分别为 38.5%尧7.0%和

54.5%遥 2021年第一产业尧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为 19.5%

和 8.7%袁第三产业占比达 71.8%渊图 3冤遥 稻虾全产业

链同样存在种养端和加工端产值低尧 占比低的情况袁

尤其是种养端增长较为缓慢遥 近年来袁稻虾共作面积

和小龙虾产量年均增长率基本保持在 30%以上袁但种

养端产值增加仅为 9.2%袁 这表明第一产业生产效率

较为低下遥 第二产业增速较快但占比最低袁这主要是

由于稻虾加工业基本还是以虾稻米和虾仁虾尾初级

加工为主袁产业附加值低遥 而以虾壳提取物为代表的

医药精深加工产业链方兴未艾袁虾稻米加工和营销正

处于起步阶段袁因此第二产业还有较大发展空间遥 以

餐饮休闲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占比近三年稳定在 70%

以上袁稳居主导产业位置遥

图 3 2021年小龙虾一尧二尧三产业产值占比情况

Fig.3 The proportion of the output value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of crayfish in 2021

2.3 重虾轻稻袁产业发展不规范

稻虾共作模式以水稻种植为中心袁 遵循以稻为

主尧以虾促稻的原则袁从而稳定水稻产量尧提高稻米品

质袁充分发挥野稳粮增收冶的作用[16]遥而在实际生产过程

中袁因小龙虾养殖直接收益快尧收益高袁绝大部分经营

主体包括少数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主要关注小龙虾养

殖环节的投入和产量袁而忽视水稻种植和管理这一关

键环节袁甚至出现耕地非粮化等现象[3, 17]遥 在第二尧三

产业发展过程中袁小龙虾加工业和餐饮业占有重要地

位袁各类以龙虾为主题的餐馆甚至是主题乐园受人瞩

目尧层出不穷袁而虾稻米加工及营销的市场影响力较

小袁以水稻为主题的农业综合体更是寥寥遥 稻虾产业

中小龙虾产业牢牢占据野主角冶角色袁而无论是种养殖

端袁还是加工和餐饮休闲环节袁水稻及其精深加工都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遥 因此袁稻虾产业发展还需进一

步规范袁防止耕地野非粮化非农化冶袁同时各环节野重虾

轻稻冶问题亟需解决遥

3 我国稻虾产业发展建议及对策分析

3.1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袁打造专

第一产业 564 485 680 710 748 823 9.2

第二产业 102 200 284 440 480 369 52.4

第三产业 800 2 000 2 726 2 960 2 220 3 030 55.8

总产值 1 466 2 685 3 690 4 110 3 448 4 222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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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体系袁对于引导稻虾产业深度融合尧推动产业

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遥 在稻虾生产尧产品加工

和政策服务等领域袁设置专项课题研究经费袁以求在

制约稻虾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袁取得基础理论和核心

技术突破袁从而推动标准化稻虾产业体系建设遥 野农业

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尧在人才冶袁针对目前稻虾专业技术

人才和乡村人才短缺的局面袁 应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袁

充分发挥人才在引领产业创新发展中的创造力遥 稻虾

主产区资源禀赋各异袁 在推动产业蓬勃发展过程中袁

应充分结合自然生态条件和市场需求袁强化在种养模

式尧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创新性实践遥 同

时袁合理运用物联网尧地理信息系统等新型科技袁推动

实验室的野盆景冶成为产业发展的野风景冶袁助力稻虾产

业节本增效高质量发展遥

3.2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袁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针对稻虾产业发展存在的不平衡尧 不规范等问

题袁需充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

求袁强化产业融合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6]遥第一产

业方面袁需通过稻虾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袁推动生产端

技术水平提高和管理能力改善袁从而增加经营主体的

经济收益遥 第二产业方面袁2019年小龙虾精深加工仅

占加工总量的约十六分之一袁这表明小龙虾加工业还

处于初加工阶段[9]遥 小龙虾体内甲壳素等提取物均可

作为制备生物医药和保健食品的重要成分袁原先作为

加工废弃物的虾壳等部位综合利用后衍生品价值也

可提升 10%~100%遥 同时袁需推动优质虾稻米加工向

特色化的精深加工方向发展遥 第三产业方面袁需在保

持小龙虾餐饮娱乐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袁推动以水稻为

主题的餐饮娱乐和文化节庆等方面的探索遥 因此袁需

全方位多元化推动稻虾产业发展野接二连三冶袁不断优

化产业结构袁从而保证三大产业并驾齐驱尧充分融合遥

3.3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袁大力发展特色乡村旅游

2022年野中央一号文件冶紧紧围绕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袁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袁扎实有

序做好乡村发展尧乡村建设尧乡村治理重点工作袁推动

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尧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遥

稻虾产业不仅需推动三产融合发展袁更需进一步加强

野产镇产村融合冶袁 打造有影响力的稻虾地域品牌袁以

达到野培育一个品牌袁带动一个产业袁富裕一方百姓冶

的目标遥 稻虾集中产区需因地制宜编制中长期产业发

展规划袁以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平台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和打造稻虾产业集群袁 同时构建多种利益联结模式袁

让农民有活干尧有钱赚遥 在此过程中袁需强化村镇集体

在产业发展中重要作用袁 发挥基层组织政治功能尧培

育壮大村镇集体经济遥同时袁充分利用乡村旅游这一重

要抓手袁 大力发展以稻虾为主题的特色乡村旅游遥 以

野科学规划尧突出特色尧健全管理尧打造精品冶为准则[18]袁

结合亲子教育尧农耕教育袁为市场提供集休闲娱乐和

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稻虾游袁让游客野伴稻虾游尧品虾稻

米尧忆稻虾旅冶袁带动稻虾加工产品尧民宿和餐饮等消

费袁从而扎实推进野农业强尧农村美尧农民富冶袁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遥

图 4 稻虾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

Fig.4 The effective path of rice-crayfish indust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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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ice-Crayfish

Industry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from Perspective of

Rural Comprehensive Vitalization

WU Zhen1, ZHONG Junli1, XU Hui2, XU Xiaobo1, TENG Han1

(1.School of Marxism,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6曰

2. School of Agronomy,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6)

Abstract院The rice-crayfish indust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grating the

p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ep processing of food and medicine, and catering and entertainment. Based on the eco鄄

logical principle of rice-crayfish farming system,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rice-crayfish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area

yield increas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tc., and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uch as

lack of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unbalanced and non-standar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appreciate crayfish and ignore rice". In or鄄

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ice-crayfish industry,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strengthen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mote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mot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鄄

opment, optimize and upgrad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uild a modern rural industrial system and vigorously develop rural tourism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Key words院 rice-crayfish industry;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rural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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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袁 新一代网络媒体快速发展袁

微博依靠其传播平台和传播方式的便捷尧 高精准尧易

分享的特性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网络营销模式袁从而催

生微博营销这一新的营销模式遥 随着野颜值经济冶时代

的到来袁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提升袁同时彩妆行业各

类品牌层出不穷袁 给彩妆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样的选

择遥 微博营销研究院发布的叶2018微博彩妆行业白皮

书曳[1]指出袁作为消费者需求旺盛的新兴市场袁中国彩

妆市场增速始终领跑全球市场袁约占全球彩妆市场规

模的 50%遥 今日头条发布的 叶2019美妆用户洞察报

告曳[2]指出在零售疲软时期袁化妆品规模仍维持较高景

气度袁且网络渠道增速超过其他零售渠道袁彩妆更是

以 56%的增速领先遥由此可见中国彩妆行业发展前景

良好袁市场规模庞大遥

1 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意见领袖和有关消费者购买行为影

响的研究较早袁他们认为不同领域的意见领袖类别不

同遥 Kenny Chan等指出袁意见领袖的关键作用在于说

服消费者购买新的产品[3]遥 Vernette指出网络意见领袖

确实存在袁 并提醒企业负责市场营销的职员要着重关

注网络意见领袖在电子商务领域中的带头作用[4]遥 Lyon

等营销学角度研究网络意见领袖袁发现他们拥有更多

的经验和相关的产品知识袁 是网络上的长期活跃者袁

会深入讨论某个话题并展示出更多的解释行为[5]遥

随着彩妆市场的发展壮大袁国内有大量学者对网

络消费者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遥 李泽宇通过调查

分析发现袁年轻化的网络消费群体对化妆品没有固定

的品牌喜好袁对市场变化反应敏锐袁容易受到促销等

行为的影响袁且这一群体日常关注影视热播剧袁易受

到影视剧文化的影响袁尤其在购买化妆品时特别容易

受到明星代言促销的影响[6]遥今日头条发布的叶2019今

日头条美妆用户洞察报告曳 显示袁2018年至 2019年袁

受益于消费升级与野颜值经济冶袁化妆品一直是社会零

售中增速较快的亮点品类袁且美妆核心用户逐渐向年

轻群体转移袁男士美妆产品消费增速非常显著[2]遥 同

时袁女星代言中的明星同款尧明星推荐成为网络消费

者的关注重点袁男星代言中的潮流外型和个人魅力成

为网络消费者的关注重点遥

在有关意见领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袁韩旭

提到意见领袖又称舆论领袖[7]袁最早由传播学者拉扎

斯菲尔德等在 1944年叶人民的选择曳一书中提及遥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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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领袖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袁经常为他人提供信

息尧观点或建议袁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7]遥 李

琪指出网络的迅速发展大大缩短了明星作为意见领袖

与大众的距离袁但距离感的缩短并不使其野意见领袖冶

的属性降低分毫袁反而更增强受众的信任程度[8]遥

由于研究角度及方法的不同袁国内学者对于意见

领袖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研究的结论也不尽相同遥

梦非认为意见领袖会经常讨论与产品相关的问题袁并

积极主动学习和探索与产品相关的话题[9]遥 安静等在

对女性消费者购买行为发生的相关研究中发现意见

领袖可以通过其言论影响女性消费者的观点尧 信任尧

态度袁进而最终影响其购买意愿[10]遥吴晓昕通过具体阐

述明星为自己的品牌或者为广告商代言参与微博营

销袁展现出明星微博营销强大的影响力[11]遥霍春辉等认

为粉丝对名人微博的认同和对名人代言的品牌认知

度在名人崇拜与品牌价值转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

用袁名人可信度在品牌价值转移与粉丝购买之间起到

调节作用[12]遥

此外袁在微博营销对网购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影

响的研究方面袁国内各大彩妆企业几乎都会高价聘请

明星为自己的彩妆产品代言袁诸多学者对明星微博营

销能否影响网络消费者的彩妆购买行为进行了分析遥

程彬指出好的微博营销可以从旁驾驭社会化环境下

的意见领袖袁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袁推动其购买行

为[13]遥艾丹丹指出微博营销凭借其营销成本低廉尧受众

群体庞大尧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尧互动性强等优势袁日

益成为企业开展营销活动的新的有效平台袁并且指出

巴黎欧莱雅借此在彩妆市场赢得一席之地[14]遥 王悦指

出微博营销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袁主要是借由微

博传递企业产品的相关信息袁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心

理感知袁培养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并影响其所处的

消费群体[15]遥 韩潇潇指出明星通过其传递给大众的外

在形象吸引彩妆企业与其合作袁成为这一产品的微博

代言人袁为产品开展微博营销袁从而引起消费者对其

代言产品和其自身的关注[16]遥

综上袁可知明星微博营销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

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意见领袖和品牌形象遥 其

中袁意见领袖因素包含信赖强度尧信任感尧态度等细分

因素曰品牌形象因素包含品牌认知度尧独特性尧产品感

知质量尧社会形象等细分因素遥

2 明星微博营销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

影响的实证分析

2.1 实证分析模型构建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总结与归纳袁将网络消

费者彩妆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领袖因素和品牌

形象因素袁并进一步细化为 7个影响因素袁构建明星

微博营销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影响模型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明星微博营销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影响模型

Fig.1 The influence model of Key Opinion Leader (KOL)爷s Micro-

blog Marketing on online shoppers' behavior of buying cosmetics

2.2 研究假设

实证分析模型提出 7项研究假设袁如表 1所示遥

表 1 研究假设

Tab.1 Research hypothesis

2.3 数据来源

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在问卷星上发布的叶明星微

博营销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的影响调研曳袁问

意见
领袖
因素

H1
信任强度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有显著性
影响

H2
信赖感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有显著性影
响

H3 态度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品牌
形象
因素

H4
品牌认知度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有显著
性影响

H5
独特性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有显著性影
响

H6
产品感知质量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有显
著性影响

H7
社会形象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有显著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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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分别针对意见领袖渊自变量冤的信任强度尧信赖感尧

态度三个细分因素袁品牌形象渊自变量冤的品牌认知

度尧独特性尧产品感知质量尧社会形象四个细分因素袁

以及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渊因变量冤设置李克特

五级量表题进行测量袁问卷测量题项如表 2所示遥 调

研共回收 237份问卷袁剔除填写问卷时间少于 90 s的

和全部选项答案几乎相同的 34份无效问卷袁 共得到

有效问卷 203份袁有效率为 85.65%遥

表 2 问卷测量题项

Tab.2 Questions measured in the questionnaire

信任
强度

Q8.明星微博营销在网络消费者中十分流行

文献[8]
Q9.在购买彩妆产品时袁您经常提前搜索明星博主的建议

Q10.您相信明星博主的建议能帮助您做出合适的彩妆产品选择

Q11.明星博主的建议很有价值袁能够帮您节省选择产品的时间

信赖感

Q12.当您购买一款由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时袁会对其有信心

文献[17]
Q13.如果您要买的彩妆产品没有明微博星营销袁您会对其品质和自己的购买决定感到担心

Q14.选择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会节省您的时间和精力

Q15.明星微博的彩妆产品品质超出了您的预期

态度

Q16.您认为明星微博营销彩妆产品能为企业促进销售

文献[8]
Q17.您更愿意购买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

Q18.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对您的彩妆购买有推动作用

Q19.您在微博观看明星营销的彩妆产品的使用/推广视频时会有想要购买的冲动

品牌
认知度

Q20.您知道这款彩妆产品

文献[18]
Q21.您能在同类竞争产品中辨别出这款彩妆产品

Q22.当您想到这类彩妆产品时袁您会马上联想到这一款彩妆产品

Q23.您熟悉这款彩妆产品的功效

独特性

Q24.这款彩妆产品品质优于其他同类彩妆产品品质

文献[19]Q25.这款彩妆产品因为有明星微博营销在其他同类彩妆产品中脱颖而出

Q26.这款有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的品牌相较于其他产品的品牌更独特

产品
感知
质量

Q27.有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在外观及包装上的制作更好

文献 [20]Q28.有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相较于其他产品给人一种高档的感觉

Q29.有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质量更好

Q30.有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质量能持续保持稳定

社会
形象

Q31.购买并使用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能给他人留下好的印象

文献 [20]
Q32.购买并使用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更能让您感到被他人接纳

Q33.购买并使用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能让您更自信

Q34.购买并使用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能让您得到社会认可

网络
消费者
彩妆
购买
行为

Q35.相较于其他产品袁您更愿意购买有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

文献 [20]
Q36.您会经常回购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

Q37.您愿意向人推荐明星微博营销的彩妆产品

Q38.有时您购买彩妆产品袁除了实用性袁还为了支持自己喜欢的明星

3 明星微博营销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

影响的数据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203名被调查者主要在 19~35岁群体之间分布曰

本科学历和专科学历的群体占比达 77.83%曰 在校学

生尧公司职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居多遥 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与 CNNIC发布的第 46次叶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曳 表征的我国网民整体属性基本吻合袁表

明本次调研选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遥

3.2 信度检验

信度分析通过 Cronbach' 琢系数对所得数据进行

信度检验遥问卷的总体 Cronbach' 琢系数为 0.862袁各变

量的 Cronbach' 琢系数均大于 0.8袁表明问卷信度较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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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效度检验

效度分析通过 KMO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对问

卷的调查结果进行测量袁 判断其是否适合做因子分

析遥判断条件院KMO的值大于等于 0.7且 P<0.05遥由检

验结果可知袁KMO值为 0.899袁大于 0.7袁P<0.05袁满足

因子分析的要求袁表明研究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遥

3.4 因子分析

对自变量的 27个测量项做探索性因子分析袁采

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袁 最终提取 7 个公因

子袁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遥

表 3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Tab.3 The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Q34 0.860

Q32 0.859

Q31 0.857

Q33 0.843

Q15 0.809

Q13 0.728

Q12 0.719

Q14 0.708

Q21 0.887

Q20 0.842

Q22 0.836

Q23 0.798

Q28 0.875

Q27 0.858

Q30 0.693

Q29 0.666

Q9 0.822

Q11 0.77

Q10 0.758

Q8 0.752

Q16 0.734

9.377 69.198
Q19 0.722

Q18 0.721

Q17 0.672

Q24 0.787

2.289 8.476 77.674Q25 0.777

Q26 0.766

3.622 13.413 13.413

3.508 12.991 26.404

3.294 12.199 38.603

2.961 10.967 49.570

2.768 10.250 59.820

2.532

由表 3可知袁 因子分析一共提取出 7个公因子袁

将因子载荷高于 0.5的测量项归为同一个成分袁 成分

1可命名为野社会形象冶袁成分 2可命名为野信赖感冶袁成

分 3可命名为野品牌认知度冶袁成分 4可命名为野产品

感知质量冶袁成分 5可命名为野信任强度冶袁成分 6可命

名为野态度冶袁成分 7可命名为野独特性冶袁与研究模型

预设的七个维度相同遥

3.5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用于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遥 采用

多元回归分析法进一步检验各变量间的关系遥将意见

领袖层面的信任强度尧信赖感尧态度及品牌形象层面

的品牌认知度尧独特性尧产品感知质量尧社会形象作为

自变量袁将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

线性回归分析袁结果如表 4所示遥

由表 4可知袁模型 R2为 0.719袁表明模型拟合情

况较好遥 对模型进行 F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 F检验

(F=71.105袁P<0.05)袁也说明信任强度尧信赖感尧态度尧品

牌认知度尧独特性尧产品感知质量尧社会形象中至少一

项会对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影响关系遥 针对模型的多

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袁模型中 VIF值全部低于 5袁说

明不存在着共线性问题遥信任强度和独特性的 P值均

高于 0.05袁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遥 因此袁将信任强度尧

独特性删除后袁进行第二次线性回归分析袁得到表 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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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袁信赖感尧态度尧品牌认知度尧产品感知

质量尧社会形象均会对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关系袁影响程度大小为院产品感知质量渊0.334冤>

社会形象 渊0.264冤 >信赖感 渊0.201冤 >品牌认知度

渊0.159冤>态度渊0.131冤遥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4.1.1 验证研究假设

通过 SPSS 23对实证研究数据进行分析袁验证前

文提出的 7项假设袁其中 5项假设成立袁2项假设不成

由表 5 可知袁模型 R2为 0.713袁表明删除信任程

度尧独特性后的模型拟合情况仍旧较好遥 对模型进行

F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 F检验 (F=97.709袁P=0.000<

0.05)袁说明信赖感尧态度尧品牌认知度尧产品感知质量尧

社会形象中至少有一项会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

为产生影响遥 另外袁针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

发现袁模型中 VIF值全部小于 5袁意味着不存在着共线

性问题遥 常数显著性为 0.128袁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袁

说明该方程为标准化回归方程遥用 X1尧X2尧X3尧X4尧X5分

别代表信赖感尧态度尧品牌认知度尧产品感知质量尧社

会形象袁用 Y 代表消费者购买行为袁得到回归方程式院

Y=0.201X1+0.131X2+0.159X3+0.334X4+0.264X5

表 4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4 Results of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常数 -0.327 0.186 - -1.760 0.080 -

0.719 0.708
F(7,195)=71.105,

P=0.000

信任强度 0.073 0.045 0.078 1.602 0.111 1.629

信赖感 0.166 0.062 0.170 2.665 0.008** 2.832

态度 0.145 0.068 0.130 2.137 0.034* 2.580

品牌认知度 0.202 0.058 0.197 3.471 0.001** 2.224

独特性 -0.084 0.063 -0.079 -1.341 0.182 2.410

产品感知质量 0.344 0.047 0.353 7.271 0.000** 1.630

社会形象 0.222 0.040 0.262 5.595 0.000** 1.524

因变量院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曰D-W 值院2.116曰* P<0.05 ,** P<0.01遥

表 5 第二次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5 Results of the seco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常数 -0.270 0.176 - -1.530 0.128 -

信赖感 0.196 0.056 0.201 3.491 0.001** 2.278

态度 0.146 0.068 0.131 2.150 0.033* 2.534

品牌认知度 0.163 0.049 0.159 3.322 0.001** 1.568

产品感知质量 0.325 0.047 0.334 6.982 0.000** 1.565

社会形象 0.223 0.040 0.264 5.592 0.000** 1.524

0.713 0.705
F (5,197)=97.709,

P=0.000

因变量院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曰* P<0.05 ,** P<0.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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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袁具体验证结果如表 6遥

表 6 研究假设验证表

Tab.6 Table of verifying research hypotheses

4.1.2 建立完整模型

通过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袁提取 7个自

变量袁分别为信任强度尧信赖感尧态度尧品牌认知度尧独

特性尧产品感知质量尧社会形象袁检验其对因变量网络

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的影响袁根据实证分析结论修正

前文的研究模型袁建立修正后的明星微博营销对网络

消费者彩妆购买行为影响模型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修正后的明星微博营销对网络消费者彩妆

购买行为影响模型

Fig.2 The modified influence model of KOL爷s micro-blog

marketing on online shoppers' behavior of buying cosmetics

注院 图中实线表示有显著影响袁 虚线表示没有显著影响曰

野+冶表示正向影响曰数值表示影响大小遥

4.2 研究建议

4.2.1 优化产品质量袁提升消费者感知价值

尽管网络消费者会倾向于购买有明星代言的彩

妆产品袁但并非有明星代言的彩妆产品在质量上都足

够好遥 所以袁彩妆企业要从根本上提高产品质量袁在选

择合适的明星代言人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袁即

在网络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整个过程中不断提升其产

品感知价值袁吸引其主动购买袁并在使用过程中感受

到产品质量在不断提升袁进而促使其重复购买袁以形

成良性循环遥

4.2.2 塑造社会形象袁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

彩妆企业可从多角度塑造彩妆品牌的社会形象遥

从网络消费者角度出发袁 基于女性网络消费者特征袁

塑造知性尧优雅尧女王范尧少女感等品牌社会形象曰基

于男性网络消费者特征袁塑造清爽尧精致尧绅士尧阳光

等品牌社会形象遥 从品牌自身角度出发袁塑造高端尧奢

华等品牌社会形象曰从品牌功效角度出发袁塑造抗衰

老尧抗氧化尧抗辐射等品牌社会形象遥 彩妆企业通过多

角度塑造品牌社会形象袁可帮助网络消费者实现其对

自身社会形象的期望袁从而激发网络消费者产生购买

欲望袁促进其产生购买行为遥

4.2.3 深耕细分市场袁精准定位目标群体

企业在创立新的彩妆品牌时袁要进行科学的市场

细分袁明确目标市场袁明晰市场定位袁并根据目标群体

不断优化品牌设计袁使品牌朝着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方

向发展袁最终凝练形成品牌特色袁深入网络消费者的

内心袁依此不断打造新的细分市场袁使目标群体的定

位逐渐趋向精准化遥 长此以往袁网络消费者在购买彩

妆产品时袁能立刻联想到特定品牌及系列产品袁彩妆

企业竞争力可得到显著提升遥

4.2.4 创新微博营销方式袁增强消费者信赖感

可为代言彩妆品牌的明星选择行之有效的微博

营销方式袁除了请代言明星拍摄产品代言视频尧在官

方微博为粉丝进行日常互动之外袁还应该注意提升明

星的亲和力袁为代言的彩妆产品录制展示产品功效或

妆容的 vlog遥 对于网络消费者而言袁这样的宣传方式

能进一步拉近代言明星作为彩妆意见领袖与网络消

费者之间的距离袁 进而增强网络消费者的信赖感袁从

而促使其产生购买行为遥

4.2.5 选择合适的明星代言人袁迎合消费者喜好

彩妆企业应针对明星代言人的性别尧年龄尧形象尧

知名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袁迎合不同网络消费者

的喜好遥 在全民追求外在美的时代袁可以结合明星代

意见
领袖
因素

H1
信任强度因素对网络消费者彩妆
购买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F

H2
信赖感因素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
买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T

H3
态度因素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买
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T

H4
品牌认知度因素对网络消费者彩
妆购买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T

品牌
形象
因素

H5
独特性因素对网络消费者彩妆购
买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F

H6
产品感知质量因素对网络消费者
彩妆购买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T

H7
社会形象因素对网络消费者彩妆
购买行为有显著性影响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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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mining the celebrities' doing online marketing on their micro-blog for th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builds the model of on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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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id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data from the questionnaire to prove the hypothesis, by which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promo鄄

tion of the shopper爷s buying for reference of th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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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在某部影视剧或电影中的角色形象来匹配其代

言的彩妆品牌或产品袁 从而提升网络消费者认知度袁

迎合其个人喜好遥 企业选择与品牌契合度高的明星代

言人袁可通过明星代言人的魅力尧形象尧信用等方面的

影响力达到正向影响消费者态度的目的袁进而促进网

络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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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是做人之本袁德育是教育之魂遥2016年 12月召

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明确野高校应该培养

什么样的人尧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冶这一根本

问题袁为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尧发展高等

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1]遥 为进一步推进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袁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袁2020年 5月袁教育

部印发了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曳袁指出院

野所有高校尧 所有教师尧 所有课程都要承担好育人责

任袁守好一段渠尧种好责任田袁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

同向同行袁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袁形成协同

效应袁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冶[2]遥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尧全程尧全课程育人格

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袁形

成协同效应袁把野立德树人冶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

种综合教育理念和实践探索袁其本质是野立德树人冶袁

基本理念是野协同育人冶遥

1 课程特点及教学现状

1.1 课程特点

野食品微生物检验冶课程是运用微生物学的理论

与技术袁研究食品中微生物的种类尧特性等袁建立食品

微生物学检验方法和确定食品微生物卫生标准的一

门应用性学科[3]袁是食品安全性评价尧控制尧管理的重

要技术和手段袁也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三大核心检

验课程(感官检验尧理化检验和微生物检验)的重要组

成部分遥 该课程是武夷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专

业必修课之一袁是继基础微生物学实验课程之后设立

的更深层次的微生物实验课程袁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

检验技能和科研能力袁 是理论课教学的补充和深化袁

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4]遥

1.2 教学现状

野食品微生物检验冶课程共 36学时渊其中院理论学

时 0曰 实验学时 36冤袁1.5学分遥 安排在大二下学期开

课袁教学内容分 6个实验模块袁如表 1所示遥

表 1 野食品微生物检验冶教学大纲

Tab.1 Syllabus of 野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Food冶

收稿日期院2022-03-23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科技厅引导性项目渊2021N0034冤曰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渊202110397020冤遥

作者简介院赵泰霞渊1983-冤袁女袁汉袁讲师袁主要从事食品科

学尧食品微生物的教学与研究遥

野食品微生物检验冶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赵泰霞袁 范俐袁 张静

渊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野食品微生物检验冶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必修课遥 从修订和完善教学大纲袁强化教师课

程思政理念尧提升教师政治素养袁深入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和改革教学方法与考评模式等四个方面袁探索本课程思政改革

措施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袁实现高等教育的育人初心遥

关键词院野食品微生物检验冶曰课程思政曰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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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自然科学类专业课教学中融入思政元

素的情况还相对较少袁导致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间的

关系失衡[5]遥受传统教学习惯影响袁专业课教师更多关注

专业技能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思政教育袁又因本门课程

学时数偏少袁实验量大袁且没有理论学时袁因此在以往授

课过程很少会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中遥 在当前全国

各大高校掀起课程思政建设热潮的背景下[6-8]袁如何有效

地把思政元素融入到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验教学中成

为了亟需思考解决的问题遥

2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

2.1 修订和完善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是一门课程的宏观指南袁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需从优化教学大纲着手袁形成专业教学目标和思

政目标协调统一的新教学大纲[9]遥 本课程的专业教学

目标是院学会食品微生物检验中样品采集与送检的方

法袁掌握食品中常见的腐败性微生物尧致病性微生物

检验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袁掌握用现行有效的国标方法

对食品中的主要微生物指标进行检验袁牢固树立商业

无菌概念袁 使学生具备分析与处理实验结果的技能袁

具备独立进行食品微生物检验的能力袁注重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尧尊重科学的实验习惯曰同时在原有的知识

传授尧能力培养等专业教学目标基础上袁隐性融入思

政教育元素袁如爱国主义尧民族自豪感尧辩证唯物主

义尧严谨认真的科研作风等重要内容遥

因此袁成立食品微生物检验课程教学组袁通过集

体协商和分工合作袁认真梳理每一实验模块的知识点

和教学内容袁结合前期挖掘凝练的思政元素袁设计明

确尧具有可操作性的课程思政目标袁明确列入教学大

纲中袁以期培养政治坚定尧德技并修袁具有较高职业素

养的食品微生物检验人才遥

2.2 强化教师课程思政理念袁提升教师政治素养

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袁大多数教师都能有意识地

结合所讲授的专业知识内容袁 对学生进行爱国奉献尧

追求真理和遵守职业道德等方面教育袁但是这种做法

通常是自发的尧朴素的尧零星的袁是不系统的[10]遥 因此袁

这就需要教师本人充分认识到思政教育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袁转变教学观念袁从思想上重视课程思政教育袁

充分认识到专业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了承担着野授

业冶野解惑冶的责任袁还担负着野传道冶的义务袁要积极参

加学校组织的课程思政专题报告会袁不断提高自身的

思想认知和政治理论水平袁挖掘所学理论与自身教学

工作的结合点袁在知识传授中潜移默化地实现社会主

义主流价值引领遥

同时袁课程教学组邀请思政课教师不定期举办座

谈会袁及时了解时事形势袁拓宽开展课程思政的视野

与思路遥 在教师继续教育过程中袁更加注重课程思政

方面的学习袁教学组教师积极参加线上线下不同层面

的课程思政系列学习培训尧 教学研讨会和示范课袁学

习借鉴其他教师课程思政教学的手段和方法遥 在教学

组内部组织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袁 特别是在具有丰富

教学经验尧在学科发展富有建树的资深教师授课时袁组

织集体听课和观摩袁全面提升专业教师的政治素养遥

2.3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资源

食品微生物检验是具有较强实践性和应用性的

学科袁与人们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密切相关袁许多理

论或实验方面的内容都具有良好的立德树人价值袁可

以作为将课程思政融合进去的良好载体遥 因此袁在教

学过程中可不断探索袁 充分挖掘相关的思政资源袁并

将其隐形地融入到教学的各环节袁有效发挥课堂育人

主渠道的作用遥

例如在进行细菌的生理生化实验时袁糖发酵实验

阳性结果中袁 细菌发酵利用某单一糖类物质产酸袁pH

值降低袁培养基中的指示剂溴甲酚紫变色袁由原来的

紫色变为黄色袁可融入现象与本质的哲学思想遥 现象

从各个不同侧面表现本质袁本质从整体上规定事物的

性质及其基本发展方向遥 引导学生看待问题时要进行

深入的思考袁找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袁透过现象看

到其本身实质遥

在学习食品中菌落总数的测定时袁使同学们了解

细菌菌落总数是判断食品被污染程度的一个重要标

志袁 通常菌落总数越多则食品被细菌污染越严重袁反

之则食品清洁度越高遥 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糕点

类食品细菌菌落总数臆104 cfu/g袁 超过这个数值则被

认为该食品腐败变质袁不具有食用价值遥 可融入量变

与质变的哲学变化规律袁即事物的变化首先表现为数

量的变化袁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袁就会引起质变遥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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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要想成功必须要坚持不懈袁要想实

现野质的飞跃冶袁必须先达到一定程度野量的积累冶遥

在学习食品中大肠菌群的检验时袁采用的是 MPN

计数法袁实验过程中涉及到两步发酵实验袁初发酵是

将样品接种到 LST肉汤管中袁 产气者再接种到 BGLB

肉汤管中进行复发酵验证袁再产气者方可确定为大肠

菌群阳性管遥 可融入科学实验的严谨性袁对于实验方

案袁要经过严谨的实验设计和相应的阳性尧阴性对照袁

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后才能够得出准确的实验结果遥 学

生中未来会有很多人会从事科研工作袁培养他们严谨

求实的科研态度袁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目标之一遥

在学习食品中沙门氏菌的检验和食品中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检验两个实验中袁 都是进行致病菌的检

验遥 可引导学生了解致病菌会引发疾病并具有传染

性袁在进行检验操作时袁要具有无菌操作意识袁强化生

物安全教育袁在检验过程中要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检验程序进行遥 实验完成后所用过的试管尧培养

皿等器具都要经过无害化处理才能进行清洗袁在源头

上保证致病菌不流入自然环境袁 须复原检测设备袁整

理尧清洁实验室等袁以养成规范操作的良好习惯遥 在教

学过程中融入环保意识袁融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

文明思想的经典论述袁使学生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和

生物安全意识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遥

纳豆的制作尧感官评价及微生物检验是一个综合

性实验袁 要求同学们自己制作出纳豆这种发酵食品袁

分组完成感官评价袁再对其中的纳豆杆菌和细菌总数

进行检验遥 与本课程中检验的其它菌不同袁纳豆芽孢

杆菌是益生菌袁具有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尧溶血栓尧抗

菌等功能遥 由此袁可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去分析和

理解微生物野双刃剑冶的本质特性袁微生物与人类关系

密切袁为人们生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袁也造成了莫

大的危害[11]遥 我们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袁趋利避害袁

开发对人类有利的一面袁为人类造福遥 这样袁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就从最基本的科学概念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层面袁实现了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遥

2.4 改革教学方法与考评模式

为应对食品微生物检验课程思政新要求袁在实验

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模式遥 例如袁为适应野互

联网+冶时代信息获取的手段不断丰富尧学生学习方式

不断变化的情况袁 本课程利用超星线上平台和微信

群袁课前发布预习资料尧相关视频袁学生通过预习可以

对课内学习内容有初步熟悉和理解遥 在课堂上融入思

政内容后可利用课堂讨论的形式袁 提高学生参与度袁

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遥 课后鼓励同学们将实验结果等

上传到线上平台袁师生一起讨论分析成败原因袁同时

布置一些融入思政元素的开放性讨论题目袁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袁鼓励相互合作袁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尧归

纳总结袁探索科学真理遥

课程成绩是对学生在课程表现中的综合评分袁也

是很多学生最重视的课程组成部分遥 用好课程成绩考

评标准袁可以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遥 考评模式从以前

单一的技能操作考核转变为技能操作考核与平时成

绩相结合的方式遥 技能操作考核比重降至 40%袁平时

成绩比重提高到 60%袁更加注重过程评价袁并将平时

成绩中思政元素的占比调整为 20%袁主要包括线上平

台的思政讨论参与度袁 开放性思政问题的完成情况袁

实验过程中的品德表现等袁较好地完成了课程思政的

考核与评价遥

3 结语

课程思政与武夷学院野培养思想品德优良尧专业

基础扎实尧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冶的育人理念是高度契合的遥 野食品微生物检验冶

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尧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阵地袁需要充分分析该学科教学

特点袁不断挖掘合适的思政元素袁探索立德树人的融

合点袁补充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袁提高教师团队的思

政教学水平袁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袁潜移

默化地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袁培养有坚定社会主

义政治素养尧德才兼备的食品微生物检验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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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野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Food冶

ZHAO Taixia, FAN Li, ZHANG Jing

(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354300)

Abstract: 野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Food冶 is an important required course for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In this paper, four as鄄

pects of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s including revising and improving the syllabus; strengthening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deas in

curriculum, improving teachers' political literacy; tapping resources of values education through curriculum and reforming teaching method

and evaluation mode were introduced to explore reform measures actively for this course. And then, we will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through virtue, realize the initial aspi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野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Food冶; values education through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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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食品标准与法规冶是高等院校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业的必修课袁 常被称为是食品类专业的吃饭课袁其

基本内容是研究食品生产加工尧贮运尧销售和配送等

食品链全过程的法律法规尧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的一

门综合性学科[1-2]遥该课程的开设对于学生毕业后从事

食品行业工作袁并依法野治冶理食品行业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3]遥 在国家引导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从学术研究

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变的大背景下[4]袁武夷学院制定野建

设特色鲜明的一流应用型大学冶的发展目标和野培养

思想品德优良尧专业基础扎实尧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冶的培养目标遥 武夷学院食

品质量与安全专业食品标准与法规课程的传统教学

是以教师理论讲授为主袁主要介绍食品安全标准和解

读国内外重要的食品法律法规等袁 知识点多而杂袁内

容相对枯燥遥 该课程的传统教学内容和重理论轻实践

的教学方式都不利于培养知法尧懂法尧依法依标办事

的食品专业应用型人才袁因此课程转型迫在眉睫遥

1 野食品标准与法规冶课程转型的思路

第一袁梳理教学内容构建食品标准法规教学模块

渊即模块化冤袁形成清晰有序的知识框架袁助力学生掌

握相关理论知识袁实现野知法尧懂法冶遥

第二袁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袁挖掘实践项目渊即项

目化冤袁改变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袁通过实践帮

助学生做到野依法依标办事冶遥

第三袁发挥案例教学的优势袁优化案例教学渊即案

例化冤袁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案例库袁助力学生掌握理论

知识和完成实践项目遥

2 野食品标准与法规冶课程转型的具体措施

2.1 构建食品标准与法规教学模块

武夷学院野食品标准与法规冶课程的传统教学内

容主要包括十一个章节袁共 32学时袁如表 1所示遥 传

统的教学内容存在法律标准条文繁多杂散的问题袁导

致学生学起来枯燥乏味袁不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掌握食

品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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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傅新征渊1986-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天然

产物的提取及改性尧食品安全管理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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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授课内容及学时分配

Tab.1 Traditional teaching contents and class hours distribution

通过模块化手段袁可以将零散的法规标准条款链

成网络袁形成清晰有序的知识框架遥 因此袁课程团队结

合所选教材渊周才琼主编叶食品标准与法规曳第二版冤

以及参考教材袁 对各章节的具体教学内容进行了梳

理袁 根据教学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关联性进行分

块袁具体划分出基础知识模块尧食品法律法规模块尧食

品标准模块尧食品市场准入和认证等四大模块袁各模

块的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见表 2遥

表 2 教学模块及学时分配

Tab.2 Teaching modules and class hours distribution

相互关联或同类的知识整合成模块后袁给教学带

来了很大的改变遥 一方面袁教学内容更加系统袁减少类

似知识点的重复讲授袁节省课时遥 例如袁在讲授体系认

证和产品认证时袁 因为各类认证的基本程序是相似

的袁教师只需要详细介绍 ISO9000的认证程序袁其他

的认证程序则由学生课后自学袁因此而节约出来的课

时用来设置实践项目袁一举多得遥 另一方面袁将零散的

知识链成网络袁 有利于学生整体掌握标准法规体系袁

学生们对标准和法规的认知也不再是杂散繁多难以

记忆遥 例如袁关于转基因食品标签的规定袁模块化前是

在不同的章节介绍不同国家转基因标签的规定袁模块

化后是以我国叶食品安全法曳和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管理条例曳中对转基因标识的规定为主线袁延伸出其

他国家地区对转基因标识的规定袁对各国的规定进行

比较找出差异袁 由学生讨论发言分析不同规定的优

劣袁学生快速准确的掌握了各国转基因标签的有关规

定袁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记混记错遥

2.2 挖掘食品标准与法规实践项目

课程的传统教学偏理论轻实践袁仅有 2个实践项

目野食品标准法规的检索冶和野产品标准的编写冶遥 大量

的理论讲授袁学生基本是机械的记忆袁真要运用标准

法规解决实际问题时袁手忙脚乱遥 食品标准与法规是

食品行业的准绳袁是食品从业人员的行业规范袁作为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生袁必须掌握并能够灵活运

用标准与法规的有关知识遥 课程团队针对每个模块的

教学内容挖掘了若干实践项目渊见表 3冤袁这些实践项

目主要是结合了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尧食品安全违法违

规事件尧以及走访食品企业调研了解的企业实际需求

而设置的遥 实践项目的设置不仅使学生学会运用标准

法规解决实际问题袁还起到了其他积极作用院结合大

学生的学习生活设置项目袁 可以引起学生的共鸣袁有

效的调动学习兴趣曰结合食品安全违法违规事件设置

项目袁可以给学生敲警钟袁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袁遵纪

守法曰结合企业实际需求设置项目袁有利于培养企业

喜欢的应用型人才遥

第一章 绪论 2

第二章 食品法律法规的基础知识 2

第三章 中国的食品法律法规 6

第四章 国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法律法规 2

第五章 部分其他国家的法律法规 2

第六章 食品标准化基础知识与标准编写 4

第七章 我国的食品标准 6

第八章 食品国际标准及采用国际标准 2

第九章 食品企业标准体系 2

第十章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 2

第十一章 食品认证管理 2

模块一

基础知识模块

绪论尧食品法律法规的基础知识尧食品

标准及标准化的基础知识尧 食品行政

执法与监督

6

模块二

食品法律法规

模块

我国的食品法律法规 渊叶食品安全法曳

叶产品质量法曳叶农产品质量法曳叶食品

召回管理办法曳等冤曰国际的食品法规

渊ISO尧CAC尧FAO尧WHO尧WTO 等国际

组织制定的法规冤曰其他国家的食品法

律法规渊欧盟尧美国尧日本尧德国等国的

法规冤

10

模块三

食品标准模块

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尧采用国际标准尧

标准的编写尧企业标准体系
10

模块四

食品市场准入

和认证模块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尧计量认证尧管

理 体 系 认 证 渊ISO9000尧ISO22000尧

ISO14000尧GMP 认证等冤尧 产品认证

渊有机食品尧绿色食品尧无公害农产品尧

清真食品等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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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野食品标准与法规冶的实践项目

Tab.3 Practice projects of 野Food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冶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袁 教师给出实践任务和要

求袁但不限定具体内容袁学生自选内容完成实践任务袁

教师做好穿针引线工作袁 将所有学生都调动起来袁尽

可能的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遥 以部分项目为例介绍项

目实施过程袁例如野项目二食品安全事件分析冶袁教师

提前筛选好若干事件案例袁学生分组袁各组可以选择

教师筛选的案例袁也可自行选择案例袁学生小组课前

讨论查阅资料袁 了解事件的起因经过及相关处罚袁制

作 PPT袁课上小组代表发言从食品生产者尧经营者尧消

费者尧监管者等多角度分析事件袁指出事件的主要违

法行为袁违反了哪些法律条款的规定袁相应的处罚依

据又是哪些条款袁 针对此类事件有哪些好的改善建

议袁学生发言后教师进行指正和总结遥 例如野项目四食

品安全普法宣传冶袁 项目前期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制作

一些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单和小视频袁项目后期进行宣

传袁一方面学生走出教室袁前往学校食堂门口尧学生活

动中心等地方摆桌进行食品安全普法宣传袁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朋友圈尧抖音尧微博尧学校宣传栏等途径宣

传遥 例如野项目五产品标准的编写冶袁教师先结合真实

案例分析产品标准的主要内容和编写注意事项等袁教

师给出模版袁 然后由学生选择自己家乡的某特产食品

制定产品标准袁标准制定完成后袁学生互换产品标准袁

在教师指导下进行互相野找茬冶袁进一步完善产品标准遥

从学生的实践表现来看袁在项目的驱动下袁学生

从原来的被动接受知识袁变成主动探索袁学习的主动

性大大提升遥 同时学生真正理解了食品标准法规对食

品行业和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袁也明白学好本课

程的重要性遥

2.3 优化食品标准与法规案例教学

食品标准法规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袁案例素材

来源丰富广泛袁然而经过教学实践发现袁并不是越多

的案例越好袁越大型的案例越好遥 标准法规案例的选

择要有针对性袁 可促进理论知识的具体化和迁移应

用曰案例要有趣味性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袁生动易

懂袁能够调动学习气氛[5]遥课程团队本着适量尧精准尧趣

味的原则袁优化挖掘了若干案例袁建立并持续更新食

品标准法规案例库遥 已建成的案例库包括院食品法律

法规库尧食品安全标准库尧企业产品标准库尧食品安全

事件库渊包含新闻报道尧判决书尧赔偿书尧庭审视频

等冤尧其他类渊每周质量报告视频尧监管部门的抽检公

告尧食品企业的召回报告尧食品风险评估报告尧食品生

产许可申请书尧 产品认证申请书等冤遥 案例的形式多

样袁有纸质文本袁电子文本尧图片尧视频等遥 案例的来源

包括院食品企业实例尧政府官网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官

网尧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官网等冤尧食品行业网

站渊食品伙伴网尧食品科技网尧食品信息网等冤尧法制类

网站渊中国庭审公开网尧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冤袁CCTV节

目官网袁微信公众号渊食品标法圈尧食品安全监管交流

等冤尧大学慕课线上学习资源尧往届学生的优秀报告等遥

在课程的传统教学中袁标准法规案例主要是用来

解释相关知识点和法规条款袁方式单一袁没有完全发

挥出案例教学的优势遥 课程团队从教学内容和案例之

间的关联性出发袁摸索案例教学的更多用法遥 淤新知

识引入使用案例教学袁如讲解叶食品安全法曳条款袁可

以用野十几瓶过期酸奶袁超市获五万元罚款冶的案例袁

引出叶食品安全法曳中野禁止生产经营冶的条款和相关

处罚条款遥 于重难点的讲解使用案例教学袁如在讲解

GB 2760要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时袁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信息公告冶 中公布的食品添加剂含量超标的案例袁帮

助学生掌握 GB2760的主要内容遥 盂巩固知识使用案

例教学袁 如在讲完 GB 23350要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

模块一
基础知识
模块

项目一 食
品标准法规
的检索

使学生掌握标准法规检索的途径和
方法袁 同时为撰写论文查阅文献资
料打基础

模块二
食品法律
法规模块

项目二 食
品安全事件
分析

使学生掌握叶食品安全法曳叶产品质量
法曳等法律的主要内容袁并锻炼学生
运用法律法规分析违法事件的能力

项目三 模
拟法庭

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袁 使学生学会用
于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项目四 食
品安全普法
宣传

学会运用食品法律法规的知识袁树
立知法守法的正确价值观袁 增强职
业责任感

模块三
食品标准
模块

项目五产品
标准的编写

使学生掌握标准的主要内容袁 理解
标准编写时的注意事项及格式要求

项目六 食
品标签的调
查与设计

使学生掌握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
GB7718 和营养标签标准 GB28050
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模块四
食品市场
准入和
认证模块

项目七 食
品生产许可
申请书的撰
写

使学生掌握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
法尧生产许可审查程序尧生产许可的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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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iculum Reform Practice of 野Food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冶 Based on Modularization, Projectization and Case

FU Xinzheng袁 WU Yuqiong袁 WEI Xueqin
渊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袁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野Food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冶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pecialty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in Wuyi University. Com鄄

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Wuyi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from many perspectives are carried out such as con鄄

structing teaching modules, excavating practice projects and optimizing case teaching, in order to cultivate food industry talents who know

the law, understand the law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Key words: 野Food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冶; modularization; projectized; case; applied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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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后袁给出月饼尧茶叶等产品包装

的图片袁请学生观察是否存在过度包装的情况袁并指

出违规的地方遥

案例在学生完成实践项目过程中也发挥巨大作

用遥 本课程的一些实践项目袁对于学生来说具有一定

的难度和挑战性袁案例可以帮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连

结起来袁助力学生完成实践项目遥 比如野项目五产品标

准编写冶袁 其中如何确定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是一个

难点袁 一方面教师分析某产品标准中的技术指标袁另

一方面提供给学生各类食品的产品标准案例来参考遥

再比如野项目三模拟法庭冶袁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袁是一

项全新又专业性极强的挑战袁学生则需要有关的判决

书尧赔偿书尧庭审视频来参考借鉴遥

值得强调的是随着食品行业的发展袁食品标准法

规也不断的更新变化袁因此要持续更新案例库袁保持

时效性遥

2.4 课程转型的其他措施

为更好的激发学生兴趣袁课程团队还完善课程评

价体系袁课程评价变得多元化遥 原本的评价由老师单

方面评价袁现在增加了学生互评尧自评遥 在实践项目评

分时袁教师从专业角度根据小组实践准备尧实践表现尧

实践成果尧团队合作等情况打分袁占 50%袁此成绩全组

同分数曰小组成员再互评袁根据每人在小组内的贡献

来打分袁占 50%袁教师评分加上成员互评成绩即为该

实践项目的个人成绩遥 互评一方面体现个人差异袁另

一方面可以减少学生偷懒尧坐享其成的心理遥 自评是

学生在结课时根据自己运用标准法规的能力来评分袁

从 0~10分来打分袁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遥

此外袁课程团队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建立了课程

线上学习空间袁 学生可以在课程资料中下载教学案

例袁可以在讨论区交流思考题和实践心得袁也可以通

过平台在线提交实践报告遥 当然袁线上学习平台还有

诸多功能有待进一步摸索实践遥

3 结语

模块化尧项目化和案例化是普通本科高校课程向

应用型转变的重要手段袁能够改善课程过于理论化的

状况袁促使课程与企业需求对接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袁使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应用能力得到锻炼袁为培养

应用型人才服务遥 武夷学院食品标准与法规课程开展

应用型改革以来袁教学效果显著袁课堂气氛活跃袁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大大提升袁应用标准法规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得到锻炼袁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袁能够做

到知法尧懂法尧依法依标办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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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诞植以为器袁当其无袁有器之用遥 凿户煽以为室袁

当其无袁有室之用遥故有之以为利袁无之以为用遥 冶随着

设计思潮的不断变化袁野空间冶 的重要性逐步被人发

现袁以空间为主的教学活动也成为设计基础教学的重

点袁是建筑设计尧环境艺术设计尧城市规划设计等专业

课程的核心部分遥 谢冠一等[1]应用 kit of Parts训练方

法于室内设计课程中袁通过对家庭旅馆主题的家具设

施与空间界面训练袁 以此评估改善策略有效与适用曰

裴芩[2]针对室内设计中存在的空间问题袁尝试移植装

配部件训练法进行指导袁并根据广东省考试院案例进

行设计优化与检验曰杨扬[3]研究形态与空间构成的教

学内容袁 以认知-方法-实验-整合四个主题探索艺术

设计大方向下形态与空间构成的探索应用曰周磊[4]根

据韵律尧材料及结构等角度袁分析立体构成教学中人

体与空间的特点与联系袁旨在让立体构成课程更好的

与服装专业融合袁这些探索对设计基础教学研究具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遥 目前袁立体构成作为设计基础课程袁

在传统教学中存在内容与形式的局限性袁并未与后续

专业内容高度契合遥 鉴于此袁本文将野装配部件训练

法冶融入设计基础教学中袁对立体构成课程进行教学

探索并提出建构路径遥 立足建筑学专业特色袁让课程

内容更好为学科知识服务袁对于今后设计基础教学的

意义极为重要遥

1 教学背景院立体构成的课程现状

作为包豪斯设计学院的基础课程袁立体构成以研

究立体造型与形态要素为主旨袁通过美学原理与形式

美法则分析立体空间中的构成原理尧方法和规律遥 与

之相关联的还有色彩构成尧平面构成袁简称野三大构

成冶袁在中国高等教育设计学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遥 纵

观各大建筑高校的立体构成训练袁部分学校打破了以

往教学中将立体构成视为独立课题进行练习的设置袁

而是将其融入到建筑设计基础课程中袁但大多数学校

的教学设置对立体构成能力培养和建筑空间塑造较

为认可袁将立体构成的学习作为促进学生认知立体形

态与空间尧表达设计方案等的重要课程[4]遥

目前袁立体构成课程教学袁发现以下问题院(1)教学

模式单一袁教师的授课模式到训练方式基本以形式美

法则为主袁对称与均衡尧对比与调和尧节奏与韵律等袁

常年不变的课程内容袁无法启发学生对空间的塑造能

力曰渊2冤 作品注重形式袁 立体构成的作业大都千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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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袁呈现设计同质化趋势遥 形态常以点尧线尧面等元素

构成袁材料多以纸类尧塑料及 KT板为主袁主题上以元

素叠加尧删减尧碰撞为核心遥 许多作品限于形式美学的

原则袁缺乏对形体与空间的塑造与理解曰渊3冤基础课程

与专业课程结合不紧密袁立体构成课程的教学大多是

围绕点尧线尧面尧体尧量等形态要素为基础袁缺少与后期

专业课程之间的连接尧交叉与延伸遥

2 教学思路院将野装配部件训练法冶融入立体

构成课程中

2.1 装配部件训练法

20世纪 50年代袁 美国的德克萨斯建筑学院的一

群年轻人在商讨教学计划袁对于他们而言袁如何传授

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空间形式袁从而探索与之对应的

教学方法是问题的关键遥 他们是由伯纳德窑郝斯利和

柯林窑罗牵头袁 主要成员有罗伯特窑斯路茨基尧 李窑赫

希尧约翰窑海杜克尧约翰窑肖尧沃纳窑塞利格曼等人袁被冠

以美国西部传奇色彩的称号野德州骑警冶遥 他们重新回

顾了现代建筑空间形式袁 分析现代建筑的教授方式袁

开创了设计理论研究与设计教学有机结合袁并使现代

建筑教学成为一个设计的过程和方法[5]遥 如郝斯利提

出的野每日一题冶渊lesson of the day冤袁通过分解设计题

目袁在有序的教学中明晰建筑空间设计的方法遥 后来袁

在海杜克的建筑设计课程中袁 由抽象形式到具体建

造袁发展出了以野九宫格冶为代表的经典练习袁使得野德

州骑警冶的教学思想从美国延续到全世界袁并在后续

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遥 九宫格练习见图 1遥

图 1 海杜克野九宫格冶练习

Fig.1 Heiduk sudoku exercise

野九宫格冶练习是基于一种设计方法要要要野装配部

件训练法冶(kit of parts)袁即通过一套预设部件渊形体尧

结构冤进行设计训练遥 将野点-线-面冶转变为野梁-柱-

板冶袁把形态要素直接对应建筑要素袁从造型手段向空

间塑造迈进袁一种围绕空间状态展开的建筑设计方式

逐步形成遥 装配部件训练法需要遵循三个步骤院预设

部件尧材质约减和和部件装配袁见图 2遥 首先是预设部

件袁在装配部件法的练习中袁部件的形式被限定为三

种类型院体块尧板片和杆件遥 一方面使得研究重点聚焦

在空间中袁从而弱化表面的风格特征曰另一方面契合

了工业时期的建筑材料加工形式遥 其次为材质约减袁

为了明确空间袁材料审美与构造工艺不再是研究的重

点遥 材质与工艺应始终贯穿三类要素袁体块的体积尧板

片的围合和杆件的纤细不能因此弱化或模糊遥 为了适

应工业技术的加工袁并且去除风格样式的影响袁需要

对构造工艺做出一定的约减遥 最后的部件装配步骤袁

通过对体块的切割或偏移等手法袁 产生的空间感知遥

在一个大体块中从外向内挖去部分体积后移向一侧袁

可以形成管状效果曰若进一步将体块切割成许多小单

元袁各自向水平或垂直方向移动袁各个单元间的关系

呈现整体的秩序感袁 空隙部分变成联结实体的纽带袁

这是部件组织的关键步骤遥

图 2 装配部件训练步骤

Fig.2 Training steps for assembly parts

2.2 融入途径的建构

针对建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大纲袁对

立体构成的课程内容有所侧重和取舍遥 装配部件训练

法融入其中袁主要是为学生建构关于立体空间的基本

认识和感知袁培养基本的构成能力遥 在课程知识的讲

授中袁以建筑设计的案例为主袁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

由浅入深地认识立体构成知识要点袁防止基础课与专

业知识脱节遥 在课程任务中袁任务选题也需最大程度

地契合建筑学专业袁引导学生逐步认知专业知识遥 由

此袁围绕立体空间的主题袁带领学生在立体构成课程

中更宏观地认知立体空间与建筑之间的关系[6]遥 教学

要点主要分为立体构成感知尧立体构成方法和立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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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操作遥 融入途径的构建见图 3遥

图 3 融入途径的建构

Fig.3 Constructs of inclusion pathways

2.2.1 立体构成感知

构成要素可由长度尧高度尧宽度等表达袁对于构成

感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空间的限定遥 最易于学生理解

的空间的限定方式是 野围合冶袁 即借助一定的构成要

素袁如地面尧屋顶尧墙体等袁包裹而成的可计量的虚空

容积遥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研究空间限定方式袁如构成

方式的理论家程大锦认为空间限定是具象的构成要

素袁空间中的柱列尧墙体等遥 而皮耶窑凡窑梅斯所着的

叶建筑元素一一从造型到场所曳 以格式塔心理学为基

础袁认为一些边缘转角有空间暗示袁可以自动进行空

间的完形遥

2.2.2 空间构成方法

构成训练需要有一定的形式美法则基础袁如对比

统一尧对称均衡等袁学生在此基础上完成简单空间训

练遥 同时袁体会场地袁把握比例等几何关系袁也非常重

要遥 在装配部件训练法的基础上袁形成由单一向整体

循序渐进的系统袁立体构成方法可分为三部分院

在立体构成的基础阶段袁鼓励学生选择单一类型

元素进行训练袁如点材尧线材尧面材袁明确构成训练过

程中形式规则与秩序性的引导袁以获得形态构成的一

致性遥 从三维立体到空间认知进行转变袁从野点尧线尧

面冶到野梁尧柱尧板冶袁将形态元素与建筑元素相互对应袁

从形态造型转换到空间塑造袁鼓励围绕空间展开相应

训练遥

在立体构成的课程训练中袁从初期的自由选择材

质和色彩转变为后期中限制作品的材质和色彩袁主旨

在于将模型中色彩尧材料尧表面处理工艺等影响因素

降至最低袁 突出本课程的核心目的是三维立体训练袁

让学生的设计思维更集中在模型的三维立体构成袁防

止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在寻找特殊材料和色彩搭配上遥

根据形式美法则袁对作品形态进行分解尧抽象和

重组等构成路径袁 突出建筑学的造型规律和空间构

成袁加强秩序感和空间感遥 在形态之外体现野空间冶袁立

体构成训练中构成形态是最先被关注的袁而构成形态

中负形部分--空间一般不易被注意遥在三维立体到空

间认知的过程中袁理解构成形态的正形与负形袁实体

与空间的互为图底关系与透明性是认知空间的重点遥

课程训练中进行空间限定袁例如虚空的立方体袁根据

对体块的切割尧偏移等方式袁更好地与立体空间契合遥

在构成路径上袁尽可能采用理性规律的形式袁各个部

分构成呈现内在逻辑袁 将构成思维体现到设计方案

中袁以便学生认识建筑空间的生成规律遥

2.2.3 立体构成操作

装配部件训练法的核心在于空间袁 操作在于部

件遥 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并不是面对一纸设计任务书袁

而是设计过程中的空间想象能力遥 在教学中袁不同教

师所使用的部件形式各异袁但都离不开立体构成的形

态要素--点线面向梁柱板的转换遥典型的部件形式采

用九宫格训练中的部件形式袁类似于几何形式的部件

要素包括立方体尧长方体尧三角锥遥 同时袁为了确保呈

现出的作品形式多样性袁即使同一形式的部件也会有

尺寸的变化遥 一般而言袁装配部件训练操作中较多使

用加法袁即学生依照设计意图进行部件的叠加袁对于

部件形式不会做出改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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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设置院 装配部件训练法融入 野立体构

成冶的课程训练

立体构成的空间教学由空间构成训练尧空间体量

训练和空间限定训练 3个实践操作组合而成遥为了围

绕装配部件法中空间的教学主线和符合构成设计规

律进行一系列设计的教学过程袁每阶段明确一个主题

和问题袁各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整体遥在训练过程中袁

学生要通过之前讲授的立体构成要素与空间理论基

础袁进行立体空间思维启发遥 各个阶段始终围绕课程

主题目标袁 根据自身特性呈现出空间训练的多样性袁

对于课程的最终成果有重要意义遥

3.1 立体构成训练

本阶段的训练是以视觉为基础袁 借助形式美法

则袁使用点尧线尧面等形态要素组合成相应的构成作

品遥 第一阶段训练旨在培养学生审美感知力袁结合形

态构成的特点袁对形态造型的初步了解和设计应用进

行学习和掌握遥

作业要求院制作一个由同种基本形组成的形态作

品袁这种基本形从点尧线尧面等形态中任选一种或多

种袁培养形态塑造与审美形式能力的掌握与运用遥 采

用纸尧木尧玻璃尧泡沫等材料袁借助分割尧移位尧变形等

方式组合起来袁形成形态个性与材料物质性的构成特

征遥

3.2 空间构成训练

装配部件训练法下的立体构成练习袁注重抽象部

件与空间操作的关联袁构成中的其他内容渊例如材料尧

光影尧结构尧场所等冤都会一再弱化遥 立体构成不再局

限于形式美感培养袁 而是注重对空间概念有意识培

养袁根据空间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和设计推演袁并通过

不同比例变化完成空间研究遥

作业要求院设置 3伊3尺度一样的 9个正方体作为

基本网格袁 在此网格的基础上放置一定数量的卡纸

板袁通过对卡纸板的灵活运用袁围合尧限定尧分割等形

成各种空间组织关系遥 模型材料自行选择袁部件三要

素是训练重点遥 通过体积占据空间袁外表面是周围空

间的界面袁自身又容纳方盒子的虚空遥 板片特点是不

明确的空间限定和不完全的空间围合袁根据组合变化

生成空间遥互相连接或错位可以形成墙体或隔断的空

间变化遥 杆件的特点是可以通过弯折或排列产生空间

的体量袁用设计语言和操作明晰空间形式遥 通过训练袁

同学们渐渐体悟建筑设计中基本空间要素院 梁尧 柱尧

板尧框架框架尧网格尧边缘等遥 通过秩序严整的网格袁呈

现出几何性规律遥 同时袁野九宫格冶训练突破了传统立

体构成形式法则下作品的同质化袁 除了部件和空间袁

弱化一切要素袁是行之有效的基础入门练习遥

3.3 空间体量训练

在装配部件训练法中袁除了经典野九宫格冶训练

外袁野体量冶练习也非常典型袁即通过对实操中提供的

基础部件完成相应组合遥

作业要求院采用不同形式的部件院板片尧棱柱和立

方体等塑造出训练模型遥 在实操中袁要注意与周围空

间场所的关系袁不限定各个部件的摆放方向袁垂直水

平尧平铺堆叠都可以遥 学生根据不同的设计思维袁塑造

出多元化的体量空间袁如中心尧均等尧韵律等袁这也是

最终作品评价标准之一遥 教学内容从构成形态到立体

空间的变化交融袁 从立体构成到空间体量的过渡应

用袁使学生能更加深入的认识空间与构成袁体会装配

部件训练法的核心要义遥

4 结语

结合野宽口径尧厚基础尧重能力尧求创新冶的教育理

念袁以及野将装配部件训练法融入立体构成的基础课

程冶的教学探析袁我院的立体构成教学在教学理念尧目

标尧方法及实践等层面进行了探索创新袁摆脱了立体

构成原有的形式美感的局限袁 以空间构成为中心袁从

构建多视角尧多元化的构成教学袁注重与后续建筑专

业教学的知识衔接融合袁具有整体性的课程实践遥 同

时袁装配部件训练法中空间意识的融入袁让学生从更

开阔的设计视角认知建筑袁感知建筑与人尧建筑与环

境尧建筑与空间的关系袁为学生高年级的知识系统建

立了扎实的基础遥 综上所述袁深入研究与探索对立体

构成基础课程具有意义深远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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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Three-dimensional Composition Teaching

Based on Assembly Parts Training Method

CHEN Jingwen1,2

(1.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School of Innovation and Design, Macau City University, Macau 999078)

Abstract: From the teaching of three-dimensional composition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of

Wuyi University,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integrating the assembly component training method into the basic design course"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tectur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methods, contents and results of three-dimensional composition under

the assembly parts training method are introduced, and the innovative points of architectural space in three-dimensional composition are

discussed, as well a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assembly parts training method for teaching, aiming to get rid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three-dimensional composition in form and shape, and to develop the "composition-space-place-behavior" concep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ssembly parts training method. The teaching system of "Composition - Space - Place - Behavior" in the basic

architecture course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the teaching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of three-dimensional composition.

Key words: assembly parts training method; spatial exercises; three-dimensional composition; teaching research

渊责任编辑院叶丽娜冤

(11):136-137.

[2] 裴芩. 从建筑到室内要装配部件训练法的应用研究 [D].广

州院华南理工大学,2018.

[3] 杨扬.形态与空间构成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J].装饰,2018

(9):138-139.

[4] 周磊.服装立体构成教学中人体与空间的特点及表现[J].艺

海,2019(6):90-93.

[5] 布鲁斯窑埃里克窑朗曼,徐亮,顾大庆.空间练习之装配部件

教学方法[J].建筑师,2014(6):39-49.

[6] 顾大庆.美院尧工学院和大学院从建筑学的渊源谈建筑教育

的特色[J].城市建筑,2015(16):15-19.

86窑 窑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尧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

地[1]袁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2-3]遥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袁人才需求不断发生变化袁然而

长期以来袁我国的本科教学存在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

脱节袁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钩的局面[4]遥 因此袁在国

家提出建设 野双一流冶 高等学校的背景下袁2019年 4

月袁教育部发布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野双万计划冶[5]袁

即在 2019要2021年袁 建设 10 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点和 10 000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5-6]遥

通过建设一流本科专业袁培养一流专业人才袁不断提

升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和社会满意度袁实现高校内

涵式发展[7]遥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

科学[8-10]袁它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为研究

对象[11]袁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袁涉及水圈尧岩石圈尧大气圈

等无机环境袁生物圈和人类社会[12]袁具有交叉性尧实践

性和应用性特征[13]遥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与生态学专业密不可分[14]遥 习总

书记指出院野要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尧绿色发展的新

路子遥 冶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野双万计划冶背景下袁生

态学专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14-15]袁如何针对

生态学学科特点袁推进课程体系尧实践教学尧协同育人

等方面的教学改革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袁是当下生态

学专业改革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15-16]遥 校企合作模

式在长期实践中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成熟模式袁

但是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机制更多因为学校人才培

养定位的问题袁聚焦于高职高专院校[17]袁而本科教学存

在重课堂尧轻实践的问题遥 因此袁本文以福建农林大学

生态学省级一流专业点建设为例袁以野双万计划冶和社

会需求为专业改革方向袁将野双万计划冶的相关要求和

收稿日期院2022-01-17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科学野十三五冶规划 2020年度立项

课题野双万计划冶背景下农林院校生态学一流

本科专业校企基合作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渊FJJKCG20-394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键渊1982-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生态

学和林学研究遥

野双万计划冶背景下校企基合作

协同育人模式的构建和效果

李键 1袁 许健松 2袁 洪滔 1

渊1.福建农林大学 林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2.福建农林大学 教务处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以福建农林大学生态学专业一流本科专业点建设为例袁采用问卷调查法明确学生和企业单位需求袁协同

企业和基层单位探索建设校企基三方合作协同育人模式和长效合作机制袁推动学科和行业融合袁并通过评价校企基协同

育人效果袁进一步改进完善专业培养方案袁为指导一流专业点建设和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院野双万计划冶曰校企基育人模式曰协同育人曰生态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院G64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9原园087原园7

第 41卷 第 9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41 晕燥援9

圆园22年 9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Sept. 圆园22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2年第 9期

元素融入生态学专业建设改革和实践中袁采用调查问

卷法明确当前生态学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袁在改进传

统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的基础之上袁充分考虑基

层单位的需求袁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袁创新校企

基合作协同育人模式袁探索三方长效合作机制袁并对

校企基协同育人效果进行评价袁进一步改进完善专业

培养方案袁以期为指导一流专业点建设和提升本科人

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遥

1 生态学专业毕业生与用人单位需求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生态学

专业 2019要2021届毕业生渊154人冤对专业知识重构

的需求袁以及近五年生态行业龙头企业渊11家冤和基层

用人单位渊15家冤对于生态学人才培养类型和质量的

要求进行调查遥

1.1 现行专业课程设置满意度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毕业生与企业和基层单位

对现行专业课程设置满意度袁 结果如表 1和表 2 所

示遥调查结果表明袁近 80%的学生认为野当前的生态学

专业课程和专业实践课程能够满足学生的发展需

求冶袁说明当前生态学专业课程内容广泛袁符合生态学

交叉学科的发展特点遥 但是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野理

论知识不太能够或完全不能够满足实际应用操作冶

野室内实验及上机操作设备不太能满足专业需要冶袁这

说明目前生态学专业存在理论与实践联系不紧密尧实

验设备需要更新的问题遥 根据企业和基层用人单位的

问卷调查得知袁绝大部分企业和基层单位认为福建农

林大学生态学毕业生能够满足公司要求袁体现了学校

高质量的育人水平遥 关于野您认为学生入职后是否能

够较快的上手工作冶袁分别有 19.23%和 46.15%的企业

与基层单位认为非常能够或比较能够袁说明学生的适

应能力比较强遥 据统计袁在野学生在工作中能否较好的

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冶问题中袁认为学生野完全能够冶

和野比较能够冶的人数与野不太能够冶和野非常不能够冶

选择比例相当袁各占 50%左右袁值得关注的是选择野非

常不能够冶的比例为 15.38%袁说明在教学过程中要注

重理论应用于实践袁同时要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实践操

作能力遥

表 1 毕业生对现行专业课程设置满意度调查

Tab.1 A survey of graduates' 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design

%

表 2 企业与基层用人单位对现行专业课程

设置满意度调查

Tab.2 A survey on the satisfaction of enterprises and grass-roots

employers with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design

%

1.2 毕业生应具备特征分析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渊图 1冤袁目前生态学课程设置

中存在最主要的问题是 野课程安排不够合理冶袁有

88.46%的学生选择这一项袁学生表示目前生态学专业

第 5~7学期的专业课程比较集中袁课时比较多袁尤其

是第 6学期和第 7学期大部分学生有备考考研尧考公

务员及工作实习等需求袁而这与学校课程产生一定的

冲突遥 除此之外袁还存在野专业实验和实践课程较少

渊71.15%冤冶野教师教学理念和方法有待进一步提升

渊65.38%冤冶野某些专业课程内容过于陈旧袁知识没有及

时更新渊55.85%冤冶的问题袁而校企基三方合作协同育

人模式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袁坚持野以生为本冶解

决现存的问题遥

1
您认为当前生态学专业
的课程能否满足学生的
发展需求

23.08 55.77 17.31 3.85

2
您认为目前学校已有生
态学专业实践是否能满
足学生的发展需求

30.77 48.08 13.46 7.69

3
您觉得您的理论知识能
够满足实际应用操作吗

11.54 34.62 48.08 5.77

4
您认为现有的室内实验
及上机操作设备能否满
足专业需要

26.92 9.62 61.54 1.92

1
您认为学生质量是否能
够满足公司要求

34.62 50.00 11.54 3.85

2
您认为学生入职后是否
能够较快的上手工作

19.23 46.15 26.92 7.69

3
您认为学生在工作中能
否较好的运用所学的专
业知识

19.23 34.62 30.77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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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到野您认为新时代生态学专业学生最应该具

备什么特征钥 冶时渊图 2冤袁排在前两位的选择是 野较强

的实践动手能力渊40.38%冤冶和野较强的理论知识储备

渊28.85%冤冶袁 表明新时代学生注重的仍然是基础的专

业知识和基础实践操作能力遥 另外有 17.31%的学生

选择了野熟悉了解国家生态理论政策冶袁13.46%的学生

选择了野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冶袁创新是科学发展和文

明进步的动力袁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也逐渐开始重视

自身创新能力的培养袁同时关注国家政策导向所带来

的发展机遇遥

图 1 现行生态学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渊多选冤

Fig.1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ecology curriculum design

(multiple choice)

图 2 新时代生态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特征

Fig.2 Characteristics that should be possessed by students

majoring in ecology in the new era

1.3 企业与基层用人单位人才需求分析

为了解企业与基层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状况袁对

近五年 11家生态行业龙头企业以及 15家基层用人

单位进行问卷调查渊图 3至图 5冤遥关于野您认为企业和

基层单位最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钥 冶问题袁选择最多的

是 野实践动手能力强型冶渊46.15%冤袁其次有 26.92%的

企业和基层单位选择野思维创新型冶袁选择野可塑造能

力较强型冶和野理论知识丰富型冶的比例较少袁分别为

15.38%和 11.54%遥 调查结果表明袁企业和用人单位最

看重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思维创造力袁这应该是学

校在课程设置中需要重视的问题遥

图 3 企业和基层单位需要的人才类型

Fig.3 Types of talents needed by enterprises and grassroots units

在被问到 野合格员工应具备哪些专业方面的能力

渊多选冤钥 冶和野您认为学校目前需要加强哪方面的教学

渊多选冤钥冶时袁这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呈现出统一性遥分

别有野96.15%冶和野92.31%冶的企业与基层单位选择野室

内实验级上机操作冶袁其次选择最多的是与野较强的野

外实践能力渊88.46%冤冶和野野外实践渊84.62%冤冶袁这样的

结果表明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将有效的提升学生求

职时的竞争力遥 80.77%的企业和基层用人单位认为合

格的员工也应该具备野丰富的专业知识背景冶袁与此同

时袁69.23%的企业和基层单位认为学校应该加强野理论

知识学习冶遥另外袁合格的员工也应该具备野较强的理论

与实践结合能力渊73.08%冤冶袁学校应该加强野培养学生

自学能力和创新精神冶渊61.54%冤遥

图 4 合格员工应具备的专业方面的能力渊多选冤

Fig.4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that qualified employees should

possess (multipl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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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校需要加强的教学渊多选冤

Fig.5 Schools need to strengthen teaching (multiple choice)

2 生态学专业校企基协同育人模式的构建

2.1 调整课程体系袁突出地域特色

课程体系是实现培养目标的载体袁是推进专业教

学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18]遥 生态学专业具有综

合性尧交叉性和实践性的学科特点[13]袁对于农林院校来

说袁部分学生毕业后就职业于当地基层单位袁生态学

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袁应该针对生态学学科特点及

新时代高校学生特点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调整袁强化

学生生态学专业知识和理论的理解与掌握袁同时与基

层单位进行联合袁结合当地生态环境问题袁注重培养

学生野外实践能力袁让学生能够灵活运用生态学知识

解决实际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遥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丘

陵区袁地貌为典型河口盆地袁森林资源丰富袁但存在着

城市热岛效应尧生物多样性破坏尧海岸侵蚀等一系列

生态环境问题遥 因此袁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联系区域生

态环境问题袁让学生运用所掌握的生态学知识与原理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袁培养新

时代创新人才遥 例如袁在野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冶这一节袁

教师可以提出福建省沿海地区海岸侵蚀问题袁引出沿

海红树林在控制海岸侵蚀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所

发挥的作用遥 另外袁在野全球变化冶这一节袁可以由全球

气候变暖引入到中国四大野火炉城市冶袁由此介绍福州

城市热岛效应现状袁让学生分析福州城市热岛效应严

重的原因袁探讨缓解福州城市热岛效应尧提高城市宜

居性的策略遥

2.2 创新教学模式袁优化培养方案

生态学发展迅速袁但课程课时少尧教学任务重袁教

学内容繁多[8]袁如何在有限的课程教学时间内完成教

学目标尧保障教学质量是目前生态学专业教学所面临

的一大难题遥 近几年袁随着网络的发展袁野慕课冶野哔哩

哔哩冶野超星学习通冶 等 APP以学习内容可选择性尧时

间灵活性等优点收获了广大师生的喜爱袁平台内大量

且免费的课程知识丰富了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遥 高校

可借助野慕课冶等平台的资源优势袁构建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袁提高教学效果遥 另外袁高校生态学课程教

学主要采用讲授式的传统教学方法袁以课本理论讲授

为主袁单纯向学生输出生态学理论知识袁而缺乏与生

态学前沿问题和地方环境问题的结合联系袁难以激发

学生对于学习生态学课程的兴趣与主动性遥 因此袁教

师应该调整生态学教学内容袁创新教学模式袁及时关

注生态学最新科研成果袁将生态最新科研内容融入课

程教学尧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袁围绕生态

学专业发展前沿问题和地方性生态环境问题袁采用反

转式课堂尧思维导图式尧现象教学式等多种教学方法袁

促进学生探究问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提升生态学课

程教学质量遥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和学生反映袁当前福建农林大

学生态学专业培养方案存在大四课程较多且集中的

问题袁影响学生实习尧工作或备考遥 因此袁学院从 2018

级生态学专业学生逐步开始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袁从

图 6可以看出袁生态学专业培养方案中教学学期学时

分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袁第 5学期与第 7学期的学时

均有下降袁方便学生备考以及工作实习遥

图 6 调整前后生态学专业学生课程学时统计

Fig.6 Statistics of course hours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ecology

before and after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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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强教学实践袁培养应用型人才

实践操作与动手能力是企业与基层单位最为重

视的环节遥 现阶段袁高校生态学专业实践教学在教学

内容方面缺乏统一性和系统性[10袁19]遥 实践教学往往仅

是依托课程教学为基础进行设计袁 教学方式较为单

一袁出现实践教学缺乏系统性尧逻辑性袁以及实践教学

重复等问题袁走马观花式的实践教学不但浪费了教学

时间和教学资源袁降低教学效果袁同时也降低学生的

学习热情袁导致学生知识体系破碎袁无法形成综合性

思维遥 生态学专业发展速度相对较快袁实践教学的内

容应该紧跟社会和行业的发展袁所学知识应该满足时

代需求遥 因此袁高校应该优化和调整实践教学内容袁将

内容接近尧联系紧密的课程进行整合袁统一开展综合

性教学袁以提高教学质量袁避免实践教学重复遥 另外袁

调查得知袁现行的实践教学往往与实际脱离袁学生无

法将所学知识与实践内容较好的融合在一起袁导致实

用价值不高袁学生进入企业或基层单位后无法较好的

应用所学内容遥 鉴于此袁高校应该以培养应用型人才

为导向袁 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袁在

实践教学中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袁同时在实践

中发挥所学技能遥 企业与基层用人单位准确把握行业

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袁同时拥有丰富的资金和设

备遥 高校要加强与生态相关企业和基层单位紧密联

系袁及时了解行业和社会人才需求袁与企业和基层单

位合作拓展专业实践基地袁 建设高水平实习基地袁聘

请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实践教学助理教师袁开展定期定

向的实践教学活动袁发挥企业和基层单位在实践教学

和实际应用中的优势袁 积极响应国家科教兴国战略袁

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尧增加学生实践技能遥

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及用人单位对员工动手能力

的要求袁 福建农林大学 2020级生态学专业课程结构

做了重大调整袁与之前的教学内容相比袁新的培养方

案增加更多的实践环节遥 调整前生态学专业实践课程

周数为 10周袁总的实践时长为 26周袁改革后生态学

专业实践课程周数为 14周袁 实践时长增加为 30周袁

在培养方案中提高了实践教学的比例袁重在培养学生

的动手实践能力遥

2.4 强化课程思政袁筑牢生态文明价值观

2020年 5月袁教育部印发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曳袁文中指出野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

设冶[20]遥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袁这个目标的

实现与高校生态学专业息息相关遥 在教学过程中袁教

师要将传授生态学专业知识与提高学生生态思想观

念相结合袁通过介绍中国生态学家对学生进行理想信

念教育袁注重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尧节约意识和生态

意识袁提升学生的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遥 同时袁教师要

将野外实习过程引入到环保教育中袁建立野绿色生态冶

的教学主线袁科普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发展理

念袁 构建 野生态文明价值引领和可持续发展导向引

领冶袁由浅入深阐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袁强化学

生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责任感遥

3 生态学课程体系改革后教学效果评价

学生学习成绩的变化直接体现了改革后的教学

效果遥 传统的教学效果评价采用自上而下的评价方

法袁 由教师或者教务人员对学生各项成绩进行考核袁

这种考核方式极易将教师的个人价值标准作为衡量

学生对知识思考和观点的标准袁 不仅具有局限性袁而

且难免有失公正袁束缚了学生多维的创造性思维遥 本

研究构建更加合理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袁采用多维度

考评方法袁考核评价指标包括考勤与纪律尧课后作业尧

小组课程实践尧期中测验尧期末考试 5个维度遥 规定考

核评价的总分为 100分袁降低传统的期末考试成绩占

比袁 将其占总的评价考核分数的比例设置为 30%曰将

期中测验成绩比例设置为 10%曰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实

践操作能力袁小组课外实践占比为 30%曰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纪律性和规则意识袁 平时考勤和纪律占比

10%曰将学生课后作业比例设置为 20%袁由此构成考

核评价的全部内容遥

以第 5学期的生态工程学专业课程为例袁对生态

学专业体系改革前的 2017 级和改革后的 2018 级尧

2019级学生的成绩进行评价遥在考核过程中要保障客

观和科学性袁期中期末试卷的主观题答案袁由教师和

学生共同商议指定几种渊而非一种冤标准答案曰考勤与

纪律评价由班委统计袁老师监督执行曰小组课程实践

成果分为小组 PPT展示和个人实践报告袁小组 PPT展

示由全班学生投票评议袁实践报告由教师与各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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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组成评议委员会共同评议打分袁以期能够客观科

学的评价生态学教学体系改革后教学成果遥 2017要

2019级生态工程学成绩如图 7所示遥改革后考核降低

传统考试的比重袁 从学生总成绩来看有较大的提升遥

2018级学生成绩与 2019级相比袁考勤与纪律尧课后作

业尧小组课程实践和期末考试成绩这四个维度的成绩

呈现上升趋势袁同时期末总成绩也有所提高袁仅有期

中测验的平均成绩有所下降袁这说明了改革后的考核

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袁高效的课程小组实践

能够提升学生最终的成绩遥

4 结语

采用调查问卷法袁在野双万计划冶背景下确立以学

生为本袁以生态学毕业生和企业和基层用人单位的需

求为导向的专业改革方向袁 明确学生和企业单位需

求袁协同企业和基层单位对福建农林大学生态学现行

的专业课程设计进行改革袁建立校企基三方长期合作

育人的教学模式袁 吸收消化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袁开

展三方创新类教学效果评价袁构建与企业和地方基层

单位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机制袁以期推动生态学学科

建设和发展袁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和社会

满意度袁建立可借鉴尧可推广的校企基协同育人机制袁

为指导一流专业点建设和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

供参考遥 生态学教学改革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袁在

改革过程中袁高校和教师要坚持以学生为本袁强化立

德树人袁协同企业和基层单位共同摸索建立符合现代

教育的育人模式袁 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袁

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创新型高层次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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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

重要手段袁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袁能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遥 [1]这是总书记

对新时代体育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精神

的高度概括遥2020年 5月袁教育部颁发叶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曳袁要求高校结合各专业的特点袁全

方位推进各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袁深入挖掘课程

育人价值[2]遥2020年 10月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叶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曳袁提出野学

校体育是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袁对于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具有独特功能冶[3]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

是体育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相结合袁落实野立德树人冶

教育要求的重要路径[4]遥因此袁高校体育要弘扬新时代

体育精神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袁深化高校

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袁培育学生爱国情怀尧社会

责任感尧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袁实现以体育智尧以体育

心的独特功能袁培养大学生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遥

1 相关概念解读

1.1 新时代的内涵

十九大报告指出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袁 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

的时代曰是为人民谋取幸福和创造美好生活袁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遥 新时代的目标中第一步是

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曰第二步是要建成富强的中国尧民主

的中国尧文明的中国尧和谐的中国和美丽的中国遥 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升

级袁 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和实现中国梦的

行动指南遥新时代的价值追求是以人民为中心袁满足人

民群众在教育尧环境尧精神文化与民主尧法治尧公平尧正

义尧安全尧环境等方面的美好生活袁为人民谋幸福袁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袁 充分体现了党高度的使命追求和历史

担当袁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遥

1.2 体育精神的内涵

体育精神是健康向上的精神表现袁反映运动员不

懈努力尧拼搏奋斗的体育面貌与体育风范袁反映体育

比赛的整体面貌尧水平及公正尧公开尧规范的意识形态

收稿日期院2021-03-18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渊DLA18405冤曰

福建江夏学院校级项目(J2019C003)遥

作者简介院赵少杰渊1987-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民族

传统体育学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刘志勇渊1981-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体育

教育学研究遥

新时代体育精神与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

赵少杰 1袁 刘志勇 2

渊1.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体育教研部袁 福建 福州 350007曰

2.福建江夏学院 体育与运动健康研究所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新时代体育精神具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提升人的身心素质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功能遥从体育精神

彰显公平袁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曰体育精神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袁增强民族自豪感曰体育精神发扬团结协作袁渗透爱国主义教

育等三个方面阐述体育精神对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影响袁提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弘扬新时代体育精神的有效途径袁一是加

强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袁构建新时代体育精神弘扬载体曰二是依托区域特色开展体育项目及课程袁丰富新时代体育文化精

神内涵曰三是讲好中国体育故事袁拓宽新时代体育精神传播途径袁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实践探讨提供理论支持遥

关键词院体育精神曰体育课程思政曰新时代曰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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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意识[5]遥 体育精神告诉我们首先要学会在比赛

中体验体育道德和体育美学曰体验输和赢之间的容忍

和理解袁了解对手与友谊袁感受团队的团结和公平竞

争的精神袁才能更好地去赢得人生遥 体育是最好的挫

折教育遥 它需要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袁在训练与比赛

过程中是异常艰苦的遥 这对于青少年来说袁是一种吃

苦耐劳的锻炼精神袁 能体验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袁

更好地去平衡好自己的心态遥 比如袁比赛输给对手袁该

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曰赢了对手袁又该如何保持自己

的心态袁为今后的学习与生活过程中更好地面对一些

复杂尧困难的人生奠定基础遥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体育实践活动中形

成的宝贵精神财富[6]遥在每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袁中

国代表团在应对各种挑战时袁都会勇于面对尧迎难而

上袁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袁让世

界看到了中国运动健儿有热血和担当的时代面貌袁在

国歌响起的荣耀时刻袁体育精神和爱国热情的相互交

融袁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袁这就是中国体育的精

髓和灵魂遥 在面对每一场体育比赛的严峻形势与困难

挑战中袁中华健儿没有退缩袁为国争光的理念没有改

变袁顽强拼搏的精神没有丢失遥 中华体育精神中最值

得称颂的是中国女排精神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人遥 在里约奥运会上袁面对不利的局面袁她们抗住巨大

压力袁顽强抵抗袁拼进了决赛袁最终在 12年后重夺奥

运冠军遥 女排精神的百折不屈尧舍我其谁的顽强作风

和不畏惧袁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怀遥

2 体育精神的发展回顾

体育精神作为一种具有能动作用的意识袁是体育

行为的动力源泉袁超出了体育运动本身袁内化为人类

心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袁是一种心理资源遥

2.1 无体育精神

最早期的野体育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身体教育袁而

是人类在采集尧渔猎尧捕兽活动中进行进攻与防卫的

本能动作袁并逐步发展了走尧跑尧跳尧投尧浮水等基本的

技能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袁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开

始以娱乐雏形的形态出现袁如古罗马角斗场尧斯巴达

的尚武格斗等袁但这些体育最初形态还不具有真正的

体育精神遥

2.2 体育精神初步形成

体育精神来源于古希腊文明袁最初的含义是崇高

力量尧健康和敬畏自然遥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袁体育精神

开始融合了各国体育文化尧文明袁向自由尧公平尧拼搏尧

团结等袁在发展中丰富了内涵遥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

民族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具有一定

体育内涵与外延的文化形式袁是中国各民族向心力的

凝聚和民族精神的纵向复制遥 我国从农耕生产劳动中

演变而来的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如黎族 野跳竹竿冶尧 苗

族的野走独木桥冶尧蒙古族骑马尧射箭和摔跤袁以祭祀尧

庆典等仪式如武术尧舞龙尧赛龙舟等为载体的身体活

动展演袁 体现我国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特

点袁即崇尚天人合一尧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遥

2.3 中华体育精神发展历程

1949年颁布的叶共同纲领曳中明文规定院野提倡国

民体育袁促进中华体育精神全面发展遥 冶[7]体育精神的

基础是专业精神袁 对于体育技术的追求是没有止境

的袁 但比赛是检验运动员对技术的掌握与专业性袁没

有对体育这一事业的专业热爱袁是很难取得技术的成

就曰体育精神的内涵是敬重对手袁体现的是和平尧仁爱

精神曰体育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尊重失败袁竞争中的胜

者自然受到嘉奖袁但是失败者同样令人敬重袁只有对

手的努力才能真正检验自身的实力袁尊重失败就是尊

重对手为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袁这才是真正完备

的体育精神遥 从 20世纪 50年代容国团的野人生能有

几回搏冶尧60年代中国登山队登顶珠穆朗玛峰尧70年

代足球队野志行风格冶到 80年代的野女排精神冶尧中国

跳水队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冶尧洛杉矶奥林匹克金牌零

的突破袁90年代的野东方神鹿冶野铿锵玫瑰冶再到 21世

纪北京奥运会问鼎金牌榜首位遥 这一系列成绩的取得

和历史性的突破彰显了中华体育精神的发展历程遥

3 体育精神对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影响

3.1 体育精神彰显公平袁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

体育教学深入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是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体育各运动项目教学中的规则

教育尧德育教育结合起来袁可以使其内化为学生的品

德修养和道德情操遥 毛泽东在叶体育之研究曳中指出院

野小学之时袁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袁而知识之增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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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养成次之遥 冶蔡元培先生对体育与人格方面的论

述为野完善人格袁首为体育冶[8]遥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袁缺少了体育的教育是不完善的教育遥 青少年处

于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袁通过参与体育运动项目

比赛或锻炼身体过程中袁 让青少年学会体育的自由尧

公正尧平等的比赛规则曰让青少年学会尊重裁判的敬

业尧尊重对手的诚信和友善曰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尧人生

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遥 当前袁我国学生体质测试反

映出来的数据显示袁 青少年的体质健康不容乐观袁有

些地方袁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但喜欢体育的矛盾现象

普遍存在遥 因此袁在体育教学中袁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的

修养袁提高自身的素质袁树立良好的形象袁课程中融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

陶袁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目的遥

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目

的在于挖掘其特殊尧鲜明尧持久的教育功能袁激励学生

积极尧科学地参加各项体育锻炼袁使他们逐步养成终

身体育的意识遥 当前袁教育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袁随

着教育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袁学校体育的战略地位更加

凸显遥 学校体育不仅能够锻炼身体尧磨炼意志尧塑造人

格尧开发智力尧培养情商袁而且还能教会学生遵守规

则袁体会集体主义尧团队精神和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遥 学校体育也能有效培育野公平竞

争冶精神袁即所有的参赛者必须遵守规则袁规则面前人

人平等袁体育精神的第一要务是尊重规则袁运动员要

按照共同的规则去进行比赛袁参与竞争曰体育精神的

实质是公平袁比赛场上各个国家尧地域尧民族和种族袁

必须在同一规则下进行公平竞争曰这种公平竞争的体

育精神尧对手之间平等与友善精神尧比赛规则下的诚

信精神尧团队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等将潜移默化地成

为大学生重要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袁让大学生在体

育教学中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遥

3.2 体育精神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袁增强民族自豪感

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是世界体育文化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袁也是我国历经多年文化沉淀而结成的

体育文化结晶遥 然而袁世界体育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不管是在内容形式上还是在精神本质上存

在很大的差异袁 竞技体育能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袁

大众体育尧休闲娱乐体育及健身养生是以增进国民体

质与身心健康为最终追求袁能从不同侧面满足国家利

益的多种需求遥 中国体育正从体育大国转向体育强国

的战略高度袁建设体育强国也日益成为人民群众实现

身心健康尧精神富足的重要推动力遥 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袁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袁从国家层面来看袁提出体育

强国尧承担国家尧社会责任的价值目标袁是体育精神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曰从社会层面来

看袁提出野从发展竞技体育转向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

共同发展冶的价值目标袁是体育精神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袁推动竞技体育比赛野规则秩序冶向大众传播袁引导

群众体育发扬野公平公正尧遵守规则尧尊重裁判冶的良

好体育精神遥因此袁在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价值入侵过程

中袁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袁也不能全盘

吸收被同质化袁 应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世界现代化

体育文化合理融合袁创造优秀尧先进的体育文化遥

大学体育课程和其他学科课程相比袁灵活程度更

高袁教育形式也多种多样遥 体育教师在开展师德师风

建设中要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尧革命文化尧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尧党的创新理论等袁与体育精神内涵融为

一体袁巧妙结合思政教育袁促进体育精神和师德师风

建设的有效融合袁促进体育教师思想道德文化和大学

生的政治素质的提升遥 在整个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实践

中袁应推动体育锻炼与体育竞技尧体育素养和体育精

神的对接融合袁 深化体育精神与思政元素的融合对

接遥 体育教师应当注重言传身教尧以身作则袁注重结合

教学项目特点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精神曰在长期的体

育教学实践活动中袁体育教师要做到有意识尧有目的尧

有计划地寓体育精神与思政建设于行为之中袁寓传统

优秀文化教育于体育教育之中遥 如武术尧散打类教学

项目的老师在课堂上袁首先要教会学生懂得抱拳礼的

含义袁打手靶和对练时互相撞拳致敬尧练习结束向同

伴敬礼尧向老师敬礼等遥 中国武术讲究野未曾学艺先学

礼袁未曾习武先习德冶袁说明了武术第一课并非学习武

术技术动作袁而是要学习武德遥 在体育教学中学习以

武会友尧尊重对手尧尊重裁判的体育精神袁在传承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遥

3.3 体育精神发扬团结协作袁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团结就是力量袁合作才能共赢遥 中国女排就是敢

于拼搏袁敢于创新袁团结起来在不利的条件下赢得最

大的胜利袁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袁以高昂的斗志尧顽强的

作风尧精湛的技能和敢于争第一尧敢于挑战和超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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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动袁诠释和刷新了野无私奉献尧团结协作尧艰苦

创业尧自强不息冶的女排精神[9]遥 奥运会比赛中最令人

感动的未必是夺金牌袁而是运动员们之间团结协作袁合

作共赢的体育精神遥在奥运会体育比赛中袁每个项目在

争夺得的冠军并不是运动员单人的付出袁而是教练员尧

后勤保障人员尧工作人员等团队协作袁及国家投入大量

的人力尧物力尧财力遥 因此袁冠军与金牌袁不仅是运动员

的自身荣耀袁也是国家荣誉与实力的体现遥每位运动员

肩上袁都背负着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袁无

论是在赛场边还是电视机前袁 都会为中国队员的每一

次夺冠而呐喊叫好袁 依旧会为颁奖仪式上奏响的国歌

而心潮澎湃遥 总之袁体育赛场上团结协作尧国家认同和

民族情感等体育精神处处渗透着爱国主义教育遥

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中的体育比赛是一项让学生

体验公平竞争尧挫折尧健全人格的教育袁可以培养学生

团队精神的教育袁学生在体育比赛中学会合作才能共

赢袁合作的首要前提是有一个共赢的心态袁即合作是

为了共同的目标袁共同的利益遥一个人要想成功袁除了

自身要有较高的素质袁还必须要有能够同别人合作的

精神遥 野君子性非异也袁善假于物也遥 冶在体育教学和体

育比赛中个体有差异袁 合作便是借鉴别人来弥补自

己袁达到共赢的效果遥 合作共赢袁是创建和谐社会尧和

谐世界的正能量袁并且在体育比赛中所有的机会都是

均等的袁冠军只有一个袁但赢家不止一个袁重要的在于

参与袁每个人都是胜利者遥 体育教学可以锻炼学生坚

强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品质遥 体育比赛中袁队友们相

互配合袁视队友的成功为团队的成功袁可以培养自尊

自信尧积极拼搏进取的品德和意志袁也可以激发勇于

创新与合作意识袁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袁也增强了

体质和锤炼了意志曰比赛场上的呐喊声更是点燃了青

春的激情袁展现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袁增强了所

有队员的凝聚力和顽强拼搏意识袁 弘扬了敢于进取尧

敢于竞争尧敢于创新和敢于突破自我的体育精神遥

4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弘扬新时代体育精神的

有效途径

4.1 加强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袁 建构新时代体育精

神弘扬载体

习近平指出袁野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让

中华传统美德实现创造性的发展袁 结合时代特色袁重

塑传统美德新内涵袁彰显传统美德的先进性尧永恒性袁

形成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袁 彰显传统美德的魅力袁弘

扬当代文化的精神冶遥[10]中国体育正从体育大国转向体

育强国的战略高度遥 从国家层面来看袁新时代体育精

神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袁提出体育强国尧承担国家和社

会责任的价值目标袁与野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和谐冶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相一致曰 从社会层面来看袁新

时代体育精神坚持服务社会改革发展大局袁提出野从

发展竞技体育转向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同发展冶的

价值目标袁推动竞技体育比赛野规则秩序冶向大众传

播袁引导群众体育发扬野公平公正尧遵守规则尧尊重裁

判冶的良好体育精神袁与野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法治冶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相一致曰 从个人层面来看袁新

时代体育精神坚持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袁提出

科学求真尧执着拼搏尧团结友爱尧为国争光的价值目

标袁与野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友善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目标相一致遥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要始终立足于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遥 高校体育教育对野自由尧平等尧

公正尧法治冶社会价值目标的宣传袁可以在体育比赛中

渗透野团结协作冶野顽强拼搏冶和野无私奉献冶的体育精

神袁以及野遵纪守法冶野公平竞争冶野集体主义冶的体育精

神遥 而对于野爱国尧敬业尧诚实尧守信冶社会价值目标的

宣传袁可以通过观赏奥运会尧中国女排赛事尧传统武术

比赛等体育运动袁让大学生感受尧认知尧认同爱国主

义尧英雄主义尧乐观自信的中华体育精神袁彰显传统美

德的魅力遥 在社会动员中要依靠社会舆论尧宣传教育尧

德育引导等手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中华

体育精神袁在各级学校教育方面袁要利用人物典故尧奥

运事迹尧优秀运动员尧励志案例等学习资源丰富体育精

神的内涵袁传播方式多样化袁形成青少年学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尧新时代体育精神的良好氛围袁提升青少年

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袁促进我国社会的道德建设遥

4.2 依托区域特色开展体育项目及课程袁 丰富新时

代体育文化精神内涵

野立德树人冶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袁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是体育学科落实野立德树人冶教育

要求的重要野责任田冶[11]袁 高校体育领域在践行野立德

树人冶理念的过程中袁可以引入传统体育文化袁依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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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开展射箭尧龙舟尧舞龙舞狮尧狮子舞尧养生尧传统武

术尧乐舞尧气功等特色体育项目袁及花样跳绳尧轮滑尧攀

岩尧拓展训练尧双节棍尧瑜伽等新兴课程袁既这些课程

具有时尚尧挑战性袁能够丰富学校体育教学资源袁且符

合青少年追求刺激的心理特征袁又能让学生深入理解

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遥 在普通高校体育人文类课的开

设袁还可以借鉴尧学习美术或音乐课的内容形式袁开设

体育欣赏尧体育美学等选修课遥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袁

全国各高校体育教学都在不同创新袁网络体育课程中

可适当增设体育人文选修课袁或在体育教学中采取翻

转课程教学袁完善大学体育教学体系袁重要的是可以

加强体育人文精神的传播及传播范围袁通过增设体育

人文选修课和课程思政与体育课融合袁不但可以提高

体育教师的思想道德观念袁还可以促进体育教师的教

学动力袁提高教学水平袁即体育课与课程思政相互渗

透袁可以提升体育课程野立德树人冶与理论含量袁满足

大学生对野立德树人冶和体育人文修养的需求袁同时激

发大学生自觉了解体育的文化知识袁进而体会到体育

人文精神的内涵遥

如高校体育的素质拓展课程袁以培养大学生身心

健康尧社会适应能力及团队精神为教学目的袁通过项

目训练尧反思尧体验尧总结尧应用等教学环节袁有效地锻

炼学生的身心素质和培养学生良好的沟通能力袁是一

种创新型特色体验教育形式遥 陶行知说院野先行而后

知冶野行为知之始袁知为行之成冶遥 素质拓展课程训练教

学是以野行冶为先导袁来达到野知冶的结果袁不仅锻炼了

大学生身体健康袁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和思想道德素质遥 拓展训练教学的每一项游戏项

目袁都包含体验尧分享尧总结尧反思尧应用等教学环节袁

在分享环节袁每个大学生都有机会将自己内心最真实

的感受讲出来袁有成功的喜悦袁有失败的反思袁其他同

学在别人分享中学会倾听袁明白了认真倾听他人的发

言袁是一种道德修养的境界袁在反思中学会应用袁学会

怎么把自己融入社会袁学会团结尧包容袁沟通与倾听袁

学会把奉献精神尧 集体主义精神作为人生价值的取

向袁大学体育素质拓展教学通过深化尧拓展尧分享尧体

验尧提炼尧升华袁这就是深层次的野知冶遥 因此袁素质拓展

训练袁是对陶行知的野先行而后知冶教育理论的实践袁

既提高了大学生学习体育的兴趣袁又丰富新时代体育

文化精神内涵遥

4.3 讲好中国体育故事袁 拓宽新时代体育精神传播

途径

高校在每年的开学初可以为新生举行第一堂体育

课的教育袁使大一新生齐聚在大学综合体育馆袁与学校

全体体育教师面对面袁聆听中国体育故事袁了解各高校

体育的教学内容和要求袁 体会各高校的体育传统与中

国体育精神遥 可以请学校领导或校体委主任来告诉同

学们袁体育教育的目标首先是要培育忠于祖国尧具有家

国情怀的青年人袁要塑造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尧

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袁 指出体育对身体及心理健

康的正向作用和积极意义袁以及在个人品格尧社会品质

等方面所产生的迁移价值影响袁 即体育活动培养运动

者的勇气尧坚持尧自信心尧进击性和决心袁锻炼运动者的

公平意识尧牺牲精神尧自由与规则意识和合作意识等优

秀的社会品质遥 还可以请离退休体育教师通过自身经

历讲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和对体育人文精神的认识曰

请体育明星或毕业生开展体育人文精神的讲座袁 向每

一位新生讲述体育训练与比赛的励志故事及介绍本校

优势体育项目尧体育精神袁从体育课教学尧体育社团协

会尧课外体育竞赛尧体育代表队尧体育场馆等方面对大

学体育工作的开展和对学生的要求进行全面阐释袁第

一堂体育课后袁 各院系新生班级在辅导员和体育助教

的组织下于召开主题班会袁 班会上同学们围绕如何利

用时间有效进行锻炼尧 如何发挥集体监督的作用等问

题进行充分讨论袁 这种人文精神的体育教育很有仪式

感袁将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锻炼热情遥

全国各高校应始终将体育作为育人的重要环节袁

新时代体育精神应积极倡导野育人至上袁体魄与人格

并重冶的体育教育观袁拓宽体育人文精神传播途径遥 如

清华大学在扩大体育人文精神传播途径方面袁马约翰

在叶体育的迁移价值曳中提到院野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袁

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袁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遥 冶马约翰

先生是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袁他点燃自己照亮一代

又一代清华人的奋斗足迹袁他推动清华乃至中国体育

事业不断前进的历史贡献袁他的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

的精神袁是清华发展历史中宝贵的财富袁也是清华体

育传统能够形成并传承至今的重要因素遥 从清华大学

周诒春校长首创德尧智尧体三育并重袁到 2009年人民网

宣传报导 野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冶 的体育教育观[12]曰

2012年袁中央电视台制作新闻专题宣传清华坚持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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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prid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sports spirit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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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曰2014年袁叶人民日报曳等媒体报道野清华大学恢复

第一堂体育课冶的创新举措曰社会舆论尧媒体宣传袁及

野体育强国冶野无体育尧不清华冶等时代口号彰显清华体

育传统不断发扬光大袁清华体育人文精神传播途径不

断拓宽遥

5 结语

高校在践行野立德树人冶理念和宣扬新时代高校

体育精神的过程中袁需做到全员尧全方位尧全过程育

人袁实现野三全育人冶遥 要正确认识体育课程思政建设

的重要性袁结合学校体育的发展规律袁不断创新野育

体冶野修德冶手段袁将思想道德认识内化于体育教育的

过程中袁在对学生体能的发展和技术技能的教学中培

育学生的体育品德遥弘扬规则意识尧集体主义尧爱国主

义等体育精神袁让学生的技术技能学习与野立德树人冶

理念密切配合尧 联系起来并在教师指导和自我感悟

下袁教导学生挑战技术难度尧克服体育学习和训练过

程中面临的艰难困苦袁培养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尧勇于

挑战困难的进取精神和优良品德曰在完成集体项目和

比赛过程中袁培养学生运用综合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

的能力袁及团结合作尧集体主义尧遵守规则等优秀体育

精神袁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促进大学

生优秀行为规范和良好体育习惯的形成袁努力营造全

面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思想和氛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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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组织形态的演变袁特

别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袁企业财会的定位发生一系

列的根本性变化袁可以称之为企业野新财会冶遥 一是财

会目标由利润目标转化为价值目标曰二是财会职能由

野受托责任观冶转向野决策有用观冶曰三是财会活动由核

算向管理尧内控尧决策迁移曰四是财会职能领域从单纯

生产经营向与资本运营并发的双层经营切换遥新财会

在基本构架上的变化袁在会计确认尧计量尧报告上突破

了历史成本原则的痛点和局限袁 引入现行价值原则袁

由单一历史成本标准袁进化为历史成本与现行价值并

行的结构性标准遥 所谓现行价值计量袁就是估值袁尤其

是作为资产评估的智能化新形态袁 智能估值的新技

术尧新业态尧新方式完好地解决了现实价值计量的客

观性尧相关性尧可靠性和公允性问题袁从而为企业财会

立足于企业价值管理的新定位提供了重要基础遥 智能

估值在企业的新财会场景有很多袁 如日常核算中采用

公允价值计量袁 可以改善财会要素确认和计量的相关

性曰财会懂估值袁能够与第三方评估进行协同袁更好进

行信息披露袁更好运用第三方估值成果袁更好开展资本

运营尧投融资尧税务管理等更复杂更有价值的工作遥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型人才袁 企业十分需要袁当

前人才紧缺遥 对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的需求袁不仅仅

限于资产评估等第三方服务机构袁而且广泛存在于各

类企业的财会部门尧资管部门尧投资部门袁以及各类金

融机构尧各级各类政府管理机构遥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袁

智能估值既是支撑大中型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和中小

微企业良好营商环境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产业袁又立足

于企业内部估值智能化尧共享化尧融合化技能袁进行平

台尧岗位需求的对接遥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实践
要要要野1+X冶试点背景下能力成熟度视角分析

詹荣花袁 黄爱玲袁 肖龙

渊闽南理工学院 财务与会计学院袁 福建 石狮 362700冤

摘 要院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袁企业财会的定位发生一系列的根本性变化袁因此高校需要不断创新财会人才

培养模式遥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建设是推动新经济常态下各类企业的财会部门尧资管部门尧投资部门袁以及各类金融

机构尧各级各类政府管理机构新财会发展最为直接有效的策略之一遥立足应用型本科教育袁从高校启动野1+X冶证书制度试

点角度出发袁以闽南理工学院为例袁对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型人才培养实践与研究提出基本改革思路院从能力框架尧课程

体系尧考核方法三个方面袁构建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袁并且在能力框架部分采用 AHP构建野新财会冶智能

估值复合人才成熟度模型渊NAT-CMM冤袁对应用型本科教育应达到的层级做出明确的定义遥最后袁利用模型对当前财务管

理方向本科生培养方案成果进行调查袁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袁对当前培养体系存在的不足提出一些改进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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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估值数据采集与应用技能等级证书定位精

准袁业态先进袁岗位覆盖面广袁对财会尧评估尧审计尧金

融等专业培养特色复合型职业技能人才尧 拓宽就业

面尧拓优就业岗袁具有成效显著的重要价值遥 从应用型

本科院校财务管理尧资产评估尧审计专业出发袁创新智

能估值人才培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遥 从专业的发展趋

势尧新财会人才需求等角度出发袁改革意义重大遥

1 野1+X冶试点下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能力培

养体系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曳提出袁从 2019年开始袁在职业院校尧应用型本科高

校启动野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冶制度试点

工作遥其中袁强调处理好野1冶与野X冶的关系袁应是坚持育

训结合尧内外结合尧长短结合袁促进书证融通袁以人才

评价模式改革带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遥 同时袁教育部

等四部门印发叶关于在院校实施野学历证书+若干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冶制度试点方案曳遥 由此袁职业院校尧应用

型本科院校开启了野1+X冶证书试点工作遥 研究以闽南

理工学院为例袁从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野能说尧会做尧

好就业冶的办学定位出发袁构建野1+X冶试点下新财会智

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野3+3+3冶教学培养体系渊如图 1

所示冤遥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野3+3+3冶教学培

养体系完成了学习目标的定义尧学习产出的定位及学

习效果评价遥 其中袁学习目标定义分解为院知识目标尧

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渊如图 2冤遥 学习产出主要体现为

五个能力袁即专业能力尧营运能力尧沟通能力尧组织能

力和大数据能力遥 采用实证分析法尧问卷调查方法和

专家访谈法对财务管理专业 2015级尧2016级和 2017

级的学生综合能力成熟度进行分析袁评估学生的学习

产出遥 最后袁以产出评价为切入点袁分析财务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与野1+X冶试点下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

才培养方案的培养差距袁对财务管理专业学生人才培

养方案提出优化对策遥

图 1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野3+3+3冶教学体系

Fig.1 野3+3+3冶 teaching syste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talents in the new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intelligent 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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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能力框架渊定义目标冤

野1+X冶试点下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能力培养的第

一步是成果导向袁 即 野职业技能证书与毕业证书冶并

行袁 其核心还是侧重强调对在校生职业技能的训练遥

章丽萍等提出新时代背景下基础财会人员往管理会

计转型的核心能力要求袁强调大数据分析能力及专业

实践能力对财务人员的重要性[1]遥 乌婷等提出大数据

时代财务人员管理会计思维尧数据挖掘分析尧计算机

应用和业务综合处理的职业能力培养需求[2]遥 李宁等

总结会计工作在管理职能尧数据分析职能以及国际化

操作等三个方面能力的变化趋势袁从三个维度提出会

计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的创新方向[3]遥 袁奋强等从会计

技术手段革新和商业模式变革两个方面分析会计人

才分层培养的现实要求袁且以数字经济时代的现实需

求为背景袁构建了新型会计人才野分层+分型冶培养的

框架[4]遥新时代背景下袁受大数据尧互联网的影响袁会计

核心能力的转型成为必然趋势遥因此袁从高校出发袁研

究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意义重大遥

图 2 财务管理专业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能力培养体系

Fig.2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new accounting

intelligent valuation compound talent ability training system

基于能力成熟度模型 渊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袁

CMM冤[5]袁 以 CGMA最新能力框架以及前人研究为借

鉴袁兼顾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能力需求袁建立新财会

智能估值人才能力成熟度模型渊CMM of new account鄄

ing talent袁 NAT-CMM冤与能力框架袁提出新财会智能

估值复合人才应具备专业能力尧营运能力尧沟通能力尧

组织能力及大数据能力袁并按照能力成熟度不同划分

为五个等级袁分别为无序级尧基础层级尧渊初级冤可应用

级尧渊中级冤熟练级与渊高级冤专家级[6]袁如图 3和表 1所

示遥

表 1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能力框架具体描述

Tab.1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new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intelligent valuation compound talent capability framework

无层级 无或了解

基础层级

理解企业财务活动的概念及财务
关系袁掌握基本的专业理论知识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企业的资
产负债表尧利润表尧现金流量表遥

理解企业的生产经
营流程袁掌握基本的
企业营运能力遥

具备基础的
沟通交流能
力遥

具备基础的团队组
织能力袁 懂得观察
和促成团队任务的
完成遥

理解大数据的基本内涵袁了
解大数据在企业财务活动中
的应用遥

渊初级冤
应用层级

熟悉企业财务活动的概念及财
务关系袁 掌握财务分析方法及
智能估值基本方法袁 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遥

熟悉企业的生产经
营流程袁强化项目的
组织与协调管理遥

具备向各个
部门和不同
群体沟通协
调的能力遥

具备为团队提供培
训和建议的能力袁
指导团队持续改进
和完成任务的能
力遥

掌握估值所需数据的采集尧
甄别曰 现场勘查与资料的数
据化处理曰 完成勘查并形成
初步勘查结论曰 按要求对数
据进行整理遥

渊中级冤
熟练层级

对企业财务活动及财务关系有
深入的认识遥 熟悉财务分析方
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袁 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及企业实际分析和评
价报告袁 监督和控制企业财务
管理活动遥

熟悉企业的生产经
营流程袁参与决策和
制定企业短期尧长期
营运计划袁注重过程
管理遥

具备人员关
系处理 尧流
程改造和质
量监控沟通
协 调 的 能
力遥

具备观察和分析能
力袁 注重管理流程
的监督与反馈遥 适
时关心和爱护员工
的工作尧生活环境遥

熟悉估值数据采集与应用袁
估值所需数据的核验尧 补充
和完善曰形成资产勘查结论曰
按照估值要求对数据进行分
析遥

渊高级冤
专家层级

对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有研究袁
具备参与企业财务战略制定和
决策的能力袁 具备财务战略分
析尧 企业估值和财务战略控制
和管理的能力曰 评估和管理风
险遥

熟悉企业商业运营
模式袁能够进行宏微
观经济分析袁能够实
现企业智能估值评
估决策袁实现企业生
态系统管理遥

充分发挥影
响力技巧 袁
引导团队实
现组织战略
目标遥

创新改革举措袁探
索实现与企业商业
目标和财务目标相
匹配的新思维模式
和新工作方式遥

参与智能估值数据采集与应
用平台设计袁熟悉数据库的维
护与更新尧估值数据建模和分
析曰 进行数据采集的组织尧管
理与实施曰能够按照估值应用
情景对估值数据进行判断和
决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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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能力的成熟度层级

Fig.3 The maturity level of the new accounting intelligent

valuation compound talent ability

1.2 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渊学习产出冤

野1+X冶试点下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方案

的第二步是实现学习的产出遥课程体系设置作为人才

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曰 是实现学习产出的重要载体遥

笔者围绕野3+3+3冶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教学

体系袁合理设计课程体系遥在课程体系设置中袁减少传

统会计基础尧 手工会计实训和其他基础核算内容袁加

入了大数据分析尧数据甄别尧数据检验尧数据建模相关

的信息化课程内容遥 重点围绕五个能力渊专业尧营运尧

沟通尧组织和大数据能力冤的学习产出设计课程内容

如下遥

1.2.1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公共基础必修课

公共基础必修课作为财务管理专业及其他相关

专业学生的公共基础课程袁帮助学生完成思想政治教

育尧语言渊大学英语冤尧数学逻辑渊高等数学尧线性代数尧

概率统计等冤尧计算机应用技术尧数据库应用尧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尧创新创业教育及大学生心理教育等课

程的学习遥 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曰数学逻辑及计算机尧数据库应用学习帮助学生掌

握基础的信息化工具袁为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

养对大数据能力的要求奠定良好的基础遥 其中袁在数

据库及计算机应用中袁强调与专业的结合袁实现学生

在专业能力应用中的数据采集尧调研尧甄别尧分析尧建

模的能力遥

1.2.2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专业导论课程

专业导论课程作为引导低年级学生进入专业课

程学习的入门课程袁旨在引导学生对专业和专业课程

体系构成的初步了解遥专业导论课程应包含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和专业人才就业方向介绍袁根据社会发展对

专业人才的需求袁 给学生深度分析课程学习的目标袁

特别是围绕市场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要求袁强调社

会对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的迫切需求袁 分析学生专

业尧营运尧沟通尧组织和大数据能力的重要性袁以帮助

学生确定学习目标尧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遥 以目标为

导向袁有助于野1+X冶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目

标的实现遥

1.2.3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专业课程

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作为专业课程学习的基础袁主

要包括财务基础课程的渊会计学基础尧会计电算化尧专

业导论和学涯规划指导尧 经济学尧 管理学及统计学

等冤袁可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的财务核算尧财务信息化能

力遥 经济学尧管理学及统计学课程的学习还可帮助学

生掌握基础的营运管理尧沟通尧组织能力袁其中袁统计

学课程的学习为学生进一步完成大数据能力学习奠

定了基础遥

专业必修课作为综合能力评价中最主要的部分袁

即专业能力培养的核心课程内容袁 主要包括 渊初尧中

级冤财务管理尧审计学尧成本会计尧财务分析及管理会

计遥该环节加大了渊初尧中级冤财务管理课程尧财务分析

及管理会计的学时比例袁 内容增设了企业价值评估尧

现金流量估值模型尧财务数据收集尧数据检验尧数据甄

别尧数据分析尧数据建模遥财务管理专业学生通过专业

必修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学科专业前言动态袁同时把

握企业对专业人才的新要求院大数据分析能力尧财务

估值尧成本管理和控制遥该部分内容的学习是实现野1+

X冶试点下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最关键的环节遥

财务管理方向限选修课程袁 主要由财务报表编

制尧Excel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尧纳税筹划尧预算会计

及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构成遥该部分课程侧重于进一

步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营运分析能力袁其中公司战

略与风险管理帮助学生建立风险意识遥

专业任选课主要以管理信息系统尧 资产评估学尧

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尧创业投资尧高级财务管理尧高级

财务会计为主袁增设了市场营销尧企业内部控制尧组织

行为学尧智能时代与财务管理尧云会计课程袁帮助培养

学生的组织能力袁进一步加强学生营运能力和大数据

能力的培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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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专业课程内容设计主要侧重于强调新财会

智能估值复合人才的专业能力尧营运能力尧组织能力

和大数据能力的培养袁课程内容的设计以管理学学士

培养课程要求为参考袁围绕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设计遥

1.2.4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专业实践环节渊含第

二课堂和集中实践环节冤

财务管理专业第二课堂内容主要有社会实践尧学

科竞赛与专业技能大赛尧技术渊技能冤等级证书尧创新

创意创业讲座尧社团活动及产学研合作项目遥 增设了

商务谈判尧商务礼仪尧管理决策等创新创业相关模块

训练遥 第二课堂丰富了学生的大学生活袁同时锻炼了

学生沟通和团队协助能力遥技术渊技能冤等级证书模块

作为野1+X冶试点下新财会智复合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袁配套有完善的课程目标尧课程内容及课程考核

体系遥第二课堂形式多样化且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

锻炼遥

集中实践环节以专业实习尧专业实训渊财务管理

综合实训尧 会计业务综合实训尧 虚拟商业社会 VBSE

实习尧创新实践等冤为主袁还包含毕业实习实践遥 财务

管理专业学生专业实习采用校内结合校外进行袁专业

实训以校内综合实训实验为主袁校外产教融合基地实

训为辅袁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联合指导遥 学生通过毕

业实习环节袁专业能力尧营运能力尧沟通能力尧组织能

力和大数据能力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遥 因此袁毕业实

习环节是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能力综合成熟度

提升的重要实践环节遥

1.3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创新考评方法

渊产出评价冤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创新考评覆盖课

程学习的全过程遥注重学习过程的考核渊课堂出勤尧课

堂互动尧案例作业尧课程期中测试尧分组作业尧课堂分

享冤袁部分开展线上考评院线上生生互评尧教师考评及

章节测试相结合等遥期末终结性考评主要以期中闭卷

方式进行袁专业限选课尧专业任选课等以考查课方式

进行袁考核方式较灵活袁侧重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尧团

队协作能力尧办公软件操作能力尧数据分析能力等的

考核渊如图 4所示冤袁具体根据看课程性质的不同考核

要求存在不同袁分类别课程考核介绍如下遥

图 4 野1+X冶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考评方法

Fig.4 野1+X冶 new accounting intelligent valuation compound

talent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method

考试课课程考核以日常考核渊含平时考核尧期中

考核冤和期末闭卷考核相结合袁注重考核学生专业理

论能力的掌握程度袁 考核知识点覆盖课程大纲要求袁

综合性强袁有助于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专业能力的培

养遥考查课课程考核方式多样化袁方式涵盖课程论文尧

课程测试尧课程核心内容学习案例 PPT分享尧课程学

习总结尧分组案例分享等遥 其中袁课程论文尧课程学习

总结尧PPT分享等考核方式提升了学生系统性学习的

能力尧数据整理尧数据归集尧数据分析的能力曰分组案

例分享尧PPT演示使得学生的沟通能力尧组织能力尧团

队协作能力都得到了提升遥实践课程渊含第二课堂冤结

合学生自评尧生生互评尧校内外实践导师总评方式进

行考核袁综合考察学生学习态度尧专业实践渊含志愿服

务环节冤行为规范和纪律尧实践操作熟练度尧专业知识

掌握度和应用尧创新实践能力以及沟通尧协作能力遥

2 实证分析

基于 NAT-CMM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改进袁主要

通过目标产出袁即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能力的成

熟度袁按成熟度等级标准来全面评估袁找出新财会智

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的不足袁以便改进遥

2.1 确定能力成熟度评价等级标准

将所有评价指标分为五个成熟度等级袁采取 5分

制院无层级=1袁基础层级=2袁渊初级冤应用层级=3袁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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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冤熟练层级=4袁渊高级冤专家层级=5遥

2.2 NAT-CMM模型评价体系

笔者从专业能力尧营运能力尧沟通能力尧组织能力

及数据统计分析能力五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渊如

表 2冤袁并对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能力成熟度进行

评价遥

表 2 NAT-CMM评价体系各级指标及其权重

Tab.2 NAT-CMM evaluation system indicators and

their weights at all levels

2.3 AHP决策方法确定权重

由于综合能力成熟度是由五项能力综合作用的结

果袁因此袁对各项能力在成熟度分析中所占权重的确定

是关键遥 为避免个人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袁 研究采用

AHP渊层次分析法冤确定各项能力的权重遥另外袁为保证

结论的可靠性袁邀请了 10名专家渊含校内校外尧企业高

管和资深导师冤共同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遥

2.3.1 构建群决策矩阵

拟对每一位专家矩阵都进行一致性检验袁在保留

专家大部分意见的基础上袁对不符合一致性检验的判

断矩阵进行了调整 袁有效提高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遥 对

10位专家所作的判断矩阵中相对应的元素进行算术

平均袁求出对应的平均值袁构建群决策判断矩阵遥

A=

1 2.121 40 3.333 33 5.134 50 2.500 00

0.510 00 1 1.666 67 2.500 00 1.250 00

0.280 00 0.600 00 1 1.666 67 1.250 00

0.220 00 0.380 00 0.666 67 1 1.250 00

0.450 00 0.833 33 0.810 00 0.780 00 1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专业尧营运尧沟通尧组织及大数据能力对应的权重值

分别为 0.418 082尧0.206 180尧0.138 395尧0.103 651尧0.133

690遥

2.3.2 一致性检验

经计算袁CI=0.045 951袁对应的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查表为 1.120 0袁 则一致性比率指标 CR=0.041 028<

0.1袁可见矩阵 A满足一致性检验袁计算所得权重结果

也满足一致性遥

同样袁 构建二级指标对各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袁

且确定二级评价指标相应的综合权重遥 采用 EXCEL

和 Matlab对专家所作出的二级指标权重结果进行汇

总尧计算袁各指标权重的权重分配结果如表 3所示遥

2.4 NAT-CMM评价结果

以 2015 级尧2016 级尧2017 级财务管理专业大学

生为调查对象发放 156份问卷袁 共收回有效问卷 141

份袁 问卷有效率为 90.38%袁 问卷信度检验的 Cron鄄

bach爷s 琢系数为 0.906遥 评价结果如表 3所示遥

从 NAT-CMM模型能力评价结果 渊如表 3所示冤

可以看出袁财务管理专业 2015级尧2016级尧2017级毕

业生综合能力成熟度都处在基础级袁且令综合成熟度

为 Q袁则有 Q2016 级>Q2015 级>Q2017 级袁三个年级

沟通能力

0.138 395

商务谈判 0.270 483

管理决策 0.291 453

语言沟通 0.173 705

影响力 0.149 988

团队协作 0.114 371

组织能力

0.103 651

组织行动力 0.239 872

团队建设 0.224 753

领导力 0.197 804

绩效管理 0.173 240

股权激励 0.164 331

大数据能力

0.133 690

智能数据采集 0.155 866

数据清理 0.134 246

数据甄别 0.139 937

现场调查 0.118 239

数据核验 0.139 119

数据整理 0.104 239

智能估值数据采集平台应用 0.106 392

估值数据应用 0.101 962

专业能力

0.418 082

财务管理 0.135 885

财务会计 0.112 006

云会计 0.078 326

财务分析 0.090 957

智能时代与财务管理 0.088 454

大数据财务管理 0.089 527

会计信息系统 0.066 552

财务报表编制 0.079 052

资产评估原理 0.074 372

企业价值评估 0.068 535

项目评估与项目投资 0.061 742

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 0.054 592

营运能力

0.206 180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0.139 452

公司治理 0.151 777

投资理财理论与实务 0.108 116

企业内部控制 0.132 805

市场营销 0.085 298

商业模式 0.107 621

项目管理 0.107 874

宏观尧微观经济分析 0.072 971

供应链管理 0.094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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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级
分值 2.26 2.12 2.15 2.24 1.98 2.18

等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2016级
分值 2.18 2.33 2.11 2.12 2.21 2.20

等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2017级
分值 2.16 2.08 2.18 2.03 1.19 2.00

等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基础级

表 3 NAT-MACC模型能力评价结果

Tab.3 NAT-MACC model capability evaluation results

的综合成熟度差别不明显遥 依据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

人才培养应用型的目标定位袁2015级毕业生在完成人

才培养方案后袁并未达到应用级袁整体仍处于基础级袁

并从综合成熟度分值来看袁2015级人才培养离应用级

仍有一定的差距遥 2016级毕业生目前处于大四阶段袁

面临毕业实习和论文阶段袁将进入社会完成毕业实习

锻炼袁从综合能力成熟度分值来看袁也仅处于基础级

向应用级过渡的初始阶段袁 但相对于 2015级毕业生

而言袁综合成熟度略有提升遥 2017级的学生现处于大

三阶段袁将对专业知识尧专业实践及其他社会实践进

一步学习袁 经过主要的专业课程和辅修课程的学习袁

综合成熟度已达到基础阶段遥

2.5 评价结果分析

从表 3综合成熟度 Q的分值来看袁目前财务管理

专业 2015级尧2016级和 2017级学生的综合能力仍处

于基础层级袁仍未达到野1+X冶试点下新财会智能估值

应用层级人才的培养目标遥 通过分析 2018版财务管

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袁与野1+X冶试点下新财会智能估

值应用层级复合人才培养野3+3+3冶教学体系及 NAT-

CMM评价体系形成对比袁 总结未达到新财会智能估

值复合人才培养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遥

2.5.1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

在 2018版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袁 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仍着重强调财务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

及辅助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学习袁缺乏清晰的应用型专

业人才定位院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定位遥 新经济

常态下袁企业财务向新财会的转变是必然趋势袁智能

估值及大数据处理能力将成为财会人员应掌握的基

本技能遥 因此袁创新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应明确新财

会智能估值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遥

2.5.2 课程体系失衡

野1+X冶试点下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课程

体系袁应融合大数据分析尧智能评估相关课程遥 目前财

务管理专业公共基础课程中大数据及计算机应用课

程偏少袁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中缺少独立的企业价值评

估或资产评估基础课程袁实践环节综合实训缺少价值

评估模拟训练袁第二课堂给全体学生锻炼和提升沟通

能力尧组织能力的机会少遥 目前学生参与学习智能估

值数据采集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少袁专业

基础课程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课程衔接度低遥

2.5.3 课程实践案例不足

专业理论课程与实践综合训练课程内容设计以理

论为主袁实践案例偏少袁案例材料更新慢袁脱离实践遥课

程实践案例指导是培养应用型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

才能力成熟度由基础层级向应用层级递进的关键遥

2.5.4 第二课堂专业实践活动单薄

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第二课堂内容包含社会实践尧

社团活动尧学科竞赛及专业技能比赛尧技术渊技能冤等

级证书尧创意创新创业讲座尧产学研合作项目袁第二课

堂活动内容单薄袁由此袁参与其中的学生仍是比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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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遥另外袁从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数据统计来看袁

学生多倾向于参加社团活动尧创意创新创业讲座遥 而

参与社会实践尧学科竞赛尧技术渊技能冤等级证书及产

学研合作项目的学生人数偏少遥 而这些活动与专业实

践尧技能相关度高袁影响了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

专业能力尧营运能力尧大数据分析能力渊主要的三个能

力冤水平的提升遥因此袁围绕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培养

的需求袁应努力形成以学科竞赛为主尧专业实践为辅

的第二课堂体系袁使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由基础

层级向应用层级迈进遥

2.5.5 实践教学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不足

野1+X冶试点下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培养注重强调

财务管理专业大学生新财会职业技能尧 营运能力尧沟

通能力尧组织能力及大数据能力的培养遥 数字经济时

代对财会人才提出了新要求袁 对高校教师队伍而言袁

更是一项艰巨的挑战遥 目前财务管理专业仍比较缺乏

来自企业多年实践的高水平教师袁特别是兼具夯实的

财会基础和智能估值应用水平的导师人才遥 不利于新

财会智能估值应用人才的培养遥

2.5.6 校外实践教学资源不足

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袁

目前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实践环节以校内实习尧 实验尧

实训为主袁校外集中实践课时占比少袁主要因为传统

的财务服务机构尧审计评估机构尧会计事务所等均无

法实现大批量的学生完成集中训练遥 毕业实习以分散

实习为主袁学生分散毕业实习实践袁往往缺乏专业的

实践指导袁学习过程无法系统化袁实践知识学习碎片

化袁不利于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提升遥

3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优化路径

3.1 人才培养方案优化

人才培养方案首先应明确人才培养定位院 新财

会+智能估值+大数据遥基于对相关人才培养方案及课

程体系建设的深刻理解袁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培养要

求创新人才培养方案袁具体优化切入点院渊1冤补充单项

训练模式尧增设综合实训模式尧创新共享服务模式遥 调

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践课程模块内容袁增设智能估

值单项实训训练和综合实训训练遥考虑课程课时占比

要求袁可将智能估值实训训练替代会计手工实训渊原

有人才培养方案该类实训课程累计计划不少于 3 周袁

可缩减冤或将智能估值实训模块融入财务管理综合实

训课程尧创业者沙盘实训课程遥 渊2冤提高对智能估值证

书考试相关课程的重视程度袁相关知识点融入基础课

程袁或考虑以分方向的形式独立划分新财会智能估值

方向袁由此衔接开设智能估值证书考试课程遥 分方向

更有助于学生明确自身的就业目标遥 渊3冤结合地方特

色产业袁优化选修课程模块袁融入具体行业智能估值

课程体系袁如服装产业智能估值尧房地产智能估值尧机

器设备估值等袁加强财会人员的智能估值专业素养遥

3.2 课程优化尧课证融合

研究野智能估值数据采集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冶标准袁探索课程与证书对应知识体系的融合遥 首

先袁结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袁尝试将课内实践课时比

例安排用于与课程相关的职业技能证书考试辅导曰其

次袁注重发现学生的学习需求袁激发学习热情袁创新考

核方式袁 促进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与实践能力的提

升袁同时考取野智能估值数据采集与应用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冶曰最后袁回归课堂袁创新课堂授课方式袁塑造课

堂魅力遥

对约 350 人进行问卷调查袁 调查数据显示袁

61.89%的学生认为专业课程的学习对专业技能证书

考试有一点帮助袁30%以上认为非常有帮助遥 由此可

见通过改革专业课程帮助学生巩固提升专业知识袁为

智能估值职业技能证书考试打下扎实基础是必要的遥

以学院为例袁因学生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多依赖于老

师的严格督促袁从此次疫情线上课程的开展得到的启

发袁 专业基础课程线上线下的融合应实现常态化袁以

任务模块或问题为导向袁激发学生对基础课程的学习

热情遥 课堂嵌入优质慕课资源袁减少教师理论授课的

学时袁增加为学生答疑解惑的时间袁同时开展案例和

问题讨论袁活跃课堂学习氛围袁注重课堂成果及任务

模块的成果提交与评价袁 及时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遥

授课学时中安排适当的比例做备考辅导袁选做历届经

典题库案例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遥 创新课程考核方

式袁鼓励学生通过考取职业技能证书抵免相关课程考

核成绩渊具体如图 5所示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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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课程教材或讲义编制

结合野智能估值数据采集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冶标准及对应的知识体系袁在现有的教材基础上袁扩

充实践案例袁同时编写适合于我校财务管理学生的课

证融合的讲义袁鼓励老师对接校外资源渊如企业导师尧

专业技能人才等冤袁探索校企联合课程教材开发遥

3.4 形成以学科竞赛为主尧 专业实践为辅的第二课

堂体系

坚持野以赛促教尧以赛促学冶的基本原则袁了解学

院目前学科竞赛开展情况袁探究以赛促教尧促学新举

措袁形成以学科竞赛为主尧专业实践为辅的第二课堂

体系遥 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可知袁多数学生认为参加

学科竞赛有助于考取相关的职业技能证书和巩固理

论知识遥 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型人才培养对财务管理

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袁以智能估值证书试点为

契机袁组织学生积极参与智能估值相关竞赛袁组织开

展校赛宣传袁提高学科竞赛的普及群体遥

3.5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尧成立课程指导委员会

加强新财会智能估值双师队伍建设袁坚持内培为

主尧外引为辅袁选派学院骨干教师参加野智能估值数据

采集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冶评价组织开展的师资

培训袁组建由校内专任教师尧企业实践导师组成的教

师队伍遥 成立课程委员会袁定期线上线下指导尧提供专

业咨询尧形成课程学习互助机制袁及时解决学生考证

的疑难问题袁激发学生课程的学习热情遥

3.6 校企联合构建新财会人才培养实践教学环境

通过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袁与企业联合建设新财

会人才培养实践教学环境遥 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

升袁助力新财会智能估值人才培训及就业辅导袁助推

大学生就业推介遥

4 结论

立足应用型本科教育袁从高校启动 1+X 证书制度

试点角度出发袁以闽南理工学院为例袁结合野1+X冶智能

估值证书试点专业和生源特点袁对新财会智能估值复

合型人才培养实践与研究提出了基本改革思路院从能

力框架尧课程体系尧考核方法三个方面袁构建新财会智

能估值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袁并且在能力框架部分采

用 AHP构建 野新财会冶 智能估值复合人才成熟度模

型袁 对应用型本科教育应达到的层级做出明确的定

义遥 最后袁利用模型对当前财务管理方向本科生培养

方案成果进行调查袁得出当前闽南理工学院财务管理

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仍处于基础层级袁对照学校重点

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的目标还有一定的空间遥 通过主

要影响因素的分析袁得出新财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

养方案的优化建议院一是制定目标定位清晰的人才培

养方案曰二是注重课程优化尧课证融合曰三是鼓励课程

图 5 课程优化改革基本思路

Fig.5 Basic ideas for curriculum optimiz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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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ccounting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management agencies at all levels and vari鄄

ous levels, universities need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talent training model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bas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pilot in universities and takes Min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鄄

ogy as an example. It puts forward the basic reform ideas for the trai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the new accounting intelligent valuation

compound talents: from the ability framework and curriculum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system and assessment method, build a new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intelligent valuation compoun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use AHP in the ability framework to build a "new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intelligent valuation compound talent maturity model (NAT-CMM). The level of education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Finally,

using the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under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鄄

search results,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tr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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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和讲义编制曰四是形成以学科竞赛为主尧专业实

践为辅的第二课堂体系曰 五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尧成

立课程指导委员会曰六是校企联合构建新财会人才培

养实践教学环境遥 力求使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朝着新财

会智能估值复合人才培养发展袁实现学生的综合能力

成熟度由基础层级向应用层级发展和巩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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