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次

商品山茶油中总多酚组分测定及抗氧化活性分析

范俐袁徐晓斌袁许祯毅袁陈珊珊渊1冤

秋季茶树修剪鲜叶中多酚类物质的提取工艺

李少华袁韩锦斌袁陈荣冰袁王飞权袁冯花袁郞岩渊6冤

不同生境因子对多花山竹子生长的影响

李肇锋袁余荣卓袁邱群袁黄华明袁周俊新渊11冤

武夷山国家公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粒径分布

与分形特征

苏丽鳗袁赵玉佳袁叶宏萌袁甘娟袁张康亮袁苏垣钊袁袁旭音渊16冤

城市公园植物景观的美景度评价

王雪娟袁连洪燕袁肖晴渊22冤

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评价指标体系

黄榆清袁谢祥财渊27冤

复杂背景茶树病害图像识别 余文森渊33冤

智慧校园可视化平台系统设计 颜杰森渊41冤

Shapley值组合预测模型下的石狮市快递业务量

预测分析 王凤英渊47冤

有限差分法的一维热传导方程应用

陈金雄袁张敏袁沈丹梅袁杨玲玲袁罗翔文渊53冤

Matlab GUI的牛顿环实验数据处理系统设计

周志玉渊58冤

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的疲劳寿命分析

陈三姗袁陈峰袁赖锦华渊61冤

轻钢装配结构的 BIM建模应用

林珍伟袁奚灵智袁欧建良袁肖勇杰渊67冤

第 41卷 总第 209期

2022年 第 3期渊月刊冤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院 ISSN 1674-210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院 CN 35-1293/G4

武夷学院学报

主 编院 吴承祯

副 主 编院 郑细鸣 沈慧芳 陈 果

责任编辑院 叶丽娜 白 琳 魏 琛

聂传朋 白 晔 黄 超

英文审译院 魏景春

编 辑 部

顾 问院 付贤智 黄汉升 兰思仁

杨江帆 李宝银

主 任院 吴承祯

副 主 任院 郑细鸣

编 委院 渊以姓氏笔画为序冤

卢道明 刘卫群 任宇红

许亦善 李远华 李宝银

吴承祯 陈 铎 沈慧芳

杨 昇 张乔根 张志雄

张国林 张品端 郑细鸣

姜景莲 姚进生 赵升云

郭翠莲 梁丽萍 雷能忠

廖 斌

编辑委员会



期刊基本参数院CN 35-1293/G4*1982*M*A4*109*ZH*P*预8.00*600*20*2022-03

武夷学院学报

2022年第3期 渊总第 209期冤

目

次

CONTENTS

管理潜力转化中介效应对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的影响

要要要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余忠袁叶遄袁王昊渊73冤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影响因素

要要要基于五祖拳的扎根理论分析

唐小花袁林剑袁卢蕙娟渊81冤

CDIO背景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综合性实验设计

赵瑨云袁刘瑞来袁赵升云袁胡家朋渊87冤

生态监测与评价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创新

叶宏萌袁胡家朋袁李灵袁杨自涛袁华伟平袁罗斌袁袁旭音渊92冤

林窗干扰生态学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

何中声袁谢子扬袁刘金福袁徐道炜袁郑世群渊96冤

观赏园艺专业技能训练教学改革

要要要以武夷学院为例

尹传华袁石秋梅袁李长洲渊100冤

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实验室管理机制

郑小青袁李永进渊105冤



第 41卷 第 3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41 晕燥援3

圆园22年 3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Mar. 圆园22

山茶油具有抗氧化活性作用袁 预防心血管硬化尧

降血压尧降血脂尧抗菌袁抗紫外线袁防止晒斑及减轻皱

纹等功效咱1暂遥

油茶多酚是油茶籽中最重要的次生代谢产物之

一袁 与油茶籽油的品质尧 色泽和氧化稳定性等紧密相

关袁具有抗氧化活性袁也与保健功效密切相关[2-3]遥 山茶

油中多酚物质种类尧含量与其种质资源[4]尧气候条件[5]尧

制油工艺[6]尧精制步骤[7]等密切相关遥 多酚物质由于极

性较强袁大部分残留在饼粕中袁仅部分溶解或分散在

油脂中袁籍一定的分配系数存在于油脂中袁或以极性

较弱的复杂酚类溶解于油脂中[8]遥近年来袁由于大众认

同山茶油保健功能袁 市售的山茶油品牌越来越多袁经

过精练加工的商品油袁 多酚含量及抗氧化性是否降

低袁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均未见报道遥

选取超市中金龙鱼油茶籽油尧沈郎乡山茶籽油为

样品袁 采用固相萃取提取和福林酚法测定多酚含量曰

采用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渊DPPH冤自由基清除

率尧羟自由基清除率和还原力试验测定山茶油多酚提

取物的抗氧化活性曰 建立 LC-MS/MS同时检测 23种

酚类化合物方法袁 检测山茶油中酚类化合物组分袁为

山茶油掺伪鉴别技术研究袁开发更高品质的山茶油产

品提供理论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金龙鱼油茶籽油尧沈郎乡山茶籽油院永辉超市选

购曰压榨山茶毛油院浙江省龙泉下圩山茶油种植场提

供曰二醇基渊diol冤固相萃取柱遥

甲醇院色谱纯袁上海展云化工有限公司曰正己烷院

色谱纯袁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曰盐酸院分

析纯 AR袁三明市三圆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曰Trolox院生化

试剂 BR袁上海展云化工有限公司曰三氯化铁院分析纯袁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曰福林酚尧无水碳酸钠尧DPPH尧

没食子酸尧硫酸亚铁铵尧过氧化氢尧磷酸氢二钠尧磷酸

二氢钠尧氯化钠尧三羟甲基氨基甲烷尧三氯乙酸尧邻二

氮菲尧铁氰化钾院分析纯袁上海展云化工有限公司曰表

收稿日期院2021-04-23

基金项目院南平市资源产业科技创新联合资助项目

渊N2020Z016冤曰 福建省级新工科研究与改革实

践项目渊XGK202001冤遥

作者简介院范俐渊1970-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食品

生物化学的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徐晓斌渊1970-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化

学的教学与科研遥

商品山茶油中总多酚组分测定及抗氧化活性分析

范俐袁 徐晓斌袁 许祯毅袁 陈珊珊

渊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袁 福建 南平 354300冤

摘 要院为了研究商品山茶油中多酚及抗氧化活性情况袁采用固相萃取法提取和福林酚法测定两种商品山茶油中

的总多酚袁通过比较两种油中多酚的 DPPH自由基清除力尧羟自由基清除力和还原力的抗氧化活性袁建立 LC-MS/MS检

测方法袁并检测山茶油中 23种多酚组分及含量遥结果表明院每千克沈郎乡山茶籽油多酚含量为渊8.60依0.06冤 mg袁高于每千

克金龙鱼油茶籽油含量渊6.44依0.31冤 mg袁均低于压榨毛油渊26.07依0.47冤 mg遥 沈郎乡山茶油多酚抗氧化性略高于金龙鱼山

茶油多酚袁两者羟自由基清除力均高于维生素 E渊VE冤遥两种商品山茶油共检测出高藜芦酸尧松脂酚尧邻苯二甲酸尧绿原酸尧

香草酸尧酪醇等 10种酚类化合物遥

关键词院山茶油曰多酚曰抗氧化活性曰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

中图分类号院TS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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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原园001原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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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尧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尧儿茶

酸尧表儿茶素尧芦丁尧3,4-亚甲二氧基苯酚尧异鼠李素尧酪

醇尧高藜芦酸尧邻苯二甲酸尧绿原酸尧槲皮素尧对羟基苯

甲酸尧香草酸尧丁香酸尧羟基酪醇尧羟基酪醇醋酸酯尧肉

桂酸尧阿魏酸尧芥子酸尧松脂酚尧芹菜素尧木犀草素等标

准品院HPLC级袁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遥

1.2 仪器与设备

SCIEX QTRAP誖 4500液质联用仪院美国 AB Sci鄄

ex 公司曰可见分光光度计院MAPADA V-1100D袁上海

美普达仪器有限公司曰固相萃取装置院OVP-30袁冠森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曰氮吹仪院UGC-12M袁中国优晟联合

科技有限公司曰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院Microfuge 20R袁

Beckman Coulter公司曰 涡旋振荡器院Vortex-Genie 2袁

美国 Scientific Industries公司曰 恒温培养振荡器院ZH鄄

WY-103D袁上海智城分析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曰高速离

心机院HC-2514袁安徽中科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曰超

级恒温水浴锅院HH-601袁 宝曼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

司曰电子天平院BSA224S袁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遥

1.3 方法

1.3.1 山茶油中多酚的萃取 山茶油中多酚的萃取

采用二醇基固柱萃取法遥

1.3.2 山茶油中多酚含量的测定 采用福林酚法测

定山茶油中多酚含量遥 以没食子酸含量为横坐标袁吸

光度值为纵坐标袁绘制标准曲线遥 取 1 mL样品溶液袁

在 750 nm波长条件下测定吸光度袁 进行 3次平行实

验袁根据标准曲线计算样品中总多酚含量袁取平均值遥

计算公式如下

X=
C伊D伊2伊1 000

m伊1 000
渊1冤

式中院X 为每千克植物油中多酚的含量渊mg冤曰C

为根据标准曲线查得多酚浓度 渊滋g/mL冤曰D为样品定

容后的稀释倍数曰2为洗脱液蒸干后定容体积渊mL冤曰m

为试样质量渊g冤遥

1.3.3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

将样品多酚萃取液稀释至不同浓度袁分别取 1 mL

溶液依次添加甲醇尧DPPH溶液 1 mL袁 充分混匀后避

光反应 0.5 h袁于 517 nm波长处检测 OD值袁横坐标为

多酚浓度尧纵坐标为 DPPH 清除率渊%冤袁平行测定 3

次袁计算 DPPH自由基清除率袁以维生素 E渊VE冤作为

对照遥

S=
A 0-渊A i-A j冤

A 0

伊100 渊2冤

式中院S 为 DPPH自由基清除率曰A i为样品吸光

值曰A j为甲醇水代替 DPPH溶液的吸光值曰A 0为甲醇

水代替样品的吸光值遥

1.3.4 羟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

分别配制同浓度的山茶油多酚溶液遥 取 0.3 mL

7.5 mmol/L邻二氮菲溶液于试管中袁 依次加入 1 mL

pH值为 8.2的 Tris-HCL溶液和 1 mL蒸馏水袁充分混

匀后袁加入 0.3 mL 7.5 mmol/L硫酸亚铁铵溶液袁混匀

后袁加入 1 mL 7.5 mmol/L H2O2溶液袁于 37 益恒温水

浴中准确反应 60 min后袁 在 510 nm快速测其吸光

值袁所得的数据为损伤管的吸光值 A 2遥 未损伤管以

1 mL蒸馏水代替损伤管中 1 mL 7.5 mmol/L H2O2溶

液袁操作方法同损伤管袁可测得 510 nm未损伤管的吸

光值 A 1遥 样品管以 1 mL样品代替损伤管中的 1 mL

蒸馏水袁操作方法同损伤管袁可测得 510 nm样品管的

吸光值 A 3袁平行测定 3 次袁以维生素 E(VE)溶液为对

照组计算羟自由基的清除率遥

M=
A 3-A 2

A 1-A 2

伊100 渊3冤

式中院M为羟自由基的清除率曰A 1为未损伤管的吸

光值曰A 2为损伤管的吸光值曰A 3为样品管的吸光值遥

1.3.5 还原能力测定

采用普鲁士兰法测定还原能力[15]遥 在 700 nm测

定吸光值袁平行测定 3次袁取平均值袁吸光值越大则还

原能力越强遥

1.3.6 多酚化合物 LC-MS/MS定量分析

色谱柱院Shim-pack XR-ODS 芋 2.0 mm伊75 mm曰

流动相院0.1%甲酸水溶液渊A 冤和甲醇渊B冤曰柱温箱院

40 益曰流速院0.300 mL/min曰进样量院5.00 滋L曰梯度洗脱袁

流动相 A 的比例院0耀0.3 min袁80%曰0.3耀2.0 min袁80%曰

2.0耀4.0 min袁10%曰4.0耀4.2 min袁10%曰4.2耀6.0 min袁80%曰

6.0 min袁80%遥

扫描模式院负离子曰气帘气渊CUR冤院30 psi渊1 psi=

6.895 kpa冤曰 碰撞气 渊CAD冤院Medium曰 离子喷雾电压

渊IS冤院-4500 V渊负离子冤曰离子源温度渊TEM冤院550 益遥

取标准品先配制储备液适量袁再用甲醇稀释配制

2窑 窑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山茶油中总多酚含量的测定

2.1.1 绘制标准曲线

多酚含量测定的标准曲线线性回归方程为 y=

0.016 19x+0.008 71袁R2=0.995 4袁 具有较好的线性关

系遥 所得标准曲线如图 1遥

图 1 多酚标准曲线渊没食子酸当量计冤

Fig. 1 Polyphenol standard curve (gallic acid equivalent meter)

2.1.2 两种商品山茶油中总多酚含量

由表 2可知袁两种商品山茶油中袁每千克金龙鱼

茶籽油总多酚 渊以没食子酸当量计冤 含量为 渊6.88依

0.13冤 mg袁每千克沈郎乡山茶籽油为 渊8.60依0.06冤 mg袁

沈郎乡高于金龙鱼的 25%袁两者均低于压榨山茶毛油

渊26.07依0.47冤 mg袁说明两种商品山茶油多酚含量仍有

提高空间袁需要进一步改进加工工艺遥

表 2 两种市售山茶油中总多酚含量

Tab.2 Total polyphenols content in two kinds of

commercial camellia oils

2.2 抗氧化性活性测定结果

2.2.1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根据图 2可知袁DPPH自由基清除率随着山茶油

多酚浓度的增大而不断提高遥 沈郎乡山茶油多酚尧金

金龙鱼油茶籽油 6.88依0.13

沈郎乡山茶籽油 8.60依0.06

压榨山茶毛油 26.07依0.47

系列梯度浓度的标准品溶液袁按 野1.3.6.1 与 1.3.6.2冶

项条件进行测定遥 以峰面积为纵坐标袁质量浓度为横

坐标袁进行回归袁结果见表 1袁可知各成分在各自范围

内线性关系良好遥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357.0 / 151.0 y = 217.511 33x-2.767 36伊103 0.994 8 20~1 000

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441.1 / 168.9 y = 8 260.168 65x-1.351 74伊105 0.997 0 10~1 000

儿茶酸 289.0 / 245.1 y = 273.235 12x-4.746 24伊103 0.999 6 20~1 000

表儿茶素 289.0 / 245.0 y = 196.677 64x-6.397 44伊103 0.999 3 50~1 000

芦丁 609.1 / 299.8 y = 13 741.920 65x-1.397 78伊105 0.994 8 10~1 000

3,4-亚甲二氧基苯酚 136.7 / 109.0 y = 120.300 16x-7.601.90伊103 0.994 3 70~500

异鼠李素 315.0 / 300.1 y = 82.131 85x+1.600 95伊102 0.995 4 50~1 000

酪醇 156.1 / 58.1 y = 2 756.583 19x+1.513 50伊104 0.998 1 10~1 000

高藜芦酸 195.0 / 136.0 y = 29.241 13x+6.691 73伊102 0.999 0 50~1 000

香草酸 166.7 / 108.0 y = 1 713.357 04x+1.538 85伊104 0.998 4 50~500

松脂酚 357.1 / 150.9 y = 387.726 96x+1.081 84伊103 0.998 9 20~3 000

邻苯二甲酸 164.6 / 121.0 y = 5 240.717 98x-6.562 11伊104 0.999 6 50~1 000

绿原酸 353.0 / 191.0 y = 31 680.7x-3.615 43伊105 0.992 2 10~1 000

对羟基苯甲酸 136.9 / 93.0 y = 30 190.3x+8.311 80伊105 0.999 6 10~200

丁香酸 196.8 / 138.0 y = 1 066.307 28x+1.792 89伊103 0.997 7 100~1 000

羟基酪醇 152.9 / 123.0 y = 33 536.8x+5.849 87伊105 0.996 9 50~500

羟基酪醇醋酸酯 195.1 / 59.0 y = 23 101.284 03x-1.184 10伊103 0.996 9 5~100

肉桂酸 147.1/ 76.8 y = 176.329 07x+7.529 28伊102 0.996 8 20~300

阿魏酸 193.0 / 133.9 y = 17 107.099 99x+9.353 96伊104 0.997 3 10~500

芥子酸 222.8 / 164.0 y = 4 097.506 62x+5.935 41伊103 0.998 9 5~200

芹菜素 269.0 / 116.8 y = 20 857.593 82x+1.157 26伊105 0.998 2 20~300

木犀草素 284.9 / 133.0 y = 23 939.568 87x-4.393 50伊104 0.999 4 5~500

槲皮素 301.0 / 120.9 y = 5 851.494 68x+1.266 39伊105 0.997 1 20~500

表 1 23种多酚组分的线性关系

Tab.1 Linear relationship of 23 polyphenols components

范俐袁等院商品山茶油中总多酚组分测定及抗氧化活性分析 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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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鱼山茶油多酚尧维生素 E(VE)的 DPPH自由基消除

率的 IC50分别为 1.647尧1.722尧3.195 mg/L袁 对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大小依次为院维生素 E(VE)跃沈郎乡跃

金龙鱼遥

图 2 两种市售山茶油中多酚的 DPPH自由基清除率

Fig. 2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rate of polyphenols

in two kinds of commercial camellia oils

2.2.2 羟自由基清除能力

根据图 3可知袁羟自由基清除率随着山茶油多酚

浓度的增大而不断提高袁沈郎乡山茶油中多酚的羟自

由基清除率接近于金龙鱼山茶油遥维生素 E(VE)尧沈郎

乡山茶油多酚和金龙鱼山茶油多酚羟自由基 IC50分

别为 2.347尧1.030尧1.161 mg/L袁对羟自由基清除能力大

小依次为院沈郎乡跃金龙鱼跃维生素 E(VE)遥

图 3 两种商品山茶油中多酚的羟自由基消除

Fig. 3 Hydroxyl radical elimination rates of polyphenols

in two commercially available camellia oils

2.2.3 还原力分析

根据图 4可知袁还原力随着山茶油多酚浓度的增

大而不断提高遥维生素 E(VE)尧沈郎乡山茶油多酚和金

龙鱼山茶油多酚的还原力 EC0.2 渊吸光值为 0.2时的

多酚有效浓度冤分别为 3.45尧3.27尧22.38 mg/L袁还原力

大小依次为院沈郎乡跃维生素 E(VE)跃金龙鱼遥

图 4 两种商品山茶油中多酚的还原力

Fig. 4 Reducing power of polyphenols in two

kinds of commercial camellia oils

2.2.4 多酚组分的分析

根据表 3袁两种商品山茶油共检测出 10种酚类化

合物袁分别为院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尧表儿茶素

没食子酸酯尧芦丁尧3,4-亚甲二氧基苯酚尧高藜芦酸尧松

脂酚尧邻苯二甲酸尧绿原酸尧香草尧酸酪醇曰其中金龙鱼

山茶油未检出香草酸袁 而沈郎乡山茶油未检出酪醇遥

每千克沈郎乡山茶油中含量较多的酚类化合物分别

为院松脂酚渊1 888.30依136.13冤 滋g尧高藜芦酸渊253.92依

1.00冤 滋g尧3,4-亚甲二氧基苯酚 渊115.08依1.47冤 滋g曰每

千克金龙鱼山茶油中含量较多的酚类化合物分别为院

高藜芦酸 渊186.06依0.28冤 滋g曰3,4-亚甲二氧基苯酚

渊107.14依1.29冤 滋g遥

两种山茶油均未检测出儿茶酸尧表儿茶素尧异鼠

李素尧对羟基苯甲酸尧丁香酸尧羟基酪醇尧羟基酪醇醋

酸酯尧肉桂酸尧阿魏酸尧芥子酸尧芹菜素尧木犀草素尧槲

皮素等 13种酚类化合物遥

表 3 两种商品山茶油中多酚组分定量分析渊n=3冤

Tab.3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olyphenols components

in two kinds of commercial camellia oils (n=3)

表没食子儿茶素
没食子酸酯

37.24依3.05 34.50依1.60

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14.26依0.32 12.78依0.18

芦丁 10.40依0.07 10.52依0.07

3,4-亚甲二氧基苯酚 115.08依1.47 107.14依1.29

酪醇 要 75.85依1.34

高藜芦酸 253.92依1.00 186.06依0.28

香草酸 39.49依0.25 要

松脂酚 1 888.30依136.13 20.00依1.78

邻苯二甲酸 78.67依2.74 58.74依0.32

绿原酸 12.88依0.77 12.51依0.50

合 计 2450.24 518.10

4窑 窑



Total Polyphenols, Components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in Commercial Camellia Oils

FAN Li, XU Xiaobin, XU Zhenyi, CHEN Shanshan
(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Nanping,Fujian 3543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polyphenols and antioxidant activities in commercial camellia oils,The content of polyphenols in two

kinds of commercial camellia oils were extracted using solid phase extraction method and Folin-Ciocalteu method. Then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hydroxyl radical scavenging and reducing power of polyphenol in the two kinds of oils were com鄄

pared. A LC-MS/MS detection method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23 phenolic compounds and their contents in camellia oil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ntents of polyphenols in Shenlang mountain camellia seed oil is (8.60依0.06) mg/kg, which is higher than that

of Golden Arowana camellia oil at (6.44依0.31) mg/kg,and lower than that of crude oil (26.07依0.47) mg/kg.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camellia oil polyphenols from Shenlang Township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amellia oil from golden arowana, and the hydroxyl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both of them is higher than that of vitamin E. A total of 10 phenolic compounds are detected in the two commercial

camellia oils, including 3,4-dimethoxyphenylacetic acid,pinoresinol,phthalic acid,chlorogenic acid,vanillic acid and tyrosol, etc.

Key words院camellia oil曰polyphenols曰antioxidant activity曰LC-MS/MS

渊责任编辑院叶丽娜冤

3 结论

每千克沈郎乡山茶籽油尧每千克金龙鱼油茶籽油

中总多酚分别为渊8.60依0.06冤尧渊6.44依0.31冤 mg袁均低于

压榨毛油渊26.07依0.47冤 mg袁商品山茶油多酚含量仍有

提高空间遥

沈郎乡山茶油多酚的 DPPH自由基 IC50尧羟自由

基 IC50尧还原力 EC0.2高于金龙鱼山茶油袁两者羟自

由基清除力均高于维生素 E袁说明两种山茶油中多酚

有较强抗氧化活性袁对油脂氧化稳定和货架期有重要

的意义遥

LC-MS/MS同时检测两种商品山茶油中 23种酚

类组分袁检出 10 种院酚酸类 6 种渊3,4-亚甲二氧基苯

酚尧高藜芦酸尧邻苯二甲酸尧绿原酸尧香草酸尧酪醇冤儿

茶素类 2种渊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尧表儿茶素

没食子酸酯冤尧木脂素类 1 种渊松脂酚冤尧黄酮类 1 种

渊芦丁冤遥

参考文献院

[1] ZHOU Q F袁JIA X J袁LI Q Q 袁et al.Antioxidant and antimi鄄

crobial activities of camellia oleifera seed oils [J]. Journal of

Applied Biological Chemistry袁2014袁57(2):123-129.

[2] 魏征袁郭咪咪袁王雅朦袁等.油茶籽油多酚化合物研究进展

[J].食品科学袁2021袁42(3):311-319.

[3] 毛方华袁王鸿飞袁林燕.油茶籽毛油中多酚类物质对自由基

的清除作用[J].中国粮油学报袁2010袁25(1):64-68.

[4] 陈柏林. 南带油茶油脂品质特征研究[D]援长沙: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袁2018.

[5] FANG R , REDFERN S P , KIRKUP D , et al. Variation of

theanine, phenolic, and methylxanthine compounds in 21

cultivars of Camellia sinensis harvested in different seasons

[J]. Food Chemistry, 2017(220):517-526.

[6] SHI T , WU G C , JIN Q Z , et al. Camellia oil authentica鄄

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recent analytical techniques

developed for its assessment [J]. Trends i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97: 88-99.

[7] 刘雳袁赵正惠援茶籽毛油中极性抗氧化物质的研究[J]援中国

粮油学报袁2002袁17(3):3-9.

[8] 孙维蔓袁 王遂. 复合酶酶解假酸浆黄酮苷抗氧化性研究[J].

化学研究与应用袁2013袁25(8)院1195-1199援

范俐袁等院商品山茶油中总多酚组分测定及抗氧化活性分析 5窑 窑



我国是茶树的发源地袁茶园栽培面积和产量均居

世界前列袁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遥 通常茶树

每年会经历 3~4轮新梢萌发生长袁由此加工所得茶叶

通常称为春茶尧夏茶和秋茶遥 茶树春梢由于内含物丰

富袁比例协调袁常作为名优茶生产原料袁是茶农的最主

要经济来源[1]袁夏秋茶梢由于品质较差袁经济价值较低

弃采现象普遍[2]袁而为保证来年春茶的优质高产袁通常

在秋季对茶树进行修整及田园管理袁茶树修剪可增加

茶树经济年龄袁又能促进新梢发育尧复壮重组树冠[3]遥

茶叶在我国的药用历史已有上千年遥 叶神农本草

经曳叶新修本草曳叶太平圣惠方曳叶食疗本草曳叶令媛要方曳

叶和剂局方曳等医书均有关于茶叶功效的记载遥茶叶的

主要生物活性成分是茶多酚(teapolyphenols袁TP)袁现代

药理学研究表明袁茶多酚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尧抗氧

化尧防癌尧抑菌尧抗辐射尧抗病毒尧解毒尧降血脂和血糖尧

抗衰老等方面作用[4-9]袁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遥 夏秋茶

产量约占全年茶叶总产量 60%袁原料丰富袁且夏秋季

节由于光照较长袁气温较高袁茶树体内碳代谢较为旺

盛袁多酚物质积累较高[10]袁因此将茶树修剪废弃物作为

活性物质提取原料袁既不增加茶农工作量袁又可提高

茶树资源利用率袁还能增加茶农收益遥 当前茶多酚的

主要制备方法是将干茶副产物粉碎后采用有机溶剂

提取制备而得袁 而将茶树修剪鲜叶作为直接提取原

料袁尚未见报道遥

以秋季茶树修剪鲜叶为原料袁采用多重响应面法

和 Box-Behnken设计袁考察提取变量与茶多酚提取率

的关系袁确定茶树修剪鲜叶中茶多酚提取的最佳工艺

条件遥

1 材料与仪器

1.1 仪器

UV-1880型紫外分光光度计袁上海美普达仪器有

限公司曰Sartorius BS224S电子天平袁 赛多利斯公司曰

JYL-Y92S破壁机袁九阳股份有限公司曰HWS-26型电

热恒温水浴锅袁 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曰ZFD-

A5040A型鼓风干燥箱袁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曰

Unicen MR 离心机袁 德国 Herolab 公司曰Kertone Lab

MINI-DI超纯水机袁湖南科尔顿水务有限公司遥

1.2 材料

没食子酸对照品袁批号院M-017-181216袁成都瑞

收稿日期院2021-03-24

基金项目院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渊2021L3058冤曰福

建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项目渊2018N2004)曰

福建省科技厅引导性项目渊2019Y0045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少华渊1984-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天然

产物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陈荣冰渊1950-冤袁男袁汉族袁研究员袁主要从茶树

育种与加工的研究遥

秋季茶树修剪鲜叶中多酚类物质的提取工艺

李少华 1袁 韩锦斌 2袁 陈荣冰 2*袁 王飞权 2袁 冯花 2袁 郞岩 1

(1.武夷学院 旅游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 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利用响应面法优化茶树修剪鲜叶中茶多酚提取的工艺条件袁在单因素实验基础上袁选择料液比尧提取时

间尧乙醇浓度尧提取次数为考察因素袁采用多重响应面法优化茶多酚的提取工艺条件遥最佳提取工艺院料液比 1颐50尧提取时

间 30 min尧乙醇浓度 80%尧提取次数 1次遥采用该提取工艺所得茶多酚提取率为 94.85%袁含量为 158.40 mg/g遥与响应面拟

合所得方程预测值 95.12%符合良好遥

关键词院茶多酚曰溶剂提取法曰秋季茶树曰鲜叶响应面法曰提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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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曰茶鲜叶袁武夷学院武夷茶学

科教园 10月水仙茶树修剪鲜叶袁 经福建省农科院茶

叶研究所陈荣冰研究员鉴定曰福林酚尧碳酸钠等试剂袁

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均为分析纯曰实验用

水为蒸馏水遥

2 实验方法

2.1 茶叶匀浆的制备

将修剪下来的茶叶袁摘取新梢部分袁置于微波炉

中杀青 5 min袁加适量水放入破壁机中研磨成茶浆袁将

制好的茶叶原浆放入磨砂广口瓶中袁 置于-20 益的条

件下保存备用遥

2.2 没食子酸标准曲线的建立

精确称取 0.110 g的没食子酸袁 将其溶解并定容

至 100 mL袁摇匀得没食子酸储备溶液遥 分别移取 0.2尧

0.5尧1.0尧2.0尧3.0尧4.0尧5.0 mL储备液定容至 100 mL袁分

别移取 1mL定容好的溶液袁加入 5 mL福林酚渊10%冤袁

摇匀后分别再加入 4 mL 碳酸钠渊7.5%冤袁摇匀袁静置

60 min袁在 765 nm波长下测吸光度遥 以吸光光度为纵

坐标袁对照品溶液的浓度(ug/ml)为横作标袁得线性回归

方程 y=0.009x+0.106袁R2=0.999,线性关系良好遥

2.3 茶多酚含量的测定

参考 GB/T 8313要2018 叶茶叶中茶多酚和儿茶素

类含量的检测方法曳[11]袁取试液 1 mL袁加入 10% 5 mL

福林酚溶液摇匀袁5 min后加入 7.5% 4 mL碳酸钠溶

液袁静置 60 min袁在 765 nm波长下测吸光度遥 按照下

述公式计算提取率遥

茶多酚提取率=
A s伊V s伊d

Slstd伊ms伊m伊103
渊1冤

式中院A s为样品吸光度曰V s为提取液体积曰d为稀

释倍数曰Slstd为标准曲线斜率曰m为干物质含量曰ms为

茶浆干物质质量遥

2.4 提取工艺试验

设置不同的乙醇体积分数尧提取温度尧提取时间尧

料液比尧提取次数袁观察不同因素对提取率的影响遥 在

单因素实验基础上袁根据 Box-Behnken中心组合试验

设计原理[12-16]袁A渊乙醇体积分数冤尧B渊提取时间冤尧C渊提

取次数冤尧D渊料液比冤为自变量袁以茶多酸提取率渊%冤

为响应值袁设计四因素三水平的响应面分析试验遥 试

验数据使用 Design-Expert软件进行分析袁 并得到响

应面分析图和方差分析表遥 试验因素及水平见表 1遥

表 1 Box-Behnken因素水平和编码

Tab.1 Box-behnken factor levels and coding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提取条件对茶多酚提取效果的影响

3.1.1 乙醇浓度的影响

取茶叶原浆袁摇匀袁精密称取 15份 1 g的茶叶原

浆袁每三份茶浆为一组遥 分别加入不同体积分数的乙

醇水溶液 20 mL渊0%袁30%袁50%袁80%袁100%冤在 90 益

的水浴锅中加热提取 30 min 渊每隔 10 min 充分摇

匀冤袁 其中无水乙醇组采用 90 益水浴回流方式提取遥

将加热提取好的溶液置于离心机中 5 000 r/min离心

5 min遥 考察乙醇浓度对鲜茶叶中茶多酚提取效果的

影响遥茶多酚的提取结果见图 1袁当乙醇体积分数提高

时袁提取效果呈现上升的趋势袁但增幅趋缓袁并在乙醇

体积分数为 80%的时候到达最高遥呈现此趋势的原因

可能为院茶多酚易溶于乙醇袁在没有极性有机溶剂的

情况下浸出率比较低袁 当乙醇的体积分数增加时袁有

利于茶多酚的进一步浸出袁但溶液里乙醇含量越来越

高袁也会促进色素等亲脂性成分的溶出袁使得茶多酚

溶出受到少量影响遥 故 80%~100%的乙醇体积分数较

为适合遥

图 1 乙醇体积分数对茶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ethanol concentration on extraction rate of tea polyphenols

-1 80 30 1 1颐30
0 90 45 2 1颐40
1 100 60 3 1颐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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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提取温度的影响

取茶叶原浆袁摇匀袁精密称取 24份 1 g的茶叶原浆袁

每三份茶浆为一组遥 分别加入 20 mL体积分数为80%的

乙醇溶液袁分别于 30尧40尧50尧60尧70尧80尧90尧100 益水浴

锅中提取 30 min渊每隔 10 min充分摇匀冤袁将加热提取

好的溶液置于离心机中 5 000 r/min离心 5 min遥 考察

提取温度对鲜茶叶中茶多酚提取效果的影响遥 结果见

图 2袁在 50~80 益时茶多酚提取效果接近袁提取温度提

高到 90益有较大的提高袁随着温度的进一步上升袁茶多

酚的提取效果略有下降遥 温度提高有利于溶剂分子的

运动袁促进溶质的溶出袁但茶多酚性质较为活泼袁温度

过高容易被破坏袁故 90益的提取温度较为适合遥

图 2 提取温度对茶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extraction temperature on extraction rate of tea polyphenols

3.1.3 提取时间的影响

取茶叶原浆袁摇匀袁称取 15份 1 g的茶叶原浆袁每

三份为一组袁精准称定遥 分别加入 20 mL袁80%乙醇溶

液袁 置于 90 益水浴锅中水浴加热袁 分别提取 15尧30尧

45尧60尧90 min渊每隔 10 min充分摇匀冤袁将加热提取好

的溶液置于离心机中 5 000 r/min离心 5 min遥 考察提

取温度对鲜茶叶中茶多酚提取效果的影响遥由图 3可

知袁当提取时间从 15 min延长至 30 min时袁茶多酚的

提取效果显著上升袁随后进入平台期袁可能的原因是

所用原料为茶浆袁溶剂渗透效果较好袁茶多酚提取较

快达到平衡状态袁从效率提升的角度袁因此提取时间

为以 30~60 min为宜遥

图 3 提取时间对茶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extraction time on extraction rate of tea polyphenols

3.1.4 料液比的影响

取茶叶原浆袁摇匀袁称取 18份 1 g的茶叶原浆袁每

三份为一组袁精准称定遥 分别加入不同体积的 80%乙

醇溶液渊10尧15尧20尧30尧40尧50 mL冤袁分别置于水温为 90

益的水浴锅中加热提取 30 min 渊每隔 10 min充分摇

匀冤袁将加热提取好的溶液置于离心机中 5 000 r/min离

心 5 min遥 考察料液比对鲜茶叶中茶多酚提取效果的

影响遥 由图 4可知袁料液比增加的同时袁茶多酚的提取

效果呈上升趋势袁其中从 1颐10到 1颐30时增长较快袁而

1颐30到 1颐50进入平缓期遥这可能是溶剂的增加有利于

降低浓度袁促进茶多酚的扩散袁增强了提取效果遥 因此

料液比为 1颐30~1颐50为宜遥

图 4 料液比对茶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material-liquid ratio on extraction rate of tea polyphenols

3.1.5 提取次数的影响

取茶叶原浆袁摇匀袁称取 9份 1 g的茶叶原浆袁每

三份为一组袁精准称定遥 分别加入 20 mL袁80%乙醇溶

液袁置于水温为 90 益的水浴锅中加热提取 30 min袁分

别提取 1尧2尧3次渊每隔 10 min充分摇匀冤袁将加热提取

好的溶液置于离心机中 5 000 r/min离心 5 min袁 多次

提取的试验组将每次离心得到的上清液混合袁得最终

上清液渊多次提取需将清液倒出袁用茶样残渣进行同

等条件的重复提取冤遥 考察提取次数对鲜茶叶中茶多

酚提取效果的影响遥结果见图 5袁提取次数的增加茶多

酚提取少量提升袁因此提取 1~3次为宜遥

图 5 提取次数对茶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extraction times on extraction rate of tea polyphen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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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鲜茶叶茶多酚提取工艺响应面优化分析

响应面试验共有 29个试验点袁对表 2中的数据依

据响应面分析方法袁进行回归拟合袁得到回归方程为院

Y =59.075 17+2.370 00A +0.712 50B-9.375 00C+

3.377 50D-8.812 50AD+17.560 00BC 渊2冤

式中院Y 为茶多酚提取率袁A 为乙醇体积分数袁B

为提取时间袁C为提取次数袁D为料液比遥

从多项式系数可以看出袁影响秋茶鲜叶中茶多酚

提取率因素排序为院D>A>B>C遥

表 2 Box-Behnken试验设计与结果

Tab.2 Box-behnken design and results

从方差分析分析表 3可看出袁 回归模型 P<0.01袁

失拟项 P>0.05袁 表明该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袁误

差较小袁 可用于对秋茶鲜叶中茶多酚提取率进行预

测遥 表中仅 C项和 BC项因子对茶多酚提取有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渊P<0.01冤袁其中 C为负显著袁其余各因

素对茶多酚提取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响应面分析法图是特定响应值与对应因素构成

的一个三维空间袁直观地反应出各因素对响应值的影

响袁可以分析出他们的相互作用遥

表 3 方差分析结果

Tab.3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图 6 响应曲面图

Fig.6 Response surface

由图 6可知院料液比的增加袁茶多酚的提取效果

提升明显曰乙醇体积分数的提高袁茶多酚的提取效果

提升明显曰随取次数的增加茶多酚的提取效果下降比

较明显曰提取时间的增加袁茶多酚的提取效率随之下

降袁响应值变化较小遥

3.3 验证试验

经过 Design-Expert软件分析袁 可以得出鲜茶叶

中茶多酚提取的最佳条件为料液比 1颐50尧提取时间为

30 min尧乙醇体积分数为 80%尧提取次数为 1次袁在此

条件下袁茶多酚的提取率可达到 95.12%遥 按照此参数

进行验证试验袁结果茶多酚的提取率达到 94.85%袁含

量为 158.40 mg/g遥与理论的预测值 95.12%袁相对误差

仅为 0.27%遥 说明此预测模型可信度较高遥

回归模型 2 809.13 6 468.19 4.26 0.005 4

A 67.40 1 67.40 0.61 0.442 0

B 6.09 1 6.09 0.055 0.816 1

C 1 054.69 1 1 054.69 9.59 0.005 3

D 136.89 1 136.89 1.24 0.276 6

AD 310.64 1 310.64 2.83 0.106 9

BC 1 233.41 1 1 233.41 11.22 0.002 9

残差 2 419.05 22 109.96

失拟项 2158.17 18 119.90 1.84 0.294 4

净误差 260.87 4 65.22

总和 5 228.17 28

1 0 0 -1 -1 62.02

2 1 0 0 -1 59.62

3 0 -1 1 0 31.84

4 1 -1 0 0 61.65

5 0 0 0 0 40.34

6 0 0 1 1 50.30

7 -1 1 0 0 50.16

8 0 -1 -1 0 98.53

9 0 0 0 0 58.31

10 1 1 0 0 63.03

11 -1 0 0 1 93.75

12 0 1 -1 0 68.38

13 0 1 1 0 71.93

14 0 1 0 -1 55.29

15 1 0 1 0 52.30

16 0 0 0 0 58.31

17 -1 0 1 0 45.56

18 0 0 0 0 58.65

19 -1 -1 0 0 51.20

20 -1 0 0 -1 47.44

21 1 0 0 1 70.68

22 -1 0 -1 0 60.25

23 0 0 -1 1 64.43

24 0 -1 0 1 50.73

25 0 0 0 0 58.31

26 0 0 1 -1 58.70

27 0 1 0 1 47.83

28 1 0 -1 0 69.52

29 0 -1 0 -1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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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of Tea Polyphenols from Fresh Leaves of Autumn Tea Trees

LI Shaohua 1, HAN Jinbin 2, CHEN Rongbing 2*, WANG Feiquan 2,

FENG Hua 2, LANG Yan 1

(1.School of Tourism, Wuyi University袁Wuyishan, Fujian 354300,China曰

2.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袁Wuyishan, Fujian 354300,China冤

Abstract: It's to optimize the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of extracting tea polyphenols from fresh leaves of tea trees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the material-liquid ratio, extraction time, ethanol concentration, and extraction times

were selected as the examination factors, and the multiple extraction surface method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extraction process of tea

polyphenols. The best extraction process: material -liquid ratio 1 颐50, extraction time 30min, ethanol concentration 80% , extraction

frequency 1 time. The extraction rate of tea polyphenols obtained by this extraction process is 94.85%, and the content is 158.40mg / g.

The predicted value of the equation obtained by fitting with the response surface is 95.12% in good agreement.

Key words: tea polyphenols; solvent extraction method; autumn tea; fresh leaves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extraction process

渊责任编辑院叶丽娜冤

4 结论

在单因素实验基础上袁选择料液比尧提取时间尧乙

醇浓度尧提取次数为考察因素袁采用多重响应面法优

化茶多酚的提取工艺条件遥 结果表明袁 采用 Box-

Behnken 法建立鲜茶叶中茶多酚提取工艺模型得率

高袁并能很好的预测试验结果遥 以茶树修剪枝作为提

取原料袁深入开展茶多酚提取分离及其生物活性的研

究,开发出能防治肿瘤尧心血管疾病等具有医疗保健作

用的药品尧食品不仅经济效益相当可观袁同时也能为

保障人民健康做出巨大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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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山竹子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ex Benth.

Kham p.)又名山枯木尧山橘子尧竹枯木尧山枇杷等[1]袁为

藤黄科山竹子属的常绿小乔木或灌木遥多花山竹子的

浆果为黄绿色近球形袁果实可食部分占 29%~45%袁其

中含可溶性固形物 16.8%尧 柠檬酸 0.63%尧 维生素

C12 mg袁内含黄色胶质袁略带涩味口感酸甜曰种子中含

油 51.22%袁 可用于提炼制作肥皂和机械润滑油及生

物柴油曰根尧果皮及树皮可提炼栲胶袁亦可入药袁具消

肿收敛尧止痛之功效[2]遥 多花山竹子叶对生袁叶色翠绿

富有光泽袁枝叶浓密树体呈圆柱形袁树姿外观紧凑优

美袁可作为林下药用植物种植和园林绿化中的优良乡

土观赏树种栽培加以应用袁 其利用开发市场前景看

好遥

据文献检索袁目前有关多花山竹子的研究大多集

中其化学成分及药用价值尧油料及经济价值尧园林中

的应用尧种源选择与评价尧种子萌发与幼苗生长分析

等方面[3]的探讨研究遥 崔笛等的多花山竹子茎叶中 1

个新的缩酚酸环醚化合物[4]尧杨嵘的多花山竹子在三

明园林绿化中的应用[5]尧李肇锋等的多花山竹子地理

种源初步评价与早期选择[6]尧郑小春等的多花山竹子

的播种育苗[7]尧李肇锋等的多花山竹子扦插繁殖技术

研究[8]尧瞿学昌等的乡土树种多花山竹子育苗技术[9]尧

王英强等的多花山竹子种子萌发及其幼苗生长分析[10]遥

而有关其定向栽培方面研究未见报道遥 为此袁本试验

于 2016年育苗袁2017年进行林下栽培试验袁 现对其

5 a生的幼树生长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袁 旨在分析总

结人工栽植技术和经验袁为多花山竹子开发和种植推

广提供有益参考遥

不同生境因子对多花山竹子生长的影响

李肇锋 1袁 余荣卓 1袁 邱群 2袁 黄华明 1袁 周俊新 1

渊1.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袁 福建 延平 353000曰 2.福建省洋口国有林场袁 福建 顺昌 353200冤

摘 要院为探讨多花山竹子林下栽培种植技术袁选择 1 a生多花山竹子优良容器培育实生苗袁在福建省洋口国有

林场市郊试验站龙船山樟树林下开展不同坡位和光照强度渊郁闭度冤两个生境因子造林对比试验袁并在造林 4 a后对多

花山竹子的生长性状进行调查分析遥结果表明院不同坡位对各生长性状的影响的差异极具统计学意义袁在树高尧地径和侧

枝量性状上表现为下坡位>中坡位>上坡位袁生长性状间的影响表现为地径>侧枝>树高袁而对其成活率的影响不明显曰不

同光照强度(郁闭度)对其树高尧地径和侧枝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袁影响表现为 6 700~8 200 lx渊中冤渊郁闭度约 0.7冤>7

800~8 500 lx渊郁闭度约 0.5冤渊强冤>5 500~6 500 lx渊弱冤渊郁闭度约 0.9冤袁而对其成活率的影响差异极具统计学意义袁其最高

与最低分别为 96.7%尧85.2%袁相差 11.5个百分点遥因此袁在林下套种多花山竹子时袁应选择郁闭度在 0.7左右立地条件较

好的中下坡位袁才能取得理想的栽培种植效果遥

关键词院多花山竹子曰生长现状曰地位曰光照强度曰林下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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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福建省洋口国有林场市郊试验站龙

船山渊112 林班 13大班 1尧2 小班冤的 20 世纪 50要60

年代人工种植樟树纯林中袁 林分郁闭度为 0.5耀0.9曰其

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毅53'尧北纬 26毅25'袁属武夷山脉南

坡东伸支脉丘陵地带袁海拔 120耀200 m曰属中亚热带

海洋季风气候[11]袁年均气温 19.4益袁年均日照时间 1 880 h袁

年降水量 1 669 mm袁无霜期 268 d曰土壤类型为山地

红壤袁腐殖质层厚度[12]为 10 cm袁土壤厚度为 50 cm以

上袁pH值 5.2曰试验林位于同一山坡袁坡向为东南袁坡

度 20毅耀25毅袁立地质量等级介于域耀芋类地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采用多花山竹子 1 a生容器培育实生苗袁 平均苗

高 21.6 cm袁平均地径 0.25 cm袁顶芽饱满尧生长健壮尧

无病虫害[13]遥

2.2 试验设计

根据野生多花山竹子在天然林中居第二尧 三层袁

属较耐荫的生态学特性袁 在人工樟树成熟林分中袁对

不同坡位和光照强度渊通过利用林分中自然稀疏导致

郁闭度不同冤两个生境因子袁采用简单对比法开展林

下种植设计袁造林方式依坡位分上尧中尧下重复试验袁

林下造林面积 1.2 hm2遥 2016年冬末清除林下杂草尧沿

等高线开挖明穴回表土袁 植穴规格为 40 cm伊40 cm伊

30 cm渊长伊宽伊深冤袁株行距 1 m伊1 m袁造林密度 10 000

株/hm2袁施基肥回表土袁每穴 0.5 kg 复合肥袁造林时间

2017年 3月袁造林方式为植苗遥

2.3 试验期抚育管理

试验期间袁 每年分别在 5月和 10月进行 2次人

工松土锄草抚育管理曰2018尧2020每年 5月结合人工

锄草抚育进行 1次施肥袁在距根基部 20 cm处左侧开

施肥沟袁沟长 20 cm尧宽度 10 cm尧深度 10 cm袁施用有

机无机复合肥 0.5 kg 辕株袁将肥料均匀撒在沟内袁覆土

10 cm盖实遥

2.4 数据调查及统计处理

2021年 5月袁对不同坡位和光照强度(郁闭度)营

造的试验林按同一等高线设立标准行袁同一坡位和光

照强度分上尧中尧下各设置一个标准行袁采用游标卡尺

和钢卷尺按每木检尺调查法开展调查袁 标准行株数

30耀40株袁调查其树高(m)尧地径(cm)尧侧枝数渊枝冤等反

映生长性状指标袁用加权法[14]计算各处理小区的平均

树高尧平均地径尧平均侧枝数遥 成活率按各重复的现保

存株数统计测算遥试验数据采用 dpsv9.50版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和检验[15]袁具体见表 1~4遥

表 1 不同坡位多花山竹子生长量指标及多重比较

Tab. 1 Growth index and multiple comparison of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 in different slope positions

注院应用 LSD 法对不同生境各处理指标进行多重比较袁同

一列中的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臆0援05冤曰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达到极具统计学意义渊P臆0.01冤袁相

同字母表示无显著或无极显著差异(下同)遥

表 2 不同光照强度渊郁闭度冤多花山竹子

生长量指标及多重比较

Tab.2 Growth index and multiple comparison of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 under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y (canopy density)

下坡位 1.601aA 1.726aA 7.241aA 96.1aA

中坡位 1.501bB 1.721aA 7.061aA 95.4bB

上坡位 1.376cC 1.318dD 5.643cC 96.3aA

7 800~8 500渊强冤

渊郁闭度约 0.5冤
1.556bB 1.672bB 6.500bB 85.2cC

6 700~8 200渊中冤

渊郁闭度约 0.7冤
1.633aA 1.785aA 7.350aA 96.7aA

5 500~6 500渊弱冤

渊郁闭度约 0.8冤
1.389cC 1.551cC 6.263bB 91.3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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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猿 不同坡位多花山竹子生长量的

方差分析及显著性检验

Tab.3 Variance analysis and significance test of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爷 growth index at different slope positions

注院元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曰元元 表示差异极具有统

计学意义(下同)遥

表 4 不同光照强度渊郁闭度冤多花山竹子生长量的

方差分析及显著性检验

Tab.4 Variance analysis and significance test of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爷 growth index

under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y (canopy density)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坡位多花山竹子生长状况分析

从表 1尧表 3分析可以得出袁不同坡位对各生长性

状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遥 在树高性状上院上中下坡位

的平均树高分别为 1.376尧1.501尧1.601 m袁以下坡位生

长最好尧中坡位生长次之尧上坡位最小袁下坡位和中坡

位的平均树高分别是下坡位的 1.16倍尧1.09倍曰 在地

径性状上院上中下坡位的平均地径分别为 1.318尧1.721尧

1.726 cm袁以下坡位生长量最大尧中坡位次之尧上坡位

最小袁 下坡位和中坡位的平均地径分别是上坡位的

1.31倍尧1.30倍曰在侧枝性状上院上中下坡位的平均侧

枝数量分别为 6.263尧7.061尧7.241枝袁以下坡位萌枝数

量最大尧中坡位次之尧上坡位最小袁下坡位和中坡位的

平均侧枝量分别是上坡位的 1.16倍尧1.13倍曰 不同坡

位对各生长性状的影响表现显著差异袁其影响程度表

现为下坡位>中坡>上坡袁而不同生长性状间差异程度

表现为地径>侧枝>树高遥 在平均成活率上院上中下坡

位的平均成活率分别为 96.3%尧95.4%尧96.1%袁其影响

表现则差别不大遥 说明多花山竹子在立地条件较为一

致的情况下袁树高尧地径尧侧枝数等生长性状与坡位存

在不同的明显差异袁这可能与不同坡位的土层厚度和

表层腐质含量对其生长的影响有关曰同坡向不同坡位

对其成活率的影响程度较小遥

3.2 不同光照强度渊郁闭度冤多花山竹子生长状况分析

从表 2尧表 4分析可以得出院不同光照强度渊郁闭

度冤对各生长性状的影响也存在不同差异遥 在光照强

度 5 500~8 500 lx渊郁闭度约 0.5~0.9冤范围内袁在树高

性状上袁其平均树高最大和最小分别为 1.633尧1.389 m袁相

差 1.18倍曰在地径性状上袁其平均地径最大和最小分

别为 1.785尧1.551 cm袁相差 1.15 倍曰在萌发侧枝数量

上袁其平均侧枝量最大和最小分别为 7.350尧6.263枝袁

相差 1.17倍曰不同光照强度渊郁闭度冤对其树高尧地径

和侧枝量的影响表现出显著差异袁其影响顺序均表现

为 6 700~8 200 lx 渊中冤渊郁闭度约0 . 7 冤 >7 800 ~

树高

组间 0.162 2 0.081 11.986* 0.000 1

组内 0.024 12 0.002

总计 0.185 14

地径

组间 0.493 2 0.246 17.511* 0.000 1

组内 0.043 12 0.004

总计 0.535 14

侧枝

组间 10.533 2 5.267 12.874* 0.000 1

组内 9.200 12 0.767

总计 19.733 14

成活率

组间 0.033 2 0.015 1.733 0.000 1

组内 0.021 12 0.006

总计 0.054 14

树高

组间 0.177 2 0.088 12.287* 0.000 1

组内 0.464 12 0.039

总计 0.640 14

地径

组间 0.084 2 0.042 11.125* 0.000 1

组内 0.045 12 0.004

总计 0.130 14

侧枝

组间 4.133 2 2.067 11.879* 0.000 1

组内 13.200 12 1.100

总计 17.333 14

成活率

组间 0.042 2 0.047 32.435** 0.000 1

组内 0.029 12 0.022

总计 0.7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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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00 lx渊强冤渊郁闭度约 0.5冤>5 500~6 500 Lux渊弱冤

渊郁闭度约 0.9冤遥而在成活率上院其平均成活率最大与

最小分别为 96.7%尧85.2%袁相差 11.5个百分点袁不同

光照强度渊郁闭度冤对其平均成活的影响表现出极显

著差异袁其影响顺序表现为 6 700~8 200 lx渊中冤渊郁闭

度约 0.7冤>5 500~6 500 lx渊弱冤渊郁闭度约 0.9冤>7 800~

8 500 lx渊强冤渊郁闭度约 0.5冤遥 可见在相同(相近)立地

条件下袁多花山竹子的树高尧地径尧树干萌发侧枝量等

生长性状指标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和郁闭度的降低

表现出生长逐渐减弱袁这由于多花山竹子的耐荫性特

性袁导致了其对光照强度渊郁闭度高光照弱尧郁闭度低

光照强冤反应比较敏感袁特别是幼林期阶段表现更加

明显遥结果说明袁根据多花山竹子对光照强度渊郁闭度

高低冤反应的敏感性袁光照强度是影响其正常生长的

重要环境因子袁在光照强度在 6 700~8 200 lx渊郁闭

长约 0.7冤左右生长最好袁当光照强度达到 7 800~

8 500 lx渊郁闭长约 0.5冤时袁其生长就会受到比较大的

影响袁当光照强度大于 8 500 lx渊郁闭度约 0.5 以下冤

的区域袁不适合多花山竹子的种植遥

4 结论与讨论

植物的生长环境是决定其生长好坏的主要因子袁

各生长性状指标直接反映其与生长环境的适应性[16]遥

通过对多花山竹子人工林下种植试验调查分析袁结果

表明不同坡位对各生长性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遥

在树高尧 地径生长量和侧枝量的影响均在一倍以上袁

以下坡位生长最好袁中坡位次之袁上坡位生长最差曰不

同生长性状间影响程度表现为地径>侧枝>树高曰不同

坡位的造林成活率均在 95%以上袁差异不大遥 说明多

花山竹子适应性较强袁但在林下种植对立地条件要较

高遥因此袁多花山竹子适宜在立地条件质量较好的玉耀

域类地林下推广种植袁特别是选择中下坡位种植果效

果会更好遥

植物需要在一定的光照条件下才能完成其正常的

生长发育袁但不同植物对光照强度的适应范围各异[16]遥

调查分析结果表明院不同光照强度渊郁闭度冤对多花山

竹子各生长性状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袁在光照强度

5 500~8 500 lx渊郁闭度 0.5~0.9冤范围内袁其树高尧地径

生长量和侧枝萌发量的差异均达一倍以上袁 同时光照

强度渊郁闭度冤对成活率的影响也达极显著袁在光照强

度较大时袁造林成活率明显下降遥说明多花山竹子属较

耐阴的树种袁光照强度渊郁闭度冤是影响其正常生长的

重要生境因子袁 所以在林下套种多花山竹子的最佳郁

闭度为 0.7左右袁当郁闭度低 0.5时不适宜套种遥 随着

林下种植经济发展和城镇乡村绿化兴起袁 把多花山竹

子作为药用植物和园林绿化中的优良乡土观赏树种在

林下推广培育种植时袁 应根据其对光照强度的适应要

求袁可采取疏伐或间伐等措施袁调控郁闭度以营造其最

适生长光照条件袁才能取得理想的林下套种效果遥

采用 5 a生多花山竹子林下造林的幼树生长性状

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袁 随着其生长时间的推移袁相

关的试验结果可能也会发生变化遥 所以林下套种多花

山竹子的后续生长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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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Habitat Factors on the Growth of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

LI Zhaofeng1袁 YU Rongzhuo1袁 QIU Qun2袁 HUANG Huaming1袁 ZHOU Junxin1

(1. 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Yanping ,Fujian 353000,China;

2. Fujian Yangkou State-Owned Forest Farm, Shunchang, Fujian 3532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 a contrast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bying

choosing annual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 to cultivate seedlings in fine containers under two habitat factors including different slope po鄄

sitions and light intensity (canopy density) in Camphor tree forests in Longchuan Mountain, an experimental station, locating on the out鄄

skirts of Fujian Yangkou State-owned Forest Farm, and a research analyzing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 after

4-year afforestation was launch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slope positions had obvious effects on various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lope positions on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ree height, ground diameter

and the amount of lateral branches was in the order of lower slope>middle slope>upper slope; The influence among various growth charac鄄

teristics was in the order of ground diameter>the amount of lateral branches>tree height, whil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lope positions on

the survival rate of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 was not obvious.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y (canopy density) on the growth of tree

height, ground diameter and the amount of lateral branches was in the order of 6 700 to 8 200 lx (medium) (canopy density was about 0.7)

> 7 800 to 8 500 lx (canopy density was about 0.5) (strong) > 5 500 to 6 500 lx (weak) (canopy density was about 0.9). While the light in鄄

tensity has very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survival rate of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 with 96.7% (the highest) and 85.2%(the lowest) re鄄

spectively, the gap was 11.5 percentage points.Therefore, when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s is interplanted in the forest, the middle and

lower slope position with better site conditions (canopy density was about 0.7)should be selected to obtain the ideal cultiv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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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颗粒是构成土壤固相骨架的基本单位袁对土

壤养分及理化性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遥 土壤粒径

分布渊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袁PSD冤可以用来表述土

壤颗粒的组成状况袁是衡量土壤质量和物理性质指标

之一[2]袁它不仅可以反映土壤风化过程及土壤侵蚀程

度[3]袁还可以影响土壤的水分尧肥力状况尧结构特征以

及植物的生长[4]遥 土地利用方式变化会引起土壤养分

和团粒结构特性发生改变[5]袁研究不同土地利用方式

土壤粒径分布特征袁对认识土壤侵蚀与土壤结构特征

变化具有重要意义遥

由于土壤颗粒形状不一袁分布不规则袁传统的质

地分类描述方法难以表征土壤颗粒分布[2]遥 分形理论

的提出及其在土壤物理学中的应用为土壤结构的非

均匀特征研究提供新方法[3]遥 分形维数可以表征土壤

粒径分布的差异和自相似性袁并反映其粒径大小和分

布的均匀程度[6]袁一般来讲袁分形维数越大袁土壤中粘

粉粒含量越高袁质地越不均匀[7]遥吴承祯等利用分形模

型对不同经营模式土壤团粒特征进行分析袁研究表明

分形维数可以作为反映土壤肥力特征的潜在指标[8]遥

赵文智等分别研究了不同地区土地沙质荒漠化的分

形特征袁 结果表明分形维数与各粒径颗粒的含量尧土

壤有机质和指示植物在群落中的重要值均显著相关袁

提出了分形维数可以表征土地沙质荒漠化的程度[9]遥

陈婧等利用分形维数对宁夏固原退化草地封育及条播

种植柠条的土壤粒径分布进行分析袁 研究表明不同土

地利用方式会对土壤结构稳定性产生影响[5]遥陈宇轩等

对沙地樟子松人工林的土壤粒径分布进行分析袁土壤

分形维数特征显示土壤颗粒分布与林龄存在着正相

关关系[10]遥因此袁利用分形模型研究土壤粒径分布对于

理解不同地区的生态格局以及评价土壤质量有着重

要意义遥

国家公园作为一种自然保护地袁是具有多样化的

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资本遥 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环境

武夷山国家公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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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袁植被类型多样袁地貌复杂袁野生动物和水生生物

资源丰富袁 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之一遥

该园区内保存有较完整的生态结构和生态过程袁在水

土保持尧涵养水源尧调节气候等生态效益方面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遥 土壤粒径分布特征对植被的生长发育以

及园区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遥 武夷山国家公

园植被覆盖率高袁林地面积 956.35 km2袁占土地总面积

的 95.50%袁茶叶产业是该地区重要的经济来源袁茶园

面积 14.8 km2遥运用分形理论袁研究武夷山国家公园茶

园和林地 2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粒径分布特

征袁探究这 2种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粒径及分形维数的

变化规律袁以期为武夷山国家公园土壤资源的保护利

用提供参考遥

1 研究区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武夷山脉的北部袁地理坐标

为东经 117毅24忆13义~117毅59忆19义袁 北纬 27毅31忆20义~27毅

55忆49义袁总面积 1 001.41 km2遥 武夷山国家公园属中亚

热带季风气候型袁具有气候垂直变化显著尧温暖湿润尧

四季分明尧降水丰富等特点袁年均气温 17耀19 益袁年均

降水量 1 684耀1 780 mm袁年均相对湿度为 78%遥 武夷

山国家公园是现存最典型尧面积最大尧保存最完整的

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袁 分布有 200 km2未受

到人为破坏的原生性森林植被袁是我国亚热带东部地

区森林植被保存最完好的区域遥

1.2 样品采集与分析

根据实地考察和研究任务的需要袁样地选取林地尧

茶园 2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袁从中筛选出 22个典型样

地作为采样点袁记录采样点的行政位置尧经纬度尧海拔

及周边的环境特征等信息袁 其位置及地貌植被情况见

表 1遥 2021年 4月袁用五点采样法采集地表 0~10 cm土

壤袁混合后装入自封袋袁低温保存带回实验室袁待自然

风干袁剔除样品中的砾石尧枯木尧杂草等杂质袁研磨袁过

20目尼龙筛后进行相关指数测定遥含水率采用烘干法

测定曰 容重采用环刀法测量曰 土壤粒径使用 Better鄄

size2600E型激光粒度分布仪进行测量袁 粒度分析的

粒径范围院0.02~1 000 滋m遥

表 1 采样点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sampling points

1.3 分形维数计算

采用美国制土壤粒级标准进行土壤粒径分级[11]袁

具体分级见表 2遥

表 2 土壤粒径分级

Tab. 2 Soil particle size classification 滋m

采用杨培岭等提出的土壤分形模型计算土壤颗

粒分形维数 D[12]遥 即院

(
d軈i

d軈max

)
3-D

=
W渊啄<d軈i冤

W 0

渊1冤

式中院D为土壤粒径分形维数袁啄为码尺袁W 0为土

壤各粒级质量的总和袁W 为土壤粒径小于 di的累积质

量袁di为两相邻筛分级间粒径的平均值袁dmax为最大粒

级土粒的平均直径遥 以 lg 渊
d軈

d軈max

冤为横坐标袁lg 渊
W渊啄<d軈i冤

W0

冤

为纵坐标作图袁 得到线性回归拟合方程袁3-D为拟合

01 坜屯 茶园 117.981 8 27.711 9 200 平坡

02 黄龙洲 茶园 117.912 1 27.651 2 223 山坡

03 曹墩茶村 茶园 117.856 8 27.645 9 211 平坡

04 红星村 茶园 117.824 5 27.660 7 247 平坡

05 皮坑 茶园 117.757 8 27.677 5 390 山坡

06 庙湾村 茶园 117.688 4 27.773 1 867 陡坡

07 张星村 茶园 117.705 6 27.802 9 1034 陡坡

08 星村 茶园 117.835 2 27.642 5 224 平坡

09 燕子窠 茶园 117.921 7 27.662 6 216 平坡

10 黄村 茶园 117.890 5 27.651 7 205 平坡

11 曹墩茶村 茶园 117.847 8 27.643 5 233 平坡

12 官庄 茶园 117.954 3 27.710 0 223 平坡

13 黄龙洲 林地 117.911 6 27.652 3 253 山坡

14 红星村 林地 117.825 9 27.662 3 286 山坡

15 红星村 林地 117.805 2 27.676 6 263 山坡

16 百叶坪 林地 117.786 8 27.670 3 302 山坡

17 皮坑 林地 117.758 1 27.677 5 386 山坡

18 桐木村 林地 117.731 6 27.704 9 490 山坡

19 桐木村 林地 117.731 2 27.705 1 503 山坡

20 桐木村 林地 117.677 6 27.748 3 720 山坡

21 庙湾村 林地 117.688 5 27.772 5 889 陡坡

22 张星村 林地 117.706 1 27.802 8 1032 陡坡

<2 2耀50 50耀100 100耀250 250耀500 500耀1 000 50耀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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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线斜率袁即可算出分形维数 D值遥

1.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07和 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

计和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颗粒分布规律

由表 3可知袁整体上袁武夷山国家公园土壤含水率

在 11.92%耀48.86%之间袁 土壤容重在 0.84耀1.68 g/cm3

之间袁 土壤颗粒组成主要以粉粒为主袁 质量分数为

19.63%耀75.49%袁砂粒总质量分数为 21.88%耀74.23%袁

其中极细砂>粗砂>中砂>细砂袁 粘粒质量分数为

1.05%耀8.90%遥 2种土地利用类型土壤颗粒组成存在

着一定差异袁茶园土壤粘粒尧粉粒尧砂粒平均质量分数

分别为 3.11% 袁57.07%和 39.92%袁 主要以粉粒为主袁

粘粒质量分数最少遥 其砂粒的分布规律为极细砂>中

砂>细砂>粗砂遥林地土壤粘粒尧粉粒尧砂粒平均质量分

数分别为 2.86% 袁44.50%和 47.86%袁粉粒和砂粒平均

质量分数差别较小袁砂粒略占优势袁砂粒的分布规律

为粗砂>极细砂>中砂>细砂遥与茶园土壤相比袁林地土

壤粉粒质量分数降低了 22.02%袁 砂粒质量分数提高

了 19.89%遥

茶园

平均值 3.11 57.07 12.93 9.30 9.42 8.26 39.92 32.54 1.23

最小值 1.06 36.93 8.57 1.42 2.49 1.70 21.88 16.78 0.84

最大值 8.90 75.49 19.44 15.71 17.17 21.07 59.29 68.86 1.54

标准差 1.99 17.60 4.57 2.47 8.11 10.63 15.30 16.12 0.23

CV 64.02 30.85 35.30 26.53 86.10 128.66 38.33 49.54 18.80

林地

平均值 2.86 44.50 13.44 5.62 11.74 17.06 47.86 21.31 1.31

最小值 1.05 19.63 8.86 1.97 2.99 2.01 22.96 11.92 0.91

最大值 8.44 74.27 23.54 11.26 26.33 31.58 71.23 34.59 1.68

标准差 1.99 17.60 4.57 2.47 8.11 10.63 15.30 7.81 0.29

CV 69.58 39.56 33.97 43.96 69.10 62.29 31.97 36.64 22.25

整体

平均值 3.00 51.36 13.16 7.63 10.48 12.26 43.53 25.62 1.27

最小值 1.05 19.63 8.57 1.42 2.49 1.70 21.88 11.92 0.84

最大值 8.90 75.49 23.54 15.71 26.33 31.58 71.23 48.86 1.68

标准差 2.01 15.45 4.03 3.77 6.27 9.27 13.85 9.70 0.26

CV 67.14 30.09 30.64 49.41 59.83 75.65 31.83 37.86 20.82

表 3 土壤颗粒粒径分布

Tab. 3 Soil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2.2 土壤粒径分形特征

由图 1可知袁整体上袁研究区的土样的分形维数

值分布范围在 2.493耀2.942之间袁平均值为 2.799遥 茶

园土样的分形维数值分布范围在 2.572耀2.942 之间袁

平均值为 2.845袁相比之下袁林地土样的分形维数值更

小一些袁 分布范围在 2.493耀2.940 之间袁 平均值为

2.744遥 计算分形维数的线性拟合方程的 R2范围为

0.786耀0.997遥

图 1 茶园和林地土壤粒径分形维数

Fig.1 Fractal dimension of soil particle size in tea garden and wood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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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壤基本性质指标间相关关系

由表 4可知袁含水率尧容重尧分形维数以及土壤各

粒径质量分数间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遥 其中院分形维

数与土壤粘粒质量分数尧 含水率均在 P<0.05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袁相关系数分别为 0.425和 0.436袁与土壤

粉粒质量分数在 P<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袁 相关系

数为 0.964袁与土壤砂粒含量在 P<0.05水平上显著负

相关袁相关系数为 0.939袁分形维数与土壤粉粒质量分

数相关性最大遥 含水率与土壤极细砂质量分数分别在

P<0.01水平上表现出显著正相关袁相关系数为 0.646袁

与土壤粉粒质量分数成正相关袁 但没达到显著水平袁

与土壤粗砂质量分数在 P<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袁

相关系数为 0.543遥 土壤容重与土壤极细砂尧含水率均

在 P<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袁相关系数分别为 0.643

和 0.830遥 土壤粉粒质量分数与土壤中砂尧粗砂在 P<

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遥

粘粒 1

粉粒 0.391 1

极细砂 -0.388 0.157 1

细砂 -0.339 -0.154 -0.045 1

中砂 -0.191 -0.746** -0.519* 0.203 1

粗砂 -0.304 -0.949** -0.293 -0.044 0.681** 1

砂粒总量 -0.495* -0.969** -0.152 0.322 0.812** 0.880** 1

含水率 -0.250 0.419 0.646** 0.073 -0.370 -0.543** -0.322 1

容 重 0.257 -0.237 -0.643** 0.206 0.246 0.303 0.184 -0.830** 1

分形维数 0.425* 0.964** 0.259 -0.118 -0.758** -0.955** -0.939** 0.436* -0.222

表 4 土壤基本性质指标间的相关关系

Tab.4 Correlation between basic property indicators of soil

注院**表示在 P=0.01水平上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曰*表示在 P=0.05 水平上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3 讨 论

武夷山国家公园表层土壤粉粒含量较高袁其次是

砂粒袁粘粒含量较低遥 武夷山年降水量大袁山体陡峭袁

但园区地表植被覆盖度高袁从而减轻了水力对土壤的

磨蚀作用袁 同时也有效阻拦了地表径流的输沙作用袁

使细粒物质遇阻沉降堆积遥 茶园和林地表层土颗粒组

成存在一定差异袁茶园土壤主要以粉粒为主袁林地土

壤粉粒和砂粒平均含量相当袁砂粒略占优势遥 其原因

可能与植被分布尧 海拔高度和人为干扰等因素有关遥

贺燕[13]和温绣娟[14]发现土壤砂粒含量随着海拔的升高

而增大遥 刘均阳等[15]和 Roering等[16]研究表明植被种

类尧植被密度和树龄等因素对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的

影响有很大的差异遥植物根系可以通过物理尧生物尧电

化学作用影响土壤团聚体形成和稳定[3]遥 在植物根系

的压缩和缠绕的作用下袁根际周围的土壤颗粒由小向

大转变袁并通过吸收土壤水分袁降低土壤含水量袁进一

步增加土壤的稳定性遥 茶园和林地 2种土地利用类型

在植被种类尧 植被密度和树龄等因素上有较大的差

异袁茶园海拔比林地低袁并且部分茶园为农田改造而

来袁地势平缓袁地表径流速度较缓慢袁小颗粒土壤易于

沉积下来袁使得茶园的粘粒和粉粒含量比林地高遥

计算分形维数的线性拟合方程的 R2 范围为

0.786耀0.997袁表明分形维数的线性拟合效果能较好的

反映土壤粒径分布特征遥 有研究表明袁质地粗的土壤

分形维数范围为 1.830耀2.640袁 质地细的土壤分形维

数范围为 2.600耀2.800[17]袁研究区茶园 D值处于 2.572耀

2.942之间袁林地 D值处于 2.493耀2.940之间袁表明茶

园和林地的土壤质地均偏细袁土壤结构良好遥 土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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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维数最小值分布在林地的 7号样地袁该样地多以小

灌木林为主袁植被分布较稀疏袁地表裸露袁山体坡度

大袁经雨水冲刷袁较小颗粒的土壤容易被冲走袁造成水

土流失遥

对本研究而言袁土壤粉粒含量与分形维数相关性

最大渊r=0.963袁P<0.01冤袁因此袁决定武夷山国家公园分

形维数的最关键因素为土壤粉粒含量的高低袁具体来

说袁土壤粉粒含量越高袁土壤质量分形维数越大遥 土壤

颗粒分布对土壤水分运动具有重意义咱18暂遥 一般来说袁

土壤细颗粒含量越高袁分形维数越大袁土壤水分和土

壤粒子的吸附力越强袁土壤持水性能就越好咱19暂遥 相关

性分析可知袁含水量与分形维数尧土壤粉粒含量和极细

砂含量具有正相关关系袁这与高传友等[20]袁黎建强等[18]

研究结果一致遥 但含水量与土壤粉粒含量的正相关未

达到显著水平袁 与极细砂含量的正相关达到显著水

平袁说明极细砂含量对研究区土壤含水率的影响较为

显著遥 土壤容重是反映土壤透气性尧保水能力尧透水性

能和土壤结构状况的基本物理属性[21]遥 土壤细颗粒含

量越高袁越有利于土壤形成良好的结构袁土地越稀松袁

土壤容重减小[22]曰反之袁土壤越紧实尧板结袁土壤容重越

大袁土壤退化越显著遥 与高传友等[20]研究结果一样袁土

壤容重与土壤分形维数负相关但未达到显著水平袁而

土壤极细砂含量和含水率对研究区土壤容重的影响

较为显著袁这可能与研究区环境因子的复杂性有关遥

4 结论

运用分形理论对武夷山国家公园茶园和林地土

壤粒径分布特征进行研究遥 研究区茶园土壤主要以粉

粒为主袁林地土壤粉粒和砂粒平均含量相当袁砂粒略

占优势遥 茶园土壤分形维数比林地的高袁土壤均匀性

更高袁但两者土壤质地均偏细袁土壤结构较良好遥 对比

分形维数与土壤各粒径含量相关性程度袁土壤粉粒含

量是土壤粒径非均匀分布及分形维数值变化的主要

因素遥 粉粒含量可作为武夷山国家公园水土保持或生

态修复效果的衡量指标遥

参考文献:

[1] 童春元袁李钢铁袁卢立娜袁等. 杨树低效林下土壤粒径分布

与分形特征[J]. 水上保持通报袁2019袁39(5):308-315.

[2] 陈红霞袁包翔袁刘果厚袁等.荒漠草原药用植物生境土壤养分

与土壤粒径分析[J].北方农业学报袁2020袁48(6):62-67.

[3] 安克俭袁魏霞袁赵恒策袁等. 长江源区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

土壤粒径分布特征[J]. 应用生态学报袁2021袁32(2):433-440.

[4] 冯瑞袁郭月峰袁张霞袁等.敖汉旗两种主要土壤类型的土壤机

械组成[J].农业工程袁2017袁7(6):100-103.

[5] 陈婧袁王誉陶袁张娟袁等.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不同土地利用方

式下土壤结构特征[J].农业科学研究袁2019袁40(3):28-31.

[6] 孙哲袁王一博袁刘国华袁等. 基于多重分形理论的多年冻土

区高寒草甸退化过程中土壤粒径分析[J]. 冰川冻土,2015,37

(4):980-990.

[7] 管孝艳袁杨培岭袁任树梅袁等. 基于多重分形理论的壤土粒

径分布非均匀性分析[J].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袁2009,17

(2):196-205.

[8] 吴承祯袁洪伟.不同经营模式土壤团粒结构的分形特征研究

[J].土壤学报袁1999袁36(2):162-166.

[9] 赵文智袁刘志民袁程国栋袁等.土地沙质荒漠化过程的土壤分

形特征[J].土壤学报袁2020袁39(6):877-881.

[10] 陈宇轩袁张飞岳袁高广磊袁等. 科尔沁沙地樟子松人工林土

壤粒径分布特征[J].干旱区地理袁2020袁43(4):1051-1058.

[11] 黄昌勇袁徐建明.土壤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袁2010:

108-109.

[12] 杨培岭袁罗远培袁石元春.用粒径的重量分布表征的土壤分

形特征[J].科学通报袁1993袁38(20):1896-1899.

[13] 贺燕.祁连山区中西部土壤质量及侵蚀特征研究[D].兰州院

兰州大学袁2020.

[14] 温绣娟.武夷山土壤粒径分布特征及其可蚀性研究[J].太

原师范学院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2013袁12(3):130-134.

[15] 刘均阳袁周正朝袁苏雪萌.植物根系对土壤团聚体形成作用

机制研究回顾[J].水土保持学报袁2020袁34(3):267-298.

[16] ROERING J J ,SCHMIDT K M ,STOCK J D, et al. Shallow

landsliding,root reinforcement,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ees in the Oreg on Coast Range [J].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2003袁40(2):237-353.

[17] LIU X , ZHANG G , HEATHMAN G C ,et al援Fractal features

of soil particlesize distribution as affected by plant commu鄄

nities in the forested region of Mountain Yimeng, China[J].

Geoderma袁2009,154渊10冤: 123-130.

[18] 黎建强袁张洪江袁陈奇伯袁等. 三峡库区植物篱系统土壤颗

粒分形特征及其与土壤理化性质的关系 [J]. 水土保持研

究袁2014,21(6):129-139.

20窑 窑



Soil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and Fract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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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o explore the response of basic properties of soil to land use types in Wuyishan National Park, two main land use types of

tea garden and woodland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soil of tea garden and woodland (soil particle size, bulk

density and moisture content) was tes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soil fractal dimension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il of the tea garden mainly consists of powder grains, and simultaneously the average content of silt and sand in woodland soil is equiva鄄

lent,however sand is slightly dominant.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soil of tea garden is between 2.572 to 2.942, at the same time袁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soil of woodland is between 2.493 to 2.940. The soil texture of both is relatively fine and the soil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good.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soil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il clay, silt and moisture content袁 but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鄄

related with sand.Among them, the soil powder content is the main factor for the non-uniform distribution of soil particle size and the

change of fractal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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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绿地建设的不断发展中袁 公园绿地景观在

城乡面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袁 成为各地区景

观的精髓所在[1]袁人们在景观优美的绿地中可以陶冶情

操尧放松身心袁使疲惫的心态得以缓解遥 其中自然尧生

态尧艺术等方面结合较紧密的袁且有一定特色的绿地景

观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人遥

公园绿地植物景观的评价袁是对人的心理感受进

行量化评价袁目前袁以自然风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风

景景观评价方法主要有专家学派尧认知学派尧心理物

理学派和经验学派等[2]遥 其中心理物理学派是将景观

物理特征与受访者的景观感知和喜好之间建立相关

联系袁是主观和客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3-4]遥 心理物理

学派研究方法中以美景度评价方法渊SBE法冤占主导

地位袁 在评价中把风景与风景审美的关系转换成刺

激-反应的关系袁 提出以群体的普遍审美感受作为衡

量风景质量的标准袁确立景观美景度与喜好度的影响

因子[5]袁SBE法适合于较大尺度的园林植物景观评价[6]遥

选取蚌埠市龙子湖桥头公园主要游览线路上的植物

景观为研究对象袁 运用 SBE法进行植物景观质量评

价袁对龙子湖桥头公园植物景观的空间结构和配置效

果方面进行科学评价袁探索影响植物景观美景度的相

关因素袁并通过数据分析袁以量化的形式直观表现袁旨

在对植物景观配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袁为营造令

人喜爱的植物景观提供参考的依据遥

1 研究内容和方法

1.1 公园概况

蚌埠市又名珠城袁位于安徽省东北部袁交通发达袁

地理位置较为优越遥 龙子湖地处蚌埠市区东南部袁位

于雪华山尧曹山和西芦山的中间位置袁呈野三山夹一

湖冶的独特风貌 [7]袁龙子湖桥头公园因位于龙子湖西

侧袁又名西公园袁2007年该公园以野阳光尧绿色尧亲水尧

休闲冶为设计理念袁公园从南至北建成了五大功能区

域院亲水区尧活力区尧探索区尧庆典区和码头区[8]遥 公园

内的植物景观营造以当地的乡土植物为主袁外来植物

为辅袁展现了较为良好的景观面貌遥 经过十多年的发

城市公园植物景观的美景度评价

王雪娟袁 连洪燕袁 肖晴

渊安徽科技学院 建筑学院袁 安徽 蚌埠 233034)

摘 要院以蚌埠市龙子湖桥头公园主要游览线上的植物景观为研究对象袁按照植物空间结构进行分类袁将其分为

复层植物景观渊A类和 B类冤与单层植物景观渊C类冤袁对选取的植物样地照片运用美景度评价方法渊SBE冤进行美景度评

价遥 结果表明院不同受访人群对不同植物景观的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袁其中 SBE值得分较高的景观样地具有树种

组成合理尧层次分明尧色彩明快尧开敞度较佳等特点遥 建议在今后的公园植物景观修复中应综合考虑植物多样性尧空间组

成尧色彩搭配等方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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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袁该公园成为本地市民闲暇时刻出行的主要场所遥

1.2 研究内容

在对龙子湖桥头公园实地勘察的基础上袁在主要

游览线上选出 27处不同植物景观空间 渊具体位置见

图 1冤袁采用 SBE法进行不同样地植物景观质量评价袁

分析各样地的得分差异袁旨在营造出更加符合观赏者

审美的植物景观遥

图 1 植物景观样地位置图

Fig.1 Plant landscape pattern map

1.3 研究方法

对选取的 27处植物景观场所于 2020年 8月 17

日进行植物景观照片的拍摄袁拍摄样地景观时袁选择

日照充足的晴天拍摄袁 拍摄时间为 9院00要17院00点袁

拍摄时相机尽量水平袁 拍摄出当季景观最佳效果袁尽

量避免非景观因子的干扰[9]遥 每块样地选用 1张具有

代表性的照片进行评价袁将所选样本的植物景观类型

分为复层植物景观和单层植物景观遥 复层植物景观分

为两类院乔木+灌木+地被或草坪(A类)尧乔木+灌木渊B

类冤曰单层植物景观指乔木或灌木+草坪或铺装(C类)遥

每个类型中分别选取 9张照片袁按照顺序编号袁供评

价使用遥 在此次评价中组织风景园林专业的在校学生

30人尧 非专业的在校学生 20人及风景园林专业教师

15人共同进行评判渊具体见表 1冤遥 采用在室内播放幻

灯片的方式进行评价袁评价等级为七个等次:很喜欢尧

喜欢尧较喜欢尧一般尧不太喜欢尧不喜欢尧很不喜欢袁分

值依次为 3尧2尧1尧0尧原1尧原2尧-3遥每张幻灯片播放 30 s袁受

访者现场打分得出美景度量值[10]遥 选用 SBE法标准化

公式

Zij =
Rij -R

軍
i

Sj

Z軈i =

Ni

j=1

移
Zij

Ni

渊1冤

式中院Zij指第 j 个受访者对第 i个植物景观的标

准化值曰Rij为第 j 个受访者对第 i个植物景观的评价

得分值曰Rj 为第 j 个受访者的所有评价平均值袁Sij 为

第 j 个受访者所有评价得分值的标准差遥 经过计算得

到标准化值袁 同一处景观的所有标准值的平均数为 Z

值袁即美景度量值[11] 遥 美景度量值渊SBE值冤反映景观

美学质量和受访者的审美特点袁利用 SBE值进行相关

分析袁探求不同群体的审美差异性以及影响评价得分

的相关因素遥

表 1 受访对象组成

Tab.1 The composition of survey population

2 结果与分析

2.1 结果

在 27个取样点中袁65位受访者对参评照片赋予

的 1 755个分值中有 99.32%为正值袁说明龙子湖桥头

公园整体植物景观质量受到各类人群的不同程度喜

爱遥 由表 2可知袁复层植物景观样地中 A类景观和单

层植物群落景观中 C类景观 SBE值正值较多袁 其中

分值位于前三位的样地为渊具体见图 2尧3尧4冤院C3渊垂

1 风景园林专业大三学生 30

2 非专业学生 20

3 专业教师 15

合计 65

王雪娟袁等院城市公园植物景观的美景度评价 2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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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尧合欢树+开阔草坪冤尧A4(复羽叶栾树+广玉兰+垂丝

海棠+狗牙根)尧C1渊火炬松疏林草地冤遥 在龙子湖桥头

公园复层植物群落结构最多为四层渊乔木+小乔木+灌

木+地被冤的栽培环境袁物种相对公园内其他植物群落

较为丰富袁加上利用垂直空间合理布局袁具有良好的

树形变化尧色彩组成等方面袁植物的综合观赏效果较

佳遥 但复层结构对环境的需求相对较高袁如在栽培环

境中分布尧习性尧管理等原因导致生长态势不佳袁会造

成评价值较低遥 三类样地 SBE分值最低的为 B类植

物群落样地袁其中 B1(罗汉松+红花檵木冤得分最低遥原

因可能涉及植物选用不当尧空间郁闭度较高尧管理维

护不佳等方面遥

图 2 A4植物景观样地照片

Fig.2 Landscape A4

图 3 C1植物景观样地照片

Fig.3 Landscape C1

图 4 C3植物景观样地照片

Fig.4 Landscape C3

表 2 27个植物景观样地的 SBE分值

Tab.2 SBE scores of 27 plant landscape plots

乔木+
小乔木
或灌木
+草坪
或地被
渊A冤

A1
女贞+紫叶李
+洒金东瀛珊瑚

0.325 3 0.225 8 0.403 9

A2
朴树+红花夹竹桃

+粉花绣线菊
-0.142 2 -0.225 3-0.236 4

A3
臭椿+枇杷

+紫叶李+狗牙根
0.371 2 0.384 4 0.687 9

A4
复羽叶栾树+广玉

兰
+垂丝海棠+狗牙根

0.736 6 0.856 5 1.051 7

A5
望春玉兰+石楠

+狗牙根
-0.295 7 -0.192 8-0.142 2

A6 乌桕+桂花+玉簪 -0.435 3 -0.343 8 0.320 3

A7 麻栎+蜡梅+萱草 0.212 8 0.377 9 0.398 4

A8
鹅掌楸+石楠
+狗牙根

-0.245 8 -0.199 5-0.142 2

A9
榆树+红枫

+常春藤渊地被冤
0.438 4 0.474 4 0.769 5

乔木+
小乔木
或灌木
渊B冤

B1
罗汉松渊造型冤
+红花檵木

-1.583 8 -1.239 7-1.158 3

B2
朴树+日本晚樱
+金边大叶黄杨

-0.479 3 -0.306 7-0.218 3

B3
金丝垂柳+小叶迎

春
0.080 1 0.148 3 0.253 6

B4 榉树+金丝桃 -0.535 0 -0.660 4-0.663 6

B5
水杉+圆柏
+贴梗海棠

-0.517 4 -0.266 4-0.399 6

B6 榔榆+石楠 0.125 8 0.075 1 0.597 6

B7
楸树+溲疏
+石楠

0.109 5 0.183 5 0.131 9

B8
女贞+金边
大叶黄杨

-0.396 4 -0.186 1 0.186 9

B9 白玉兰+火棘 -0.168 8 -0.161 7-0.085 4

单层
植物
景观

乔木或
灌木+
草坪或
铺装
渊C冤

C1 火炬松+开阔草坪 0.621 9 0.610 4 0.842 2

C2 西府海棠+草坪 -0.045 0 0.004 9 0.005 3

C3
垂柳尧合欢
+开阔草坪

0.852 1 0.979 7 1.143 4

C4 银杏树阵+铺装 -0.124 1 -0.081 8-0.050 8

C5 黑松+开阔草坪 -0.417 7 -0.375 2-0.108 2

C6 三角枫树阵+铺装 0.540 9 0.738 2 0.865 7

C7 池杉+开阔草坪 0.326 7 0.544 4 0.753 4

C8 日本晚樱+草坪 0.003 4 0.070 2 0.192 7

C9 榉树树阵+铺装 -0.670 5 -0.201 1-0.680 3

复层
植物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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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受访者评分分析

由表 3可知袁三类受访者对蚌埠市龙子湖桥头公

园同类植物景观得分评价具有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袁

这与王彦苏尧周建华尧白鹤尧芦建国等人的研究结果较

为一致[12-14]遥 在评价中 SBE得分较高的是非专业学生

组袁风景园林专业学生组和风景园林专业教师组得分

略低袁 原因可能是风景园林专业师生受过专业的教

育袁对植物景观的审美和要求相对较高袁在评价中打

分有一定的客观性袁由此可以认为虽然不同人群对景

观的美景度评价存在普遍一致性袁但由于专业教育程

度的不同在评价中会存在评价的区别袁这符合心理物

理学理论中认为的人们对于景观的评判存在一定的

差异性援 非专业学生组可作为植物景观美景度的公众

评价袁专业学生组和专业教师组则可作为植物景观美

景度的深入评价遥

表 3 不同受访者对不同植物组别 SBE分值

Tab.3 SBE scores of different plant groups for survey population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对蚌埠龙子湖桥头公园主要游览线上三类植物

景观中的 27处植物景观样地进行景观 SBE法评价袁

结果表明龙子湖桥头公园整体植物景观效果较好袁其

中复层群落中 A类景观与单层植物群落 C类景观得

分较高袁B类景观得分较低遥 在单层植物景观中虽然

植物组成层次方面较为单调袁但如单株树木树形饱满

或形态独特袁在种植方式上合理配置袁又具有开阔前

景空间的纯林或混交林都会受到游人关注袁 这与王

娜尧龚岚等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15-16]遥说明受

访者在关注植物群落的层次尧 疏密及色彩变化的同

时袁还考虑到空间开敞性的合理营造曰在龙子湖桥头

公园中 A4尧C1和 C3的景观评价分值较高袁主要原因

是这几处植物景观空间植物选用合理尧 层次较为分

明尧色彩较为明亮袁同时有一定的开敞空间可供游人

休闲游憩袁人们在这样的空间身心易于放松袁愉悦感

会增强遥 因此在植物景观中即使是复层群落但如果郁

闭度过高对游人的吸引力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曰另

外单层植物景观如果空间郁闭度过高尧 色彩灰暗等袁

导致游人难以入内游赏袁相对得分则偏低袁如 C5中选

用黑松且林地的郁闭度较高袁在评价中 SBE较低遥 说

明在城市公园这一人工化痕迹较重的栽培空间中袁人

们多渴望与自然空间的近距离接触袁能够在植物空间

中稍作停留或者可以欣赏到宜人的景致等遥 因此在植

物的选择上尽量少选用色彩较暗的树种且郁闭度较

高的植物景观类型[17]遥

由于此次调研植物景观拍摄时间为八月中旬袁评

价照片仅能反应当季景观效果袁对一些季节性景观效

果难以把握袁如牡丹园在八月份花期已过袁植株略现

衰败曰三角枫等秋色叶明显的树木还未能展现最佳姿

态等袁在此次评价中均未能体现遥

3.2 结论

在对蚌埠市龙子湖桥头公园主要游览线上 27处

植物群落样地的美景度(SBE)评价中袁三类受访者对样

地的打分值绝大部分为正值袁表明龙子湖桥头公园整

体景观较为良好遥 在评价中有两种类型的植物群落

SBE值得分较高袁 一类是复层植物景观中的 A类景

观袁是以乔灌草搭配的复层植物景观袁另一类是单层

植物景观遥 SBE得分最低的是 B类植物景观遥 因此在

今后的植物景观配置中袁在主要游览线路上袁需要综

合考虑树种组成尧空间层次尧色彩明暗尧开敞空间等方

面的问题袁 此外在植物的养护管理中也需要加强维

护袁保证植物健康的生长状态袁从而营造出更加令人

喜爱的公园植物景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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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种野社会-经济-自然冶典型复合生态系

统袁城市的结构和功能较为复杂袁合理的城市规划对

人居环境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遥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生态规划理论和实践的主

要内容[2]遥 城市绿地系统一直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直接影响城市的形态尧功能与空间发展等

多个层面袁具有重要的生态尧社会和经济效益袁改善了

城市生态环境[3]遥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

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传统绿地规划未能将城市绿

地的景观和生态功能完全发挥出来袁仅从单方面去考

虑绿地规划和布局袁难以实现城市规划建设的可持续

目标[3]遥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弥补了中心城区内城市绿

地系统在生态与游憩功能上的不足袁并引导城市规划

区范围内绿地健康有序发展[4]遥

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袁城市人口高速增加导致建

设用地高速扩张袁极端降雨天气频率逐渐增多袁导致

城市降雨产流量增大尧汇流加速尧洪峰量增大袁使得城

市内涝风险加剧袁导致水系统功能整体退化[5]遥目前很

多水环境规划主要通过单一目标的工程措施来解决

复杂系统的水问题袁如当前工程与管理体制中袁将水

系统中水和土分离尧水和生物分离尧水和城市分离尧排

水和给水分离尧防洪和抗旱分离袁使城市水环境问题

日益严重袁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袁从而直接导致综合性

水问题的爆发[6]遥 为应对我国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水问

题袁海绵城市建设理念逐步发展起来遥 通过生态途径

对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进行调理袁增强生态系统的

整体服务功能袁从生态系统服务出发袁通过跨尺度构

建水生态基础设施袁并结合多类技术建设水生态基础

设施袁成为野海绵城市冶的核心[6]遥

在我国城市生态规划的实践中袁往往倾向于以目

标为导向袁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水环

境规划都是单独规划遥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在满足城市

绿地率和保护基本生态作用的目的下进行袁绿地系统

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

规划评价指标体系

黄榆清袁 谢祥财

渊福建农林大学 园林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 传统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相关规划多为单一规划方式袁 仅能针对性地解决某一类问

题袁从而导致野热岛效应冶与野观海冶等复合型城市问题遥 研究根据状态-压力-响应模型袁构建福州市城市绿地系统和水环

境统筹规划的指标体系袁采用熵权法确定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指标权重袁对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

规划效果进行综合评价遥 结果表明院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评价值为 0.541 2袁表明福州市当前统筹规划评级

为中等遥 建议今后福州市在统筹规划注重绿地和水系协同作用的同时袁还要完善滨河绿地与河道河岸生态改造袁从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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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服务于居民审美袁并提供生态服务[1]遥城市水环境

相关规划主要包括城市防洪规划尧城市排水渊雨水冤防

涝综合规划尧城市水系规划等袁分别解决城市防洪安

全尧城市系统性排涝尧保护水系和多功能河道建设等

问题[7-8]遥各项规划的单一性只能针对性的解决某类问

题袁野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冶导致了诸如野热岛效应冶与城

市野观海冶等复合型城市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9]遥 这

种单一规划核心原因在于城市规划实践中忽略了将

城市作为复合生态系统考虑袁需要构建适合于地区规

划建设的城市绿地系统和水环境系统的生态指标体

系袁并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和采取相应改进措施袁从而

促进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遥

福州市作为东南滨海典型城市袁在过去数十年受

夏季高温内涝和冬春缺水等问题困扰[10-11]遥 近年来福

州市开展了绿地系统和水环境多项复合型统筹规划

工程袁如内河综合治理尧海绵城市规划等[12-13]遥 统筹规

划工程通过综合多部门袁将水环境与绿地融入生态系

统功能进行分析袁 对水空间与水岸空间的综合利用袁

建设公园和生态岛等人工生态环境袁提供居民更多户

外游憩场所袁改变了过去内河治理仅解决单一问题的

局限性袁并服务于排洪泄涝等城市安全功能袁共同解

决城市内涝尧 内河污染及居民活动空间不足等问题遥

但目前对相关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的统筹规划的实施

效果缺乏评价袁因此如何衡量福州市统筹规划效果成

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遥 有鉴于此袁研究基于福

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统筹规划的实践工作袁通过构建

福州市绿地系统和水环境规划的指标体系袁采用熵权

法确定不同评价指标因子的权重袁进行福州市绿地系

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效果的综合评价袁为福州生态文

明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科学依据遥

1 研究区概况

福州位于福建省东部袁北纬 25毅15'耀26毅39'袁东经

118毅08'耀120毅31'袁属河口盆地袁丘陵山地占总面积的

72.68%遥 为亚热带季风气候袁雨量充沛袁光热资源丰

富袁年平均气温 16耀20益袁年相对湿度 77%[14]遥

叶福州城市总体规划渊2011要2020年冤曳提出把福

州建设为野经济繁荣的中心城市袁生活舒适的宜居城

市袁环境优美的山水城市袁人文和谐的文化名城冶遥 福

州市作为全国第二批双修渊生态修复尧城市修补冤试点

城市袁以此为契机袁福州市在全民绿化尧城区水系治

理尧旧屋区改造尧缓堵工程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多个

民生项目深入实施袁并取得阶段性成效袁闽江两岸生

态环境建设获野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冶遥2020年建成区

绿地总面积 158.73 km2袁公园绿地总面积 61.5 km2袁城

市绿地率42%袁绿化覆盖率 48%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m2袁

人均绿地面积 16.6 m2遥 2016发布的叶福州市海绵城市

专项规划曳将中心城区划为 70个建设管控分区遥 福州

共有 107条内河袁共属六大水系汇水面积超过 300 km2袁

总长约 244 km遥 构建野山-水冶生态廊道院依托闽江尧乌

龙江打造两条以水体为主的生态景观廊道袁对两岸驳

岸护堤进行修正改造袁增加两岸的生态性袁连接如城

区绿道网络中袁连贯城市内的公园尧广场和其他开放

空间遥 福州市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上与水环境相关规

划综合考虑其生态功能袁将城市绿地布局深入到城市

各个水系与各类水体袁建设以河道和人工湖为基础绿

道和绿链遥 城市防洪排涝相关规划中袁城市各类绿地

加入规划要求袁 对滨河区两岸绿地规定相应指标袁将

城市绿地纳入防洪排涝设施之中袁 形成城市风廊道袁

缓解热岛效应袁 解决城市水污染问题并提升空气质

量遥

2 研究方法

2.1 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指标体系构

建方法

PSR渊状态-压力-响应冤模型广泛运用于城市规划

评价中袁有助于揭示城市规划中各种指标及其相互作

用关系遥 城市生态系统随着人口急剧增加导致城市问

题日益增多袁城市功能面临巨大压力袁随着人对于户

外环境的需求主要为便利性尧丰富性和安全性的需求

逐渐增加袁 如何满足这一需求就需要开展统筹规划遥

城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规划主要目的是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需求袁达到统筹规划的科学布局尧提升生态

效益与设施安全等要求[15]遥因此袁根据福州城市建设的

具体情况袁将城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评价的

主目标层选择空间布局尧 服务导向和功能三个层次袁

主目标层下又分绿地空间尧水环境空间尧绿地服务尧水

环境服务尧 绿地功能和水环境功能等 6个目标层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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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目标层下又分为不同指标层遥

2.1.1 空间指标

空间指标包括绿地空间和水环境空间遥 绿地空间

包括城市公共空间的不足是引发统筹规划思考的重

点袁绿地与水环境空间的统筹作为统筹规划的首要工

作[16-17]遥 城市绿地规划中一般采用城市绿地率及人均

绿地面积等指标评价城市绿地空间袁代表该城市绿地

数量以及绿化程度[16]遥城市绿地网络架构提供丰富的游

憩环境和生态环境遥 在指标体系中单纯的城市绿地率或

绿地覆盖率无法表现各类绿地之间联系袁需要加入空间

布局等指标袁如绿地结构尧绿地组团和山体保护等[17]遥 以

往水环境空间评价主要采用水系尧 管网和排水区布局袁

而城市水环境还包括水生态架构和不透水面积等内容袁

这些指标共同构成完整的水环境空间规划[17]遥

2.1.2 服务指标

服务指标主要包括绿地服务和水环境服务遥 城市

绿地主要服务对象为城市居民袁生态建设中强调绿地

的生态效应遥 评价绿地服务需要同时注重以人为本和

生态功能遥 其中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道路绿化尧立体

绿化尧公园服务半径尧公园绿地尧广场用地和附属绿地

等指标袁绿地通风廊道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

为生态系统功能服务的主要指标[16-17]遥 水环境服务于

人袁河道作为城市运输的通路袁提供交通服务袁同时内

河与人工湖泊维护城市水安全尧削弱洪峰同时在日常

作为河道景观和河道绿廊服务遥 同样水环境对生态负

责袁提供水生态系统尧滨水生态环境和水系廊道等生

态服务袁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河道景观尧滨水生态尧水质

保护尧通风格局尧运输交通和生态廊道等 [16-17]遥

2.1.3 功能指标

功能指标主要包括绿地功能和水环境功能遥 当前

绿地规划中绿地功能包括各类防护尧避险和风貌展示

等袁 而海绵城市对绿地提出了新要求是滞留蓄水功

能袁这是统筹规划的关键点遥 如何发挥绿地滞水功能袁

这需要水环境规划协作袁单独的绿地无法起到综合作

用袁需要与管网水系河道等协作遥 评价绿地功能主要

指标为防护尧避险尧景观风貌展示和滞留蓄水能力遥 评

价水环境功能则需要以安全为先的规划方式袁主要指

标包括滞洪区尧防洪安全水平年尧防洪防潮尧水利设施

和调蓄设施等 [17]遥

2.2 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综合评价方法

基于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袁 调查问卷内容分为两部

分院第一部分为受访者基本信息曰第二部分为各项指

标统筹重要性打分遥 测量标度采用李特克 10度量表

法袁0~1 表示极不重要袁2~3 表示不重要袁4~5表示一

般重要袁6~7表示很重要袁8~9表示极其重要[21]遥 通过

分析各个层次指标因子得分袁直观反映绿地系统与统

筹规划的规划重点和建设方向遥 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350份袁 选择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城市绿地系统与水环

境规划的从业者和城市规划设计专业人员袁共收回有

效问卷 320份遥

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一种度量袁根据熵值可

以用来判断某个指标离散程度袁 指标离散程度越大袁

该指标对体系影响渊权重冤越大[18]遥 传统绿地系统或水

环境规划评价的常用层次分析法尧专家经验评估法和

主成分分析法等袁而熵权法有效避免人为因素对权重

的干扰[19]袁其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更具可信度袁适合对福

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的多元指标进行综

合评价遥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袁因为它仅依赖于数据

本身的离散性遥 由于各项指标的计量单位并不统一袁

需先要进行标准化处理袁即把指标的绝对值转化为相

对值袁从而解决各项不同质指标值的同质化问题遥 正

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数值代表的含义不同渊正向指标数

值越高越好袁负向指标数值越低越好冤袁因此袁对于正

向尧负向指标需要采用不同的算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

理袁计算步骤参考文献[18-20]遥

对 n个样本袁m个指标袁则 xij 为第 i个样本的第 j

个指标的数值渊i=1,噎,n, j=1,噎,m冤

正向指标院

xij=
xij -min x1j ,噎,xnj嗓 瑟

max xij 袁噎袁xnj嗓 瑟-min x1j ,噎,xnj嗓 瑟

负向指标院

xij=
max x1j ,噎,xnj嗓 瑟-xij

max x1j 袁噎袁xnj
嗓 瑟 -min x1j ,噎,xnj

嗓 瑟

第二步院 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个样本值占该指

标的比重遥

Pij =
xij

移
n

i=1 xij

袁i=1袁噎袁n, j=1,噎,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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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院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遥

ej=-k
n

i=1
移Pij ln渊Pij 冤袁j=1,噎,m

其中院k=
1

ln n
>0,满足 ej逸0.

第四步院计算信息熵冗余度渊差异冤遥

dj=1-ej袁j=1袁噎袁m

第五步院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遥

wj =
dj

m

j=1

移 dj

袁 j=1,噎,m

采用 R 4.0.3软件对统筹规划调查问卷结果进行

标准化袁通过熵权法计算权重袁进而评价福州市绿地

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效果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目标层和指

标层权重

基于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统筹规划的实践工

作袁选择空间布局尧服务导向和功能为主要目标层袁构

建福州市绿地系统和水环境规划的指标体系遥 基于问

卷调查及熵权法计算袁进行统筹规划调查问卷结果的

标准化处理袁确定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

相关性目标层和因子层权重见表 1遥由表 1可知袁主目

标层中服务统筹的权重最高袁为 0.421 2袁空间统筹的

权重最低袁为 0.271 1袁功能统筹的权重为 0.307 7遥 目

标层中袁绿地空间服务权重最高袁为 0.261 8袁水环境

功能最低袁为 0.104遥

在绿地空间的指标层中袁 最高权重为绿地覆盖

率袁为 0.269 3曰水环境空间的指标层中袁权重最高的

为排水区布局袁为 0.228 3曰在服务统筹中袁绿地服务

的权重值大于水环境服务袁分别为 0.261 8和 0.159 5遥

绿地功能的权重为 0.203 7袁 水环境功能的权重为

0.104袁是 6个目标层中权重最低的遥在绿地服务中袁附

属绿地的指标权重最高袁为 0.160 7袁公园绿地的权重

最低袁为 0.064 9袁公园服务半径的权重仅为 0.086 6遥

水环境功能中袁滞洪区的权重最高袁为 0.269 4袁为水

利设施最低袁为 0.154 3遥

表 1 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

目标层和因子层权重

Tab.1 The weight values of objective layers and factor layers for

green space system and water environment overall

planning in Fuzhou city

3.2 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评价综合得分

根据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目标层和指标

层权重袁进行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效果

的综合评价渊表 2冤遥由表 2可知袁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

环境统筹规划的综合评价值为 0.541 2袁 其中评分最

高的是水环境空间袁为 0.594 6袁评分最低的为绿地功

能袁为 0.476 8遥 可见福州市当前需要加强绿地系统与

水环境统筹规划袁主要体现在功能与服务方面袁重点

福
州
市
绿
地
系
统
与
水
环
境
统
筹
规
划

空间
统筹

0.271 1

绿地
空间

0.160 4

绿地结构 0.120 4

绿地组团 0.229 4

公园体系 0.127 8

城市绿地率 0.135 5

绿地覆盖率 0.269 3

山体保护 0.117 6

水环境
空间

0.110 7

生态架构 0.179 5

排水区布局 0.214 4

水系布局 0.168 7

管网布局 0.228 3

不透水面积 0.209 1

服务
统筹

0.421 2

绿地
服务

0.261 8

绿地通风廊道 0.125 4

道路绿化 0.112 3
生物多样性保护 0.129 7

立体绿化 0.112 9

生态修复 0.086 1

公园服务半径 0.086 6

公园绿地 0.064 9

广场用地 0.121 4

附属绿地 0.160 7

水环境
服务

0.159 5

河道景观 0.146 7

滨水生态 0.136 9

水质保护 0.111 1

河道绿廊 0.139 3

通风格局 0.174 9

运输交通 0.162 8

生态廊道 0.128 3

功能
统筹

0.307 7

绿地
功能

0.203 7

卫生防护 0.214 9

生态防护 0.082 2

安全防护 0.182 1

隔离防护 0.203 4

防护绿地 0.107 6

防灾避险 0.111 5

景观风貌 0.098 3

水环
境功能

0.104 0

滞洪区 0.269 4

防洪安全水平 0.232 8

防洪防潮 0.162 9

水利设施 0.154 3

调蓄设施 0.18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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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地服务和绿地功能遥 目前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

境统筹规划的综合评级为中等袁绿地服务的评价值低

于综合评价值袁今后福州需要在绿地功能方面加强规

划和建设工作遥

表 2 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综合评价值

Tab.2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value of green space system

and water environment overall planning in Fuzhou city

4 讨论与结论

研究通过城市绿地与水环境统筹规划指标体系

的构建袁涵盖了福州城市绿地与水环境规划的数量指

标尧质量指标尧服务指标尧布局指标和功能指标袁有效

确立二者统筹规划的必要性和关联性遥 研究发现评价

的野服务统筹冶渊0.421 2冤指标的权重高于野功能统筹冶

渊0.307 7冤和野空间统筹冶渊0.271 1冤指标袁可见绿地系统

与水环境统筹规划要注重服务类相关内容制定袁包括

各类绿地与多种水环境遥 福州市在城市建设中目前已

考虑到绿地服务袁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袁但完善

的环境服务是统筹规划是否到位的关键袁二者均不能

被忽视袁这也是未来统筹规划和相关政策法规制定需

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遥 重点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袁这与

过去的单一规划有所区别袁城市绿地与水环境作为统

一的城市生态环境应综合考虑[21-22]遥统筹规划更注重绿

地与水环境的服务结合袁构建完整的水生态环境[22]袁从而

为不同生物提供丰富生境袁进一步保护生物多样性遥

研究评价中功能统筹指标的绿地功能权重较高袁

这与当前福州重点关注河道改造工程的实际相符袁也

与绿地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划实践相对应[23]遥 绿

地与水环境统筹可保证卫生尧生态尧安全和隔离防护袁

达到河道生态改造和防灾避险的目的遥 目前福州市处

于城市建设的转型上升期袁面临土地紧张尧水体黑臭

及绿地数量大尧但公共服务少等问题遥 因此袁今后福州

市规划工作重点在调整用地尧 增加防护和游憩绿地袁

合理部署滞洪区尧水利和调蓄设施袁提升防洪安全水

平等方面袁通过整合绿地与水环境空间尧服务和功能袁

以达到城市绿地和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遥

研究评价中空间统筹指标的绿地空间权重较高袁

主要体现在城市绿地覆盖率和绿地组团权重较大遥 城

市规划中城市绿地覆盖率和绿地组团主要依靠道路尧

河道与带状绿地相互配合[24]遥 道路与绿地的结合的有

道路花带以及行道树两种为主要形式袁目前已经较为

成熟遥 河道与绿地的协同更多在于防护绿地上得以体

现袁发挥绿地保护河道与生态缓冲的作用[25]遥福州市采

用的内河改造工程有效的缓解了城市下层空间的闷

热高温袁且在二者在统筹城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布局

规划中较好实现[26]袁福州市利用带状绿地与城市河道

的统筹将绿地嵌入城市机理袁 绿地可以保障河道宽

度袁而河道留出的空间得以形成相应管网布局和排序

区布局袁从而有效提升绿地空间和水环境空间袁这也

是当前福州市统筹规划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遥

对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效果的综

合评价结果表明袁福州市绿地系统与水环境统筹规划

的评价等级为中等袁这与福州市近年以海绵城市为主

导的城市规划定位相符合袁福州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绿

色基础设施结合原有水利设施袁 缓解城市水问题袁但

目前依然存在急需加强多样性保护和注重绿地与水

环境的服务功能相结合等问题袁这将是福州城市未来

发展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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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reen Space System and

Water Environment Overall Planning in Fuzhou City

HUANG Yuqing, XIE Xiangcai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previous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and water environment-related planning have long been a single planning

mode. The unity planning of city can only solve one type of problems in a targeted manner, which has led to the mixed urban problems as

the "heat island effect" and "viewing the sea". Based on the state-pressure-response model, the authors buil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and water environment in Fuzhou, used the entropy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values for the indices of objective and factor layers, and finally evalu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reen space system and water en鄄

vironment overall planning in Fuzhou.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valuation value for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Fuzhou was 0.541 2, re鄄

flecting that the current overall planning rating is in medium level in Fuzhou city. In the future, it suggests that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Fuzhou city should focus on the synergy of green space and water system, and improve the riverside green space and river bank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is could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green space and wate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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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工作

茶树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袁广泛分布于我国江

南尧江北尧华南尧西南等四大茶区遥 近年来袁随着我国社

会经济的发展袁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袁对茶叶需

求量日益增加袁同时对茶叶产品质量也日益关注遥 然

而袁茶叶种植过程中病虫害问题极大影响了茶叶的品

质和产量袁也损失茶农的经济效益遥 传统茶树病虫害

识别主要依靠人工感观识别袁 需要有丰富的经验袁且

容易发生误诊袁出错率比较高遥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

断发展袁基于图像识别的方法是当前茶树病虫害识别

的发展方向遥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袁国内外学者

就开始经致力于农作物病害图像自动识别技术研究袁

如 Sarkar等研发了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番茄分选系统袁

通过对番茄茎和花端视图的分析袁以确定番茄新鲜市

场质量的特征[1]遥 到目前为止袁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农作

物病害图像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机器学习方法[2-8]

和深度学习方法[9-19]两大类上遥传统机器学习方法分为

图像预处理尧病害图像特征提取尧病害识别等阶段遥 虽

然传统机器学习方法在一些特定作物病害自动识别

上取得一定成效袁但是该类方法需要人为设计病害图

像特征遥 由于作物病害特征多样尧获取病害图像的场

景复杂等原因袁人为设计的病害图像特征往往仅对特

定病害有效袁很难推广应用遥2006年开始袁深度学习方

法逐渐应用到图像识别领域袁并取得显著成效遥 深度

卷积神经网络具有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袁可以自动提

取图像特征袁克服了人工设计图像特征的缺陷袁成为

农作物病害图像识别的主流方法遥

虽然基于深度学习的农作物病害图像识别方法

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袁也取得较大进展遥 但是茶

树病害图像识别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少袁主要原因是没

有足够的茶树病害图像数据集遥 因此袁一些学者开始

研究基于小样本的茶树病害图像识别算法[20-21]袁并取

得一定成效遥 但是这些研究的数据集主要是简单背景

的病害图像袁实际应用往往是自然环境复杂背景下的

茶树病害图像识别遥 为能够满足茶园自然环境复杂背

景下茶树病害图像识别袁 以茶树叶部病害为研究对

象袁选择茶白星病尧茶炭疽病等常见的病害袁基于非常

小的样本数据集袁研究复杂背景下茶树病害图像自动

识别方法遥

复杂背景茶树病害图像识别

余文森

渊武夷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 针对复杂背景茶树病害图像样本收集困难问题袁 提出利用相似植物同种病害的图像增广数据集的新思

路袁构建小样本茶树病害图像数据集和增广数据集袁同时引入网上公开的 Plant Village植物病害图像数据集遥 在此基础

上袁采用 VGG-16深度神经网络模型袁通过实验比较分析迁移学习尧数据增广尧模型微调等小样本学习方法对复杂背景茶

树病害图像识别问题的有效性遥 研究结论可为后续复杂背景茶树病害图像识别问题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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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数据

研究的目标是能够在茶园自然环境等复杂背景

下袁通过微信小程序尧手机 APP等终端应用程序自动

识别茶树病害遥 为与应用场景相一致袁采用网上搜索

和现场拍摄两种途径收集任意分辨率以及任意背景

下的茶树病害图像遥 因收集到的不同病害图片数量相

差比较大袁为保证训练集相对均衡袁也为更容易推广

到其它茶树病害图像识别袁 构建每种病害 30幅左右

的小样本茶树病害图像数据集 渊以下简称 Tea_dis鄄

ease冤袁其中茶白星病图像 26幅尧茶炭疽病图像 30幅尧

健康茶树叶部图像 32幅袁部分图像如图 1尧2尧3所示遥

图 1 茶树白星病图像

Fig.1 Tea white star disease image

图 2 茶树炭疽病图像

Fig.2 Tea anthracnose disease image

图 3 健康茶树图像

Fig.3 Healthy tea tree image

此外袁利用多种植物有同一病害的特性构建一个

374幅病害图像的茶树病害图像增广数据集 渊以下简

称 Tea_disease_augment冤袁其中白星病害图像 119幅尧

炭疽病图像 135幅尧健康茶树叶部图像 120幅遥 在研

究二次迁移学习方法时袁使用网上公开的植物病害图

像数据集 [22]渊以下简称 Plant_disease冤袁该数据集是由

在线平台 PlantVillage 收集构建袁 包含 14 种作物

54309幅图像袁总共有 38个类别遥 另外袁分割 Plant_dis鄄

ease数据集袁 建立 Plant_rest_disease 数据集和 Ap鄄

ple_disease小样本数据集遥 Plant_rest_disease数据集

由 Plant_disease 数据集除去 apple的 4 类数据后袁剩

余的数据组成袁 共 34 个类别 51134 幅图像遥 Ap鄄

ple_disease小样本数据集是从 apple的 4类数据中分

别随机抽取 30幅图像组成袁共 4个类别 120幅图像遥

3 茶树病害图像识别模型

深度学习是当前机器学习领域最受欢迎的研究

课题遥 近十几年袁研究者已经开发出许多深度学习模

型袁并在图像识别领域取得显著成效遥 然而袁深度学习

的成功依赖于规模庞大的训练数据集袁如 ImageNet图

像数据集渊以下简称 ImageNet冤袁收集超过 1 500万幅

的图像袁涵盖的图像类别约 22 000种遥 然而许多实际

应用场景很难构建大规模的训练数据集或者构建成

本太高袁深度学习无法满足这些应用场景需求遥 但是

人类有一项非凡的智慧袁就是能够从少数几个例子中

学习识别新事物尧新概念遥 即使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袁

都能够通过一两张图片的学习袁认识新事物遥 受人类

这种学习能力启发袁小样本学习概念被提出袁并迅速

成为研究的热点遥

3.1 基础网络模型选择

目前袁主流的小样本学习方法是基于深度学习网

络袁通过迁移学习尧数据增广尧模型微调等技巧来克服

训练数据量少的缺陷遥 研究者已提出 LeNet尧AlexNet尧

ZF-net尧GoogleNet尧VGG晕et尧ResNet等深度学习网络袁

本文选择迁移性能较好的 VGGNet遥 VGGNet 是 Vi鄄

sual Geometry Group 渊牛津大学计算机视觉组冤和

Google DeepMind 公司合作研发的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袁 共有 6 种不同的网络结构袁 其中 VGG-16 和

VGG-19比较出名[23]遥基于 VGG-16网络结构袁分别研

究数据增广尧迁移学习尧模型微调尧学习速率微调等常

见的小样本学习方法在复杂背景下的茶树叶部病害

图像识别的成效遥

VGGNet的网络配置如图 4所示遥 每种结构都分

成 5个卷积层组袁每组由多个采用卷积核的卷积层串

联一起袁后接一个最大池化层遥 最后是 3个全连接层

和 1个 softmax层遥其中袁红线方框部分是 VGG-16的

卷积层组配置袁输入是一个的 RGB图像袁第一组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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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采用 64个卷积核的卷积层串联组成袁 第二组由两

个采用 128个卷积核的卷积层串联组成袁第三组由三

个采用 256个卷积核的卷积层串联组成袁第四尧第五

组由三个采用 512个卷积核的卷积层串联组成遥

图 4 VGGNet网络配置

Fig.4 VGGnet network configuration

3.2 数据增广

数据增广是小样本学习中常用且直观的一种方

法遥 它是指对原有的小样本数据进行数据扩充或特征

增强袁用于增加训练数据集袁提升训练模型的泛化能

力遥 常见的图像数据增广方法有平移尧旋转尧缩放尧水

平/垂直翻转尧裁剪尧亮度增强尧对比度增强尧色彩抖动尧

噪声等遥 近年来袁研究者还提出利用无标签数据或合

成带标签数据扩充数据集尧样本特征空间增强等数据

增广方法[24]遥

在收集茶树叶部病害图片过程中发现袁茶树的许

多病害如白星病尧炭疽病等袁其它相似植物也有同类

病害袁而且病害图像特征很相似遥 因此袁提出利用其它

相类似植物的同种病害图像扩充茶树病害图像数据

集的新思路袁构建一个茶树病害增广数据集袁并通过

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遥

3.3 迁移学习

迁移学习是近年来受研究者广泛关注的一个新

兴的学习框架袁其目标是把源域中学习到的知识迁移

到不同但相关的目标域中遥 类似于人类野举一反三冶的

学习过程袁迁移学习是指利用数据尧任务或模型之间

的相似性袁将源域中学习到的知识应用于目标域的学

习过程遥 在小样本学习中袁可以利用相关源域中已有

的大规模训练数据袁通过迁移学习解决目标域的小样

本问题遥 Mohanty等在 Plant_disease数据集上袁对比直

接训练和迁移学习两种方法袁发现迁移学习模型的识

别率明显更高[25]遥 谢军等利用 ImageNet尧Plant_disease

以及自已构建的茶树病害数据集袁采用二次迁移学习

方法袁研究小样本茶树病害图像识别问题袁取得较好

识别率[20]遥 然而无论是 Plant_disease还是谢军等人构

建的茶树病害数据集袁 样本图像的背景都比较简单

的袁病害图像识别相对容易遥

将上述迁移学习方法以及小样本学习常用的数

据增广尧模型微调尧学习速率微调等方法引入复杂背

景下茶树病害图像识别问题遥 通过实验对比分析这些

方法对所研究问题的有效性遥 首先是数据增广方法遥

构建 Tea_disease渊未增广冤和 Tea_disease_augment渊增

广冤两个茶树病害数据集遥 在此基础上袁采用迁移学习

的框架袁将 ImageNet预训练模型 VGG-16分别迁移到

两个数据集进行训练和测试袁 比较两者的识别准确

率袁讨论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遥

其次是迁移学习方法遥设计在 Tea_disease数据集

上采用一次迁移尧经过 Plant_disease 二次迁移尧经过

Tea_disease_augment 二次迁移以及在 Apple_disease

数据集采用一次迁移尧经过 Plant_rest_disease 二次迁

移等多个实验袁分析讨论迁移方法对所研究问题的影

响遥

第三是模型微调方法遥 一般小样本学习中常见的

微调方法是先在大规模数据集中预训练一个网络袁然

后迁移到小样本数据集中训练遥 在小样本数据集中训

练时袁一般会冻结前面网络层的参数袁只微调后面几

层的参数遥 本文实验比较了微调网络的全连接层和微

调整个网络两种方法遥

最后是学习速率微调方法遥Howard等在研究通用

微调语言模型时袁提出斜三角学习速率[26]遥该方法在训

练过程中袁 根据迭代次数动态调整学习速率袁 当从 0

开始增长时袁学习速率逐渐变大袁增长到某个固定值

时袁学习速率开始逐步下降遥 将这个学习速率微调方

法引入所研究问题袁实验比较了固定学习速率和斜三

角学习速率两种方法训练的模型袁讨论学习速率微调

方法对所研究问题的影响遥 公式渊1冤尧渊2冤尧渊3冤为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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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学习速率计算公式遥

cut=骔T窑cut_frac夜 渊1冤

p=

t/cut, ift<cut

1-
t-cut

cut窑渊1/cut_frac-1冤
,otherwise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渊2冤

浊t=浊max窑
1+p窑渊ratio-1冤

ratio
渊3冤

其中袁T是迭代训练总次数袁cut为学习速率从递

增转变为递减的迭代次数袁cut_frac为学习速率递增

的迭代次数比例分数袁ratio指定了最小学习速率比最

大学习速率小多少袁浊max为最大学习速率袁浊t为第次迭

代的学习速率遥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4.1 实验环境

实验平台为联想 DeepNex深度学习平台袁配置为

3节点软硬件一体化大数据深度学习平台遥 每个节点

硬件配置 2 颗 Intel Xeon Gold 20C 125W 2.1GHz 处

理器 尧256GB 2933MHZ DDR4 内存 尧2*480GB SSD尧

4*4TB SATA 热插拔硬盘尧Raid 730-8i 12Gb/s RAID

卡尧1GB缓存尧1块 NVIDIA Tesla V100 32GB GPU遥

4.2 实验比较及分析

实验公共的配置如下院采用 VGG-16为基础网络

模型袁该模型的输入数据尺寸为 224伊224伊3袁因此袁实

验中所有样本图像调整成这一尺寸曰VGG-16模型迁

移时袁丢弃原模型的全连接层袁添加一个激活函数为

relu的 256个卷积核的全连接层袁 后面紧跟一个丢弃

率为 0.5的 Dropout层袁最后是一个 labels个卷积核的

softmax全连接层袁其中袁labels是类别数遥 除模型微调

对比实验外袁其它实验统一采用如下微调策略院微调

最后三层参数而冻结前面网络层的参数遥 除学习速率

微调对比实验外袁其它实验的学习速率统一采用固定

值 0.001遥 实验迭代轮数统一设置为 200遥

4.2.1 数据增广对比实验

从网上下载 ImageNet预训练的 VGG-16模型袁分

别迁移到 Tea_disease和 Tea_disease_augment两个数

据集上进行训练袁训练得到的两个模型的平均识别准

确率以及模型损失图如表 1及图 5所示袁在增广数据

集上的平均识别准确率要明显高于未增广的袁且模型

损失变化更平滑袁从而验证了本文提出利用相似植物

同一种病害图像来增广数据集的方法是有效的遥

表 1 数据增广对比实验

Tab.1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data augmentation

渊a冤Tea_disease上训练的模型损失图

渊b冤Tea_disease_augment上训练的模型损失图

图 5 数据增广对比实验的模型损失图

Fig.5 Model loss diagram of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data augmentation

4.2.2 迁移学习方法对比实验

首先设计如下两个实验来对比分析一次迁移和

二次迁移方法对所研究问题的影响院淤将 ImageNet预

训练的 VGG-16模型一次迁移到 Tea_disease渊用 Im鄄

ageNet_Tea_T表示冤遥 于将 ImageNet预训练的 VGG-

平均识别准确率 0.8529 0.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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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模型迁移到 Plant_disease中训练袁然后再次迁移到

Tea_disease 中训练渊用 ImageNet_Plant_Tea_T表示冤遥

实验结果如表 2所示, 发现二次迁移实验于的平均识

别准确率要比一次迁移实验淤的低袁与谢军等文中结

论相反[20]遥通过分析二次迁移的数据集我们发现袁谢军

等的二次迁移实验的数据集都是简单背景的图像组

成袁而本文的二次迁移实验中 Plant_disease数据集是

简单背景的图像组成袁但是 Tea_disease数据集是复杂

背景的图像组成遥 初步分析产生前面实验结果的原因

可能跟二次迁移实验于从背景简单的数据集迁移到

背景复杂的数据集有关遥 因此袁设计第三个迁移学习

的实验院盂将 ImageNet预训练的 VGG-16模型迁移到

Tea_disease_augment中训练袁 然后再迁移到 Tea_dis鄄

ease中训练 渊用 ImageNet_Augment_Tea_T 表示 冤遥

Tea_disease_augment 和 Tea_disease 两个数据集都是

复杂背景的图像组成袁即二次迁移是从复杂背景的数

据集迁移到复杂背景的数据集上遥 实验结果如表 2所

示袁二次迁移实验盂的平均识别准确率要比一次迁移

实验淤的高袁 这个实验表明上述初步分析是正确袁中

间数据集与最终数据集的背景复杂情况相似度会影

响二次迁移方法的效果遥

表 2 Tea_disease数据集上的迁移学习方法对比实验

Tab.2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s

on Tea_disease dataset

为了进一步证明上述结论袁再次设计两个迁移学

习的实验院榆将 ImageNet预训练的 VGG-16模型一次

迁移到 Apple_disease渊用 ImageNet_Apple_T表示冤遥虞

将 ImageNet 预 训 练 的 VGG -16 模 型 迁 移 到

Plant_rest_disease 中训练 袁 然后再次迁移到 Ap鄄

ple_disease 中训练 渊用 ImageNet_Plant_rest_Apple_T

表示冤遥 实验结果如表 3所示袁二次迁移实验虞的平均

识别准确率要高于一次迁移实验榆遥 实验虞的中间数

据集 Plant_rest_disease 和最终数据 Apple_disease 都

是简单背景的图像组成遥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袁二次迁

移学习方法对所研究问题还是有效的袁但是中间数据

集与最终数据集的复杂背景情况要一致, 即同为简单

背景或同为复杂背景遥

表 3 Apple_disease数据集上的

迁移学习方法对比实验

Tab.3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son on Apple_disease dataset

4.2.3 模型微调对比实验

实验采用目前常用的微调全连接层尧微调整个网

络参数两种方法袁 并选择 Tea_disease 和 Tea_dis鄄

ease_augment两个数据集进行实验对比研究模型微调

对所研究问题的影响遥 实验结果如表 4以及图 6所

示袁 表 4 显示对于样本数非常少的小数据集 渊如

Tea_disease冤袁微调整个网络方法的识别准确率要比微

调全连接层低袁主要原因在于样本数太少,过拟合问题

较严重遥 但是随着样本数增加袁微调整个网络方法的

有效性会逐步提升袁比如在 Tea_disease_augment数据

集中袁其样本数比 Tea_disease大袁微调整个网络方法

的模型识别准确率接近微调全连层遥 此外袁分析比较

图 6也可以发现袁采用微调整个网络方法在 Tea_dis鄄

ease_augment上训练的模型损失图渊d冤的纵坐标范围

比同样方法在 Tea_disease上训练的图渊c冤小遥 如果考

虑比例尺因素袁从整体上看图渊d冤的损失曲线比图渊c冤

更平滑遥 说明随着样本数的增加袁采用微调整个网络

方法训练的模型损失波动逐渐变小袁且变化曲线逐渐

趋于平滑袁有利于加快训练的收敛速度遥 因此袁当数据

集样本数非常小时袁 应该采用微调全连接层策略曰样

本数相对比较大时袁可以采用微调整个网络参数来提

高识别正确率遥

表 4 模型微调对比实验

Tab.4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model fine-tuning

Tea_disease上的平均
识别准确率

0.852 9 0.823 5

Tea_disease_augment上的
平均识别准确率

0.943 2 0.943 0

平均识别
准确率

0.852 9 0.764 7 0.911 8

平均识别
准确率

0.958 3 0.97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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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a冤微调全连接层渊Tea_disease冤

渊b冤微调全连接层渊Tea_disease_augment冤

渊c冤微调整个网络渊Tea_disease冤

渊d冤微调整个网络渊Tea_disease_augment冤

图 6模型微调实验的模型损失图

Fig.6 Model loss diagram of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model fine-tuning

4.2.4 学习速率微调对比实验

实验选择固定学习速率和斜三角学习速率两种

策略袁 分别在 Tea_disease尧Tea_disease_augment数据

集上进行实验对比分析学习速率微调对所研究问题

的影响遥 实验相关参数配置如下院 固定速率设置为

0.001袁 斜三角速率公式中相关参数配置为 T=200袁

cut_frac=0.1袁ratio=32袁浊max=0.01遥实验结果如表 5及图

7所示袁 表 5显示在两个数据集上采用固定学习速率

训练的模型平均识别准确率都高于斜三角学习速率遥

但是从图 7来看袁采用斜三角学习速率训练的模型损

失图渊b冤和渊d冤的纵坐标范围比固定学习速率的图渊a)

和图渊c冤的小袁且损失变化曲线也相对更平滑袁说明斜

三角学习速率训练策略的损失变化范围更小且曲线

更平滑袁更有利于加快训练的收敛速度遥

表 5学习速率微调对比实验

Tab.5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learning rate fine-tuning

渊a冤固定学习速率策略渊Tea_disease冤

渊b冤斜三角学习速率策略渊Tea_disease冤

Tea_disease上的平均
识别准确率

0.852 9 0.794 1

Tea_disease_augment
上的平均识别准确率

0.943 2 0.9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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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c冤固定学习速率策略渊Tea_disease_augment冤

渊d冤斜三角学习速率策略渊Tea_disease_augment冤

图 7 学习速率微调对比实验

Fig.7 Model loss diagram of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learning rate fine-tuning

5 结论

构建茶树病害小样本图像数据集和增广数据集

以及利用网上公开的植物病害图像数据集袁通过实验

比较分析研究迁移学习尧数据增广尧模型微调尧学习速

率微调等方法对复杂背景下的茶树病害图像识别问

题的有效性遥 得到以下结论院

渊1冤利用相似植物同一种病害图像来增广数据集

的方法对所研究问题是有效的遥

渊2冤二次迁移学习方法可以提高复杂背景下茶树

病害图像识别的准确率袁但是中间数据集也需要复杂

背景的样本图像遥

渊3冤在进行迁移学习时袁如果数据集样本数非常

小时袁应该采用微调全连接层策略曰样本数相对比较

大时袁 可以采用微调整个网络参数来提高识别正确

率遥

渊4冤在样本数量非常小的情况下袁斜三角学习速

率策略虽然不能提高识别准确率袁但是有利于加快训

练的收敛速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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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Recognition of Tea Tree Disease in Complex Background

YU Wensen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袁Wuyi University袁Wuyishan袁Fujian 354300, China)

Abstract院Aiming at the difficulty of collecting tea tree disease image samples in complex background, a new idea of using images of

the same disease of similar plants to augment the data set was proposed.The small sample tea tree disease image data set and the aug鄄

mented data set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PlantVillage plant disease image data set, which was publicly accessible online, was introduced.

On this basis, VGG-16 deep neural network model was us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fer learning, data augmenta鄄

tion, model fine-tuning and other small sample learning methods for image recognition of tea tree disease in complex background. The

conclusion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on image recognition of tea tree disease in complex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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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互联网+冶时代下袁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校

园开始逐步进入校园袁 智慧校园是将智慧教学的环

境尧资源尧服务以及管理进行充分的融合袁是对以往的

数字化校园进行升级袁 在教育领域中加入云技术尧大

数据等物联网技术[1]遥目前袁各大高校也逐渐开始挖掘

校园网内大数据下的隐藏信息袁以对校园网内的用户

行为进行识别袁 从而进一步提升学校在教学管理尧资

源分配尧科研尧人才培养上的工作水平[2]遥 校园网与其

他网络不同袁通常结构复杂且规模较大袁其用户主要

为学生群体袁所以网络的管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遥 通过

物联网数据挖掘技术进行该类学生群体的网络行为

分析袁以更进一步了解学生的生活习惯袁使学校能够

更好的服务于师生[3]遥研究旨在对校园网用户的数据进

行挖掘袁构建出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校园可视化平台遥

1 智慧校园可视化平台系统及算法设计

1.1 智慧校园可视化平台系统总体设计

由于校园网数据规模大尧维度多袁且数据分析的

范围较大袁 为有效提升用户的响应及系统分析的速

度袁 研究应用 Hadoop 大数据核心框架及开源框架

Sqoop与 Hive袁 从四个层次对用户行为分析系统进行

平台搭建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智慧校园可视化平台系统整体架构

Fig.1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smart campus

visualization platform system

如图 1所示袁采集层的工作是对不同数据源进行

数据采集袁再将数据进行预处理后袁由 MySQL数据库

构建出系统所需的数据仓库曰 存储层的工作是应用

Sqoop 在 Hadoop 的 HDFS 中导入 MySQL中的数据袁

智慧校园可视化平台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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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Hadoop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曰 分析层的工作是

通过协调分配系统资源来提升 MapReduce的计算能

力袁并在 MapReduce执行引擎的基础上进行数据的搜

索尧计算等操作袁以实现对数据的分析曰应用层用于展

示可视化功能与分析结果袁包含数据查询尧行为分析尧

基于数据及分析结果的画像应用[4]遥 根据校园基础平

台的数据尧用户行为分析尧画像模型及应用等方面袁构

建智慧校园可视化平台系统的功能模块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智慧校园可视化平台系统的功能模块

Fig. 2 Function modules of intelligent campus visualization

platform system

在智慧校园可视化平台的构建中袁需要同时实现

有线网络与无线 WLAN的覆盖袁包括生活区尧教学区

等区域遥 在管理过程中袁详细记录校内网络的各项数

据袁以记录校内网络用户的上网与网络活动情况遥 此

次研究通过对 2020年 6月 15日要6月 22日的 Dr.Com

与 NAT日志袁 以及计费与网管系统的历史数据进行

采集袁同时将数据存储于 MySQL关系型数据库中袁最

后对这些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工作袁将预处理后

的数据存入数据仓库袁以备实验与行为分析遥 由于智

慧校园可视化平台需要对大量图表统计进行可视化

显示袁还要直观展示出 AP楼宇的位置与用户的轨迹袁

研究应用 Highcharts与 Echarts来展示数据分析界面袁

如图 3所示遥

图 3 Highcharts与 Echarts可视化图例

Fig.3 Visualization legend of highcharts and ecarts

由于可视化分为统计与聚类结果可视化遥 其中袁

统计可视化包括了曲线图尧 直方图以及表格的对比袁

以增强用户对数据的了解程度曰聚类结果可视化包括

直方堆叠图尧环形图以及饼图等方式袁以展示出聚类

分布的统计结果遥 其中袁直方堆叠图最为符合聚类的

结果要求袁主要是由于该图为多维度用户上网特征中

挖掘出来的袁并且在二维展示中还增添堆叠顺序与大

小袁以及不同的颜色袁在可视化研究中具有很大的优

势遥

1.2 用户活跃度和轨迹相似度算法分析

评价用户上网的活跃度可以从上网的流量尧时长

以及次数来判断袁也就是从用户网络访问情况尧上网

持续时间和频率来进行活跃度的分析袁且三者存在着

一定的联系[5]遥 由于上网次数越多袁持续时间也就越

长袁那么上网流量也就越多袁因此可以综合考虑对用

户平均上网流速进行分析遥 在进行用户活跃度分析

前袁需要对活跃度低的用户进行过滤袁以提升分析的

准确度遥 首先对用户上网活跃度公式进行设计袁主要

是对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统计袁包括上网流速尧次数

以及时长袁并应用 k-means聚类算法评价分类个数在

k沂[2,10]时的得分袁如图 4(a)所示遥同时统计两类用户

群的上网访问内容袁 以找出两类用户的上网特征袁如

图 4(b)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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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校园网用户上网数据聚类与访问内容统计结果

Fig. 4 The data clustering and access content statistics of

campus network users

由图 4可知袁校园网内两类用户群的主要特征为

上网流速与时长袁其中分类 1主要集中在社交与游戏

中袁虽然在线时间段袁但是期间不断访问网络袁使得流

量较大曰分类 2集中在新闻类与社交中袁在线时间长袁

但产生流量小遥 这也较好的体现聚类结果的正确性遥

因此袁上网活跃度不但要考虑上网频率和时长袁还需

要对上网流速进行综合考虑袁而通常上网频率较高的

用户袁上网时长也会较长袁因此将上网流速与时长作

为活跃度的度量因素遥

构建用户活跃度公式时袁需要保证上网流速与时

长在公式中的权重相当袁其次只要流速与时长中有一

个值异常袁则活跃度极小遥 用户 u在时间段 T内的活

跃度 Act渊u冤袁如式渊1冤所示

Act渊u冤=
淄

淄max
伊
t
T姨 渊1冤

式中院T为用户 u活跃时间段袁t为 u在 T内上网

的总时长袁淄为 u在 t内上网的平均流速袁淄max为网内

流速的最大值遥

对于用户轨迹相似度的计算袁 研究应用 LCSS优

化算法袁主要是由于该算法可以较好的表现出轨迹间

非连续的最长公共子序列的长度袁 即轨迹相似程度袁

因此可以通过该方法判断用户间移动位置序列的相

似度袁以及位置间停留时长的相似度遥 位置停留时长

序列相似系数 c的计算方式

c=
1

LCSS渊u袁淄冤
伊移i沂s

min渊ti渊u冤,ti渊淄冤冤

max渊ti渊u冤,ti渊淄冤冤
渊2冤

式中院LCSS渊u袁淄冤表示用户 u 与淄的公共子轨迹

序列长度袁s 为用户 u 与淄的公共子轨迹序列中的点

序列袁ti 渊u冤和 ti 渊淄冤为用户 u与 淄在点 i上关联 AP站

点的停留时长遥 接着将 LCSS算法得出的公共子序列

长度与 c进行综合袁得出轨迹相似的有效值遥 设定 m袁

n分别为用户 u与 淄的移动轨迹长度袁 那么公共子序

列 长 度 的 相 似 度 可 以 表 示 为
LCSS渊u,淄冤

m
和

LCSS渊u,淄冤

n
袁且值为 0时越不相似袁值为 1时越相似袁

再对二者取平均值得出移动位置序列的相似度遥

由于在移动位置序列相似度的基础上可以得出

位置逗留时长序列相似度袁 那么为经过 LCSS计算后

的公共子轨迹序列中的点序列袁所以对两个相似度进

行相乘袁能够得出用户移动轨迹的相似度遥 LCSS优化

算法的用户轨迹相似度计算袁如式渊3冤所示

SimLCSS =
LCSS渊u,淄冤

2
伊

1
m

+
1
n蓸 蔀 伊c 渊3冤

式中院SimLCSS值在区间[0,1]内袁相似度越高则值越

接近 1遥 在用户逗留时长中引入 LCSS算法袁不但可以

增加算法的优越性袁还能够有效提升轨迹相似度计算

的准确率遥

1.3 校园用户画像模型构建

用户画像的精确构建能够为用户的有效管理及

行为预测提供数据基础袁而用户画像中标签系统的构

建非常关键[6]遥标签库为用户标签集合袁对用户标签进

行集中管理袁并采用多维度模式管理标签[7]遥 通过 Dr.

Com日志尧网管及计费系统获取用户数据袁获取数据

包括用户访问外网 渊上网情况冤尧 无线联网 渊上网轨

迹冤尧访问链接渊访问兴趣冤等情况遥 所以将通过这三个

方面来对数据源进行分析袁再进行用户行为标签的设

计袁 并将网络内用户的基本信息作为用户属性标签遥

再采用离散化方法对用户数据各个维度进行处理袁以

得到用户的行为特征与基本属性袁并综合多个特征选

择方法袁通过各种方法对特征进行得分计算袁并根据

得分排序权重袁得出分数最高的 n个属性特征遥 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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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算法综合多种算法的优势袁能够有效提升特征选

择的准确率遥 特征选择的权重设置方法分为 5步袁一

是根据得分排序 n个特征曰二是根据排序设置特征权

重为 n,n-1,n-2,噎,1曰三是应用 xgboost模型对该选择

方法进行模型训练与测试袁并得出 F1-score值曰四是

将特征权重与 F1-score值进行相乘袁 得出特征权重曰

五是按照特征累加各个选择方法的特征权重袁得出各

特征的最终权重遥

构建用户画像主要包括数据挖掘与用户画像两

个阶段袁前一阶段主要从多维度挖掘用户数据袁并构

建标签体系袁后一阶段则通过构建标签体系将用户画

像分为用户属性与行为画像两个方面袁构建用户画像

模型袁同时输出属性与行为画像袁最后通过标签权重

来对用户画像进行绘制袁模型框架如图 5所示遥

图 5 用户画像模型框架

Fig.5 User portrait model framework

引入机器学习算法来构建用户画像模型遥 由于个

体学习器具有一定的缺陷袁将学习算法与若干学习器

结合袁得到一种强学习器遥 其中袁Xgboost算法为优化

效果较好的一种提升树模型袁其通用性高且计算速度

快袁所以选择应用该模型来构建二级融合模型袁如图 6

所示遥

图 6 二级融合模型框架

Fig.6 Framework of secondary fusion model

在提出的模型框架中袁Stacking应用交叉验证来

构建训练集与测试集袁 使得训练后的模型更稳定袁并

与多个模型相结合训练元模型袁 以得到更优的效果遥

Bagging模型采用了投票法袁 最终分类结果以得票最

多的类别为准袁 并通过随机采样方法对模型进行训

练袁所以具有很强的泛化性能遥 二级融合模型的元分

类器为 xgboost(XGB)袁应用多种算法作为 Stacking 的

弱分类器袁 在训练 Stacking后得到 XGBTree模型袁并

将其所有特征作为第二层的输入袁 同时与 Bagging算

法结合袁进一步提升分类的泛化力与准确率遥

2 智慧校园可视化平台算法测试分析

2.1 用户活跃度和轨迹相似度算法测试

对校园网内用户的上网数据进行采集袁 并对用户

的平均上网流速与总在线时长进行统计袁通过式渊1冤计

算出用户上网活跃度袁如图 7所示遥图 7中散点的颜色

深浅度表示活跃程度袁颜色越深表明活跃度越高遥

图 7 计算后用户上网活跃度分布状况

Fig.7 Distribution of users' online activity after calculation

由图 7可知袁时长与流速越远离坐标值 0的点颜

色越深袁越接近则颜色越浅遥 通常流速与时长都比较

高的用户上网活跃度较高袁二者一高一低时袁均在中

等的用户才具有较高的活跃度袁这也符合上网活跃度

的概念遥

为了验证基于 LCSS的相似度算法聚类的结果是

否有效袁 应用相似度聚类分析方法对 2020年 6月 15

日校园网用户上网轨迹序列进行分析遥 由于优化前簇

内最多有 12个成员袁 并且有 72个簇类的成员只有 2

个曰而优化后的聚类算法簇内最多有 5个成员袁并且

有 123个簇类的成员只有 1个袁反映出用户轨迹行为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遥 以实际用户为例袁比较用户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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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结果袁如图 8所示遥其中横尧纵坐标分别表示不同

类别的用户名尧逗留总时长袁不同颜色代表不同连网

的地点袁从下到上为用户移动轨迹的先后地点遥

图 8 基于优化后算法的用户聚类结果

Fig.8 User clustering results based on the optimized algorithm

用户 05010的轨迹为 野图书馆 (80.9)寅教学楼 1

(100.1)寅体育馆(62.8)冶曰用户 03553的轨迹为野体育馆

(113.7)寅图书馆(2.7)寅体育场(54.1)寅体育馆(123.7)冶袁

用户 20170906的轨迹为野图书馆(714.4)寅体育场(3.1)

寅体育馆(38.8)冶遥 05010从图书馆到体育馆袁在图书馆

与教学楼 1中的逗留时间较长袁说明了教学楼 1是其

主要目的地之一袁因此可以看作与用户 03413尧jhw106

为相同类别曰 而 03553在图书馆停留不到 3分钟袁反

映出该用户可能只是路过该地袁因此可以看作与用户

01555为相同类别曰 其他用户也分别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类别遥 因此袁优化后的用户相似度算法更能为精确袁

能够较好的度量移动轨迹相似性遥

2.2 校园网用户画像模型测试分析

实验数据 集采 用 sklearn.datasets.base 下 的

load_breast_cancer袁 包括 569 条数据记录与 30 个特

征袁将前 400条作为实验训练集袁其余 169条作为测

试集袁并选取 600个用户的上网数据袁其中用户特征

属性包含位置偏好尧社会属性尧活跃度尧访问频率和兴

趣袁以及上网的次数尧流量尧时长袁同时将 60%的数据

作为训练集袁剩下的平均分为验证集与测试集遥 本次

研究将应用混淆矩阵来获取分类评价的结果袁评价标

准为准确率尧精准率尧召回率尧F1-score遥

首先验证特征选择算法袁分别应用基于决策树特

征选择模型尧 方差以及卡方检验来进行特征选择对

比袁再通过 xgboost算法来分类数据袁通过 F1-score得

分来判定算法对分类的有效性遥

表 1 对比不同特征选择算法的实验结果

Tab.1 Comparison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different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s

如表 1所示袁对比不同特征选择算法的实验结果

后袁 可以看出特征选择算法的分类结果准确度较高遥

再应用特征选择算法对画像模型的有效性进行验证袁

主要预测用户角色渊教职工与学生冤与性别这两个标

签袁预测结果如图 9所示遥

图 9 对性别尧角色标签的预测结果

Fig.9 Prediction results of gender and role tags

由图 9可知袁性别尧角色标签在进行特征选择后

的预测效果明显优于无特征选择袁反映出训练模型在

训练前进行特征选择袁能够有效提升最终分类预测的

准确性遥其中袁XGB算法的分类效果优于其他算法袁因

此将 xgboost 算法融入用户画像模型中袁 以作为

Stacking的元分类器袁 并将 XGBTree作为 Bagging模

型的基树遥 再比较 Stacking融合后的模型与单个模型

的 F1-score值袁结果如表 2所示遥

卡方检验 0.94 0.94 0.94 0.94

方差检验 0.94 0.94 0.95 0.94

基于决策树模型 0.93 0.95 0.95 0.95

本文特征选择算法 0.95 0.95 0.97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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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较两种集成模型预测的准确率

Tab.2 Compares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the

two integrated models

由表 2可知袁对于标签预测的准确率而言袁集成

模型明显优于简单分类器袁同时二级融合模型的准确

率在一级 Stacking的基础上又提升了 3%袁 因此研究

提出的融合模型能够增强用户标签的预测准确率袁使

用户画像的准确率进一步提升遥

3 结论

此次研究应用物联网技术袁在智慧校园建设领域

设计可视化平台系统及优化算法袁并对提出的算法进

行了测试分析遥 结果显示袁优化后的用户相似度算法

更能为精确袁能够较好的度量移动轨迹相似性曰提出

的特征选择算法的分类结果准确度较高袁优于其他算

法曰 集成模型的标签预测准确率明显优于简单分类

器曰训练模型在训练前进行特征选择袁能够有效提升

最终分类预测的准确性曰二级融合模型的准确率在一

级 Stacking的基础上又提升了 3%遥 因此本次研究提

出的融合模型能够增强用户标签的预测准确率袁使用

户画像的准确率进一步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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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Smart Campus Visualization Platfor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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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enter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e, Quan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Crafts, Quanzhou, Fujian 3625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designs the system for the intelligent campus visualization platform, proposes the algorithm of user activity and

trajectory similarity, constructs the user profile model, and finally tests and analyzes the proposed algorithm of smart campus visualization

plat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ized user similarity algorithm is more accurate and can better measure the similarity of moving

tracks,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feature selection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s higher than other algorithms, the accuracy of

the integrated model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simple classifier, the accuracy of the two-level fusion model is improved by 3%

on the basis of the first-order stacking.

Key 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smart campus; visualization; activity; trajectory similarity; user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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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core值
性别标签 0.54 0.57

角色标签 0.72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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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袁国内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袁催生了国内

快递业务量的爆发式增长遥 截至 2019年底国内已有

七家快递企业上市袁业务量呈几何倍数增长袁而且中

国快递进入到了野新百亿冶时代遥数量暴涨的同时部分

地区仍然物流设施落后袁配送效率低下袁快递服务体

验差袁因此如何做到数量和质量双双提升对快递企业

至关重要遥如何合理规划网点的数量和配备合理的设

施设备及人员对客户的服务提升是关键点袁因此作为

快递行业市场需求预测的重要指标袁快递业务量的预

测对快递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遥需求的定量预

测模型常用的主要有回归分析预测法尧时间序列预测

法尧神经网络预测法尧灰色预测法等多种方法袁但单一

的预测模型的假设条件及使用范围总存在着一定的

局限性袁考虑因素比较单一袁因此为了消除单一预测

模型的缺陷袁综合多种因素产生的影响袁本文在综合

三种预测方法的基础上袁 采用 Shapley组合预测模型

进行快递业务量的预测袁提高模型预测的精度和稳定

性袁为快递行业的市场需求提供科学性支撑遥

1 单项预测模型的选择与构建

1.1 多元回归预测模型的构建

快递业务量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多种因素的影响袁

如区域经济的经济水平和规模尧 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尧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袁常住人口尧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等经济因素的影响遥 同时也会受到国家相关政策尧

信息处理技术及交通因素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遥 因此

在构建预测模型时首先选用多元回归预测模型遥 回归

预测模型的理论思想是选取合适的因变量袁通过对大

量的样本数据做回归分析袁选取合适的数学模型和分

析方法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和

数量关系遥 多元回归关系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有多个袁

一般形式为院

y=xi 茁1+x2茁2+噎+xk 茁k+着 渊1冤

式中院y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尧相依变量尧内生变量)袁x

是解释变量(自变量尧独立变量尧外生变量)袁着随机误差

项袁茁i渊i=1,2,噎,n冤是回归系数[1]遥

回归预测模型在回归过程中利用初始变量可以

采用向后回归尧向前回归尧逐步回归等多种预测方法

Shapley值组合预测模型下的

石狮市快递业务量预测分析

王凤英

渊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交通经济系袁 福建 福州 350007冤

摘 要院基于单项预测模型的局限性袁在对快递业务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预测尧二次曲线估计预测及灰色预测的

基础上袁建立 Shapley值组合预测模型袁对福建省石狮市的快递业务量进行预测分析袁最后预测 2020年至 2025年的快递

业务量遥研究表明袁组合预测比单项预测具有更高的精度袁在快递业务量预测中具有应用价值袁为快递企业合理规划网点

及准确配备快递员的数量提供科学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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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量进行回归并进行检验袁如果通过检验袁则是满

足了变量之间的模型假设袁因此则可以利用此模型进

行预测遥

1.2 二次曲线估计模型构建

趋势曲线拟合模型主要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特点

选取直线或者各种曲线模型来进行拟合袁然后根据选

择的模型的拟合优度的大小来选取最优模型袁目前常

用的曲线估计模型有对数曲线尧二次曲线尧指数曲线尧

复合曲线和增长曲线等遥 快递业务量是一个时间序

列袁属于渐进变化袁因此可选用二次曲线估计模型[2]遥

二次曲线估计预测模型建立如下院

y=b0+b1x+b2x
2 渊2冤

本文综合考虑快递业务量的发展趋势采用二次

曲线回归对其进行预测遥

1.3 GM(1,1)灰色预测模型构建

灰色预测模型的预测原理是先对历史统计数据

进行级比检验袁如果没有通过此检验袁将历史数据变

化处理成能够通过级比检验的新数列袁然后通过累加

法尧累减法或取初始值的方式进行灰生成袁产生新的

数据序列袁然后建立微分方程代入求解袁再将结果序

列中的数据累减和逆变成即可得到目标预测值袁最后

进行误差检验尧 均方差检验等检验袁 评价预测效果遥

GM渊1,1冤模型是最常用的一种灰色预测模型遥 具体预

测模型如下院

第一步袁建立微分方程遥

建立一阶微分方程为院
dx(1)(t)

dt
+ax(1)(t)=u袁其中 a为

发展系数袁u为灰色作用变量袁该一个变量的一阶微分

方程袁记作 GM渊1,1冤模型遥

第二步袁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 a和 u袁构造矩阵B遥

B=

-
1
2
[x1(2)+x1(1)]

-
1
2
[x1(n)+x1(n-1)]

杉

删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煽

闪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Yn=

x0(2)

x0(3)

x0(n)

杉

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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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3冤

矩阵计算院

记参数列为 A袁则A赞 =[a,u]1袁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可得

A赞 =渊BTB冤-1BTY=
a

u
蓘 蓡 渊4冤

由该式进行矩阵运算可求的参数 a袁u遥

第三步袁求出预测模型遥

将参数 a和 u代入时间函数得一次累加生成序

列的预测模型院

x赞 (t+1)=咱x0(1)-
u
a
暂e-at+

u
a
渊t=1,2,噎,n冤 渊5冤

再由还原公式x赞 (0)(t+1)=x赞 (1)(t+1)-x赞 (1)(t)进行累减运

算袁可还原各个预测值遥 最后通过一系列检验来检验

模型的精度和可信度[3]遥

2 快递业务量的Shapley值组合预测模型构建

组合预测模型的计算公式为院

y赞 k =w1 y
赞
1k+w2 y

赞
2k+w3 y

赞
3k 渊6冤

式中院 y赞 k代表组合预测值曰w1代表模型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在组合预测模型中占的比重曰w2代表二次多

项式趋势回归模型在组合预测模型中占的比重曰w3代

表灰色在组合预测模型中占的比重曰y赞 1k代表多元线性

回归预测模型预测值曰y赞 2k代表二次多项式趋势回归模

型预测值曰y赞 3k代表灰色模型预测值曰k 代表对应的从 1

开始到预测期序列遥

在组合预测模型中袁权重的计算非常重要袁合理

的权重计算能够提高预测精度遥 选取 Shapley值法来

确定权重遥 Shapley值法是用于解决多人合作对策问

题的一种数学方法袁突出反映出各个成员在合作中的

重要性袁 实现每个合作成员对该合作对策的贡献大

小袁易于被各个合作成员视为公平袁结果易于被各方

接受遥 假设有 n种预测方法进行组合预测袁 记为 I=

喳1,2,噎,n札袁对于 I的任何子集袁E(S)表示各组合的误

差遥设 i种预测方法的预测误差的绝对均值为 Ei袁组合

预测的总误差为 E遥

Ei=
1
m

m

j=1

移 eij i=1,2,噎,n曰E=
1
n

n

i=1

移Ei 渊7冤

Shapley值误差分配公式为院

E
1

i =移s沂iW ( s ) E(s)-E(s-{i})蓘 蓡 , i=1,2,噎,n曰

W ( s )=
渊n- s ! 冤渊 s -1冤

n!
渊8冤

式中院i表示组合中的第预测模型曰E
1

i表示第 i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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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模型的 Shapley值袁 也就是所分摊的误差曰s 表示

包含预测模型的组合曰 s 表示组合中预测模型的个

数曰s-{i}表示在组合中排除模型遥

Shapley值法给出一个 n人合作对策问题的分配

向量袁E渊s冤-E渊s-{i}冤表示组合 s 的边际贡献值袁考虑

组合成员加入后和加入前对组合产生不同的影响遥

W ( s )可看作一个权重袁表示组合成员在组合中所需

要承担的边际贡献袁 也是组合预测的加权因子遥

Shapley值法综合了组织中各成员的影响袁 因此可认

为其分配向量是公平合理的[4]遥

由上可得权重计算公式

Wi=
1

n-1
窑

E-E
1

i

E
袁i=1,2,噎,n 渊9冤

3 实证分析

3.1 石狮市快递业务的发展现状分析及数据选取

2018年袁石狮市生产总值 836亿元袁增长 9.1%袁

增速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曰 工业增加值增长

9.5%曰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中小城市百强第 16位尧

福建省第 2位遥

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袁 随着 GDP的

逐年稳步提高袁人民的消费水平大幅提高袁石狮市的

快递服务需求总量也随之持续增长袁具体见图 1遥

图 1 石狮市历年快递业务量增长趋势图

Fig.1 The growth trend of express delivery business in Shishi City over the years

3.2 多元回归关系模型预测

在对快递业务量的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本文选

用了 GDP尧常住人口尧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作为快递业

务量的解释变量遥 通过查阅石狮市的历年统计年鉴和

公报具体数据见表 1遥选用 SPSS 19.0对表 1的数据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遥首先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袁快递业务量

与这几个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均在 0.9以上袁所以显著相

关袁然后选用向后回归进行分析袁具体结果见表 2遥

表 1 2011要2018年石狮市快递业务量相关指标数据[5]

Tab.1 Shishi city express business volume related

index data in 2011 to 2018

表 2 输入 辕移去的变量

Tab.2 Input / Removed Variables

表 3 系数 a

Tab.3 Coefficient a

由表 2可以看出袁 向后回归过程中输入 GDP尧人

口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三个变量袁 模型 2移去变量

GDP袁模型 3 又移去变量人口袁仅余下变量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遥并由表 3的数据可以看出袁模型 3的 t检验

1

(常量) 196 049.977 138 610.898 1.414 0.230

GDP 17.359 89.516 0.389 0.194 0.856

人口 -3 532.101 2 334.032 -1.049 -1.513 0.205

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106.344 128.387 1.586 0.828 0.454

2

(常量) 189 589.445 120 907.581 1.568 0.178

人口 -3 396.527 2 001.114 -1.009 -1.697 0.150
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129.708 39.864 1.934 3.254 0.023

3
(常量) -15 569.964 3 328.686 -4.678 0.003

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63.363 8.967 0.945 7.066 0.000

2011 431.4 64.6 226.1 1 277.64

2012 500.1 65.5 268.7 1 894.10

2013 570.8 66.3 308.4 2 808.00

2014 638.3 67.6 352.3 4 314.88

2015 676.3 68.3 395.7 6 805.26

2016 703.6 68.8 400.1 9 554.25

2017 772.7 69.1 445.3 14 190.90

2018 836.0 69.5 494.8 17 803.04

1
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人口, GDP
输入

2 GDP
向后渊准则: F-to-remove >

= .100的概率冤

3 人口
向后渊准则: F-to-remove >

= .100 的概率冤
a. 已输入所有请求的变量
b. 因变量: 快递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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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性水平 sig值均小于 0.005袁通过检验袁因此多

元回归方程为院快递业务量=-15 569.964 +63.363伊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遥

代入此回归方程计算出 2011要2018年的快递业

务量的预测值袁见表 4遥

表 4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预测值

Tab.4 Predicted value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根据表 4可以计算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平均

绝对误差比为 21.6%遥

利用二次曲线估计回归模型对 2019要2025年影

响快递业务量的各指标进行预测袁代入上述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计算出快递业务量袁结果见表 5遥

表 5 2019要2025年石狮市快递业务量预测数据

Tab.5 Shishi city express business volume forecast

data in 2019 to 2025

3.3 二次曲线回归模型预测

选用 SPSS 19.0软件对软件快递业务量的影响因

素进行二次曲线估计回归遥 运行结果见表 6遥

表 6 模型汇总和参数估计值

Tab.6 Model summary and parameter estimates

图 2 二次曲线拟合图

Fig.2 Quadratic curve fitting diagram

由表 6可知袁该模型的 R 方等于 0.998袁说明模型

的拟合度很高袁显著性水平 sig值为 0.000袁通过显著

性检验遥 能较好地反应快递业务量的变化遥 同时由图

2可知模型拟合效果很好遥以年份为自变量 X袁以快递

业务量为因变量 Y袁由表 6可以得到二次曲线回归模

型为院Y=1 708.487-671.898X+339.061X2

表 7 二次曲线回归模型拟合值

Tab.7 Quadratic curve regression model fitting values

利用二次曲线回归模型对 2019要2025年进行预

测得到结果如表 8遥

表 8 2019要2025年二次曲线回归预测值

Tab.8 The predicted value of the quadratic curve

regression in 2019 to 2025

2019 23 125.371 96

2020 28 895.639 58

2021 35 344.029 94

2022 42 470.543 04

2023 50 275.178 87

2024 58 757.937 44

2025 67 918.818 75

2011 1 277.64 1 375.650 0 98.010 0 0.080 0

2012 1 894.10 1 720.935 3 173.164 7 0.091 4

2013 2 808.00 2 744.343 8 63.656 3 0.022 7

2014 4 314.88 4 445.874 9 -130.994 9 0.030 4

2015 6 805.26 6 825.528 9 -20.268 9 0.003 0

2016 9 554.25 9 883.305 5 -329.055 5 0.034 4

2017 14 190.90 13 619.204 9 571.695 1 0.040 3

2018 17 803.04 18 033.227 1 -230.187 1 0.012 9

2012 1 894.10 1 455.674 4 438.425 6 0.301 2

2013 2 808.00 3 971.185 6 -1 163.185 6 0.292 9

2014 4 314.88 6 752.821 4 -2 437.941 4 0.361 0

2015 6 805.26 9 502.775 6 -2 697.515 6 0.283 9

2016 9 554.25 9 781.572 9 -227.322 9 0.023 2

2017 14 190.90 12 645.580 5 1 545.319 5 0.122 2

2018 17 803.04 15 782.049 1 2 020.990 9 0.128 1

2019 517.160 7 17 198.889 43

2020 547.594 1 19 127.240 96

2021 576.775 0 20 976.230 33

2022 604.703 6 22 745.870 21

2023 631.379 8 24 436.154 27

2024 656.803 6 26 047.082 51

2025 680.975 0 27 578.654 93

方程
模型汇总 参数估计值

R F df1 df2 Sig. 常数 b1 b2

二次 0.998 1170.322 2 5 0.000 1708.487 -671.898 33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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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灰色预测方法

采用灰色预测分析软件袁 对原始数据进行模型

GM(1,1)分析袁计算过程如下院

第一步袁原始序列的初始化遥

初始化后的序列院

1 277.64, 1 894.10, 2 808.00, 4 314.88, 6 805.26,

9 554.25, 14 190.90, 17 803.04

第二步袁原始序列的 1-AGO遥 1-AGO序列院

1 277.640 0, 3 171.740 0, 5 979.740 0, 10 294.620 0,

17 099.880 0, 26 654.130 0, 40 845.030 0, 58 648.07

第三步袁1-AGO的紧邻均值生成遥 紧邻均值生成

序列院

2 224.690 0, 4 575.740 0, 8 137.180 0, 13 697.250 0,

21 877.005 0, 33 749.580 0,49 746.550 0

第四步袁发展系数和灰色作用量的计算院

a=-0.343 6 b=1 618.673 0遥

第五步袁模拟值的计算院

1 277.640 0, 2 455.283 3, 3 461.844 9, 4 881.053 8,

6 882.077 9, 9 703.436 7, 13 681.432 4, 19 290.236 9

第六步袁计算残差院

残差=3 562 462.047 9遥

平均相对误差=9.632 8%袁系数渊1-ea冤 x0(1)-
b

a
蓘 蓡 =

1 741.388 3遥 模型误差分析见表 9遥

表 9 GM(1,1)模型预测误差分析

Tab.9 GM (1,1) model prediction error analysis

利用灰色预测方法对 2019要2025年进行预测结

果见表 10遥

表 10 灰色预测方法的预测值

Tab.10 Predicted values of gray prediction method

3.5 Shapley组合预测模型

根据上述三种方法的预测结果袁 用 Y 1袁Y 2袁Y 3袁分

别代表多项回归预测模型尧二次曲线估计预测模型和

灰色预测模型袁 选取 2012要2018年石狮市快递业务

量的历史数据为样本袁由上述表 4袁表 7和表 9计算出

Shalpey组合预测的总误差比为

E=
1
3
渊E1+E2+E3冤=

1
3
(0.216+0.004+0.096)=0.117

根据 Shalpey值组合预测的概念袁 三种预测方式

的所有子集的组合的误差比分别为 E{1}袁E{2}袁E{3}袁

E{1,3}袁E{2,3}袁E{1,2,3}袁通过计算公式其数值的大小为

该子集所包括的向量误差比的均值大小结果见表 11遥

表 11 各子集的误差比值

Tab.11 Error ratio of each subset

按照 Shapley值误差分配公式袁 分别求出三种预

测方法的 Shapley值为院

E1=
0! 2!
3!

E(1)-E({1}-{1})蓘 蓡+
1! 1!
3!

E{1,2}-E({1,2}-{1})蓘 蓡+

1! 1!
3!

E{1,3}-E({1,3}-E({1,3}-{1})蓘 蓡 +

2! 0!
3!

E{1,2,3}-E({1,2,3}-{1})蓘 蓡 =0.113

同理可计算出 E2=-0.019,E3=0.023袁 三个结果和

为 E1+E2+E3=0.117袁 说明三种单一预测方法分摊的误

差比的和等于总的误差比遥 根据计算公式 wi=
1

n-1
窑

E-E
1

I

E
计算出三种预测方法在组合模型中的最终权重

为 0.017袁0.581袁0.402遥 根据所得的权重袁可得组合预

测模型为y赞 k =0.017y
赞
1k+0.581y

赞
2k+0.402y

赞
3k 袁利用组合预

子集 E{1} E{2} E{3} E{1,2} E{1,3} E{2,3} E{1,2,3}

误差比

均值
0.216 0.04 0.096 0.128 0.156 0.068 0.117 3

2011 1 277.64 1 277.640 0 0.000 0 0.000 0

2012 1 894.10 2 455.283 3 -561.185 5 0.296 3

2013 2 808.00 3 461.844 9 -653.844 9 0.232 9

2014 4 314.88 4 881.053 8 -566.173 8 0.131 2

2015 6 805.26 6 882.077 9 -76.817 9 0.011 3

2016 9 554.25 9 703.436 7 -149.186 7 0.015 6

2017 14 190.90 13 681.432 4 509.467 6 0.035 9

2018 17 803.04 19 290.236 9 -1 487.196 9 0.083 5

2019 27 198.412 3

2020 38 348.602 8

2021 54 069.896 5

2022 76 236.250 8

2023 107 489.866 2

2024 151 556.132 6

2025 213 687.6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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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ecast of Express Business in Shishi City Based on the
Combined Forecast Model of Shapley Value

WANG Fengying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Abstract院Based on the limitations of a single forecasting model, this paper builds a combined forecasting model of Shapley values

based o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forecasting, quadratic curve estimation forecasting, and GM (1,1) gray forecasting of the express deliv鄄

ery business volume. A case study of the express delivery business in Shishi City was conducted, and the express delivery business volume

from 2020 to 2025 was finally forecast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bined forecast has higher accuracy than the single forecast, and

has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forecast of the express delivery business volume, which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easonable planning

of outlets and the accurate deployment of the number of courier by the express delivery company.

Key words院express freight; shapley combined forecasting; gray forecasting; regression fore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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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模型公式可以得到石狮市快递需求量组合预测结

果见表 12遥

表 12 2012要2018年组合预测结果

Tab.12 Combined forecast results in 2012 to 2018

根据表 11 计算出组合预测的平均误差比

5.00%袁预测精度良好遥

将表 13 的三种单一预测结果代入组合预测模

型袁由此可得 2019要2025年组合预测值袁见表 13 的

最后一列遥

表 13 2019要2025年各模型预测结果汇总

Tab.13 Summary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each model

in 2019 to 2025

四尧结束语

在快递业务量的需求预测中袁单个预测方法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袁在选择多元线性回归尧二次曲线回归尧

灰色预测方法的基础上袁 利用 Shapley组合预测方法

进行预测袁综合多种因素袁提高预测的全面性遥 以福建

省石狮市快递业务为例袁 证明组合预测方法的有效

性袁进而对区域的物流网络规划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

义袁为电子商务及区域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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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7 198.889 43 23 125.371 96 27 198.412 3 24 661.98

2020 19 127.240 96 28 895.639 58 38 348.602 8 32 529.67

2021 20 976.230 33 35 344.029 94 54 069.896 5 42 627.58

2022 22 745.870 21 42 470.543 04 76 236.250 8 55 709.04

2023 24 436.154 27 50 275.178 87 107 489.866 2 72 836.22

2024 26 047.082 51 58 757.937 44 151 556.132 6 95 506.73

2025 27 578.654 93 67 918.818 75 213 687.691 1 125 832.12

2012 1 894.10 2 011.63 -117.536 0 0.06

2013 2 808.00 3 053.64 -245.635 5 0.09

2014 4 314.88 4 660.03 -345.154 9 0.08

2015 6 805.26 6 893.77 -88.514 8 0.01

2016 9 554.25 9 809.27 -255.018 8 0.03

2017 14 190.90 13 627.67 563.231 2 0.04

2018 17 803.04 18 500.28 -697.235 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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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阻止人体皮肤与空气环境直接接触袁 相当

于保护人体的第二层皮肤遥当人们从事不同的生产活

动时袁 在不同环境下人们需要穿着不同性能的服装遥

在高温环境工作时袁 人们一般要穿着高温防护服袁而

高温防护服通常由三层织物材料构成袁 记为 I尧II尧III

层袁 其中 I层与外界环境接触袁III层与皮肤之间还存

在空隙袁将此空隙记为 IV层遥 高温防护服的作用原理

就是减缓和阻止热量传递袁 使得到达人体皮肤的热

量尽可能少的聚集袁 以起到保护皮肤不被烧伤或灼

伤的作用[1]遥因此袁高温防护服应该能够起到保护人体

的作用袁同时也起到促使人体热量散发尧减小高温空

气的传递速度尧防止高温中暑等作用[1]遥而在高温防护

服的设计上要求高温防护服要有较好的阻燃性和较

强的隔热性袁为评价高温防护服专用材料的防护性能

的好坏需要进行大量的热防护性能的测试袁 但是袁在

高温环境中进行大量实验是不现实的袁其将需要耗费

大量资金并且将造成资源浪费遥

研究对多层高温防护服的热传导问题袁首先运用

热传导的基本定律-傅里叶定律[2]建立一维热传导方

程模型袁并利用有限差分法对时间和空间节点作离散

化处理袁得到温度分布的时间空间函数袁进而得到最

终的温度分布数值解遥 接着袁建立基于有限差分法的

一维热传导方程模型并运用二分法得出最优近似解

数值袁即高温防护服第 II层最佳厚度袁为高温防护服

的合理设计提供依据遥

1 研究问题及其主要思路

研究问题来源于 2018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竞赛

A题袁 问题如下院 为了研究高温防护服的厚度设计问

题袁 现将 37益的假人放置在高温环境中并测得假人皮

肤外侧的温度袁下面我们利用借鉴数学模型[1-7]来确定

假人皮肤外侧的温度变化状况袁并解决两方面的问题院

(1)已知高温防护服专用测量材料的某些参数值

(见表 1)袁当环境温度为 T(x,t)=75 益时袁各层专用材料

厚度分别为 L玉=0.6 mm尧L域=6 mm尧L芋=3.6 mm尧

L郁=5 mm袁作业时间为 0臆t臆90 min时袁假人皮肤外侧

温度 T渊x=x郁袁t冤袁建立数学模型袁计算温度分布遥

有限差分法的一维热传导方程应用

陈金雄 1袁 张敏 2袁 沈丹梅 3袁 杨玲玲 4袁 罗翔文 5

渊1.武夷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2.武夷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3.福州超德中学袁 福建 福州 350000; 4.莆田私立实验中学袁 福建 莆田 351100; 5.福州靠谱云科技有限公司袁 福建 福州 350000冤

摘 要院针对多层高温防护服的厚度优化问题进行研究袁运用傅里叶定律建立一维热传导方程袁利用有限差分法

对温度在时间和空间节点上作离散化处理袁通过 MATLAB软件画出不同时刻的温度分布图尧稳态时的温度分布数值解

和不同时刻的空间温度分布图袁并通过与已测量的数据进行对比验证一维热传导模型的有效性遥基于以上的有限差分法

建立了一维热传导方程袁并运用二分法得出高温防护服第 II层的最佳厚度袁为高温防护服的设计节省研发成本尧压缩研

发周期提供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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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专用服装材料的参数值

Tab.1 Parameters of special clothing materials

(2)当环境温度为 T(x=0袁t)=65 益尧织物材料第四层厚

度为 L郁=5.5 mm时袁确定第 II层的最优厚度袁确保当工

作 60 min时袁 假人皮肤外侧温度不超过 47 益袁 且超过

44 益的时间不超过 5分钟遥

首先假设人体的热量不会向外传递袁而假人皮肤

最外层温度最终稳定在 48.08 益袁再提出假设:热量传

递形式只有热传导袁并且热传递是沿着垂直于皮肤方

向进行的袁故视为一维的[3]遥 其一袁针对野环境-高温防

护服-人体皮肤冶系统袁利用热传导的基本定律-傅里

叶定律袁建立一维热传导方程模型袁然后利用有限差

分对温度的空间和时间节点进行离散化处理遥 利用

MATLAB软件对问题模型求解得到的温度分布数据

表和已测量的数据进行对比袁找到拟合程度最好的一

组数据袁验证该厚度结合下的高温防护服的实际有效

性遥其二袁在一定条件下确定第域层的最优厚度遥假设

人体体温恒定为 37益袁边界条件如下院环境温度 T(x=

0,t)=65 益袁右侧边界温度 T(x=xd袁t)=37 益袁假人的各参

数信息是已知的袁则可以在问题(1)的模型基础上利用

有限差分法求得假人在不同时刻的体表温度分布遥 但

实际上题目并没有给出假人的各项参数袁即假人皮肤

厚度 Ld袁热传导系数 Rd袁密度 籽d袁比热 cd等信息遥 该问

题上可以假设假人皮肤厚度袁利用热阻理论可以求出

假人的热传导系数;而假人密度不妨设与真人一致袁利

用二分法原理求出假人皮肤比热遥再在问题(1)的模型

基础上利用有限差分法袁确定出第域层的最优厚度遥

2 模型建立与求解

2.1 问题一的模型建立与求解

2.1.1 模型分析

热传导过程中温度随时间或空间坐标变化而变

化袁热传导过程分为玉层尧域层尧芋层尧 郁层渊空气层冤

和皮肤层遥 因此考虑建立一维热传导方程模型袁用有

限差分法对发生热传导现象的空间和时间节点进行

离散化处理袁并建立关于时间和空间节点的温度分布

函数遥

2.1.2 模型建立

将高温防护服的三层材料平壁袁假设热量穿过层

间接触面时袁不会有热阻作用袁温度不下降遥 建立野环

境-高温防护服-人体皮肤冶系统遥 取最表层织物材料

上的任一点为原点 O袁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袁过这点

竖直方向为 y轴正方向尧垂直于织物材料和皮肤方向

为 x轴正方向遥 图 1为该导热系统的截面示意图遥

图 1 野环境-高温防护服-人体皮肤冶系统截面示意图

Fig.1 野Environment-high temperature protective

clothing-human skin冶 system section diagram

热传导遵循傅里叶定律[4袁5]

q渊x,t冤=-k荦T渊x,t冤 渊1冤

式中:q 为热流量袁x表示一维空间坐标袁t为时间袁k 为

热传导系数袁T为温度遥

由傅里叶定律知袁要计算物体的热流量袁除了要

知道导热系数还要知道物体温度分布[6]袁因此必须建

立热传导微分方程遥

在一维非稳态无热源的热传导过程中袁一维无热

源热传导方程表示为

籽c
坠T

坠t
=
坠

坠x
k荦T渊x,t冤蓘 蓡 渊2冤

式中:籽是织物材料密度袁c 是织物材料比热袁k 是热传

导系数袁T为温度袁t为时间遥 一维空间中的籽尧c尧k 对 t

而言都是常数袁则方程渊2冤变为热传导方程

坠T

坠t
=琢荦2T渊x,t冤 渊3冤

式中:琢=
k

籽c
称为热扩散系数袁单位为 m2/s遥

现应用有限差分法[6-7]对温度 T渊x,t冤分布的空间和

时间节点进行离散化处理袁 再求离散点对应的温度袁

图 2为离散后的空间和时间节点示意图遥

I层 300 1 377 0.082 0.6

II层 862 2 100 0.370 0.6~25

III层 74.2 1 726 0.045 3.6

IV层 1.18 1 005 0.028 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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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离散后的空间和时间节点示意图

Fig.2 Discrete sketch of space and time nodes

对连续方程进行离散化处理袁 任意取四个整数

N袁a袁b袁c袁时间步长为 h=
T

N
袁三层防护服专用材料所

对应的空间步长分别为 h玉 =
L玉

a
尧h域=

L域

b
和 h芋=

L芋

c
袁

则时间节点和空间节点分别为

tj=j窑h袁j=0,1,噎,N 渊4冤

xi =

i窑h玉,i=0,1,噎,a

L玉+渊i-a冤窑h域,i=a+1,噎a+b

L玉+L域+渊i-a-b冤窑h芋,i=a+b+1,噎,a+b+c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渊5冤

假设 T渊xi袁tj冤的数值解为 T i

j

,初始条件 Ti

0

=渊xi袁0冤,

离散后可得到织物材料层内温度的有限差分格式如

下

T 0

j

=T渊0袁jh冤=0 渊6冤

c1

T
j+1

i -T
j

i

h
-k1

T
j+1

i+1 -2T
j+1

i +T
j+1

i-1

h
1

2
=姿棕1

u
j+1

i -u
j

i

h
,i=1,2,噎,a-1

c2
T

j+1

i -T
j

i

h
-k2

T
j+1

i+1 -2T
j+1

i +T
j+1

i-1

h2

2
=姿棕2

u
j+1

i -u
j

i

h
,i=a+1,噎,a+b-1

c
3

T
j+1

i -T
j

i

h
-k

3

T
j+1

i+1 -2T
j+1

i +T
j+1

i-1

h3

2
=姿

棕3

u
j+1

i -u
j

i

h
,i=a+b+1,噎,a+b+c-1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渊7冤

根据表 1的数据和公式(4)尧(5)定义的空间和时间

节点袁应用有限差分法求解热传导方程(3),通过 MAT鄄

LAB[8]软件获得不同时刻的温度分布图(如图 3所示),

截取了 0尧1尧2尧4尧8尧16尧45 min 等七个时间的温度分

布图,如下图 3中渊a冤尧渊b冤尧渊c冤尧渊d冤尧渊e冤尧渊f冤尧渊g冤所示曰

最终得到稳态时的温度分布数值解袁 如下图 3中渊h冤

所示遥 此外袁根据不同时刻温度分布值画出不同时刻

的空间温度分布图,如下图 4示遥

图 3 不同时刻温度分布图

Fig.3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time

图 4 不同时刻的空间温度分布

Fig.4 Spati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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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atlab画出上面求解得到的温度与对应时

间的关系图尧赛题附件二的假人皮肤外侧温度与时间

的关系图袁如图 5所示袁其中粗曲线是赛题附件二的

温度曲线袁细曲线是求解得到的温度曲线遥

图 5 温度对比图

Fig.5 Temperature chart

由图 5可以看出得到的假人皮肤外侧温度分布

曲线和赛题的附件 2中假人皮肤外侧温度曲线拟合

良好袁并通过 Matlab运用插值拟合得到温度与时间的

关系式为

T渊t冤=-5.513 7伊10-27t8+1.355 6伊10-22t7-1.402伊10-18t6

+7.932 2伊10-15t5-2.672 6伊10-11t4-0.000 1伊t2

+0.043 7伊t+35.881 4 渊8冤

2.2 问题二的模型建立与求解

2.2.1 模型分析

问题一已经得到了假人外侧皮肤在不同时刻的

温度分布图遥 但实际上题目并没有给出假人的皮肤厚

度 Ld尧热传导系数 Rd尧密度 籽d尧比热 cd等信息遥 该问题

上可以假设假人皮肤厚度袁利用热阻理论可以求出假

人的热传导系数;而假人密度不妨设与真人一致袁利用

二分法原理求出假人皮肤比热遥 再在问题一的基础上

利用有限差分法确定第域层的最优厚度遥

2.2.2 模型求解

采用类比电流尧电压和电阻间的关系可快速计算

最终温度分布的稳态情况遥 热阻系数亦称为热阻袁是

指在有温度差的情形下袁 导热材料的热阻系数增大袁

则导热材料对热传导的阻碍能力就增强遥 因此在一维

无内热源的情况下袁 对于两端温差为 驻T 渊类比于电

压冤袁热流密度为 qd=k伊驻T/Ld渊类比于电流冤袁厚为 Ld的

导热层袁其热阻 Rd渊类比于电阻冤定义如下

Rd=
驻T

qd

渊9冤

在问题一中用的是一维热传导方程模型袁可以看

成每一层的热阻是一样的袁即

Rd=R=
L

k
渊10冤

[9]

(1) f渊x冤的有根开区间为咱a,b暂袁在两端点处的函数

值为 f渊a冤,f渊b冤曰

(2) f渊x冤在开区间的中点
a+b

2
处时的函数值

为 f渊
a+b

2
冤;

(3) 当 f渊
a+b

2
冤=0时袁

a+b

2
就是函数的根袁此时结

束计算;否则袁如果 f渊
a+b

2
冤f渊a冤<0 袁那么用

a+b

2
替换

b袁不用
a+b

2
替换 a;

(4) 重复进行于盂步袁直到区间咱a,b暂的长度小于

允许的误差值袁此时中点
a+b

2
即为所求根遥

求假人皮肤表面温度 T渊x郁袁t冤袁但必须确定第域

层的最优厚度遥 假设人体体温恒定 37 益袁边界条件如

下院环境温度 T渊x=0,t冤=65 益袁右侧边界温度 T渊x=xd袁t冤

=37 益袁假如假人的各参数信息是已知的袁则可以在第

一问的基础上利用有限差分法确定第域层的最优厚

度遥 但实际上题目并没有给出假人的各项参数即假人

皮肤厚度 Ld袁热传导系数 kd袁密度 籽d袁比热 cd等信息遥

该问题上可以假设假人皮肤厚度袁利用热阻理论可以

求出假人的热传导系数;而假人密度设与真人一致袁利

用二分法原理求出假人皮肤比热遥 再在基于第一问的

基础上利用有限差分法确定第域层的最优厚度遥

高温防护服专用材料部分参数已知如表 1所示遥利

用MATLAB软件进行求解得到皮肤热阻 Rd=0.116 1袁进

而求得假人皮肤比热 cd=1.0伊10
3袁 最终确定得到第域

层的最优厚度 L域=19.090 6 mm遥

56窑 窑



Application of One-dimensional Heat Conduction Equation

Based on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CHEN Jinxiong1, ZHANG Min2, SHEN Danmei3, YANG Lingling4, LUO Xiangwe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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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China;

3. Fuzhou Chaode High School, Fuzhou, Fujian 350000, China;

4. Putian Private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Putian, Fujian 351100, China;

5. Fuzhou Kaopu Cloud Technology Co.Ltd., Fuzhou, Fujian 3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optimization of fabric sthickness of multi-layer high-temperature protective clothes is studied,the one-dimensional heat

conduction equation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Fourier's law,the temperature is discretized in space and time by using the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袁and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curve at different times, the numerical solution of the steady-stat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nd

the spati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diagram at different time are drawn by MATLAB software.The effectiveness of one-dimensional heat

conduction model is verified by comparing with the measured data.Then, one-dimensional heat conduction equation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bove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and the optimal thickness of the second layer of high temperature protective clothing is obtained by

using dichotomy method,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design of this clothing to reduce R&D cost and shorten R&D cycle.

Key words: high temperature protective clothing; one-dimensional heat conduction equation; fourier law;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dichotomy method

渊责任编辑院叶丽娜冤

3 结论

在合理假定的前提下袁应用傅里叶定律尧有限差

分法尧二分法等理论将高温防护服的厚度设计问题转

化为高温防护服热传递模型袁 利用 MATLAB软件编

程解决了该问题袁为高温防护服设计者提供参考遥 此

外袁可将该模型应用到皮肤烧伤度预测等领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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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环等厚干涉实验是大学物理实验中的经典

光学实验之一袁利用实验中观测到的干涉条纹实现对

透镜曲率半径的测量遥 该实验的数据处理可以采用逐

差法和最小二乘法袁在处理过程中计算量大袁特别是

不确定度的计算较为繁琐袁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遥 近

年来袁Matlab GUI( graphic user interface)因其强大的

数据处理功能和交互式显示功能袁逐渐应用到大学物

理实验教学中[1-5]遥通过 Matlab GUI设计的人机交互界

面袁可以实现实验数据的输入和处理功能[6-9]遥 为此结

合牛顿环干涉实验的数据处理要求和特点袁基于 Mat鄄

lab GUI设计出牛顿环实验数据处理系统遥 该系统分

别应用逐差法和最小二乘法对牛顿环实验进行数据

处理袁操作简捷袁计算结果一目了然袁并可以对两种处

理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遥

1 牛顿环等厚干涉实验原理

牛顿环等厚干涉的实验装置[10]如图 1所示遥 将一

束单色光垂直地投射到平凸透镜 A的凸面和平玻璃

B间的空气薄层中袁则入射光在空气层上下两表面反

射且在上表面相遇将产生干涉遥 在反射光中形成一系

列以接触点 O为中心的明暗相间的光环叫牛顿环遥设

入射光波长为 姿袁凸透镜曲率半径为 R,半径为 r的暗

环所在的空气薄层厚度为 e遥

根据光的干涉理论袁并考虑光波从光疏介质到光

密介质反射引起的野半波损失冶袁暗环的干涉条件是

啄=2e+
姿

2
=渊2k+1冤

姿

2
渊k=0,1,2,噎冤 渊1冤

式中院啄是光程差袁k是干涉条纹的级数遥

从图 1可得 R尧r尧e 间的关系为

R2=r2+渊R-e冤2 渊2冤

r2=2eR-e2 渊3冤

因为 R>>e袁所以渊3冤式可近似为

e=
r2

2R
渊4冤

将渊4冤式代入到渊1冤式中袁可得暗环情况下 R 与 r的关

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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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k姿R 渊5冤

设 d为牛顿暗环的直径袁则可得

d2=4k姿R 渊6冤

由此可见袁 d2与 k 满足线性关系袁斜率为 4姿R遥

设第 m级尧n级暗环的直径分别为 dm和 dn袁将它

们分别代入式渊6冤中袁联合可得

R=
d
2

m-d
2

n

4渊m-n冤姿
渊7冤

图 1 牛顿环干涉实验装置示意图

Fig.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Newton ring

interference experiment

2 数据处理系统设计

2.1 数据处理系统界面设计

利用 Matlab GUI图形编辑器分别设计逐差法尧最

小二乘法数据处理系统交互界面袁如图 2尧图 3所示遥

逐差法数据处理界面分为四个区域袁左上角为表格控

件区域袁用于显示包括环数尧暗环左侧位置尧暗环右侧

位置尧暗环直径等数值曰右上角是按钮控件区域袁以计

算表格中对应的数值曰左下角和右下角分别是面板控

件袁 以实现计算直径平方的差值 D和曲率半径 R 及

显示计算结果遥 最小二乘法数据处理界面分为左侧的

用于显示测量值的表格控件和计算表格部分数值的

按钮控件袁以及右侧的显示图形的坐标轴控件和计算

曲率半径 R 的面板控件遥两个界面表格控件中各个字

母符号对应的含义如图 4所示遥

图 2 逐差法应用界面

Fig.2 Application interface of successive difference method

图 3 最小二乘法应用界面

Fig.3 Application interface of least square method

图 4界面表格控件中相关符号说明

Fig.4 Symbol description of uitable control in interfaces

2.2 数据处理系统运行结果

在逐差法数据处理界面上袁输入从 k=10环至 k=

周志玉院Matlab GUI的牛顿环实验数据处理系统设计 59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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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环牛顿暗环对应的左右侧位置 D+尧D-的数值袁然

后点击右侧相关的按钮控件袁分别实现对牛顿环直径

dm袁牛顿环直径的平方 dm2袁牛顿环直径平方的不确

定度 ud等测量量的计算功能遥 将 14个 dm2数值分成

两组袁再进行逐差计算袁可以获得牛顿环直径平方的

差值 D袁 牛顿环直径平方差值的不确定度 uD两列数

值遥 接着点击左下角两个按钮袁计算 D的平均值及总

的不确定度袁最后点击右下角按钮计算凸透镜曲率半

径 R 及相对不确定度袁 结果呈现在右侧的文本框里遥

整个计算结果显示如图 5所示遥在最小二乘法数据处

理界面上袁先在表格控件中输入同样的环数 k 和左右

侧位置 D+尧D-的数值袁计算得到 dm袁dm2两项的数值

结果袁再根据 dm2与 k 之间的线性关系袁应用最小二

乘法拟合出直线袁并求出与斜率相关的凸透镜曲率半

径 R 的值遥 对比两种处理方法袁用同样的原始数据进

行处理袁应用逐差法处理得到的曲率半径 R 的相对误

差会更小一些遥

图 5 逐差法应用界面计算结果

Fig.5 Calculation result of interface with

successive difference method

图 6最小二乘法应用界面计算结果

Fig.6 Calculation result of interface with least square method

3 结语

基于 Matlab GUI的数值计算和图形显示功能袁设

计出牛顿环干涉实验数据处理系统遥 通过具体实验数

据袁分别对逐差法和最小二乘法两个数据处理界面进

行分析和调试遥 结果显示袁这两个界面可以实现数据

输入尧快速计算尧人机交互的功能袁并最终完成曲率半

径和不确定度的计算遥 学生通过这个系统可以快速尧

准确地完成该实验的数据处理袁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来

分析数据处理结果袁做进一步的思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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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袁一方面许许多多

的野老破小冶房屋建筑被拆除袁一些老化的桥梁与道路

也被拆除进行重建袁在拆除过程中造就了大量的废弃

混凝土[1]袁另一方面袁随着公路工程的高速发展袁天然

石料的消耗越来越快袁 但天然石料并非取之不尽袁用

之不竭袁这就促使大量的学者聚焦于将旧混凝土块破

碎筛分后得到的再生骨料应用于路面基层 遥 如

KHALED K等以水泥粉煤灰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为

研究对象袁 开展其应用于道路基层时的疲劳损伤情

况袁发现通过往基层中增添纤维袁具有延缓损伤速率

的效果[2-3]遥 季天剑通过往再生混凝土掺加粉煤灰袁研

究粉煤灰再生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的疲劳寿命袁发现

试验结果基本一致[4]遥 秦道天开展再生混凝土的疲劳

损伤试验袁认为用天然石料的混凝土寿命显然高于再

生混凝土袁但通过增添钢纤维可以显著提高混凝土的

疲劳寿命[5]遥朱红兵等也开展类似试验袁并认为聚丙烯

纤维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再生混凝土的疲劳寿命袁且提

高效果明显[6]遥 肖杰通过室内试验认为相同级配与水

泥剂量下袁水泥稳定砖有利于再生骨料混合料的疲劳

寿命的延长[7]遥 顾万等通过旧沥青混凝土形成的再生

骨料混合料弯拉疲劳试验袁发现旧沥青对混合料能够

形成嵌挤作用袁从而提高路面基层的使用寿命[8]遥俞靖

洋等也通过疲劳试验袁发现聚乙烯醇纤维对水泥稳定

碎石基层的疲劳寿命具有积极的作用[9]遥

近几年袁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将建筑废弃物

循环利用形成再生骨料袁并将再生骨料替代部分或全

部天然骨料应用于道路工程袁但大部分的研究是关于

常规的路用性能[10-13]遥 对于水泥稳定再生骨料路面基

层疲劳寿命研究相对有限袁有时由于再生骨料性能不

同或室内疲劳试验结果离散性大等原因导致各学者

研究结果不尽一致袁因此本文以来自福建省三明市工

业路某废弃路段道路基层经破碎加工形成的再生骨

料为研究对象袁 通过掺加普通硅酸盐水泥形成混合

料袁研究该混合料在不同再生骨料掺量及不同龄期下

的疲劳寿命袁研究结论对混合料在新道路基层中的工

程应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遥

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的疲劳寿命分析

陈三姗 1,2袁 陈峰 1,2袁 赖锦华 3

(1.福建江夏学院 工程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8曰 2.福建省环保节能型高性能混凝土协同创新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108曰

3.福建省永正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袁 福建 福州 3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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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疲劳试验

1.1 试验材料

试验采用的原材料为福州某厂家购买的普通硅酸

盐水泥渊经过性能合格检测冤尧天然骨料渊即天然碎石冤尧

再生骨料渊来源于废旧道路基层冤以及标准饮用水袁再

生骨料来源于福建省三明工业路废弃路面基层材料破

碎筛分加工而成袁水泥掺量为 5%保持不变袁再生骨料

替代原生骨料的取代率分别为 0%袁30%袁60%袁100%袁

试件养护期龄为 60 d和 90 d袁 试件尺寸为 100 mm伊

100 mm伊400 mm遥

1.2 试验方案

疲劳试验所用设备为 MTS Landmark 370.50型疲

劳试验机袁参数设定时袁采用应力控制的加载方式袁其应

力特征值遥 加载波形选用正弦波袁加载频率选用 10 Hz袁

以模拟道路行驶的车辆荷载遥

试验首先进行弯拉试验袁根据叶公路工程无机结

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曳[14]的相关条文袁在三分点的位

置进行加压袁得到试样破裂时的最大载荷袁然后根据

最大载荷袁求得弯拉强度值袁根据弯拉强度值袁确定加

载方案如表 1所示遥

0-5-60 1.42 10

0.60 2 840 284

0.65 3 076.7 307.7

0.70 3 313.3 331.3

30-5-60 1.06 10

0.60 2 120 212

0.65 2 296.7 229.7

0.70 2 473.3 247.3

60-5-60 1.12 10

0.60 2 240 224

0.65 2 426.7 242.7

0.70 2 613.3 261.3

100-5-60 1.27 10

0.60 2 540 254

0.65 2 751.7 275.2

0.70 2 963.3 296.3

0-5-90 1.51 10

0.60 3 020 302

0.65 3 271.7 327.2

0.70 3 523.3 352.3

30-5-90 1.17 10

0.60 2 340 234

0.65 2 535 253.5

0.70 2 730 273

60-5-90 1.24 10

0.60 2 480 248

0.65 2 686.7 268.7

0.70 2 893.3 289.3

100-5-90 1.40 10

0.60 2 800 280

0.65 3 033.3 303.3

0.70 3 266.7 326.7

表 1 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疲劳试验加载方案

Tab.1 The loading plan for fatigue test of cement stabilized recycled aggregate mixture

注院试验编号 0-5-60中院0要再生骨料取代率为 0%曰5要水泥掺量为 5%曰60要龄期为 60 d曰其余试验编号规则同上袁其余表格同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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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步骤

根据规程中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疲劳试验方法

的相关规定袁仍旧采用在三分点位置施加压应力开展

疲劳试验袁具体步骤如下院

渊1冤通过振动击实成型方法袁进行试件成型袁梁型

试件尺寸为 100 mm伊100 mm伊400 mm遥

渊2冤击实成型 6 h后袁拆模袁按照试验方案的龄期

养护袁养护期最后一天浸水养护 24 h遥 浸泡完成后用

记号笔在试件的三分点位置作出标记遥

渊3冤将匹配的加载模具放置在疲劳试验机上袁然

后将养护好的试件放置于模具袁在采集设备上设置加

载频率尧加载荷载等一系列参数遥

渊4冤启动试验仪器袁预压袁然后正式开始疲劳加载

直到试件破坏袁如图 1所示袁记录破坏时循环荷载作

用次数遥

图 1 混合料的弯拉疲劳试验

Fig.1 The bending and tensile fatigue test of the mixture

2 疲劳试验结果

2.1 疲劳寿命预估模型

疲劳寿命袁在本试验中指的是试件在出现裂纹或

者断裂时所经历的应力循环次数遥 对于疲劳寿命袁当

前研究认为Weibull分布函数更符合水泥稳定再生骨

料混合料疲劳寿命分布袁为了消除试验离散性大的影

响袁选用 Weibull分布函数处理数据袁并按式渊1冤建立

各配合比混合料疲劳寿命预估模型

lg N=a+b
滓
s

渊1冤

式中院N为荷载作用次数曰 滓为作用荷载曰 s 为梁

式试件的弯拉强度渊MPa冤曰
滓
s
为应力强度比曰a尧b 为回

归系数遥

使用Weibull分布函数进行线性拟合袁取-lnln(
1
P
)

为横坐标袁lg N为纵坐标袁 得到不同再生骨料掺量混

合料疲劳寿命Weibull分布拟合 P-N曲线方程袁如表

2所示遥 由表 2可知袁Weibull分布函数拟合曲线的相

关系数 R2都在 0.85以上袁 可以看出水泥稳定再生骨

料基层混合料的疲劳寿命分布情况符合Weibull函数

分布遥

表 2 混合料疲劳寿命Weibull分布拟合 P-N曲线方程

Tab.2 The Weibull distribution P-N fitting curve equation

of the fatigue life of the mixture

2.2 混合料对数疲劳寿命数据处理

使用Weibull分布函数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和处

理袁得出混合料在保证率在 90%时不同应力下的疲劳

寿命袁如表 3所示遥 对表 3所示疲劳寿命相关数据用

数据处理软件进行线性拟合袁如图 2所示袁通过混合

0-5-60

0.60 y=5.678-0.117x 0.990

0.65 y=5.056-0.069x 0.977

0.70 y=4.407-0.228x 0.939

0-5-90

0.60 y=5.754-0.157x 0.929

0.65 y=5.303-0.069x 0.989

0.70 y=4.653-0.106x 0.975

30-5-60

0.60 y=4.939-0.089x 0.918

0.65 y=4.039-0.11x 0.973

0.70 y=3.302-0.172x 0.919

30-5-90

0.60 y=5.315-0.062x 0.986

0.65 y=4.544-0.067x 0.914

0.70 y=3.796-0.133x 0.947

60-5-60

0.60 y=5.11-0.104x 0.921

0.65 y=4.29-0.147x 0.908

0.70 y=3.642-0.199x 0.907

60-5-90

0.60 y=5.620-0.103x 0.995

0.65 y=4.878-0.069x 0.952

0.70 y=4.146-0.108x 0.918

100-5-60

0.60 y=5.253-0.201x 0.997

0.65 y=4.688-0.121x 0.916

0.70 y=3.743-0.407x 0.879

100-5-90

0.60 y=5.747-0.07x 0.985

0.65 y=5.058-0.065x 0.960

0.70 y=4.366-0.052x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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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疲劳寿命预估模型袁得到 95%保证率下混合料对数

疲劳寿命拟合方程袁如表 4所示遥

表 3 95%保证率下混合料对数疲劳寿命

Tab.3 The logarithmic fatigue life of the mixture

under 95% guarantee rate

图 2 95%保证率下混合料疲劳寿命拟合曲线

Fig.2 The fitting curve of fatigue life of mixture

under 95% guarantee rate

表 4 95%保证率下混合料对数疲劳寿命拟合方程

Tab.4 The fitting equation of logarithmic fatigue life of

mixture under 95% guarantee rate

3 疲劳试验结果分析

疲劳预估模型公式 lg N=a+b
滓

s
中袁斜率为回归系

数 b袁 回归系数的大小代表着再生骨料混合料的疲劳

寿命对应力水平的敏感度袁即回归系数越小袁再生骨

料混合料的疲劳寿命拟合曲线就越陡袁其疲劳寿命对

应力水平的敏感性则越高袁从宏观上看袁在路面结构

及受力状态一致的条件下袁该路面抗超载及超限的能

力越差遥 反之袁回归系数越大袁则敏感度越低袁疲劳寿

命越长袁抗超载超限的能力越好遥

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并分析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掺

量及养护龄期两个因素对混合料疲劳寿命的影响袁根

据表 4所示 95%保证率下混合料对数疲劳寿命拟合

方程袁绘制以回归系数为纵坐标袁以再生骨料掺量和

养护龄期两个变量为横坐标的关系曲线袁 分别如图 3

所示遥

3.1 再生骨料掺量的影响

由图 3可见袁掺量为 0%时袁未掺再生骨料的水泥

碎石基层混合料的 b 值最大袁这就说明在相同应力水

平下袁采用天然骨料混合料的疲劳寿命大于掺有再生

0-5-60 13.730 13.57 0.979 lg N=13.730-13.57
滓

s

0-5-90 11.976 10.53 0.941 lg N=11.976-10.53
滓

s

30-5-60 15.055 17.05 0.997 lg N=15.055-17.05
滓

s

30-5-90 14.771 15.85 0.999 lg N=14.771-15.85
滓

s

60-5-60 14.332 15.58 0.993 lg N=14.332-15.58
滓

s

60-5-90 14.406 14.79 0.999 lg N=14.406-14.79
滓

s

100-5-60 14.753 15.98 0.904 lg N=14.753-15.98
滓

s

100-5-90 13.864 13.64 0.999 lg N=13.864-13.64
滓

s

0-5-60 5.547 4.990 4.190
30-5-60 4.844 3.935 3.139
60-5-60 5.011 4.150 3.453
100-5-60 5.062 4.573 3.464
0-5-90 5.605 5.237 4.552
30-5-90 5.255 4.480 3.670
60-5-90 5.522 4.812 4.043
100-5-90 5.681 4.996 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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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料的混合料试件遥但一旦开始掺加再生骨料袁b值迅

速降低袁混合料的抗疲劳性能变差袁但当再生骨料掺

量超过 30%时袁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的疲劳寿命

随着掺量的增加反而逐步稳定增加袁 掺量为 100%的

再生骨料混合料只是略低于未掺再生骨料混合料的

抗疲劳性能遥

采用天然骨料的混合料试件的疲劳寿命大于再生

骨料混凝土袁从宏观上分析袁可以认为是因为再生骨料

是从废弃路面基层破碎筛分加工生产而成袁 在生产时

骨料在加工机器设备里不断相互碰撞袁 从而累积一定

程度的损伤袁骨料表面已积累一部分裂纹袁因此疲劳寿

命较短遥 而天然骨料袁在试件成型过程中袁试件内部或

表面相对而更加密实光滑袁 从而大大减少裂纹向内部

扩散的可能性袁 因此其所形成的混凝土试件不仅强度

较高袁应用于路面基层时疲劳寿命也较长遥

而当再生骨料掺量超过 30%时袁 再生骨料掺量越

大袁其寿命逐步增加袁究其原因袁可以认为是此时再生

骨料表面硬化水泥浆体变多袁 再生骨料与新水泥浆的

界面粘聚力加大袁水泥浆填补再生骨料表面微裂纹袁阻

碍了微裂纹的进一步发展袁从而提高其疲劳寿命遥

图 3 再生骨料掺量与 b值的关系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ent of

recycled aggregate and the b value

3.2 龄期的影响

由表 3所示 50%和 95%保证率下基层混合料对数

疲劳寿命所示可知袁在相同掺量和应力水平下袁龄期从

60 d到 90 d的过程中袁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的疲

劳寿命也随之增大遥 如图 2(b)所示袁当再生骨料掺量为

100%袁龄期为 90 d时袁其疲劳寿命与天然骨料混合料

试件的疲劳寿命已经相差不多遥

由图 4可见袁随着养护龄期的增长袁基层混合料

疲劳寿命方程的 b 值随之增大遥 这些都是因为随着养

护龄期的延长袁水化反应产物越来越多袁使得混合料

更密实袁骨料与硬化水泥砂浆的接触面更广袁混合料

的强度更高袁从而提高了基层混合料的疲劳性能遥

图 4 龄期与 b值的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b value

纵观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疲劳寿命方程[15-16]袁各

再生骨料掺量下基层混合料试件疲劳方程的拟合系

数 b 值均在国内外各学者所给 b 值的范围之内袁这就

说明袁从疲劳寿命角度分析袁将再生骨料部分替代或

者完全替代天然骨料而形成的混凝土应用于道路基

层是可行的袁同时也是实现道路废弃物回收利用与可

持续发展尧减少工程成本的重要举措遥

4 结论

渊1冤在应力水平一致的情况下袁采用天然碎石骨

料的基层混合料试件的疲劳寿命比采用水泥稳定再

生骨料基层混合料的高遥 而掺有再生骨料的基层混合

料试件袁当再生骨料掺量超过 30%以后袁疲劳寿命逐

步提高袁直至掺量达到 100%时袁采用再生骨料基层混

合料试件的疲劳寿命只是略低于天然骨料形成的混

合料试件袁总体来说相差不大遥

渊2冤在再生骨料掺量和应力水平一致的情况下袁

基层混合料疲劳寿命方程的 b 值随着养护龄期的延

长而增大袁即龄期从 60 d至 90 d的过程中袁混合料的

疲劳寿命也在不断增加遥

渊3冤与国内外跟本文相关的成果比较袁可以发现

本文疲劳寿命预估模型中回归系数 b 值基本在各学

陈三姗袁等院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的疲劳寿命分析 6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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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gue Life of Cement Stabilized Recycled Aggregate Mixtures

CHEN Sanshan1,2, CHEN Feng1,2, LAI Jinhua3

渊1. School of Engineering,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China曰

2.Coordin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Energy Saving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曰

3. Fujian Yongzheng Construction Quality Inspection Co. Ltd, Fuzhou, Fujian 350100, China)

Abstract: Recycled aggregate content and age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fatigue life of cement stabilized recycled aggregate

pavement base. In the test, the dosage of 0%, 30%, 60%, 100%, the age of 60d and 90d are chosen to carry out the bending and tensile

fatigue test. Then, the Weibull func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process the fatigue test results of the mixture, and then the test data was

linearly fit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recycled aggregate content, age and stress level was established. The relationship was es鄄

tablished between different recycled aggregate content, age and stress lev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same stress level, the fa鄄

tigue life of the cement stabilized recycled aggregate mixtur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ment stabilized recycled aggregate base mixture,

and the base mixture mixed with recycled aggregate has a rapid decrease in fatigue resistance at 30%. However, as the content of recycled

aggregate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fatigue life begins to increase. The fatigue life of 100% recycled aggregate concrete is just slightly be鄄

low that of the road base without recycled aggregate. Under the same content of recycled aggregate, the fatigue life of recycled aggregate

mixtur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Key words: recycled aggregate; fatigue life; age; pavement base

渊责任编辑院叶丽娜冤

者研究的范围之间或者略大遥 这说明废弃路面基层材

料破碎加工形成的再生骨料袁经回收利用而形成的水

泥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可以再次应用于新的道路基

层中遥

参考文献院

[1] 张厚雷. 改性橡胶再生混凝土力学及疲劳性能试验[D]. 郑

州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2017.

[2] KHALED S ,RAYMOND J K .Resilient properties and fatigue

damage in stabilized recycled aggregate base course material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1998, 1611(1):28-37.

[3] KHALED S ,RAYMOND J K. Fatigue behavior of fiber -

reinforced recycled aggregate base course [ J ] . Journal of

Materials in Civil Engineering,1999,11(2):124-130.

[4] 季天剑,肖鹏,高玉峰.掺粉煤灰再生混凝土疲劳性能试验研

究[J].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8(3):274-277.

[5] 秦道天.钢纤维再生混凝土弯曲疲劳性能研究[J].混凝土与

水泥制品,2016(2):91-94.

[6] 朱红兵,姚晨,赵本露,等.聚丙烯纤维掺量对再生混凝土抗

折疲劳性能影响的试验研究[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7,43

(5):104-107.

[7] 肖杰,陈强,吴超凡,等.水泥稳定砖与混凝土再生集料混合

料的疲劳性能[J].建筑材料学报,2019,22(6):922-927.

[8] 顾万,肖鹏,杨宇轩,等.再生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材料收缩及

疲劳性能试验研究[J].混凝土与水泥制品,2018(12):95-100.

[9] 俞靖洋,梁乃兴,童攀,等.聚乙烯醇纤维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疲劳寿命分析[J].硅酸盐通报,2019,38(8):2408-2413,2419.

[10] 王渝清. 路面橡胶再生水泥混凝土的基本力学性能及疲

劳特性研究[D].南宁院广西大学,2016.

[11] 宁国芳. 机场道面橡胶改性再生骨料混疑土抗弯疲劳性

能试验研究[D].广州院广东工业大学,2014.

[12] ALEKSANDAR R ,IVAN I ,MICHAEL P , et al. The impact

of recycled concrete aggregate on the stiffness, fatigue, and

low -temperature performance of asphalt mixtures for road

construction[J]. Sustainability, 2020,12(10): 39-49.

[13] SUNMIR A ,SURINDER P S . Probability of flexural fatigue

failure of concrete made with recycled concrete aggregates

[J].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8,431(10):102-106.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

试验规程:JTG E51要2009[M].北京院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

[15] 梁乃兴. 现代无机道路工程材料[M]. 北京院人民交通出版

社袁2011.

[16] 赖锦华. 水泥稳定再生骨料路面基层力学性能及疲劳特

性研究[D].福州院福州大学,2017.

66窑 窑



当前袁我国建筑工程行业发展迅猛袁建筑工程建

造过程需耗费大量资源袁对于环境破坏较大袁因此人

们开始重点关注建筑工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遥将轻钢

材料引进到建筑工程建造过程中袁能够有效解决建筑

工程的资源浪费问题以及环境污染问题遥轻钢材料是

钢材加工合成的产物袁相比传统的建筑钢材袁轻钢材

料的自重更轻袁建造过程更为便捷[1]遥 而且袁该项建筑

材料属于可回收利用范畴袁能够实现建筑工程的工业

化生产以及装配式施工袁极大的缩短建造工期袁保障

了建筑单位的经济效益遥 随着我国日益重视环境问

题袁 轻钢材料将会成为未来建筑行业中的首选材料遥

在轻钢装配结构的生产过程中袁通过引进 BIM技术能

够实现对轻钢结构的可视化管理袁提高轻钢结构的整

体性能遥 通过 BIM技术的应用袁可以有效的规范建筑

项目数据结构袁借助建模技术袁为后续施工仿真尧问题

追溯和排查奠定基础袁以轻钢装配结构中 BIM建模技

术的研究与应用袁通过 BIM信息模型建立袁将模型应

用与设计尧施工等过程中袁提升项目整体质量遥

1 BIM技术应用的相关研究

1.1 BIM技术的发展趋势

BIM技术全称为建筑信息模型袁建筑信息模型综

合所有的几何模型信息袁功能要求和构件性能袁可以

把项目全寿命周期中所有的信息集成到单独模型中袁

以进行施工进度尧监造过程尧维护等业务流程的管理遥

近年来袁因其具有可视化程度高尧可分析性能强尧可管

理尧信息可共享等优势袁被广泛应用与建筑行业遥 随着

BIM技术与其他应用技术的不断集成以及应用方法

的不断优化袁BIM已逐渐在遥感技术尧地理信息系统尧

3D打印尧激光扫描尧物联网尧VR等技术中袁以上集成

应用必将对 BIM技术的应用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袁不断

丰富 BIM技术的内涵遥

在众多集成技术中袁应用最为广泛的当属 BIM技

术和建筑行业的结合袁BIM技术以数据信息为基础袁

通过在三维建模平台建立建筑模型袁借助信息数据从

而在虚拟空间内建立仿真模拟工程袁可直观的对建筑

工程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管控袁实现了对建筑工程的全

范围监管[2-3]遥 BIM技术借助三维建模软件袁能够模拟

轻钢装配结构的 BIM建模应用

林珍伟 1袁 奚灵智 2袁 欧建良 1袁 肖勇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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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施工情况遥 在模块化建筑工程中袁能够对其进行

具有针对性的管理遥 BIM技术还能够应用于建筑工程

的运营管理袁借助图纸信息能够更加精确的把控建筑

工程的建设质量袁提升建筑工程的建造效率遥 图 1为

BIM施工路径遥

图 1 BIM施工路径

Fig. 1 BIM construction path

1.2 轻钢类型的装配建筑的发展趋势

当前袁城市化建设步伐正不断加快遥 随着我国高

层建筑数量的飞升袁一些自重较轻的建筑材料被大量

应用于高层建筑施工过程中遥 轻钢材料种类多样袁在

建筑工程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市场遥 轻钢材料的截

面包括 H型尧U型尧Z型等等遥 轻钢结构材料重量轻尧

稳固性能良好袁占用面积较少袁且便于施工安装遥 轻钢

结构构件装配实现了自动化装配袁连续化施工袁且布

置灵活简便袁具有极强的实用性遥 但与此同时袁轻钢结

构施工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遥 当前袁我国轻钢

结构缺乏相应的施工标准袁而且轻钢结构装配式体系

不够完善遥 轻钢装配结构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袁设计生

产环节十分重要袁若在这一环节出现问题袁那么整批

的材料都有可能无法应用于实际施工中[4-6]遥 现阶段袁

我国轻钢装配结构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生产效率

低尧材料利用率低等问题遥 这些都造成了轻钢材料的

浪费袁产生了大量建筑垃圾袁更严重影响了建筑工程

后期的正常施工遥 现阶段袁大部分的建筑单位仍然沿

用二维制图软件对轻钢装配结构进行设计袁这使得轻

钢装配结构在设计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遥 仅仅凭

借二维设计图纸袁很难对轻钢装配结构内部的细节进

行把控遥 而且袁二维图纸无法良好的传达轻钢装配结

构的部品构件所表达的数据信息袁这也增加了轻钢装

配结构的部品构件设计工作的难度遥 下图 2为轻钢装

配结构示意图遥

图 2 轻钢装配结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light steel assembly structure

我国轻钢材料面临着发展的巨大挑战遥 如何解决

轻钢材料设计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袁保证轻钢材

料生产安装环节与工程设计相统一是当前轻钢材料

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遥 只有将这些问题进行逐一解决袁

才能够使轻钢材料真正的发挥出实际价值袁并且在建

筑领域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遥

1.3 BIM技术在轻钢装配结构设计中的应用意义

在轻钢装配结构设计中引进 BIM技术袁能够有效

解决当前我国轻钢装配结构设计中所存在的设计生

产与实际安装不符的问题[7]遥 由于 BIM技术具有仿真

可视化的特点袁 通过建立轻钢结构 BIM三维建筑模

型袁应用于轻钢装配结构的设计生产环节袁能够在虚

拟空间内实现对轻钢材料设计生产的全权把关袁保证

轻钢材料设计的集成水平袁解决轻钢材料在生产过程

中所遇到的问题袁从而提高轻钢材料生产效率以及生

产质量遥 通过建立轻钢装配结构族库袁便于对施工不

同阶段所需的轻钢装配结构部件进行统一管理袁提高

了轻钢装配结构生产效率[8]遥 除此之外袁BIM技术还具

有仿真施工功能袁可模拟现实生活中的轻钢装配结构

施工遥 通过对工程进行模拟袁预演施工的全部流程袁便

于及时的发现轻钢装配结构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袁对其加以解决袁能够起到优化施工方案的目的遥

下图 3为基于 BIM轻钢装配结构模型的设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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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 BIM轻钢装配结构模型的设计

Fig.3 Design of assembly structure model of light steel based on BIM

2 轻钢装配结构的BIM建模应用技术需求分析

2.1 设计阶段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 BIM应用需求分析

将 BIM技术应用与轻钢结构建筑设计阶段袁可以

有效提升设计阶段的质量遥 其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遥 其一袁BIM软件平台对于数据的格式和规范化要

求高袁在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施工设计阶段袁首先应

确保轻钢材料符合相关施工标准袁而后再对轻钢材料

进行统一处理遥 在这一阶段通过规范输入数据格式袁

将 BIM技术应用到轻钢装配结构的设计生产中袁能够

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严格管控遥 轻钢预制部品部件在

设计过程中袁借助 BIM 施工仿真实训平台袁可对部件

内部设计进行细节化的处理袁提高轻钢装配结构设计

的规范性袁保证轻钢装配结构的设计生产质量遥 其二袁

引进 BIM技术还有一个显著的应用优势遥当轻钢装配

结构设计过程中出现设计问题时袁BIM施工仿真平台

能够根据数据信息进行跟踪自检袁 在发现设计错误

时袁及时的向操作者发送错误报告[10]遥用于提醒操作人

员轻钢装配结构设计问题袁便于操作人员对其进行整

改遥 这样就有效的避免了轻钢装配结构设计错误的产

生袁防止在后期施工阶段袁因设计问题造成工期的延

误以及钢材的浪费遥

2.2 施工阶段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 BIM应用需求分析

在轻钢装配结构施工阶段袁利用 BIM 施工仿真实

训平台所提供的模拟施工流程袁 能够按照规定的规

格袁对轻钢装配结构进行工业化生产袁实现轻钢结构

的装配化施工袁一体化建造遥通过利用 BIM技术袁能够

在平台内模拟轻钢装配结构施工的全过程袁可引进红

外线勘测技术袁 实现与实际生产同步的施工监管袁从

而有效的保障轻钢装配结构施工效率以及施工质量袁

避免建筑工程安全事故的发生遥

3 轻钢装配结构的 BIM建模技术特点尧 工艺

流程及信息录入

3.1 建模特点

BIM技术具有强大的三维建筑模型渲染功能遥 利

用 BIM建模软件袁能够按照实际事故同等比例在平台

内建立仿真施工模型袁 便于对轻钢装配结构展开设

计遥应用 BIM技术建模具有可视化尧仿真化尧参数化的

特点遥 而且模型能够进行存储入库袁建立建筑工程模

型库遥 BIM技术支持多项输出袁将建筑模型存储入库袁

便于后期操作者输出袁可以将模型直接应用到其他工

程中遥

3.2 建模工艺流程

在应用 BIM进行建模时袁根据制定的实施计划以

及相关数据参数进行建模袁并将数据信息作为建模基

础遥 以 BIM技术在中等项目建设中的应用为例遥 点击

启动 BIM软件袁开始建模时应先建立楼层线尧网格袁完

成这一步骤后存储文件袁 防止在建模过程中意外退

出袁造成模型丢失遥点击 BIM软件中的建筑建立墙体尧

立柱尧梁尧板等一系列建筑模型袁将之进行组合袁使之

成为一个整体的建筑模型成品遥 中型项目包括建筑模

型尧结构模型以及机电模型遥 可在 BIM 施工仿真实训

平台模型库内导出轻钢装配结构模型以及机电模型袁

按照施工图纸袁将这些模型进行组建袁并对各个不同

的管线利用着色器对其进行着色袁从而完成 BIM技术

工程整体模型的建模工作遥

3.3 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模型的建模深度等级

轻钢结构装配式简直模型在建模过程中袁其深化

设计模型的深度等级可分为五类院 即 LOD100 渊概念

化冤曰LOD200 渊近似构件冤曰LOD300 渊精确构件冤曰LOD

渊加工冤曰LOD渊竣工冤五类遥 与传统的施工图深化设计

以及加工详图所要求的设计深度相对应遥 模型构件具

备几何特征尧尺寸尧细节特征尧非几何信息尧技术指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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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满足施工阶段 BIM应用的要求遥竣工及运维模型深

度等级 LOD500袁还需包括建筑物的全部信息袁满足建

筑后期运营维护的要求遥 建模流程见图 4遥

图 4 建模流程图

Fig. 4 Modeling flowchart

3.4 建模信息录入

建模信息录入工作袁则是将建模完成后的建筑部

品录入到平台的模型库中遥 在录入过程中袁需要明确

部品的全部清单尧参数尧几何信息与非几何信息袁见图

5遥这些数据信息都是 BIM建筑模型的数据标签袁缺一

不可遥 只有将这些信息全部录入袁才能够确定该部品

的类型遥 根据部品类型袁将建筑模型存入与之相符的

文件夹中遥

图 5 BIM 施工仿真平台建筑部品图片

Fig.5 Construction part of BIM construction simulation platform

3.5 BIM部品族库创建阶段

部品建模主要是根据装配式建筑的各个构件袁并

按照施工给出的部品图纸资料袁 进行部品模型的创

建遥通过创建部品族库袁可以形成部品族文件遥在此操

作过程中袁应对入库的部品族文件进行本专业内部校

审袁审核完成后方可以入入库遥 该操作需要由专业的

部品族库管理员进行审查遥 针对全新的 BIM部品上

传袁也需要经过该项步骤遥

3.6 BIM模型构建阶段

部品规划主要是在 BIM模型构建阶段袁通过按照

设计文件的实际要求基础袁并且结合施工项目的现场

情况袁从已创建的部品族库中选择合适的部品族文件

创建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模型遥 在进行部品规划工作

过程中袁草拟一份所需部品清单袁在清单中罗列出部

品的相关参数尧几何信息尧非几何信息遥 在实际应用过

程中袁应根据部品类型尧项目需求对其进行确定袁再进

行选择遥 根据部品需求清单袁结合相关的部品参数袁能

够对 BIM部品族库中的部品族文件进行分类袁便于对

其进行管理和应用遥 今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袁符合清

单要求的部品族文件可以进行调用遥 同时袁相关管理

人员可以将 BIM应用成果文件转换电子文档袁将之存

入部品库文件中袁作为附件袁便于今后建模过程中袁数

字化文档向项目各参与方移交遥

4 实训应用案例分析

4.1 项目概况介绍

以某一线城市商业住宅中轻钢装配结构施工为

例袁该项目对于建筑部品生产有着严格的要求遥 而且

项目包括轻钢装配结构的设计生产袁一直到工程建造

施工遥 总体来说袁本项目的建造周期包括从轻钢材料

装配式材料的设计尧生产尧预制尧工程施工全部流程遥

因此袁为保证一线城市商业住宅轻钢装配结构施工效

率以及施工质量袁引进 BIM技术实现对整个生产周期

的质量管控遥

4.2 基于 BIM的设计尧施工流程设计

根据轻钢装配式结构施工的特点袁制定 BIM轻钢

装配结构施工的工艺流程袁具体流程如图 6所示遥 具

体流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院方案设计尧初步设计尧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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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尧工程施工和竣工阶段袁方案设计阶段首先由建

筑设计师和各类专业 BIM设计师参与方案设计和方

案模型的构建袁初步设计阶段专业 BIM设计师负责模

型的碰撞检测尧全专业模型构建袁奢华设计阶段主要

是各专业 BIM设计工程师参与全专业深化模型的构

建袁从而指导工程模拟尧成本控制尧质量管理尧材料管

理尧现场管理等遥 同时采购工程师在深化设计和工程

施工阶段介入袁参与物料采购工作遥 竣工完成后袁BIM

模型更新工程师负责对模型的更新工作袁形成最终的

竣工模型遥

图 6 基于 BIM轻钢装配式结构施工流程设计图

Fig.6 Based on bim light steel assembly structure

construction flow design

从图中能够看出袁BIM技术全面覆盖整个轻钢装

配结构施工的全部工作流程遥而将 BIM技术引进到轻

钢装配结构设计以及轻钢装配结构生产全流程袁有利

于对轻钢装配材料生产进行严格的把控袁确保轻钢装

配式建筑材料生产符合实际施工要求遥

4.3 BIM的应用成果分析

通过研究 BIM应用成果可以看出袁 将 BIM技术

应用于轻钢装配结构施工过程中能够有效的提升建

筑工程的施工效率袁 确保建筑工程的整体施工质量遥

将 BIM技术引进到轻钢装配结构生产阶段袁 通过在

BIM 施工仿真实训平台内部建立三维建筑模型袁导出

部品构件明细表袁 便于对建筑部品构件进行统一管

理遥而且袁在设计深化阶段袁还能够借助 BIM模型进行

部品生产设计的深化袁 提升轻钢装配结构的整体性

能遥在轻钢装配结构施工阶段袁借助 BIM技术袁可通过

建造虚拟三维模型袁 对整个施工流程进行预先演习袁

并且在模拟施工过程中可以及时的发现工程施工中

可能存在的问题袁并将之有效的解决袁实现了轻钢装

配结构施工的预先控制遥将 BIM模拟施工与实际施工

进行同步袁对其进行动态化控制袁提高轻钢结构装配

式工程材料管理效率遥 BIM技术的模拟施工还能够优

化轻钢装配结构的施工方案袁确保轻钢装配结构施工

方案的可行性袁从而全面的为建筑工程整体质量保驾

护航遥

5 结论

简要概述 BIM技术以及轻钢类型的装配建筑发

展趋势袁阐明 BIM技术在轻钢装配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意义遥

渊1冤通过搭建 BIM仿真施工实训平台袁能够有效

的提高轻钢装配结构施工的质量以及效率遥 BIM仿真

施工实训平台引进到工程施工过程中袁实现对整个施

工生命周期的全权监管袁极大的提升我国建筑工程施

工质量遥

渊2冤 在轻钢装配结构施工应用广泛的今天袁将

BIM技术应用到轻钢装配结构施工中袁能够有效的提

升轻钢装配结构施工生产效率袁确保装配建筑质量稳

定遥 对于推进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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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众创空间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蔓延至包

括厦门尧福州尧泉州等全省大部分地区袁而且近年来发

展势头不减遥 据统计袁截止 2020年袁福建省众创空间

数量已有 500多家袁但是数量增加并未带来质量同步

提升遥 众创空间作为新型创新经济载体袁理应整合优

势资源实现网状交互袁催生创新型企业遥 宏观层面与

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契合袁 微观层面吸引闲散资金袁

吸纳闲置劳动力遥由于我国众创空间行业尚处于摸索

阶段袁大多数众创空间受限于自身规模尧运营资金尧管

理水平袁在日常运营管理尧提升入孵企业毕业率层面

并不尽如人意遥随着福建省众创空间管理机制趋于成

熟化袁政府部门对众创空间的认定或年度考核评估更

注重于运营质量与服务水平袁因而导致一部分众创空

间经考核评估未达要求被考核为不合格袁不给予当年

运营费用补贴曰有的连续两年被考核为不合格或放弃

考核的被取消其相应级别众创空间称号遥 据 2019年

福州市科学技术局公布的福州市众创空间考核评估

结果显示院65家参评的众创空间有 9家考核不合格袁

有 9家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或放弃考核袁不合格率为

27.69%遥 因此袁加强和提高众创空间运营绩效与服务

质量对于众创空间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1 文献回顾

创新性是众创空间最显著特征之一袁 在对众创空

间绩效研究领域袁大多数学者以创新绩效为中心院张钰

在基于 DEA数据包络分析以及 BP神经网络的基础上

对我国各地区众创空间创新绩效进行比较研究[1]遥而基

于众创空间其他特征也延伸出众创空间其他绩效研

管理潜力转化中介效应对众创空间

运营绩效的影响
要要要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余忠袁 叶遄袁 王昊

渊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通过对福建省众创空间长期调研尧问卷调查及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袁选取资本支持尧开放程度为内潜变量袁

辅以管理潜力为中介变量袁构建众创空间运营绩效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中介效应模型遥 运用 Amos 24.0和 SPSS 23.0进

行实证数据检验袁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开放程度与众创空间服务绩效尧众创空间管理潜力存在显著相关袁资本支持与众创

空间管理潜力存在弱相关袁资本支持与众创空间孵化绩效不显著相关袁而管理潜力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存在显著相关袁

并从资本支持尧管理潜力尧孵化绩效尧服务绩效四个层面提出针对福建省众创空间运营绩效提升的建议袁对促进福建省众

创空间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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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袁如表 1所示遥

表 1 众创空间绩效研究汇总

Tab.1 Summary of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of

mass innovation space

鉴于众创空间影响因素研究相关可查阅文献较

少袁 借鉴孵化器运营绩效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袁Barbero

认为孵化器运营绩效受限于孵化器成长程度尧研发投

入以及就业成本等要素[7]遥 Rice M P则着重强调了基

础设施层面建设尧孵化器内部人力资源培训尧网络资

源共享的重要性[8]遥 M爷Chirgui Z则选取人力资本尧金

融资源性质和规模尧 孵化器专业储备数量对法国 25

个运营绩效较高的孵化器进行评价[9]遥

在研究工具与方法选择层面袁研究者们也进行差

异化选择院孙凯等评价创新型孵化器时选取变异系数

法[10]曰孔原则运用异质随机前沿模型来获取长三角地

区国家级科技孵化器运营绩效相关经验与证据 [11]曰赵

天燕等在对江苏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绩效研究过

程中袁构建相应网络 SBM模型[12]曰颜振军等采取数据

包络分析要要要DEA以及 K要均值聚类分析来对中国

各省份孵化器运营绩效进行深入研究[13]遥

在企业漫长的成长周期中袁喻登科等认为企业内

部的管理层面的优化和创新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获取持续的核心竞争力[14]遥 并且 Jelen等认

为同一行业不同企业在管理维度上的差异性所带来

的核心竞争力的差别远远大于技术维度所带来的领

先[15]遥 而具体到科技创新型企业袁杨波基于 TRIZ理论

分析认为这类企业必须重视将发展潜力致力于管理

层面创新[16]遥 而那些能够提升企业管理能力的内部潜

在管理活动袁屠年松等认为这些活动大体分为基本活

动和辅助活动[17]遥这些活动将作为管理潜力形式存在袁

这种潜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提升企业管理能力袁助力

企业健康发展遥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袁已有众创空间绩效研究大多

集中于创新绩效尧发展绩效等层面袁而关于众创空间

运营绩效研究相对较少遥 对于众创空间能够促进地区

甚至国家创新性毋庸置疑袁然而包括福建省在内我国

众创空间大多数属于初创阶段袁而持续经营对于初创

众创空间至关重要遥 在众创空间行业袁运营管理能力

则与众创空间持续经营息息相关遥 此外袁在研究方法

上袁已有文献中较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众创空间绩

效进行相关研究袁因此袁综上所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这种新型研究工具对众创空间运营绩效影响因素的

研究具有一定价值袁 有利于广大众创空间运营者尧监

管部门更好明晰各要素对众创空间运营绩效重要性

程度以及影响路径袁促进众创空间健康发展遥

2 研究假设

关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潜变量选取袁参考张建清

等尧代碧波等等在高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绩效评价指

标研究基础之上[18-19]袁结合福建省众创空间实际情况袁

选取孵化绩效尧投融资绩效尧服务绩效尧场地运营绩

效尧社会贡献作为众创空间运营绩效评价指标遥

开放式创新理论指打破企业原有固化封闭模式袁

追寻与外界交流与合作袁引入外界创新点促进企业内

部革新遥 韵江等认为企业创新程度应以企业开放程度

为衡量指标[20]袁过高或者过低的开放程度对企业来说

都存在隐患袁过高开放程度导致资源配置分散袁以此

带来的过分外部技术依赖导致技术研发惰性常态化袁

此外还存在已有知识产权泄露风险曰而过低开放程度

则会导致企业运营管理模式固化袁无法引入创新活力

源泉来汲取企业持续经营优势竞争力遥 李自杰等在研

究我国新兴经济体企业时袁认为企业能够通过对外投

资与外部进行开放交流来促使企业获取所需技术以

及先进管理经验袁形成自身市场竞争优势[21]遥众创空间

作为我国新兴行业袁运营者管理效率不高尧各众创空

间稀于经验分享是我国众创空间目前发展阻碍之一遥

因而提出院

假设 1 开放程度与众创空间管理潜力呈显著相关

Thanasopon认为来自于外部的信息和知识等资

源对于企业提升服务能力[22]袁实现商业化至关重要袁而

周必彧等[2] 2020 众创空间培育绩效研究

赵观兵等[3] 2019 众创空间创业绩效研究

高涓等[4] 2019 众创空间财政引导政策绩效研究

李舒平[5] 2018 众创空间发展绩效研究

李洪波等[6] 2019 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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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于企业而言袁 都必须通过提升开放程度获取遥

Han研究发现袁通过积极的对外开放与交流袁强化各

企业间的协同与合作袁有利于帮助企业袁特别是中小

企业客服资源短缺的劣势袁提升其软实力袁从而推动

企业创新发展[23]遥 余菲菲基于社群信息学视角发现众

创空间在对外活动时通过与区域创新创业主体进行

频繁的交流与合作袁在强化众创空间平台层面信息交

互的同时袁能够显著的提升众创空间的服务效应[24]遥戴

亦舒在基于腾讯众创空间的案例研究中发现袁类似于

众创空间这类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25]袁无论是大型众

创空间还是小型众创空间袁 通过开展对外交流与合

作袁 都能够满足各自的价值获取与生态系统整体目

标袁从而实现整体的价值共创遥 因而提出院

假设 2 开放程度与众创空间服务绩效呈显著相关

资本对初创企业发展至关重要遥 田颖等认为智力

资本能够作为知识基础促进众创空间创新效益溢出[26]遥

Ong认为经济资本这一概念广泛存在于金融业袁并将

之又称为虚拟性风险资本袁能够吸收行业固有风险带

来的非预期性损失[27]遥 而李振华等在对孵化器中在孵

企业研究时发现袁一部分在孵企业面临着行业新进入

者的缺陷袁由于在任何的行业中[28]袁经济学中资源稀缺

性这一概念永恒存在袁为了提高新入孵企业自身获得

稀缺资源可能性袁这些企业会去寻找那些拥有较高资

源存量的野社会化代理人冶袁并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袁

在新入孵企业与这些野社会化代理人冶进行沟通尧交流

过程中形成的资本就是新入孵企业所积累的社会资

本遥 因此结合众创空间行业特征袁将这三类资本合并

为众创空间资本支持遥

梅亮认为包括资金在内的创客生态资源圈中的

各种资源支持对于形成创客们初始的运营管理能力

具有重要作用[29]袁并借此形成初创企业的核心能力袁其

具体表现形式呈现为技术尧 市场营销及组织管理袁并

借此拉开与其他初创企业的差距袁推动企业的异质化

发展遥 陈夙提出主体资源的限制与创业资源孵化成效

之间具有一定关系[30]袁因而动态的退出标准与退出机

制有必要存在袁并且可以根据孵化成效来逐渐优化众

创空间内部的资源生态圈遥 因而提出院

假设3 资本支持与众创空间管理潜力呈显著相关

假设4 资本支持与众创空间孵化绩效呈显著相关

管理潜力作为存在于企业内部不同管理活动的

集合体袁会因行业差异性而呈异质化遥 张力在构建在

孵企业毕业率生存模型过程时发现袁人力资源管理特

别是专用人力资本有利于规避野隐性陷阱冶[31]袁提升信

息处理效率尧改善处理方式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还能形成

对应管理运营模式遥 左志刚认为在知识密集型行业

中袁知识更多指向市场信息尧技术资讯以及金融资源

等有别于传统有形资源的一种无形资源[32]袁知识管理

通过以量化度和质化度较高的知识系统获取和整合

各单元各类信息袁通过系统交互分享袁进行不间断更

新袁 最终对知识系统内信息输入者们进行适量回馈遥

在这种不间断个人与组织间知识均衡循环过程中袁个

人以及组织会获得比自身单独积累更加丰富的知识

储备袁 从而有利于组织运作以及适应多变市场状况遥

唐丽艳等认为组织管理有效性能够克服组织中单个个

体独立运转困境袁 在促进组织各单位科学和完善运转

基础上还能够通过组织自身独特运行机制和结构[33]袁更

加高效配置资源和传递信息遥 结合众创空间实际情况

将以上三者合并为众创空间管理潜力袁并提出下列院

假设5 管理潜力与众创空间孵化绩效呈显著相关

假设6 管理潜力与众创空间投融资绩效呈显著

相关

假设7 管理潜力与众创空间服务绩效呈显著相关

假设8 管理潜力与众创空间场地运营绩效呈显

著相关

假设9 管理潜力与众创空间社会贡献呈显著相关

3 数据来源与概念模型

3.1 数据来源与问卷设计

实证基础来源于两部分袁 分别为 2019年对福建

省众创空间先期调研资料积累以及 2020年 3月通过

线上问卷发放尧电话访谈等方式所得遥 问卷发放总量

为 633份袁回收总量为 633份遥 剔除无效样本袁最终选

取 389份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遥 本次所发放问卷共由 3

个部分 39题组成袁以李克特五分量化测度遥 指标选取

如表 2所示遥

余忠袁等院管理潜力转化中介效应对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的影响 7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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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

Tab.2 Variable definitions

3.2 概念模型

结合假设袁 以众创空间管理潜力为中介变量构建

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结构方程路径

Fig.1 The path of operation performance structure equation of

mass innovation space

4 模型检验与数据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运用 SPSS 23.0对量化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袁如

表 3所示遥 从表中我们发现袁假设中所涉及变量之间

均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袁因而可以进行更深层次

检验分析遥

开放程度
区域级众创空间交流
全国性众创空间交流
海峡两岸及国际交流

KFCD1
KFCD2
KFCD3

韵江等尧
李自杰等

管理潜力
人力资源管理潜力
知识管理潜力
组织管理潜力

GLQL1
GLQL2
GLQL3
GLQL4

张力尧左志刚尧
唐丽艳等

资本支持
社会资本
智力资本
经济资本

ZBZC1
ZBZC2
ZBZC3
ZBZC4
ZBZC5

田颖等尧Ong尧
李振华等

孵化绩效
已获知识产权数

众创空间内创业人数
当年新增注册企业数

FH1
FH2
FH3

代碧波等尧
张建清等

投融资
绩效

在敷团队获投资总额
获得投资团队数量
孵化团队获投资率

TRZ1
TRZ2
TRZ3

服务绩效

专职运营人员人数
服务企业数量
举办活动场次
创业导师数量
员工满意度

FW1
FW2
FW3
FW4
FW5

场地运营
绩效

众创空间工位使用率
常驻团队和企业面积

使用率
公共服务面积使用率

CDYY1
CDYY2

CDYY3

社会贡献
当年纳税额
应届毕业生人数
在敷团队就业数

SHGX1
SHGX2
SHGX3

表 3 描述性统计及潜变量 Person相关系数

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latent variable Pe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资本支持 3.682 3 0.720 69 1

开放程度 3.763 5 0.786 88 0.787** 1

管理潜力 3.747 4 0.765 30 0.786** 0.765** 1

孵化绩效 3.696 7 0.732 93 0.638** 0.643** 0.644** 1

投融资
绩效

3.679 5 0.698 23 0.624** 0.652** 0.658** 0.736** 1

服务绩效 3.709 5 0.692 70 0.656** 0.615** 0.660** 0.688** 0.727** 1

场地运营
绩效

3.712 9 0.751 96 0.612** 0.633* 0.641** 0.653** 0.677** 0.759** 1

社会贡献 3.068 6 0.876 63 0.365** 0.322** 0.404** 0.390** 0.424** 0.503** 0.45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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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度与效度检验

运用 SPSS 23.0对所构建众创空间结构方程模型

进行一致性与关联程度检验袁 得出信度与效度检验

表袁 如表 4所示遥 从表中我们发现袁 各潜变量 Cron鄄

bach爷s Alpha值均大于 0.7判别标准袁 并且除投融资

绩效与孵化绩效外袁其余潜变量 Cronbach爷s Alpha值

均接近 0.8或大于 0.8遥 此外潜变量 KMO值均大于标

准值 0.6袁并且除孵化绩效尧投融资绩效以及社会贡献

这三项较为接近 0.7的变量外袁 其他变量都大于更高

层次 0.7判别标准遥

表 4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Tab.4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results

4.3 指数分析

为验证实证分析所构建模型合理性以及数据适配

性袁运用 Amos24.0软件以及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来对

模型拟合指数进行分析遥 以渊CMIN/DF冤尧拟合优度指数

(GFI)尧残差均方根渊RMR冤尧近似误差均方根渊RMSEA冤尧

规范拟合指数渊NFI冤尧非规范拟合指数渊TLI冤尧比较拟合

指数 渊CFI冤7个拟合指数作为模型拟合分析主要指标袁

如表 5所示遥 从表中我们发现只有 GFI指数与评价标

准略有差异袁 然而 GFI指数与相对应评价标准差值也

在可接受范围内袁因而模型符合标准遥

表 5 模型拟合指数检验结果

Tab.5 Test results of model fitting index

4.4 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 Bootstrap法进行中介变量进行检验袁结果如

表 6所示遥 从表中我们发现袁以管理潜力为中介变量

的资本支持尧开放程度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各潜变量

各条路径上下限均为不包含 0路径袁因而管理潜力作

为中介潜变量与开放程度潜变量尧资本支持潜变量显

著相关遥

资本支持 5 0.866 0.869 837.412 0.000

开放程度 3 0.830 0.720 440.334 0.000

管理潜力 4 0.849 0.801 640.544 0.000

孵化绩效 3 0.770 0.699 302.557 0.000

投融资绩效 3 0.741 0.689 254.649 0.000

服务绩效 5 0.833 0.844 662.193 0.000

场地运营
绩效

3 0.796 0.709 353.353 0.000

社会贡献 3 0.795 0.687 371.507 0.000

总体 29 0.956 0.966 6 460.740 0.000

CMIN/DF 1.769 小于 3并且值越小越好

RMR 0.037 小于 0.05并且值越小越好

GFI 0.894 大于 0.9并且值越接近于 1越好

RMSEA 0.045 小于 0.05并且值越小越好

NFI 0.902 大于 0.9并且值越接近于 1越好

TLI 0.950 大于 0.9并且值越接近于 1越好

CFI 0.955 大于 0.9并且值越接近于 1越好

表 6 标准化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6 Standardized test results of Bootstrap mediating effect

Std Ind开放 1 0.638 0.215 0.241 1.053 0.010 0.207 1.033 0.013

Std Ind开放 2 0.531 0.171 0.174 0.833 0.012 0.157 0.825 0.014

Std Ind开放 3 0.881 0.374 0.301 1.773 0.011 0.251 1.711 0.014

Std Ind开放 4 0.502 0.161 0.155 0.769 0.013 0.148 0.768 0.014

Std Ind开放 5 0.297 0.098 0.094 0.474 0.012 0.089 0.468 0.014

Std Ind资本 1 0.439 0.268 0.099 1.133 0.016 0.092 1.098 0.018

Std Ind资本 2 0.366 0.169 0.081 0.742 0.019 0.083 0.746 0.018

Std Ind资本 3 0.606 0.283 0.130 1.215 0.022 0.142 1.264 0.018

Std Ind资本 4 0.345 0.160 0.071 0.680 0.021 0.078 0.698 0.018

Std Ind资本 5 0.204 0.097 0.046 0.420 0.017 0.045 0.417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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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结构方程路径分析

对结构方程模型中各内潜变量与外潜变量影响

关系具体路径分析后袁获取各潜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

著性相关关系以及关系强弱程度袁如表 7所示遥 从表

中发现袁 资本支持与孵化绩效不呈直接显著相关袁资

本支持与管理潜力呈弱相关关系袁除此之外其他路径

都呈显著相关关系遥

表 7 路径检验结果

Tab.7 Path test results

综合上述检验袁验证所提假设袁如表 8所示遥

表 8 假设检验结果

Tab.8 Hypothesis testing results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通过构建以管理潜力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

型对福建省众创空间运营绩效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

析袁发现众创空间开放程度与服务绩效尧管理潜力都

呈显著相关尧 资本支持与众创空间管理潜力呈弱相

关尧 资本支持与众创空间孵化绩效不呈显著相关尧管

理潜力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呈显著相关袁据此得出以

下几点结论院一是袁相对于国外而言袁较晚的起步时

间袁初级的发展阶段袁造成我国众创空间行业服务水

平较低遥 二是在资本支持下袁福建省众创空间管理潜

力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袁或许是由于众创空间在进

行资本转化管理潜力时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资源浪

费遥 三是与传统投入产出原则相左袁在实证研究中发

现袁 资本支持并不能带来众创空间孵化绩效直接提

升袁这也与调研中发现近些年来各地区注重众创空间

数量所带来诸如管理能力不高袁资源转化率低等不足

相吻合遥 四是众创空间具有服务性行业的显著特点袁

众创空间内部管理潜力的多寡是界定众创空间运营

绩效上下限的重要标准遥

5.2 对策与建议

第一袁在资本支持层面袁福建省众创空间可以通

过对自身所获各层次尧 各类别资本支持进行分类筛

选尧整合吸收尧以及自身内部传承与扩散来提高资本

支持对管理潜力转化率袁其次袁通过打造高质量管理

团队来固实众创空间运营底层结构袁同时这也是众创

空间进行自我积累尧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遥

第二袁在管理潜力层面袁为提升众创空间管理潜

力袁众创空间在优化内部组织运行机制基础上袁还要

完善众创空间内部责权体系袁促成内部责权明确与均

衡袁盘活整个运营管理体系曰其次建立多元化层级人

力资源管理与培养体系袁知人善任袁提升员工与岗位

适配性袁打造高效众创空间运营管理团队曰此外袁鉴于

我国众创空间行业发展现状袁各众创空间尤其是无国

资背景的众创空间袁有必要通过建立区域性甚至全国

性众创空间集团化联盟袁整合资源袁资源共享袁构造紧

密型网络联合体提升众创空间组织韧性袁增强适应能

力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遥

第三袁在孵化绩效层面袁对于政府相关部门而言袁

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政策性引导与修订考核标准袁将

孵化绩效作为众创空间等级评定尧财政补贴申请重要

参考指标来提高众创空间对孵化绩效的重视程度曰另

一方面袁基于野先富带后富冶理念袁优先扶持一批潜力

众创空间袁作为行业龙头与标杆袁带动区域众创空间

整体水平提升遥 而对于众创空间自身而言袁在明确孵

开放程度 寅 管理潜力 0.493 0.562 0.115 4.281 ***

资本支持 寅 管理潜力 0.376 0.387 0.123 3.053 0.002

管理潜力 寅 孵化绩效 1.157 1.135 0.153 7.555 ***

管理潜力 寅
投融资
绩效

0.895 0.946 0.070 12.839 ***

管理潜力 寅 服务绩效 1.582 1.568 0.220 7.190 ***

管理潜力 寅
场地运营
绩效

0.962 0.893 0.073 13.264 ***

管理潜力 寅 社会贡献 0.558 0.529 0.072 7.764 ***

开放程度 寅 服务绩效 -0.622 -0.702 0.173 -3.602 ***

资本支持 寅 孵化绩效 -0.245 -0.247 0.135 -1.816 0.069

假设 1 *** P<0.001 显著

假设 2 0.002 P<0.001 弱显著

假设 3 *** P<0.001 显著

假设 4 *** P<0.001 显著

假设 5 *** P<0.001 显著

假设 6 *** P<0.001 显著

假设 7 *** P<0.001 显著

假设 8 *** P<0.001 显著

假设 9 0.069 P<0.001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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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绩效重要性后袁通过精简冗余服务资源袁打造品牌

价值袁凸显空间异质性袁推动众创空间规模效率和孵

化绩效提升遥

第四袁在服务绩效层面袁现阶段福建省众创空间

应不遗余力提高众创空间开放程度来提升众创空间

服务绩效遥 此外袁基于众创空间知识密集型行业特点

以及对于社会经济环境敏感性袁积极对外开放能够从

外界汲取养分来冲击众创空间内固化或逐渐固化运

营管理体系袁推动自我革新遥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积

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袁区域众创空间协会积极发挥统

筹兼顾作用袁在众创空间积极参与前提下构建区域甚

至全国行业交流平台袁加快行业信息流通袁引导资源

与经验共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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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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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long-term surve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xisting researches on mass innovation space in Fujian Province,

the paper selects capital support and degree of openness as internal latent variables, supplemented by management potential as intermedi鄄

ary variables, and construct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ss innovation space operation per鄄

formance. Using Amos24.0 and SPSS23.0 empirical data inspection, empirical analysis found that openness and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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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袁中央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曳

指出袁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

标袁要野建成文化强国尧教育强国尧人才强国尧体育强

国尧健康中国袁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袁

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冶遥 结合国家文化与体育发

展战略袁 传承和推广优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袁保

护和开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渊以下简称 野体育非

遗冶冤袁 是新时代实现体育与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举

措遥 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现状的主要依据[1]遥 目

前袁我国体育非遗面临传承手段单一尧保护境遇不平

衡尧社会参与少尧传播力度不足等方面问题[2]遥 如何让

体育非遗真正野活冶起来成为产官学界关注的焦点遥 五

祖拳是福建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武术拳种袁 于 2008

年成功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遥 以五

祖拳活态传承影响因素梳理与理论构建为突破口袁运

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袁剖析五祖拳传承的现实情况并

识别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互动机理袁力图为构

建具有科学性和操作性的体育非遗传承与创新机制

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遥

1 相关文献探讨

活态传承是野家园遗产冶的重要内核袁既区别于数

字技术手段的记录与保护袁也与旅游休闲尧演艺等商业

开发方式有明显区别[1,3]遥关于野活态传承冶袁学界并没有

权威的解释遥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突出了文化传承人的

现实性关照[4]袁以遗产文化的传承与原真性保护为原

则袁基于传承人的扶持和培养尧文化生态空间的保护

与优化尧适当的生产性保护等路径袁让非遗在保护与

抢救的基础上实现传承尧利用与发展袁并最终回归民

众的生产生活中[5]遥体育非遗是个人尧群体和历史选择

的结果袁深受主观性尧权力话语尧历史记忆尧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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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影响因素
要要要基于五祖拳的扎根理论分析

唐小花 1袁 林剑 2袁 卢蕙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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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活态传承是五祖拳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遥通过实地走访尧重点访谈和文本分析袁运用扎根理论

识别影响五祖拳活态传承的因素并构建理论模型遥 研究发现院传承主体是核心影响因素袁与政府保障尧非遗教育尧社会支

持以及文化氛围共同对五祖拳活态传承过程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遥提出通过完善传承保护机制尧构建非遗教育体系以及

营造人文生态氛围等方式让五祖拳真正活起来遥理论上袁为体育非遗活态传承提供分析框架曰实践上袁为闽南非遗传承与

保护工作提供方法论指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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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6]遥 要做到永续活态传承就要对其内部影响因

素进行不断调适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生态环境[7]袁

包括传承人与传承群体尧活态存在尧传承制度和人文

生态环境几个方面[7]遥而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尧生态与文化

的协同发展是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内驱动力[8-9]遥

关于五祖拳袁翁信辉等较早从命名尧创始人尧流派

等方面对五祖拳进行历史溯源[10]遥 于明礼对五祖拳套

路尧技术风格特点以及重要拳种展开论述[11]遥具体到活

态传承方面袁刘晓云从非遗教育以及体育教师职业素

养提升方面提出传承思路[12]曰杜德全等针对文化保护

价值和传承思路的探索[13]曰王伯余等从行政体制因素尧

传统武术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南少林武术传承影

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14]遥

通过前文的梳理和回顾袁不难发现袁学界对非遗

传承应由单纯的野静态冶保存与保护到融入民众生产

生活的野活态冶呈现这一转变基本达成共识遥 但是聚焦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研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袁专门

针对五祖拳的活态传承研究更是不多遥 从探索性案例

研究角度袁基于实证数据袁对五祖拳的非遗活态传承

影响因素的系统深入研究还比较少袁因此袁以五祖拳

为典型案例袁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来解构活态传承

影响要素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袁力图让五祖拳回归本

土民众文化生活袁真正活起来遥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概况

五祖拳是南少林五祖拳的简称袁 于 19世纪中叶

由福建晋江人蔡玉明所创袁盛行于厦漳泉尧台湾及东

南亚一带袁既是福建省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武术拳

种袁又是中国武术发展最好的拳种之一袁于 2008 年成

功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3]遥近年来袁

在野一带一路冶战略的推动下袁五祖拳身份地位得以确

认袁对外交流规模不断扩大遥 2019年 11月袁在泉州举

办的国际五祖拳暨南少林传统武术大赛更是吸引了

来自菲律宾尧美国尧澳大利亚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

千名五祖拳民间好手参加遥 五祖拳已经逐渐成为新时

代闽南社会尧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袁在弘

扬地方武术文化尧拓展两岸交流合作以及扩大野海丝

文化冶国际影响力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遥

2.2 研究方法选取

采用扎根理论的技术路线探寻五祖拳活态传承

影响因素互动机理袁 扎根理论是由 Glaser 和 Strauss

提出的一种用程序化思路进行系统分析的定性研究

方法袁能够较好地从真实有效的数据资料中提炼出观

点尧发现内在逻辑关系并构建研究框架袁弥补传统文

本分析中资料分析慢尧理论形成难尧研究结论缺乏说

服力的缺点袁被广泛运用到人文社科领域研究中[15]遥

文献搜集尧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是本研究基于

扎根理论进行资料采集所使用的方法遥 渊1冤文献收集

法院是指收集尧分析研究资料和报道资料来获得情报

信息的一种方法遥 在中国知网以 野五祖拳冶野南少林冶

野体育非遗冶等为主题词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与遴选曰

同时收集非遗保护相关政府部门官网以及权威网站

上发布的有关五祖拳传承人的相关采访报道视频尧文

章遥 渊2冤深度访谈法院是一种无结构尧直接尧个人的访

问袁旨在通过与被调查者的对话信息来揭示对某一问

题的潜在动机尧信念尧态度和感情遥 通过电话尧微信以

及互访交流等途径对五祖拳爱好者尧非遗工作管理者

及当地民众进行对话袁以获取相关一手信息遥 渊3冤参与

式观察法院 是研究者在不暴露研究身份的前提下袁实

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工作生活场景中进行隐蔽性的

观察遥 通过课题组成员深入传习所学习技艺以及到中

学开展五祖拳教学来展开参与式观察遥

除此之外袁 为了提高研究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袁一

方面使用 NVivo12定性软件工具辅助进行数据编码袁

另一方面先安排课题组 2位成员对同类数据进行编

码袁最后再将两类结果交由专家进行审阅袁并加以修

改与完善遥

3 研究过程

3.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对所收集资料进行解析尧提炼进而

概念化与要素化的过程遥 初始编码中袁以尊重原文尧原

话为准则袁通过多次类比分析尧合并删减形成 15个具

有一定逻辑关系的概念遥 初始范畴与原始语句节选如

表 1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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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开放性编码范畴化

Tab.1 Categorization of open coding

3.2 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指的是将初始分解后的资料根据野条

件-行动冶或野行动-结果冶的逻辑关系重新进行整合的

过程袁能够使范畴归类更加合理与严密袁为后续构建

理论模型提供基础遥 通过进一步的编码分析袁对初始

15个范畴重新梳理袁归纳到 5类主范畴当中遥 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主轴编码结果

Tab.2 Results of open axial coding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指在围绕核心范畴的基础上袁寻找

主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构建理论模型的过程遥 确定

的核心范畴是野五祖拳活态传承影响因素冶袁以体育非

遗与活态传承理论为指导袁 最终构建由传承主体尧非

遗教育尧文化氛围尧政府保障和社会支持 5个维度构

成的影响因素模型遥 如图 1所示袁传承主体是五祖拳

活态传承的核心影响因素袁与政府保障尧非遗教育尧社

会支持以及文化氛围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袁 相互影

响遥 其中袁政府保障措施的完善能够为非遗教育的实

施推广提供可靠的政策依据与物质支持曰根植于青少

年的非遗传承又能够为地方文化氛围注入新的活力袁

进而营造出全社会共同传承与弘扬五祖拳文化的生

态氛围袁进一步推进政府文化服务建设遥

非遗进
校园

五祖拳健身操是我们学校孩子必须要学的袁 还会
组织参加会操比赛曰 体育选修课有五祖拳武术这
项袁不过学生不是很多

学术研究
高水平的论文和有影响力的专著太少了袁 不像南
音那样有人专门研究袁那些好文章都是 10多年前
的了袁现在专门研究这个的学者也不多

学习评价
五祖拳能够强身健体袁缓解读书压力袁还让我了解
了中国武术袁我很喜欢

传承人
年龄

传承人大部分年事已高袁 年轻的传承人为五祖拳
文化传播做了很多努力袁取得不错效果

生存状况
五祖拳只能算是业余爱好袁收徒弟尧表演赚个热闹
罢了

政策支持
现在政策是挺多的袁传承人纳入高层次人才体系袁
可以享受住房安居等补贴

数字保护
有专门的人来拍摄做档案记录袁 泉州非遗馆有一
个展区袁可以跟着影像学习打拳袁还能打分

民间保护
要通过武馆协会来组织爱好者学习袁传播五祖拳袁
尤其是要从学校抓起

商业化
程度

拜个师袁给师父红包就可以了袁师父挺随意的袁之
前有说拍电影的袁后面不了了之

普及程度
五祖拳不仅进校园袁还进军营尧进警营袁训练动作
有五祖拳尧五祖棍法曰学生学业太重袁学武术的人
都断层了

生活方式
改变

要生活更有品质袁就要加强体育锻炼袁学好五祖拳
要有充裕时间尧家庭和环境的支持

传承意愿
五祖拳传承是几代人奋斗的袁 还是希望更多人来
参与学习袁为了承诺和责任袁要把五祖拳发扬光大

社会影响
五祖拳是南少林派代表袁 体现咱们闽南人爱国爱
乡的情怀袁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传承基地
现在有了五祖拳传习所袁也有对外开放袁学五祖拳
又有了新的场所

地缘优势
泉州是海丝名城袁 五祖拳是海外乡亲与祖国联系
的血脉纽带

传承主体

传承人年龄
传承人群体的年龄结构尧身体
状况等

传承意愿
传承人将技艺传承给大众尧收
徒弟的意愿

生存状况
传承人经济情况以及对身份
的认同

非遗教育

非遗进校园
五祖拳进校园的普及程度及
师生认可度

学术研究
五祖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
果

学习评价
师生对开设五祖拳课程的效
果反馈

政府保障

数字保护
五祖拳资料建档尧更新与数字
化呈现

政策支持
五祖拳的专项保护政策制定
与实施情况

传承基地 提供专业场所开展传习活动

社会支持

普及程度
民众对五祖拳的认可与活动
参与度

民间保护 民间社团组织发挥的作用

商业化程度
五祖拳的经济效益以及企业
的参与程度

文化氛围

地缘优势
五祖拳推广的地理人文环境
优势

社会影响 五祖拳的对外影响力

生活方式改变
五祖拳文化对民众生活方式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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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五祖拳活态传承影响因素逻辑模型

Fig.1 Logic model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live inheritance of Wuzuquan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活态传承是当代非遗传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的新思路袁五祖拳的活态传承受到诸多复杂因素

的影响遥 通过上述资料的编码与分析袁基于理论研究

的支撑并结合课题组的实地走访以及部分深度访谈

对象的反馈袁发现五祖拳活态传承仍面临着保护手段

单一尧社会参与面小尧传承体系不完善等深层问题需

要解决遥 未来袁只有传承人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力量的

共同参与袁才能真正实现五祖拳的永续传承与创新发

展遥

4.1 传承主体是五祖拳活态传承的核心因素

传承主体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技艺与绝活的承担

者和传递者袁 不仅对非遗项目的活跃度有显著影响袁

同时也是其他影响因素发挥效应的桥梁和纽带[5]遥 根

据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库公布的数据显示袁目前五

祖拳各类传承人共 9人袁其中国家级 1人袁省级 2人遥

通过编码发现袁 传承主体在影响因素中处于主导地

位袁 代表性传承人年龄老化这一普遍问题依然存在袁

但以泉州南少林寺方丈常定大和尚为代表的新一代

传承人为五祖拳的主动传播推广做出了很多新的尝

试袁并取得成效遥 除此之外袁传承主体的传承意愿普遍

较强袁对自己身份与使命有较高的认知袁乐于推动项

目的世代相传与发扬光大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体育非遗

传承主体不应局限于单独个体袁还包括有共同利益诉

求的相关群体袁这也与国家提倡的全民健身理念有相

通之处[16]遥 五祖拳传承归根结底反映的是民众对闽南

传统文化的适应与认同袁是对重乡崇祖尧爱拼敢赢尧重

义求利尧山海交融等精神品质的追求与诠释[13]遥

因此袁政府要不断完善传承人认定制度袁建立动

态管理机制袁畅通晋升渠道袁探索五祖拳代表性传承

群体认定的试点袁 解决传承人老化与年龄断层问题袁

扩大传承人规模和数量遥 除此之外袁有针对性的与高

校尧文化机构等合作开展实施传承人研培计划袁通过

理论学习尧技艺交流尧创新创业辅导等方式促进传承

人个人技艺尧传习教学尧传承使命与理论知识等胜任

力的全方位提升袁助推五祖拳高质量传承遥

4.2 非遗教育是五祖拳活态传承的创新模式

教育作为人类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袁 普及范围

广尧形式多袁能够从源头上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文

化认同遥 非遗进校园是目前五祖拳传承现代化的重要

形式遥 早在 2012年袁泉州市教育局尧泉州市体育局尧泉

州市武术协会等部门联合推动南拳进校园的工作袁经

过多年实践袁五祖拳操逐渐发展成为中小学的课间操

与常规体育项目遥 这一举措袁不仅让五祖拳文化得到

广泛传播袁同时也让校园体育活动更加新颖袁深受学

生的喜欢袁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也起到很大的

促进作用[12]遥然而袁五祖拳与地方高校的融合却不那么

紧密遥 课题组调查发现袁泉州地方高校开设五祖拳课

程的不足 10%,非遗进校园的范围仍有待扩展遥 据一

位高校从事非遗文化教研的老师反映袁目前国内针对

五祖拳展开系列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比较少见袁理论研

究十分欠缺袁 制约了五祖拳的深层次保护和开发袁导

致活态传承缺乏科学依据遥 高校作为我国教育体制中

最为特殊的文化传播阵地袁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体育非

遗项目的教育场所遥

有鉴于此袁首先袁应当扩大高校非遗教育范围袁除

了引导地方院校开设五祖拳体育通识课程之外袁要推

进五祖拳与高校现有专业渊如体育教育尧文化产业尧历

史学等冤进行深度融合袁开设相关特色课程遥 其次袁建

立五祖拳文化研究中心袁开展专项课题研究袁以此促

进五祖拳的深层保护与发展遥 最后袁延伸大师进校园

深度袁在校内设立传习基地尧大师工作室等袁既为学校

非遗教育提供师资保障袁又能够为非遗大师综合传承

能力的提升提供平台支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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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政府保障是五祖拳活态传承的支撑力量

政府是非遗活态传承的支撑力量袁一般通过制定

政策尧经费资助尧提供场地等措施来提供保障遥 通过编

码显示袁五祖拳的政府保障围绕着数字保护尧政策支

持与传承基地三个方面展开遥 目前五祖拳的数字化主

要体现在技艺拍照尧 摄像和访谈等基础数据采集建

档袁还有部分 VR技术的互动体验袁后期存储尧更新尧

加工以及数据挖掘等内容涉及的比较少遥 加之各个部

门尧 单位的数字系统缺乏统一的建设标准和技术规

范袁容易形成信息孤岛遥 政策方面袁非遗传承人已纳入

泉州高层次人才体系中袁享有住房安居尧子女入学尧医

疗保健尧金融扶持等多项生活优待遥 但相较于太极拳尧

咏春拳在保护利用与开发方面的成功经验袁五祖拳的

政府支持力度略显不足袁缺乏针对性的政策法规袁野重

申报尧轻保护尧少开发冶现象比较明显袁人员配备尧经费

资助尧 场地支持上的政策有待完善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2019年 11月袁泉州市五祖拳传习所正式开馆袁传承人

可在此开班授课尧表演展示袁为五祖拳走进老百姓尧融

入群众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遥

因此袁政府要着力于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袁除了

完善与及时更新已有的项目档案尧保护档案外袁要利

用数字存储尧信息检索尧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实现项

目保护的科学化尧现代化和普及化袁尤其要融入到公

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建设中去遥 此外袁要细化保护与

开发措施袁从野救济式冶到野开发式冶转变袁给予精准的

优惠与扶持遥 例如袁通过租金减免尧经费资助尧技艺展

示加之产业化引导袁发展五祖拳文化产业袁让项目具

备野造血冶能力遥

4.4 社会支持是五祖拳活态传承的推动手段

体育非遗常以传统武术尧竞技表演和民俗活动为

表现形式袁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5]遥 因此袁社会支持

对于五祖拳活态传承显得尤为重要遥 通过编码显示袁

民众对五祖拳的认知度并不高袁加之其核心内容与表

现形式与当下主流的健身休闲需求匹配度不高袁参与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稍显不足遥 课题组在泉州几个公园

对参与体育锻炼的居民进行随机访谈后也发现了这

一问题遥 大部分民众表示知道五祖拳袁但是深入了解

或参与的较少遥 目前袁 散见于民间的五祖拳协会尧武

馆尧 联谊会等社团组织成为社会支持的中坚力量袁但

仅靠传承人和爱好者的单方面努力却很难实现项目

的活态传承遥 2015年袁西部电影集团与泉州新三易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电影叶五祖拳曳是较早有

商业资本介入五祖拳的案例遥 2019年袁又有福建本地

文化企业投资拍摄电影叶武动拳城曳袁将五祖拳的海外

传播作为剧情主线遥 五祖拳文化的商业价值开始被关

注袁但其产业发展规模小而分散袁经济效益也不高袁融

合力度有待提升遥 [13]

因此袁全社会首先要树立野家园遗产冶观念袁充分利

用社区资源袁在新农村建设和旧城改造中袁引导社区居

民通过政府资助尧自主筹资尧企业捐赠尧会员收入等多

渠道筹措资金袁 新建或者修缮五祖拳特色非遗文化场

所袁打造家园文化遗产空间袁唤醒民众文化记忆[5]遥 其

次袁发挥民间社团力量袁通过野请体育社团进社区冶尧

野让居民走进体育社团冶等方式袁将地方五祖拳协会尧

武术协会尧俱乐部等民间自治组织纳入所在社区公共

体育服务平台遥

4.5 文化氛围是五祖拳活态传承的外部条件

文化氛围是体育非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域文

化生态圈遥 五祖拳发源地福建泉州是中国海洋经济繁

荣的代表袁 宋元时期被马可窑波罗誉为与埃及亚历山

大港齐名的野东方第一大港冶遥 近年来袁更是凭借丰富

的野海丝冶文化遗存袁荣获野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冶

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冶野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冶

野东亚文化之都冶四大文化品牌袁地缘优势明显遥 2019

年 11月袁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

位名单曳公布袁泉州市武术协会获得五祖拳项目保护

单位资格遥 近年来袁在国际南少林五祖拳联谊总会的

影响下袁已有 46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五祖拳武术联盟袁

在弘扬地方武术文化以及扩大野海丝文化冶国际影响

力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袁 成为联结华侨华人的文化纽

带遥 然而袁五祖拳对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不大袁这点

不仅与社会支持维度的编码结果相互印证袁在民众生

活娱乐方式的编码中也得到了支持遥 大众娱乐尧健身

和社交方式的转变袁让五祖拳活态传承的外部环境面

临新的考验和挑战[5]遥

因此袁 在不断丰富民众体育生活形式的大趋势

下袁地方政府尤其是社区应该大力宣导五祖拳的文化

内涵袁尤其是在强身健体尧延年益寿以及陶冶情操方

唐小花袁等院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影响因素 8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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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Live Inheritance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要要要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Wuzuquan

TANG Xiaohua1, LIN Jian2, LU Huijuan3

(1.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 Quanzho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袁Quanzhou袁 Fujian, 362000, China;

2.Tan Siu Lin Business School,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袁Fujian, 362000, China;

3.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Quan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China)

Abstract: Live inheritance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Wuzuquan to inherit and protect, as well as innovate and develop. Through field

visits, focus interviews and text analysis, the grounded theory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ve inheritance of Wuzuquan, and

to build a theoretical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inheritor is the core influential factor, which interacts with the elements of government

guarante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cultural atmosphere.It is proposed to make Wuzuquan really live by

perfecting the mechanism of inheritance protection, construct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system and creating the human鄄

istic ecological atmosphere. Theoretically, it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live inheritance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ally, it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outhern Fujian.

Key words: live inheritance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曰 grounded theory; intangible cultural protection曰 Wuzuquan

渊责任编辑院张文静冤

面的优点袁 常态化开展大师进社区技艺展示与教学尧

五祖拳健身操比赛等项目袁激发民众参与热情袁共同

营造传尧帮尧学尧练五祖拳的人文生态氛围袁让五祖拳

逐渐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社交娱乐手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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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工程教育主要专业之一的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专业袁涉及到化学学科与材料学科袁主要研究

高分子材料的结构尧性能和性质以及在高分子材料在

合成改性及加工成型过程中工艺因素对高分子材料

的影响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属于应用型和实践型

专业遥 培养学生的独立获取专业知识能力尧工程实践

能力尧工程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等袁使学生适应

产业需求袁最终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野无缝对

接冶[1-3]遥

CDIO是由麻省理工学院尧 瑞典皇家工学院等高

校共同提出的工程教育改革模式遥 CDIO 代表构思

渊conceive冤尧设计渊design冤尧实现渊implement冤尧运作渊op鄄

erate冤遥 CDIO的改革理念是从产品的研发到产品运行

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袁让学生以主动尧实践的课程之间

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课程[4-6]遥 CDIO工程教育首先为

学生提供一种真实世界产品的构思尧设计尧实现尧运行

的背景环境曰其次袁将行业领域工程师所具备的工程知

识尧团队能力细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曰最后用 12条标准

对 CDIO模式进行实施和检验袁 使得改革更加的具体

化和可测量遥 CDIO是一种系统性尧科学性的工程教育

改革袁是目前国内外工程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7-9]遥基于

以上原因袁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综合性实验设计中

引入 CDIO工程教育理念袁通过超级电容器的设计袁培

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尧 独自处理工程项目的能力尧

工程创新能力尧团队合作能力等袁使学生适应产业界

需求尧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遥

1 超级电容器概述

超级电容器是指介于传统电容器和充电电池之

间的一种新型储能装置袁具有功率密度高渊可达 102~

104 W/kg冤尧循环寿命长渊50~100万次冤尧工作温限宽渊-

40~80益冤尧能量密度大渊远大于静电电容器冤尧充放电

速率快且效率高尧免维护尧绿色环保等优点袁已广泛应

用于交通尧电力设备尧信息技术尧工业与机械等领遥 电

极材料的选择应满足导电性好尧比表面积大和高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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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遥 目前超级电容器主要选用比重小尧化学稳定性

高袁比表面积大尧孔隙结构发达尧绿色环保等材料作为

电极材料[14-15]遥目前在电能存储方面袁超级电容器与电

池还存在一定差距袁其额定电压低尧能量密度和分离

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遥 其核心的电极材料袁可以

提高单位面积的储能密度袁如模组化设计尧石墨烯材

料应用尧有机/无机复合超级电容器尧不对称固态超级

电容器设计等遥

2 超级电容器设计

2.1 超级电容器的设计思路

CDIO的教育理念为从产品的研发到产品运行袁

让学生以主动学习为主袁 让各课程有机的联系在一

起遥 超级电容器的设计核心问题为其电极的设计遥 目

前使用的电极主要为碳基材料尧过渡金属化合物和导

电聚合物遥 这三者材料中袁我们选择比电容最高的碳

基材料为基底袁 然而碳基材料由于能量密度较低袁并

不能满足实际使用需要遥

为了提高碳材料的比电容和能量密度袁有以下三

种方法院渊1冤提高比表面积袁即提高了活性材料与电解

液之间的浸润性曰渊2冤引入杂原子袁由于杂原子的引入

能够带来准法拉第效应袁有效提高电极的比容量曰渊3冤

过渡金属化合物或导电聚合物复合袁利用过渡金属化

合物或导电聚合物高能量密度袁从而提高碳基材料的

能量密度遥

基于以上提高碳基材料的比电容和能量密度袁选

用中空碳纳米线作为碳基材料袁利用中空碳纳米线的

高孔隙率和大比表面积袁提高碳基材料与电解液之间

的浸润性遥 将氮掺杂到中空碳纳米线中袁以提高电极

的比电容遥 最后将导电聚合物聚吡咯负载到中空碳纳

米线上袁 克服了单一中空碳纳米线比电容低的缺点袁

大大提高了电极材料的比电容遥

2.2 超级电容器的设计步骤

超级电容器的设计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袁步骤如

图 1所示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院

渊1冤中空碳纳米线的制备

首先配制正硅酸四乙酯的混合溶剂袁加入乙酸使

正硅酸四乙酯水解袁得到 SiO2溶胶遥 配制醋酸纤维素

溶液袁加入 SiO2溶胶袁得到淬火溶液遥 将淬火溶液淬

冷袁除去溶剂袁冷冻干燥得到醋酸纤维素/SiO2复合纳

米线遥将醋酸纤维素/SiO2复合纳米线水解尧洗涤尧干燥

得到纤维素/SiO2复合纳米线遥将复合纳米线置于马弗

炉中煅烧袁除去纤维素袁得到 SiO2纳米线遥将糠醇在酸

性条件下聚合袁并包覆于 SiO2纳米线上袁得到聚糠醇/

SiO2纳米线袁 氩气保护条件下煅烧聚糠醇/SiO2纳米

线袁浸泡氢氟酸袁除去模板 SiO2尧洗涤尧干燥得到中空

碳纳米线遥

渊2冤氮掺杂碳中空纳米线的制备

以苯胺为单体尧十二烷基硫酸钠为乳化剂尧过硫

酸铵为引发剂袁将苯胺在中空碳纳米线表面聚合得到

聚苯胺/中空碳纳米线复合材料袁后经过活化尧预氧化

和碳化得到氮掺杂碳中空纳米线遥

渊3冤氮掺杂碳中空纳米线接枝聚吡咯

将氮掺杂碳中空纳米线用硝酸和硫化混合溶液浸

泡袁 依次与二氯亚砜和偶氮苯反应得到酰氯改性氮掺

杂碳中空纳米线遥 以酰氯改性氮掺杂碳中空纳米线为

载体袁吡咯为单体袁十二烷基硫酸钠为乳化剂尧过硫酸

铵为引发剂袁 引发吡咯单体接枝聚合得到氮掺杂碳中

空纳米线接枝聚吡咯袁简写为 ANHCNF-g-PPy遥

渊4冤超级电容器电极的制备

将 ANHCNF-g-PPy与乙炔黑和聚四氟乙烯按一

定质量比混合在无水乙醇中袁超声分散袁涂覆在泡沫

镍上袁 真空干燥袁 然后在 10 MPa 压力下压片袁 制得

ANHCNF-g-PPy电极渊正电极冤遥活性炭负电极的制备

与正电极的制备一样袁 只是将 ANHCNF-g-PPy替换

为活性炭遥 对该电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进行测试袁包

括循环伏安测试尧恒电流充放电尧交流阻抗测试和循

环使用测试遥

渊5冤超级电容器的封装

将聚乙烯醇渊PVA冤溶解在蒸馏水中袁然后加入

KOH水溶液袁磁力搅拌溶解袁得到 PVA/KOH凝胶溶

液遥 将正极板的一面和负极板的一面通过 PVA/KOH

凝胶溶液粘结后袁在正极板的另一面和负极板的另一

面通过 PVA/KOH凝胶溶液各粘结一块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渊PET冤基板袁形成超级电容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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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设计达到的技术效果

渊1冤将聚吡咯负载到碳基材料上袁克服单一碳基

材料比电容低的缺点袁 大大提高电极材料的比电容遥

与普通的导电聚合物/碳基复合材料相比袁将聚吡咯接

枝到碳基材料上袁由于在聚吡咯和中空碳纳米线之间

形成共价键连接袁提高电子在聚吡咯和中空碳纳米线

之间的传输袁大大提高材料的比电容遥

渊2冤氮掺杂碳中空纳米线接枝聚吡咯作为正极材

料袁 利用中空碳纳米纤维的高孔隙率和大比表面积袁

提高了电解质与电极之间的浸润性遥

渊3冤将氮掺杂到中空碳纳米线上袁由于氮掺杂引

入的含氮官能团能够带来准法拉第效应袁有效提高电

极的比容量遥

渊4冤该制备方法工艺稳定尧易于操作尧质量可靠尧成本

低廉袁质量轻袁无污染等特点袁具有很好的商业化前景遥

3 CDIO模式下的人才培养

3.1 基础知识渊工程知识冤的学习

通过学习超级电容器的设计学习以下基础知识院

渊1冤超级电容器的储能机理袁包括双电层电容器和赝

电容器的储能机理曰渊2冤热致相分离渊淬冷冤制备纳米

图 1 超级电容器的设计路线图

Fig.1 Design roadmap of supercapac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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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院高分子溶液的性质尧高分子聚合物结晶尧高分子

链的柔顺性曰渊3冤乳液聚合尧自由基链聚合尧亲电芳香

族取代曰渊4冤活性碳纤维的制备袁包括院活化尧预氧化和

碳化曰渊5冤电极材料的测试方法袁包括循环伏安测试尧

恒电流充放电尧交流阻抗测试和循环使用测试曰渊6冤高

分子材料机械性能的测试袁包括拉伸强度尧冲击强度尧

断裂伸长率尧杨氏模量尧屈服强度等物理参数曰渊7冤超

级电容器的封装院凝胶溶液配制尧聚合物溶液的涂抹尧

基板的封装等遥

3.2 实验设计理念的培养

CDIO的教育理念为从产品的研发到产品运行袁

让学生以主动学习为主袁 让各课程有机的联系在一

起遥 从超级电容器的原理出发袁从原材料的选择尧电极

的制备尧超级电容器的封装袁产品性能测试和产品运

行袁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让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

学习袁让各课程知识点渊基础知识冤有机联系起来袁让

学生对大学四年学习的知识网络有更深一步认识袁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遥 从而实现蕴含 CDIO 教育理念

的教学目标袁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研究创新能

力袁 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野无缝对接冶遥

3.3 实验效果评价

将学生的基本个人能力和人际能力袁产品尧过程

和系统构建能力以及学科知识融入专业考核之中遥 通

过超级电容器的设计尧制备尧检测和运行袁将个人能力

和学科专业知识有机联系在一起遥 通过产品的性能袁

评价超级电容器设计的合理性遥 电极的评价体系包

括院孔隙率尧比表面积尧比电容尧循环使用率等遥 超级电

容器的评价体系包括院比电容尧能量密度尧功率密度尧

循环使用率尧机械强度尧弯曲强度遥

4 总结

CDIO培养大纲将工程毕业生的能力分为工程基

础尧知识能力尧人际团队能力和工程系统能力四个方

面遥 教学活动和教学设计的各个环节都要注重一体化

的设计和构建袁使得教学过程和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都要实现系统化尧周期化的目标遥 以超级电容器的设

计为例袁分别讨论超级电容器的设计尧制备尧检测尧效

果评价等袁 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实践创新能

力袁使学生适应产业界需求尧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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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ious calculation and human error can be avoided.The data of Newton ring experiment can be processed through utilizing the system

more effectively b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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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supercapacitor as an example, from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product operation life cycle as the carrier,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learn courses in an organic way between courses. Based on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supercapacitor, the design, prepara鄄

tion, detec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supercapacitor a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All those are done to have a breakthrough in the com鄄

prehensive experimental design, realize the talent training of CDIO education concept, improve students爷 ability of engineering knowledge,

design concept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realize the 野seamless connection冶 between talents training and enterprise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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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尧负重

前行的关键期遥 站在深入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关口袁

如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袁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生态文明发展观袁 已不是单纯的环境保护范

畴袁而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1]遥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

育袁要求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堂思政建设[2]袁那么

如何将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大学生思

想价值观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

统一袁形成协同效应袁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袁是生

态环保类专业教育工作者亟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

大课题[3-4]遥

生态监测与评价课程作为生态环境类本科专业

的核心课程袁不仅是环境监测的补充袁更是对环境监

测尧环境影响评价的发展和延伸[5]袁具有综合性尧实践

性尧时代性和创新性[6-7]遥同时袁该课程蕴含着大量的思

政元素袁是相关专业课协同育人的主阵地[8]遥 同时袁生

态监测与评价作为我国高等院校的一门新兴的交叉性

和融合性强的课程袁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袁发展日新月

异袁社会需求多样化袁然而袁相关课程建设尧教学改革和

创新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袁 教学教研经验累积尤为

缺乏袁对应的教材建设和内容更新不尽完善袁有关的课

程渊类冤教学改革研究多集中于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尧

传统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改进尧 产教融合教学改革等方

面袁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并凸显生态文明思想的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报道鲜见[5,6,9]遥 因此袁亟待

剖析生态监测与评价课程传统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袁

并积极开展生态文明思想融入该门课程的针对性教

学改革与创新对策的研究遥

1 传统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1.1 课程教材和教学内容问题

当前国内有关生态监测或环境监测方面应用最

为经典和普遍的教材主要有两本袁一本是罗文泊和盛

连喜主编的叶生态监测与评价曳袁该书于 2011 年 6 月

化学工业出版社发行袁属于普通高等教育野十一五冶国

家级规划教材[10]曰另一本是主要由奚旦立主编的叶环境

监测曳袁 该书出版历史较久并及时更新内容袁 由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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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第一版至 2019年 1月第五版袁 截止当前共五

个版次袁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袁属于野十一五冶渊第四

版冤尧野十二五冶 渊第五版冤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

划教材[11]遥 笔者近十年来一直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类的

教学与科研袁连续开展武夷学院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

开设的环境工程尧生态学和环境生态工程专业对应的

环境监测尧生态监测和生态监测与评价课程的主讲教

学工作袁总结了以上两本教材在实际针对性教学应用

中存在的欠缺和不足遥 具体而言袁前者作为我国第一

本也仅此一本的叶生态监测与评价曳教材袁全书共计

125页袁内容广泛又精简袁针对生态监测和生态评价的

定义尧发展尧生态学理论基础尧生态监测计划尧设计和

生态评价程序尧方法及案例等方面都有所涉及袁但是

内容广度有余袁更新不足袁深度欠缺[5]袁属于概论性质

的介绍居多袁 难以实现多个具体知识点的精讲精练袁

尤其是对生态重点监测指标的筛选尧 监测实验方法尧

原理和操作步骤等的理论和实践细节介绍缺乏曰后者

渊以第五版为例冤全书共计 435页袁内容丰富又详实袁

全书偏重于环境监测和环境污染具体指标监测方面

的介绍袁对某些指标的常规测试方法与仪器原理介绍

过于详细袁和其他相关设置课程的内容重复和交叉较

多袁对环境监测评价和生态监测评价及案例的介绍欠

缺遥 因此袁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要在当前主流教材的

辅助下袁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需求对教材内

容进行解构和重构袁突破现有教材内容的局限性遥

1.2 教学理念和思政融合问题

思政教育理念转换是思政课程建设的基本前提遥

长期应试教育模式下袁传统教育重智育尧轻德育袁教学

理念偏离[12]遥 教师习惯于依赖课程教材袁主张教条主

义尧照本宣科尧按部就班袁同时教学思维固化尧教学方

法和手段单一曰与此相对应袁多数大学生以被动学习

为主袁重理论尧轻实践袁以野实用主义冶为原则袁围绕应

试教育考核内容为学习和复习重心袁忽略课程本该应

学应知应会的思政内涵[7,12]遥 一定意义上讲袁传统教学

认为专业知识的教学侧重于知识的野求真冶袁而思想政

治教育则要求野真善美冶的统一[3]遥 因此袁知识领域的

野真冶如何融入野善与美冶袁挖掘原有知识体系中所蕴含

的思政野元素冶和野基因冶袁以此野元素冶和野基因冶为切入

点袁融入生态文明思想袁把握好野人才培养辩证法冶袁解

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野两张皮冶问题成为课程思

政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遥

1.3 课程考核问题

课程思政的科学考核评价存在难度遥 课程考核指

标和考核比例极大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动力袁传统的课

堂管理尧作业布置和试卷测试等评价方式难以体现学

生的认知尧情感和价值观等主观意识[7-8]遥 如何将客观

量化评价与主观效度检验结合起来袁秉承野注重过程袁

形式多样冶的思想袁完善野线上线下冶综合考核办法袁突

出课程思政内涵要求袁制定出更为科学尧精细尧全面和

系统的评价指标也是当前课程思政的亟待解决的问

题和难点[12-13]遥

2 改革思路与创新对策

2.1 改革的整体思路

鉴于当前的问题分析袁建议该门课程思政教学应

结合前期基础尧顶层设计尧师生共建尧效果巩固和达成

目标等多方面开展系统性改革袁 整体改革思路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整体改革思路

Fig.1 Overall reform ideas

具体而言袁该门课程的改革对策如下院渊1冤立足专

业课程学术内涵袁挖掘专业知识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思

想教育价值和资源袁并落实到课程目标设计尧教学大

纲修订尧教材编审选用尧教案课件编写等各方面袁建立

一套符合环境生态专业育人特色的课程思政教学体

系曰渊2冤开展以案例教学为载体袁组织案例式尧启发式尧

参与式等多样化教学方法袁将习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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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课堂授课尧教学研讨尧实验实训尧作业论文各环

节袁筑牢大学生野绿色低碳冶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的系统思想冶和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等生态理

念曰渊3冤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袁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课程

思政教学中的应用袁利用野线上线下冶混合式教学袁组

织设立生态文明建设兴趣团队袁开创线上野环球眼冶专

栏袁植入政治认同和家国情怀袁引导学生与时俱进尧审

时度势和深入思考袁确保思政教育的长效性曰渊4冤优化

课程考核评价体制袁秉承野注重过程袁形式多样冶的思

想袁完善野线上线下冶过程的综合考核办法渊详见表 1冤袁

巩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曰渊5冤 建立课程思政集体研讨

制度袁整合生态尧环境专业师资力量袁加强野梦之队冶的

筑梦人队伍建设袁扩宽评教渠道袁开展教学反思袁健全

课堂教学管理体系袁改进课堂教学过程管理袁提高课

程思政内涵融入课堂教学的水平遥

表 1 课程考核方式及成绩占比

Tab.1 Course assessment methods and scores

2.2 改革的创新对策

改革的创新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院

首先袁创新思政教育理念袁融入生态文明思想袁把

握好野人才培养辩证法冶遥 思政教育理念的转换是思政

课程建设的基本前提遥 改革将力争改变以往长期应试

教育模式下传统教育野重智育尧轻德育冶教学理念偏离

的习惯袁立足生态文明理念袁树立协同育人尧整体育人

和发展育人的理念袁因势而化尧因时而进尧因势而兴袁

落实课程思政的有效衔接袁实现生态文明思政教育的

长效机制袁把握新时代课程思政教育内涵遥

其次袁创新课堂教学内容袁强化生态文明思政元

素的融入袁构建野三全育人冶格局遥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尧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尧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

合曰并注重时代性尧前沿性的相关教学内容和实践案

例的引入袁特别是开展教材的二度开发袁注重教材内

容和相关思政教学资源的解构与重构袁并深入挖掘第

二课堂的思政教育元素袁将野读万卷书冶与野行万里路冶

相结合袁拓展课程思政的建设方法和途径[14]遥

最后袁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袁探索个性化教学方法袁

推进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遥 注重野术道结合冶袁引入线

上优质教学资源袁利用野线上线下冶混合式教学袁以案

例教学为载体袁组织案例式尧启发式尧参与式等多样化

教学方法袁发动并组织学生设立生态文明建设兴趣团

队袁创造性地开办线上野环球眼冶专栏袁细化课前尧课

中尧课后的学习任务袁引导学生与时俱进尧审时度势和

深入思考袁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野环境人的责任与

使命冶袁使生态文明理念无痕融入课程教学袁让课程思

政切实发挥全面育人功能遥

2.3 改革的建设成效

该门课程改革在武夷学院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

2018级环境生态工程学生 渊58人冤 的具体教学应用

中袁呈现了课程改革的初步建设成效遥 具体可以从教

师和学生两个角度进行归纳院

从教师角度来讲袁 通过该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袁

可以进一步提升教师教学综合素养袁增加典型思政案

例搜集尧建立和完善的敏锐性尧针对性和积极性袁并增

强了思政内涵和专业知识融合讲解的把握能力遥

从学生角度来讲袁通过教师潜移默化的将思政案

例融入专业课堂袁并积极投身参与野环球眼冶生态环保

时政案例的搜集尧解读和总结袁扩展学生视野尧增加学

生知识面袁并且培养和树立了学生爱国尧爱家尧爱生态

的思想意识袁 更深刻理解了生态环保专业培养的需

求袁树立了专业学习的自觉性尧自信心和自豪感遥

3 小结

生态监测与评价课程是生态环境类的核心专业

课程袁蕴含着大量的思政元素袁作为生态环保教育工

作者袁应当在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袁肩负

引导其深刻理解尧全力支持和力争践行生态文明思想

理念的责任和担当遥 文中从生态监测与评价课程角

度袁 剖析了该门课程的当前主要存在的教材建设尧教

学理念和课程客观量化考核问题袁并提出强化生态文

线上过程
考核成绩

作业 渊5%冤尧讨论 渊5%冤尧测试
渊5%冤尧考勤渊5%冤尧专题案例解
读与 PPT汇报渊10%冤

30

线下过程
考核成绩

作业 渊5%冤尧讨论 渊5%冤尧测试
渊5%冤尧考勤渊5%冤尧课程思政论
文渊10%冤

30

结课考试
成绩

期末考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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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想融入生态监测与评价课程袁强化顶层设计和师

生共建的思政教学总体改革思路与主要创新方案袁今

后还需要在相关理论和实践教学中进一步细化思路

和具体方案袁并在实际应用和实践中加以补充和完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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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Ecological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s the core professional course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ajor, with plenty of ideo鄄

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an overall reform idea and innovative schem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objectiv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process. The scheme highlights the integration of 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冶 into course teaching, and emphasizes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curriculum co-construction by teachers together with students. This work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ory and practical teaching

of environmental ecological engineering major, and aims to realize the synergy effect of related curriculum education and the all-round ed鄄

ucation of students from various angles.

Key words院ecological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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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虚拟现实渊virtual reality袁VR冤技术发展袁VR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高校课程教学遥 通过 VR技术和课

程内容有机融合对实现教学目标有较高价值[1]遥 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袁也称虚拟现实实验教学袁是指利用计

算机基于 VR等技术模拟真实情境生成一个仿真袁具

有多种感知的虚拟环境袁用户可通过各种传感设备同

虚拟环境互动的教学技术[2]遥 运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技术袁可调动学生多种感官袁使抽象的实验内容具体

化形象化袁提升教学水平和质量遥教育部于 2013年开

展了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工作袁表明虚

拟仿真教学在高校教学中的作用日趋重要[3-4]遥

林窗渊gap冤是森林群落内林冠层优势树木的死亡

而形成的间隙[5]袁是森林中最普遍的干扰形式袁在森林

更新和演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遥 干扰促进林窗小

气候变化袁 导致微环境异质性与森林资源再分配袁使

其成为预测物种组成和更新的天然实验室袁从而加深

对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的理解[6-9]遥林窗构成流动镶嵌

的森林景观袁促进了森林更新与演替[10]遥 目前袁关于林

窗干扰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林窗气象环境[11]尧林

窗土壤环境[12]尧林窗与物种多样性关系[13]和林窗对森

林更新的影响[14]遥

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设背景与思路

林窗干扰生态学实验具有周期长和干扰因素多

等特点袁传统野外实践教学难以达到当前林窗干扰生

态学实验教学目的遥 当前林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实践

教学存在开放度不够和综合程度较低等问题[15]袁限制

了学生对课程的深入理解遥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具有仿

真性高尧互动性强尧环境要求低尧投入成本少和可重复

性高等特点袁适应新时期课程改革的方针袁有效减轻

教师教学负担和学生课业压力袁增加师生互动性遥 为

此袁 生态与资源统计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依托林

学尧生态学尧气象学和统计学等学科平台袁将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技术运用于林窗干扰生态学教学实验中袁通

林窗干扰生态学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

何中声袁 谢子扬袁 刘金福袁 徐道炜袁 郑世群

(1.福建农林大学 林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2.福建省高校生态与资源统计重点实验室袁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院通过将林学尧生态学尧气象学和统计学等学科进行交叉融合袁构建林窗干扰生态学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

统遥林窗干扰生态学虚拟仿真实验内容包括林窗气象环境尧土壤环境尧物种多样性与森林更新等 4 个模块遥通过对实验教

学方法进行探讨袁拓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层次袁克服林窗干扰生态学实验教学周期长袁生态学过程不易观察的难题袁让学

生更容易理解林窗从形成袁发展袁重新郁闭这一重要的森林动态循环过程遥 通过实验室虚拟仿真加深学生对林窗生态学

过程的理解袁从而持续提升实践教学水平袁促进林学学科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遥

关键词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曰林窗气象环境曰土壤环境曰物种多样性曰森林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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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整合林窗气象环境尧土壤环境尧物种多样性和森林

更新等领域热点内容袁增强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袁促使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林窗干扰生态学的实验原理

和内容遥

2 虚拟仿真实验建设内容

在林窗干扰生态学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中袁

基于野虚拟操作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冶的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理念袁以林窗气象环境尧土壤环境尧物种多样性和

森林更新 4个模块的实验内容为主渊图 1冤袁通过构建

实验场景模型袁在虚拟仿真平台布置期末考核袁收集

学生对虚拟现实教学效果的评价遥 通过林窗干扰生态

学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袁 促使学生深入了解林窗

环境与森林更新的内在机理袁提高学生实践技能曰依据

学生对教学体系评价的反馈袁进一步完善教学模式遥

图 1 林窗虚拟仿真教学内容流程图

Fig.1 Flowchart for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content of forest gap

2.1 林窗气象环境实验模块

林窗形成后袁光温水条件的改善导致森林微环境

的异质性袁使林窗气象环境有别于非林窗[14]袁对植物生

长具有重要影响[16-17]遥通过系统模拟森林真实环境袁在

不同面积大小林窗设置气象监测点渊图 2冤袁监测林窗

光照度尧空气温湿度尧土壤温湿度和降雨量等气象要

素袁收集不同时间尺度的气象数据袁并以非林窗为对

照遥 分析不同大小林窗和非林窗气象因子之间差异

性袁气象因子间相关性袁衡量不同大小林窗气象要素

的空间异质性袁从不同大小林窗气象因子角度袁促进

学生理解森林微环境的作用过程遥

2.2 土壤环境实验模块

林窗作为森林常见的干扰方式之一袁也是土壤养

分循环的重要驱动力[18]遥通过系统模拟土壤环境袁设置

林窗样地渊图 3冤袁采用五点取样法收集土壤样品袁利用

高通量测序等多种实验方法测定土壤理化性质尧酶活

性和土壤生物群落结构袁 采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土

壤理化性质尧酶活性与土壤微生物间相关关系袁对土

壤理化性质尧酶活性和土壤微生物提取主成分袁分析

不同大小林窗对土壤环境的影响遥

图 2 林窗气象环境实验模块

Fig.2 Experiment module of forest gap climate environment

图 3 林窗土壤环境实验模块

Fig.3 Experiment module of forest gap soil environment

2.3 物种多样性实验模块

林窗从形成到郁闭与生物多样性有着密切关系袁

是森林群落物种共存和多样性维持的基础[19]遥 林窗面

积及林窗群落类型产生的边缘效应袁 影响实际林窗和

边缘物种多样性分布[9, 20]遥 通过系统模拟设置林窗和非

林窗样地渊图 4冤袁基于胸径渊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袁

DBH冤调查更新层渊DBH<1 cm冤和乔灌层树种渊DBH逸

1 cm冤的种类尧多度等袁系统自动计算物种多样性指

标遥 物种多样性指标包括 琢 多样性 渊物种丰富度

Margalef 指数尧Simpson 优势度指数尧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和 Pielou均匀度指数冤 和 茁多样性渊Jac鄄

card相似性指数和 Bray-Curtis指数冤指标[9]遥物种多样

性指标采用动画或视频形式对相关专业名词讲解袁展

示计算公式和计算过程遥 通过学习物种多样性概念和

计算过程袁有效理解林窗环境下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遥

图 4 林窗物种多样性实验模块

Fig.4 Experiment module of forest gap species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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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林窗更新实验模块

林窗形成后直接改变光环境异质性袁调节森林小

气候[21]袁为种子萌发和幼苗更新创造有利条件袁是森林

更新的重要场所[22]遥 林窗凋落物也会通过物理阻隔方

式抑制植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袁进而影响更新[23]遥因

此袁有必要开展林窗对森林更新的影响袁揭示林窗对

种子和幼苗更新的作用途径和过程遥 系统设置不同大

小林窗和非林窗袁 让学生统计样方中种子雨动态变

化袁在第二年春季监测种子库动态变化袁统计植物出

苗率尧死亡率和生长状况渊图 5冤遥结合环境因子探讨影

响种子和幼苗更新的主要驱动因子袁并对未来树种组

成进行分析和预测遥该实验模块旨在评估森林更新格

局袁预测森林树种更新动态遥

图 5 林窗森林更新实验模块

Fig.5 Experiment module of forest gap regeneration

3 虚拟仿真实验的教学应用及效果

林窗形成后袁林窗气象环境尧土壤环境与非林窗

存在明显差异袁导致不同森林物种为争夺资源和空间

生态位而表现出不同的竞争强度袁促使物种多样性出

现分化现象袁进而影响树种幼苗生长情况袁对森林更

新具有重要作用[9]遥 野林窗气象环境尧土壤环境尧物种多

样性和森林更新冶成为近年来林窗干扰生态学研究的

重点内容袁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遥 林窗是一项长期复杂

的森林演替过程袁 形成需要经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袁

导致长时间实验无法正常进行曰随着实验复杂程度增

加袁林窗研究涵盖多种前沿交叉学科袁相关实验需要

多学科合作共同开展遥 林窗干扰生态学传统实验受诸

多因素的制约和实验周期长的限制难以观察袁如何将

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展示就成为学生提升自身

能力的关键遥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运用虚拟现实尧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等新型技术袁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遥 福建省

高校生态与资源统计重点实验室基于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模式袁 将其应用于林窗干扰生态学的实验教学袁

针对 4部分模块构建实验场景模型遥 林窗干扰生态学

虚拟仿真实验通过系统地梳理和总结林窗气象环境尧

土壤环境尧物种多样性和森林更新过程中的原理和方

法袁通过动画讲解和仿真模拟操作的教学方法袁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尧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尧提高科学素

养和科研探索能力遥 同时袁实验集实物仿真尧场景虚

拟尧创新设计尧智能指导为一体袁具有良好自主性尧交

互性和可扩展性袁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限制袁拓展了教师实验教学的渠道袁提高学生实验

操作能力和综合科学素养遥

林窗干扰生态学是森林生态学和林学等学科重

要的教学内容遥 实验开展过程中袁传统教学以教师讲

授为主袁辅以图片尧文献图表尧野外调查和监测等手

段袁学生互动性和学习自主性不强遥 林窗虚拟实验教

学使学生在虚拟原始森林中进行操作袁 将耗时长尧上

手困难的实验优先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模式进行

预实验尧动画教学尧模拟操作尧推导相关公式等步骤袁

让学生切实掌握实验要点和难点袁做到实践和理论相

结合曰后续开展林窗实际研究时袁通过系统期末测试袁

保证学生在真实环境下对林窗有较好的理解遥

林窗干扰生态学虚拟仿真实验最大限度地实现

了林窗教学的直观化和互动性袁突出学生的教学主体

地位袁实现个性化翻转课堂目的曰将以教师为主体的

传统讲授型向以学生为主体的研究型转变袁从而有效

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袁促进创新型人才培

养遥 同时袁在实施过程中袁虚拟仿真教学模式可根据不

同的授课群体袁包括教师教学定制尧学生自学和公众

科普宣传等袁 提供个性化实验内容和访问接入服务袁

有效推进生态学实验教学的信息化建设袁提升社会环

境保护意识和促进生态文明知识传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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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Gap Disturbance on Forest Ecosystem

Based on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HE Zhongsheng, XIE Ziyang, LIU Jinfu, XU Daowei, ZHENG Shiqun
渊1. College of Forestry,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Fujian Universities for Ecology and Resource Statistics, Fuzhou 350002, China冤

Abstract: Based on the cross-integration of forestry, ecology, meteorology and statistics disciplines, forest gap disturbance ecology of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e virtual experiment content of forest gap disturbance ecology included 4

modules: forest gap climate environment, soil environment, species diversity and forest regeneration.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experimen鄄

tal teaching methods, the aim is to expand th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levels, overcome the long and difficult-to-observe

period of traditional field-practice teaching, which lead students easi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process of forest dynamic succession dur鄄

ing gap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lose again. According to th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gap disturbance, it could be further un鄄

derstanding the ecological process of forest gap,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practice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forest gap climate environment; soil environment; species diversity; forest regeneration

渊责任编辑院叶丽娜冤

何中声袁等院林窗干扰生态学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 99窑 窑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尧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

战略核心袁而培养和造就不同类型尧不同层次的创新

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遥随着我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工作的开展和地方区域经济的转型与调

整袁应用型渊技能型冤创新人才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和欢迎遥应用型人才主要是指在一定的理论规范指导

下袁从事非学术研究性工作袁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人

才[1]遥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比重较大袁是大众化高

等教育必须重视的人才培养模式遥 2014年以来袁在国

务院和教育部的领导下袁一批地方本科院校逐渐从学

术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型袁明确要真正培养学生的专业

技能袁尽可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层次应用技

术型人才[2]遥

应用型人才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和园艺专业人

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3-4]遥与

其他类型人才培养模式相比较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

程更强调与一线生产实践的结合袁更加重视实践性教

学环节如实验教学尧生产实习等袁通常将此作为学生

贯通有关专业知识和集合有关专业技能的重要教学

活动遥 专业技能训练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教学环

节袁是发挥个人创造性的重要平台袁不仅可强化所学

的理论知识袁提高相关专业技能袁而且可以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及创新精神遥 武夷学院系国家产教融合发

展工程应用型高校及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袁

武夷学院园艺专业被遴选为福建省高等学校应用型

特色学科袁园艺学教学团队获批服务闽北特色产业的

园艺应用型教学团队遥 观赏园艺专业技能训练是武夷

学院面向园艺专业观赏园艺方向学生在大三下学期

开设的一门集中性实践课程袁 通过相关专业技能训

练袁 培养学生将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应用技能的能

力袁引导学生勇于创新尧敢于创业袁为下一步面向人才

市场择业做好铺垫遥 本论文针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实

际问题袁 分析和探讨了该实践训练课程在实训内容尧

收稿日期院2021-01-27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省级本科教学团队野服务闽北特色产业

的园艺应用型教学团队冶渊 JXTD2018002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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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及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的教学改革袁以期更

好地完成园艺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遥

1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实训内容有待补充完善

有关观赏园艺专业技能训练内容袁目前尚没有国

家统编的专门指导教材袁只有一本相关教材袁即齐永

顺等主编的叶全国高等院校野十二五冶规划教材院园艺

专业技能训练曳遥 该书籍介绍了园艺植物渊果树尧蔬菜尧

观赏植物冤 生产所涉及的 107项主要实践操作技能袁

其中的观赏园艺篇包括观赏植物繁殖技术实践和观

赏植物养护技术实践两大部分[5]遥 按照武夷学院园艺

专业渊观赏园艺方向冤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袁观赏植物

的相关繁殖技术安排在专业基础课花卉学实验课中

完成袁观赏植物的相关养护技术在园艺专业生产实习

中已涉及袁且随着社会发展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袁对观

赏园艺专业技能也提出新需求遥 因此袁亟需根据就业

市场对观赏园艺专业学生提出的新要求来补充教学

内容袁瞄准行业发展的新需求来完善教学内容遥

1.2 传统教学方式相对落后

示范-模仿式教学是通过教师讲解尧示范袁学生进

行参与性的练习而获得知识技能的一种教学模式遥 这

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模式之一袁也是教学中最基本的模

式之一袁多用于以训练行为技能为目的的教学遥示范-

模仿式教学有利于学生将课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袁使

学生在实践中内化所学的知识遥 这种方式的教学袁学

生手脑并用袁行为质量可以及时得到反馈袁对特定技

能的学习效果较好遥 但对于将科学尧技术及艺术融为

一体的观赏园艺专业技能训练课程袁 采用单一的尧传

统的教师示范尧学生模仿的教学方式袁不利于激发大

学生的创新意识遥 因此袁需探索其他教学方式袁与传统

教学方式结合应用遥

1.3 课程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观赏园艺专业技能训练由若干模块组成袁每个模

块最终都将以作品的形式呈现遥 如果主要以实践作品

的质量作为考核指标袁则忽略了对学生实践过程的考

查袁简单地等同于技能竞赛袁丢失了实践训练课程的

本质遥 但若忽视作品质量袁又势必很难激发学生的创

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遥 因此袁传统的单一考核评价指标

不适合该实训课程体系遥 在确定观赏园艺专业训练考

核指标时袁既要注重结果袁更要兼顾过程袁需科学地设

置好考核指标的构成要素及其权重遥

2 教学改革与实践

2.1 依照高等学校观赏园艺技能大赛主题补充完善

实训内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袁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

化遥 产业结构的不断更新袁为观赏园艺行业提供了新

的机遇袁同时对劳动力结构也提出新的要求遥 围绕园

艺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袁参考观赏园艺专业人才的职

业标准和市场需求袁依照高等院校观赏园艺技能竞赛

内容补充完善实训内容遥 高等学校观赏园艺技能竞赛

于 2019年在华中农业大学首次举行袁 竞赛题目包括

园林植物辨识尧中国传统插花尧手捧螺旋架构花束设

计与制作遥 据此袁为期一周的观赏园艺专业技能训练

目前共开设 5个技能训练模块袁即分别为院中国传统

插花艺术袁西方传统插花艺术袁结合微景观设计的多

肉组合栽培袁植物渊干花冤和昆虫标本的滴胶工艺以及

观赏植物辨识袁每个训练模块的具体内容见下表 1遥其

中袁模块吁观赏植物辨识即为借鉴了第一届高等学校

观赏园艺技能竞赛内容补充增加的遥 草本花卉和园林

木本植物的辨识是观赏植物应用的基础袁是观赏园艺

专业学生必需掌握的一个核心技能遥 学生在低年级已

经系统学习过植物学尧花卉学尧观赏树木学等专业课袁

具备了相关的专业知识袁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观赏植物

种类袁但知识分散袁不成系统袁而在面向高年级开设的

观赏园艺专业技能训练实践课中添加 野观赏植物识

别冶这一实训内容袁可训练学生对观赏植物的综合辨

识运用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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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观赏园艺专业技能训练实训内容

Tab.1 Training contents of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for ornamental horticulture

2.2 采用小组合作和实践作品展览的教学方式激发

学生的参与深度和创新性

实训内容模块一至模块五均是以小组为单元开

展教学袁4~5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组袁一个班级由若干小

组构成, 小组中每个人的表现会影响所在小组的最终

考核评价结果遥 小组合作学习不仅是开放式尧自由式

的教学袁而且融合了大量的实践活动遥 在训练过程中袁

引入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袁 更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养成遥

国外研究表明袁在小组合作学习中袁教师通过创设教

学情境袁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袁促进学生

创造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6]遥 通过野边

做边学冶的研究活动袁使学生充分感受到学习的自由及

独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满足感袁还可培养其收集尧

利用信息的能力及自学能力遥与此同时袁小组讨论和创

作的过程也是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和锻炼的过程遥

学科竞赛拥有独特的教育创新功能袁不仅能以兴

趣为引导提高学生学科专业技能水平袁还能培养和提

升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遥 本课程实

训内容的前四个模块袁即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尧西方传

统插花艺术尧结合微景观设计的多肉组合栽培及植物

和昆虫标本的滴胶工艺袁最终都将以实践作品的形式

呈现袁 因此在实训最后一天安排了面向全校范围的

野观赏园艺专业技能训练实践作品展冶遥 作品展览的教

学环节袁让学生近距离地体验所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的社会效用袁激发学生学习尧创作的积极性袁创新了

教学方法遥 实训内容的第五个模块即 野观赏植物识

别冶袁采用分组竞赛的方式进行袁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袁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遥 开展实践作品展览和技能

竞赛袁可培养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袁提高专

业技能尧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7]遥 此外袁开展形式

多样的学生教学成果展既可以检查老师的教学效果袁

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尧基本技能的水平袁激发同学们的

学习热情袁又可以达到师生之间尧同学之间尧校区之间

的相互学习和交流[8]遥

2.3 借助线上教学平台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

教学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袁教育信息化

也迈入快车道遥为积极推进我国野互联网 + 教育冶的实

施袁国家教育部于 2018年 4 月 13日发布叶教育信息

化 2.0 行动计划曳遥计划指出院到 2022年建成 野互联网

+ 教育冶大平台遥在此背景下袁以野尔雅课堂冶野雨课堂冶

实训玉
中国传
统插花
艺术

各小组依各自喜好自备院花器尧几架及配
件尧木本枝条等花材曰撒尧剑山等固定用
具袁班级统一提供院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草
本花材曰花泥尧枝剪尧胶带等用具遥 要求从
直立型尧直上型尧倾斜型尧平展型尧下垂型尧
对称型及合并花型等 7种常见中国式插
花花型中选择任意一种花型插制遥 在固
定地点集中训练袁指导教师全程指导遥 通
过本模块袁训练学生对东方传统插花的立
意尧花材选择尧花器选择尧色彩设计尧作品
命名等技能

实训域
西方传
统插花
艺术

各小组依各自喜好自备花器袁班级统一提
供院各种类型和颜色的草本花材曰花泥尧枝
剪尧胶带尧玻璃纸等用具遥 要求从倒 T型袁
三角型袁扇型袁半球型袁水平型袁圆锥型尧L
型袁弯月型袁S型袁不等边三角型等常见几
何式插花花型中选择任意一种花型插制遥
通过本模块袁训练学生对几何式插花花型
设计尧花材选择尧色彩设计等技能

实训芋

结合微
景观设
计的多
肉组合
栽培

各小组依据喜好自备花器及辅助配件袁班
级统一提供泥炭尧蛭石尧珍珠岩尧彩色砾石
等袁统一购买多肉植物遥 通过本模块训练
学生对组合栽培的总体构思设计尧植株选
择尧色彩搭配及植株分配等的能力

实训郁
植物和
昆虫标
本的滴
胶工艺

近几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袁环氧树脂渊水
晶滴胶冤在装饰材料尧艺术品加工领域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遥 本模块训练学生采用
水晶滴胶 渊环氧树脂冤 制作植物渊干花冤
和昆虫的工艺标本遥 要求学生采用针插
法对昆虫提前进行整姿尧干燥处理袁采用
自然晾干尧压制法或干燥剂制备干花袁选
用适宜的模具袁利用环氧树脂渊粤 组分冤和
硬化剂渊 月 组分冤混合液制作出具有一定
观赏价值及科研保存价值的植物和昆虫
工艺标本

实训吁
观赏植
物的辨
识

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袁采用分组竞赛的
方式袁培养学生对观赏植物辨识的兴趣袁
训练学生对常见的一二年生花卉尧宿根花

卉尧球根花卉尧多肉植物尧兰科花卉尧观叶
植物尧水生花卉及木本花卉等观赏植物的
辨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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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应运而生袁这为开展线上线下教学提供了可能遥 与

传统教学模式相比袁野线上线下冶混合课程教学更有利

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尧学习自主性以及创造力[9]遥观赏

园艺专业技能实训课是一门面向高年级开设的实践

类课程袁学生前期已经系统学习过花卉学尧观赏树木

学等基础课程袁盆景与插花艺术课程与该实训课程同

步开设遥 在五个模块的实训中袁利用线上教学平台袁便

于指导学生将这些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有机结合袁开

展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教学遥

进行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和西方传统插花艺术模

块训练时袁要启发学生与插花艺术理论知识结合起来

进行创制遥 可将插花步骤尧东西方传统插花的特点尧东

方传统插花的主要花型及西方传统插花的主要花型

等重要理论知识设置成任务点或以在线测试形式提

前布置学生预习袁以帮助学生在作品创制中能更好地

将理论和实践结合遥在进行结合微景观设计的多肉植

物组合栽培尧植物和昆虫标本的滴胶工艺两个模块训

练时袁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袁把相关工艺方法尧理论

知识尧相关参考资料及往届学生创作的优秀作品照片

上传至线上课程袁以便学习可随时学习尧参考遥 另外袁

鉴于这两项实训内容实验材料容易自主获取袁同时为

留给学生充足的创作空间和时间袁可允许学生在规定

期限内自主完成这两项实训内容遥 同时袁利用线上教

学平台的讨论功能袁将学生创制过程中遇到的典型问

题组织讨论袁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遥 在进行观赏植

物辨识这一模块实训时袁把不同类型花卉常见种类图

片上传到线上课程袁便于学生随时学习袁最后采用在

线测试的形式考核学生的掌握情况遥

整个实训过程充分利用好线上教学平台袁 通过

野线上线下冶混合平台采用启发式尧探索式尧讨论式和

示范式的教学方法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袁充分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袁将技能训练与创新意

识尧创新能力培养有机结合遥

2.4 构建重过程尧多样化的考核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考核作为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能

够促进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提升遥 针对观赏园艺专

业技能训练课程的特点袁采取过程结果并重的多元化

的评价方式遥 专业技能训练结束后袁要求学生以实训

内容尧操作步骤尧实践作品及感想体会等为内容袁撰写

提交一份专业技能训练实习报告袁指导教师批改给出

实习报告成绩遥 同时袁指导教师依据学生实习过程中

的纪律渊20%冤尧操作表现渊50%冤及实习效果渊30%冤袁给

出实习初评成绩及鉴定报告遥 实习终评成绩由实习初

评和实习报告成绩共同组成袁 两者分别占总成绩的

60%和 40%遥 终评成绩百分制换算成五级制院优渊90耀

100 分冤袁良渊80耀89 分冤袁中渊70耀79 分冤袁及格渊60耀69

分冤袁不及格渊59分以下冤遥考核评价也可结合线上教学

平台进行遥 初评成绩的实习效果可结合学生提交的实

践作品照片进行评价遥 对于学生选择自主完成的多肉

组合栽培尧 植物和昆虫的滴胶工艺两个实训项目袁除

提交作品实物和照片外袁 还需上传学生操作过程照

片袁以作为其操作表现的部分评分依据遥 此外袁线上教

学平台讨论区学生的参与程度可作为纪律评分的部

分依据遥 观赏园艺专业技能训练考核评价注重实践能

力尧职业素养和创新意识袁实行实践性与创造性尧过程

考核与结果考核等方式相互有机结合的考核方式袁从

而实现主体评价的多元化和有效性袁发挥了教学评价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袁进一步促进线上教学

效果的提升遥

高校在园艺专业人才培养上非常注重学生基本

技能的培养袁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袁注重学生实践

创新能力的提高[10]遥 观赏园艺专业技能训练要立足市

场和行业需求袁适时补充完善实训内容遥在互联网+背

景下袁 利用在线教学平台建立线上线下混合课程袁帮

助实现启发式教学袁保障教学过程及考核评价的有效

性和科学性遥 此外袁实践作品展览教学环节的应用可

激发学生的参与深度和创新性遥 总而言之袁观赏园艺

专业技能训练实训内容尧教学方式及考核评价体系等

的不断改革探索袁将促进观赏园艺相关专业技能更有

效的训练袁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袁提高高水平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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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of Ornamental Horticulture Professional Skill Training

要要要Taking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YIN Chuanhua, SHI Qiumei, LI C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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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Under the goal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tra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courses a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and teaching of ornamental gardening in Wuy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teaching re鄄

form pla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ode and assessment method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for horticultural students.

Key words: ornamental gardening; professional skill training; teaching reform; appl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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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我国高校在实验室建设顶层设计尧师资队

伍建设尧设备开放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3]袁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袁特别体现在实验室管

理质量和效率方面[4]遥 国内大部分高校实验室在管理

上存在野岗位责任不清尧分工不明确冶野作业流程复杂

多变尧实验员业务能力参差不齐冶野物品管理混乱冶野缺

乏监督机制尧工作进度缓慢冶等问题袁使得实验室工作

整体呈现效率低下的状态[5-6]遥

为更好地完成实验室在人才培养尧 科学研究尧社

会服务等工作中的重要使命袁福建江夏学院工程学院

不断加强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改革创新袁充分借鉴和吸

收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袁 利用学院现有资

源袁积极探索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管理机制遥 在实验

员岗位分工尧标准化作业流程尧工作业务进程管理尧物

品高效索引和溯源管理等方面提出创新性建设方案

并促进落地实施袁 通过进一步制定岗位绩效考评制

度袁保障管理机制持续落实袁形成一套以提质增效为

目标的实验室管理机制和具体建设路径遥

1 细化岗位分工尧明确工作职责

在明确实验员的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袁制定合理

的岗位分工制度袁是实现规范化管理的有效途径遥 首

先袁 对整个实验室的工作内容进行详细的梳理和统

计袁明确实验室各项工作的类型尧工作量尧难易程度以

及完成周期袁在此基础上袁进行详细的责任划分袁并跟

随学院发展尧人员变动等客观因素进行适时调整遥 以

福建江夏学院工程学院现有实验员编制 5人为依据袁

在实验室日常管理尧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和公共事务三

个方面进行详细划分袁 设置了岗位 A-E五种不同分

工职责渊如图 1所示冤遥

图 1 岗位职责分工

Fig.1 Division of post and responsibilities

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实验室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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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作职责 I院实验室管理

充分考虑实验室类型尧场所分布尧专业特点等袁在

此基础上进行归类划分袁为每间实验室设立一个负责

人遥 目前学院实验室共 35间袁包含 32间专业实验室

和 3间功能实验室渊如监控室尧设备储藏室等冤袁服务

于土木工程尧工程管理尧工程造价和工业工程四个专

业袁其中专业实验室主要涉及材料检测类尧化学类尧机

械类尧结构类尧耐久性尧力学类尧虚拟仿真类等袁根据实

验员的专业特长进行分工遥

1.2 工作职责 II院大型仪器设备管理

此处的大型仪器设备指单台套价格在 30万元以

上的仪器遥 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更科学地使用仪

器设备袁提高其利用率袁专人专管能够更好地发挥仪器

的功能袁有利于设备的维护和安全使用遥 截至 2021年

7月学院已启用的大型仪器设备共计 28台套袁资产总

额达 2 000余万元遥 根据实验员个人专业特点及技能

特长进行管理责任划分袁严格执行专机专管制度遥

1.3 工作职责 III院公共事务

该制度主要围绕实验室建设尧维护尧运行与安全

等管理问题进行详细规定袁其特点是根据工作内容设

置不同岗位袁并保证岗位间工作内容的有效对接遥 如

岗位 B负责金额较大的公开招标类项目的采购袁而岗

位 C负责金额相对较小的尧低值易耗品的采购袁二者

均为采购工作袁但在审批流程尧采购实施方式尧验收程

序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曰所有采购的固定资产由岗位

E进行验收和入库袁所有采购项目的报销环节则由岗

位 D来完成遥对采购项目的实施尧验收尧报销等环节实

行职能分离袁也有利于不同岗位间相互监督尧相互制

约袁有效避免了一些腐败行为的发生遥

综上袁本制度通过细化岗位分工袁明确工作职责袁

极大提升责任意识和各个岗位的业务能力及办事效

率遥 自岗位分工制度实施以来袁在实验室规模由 25间

增加至 35间尧 设备总值由 3 000万元增加至 4 300万

元袁而实验员数量由 7人减少为 5人的情况下袁管理和

服务质量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遥

2 制定标准化作业流程尧提升工作质量

制定标准化作业流程指的是根据不同岗位不同

工作职责袁制定有针对性的标准化流程袁并在实施中

逐步修正和完善袁做到宏观上标准规范尧微观上精细

多元袁 从而有利于实现实验室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袁

提高实验室的整体管理水平[7-8]遥

学院在上述实验员岗位分工的基础上袁针对各个

岗位的工作内容制定了详细的操作流程遥 图 2为岗位

B中的野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冶的标准化作业流程遥 作为

周期最长的工作事项袁根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尧学校

文件等相关规定袁制定从项目经费预算尧组织专家论

证尧提交会议研究尧采购申请审批到项目公开招标尧合

同评审尧供货安装尧验收入库尧支付合同款等全过程的

标准化作业流程遥

同时袁该标准化作业流程的每一个步骤袁都附有

相应的野文件材料模板冶以及野填写范本冶渊详见图 2冤袁

进一步细化流程袁使工作有章可依袁有据可循遥 其中袁

野填写范本冶中除填写的示例内容外袁还对部分填写内

容袁如签字盖章处尧各环节的注意事项等进行详细批

注遥 此外袁还将野填写范本冶中的填写内容进行分解袁使

之模块化遥 对共性的填写内容袁建立数据库袁可按需选

择填写袁大大提高填写效率遥

图 2 野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冶标准化作业流程

Fig.2 Standardized operation process of "public bidding

procurement item"

该流程为实验室人员提供标准化作业依据袁使人

员业务熟练度尧 工作效率以及业务水平大幅提升袁同

时由于其易于上手袁可有效避免因人员变动而出现业

务野中断停滞冶的现象遥 实施该标准化作业流程以来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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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岗位 B冶 一人就可同时跟进整个实验室所有的公开

招标采购项目渊9~10项/年冤袁且各流程步骤的完成周

期大幅缩短遥 以图 2中的环节野采购前期相关事项冶为

例袁以往完成该环节中第 2~3步骤所需的平均时长大

约为 75天袁按标准化作业流程执行后袁工作周期缩短

了 40%遥

3 制定进程管理制度尧优化时间配置

为进一步保障和提升工作效率袁结合学院专业特

长袁 将建筑信息模型 渊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袁

BIM冤理念引入实验室管理袁结合 Revit和 Fuzor软件袁

构建实验室 3D模型袁并创建代表野事件冶的进程管理

模块袁创新性地提出实验室 4D渊包含时间维度冤的动

态管理模式遥 在模块中设定计划进度袁并根据具体实

施情况实时更新实际进度袁通过对比直观地判断工作

任务的完成情况袁实现精确的进程监测遥 仍以岗位 B

中公开招标采购项目为例袁按照标准化作业流程设定

计划工作进度袁包括每个步骤的计划开始时间尧结束

时间和持续时间袁并实时更新实际开始时间尧结束时

间和持续时间袁 在同一局域网内实现多人协同工作尧

相互监督袁发现延误进展的事件袁迅速做出调整袁从而

促进整体事件的快速发展遥

此外袁制定长短期工作计划袁对各项工作的时间

节点尧完成时间做出详细规定袁最大程度地优化时间

配置遥 首先袁以周工作日为单位制定短期工作计划袁如

规定每周一为实验室开放日袁接收广大师生的各类业

务办理遥 以岗位 A的危化品管理为例袁办理危化品的

入库和领用事项在每周一上午完成袁此举优化双方的

时间配置遥 其次袁以月工作日为单位制定长期工作计

划袁如岗位 C中的耗材采购工作袁规定每月固定日提

交并汇总采购计划袁核对库存余量袁根据实际缺额实

施采购袁避免了重复采购的繁琐以及积压浪费遥 又如

岗位 D的财务报销工作袁规定每月固定日整理汇总当

月所有报销项目的报销材料袁 待逐级审批签字后袁于

当月底至财务处完成报销工作袁 一月一报的模式袁大

大提高了财务报销的效率遥

通过上述进程管理制度的制定与运行袁实现对不

同岗位不同责任分工精确的进程管理袁切实提高实验

员的工作效率袁也使整个实验室运行更加有序遥 以化

学药品的采购为例袁以往从申请尧采购尧报备尧验收尧入

库到最终完成报销至少 2个月以上袁 实施进程管理尧

精确分工以后袁整个过程在 1个月内即可完成袁效率

提高了 1倍遥又如低值易耗品的采购袁从年均完成 500

单到每个月完成 100单袁工作完成度提升超过 100%遥

4 规范低值易耗品管理尧实现高效索引

采用现代先进技术对实验室物品进行科学管理袁

可提高实验室的使用效率和实验室整体管理水平遥 具

体地袁将实验室物品划分为普通低值易耗品尧仪器配件

和化学药品袁分别进行统计汇总尧分类存放尧规范管理遥

4.1 普通低值易耗品

如实验耗材尧工具等袁这类物品存在使用量大尧使

用频率高尧摆放混乱尧查找困难等特点袁实现物品的精

准定位和高效索引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手段遥 采用

如图 3所示的野彩虹盒冶袁对标签纸尧马克笔尧镊子尧螺

丝刀等常用耗材和小型工具进行分类收纳袁并配以相

应的图表索引遥 使用者通过图表索引实现取用和返还

双向索引袁方便快捷遥

图 3 普通低值易耗品索引流程

Fig.3 Index of low-value consumables

4.2 仪器配件

如夹具尧支座尧取样管等袁这类物品并非一次性消

耗品袁使用后若不固定地点存放袁容易混淆尧丢失袁影

响仪器正常使用遥 将仪器配件分类存放于专门的工具

架上袁采用二维码技术与数据库相结合袁实行动态管

理袁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遥 如图 4所示袁利用二维码生

成器为每层工具架创建相应的二维码袁并将该层架上

的物品信息写入二维码中袁包括物品清单尧数量尧照片

等袁二维码作为连接实物和数据库的媒介袁粘贴于相

应层架上袁使用者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数据库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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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层工具架摆放的所有物品袁 从而进行取用和归还袁

物品的使用效率大大提升遥

图 4 仪器配件索引流程

Fig. 4 Index of instrument fittings

4.3 化学药品

分为普通化学药品和管制类的危险化学品袁根据

标准要求分级别尧规范存放遥 针对药品柜的化学品台

账袁如药品清单尧规格尧数量等信息袁同样可采用二维

码技术进行动态管理遥 此外袁为实现化学品从采购尧存

储尧使用尧危废处理的全生命周期的可溯源管理袁学院

实验室引用先进的射频识别技术 渊radio frequency i鄄

dentification, RFID冤袁 在每一瓶化学药品上粘贴 RFID

电子标签袁并对相应标签进行编辑管理袁实现一物一

码袁如图 5所示袁管理者通过 RFID感应终端扫描电子

标签袁即可查询化学品相关信息袁实现化学品的追踪遥

自启用化学品的 RFID溯源管理机制以来袁 对化学品

的来源尧去向有了充分的跟踪管理袁极大保障实验室

的安全遥

图 5 化学品溯源管理流程

Fig.5 Process of Chemical traceability management

5 量化岗位绩效考评制度尧保障机制落实

制定的管理机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尧能否真正落

地实施袁有赖于岗位绩效量化考评制度遥 实验员的教

学与科研工作可以通过课时尧学生评学尧科研成果等

进行量化考核袁 而管理工作主要涉及一般事务性工

作袁项目繁多尧内容琐碎尧量化困难袁因此袁大部分高校

缺乏针对实验员管理工作的量化考评机制遥

学院根据专业特点及工作实际袁制定较为全面的

实验技术系列岗位考核办法袁并印发施行袁包括师德

师风尧教学工作尧科研能力以及管理工作绩效等方面

的考核袁如图 6所示遥 其中袁教学和科研工作量以达到

学校岗位考核办法规定的基本工作量和考评标准视

为考核合格袁并根据教学质量和科研成果等级进行具

体评分遥 而针对管理工作绩效袁制定十分详细的量化

指标袁具体包括院根据上述岗位分工袁从实验室日常管

理尧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尧公共事务三部分进行考核遥 实

验室日常管理包含实验室安全尧档案建设尧卫生管理

等方面曰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包含设备维护保养尧档案

建设尧学习培训等方面袁以上两部分的考核结果根据

是否维护得当尧运行有序以及管理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分为三个分数等级曰而公共事务根据实际完成率分为

三个分数等级遥 最终考核结果为各项考核指标分值乘

以相应权重系数 ki的加和袁再根据总分排序袁确定考

核等次袁并作为奖惩依据遥

通过量化岗位绩效考评制度袁 最大限度地实现岗

位考核的客观公正尧民主公开袁形成实验室队伍良性竞

争机制袁并能有效激发实验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遥

图 6 实验员岗位绩效量化考评机制

Fig.6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laboratory

staff post performance

6 结语

福建江夏学院工程学院根据自身特点和现有资

源袁在实验室管理方面进行大量探索实践袁提出以提

质增效为目标的创新性管理机制遥 首先袁通过细化岗

位分工尧制定标准化作业流程袁实现专岗专人尧一岗多

责尧流程规范化袁以提高工作质量曰其次袁通过加强工

作进程动态管理尧 建立物品的高效索引和溯源机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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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Management Mechanism Aiming

at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ZHENG Xiaoqing袁LI Yongjin

(School of Engineering,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unclear job divisions, low work efficiency, disordered inventory management and difficulty in im鄄

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laboratory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me new solu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atory management mechanisms has been proposed. Post division, standardized operational process, dynamic process management,

efficient index and traceability management as well as quantified evaluation mechanism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In this

way,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laboratory work has been achieved. The exploratory practice on laboratory

management mechanisms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innovation of university laboratory management.

Key words: post division; standardized operational process; dynamic process management; inventory management; quantitative evalu鄄

ation mechanism of pos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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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过程监督和管理精细化袁以提升工作效率曰最后袁

通过量化岗位绩效考评制度来保障新型管理机制的

落深落细落实遥 新型管理机制的实施袁实现实验室提

质增效的管理目标袁总体成效良好袁该科学管理方法

与成功经验对高校实验室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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