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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注入黑花生对低聚原花青素含量影响的研究

刘贵忠

（德州学院　ａ．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ｂ．山东省功能大分子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山东　德州　２５３０２３）

　　摘　要：为了研究离子注入对黑花生低聚原花青素的影响，用低能 Ｎ＋注入黑花生种子，经传代选育，采用优

化提取条件，料液比１∶１８、乙醇浓度３５％、水浴温度６５℃、水浴时间４０ｍｉｎ，测量８个样品的低聚原花青素含量，

结果表明，Ｎ＋离子注入黑花生使低聚原花青素的含量升高．

关键词：Ｎ＋注入；低聚原花青素；含量

中图分类号：Ｑ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 ９４４４（２０１８）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１

基金项目：山东省功能大分子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专项课题 （１３ｚｘ１０）

作者简介：刘贵忠（１９６３ ），男，山东德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生物物理技术．

１　概述

采用离子束生物工程学方法［１，２］，将低能Ｎ＋离

子注入诱导突变，成为广大育种工作者的新选

择［３－５］．原花青素（ｐｒ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ＰＣ）在人体内的抗

氧化和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是ＶＥ的５０倍，ＶＣ的２０

倍［６－１１］．用离子注入的方法提高黑花生原花青素特

别是低聚原花青素的含量，改善其品质，对黑花生定

向育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２　离子注入及选育

２．１　离子注入条件

种子选用黑丰号黑花生（德州市农科院种子

站），用ＩＢＢｅ－Ｄｅｖｉｅｓ离子束生物工程学装置（南京

三乐电真空设备有限公司），在３×１０－３Ｐａ真空条

件下，分别将Ｎ＋注入，能量为２５ｋｅＶ，剂量分别为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２．４×１０１３个／ｃｍ２），

共计５种处理，每种处理黑花生种子２００粒．

２．２　样品选育

将处理后的种子种植（德州馨秋种苗科技有限

公司），由于采用低能Ｎ＋注入，第一代分化不明显，

第二代分化比较明显，从第三代开始选育．根据其生

长特性及农艺学特性（产量、整齐度、抗逆性等），从

第３代和第４代各选取生长良好的植株留样及传

代，代码分别为２５１０（３）、２５１５（３）、２５２０（３）、２５２５

（３）、２５３０（３）、２５１０（４）、２５１５（４）、２５２０（４）、２５２５（４）、

２５３０（４），以及对照（原代黑丰），共１１个样品，测定

原花青素含量．

３　实验

３．１　实验材料

儿茶素标准品（分析纯，合肥博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无水乙醇，香草醛（分析纯，上海生工），

石油醚（分析纯，上海生工），黑花生样品．

３．２　仪器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ＬａｂＴｅｃｈ，ＢＬＵＥ－

Ｓｔａｒ），电子天平（梅特勒），粉碎机（ＴＹＳＰ－２００），恒

温水浴锅，真空泵等．

４　实验方法及结果分析

４．１　实验方法

１）儿茶素标准曲线．溶液配制：称取儿茶素标准

品２０ｍｇ，超纯水溶解，定容至１０ｍＬ，作为儿茶素

标准品溶液．取２ｇ香草（分析纯，上海生工）醛溶于

５０ｍＬ甲醇（分析纯，上海生工），并加入２５ｍＬ浓

盐酸，配成香草醛－盐酸溶液．

标准曲线：在１０ｍＬ容量瓶中分别加入儿茶素

标准品溶液０ｍＬ、０．５ｍＬ、１ｍＬ、１．５ｍＬ、２ｍＬ、

２．５ｍＬ，用超纯水定容，依次移取１ｍＬ加入９ｍＬ

香草醛－盐酸溶液，避光反应２０ｍｉｎ，在５００ｎｍ处



测定吸光值，并以儿茶素质量浓度为横坐标，吸光度

Ａｂｓ为纵坐标，用ｏｒｉｇｉｎ８．０软件作标准曲线如图１

所示．标准曲线拟合方程为

ｙ＝２．２４３１７狓＋０．０１０４９，Ｒ
２＝０．９９８９５ （１）

图１　原花青素标准曲线

２）原花青素的提取．黑花生种子预处理．黑花生

种子泡在适量水中至种皮开始泡涨，剥离外衣，然后

将种仁置干燥箱烘干、粉碎，用１∶３石油醚脱脂４８

ｈ，抽滤，滤渣烘干备用．

原花青素的提取．称取一定量预处理的花生粉

于容器中，在一定的溶剂浓度、料液比、水浴温度、水

浴时间下酸化，将所得粗提液抽滤，滤液置干燥箱

５５℃干燥，超纯水溶解，定容至１０ｍＬ容量瓶中，得

到原花青素粗提液，取１ｍＬ原花青素粗提液加入９

ｍＬ香草醛－盐酸溶液，避光反应２０ｍｉｎ，取３ｍＬ

反应后溶液，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５００ｎｍ

处吸光度，按标准曲线方程计算其中原花青素含量．

４．２　优化提取条件

研究表明，原花青素在水中的溶解度要大于在

有机溶剂中的，但是水作提取剂会溶入其他如多糖、

蛋白质等物质，在后续过程中难以分离，所以一般用

有机溶剂作为提取剂．

最常用的有机溶剂提取剂是甲醇、丙酮和乙醇，

由于前两种试剂对环境有危害，所以选择乙醇为提

取溶剂．

优化提取条件．参照王青华
［１２］等以及彭芳

刚［１３］提取方法，称取５份质量为１ｇ的处理后的黑

花生粉末，按料液比１∶１０加入浓度分别为２０％、

３５％，５０％，６５％，８０％，９５％的乙醇溶液中，于６０℃

的恒温水浴锅中水浴３０ｍｉｎ，抽滤，干燥，溶解，定

容，测吸光度及原花青素含量计算方法按照（１）式计

算，结果原花青素的提取率与乙醇浓度之间相关性

并不显著．改变料液比、水浴温度、水浴时间，结果表

明料液比对提取率影响显著．其中料液比为１：１８的

提取率最高．这可能与其多羟基的分子结构有关，含

醇羟基的有机溶剂对多酚具有良好的溶解性，含水

的有机溶剂对多酚的溶解能力比纯有机溶剂强，水

可破坏多酚分子间的氢键从而减弱多酚间的缔合，

有利于多酚的溶出．因此优化提取条件为：乙醇浓度

３５％、料液比１∶１８、水浴温度６５℃，水浴时间４０

ｍｉｎ．

４．３　结果与讨论

以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种植的各１０个品种为样品库，

分别选取籽粒饱满的２粒荚果各１００个，随机分为

５组，剥去籽粒内衣，烘干、称量、研磨、去脂、酸化、

水浴、抽滤，按优化提取条件，将粗提液用乙酸乙酯

按１∶４料液比萃取４次，合并乙酸乙酯相，减压分

馏，浓缩干燥，得到低聚原花青素（ＯＰＣ），称量，计

算各样品ＯＰＣ含量，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十一种样品的ＯＰＣ含量

样品 ＯＰＣ含量（ｍｇ·ｇ－１）

对照（ＣＫ） ３．４３３２±０．００５２

２５１０（３） ３．４８１２±０．００３４

２５１５（３） ３．７７１２±０．００２６

２５２０（３） ３．８６８２±０．００５６

２５２５（３） ４．１８０８±０．００５１

２５３０（３） ３．１９７４±０．００４２

２５１０（４） ３．８８１７±０．００４６

２５１５（４） ４．０１０２±０．００３４

２５２０（４） ４．３８７８±０．００１７

２５２５（４） ４．５６３６±０．００４３

２５３０（４） ３．５４６０±０．００３７

由表１可知，离子注入对第３代和第４代黑花

生ＯＰＣ含量的影响，因注入Ｎ＋的能量剂量组合不

同而呈现不同的效应，对第４代的影响总体来看，是

上升的，但是 对 ２５１０（３）、２５１０（４）、２５３０（３）、

２５３０（４）ＯＰＣ含量的影响比较小，可以认为其对应

的４种处理，对改变黑花生 ＯＰＣ含量效果不显著，

而２５２０（３）、２５２０（４）、２５２５（３）、２５２５（４）都提高了

ＯＰＣ含量，在第４代 ＯＰＣ的含量，分别提高了２６．

３１％和３３．３３％，即２５ｋｅＶ、２０００及２５００（×２．４×

１０１３／ｃｍ２）的能量剂量组合，对提高ＯＰＣ，效果更明

显．图２可以更为直观的反映这种变化，第４代的５

种样品ＯＰＣ含量都高于第３代相应的样品，这可能

是由于第４代变异后的稳定性更高的缘故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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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５种处理后第３代和第４代ＯＰＣ含量的比较

５　结论

离子注入在定向育种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理论，

本研究表明，离子注入对黑花生品质的影响比较明

显，适宜的能量剂量组合，对黑花生ＯＰＣ的提高有较

为显著的效果．在能量和剂量两个因素中，能量的作

用更重要一些，可能是很低的能量不足以诱导其基因

突变．剂量也有影响作用，较低和较高的剂量，都不能

导致正向效应．探索适宜的、可导致正向效应的能量

剂量组合，对黑花生以及其他植物的育种，是有益的．

特别是对于定向育种，是有益的尝试．由于本研究中

能量剂量的范围还不够宽，时间也只有４年，因而缺

乏更有力的实验支撑．深入研究Ｎ＋注入诱导植物基

因突变的机理，还需要长期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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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研究了一类具有外部扰动的随机非线性系统的自适应跟踪控制问题．在非线性系统随机扰动和外部

扰动是同时发生的．通过设计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外部扰动问题可以解决．利用反推技术和模糊逻辑系统的逼近能力，

提出一种新的自适应控制方案．该方案保证了闭环系统的所有信号一致有界，并且跟踪误差收敛到原点的小邻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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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非线性系统的控制问题，广泛存在于物理设备的研究中，如飞机控制系统、智能操作器等．因此，对于非

线性系统的控制问题，已经提出了很多控制方案［１－５］．在文献［１］中，对于一类具有滞后输入的不确定的动态

非线性系统，提出了一种自适应模糊控制方案．文献［２］提出了一类控制方向未知的ＳＩＳＯ非线性系统的自

适应模糊输出反馈控制方案．此外，模糊逻辑系统的逼近能力和反推技术，已经成为研究模糊控制问题的重

要工具．在文献［３］中，对于具有非线性死区和全状态约束的不确定非限制性反馈系统，利用模糊逻辑系统对

于未知非线性函数的逼近，提出了一种自适应模糊控制方案．文献［４］考察了一类具有不可估量状态的不确

定多输入多输出纯反馈非线性系统的自适应模糊跟踪控制问题，其中用模糊逻辑系统来逼近不确定非线性

函数，并采用反推技术构建了自适应模糊控制器．在文献［５］中，针对一类具有未知虚拟控制系数的不确定非

线性严格反馈时滞系统的自适应神经控制问题，基于模糊逻辑系统的逼近能力和反推技术，提出了自适应模

糊控制方案．然而，上述方案都忽略了扰动的影响，包括随机扰动和外部扰动．

随机扰动是系统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来源．随机非线性系统的控制方案比确定的非线性系统的控制更加

复杂，对于随机非线性系统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已经取得很多成果［６－９］．在文献［６］中针对一类

具有时变延迟的不确定随机非线性系统，提出了自适应神经控制方案．在文献［７，８］中对于带有未知死区输

入的随机非线性系统，提出了一类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案．文献［９］提出了一类随机转换非线性系统的跟

踪控制方案．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外部扰动的影响．对于外部扰动问题，也时常存在于实际应用中．带有外

部扰动的非线性系统的控制问题对于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的设计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带有外部扰动的系统比

一般系统的研究更加困难．近年来，对于带有外部扰动的非线性系统的控制问题提出了一些控制方案
［１０－１３］．

在文献［１０，１１］中研究了带有外部扰动的非线性系统，在文献［１２－１５］中研究的是带有扰动和死区的非线性

系统．而对于带有外部扰动的随机非线性系统的研究成果较少．

考虑带有外部扰动的随机非线性系统的自适应控制问题．不同于文献［１０］没有考虑随机项．也不同于文

献［１４］忽略了外部扰动项．利用反推技术和模糊逻辑系统的逼近能力，提出了一种新的自适应模糊控制方

案．



２　准备工作和问题陈述

考虑以下随机非线性系统

犱狓＝犳（狓，狋）犱狋＋犺（狓，狋）犱狑 （１）

其中，狓∈犚
狀是状态变量，犳：犚

狀
×犚

＋
→犚

狀 ，犺：犚狀×犚＋→犚
狀×狉是连续函数．狑是定义在完备概率空间

（Ω，犉，｛犉狋｝狋０，犘）上的狉维独立标准布朗运动，其中Ω是样本空间，犉表示σ域，｛犉狋｝狋０表示范围，犘是概

率测度．

定义１
［１５］对于二次连续可微函数犞（狓，狋），定义一个微分运算符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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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犜狉是矩阵的迹．

考虑以下带有外部扰动的随机非线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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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犻＝１，２，…，狀）是状态变量．狌∈犚是系统输入，狔∈犚是系统输出，

犳犻（·），犵犻（·），ψ犻（·）是未知光滑非线性函数，Δ（狋）是有界外部扰动．

假设１
［１４］对于犻＝１，２，…，狀，犵犻（狓

－

犻）是已知的，并且存在未知常数犫犿 和犫犕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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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糊逻辑控制系统来逼近完备集Ω上的一个连续函数犳（狓）．采用单点模糊化和中心平均模糊化

推论得到以下模糊规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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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和狔∈犚分别是模糊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犉
犾
犻和犌

犾是犚 中的模糊集，犖

是规则数．则模糊系统的输出为

狔（狓）＝
∑

犖

犾＝１犾∏
狀

犻＝１μ犉
犾

犻

（狓犻）

∑
犖

犾＝１
［∏

狀

犻＝１μ犉
犾

犻

（狓犻）］
（５）

其中

犾＝ｍａｘ
狔∈犚
μ犌犾（狔）， ＝（１，２，…，犖）

犜

令

ξ犾（狓）＝
∏

狀

犻＝１μ犉
犾

犻

（狓犻）

∑
犖

犾＝１
［∏

狀

犻＝１μ犉
犾

犻

（狓犻）］
，ξ（狓）＝（ξ１（狓），ξ２（狓），…，ξ犖（狓））

犜

模糊逻辑系统（５）可以重新写为

狔（狓）＝
犜

ξ（狓） （６）

引理１
［１６］
　设犳（狓）是定义在完备集Ω上的连续函数．对 ε＞０，存在一个模糊逻辑系统（６），使得

ｓｕｐ
狓∈Ω

犳（狓）－
犜

ξ（狓） !ε （７）

引理２
［１７］
　假设存在一个犆

２，１ 类函数犞（狓，狋），两个正整数犮１和犮２，犽"

类函数α
－

１和α
－

２，对 狓∈犚
狀和

狋狋０，有

α
－

１（狓 ）
!犞（狓，狋）!α

－

２（狓 ）

犔犞（狓，狋）!－犮１犞（狓，狋）＋犮
烅
烄

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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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存在系统（１）的一个特解，对每一个狓０ ∈犚
狀 ，满足

犈［犞（狋）］!犞（狋０）犲
－犮１狋＋

犮２
犮１
， 狋＞狋０ （８）

并且犞（狓，狋）是有界的．

引理３
［１８］
　对 （狓，狔）∈犚

２，以下不等式成立

狓狔 !

ε
狆

狆
狓 狆＋

１

狇ε
狇 狔

狇 （９）

其中ε＞０，狆＞１，狇＞１，（狆－１）（狇－１）＝１．

引理４
［１８］考虑以下动态形式

θ
＾
·

＝－γθ（^狋）＋κρ（狋） （１０）

其中γ和κ是正常数，ρ（狋）是正函数．对于 狋狋０ 和任意给定的初始条件θ（^狋０）０，有θ（^狋）０．

控制目标是：设计一个自适应模糊控制方案，使得系统输出狔跟踪到参考信号狔犱 ，并且闭环系统的所有

信号是有界的．

定义一个变量函数狔
－
（犻）
犱 ＝［狔犱，狔

（１）
犱 ，…，狔

（犻）
犱 ］

犜，犻＝１，２，…狀，其中狔
（犻）
犱 是参考信号狔犱 的犻次导数．

假设２参考信号狔犱（狋）以及它的狀阶导数，都是连续且有界．

３　设计自适应控制器

为了利用反推方法，定义以下坐标变换

狕１＝狔－狔犱

狕犻＝狓犻－α犻－１，犻＝２，３，…，狀
（１１）

其中α犻－１ 是一个中间控制函数．

在反推设计的每一步，利用模糊逻辑系统
犜
犻ξ（犡犻）来逼近未知函数犳

－

犻．定义一个常数θ犻＝
‖犻‖

２

犫犿
，其

中估计误差为θ
～

犻＝θ犻－θ
＾

犻，θ
＾

犻是θ犻的估计，犻＝１，２，…，狀．

第１步 考虑系统（３），由狕１＝狔－狔犱 ，知动态误差满足

犱狕１＝（犳１（狓
－

１）＋犵１（狓
－

１）狓２－狔
·

犱）犱狋＋ψ
犜
１犱狑 （１２）

选择以下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

犞１＝
狕４１
４
＋
犫犿
２λ１
θ
～
２
１ （１３）

其中λ１ 是正常数．由（２）和（１１）、（１２），知

犔犞１＝
犞１

狋
＋
犞１

狓１
犳＋

１

２


２犞１

狓
２犺

犜犺＝
犫犿

λ１
θ
～

１（狋）θ
～

·

（狋）＋狕
３
１
狕１

狓１
犳＋

３

２
狕２１ψ

犜
１ψ１＝

狕３１（犳１＋犵１（狕２＋α１）－狔
·

犱）＋
３狕２１
２ψ

犜
１ψ１－

犫犿

λ１
θ
～

１θ
＾
·

１

（１４）

根据引理３和假设１，以下不等式成立

３狕２１
２ψ

犜
１ψ１ !

ε
２

２
狕２１ψ

犜
１ψ１

２
＋
１

２ε
２＝
３

４
犾－２１狕

４
１ ‖ψ１‖

４
＋
３

４
犾２１ （１５）

狕３１狕２犵１ !

３

４
犫犕狕

４
１＋
１

４
犫犕狕

４
２ （１６）

其中犾１ 是正常数．将（１５）－（１６）代入（１４）式，得

犔犞１ !狕３１（犳１＋
３

４
犫犕狕１＋犵１α１－狔

·
犱＋
３

４
犾－２１狕１ ‖ψ１‖

４）＋
３

４
犾２１＋

１

４
犫犕狕

４
２－
犫犿

λ１
θ
～
１θ
＾
·
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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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个新的函数犳
－
１＝犳１＋

３

４
犫犕狕１－狔

·
犱＋
３

４
犾－２１狕１ ‖ψ１‖

４
＋
３

４
狕１，则（１７）式可以写为

犔犞１ !狕３１犵１α１＋狕
３
１犳
－
１－
３

４
狕４１＋

３

４
犾２１＋

１

４
犫犕狕

４
２－
犫犿

λ１
θ
～
１θ
＾
·
１ （１８）

根据引理１，对 ε１ ＞０，
犜
１ξ１（犡１），使得

犳
－

１＝
犜
１ξ１（犡１）＋δ１（犡１）， δ１（犡１） !ε１ （１９）

其中犡１＝（狓１，狔犱，狔
·
犱）．根据引理３，ξ

犜
１ξ１ !１，有

狕３１犳
－

１＝狕
３
１（

犜
１ξ１（犡１）＋δ１（犡１））!

犫犿
２犪２１
狕６１θ１＋

犪２１
２
＋
３

４
狕４１＋

ε
４
１

４
（２０）

其中犪１ 是正常数．选择虚拟控制信号和自适应率分别为

α１＝－犽１狕１－
θ
＾

１狕
３
１

２犪２１
　　　　　 （２１）

θ
＾
·
１＝
λ１狕

６
１

２犪２１
－γ１θ
＾
１ ，θ

＾
１（０）０ （２２）

其中犽１ 和γ１ 是正常数．由（２１）和假设１知

狕３１犵１α１ !－犽１犫犿狕
４
１－
犫犿
２犪２１
狕６１θ
＾
１ （２３）

把（２０）—（２３）代入（１８），得

犔犞１ !－犽１犫犿狕
４
１＋
犪２１
２
＋
ε
４
１

４
＋
３

４
犾２１＋

犫犕
４
狕４２＋

犫犿γ１

λ１
θ
～

１θ
＾
１ （２４）

又

犫犿γ１

λ１
θ
～

１θ
＾
１ !－

犫犿γ１
２λ１
θ
～２
１＋
犫犿γ１
２λ１
θ
２
１ （２５）

所以（２４）式可以化为

犔犞１ !－犽１犫犿狕
４
１－
犫犿γ１
２λ１
θ
～２
１＋ρ１＋

犫犕
４
狕４２ （２６）

其中ρ１＝
３

４
犾２１＋

犪２１
２
＋
ε
４
１

４
＋
犫犿γ１
２λ１
θ
２
１．

第２步 由狕２＝狓２－α１ 和犐狋狅
＾公式，得

犱狕２＝（犳２（狓
－

２）＋犵２（狓
－

２）狓３－犔α１）犱狋＋（ψ２－
α１

狓１
ψ１）

犜

犱狑 （２７）

其中犔α１＝
α１

狓１
（犳１（狓

－

１）＋犵１（狓
－

１）狓２）＋
α１

θ
＾
１

θ
＾
·

１＋∑
１

犼＝０

α１

狔
（犼）
犱

狔
（犼＋１）
犱 ＋

１

２


２
α１

狓
２
１
ψ
犜
１ψ１．选择以下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

犞２＝犞１＋
狕４２
４
＋
犫犿
２λ２
θ
～
２
２ （２８）

其中λ２ 是正常数．由（２）和（２７），知

犔犞２＝犔犞１＋狕
３
２（犳２＋犵２（狕３＋α２）－犔α１）＋

３

２
狕２２ （ψ２－

α１

狓１
ψ１）

犜

（ψ２－
α１

狓１
ψ１）－

犫犿

λ２
θ
～

２θ
＾
·

２ （２９）

由引理３和假设１，得

３

２
狕２２ ‖ψ２－

α１

狓１
ψ１‖

２

!

３

４
犾－２２狕

４
２ ‖ψ２－

α１

狓１
ψ１‖

４

＋
３

４
犾２２ （３０）

狕３２狕３犵２ !

３

４
犫犕狕

４
２＋
１

４
犫犕狕

４
３ （３１）

其中犾２ 是正常数．将（２６）、（３０）－（３１）代入（２９）式，得

犔犞２ !－犽１犫犿狕
４
１－
犫犿γ１
２λ１
θ
～
２
１＋ρ１＋狕

３
２犵２α２＋狕

３
２犳
－

２－
３

４
狕４２＋

３

４
犾２２＋

犫犕
４
狕４３－

犫犿

λ２
θ
～

２θ
＾
·

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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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犳
－

２＝犳２＋犫犕狕２－犔α１＋
３

４
犾－２２狕２‖ψ２－

α１

狓１
ψ１‖

４

＋
３

４
狕２．根据引理１，对 ε２＞０，

犜
２ξ２（犡２），使

得

犳
－

２＝
犜
２ξ２（犡２）＋δ２（犡２）， δ２（犡２） !ε２ （３３）

其中犡２＝（狓
－
犜
２，θ
＾

１，狔
－
（２）犜
犱 ）犜 ∈Ω犣２ 犚

６．根据引理３，ξ
犜
２ξ２ !１，有

狕３２犳
－

２ !

犫犿
２犪２２
狕６２θ２＋

犪２２
２
＋
３

４
狕４２＋

ε
４
２

４
（３４）

其中犪２ 是正常数．选择虚拟控制信号和自适应率分别为

α２＝－犽２狕２－
θ
＾

２狕
３
２

２犪２２
　　　　　 （３５）

θ
＾
·

２＝
λ２狕

６
２

２犪２２
－γ２θ

＾

２ ，θ
＾

２（０）０ （３６）

其中犽２ 和γ２ 是正常数．由（３５）和假设１知

狕３２犵２α２ !－犽２犫犿狕
４
２－
犫犿
２犪２２
狕６２θ

＾

２ （３７）

注意到

犫犿γ２

λ２
θ
～

２θ
＾

２ !－
犫犿γ２
２λ２
θ
～
２
２＋
犫犿γ２
２λ２
θ
２
２ （３８）

把（３４）—（３８）代入（３２），得

犔犞２ !－∑
２

犼＝１

（犽犼犫犿狕
４
犼＋
犫犿γ犼
２λ犼
θ
～
２
犼）＋∑

２

犼＝１
ρ犼＋

犫犕
４
狕４３ （３９）

其中ρ犼＝
３

４
犾２犼＋

犪２犼
２
＋
１

４
ε
４
犼＋
犫犿γ犼
２λ犼
θ
２
犼 ，犼＝１，２．

第犻步（３!犻!狀－１），由狕犻＝狓犻－α犻－１ 和犐狋狅
＾

公式，得

犱狕犻＝（犳犻（狓
－

犻）＋犵犻（狓
－

犻）狓犻＋１－犔α犻－１）犱狋＋（ψ犻－∑
犻－１

犼＝１

α犻－１

狓犼
ψ犼）

犜

犱狑 （４０）

其中

犔α犻－１＝∑
犻－１

犼＝１

α犻－１

狓犼
（犳犼（狓

－

犼）＋犵犼（狓
－

犼）狓犼＋１）＋∑
犻－１

犼＝１

α犻－１

θ
＾

犼

θ
＾
·

犼＋∑
犻－１

犼＝０

α犻－１

狔
（犼）
犱

狔
（犼＋１）
犱 ＋

１

２∑
犻－１

狆，狇＝１


２
α犻－１

狓狆狓狇
ψ
犜
狆ψ狇 （４１）

选择以下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

犞犻＝犞犻－１＋
狕４犻
４
＋
犫犿
２λ犻
θ
～
２
犻 （４２）

其中λ犻是正常数．由（２）和（４０），知

犔犞犻＝犔犞犻－１＋狕
３
犻（犳犻＋犵犻（狕犻＋１＋α犻）－犔α犻－１）－

犫犿

λ犻
θ
～

犻θ
＾
·

犻＋

３

２
狕２犻（ψ犻－∑

犻－１

犼＝１

α犻－１

狓犼
ψ犼）

犜（ψ犻－∑
犻－１

犼＝１

α犻－１

狓犼
ψ犼） （４３）

由引理３和假设１，知

３

２
狕２犻 ‖ψ犻－∑

犻－１

犼＝１

α犻－１

狓犼
ψ犼‖

２

!

３

４
犾－２犻狕

４
犻 ‖ψ犻－∑

犻－１

犼＝１

α犻－１

狓犼
ψ犼‖

４

＋
３

４
犾２犻 （４４）

狕３犻狕犻＋１犵犻 !

３

４
犫犕狕

４
犻 ＋

１

４
犫犕狕

４
犻＋１ （４５）

其中犾犻是正常数．将（４４）－（４５）代入（４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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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犞犻 !－∑
犻－１

犼＝１

（犽犼犫犿狕
４
犼＋
犫犿γ犼
２λ犼
θ
～２
犼）＋∑

犻－１

犼＝１
ρ犼＋狕

３
犻犵犻α犻＋狕

３
犻犳
－

犻－
３

４
狕４犻 ＋

３

４
犾２犻 ＋

犫犕
４
狕４犻＋１－

犫犿

λ犻
θ
～

犻θ
＾
·

犻 （４６）

其中犳
－

犻＝犳犻＋犫犕狕犻－犔α犻－１＋
３

４
犾－２犻狕犻‖ψ犻－∑

犻－１

犼＝１

α犻－１

狓犼
ψ犼‖

４

＋
３

４
狕犻．由引理１，对 ε犻＞０，φ

犜
犻ξ犻（犡犻），

使得

犳
－

犻＝φ
犜
犻ξ犻（犡犻）＋δ犻（犡犻）， δ犻（犡犻） !ε犻 （４７）

其中犡犻＝（狓
－犜
犻，θ
＾
犻－１，狔

－（犻）犜
犱 ）犜 ∈Ω犣犻 犚

３犻

，θ
＾
犻－１
＝（θ
＾
１，θ
＾
２，…，θ

＾
犻－１）

犜 ．根据引理３，ξ
犜
犻ξ犻 !１，知

狕３犻犳
－

犻 !

犫犿
２犪２犻
狕６犻θ犻＋

犪２犻
２
＋
３

４
狕４犻 ＋

ε
４
犻

４
（４８）

其中犪犻是正常数．选择虚拟控制信号和自适应率分别为

α犻＝－犽犻狕犻－
θ
＾

犻狕
３
犻

２犪２犻
（４９）

θ
＾
·

犻＝
λ犻狕

６
犻

２犪２犻
－γ犻θ
＾
犻，θ

＾
犻（０）０ （５０）

其中犽犻和γ犻是正常数．由（４９）和假设１知

狕３犻犵犻α犻 !－犽犻犫犿狕
４
犻 －
犫犿
２犪２犻
狕６犻θ
＾
犻 （５１）

注意到

犫犿γ犻

λ犻
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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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 （５２）

把（４８）—（５２）代入（４６），得

犔犞犻 !－∑
犻

犼＝１

（犽犼犫犿狕
４
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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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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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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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狀步 根据狕狀＝狓狀－α狀－１ 和犐狋狅
＾

公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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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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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犔α狀－１ 是（４１）式取犻＝狀．选择以下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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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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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Δ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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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狀 和λΔ 是正常数，Δ
～

＝Δ－Δ
＾

是Δ的估计误差，Δ
＾

是Δ的估计．由（２）和（５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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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引理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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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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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犾狀 是正常数．将（５７）代入（５６）式，得

犔犞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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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犼＋
犫犿γ犼
２λ犼
θ
～２
犼）＋∑

狀－１

犼＝１
ρ犼＋狕

３
狀犵狀狌＋狕

３
狀犳
－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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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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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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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狕狀 ．根据引理１，用模糊逻辑系统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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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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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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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犪狀 是正常数．选择虚拟控制信号和自适应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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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犽狀 、γ狀 和σΔ 是正常数．把（５９）－（６２）代入（５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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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可以重新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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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引理２和犞狀 的表达式，知狕犼，θ
～

犼，Δ
～

是有界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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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狕犼收敛到完备集Ω犣 ，其中

Ω犣＝ 狕犼 ∑
狀

犼＝１

犈［狕犼
４］

!

４犫｛ ｝犪 （７１）

基于反推技术，自适应模糊控制器设计完成，有如下结论．

定理１　在假设１－２及初始条件下，对于随机纯反馈非线性系统（３），通过设计虚拟控制信号（４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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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以及自适应率（５０）和（６１）—（６２），保证了闭环系统的所有信号一致有界，并且跟踪误差收敛到原点的

小领域．

４　总结

本文研究了一类具有外部扰动的随机非线性系统的跟踪控制问题．利用反推技术和模糊逻辑系统的逼

近能力，提出了一个新的自适应模糊控制方案．该控制方案保证了闭环系统的所有信号是有界的，并且跟踪

误差收敛到原点的小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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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分析了ＧＭ（１，１）模型的基本理论与建模方法，选择陇南市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的人口数据建立了陇南市

人口总数与时间序列的数学模型，通过对模型的级比检验、相对误差、级比偏差等指标值检验，证明了模型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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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灰色预测的主要特点是模型使用的不是原始数据序列，而是生成的数据序列．灰色模型（ＧｒｅｙＭｏｄｅｌ，

ＧＭ）是其核心体系．即对原始数据作累加生成得到近似的指数规律再进行建模的方法．它是建立时间序列

的微分方程，从而建立起抽象系统发展的动态模型．常用的灰色模型为ＧＭ（１，１）模型．ＧＭ（１，１）模型表示模

型是１阶微分方程，且只含１个变量的灰色模型．它在气象、生态、医学和社会经济等领域都有着极为广泛的

应用．应用ＧＭ（１，１）模型预测陇南市未来人口的变化，地方政府根据这些未来人口的信息状况，结合社会经

济发展，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决策时，通过控制人口发展的方法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进行相应

调整，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提前应对老龄化、低生育率等因素而

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从而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２　ＧＭ（１，１）模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对于原始参考数据列狓
（０）
＝ 狓

（０）（１），狓
（０）（２），…，狓

（０）（狀（ ）），１次累加生成序列

狓
（１）
＝（狓

（１）（１），狓
（１）（２），…，狓

（１）（狀）＝（狓
（０）（１），狓

（０）（１）＋狓
（０）（２），…，狓

（０）（１）＋狓
（０）（２）＋

…＋狓
（０）（狀））

其中狓
（）１ （）犽 ＝∑

犽

犻＝１

狓
（）０ （）犻 ，犽＝１，２，…，狀．

狓
（）１ 的均值生成序列为

狕
（）１
＝ 狕

（）１ （）２ ，狕
（）１ （）３ ，…，狕

（）１ （）（ ）狀

其中：狕
（）１ （）犽 ＝０．５狓

（）１ （）犽 ＋０．５狓
（）１ 犽－（ ）１ ，犽＝２，３，…狀．

建立灰微分方程

狓
（）０ （）犽 ＋犪狕

（）１ （）犽 ＝犫，犽＝２，３，…狀 （１）

相应的白化微分方程为



犱狓
（）１

犱狋
＋犪狓

（）１ （）狋 ＝犫 （２）

记狌＝ 犪，［ ］犫 犜，犢＝ 狓
（）０ （）２ ，狓

（）０ （）３ ，…，狓
（）０ （）［ ］狀 犜，犅＝

－狕
（）１ （）２

－狕
（）１ （）３

…

－狕
（）１ （）狀

１

１

…

熿

燀

燄

燅１

，则由最小二乘法，求

得使 （）犑狌 ＝ 犢－（ ）犅狌 犜 犢－（ ）犅狌 达到最小值狌的估计值为

狌
＾
＝ 犪
＾，犫［ ］＾ 犜

＝ 犅
犜（ ）犅 －１犅犜犢

于是求解方程（２）得

狓
＾（）１ 狋＋（ ）１ ＝ 狓

（）０ （）１ －
犫
＾

犪

烄

烆

烌

烎
＾ 犲

－犪^狋
＋
犫
＾

犪
＾
，狋＝０，１，２，…，狀－１，… （３）

３　ＧＭ（１，１）模型在陇南市人口预测中的应用

将ＧＭ（１，１）模型应用于陇南市人口数量的研究中，取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５年的统计资料，见表１．

表１　陇南市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人口数据统计表

序号 年份 人口数（万人）序号 年份 人口数 序号 年份 人口数（万人）序号 年份 人口数（万人）

１ １９９６ ２５４．９８ ６ ２００ｌ ２６４．７８ １１ ２００６ ２７０．７５ １６ ２０ｌｌ ２８１．４６

２ １９９７ ２５７．０９ ７ ２００２ ２６６．０９ １２ ２００７ ２７５．１９ １７ ２０１２ ２８０．６４

３ １９９８ ２５９．０ｌ ８ ２００３ ２６７．６ｌ １３ ２００８ ２７９．１８ １８ ２０１３ ２８２．７７

４ １９９９ ２６０．６８ ９ ２００４ ２６８．８ｌ １４ ２００９ ２８２．３ １９ ２０１４ ２８３．２３

５ ２０００ ２６４．２４ １０ ２００５ ２６８．５９ １５ ２０１０ ２８１．７７ ２０ ２０１５ ２８５．７６

数据来源：陇南２０１６发展年鉴

３．１　级比检验

建立陇南市人口总数的时间序列如下

狓
（０）
＝（狓

（０）（１），狓
（０）（２），爥，狓

（０）（２０））＝（２５４．９８，２５７．０９，２５９．０１，２６０．６８，２６４．２４，２６４．７８，２６６．０９，

２６７．６１，２６８．８１，２６８．５９，２７０．７５，２７５．１９，２７９．１８，２８２．３，２８１．７７，２８１．４６，

２８０．６４，２８２．７７，２８３．２３，２８５．７６）

求级比λ（）犽 ，有

λ（）犽 ＝
狓
（）０ 犽－（ ）１
狓
（）０ （）犽

λ＝ （λ（２），λ（３），爥，λ（２０））＝ （０．９９１８，０．９９２６，０．９９３６，０．９８６５，０．９９８０，０．９９５１，０．９９４３，０．９９５５，１．０００８，０．９９２０，

０．９８３９，０．９８５７，０．９８８９，１．００１９，１．００１１，１．００２９，０．９９２５，０．９９８４，０．９９１１）

由于λ（）犽 ∈ ０．９８３９，１．［ ］００２９ ，犽＝２，３，爥，２０，故可以用狓
（）０ 作令人满意的ＧＭ（１，１）建模．

３．２　ＧＭ（１，１）建模

对原始数据狓
（）０ 作一次累加得到

狓
（１）
＝（２５５，５１２．１，７７１．１，１０３１．８，１２９６，１５６０．８，１８２６．９，２０９４．５，２３６３．３，２６３１．９，２９０２．６，３１７７．８，３４５７，

３７３９．３，４０２１．１，４３０２．５，４５８３．２，４８６５．９，５１４９．２，５４３４．９）

构造数据矩阵Ｂ及数据向量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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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

－
１

２
ｘ
（）１ （）１ ＋ｘ

（）１ （）（ ）２ １

－
１

２
ｘ
（）１ （）２ ＋ｘ

（）１ （）（ ）３ １

… …

－
１

２
ｘ
（）１ （ ）１９ ＋ｘ

（）１ （ ）（ ）

烄

烆

烌

烎
２０ １

　　　　犢＝

ｘ
（）０ （）２

ｘ
（）０ （）３

…

ｘ
（）０ （ ）

烄

烆

烌

烎２０

经计算

狌
＾
＝
ａ
＾

ｂ

熿

燀

燄

燅
＾
＝ Ｂ

Ｔ（ ）Ｂ －１ＢＴＹ＝
－０．００５９［ ］２５６．０７４８

于是得到犪
＾
＝－０．００５９，犫

＾
＝２５６．０７４８．

由于－犪
＾
＝０．００５９＜０．３，故可以使用灰色ＧＭ（１，１）模型做中长期预测．

由（３）得到预测方程

狓
＾（）１ 狋＋（ ）１ ＝ 狓

（）０ （）１ －
犪
＾

犫

烄

烆

烌

烎
＾ 犲

－犪^狋
＋
犪
＾

犫
＾
＝４３５１２．４犲

０．００５９１９７９狋
－４３２５７．４ （４）

由时间响应函数（４）可算得狓
＾（）１ ，其中取狓

＾（）１ （）１ ＝狓
＾（）０ （）１ ＝狓

（）０ （）１ ＝２５４．９８，由

狓
＾（）０ 狋＋（ ）１ ＝狓

＾（）１ 狋＋（ ）１ －狓
＾（）１ （）狋 ，ｔ＝１，２，爥，２０，

求得历年人口数量的预测值为

狓
（^０）
＝ （２５４．９８，２５８．３，２５９．９，２６１．４，２６３，２６４．６，２６６．１，２６７．７，２６９．２，２７０．９，２７２．５，２７４．１，２７５．７，２７７．４，２７９，２８０．７，２８２．３，２８４．１，

２８５．７，２８７．４）

４　模型的检验及预测

４．１　相对误差检验法

相对误差检验法是一种直观的逐点比较的算术检验法，它是把预测数据与观测数据相比较，观察其误差

是否满足要求．

１）残差检验．令残差为 （）犲犽 ，计算犲犽 ＝狓
（）０ （）犽 －狓

＾
（）０ （）犽 ，犽＝１，２，．．．，狀，这里的狓

＾
（）０ （）１ ＝

狓
（）０ （）１ ．

２）相对误差检验．令相对误差为ε（）犽 ，计算如下

ε犽＝
（）犲犽

狓
（）０ （）犽

×１００％

称ε
－

＝
１

狀∑
狀

犽＝１

ε（）犽 为模型的相对误差，称狆（）０ ＝ １－ε（ ）
－

×１００％ 为模型的精度，一般要求最好是

狆（）０ ＞９０％ ．

３）级比偏差值检验．利用已经计算得到的级比λ（）犽 ，以及发展系数犪
＾

，求出相应的级比偏差

ρ（）犽 ＝１－
１－０．５犪
１＋０．５犪

λ（）犽

如果ρ（）犽 ＜０．２，则可认为达到一般要求，ρ（）犽 ＜０．１，则认为达到较高要求．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计算模型的各种检验指标值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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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ＧＭ（１，１）模型检验表

序列 年份 狓（）０ （）狋 狓
＾（）０ （）狋 （）犲犽 ε（）犽 ρ（）犽

１ １９９６ ２５４．９８ ２５４．９８ ０ ０

２ １９９７ ２５７．０９ ２５８．３ １．２１ ０．４７％ ０．００２３

３ １９９８ ２５９．０１ ２５９．９ ０．８９ ０．３４％ ０．００１５

４ １９９９ ２６０．６８ ２６１．５ ０．８２ ０．３１％ ０．０００５

５ ２０００ ２６４．２４ ２６２．９ －１．３４ －０．５１％ ０．００７６

６ ２００１ ２６４．７８ ２６４．６ －０．１８ －０．０７％ －０．００３９

７ ２００２ ２６６．０９ ２６６．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８ ２００３ ２６７．６１ ２６７．６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９ ２００４ ２６８．８１ ２６９．３ ０．４９ ０．１８％ －０．００１４

１０ ２００５ ２６８．５９ ２７０．９ ２．３１ ０．８６％ －０．００６８

１１ ２００６ ２７０．７５ ２７２．５ １．７５ ０．６５％ ０．００２１

１２ ２００７ ２７５．１９ ２７４．１ －１．０９ －０．４０％ ０．０１０３

１３ ２００８ ２７９．１８ ２７５．７ －３．４８ －１．２５％ ０．００８４

１４ ２００９ ２８２．３ ２７７．４ －４．９ －１．７４％ ０．００５２

１５ ２０１０ ２８１．７７ ２７９ －２．７７ －０．９８％ －０．００７８

１６ ２０１１ ２８１．４６ ２８０．７ －０．７６ －０．２７％ －０．００７

１７ ２０１２ ２８０．６４ ２８２．３ １．６６ ０．５９％ －０．００８９

１８ ２０１３ ２８２．７７ ２８４ １．２３ ０．４３％ ０．００１６

１９ ２０１４ ２８３．２３ ２８５．７ ２．４７ ０．８７％ －０．００４３

２０ ２０１５ ２８５．７６ ２８７．４ １．６４ ０．５７％ ０．００３

可以看到，利用模型模型（４）得到人口数据的拟合值与真实值的相对误差控制在了［－１．７４％，０．８７％］，

平均相对误差为０．５２５％，模型的拟合精度狆（）０ ＝９９．４５％ ＞９０％ ，拟合精度较高，级比偏差ρ（）犽 ＜０．１，

也达到较高要求．

４．２　后验差检验

后验差检验属于统计学的概念，它是按照残差的概率分布进行检验的．记原始值序列狓
（）０ （）犽 的均值

和方差分别为狓
－
（）０ ，犛２１，则

狓
－
（）０
＝
１

狀∑
狀

犽＝１

狓
＾
（）０ （）犽 ，犛２１＝

１

狀－１∑
狀

犽＝１

狓
（）０ （）犽 －狓

＾
（）０ （）（ ）犽

２

记残差序列 （）犲犽 的均值和方差分别为犲
－

，犛２２，则

犲
－

＝
１

狀∑
狀

犽＝１

狓
＾
（）０ （）犽 ，犛２２＝

１

狀－１∑
狀

犽＝１

狓
（）０ （）犽 －狓

＾
（）０ （）（ ）犽

２

令犆＝犛２／犛１，犆为后验差的比值．

小误差概率记为犘，满足

犘＝狆 犲犻－犲
－

＜０．６７４５犛１＝６．｛ ｝６６７１

根据表２所得数据依次计算狓
－
（）０ ，犛２１，犲

－

，犛２２，从而计算两个重要指标犆和犘的值为：犆＝０．２０１８，犘＝１．

由于犆＝０．２０１８＜０．３５，均方差犆所在精度等级为一级（好），犘＝１＞０．９５，小误差概率犘所在精度等级为

一级（好），综合评定，所得该模型精度为一级水平．因此，可以用模型（４）预测陇南市未来人口数量，预测结果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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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陇南市人口数量预测值

年份 序列 预测值（万人）

２０１８ ２３ ２９２．５

２０１９ ２４ ２９４．３

２０２０ ２５ ２９６

２０２１ ２６ ２９７．８

２０２２ ２７ ２９９．６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绘制１９９６－２０２２年陇南市人口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散点图如图１

图１　１９９６－２０２２年陇南市实际值与预测值散点图

从图１可以看到拟合数据与实际数据吻合得较好．例如，２０１６年陇南市人口总量实际统计值为２８７．８１

万人，预测值为２８９．１万人，相对误差仅为０．４５％．

５　结论

利用该灰色预测模型得到陇南市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２年人口数分别是：２９２．５万、２９４．３万、２９６万、２９７．８

万、２９９．６万．从图１可以看到，陇南市未来人口呈现逐年缓慢增长趋势．伴随着２０１３年年底“单独二胎”政

策试行以及２０１５年底“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陇南市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相对强烈，短期内，陇南市人

口总数将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中长期内，陇南市人口也会顺应我国总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呈现出人

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进入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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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啮小蜂培育过程中三种接蜂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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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前，防治美国白蛾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其天敌昆虫白蛾周氏啮小蜂ＣｈｏｕｉｏｉａｃｕｎｅａＹａｎｇ，１９８９进行生物防

治，人工培育周氏啮小蜂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在以柞蚕蛹为寄主的人工培育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接蜂方法．文章阐述了周

氏啮小蜂的人工培育流程，并对比了三种接蜂方法，以期为周氏啮小蜂的人工培育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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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美国白蛾 Ｈｙｐｈａｎｔｒｉａｃｕｎｅａ（Ｄｒｕｒｙ）又名美国

灯蛾，属鳞翅目灯蛾科，是世界性检疫害虫．１９７９年

首次在中国辽宁省发现［１］，现在在辽宁、山东、陕西、

河北、河南、天津、北京等地均有分布，被中国列入首

批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蛾食量大、食性杂、繁殖力

强、适应能力强［２］，对中国的农林业造成了极大的经

济损失．目前防治美国白蛾的方法主要有，人工防治

方法，化学防治方法和生物防治方法，但最有效且对

环境影响最小是生物防治［３］．

周氏啮小蜂ＣｈｏｕｉｏｉａｃｕｎｅａＹａｎｇ１９８９属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小蜂总科 （Ｃｈａｌｃｉｄｏｉｄｅａ）姬小蜂科（Ｅｕ

ｌｏｐｈｉｄａｅ）周氏啮小蜂属Ｃｈｏｕｉｏｉａ，１９８９年由杨忠岐发现

并命名［４］，是美国白蛾的重要内寄生性天敌［５，６］．自

１９９７年发明了以柞蚕 Ａｎｔｈｅｒａｅａｐｅｒｎｙｉ（Ｇｕéｒｉｎ－

Ｍéｎｅｖｉｌｌｅ）蛹为替代寄主的白蛾周氏啮小蜂人工繁育

技术，该蜂已在美国白蛾的生物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是农林业害虫生物控制的重要因子［７－９］．

２　周氏啮小蜂的人工繁育过程

利用柞蚕蛹培育周氏啮小蜂的技术已日渐趋以

成熟，主要步骤如下（见图１）．
图１　周氏啮小蜂的繁育流程图



２．１　种蜂采集

每年的２月，在白蛾的化蛹期野外直接采集被

白蛾周氏啮小蜂寄生的美国白蛾蛹，或是在林间悬

挂美国白蛾蛹，诱集周氏啮小蜂寄生，并在美国白蛾

羽化前取回，防止害虫扩散［１０］．

２．２　室内检验、装管、保存

对野外采集到的美国白蛾蛹进行培育，对孵化

出的周氏啮小蜂进行筛选，选取体壮、个体大、趋光

活动能力强的做种蜂，淘汰弱蜂［１０］．

２．３　出蜂、增繁

保存的种蜂经一定温度处理后，即能出蜂．种蜂

羽化出蜂后２～３ｄ，待成蜂交配基本结束后即可进

行接蜂寄生，当采集的野生蜂数目不足时，可进行一

到二代增繁，以维持蜂种数目．

２．４　购茧

综合蛹壳硬度，寄生率，出蜂率［１１］及性价比等

多种因素从东北地区购买柞蚕蛹．

２．５　贮藏

将购买的柞蚕蛹进行分拣，装箱，放入低温库，

库温恒定在０～４℃之间，湿度不宜过大，在８个月

内使用［１２］．

２．６　破茧、挑蛹

破茧常采用三刀破茧法和裸蛹破茧法．在生产

应用中，裸蛹破茧法更为普遍．挑蛹是必不可少的一

步，必须剔除死亡及不健康的蚕蛹，应选取健康饱满

的柞蚕蛹，以保证小蜂的正常繁殖．健康新鲜的柞蚕

蛹颅顶板发白且色泽新鲜，可根据此特点选择［１３］．

２．７　接蜂过程

瓶内接蜂法（广口瓶对接法）、箱式繁蜂法、茧内

繁蜂法．

２．８　控温控湿

在室内繁蜂温度湿度的控制应于美国白蛾的发

育程度相统一，为了推迟小蜂的发育进程常常在接

蜂后的１０ｄ内，讲小蜂放入冷库储存
［１４］．

２．９　冷藏

将在室温下生长２５℃左右的小蜂放入冷库时

需要严格控制温度，防止温度骤变对柞蚕蛹造成的

损伤，冷藏温度约为１０℃，湿度为３０％，当需要放蜂

时可随时拿出来暖蜂［１５］．

２．１０　暖蜂

当临近放蜂时间时，可将接蜂后冷藏的蛹提前

取出，并在恒温箱进行暖蜂．暖蜂温度应逐渐升高，

即两天内升高１５℃左右（每２～３ｈ升高１℃），之后

温度应控制在２５℃左右，相对湿度应保持在５０％～

７０％
［１６］．

２．１１　出蜂

出蜂时间应该与美国白蛾老熟幼虫期和化蛹初

期相吻合．

２．１２　检验

为确保在林间小蜂能正常羽化，应在放蜂前１

～２ｄ检验小蜂的发育进度及出蜂情况．

２．１３　放蜂

美国白蛾老熟幼虫期和化蛹初期为最佳放蜂

期．放蜂时应选择晴朗风力小的天气，且一天内最佳

放蜂时间应为１０时到１６时
［１７］．

根据美国白蛾的发育历程，一年内应放蜂３次

为宜，白蛾越多则放蜂时间越长，每平方千米放置

３０００～４５００头蜂茧，虫口密度大的林地可适当增加

放蜂量以及延长放蜂时间［１８］．

２．１４　复壮

一般来说７代到８代的小蜂已失去繁殖能力，

出蜂率低下，需及时采用同种蜂野外采集的方法，在

室内进行种类扩繁［８］．防止蜂种退化，进而影响繁蜂

质量和防治效果．

３　三种不同接蜂方法的比较

人工繁殖周氏啮小蜂过程中通常有３种不同的

接蜂方法，下面将对３种方法进行简单的介绍，并对

三者的特点、优点和缺点进行比较（见表１）．

３．１　瓶内接蜂法（广口瓶对接法）

适用于小规模接蜂，尤其适合运用与第１、２代

的放蜂繁蜂．将种蜂瓶与已消毒的广口瓶（待接瓶）

瓶口对接，使待接瓶在上方，种蜂瓶在下方，让小蜂

自行进入待接瓶中．每个广口瓶大约放置３～５个蚕

蛹，放置１５０～２５０只小蜂
［１３］，然后塞上棉塞，迅速

用胶带密封，防止小蜂从棉花的缝隙钻出．将瓶体横

向排放，置于暗室７２ｈ，暗室内保持温度２５℃～

２６℃，湿度为３０％～５０％
［２］．接蜂时间约为４～５ｄ，

待接蜂完全后取出并辨别是否寄生，将寄生成功的

放入繁蜂箱内．再采用箱式繁蜂法或茧内繁蜂法进

行接蜂．

３．２　箱式繁蜂法

将挑好的发育良好的裸蛹放入繁蜂箱内，大小

蛹分箱放置，使同一箱内的蛹个体大小相对一致，摆

放均匀整齐，并使蛹的颅顶板［１９］朝上，一字排开，排

满一箱后即可在暗光条件下接入种蜂，每日检查一

次，选出接种较差的残缺蛹，防止发生坏蛹腐烂而污

染其它新鲜蛹．温度控制在２３℃左右，相对湿度保

持在６０％到７０％左右
［２０］，接蜂过程中要注意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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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室不可密封，早晚各通风一次．根据柞蚕蛹的大小

不同放入数量不同的种蜂，个头较大的柞蚕蛹可以

相应的增加种蜂数量．平均一头柞蚕蛹放置３０只左

右的小蜂为宜［２１］接蜂５～７ｄ后，利用小蜂的向光

性［２２］，让小蜂自然飞走，７～８ｄ左右开始挑第一批

明显寄生的柞蚕蛹，此后每天挑选一次，将每次挑选

出的柞蚕蛹分开放置，分别放入恒温箱，２５℃下培

养，或放入２℃～８℃下的冷库中低温滞育，若储存

时间超过一个月，则应用塑料筐存放柞蚕蛹，防止因

通风不畅造成的大面积死亡［２３］．以便下次使用．到

了快出蜂的时候，把预留的寄生蛹（种蜂）装瓶，以便

进行下一代的繁蜂工作．

３．３　茧内繁蜂法

通过三刀破茧法削成的茧壳上的３个洞眼观察

蚕蛹是否健康，将蛹体较小、发育不完全、颅顶板为

褐色的坏蛹舍弃［１９］，喷洒３％高锰酸钾溶液为外茧

壳表面消毒，约１ｈ后溶液自然挥发，茧体恢复干燥

状态后，可以进行接蜂．将蜂与蛹的比例按３０∶１的

比例接入［２４］，以２００个柞蚕蛹为一箱
［２５］，用纸板相

隔，避免相互挤压．放入暗室培养，待７ｄ后检查寄

生情况，已被寄生的颅顶板一般为红褐色，且颅顶板

透明处可见已寄生蜂卵，蚕茧节节处拉长，蚕茧饱

满［２］．将被寄生的蚕茧挑选出来，放入恒温箱，在温

度为２５℃，湿度为７０％的条件下暗光培养
［２６］，或是

直接放入冷库中进行低温治愈，待需要时再升温利

用．

表１　三种不同接蜂方法的比较

三种接蜂方法 特点 优势 劣势

瓶内接蜂法
适用于少量蚕蛹接

蜂．

①适用于第１、２代放蜂繁蜂；②可确保蚕蛹的

寄生率与出蜂率；③可作为预实验进行，便于

实验观察．

①操作繁琐浪费时间；

②只能小规模进行，不能大量繁殖．

箱式繁蜂法

茧内繁蜂法

适用于大量接蜂．

方便挑选出坏蛹，防止蛹腐烂污染其他新鲜柞

蚕蛹且可保证较高的出蜂率．

①操作较三刀破茧法而言更为复杂，需花费更

多精力在蛹的挑选摆放上；

②放蜂时要将裸蛹放到专门的纸袋中，费时费

力，运输过程中易被损坏．

方便操作，节省空间，节省人力物力． ①无法观察蛹的好坏，较箱式繁蜂法而言出蜂

率低；

②柞蚕蛹的腐烂率远远高于箱式繁蜂法
［２７］．

４　总结

美国白蛾自１９７９年传入中国以来对我国园林

树木、经济林、农田防护林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并

对养蚕业，林果业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美国白

蛾之所以繁衍的如此昌盛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中

国气候和植被条件极其适合其生长繁殖；其二，没有

天敌的制约．利用周氏啮小蜂治理美国白蛾，成本

低，作用强，不污染环境等特点使它在众多防治方法

中脱颖而出，并且，它可以在人类活动密度大，饲养

家畜的林间进行投放防治，是一种安全的极具推广

价值的防治技术．通过比对瓶内接蜂法、箱式繁蜂

法、茧内繁蜂法这三种繁蜂方法，可以清楚明确的了

解各种方法的优缺点，为以后研究选取最佳研究方

案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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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犕犅模型对老年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孙仁莲，钟晓彤，任海卫，周　苏

（德州市人民医院　透析科，山东　德州　２５３０１４）

　　摘　要：探讨以ＩＭＢ模型为理念的护理干预对老年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５月德州市人民医院透析科血液透析治疗的尿毒症老年患者８０例，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ＩＭＢ

组，各４０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ＩＭＢ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取护理干预．采用肾脏病或透析患者生活质量量表

分别对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和护理干预后６个月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ＫＤＱＯＬ－ＳＦＴＭ１．３

量表中ＫＤＴＡ维度、ＳＦ－３６维度及量表总分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护理干预６个月后，ＩＭＢ组２个

维度得分及量表总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基于ＩＭＢ模型为理念的护理干预对老年尿毒症

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有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ＩＭＢ模型；护理干预；透析；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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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仁莲（１９６５ ），女，山东济阳人，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血液透析慢性并发症的预防．

１　引言

慢性肾功能衰竭是指原发性或继发性慢性肾脏

病进行性进展引起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和肾功能损

害，出现以代谢产物潴留，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

乱和全身各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１］．

中国慢性肾脏疾病患者数量在世界排名中位置靠

前，根据流行病学统计调查，中国慢性肾脏病的发病

率超过１０％
［２，３］．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病程一般表现

为不可逆性、进展性和加重性，可分为４期：肾功能

代偿期，肾功能失代偿期，肾衰竭期，肾衰竭末期（即

尿毒症期）．尿毒症期患者的肾功能损害不能逆转，

血液透析是最常用且有效的肾脏替代治疗方法，已

广泛应用于尿毒症的治疗［４］．透析患者因原发病程

的迁延性以及透析治疗时间长、花费高等原因，使得

患者生活质量易受到影响，而且老年患者由于身体

机能的退化，生活质量的下降可能更明显．因此，如

何提高老年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显得尤

为重要．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

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ｋｉｌｌｓｍｏｄｅｌ，ＩＭＢ）
［５］于１９９２

年由Ｆｉｓｈ首次提出，应用于改变目标人群的行为，

通过对目标人群实施信息、动机、行为三方面的干

预，引导目标人群改善自身行为，该模型最早应用于

大学生艾滋病的预防，以后在２型糖尿病、心衰等疾

病应用效果均较好［６，７］．本研究将ＩＭＢ模型为理念

针对老年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实施护理干预，评价

其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为ＩＭＢ模型在老年尿毒

症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７

年５月在德州市人民医院透析科入院的８０位患者

进行调查．纳入标准：①年龄≥６０周岁；②临床诊断

为尿毒症并实施血液透析治疗１年以上；③能理解

问题，并能清晰表达观点；④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

精神障碍类疾病；②疾病本身以及治疗造成的无法配

合调查者．将患者按入院时间进行编号，并将单号患

者设为对照组，双号患者设为ＩＭＢ模型组，各４０例，

其中对照组男性３０例，女性１０例，年龄为６０～８３

岁，平均年龄（６７．２８±５．５９）岁，病程为１～２０年，平

均病程（１０．００±２．１０）年，ＩＭＢ组男２７例，女１３例，

年龄６１～８０岁，平均年龄（６７．７６±５．８１）岁，病程为２

～１５年，平均病程（９．６±１．６２）年．两组一般资料对

比，差异无统计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得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研究方法

１）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①接诊护士向患

者简单介绍透析室的布局情况以及相关负责血液透

析的医生、护士的信息；②简单讲解患者疾病发生的

原因，血液透析的作用、流程以及透析过程中的注意

事项；③讲解关于动静脉内瘘以及深静脉置管等方

面的相关知识；④讲解饮食、用药等的注意事项；⑤

指导患者在家中出现紧急情况时的急救措施；⑥指

导患者保持规律的生活方式．

２）ＩＭＢ组．①建立ＩＭＢ小组，组内包括２名医

师，１名营养师，１名副主任护师，２名主管护师，２名

护师，３名护士，副主任护师负责人员结构的安排以

及调整，定期组织组内会议，针对组内成员发现的问

题及时协商处理．②在实施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

基于ＩＭＢ模型为理念的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信息干预：以讲座的形式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尿毒

症的病因、诱因、临床表现以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等

知识，还向患者介绍血液透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

良反应，以及护士实施的应急措施，并在透析室内墙

壁上放置血液透析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手册，手册

简单，覆盖面广，内容多以宣传画的形式表现，避免

大量专业文字陈述，使得患者及家属容易理解；告知

患者及家属老年尿毒症血液透析的患者应严格控制

饮食，以免引起疾病的恶化，患者饮食应以优质蛋白

为主，并补充必需氨基酸、维生素等；减少高磷、高钾

食物的摄入，如香蕉、动物肝脏等；若存在糖尿病时，

少食或是不食含糖量高的食物，若存在贫血时，应注

意补充补铁食物；指导患者正确遵医嘱用药，并告知

患者在用药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时的急救措施，向

患者讲解长期用药的意义，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性．

动机干预：定期针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动机访谈，了解

并解决患者及家属针对透析室环境、血液透析治疗、

饮食、用药依从性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引导患者

及家属向正性动机方向发展，分析患者及家属存在

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及家属的信心，缓解患者及家

属焦虑、紧张［８］的情绪，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行为

技巧干预：指导患者及家属根据患者的体重计算每

天应摄入的营养物质、水、食盐的含量，学会计算患

者的干体重，了解根据患者的病情如何调整用药原

则，学会观察动静脉内瘘以及深静脉置管的情况，在

家中出现不良反应如何处理，指导患者及家属改善

行为，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２．３　观察指标

当前应用最广泛的评价患者生活质量的量表为

ＳＦ－３６，但该量表并不能反映血液透析患者这一群

体的特殊性，为更进一步了解血液透析患者的生活

质量，故选用肾脏病（或透析）患者生活质量量表［９］

（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

ＫＤＱＯＬ－ＳＦＴＭ１．３）．肾脏病（或透析）患者生活质

量量表包括两个部分：肾病相关的疾病量表（Ｋｉｄ

ｎｅｙＤｉｓｄｅｓｅ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ＫＤＴＡ）和一般健康状况

量表（（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３６ 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ｒｖｅ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ＳＦ－３６），其中ＫＤＴＡ包括１１个维度及一项

总体健康评估（ＯＨ），共计４４个问题，ＳＦ－３６包括

８个维度，３６个问题，各维度得分及量表总分为各项

得分的平均分，每项最高分为１００分，最低分为０

分，得分越高，代表生活质量得分越高；量表在护理

干预前以及护理干预后６个月进行填写．

２．４　资料收集与质量控制

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规范调查用语；向被调

查者解释调查的目的并告知本次调查为匿名调查，

会保护调查者个人信息；回收问卷后采用双人录入

法，一人录入一人核对，保证数据录入的准确性．

２．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量表得分采用（ｘ±ｓ）来表示，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量表得分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ｔ检

验，其中Ｐ＜０．０５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结果

３．１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由表１可得：对照组患者ＫＤＴＡ得分为（５２．６１

±１５．３８）分，ＩＭＢ组患者 ＫＤＴＡ得分为（５３．８３±

１３．４１）分，干预前两组患者ＫＤＴＡ得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ＳＬ－３６得分为

（５０．７６±２０．１１）分，ＩＭＢ组患者ＳＬ－３６得分为

（４９．５７±１９．０１）分，干预前两组患者ＳＬ－３６得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量表总

分为（５１．６８±１７．５４）分，ＩＭＢ组患者量表总分为

（５１．３４±１４．０１）分，干预前两组患者量表总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ｎ＝８０）

变量 对照组（ｎ＝４０） ＩＭＢ组（ｎ＝４０） ｔ Ｐ

ＫＤＴＡ ５２．６１±１５．３８ ５３．８３±１３．４１ －０．３８ ０．７０５

ＳＬ－３６ ５０．７６±２０．１１ ４９．５７±１９．０１ ０．２７ ０．７８７

量表总分 ５１．６８±１７．５４ ５１．３４±１４．０１ ０．１０ ０．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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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由表２可得：对照组患者ＫＤＴＡ得分为（５６．００

±１５．９９）分，ＩＭＢ组患者 ＫＤＴＡ得分为（６９．８５±

１６．９１）分，干预后两组患者ＫＤＴＡ得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００），且ＩＭＢ组患者 ＫＤＴＡ得分高

于对照组；对照组患者ＳＬ－３６得分为（５３．５７±

２０．８８）分，ＩＭＢ组患者ＳＬ－３６得分为（６５．７６±

１２．５３）分，干预后两组患者ＳＬ－３６得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且ＩＭＢ组患者ＳＬ－３６得分

高于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量表总分为（５４．７８±１３．

５９）分，ＩＭＢ组患者量表总分为（６７．８０±１２．５３）分，

干预前两组患者量表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０），且ＩＭＢ组患者量表总分高于对照组．

表２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ｎ＝８０）

变量 对照组（ｎ＝４０） ＩＭＢ组（ｎ＝４０） ｔ Ｐ

ＫＤＴＡ ５６．００±１５．９９ ６９．８５±１６．１９ －２．６６ ０．０００

ＳＬ－３６ ５３．５７±２０．８８ ６５．７６±１２．５３ －４．４６ ０．０００

量表总分 ５４．７８±１３．５９ ６７．８０±１２．５３ －３．８４ ０．０００

４　讨论

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尿毒症的

发病率不断增加，而血液透析是治疗尿毒症的重要

方法，但由于血液透析患者因为病情的不断反复以

及透析治疗时间长的原因，极易出现焦虑、紧张［１０］

等不良情绪，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老年患者因为

生理、心理、社会、经济等因素的作用可能对患者生

活质量的影响更为严重，因此研究老年尿毒症血液

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护理学的重要课题．以ＩＭＢ

模型为理念的护理干预，可以根据患者情况从信息、

动机、行为方面进行改善，使得患者更加积极地参与

到疾病治疗中，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

４．１　基于ＩＭＢ模型的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透析患

者疾病知识掌握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未实施护理干预前，对照组与

ＩＭＢ组的患者生活质量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而在实施护理干预后，ＩＭＢ组患者生活质量得

分高于对照组，说明护理干预可能会提高老年尿毒

症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量得分．基于ＩＭＢ理论的护

理干预是在了解患者关于疾病知识的需求后，给予

患者的信息及行为指导，使得老年尿毒症血液透析

患者不仅获得常规的护理，还了解疾病、用药、饮食

等相关知识，减少患者疾病相关知识的盲点，并且在

日常生活中，可以有效地应对不良反应的发生，避免

加重病情；此外，基于ＩＭＢ模型理念的护理干预还

能不断了解患者及家属的行为动机，根据患者及家

属的行为动机进行干预，使得患者及家属向正向动

机发展．

４．２　基于ＩＭＢ模型的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透析患

者一般情况

基于ＩＭＢ模型的护理干预可以满足患者心理

上的需求，改善患者配合治疗和护理的状态，提高患

者的自信心与自尊心，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１１］．此

外，护理干预还向患者家属提供一定的支持，患者家

属因患者疾病的原因，也易出现不良症状，作为患者

的照顾者，患者家属的不良情绪可能会直接或是间

接的影响患者的情绪，从而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因

此，在护理干预中，不仅仅是对患者的护理干预，也

是对患者家属的护理干预，鼓励患者及其家属共同

缓解不良情绪．

老年尿毒症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由于生理、心

理、社会、经济等的压力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应

用以ＩＭＢ模型为理念的护理干预从信息－行为－

动机等方面引导患者，提高患者掌握疾病信息的程

度，使得患者面对疾病时趋向正向动机，改善自身行

为，提高生活质量．

５　总结

本研究发现以ＩＭＢ模型为理念的护理干预可

提高老年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老年尿

毒症患者因为疾病的原因，会影响患者的生理、心理

等因素，使得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进而影响患者的

治疗效果，而基于ＩＭＢ模型的护理干预通过为患者

提供所需信息，进行动机干预，进而引导患者实施正

向行为，从而达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的目的．

但本次研究只是选取德州市的一家医院的血液

透析室的患者，纳入的样本数量相对较少，纳入样本

人群较单一，因此后续的研究希望可以纳入不同地

区的样本人群，增加样本数量，进行相关内容的研

究，为以ＩＭＢ模型为理念的护理干预在老年尿毒症

血液透析患者的应用方面提供更为详细的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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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ＫＤＱＯＬ－３６
ＴＭ）［Ｊ］．

ＢＭＣＮｅｐｈ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５：１１５－１２４．

［１０］李英娜，柳惠玉，李美娟，等，血液透析患者症状困扰与

生活质量研究现状［Ｊ］．广州医药，２０１４，４５（５）：７６－

７８．

［１１］李芳华，钟耕坤，卢庆华．人文关怀对抑郁发作患者焦

虑情绪的影响［Ｊ］．齐鲁护理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１１）：２６－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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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Ｒｅｎ－Ｌ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ＲＥＮＨａｉ－ｗｅｉ，ＺＨＯＵＳｕ

（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ｚｈｏｕ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ｅ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５３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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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ＫＤＱＯＬ－ＳＦＴＭ１．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０．０５）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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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仿生修饰超顺磁性纳米颗粒

作为基因载体的可行性研究

杨继晨ａ，田建飞ａ，王　芹ａ，洪清炎ａ，付春华ａ
，ｂ，董平轩ａ，ｂ

（德州学院　ａ．医药与护理学院；ｂ．山东省新型药用辅料与缓控释制剂工程实验室，山东　德州　２５３０２３）

　　摘　要：评价氧多巴胺仿生修饰超顺磁性纳米颗粒（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ｕｐｅｒ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ｒｏｎ

ｏｘｉｄｅ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作为体外基因载体的可行性．方法：利用琼脂糖凝胶电泳对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

结合ＤＮＡ能力进行表征，应用绿色荧光蛋白报告基因系统，检测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将外源基因转染至 ＨＥＫ２９３Ｔ细

胞系的转染可能性．结果：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对 ＨＥＫ２９３Ｔ细胞系形态产生明显影响，将外源基因转染至 ＨＥＫ２９３Ｔ

细胞系的能力较弱．结论：ＰＤＡ修饰的磁性纳米颗粒需进一步修饰改造才能用于体外转染的新型非病毒基因载体．

关键词：多巴胺仿生修饰；超顺磁性纳米颗粒；基因载体

中图分类号：Ｒ－３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 ９４４４（２０１８）０４ ００２５ 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０９ ０８

通讯作者简介：董平轩（１９７８ ），女，河北定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纳米毒理学．

１　引言

基因治疗（ｇｅ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一种疾病治疗新技术，该技术主要是通过对患病组

织或细胞进行基因水平的操作达到治愈的目的．基

因治疗中起关键治疗作用的是功能性外源基因，通

过一定的工具手段将外源基因转移入靶细胞中，外

源基因进行表达，达到最终治疗疾病的目的基因治

疗．基因治疗的关键步骤是通过基因载体将外源基

因导入细胞中发挥作用．基因载体主要可分为２大

类：病毒载体和非病毒载体．其中，病毒载体效率高，

是目前基因治疗的主要手段，但病毒载体存在携带

基因长度有限、可能引起免疫反应与细胞毒性、具有

潜在致癌性、可应用的细胞类型有限、生产和包装问

题、重组复杂以及高成本等缺点［１，２］．因此，非病毒

载体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传统的非病毒载体大

部分为多聚阳离子聚合物和脂质体的衍生物，磁性

纳米颗粒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磁靶向性等优势，

在磁共振成像（ＭＲＩ）、肿瘤光热治疗等领域取得广

泛应用［３］．多项研究发现，磁性纳米颗粒可以携带外

源ＤＮＡ进入细胞，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转基因载体

应用于外源基因的导入［４－６］．聚多巴胺（ｐｏｌｙ－ｄｏ

ｐａｍｉｎｅ，ＰＤＡ）仿生修饰因其生物相容性好被应用

于多种纳米材料的表面修饰［７］．本研究在前期制备

了聚多巴胺仿生修饰超顺磁性纳米颗粒（ＰＤＡ－

ＳＰＩＯＮｓ）的基础上，应用绿色荧光蛋白（ＧＦＰ）报告

基因系统，考察了该纳米颗粒与质粒的结合及其作

为转基因载体的应用情况．

２　试剂及仪器

２．１　实验试剂

质粒提取实剂盒购自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２０００（Ｌｉｐｏ２０００）转染试剂为Ｉｎ

ｖｉｔｒｏｇｅｎ产 品；ＲＰＭＩ－１６４０ 培 养 基 （Ｇｉｂｃｏ）、

ＤＭＥＭ 高糖培养基（Ｈｙｃｌｏｎｅ）、胎牛血清（ＦＢＳ，

Ｅｘｃｅｌｌ）、０．２５％胰酶（索莱宝）、人肺腺癌细胞株

Ａ５４９细胞和人源胚胎肾细胞株 ＨＥＫ２９３Ｔ细胞购

自中国细胞中心协和库．含绿色荧光蛋白（Ｇｒｅｅｎ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ＧＦＰ）基因质粒的菌株由中国科

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任肖敏惠赠．

２．２　实验仪器

高速台式冷冻离心机（湖南，湘仪）、微量蛋白核

酸检测仪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２０００（美国，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２细胞

培养箱（美国，Ｔｈｅｒｍｏ）、电泳仪（北京，六一）、凝胶

成像系统（上海，天能）和ＤＭＩ３０００Ｂ倒置荧光显微

镜（德国，徕卡）．



３　实验方法

３．１　质粒的扩增与提取

少量（１０～１００μＬ）菌液无菌涂布到ＬＢ琼脂固

体培养基（３００μｇ／ｍＬ卡那霉素）平板，３７°Ｃ过夜

培养．挑选单克隆，ＬＢ液体培养基（含３０μｇ／ｍＬ

卡那霉素）摇培２～３ｈ，接着按１：１００扩大培养．

质粒ＤＮＡ提取按天根提取试剂盒操作，保存

在ＴＥ缓冲液中．用超微量分光光度计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２０００进行浓度及纯度鉴定，１％琼脂糖凝胶电泳鉴

定其高级结构．

３．２　凝胶阻滞电泳研究磁性纳米粒子与ＤＮＡ结

合能力

取４μｇＧＦＰ质粒ＤＮＡ，加入不同量的ＰＤＡ－

ＳＰＩＯＮｓ，摇床孵育２０ｍｉｎ．琼脂糖（１％）凝胶电泳，

凝胶成像系统成像，考察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结合质粒

ＤＮＡ情况．

为了得到磁性纳米颗粒与 ＤＮＡ 的最佳结合

量，设计不同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ＮＰ／ＤＮＡ（ｖ／ｗ）比例：

０．５∶１，１∶１，１．５∶１，２∶１，２．５∶１，磁分离，上清进

行琼脂糖凝胶电泳并成像．

３．３　细胞基因转染研究

１）细胞培养．Ａ５４９细胞培养基：含有１０％ＦＢＳ

和１％ 双抗（１００ｍｇ／ｍＬ链霉素和１００Ｕ／ｍＬ青霉

素）的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ＨＥＫ２９３Ｔ细胞培养

基：含有１０％ＦＢＳ和１％ 双抗的ＤＭＥＭ 高糖培养

基．ＨＥＫ２９３Ｔ和 Ａ５４９细胞在３７℃、５％ＣＯ２及饱

和湿度的空气中培养．

２）体外转染．取对数期的 Ａ５４９和 ＨＥＫ２９３Ｔ

细胞，分别以细胞密度为２×１０５个／ｍＬ和１．５５×

１０５个／ｍＬ接种于６孔板中，至细胞融合度８０％～

９０％进行转染．取４μｇＧＦＰ质粒至２５０μＬ无血清

培养基，加入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最佳结合比例）和１０

μＬＬｉｐｏ－２０００（阳性对照），混匀后室温孵育１０

ｍｉｎ．将转染混合物加入各孔细胞，３７℃孵育５ｈ，然

后加入含１０％牛血清的培养液，继续培养２４ｈ．转

染结束，ＰＢＳ清洗未进入细胞的纳米颗粒，再加入

新鲜培养基，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琼脂糖凝胶电泳

质粒凝胶电泳结果如图１所示，实验提取的质

粒分子构型有三种，由下往上依次为超螺旋闭合环

型、松弛线型和松弛开环型．所提质粒以超螺旋闭合

环型为主，可用于接下来的转染实验．

图１　提取质粒电泳图　１－４：ｍａｒｋｅｒ和不同的质粒样品

４．２　微量核酸检测仪定量质粒浓度

应用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２０００对提取的ＧＦＰ质粒ＤＮＡ

进行定量及质量检测．质粒 ＤＮＡ Ａ２６０／Ａ２８０＝

２．０１，Ａ２６０／Ａ２３０＝２．０７，表明提取的质粒含有少

量ＲＮＡ，没有蛋白质、酚类污染，适合细胞转染．

４．３　纳米颗粒／ＤＮＡ结合凝胶电泳结果

凝胶阻滞电泳实验结果见图２．图ａ为不同比

例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ＤＮＡ混合后直接进行凝胶阻滞

电泳实验，图ｂ为磁分离后的电泳结果．由图可知，

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纳米颗粒留在胶孔处，未结合的

ＤＮＡ跑出电泳条带．ｖ／ｗ小于２时，随磁性纳米颗

粒的增加，ＤＮＡ跑出的条带逐渐变暗，ｖ／ｗ大于２

时，随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磁性纳米颗粒的增加，ＤＮＡ

跑出的条带又逐渐变亮，表明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磁性

纳米颗粒结合ＤＮＡ量随着二者比例的增加先增加

后减少．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磁性纳米颗粒与 ＤＮＡ的

ｖ／ｗ在１．５∶１～２∶１时结合量最大．

４．４　磁性纳米颗粒转染结果观察

１）转染预实验结果．Ｌｉｐｏ－２０００转染 ＧＦＰ质

粒至Ａ５４９和 ＨＥＫ２９３Ｔ细胞结果见图３．结果表

明，Ｌｉｐｏ－２０００能够携带质粒ＤＮＡ进入细胞并表

达，但在两种细胞中的转染效率差别较大，ＨＥＫ

２９３Ｔ细胞转染率好于Ａ５４９细胞．可能是两种细胞

对纳米颗粒及ＤＮＡ的摄取能力不同．

２）纳米颗粒转染 ＨＥＫ２９３Ｔ细胞．ＰＤＡ－ＳＰＩ

ＯＮｓ与市售Ｌｉｐｏ－２０００转染试剂转基因性能的比

较情况，结果见图４．图中加入 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

ＤＮＡ复合物的孔中未出现绿色荧光．可能是因为细

胞对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ＤＮＡ复合物的内吞作用较

弱，或者由于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磁性纳米颗粒与质粒

ＤＮＡ结合较紧，在细胞中不能有效释放，导致转染

６２ 德州学院学报　　　　　　　　　　 　　　　　第３４卷　



图２　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ＮＰ／ＤＮＡ结合电泳图

ａ．不同比例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ＮＰ／ＤＮＡ的复合物电泳图１－６：Ｍａｒｋｅｒ，ＤＮＡ，ｖ／ｗ１．５：１、２：１、２．５：１、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ＮＰ）；

ｂ．复合物磁分离后电泳图　１－６：ＤＮＡ，ｖ／ｗ为０．５：１、１：１，Ｍａｒｋｅｒ，ｖ／ｗ为２：１、２．５：１

图３　ＨＥＫ２９３Ｔ和Ａ５４９细胞转染图　ａ：明场；ｂ：荧光场

没有成功．单独加入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或ＰＤＡ－ＳＰＩ

ＯＮｓ／ＤＮＡ 复合物的细胞生长状态良好，说明

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对细胞没有毒性作用．

５　讨论

超顺磁性纳米颗粒是一种粒径小于３０ｎｍ 的

磁性超微粒子，具有超顺磁性、表面效应和小尺寸效

应等．纳米基因载体技术是以纳米颗粒作为基因载

体，小尺寸的纳米颗粒容易进入细胞并释放其携带

的ＤＮＡ、ＲＮＡ等分子，这些分子表达或发挥作用从

而实现安全有效的基因治疗［８］．良好的基因载体都

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且在体内安全无毒，可降

解，不与机体组织器官产生免疫抗原性等特点．ＳＰＩ

ＯＮｓ因其小尺寸（小于３０ｎｍ），在体内可以比与病

毒载体和脂质体更有效逃避巨噬细胞的吞噬，体内

循环时间延长，提高基因转移效率．

本实验所用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直径大小符合超

顺磁性纳米颗粒［９］，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ＤＮＡ 转染

ＨＥＫ２９３Ｔ和Ａ５４９细胞后，两种细胞形态均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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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ＮＰ／ＤＮＡ转染效果图

标尺：５０μｍ．ａ１－ｆ１：明场，ａ２－ｆ２：荧光场；ａ：仅ＤＮＡ；ｂ：ｌｉｐｏ－２０００／ＤＮＡ复合物；ｃ：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ｄ－ｆ：ＰＤＡ－

ＳＰＩＯＮｓ／ＤＮＡｖ：ｗ１．５∶１，２：１，２．５：１

改变．纳米基因载体制备的重点是提高装载基因量

和装载稳定性．实验结果发现，当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

磁性纳米颗粒与ＤＮＡ的ｖ／ｗ在１．５∶１～２∶１时，

ＤＮＡ 结合量最大．随 ＰＤＡ－ＳＰＩＯＮｓＮＰ 结合

ＤＮＡ量随二者比例关系呈现拱桥式变化．可能是因

为ＤＮＡ带负电荷，而纳米颗粒带正电荷，二者比例

达到一定值时，其结合ＤＮＡ量最大，低于或者高于

最优比例，ＤＮＡ结合量都会减少．按照最优结合比

例转染结果表明，复合物中ＤＮＡ的表达量很低．因

此需要进一步修饰增加结合量、加入磁场增加或者

改进制备条件提高转染效率．同时也可通过在ＰＤＡ

－ＳＰＩＯＮｓ磁性纳米颗粒连接抗体和抗肿瘤药，提

高其抗肿瘤疗效并减少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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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犇犲狕犺狅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犞狅犾．３４，犖狅．４

Ａｕｇ．，２０１８
　

基于犘犛犗－犛犞犕的肿瘤特征基因表达数据分析

赵全钢１，陈国华２，赵丽敏１

（１．德州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山东　德州　２５３０００；２．人民医院肿瘤科，山东　德州　２５３００）

　　摘　要：在肿瘤细胞的优化识别研究中，基因芯片技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目前采集到的基因表达数据存在

着维度高、样本小的特点．为了处理肿瘤基因数据，建立肿瘤的分类预测模型，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粒子群优化参数

的支持向量机的预测方法，将其命名为ＢＢＰＳＯ－ＳＶＭ．该算法利用测试集数据评估建立分类模型，进而测算出最

佳的惩罚参数和核函数参数，然后，对模型进行优化，从而使模型具有最优的分类性能．我们设计的实验通过５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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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传统的

方法是采用一个或几个基因数据来进行查找工作，

这样在判断肿瘤细胞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信息是不完

整的，并且采集到的数据还存在噪音大，维数高的特

点．使其在统计分析及在具体的处理上都存在相当

的难度．在这种状况下，需要提出一种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使其能并进行降维和分类预测．

目前，存在多种的解决方案，彭勇［３］提出了具有

概率神经网络的诊断系统，动态的监控肿瘤中的电

阻抗的特征变化来增强判断的准确性；金强［４］采用

对ＢＰ神经网络的方法，从自适应率方面着手对肿

瘤细胞进行改进，从使用的效果看，该方法的速度较

快，效果比较好．除了神经网络分类方法外，支持向

量机［１，２］也能很好的解决肿瘤细胞的二值分诶模式

识别问题，支持向量机（ＳＶＭ）是ＡＴ＆ＴＢｅｌｌ实验

室的Ｖａｐｎｉｋ
［５］等局域统计学习理论和结构风险最

小化原理而提出的一种有监督的小样本机器学习算

法．这种算法有良好的泛化能力，可以有效的利用边

界样本点的分类信息，从而构造出全局的最优解．通

过Ｂｒｏｗｎ
［７］等将神经网络，多项式神经网络，决策

树，多层感知器和Ｋ－近邻
［６］等已有的学习算法进

行比较得出结论，即采用支持向量机作为分类器的

效果是最好的．

在本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基于ＳＶＭ

分类性能作为评估的准则，结合粒子群的寻优的特

点建立相应的指标和肿瘤细胞之间的关系模型，从

而进行对肿瘤细胞的准确的诊断方法．最后，通过实

验进行验证，证明该方法的有效性．

２　支持向量机

ＳＶＭ的基本设计思想为：利用非线性函数将

输入空间数据狓映射到高维空间中，并在该空间中

利用函数犳（狓）＝狑狓＋犫进行线性回归．用该平面

作为决策曲面，使得正例和反例的隔离边缘最大化．

２．１　线性可分情况

在线性可分的情况下，设犎 为分类平面，狓和

狔分别为输入变量和相应的目标值．设线性可分的

数据集

犜＝｛（狓１，狔犻），…，（狓狀，狔狀）｝∈ （犡，犢）
狀

其中狓犻∈犡；狔犻∈犢＝｛－１，１｝（犻＝１，２，…，狀）；

狓犻为特征向量．

对同一组样本集，存在很多的超平面可以将两

类样本进行区分，其中能将两类样本的边界距离分

的最大的面被称为最优超平面．最优超平面对样本

集具有最高的预测准确率．

２．２　线性不可分的情况



通过引入核函数，把输入向量非线性地映射到

高维空间中，将问题转换为高维空间中的线性可分

问题，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为了避免高维空间中的

复杂计算，可以将高维空间中的内积运算通过函数

来实现．

选择不同的核函数可以构造出不同的支持向量

机，在目前的情况下，常用的核函数通常有以下３

种：多项式核函数、径向基核函数和Ｓ形核函数．根

据前人的研究和实验表明［９，１０］，当缺少过程先验的

情况下，采用径向基核函数ＲＢＦ得到的性能预测效

果 更 好．因 此，在 本 文 中 使 用 犓（狓犻，狓犼）＝

（狓犻）
犜

（狓犼）为核函数，犆为惯性因子，求解优化问

题

ｍｉｎ
１

２
犪犜狔犻狔犻犓 狓犻，狓（ ）犼 α－犲

犜
α

狊．狋．狔
犜
α＝０，０!α犻 !犆，犻＝１，２，…，狀

其中，犲为全是１的矩阵．使用拉格朗日乘子

法，得到对偶优化问题

ｍａｘ犠（犪）＝ｍａｘ｛∑
狀

犻＝１

犪犻－
１

２∑
狀

犻＝１
∑
狀

犼＝１

犪犻犪犼狔犻

狔犼＜狓犻狓犼＞｝

求解上述问题后，得到的最优分类函数为

犳（）狓 ＝ｓｉｇｎ（∑
狀

犻＝１

狔犻犪

犻犓 狓犻，狓（ ）犼 ＋犫

） （１）

其中，上公式为最优分类决策函数ｓｉｇｎ（）为符

号函数，犓 狓犻，狓（ ）犼 为核函数．通过式（１）得出未识

别样本狓的类别．

３　粒子群优化算法

粒子群优化算法（ＰＳＯ）是由Ｋｅｎｎｅｄｙ和Ｅｂｅｒ

ｈａｒｔ
［８］提出的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随机优化算法，

是建立在生物智能或物理现象基础上的，通过模拟

社会性动物的各种群体性行为，利用群体中个体之

间的信息交换和合作来实现寻优的目的．ＰＳＯ算法

是一种启发是随机优化算法，有较强的全局搜索和

优化特性．作为一种并行优化算法，通过追随搜索到

的最优值来寻找全局最优．

在使用ＰＳＯ算法的思想为：将视为在Ｄ维搜

索空间中每个粒子为一个独立的搜索个体，粒子的

当前位置可视为对应问题的一个候选解，将个体的

搜索过程转换为粒子的飞行过程．在这种状态下，

可认为粒子的飞行速度可根据粒子历史最优位置和

种群历史最优位置进行动态调整．

在本文中，为了更有效的解决种群的多样性和

算法之间的收敛速度之间的矛盾，采用了对标准的

ＰＳＯ算法的改进，防止算法在快速收敛的同时出现

早熟现象．具体的算法步骤为：

１）首先，初始化粒子群，设在犇 维搜索空间中，

有狀个粒子组成的粒子种群犡＝｛狓１，狓２，…，狓狀｝，

设第犻个粒子在狋时刻时的状态为：速度表示为

狏（狋），位置狓（狋），个体的最优位置狆（狋），全局的最

优位置犵（狋）．

２）在运行过程中对粒子群进行更新，根据所得

到的数据确定粒子群的历史最优位置和次优位置，

并利用它们之间的差进行局部的搜索．

３）对粒子群中粒子的状态进行分析，如果发现

种群的最优位置在一定的迭代步骤后未发生变化，

则认为算法陷入停滞状态，并启动种群中的狀个粒

子进行反向学习过程．

４）对粒子在反向学习过程中粒子的状态进行动

态的调整，使之能跳出局部的最优陷阱．当反向学习

结束后，整体回归正常的学习过程．

５）按照通常的要求进行迭代，直至达到最大迭

代的次数或获得满足要求的粒子适应值为止．

４　ＢＢＰＳＯ－ＳＶＭ算法模型

４．１　建立训练样本集

仿真数据采用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该数据反映的是肿瘤病灶细胞核的量化特征．

其中，每个特征量饱和３个指标：平均值、标准差和

最坏值．本文采集４５０组数据作为训练集，２００组数

据为测试集．数据集中的数据分为正样本和负样本，

其中，正样本表示有较好的治疗效果，标记为＋１；负

样本表示治疗效果不理想，标记为－１．

４．２　数据的预处理

建立ＳＶＭ 模型，表示为狔犻 ＝犳（狓０，狓１，…，

狓狀），其中，狓犻 为多位输入矢量，狔犻 为分类输出，即

肿瘤细胞的变化情况．同时，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

理，把数据统一到［－１，＋１］之间．

τ＝２
狓－狓犿犻狀
狓犿犪狓 －狓犿犻狀

＋（－１）

４．３　参数优化

在基于ＢＢＰＳＯ－ＳＶＭ 模型的肿瘤诊断中，需

要正确的设置惩罚参数犆，以及核参数τ，才能得到

较为理想的分类结果．在本文中，利用ＰＳＯ算法有

较好的全局搜索能力的特点，将交叉验证下的肿

瘤分类正确率作为适应度函数，对惩罚参数犆，

核参数τ进行参数寻优．然后，利用训练好的模型

对肿瘤进行诊断，并对诊断进行性嫩的评估．具

体的步骤：

（１）将肿瘤细胞的训练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减

少由于人工操作产生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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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分类模型，计算粒子的适应度．

（３）使用ＢＢＰＳＯ优化算法，得到最优的参数犆

和τ．

（４）利用得到的参数对ＢＢＰＳＯ－ＳＶＭ 模型进

行训练，并对肿瘤细胞进行分类预测．

（５）对结果进行分析．

５　实验及结果分析

５．１　数据

数据来自于参考文献［１１，１２］．该数据库有２９５

名肿瘤患者的基因样本，每个样本中含有７０维的基

因特征向量．其中，正样本为１１５个，类别标签为

＋１；负样本１８０个，类别标签为－１．

５．２　性能指标

通常，对分类算法的评价指标有：敏感性指标

（Ｓｅｎ）、特异性指标（Ｓｐｅ）和正确率（ＡＣＣ）．其计算

公式为

犛犲狀＝
犜犘

犜犘＋犉犖

犛狆犲＝
犜犖

犜犖＋犉犘

犃犆犆＝
犜犘＋犜犖

犜犘＋犉犖＋犜犖＋犉犘

其中，犜犘 （ｔｒ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表示在测试集中正样

本的个数，犉犖 （ｆａｌｓｅｎｅａｔｉｖｅ）表示在测试集中负样

本的个数，犜犖 （ｔｒｕｅｎｅａｔｉｖｅ）表示被准确判断的负

样本数量，犉犘 （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表示被误判的正样本

个数．敏感性指标（Ｓｅｎ）的值越大，则表明对正样本

的识别率越强，特异性指标（Ｓｐｅ）越大，则表明对负

样本的识别率越高．

５．３　特征选择的验证

上述的数据在进行实验时需进行预处理才能使

用，这是因为在传统的肿瘤分类时，常采用的是交叉

验证的方法来评估分类模型对的泛化性能，但其中

噪音数据的存在影响了分类的准确性．因此，需要通

过分类器性能判别算法进行判断．这里，引入了

Ｍａｔｈｅｗｓ相关系数 犕犆犆
［１３］来对分类器的性能进

行评价．公式为

犕犆犆＝
犜犘犜犖－犉犖犉犘

（犜犘＋犉犖）（犜犘＋犉犘）（犜犖＋犉犖）（犜犖＋犉犘槡 ）

其中，犕犆犆的值为［－１，＋１］，它的值越大，表

示分类的效果越好．

在本实验中，采用ＳＶＭ分类器，结合５次交叉

验证实验来进行对肿瘤细胞的诊断进行识别．为了

验证 ＢＢＰＳＯ－ＳＶＭ 算法的性能，选用了 ＣＲ－

ＳＶＭ算法，ＲＦＥ－ｓｖｍ（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ｌｉ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蚁群算法（ＡＣＡ－ＳＶＭ），粗糙集（ＲＳ－

ＳＶＭ）等主流的特征选择算法，比较每个算法在分

类敏感性和保留特征性两个方面的差异．

在经过２００次迭代实验，得到最佳的惩罚参数

犆＝１５．７２８１，核参数τ＝０．０１．于是，将ＢＢＰＳＯ优化

参数犆和τ用于ＳＶＭ 训练，从而完成对测试集的

判别．

首先，对训练时间进行比较，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不同算法的训练时间和测试时间

模型 平均训练时间（ｍｓ） 平均测试时间（ｍｓ）

ＣＲ－ＳＶＭ １１．０１ ４．１５

ＲＦＥ－ＳＶＭ １０．６２ ６．７３

ＡＣＡ－ＳＶＭ １１．８４ ５．３

ＲＳ－ＳＶＭ １３．６３ ７．０６

ＢＢＰＳＯ－ＳＶＭ ９．０２ ３．７８

从表１中能够看出，ＢＢＰＳＯ－ＳＶＭ 算法相比

较平均的训练时间和测试时间都比其他算法的时间

少，说明该算法的收敛速度较好，寻找最优的特征子

集的能力强．

在第二个实验中，针对于表１中的实验结果，利

用各种评价指标对各个算法中的敏感性指标、特异

性指标和准确率进行比较，统计结果见表２．
表２　敏感性指标、特异性指标和准确率比较

模型 Ｃ Ｇ
敏感性

指标（％）

特异性

指标（％）

准确率

（％）

ＣＲ－ＳＶＭ ２．０ ２．０００ ７８．１５ ８３．５２ ８２．６７

ＲＦＥ－ＳＶＭ １９．３ ０．０１２ ８５．３２ ８６．４３ ８５．６６

ＡＣＡ－ＳＶＭ ３１．７ ０．０１５ ８３．６４ ８４．７５ ８４．２４

ＲＳ－ＳＶＭ ２１．６ ０．０１２ ８６．５６ ８３．６９ ８４．８９

ＢＢＰＳＯ－ＳＶＭ １２．８ ０．０１０ ９０．２１ ８９．５４ ９０．３５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ＢＢＰＳＯ－ＳＶＭ 在敏感性、

特异性和准确率３个方面分值最高，ＣＲ－ＳＶＭ 性

能较差．其次，ＢＢＰＳＯ－ＳＶＭ 的分类效果更好．综

合表１可以看出，ＢＢＰＳＯ－ＳＶＭ 模型在提高性能

的同时并没有降低算法的效率，可以得出结论，该算

法有较好的实验效果．

６　结束语

通过仿真实验，可以看出在本模型中粒子群的

优化算法对于支持向量机分类器的优化比其他几种

目前较为常用的算法有比较理想的性能，对于肿瘤

的分类模型的建立，进而对肿瘤的变化情况进行预

测是比较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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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在互联网金融营销中的应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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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数据分析在互联网金融中的应用涉及较多，但从互联网金融营销角度研究较少．互联网金融企业可

以建立互联网金融营销大数据应用生态系统，并构建核心模块用户画像系统实现精准营销，在用户画像系统中从

人、时、地、行构建互联网金融用户画像模型公式，根据用户画像权重匹配个性化的互联网金融营销，提升营销效

率，实现精准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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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互

联网金融行业快速发展，随着大数据积累及技术发

展，客户精准画像的获取与解析已成为可能［１］．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对互联网金融企业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２］．营销模式不断创新，大数据分析在互联网金融

营销中的探索还未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从营销的

角度，对互联网金融营销中的大数据分析应用机制

进行探讨，根据关键元素对用户的权重进行分析构

建用户画像［３］，十分必要．

１　互联网金融发展

谢平等学者首提“互联网金融”概念，之后２０１４

年上海市政府公布《关于促进本市互联网金融产业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４］中明确互联网金融是基于

互联网及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社交平台、搜索

引擎等信息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结算等金融

相关服务的金融业态，是现有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

善和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业态

属性，国内学者看法较为一致，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一

种全新的金融业态，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５］．一

般认为互联网金融主要包括互联网融资、金融信

息服务、互联网支付、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财富

管理等．其中互联网融资包括Ｐ２Ｐ、小微企业贷

款和众筹融资等，互联网支付包括第三方支付、

移动支付和手机银行、互联网信用卡和互联网货

币等，网上销售的理财、保险等金融产品和彩票

都属互联网销售金融产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包括

金融资讯与金融门户等［７］．

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起步后，

发展势头迅猛，大致上可以分成３个阶段（见表１）．

表１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三个阶段

阶段 　　　时间 　　　　　阶段特征

第一阶段 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５年前后 以传统金融企业逐步互联网化为特征

第二阶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以Ｐ２Ｐ、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等发展为特征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１年至今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云计算等全面发展为等特征

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３个阶段中，第一个阶

段的表现为在部分金融行业试水互联网后，并未派

生出新的金融功能，仅体现在金融营销渠道上不同；

第二个阶段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重要拐点，而

第三阶段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技术因素的推动．据

ＣＮＮＩＣ发布的最新数据（２０１７）显示中国网民中，购

买互联网理财产品人数达１．２６亿，比２０１６年底增

加了２７２４万用户．这些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金融方



兴未艾，大有可为．

２　大数据分析功能与构成

上世纪９０年代学术界初现“大数据”概念，２００９

年前后互联网行业大数据说法日盛．麦肯锡（２０１１）

发布《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

后，学术界对大数据的概念愈加关注．我国学者卢九

评（２０１４）
［８］将大数据特征概括为４Ｖ（见表２）．

表２　大数据的特征

４Ｖ 大数据特征表现

大量化（Ｖｏｌｕｍｅ） 存储量大，增量大

多样化（Ｖａｒｉｅｔｙ） 数据来源渠道多，获取数据的格式多样

快速化（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效率高，速度快，采集及时

价值密度低（Ｖａｌｕｅ） 数据繁杂

各行各业对大数据分析应用日益广泛．谷歌判

别美国流感疫情情况是通过用户搜索留下的记录数

据，阿里巴巴的用户信用值评估，来自于分析用户在

线上平台发生的购物行为、人脉关系、信用历史等数

据信息．大数据分析在互联网金融行业已普遍应用，

对互联网金融营销也带来冲击和不可估量的价值．

图１　大数据的资产属性

一般认为，大数据有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数据三种．三者匹配的模型数据库需求不同．结构化数

据在获取大数据之前模型结构已然确定，关系模型数

据库发展得相对成熟，无论是数据存储还是数据表格

设计的理论都很完善，处理这部分大数据相对简单．

半结构化数据只有拿到数据后方能确定其模型

结构，尽管已有模型结构，但还是不确定的．通常

ＸＭＬ、ＨＴＭＬ之类的自描述性的半结构化数据，虽

然在完整数据获取基础上可以确定其结构，但是通

常存在很大的变化．其数据模型一般为树、图等，内

容和结构混杂．

非结构化数据通常没有数据模型，无法结构化

处理，比如互联网金融企业获取的各种图片、视频或

者音频，这部分大数据的字段长度往往可变，子字段

包括可重复也有可能不可重复．在互联网金融领域

中，非结构化数据类型的大数据涵盖视频、音频、文

本、图像等，比如身份证照片信息、互联网金融行为

数据信息等非结构化数据不断增加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

从功能上看，大数据分析可分为描述功能和预

测功能．描述性大数据分析重点在描述数据的一般

性特征，获取基础性数据并分门别类；预测性大数据

分析是对已有数据进一步预测，推断未来趋势．大数

据分析是在明确目标后通过对比确定算法，找到具

有价值的信息，是发现海量数据背后的具有价值性

的信息．

成功的大数据分析是将杂乱的原始数据转化为

简洁、易懂、通俗且明确定义关系，能够表达清晰，也

就是用户的所有行为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都是“可视

化”的［９］．如数据所示，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７年１月高

年龄层次用户使用第三方支付人数增加，３５岁以上

人群使用第三方支付比例提升了约８％．在经济发

展程度的影响，第三方支付覆盖人群的地理分布也

有差异，使用率由东向西有所下降，使用第三方支付

覆盖率最高的三个地方是浙江、江苏和北京。

从大数据分析技术价值角度来看，企业拥有的

大数据技术有所差异，有的依靠本企业的技术群，有

的企业则依托第三方大数据提供机构．大数据技术

拥有的差异性，使得企业在决策、生产、经营产生差

异性以及服务的个性化．有学者认为需要耗费资源

来获取数据，记录并分析数据，因此大数据具有资产

的属性．

如图１所示，大数据技术的出现推动了大数据

时代的到来，大数据逐渐成为企业的资产．

３　互联网金融营销

近年来，随着负责监管职责的“一行三会”规范

和完善，政策导向明确及行业边界逐渐清晰，在此背

景下，互联网金融企业营销功能日益突显．

３．１　互联网金融营销的概念

目前业界对互联网金融营销定义尚未明确，本

文在市场营销概念基础上，结合互联网金融市场特

点，将互联网金融营销定义为互联网金融企业（金融

企业或从事金融业务企业）创造互联网金融产品并

同互联网金融用户交换，通过各种营销方式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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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满足互联网金融用户需求，并实现企业利益的

一种营销管理过程．

互联网金融主体是进行金融产品或服务交易的

双方或三方，即买方、卖方和第三方交易中介，根据

主动程度差异，三方都有可能可认定为互联网金融

营销者，可细分为六种模式（见图２）
［９］

图２　互联网金融营销的６种模式

３．２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营销模式

互联网金融营销既要考虑金融领域和金融产品

的特殊性，同时也要有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就互联网

金融营销目前发展来看，常用的互联网金融营销模

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搜索引擎营销，即付费排名和搜索引擎优化．

付费排名见效快，可以通过品牌专区付费，或者参与

普通竞价排名；搜索引擎优化包括站内优化和站外

推广，站内优化常见的是关键词定位、代码和图片优

化、导航栏目优化等，站外推广主要是通过关键词建

设和外链投放的站外信息覆盖．

２）活动营销．为了获客后转化及老客户重投，互

联网金融营销平台经常使用的活动营销这种营销方

式．活动营销的方式多样，新用户注册返现，老会员

理财送券等．比如陆金所针对２０１８年２月份新注册

用户，每人可领１８８８新人红包；而苏宁金融以２０１７

年“双十二”为契机进行活动营销，期间新增用户

１１７万，理财订单数同比增长１０６．４％，送出零钱宝

奖励金达到８０００万元，活动营销效果显著．

３）事件营销．事件营销是为了提升企业品牌形

象，建立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策划具有新闻

价值、社会影响或产生名人影响效益的事件，并利用

网络进行广泛传播．事件营销是一把双刃剑，运作的

好能够为企业扩大正面的社会影响力，反之则得不

偿失．２０１５年５月，Ｐ２Ｐ平台赢多多利用办公地址

进行事件营销，在官方网站上宣传“唯一一家中国银

监会办公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本想让用户对其更加

信赖．然而银监会立刻公布办公楼从未允许任何单

位和个人入驻办公．声明一出舆论哗然，赢多多的事

件营销反获差评．

４）口碑营销．口碑营销是一种人际传播营销模

式，利用使用者用后好感主动向他人推荐产品．因为

是基于用户使用后良好的体验，而且传播发生在关

系本就稳定的人群中比如亲戚、朋友、同学之间，相

比广告、促销等营销手段更具说服力，可信度也更

高．对Ｐ２Ｐ网贷平台而言，越来越规范的行业发展

反而对企业的口碑要求更高，良好的用户体验后进

行的口碑营销．

５）体验营销．体验营销是以良好的服务作为手

段，通过消费者实际的感官体验和心理认同，对品牌

认可并产生情感寄托，产生用户活跃度和用户粘性．

体验营销首先要优化客户体验，比如２０１７年６月

２０日支付宝在上海虹桥机场停车场采用无现金停

车，用户驾驶车辆离开停车场时，不用降下车窗付现

或扫码付费，支付宝可以通过车牌号摄像头扫描识

别后，自动扣除停车费用，只需２秒即可快速通过，

这种“无感支付”就是支付宝的体验营销．

互联网金融营销常见模式不断创新，更重要的

是如何利用大数据优化互联网金融营销．

４　大数据在互联网金融营销中的应用

机制

４．１　互联网金融营销大数据应用的生态构成

大数据深度应用使得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营销

模式，业界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来探讨互联网金融营

销，相反，在大数据背景下，我们需要用生态的思维

来研究大数据在互联网金融营销中的应用．

图３　互联网金融营销大数据应用的生态构成

这里需要引入两个相关概念，一个是精准营销，

一个是用户画像．对于精准营销，菲利普·科特勒对

其定义是：在精准定位的基础上，建立个性化的客户

沟通服务体系从而实现低成本扩张之路［１０］．互联网

金融企业对完成用户画像的基础是其在互联网上的

所进行的浏览、加入购物车、咨询、购买等行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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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进行挖掘，在据此计算行为权重，模型计算后

从而实现精确营销．在菲利普·科特勒的相关概念

基础上，本文尝试勾勒出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大数据

分析的生态系统（见图３）．

在互联网金融营销大数据应用的生态构系统

中，大数据获取模块基本通过５种渠道获得的用户

主动访问留存下来信息（见图４）．互联网金融企业

获得的大数据后更重要的是技术处理模块，对各种

大数据的积累和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通过数据挖

掘出潜在价值．互联网金融营销大数据生态系统中

的核心模块是用户画像系统．

互联网金融企业完成用户画像后，从而实现营

销要素的精准匹配．从互联网金融营销大数据的生

态构成可见，大数据处理技术是关键步骤，画像越准

图４　互联网金融企业数据来源

确，互联网金融营销效率越高．技术处理过程中，对

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建立不同的模型

数据库，完成用户画像标签，为实现精准营销提供客

观依据（见图５）．

图５　大数据在互联网金融营销中的应用过程

对于大数据的整体解决方案，不同的互联网金

融企业根据企业性质、用户需求有不同的要求，但基

本流程上是一致的：数据获取、数据处理分析以及结

果展现．

４．２　用户画像在互联网金融营销中的运用

传统企业营销中常用的用户画像以线下为主，

一般通过会员管理表格，发放调查问卷，或者是购物

车（蓝）分析等来获得用户价值，获取信息效率低且

利用率不高．而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大数据分析处

理的用户画像的价值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看：假如

一个客户没有信贷，也没有账户活动，从传统的视角

来看属于一个低价值客户．但是，如果从大数据角

度，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其进行用户画像后，了解到这

个客户更多标签：这个用户成长很快，运行良好，注

重产品研发等，这些所描述呈现的用户就属于一个

高价值客户．

互联网金融企业精准营销的效率取决于用户

画像的准确性与否．在互联网金融营销中占有关

键地位的用户画像，并不是对用户信息的描述或

者关键词及标签的堆积，应是大数据应用的关键

功能模块，可帮助互联网金融企业识别用户、分

析用户的高效手段．成功的客户画像能够真实的

抽象出一个用户真实的信息全貌，并具有更深层

次价值．

互联网金融企业越来越重视用户画像在营

销中的运用，建立客户画像系统，并让用户画像

系统处于企业大数据应用生态的核心位置．用户

画像可以理解成将数据形象化的过程，产生结果

之一是画像的标签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用户画像

统一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可以筛选用户，通过

不断优化的分析方法对用户数据进行处理，最终

形成用户全景视图，从而制定个性化和差异化的

营销方案．

建立用户画像系统时要注意两点：一是用户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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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过程是一个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过程，前期

采用定量化调研，之后定性化画像直至完成匹配（见

图６）．

图６　用户画像定量与定性结合的

二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建立用户画像系统时，

要充分考虑到用户产生的不同行为类型，不同类型

的行为产生的营销效用不同，在实际的互联网金融

营销中，要考虑对用户推荐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优先

度，权重的引入很有必要．

５　动态用户画像分析模型构建

用户权重体现的是用户的特征、类型及对互联

网金融企业的重要程度，也决定了互联网金融企业

对用户的关注程度，以及匹配相应的营销策略．用户

权重表现为一个指数，也可以理解为在互联网金融

企业平台活动的概率．用户访问互联网金融企业平

台时，就产生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模型包括几个关键

元素：人、时、地、行．

“人”是指互联网金融平台用户，通过一些用户

标识方式可以判断其效果，比如Ｃｏｏｋｉｅ可以判断用

户是否未注册或者匿名，具有一定的有效期；通过第

三方登陆ＩＤ，标识的准确性比较高，手机号和身份

证的用户登陆标识不易获取，但最精准且平台粘度

高．“时”，则包括时间戳（访问起始）和停留时间长

度．“地”是指用户的浏览的链接和访问内容，ＰＣ、移

动端或ＡＰＰ．用户可以浏览具体页面内容，比如浏

览众筹产品、理财产品或者股票投资．“行”是具体发

生的动作，比如搜索、浏览、看评论、咨询客服、加入

购物车、下单付款、用后评价等，不同行为类型有不

同的权重．

因此，用户画像的数据模型公式为

Ｐｗ＝ｒ×Ｂｗ×Ｗｗ

Ｐｗ为互联网金融用户权重，在互联网金融营销

中用户画像模型公式中，ｒ代表衰减因子，Ｂｗ代表

行为权重，Ｗｗ代表网址权重．其中，衰减因子和

时间成反比，时间越长权重越低，在互联网金融

行业尤其注重时效性，本文从互联网金融企业营

销角度定义（见表３）．

表３　衰减因子

时间 衰减因子ｒ

今日 １

昨日 ０．９

前日 ０．８

两日之前 ０．５

Ｂｗ行为权重代表不同的行为对用户权重产生

不同影响，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来说购买行为的权

重设置最高，浏览行为则相对较低，本文从互联网金

融企业营销角度定义（见表４）．

表４　行为权重

行为 权重

发生购买行为 １

加入购物车 ０．８

咨询客服 ０．８

浏览、看评论 ０．５

搜索产品 ０．３

Ｗｗ代表网址权重，不同域名的网址对用户权重

有一定影响，比如通过淘宝充值手机话费和在中国

移动官网上为手机充值权重不同，因为对中国移动

而言登陆官网充值话费说明是核心用户，权重大．针

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平台网址来说，设置权重较为简

单，本文从互联网金融企业营销角度定义为（见表

５）．

表５　网址权重

网址 权重

首页 ０．８

内页 １

以下是一个互联网金融动态用户画像及其权重

的例子．

用户的完整行为描述：一个Ｐ２Ｐ平台注册用户

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５日１４时４６分浏览网站内页并购

买了为期３个月的理财产品．

即：ｒ＝０．９，Ｂｗ＝１，Ｗｗ＝１

Ｐｗ＝ｒ×Ｂｗ×Ｗｗ＝０．９×１×１＝０．９

最终这位互联网金融平台用户动态画像权重为

０．９．当互联网金融平台获取到这位用户的用户画像

权重后，Ｐ２Ｐ平台就可进行匹配的互联网金融营销，

在产品推荐上、广告中给予对应的推荐，所有的营销

手段都可基于个性化基础来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模型权重值仅为参考，还需

根据不同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业务需求二次建模．构

建互联网金融动态用户画像模型，更多是启发互联

网金融营销人员从互联网金融营销大数据应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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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构建用户画像模型，进而逐步细化模型［１１］．

互联网金融营销大数据应用生态的提出仅仅是提出

一个系统性、框架性的思维指导，具体算法不在研究

范围［１２］．另外，用户画像使用时还须辅以其他的方

法，如协同过滤推荐算法［１３］．

６　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大数据分析在互联网金融营销中的应用也存在

的一些问题．

首先，大数据分析技术来源于互联网行业，也成

功地在互联网行业应用，在其他行业特别是互联网

金融行业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几年互

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势头迅猛，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

源，对大数据分析技术呼声渐高，如何有效地利用这

些数据，科学地应用在互联网金融营销上，开创新的

模式，这些都是互联网金融营销要直面的问题．

其次，大数据分析在互联网金融营销中的作用

日益凸显，但是大数据分析能否在互联网金融企业

普遍应用，还取决于该项技术能否易于推广使用．互

联网金融营销从业人员掌握大数据分析技术者有

限，大数据分析在应用上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使用的门槛，提高互联网金融营销领域的应用效率．

再次，在互联网金融营销大数据应用的生态系

统中，用户画像模块居于核心模块地位．客户画像模

块的客户画像系统需要不断完善，根据互联网金融

用户的复杂行为优化数据模型完善指标体系，进行

更深层次的分析，制定个性化的营销策略及方案，实

施过后的营销数据反馈给数据模型，不断的优化和

完善数据模型，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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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撤县（市）设区背景下的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的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

王　韬

（山东建筑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济南　２５０１０１）

　　摘　要：在城市道路交通建设层面如何通过有效衔接是任何一个城市交通设计都需要解答的课题．按传统的

大增量式建设的方法进行城市交通的管控显然不具备方法上的合理性和不适应撤县（市）设区的社会背景．以济南

为例，解读了撤县设区（市）背景下的城市道路的现状和有效衔接的困境．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济南市道路建设和

有效衔接的问题，提出对济南市城市道路有效衔接进行整体优化的管控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撤县设区 （市）；城市道路有效衔接；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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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５ ０７

作者简介：王韬（１９９１ ），男，山东德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乡规划．

１　引言

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高速公路以及国道、省道

等干线公路，在承担对外交通联系和疏散过境交通

职能外，更多地承担着城市内部交通的职能，而部分

过境交通流与城市内部交通流相互干扰，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公路网络的通行质量和城市道路交通的

运行速率．与此同时，城市（直辖市、地级市）通过将

其所辖的县（县级市）调整为该市辖区等行政手段，

权力手段作用下物质空间不断进行组合与重构，与

此同时物质空间的组合和重构与城市道路衔接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

２　撤县（市）设区背景下的城市道路有

效衔接

加强城市道路有效衔接，是实现城市内外交

通顺畅衔接的迫切需要，是提升区域路网整体运

行效率的有效途径，也是优化运输结构、实现绿

色发展的客观要求，对解决现阶段我国城市，特

别是超大、特大城市“进城难、出城难”问题，促进

都市圈、城市群的形成，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出行

具有重要意义［１］．

２．１　撤县（市）设区的背景

撤县（市）设区通常是指市级行政单位将其下属

的县级行政单位改设为区级的行政单位．实质上，撤

县设区是市（直辖市、地级市）通过行政手段将其所

辖的县（县级市）调整为该市辖区．

撤县（市）设区一般会引发行政区划的调整，而

行政区划调整实质上意味着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权力

变化的过程，同时也可以表述撤县（市）设区调整的

实质是政区行政范围和政府权力的组合调整，城市

行政范围的调整通过边界的变动实现，而县（市）级

政府与市一级政府之间权力的博弈最终也会体现在

边界的调整中［２］．

１）撤县（市）设区的背景下的城市行政范围

调整．２０１４年国务院批复了２８例撤县（市）设

区的 申 请，２０１５ 年 国 务 院 批 复 了 １７ 例 撤 县

（市）设区的申请．２０１６年伴随多次区划调整，

北京、天津、上海通过撤县（市）设区的行政手段

进入“无县时代”，实现全域城区化管理．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计划批复撤县（市）设区的名单中，仅

山东省就已达２１个县市区之多．目前，长三角

核心区域的上海、南京、镇江、无锡、常州、苏州

等六大城市以及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武汉等

城市都已无“县”的建制．

２）济南市撤县（市）设区的背景下的城市行政范



围调整．目前，截至２０１６年统计山东省已批复撤

县（市）设区的地区包括：２００１年撤销长清县设

立长清区；２０１２年撤销老黄岛区、胶南市，设立

新黄岛区；２０１３年撤销兖州市设立兖州区；２０１４

年撤销文登市设立文登区，撤销沾化县设立沾化

区，撤销陵县设立陵城区；２０１６年，撤销定陶县

设立定陶区，撤销垦利县设立垦利区，撤销章丘

市设立章丘区．

其中济南市在撤县（市）设区的背景下，城市行

政范围通过２００１年撤销长清县设立长清区和２０１６

年撤销章丘市设立的章丘区进行调整，而２０１６年撤

销章丘市设立的章丘区成为撤县（市）设区的背景下

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研究的重点．

２．２　撤县（市）设区背景下的道路建设现状

本节通过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２０１６年城乡建设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中有

关数据，分析现阶段城乡道路建设现状以及发展趋

势．

图１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１）城市道路建设现状．根据公报，２０１６年完成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１７４６０亿元，占同

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２．８８％．其中道路桥

梁、轨道交通投资分别占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

产投资的４３．３％和２３．４％．

截至２０１６年，中国有３０个城市建成轨道交通，

线路长度３５８６ｋｍ，增长１６．８％．全国３９个城市在

建轨道交通，线路长度 ４８７０ｋｍ．城市道路长度

３８．２万ｋｍ，人均城市道路面积１５．８ｍ２，比上年增

加０．２ｍ２
［３］．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城市轨道交通

年份

建成轨道

交通的

城市数（个）

建成轨

道交通

长度（ｋｍ）

未建成

轨道交通的

城市数（个）

未建成

轨道交通

长度（ｋｍ）

２０１１ １２ １６７２ ２８ １８９１

２０１２ １６ ２００６ ２９ ２０６０

２０１３ １６ ２２１３ ３５ ２７６０

２０１４ ２２ ２７１５ ３６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５ ２４ ３０６９ ３８ ３９９４

２０１６ ３０ ３５０６ ３９ ４０７０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城市轨道交通

通过分析数据不难发现：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

定资产投资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及

３％，其中道路桥梁和轨道交通的建设占比高达近

７０％，说明现阶段城市市政投资额在虽不多的前提

下，已经大比例用于城市道路的建设；全国有３０个

城市建成轨道交通，３９个城市在建轨道交通，轨道

交通的建设正在逐步成为城市市政建设的主要方

向，而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却仅比上年增加０．２ｍ２．

因此，大增量式的集中修路模式很难再被复制，而城

市道路的有效衔接却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之一．

２）县城道路建设现状．根据公报，２０１６年完成

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３３９４．５亿元．其中

道路桥梁占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的

５３．２％．

２０１６年年末，县城道路长度１３．２万ｋｍ，道路

面积２５．３亿 ｍ２．其中人均城市道路面积１６．４１

ｍ２，比上年增加０．４３ｍ２
［３］．

通过分析数据不难发现：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固

定资产投资中道路桥梁占５０％以上，说明现阶段县

城也同样已经大比例用于城市道路的建设；县城道

路长度１３．２万ｋｍ，比上年减少１．４％．在县城层面

大增量式的集中修路模式同样很难再被复制，因此

县城道路的有效衔接是解决县城道路交通的有效途

径之一．

３）村镇道路建设现状．根据公报，２０１６年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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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建制镇建成区人均道路面积１２．８４ｍ２，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２．４６ｍ２；乡建成区人均道路面积１３．５６ｍ２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１．１１ｍ２；镇乡级特殊区域建成

区人均道路面积１５．４２ｍ２，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３．９５

ｍ２
［３］．

２．３　撤县（市）设区背景下的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的

问题

城市交通就是一种独具特色、并同样由多种类

型交通组合而成的交通系统［４］．因此在城市的规划

与建设方面，道路的有效衔接显得尤为重要．

１）通行能力的衔接问题．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

划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０－９５）大、中城市道路网规划

指标，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机动车设计速

度分别为８０ｋｍ／ｈ、６０ｋｍ／ｈ、４０ｋｍ／ｈ和３０ｋｍ／ｈ．

同时根据镇规划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８－２００７）镇区道路

规划，主干路、干路和支路对应计算行车速度分别为

４０ｋｍ／ｈ、３０ｋｍ／ｈ和２０ｋｍ／ｈ．撤县（市）设区背景

下，通常城市快速路成为被撤县（市）的主干路，甚至

是干路．所以设区后成为城市道路的原县城关镇及

相关镇区，在城市道路设计车速上会出现衔接不合

理的状况，与此同时大增量式的道路建设也不可再

被复制，因此通行能力的有效衔接是解决城市道路

交通有效衔接的首要环节．

２）路网等级的衔接问题．根据镇规划标准（ＧＢ

５０１８８－２００７）镇区道路规划道路级别为主干路、干

路、支路和巷路，与此同时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

范（ＧＢ５０２２０－９５）大、中城市道路网规划道路级别

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所以设区后原镇

区道路需要提高相应的道路等级以适应城市发展需

要．但是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２２０－９５）大、中城市道路网规划道路宽度快速路

４０～４５ｍ、主干路４５～５５ｍ、次干路４０～５０ｍ、支路

１５～３０ｍ，镇规划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８－２００７）镇区道路

规划道路宽度主干路３２～３６ｍ、干路１６～２４ｍ、支

路６～１３ｍ、巷路３．５ｍ．与此同时上面也强调过大

增量式的道路建设也不可再被复制，因此路网等级

的衔接是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的主要方面．

３）道路负荷度的衔接问题．城市各级各类道路

的技术标准是为了满足和适应各种交通的不同要求

而制定的．道路的负荷程度由实际交通量与设计交

通量两个向量组成，二者的比值即道路负荷度．一方

面各级各类道路所承担的交通功能不同，所以在设

计交通量方面会因道路等级的不同而不同；另一方

面由于道路等级的不同，道路实际的交通量也会呈

现正向的相关关系．

撤县（市）设区背景下，原县城关镇及其他镇区

道路会相应提高道路等级，更好的适应城市交通的

要求与发展．原镇区的主干路提升为主干路甚至快

速路、干路提升为主干路等一系列调整，同时伴随城

乡一体化大背景的影响实际交通量相应提升一定程

度，而大增量式的道路建设不可再被复制，所以城市

道路负荷度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调整甚至超负荷．因

此道路负荷度的衔接是城市道路有效衔接需要解决

的重点．

４）路网连接度的衔接问题．为了提高城市道路

交通系统的效率，一般以道路交通系统规划为抓手，

规范规划道路网内部与外部的秩序，将不同车辆性

质、出行目的、出行质量要求以及通行规律的交通流

在秩序的管理下不产生矛盾，实现城市不同等级道

路上的交通流有序集散与发展，各种交通方式与出

行目的间的转换能够有序开展，同时注意交通与城

市用地布局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发展的合

理关系．理论上，城市快速路应通过立交与城市交通

性主干路衔接，再由交通性主干路连接到生活性主

干路和次干路，再与支路相联系［４］．城市中重要的生

活性主干路可以连接快速路，城市次干路可以与常

速公路连接．撤县（市）设区背景下，原镇区的交通性

主干路或生活性主干路会相应提升道路的路网等

级，承担更多城市道路的职能．与此同时连接原镇区

道路的连接型道路会因设计交通量、设计车速以及

种种因素，出现不能继续连接提升道路等级和承担

更多城市交通职能后道路的状况．因此，路网连接度

的衔接问题是城市道路有效衔接值得重视的环节．

５）对外交通地位与社会环境影响的衔接问题．

初期形成的城市是小城镇，规模较小，也是后来发展

的城市的“旧城”部分．由于城市受封建规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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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城市道路及与公路的衔接关系

不同等级城市的“旧城”的规模不同，但大多呈现为

单中心集中式布局，虽有主次之分但明显宽度较窄、

密度偏高，较适用于步行和非机动化交通．伴随城市

发展，很多大型城市的用地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口规

模进一步提高，城市外围或边缘地区开始成为城市

副中心或城市发展组团，城市中心区在原基础上不

断发展、重构、调整，形成新的城市中心区；与此同时

城市道路由原来单一型放射状或环状调整为多种组

合的混合型路网．快速路、城市主干道等城市交通性

干路网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城市交通性干路网成为

疏散中心区交通流的主要途径，并与高速公路或者

国道、省道想联系．因此对外交通地位与社会影响的

衔接是城市道路有效衔接不可忽视的环节．

２．４　撤县（市）设区背景下的公路与城市的关系

我国大数量小城镇依托公路沿其发展，甚至某

些城镇直接依托公路直接形成，公路在职能上作为

城镇内部道路为主要职能．因此公路形成的城市快

速路（穿越性交通性干道）与城镇内部主要道路交通

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干扰，经常出现道路通行

速度减慢、道路拥挤和主要交通干道阻塞的现象，城

镇内部道路交通也受到公路过境穿越性交通的影响

而很难达到道路设计水平．而在撤县（市）设区背景

下公路与城市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１）公路线路从城市组团中穿行．高速公路或国

道、省道等公路线路与城市道路互相不干扰，彼此之

间二者形成各自的道路交通系统．公路线路在城市

组团之间通行，城市道路不与之直接相连接或者公

路贯穿城市内部，在城市的入口处设置与公路线路

相连接的入口．

２）公路线路连接城市环路．在大城市外围设置

环路，疏导城市交通流，贯穿城市的过境交通流通过

城市外围环路进行疏散，而不穿越城市中心区形成

过境交通．

３）公路线路连接城市交通干道．城市规模较大

的城市入境交通较为频繁，因此长途汽车站一般设

置在城市边缘地区甚至外围地区，但更多其它车辆

入境需求更为强烈，希望可以进入大城市市区；但是

由于城市规模可能更大，长途汽车站设置于城市边

缘地区甚至外围地区容易造成旅客不方便．因此，将

城市部分交通道路与公路线路相连接，入境交通通

过相交的道路系统引进城市市区中去．但是为了避

免入境交通对城市中心地区形成交通干扰，宜将与

公路线相连接的城市道路和城市中心区或者交通密

集地区相切处理，不应贯穿城市中心区．

４）公路线路远离城镇绕行．一般公路线路等级

的高低与通过小城镇车流中入境交通流的比重成反

比，即公路线路的等级越高，流经小城镇的交通流中

入境交通流的比重越低．因此，公路线路远离镇中心

区，小城镇采用设置连接道路将公路线路引入小城

镇中．

５）公路线路从城镇边缘切过．避免贯穿城市中

心区的过境交通流穿越城市中心区，将过境交通从

城市边缘地区或者外围地区穿过，长途汽车站设置

在城市边缘地区，致使过境交通流不能入境城市，中

止于城市边缘地区．

３　济南市在撤县（市）设区背景下的城

市道路有效衔接

３．１　衔接线

在中国，关于衔接线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沈

德熙将衔接线称为联络线，但对其未进行详细的定

义．沈德熙认为“每条高速公路均含有一条联络线，

一个接口；中小城市一般为一条联络线、一个接口”，

并认为“城市道路与高速公路的联络线应保持快速、

便捷和通畅，并纳入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综合规划．

大城市、特大城市宜采用快速干道、汽车专用道、交

通性干道等形式．联络线要保证其便捷的功能，须严

格控制两侧用地，避免街道化．同时，联络线应避免

成为城市主干道，避免将出入境交通直接引入城市

中心区而干扰城市交通”［５］．

３．２　济南市撤县（市）设区背景下的城市道路有效

衔接现状

济南市章丘区是济南市最近撤县设区的地区，

现在自济南市区至章丘区的道路仅有Ｓ１０２、世纪大

道和经十路三条城市道路，世纪大道和经十路基本

承担着济南市快速路的职能．章丘区对上述三条道

路基本采用交通性主干路直接相连，后接至生活性

主干路或干路的布局模式．

３．３　济南市撤县（市）设区背景下的城市道路有效

衔接问题

章丘区处于撤县设区背景下新设区的地区，道

路交通可能在某种程度不能完全反映出城市道路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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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章丘县中心城区用地布局规划图

接的全部问题，或者说主要问题，所以在研究济南市

撤县（市）设区背景下的城市道路有效衔接问题方

面，设定研究对象为济南绕城高速附近或者济南绕

城高速衔接线附近．首先该地区处于济南市东部后

开发地区，地区穿过Ｓ１０２、世纪大道和经十路，与章

丘区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其次该地区位于高速公路、

省道、城市道路等多种类型道路汇集处，对研究有效

衔接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最后通过研究该地区的道

路交通的有效衔接，对章丘区的未来城市发展过程

中城市道路有效衔接具有前瞻性．

１）衔接线立交化．统计济广高速至旅游路自北

向南六条道路与济南绕城高速衔接线为四处立交，

分别为济南小许家枢纽立交、济南郭店立交、刑村立

交和港沟枢纽立交．

衔接线过于立交化首先不利于土地的集约使

用；其次上文强调过大增量式的道路建设模式不

可再被复制，因此很难继续采用“高投资、大面

积”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衔接线的布置；最后值得

强调的一点，立交化并不是城市发展的瓶颈，但

过分追求城市衔接线的立交化，在一定程度上会

加剧城市道路交通的节点拥堵化，不利于城市道

路的有效衔接．

２）互通式立交间距偏小．

表２　 我国关于互通式立交间距的规定

地区 平均间距 最大间距 最小间距

大城市及重要工业区附近 ５～１０ ３０ ４

一般地区 １５～２５ － －

图６　 济南市小许家枢纽立交

图７　 济南市港沟枢纽立交

与济南绕城高速相交的道路大致包括济广高

速、Ｓ１０２、飞跃大道、世纪大道、经十路与旅游路，其

中Ｓ１０２、飞跃大道、世纪大道以及经十路与济南绕

城高速形成的衔接点的间距基本不满足要求，同时

存在偏小的问题．衔接线数量选择过多会造成土地、

人力资源及资金的浪费，选择过少可能使得城市交

通与高速交通不协调，进而影响区域交通．在实际应

用中，衔接线数量可以通过高速公路在城市设置的

服务性互通立交的数量来确定，而互通式立交数量

与其间距相关．对于互通式立交的间距，不同国家都

有适合自己国家的规定［６］．衔接线附近土地开发住

宅化统计济广高速至旅游路自北向南六条道路与济

南绕城高速衔接线附近用地性质基本为居住、商业、

文化娱乐用地等商业用地，其中以居住用地为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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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居住区人口增加，衔接线附近交通量与居住区人

口呈正相关增加，加剧瓶颈路段拥堵．

４　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的模型建立

４．１　城市道路交通量纵向变化特性

衔接线上的交通量大小与距市区距离的远近有

很大的关系，衔接线距离市区越近，交通量越大；衔

接线距离市区越远，交通量越小［７］．郑祖武提出以下

交通量纵向分布的数学公式［８］

Ｎｘ＝ Ｎ０·ｅ
－ｘ（α＋βｘ） （１）

式中ｘ—衔接线与近城端的距离；

Ｎ０—衔接线近城端处的交通量；

Ｎｘ—衔接线距离近城端ｘ公里处的交通量；

α，β—交通量纵向分布参数．

因此，济南市撤县（市）设区背景下城市道路有

效衔接模型的建立需要考虑衔接点交通量的不均衡

性和交通量纵向变化的特性．特别要注意的是，新设

区地区在进行衔接点布局时要考虑交通量纵向变化

的不均衡性．

４．２　城市道路有效衔接布局方法研究

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城市出入口通道数较少，可

以分别计算各出入口的交通集散能力，寻求集散能

力大的出入口来进行衔接线布局，常采用优势指数

法；而对于大城市而言，高速公路在城区开口数量一

般在３个以上，城市出入口通道数较多，因此采用模

糊聚类分析方法，而模糊聚类分析方法中采用系统

聚类方法．

系统聚类方法中每个样本是按不同的隶属度属

于各类，同时也应该考虑它与每一类的聚类中心的

距离．运用系统聚类方法分析大城市城市道路有效

衔接具有良好优势，赋值于衔接线不同属性，可以反

映出衔接线的综合属性，以便得出衔接线的最优选

择．

４．３　城市道路有效衔接数学模型

１）城市道路有效衔接指标体系的建立．城市道

路有效衔接确定评价指标为：通行能力、路网等级、

饱和度．

（１）通行能力指数．在一定的道路和交通条件

下，道路上某一路段或某交叉口单位时间内通过某

一断面的最大车辆数．

Ｃ＝∑
狀

犻＝１

犖犻 （２）

Ｎｉ———道路系统中路段ｉ的通行能力

Ｎ———道路系统中的路段总数

（２）路网等级指数．

犓＝∑
狀

犻＝１

犓犻犾犻／∑
狀

犻＝１

犾犻 （３）

犓犻—道路系统中路段ｉ的等级，快速路、主干路

和次干路取值分别为３、２、１；

犔犻———道路系统中路段ｉ的长度

（３）饱和度．

Ｎ＝ ＝∑
狀

犻＝１

犞犻／∑
狀

犻＝１

犆犻 （４）

犞犻———道路系统中路段ｉ的实际交通量

２）城市道路有效衔接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设

需要进行分析的样本为ｎ个，每个样本的特征向量

为

Ａｉ＝（Ａｉ１，Ａｉ２，Ａｉ３） （５）

式中，Ａｉ１，Ａｉ２，Ａｉ３分别对应于样本ｉ的通行能

力、路网等级和饱和度三个指标．因此得到原始数据

矩阵Ａ＝ ［Ａｉｊ］，即

犪１１ 犪１２ … 犪１狀

犪２１ 犪２２ … 犪２狀

犪３１ 犪３２ … 犪３狀

… … …

犪犿１ 犪犿２ … 犪狀犿

（６）

运用极差标准化公式（７）、（８）进行数据标准化．

Ａ′ｉｊ＝（Ａｉｊ－ＭｉｎＡｉｊ）／（ＭａｘＡｉｊ－ＭｉｎＡｉｊ） （７）

Ａ′ｉｊ＝（ＭａｘＡｉｊ－Ａｉｊ）／（ＭａＡｉｊ－ＭｉｎＡｉｊ） （８）

经公式（７）、（８）计算后，可得到矩阵Ａ＇＝［Ａ＇ｉｊ］．

３）城市道路有效衔接指标建立相似关系矩阵

把标准化的矩阵Ａ′＝［Ａ′ｉｊ］的每一行看作各对

象在指标集合上的模糊集合．

Ａ′ｉ＝（Ａ′ｉ１，Ａ′ｉ２，Ａ′ｉ３） （９）

Ａ′ｉｊ的意义表示指标ｊ隶属于集合 Ａ′ｉ的隶属

度．于是，各Ａ′ｉ就间接描述了各个样本 Ａ′ｉ的基本

特征，从而可以用相似系数ｒｉｊ表示Ａ′ｉ与Ａ′ｉ的相似

程度［５］．

４）城市道路有效衔接指标模糊聚类．对于任意

的λ∈［０，１］，记Ｒλ＝（λｒｉｊ），其中λ＝１，当狉犻犼λ或

０，当狉犻犼!λ，这里矩阵Ｒλ为模糊矩阵Ｒ＝（ｒｉｊ）的截矩

阵．模糊矩阵的λ截矩阵的元素只能是０或１，因此

模糊矩阵的截矩阵Ｒλ必定是λ水平之下的布尔矩

阵．对于给定的λ值，对Ｒλ进行模糊聚类
［５］．

５）城市道路有效衔接模型的建立．基于章丘区

城市发展方式、城市道路建设、空间布局等条件，在

这里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的模型采用长安大学李雪

如《大城市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衔接线问题研究》

论文中采用的城市道路与公路衔接线的模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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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沿跨城公路线两侧成枝状进行交通流以及交通

量的分布，通过各枝状各层集散路网，有效分布超额

交通量，城市道路进行有效衔接．

图８　城市道路与公路衔接线模型

５　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的战略及措施

５．１　完善进出城道路网络布局

根据城市人口与用地条件、地理区位、空间聚落

形式和产业布局，综合考虑城市道路路网结构、城市

内外交通形式、交通运输以及建设条件等，统筹干线

公路与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合理布局进出城道路网

络．结合城市交通发展趋势和需求，围绕促进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和干线公路布局有机衔接，提出城市发

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目标，明确建设重点和建设时序．

因此，撤县（市）设区背景下，完善新设区地区道

路网建设，促进快速路与城市进出城道路的有效衔

接，在现有路网的基础上，完善城市道路与跨城道路

之间的衔接关系．

５．２　尽快缓解瓶颈路段拥堵

根据路网布局、地理区位、空间聚落形式等，积

极采取改扩建既有路段、建设快速联络线、新建平行

或绕行路段等方式解决拥堵问题，并合理选择地面、

高架、地下及其组合等线路形式．

新设区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塑造和改

善城市环境进行社会活动过程中，道路有效衔接成

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而瓶颈路段拥堵问题是其

需要解决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城乡一体化促使道路

交通量指数增加以至于超过道路设计交通量，造成

衔接点瓶颈路段拥堵；另一方面，衔接线附近居住用

地大幅配置，居民数量激增，人均小汽车数量也伴随

居住区的建设成正相关增长，由于刚性通勤的需求

交通量在同一时间和路段急剧增加，形成瓶颈路段

拥堵．因此，瓶颈路段需要在道路的改建和土地合理

配置两个方面进行缓解．

５．３　加快升级改造重要拥堵节点

针对节点“锁喉”造成的进出城交通拥堵，要抓

紧采取有力措施升级改造，扩大通行能力．现有街区

路段节点已经出现拥堵特征的，在设区背景下会加

剧拥堵程度，所以加快升级改造已产生拥堵的重要

节点是有效衔接的内在要求．对于因交叉口设计不

合理、与干线公路衔接的城市道路通行能力不匹配、

上跨桥梁空间受限等原因造成的节点性拥堵，要通

过改善交叉口设计、拓宽城市道路、优化改造立交桥

等局部改扩建方式进行疏解；对于出入城设计交通

量与现实交通量不匹配的或者现实交通量远远超过

设计交通量的，可以选择新建道路分担超额交通量．

因此，在现有基础上缓解重要拥堵节点，只有在限定

条件下可以选择新建道路进行重要拥堵节点的缓

解．

５．４　调整客货运枢纽布局

客流与货流之间的矛盾是影响撤县（市）设区背

景下城市道路有效衔接不可回避的主导因素．客流

枢纽与货流枢纽之间的相对位置会对二者之间流线

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新设区的县城关镇地区，由于

该地区是县域范围内客运流通中心、货运物流中心、

跨县域范围交通中心以及各镇区信息、交通、运输的

中心，所以调整客货运枢纽布局是道路有效衔接的

直接方法以及发展趋势．对于布置在干线公路出入

口附近并造成进出城交通拥堵的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或商贸市场，要根据城市产业布局、交通条件和物

流配送要求，统筹规划、有序外迁．对于布置在干线

公路出入口附近、易产生大规模客流集散和交通拥

堵的客运枢纽，要推进开放式、立体化改造，并增加

停车设施供给、加强公共交通衔接，优化枢纽周边路

网和交通组织．

６　结语

在撤县（市）设区背景下，区划重组在引致城市

空间急剧变革，重塑新城市空间结构的同时城市道

路也进行着相似的重塑．基于撤县（市）设区背景，区

划的调整极大提升了城市发展的竞争力，而城市道

路的有效衔接是提升城市发展竞争力的基础．城市

道路有效衔接除本文所提及的通行能力、道路等级

和饱和度等衔接外，城市道路等级、城市在对外交通

中的地位以及路网连接度等方面同样也是有效衔接

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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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有效衔接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以及提升竞争

力不可忽视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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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集成制造中关键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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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代集成制造系统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发展的新阶段，它将现代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管理技术与

系统工程思想相结合，引领当代先进制造技术．以ＰＣＢ制造行业为例，对现代集成制造系统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

究，为现代集成制造系统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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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印刷电路板（ＰＣＢ）的高速发展使得它会出现在

工作、生活中的每一个电子设备中．除了要满足电子

元器件之间的相互连接的功能以外，ＰＣＢ正朝着高

精度、高密度、高稳定性、高传输速率、低成本、小尺

寸、轻、薄的方向发展．ＰＣＢ的生产很早就从计算机

集成制造过度到现代集成制造，使得制造过程从信

息集成成长为过程集成，从而对生产过程整体优

化［１，２］．

２　ＰＣＢ制造行业的发展状况

ＰＣＢ的应用范围已经覆盖到了几乎所有的电子

领域，其技术发展趋势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

尺寸变小，质量变轻，二是频率变高，速度变快．同时

多层化的发展方向结合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迅速发

展，使得ＰＣＢ朝着高精度、高层化的方向发展
［３，４］．目

前较为先进ＰＣＢ制造技术主要分为以下３种．

１）任意层 ＨＤＩ．ＨＤＩ全称为高密度互联线路

板，在普通多层板芯叠加的基础上，精确设置通孔数

量，节省了布线面积的同时提高了电子元器件密度．

能够在面积有限的主板上集成更多的元器件，这一

优点使得 ＨＤＩ成为智能手机主板的首选．

２）类板载．类板载（ＳＬＰ）是ＰＣＢ技术发展的高

端阶段，本质上仍然属于硬板，接近半导体封装ＩＣ

板制程，线宽和线距目前已经减小到３０／３０μｍ．以

苹果为代表的企业在其很多的产品中大量使用了

ＳＩＰ封装技术，类板载比 ＨＤＩ更适合于作为ＳＩＰ的

封装载体．

３）ＦＰＣ．ＦＰＣ是一种可饶性较强的印刷电路板，

也成为“软板”．ＦＰＣ以柔性材料为基材，厚度薄，可

弯曲是其主要特点．苹果、华为、小米和中兴等企业

的智能手机中ＦＰＣ的占有量在不断提升．

３　ＰＣＢ的现代集成制造系统工作流

程分析

优秀的现代集成制造系统不仅能够得到合格的

印刷电路板，还可以缩短生产周期、降低设计制造成

本，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工作［５，６］．

３．１　产品需求分析

在考虑任何其它事情之前，必须准确而详细地



了解产品本身及其要求．生产制造能力必须满足产

品要求，同时要保证生产效率和品质．虽然完整的设

计方案应该基于制造标准对某些内容进行检查，但

制造工程流程甚至生产流程中仍会有风险．如果等

到那时才发现问题，那可能为时已晚．制造产品建模

就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不可控变数，会直接影响

到制造流程．

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校正和设计改版或针对问题

实施相应应对措施的成本巨大，比ＰＣＢ布局设计人

员在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进行矫正的成本高出数倍

之多．除直接成本影响外，新产品导入（ＮＰＩ）延误问

题可能会导致新产品不能及时投入市场，继而造成

丧失未来商机的重大损失［５，７，８］．

３．２　按需生产

通常，在将新产品导入制造流程时，首先要

为特定的制造流程准备数据．不过，站在生产流

程的角度，必须事先准备并运用多种生产配置，

确保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在生产计划中，必须

确定各产品的生产时间、生产速度和生产数量，

同时选用合适的生产流程，满足交货要求．无论

是工厂仓库还是日益紧缩的分销链，眼下都面临

着产品种类逐渐增多而成品存货限制愈加严格

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缩减批量大小，

同时将混合生产规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再

者，表面贴装技术（ＳＭＴ）工艺操作本来就很复

杂，要满足这些需求更是难上加难．

企业资源规划（ＥＲＰ）、制造执行系统（ＭＥＳ）或

普通车间优化软件并不能提供卓有成效的支持，无

法帮助找出高效的方式来执行混合生产流程．这样

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在运营期间无法灵活地兼顾混合

程度和生产效率．因此，在生产计划中，必须能够快

速分析车间状态，考虑不断变化的交货需求，了解如

何优化ＳＭＴ制程，包括物料配置、产品打包以及实

际设备和生产线优化［５，９，１０］．

３．３　生产准备

ＳＭＴ工程师通过导入通常来自ＥＲＰ的产品数

据和ＢＯＭ，然后生成可用的设备程序、测试数据和

作业指导书．这通常是电子制造服务（ＥＭＳ）企业在

确定生产成本或根据产品性质（如汽车关键安全部

件）考察实际生产状况时所需执行的第一步．

要想完成所有复杂的制程准备任务，可能会非

常困难：首先要验证产品数据，然后合并 ＢＯＭ 数

据．这可能会导致出现数据差异，不事先解决就无法

启动其它流程．这时，还需了解所用的全部新物料，

确定物料内容、供料方式、大小和形状等．另外，

ＳＭＴ组装工作必须在选定生产线上的不同机器上

分步完成．而且，设备可能采用不同软件平台或由不

同供应商提供．因此，必须设定ＳＭＴ相关制程，如

丝网印刷机和回流炉．而且，还必须针对各个测试流

程和检验流程（手动和／或自动）完成相似操作．最

后，还要制定相应的作业指导书．

在产品数量和产品组合不断增加的环境下，如

果针对每一产品执行一次上述流程，现有工程资源

将会被大量消耗掉．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进行事实

假设，制定相应限制条件，确定各产品具体要采用的

生产线配置．如果不管选择哪一种ＳＭＴ生产线都

可以生产所有产品，那排产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配

置都一样，所以也没办法基于生产效率来选择．这就

导致有些生产线在不断生产无需交付的产品而增加

库存，而其它生产线却闲置在一边，无法满足其它产

品的交货目标［５，１１，１２］．

３．４　生产状况精确掌控

ＳＭＴ设备的速度非常快，而ＳＭＴ 物料又很

小．因此，单凭肉眼根本无法看清ＳＭＴ 设备操作．

更不用说把车间中所有生产线上的设备加起来，即

使是经验最丰富的ＩＥ工程师，也没有办法解释设备

性能突然下降的原因或找出质量突然下降的根源．

这不仅导致无法保证按时交付产品，而且还会给相

关生产资源和物料供应带来压力．因为，这样没办法

按预期实现高效的同步．由于无法针对半成品、物料

消耗和浪费给出实时数据，在进行必要的计划变更

时可能就会存在很大风险．甚至，连设备的实际利用

率都无法确定．因为，最新设备都采用多个贴装头、

多轨和多模组，导致无法认清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

待机情况．另外，产品之间的换线时机也无法准确预

测，导致出现操作员资源瓶颈．利用从各个设备获得

的数据创建报告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没有考虑具

体的环境，尤其是外在停线原因可能产生的影响，这

样就无法获取想要的数据，也没法确定不同设备平

台之间数据含义的差异以及设备供应商之间的共同

特征．

没有什么比手动采集数据和统计数据更糟的

了．人工统计的ＳＭＴ生产数据基本上没什么价值，

因为它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未经验证，作用不

大．这就严重限制了成功提高生产效率、排产优化、

物料交付和资源管理的能力［５，１３，１４］．

３．５　物料配给整体管控

工厂超额原料存货产生的成本跟在全球不同地

点完成制造流程的人力成本不相上下．ＳＭＴ设备上

突发的物料短缺问题已将物料供应方式从仓库逐渐

提前到车间．这样会减少车间的短缺问题，但实际上

只是把内部物料短缺问题本身转移到了仓库．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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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物料短缺问题，提高了制造资源规划 （ＭＲＰ）

最低存货阈值．这样才能确保现有库存足以填补实

际物料亏空．ＥＲＰ理论库存和实际库存存在很大差

异，导致不得不定期清点整个工厂的所有物料．

另外，车间物料管理不善、丢失或损毁，仓库的

超发备损以及工单完结的尾数物料，导致物料物流

负担大幅增加．最后，不得不在ＳＭＴ 特定问题（如

潮敏元器件管理）的管控要求上作出让步，导致出现

质量问题．不能确定实际物料供应情况，不仅存在很

高风险．还要花费大量精力转移并重新分配事先准

备的大量物料．这样就几乎不可能根据客户的交货

变更要求合理调整生产计划［５，１５，１６］．

３．６　异常管理

成功的制造可以视为完美产品的创造，不断重

复．然而，各种不同方面的变量会影响产品的品质、

威胁这种完美．整套产品测试与分析办法在此背景

下出台，以防因制造流程逐渐或突然失去控制等原

因导致出现产品缺陷．例如，更换了物料供应商，虽

然料号相同、符合供货要求，但即使存在很小的高度

差异，也会导致贴装问题突然增多．视觉检查设备通

常可以发现这些变化，这样虽然有助于减少贴装问

题，但也会增加设备上的物料浪费．

很多其它问题可能就此被遗漏，直到测试时才

发现．比如：物料相关问题、丝网印刷工艺问题、

ＳＭＴ贴装精度和回流焊炉温问题．这些都存在一定

变数．因此，必然要执行测试流程，筛查这些问题，确

保工厂不会产出缺陷产品并流入市场．不过，测试实

际上并不能确保完全排除这些问题．据统计，生产运

营中发现的不良率越高，市场上的相应不良率也就

越高．

现在，购物网站上都会显示客户对产品的评价，

再加上社交媒体大量涌现，很小的产品瑕疵就可能

严重影响企业的业务量．在测试和修复环节中降低

不良率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迅速作出响应，及时找

出错误原因以及可能受影响的产品．时效性和准确

性至关重要．只要在出现缺陷和发现缺陷之间稍有

延误，缺陷产品的数量就可能增加．有效延迟是指完

成以下一系列操作所耗费的时间：准备并测试部件，

识别检测到的缺陷，确认缺陷，记录相关信息并将缺

陷部件准确地送至维修站，指定维修员查找维修单

据，搜索缺陷，查明原因，进行修复，最后提交报告．

考虑到潜在影响的严重性，只要发现重大缺陷，就必

须立刻关停生产线，等待进一步调查．因为，产出的

低劣产品越多，相应的潜在成本就越大［５，１７，１８］．

３．７　保证性、一致性和合规性要求

如果在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出现质量问题，相应

的潜在成本会很高，尤其是对包含安全元件或关键

元件的产品，如汽车、航空航天和医疗设备．在制造

运营中，一般有两项关键要求．最近这两项要求甚至

已经延伸到品牌形象容易受影响的大众消费品．

第一项要求是要具备可追溯性．如果在市场中

发现缺陷，必须非常快速地分析缺陷根源，以便确定

其它同款产品是否也可能存在相同缺陷，以及具体

包括哪些部件．在汽车行业，能否成功追溯所发现问

题的源头至关重要．如果失败，可能要公开召回上千

辆汽车．如果成功，可能只要为几百辆受影响的汽车

提供维修服务就可以了．

第二项要求是要在生产过程中确保遵从指定操

作标准．这样做是为了充分利用内置的检查功能，保

证按照指定程序完成每一操作，确保利用合理的设

置准确而有序地执行每一项任务，减少运营中可能

对质量造成影响的缺陷．

不幸的是，如果需要额外的人工操作或记录来

执行这样的操作，通常都会导致成本增加．而且，还

可能会因要引入其它流程来记录而导致生产效率下

降、甚至要停线来记录．只要制造流程稍有差池，就

可能致使企业蒙受严重损失［５，１９，２０］．

３．８　无缝运营管理

由于ＳＭＴ生产运营十分复杂，车间各个团队

的职责均不相同，各自的奖励和激励措施也都不一

样．所以，每个团队的绩效衡量方式也不相同．这就

可能导致责任分散，操作员、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不仅

不能协调工作并以最佳方式解决问题，还会互相推

卸责任．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生产运营、生产工程、规

划、供应链、质量和工业工程部门之间．在出现问题

后，每个团队通常都各执一词，经常与其它团队发生

冲突．解决方案的成本比问题本身还大，导致有些问

题迟迟不能解决．某个团队提出的改进措施可能对

其它团队造成损失，所以很多都只是权宜之计．出现

别的问题以后，很快就被抛之脑后．这样只会限制真

正有效的改进措施和机会，而不能帮助企业朝着共

同目标前进．

４　总结与展望

目前ＰＣＢ的ＳＭＴ自动化制造已经从设备和机

械层面延伸到软件领域．在需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

交货时，必须考虑整个制造运营流程．然而，ＳＭＴ运

营十分复杂，只有自动运用关键数据才能进行有效

的管理．

目前，中国的ＰＣＢ集成制造行业的发展稳居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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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一．面对产品结构越来越复杂，产品种类不断增

多，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缩短，同时客户需求模式因

最新技术和节能设备等变化而趋于多样化的形势

下，ＰＣＢ集成制造行业必须进行改革，提高运营的

灵活性，提供真正高效的解决方案，解决当今这些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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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排队论某交叉口交通信号配时分析与优化

李茹婷１，王　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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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合肥市繁华大道与金寨南路交叉口是合肥市内交通流相对较大的交叉口，经实地调研发现该交叉口

经常出现交通拥堵状况，在一个信号周期内有些相位的交通流不饱和，有些信号相位的交通流过饱和，信号配时情

况急需改变．本文将不饱和与过饱和的交通流运用排队论依次进行分析研究，对不饱和与过饱和相位进行建模分

析，并将已知数据代入，形成信号配时模型，最后运用ｌｉｎｇｏ求解模型，并将优化后的延误状况与设计前的进行对

比，以验证配时优化的可行性．

关键词：排队论；信号配时；模型；ｌｉｎ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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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论

近年来，由于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

了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却造成交通拥堵严重，而道路

交叉口作为一种具有连接道路使其发挥网络化机能

的设施，是人流、车流的主要集中地，交通拥挤首先

反映在交叉口上．日常交通堵塞大部分是由于交叉

路口的通行能力不足造成的．由此，交叉口的研究有

利于对现有信号配时方案进行评价和对交叉口改善

设施的有效性分析．

本文主要基于排队理论，对各种排队模型进行

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繁华大道与金寨南路交叉口

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建立比之前的配时方案优越的

模型，以获得新的配时方案．进而对原有的红绿灯时

间进行调整，以达到延误时间最短．

２　交叉口概况

２．１　道路现状

合肥市繁华大道与金寨南路交叉口位于经开

区，该区学校较多，交通量较大，该交叉口处有人行

天桥．因此，研究该交叉口的交通信号配时时，不需

要考虑行人对交通流的影响．金寨南路为双向七车

道，六进六出，东北进口道设有两条左转专用车道，

西南进口道设有一条左转专用车道．繁华大道为双

向六车道，五进四出，西北、东南进口道均设有两条

左转专用车道（见图１）．

图１　交叉口布局图

２．２　信号控制现状

交叉口目前采用五相位定时控制方式，分别为

东北西南直行、东北直行左转、东北西南左转、西北

东南直行、西北东南左转五个相位阶段．如图２所

示．控制现状周期时长为１４９ｓ，该交叉口无全红时

间．相位转换的时候插入黄灯时间３ｓ，右转不受控

制．图３为交叉口交通配时图．由信号配时图可得各

相位绿信比为λ１＝０．２４８，λ２＝０．１８１，λ３＝０．１４８，

λ４＝０．１８８，λ５＝０．１３４．



图２　交叉口现状相位图

图３　信号配时图

２．３　交通延误现状

１）交通流现状．通过摄像法对交叉口进行实地

调研，此交叉口的交通延误主要出现在早高峰，故数

据调研时间主要采集７：３０－８：３０的交通流数据，每

１０ｍｉｎ记录一次各进口道的交通流数据．调研小组

分别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９日和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１日和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７：３０－８：３０采集各进口道的交

通流数据．通过调研可知该交叉口的车辆类型主要

包括：小汽车、客车、普通载货车、大型载货车．其中

在统计交通流时将客车换算为２辆小汽车，普通载

货车换算为１．５辆小汽车，大型载货车换算为２辆

小汽车．将３天的调研数据取平均值并经过换算后，

该交叉口的实际交通流量如下表１所示．

表１　交叉口的流量流向表

时间
金寨南路东北进口道 金寨南路西南进口道

左转 直行 右转 左转 直行 右转

７：３０－７：４０ １００ ２６４ ４２ ３３ ２７１ ３２

７：４０－７：５０ ９６ １５８ ９１ ４３ ２５０ ３８

７：５０－８：００ ９６ ２４１ ７７ ３６ ２５２ ４４

８：００－８：１０ ８４ ２５８ ８６ ４５ ３０４ ４４

８：１０－８：２０ １６２ ２６５ ９４ ４４ ３４１ ２７

８：２０－８：３０ １２１ ２０４ ６２ ２７ ２８１ ３２

合计 ６５９ １３９０ ４５２ ２２８ １６９９ ２１７

时间
繁华大道东南进口道 繁华大道西北进口道

左转 直行 右转 左转 直行 右转

７：３０－７：４０ ３３ １０５ ５９ ８６ ９７ １５

７：４０－７：５０ ２２ ９５ ６０ ７３ ９４ ２７

７：５０－８：００ ２４ ９１ ６５ ８７ １０２ ２９

８：００－８：１０ ４６ １２３ ６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８

８：１０－８：２０ ４０ １３５ ９６ ９４ １３２ ２６

８：２０－８：３０ ２２ ８７ ７１ ７０ ８９ ２５

合计 １８７ ６３６ ４１８ ５１８ ６２３ １４０

表２　各相位对应交通量、饱和流量、通行能力

进口 东北进口道 西南进口道 东北进口道 东北进口道 东北进口道 西南进口道 西北进口道 东南进口道 西北进口道 东南进口道

流向 直行 直行 直行 左转 左转 左转 直行 直行 左转 左转

交通量

狇（ｐｃｕ／ｈ）
１１７４ １６９９ ２１６ ２０３ ４５６ ２２８ ６２３ ６３６ ５１８ １８７

饱和流量

犛（ｐｃｕ／ｈ）
６０００ ６６６５ ３６００ ３０４６ ３４８８ １６５０ ６０５５ ４０５０ ３２７９ ２７６９

通行能力

犆犃犘 ＝犛λ

（ｐｃｕ／ｈ）

１４９０ １６５５ ６５２ ５５２ ５１５ ２４４ １１３８ ７６１ ４４０ ３７２

２）基于排队论的交叉口延误分析．基于排队论

可以将该交叉口的车辆看成顾客，信号灯看成服务

台．在不考虑个别车辆临时变道以及不违反交通规

则的情况下，只能在当下的通行方向等待信号灯所

分配的通行权，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将同一流向

的车道看做一个车道．由于车辆到达交叉口的随机

性，使其服从泊松分布．因此可将信号灯、车辆所组

成的排队系统看作 Ｍ／Ｍ／１排队系统．在表２中，顾

客平均到达率为ｑ，平均服务率为μ＝ＣＡＰ，交通强

度为ρ＝狇／μ
［３］．

（１）相位一：东北进口道直行：狇＝１１７４（ｐｃｕ／ｈ），

μ＝１４９０（ｐｃｕ／ｈ），ρ＝狇／μ＝０．７９＜１

西南 进 口 道 直 行：狇＝１６９９（ｐｃｕ／ｈ），μ＝

１６５５（ｐｃｕ／ｈ），ρ＝狇／μ＝１．０３＞１

（２）相位二：东北进口道直行 ：狇＝２１６（ｐｃｕ／ｈ），

μ＝６５２（ｐｃｕ／ｈ），ρ＝狇／μ＝０．３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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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 进 口 道 左 转：狇 ＝２０３（ｐｃｕ／ｈ），μ ＝

５５２（ｐｃｕ／ｈ），ρ＝狇／μ＝０．３６８＜１

（３）相位三：东北进口道左转：狇＝４５６（ｐｃｕ／ｈ），

μ＝５１５（ｐｃｕ／ｈ），ρ＝狇／μ＝０．９０＜１

西南 进 口 道 左 转：狇 ＝２２８（ｐｃｕ／ｈ），μ ＝

２４４（ｐｃｕ／ｈ），ρ＝狇／μ＝０．９３＜１

（４）相位四：西北进口道直行：狇＝６２３（ｐｃｕ／ｈ），

μ＝１１３８（ｐｃｕ／ｈ），ρ＝狇／μ＝０．５５＜１

东南 进 口 道 直 行：狇 ＝６３６（ｐｃｕ／ｈ），μ ＝

７６１（ｐｃｕ／ｈ），ρ＝狇／μ＝０．８４＜１

（５）相位五：西北进口道左转：狇＝５１８（ｐｃｕ／ｈ），

μ＝４４０（ｐｃｕ／ｈ），ρ＝狇／μ＝１．１８＞１

东南 进 口 道 左 转：狇 ＝１８７（ｐｃｕ／ｈ），μ ＝

３７２（ｐｃｕ／ｈ），ρ＝狇／μ＝０．５０＜１

由上述所得的各相位各流向的交通强度可知，

相位一的西南进口道直行和相位五的西北进口道左

转车辆数不稳定，排队长度会越来越长．应该将这两

个相位与其他相位分情况讨论．在信号配时以相位

一西南进口道车辆与相位五西北进口道车辆为这两

个相位所需配时对象，应用在过饱和模型上．将相位

二左转车辆、相位三西南进口道车辆、相位四东南进

口道车辆为这三个相位所需配时对象，应用于不饱

和模型上．

３　交叉口车辆排队分析

３．１　交通流不饱和状态下车辆排队分析

如图４为交通流不饱和时对车辆排队进行的

分析，这种情况下，车辆平均到达率ｑ明显小于

平均服务率μ，每次绿灯结束进口道的排队车辆

都能清空．Ａ点对应于红灯起始时刻，Ｂ点对应于

绿灯起始时刻，Ｄ点为绿灯结束时刻．斜线 ＡＥ为

车辆到达数累积线，其斜率为车辆平均到达率ｑ．

斜线ＢＥ为车辆离开数累积线，其斜率为饱和流

量Ｓ．斜线 ＡＦ的斜率为平均服务率μ．从时间ｔｉ

所对应的点作垂线交 ＡＥ与ＢＥ于两点，两点连

线即为排队长度Ｌｉ，并计ＢＣ段时间为Δ狋，ＣＥ为

ｍ辆车．

由图４分析可知红灯末，排队长度达到最大，其

值为犔犻＝狇×狋狉，由于信号周期犆＝狋狉＋狋犵，（狋狉＋

Δ狋）·狇＝犿，Δ狋·犛＝犿，联立可得Δ狋＝
狇·狋狉
犛－狇

，为

保证车辆每个周期内的排队车辆能够消散，必须有

Δ狋!狋犵 ，即
狇
犛

!

狋犵
犆
＝λ．

图４　不饱和状态交通信号配时分析图

３．２　交通流过饱和状态下车辆排队分析

图５　过饱和状态交通信号配时分析图

图５为交通流过饱和时对车辆排队进行的分

析，此时，车辆的平均服务率μ明显小于平均到达

率ｑ，每次绿灯结束排队的车辆存在滞留现象．红灯

起始时刻为Ａ、Ｃ、Ｅ、Ｇ，绿灯起始时刻为Ｂ、Ｄ、Ｆ，斜

线ＡＨ 的斜率为车辆的平均到达率ｑ，斜线 ＢＣ、

ＤＥ、ＦＧ的斜率为饱和流量Ｓ，ＡＧ的斜率为通行能

力．绿灯排队长度为 ＨＣ、ＩＥ等，交通流过饱和的相

位的总延误为 ＡＢＣＤＥＦＧＩ的面积．总延误由两部

分组成，分别为正常相位延误、过饱和延误．

由图５分析计算可得出

犜时段内，绿灯末各周期滞留车辆数为 犖１＝

狇犆－μ犆，犖２＝２（狇犆－μ犆），…，犖狀＝狀（狇犆－μ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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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１时段内，绿灯末各周期滞留车辆数为犖１＝（狀１－

１）μ犆，犖２＝（狀１－２）μ犆，…，犖狀１－１＝μ犆，犖狀１＝

０；正常相位延误犱１＝（狀１＋狀２）
狋狉μ犆

２

绿灯末平均排队长度

犖
－

＝
犖

狀＋狀１
＝

（狇犆－μＣ）狀（狀＋１）＋狀１（狀１－１）μ犆
２（狀＋狀１）

＝

（狇犜－μＴ）（狀＋１）＋（狀１－１）μ犜
２（狀＋狀１）

（１）

过饱和延误

犱２＝∫

犜＋犜１

０

（狇－μ）狋犱狋＝
（狇－μ）Ｔ（Ｔ＋Ｔ１）

２

平均延误

犇
－

＝
犱

狇犜
＝
（Ｔ＋Ｔ１）［μ狋狉＋（狇－μ）Ｔ］

２

（犜＋犜１）时段内车辆总延误

犱＝（狀１＋狀２）
狋狉μ犆

２
＋
（狇－μ）Ｔ（Ｔ＋Ｔ１）

２
＝

（Ｔ＋Ｔ１）［μ狋狉＋（狇－μ）Ｔ］

２

信号周期犆＝狋狉＋狋犵 ，平均服务率μ＝
Ｓ·ｔｇ
犆

，由

图５和式（１）可得交通流过饱和时进口道各相位的

平均停车次数为犎犻＝μ犻犆＋犖犻＝犛犻狋犵＋犖犻，与不饱

和对应，过饱和时有狇
犛

狋犵
犆
＝λ

４　交叉口信号配时模型

４．１　交通流不饱和时信号配时模型的建立

１）模型假设

（１）车辆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交通事故对交通

流、信号灯控制的影响忽略不计；

（２）车辆在排队过程中严格遵守先到先服务的

规则，无插队现象；

（３）黄灯时间设为３ｓ，但在研究过程中算入红

灯时间内，不考虑黄灯对交通流的影响，配时完成后

分解出来；

（４）不考虑行人对交通流的影响；

（５）车辆到达率、平均服务率、饱和流量为定值
［４］．

２）建立模型

以红灯末车辆排队长度最小为目标函数，则

Ｏｂｊ．ｍｉｎ犔犻＝ ∑
犻＝２，３，４

狇犻·狋狉犻（犻＝２，３，４）

约束条件的确定ｓ．ｔ

狇犻
犛犻
犆 !狋犵犻 !狋犵犻ｍａｘ

犆＝狋犵犻＋狋狉犻

犆ｍｉｎ !犆 !犆ｍａｘ

狇犻

犛犻
狋犵犻
犆

＜

烅

烄

烆

１

４．２　交通流过饱和时信号配时模型的建立

１）模型假设

（１）、（２）、（３）、（４）同４．１中１）的假设；

（５）持续时间为Ｔ，且期间平均服务率、车辆到

达率、饱和流量也为定值，初始排队长度为０
［５］．

２）建立模型

以绿灯末平均排队长度、平均延误、平均停车次

数加权和最小为目标函数，因单位不一致，需进行无

量纲化．Ｏｂｊ．ｍｉｎ犘犐＝∑
犼＝１，５

（α
Ｄｊ
犇１
＋β

Ｈｊ
犎１

＋γ
Ｎｊ
犖１
）．

约束条件的确定

ｓ．ｔ．

狇犼
犛犼
犆 !狋犵犼 !狋犵犼ｍａｘ

犆＝狋犵犼＋狋狉犼

犆ｍｉｎ !犆 !犆ｍａｘ

狇犼

犛犼
狋犵犼
犆

＞１

０!α!１

０!β!１

０!γ!

烅

烄

烆 １

式中，Ｄ１—目前的排队延误；Ｈ１—目前平均停

车次数；Ｎ１—目前绿灯末所对应的排队长度：α—平

均延误权重值；β—平均停车次数权重值；γ—平均排

队长度权重值．

３）参数确定

此处采用层次分析法．首先明确问题所包含的

要素（如目标）、各要素间的关系、具体要求及问题的

范围，然后构造判断矩阵．

由前人研究成果可列出判断矩阵

ＡＷ＝

１ ３ ２

１

３
１

１

２

１

２

熿

燀

燄

燅
２ １

０．５３９

０．１６４

０．

熿

燀

燄

燅２９７

＝

１．６２５

０．４９２

０．

熿

燀

燄

燅８９５

λｍａｘ＝
１

３

１．６２５

０．５３９
＋
０．４９２

０．１６４
＋
０．８９５

０．［ ］２９７
＝３．０１

犆．犐．＝
３．０１－３

３－１
＝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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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犚＝
犆犐
犚犐
＝
０．００５

０．５８
＝０．００８６＜０．１

所以比较矩阵的一致性是可接受的［６］．故可取

α＝０．５３９，β＝０．１６４，γ＝０．２９７．

４．３　综合模型的建立

一个周期的各相位需综合考虑，所有可建立如

下信号配时模型．

Ｏｂｊ．ｍｉｎ犜＝
１

２
·犔犻
犔１
＋
１

２
犘犐犼

犻＝２，３，４；犼＝１，５

ｓ．ｔ．

狇犻
犛犻
犆 !狋犵犻 !狋犵犻ｍａｘ

狋犵犼ｍｉｎ !狋犵犼 !

狇犼
犛犼
犆狋犵犼ｍａｘ

犆＝狋犵犻＋狋狉犻

犆＝狋犵犼＋狋狉犼

犆ｍｉｎ !犆 !犆ｍａｘ

∑
犻

狋犵犻＋∑
犼

狋犵犼＋１５＝犆

０!狓 !１

０!狔 !１

犻＝２，３，４；犼＝１，

烅

烄

烆 ５

因为每个相位的配时都很重要，其判断矩阵为

Ａ＝
１　１

１　［ ］１ →
列向量归一化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 ］５ →
求行和归化

０．５

０．［ ］５ ，即ｘ＝０．５，ｙ＝０．５．

４．４　模型的验证

上述模型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变而改变，需要根

据当前的交通状况来验证此模型．当前交通状况下

的模型为．

ｏｂｊ．ｍｉｎ犜＝２．５９９×１０
－５犆２－１．４６×１０

－５狋犵１犆

－８．６８×１０
－６狋犵５犆＋０．０１７犆－０．００４１狋犵２－０．００３９狋犵３

－０．００４１狋犵４

ｓ．ｔ．

３７!狋犵１ !１．０２犆

０．０７犆 !狋犵２

０．１３８犆 !狋犵３

０．１５７犆 !狋犵４

２０!狋犵５ !０．１５８犆

６０!犆 !１５０

∑
５

犻

狋犵犻＋１５＝犆

狋犵犻，犆∈犖
＋

犻＝１，２，３，４，５

烅

烄

烆 ．

ｌｉｎｇｏ求得：Ｃ＝１４８，狋犵１＝３７，狋犵２＝１１，狋犵３＝２１，

狋犵４＝４４，狋犵５＝２０．

表３　配时设计前后对比（黄灯均为３ｓ）

设计前后 前 后

周期Ｃ（ｓ） １４９ １４８

相位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红灯时间 １０９ １１９ １２４ １１８ １２６ １０８ １３４ １２４ １０１１２５

绿灯时间 ３７ ２７ ２２ ２８ ２０ ３７ １１ ２１ ４４ ２０

平均延误

时间（ｓ）
５６．４０．３４ １０８ １２．０７４．２５５．９６８．９

５．９７

１０－７
１．２３７３．６

表３的平均延误时间由公式犱犻＝
狋狉
２·犛

２犛－（ ）狇 ·犆

及犱犼＝
狋狉
２
＋
犆
２
（１－μ

狇
）［７］，犻＝２，３，４；犼＝１，５．由上

表可以看出，设计后有四个相位的平均延误时间比

之前的要少，仅有一个相位比之前的延误时间长，从

表中数据可以看出，除了第三、四个相位大幅度减少

外，一五没变化，二反而大幅度上升了．但一个周期

内的延误明显减少，所以此方案比之前方案更优化．

５　总结

本文运用排队论对交叉口的信号配时状况进行

分析与设计．在研究过程中，实地调研繁华大道与金

寨南路交叉口的各项交通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一系

列处理．并对交通流饱和相位和不饱和相位进行分

析，先后建立两种情况下的数据模型，但由于各相位

周期相同，需对前者与后者再次加权求解．最后建立

一个综合模型，运用实测数据及所学知识和ｌｉｎｇｏ

对模型进行求解，并将得到的数据与之前进行对比，

以验证模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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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基因的传统村落景观更新研究

———以福建元坑古镇为例

黄豪璐１，潘　辉２，毕安平２，陈　硕３，吕　梁１，徐　恒１

（１．福建农林大学，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２．闽江学院，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３．福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总院，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传统村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始发地，保留至今的传统村落都是中国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活化石．为了

使传统村落文化在时代的发展中得以延续，本文试图把元坑历史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基因的角度对元坑历

史文化中物质文化基因与非物质文化基因进行调查，总结出元坑文化基因构建图．进而进行文化基因的梳理，从而

整理出元坑古镇的景观问题，并以相应的更新方式对元坑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文化基因；传统村落；元坑古镇；更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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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豪璐（１９９０ ），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风景园林研究．

１　引言

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

对的中心．各民族文化都是各民族人民在随机选择

中应付环境争取生存的工具［１］．文化的强弱归根结

底在于其自身的民族．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作为

文化大国的中国，文化变成了一种可以和各国相互

竞争的软实力．面对城市建设的热潮经济高速的发

展，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撞击之下，同样被推到了

风口浪尖，众多曾经留下来的文化痕迹被慢慢抹掉．

国家在用行动保护中国的历史文化，可是在相对落

后的地区自身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没有对于

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很多具有特色的

传统村落由于维护经费“人多粥少”的原因而衰败．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以文化基因作为基本单元对元

坑镇的传统村落进行挖掘和梳理并探讨适应的传统

村落面对现代冲击的保存方式．

２　文化基因概况

“文化基因”第一次出现是在英国牛津大学习性

学、社会学家查得．道金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ａｗｋｉｎｓ）的《自

私的基因》著作中，他认为文化的传播跟遗传的相似

之处在于遗传是生物繁衍依靠基因的突变复制重组

的内部传播，而不直接受细胞基因控制的文化也同

样有它自己的复制基因———“模因”进行着外部传

播．国内学者把“模因”译为“文化基因”，但所理解的

“文化基因”跟“模因”却有所不同．首先从人类思维

方式的角度，哲学研究者刘长林提出了“文化系统是

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有其自身的

特殊基因，可称为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就是那些对民

族的文化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心理底层结构和

思维方式”［２］．从历史文人和传播传承的角度，王东

提出了：“文化基因核心内容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念，特别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心与

物这四大主体关系的核心理念”［３］．毕文波的基因观

点：“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

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

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

格，叫做‘文化基因’”［４］．哲学家、历史文人注重的是

人类精神世界里的文化基因，认为文化基因是由民

族在历史中一步步构建起来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心

理底层结构．文化景观学者刘沛林认为，文化景观基

因为“指文化‘遗传’的基本单位，即某种代代传承的

区别于其他文化景观的文化因子”，所以根据基因的

自身属性和规律把文化基因分解成为主体基因、附

着基因、混合基因等类型［５］．从保护文化基因的角度



出发，阮仪三［６］提出了一些针对物质文化遗产建立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建议，张松［７］提出了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侯鑫
［８］提出了文化

生态系统理论．

综上所述，国内总体研究集中在文化基因的

起源、本质、保护、开发方面，在对于文化基因传

承与更新并提出相应更新措施的研究比较少．本

文借用文化基因的角度，以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

对其进行元坑历史文化的归类梳理并找到对应

的更新方式，希望能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提供一

些保护方式．

３　文化基因的分类

文化景观基因是指文化“遗传”的基本单位，即

某种代代传承的区别于其他文化景观的文化因子，

它对某种文化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也

是识别这种文化景观的决定因子［５］．文化基因作为

人类文化遗传的重要密码，其研究用于区分不同地

域的文化景观．认识文化基因首先就是要对文化基

因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文化对象分析的方式也会

有所不同，历史文化基因和自然环境基因、物质文化

基因和非物质文化基因、隐性基因和显性基因

等［４－１１］，但是众多方法中最常用的则是物质文化基

因和非物质文化基因．

４　元坑古镇文化基因的解析

４．１　古镇的起源、发展

顺昌县元坑古镇地处闽北闽江上游，是大

明山脚下地势平坦宽阔的盆地形古村落，形似

坑状，故 称 “园 坑”，后 因 同 音 “元”，现 称 “元

坑”．元坑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唐

初，宋代时诞生了廖刚以及廖德明等多位理学

名臣使得元坑有了“理学名镇”的称号．明清以

来，金溪河水运的便捷给元坑带来了经济的发

展，推动了元坑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地势与交通

的先天优势给元坑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历史，是

历史文化古镇闽北地区里的典型代表．

４．２　古镇地域环境

从地貌地形来说，元坑古镇周边群山环绕，

丘陵起伏，水系与山间盆地交错，形成以丘陵山

地为主的地貌特征（见图１）．位于南方的元坑雨

水较多，气候温和，四季明显，冬短夏长，造就了

建筑既要防寒又要通风防热．居住空间的形式是

不断适应自然气候与地形的结果，独特的地貌影

响着建筑的结构体系和建筑形制［１２］．元坑地处凹

地，植物品种丰富，长势茂盛，公共区域以常绿树

种榕树、杜英、桂花、白兰等乔木居多，平缓地带

种植草坪和葱莲，等到花开时节也是一幅美好景

象．狭窄街道内部没有种植乔灌木，通常在民居

庭院天井处设置，多种铁树、兰草等，为建筑内部

添加生机，缓和建筑的生硬氛围．相对封闭的人

居条件也为读书人提供了宁静私密的环境，从而

促使了理学之镇的发展．

图１　元坑古镇地域环境实景

４．３　元坑古镇文化基因及其表现方式

１）聚落格局特征．元坑古镇是典型的盆地型农

耕村落，“山环水抱，岗峦四合”，格局相对封闭，农耕

文化传承千年，使元坑聚落发展传承有序，布局合

理，形成古代农村发展的典型聚落格局．元坑聚

落中居民最为集中的是福峰、东郊、九村、秀水四

大村落，聚居着陈、萧、叶、吴等几个大家族，而其

他５个自然村落则分布在元坑盆地四周的山脚

下，与中心的四大村落形成梅花状［１３］．元坑古镇

最值得称道的则是它的建筑数量多，质量精，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建筑形式基本以外部围筑高耸

的封火墙，内部则以天井、合院式为基本组成形

式．福峰古民居保存下来最完整的是“福峰三大

栋”建于道光四年，坐落于福峰村的中心，由左、

中、右三栋三进建筑连体而成，构造精美；东郊村

最主要的建筑则是陈氏古民居，建于光绪，是元

坑盆地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古民居．它是由六路

二至四进的合院式建筑相邻共建，内部院落相互

串通，主体均为二进合院．南筑围墙，东蓄池水，

而西、北两面沟渠环绕．秀水古民居较比前两个

村子更有特色的是多了单进合院式的小型民居，

根据其特征又可以分出清前期、清中后期两类．

九村古民居中，大型组合民居较少，但中等大小

的中型民居占了一定数量，是元坑古建筑最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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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之一．

２）布局特征．（１）平面布局．聚落因人群聚集形

成，中国自古以来受封建社会思想的影响，以人丁昌

盛作为家族兴旺壮大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而人口繁

衍促进了传统民居的传承与发展．从单体院落逐渐

形成为二进院落、三进院落．元坑古镇有规模大小不

一的民居类型，但都是一个规律化的组合体．以福峰

“三大栋”古民居为例，三大栋顾名思义为三栋建筑

形成的一个大整体．其左、中、右各栋建筑格局相似．

都是以“间”组成“厅”，由“厅”组成“枋”，由“枋”组成

“院落”，由“院落”组成“院落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基本形态布局（见图２）．

图２　建筑平面演化过程图

在元坑古镇民居的平面形态可以看出一般分为

单体型和组合型，一般单体型为三合院，组合型以单

体型为基础左右方向叠加或纵向延伸，形成前后进

深长、左右多栋的中型或大型组合式的民居建筑群．

主体建筑进深方向依次为门廊、下厅、正厅、后厅，下

厅和后厅中会设有天井，一般天井下方会设有绿植

盆栽装饰，天井两侧是厢房，天井以及厢房的前廊

都有设置通往厅堂的三级石板台．厅堂面阔三

间，下厅进深四柱、正厅进深五柱、后厅上下两层

进深用三柱，厅堂檐廊前挑，其中下厅、正厅前廊

用卷棚做轩顶，正厅梁架用曲背形梁，轩顶及曲

背形梁成为整组建筑中最富于雕饰的部分．而建

筑后部是附属建筑，用作厨房、仓储、猪圈，建筑

外围有高大的封火墙和前后檐墙，从而形成完

整、闭合的组群式建筑．

（２）空间布局．传统民居的建筑空间围合除了以

满足适宜人居的尺度感以外，还需要一定的围合感

私密感以及讲求一定的风水习俗．不同地域自然有

不同的建筑风格、空间划分形式以及色调的不同．合

院式院落通过空间的层层递进，营造丰富了院落，元

坑民居建筑为纵向延伸，空间从内到外有以下几个

层次：宅前空间———下厅空间———中院空间———附

属空间．每个层次都有明显的界定，宅前空间作为引

导和提示作用．进入下厅（当地又称倒斗厅）是一个

露天的院落空间，此空间不同宅子会稍有大小区别．

中院空间为正厅，面阔三间宅院，是主要的活动场

所．再往后为附属空间占据了建筑的末端提供，空间

由于受建筑规模，基地面积的影响，所以形态、面积

都有所差别，较不规整．

３）建筑特征．（１）建筑结构．建筑里起支撑作用

的就是结构，担负起整个建筑的承重．建筑结构的不

同导致多样化的建筑形态、空间布局、建筑材料等．

元坑作为被群山包围的古镇，民居建筑具有比较强

的防御性，除具备传统的建筑结构以外，元坑建筑结

构里较为特别的是屋檐下的雨鸽子和水斗，每当下

雨的时候屋檐的雨水都是经由水斗收集后，顺水筒

竹而下，不会有雨脚高溅．传统建筑的屋顶横梁直接

添瓦，而元坑建筑里穿斗式梁架上先铺满屋顶砖再

添加瓦块，可以达到冬暖夏凉的屋内温，从而也能让

木质结构不易受潮腐烂，反映了元坑在建筑防潮方

面的高超之处．

图３　元坑古建门扇浮雕图案

（２）局部装饰．元坑每户每家的装饰装修都会有

所不同，展现着主人的性格喜好、身份地位．装饰不

光是为了美化建筑，还要有一定的故事性，对世人有

警示或者对美好的生活有所祈祷与向往的作用．民

居的装饰主要体现在门、窗、斜撑、屋脊等部位．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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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题材内容上，门楼多以祥瑞、长寿、及第为主，表现

方式则有动植物、人物、隐喻纹饰，通常边饰为传统

象征吉祥的花卉、蝴蝶、蝙蝠、梅花鹿等图案，此外装

饰还有自然山水等反应当时的社会文化．门扇一般

采取浮雕的手法，雕刻出格局美好象征意义的图案，

常见的是描述的生活场景以及史书里的故事情节等

等（见图３）．

（３）材料肌理．受地域环境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

影响，中国传统村落呈现出来的风格各有不同．元坑

建筑通常多采用木材、石材、石灰、青砖等材料进行

构筑．木雕的对象除梁架、斜撑、斗拱等建筑构件外，

还主要应用于门罩、花窗、神厨等处．砖雕通常用于

门楼立面，一般是平面做内凹“八”字形，六柱五间五

楼式．门楼几乎无处不雕．用砖砌随墙门脸的上方，

用云头纹立砖与平砖相间出挑，顶部加瓦面以遮拦

雨水．青砖通常用于路面的铺设，质朴的造型，表达

了元坑村民的朴实．

４）文化特征．（１）神灵信仰．元坑的信仰文化

基因主要体现在浓郁的宗教信仰文化和民间信

仰上，在村落的外围以及内部分布着３０多处大

小各异的神庙道坛等宗教信仰场所．在元坑，神

庙历史和神灵信仰由来已久，最远可追溯到元

代．元坑居民因祭拜文昌帝修建了文昌桥、文昌

塔，完好无损的保存至今，而元坑最大的一座庙

宇则是在文昌桥西头的关帝庙．大量的神庙建筑

述说着许多与祭拜者相关的民间故事与传闻，丰

富了元坑的精神文化．

（２）仪式活动．元坑是一个多村落文化的古镇，

民间信仰就是元坑居民群体生活所留下的这些历史

印记的载体．巩固和强化民间信仰的则是通过民间

仪式来传达，仪式是意识的外在表现，增强人的情

感．元坑诸多的信仰仪式中目前存留下来的是定期

举行的神灵诞辰仪式活动，其中最隆重的是沙王爷、

通天大圣、三圣尊王的诞辰仪式．

（３）日常礼俗．在元坑有许多的日常习俗，传统

的年节习俗、人生礼俗以及特有新春习俗等（见表

１）．除了这些传统的稍有地域性的年节习俗以外，元

坑还有特别的人生礼俗———“把盏添灯”．对于新婚

的族人，每年正月到祠堂举行“把盏”仪式，交纳一定

的“新婚钱”，然后由族长将新郎名字登入本族专门

的“新婚簿”以作将来修谱的重要依据．而“石头仗习

俗”应该是最残忍的贺新春的方式，这种石头仗并非

真正意义上的村落斗争，而是具有仪式表演性质的

习俗活动．

表１　元坑风俗习惯分类图

习俗分类 习俗时间 习俗活动内容

传统年节习俗

正月十四、正月十五 舞龙张灯

清明 祠堂和祖先墓地祭祖

端午
包粽子

出嫁的女儿是日回娘家过节

中元节 祭祀祖先或鬼神

中秋 走亲戚送月饼

重阳 家家户户吃汤圆

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 祭祀祖宗

人生礼俗 每年正月 “把盏添灯”

新春习俗 年初
“石头仗习俗”，村与村之间

进行打石头仗

（４）世家文化．世家大族有其特殊地位，是受

到社会的公认，经过长时间的特殊表现而获致的．

这些世家大族，除了有着良好的教养学识、良好的

家世以外，更有其独特的精神，即忠于国家民族，

为国家民族贡献一己之力［１４］．元坑古镇历史悠久，

元代起很多世家大族陆续迁入元坑开基定居，此

后经过明清数百年的经营和建设，才形成了元坑

目前的村落格局和聚落规模．元坑总共有九个村

落，各自有世家大族，他们顺应着发展的潮流，利

用元坑的地理条件与自然资源，开荒拓土耕读传

家，或者外出经商，发家致富，从而推动了家族的

繁衍．其中福峰、东郊、秀水、九村村落的部分世家

文化保存完善（见表２）．

４．４　元坑文化基因构建

通过对元坑镇的在地调查研究以及相关资料

的整理查询，本文试图构建元坑古镇的文化基因

图（见图３），从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个角度分

析：（１）物质文化基因主要表现在建筑文化与饮食

文化上．其中建筑文化包括空心砖砌的高耸土库

墙、骑筒式梁架、水鸽子结构以及繁复的鳌鱼或象

纹装饰，深灰白调子的建筑配色；饮食文化是元坑

较独特的一部分，因地理环境与经济条件的限制，

元坑人民发明了种类较多的美食，如：蒜燕底、鲍

底、元坑面等．（２）非物质文化基因主要体现在世

家文化以及风俗习惯上．作为理学古镇，深厚的哲

学思想，悠久的成长史，家族文化也是重要的体

现．风俗习惯向来都是区域里人们生活特点的表

现．通过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基因的挖掘、解构得

出元坑古镇文化基因构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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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元坑世家文化关系表

村落名称 世家大族 迁入／繁盛时间 繁盛事迹／发家方式 代表建筑 主要贡献

福峰

萧氏 明初／清乾隆
经商贩运烟丝、木头等，

武举，诰命夫人／农、商、武

萧氏宗祠、福峰

三大栋、小三栋
两次修造通驷桥、捐助西峰寺

胡氏 不详／不详 １８个秀才／文 无 不祥

廖氏 不详／不详 有为官经历／官 无 不祥

饶氏 明初／不详
有过状元、有大明山

上半部山场／农、文
胡氏宗祠 修造通驷桥、参与公共事务

朱氏 距今几百年前／不详
有过状元、有大明山

上半部山场／商、文

福峰村４４号、

２７号古民居
重建通驷桥

东郊 陈氏 元明之际／清初 读书从官／文、官 东兴堂、广祀堂 重造水尾桥、关帝庙，建文昌桥

秀水

张氏 元明／清乾隆嘉庆 读书从官、经商／文、官 秀水观音堂庙 两次修造元坑通驷桥

吴氏
明初／清康熙至乾隆

嘉庆时期
经商／商

吴氏宗祠、宗祠

周边五栋古民居

重修文昌桥等、参与地方公务、

保卫地方抵抗太平军

九村

蔡氏 宋／清初 经商／农、商、耕读结合 蔡氏宗祠
重建九村圆通寺、文昌桥、

保卫地方

叶氏 明初／清乾隆 经商贸易、从文／文、武、商、农 叶氏祠堂
地方保卫、乡村治理、

公共设施修建

图４　元坑文化基因构建图

５　文化基因分析对传统村落景观更新

研究的启示

５．１　元坑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人类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使得村落的空间布局、

空间的发展以及环境的改变都起了很大的影响．元

坑作为一个国家级历史保护名村，有许多重要的历

史遗产留下来，但因发展的断层导致元坑不再如昔

日般繁盛．年轻力量的流失对村落发展与保护带来

了不可挽回的影响，走进元坑能明显感受到多数生

活其中的是中老年以及老年人，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疏离．许多村民没有足够的对历史文物的保护

意识，在古建上进行未经允许的改造．在混乱不

堪的表象下，是缺乏功能定位与规划不明，没有

较明确的区域用途规划与定位，导致元坑发展停

滞不前．

５．２　文化基因视角下元坑古镇更新策略

１）元坑文化基因与更新路径研究的关系梳理

文化基因谱系图像是一条载有文化系统遗传信

息的 ＤＮＡ链，链上的遗传信息通过交换、重组甚至

突变完成文化基因的传播与传承［４］．对村落进行解

构分析，按照布局、建筑、格局、文化四个大方向进行

挖掘，从中提取元坑的文化基因（见图４）．本文就这

四个方面进行文化基因的梳理，以三个类型进行分

类，遵守筛选的原则，从而整理出相对应的传统村落

现下的景观问题以及梳理了元坑的文化基因，找出

相对应的更新方式进行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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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元坑文化基因识别与更新路径

表３　元坑文化基因归类与更新方式选择

元坑文化基因梳理 元坑文化基因挖掘 文化基因类型　 元坑文化基因 更新方式　　　　　　

布局

建筑

格局

文化

主导性

独特性

价值性

　　主体基因 世家文化 生活场景与生活重新结合

　　附着基因
建筑构造、装饰、材料、

色彩；元坑饮食等

调整整体风貌、

融入当地景观元素

　　混合基因 把盏添灯、石头仗等风俗 修复历史文化要素

２）元坑文化基因的更新策略．（１）历史文化要

素．拥有着丰富历史沉淀的传统村落，是当地居民生

活的缩影．整合修复历史文化要素成为了一切更新

措施前的重要步骤，对村落里的各类历史文化资源

进行归纳、整理、总结、提炼，适当的突出某些主导因

子或重组和调整．有目的的去创造设计视觉联系，增

强地区内的历史文化感，最终达到传统村落的保护

与传承．

（２）交通体系．元坑古镇，百年历史，自身拥有较

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首先要全面、多层次梳理村镇

范围内的交通，实现区域内的全面通达性，解决现有

的交通问题．其次是交通体系的内外连贯性，结合周

边区域结构，通过建立高可达性的交通流线以及加

入历史景观节点参观的游览路线更好的形成整个区

域的历史风貌展示．

（３）空间肌理．传统聚落的传统肌理主要表现为

建筑物与街巷之间的关系，它是体现着历史的记忆

片段．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历史建筑的倒塌、公共空

间的消失以及居民擅自搭建的新建筑的出现．这些

都使得传统肌理的分辨率日渐降低变得模糊．整合

空间肌理首先要对原始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解读、

梳理，可以提炼出基本院落单元，进而从点到面的进

行空间格局的保护修复、还原，在这一过程中要对现

存建筑物的保护与拆除进行统计分析．

（４）历史环境景观再现．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易

被人们遗忘，历史空间环境不复存在也是重要原因

之一．因此，在元坑传统古村落的整体设计中，视觉

景观的优劣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元坑古村落拥有几

百年的历史文化因素与背景，场所环境带来的行为

活动也是对景观设计中历史感的场景予以重塑．在

重构和再现的过程中，应当对地区内社会脉络和文

化内涵进行挖掘，除了建筑样式的再现，还需要再现

原来的空间形态．

（５）人性化服务设施设计．因为有人的聚集才会

有聚落的形成，村落是人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那

么村落本体的服务主体是人，因此服务设施的设计

需要兼备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同时，在设计的尺度上

也需宜人，充分考虑人的感官感受和心理需求的特

点．座椅摆放、植物配置、色彩搭配、私密空间等等，

同时路灯、垃圾桶的设置个数也是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考究的．村落里中心街的店铺牌匾也应考虑文化

氛围的烘托，都可采用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艺术形式，

增加装饰性的元素烘托历史氛围，灯笼等．

６　总结

在这信息传播快速的时代，城市的高速发展造

成了历史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受到了很强烈的外界

冲击，忽略了对其保护以及文化的传承和更新．作为

承载文化基本信息载体的文化基因，充当着重要的

角色．本文通过以文化基因的视角下去分析元坑古

镇的历史文化信息而得以保护传承与更新，尝试着

对物质文化基因和非物质文化基因进行整理分析，

从而构建元坑古镇的文化基因解构图．通过四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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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进行拆解，以拥有主导地位、独特性、良好发展趋

势的筛选条件对元坑文化基因进行排除，再以主体

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进行重新分类，并提出相

对应的适宜的更新路径和方法，对古镇深厚的文化

底蕴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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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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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只有不断改善，适应需要，

各行各业才能得到自我提升与发展．当前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旅游服务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安徽省具有丰富的旅

游资源，但由于发展起步较晚，虽是旅游大省，仍然不是旅游强省．所以要想进一步提升安徽省旅游服务贸易的发

展水平，就需要分析当前安徽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找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针对性的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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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些年随着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经济中服务经济占６０％以

上．服务贸易也是发达国家ＧＤＰ的主要创造者，近

期中国服务贸易从业人数还不到４０％，占对外贸易

比重仅为１５％，而世界此平均水平是２０％，由此可

以看出我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旅游服务

贸易是服务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安徽省由于其独

特的地理位置，有著名的黄山、九华山、天柱山、巢

湖、太平湖、太极洞等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经过

数十年的经营发展，旅游服务贸易已经取得了很大

的进步，但与国内外其他已经具有成熟体系的旅游

城市相比，安徽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还处在初级发

展阶段，旅游业尚未形成一个比较成熟且具有较高

贡献率的产业．王晓红，柯建飞（２０１８）对全球服务贸

易的发展现状与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全球服

务贸易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等的发展趋势［１］；

尚 涛，殷正阳（２０１８）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服务贸易的动态比较优势及其结构性演进，

提出需要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国服务分工与

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２］；李鑫（２０１８）分析了厦门旅

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并从提高市场化程度

等方面提出提升对策［３］．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

行更加具体和时效性的分析，希望能促进安徽省旅

游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２　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２．１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通过对中国旅游研究院抽样调查方法得出的出

境旅游数据，并且扣除非旅游花费如：海外留学费

用、海外就医费用、务工、置业和金融投资等测算出

２０１４年中国旅游服务贸易支出８９６．４亿美元，收入

为１０５３．８亿美元；２０１５年中国旅游服务贸易支出

１０４５亿美元，收入为１１３６．５亿美元；２０１６年支出

１０９８亿美元，收入 １２００ 亿 美 元；２０１７ 年 支 出

１１５２．９亿美元，收入１２３４亿美元，国内旅游人

数５０．０１亿人次，入出境旅游总人数２．７亿人

次；２０１８年支出额预计将达到１２０２．５亿美元，

同时收入预计为１２７０亿美元．从上面分析可以

看出去近几年来我国旅游服务贸易都是顺差，但

顺差额在逐渐变小，２０１４年顺差额为１５７．４亿

美元，到２０１７年顺差额为８１．１亿美元，２０１８年

这一数据预计为６７．５亿美元．



２．２　安徽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近几年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安徽旅游业近些年发展形成了国际和国内并重

发展的格局，国内旅游是主体，同时注重国际旅游的

发展，安徽省国际旅游人数近几年持续增长．

表１　安徽省近几年入境旅游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次） ４０５．１ ４４４．６ ４８５．４ ５４９．２

旅游总收入（亿元） ３４３０．１ ４１２０．２ ４９３２．４ ６１９６．９

旅游外汇收入（亿元） １９．６ ２２．６ ２５．４ ２８．８

数据来源：安徽统计局

根据安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表１可以看出

安徽省近几年入境旅游人数，旅游总收入及旅游外

汇收入都在不断增加．２０１６年安徽省入境旅游人数

旅游外汇收入２５．４亿美元，是２０１０年的旅游外汇

收入的３倍多，２０１７年增幅更为明显．旅游景点数

量也逐步增多，２０１４年年末全省有Ａ级及以上旅游

景点（区）４９９处．２０１５年年末全省有Ａ级及以上旅

游景点（区）５６０处，２０１６年是５５６处，２０１７年达到

５６６处．旅游服务贸易己成为推动安徽经济发展的

新动力．总体来说目前安徽旅游业己经发展成交通、

餐饮、文化、宣传等众多部门和行业的复合型产业，

旅游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虽然安徽在发展旅游服务贸易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但竞争力依然不强，国内旅游者仍然是安徽

旅游的主体，所占比重非常大，外国游客只是很少一

部分，并且通过安徽省与全国旅游服务贸易对比分

析可以看出安徽省旅游服务贸易收入还与其旅游大

省的身份极不匹配，因此需找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加以改善，最终进一步促进安徽

服务贸易的发展．

３　安徽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

题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安徽省旅游服务贸易

取得了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提升省内旅游业发展水平；提高当地居民环保意识

的积极成效［４］．但与其他区域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情

况相比，仍明显存在差距．

３．１　旅游资源整合力度不够

例如敬亭山风景区作为安徽省旅游市场的重

要景区，是安徽省旅游中有强大发展潜力的重要

力量，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很好的转化为经济优

势，区内的旅游资源缺乏整合，在区域统筹和旅

游资源一体化发展中有待提高，导致整体经济容

量仍旧较小．另外由于当地相关部门没有对自然

环境资源进行合理利用，自然旅游资源并没有得

到重视与开发，所开发的范围很小，导致游客观

光受限．古建筑与文化资源也并没有妥善建设与

管理，所能提供的旅游观光服务非常单一，并不

具备独特的文化内涵，缺乏创新性，影响旅游服

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５］．

３．２　资金投入不足，旅游服务水平较低

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涉及到餐饮、住宿、养生等

多个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当前安徽旅游服务

贸易的现有资本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其快速发展的需

要．风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原有的旅游景点改造升

级、每个景区相关设施的开发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

支持．整个安徽省旅游融资环境不佳的情况下，省内

旅游服务贸易的整体投资水平也不高．由于缺乏政

府政策的支持，私人投资也很少．在外资方面，外资

总量过小，在使用外资措施上刚刚起步，投资项目比

较简单．从省内旅游发展区域的实际情况来看，旅游

服务贸易的相关从业人员技能与职业素养普遍较

低，并不能给游客带来很好的服务，造成安徽省旅游

服务贸易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３．３　景区管理组织能力落后

安徽省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也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政府对旅游景区

的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缺少统一的投入，缺乏关注，

资金投入严重短缺，导致旅游景区内必要设施缺乏，

管理组织能力落后［６］．自然环境资源开发不足，历史

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并没与得到统一的发展，对历史

文化的保护不足一方面表现在有些景区作为国家级

森林公园，没有良好的森林防火措施，另一方面由于

景区建设中缺乏进行合理的规划管理，造成建筑物

风格不一、景区内植物杂乱，没有得到正常的管理，

给游客一种凌乱的感觉，甚至有些旅游景点位置不

当，根本达不到观光的目的［７］．

３．４　旅游产品缺乏地方特色，宣传手段单一

安徽省在旅游服务的宣传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手

段，大多数人对安徽省旅游资源的了解只局限于敬

亭山的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其他旅

游价值丰富的太极洞、桃花潭、中国鳄鱼湖等并未被

大家熟知．另外政府没有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在对外

宣传上，比如较少开展多种形式的招商活动．并且在

旅游景点上没有过多开发，仅仅在山水上做文章，不

结合地方人文相应的改造，缺乏地方特色，所以也没

有足够的吸引力［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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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力度不足，不能形成合力

与国内外其他景区相比，安徽省知名旅行社不

多，远远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国外游客．很多想来安

徽旅游的游客，因为知道的旅行途径有限，最终选择

了其他地区旅游．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开展国际业务

的省内旅行社对外宣传力度不够，也没能结合不同

国家的文化风俗，达不到理想的宣传效果，因此开发

的新客户较少，从而造成了与国际其他城市合作力

度不够，不能形成合力的局面，进而影响安徽省旅游

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１０］．

４　促进安徽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对

策

４．１　加强政府引导扶持，统筹文化旅游发展

政府应该统筹兼顾各个地区的旅游管理，把各

个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形成具有当地特

色的旅游产业链，多开发当下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

休闲、度假、体验类、生活类、专题类旅游产品，制定

可行的具体政策促进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如海南

省２０１７年出台了《海南省入境旅游市场开拓扶持办

法（试行）》（琼旅发〔２０１７〕２２２号），通过奖励激励等

手段的形式，以加大入境旅游为目标，对当地旅游服

务贸易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值得安徽省学习

借鉴．在管理上，政府要做到明确各方权责，把各地

方的旅游服务建设分工到位［１１］．并且还要结合每个

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区建设，提高效率．最后，旅游服

务的发展还应与其他产业相结合，为整个安徽省的

经济发展全面布局，使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成为优

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４．２　加大投资力度，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足够的资金投入，专业性的服务人才，是保证安

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应该通过政府出台一

系列的优惠政策，在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加大旅旅游

服务贸易招商引资力度，推动融资平台的建设，拓宽

引资融资渠道［１２］．建立专业小组，负责资金的使用

与监管．其次，政府需要制定一些规定，规范旅游服

务贸易相关从业人员的上岗标准，提高从业人员的

国际语言水平，虽然这样使得旅游服务贸易的从业

门槛提高，但是对促进其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指导

意义，并且能促该行业的职业化形成．对已经在岗多

年的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也要达到制定的从

业标准，因为他们具有多年的从业经验，也能很好的

对新人进行指导．最后，可以大力培养年轻人，因为

他们紧跟社会的潮流，能够促进服务水平的提高．

４．３　做好对风景区的规划与管理

就目前来说，安徽省最具有发展潜力并且深受

游客认可的旅游资源就是由山水构成的风景区了，

这也是目前旅游服务市场的主题．规划是在同为自

然资源风景区的基础上，与自身景区相处的地区所

具有的特色相结合，规划出具有不同旅游价值的风

景区．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景区的自然特

色，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风景区．这样不会使游

客在参观时产生审美疲劳，也不会出现千篇一律的

旅游景区．管理就是要做到明确分工，在做好景区规

划后，落实发展建设任务，建设统一的管理机构，加

强旅游服务贸易涉及到的各部门的合作，包括行政、

公安、消防、医疗、环保等相关机构．对景区内的违规

设施按照规定进项迁移，对景区内的绿化进行改造

保护，形成一套完善的规划与管理体系．

４．４　创新营销手段

宣传手段单一且影响力较小一直是安徽旅游服

务贸易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旅游服务贸易作为新的

经济推动点，也可以向其他产业学习，创新营销手

段，把自己的旅游产品推向广阔的旅游市场．可以围

绕“山水诗乡，多彩安徽”，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旅游景点．以皖南为核心，全域一体的旅游营销网

络，扩展到其他城市的旅游市场．加强与各个文化旅

游示范区、皖江城市带的市场营销以及旅游合作，形

成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互相促进的营销模式．围绕需

要大力开发的客源市场，统筹所有营销资源，以文化

旅游为营销理念，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

化旅游宣传营销体系．积极开拓省外市场，针对不同

地区不同消费人群的特色，推出不同的营销方式．创

建独特的文化主题，与地区旅游景点相结合，打造

“山水诗乡，多彩宣城”，提高安徽省旅游产品的知名

度与影响力．

４．５　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安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

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涉及到交通、保险、餐饮、

文化、金融、养生等众多行业，安徽省想要提升其旅

游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不仅需要加强与国内相

关部门的合作，也要注重国际合作，应加大国外宣传

的力度，开发新兴市场．通过国际之间的城市合作，

或者是旅行社合作，不断开发新的客户，例如也可以

通过在当地举办一些国际赛事，进一步加强国际间

旅游服务的发展［１３］．现在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寻找

“走出去”的途径，安徽旅游服务贸易的相关企业也

应该积极向借鉴国内外其他企业成功走出去的经

验，通过国外开办分公司等形式或者通过国内外旅

游企业合作建立服务共享平台，使其国内外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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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合力，打造跨区域旅游品牌，促进安徽旅游服务贸

易的发展．

５　结论

由于每个区域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不具

有使每个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都能得到经验的普遍

性．所以安徽省旅游服务贸易的未来发展研究还需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改善，

最终才可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为当地经济的发展

不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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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阈下德州市旅游产业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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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德州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了健康稳定有序的发展．但德州旅游产业相对发展

迟缓，旅游人次及消费量都在省内处于中下水平，旅游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等问题突出．从全域旅游的视

角对德州市旅游产业定位、旅游吸引物建设、旅游资源规划及旅游产品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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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古时称安德，位于齐鲁大地的西北部，是

山东省的西北大门．德州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在

经济新常态下实现了健康稳定的发展．２０１６年全市

旅游产业总收入达１５２亿元，同比增长近１４％；国

内外游客总人次达到２５１１万，同比增速达８．９％．

乡村旅游项目在１３个县市区落地建设，深入实施

“乡村记忆”工程和特色小镇建设，在生态、温泉、健

身、医疗、美食等专项旅游业态中也有很大的突破．

德州旅游产业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若干

值得关注的问题，诸如国内游人数（次）相对省内其

他城市则处于中下水平，旅游消费总额在山东省旅

游消费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偏低，旅游产业的乘数效

应不强等．德州市旅游产业发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大潮中面临着资源整合、全域协同的重大战略

选择和机遇．

１　德州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之困

１．１　德州区位优势明显，但国内游发展动力不足

德州由于其区位优势自古就有“九达天衢”、“神

京门户”的美称，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是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２８日石济高铁线路的正式运行，加上之前开通运

行并途径德州的京沪高铁线路，德州交通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四通八达．

德州区位优势及交通中转枢纽中心的地位在推

动本地区旅游人次增长方面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６年，德州地区接待国内游数量分别

为１６３３．３万人次、１８５０万人次、２０９２．８万人次、

２３０４．３４万人次、２５０９．４８万人次，平均每年增长约

１０％，增长速度形势喜人．

根据表１可知，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６年间，德州国内

游人次占山东省国内游人次比重基本维持在３．５％

左右，低于按照山东省１７地市平均计算的各地市国

内游人次占山东省比重５．９％的水平；２０１４年到

２０１６年３年间，德州国内游消费额占山东省国内游

消费额比重基本维持在２％左右，较大低于按照山

东省１７地市平均计算的各地市国内游消费额占山

东省比重５．９％的水平．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德州市与山东省的国内游旅游指标对比

年份 指标名称 德州市 山东省
占山东

比例（％）

２０１４年
国内游人次（万） ２０９２．８ ５９５７７．４ ３．５１

国内游消费额（亿元） １１７．６ ５７１１．２ ２．０６

２０１５年
国内游人次（万） ２３０４．３４６５０４５．４ ３．５４

国内游消费额（亿元） １３３．６５ ６５０５．１ ２．０５

２０１６年
国内游人次（万） ２５０９．４８７０７１６．５ ３．５５

国内游消费额（亿元） １５２．３３ ７３９９．６ ２．０６

注：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便览

１．２　山东省入境游不断增长，德州市入境游滞后

从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入境游人次、入境

游旅游消费稳步增长．德州市入境游人次则出现了

一些减少，由表２可知，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３年间，德州

市入境游人次占山东省入境游人次在０．５％左右，



远低于山东省１７地市平均计算的各地市入境游人

次占山东省比重５．９％的水平；德州市入境游消费

额基本稳定，但在山东省占比仅为０．２％，远远低于

１７地市折算的平均值５．９％的水平．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德州市与山东省的入境游旅游指标对比

年份 指标名称 德州市 山东省
占山东

比例（％）

２０１４年
入境游人次（万） ２．５ ４４５．７ ０．５６

入境游消费额（亿美元） ０．０５６ ２７．１ ０．２１

２０１５年
入境游人次（万） ２．２６ ４６１ ０．４９

入境游消费额（亿美元） ０．０５２ ２９ ０．１８

２０１６年
入境游人次（万） ２．１１ ４８５．４７ ０．４３

入境游消费额（亿美元） ０．０５４ ３０．６ ０．１８

注：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便览

１．３　旅游产业链不断完善，但旅游产业对德州市的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近年来，德州市积极推行厕所革命、旅游设施建

设、旅游景区升级改造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带动

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由于旅游景区空间分散、缺少有效整合与协同，

旅游要素之间开发深度不够等因素，导致德州市旅

游产业发展相对迟缓，旅游产业的经济贡献度不高．

《德州市旅游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就根据２００７年

到２０１４年山东省１７地市旅游消费总额与当地生产

总值比较，定量计算出山东省１７地市旅游产业对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增长的贡献平均值．德州旅游产业

对德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全省排名最后，数值为

０．４５９，低于全省０．５８４的平均水平．

２　德州旅游产业发展困滞之因

造成德州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之困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２．１　旅游产业定位模糊、不准

旅游产业发展需要建立相匹配的食住行游购娱

等要素配套系统，还要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定

位．如山东省泰安市旅游因山而兴，雄奇壮观的泰山

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乃至普通百姓神往之处；山

东省济宁市旅游因人而名，孔孟府地乃华夏儒教溯

源之始；山东省会济南旅游因水而盛，趵突泉、大明

湖闻名遐迩；山东省青岛市、烟台市、日照市等沿海

城市旅游因海而荣，海滨胜景妙不可言．

德州市既没有自然资源的奇山秀水，也没有文

脉资源的雄浑厚重，面对山东省其他地市如此绚烂

多彩的旅游大环境，如何脱颖而出，已经成为旅游产

业主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难题．截至目前，德州市在旅

游产业定位上也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比如打造德

州市为“齐鲁燕赵文化融合之都”、“北方会议会展名

城”、“田园牧歌休闲胜地”、“济南休闲后花园”等．仔

细推敲，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发展规模和水平、特色

小镇创建以及旅游资源的体量和质量等诸方面都难

以支撑以上这些“文字”式、“口号”性的定位宣传；即

便能支撑这些头衔，也会成为使消费者对德州旅游

产业印象模糊不清．

在定位模糊的情况下，旅游项目建设盲目的贪

大图强、建设规划缺乏战略眼光和长远打算，社会资

源投入产出难以实现目标，难以促进旅游产业的健

康发展．

２．２　旅游资源丰富，但缺少主要旅游吸引物

德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旅游资源丰富．

根据德州市旅游局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公布的数据，德州

市２Ａ级以上（含２Ａ级）旅游景区６９家，其中４Ａ

级景区８家．德州市政府也一直在打造德州旅游的

大项目，通过大项目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但５Ａ

级景区暂时空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旅游资源能够

作为主要旅游吸引物而带动德州旅游的发展．

２．３　旅游资源分散，旅游整合能力弱

德州市旅游资源分布不集中，现有的８家４Ａ

景区零星分布在德州６个县市区；景区景点之间缺

少协同和整合，营销宣传上“自说自话”，经营上“单

打独斗”，没有形成整合意识，难以扩大旅游产业对

德州市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不能形成共建共享的

旅游协同机制，旅游溢出效应不明显．

３　德州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之势

旅游产业是绿色产业，是联动性、辐射性较强的

行业，也是提升国民幸福的国家战略支柱性产业．因

此，各地都在大力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德州市旅游产

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１）国家对旅游产业发展非常重视．２００９年《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就明确把旅游

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以后国家又

相继推出了若干规范、鼓励发展旅游产业的政策法

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我国旅游产业进

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阶段．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

发展，传统行业和领域发生革命性的颠覆，“旅游＋”

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２）国家的富民强国政策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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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实施了经济结构调整和

经济体制的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等利好政策使人民群众

的收入增加，旅游越来越大众化和刚需化．２０１６年，

我国国内游达４４．４亿人次，人均出游率达３次，旅

游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必需品．

３）山东省及德州市对旅游的强力推动．２００７年

“好客山东”的品牌唱响以来，山东省委省政府对发

展旅游产业出台了多个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文

件．特别是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每年政府都要进行“好客

山东贺年会”，其规模之大、活动之多、影响之广，足

见山东省政府对旅游产业的重视和扶持力度．

德州市为促进德州旅游产业发展，连续多次制

定德州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德州市十分重视旅游项

目投资建设，通过全市旅游项目建设助力德州市旅

游业新旧动能转换．２０１７年１－９月，德州市实际完

成旅游项目投资６０．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７９．１１％，增

幅位列山东省第２位．

４　德州旅游产业发展 “全域”之策

２０１６年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提出将全域旅

游作为新时期的旅游发展战略，２０１７年，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至此，“全域旅游”正式纳入国家战略．

４．１　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空间区域内，通过整合全

域内旅游资源的优化组合或协同安排，实现单一景

点旅游到综合全域旅游的旅游新业态．在此基础上，

将促进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

策法规、文明素质等方面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与提

升，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

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

全域旅游的核心是重新整合旅游资源，在空间

上、板块上形成特色各异的旅游产品或业态集群．

４．２　全域旅游下德州市旅游产业优化发展的思路

全域旅游是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产

物，是旅游产业优化升级的时代选择，是全面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全域旅游下德州市旅游产

业发展与优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旅游产业独特

定位、培育核心旅游吸引物以及旅游资源整合和规

划．

根据上面分析，本研究认为德州市旅游产业发

展思路为：一体两翼一小镇．一体是指以德文化为主

体的旅游产业定位，打造中华德文化城作为德州市

的核心旅游吸引物；两翼指的是开发整理富有德州

个性、地域性鲜明的德州特色旅游资源和旅游纪念

品（即旅游特产）；一小镇指的是建设一批极具地方

特色的特色小镇和民俗乡村．德州特色旅游资源，根

据是否有代表性，挑选２Ａ级以上（含２Ａ级）旅游景

区６９家的１０家，概括为２墓８景，再与德州市５个

国家湿地公园结合共同构成个性鲜明、特色突出的

德州旅游资源；特色旅游纪念品中德州扒鸡首屈一

指，再搭配上乐陵小枣和保店驴肉，形成“德州三

宝”．

如此，德州市旅游产业对外宣传可以概括为：

“１２５８３１”即“一德二墓五园八景三宝一小镇”．

４．３　全域旅游下德州市旅游产业优化发展的策略

简析

１）“一德”，建设德州中华德文化城为核心旅游

吸引物和城市旅游定位．湖北孝感致力于打造中华

孝文化名城建设，２００２年以来就开始推动孝文化节

的活动，“孝文化旅游＋”的溢出效应不断增强．

湖南湘潭也在九龙湖建设成中华德文化公园，

成为全国首个以德文化为主题的公园，同时也是国

家４Ａ级景区．

德州是全国唯一一个仅以“德”命名的城市，构

建以德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定位和旅游宣传条件得天

独厚，德文化是德州旅游产业发展的天然财富和特

色标识，理所当然成为德州市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

吸引物．德州市旅游产业相关部门应该组织专家学

者考察研究，着力建设５Ａ级景区———中华德文化

城．在此基础上，广告语可以为：有德之人，游德之

州．

中华德文化城建设上，成立中华德文化博物馆，

收集整理中华民族德文化的资料，利用现代技术和

手段，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呈现中华德文化；挖掘德

州本地德文化民俗，重点建设一批德文化景区，如四

女寺、禹王亭等；成立中华德文化研究会，致力于中

华德文化的挖掘整理，创作德文化的故事、视频、歌

曲等；建立中华德文化网站及手机 ＡＰＰ，开发德文

化的网络动漫、手机游戏，增加游戏的趣味性和知识

性；建设中华德文化基金会，对具有高尚情操和道德

操守的人实施奖励．总之，让德州因为德文化而享誉

华夏，成为全国青少年德育基地．

２）“二墓五园八景”，德文化统领下的德州特色

旅游资源的全域整合．全域旅游，全区域就是全景，

全景就是全区域．在突出特色、彰显德州个性的原则

下，整合全域内的特色旅游资源，通过宣传全域旅

游，提高过夜旅游的人次和消费，从而提高全域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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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

德州特有的两个古墓，一个是位于德州市内的

苏禄国东王墓，一个是位于陵城区神头镇的东方朔

墓．前者因为是我国仅存的有外国王室后裔守墓的

外国帝王墓，大力开发建设能成为中菲友好交流的

重要平台，同时也能带来东南亚入境游客的旅游人

次；后者被推崇为相声等曲艺业的祖师爷，开发建设

并宣传推广可以成为全国相声从业者的共同祖根，

供他们拜谒、寻根问祖，其明星效应及对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不可低估．

“五园”是德州５个国家级湿地公园，分别为齐

河黄河水乡湿地公园、禹城徒骇河湿地公园、夏津九

龙口湿地公园、德州减河湿地公园、乐陵跃马河湿地

公园．按照“生态湿地、人文湿地、休闲湿地”的要求

进行规划建设，将呈现一座座充满自然气息、生命活

力和自由欢乐的生态湿地公园，将成为“碧波映古

韵，青芦引鹤归”的绝美湿地休闲胜地．

“八景”指的是德州市目前的８个４Ａ景区，可

简称为：“天地人佛河村世界”，“天”是德州市太阳谷

景区，利用环保能源的高科技体验中心；“地”是指乐

陵千年枣林景区，感受沧桑巨变，让人抚今追昔；

“人”是指德州董子园，一代大儒读书台是一座德泽

后人的精神宫殿；“佛”是指庆云海岛金山寺景区，佛

教文化，净化心灵，超脱世俗；“河”是指夏津黄河故

道森林公园，感受古黄河之魂、中国葚果之乡的风

光；“村”是指夏津德百温泉度假村，坐落于黄河故道

森林公园内，融休闲、娱乐、康健于一体的综合性休

闲养生场所；“世界”是指齐河泉城极地海洋世界景

区及泉城欧乐堡梦幻世界景区，是童趣的天堂．

３）“三宝”，德文化统领下的德州特色纪念品的

全域整合．如果说旅游是无形的，那么旅游过程唯一

可以被视为有形产品就是旅游纪念品或者当地特

产．德州市旅游产业相关部门可以成立德州旅游纪

念品公司或协会，注册“德州三宝牌”商标，礼盒包装

内包含德州扒鸡、乐陵小枣和保店驴肉，作为旅游纪

念品或德州特产组合销售．

４）“一小镇”，德文化统领下的德州特色小镇的

全域整合．

特色小镇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创新

模式，是德州市全域旅游的重要环节．全域旅游是全

方位的，既有城市的景区景点，又有富有乡土气息和

现代化水平的特色小镇或特色乡村．小镇建设要突

出地方特色，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化操作．让城里人

“做农家人、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体验劳动的辛苦

和乐趣；让农村人致富增收有了新途径、新模式，同

时也提升了农村、农民、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和文明程

度．

５　结束语

总之，深入挖掘富有德州本地文化标志的历史

遗迹、人文景观、自然资源，打造特色鲜明的德州旅

游产业发展形象，进行德州市旅游业结构调整和旅

游产业革命，创新实施全域旅游，是在旅游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政策引导下的战略举措，是精英旅游到大

众化旅游转变的新旅游经济常态下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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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产业结构升级及对策研究

罗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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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采用湖南省１９８１－２０１６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为样本，利用 ＶＡ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湖

南省的第一产业对其他两大产业的影响较小．而第二产业对湖南产业结构的影响明显，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明显

的带动效果，但是对第一产业的反哺效应不大．第三产业发展非常快，促进了湖南产业结构升级．长期分析发现，湖

南省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比较大，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反哺效应；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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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资源禀赋、历史发展水平

等因素的影响，各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问题开始显

现．而且这种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将在较长

时间内继续存在．产业结构差异是影响区域经济发

展不均衡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化有

助于地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研究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产业的不平衡分布是造成地区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

影响因素．国外学者威廉·配第（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ｅｔｔｙ，

１６７２），关注到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

发现不同产业的收益率差异比较明显．科林·克拉

克（ＣｏｌｉｎＣｌａｒｋ，１９５７）、西蒙·库兹涅茨（Ｓｉｍｏｎ

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６６）等学者在经过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

究，发现不同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并

建立起产业结构相关理论体系．如库兹涅茨结构性

增长理论．但也有学者如莫里斯（ＢｅｖｅｒｌｅｙＭｏｒｒｉｓ，

２００１）经过实证发现，在某一些情况下，产业结构的

差异并不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些因

素如人口快速增长、服务部门质量提高等因素的影

响非常大．

国内很多学者进行大量探索．学者们对中国产

业结构进行研究：一是从实证角度出发，这些学者关

注地区产业结构的结构性因素．在分析方法方面，利

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等对造成地区经济结构及影

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地区产业结构升

级及对策；二是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出发，分析地区经

济差距角度出发的研究产业结构形成机制．如魏后凯

（１９９６）、范剑勇和朱国林（２００２）通过研究发现产业结

构是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产业结构

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影响显著．干春晖和郑若谷

（２０１０）等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第二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最显著．产业发展是地区经济

发展的基础．因此从实证角度出发，分析三次产业发

展差异对地区经济差距之间关系，从而为解决地区经

济发展不平衡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利用 ＶＡＲ模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

发，通过比较和研究湖南省各产业在ＧＤＰ增长过

程中的发展特征，分析各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

用，并分析产业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此基础上，

分析产业发展的内在原因，并结合湖南产业发展现

状，提出促进湖南产业布局均衡发展的建议．

２　数据来源和模型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１９８１－２０１６湖南统计年鉴．在

研究中，本文采用湖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标进行

研究．指标定义，Ｙ１ 第一产业湖南省的地区生产总

值，Ｙ２ 第二产业湖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Ｙ３ 第三产

业湖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



本文主要研究湖南省的３个产业结构的变化规

律以及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向量自回归模型

（ＶＡＲ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模型，把系统中每一

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的函

数来构建模型．采用 ＶＡＲ模型描述湖南省的三大

产业之间的关系和特征．通过建立 ＶＡＲ模型来分

别对湖南三大产业，并对三大产业之间的各种冲击

的反应情况进行分析．在实证中，通过分析冲击反应

函数，对三大产业的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产业变化

所带来的动态影响．在确定滞后阶数结合ＡＩＣ信息

准则和ＳＣ信息准则，这样有利于判断最佳的之后

阶数．为进一步研究三大产业之间的长期影响，采用

协整方法，建立产业之间的长期均衡模型，进一步研

究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

３　实证检验

３．１　ＶＡＲ模型估计

为了减少数据的较大波动影响，在建立模型之前

先对湖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序列Ｙ１，Ｙ２，Ｙ３ 取自然

对数，得到新的序列ＬＹ１，ＬＹ２，ＬＹ３．然后根据这三个

新生成的序列ＶＡＲ 模型．运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软件建立

如下ＶＡＲ模型估计结果．从ＶＡＲ 模型中的ＡＩＣ信

息准则和ＳＣ信息准则取值确定该模型合适的滞后项

数为２．根据统计分析，得到ＶＡ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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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２　ＶＡＲ模型的分析

１）模型的有效性分析．对上述 ＶＡＲ模型进行

稳定有效性分析，根据ＡＲ特征多项式根的表格显

示和图形显示来分析模型是否稳定有效．

ＡＲ特征多项式根如下：０．９７６２４０－０．０４９４１２ｉ

（模为 ０．９７７５），０．９７６２４０ ＋ ０．０４９４１２ｉ（模 为

０．９７７５），０．６９９１３２ － ０．３２０５１２ｉ（模为０．７６９１），

０．６９９１３２＋０．３２０５１２ｉ（模为０．７６９１），－０．０５０９２２

－０．１４４３３２ｉ（模为 ０．１５３０），－０．０５０９２２ ＋ ０．

１４４３３２ｉ（模为０．１５３０）．ＶＡＲ模型所有根的倒数的

模都小于１，所以ＶＡＲ模型是稳定的．

２）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ＶＡＲ模型的因果关

系检验结果中发现，ＬＹ１ 对 ＬＹ２ 的χ
２ 统计量＝

４．３９０６，相应的概率值犘＝０．１１１３，说明ＬＹ１ 不是

ＬＹ２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ＬＹ１ 不是ＬＹ３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

因．

同样分析可知，对ＬＹ２ 变量的分析发现，ＬＹ２

不是 ＬＹ１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ＬＹ２ 不是 ＬＹ３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ＬＹ３ 不是ＬＹ１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但是

ＬＹ３ 是ＬＹ２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这表明，湖南省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对第二

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影响相

对比较小．从统计数据上来看，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

值能对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地区生产

总值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对

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比较小，对第二产业

的地区生产总值影响较大．

３）三变量的脉冲响应分析．分析 ＶＡＲ模型的

残差，得到残差的相关系数矩阵，检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　ＶＡＲ模型残差的相关系数矩阵

ＬＹ１ ＬＹ２ ＬＹ３

ＬＹ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１９８４ ０．４７３１９７

ＬＹ２ ０．４１１９８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８３８５７

ＬＹ３ ０．４７３１９７ ０．４８３８５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回归方程的残差之间存

在一定的相关．

因此，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检验结果见图１．

首先分析ＬＹ１ 扰动对ＬＹ２ 和ＬＹ３ 的影响如图

１所示．

从图１实证结果发现，ＬＹ１ 对其自身一个标准

差新息立即做出了响应，这种响应约０．０８，然后逐

步加大，在第两期后这种扰动冲击的影响达到最大，

然后逐步降低，到第五期后这种影响基本稳定；ＬＹ２

对ＬＹ１ 扰动立即做出了响应，第一期响应值大约为

０．３，然后逐步加大；ＬＹ３ 对ＬＹ１ 扰动立即做出了响

应，第一期响应值大约为０．３，然后逐步加大．这说

明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对自身能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也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生影响，而且这种

影响是长远的．

其次分析ＬＹ２ 扰动对ＬＹ１ 和ＬＹ３ 的影响如图

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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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ＬＹ１扰动的影响

注：虚线表示正负两倍的标准差偏离带（±２Ｓ．Ｅ）

图２　ＬＹ２扰动的影响

注：虚线表示正负两倍的标准差偏离带（±２Ｓ．Ｅ）

从图２实证结果发现，ＬＹ２ 对其自身一个标准

差新息立即做出了响应，这种响应约０．０７，然后逐

步加大，在第三期后这种扰动冲击的影响达到最大

（响应值１．０），然后逐步降低；ＬＹ１ 对ＬＹ２ 的扰动没

有立即作出响应，而是逐步加大影响，到第三期ＬＹ１

的响应制最大（响应值０．５），然后逐步降低；ＬＹ３ 对

ＬＹ２ 的扰动立即作出响应（响应值０．２），随后逐步

加大影响，到第三期ＬＹ１ 的响应制最大（响应值０．

４），然后逐步降低．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发展对促进第

二产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对第一产业

的反哺效应不大，同时发现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第三

产业的发展能起到明显的带动效果．

最后分析ＬＹ３ 扰动对ＬＹ２ 和ＬＹ１ 的影响如图

３所示．

图３　ＬＹ３扰动的影响

注：虚线表示正负两倍的标准差偏离带（±２Ｓ．Ｅ）

从图３分析可知，ＬＹ３ 对其自身一个标准差新

息能立即做出响应，这种响应约０．０５，随后逐步加

大影响．而ＬＹ２ 和ＬＹ１ 对ＬＹ３ 扰动都没有立即做

出响应，但是随后逐步加大．这表明湖南省第三产业

的发展对湖南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影响不是

很明显，也可能是第三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暂时没

有得到很好地体现．

３．３　湖南省三大产业之间的长期均衡分析

１）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对这３个序列进行单位

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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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序列和差分序列的ＡＤＦ检验结果

序列 检验统计量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概率值

ＬＹ１ －１．９０１７７０ －４．１２１３０３ －３．４８７８４５ －３．１７２３１４ ０．６４１１

ＬＹ２ －０．７７９１２４ －４．１２７３３８ －３．４９０６６２ －３．１７３９４３ ０．９６１４

ＬＹ３ －１．５６４４９０ －４．１２１３０３ －３．４８７８４５ －３．１７２３１４ ０．７９５１

Ｄ（ＬＹ１） －６．６６１０２２ －４．１２１３０３ －３．４８７８４５ －３．１７２３１４ ０．００００

Ｄ（ＬＹ２） －５．１０１９９５ －４．１３０５２６ －３．４９２１４９ －３．１７４８０２ ０．０００６

Ｄ（ＬＹ３） －５．２５９１４９ －４．１２１３０３ －３．４８７８４５ －３．１７２３１４ ０．０００３

从表２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３个序列水平值

的的检验统计量值大于１０％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

说明这３个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因此本文继续分

析变量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对这３个序列的一阶

差分进行检验．实证表明，其检验统计量值均小于

１％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该差分序列是平稳

的．即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序列ＬＹ１、ＬＹ２ 和

ＬＹ３ 都是犐（１）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然后进

行协整分析．

２）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分析．根据迹统计量检验

结果，原假设“存在零个协整关系”，该假设下的迹统

计量等于４５．３４５６１，５％的临界值等于４２．９１５２５，迹

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即至少存在一

个协整关系．接着分析原假设“至多存在１个协整关

系”的假设，该假设下的迹统计量等于２２．９５３４０，小

于５％的临界值２５．８７２１１，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所

以迹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５％的水平上存在一个

协整关系．但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５％

的水平上没有协整关系．在１０％水平上，迹统计量

检验结果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存在一

个协整关系．根据检验结果得到如下协整方程：

ＬＹ１＝１．２２０２ＬＹ２＋０．５７５２ＬＹ３＋０．１７０２

＠ＴＲＥＮＤ（５３）＋２．１６２０＋μ狋 （２）

标准误差＝（０．２５４６）（０．１９２６）（０．０３５０７）

这是一个长期均衡方程，μ狋 是误差修正项，该

方程含有时间趋势项．对方程（２）进行分析．发现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能明显地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影响更明显．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的自然对数值增加１％，则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的自

然对数值增加１２２．０％．分析第三产业的影响时，发

现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增加１％，则第

一产业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增加５７．５％．实证结

果可以看出湖南经济发展经历了明显大的转变．早

期湖南是农业大省，农业是第一位．随着湖南工业的

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开始得到迅速发展．在统

计中得到的长期均衡模型看似不合理，但仔细分析，

就可以看出湖南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在产业

结构调整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改变．

通过对三大产业之间的协整分析发现：１９８５年

左右、１９９２年左右以及２００５年以后误差修正项的

绝对值比较大．实证结果表明该时期短期波动显著

偏离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在大多数时间离短期波动

都是围绕长期均衡长期波动．短期波动经常偏离长

期均衡关系，说明湖南省经济增长的波动很频繁．这

跟湖南经济的发展特征比较吻合．随着产业结构升

级、两型社会等的提出，湖南产业发生了很大的改

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到目前已

经超过了第一产业．但是第一产业在湖南的地位仍

然很重要．

４　结论与对策

１）研究结论．通过研究湖南产业的发展历程，可

以明显看出传统农业大省在现代工业化过程中，各

个产业的发展都具有明显地方特色．从实证研究结

论来看，湖南省第一产业发展对湖南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发展的影响不明显，而且影响程度越来越小．

湖南第二产业发展迅速，并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湖南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常快，

也开始对其他产业产生影响，其中对第一产业发展

影响比较小，对第二产业发展影响较大．

在研究湖南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产业之

间的影响较为明显．第一产业自身不断得到发展，同

时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长远的积极影

响．可以看出湖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地

位，湖南是个农业大省，农业在湖南非常重要．第二

产业的发展明显的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但其对第

一产业的反哺效应不大．而且发现湖南的产业结构

发展长期处于一种动荡状态，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

衡关系，且在大多数时间离短期波动都是围绕长期

均衡长期波动．短期波动经常偏离长期均衡关系，说

明湖南省经济增长的波动很频繁．这跟湖南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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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征比较吻合．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两型社会等

的提出，湖南产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到目前已经超过了第一产

业．

２）湖南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湖南省要实现经

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突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的发展．同时，结合湖南省的资源禀赋特征，遵循

产业结构演变规律，走一条适合湖南经济发展的产

业化发展路径．

首先提高第一产业的效益．以发展现代农业为

核心，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领域的科技含

量．促进第一产业发展模式的改变，在发展模式方

面，要促进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第一产业发

展模式．以市场为导向，培育一批现代化农业大型企

业．通过农业产业升级，对农业产业的价值链进行重

构．

其次打造湖南特色的第二产业．湖南要以战略

性新兴产业为核心，以高新技术来提升和改造第二

产业．加强优势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如工程机械行业

是湖南的一大优势，使得支柱产业、优势产业、特色

产业优化升级，使第二产业结构更合理．提高湖南省

自主创新能力．尤其要加强对突出关键技术和重大

科技难题的研究，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加大与

农业领域相关的加工制造业发展，提高农产品的附

加值，促进农业深加工和工业化的水平．

第三湖南要优化第三产业结构，特别是加快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湖南有丰富的景观资源，要科学规

划，充分利用湖南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和地理资源，

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要结合湖南的资源优势，进

一步提升和改造旅游等服务业．为湖南第三产业的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还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

需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金融、证券业等附加值更高

的现代服务业，推动湖南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更加

高级合理．

总之，湖南省产业结构的升级，要结合湖南的资

源禀赋，促进资源的更合理配置．以高新技术为核心

优化产业发展，结合湖南两型经济的发展要求，把湖

南产业结构优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机地结合

起来，为湖南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宽松、适宜的

产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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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８－６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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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肖　鹏，王爱梅

（安徽大学　商学院，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跨国企业如何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一直都是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本文回顾了近１５年的相关文献，将

学者们对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分类为来源、识别、构建、培育和演化五个内容模块，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

的总结，并认为多维度的系统性视角，综合性、动态性地解构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是后续展开深入研究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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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波特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竞争优势理论，

国内外学者纷纷关注企业竞争优势领域，进而，国际

生产折衷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动态

能力理论等均从不同视角，提出跨国企业如何树立

和培育竞争优势．然而，管理理论并非一成不变，总

会因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甚至会随技术环境的

变化而不断演变．这些理论只是从某一维度来解释

企业竞争优势的构成，并基于其特定角度静态地提

出的建议，可能导致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无法适应

日益复杂的动态环境．因此，根据已有成果，考虑环

境的动态性，综合评述目前比较零散、不够系统的竞

争优势理论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阅读，选取了近１５年

ＳＣＩ、ＥＩ、ＣＳＳＣＩ刊载的中外文文献进行研究，将学

者们对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分为５个模块，分

别是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识别、构建、培育和

演化．按照竞争优势发展的逻辑关系来解读跨国企

业竞争优势，利于丰富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利于推

动跨国企业理清在动态环境下，如何系统的提升竞

争优势的战略思路．

２　跨国企业竞争优势主流观点综述

２．１　优势来源

１）营销网络．２１世纪初，营销网络的重要性被

学者们广泛意识到．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营销渠

道中的电子商务渠道得以发展，电子商务使跨国企

业重构价值链，增进了跨国企业与下游客户间的联

系，增多了其全球范围内的客户；进而，“渠道策略”

的创新成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关注重点，学者认

为企业应考虑费用、资本、控制、市场覆盖度、特点及

连续性６个方面，并提出企业可以通过供应链再造、

代理商选取、渠道关系经营和网络系统运用等方面

进行渠道创新［１］；ＰａｔｒｉｃｋＢａｒｔｈｅｌ等回答了跨国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是营销问题的提问，并认为可

持续发展意味着营销方式向更负责任的方向发

展［２］．相对于国内学者，国外学者注重在通过创新营

销方式丰富企业能力的同时，更加关注营销方式的

接受者即给企业带来利益的客户．

２）资源．资源作为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

源普遍取得了认同．其中，东道国共享性高级资源作

为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然而，对东道国共享性高级

资源的选择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架构［３］，对跨国经营

企业如何以此获取竞争优势的机理值得深入的研

究．另外，就资源的实质与虚化而言，组织文化作为

虚拟化资源，特别是跨文化管理即跨国企业与当地



企业交流文化理念并达到互融也很必要．人力资源

作为企业文化资源中无法替代的资源，ＡｉｔｚｉｂｅｒＬｅ

ｒｔｘｕｎｄｉ认为评估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效率具有很

大价值，从而以人力资源系统作为竞争优势的来

源［４］；很长一段时间，学者们都是利用跨国企业子公

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ＳａｔｗｉｎｄｅｒＳｉｎｇｈ等研究

了如何评估的人力资源来把控国内企业和跨国企业

人力资源，并解释了他们在本质上的异同［５］．资源是

竞争优势的基础，无论是东道国的物质资源，母国与

东道国之间的共享高级资源，还是企业文化资源，都

会影响到跨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

３）子公司．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跨国企业竞争

优势来源的分析逐渐拓宽到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视

角，有学者跳出对单个企业分析的视角，深入到企业

群体中研究，指出集群内子公司是跨国企业竞争优

势的源泉之一［６］，子公司特定优势作为一种新生优

势，其产生与成长历程也值得剖析．国外学者相对于

国内学者则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眼光更具前瞻性，他

们认为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子公司的创新能力是

更具价值的竞争优势来源，Ｒａｍ Ｍｕｄａｍｂｉ等认为

随着跨国企业利用外国子公司研发产品，母子公司

将是全球创新的最有效的组织结构［７］．中国学者也

开始从战略性高度探索子公司的竞争优势，赵福厚

认为子公司竞争优势有内外部来源，分别为公司的

能动性与国家或行业经营网络，且两者的关系是相

辅相成的［８］；而赵景华研究了国外跨国企业在中国

的子公司，认为他们在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

质量管理、企业形象和管理团队素质［９］，而中国跨国

企业子公司是否正缺乏这些优势的问题值得深思．

但近年来，对子公司的研究，仍然缺乏实际探索能

力，很难深入到子公司的内部了解其竞争实力．

２．２　优势识别

价值链分析与钻石模型来辨别竞争优势最基本

的方法，但仍有学者研究出新的方式，提出对跨国企

业竞争优势分层识别的思想，即从跨国企业参与母

国、东道国和第三国市场竞争的视角来分析跨国企

业在最终产品竞争市场的竞争优势及影响因素［１０］．

此后，王连森等学者也突破了以传统理论识别竞争

优势的方法，建立了竞争位势的数学模型，对影响竞

争位势变动的各因素分别从资源域和环境域来分

析，提出子公司竞争优势来源因素的判断标准［１１］．

两者分别用理论和模型的方法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因

素进行识别，后者研究的是子公司在东道国的资源

和环境下竞争优势的来源，可以引入前者的思想，从

母国、东道国和第三国市场三个角度来研究并比较，

识别出跨国企业在不同市场不同的竞争优势来源．

国外有学者从企业先后进入市场的关系来识别

优势，并认为早期先入市场的企业具有先发的竞争

优势，并对后期进入者的优势有识别效果［１２］．国外

学者注重先入企业对后者竞争优势的识别过程，但

后入者进入市场前或许同样会对市场内企业进行识

别研究，这值得中国学者去验证．

２．３　优势构建

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必须着眼于目前的环境与

发展现状，特别是我国跨国经营的企业应适应国外

的市场环境．根据中国历史条件和跨国企业经营的

特点，李占祥探究了欠缺竞争优势的原因并给予了

建议［１３］，为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但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企业间竞争优势的构建既有

对抗也有合作，故有学者认为现存理论皆是将竞争

优势建立在企业对立的基础上，而疏忽了企业间的

协作，以企业间竞争优势的融合来提升自身竞争优

势是值得采用的［１４］．同时，随着集群思想的深入，集

群内企业的合作或者区位内的企业合作值得研究．

大型跨国企业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是因为这些

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研发能力．与国外企业相比，

我国跨国企业技术实力相对较弱，应考虑技术竞争

优势范式，通过在全球环境下融合各种资源以实现

动态的创新效果［１５］；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企业

也倾向于经过工艺技术、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组织

间的整合来创建出动态的技术整合优势［１５］．在全球

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学习相较于传统跨国企业理论

更具解释力，基于企业知识观，我国跨国企业要规定

清晰的组织学习方向，利用协作、学习与知识的吸收

和消化来构建持续竞争优势［１７，１８］；在跨国知识流动

的基本方式和跨国网络架构的基础上［１９］，有学者将

学习知识贯穿在整个组织之中，提出我国企业应采

取网络进入———合作学习———战略竞争以提高吸收

全球知识的本领［２０］．学者们从单纯的学习能力的分

析，到深入到整个网络组织中，黄健康也呼应了许庆

瑞等学者认为企业合作构建竞争优势的研究方向．

另外，ＴｏｒｂｊｏｒｎＨ．Ｎｅｔｌａｎｄ等指出为了在全球范围

内提升竞争力，很多企业开发了公司特定的生产系

统来部署全球的业务［２１］，通过跨国企业建立系统或

模型来构建竞争优势是值得我国企业借鉴的．

２．４　优势培育

学者们都是在对竞争优势的来源、识别、构建等

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到目标聚焦，大都选择一个方面

切入并展开研究．如，营销网络作为竞争优势的来源

之一，有学者分析营销环境的特点，指出跨国企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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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自身情况，结合文化、产品、品牌、技术、管理、人

员等方面培育整合优势［２２］．

进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单一角度来分析如何培

育跨国企业竞争优势，存在着与企业管理实践的必

然差别．有学者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从竞

争优势培育、海外区位选择以及海外进入模式等角

度分析培育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路径选择［２３］，这是

对安徽省跨国企业的研究，样本选取的典范性不够

强，另外安徽省跨国企业相对于江浙沪粤等经济发

达省份，数量和规模仍然较小，借鉴意义有待商榷，

但是研究结果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为竞争优势培育

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新空间．还有学者按照跨国企业

的分类以及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将现有国外研究

结果分为竞争优势培育型ＦＤＩ战略竞争理论、战略

资源获取理论以及后来者行为理论，并指出我国应

将技术等战略资源纳入竞争优势培育型ＦＤＩ战略

竞争理论的研究范围，来总结我国海外资产获取和

影响我国获取绩效的关键因素［２４］，这只是从理论角

度提出培育的大体方向，但具体培育举措，仍然处于

薄弱状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２．５　优势演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及竞争环境的变化，跨国企业

应建立动态的发展观念．Ｂａｒｎｅｔｔ等曾提出绩效演化

模型，认为经受市场竞争考验的企业，表现出明显的

绩效优势，这种优势通过管理设计和战略变迁形成

战略演化机制．ＤＡｖｅｎｉ在超强竞争理论中提到，企

业竞争优势不是静态的，于高速变动的环境中，优势

地位巩固时间逐渐变短，企业有必要持续找寻优势，

才能继续获得相对超越地位．但是，该理论并未提出

找寻优势的路径．随之，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从市场需求变

化角度分析了磁盘驱动机等部分行业，认为需求轨

迹与技术轨迹的动态关系是致使竞争演进的本质机

制．而 Ｈｅｌｆａｔ等则认为企业不完全是通过市场演进

推动竞争优势的提升，应该通过知识学习、能力等推

动竞争优势演化．

考虑到动态环境的影响，国内学者分析了跨国

企业竞争优势历史变迁过程和特点，指出初级与高

级竞争优势的异同并定义竞争优势的动态概念，也

佐证了企业应按竞争环境的变化来改进竞争优势的

观点［２５］．刘昊等遵循“决定条件———竞争优势———

发展路径”的研究方式探索我国跨国企业获取竞争

优势的途径．该研究认为实现快速成长，企业必须以

国内的需求市场为基础，再追踪国外需求市场的变

动［２６］．但是，理论模型并没有分析各要素条件如何

影响发展路径．随之，在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如何走

向发达市场形成竞争优势领域的研究，Ｍａｓａａｋｉ

Ｋｏｔａｂｅ等发现建立国内市场到发达国家市场竞争

优势的演化路径，跨国企业通过掌握资源的获取及

吸收能力并建立优势，另一方面，跨国企业通过新市

场的庞大需求提升创新能力以建立竞争优势［２７］．

３　总结与展望

总的来看，学者对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从

静态研究企业应如何获取，发展到跨国企业要如何

构建持续的竞争优势，从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

单维度解构，逐步拓展到全球环境下的动态学习、系

统培育等领域．

１）现有对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营销网络、资源和子公司三个方面，后续仍有拓

展的空间．全球的营销网络趋于成熟，近年来，资源

是学者们普遍的研究方向，对跨国企业子公司的研

究也增多．然而，正如ＬｕｉｚＦ．Ｍｅｓｑｕｉｔａ指出的，可

将企业国际化定义为区位、时间和空间上的国际化，

从而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隐性来源，未来的研究

工作应该回答跨国企业如何塑造自身的进入外国环

境以及该动机和过程中的涉及资源和（动态）能

力［２８］．

２）对跨国企业竞争优势识别的现有研究并不

多，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识别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与

企业经营管理实践有些许不同．鉴于企业总存在于

集群或经济圈内，可通过多个相关联的企业案例进

行横向总结，增强对多个企业整体竞争优势的识别．

或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对先进入

全球市场的企业和后入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优势差

异，进行识别的比较研究．

３）学习能力与动态能力如何持续形成跨国企业

竞争优势，仍然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最近的研

究已指出学习导向是竞争优势构建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习能力对于形成动态能力以作用于竞争优势

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效果．据此，可以就组织学习理论

和动态能力理论领域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例如在创

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的影响因素、动态能力的形

成与成长路径、母子公司间知识交流与学习能力相

互影响等领域可以进一步探索．

４）虽然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培育与构建有相通

之处，但有针对性的如何培育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

研究成果较少．我们认为对构建角度的研究从更广

泛意义上解读可属于培育角度，但如果缩小范畴，仔

细区分，构建与培育尚有所不同，企业的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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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路径在视角和战略上不能完全等同．且如何系

统分析我国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培育路径，目前仍

然处于薄弱状态．因此，从企业内外环境着手，以多

个行业典型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全面地探讨我国

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提炼我国跨国企业

竞争优势的培育路径是具有学术意义的．

５）演化视角下的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研究成果颇

丰，侧重点各不相同，但缺乏统一理论框架．如王迎

军指出的，绩效演化确是竞争结果的动态表现，能力

发展、学习、战略变化会影响企业绩效，但是绩效的

演化是否等同于竞争优势的演化呢［２９］？并且绩效

演化跨越产品或者服务等价值载体，有不切实际的

嫌疑．在价值演化领域，如 Ｋｉｍ等提出的企业主动

取舍顾客价值要素，并提供差别化的价值曲线来增

加顾客价值以形成竞争优势，但是，如何联接企业内

部优势与市场优势的动态关系仍是空白．我们认为，

需要整合价值和绩效，结合动态环境，嵌入同一理论

模型中加以思量，才能系统地解释竞争优势的演化．

６）定性研究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成果较多，但

系统性思考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进行科学的定量

研究较少，如何使研究结论具有普适性，是今后的关

注重点．目前诸多研究，偏重于影响因素和理论模式

分析，静态解读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相对性．然而，

环境动态性的客观存在，截面研究与静态研究结论

相较于企业管理实践差异较大，虽然有少数学者提

出了能力演化的路径，却只局限在理论推演，欠缺实

证支撑．因此，考虑到数据来源一致性和有效性，采

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实证研究

与案例研究结合起来，比如Ａ．Ｂ．Ｓｉｍ对亚洲跨国

企业国际化进程、战略、组织和运作进行了有限的实

证研究，分析了马来西亚１２家跨国企业的动机、模

式和竞争优势的来源的国际化战略［３０］，得出的基本

结论具有较强的典范性和普适性，可能是推动未来

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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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创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的探索

———以德州市夏津县为例

于潇珊１，井大炜２，刘冀鲁３

（１．中共德州市委党校，山东　德州２５３０００；２．德州学院　资源环境与规划学院，山东　德州２５３０２３

３．德州市夏津县科技局，山东　德州２５３２００；）

　　摘　要：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是德州市对接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功能定位，而夏津县作为德州市的农业大县，

其农产品供应基地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对夏津县创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夏津县在产业基础、战略机遇、发展潜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且农产品供应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但在农业

标准化进程、农业产业化程度、农民科技化水平、农业品牌化意识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在

这些方面着力改善，以期为建成供应京津冀的“放心农场”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农产品基地；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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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潇珊（１９８１ ），女，山东德州人，讲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１　引言

２０１５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德州建设京津冀产业承

接、科技成果转化、优质农产品供应、劳动力输送基

地和京津冀南部重要生态功能区”，德州作为山东全

省唯一纳入规划的城市，“一区四基地”战略地位正

式确立［１，２］．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是德州融入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建设“一区四基地”战略之

一［２，３］．夏津县作为农业大县，其农产品供应基地建

设对于减轻京津冀粮食短缺、合理配置区域资源、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近年来，诸多学者针对农产品基地建设已开展

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工作．比如，鲜晓梅
［４］关于重庆市

南川区生态有机农产品基地建设的研究表明，充分

发挥与利用南川区生态优势开发有机农产品，能快

速提升南川区农产品品牌效应，增加农业比较效益；

王广梁等［５］对临沭县农产品基地品牌建设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建议；

朱海平等［６］关于浙江省松阳县推进绿色食品和无公

害农产品基地建设的研究发现，建设农产品基地对

于实现松阳县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标准化具

有重要意义；刘帅等［７］对德州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农业

总产值与１３种农产品产量的综合分析发现，粮食、

蔬菜、肉类、禽蛋、奶类、生猪、羊、家禽８种农产品与

德州市农业总产值相关性较好，并研究认为德州市

农产品基地中存在结构层次低、现有农产品供应类

型与京津冀消费者需求层次不相匹配等问题，进而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关于农产品基地建设

的研究报道较多，但针对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夏津

县的研究则鲜有报道．鉴于此，本文以夏津县为研究

对象，首先介绍夏津县农产品基地发展现状和农产

品基地建设现状，然后剖析农产品基地建设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相关的对策与建议，旨在为推

进该县对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实现其农业转型升

级和区域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参考．

２　区域概况

夏津县地处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东跨马颊河

与高唐县为邻，西依卫运河与河北清河县相望，年均

气温１２．７℃，年均降雨量５５６ｍｍ，年均无霜期１９２

ｄ；辖１０镇２乡１个街道１个省级开发区，３１４个社

区，总面积８８２ｋｍ２，耕地６００ｋｍ２，总人口５２万．地



势平坦，土质肥厚，砂壤土和轻壤土占耕地面积的

８９％，土壤有机质含量１．２％，境内井泉建设配套齐

全，排灌条件优越，基本达到旱涝保收．远离重工业

污染源，大气、土地和水源等环境质量符合无公害蔬

菜生产的要求．夏津县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

有助于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的创建，也为对接京津

冀一体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３　夏津县农产品基地发展现状评价

３．１　基础与优势

１）产业基础雄厚．（１）粮食产量不断提升．扎实

开展粮食大方田建设及整建制高产创建活动，推动

全县粮食单产水平提高，实现粮食总产“十二连增”，

夏粮生产“十三连增”．全县面粉加工企业３０余处，

生产线４９条，其中代表国际先进水平全自动制粉生

产线１６条，面粉年加工能力达２００万吨，单线生产

加工能力及整体规模均居山东省第一位．发达面粉

集团有限公司面粉年生产能力跻身全国前四强．

（２）蔬菜品种多元化．深入实施“菜篮子”工程，

推进生产规模化、标准化，“前后梅”牌反季节大葱、

“香赵”牌打帘王黄瓜、“纸房头”牌草莓等十几个蔬

菜品种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转换产品认证，

“津玉”牌鸡蛋获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白马湖镇大葱

种植基地、雷集镇五彩椒种植园区等蔬菜园区和夏

津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德州市畜牧局良种猪

繁育有限公司（白马湖镇）等规模养殖基地品牌效益

好，市场影响力大．

（３）水果日趋丰富．目前，全县果品面积达６０

ｋｍ２，在桃、葡萄、苹果等传统水果广泛种植基础上，

不断引入推广国内外名优水果品种．特别是作为夏

津特色产品，椹果品种已达５４个，椹果酒、桑黄等产

品和药材，具有较高知名度．山东圣源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山东卡洛斯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等企业以椹果、

葡萄为原料酿造果酒，带动了夏津林果业的发展．

（４）植物油逐步稳固．近两年来，夏津植物油行

业历经大浪淘沙，驾驭市场的能力不断提升，恒兴油

脂有限公司、新银北植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加强创新，逐步迈向品牌化、高端化水平，“巧妻”牌、

“银北香”牌色拉油等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目前，全

县油品加工企业５０余处，年产植物油３０多万吨．

２）战略机遇叠加．作为传统农业大县，早在

２００１年夏津就曾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Ａ级绿色蔬

菜生产基地县，相继获得“中国食品工业强县”、“中

国面粉大县”、“中国植物油示范县”、“中国棉纺织名

城”、“中国椹果之乡”等一大批国家级殊荣，这是夏

津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的软实力．尤其是近两

年来，夏津棉纺织产业集群、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基

地纳入省“一圈一带”发展战略［３］，黄河故道古桑树

群作为不可复制的宝贵资源，在全省首家获得“全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称号，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入围国

家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夏津入选第六批“山

东省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等机遇接踵而至，

为夏津发展现代优质农业、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基

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３）发展潜力较大．近年来，夏津大力推进规模化

种养、标准化生产、现代化管理、组织化经营，农业产

业化迈出新步伐，积聚了巨大潜力．

（１）是农业组织化程度持续提高．目前，全县拥

有规模以上涉农企业１５８家，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市级１６家，省级５家，涉及棉花加工、面粉加

工、植物油加工、畜禽养殖和棉种育繁推等多个产

业．全县已成立专业合作社１３６２家，家庭农场１２１

家，０．０３３ｋｍ２ 以上种粮大户达１９０家．

（２）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夏津拥有

鲁西北地区首家县级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标准化实

验室和全国首台德国雷肯背负式喷药机、人工驾驶

植保专业飞机、美国进口玉米深松全层施肥精播机

等高度现代化专业设备，农业发展的服务和保障能

力显著提升；“土地托管”创造了全国典型经验，在

《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刊发报道，全县阶段性托管

土地达４００ｋｍ２次．

（３）是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全县有效农产品三

品认证３９个，涵盖面粉、蔬菜、水果、鲜鸡蛋、生猪等

产品，“三品”生产基地发展到３３４．２ｋｍ２，占全县耕

地总面积的５５．０９％，认证比例居全市第二．培植国

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１个，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４

个．“夏津椹果”获地理标志商标．

３．２　农产品供给基地建设现状

从表１、２可以看出，夏津县的农业总产值呈逐

年递增的趋势．自从２０１５年德州被列入京津冀一体

化规划后，夏津县作为德州市的农业大县正着力建

设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主要包括粮食、果蔬、畜禽、

油料等多个农产品基地，并已初具规模．由表１可

见，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夏津县的油料、羊、生猪、家禽

数量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变化趋势．与２０００年相

比，２０１６年的农产品产值提升了２９７．２４％，油料、

羊、生猪、家禽数量分别提高３７．２５％、５７．６２％、

１２８．０２％和８３．１８％；与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６年的农

产品产值提升了４２．９３％，油料、羊、生猪、家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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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提高１３３．３６％、３６．０１％、３７．４２％和２４．６３％．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夏津县农产品产值产量统计

年份
产值

（亿元）

油料

（万ｔ）

羊

（万只）

生猪

（万头）

家禽

（万只）

２０００ １４．５ ０．５ １５．１ １８．２ ３２３．５

２００５ ２２．１ ０．４ １６．８ ２３．３ ３５８．８

２０１０ ４０．３ ０．３ １７．５ ３０．２ ４７５．５

２０１６ ５７．６ ０．７ ２３．８ ４１．５ ５９２．６

注：数据来源于德州市统计局．

由表２可知，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之间，夏津县的

粮食、蔬菜、禽蛋、小麦和玉米产量持续升高．同

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６年的粮食、蔬菜、禽蛋、小麦和玉

米产量分别提高 １９９．２３％、９７．３７％、７６．６７％、

２８８．３１％和２３１．６５％；同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６年的粮

食、蔬菜、禽蛋、小麦和玉米产量分别提高７１．８７％、

５６．２５％、３９．４７％、８４．００％和５０．１６％．由此可以看

出，夏津县的农产品供应能力具有较大潜力；随着

２０１５年德州市纳入京津冀一体化经济圈，夏津县作

为德州市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农产品供应基地的

优势十分显著，并且农产品基地的供应能力将进一

步加强．规划到２０２０年，夏津县的粮食、蔬菜产量还

会有较大提升，其中１／３左右销往京津冀．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夏津县部分农产品产量统计表（万ｔ）

年份 粮食 蔬菜 禽蛋 小麦 玉米

２０００ ３９．０ ４１．８ ３．０ １５．４ １３．９

２００５ ４５．３ ４６．３ ３．４ １９．２ １８．３

２０１０ ６７．９ ５２．８ ３．８ ３２．５ ３０．７

２０１６ １１６．７ ８２．５ ５．３ ５９．８ ４６．１

注：数据来源于德州市统计局．

３．３　农产品基地建设发展的主要问题

打造京津冀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是一项长期艰

巨的任务，尽管具备部分优势条件，但存在的问题和

挑战也不容回避．

１）农业标准化进程亟需加快．当前，受基础设施

水平、土地流转、技术标准、人员素质、生产成本等多

重因素影响［４］，夏津农业生产格局小而散的问题依

然突出，农民分散经营、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仍普遍

存在，真正建设到位的各级各类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数量不多，农业标准化覆盖面小，实施不到位，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就小麦生产

而言，夏津的产量尚不能满足本地消费和加工需要．

粮食部门调查发现，近几年夏津小麦年产量约为６０

万ｔ，而社会需求量达１００多万ｔ，供需之间存在一

定差距．为储备原料，夏津面粉加工企业目前小麦收

购价格比周边县市每千克高出２分钱．

２）农业产业化程度亟需提高．延伸农业产业链

条，提升农业附加值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环节，而

龙头企业则是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的重要力量．目

前夏津面粉、棉纺织、植物油等支柱产业中，还没有

国家级龙头企业，整体实力不强，产业链条短，带动

能力有限；大部分企业的经营方式较粗放，规模化程

度偏低，科技创新的能力相对较弱；企业产品结构单

一，初级加工企业多、精深加工企业少，科技含量和

附加值过低，难以实现农产品增值增效；现有龙头企

业和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尚有待进一步健全［５］．

３）农民科技化水平亟需提升．农业从业人员整

体科学素质较低是当前全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普遍问

题［６］，夏津也不例外．目前，全县绝大多数农民文化

层次偏低，没有接受过全面系统的职业培训，无法应

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方法，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另

外，夏津具体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数是意识保守、对新

技术认知能力较弱的中老年人，而接受新生事物较

快的青壮年所占比例很小．这种农村劳动力“空心

化”现象也导致农业科技水平整体较低，影响了农业

产业化进程．

４）农业品牌化意识亟需增强．尽管夏津部分农

产品已注册商标或通过三品认证，甚至获得一系列

荣誉称号，但由于营销、宣传手段不到位，致使品牌

效益不能充分发挥．“发达牌”小麦粉是“中国名牌产

品”、“中国消费者满意面粉”、“绿色食品”，产品深受

消费者喜爱，但经调查发现，该产品主要销往东北三

省及南方部分省市，在京津冀市场份额较小，而同为

“中国名牌产品”的五得利牌面粉在北京市场的占有

率达４０％以上．同样，由于农产品“三品认证”的投

入和产出不相匹配，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造成

部分单位尤其是合作组织不愿认证或认证到期后放

弃续展认证，比如永莲蜜桃、南城山药等合作组织申

报产品认证的积极性不高，兴联富民薯类合作社于

２０１２年证书到期后未再续展．

４　对策与建议

将打造京津冀地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与推进

农业现代化相结合，在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

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加快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农业技术创新步伐［６－８］，破除

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两个“紧箍

咒”［６］，走出一条具有夏津特色的高效、集约、安全与

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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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力发展优质生产基地．按照“特色、规模、产

业、品牌”要求，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按市

场需求优化农业结构，结合夏津农业基础，重点培育

粮食、瓜果蔬菜、畜牧三大产业板块．粮食产业应立

足千亿斤粮食项目，全力谋划建设好东西部合计

１６６．７ｋｍ２ 的粮食高产创建大方田，实现“藏粮于

地”．同时积极实施“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加快

示范工程盐碱地粮食增产增效示范区建设，通过改

造中低产田，增加有效灌溉面积等措施，继续壮大

“米袋子”，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果蔬产业应按照

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

的模式，积极发展绿色、有机蔬菜，着力打造６６．７

ｋｍ２ 园区化、品牌化蔬菜供应基地；以实施果桑种

质资源库项目为契机，尽快将夏津建成为布局合理、

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高标准果桑种质资源基地，精

心打造京津冀地区放心的“菜篮子”、“果盘子”．畜牧

生产应着力提高畜禽养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水

平，积极发展肉牛、肉羊等草食畜牧业．

２）强力推进产业品牌建设．提升品牌意识．实施

农业品牌战略，增强核心竞争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必然趋势［９］．应引导和鼓励企业树立“质量第一、

品牌至上”的现代发展理念，形成从原材料到产成品

再到企业自身的全产业链品牌建设观念，打好原材

料、产成品的绿色安全牌，提高企业知名度和市场美

誉度．强化品牌拓展．立足于夏津农业资源的比较优

势，围绕小麦、桑椹等农产品，以特色、高品质为目

标，延伸产业链条，开发一批健康、养生、休闲食品，

扩大夏津农副产品在京津冀农产品市场的占有份

额．鼓励农业生产基地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和加工

企业进行产品商标注册，支持品牌拓展、质量提升、

文化宣传，加强品牌农产品产销对接，探索“农超对

接”等新型流通方式，不但要将现有品牌的效能释放

出来，更要培育更多的特色品牌走向京津冀市场．提

升夏津形象．依托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建设高标准生

态休闲度假基地，提高夏津生态旅游知名度，借助

“椹果文化采摘节”等节庆活动，宣传推介夏津品牌

产业、品牌产品，让外界更好地认识夏津、了解夏津，

投资夏津．

３）着力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规范培育农业经

营主体．对现有经营主体开展分类指导，促其规范运

行，同时，在引导农户依法有序流转承包地的基础

上，不断培育新型的经营主体，着力发展规模种养

业、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服务业［１０］．培植或引进骨

干企业．继续培育壮大或引进一批龙头企业，鼓励龙

头企业建设原料生产基地，支持符合条件的龙头企

业开展中低产田的改造、土地整治、高标准基本农田

建设、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与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等，

切实改善生产设施条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的投入，

加强人才队伍培养与自主创新，提高市场的综合竞

争能力．不断健全完善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利益联结

机制，推行“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

经营模式，鼓励发展“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的专

业化生产经营模式．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建立农业

产业化示范基地，争取利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建设与

区域发展相适应的农业科技园区，形成园区布局合

理、品牌特色突出，经营机制高效，科技支撑有力，融

高效农业示范、农业科技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

园区，推进生产、加工、物流、营销融合发展，形成产

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格局，延伸价值链，进而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４）加大农业发展支撑力度．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推进农业机械化、信息化，

开展区域产业技术合作，有效提升农业装备水平，提

高农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藏粮于

技”［１１］．加强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和农民培

训工作，扎实做好扶贫科技培训和新型农民创业培

训工程，着力培养新型的职业农民，从而为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建立政府投资为引导、农民和企业投资为主体的

多元化投入机制，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加

工、流通等环节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安排农业综合开

发、扶贫、水利、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项

目资金，扶持规模化标准化农业园区、良种繁育园区

等基础设施建设、批发市场改造升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体系建设，以及示范推广项目、人员培训等．

加强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支持

力度，倡导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对带动农户多、有竞争力、有市场潜力的农业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大力支持，增强农业发展后

劲．

５）健全农业发展保障体系．完善监督管理体系．

完善县、乡、村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强化

监管队伍和能力建设，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必

需的资金、人员和设备条件［１２］．以创建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为目标，不但要加强农产品质量监测，从

源头控制问题，还要强化综合执法监管，打击违法行

为，更应创新监管模式，推进社会共治，建立起质量

安全宣传培训、农资市场专项整顿、农产品检测检

验、“三品一标”产品管理、农产品质量监管等长效机

制，为餐桌上的安全提供源头保障．强化社会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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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培植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广郑保屯土地

“托管”经验，鼓励发展既不改变农户承包关系，又保

证地有人种的托管服务模式，鼓励种粮大户、农机大

户和农机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新型经营主体

开展全程托管或主要生产环节托管，实现统一耕作、

规模化生产，并通过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扶持，

逐步提高全县农业生产社会化、集约化、规模化水

平．创新综合保障体系．打造京津冀地区优质农产品

供应基地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

全县上下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尤其是各级职能部门

更要忠诚履职，全力指导服务，既种好自留地、管好

责任田，又唱好群英会、打好合力牌，齐心协力推进

农业现代化进程．

６）推进三产融合发展六次产业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要求．结合夏津的实际情况，在确保

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统筹利用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

把农业产业发展与生态旅游的发展结合起来，依托

黄河故道生态旅游区建设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的品牌效应，借助订单农业与农产品电子商务等

多种手段，通过新型的农产品加工业与餐饮业的发

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开发，把农业品质、安全、

生态和文化等价值凸现出来并形成品牌，形成集特

色林果生产、生态观光旅游、林果深加工、吃住行游

购娱、会议会展为一体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进而培

育出新型的“六次产业”，为夏津的农业发展探寻一

条新出路．

５　结语

通过对夏津县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创建的分析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夏津县具有产业基础雄厚、战

略机遇叠加、发展潜力较大等基础与优势，并且农产

品供应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但是在农业标准化进

程、农业产业化程度、农民科技化水平、农业品牌化

意识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必须有针对性

地在这些方面加大力度、着力改善，旨在为建设成为

供应京津冀的“放心农场”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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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测量指标作为中国城市人群心血管危险因素的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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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研究用不同的人体测量指标，测定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和分布，对９９１名男性和１１８８名女性进行横

向研究，年龄在１５～７４岁之间．测量体重指标（ＢＭＩ）、腰围、腰臀比率、腰身高比率和体脂百分比．采集空腹血液．评

价ＣＶＤ危险因素，研究数据表明，腰臀比率和腰身高比率是预测男性心血管危险因素最好的人体测量指标，腰臀

比率和腰围是女性最好的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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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据人民网等媒体报道，一项２０１０年发表的研究

报告称，中国目前肥胖人口达３．２５亿人，增幅超过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个数字在未来２０年还可

能增加一倍［１］．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身体活动是超重

和肥胖的主要促进因素，是主要非传染性疾病的主

要危险因素．先前的研究一致表明，绝对总体脂和体

脂的中心分布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和心血管疾

病的危险因素密切相关［２］．有研究报道
［３］两性肥胖

患者，心血管疾病患病率超过３倍，２１％男性和

２８％的女性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可能是超重和肥胖引

起的．

中国是一个城市化发展比较快的国家．国民

的营养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非传染性疾病，尤

其是心血管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４］．另

一方面，虽然通过计算机断层摄像术或磁共振成

像测定腹部内脏脂肪组织可以更准确的反映体

脂分布以预测代谢性危险［５，６］．由于费用高和辐

射危害，限制了这些技术在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

或自我评价中的应用．已经有研究者阐述了与肥

胖相关的不同指标［７］．体重指数（ＢＭＩ）常常被用

于反映总体脂，腰围、腰臀比率和腰身高比率常

被用作中心体脂的替代指标［８，９］．最近研究显示，

腰围是腹部内脏脂肪组织最简单的人体测量标

准，可能是预测心血管危险最好的指标［１０－１２］．既

然局部体脂分布有明显的性别差异，那么性别的

人体测量指标适用性也不同．

在中国，肥胖患病率作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的预测因素还不清楚．因此，开展此项研究以达到目

的：１）通过对中国不同城市人群的人体测量结果，获

得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和分布的基础数据；２）研究已

选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与人体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

检验与心血管危险因素最密切相关的人体测量指

标，研究性别与相关变化的关系．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人群

根据城市人口的划分标准，从全国不同地区的

７个大型城市中募集受试者：北京、上海、重庆、天

津、济南、西安和南京．在上述城市随机发放招募受

试者广告，并告知研究计划．每个城市指定一个健康

筛选中心进行人体测量和实验室测试．在横向研究

中，２１７９名健康受试者参与研究，年龄在１５到７４

岁（９９１名男性，１１８８名女性），没有任何的系统性疾

病，未使用改变体重的或影响血糖和血脂水平的药

物．完成血液测试和人体测量．受试者依据性别和年

龄分为５组：１５～１９岁；２０～２９岁；３０～３９岁；４０～



４９岁；５０岁以上．所有受试者自愿参与，填写知情同

意书．

１．２　人体测量

评价所有受试者以下测量指标：体重、身高、

ＢＭＩ、腰围、腰臀比率、腰身高比率、总三点皮褶厚度

和体脂百分比．依照测量标准测量身高．测量体重的

误差小于１００ｇ．ＢＭＩ用体重／身高平方（ｋｇ／ｍ
２）计

算［１３］．分为４个级别：轻体重（ＢＭＩ＜１８．５ｋｇ／ｍ
２）；

正常体重（ＢＭＩ：１８．５～２４．９ｋｇ／ｍ
２）；超重（ＢＭＩ：

２５．０～２９．９ ｋｇ／ｍ
２）和 肥 胖 （ＢＭＩ≥３０．０

ｋｇ／ｍ
２）［１４］．围度用毫米皮尺测量．测量腰围时，皮

尺放置与髂嵴上３～４横指处．按照腰围，＜９４，９４

～１０１．９和≥１０２ｃｍ，男性分为正常体重、超重和肥

胖．按照腰围，＜８０，８０～８７．９和≥８８ｃｍ，女性分为

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在臀大肌最突出部位测量臀

围．用腰围／臀围计算腰臀比率，腰围／身高计算腰身

高比率．按照腰臀比率，＜０．９０，０．９０～０．９９和≥

１．０，男性分为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按照＜０．８０，

０．８０～０．８４和≥０．８５，女性分为正常体重、超重和

肥胖．用皮褶厚度计测量身体右侧皮褶厚度（男子胸

部、腹部和大腿中部，女子肱三头肌、髂嵴上缘和大

腿中部），各测量点进行３次测量，取３次测量的平

均值．用三点等式计算体脂百分比
［１５，１６］．

１．３　血样和分析

１２ｈ隔夜空腹后，于上午７时和９时取血样．

用酶显色定量法（胆固醇酯酶、胆固醇氧化酶和

磷酸甘油氧化酶）测定血清总胆固醇和甘油三

酯．用相同的方法，加入致沉淀的含有磷钨酸脂

蛋白的载脂蛋白Ｂ后测定 ＨＤＬ－Ｃ．用酶显色发

和葡萄糖氧化酶技术测定血清葡萄糖浓度．总胆

固醇 的 批 内 和 批 间 变 异 系 数 分 别 为 ２％ 和

０．５％，甘油三酯的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分别为

１．６％和０．６％，血糖的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都

是２．２％．如果甘油三酯浓度低于４００ｍｇ／ｄｌ，依

据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 ＨＤＬ－Ｃ浓度，用

Ｆｒｉｅｄｗａｌｄ公式
［１７］计算ＬＤＬ－Ｃ．

１．４　统计分析

所有变量均以平均值±标准差或百分比表示．

独立Ｔ检验比较２组间定量变量，ＬＳＤ－ｔ检验比

较多组间定量变量．计算年龄调整后的偏相关系数，

研究人体测量变量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对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所有测试的统计显著性

为双尾，Ｉ型误差≤０．０５．所有数据分析都使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包．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人体测量结果

两性的受试者人体测量结果有显著年龄组交叉

倾向（ｐ＜０．０５，见表１）．在任何一个年龄段，与女性

相比，男性的体重和腰臀比率较高，体脂百分比较低

（ｐ＜０．００１）．男性２０～２９岁与３０～３９岁年龄段的

腰围和腰臀比率的差异最大，女性４０～４９岁与５０

岁以上年龄段的腰围和腰臀比率差异最大（ｐ＝

０．０００）．男性１５～１９岁与２０～２９岁年龄段的腰身

高比率差异最大，女性４０～４９岁与５０岁以上年龄

段的腰身高比率差异最大（ｐ＝０．０００）．

表１　中国城市人群性别和年龄组的人体测量变量

年龄 ｎ 身高 体重 腰围 ＢＭＩ 腰臀比 腰身高比 体脂百分比

男性

１５～１９ １３９ １７０．２±７．９ ６２．２±１２．０ ７４．５±８．９ ２１．４±３．１ ０．８２±０．０５ ０．４３±０．０６ １１．２±５．７

２０～２９ ２０４ １７４．９±５．８ ７２．８±１０．９ ８２．２±８．８ ２３．７±３．２ ０．８５±０．０５ ０．４８±０．０９ １５．０±６．６

３０～３９ ３２７ １７０．８±６．８ ７６．６±１２．８ ９１．１±１０．９ ２６．０±３．８ ０．９２±０．０６ ０．５１±０．０６ ２５．３±７．２

４０～４９ ２００ １７０．３±６．９ ７９．１±１３．５ ９６．３±８．９ ２６．８±３．０ ０．９６±０．０５ ０．５４±０．０６ ２９．９±６．５

５０以上 １２１ １６９．６±７．４ ７４．９±１２．６ ９５．５±１０．９ ２５．９±３．９ ０．９７±０．０７ ０．５６±０．０６ ３０．２±６．９

总数 ９９１ １７１．７±７．２ ７２．０±１３．３ ８８．５±１２．４ ２５．０±３．９ ０．９１±０．０７ ０．４９±０．０８ ２２．７±９．７

女性

１５～１９ １４５ １６０．４±５．１ ５７．３±９．８ ７２．７±９．０ ２１．９±３．８ ０．７８±０．０６ ０．４５±０．０７ ２６．９±９．９

２０～２９ １９３ １６１．５±５．３ ６０．８±１１．５ ７７．９±１１．６ ２３．４±４．３ ０．７９±０．０８ ０．４８±０．０７ ２７．１±９．６

３０～３９ ４２７ １５９．２±５．９ ６６．６±１１．７ ８４．２±１１．４ ２６．１±４．７ ０．８１±０．０８ ０．５２±０．０７ ３１．５±６．９

４０～４９ ２８３ １５９．５±６．１ ７１．２±１０．８ ８９．２±１１．０ ２７．７±４．３ ０．８３±０．０８ ０．５４±０．０７ ３５．１±５．９

５０以上 １４０ １５６．５±６．０ ６９．９±１１．１ ９６．０±１２．６ ２８．４±４．８ ０．９１±０．１０ ０．６０±０．０９ ３６．１±６．１

总数 １１８８ １５９．５±５．９ ６５．９±１２．１ ８４．３±１３．１ ２５．８±４．９ ０．８２±０．０９ ０．５２±０．０８ ３１．５±８．２

表示女性测量值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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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

不论年龄或测量方法，女性的肥胖患病率比男

性高（见表２）．根据ＢＭＩ，几乎一半的男性和超过

５０％的女性属于超重或肥胖，１０．２％的男性和

１８．６％的女性属于肥胖．直到５０岁以上，ＢＭＩ肥胖

患病率才增加．这种倾向在女性中更显著（年龄－性

别交互的主要效应ｐ＝０．００１）．５９岁以上组，男性和

女性的肥胖患病率的差异尤其显著．

表２　１５岁及以上的男性与女性的依据ＢＭＩ、腰围和腰臀比率的肥胖患病率（％）

年龄 ｎ

ＢＭＩ 腰围 腰臀比

超重 肥胖 超重 肥胖 超重 肥胖

男性

１５～１９ １３９ ９．３ ２．８ ３．６ １．４ １０．７ ２．１

２０～２９ ２０４ ２３．５ ４．４ ９．３ ３．９ ２２．０ １．０

３０～３９ ３２７ ４５．８ １３．７ ２３．２ １６．８ ５９．３ １１．６

４０～４９ ２００ ６３．０ １２．５ ３６．５ ２６．５ ５６．５ ３５．０

５０以上 １２１ ４４．６ １４．８ ２８．９ ２４．７ ５６．１ ３２．２

总数 ９９１ ３９．４ １０．２ ２１．０ １４．９ ４３．８ １５．３

女性

１５～１９ １４５ １２．４ ２．７ ５．５ ５．５ １８．６ １５．８

２０～２９ １９３ ２１．７ ６．７ １５．５ １５．５ ２４．８ ２３．３

３０～３９ ４２７ ４０．９ １７．３ ３２．３ ３２．３ ２１．３ ３２．５

４０～４９ ２８３ ４２．７ ２８．６ ５４．７ ５４．７ ２１．５ ４５．２

５０以上 １４０ ３７．８ ３５．７ ６６．４ ６６．４ １７．１ ７１．４

总数 １１８８ ３４．４ １８．６ ３５．７ ３５．７ ２１．０ ３６．７

２．３　心血管危险因素

男性的血糖、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ＨＤＬ－Ｃ

比率显著增高，女性的ＬＤＬ－Ｃ和ＨＤＬ－Ｃ显著增

高（ｐ＜０．０５，见表３）．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血糖、

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平均值显著增高，女性随着

年龄增加，总胆固醇、甘油三酯、ＬＤＬ－Ｃ和总胆固

醇／ＨＤＬ－Ｃ比率显著增高（ｐ＜０．０５）．

２．４　依据ＢＭＩ分组的测量指标和心血管危险因素

两性随着ＢＭＩ增加，体重、腰围、腰臀比率、

腰身高比率和体脂百分比显著增加（ｐ＜０．００１，

见表４）．另外，不同ＢＭＩ的男性，相关的心血管

危险因素显著不同（ｐ＜０．０５），女性仅总胆固醇／

ＨＤＬ－Ｃ比率差异显著．两性人体测量结果腰

围、ＢＭＩ、腰臀比率和腰身高比率比强烈相关

（ｐ≤０．００１，见表５），表明根据这些参数将会为

肥胖的测量提供比较信息．但是，体脂百分比与

其他人体测量结果弱相关．

２．５　人体测量结果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关系

研究发现男性的腰围、ＢＭＩ、腰臀比和腰身高比

非常显著相关，也与血脂值非常显著相关（ｐ＜０．０５，

见表６）．经过年龄和ＢＭＩ调整，仅腰围、腰臀比、腰

身高比率显著相关以及腰围和总胆固醇／ＨＤＬ－Ｃ

显著相关（ｐ＜０．０５）．经过年龄和腰围的调整，仅

ＢＭＩ、腰臀比、腰身高比与甘油三酯显著相关（数据

没有显示，ｐ＜０．０５）．女性人体测量结果与血脂值之

间弱相关．腰围、腰臀比和腰身高比率与血脂最大值

显著相关（ｐ＜０．０５）．经过年龄和ＢＭＩ调整，仅腰

围、腰身高比和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显著相关，腰臀

比与甘油三酯显著相关（ｐ＜０．０５）．经过年龄和腰围

调整，仅腰臀比与甘油三酯显著相关（数据没有显

示，ｐ＜０．０５）．

２．６　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独立决定因素

对于男性，腰臀比是血糖、总胆固醇和ＬＤＬ－Ｃ

的重要的预测因子，但是腰身高比率是血糖、ＨＤＬ

－Ｃ和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比的重要预测因子（见表

７）．另一方面，ＢＭＩ是甘油三酯、ＨＤＬ－Ｃ的重要预

测因子．通过这些参数可以解释血糖和血脂变化百

分比，然而，只能是适度说明．腰臀比说明７．４％的

血糖变化，３１．１％总胆固醇变化，２９．２％ＬＤＬ－Ｃ变

化．腰身高比率说明９．３％血糖变化，１５．２％总胆固

醇／ＨＤＬ－Ｃ比率变化．ＢＭＩ说明２６．４％甘油三酯

变化，１０％ＨＤＬ－Ｃ变化．对于女性，腰臀比是血

糖、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主要预测因子，但是腰围

是ＬＤＬ－Ｃ、ＨＤＬ－Ｃ和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比率

的重要预测因子．腰臀比说明１７％血糖变化；２０．４

总胆固醇变化；３１．７％甘油三酯变化．腰围说明

１６．１％ＬＤＬ－Ｃ 变化；８．６％ＨＤＬ－Ｃ 变化和

２２．７％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比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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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国城市人群性别、年龄相关的心血管危险因素

　　　年龄 空腹血糖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ＬＤＬ－Ｃ ＨＤＬ－Ｃ 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比率

男性

１５～１９ ８４．２±８．７ １５４．７±３５．１ １４０．４±９９．２ ８０．５±２６．８ ４５．５±１２．３ ３．７２±１．７

２０～２９ ８１．５±６．１ １８１．４±４５．６ １１９．０±６１．７ １１０．６±４２．２ ４４．０±１１．５ ４．３２±１．４

３０～３９ ９０．５±１１．３ １８９．４±４１．９ １６７．０±５６．６ １０１．６±３０．７ ４５．９±１７．１ ４．４３±１．３

４０～４９ ９５．３±１４．０ １９３．１±３３．５ １８２．７±６６．０ １０５．９±２９．６ ３９．７±１１．１ ５．７０±３．５

５０以上 １０８．０±１８．４ ２１１．６±３２．９ ２０２．２±７７．６ １０２．９±２５．３ ４０．３±１０．５ ５．７５±２．６

总数 ９１．２±１４．１ １８６．１±４０．９ １６３．０±７３．３ １０１．１±３２．２ ４３．３±１３．４ ４．７８±２．３

女性

１５～１９ ８１．９±１２．４ １５４．０±３１．３ ９０．４±４８．３ ８８．９±２５．０ ５６．７±１０．５ ２．７８±０．６

２０～２９ ８０．４±６．１ １７３．１±４４．７ １００．２±３２．５ １０７．３±３５．０ ５３．０±１１．９ ３．３４±０．７

３０～３９ ８６．４±１５．６ １８７．０±４２．２ １３０．５±５６．３ １１８．１±３３．５ ４７．５±１２．５ ４．０９±１．０

４０～４９ ８６．７±１０．９ １８６．１±４１．４ １２８．１±５８．２ １１９．２±３１．６ ４８．４±１０．２ ３．９７±１．１

５０以上 ９１．１±２３．５ ２０１．０±５９．８ １７８．２±８２．４ １２１．９±４６．４ ５０．１±１９．９ ４．７７±２．５

总数 ８５．２±１４．０ １８０．４±４４．６ １２３．５±６０．５ １１２．０±３４．９ ５０．５±１２．８ ３．７９±１．３

表示女性测量值的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表４　两性依据ＢＭＩ的人体测量结果和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比较

低体重 正常体重 超重 肥胖

男性

ｎ ２９ ４７０ ３９１ １０１

体重 ４９．３±５．１ ６５．２±７．７ ８０．９±７．７ ９４．６±１１．４

身高 １６７．９±６．８ １７１．９±７．２ １７２．２±６．８ １７１．０±８．５

腰围 ６７．４±５．０ ８０．３±８．０ ９５．３±６．４ １０６．８±９．４

腰臀比 ０．８０±０．０４ ０．８６±０．０６ ０．９５±０．０５ ０．９８±０．０６

腰身高比 ０．４０±０．０２ ０．４６±０．０７ ０．５４±０．０６ ０．６０±０．０６

体脂百分比 ８．７±３．５ １６．８±７．９ ２８．２±６．８ ３１．８±５．７

空腹血糖 ８５．４±１２．２ ８８．２±１５．３ ９２．１±１１．７ １０３．１±１４．４

总胆固醇 １５４．４±３１．５ １７０．５±３８．０ １９９．１±３７．７ ２１０．７±３９．７

甘油三酯 ７５．２±１６．３ １４０．０±６７．１ １７６．１±６４．６ ２４８．１±５８．１

ＬＤＬ－Ｃ ８８．６±２７．４ ９０．５±３１．５ １１３．３±３１．７ ９７．０±２３．６

ＨＤＬ－Ｃ ５０．６±４．７ ４５．９±１６．４ ４２．４±９．３ ３２．３±１３．６

总胆固醇 ＨＤＬ－Ｃ比 ３．０３±０．３９ ４．０４±１．４７ ４．８８±１．３４ ８．３７±５．１５

女性

ｎ ４６ ５０８ ４１０ ２２４

体重 ４６．３±３．８ ５７．３±６．２ ６９．２±５．９ ８１．９±９．８

身高 １６２．６±５．０ １６０．８±５．４ １５９．１±５．６ １５６．７±６．５

腰围 ６４．３±４．３ ７６．３±８．３ ８７．９±８．４ １００．２±１０．７

腰臀比 ０．７３±０．０４ ０．７９±０．０７ ０．８３±０．０８ ０．８８±０．０９

腰身高比 ０．３９±０．０２ ０．４７±０．０６ ０．５４±０．０５ ０．６２±０．０７

体脂百分比 １７．７±６．９ ２８．２±７．９ ３４．４±５．８ ３７．８±５．１

空腹血糖 ７８．８±５．２ ８２．９±１０．４ ８８．６±１８．３ ８５．８±１３．１

总胆固醇 １４１．８±１８．４ １７５．７±４１．２ １８７．５±４７．４ １８６．８±４６．６

甘油三酯 ７６．２±３３．９ １１４．０±５４．３ １２７．２±５６．０ １４４．４±７３．５

ＬＤＬ－Ｃ ８５．４±２１．４ １０５．９±３２．７ １１８．２±３３．８ １１９．５±３９．４

ＨＤＬ－Ｃ ５７．２±９．５ ５２．７±１３．９ ４８．４±１２．１ ４８．５±１２．１

总胆固醇 ＨＤＬ－Ｃ比 ２．５４±０．６０ ３．５３±１．１２ ４．１６±１．７０ ３．９７±１．０４

表示女性测量值的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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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中国城市人群年龄调整后的偏相关系数

男性　　　　　　女性■

腰围 ＢＭＩ 腰臀比 腰身高比 体脂百分比

腰围 — ０．７６９ ０．７１６ ０．８７１ ０．４５９

ＢＭＩ ０．８５９ — ０．３３５ ０．７２３ ０．５２９

腰臀比 ０．７６９ ０．５８１ — ０．６６６ ０．２８２

腰身高比 ０．７１２ ０．６２５ ０．５６８ — ０．４９９

体脂百分比 ０．７４ ０．６２２ ０．５８３ ０．４７９ —

表６　两性年龄调整人体测量结果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偏相关系数

腰围 ＢＭＩ 腰臀比 腰身高比 体脂百分比

男性

空腹血糖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２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２

总胆固醇 ０．３８９ ０．３６４ ０．３７４ ０．３６３ ０．２１０

甘油三酯 ０．４４０ ０．５１５ ０．４７３ ０．５８２ ０．３０５

ＬＤＬ－Ｃ ０．２７１ ０．２５１ ０．２９７ ０．２７７ ０．０３９

ＨＤＬ－Ｃ －０．４１５ －０．３１８ －０．３７４ －０．４３０ －０．２３８

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比 ０．４９９ ０．４７０ ０．４４４ ０．５３７ ０．２１９

女性

空腹血糖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３８ ０．０５１

总胆固醇 ０．２２４ ０．１３ ０．２２６ ０．２７１ ０．０２８

甘油三酯 ０．２７０ ０．２０５ ０．３６８ ０．２７２ ０．０２９

ＬＤＬ－Ｃ ０．２５１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６ ０．２８８ ０．０１０

ＨＤＬ－Ｃ －０．２３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１９ －０．２０４ －０．１２６

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比 ０．２７６ ０．１５９ ０．２３０ ０．２８２ ０．０４７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７　两性人体测量变量和心血管危险因素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年龄调整后）

因变量 解释变量 自变量系数（β） Ｐ Ｒ２

男性

空腹血糖（ｍｇ／ｄＬ） 腰臀比 １．２５８ ０．００２ ０．５６９

腰身高比 －０．９３０ ０．０１４

总胆固醇（ｍｇ／ｄＬ） 腰臀比 ０．５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３１１

甘油三酯（ｍｇ／ｄＬ） ＢＭＩ ０．５１４ ０．００２ ０．２６４

ＬＤＬ－Ｃ（ｍｇ／ｄＬ） 腰臀比 ０．５４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９２

ＨＤＬ－Ｃ（ｍｇ／ｄＬ） 腰身高比 －１．２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２５２

０．８７２ ０．０４７

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比 腰身高比 ０．６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６０

女性

空腹血糖（ｍｇ／ｄＬ） 腰臀比 ０．４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０

总胆固醇（ｍｇ／ｄＬ） 腰臀比 ０．３７ ０．００２ ０．２６５

甘油三酯（ｍｇ／ｄＬ） 腰臀比 ０．４９３ ０．０００ ０．３６１

ＬＤＬ－Ｃ（ｍｇ／ｄＬ） 腰围 ０．４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１

ＨＤＬ－Ｃ（ｍｇ／ｄＬ） 腰围 －０．２９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８６

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比 腰围 ０．３５３ ０．００５ ０．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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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依据ＢＭＩ的超重患病率，男性

４０～４９岁时增加的最高值达到６３．０％，女性４０～

４９岁达到４２．７％．依据ＢＭＩ计算，肥胖患病率，男

性５０岁以上持续增加到最大值１４．８％，女性５０岁

以上达到３５．７％．另外，中心肥胖是公认的冠心病

预测因子，男性通常比女性的腰围和腰臀比更高［２］．

然而，研究发现女性任何年龄组的中心肥胖更常见．

研究人群中的一般性超重和肥胖患病率（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
２，４９．６％男性；５３％女性）高于喀麦隆城市人

群的患病率（２８．１％男性；４８．１％女性）．根据这些发

现，中国城市人群超重和肥胖患病率较高，女性任一

年龄段的肥胖患病率高于男性．公认的心血管疾病

预防的理想ＢＭＩ，男性是２２．６，女性是２１．１
［１８］．研

究中，性别－年龄组的ＢＭＩ在这个截点之上．这个

结果与少数对中国城市人群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

一项对埃及的研究，生活在城市的女性有

４０．６％肥胖患病率
［１９］．土耳其的女性和男性肥胖患

病率非别是３２．４％和１４．１％
［２０］，然而，腹部肥胖患

病率为２９．４％（女性为３８．９％；男性为１８．１％）
［２１］．

最近一项黎巴嫩国内的研究显示，男性超重的患病

率高于女性，分别为５７．７％和４９．４％．但是，肥胖的

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分别为１８．８％和１４．３％
［２２］．

与此相似，研究中男性超重患病率高于女性，分别为

３９．４％和３４．４％，但是女性肥胖患病率高于男性，

分别为１８．６％和１０．２％．

ＣＴ结果显示，中心肥胖，尤其是腹内脂肪蓄

积，是研究代谢综合征体脂分布率的一个关键变

量［２］．尽管中心肥胖与心血管危险密切相关，但是关

于中心肥胖的最好人体测量指标仍然有争议．体脂

分布区域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因此，研究中，比较５

个肥胖参数的相关性（ＢＭＩ、腰围、腰臀比率、腰身高

比率和体脂百分比），以选择心血管危险因素．研究

中，所有测量结果，除了体脂百分比，相互强烈相关．

全身和中心肥胖相关指标高度显示增加全身肥胖

（ＢＭＩ测量结果）和增加腹部肥胖相关．

一项关于加拿大心脏健康的研究，Ｌｅｄｏｕｘ

等［２３］发现人体测量结果与成人高血压、血脂障碍和

糖尿病中度相关，ＢＭＩ、腰围和腰臀比率的作用大致

相同．研究中测量的所有心血管危险因素，甘油三酯

和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比率增加与两性的大部分人

体测量结果显著相关；但是，男性的相关性更显著．

利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测量脂肪组织，发现与腰身高

比率相比，腰围更好的评估腹部脏器脂肪蓄积，与腰

臀比率相比，腰围可能是多维心血管危险因素的一

个更好的预测因子［９］．根据研究中的多元回归分析，

男性ＢＭＩ、腰身高比率和腰臀比率分别解释甘油三

酯、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比率和ＬＳＬ－Ｃ的最大变

化百分比，但是，女性的腰臀比率解释甘油三酯的最

大变化百分比，腰围解释总胆固醇／ＨＤＬ－Ｃ比率

和ＬＤＬ－Ｃ的最大变化百分比．Ｈｏ等
［１３］发现，男性

的ＢＭＩ和女性的腰臀比率是预测代谢综合征（高血

压、糖尿病和血脂障碍）的重要测量指标．此外，测量

指标和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关系可能有年龄的特异

性．例如，Ｒｉｍｍ等
［２４］进行大样本基础研究发现，６５

岁前，ＢＭＩ是冠心病的最好预测因子，然而，男性年

龄≥６５岁，腰臀比率是危险因素的一个较好的预测

因子．Ｗｉｎｄｈａｍ等
［２５］发现，８０岁后，利用腰臀比率

评估中心或内脏肥胖是较差的方法，腰围脂肪分布

是一个较好的测量指标．爱荷华女性健康研究小

组［２６］检验一组老年人自我报告腰臀比率和ＢＭＩ与

５年死亡率的关系，结果显示，要臀比率与死亡危险

强烈和正相关，呈单剂量反应方式．Ｐａｔｉｌ等
［２７］报道，

女性仅要臀比率与冠心病发病率独立相关．另一项

研究中，唐晓君等［２８］报道，中年和老年，不论ＢＭＩ

和胰岛素水平，腰臀比率与甘油三酯相关．实验研究

的结果与其相似．很明显，当检验这些指标与心血管

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时，需要阐明如何恰当使用这

些指标．缺乏对已知肥胖指标的系统性评价的文献．

考虑到性别、年龄、民族、不同疾病和死亡率的可能

差异．腰臀比率的重要局限是，腰臀比率不能被清除

的解释，因为涉及两个变量，相同的腰围，臀围较小

的人，比率可能较高，臀围较大的人，比率可能较

小［２］．另一方面，缺乏测量腰围的标准体位，使得与

其他研究的比较出现困难．需要标准方法以获得可

靠的腹围测量结果．已有报道腰围与心血管疾病危

险的关系可能有人群依赖性［７］．此外，对于老年人，

可能高估了腰围的测量，且不准确，因为腹部肌肉松

弛，这在老年人相当典型，可能降低腹围的预测价

值［２９］．因此，没有年龄和不同心血管危险因素通用

的最佳的专一的腰围截点．

４　结论

研究通过不同的人体测量结果来认识年龄、性

别、超重和肥胖的关系．依据 ＷＨＯ的定义标准，研

究结果突出显示中国城市人群两性的一般和腹部超

重和肥胖的患病率高．研究数据显示，中国男性的腰

４９ 德州学院学报　　　　　　　　　　 　　　　　第３４卷　



臀比和腰身高比是预测心血管危险因素最好的人体

测量指标，女性的最好的预测指标是腰臀比和腰围．

这些数据为建立管理和预防肥胖相关病症如糖尿病

和高胆固醇血症的干预方案提供证据支持．另外，人

体测量指标和心血管危险因素存在性别差异．在以

后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时，需要考虑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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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１０年中国体育产业硕博士学位

论文研究热点的共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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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广西 崇左　５３２２００）

　　摘　要：选取中国知网（ＣＮＫＩ）硕博学位论文数据库体育产业学位论文为研究样本，利用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２０．０软

件对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获得中国体育产业学位论文研究的八大热点主题，旨在为后

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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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中国体育产业蓬勃发展，与之相适应的

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丰硕．硕博士研究生是中国高校

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其学科基础扎实、专业性强、学

术水平比较高，以体育产业为选题的学位论文也是

比较前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中国体育产业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水平．共词分析法

是内容分析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中后期产生于法国［１］，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演变趋于

成熟，目前在国内外众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

目前采用共词技术对体育产业进行研究的很少，只

有少数学者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ＩＩ软件对国内体育产业

领域研究的期刊论文进行现状研究和热点分

析［２，３］．本研究试图运用共词分析技术对近年来中

国体育产业领域学位论文的研究现状、热点进行剖

析，揭示国内体育产业研究的历史脉络与未来的发

展方向，以期为今后该领域硕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提

供参考依据．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的硕博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检索方法为：以篇名或关键

词为检索项，以“体育产业”检索词，时间跨度选择

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

检索结果经统计共得到２８３篇硕博学位论文，将检

索到的文献数据，用ＥＸＣＥＬ建档，形成体育产业研

究优秀硕博学位论文文献数据库．

２．２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２０．０数据处理软件，

对中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体育产业硕博士学位论文高

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

３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３．１　关键词词频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学术文献的主题与精髓，它涉

及到文献的研究领域和内容［４］，以及科学评价文

献的学 术水 平，高频关 键 词 还 能 反 映 研 究 热

点［５］．

通过对２８３篇文章进行关键词统计，共获得

６３８个关键词，总呈现频次为１１２１次．由于关键

词是作者根据自身经验和学科背景标注的，因

此，６３８个关键词中存在不少同义词近义词．为了

增加统计效果的可信度，在统计高频词前对同义

词近义词进行合并处理，经过筛选与合并，最终

得到词频大于３的有效高频关键词２８条（见表



１）．

表１　中国体育产业领域硕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关键词列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体育产业 ２１８ １５ 体育产业发展 ５

２ 对策 ２０ １６ 产业结构 ５

３ 现状 １４ １７ 休闲体育 ５

４ 影响因素 １３ １８ 职业体育 ５

５ 休闲体育产业 １２ １９ 建议 ４

６ 发展战略 ８ ２０ 体育经济 ４

７ 发展模式 ７ ２１ 体育产业政策 ４

８ 问题 ６ ２２ 产业集群 ４

９ 优化 ６ ２３ 体育市场 ４

１０ 体育产业集群 ６ ２４ 产业 ４

１１ 开发 ６ ２５ 竞技体育 ４

１２ 体育消费 ５ ２６ 体育产业结构 ４

１３ 发展 ５ ２７ 品牌 ４

１４ 发展现状 ５ ２８ 全民健身 ４

由表１可以看出，２８个关键词为近１０年来中

国体育产业学位论文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２８个高

频关键词，总呈现频次为３９１次，占关键词总频次的

３４．８８％．其中，前５个热点关键词分别为：体育产业

（２１８次）、对策（２０次）、现状（１４次）、影响因素（１３

次）、休闲体育产业（１２次）．总体来看，体育产业研

究的重点在体育产业和休闲体育产业应用研究为

主．虽然对关键词进行简单的统计可以了解该领域

研究的基本概况，但无法深入研究其内部结构及其

高频关键词间隐藏的重要信息变化．因而本文运用

共词分析技术来解决该方面的问题．

３．２　相关矩阵构建

由于共词分析包含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

对其进行分析要用到相异矩阵数据，因此需要进行

相关数据转换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基础．

１）共词矩阵构建．利用ｅｘｃｅｌ数据透视功能，将

２８个高频关键词两两配对，并统计其共现次数，得

到一个２８×２８的共词矩阵．共词矩阵是一个对称矩

阵，对角线上的数值取该关键词的共现频次（见表

２）．

表２　共词矩阵（部分）

关键词
体育

产业
对策 现状

影响

因素

休闲体

育产业

发展

战略

体育产业 １１５ １９ １１ ８ ０ ６

对策 １９ ３７ ８ １ １ ０

现状 １１ ８ ２５ ０ １ ０

影响因素 ８ １ ０ １８ ２ ０

休闲体育产业 ０ １ １ ２ ８ １

发展战略 ６ ０ ０ ０ １ ７

２）相异矩阵构建．运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将

表２的共词矩阵中的每个共现数字都除以与之相对

应的两个关键词出现的总频次的开方后的乘积，得

到相关矩阵数据，然后用１减去全部相关矩阵中的

数据，最后得到相异矩阵数据［５］（见表３）．

表３　相异矩阵（部分）

关键词
体育

产业
对策 现状

影响

因素

休闲体

育产业

发展

战略

体育产业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０８７ ０．７９５７ ０．８２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８９４

对策 ０．７０８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０４ ０．９６１８ ０．９４２６ １．００００

现状 ０．７９４８ ０．７３７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２９３ １．００００

影响因素 ０．８２４２ ０．９６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３３３ ０．８６６４

休闲体育产业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１９ ０．９２９３ ０．８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发展战略 ０．７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６６４ ０．００００

３．３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法就是将某一领域众多的高频关键

词，聚类成主题较近数目相对较少具有相似性的类

团，进而揭示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将表３相异矩阵导

入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系统聚类，得到体育产业硕

博学位论文的树状图（见图１）．

图１　聚类树状图

从图１聚类树状图的分析结果，可以把２８个

高频关键词分为８团类．通过聚类分析虽然可以

清楚地看到体育产业领域的研究热点，但依然无

法看出各个研究热点在体育产业研究中所处位

置．因此，还可以借助多维尺度的分析功能进行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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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法是一种将多维空间的研究对象

简化到低维空间进行定位、分析和归类，同时又保留

对象间原始关系的数据分析方法［６］．把表３导入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多维尺度分析，绘制出体育产业

研究的知识图谱（见图２）．图谱中每个圆点代表一

个关键词，有高度相似的关键词集合在一起形成了

共同的研究领域．

图２　多维尺度分析知识图谱

根据图１的聚类结果，为图２划分出不同的聚

类模块图．从图２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出，近１０年中

国体育产业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可以概括为以下８

个部分．

（１）体育产业开发研究，包含开发和建议２个关

键词．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较晚，体育产业市场发育还

不够成熟，还有许多领域等待人们去开拓．因此，如

何对体育相关产业进行开发与拓展，激起研究生们

的关注．该组关键词处于图谱的边缘位置且关键词

之间的距离较远，说明只针对体育产业开发的研究

主题狭小，其研究范围狭小或有向其他主题过渡趋

势．

（２）体育产业集群研究，包含产业集群、体育产

业集群２个关键词．产业集群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

化发展的产物，是区域经济甚至国家的经济发展的

重要载体．它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被各行业广泛

研究与应用．但由于中国体育产业集群发展较弱，相

关研究成果也很少．该类研究主要阐述了产业集群

的概念、功能和作用及相关理论，分析体育产业集群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发展思路和对策．从图谱

也可以看出，两个关键相距较远，但产业集群距离中

心点较近而体育产业集群距离中心点较远，说明产

业集群是各学科研究的热点，而有关体育产业集群

研究较少且不够深入．

（３）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包含体育产业结

构、产业结构、优化等３个关键词．进入新世纪中国

体育产业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地区产业间

和产业内部存在着较为严重结构失衡现象．因此，中

国现阶段如何对体育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使

体育产业健康快速的发展，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该

组关键词距离中心靠近，但关键词之间较分散，说明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４）体育产业现状研究，包括体育产业、现状、问

题和对策等４个关键词．中国地大物博，各省市的经

济、社会、资源差异较大，体育产业的发展也千差万

别．该类研究主要以各省市、各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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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为调查对象，阐释体育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及提

出相关对策，这是现阶段中国体育产业学位论文研

究的热点主题，也是这些关键词成为高频关键并排

在前列的原因．它是体育产业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

基本出发点和关注点．但这组关键词距图谱中心位

置最远，说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只针对体育产业

发展现状的研究主题狭小或者正向其它主题过渡．

（５）休闲体育产业研究，包含休闲体育产业、休

闲体育、影响因素、发展现状、发展战略等５个关键

词．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不断提高，使得人们从繁杂的劳动中解脱出来，拥有

更多自主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加上近年来大众健

康意识不断增强，参与各项休闲体育健身的愿望更

为强烈，这为休闲体育发展带来了机遇．休闲体育产

业学位论文主要研究各省市休闲体育及其产业的发

展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从图谱也可以看出，

休闲体育距离中心点较近而休闲体育产业距离中心

点较远，说明休闲体育是各学者研究的热点，而休闲

体育产业方面的研究较少．

（６）竞技体育产业与全民健身研究，包含竞技体

育、产业、发展、全民健身等４个关键词．竞技体育产

业是体育产业的一个分支，进一步发展竞技体育产

业对于优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国竞技体育产业发展十

分快速，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明显，

加上全民健身主题的提出，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

协调发展，引起高学历研究者的关注．该组关键词距

离中心靠近，但关键词之间较分散，说明该领域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

（７）体育消费市场研究，包含体育消费、体育市

场、发展模式等３个关键词．居民体育消费多少决定

体育市场，而体育市场是否活跃决定体育产业的发

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人们的体育消

费意识、观念步提高，体育市场前景广阔．学位论文

关于该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

群体育消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体育消费与经济增

长关系等．该组关键词距离中心靠近，且关键词之间

较密，说明该领域近些年得到较高关注．

（８）体育产业发展研究，包含体育产业发展、体

育产业政策、职业体育、品牌、体育经济等５个关键

词．体育产业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有相关的政

策法规和过硬的品牌作为基础．体育产业政策是体

育产业发展的生命线．近几年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迅

猛，但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发展不完善，经营管理不

规范和知名品牌少等因素的制约，使体育产业发展

速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加强有关管理法规

制度的制定和提高品牌知名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

焦点．硕博士学位论文对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政策的变迁与体系和品牌地位建设上．该组关键词

处于图谱的正中心位置且分布较为紧密，说明它近

些年得到较高关注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前沿．

４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近１０年来中国体育产业硕博士学位论

文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可以发现体育产业

研究领域的８大研究热点．

运用共词分析技术对文献中高频关键词进行研

究，有助于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利于其他学者在

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关键词的标注受作者

知识结构研究背景等的影响较大，使得同一关键词

会出现同词不同意，或者同意不同词的现象，或者所

标注的关键词不能反映文章的主题，这对数据收集

与分析增加了难度，也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因

此，末来对文献进行语义分析将是一种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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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加工时间可控的学习效应的排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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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讨论一类具有学习效应的加工时间可控的排序问题，工件的加工时间不仅与所排的位置有关，还与控

制变量有关，并且工件具有共同工期．目标函数是极小化加权总完工与控制费用的和、极小化总误工时间与控制费

用的和．对最优排序的问题，将其转化为指派问题，并给出其算法和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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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经典的排序问题的研究中，工件的实际加工时间与加工位置是没有关系的．然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工件的加工时间会随着诸多因素发生变化，如：工人技术程度的提高，机器的磨合度增加等，这些使工件加工

时间随开工时间非增的情况，称工件具有学习效应．Ｂｉｓｃｕｐ
［１］是最早研究具有学习效应的排序问题．Ｂｉｓｃｕｐ

提出的模型：假设工件犑犼的正常加工时间狋犼，若工件犑犼排在第狉个位置，则实际加工时间为狆
犃
犼〔狉〕＝狋犼狉

α ，其

中α!０，称为学习因子．自从学习效应这个概念被排序问题引入后，具有学习效应的排序问题越来越受研究

者们的关注．在许多研究工作中，一部分是研究Ｂｉｓｃｕｐ提出的模型，另一部分是探讨不同的学习效应的模

型．Ｂｉｓｃｕｐ
［２］对具有学习效应的排序问题做了一个综述．

刘静和孙世杰等［３］讨论了具有一致性的学习效应的单机排序问题，目标函数为加权完工时间，误工工件

的个数，最大延迟，给出了对应的 ＷＳＰＴ规则（工件权重与加工时间的比值非增排序），ＥＤＤ规则（工件的工

期非减排序），还提出修正 Ｍｏｏｒｅ－Ｈｏｄｇｓｏｎ算法可获最优排序．加权总完工时间与最大延迟这两个目标函

数，王吉波［４］（２００８）证明出在一些特殊情况下，ＷＳＰＴ规则和ＥＤＤ规则可以分别给出多项式算法，也给出

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规则的最坏情况界．王吉波等
［５］研究了加工时间可控与学习效应连接到一起的排序问

题，目标函数是最大完工时间，总完工时间，总完工时间偏差均与控制费用的和．

最早研究工期指派问题的是Ｐａｎｗａｌｋａｒ等
［６］和Ｓｅｉｄｍａｎｎ等

［７］．Ｐａｎｗａｌｋａｒ等研究的是所有工件都指派

了相同工期的排序问题．Ｓｅｉｄｍａｎｎ等研究的是每一个工件都可以指派不同工期的排序问题．Ｇｏｒｄｏｎ等
［８］给

出了关于所有工件都指派相同工期的排序问题的一个综述．

本文在学习效应与加工时间可控的基础上，研究了两个目标函数，即加权总完工时间与控制费用，总误

工时间与控制费用问题．文章还给出了最优算法和复杂度．

２　问题描述

设狀个工件是 犑１，犑２，…，犑｛ ｝狀 ，工件之间相互独立，且没有优先约束，所有工件在零时刻到达，具有共

同的工期．机器同一时间只能加工一个工件，加工过程中不允许中断．每个工件都有正常的加工时间狆犼，设

与位置有关的工件的实际加工时间为狆犼狉＝狆犼狉
α ，狉为工件所在的位置，α!０表示工件的学习效应．本文研究



的是加工时间可控且有学习效应的排序问题，对于工件犑犼 的控制变量，记为χ犼，具有可控的工件实际加工

时间为狆
－

犼狉＝χ犼狋犼狉
α ，其中χ犼为加工时间的控制变量，χ犼∈?Δ犼，１

」，Δ犼∈ 〔０，１〕．当χ犼＝Δ犼时，工件犑犼的加
工时间减少，当χ犼＝１时，工件的加工时间只与位置有关．λ犼为控制单位加工时间所需的费用，所以第狉个工

件所需的控制费用为λ犼 狆犼狉－狆
－

犼（ ）狉 ，总控制费用为犳＝∑
狀

犼＝１

λ犼 狆犼狉－狆
－

犼（ ）狉 ．

对问题给定的任意一个排序π，本文涉及到的符号定义如下

∑
狀

犼＝１

狑犼犆犼表示加权总完工时间

犱犼表示工件犑犼的工期，犱犼０

∑
狀

犼＝１

犜犼表示总误工时间，其中犜犼＝ｍａｘ犆犼－犱犼，｛ ｝０ 是工件犑犼的误工时间

本文研究控制变量和加工位置影响加工时间的学习效应的模型，讨论问题的复杂度，并给出相应问题的

算法．目标函数

１）极小化加权总完工时间与控制费用的和，狕χ，（ ）π ＝∑
狀

犼＝１

狑犼犆犼＋犳犮狆狋

２）极小化总误工时间与控制费用的和，狕χ，（ ）π ＝∑
狀

犼＝１

犜犼＋犳犮狆狋

上述问题用三参数表示法可分别表示为１犔犈，犆犘犜 ∑
狀

犼＝１

狑犼犆犼＋犳犮狆狋 ，１犔犈，犆犘犜 ∑
狀

犼＝１

犜犼＋犳犮狆狋 ，其中

ＬＥ是指学习效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ＣＰＴ是指可控的加工时间（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ｓ）．

３　问题的分析与求解

３．１　加权总完工时间

对问题１，１犔犈，犆犘犜 ∑
狀

犼＝１

狑犼犆犼＋犳犮狆狋 ，其中犳犮狆狋＝∑
狀

犼＝１

λ犼 狆犼狉－狆
－

犼（ ）狉 ，目标函数为

狕χ，（ ）π ＝∑狑犼犆犼＋犳犮狆狋＝∑
狀

犼＝１
∑
狀

犻＝犼

狑犻χ［犼］狋［犼］犼
α
＋∑

狀

犼＝１

λ［犼］狋［犼］犼
α
－χ［犼］狋［犼］犼（ ）α ＝

∑
狀

犼＝１

狋［犼］λ［犼］＋ ∑
狀

犻＝犼

狑犻－λ［犼（ ）］ χ［犼（ ）］犼（ ）α （１）

其中 ［犼］表示排在第犼个位置的工件．从上式中得到：对给定的一个排序π，∑
狀

犻＝犼

狑犻－λ［犼］可看成是工件

加工时间控制变量的权．若∑
狀

犻＝犼

狑犻－λ［犼］是负数，则χ［犼］取最大值；若∑
狀

犻＝犼

狑犻－λ［犼］是正数，则δ［犼］取最小值；若

∑
狀

犻＝犼

狑犻－λ［犼］是零，则χ［犼］取任意数，即

χ［犼］＝

１ ∑
狀

犻＝犼

狑犼－λ［犼］＜０

Δ［犼］ ∑
狀

犻＝犼

狑犼－λ［犼］＞０

［Δ［犼］，１］ ∑
狀

犻＝犼

狑犼－λ［犼］＝

烅

烄

烆
０

（２）

３．２　总误工时间

对问题２，１犔犈，犆犘犜 ∑
狀

犼＝１

犜犼＋犳犮狆狋 ，其中犜犼＝ｍａｘ犆犼－犱犼，｛ ｝０ ，犳犮狆狋＝∑
狀

犼＝１

λ犼 狆犼狉－狆
－

犼（ ）狉 ，考虑工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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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工期犱；对于犆犻 !犱的工件，将犆犻修改为犱，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狕χ，（ ）π ＝∑
狀

犼＝１

犆犼－犱（ ）犼 ＋∑
狀

犼＝１

λ犼 狆犼狉－狆
－

犼（ ）狉 ＝∑
狀

犼＝１

狀－犼＋（ ）１χ［犼］狋［犼］犼
α
－（ ）犱 ＋

∑
狀

犼＝１

λ［犼］狋［犼］犼
α
－χ［犼］狋［犼］犼（ ）α ＝∑

狀

犼＝１

狋［犼］λ［犼］＋ 狀－犼＋（ ）１ －λ［犼（ ）］ χ［犼（ ）］犼α－狀犱 （３）

如同问题１得出的结论，对于给定的一个排序π，依旧将 狀－犼＋（ ）１ －λ［犼］看作是工件加工时间的控制

变量的权，若 狀－犼＋（ ）１ －λ［犼］是负数，则χ［犼］取最大值；若 狀－犼＋（ ）１ －λ［犼］是正数，则χ［犼］取最小值；若

狀－犼＋（ ）１ －λ［犼］是０，则χ［犼］取任意数，即可以表示为

χ［犼］＝

１ 狀－犼＋（ ）１ －λ［犼］＜０

Δ［犼］ 狀－犼＋（ ）１ －λ［犼］＞０

［Δ［犼］，１］ 狀－犼＋（ ）１ －λ［犼］＝

烅

烄

烆 ０

（４）

由问题２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工件具有共同工期的条件下，总误工时间与总完工时间的分析结果是一样

的，即这两个问题可以看成是一个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定理．

定理１　由所给的排序π＝ 犑［１］，犑［２］，…，犑［狀（ ）］ ，控制变量的最优值δ＝δ［１］，δ［２］，…，δ［狀（ ）］ 的取值，如下

所述，加工时间控制变量的权：若是负数，则χ［犼］取最大值；若是正数，则χ［犼］取最小值；若是０，则χ［犼］取任意

值．即 问 题 １，１ＬＥ，ＣＰＴ ∑
狀

犼＝１

狑犼犆犼＋犳犮狆狋 ，χ［犼］ 的 最 优 值 可 由 式 （２）得 到；问 题 ２，

１ＬＥ，ＣＰＴ ∑
狀

犼＝１

犜犼＋犳犮狆狋 ，χ［犼］的最优值可由式（４）得到．

证明　先 证明问题１，１ ＬＥ，ＣＰＴ ∑
狀

犼＝１

狑犼犆犼＋犳犮狆狋，由式子（１），对χ［犼］求导，得∑
狀

犼＝１

狋［犼］∑
狀

犻＝犼

狑犻（（ －

λ［犼 ）］犼）
α ，所以，当∑

狀

犻＝犼

狑犼－λ［犼］＜０时，χ［犼］取最大值；当∑
狀

犻＝犼

狑犼－λ［犼］＞０时，χ［犼］取最小值；当∑
狀

犻＝犼

狑犼－λ［犼］

＝０时，χ［犼］取任意值．即

χ［犼］＝

１ ∑
狀

犻＝犼

狑犼－λ［犼］＜０

Δ［犼］ ∑
狀

犻＝犼

狑犼－λ［犼］＞０

［Δ［犼］，１］ ∑
狀

犻＝犼

狑犼－λ［犼］＝

烅

烄

烆
０

同样地，问题２，１犔犈，犆犘犜 ∑
狀

犼＝１

犜犼＋犳犮狆狋 ，也能得到这样的结论．

４　问题的算法与复杂度

对于问题１，１犔犈，犆犘犜 ∑
狀

犼＝１

狑犼犆犼＋犳犮狆狋 ，为了使目标函数狕χ，（ ）π ＝∑狑犼犆犼＋犳犮狆狋达到最小，因此，需

要寻找最优排序．由式（１），把问题转化为指派问题，令

ξ犼狉＝

狋犼 ∑
狀

犻＝犼

狑犻－λ（ ）犼 Δ犼＋λ（ ）犼 狉α ∑
狀

犻＝犼

狑犻－λ犼＞０

狋犼狉
α

∑
狀

犻＝犼

狑犻－λ犼 !

烅

烄

烆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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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犼狉＝
０ 　 工件犑犼不排在第狉个位置

１ 工件犑犼排在第狉
｛ 个位置

（６）

指派问题可表示如下

ｍｉｎ∑
狀

犼＝１
∑
狀

狉＝１
ξ犼狉狊犼狉 （７）

∑
狀

狉＝１

狊犼狉＝１，犼＝１，２，…，狀

∑
狀

狉＝１

狊犼狉＝１，狉＝１，２，…，狀

狊犼狉＝０或１，犼，狉＝１，２，…，狀

其中，三个约束条件分别表示：每个工件当且仅当只能排一个位置；一个位置也仅能加工一个工件；狊犼狉

是０－１变量．因此，通过这个指派问题，就可以求出问题１的最优排序．

同样，对问题２，１ＬＥ，ＣＰＴ ∑
狀

犼＝１

犜犼＋犳犮狆狋 ，令

ξ犼狉＝
狋犼λ犼＋ 狀－犼＋（ ）１ －λ（ ）犼 Δ（ ）犼 狉

α 狀－犼＋（ ）１ －λ犼＞０

狋犼狀－犼＋（ ）１狉α　　　　　　　 狀－犼＋（ ）１ －λ犼 !０
烅
烄

烆 　
（８）

将问题做这样的转化，可以得到问题的最优排序．通过分析，得到最优算法．

对于问题１，１ＬＥ，ＣＰＴ ∑
狀

犼＝１

狑犼犆犼＋犳犮狆狋 ，算法步骤如下：

１）由公式（５），计算ξ犼狉 ．

２）求指派问题（７），得到最优排序．

３）通过分析，加工时间控制变量的最优解可由公式（２）求出．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狀（ ）３ ．

对于问题２，１ＬＥ，ＣＰＴ ∑
狀

犼＝１

犜犼＋犳犮狆狋 ，算法步骤如下：

１）若犆犻 !犱，则犆犻＝犱．

２）由公式（８），计算ξ犼狉 ．

３）求指派问题（７），得出最优排序．

４）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加工时间控制变量的最优解可由公式（４）求出．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狀（ ）４ ．

定理２　两个算法分别对应求得问题１犔犈，犆犘犜 ∑
狀

犼＝１

狑犼犆犼＋犳犮狆狋 和问题１犔犈，犆犘犜 ∑
狀

犼＝１

犜犼＋犳犮狆狋 最

优控制变量和最优排序，时间复杂度分别是犗狀（ ）３ 和犗狀（ ）４ ．

５　结论

主要研究了具有可控加工时间的学习效应的排序问题，主要讨论了两个目标函数，即加权总完工时间与

控制费用，总误工时间与控制费用，通过分析将排序问题转化为指派问题，并给出了算法和时间复杂度．在未

来的研究中，可以将加工时间可控用到更多的研究中，如供应链的排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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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数据技术的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范莉莉，刘　涛，陶　皖

（安徽工程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促使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发生转变．为解决大数据背景下的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问题，从大数据对人才能力的需求出发，提出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的框架．从教学目标、构建原则和整体架构三个方面对该体系的建设进行了分析，形成了“以实验操作为基

础，以设计为主线，以实习为依托，结合课外科技活动”的全方位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并设计出相应的实践教学环

节，为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实践教学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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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

标正在向实践型、创新型人才转变．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简称信管）专业是集管理学、信息学、计算机于

一体的交叉学科，旨在培养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从

事各类信息及信息系统的组织、管理与服务的复合

型工学人才．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

能力的重要平台，大力发展实践教学有助于解决学

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难题，提高核心竞争力．

在新的社会需求背景下，如何培养创新人才，构

建实践教学体系已成为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关注的重

要问题．文献［１］在互联网＋背景下从实践内容、方

法、考评体系等方面进行改革，提出以“应用－实践

－创新”为主线、以学生为主体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实践体系．文献［２］在数字环境下探讨了专业教学改

革中实践教学的拓展定位，提出根据专业实践教学

的基本环节和全程改革的目标，开展基于课程链拓

展的教学体系重构．文献［３］基于当前社会对信息管

理类专业人才需求，以双能力为导向探讨了实践技

能知识体系和三段递阶式实践教学模式，并构建了

实验实训平台．

大数据技术引起了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

各行业对数据分析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培养学

生与大数据分析相关的实践能力，已经成为信管专

业人才培养转型的重要方向［４］．文献［４］通过整理多

家国内外知名公司对大数据职位的能力要求，分析

了信管专业与相关能力要求对应的实验课程，构建

了面向大数据分析的信管实践教学体系．文献［５］针

对大数据时代对应用创新型科技人才提出的新要

求，从综合实践教学体系结构、实践教学内容和实践

教学保障三方面，构建了符合大数据要求的创新型

综合实践教学体系．大数据背景下如何定位培养目

标，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已逐渐成为信管专业应用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核心研究内容．

２　大数据技术对人才能力的需求

大数据技术是计算机领域继物联网、云计算之

后的又一次技术变革，为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带来了

新的机遇与挑战［６］．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加快了企业

的信息化进程，促使企业对信管专业人才的知识结

构和能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７］．目前信管专业的毕

业生就业情况持续走低，与社会需求形成巨大反差，

其主要原因是信管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与社会需求



严重脱节，信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亟需改革［８］．

文献［４］通过收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Ｂａｉｄｕ、

Ａｌｉｂａｂａ、Ｔｅｎｃｅｎｔ等公司对大数据人才能力的要

求，总结出大数据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掌握 Ｒ、

ＭＡＴＬＡＢ、ＳＡＳ等分析工具；精通关系型数据库和

ＳＱＬ；熟悉Ｃ＋＋、Ｊａｖａ或者Ｐｙｔｈｏｎ等编程语言；具

备数学、概率统计等知识，掌握各类模型分类与回归

算法；具备创新思维、逻辑能力、团队合作及沟通能

力．也就是说，在大数据背景下，新型的信管专业人

才除了具备扎实的信息管理系统方面的技术外还要

具备收集、分析、建模、预测等相关的大数据处理技

术，会使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先进的分析工具，具有

良好的社交和沟通表达能力，通过高效的研究能力

快速适应大数据对人才能力的挑战．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信管专业延续了多年的

培养定位及教学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就使得

信管专业为适应社会需求，必须转变教学理念、变革

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提

高就业竞争力．

３　面向大数据技术的信管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框架

３．１　教学目标

信管专业作为一个多领域交叉学科，要更加注

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管理专业相比，信管专业更

加注重计算机应用能力；与计算机专业相比，信管专

业更加注重信息管理与系统能力．信管专业毕业生

在企业工作中起着组织、协调、沟通等核心作用，是

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沟通的桥梁．只有不断加强实

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才能在就业

中体现信管专业的优势．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为对象的人

才需求快速增加．信管专业必须依据大数据技术对

人才能力的需求，不断进行培养目标的调整和实践

教学体系的更新．因此信管专业实践教学要以人才

培养为目标，面向大数据技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综合素质能

力，以实践教学改革为手段，促进构建“以实验操作

为基础，以设计为主线，以实习为依托，结合课外科

技活动”的实践教学体系．这一教学目标将实践教学

体系与复合型人才培养全面结合，采用多样化多层

次的实践形式，进而形成一个由基础到综合、由实验

到实践、由课内到课外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实践教学

体系．

３．２　构建原则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重要环节，实

践教学的质量对信管专业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教师

应精心设计实践环节，通过实践巩固理论知识，提高

学生整体素质．实践教学应把握“理论与实践并进”

的原则，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使其

掌握“理论推动实践、实践补充理论”的本质．因此，

信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应把握以下几个原

则．

１）主体化原则．突出学生主体化地位、发挥教师

引导作用是实践教学中“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大

数据背景下实践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能

力、计算思维和创新精神．教师正确的“导”和学生主

动的“学”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正确处理好

两者的关系，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复合型人才

培养的教学目标．

２）情境化原则．实践教学应该与案例紧密结合，

教学内容必须与企业对信管专业人才实际需求相符

合．选择学科前沿的案例，有利于学生置身于“真实”

的企业工作环境，引导学生“真题真做”，开发学生的

创新性思维，锻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要广泛涉猎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及时更

新案例库．另外，还需要学校积极与企业合作，创造

企业高校联合培养基地，为学生创造更真实的实践

环境．

３）多样化原则．各院校信管专业可采取多种实

践形式，通过课内实验、课外实践、专业实习、企业实

习和毕业设计（实习）等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及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课内实验包括课程实验和课程设

计．课程设计是课程实验的强化，课外实践是课内实

践的拓展．专业实习是针对专业课程的综合性训练，

企业实习有助于培养学生专业就业方向感和工程应

用能力．毕业设计（实习）主要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

应用能力．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活动，培养学生深

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创新应用能力是信管专

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研究的目标．

４）系统化原则．建立科学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

是重视实践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过程．实践教

学要突出应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依据培养大纲同

理论教学穿插进行，在深化课程教学的同时建立实

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既要避免实验、实习内容

的重复，又要注重课内实验、课外实践之间的关联，

还要把握好专业实践和企业实习间的衔接，并体现

出科学性、合理性和系统性．信管专业实践教学环节

较多，按照专业特点构建教学体系时，既要注重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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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环节的逻辑性又要注意整体的系统性．系统化原

则有助于推动实践教学的有序进行，逐步形成全方

位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

３．３　体系框架

为满足大数据时代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实践环节要分层次进行，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结合、

校内校外交叉实践的设计思想．信管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整体分为三大部分：基础教育实践、专业教育实

践和综合教育实践．

基础教育实践包括入学教育、军事训练、体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文献检索实践、社会实践、生

产劳动等环节，主要关注学生的基本技能．专业教育

实践，按照知识由浅入深的原则设计课程实验、课程

设计、专业系统应用及开发实践、专业认识实习、生

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为满足面向大

数据技术的专业培养方向需要，实践环节的设计不

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还需向大数据能力培养

倾斜．综合教育实践，按照能力培养由低到高的原

则，设计科技创新实践、综合素质等环节，主要关注

学生的综合技能．具体实践教学体系框架如图１所

示．

图１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框架

１）基础教育实践．基础教育实践是一种辅助性

的专业实践活动，它的开展有助于学生了解专业现

状，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旨在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文献检索能力、劳动技能和社会责任感，促使学

生从多角度多方位强化自身的综合素质，是实践技

能和素质教育融合的体现．

２）专业教育实践．专业教育实践是整个教学体

系中的核心部分，课程实验是课后的实践检验，课程

设计是课程结束后的实践检验，毕业设计是本科学

习结束后的实践检验，不同的实践活动可以不同程

度地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它强调在实践应用中帮

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旨在培养学

生的基本实验技能、综合应用能力、专业素质及专业

研究能力．

３）综合教育实践．鼓励学生参加科技创新实践

活动（如“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各类学科竞赛等），有助于激发学生

的就业热情，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科研能力和

创新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４　面向大数据技术的信管专业实践教

学环节设计

实践环节设计是将理论知识和实践进行整合，

进一步细化理论体系的过程．良好的实践环节设计

可以促使理论和实践有机融合，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培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信管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分为三大实践教学模块，而面向大数据技术的

专业实践教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其中的专业教育实践

模块中．为满足面向大数据技术的专业培养方向的

需要，在培养方案中增设一些大数据相关技术课程

及实践．专业教育实践模块的具体教学环节设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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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所示．

表１　专业教育实践教学环节表

实践教学模块 类别 实践教学名称 安排 基本教学目的

专业教育实践

学科基础课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实验

数据结构实验

专业核心课

ＭＩＳ（管理信息系统）实验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实验

计算机网络实验

数据分析语言及应用实验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实验

专业方向课

（大数据技术方向）

数据挖掘技术实验

大数据分析与预测实验

云计算技术实验

数据可视化技术实验

学科选修课

社交网络与舆情分析实验

数据安全实验

推荐算法与应用实验

课内，分散进行
培养基本实验技能及组织实验能力等，并

进一步培养专业技能

学科基础课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Ｊａｖａ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专业核心课

ＭＩＳ（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设计

专业方向课

（大数据技术方向）

大数据分析与预测课程设计

数据可视化技术课程设计

集中进行
培养基本设计、研究能力等，并进一步培养

专业综合能力

专业素质
专业认识实习

专业生产实习

专业能力

专业系统应用及开发实践

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

集中进行

认识专业情况，了解企业概况，培养专业素质等

以设计性课题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

的实践应用能力

熟悉专业领域，为实际工作做准备

培养从事某种实际工作的工程应用能力、

培养综合设计、研究能力等

为满足大数据技术对人才能力的需求，在实践

教学环节增设了数据分析语言及应用、数据挖掘技

术、大数据分析与预测、云计算技术、数据可视化技

术等实验及课程设计环节，并增设了大数据方向的

选修课，如社交网络与舆情分析、数据安全、推荐算

法与应用等．另外，在专业系统应用及开发实践和毕

业设计环节中，课题的选择都侧重于大数据方向，涉

及数据的采集、分析、预测或推荐等方面．其中专业

系统应用及开发实践设计的课题范围较小，注重锻

炼大数据能力的一个侧面；毕业设计涉及的课题范

围稍大，主要是将大数据技术与软件系统开发相融

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大数据应用能力．通过由

浅入深，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活动，来提升学生在

大数据背景下的就业竞争力．

５　结束语

信管专业实践教学研究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

过程，因与社会需求脱节导致信管专业就业率持续

走低．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信管专业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和广阔的就业空间，这就使得各高校要明确

育人理念，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培养满足大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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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人才．本文面向大数据技术，结合信管专业特

点积极探索信管专业教学实践体系，对大数据背景

下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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