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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Sirendaoreji方程和复变换的基础之上，构造了分数阶广义Sirendaoreji辅助方程方法，可以解决一类

分数阶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求解问题，并将该方法用于求解 1+1 时间-空间分数阶Ckdv-mkdv方程，得到了时间-

空间分数阶Ckdv-mkdv方程的一系列新的精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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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分数阶微积分算子在描述和刻画地下

承压含水层水的流动及非牛顿体的流动、传染病的

防治研究、控制理论及应用、复杂动力系统的反常

扩散等工程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数阶微积分模

型已经在生物、物理、医药等诸多学科得到了广泛

的关注和应用，分数阶微积分理论获得了较大的进

展，取得了求解分数阶非线性微分方程精确解的多

种方法，包括同伦扰动方法[1-3]、分数阶非线性 /G G′

方法[4-6]、分数阶子方程方法[7,8]、分数阶李群方法[9]

等.

S i r e n d a o r e j i [ 1 0 ] 等 提 出 了 辅 助 方 程 方 法 ，

Sirendaoreji辅助方程方法在求解整数阶偏微分方

程时备受青睐，通过线性行波变换和辅助方程，将

被研究方程转化为一元微分方程，获得了被研究方

程的各种孤立解，简单实用. 基于该方法的各种优

点，本文将Sirendaoreji辅助方程方法应用于求解分

数阶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中，构造了求解分数阶非线

性 1+1 偏微分方程精确解的新方法.

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和预备知

识；第二部分介绍分数阶广义Sirendaoreji辅助方程

方法的主要使用过程；第三部分将该方法用于求解

1+1 时间-空间分数阶Ckdv-mkdv方程；第四部分为

结论部分.

修正的Riemann-Liouville分数阶导数[11]，具有优良

的分析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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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 )Γ ⋅ 是伽玛函数, 

                       1

0
( ) d , 0xx e xαα α

+∞ − −Γ = >∫                 （2）

Jumarie的Riemann-Liouville导数(1)满足下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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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数阶广义Sirendaoreji辅助方程
方法    

基于分数阶复变换和Sirendaoreji辅助方程方

法，构造了分数阶广义Sirendaoreji辅助方程方法，

该方法求解分数阶 1+1 偏微分方程的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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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设分数阶 1+1 时间-空间非线性偏微分

方程为

  2 2( , , , , , ) 0, 0 , 1t x t xP u D u D u D u D uα β α β α β= < ≤       （4）

这里 2 2, , , ,t x t xD u D u D u D uα β α β
 是 ( , )u x t 关于自变量 t

和 x 的分数阶偏导数，u , 2, , ,t x tD u D u D uα β α 2 ,xD uβ
满足多

项式 ( )P ⋅ ，且有 .

对函数 ( , )u x t 施行分数阶行波变换

     
( , ) ( ),

(1 ) (1 )
kx tu x t u

β αωξ ξ
β α

= = +
Γ + Γ +         

   （5）

在(5)中， ,k ω 为常数,

在变换(5)的作用下，(4)变成下列方程

            2 2( , , , , , ) 0P u u ku u k uω ω′ ′ ′′ ′′ =              （6）

步骤2  设(6)的解函数 u 可以表示为 ( )Z ξ 的下列

形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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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Z ξ= 满足如下方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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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中， 0, ,ma a 待求，且有 0ma ≠ , m 通过对比(6)

中的最高阶导数项和非线性项的次数来确定.

步骤3  将(7)、(8)代入(6)，平衡 ( )Z ξ 的各次项的

系数，得到关于 0, , , , ,ma a a b c 的一个代数方程组，使

用Maple并结合方程(8)给出的解集，便得到原方程

(4)的一系列精确解.

3  分数阶时间-空间Ckdv-mkdv方程

考虑如下分数阶时间-空间Ckdv-mkdv方程[12]

  2 3+6 6 0, 0 , 1t x x xD u uD u u D u D uα β β β α β+ + = < ≤     （9）

对(9)施行分数阶复变换(5), (9)变为

               （10）         

对方程(10)进行首次积分，得到

                        （11）                                        

 

设                                                 （12）

在(11)中，比较非线性项 u3 和最高阶导数项 îîu

的次数，得到 1n = ， 0 1u a a Z= +

                      
 （13）  

将(12)、(13) 代入(11)，比较 Z 各次项的系数，得

到下面关于 0 1, , , ,a a a b c 的非线性代数方程组：

                    

借 助 软 件 M a p l e 辅 助 计 算 ( 14 ) ，解 得 参 数

0 1, , , ,a a a b c 的一系列取值. 对参数进行回代，得到方程

(9)在不同情形下的精确解.

(1) 若 ，有 ,a b ac∆> = − >20 4 0

              （15）

              （16）

                        （17）

                            （18）

(2) 若 且 ，有
                        

                         （19）                           

                        （20）

(15)-(20)中，

类似地，可以得到以下三种情形时(9)的解，不再

赘述:

在(15)-(20)中，当 时，(15)-(20)便是

(9)通常的行波解.

4  结果和讨论

结合辅助方程方法和分数阶复变换方法，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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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 Solutions for Fractional Ckdv-mkdv Equation

YAN Li-mei, CUI Lian-xiang, LIU Li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Big Data,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On basis of Sirendaoreji auxiliary equation and complex transform, a fractional generalized Sirendaoreji 

auxiliary equation method is constructed for solving a class of fractional nonlinea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the aid of computer, space-time fractional Ckdv-mkdv equation is considered, some new exact solutions of 

fractional Ckdv-mkdv equation are found by the method.

Key words: fractional-complex-transform; generalized fractional Sirendaoreji auxiliary equation method; 

                    fractional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了 获 得 分 数 阶 微 分 方 程 精 确 解 的 分 数 阶 广 义

Sirendaoreji辅助方程方法，该方法可以用来求解含

有非线性项的分数阶微分方程. 当分数阶数 1α β= =

时，得到的精确解退化为熟知的行波解. 通过求解分

数阶时间-空间Ckdv-mkdv方程，说明构造的广义

Sirendaoreji辅助方程方法简明有效，可以推广用于

求解一般的 1+1 和 1+2 分数阶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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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给出在 0 点以一定概率反射和吸收的右半直线上独立的随机环境中随机游动的模型，在随机环境

满足一定的条件下，主要计算了该模型的吸收概率，并研究了其常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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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机环境中的随机过程是概率论的重要分支之一，随机环境中的随机游动(简记RWIRE)是其特例. 

RWIRE首先是M.V.Kozlov提出的[1]，随后Solomon研究了直线上独立同分布随机环境中的随机游动的若干性

质[2], 后来概率论工作者研究了随机环境中的随机游动，并取得许多丰富的结论[3-10]. 毕秋香给出了在 0 点以

概率 1 反射的右半直线上独立同分布随机环境中的随机游动的若干性质 [11]，任敏给出了在 0 点以概率 1 吸

收的右半直线上依分布收敛独立随机环境中随机游动的吸收概率[12]，并研究了在 0 点以一定概率吸收和反射

的右半直线上独立同分布随机环境中的随机游动的若干性质，计算了模型的吸收概率[13]. 本文研究在 0 点以

一定的概率吸收和反射的右半直线上独立随机环境中的随机游动，在假定环境满足一定的条件下给出了模型

常返性的判别准则，并计算其吸收概率.

2  相关概念

定义  设{( , , ), 0}n n n nα β γ ≥ 是概率空间 ( , , )F PΩ 上的一列独立随机变量，定义 {0,1,2, }Z + =  上的随机游动

{ , 0}nX n ≥ 满足： 0( 0) 1P X = = ，

其中 , , , 1, 2, , 1,0 , , 1, 1k k k k k k ki i j Z k n β α γ β α γ+∈ = − ≤ ≤ + + = . 称随机变量序列{( , , ), 0}n n n nα β γ ≥ 是随机环境. 

记 {( , , ), 0}n n ne nα β γ= ≥ ，其每个现实称为环境.

同文[2]可证明在给定的环境下RWIRE的存在性，固定环境它的转移矩阵为



第 6 期 5

0 0 0

1 1 1

2 2 2

0
0

0

0 0 0n n n

β γ α
β γ α

β γ α

β γ α

+ 
 
 
 
 
 
 
  
 

   

  

  

      



    

此时，{ , 0}nX n ≥ 为 Z + 上齐次马氏链.

状态空间记作 ( , )NV G ，其中V Z += ，记其上的分布为 v
eP ，则 v

eP P= Ρ ⊗ 是 ( , )NV F GΩ× ×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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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以下所讨论的环境 e 满足以下条件：

(A) 设{ , 1}n nσ ≥ 为独立的随机变量序列，且 nσ 依分布收敛于某随机变量记为
βσ
α

= .

(B) 存在期望有限的非负随机变量ξ 和非负递增数列{ , 1}na n ≥ 满足

     (1) 
2

2
1

n

n

a
n

∞

=

< ∞∑ ，且当 n → ∞ 时， na → ∞

   
  (2)

 (| ln | ) ( ), , 1n nP x P x x a nσ ξ> ≤ > ∀ ≥ ∀ ≥

     (3) 2{| ln | , 0}n nσ ≥ 一致可积.

(C) 随机变量序列{ , 1}n nδ ≥ 依概率 1 一致有界.

3  主要结论

 定理3.1    假设{ , 0}nX n ≥ 为 Z + 上的马氏链，转移矩阵如下

0 0 0

1 1 1

2 2 2

0
0

0

0 0 0n n n

β γ α
β γ α

β γ α

β γ α

+ 
 
 
 
 
 
 
  
 

   

  

  

      



    

0 , , 1n n nβ α γ≤ ≤ 且 1n n nα β γ+ + = ，环境 {( , , ), 1}n n ne nα β γ= ≥ 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则

1

( ) (ln ) 0
1

1 (ln ) 0

k
k m

m
k

k

P dw E
Z

E

ρ
σ

ρ

σ

∞

=
∞Ω

=



 <

′ =  +


≥

∑
∫

∑

定理3.2  假设{ , 0}nX n ≥ 为 Z + 上独立随机环境 e 中的随机游动，环境 e 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且 lnE σ 存在，
则有

(1) ln 0E σ ≥ ⇔ { , 0}nX n ≥ 常返；

(2) ln 0E σ < ⇔ { , 0}nX n ≥ 非常返.

定理3.3  假设{ , 0}nX n ≥ 为 Z + 上独立随机环境 e 中的随机游动，环境 e 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且 lnE σ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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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

(1) ln 0E σ > ⇔ { , 0}nX n ≥ 正常返；

(2) ln 0E σ = ⇔ { , 0}nX n ≥ 零常返.

4  主要结论的证明

为了证明主要结论首先给出以下引理

引理4.1[2]   如果对几乎所有的环境，{ , 0}nX n ≥ 在环境中具有某性质，则在右半直线上的RWIRE{ , 0}nX n ≥

几乎必然具有此性质.

引理4.2[13]   假设{ , 0}nX n ≥ 为 Z + 上的马氏链，转移矩阵如下

0 0 0

1 1 1

2 2 2

0
0

0

0 0 n n n

β γ α
β γ α

β γ α

β γ α

+ 
 
 
 
 
 
 
  
 

   

  

  

      



     

0 , , 1n n nβ α γ≤ ≤ 且 1n n nα β γ+ + = ，则

1

1

1

1

1

k
k m

k
k

km
k

k
k

Z

ρ
ρ

ρ

ρ

∞

∞
=

∞
=

=

∞

=



 < ∞
 += 



= ∞


∑
∑

∑

∑

引理4.3 [9]    假设{ , 0}nX n ≥ 为 Z + 上的马氏链，环境 e 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则

(1) lim ln lnnn
E Eσ σ

→∞
=  

(2) 1
ln

lim ln

n

k
k

n
E

n

σ
σ=

→∞
=

∑
，a.s.

引理4.4 [3]    固定环境

(1) { , 0}nX n ≥ 常返
1

n
n

ρ
∞

=

⇔ = ∞∑                                    (2) { , 0}nX n ≥ 正常返
1 1

1;n
n n n n

ρ
α ρ

∞ ∞

= =

⇔ = ∞ < ∞∑ ∑

(3) { , 0}nX n ≥ 零常返
1 1

1;n
n n n n

ρ
α ρ

∞ ∞

= =

⇔ = ∞ = ∞∑ ∑             (4) { , 0}nX n ≥ 非常返
1

n
n

ρ
∞

=

⇔ < ∞∑

定理3.1的证明

证明：设
1
ln ln , 1

n

n k n
k

S nσ ρ
=

= = ≥∑ ，由引理4.2知{ , 0}nX n ≥ 在 0x = 处是以 0 0β γ+ 的概率吸收且

1

1

1

1

1

k
k m

k
k

km
k

k
k

Z

ρ
ρ

ρ

ρ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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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ln 0E σ < 时，由引理4.3可知 1
ln

ln ln 0, . .

n

k
n k nS E a s

n n n

σ
ρ σ== = → <

∑
成立，所以有 , . .nS a s

n
→ −∞

 
成立且对几

乎任意的 w∈Ω 存在 ( )N w ，当 ( )n N w> 时有 nS n≤ − ，于是有  ( )

( ) ( ) ( )
( ) nS w n

n
n N w n N w n N w

w e eρ
∞ ∞ ∞

−

= = =

= ≤ < ∞∑ ∑ ∑

即
1

, . .n
n

a sρ
∞

=

< ∞∑ 成立，此时

0

1

( ) ( ) ( )
1

k
m k m

m w N

k
k

Z P T T P dw P dw
ρ

ρ

∞

=
∞Ω Ω

=

′ = < =
+

∑
∫ ∫

∑

当 ln 0E σ > 时，由引理4.3可知 ln 0, . .nS E a s
n

σ→ > 成立，所以有 , . .nS a s
n

→ +∞  成立且对几乎任意的 w∈Ω

存在 ( )N w ，当 ( )n N w> 时有 nS n≥ ，于是有
( )

( ) ( ) ( )
( ) nS w n

n
n N w n N w n N w

w e eρ
∞ ∞ ∞

= = =

= ≥ = ∞∑ ∑ ∑   即
1

, . .n
n

a sρ
∞

=

= ∞∑ 成立 .     

当 ln 0E σ = 时，由 nσ 依 分 布 收 敛 于 随 机 变 量 σ 和 随 机 游 动 的 一 般 理 论 有
1

lim ln , . .
n

kn k
a sσ

→∞
=

= +∞∑ 且

1
lim ln , . .

n

kn k
a sσ

→∞
=

= −∞∑ . 所以对任意 0C > 有 ( , . .) 1nP S C i o≥ = 且 ( , . .) 1nP S C i o≤ − = 因此
1

. .n
n

a sρ
∞

=

= ∞∑ 成立.

综上可得当 ln 0E σ ≥ 时，有 . .n
n N

a sρ
∞

=

= ∞∑ 成立，此时有 1 ( ) 1mZ P dw
Ω

′ = =∫ ，故结论成立.

定理3.2的证明

证明：先证明充分性

(1) 由定理3.1的证明可知当 ln 0E σ ≥ 时，
1

. .n
n

a sρ
∞

=

= ∞∑ 成立，由引理4.4可知当
1

n
n

ρ
∞

=

= ∞∑ 时，{ , 0}nX n ≥ 是常

返的. 故当 ln 0E σ ≥ 时，{ , 0}nX n ≥ 是常返的.

(2) 由定理3.1的证明可知当 ln 0E σ < 时，
1

. .n
n

a sρ
∞

=

< ∞∑ 成立，由引理4.4可知当
1

n
n

ρ
∞

=

< ∞∑ 时，{ , 0}nX n ≥ 是非

常返的. 故当 ln 0E σ < 时，{ , 0}nX n ≥ 是非常返的.

再证必要性

(1) 若{ , 0}nX n ≥ 常返，则有 ln 0E σ ≥ . 反之，若 ln 0E σ < ，则由(2)的充分性可知{ , 0}nX n ≥ 是非常返的，矛

盾，即有 ln 0E σ ≥ . 同理可证，若{ , 0}nX n ≥ 非常返，则必有 ln 0E σ < .

定理3.3的证明

证明：先证明充分性

(1) 当 ln 0E σ > 时，要证 { , 0}nX n ≥ 正常返，由引理4.4和定理3.2知只需证明
1

1 . .
n n n

a s
α ρ

∞

=

< ∞∑ 成立. 因为

1n n nα β γ+ + = ，所以有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α α α α α β γ
β β β β β β

α α α α α β α α γ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 敏：一类右半直线上依分布收敛的独立随机环境中的随机游动



8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又因为随机变量序列{ , 1}n nδ ≥ 依概率 1 一致有界，即存在常数 0M > 使得 ( ) 1,nP Mδ ≤ = 1n∀ ≥ 都成立，所

以由引理4.3可知

1ln ln ln 0, . .n E a s
n

σ σ σ+ +
− → − <



成立，故有 1ln ln , . .n a s
n

σ σ+ +
− → −∞



成立，所以对几乎任意的 w∈Ω 存

在 ( )N w ，当 ( )n N w> 时有

1[ln ln ]n nσ σ− + + ≤ − , . .a s  成立，于是有  

1[ln ln ]1

( ) ( ) ( )
[ ( )] n n

n
n N w n N w n N w

w e eσ σρ
∞ ∞ ∞

− + +− −

= = =

= ≤ < ∞∑ ∑ ∑

从而有
1

1 . .
n n n

a s
α ρ

∞

=

< ∞∑ 成立，由引理4.4知{ , 0}nX n ≥ 是正常返的.

(2) 当 ln 0E σ = 时，要证{ , 0}nX n ≥ 零常返，由引理4.4和定理3.2可知只需要证明
1

1 . .
n n n

a s
α ρ

∞

=

= ∞∑ 成立. 因为

1n n nα β γ+ + = ，所以有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α α α α α α α β α α γ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又因为随机变量序列{ , 1}n nδ ≥ 依概率 1 一致有界，即存在常数 0M > 使得 ( ) 1,nP Mδ ≤ = 1n∀ ≥ 都成立，又

因 为 ln ln 0E E βσ
α

= = 则 1ln ln 0E E ασ
β

− = = ，类 似 定 理 3 . 1 可 以 证 明
1

1
n n nα ρ

∞

=

= ∞∑ . .a s  成 立 ，由 引 理 4. 4 知

{ , 0}nX n ≥ 是零常返的.

下证必要性

(1) 若{ , 0}nX n ≥ 正常返，则由定理3.2的(1)和定理3.3的(2)的充分性可知 ln 0E σ > . 故必要性成立.

(2) 若{ , 0}nX n ≥ 零常返，由定理3.2的(1)和定理3.3的(1)的充分性可知 ln 0E σ = . 故必要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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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跳频通信技术[1]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较强的多址组网能力，较低的截获率，抗衰弱能力以及易于与窄带

通信系统兼容的优点，广泛应用于现代民用移动通讯系统和军用通讯系统中，例如蓝牙、雷达、移动测距、

超宽带、码分多址以及全球定位系统. 在跳频通信系统中，跳频序列作为地址码与用户一一对应，用来选择

信息传输的信道.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跳频序列已经不能满足信息传输的高效率和可靠性. 针对日益严

重的抗单频窄带干扰和部分频带阻塞干扰，宽间隔跳频序列在受到较强的单频干扰时仅会丢失一个时隙的信

息，能够有效降低连续多个时隙信息丢失的可能性；另外如果在通信中存在部分频带阻塞干扰，宽间隔跳频

序列只要跳频间隔足够大，即使在落入受干扰的带宽内，能够很快跳出，具有分散干扰信号的作用. 因此宽

间隔跳频序列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基于已知的素数序列[2]，利用交织技术和中国剩余定理构

造了一类新型宽间隔跳频序列集，该集合拥有更加灵活的参数，即序列个数更多，长度更长，能够满足跳频

通信系统更多用户的需要，优化了通信系统的性能.

2  预备知识

定 义 1   令 集 合 1 2{ , , , ,1 }lF f f f i l= ≤ ≤ 是 l 个 频 率 的 频 率 表 ，序 列  ( (0) (1), , ( -1))i i i iW w w w L= ， ，

，称为长度为 L 的跳频序列；序列集 1 2 N{ , , , }W W W W=  称作 F 上含有 N 个跳频序列长度

为 L 的跳频序列集. 或者称跳频序列集W 是参数为   ( , , )-N L l 跳频序列集.

定义2 [3]   给 定 正 整 数 d ，对 于 跳 频 序 列  ( (0) (1), , ( -1))X X X X L= ， ,  如 果 对 于 所 有 ，有

| ( 1) ( ) |X i X i d+ − > ，称 X 是跳频间隔为 d 的宽间隔跳频序列.

定义3[3]   如果 跳频序列集W 中每个跳频序列
iW 都是跳频间隔为 d 的宽间隔跳频序列，则称W

是跳频间隔为 d 的宽间隔跳频序列集，或者称跳频序列集W 是参数为    ( , , ; )-L N l d 跳频序列集. 

基于素数序列的新型宽间隔跳频序列集的构造

任文丽, 高秀娟, 王 锋

（德州学院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文章基于两个不同的宽间隔素数跳频序列集，运用交织技术和中国剩余定理构造了一类新型宽间隔跳

频序列集，该集合拥有更加灵活的参数，能够抵抗跳频通信中近频率攻击能力，优化了通信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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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 造

令 p 和 q 是两个不同的素数，素数序列集 1 2 p-1{ , , , }S S S S=  ， 1 2 q-1{ , , , }T T T T=  其中序列

中的元素分别满足以下条件

  ( ) mod ,0 1,1 1ms j mj p j p m p= ≤ ≤ − ≤ ≤ −

 ( ) mod ,0 1,1 1nt j nj q j q n q= ≤ ≤ − ≤ ≤ −

引理1[3]：对于素数 p ，给定跳频间隔 d ，1 1d p≤ ≤ − ，则子素数序列集 ' { ,mS S= }d m p d< < − 是 2 1p d− −

个长度为 p 的宽间隔跳频序列集.

由 引 理 知 ，给 定 两 个 不 同 的 素 数 p q， 以 及 跳 频 间 隔 d ，1 min{ 1, 1}d p q≤ ≤ − − ，则 子 素 数 序 列 集

' { , }mS S d m p d= < < − 和 ' { , }nT T d n q d= < < − 均是跳频间隔为 d 的宽间隔序列集. 利用交织技术，构造以下宽

间隔跳频序列集

   ,{ , , }m nW W d m p d d n q d= < < − < < −

其中 

    

通过逐行读取， ,m nW 是长度为 pq 的序列集.

定理1   以上构造的跳频序列集W 是参数为       ( , ( 2 1)( 2 1), ; )-pq p d q d pq d− − − − 宽间隔跳频序列集.

证明： 显然，跳频序列集W 的序列个数为 ( 2 1)( 2 1)N p d q d= − − − − ，由中国剩余定理知，频率表大小为

l pq= ，并 且 跳 频 序 列 长 度 为 L pq= .  接 下 来 需 要 证 明 的 是 跳 频 序 列 集 W 具 有 跳 频 间 隔 d . 令

 00 1 0 1, 1,0 1i i q i i p i q= + ≤ ≤ − ≤ ≤ − ，对 于 跳 频 序 列
,m nW 构 造 和 中 国 剩 余 定 理 ，对 于 二 元 数 组

, 0 1( ) ( ( ), ( ))m n m nW i S i T i=  对应着唯一整数 1 1
, 0 1( ) ( ) ( ))(mod )m n m nW i q q S i p p T i pq− −= ⋅ + ⋅ ，其中 1q− 和 1p− 分别是模 p 和

q 的逆元.

当跳频间隔为d 时，考虑跳频序列 ,m nW ,d m p d d n q d< < − < < − 的相邻频率间隔，分以下两种情形讨论：

（1）当 1 mod 1i i q q≡ ≠ − 时，

                                   

1 1 1 1
, , 0 n 1 0 n 1

1
n 1 n 1

( 1) ( ) [ ( ) ( 1)] [ ( ) ( )]mod

= [ ( 1) ( )]mod
m n m n m mW i W i q q s i p p t i q q s i p p t i pq

p p s i t i pq

− − − −

−

+ − = ⋅ + ⋅ + − ⋅ + ⋅

⋅ + −

从而，  , , n 1 n 1( 1) ( ) ( 1) ( )modm n m nW i W i t i t i q+ − = + −

即存在一个整数 ia ， 0 1ia p≤ ≤ − ，使得  , , n 1 n 1( 1) ( ) ( 1) ( )+m n m n iW i W i t i t i qa+ − = + −

我们得到 n 1 n 1 , , n 1 n 1[ ( 1) ( )] ( 1) ( ) [ ( 1) ( )]+ ( -1)m n m nt i t i W i W i t i t i q p+ − ≤ + − ≤ + −

结合 n 1 n 11 ( 1) ( )] 1,d t i t i q d+ ≤ + − ≤ − − 从而 , ,1 ( 1) ( )m n m nd W i W i+ ≤ + − ≤ 1+ ( -1)= -1q d q p pq d− − −

即当 1 1i q≠ − 时， , ,| ( 1) ( )|>m n m nW i W i d+ −

      （2）当 1mod = 1i i q q≡ − 时，  

1 1 1 1
, , 0 n 0 n( 1) ( ) [ ( +1) (0)] [ ( ) ( 1)]modm n m n m mW i W i q q s i p p t q q s i p p t q pq−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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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注意到，  , , m 0 m 0( 1) ( ) ( 1) ( )modm n m nW i W i s i s i p+ − = + − . 即存在一个整数 ib ， 0 1ib q≤ ≤ − ，使得

 , , m 0 m 0( 1) ( ) ( 1) ( )+m n m n iW i W i s i s i pb+ − = + −

得到

m 1 m 1 , , m 1 m 1( 1) ( ) ( 1) ( ) ( 1) ( )+ ( -1)m n m ns i s i W i W i s i s i p q+ − ≤ + − ≤ + −

结合 m 1 m 11 ( 1) ( ) 1d s i s i p d+ ≤ + − ≤ − − . 从而 , ,1 ( 1) ( )m n m nd W i W i+ ≤ + − ≤ 1+ ( -1)= -1p d p q pq d− − −

即当 1 = 1i q − 时， , ,| ( 1) ( )|>m n m nW i W i d+ −

综上所述，对于   0 1i pq∀ ≤ ≤ − ，不等式  , ,| ( 1) ( )|>m n m nW i W i d+ − 都成立.  证毕.  

下面通过具体例子了解构造.

例1  令   5, 7, 1p q d= = = ，    (5, 2, 5;1)- 宽 间 隔 跳 频 序 列 集 2 3' { , }S S S= 和 (7, 4, 7;1)-   宽 间 隔 跳 频 序 列 集

2 3 4 5' { , , , }T T T T T= ，其中序列

则基于 'S 和 'T 构造得到参数为    (35, 8, 35;1)- 宽间隔跳频序列集 2,2 2,3 2,4{ , ,W W W W= 2,5 ,W 3,2 ,W 3,3 3,4 3,5, }W W W , 

其中

   

4  结论

本文基于素数长度的宽间隔系列集运用交织技术和中国剩余定构造了一类新型的参数更加灵活的宽间

隔跳频序列集，为优化了跳频系统的性能，提高了通信中近距离频率攻击的抗干性能力.

参考文献：
[1]  梅文华. 跳频序列设计[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6.

[2]  Shaar A. A, Davies P.A.A survey of one-coincidence sequences for frequency-hopped spread-spectrum systems[J]. IEE Proceedings,1984,   

      131（7）：719-724.

[3]  Li P. H., Fan. C. l., Yang Y., Yang. Y., New bounds on wide-gap frequency-hopping sequences[J]. 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2019，

      23（6）：1050-1053.

 The New Construction of Wide-gap Frequency-hopping Sequences Based Prime Sequences

REN Wen-li，GAO  Xiu-juan，WANG  Feng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Big Data,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wo different prime FH sequences, a new class of wide-gap frequency-hopping 

sequences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interleaving technique and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The new set has 

more flexible parameters, resisting near frequency attack in frequency-hopping communic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performance of communication system.

Key words: frequency-hopping sequences；wide-gap；interleaving technique；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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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氧化物是非常重要的有机中间体. 一般由金属配合物催化烯烃环氧化制备. 传统的制备方法存在使

用不环保的有机溶剂、有副产物等缺点. 均相催化烯烃环氧化反应是有机合成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篇文章综述了 

2017 年以来希夫碱钼配合物均相催化烯烃环氧化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展望了未来绿色催化烯烃环氧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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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环氧化物是一类在精细化学和高分子化学中非

常有用的试剂[1]. 在化学与高分子化学[2]中是合成手

性目标产物的高价值中间体，容易进行开环反应从

而生成双官能团化合物，同时它还可易活化邻近的

碳、氢键. 也是合成高附加值产品（药品、香精香料

等）重要且广泛应用的原材料. 目前，环氧化物多

用有机氧化物与有机溶剂（含氯溶剂居多）或离子

液体合成[2]. 

近年来，有很多研究者采用希夫碱Mo[3]配合物

为催化剂所进行的烯烃环氧化反应，虽也取得了不

错的成果，然而这并不完全符合绿色化学的要求. 

基于绿色工艺，近几年各种金属配合物用于催化烯

烃环氧化与合成精细化学品或复杂的有机化合物
[4-5]被广泛报道. 因此，具有种类多，合成容易等优

点的希夫碱被广大催化领域的学者青睐. 

希夫碱是一种含有碳氮双键（-RC=N-）结构

的重要有机物. 在催化实验中被广泛应用，并被大

量用于配合金属离子制备高效金属配合物催化剂. 

席夫碱化合物还有席夫碱的金属配合物在诸多生

产和应用领域都有着重要应用. 大多数席夫碱金属

配合物在水相和高温下均表现出良好的催化活性[1]. 

热稳定性和水稳定性是席夫碱配合物被应用于催

化剂行业的前提条件[4]. Wang等[4-5]合成出一系列具

有潜在优良催化性能的新型希夫碱Mo高效清洁金

属配合物催化剂，使用更加清洁环保的氧化剂（比

如过氧化氢、叔丁基过氧化氢、氧气直至空气），

实现烯烃绿色环氧化反应. 

2  希夫碱钼配合物催化烯烃环氧化最
新研究进展

2017 年，Romanowski等人[6]，报道了一种新的

席夫碱配体衍生的新型手性二氧钼（VI）配合物，通

过催化活性分析，使用优化的催化剂量（1 mol），

反应时间（6 h），氧化剂与苯乙烯摩尔比（3:1）、温

度（80℃）和溶剂（乙腈），使用 30％ H2O2时，对

苯乙烯氧化物的选择性高，使用TBHP为氧化剂，则

选择性更高. 另一方面，在环己烯的氧化中发现了

更好的转化率，当使用TBHP作为氧化剂，具有高达 

96％ 的优异转化率. 

图1    席夫碱钼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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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Maurya等人[7]报道了一种间苯二酚基

单核双氧钼（VI）配合物，分析发现，在 30％  H2O2

和NaHCO3的优化的反应条件下，实现了烯烃的良好

转化以及高选择性和高转化率. 

图2   间苯二酚基单核双氧钼（VI）配合物

2017 年，Wang等人[8]，在钼配合物存在下，分

析了水溶液中柠檬烯的氧化作用. 这个过程给出了

一个区域选择的环氧化，为顺式和反式柠檬环氧化

物的 1:1 动态控制混合物，在水存在的条件下通过

随后的开环反应生成同分异构二醇，具有取决于配

体、反应时间和温度的产物分布，表现出最高的催

化活性. 

图3  H2L配体和钼配合物的合成路线

Bagherzadeh等人[9]在 2017 年实验研究发现

ONO型席夫碱配体（L=4-溴-2-（2-羟基-5-甲基

苯基咪诺)甲基）与苯酚反应产生了一种新的低聚

物钼配合物([MoO2(L)]n). 在 80℃ 反应条件下，以

[MoO2(L)]n配合物为催化剂进行烯烃环氧化反应，

溶剂为DCE、1 mmol TBHP、23×10-3 mol 催化剂. 除

了高活性和选择性外，87％ 转化率是催化体系的显

著优势. 

图4   ONO型席夫碱钼配合物

同年，Liang等人[10]研究合成了一种三齿ONO芳

酰配体的二氧钼（VI）配合物. 通过晶体结构和催

化活性分析，该配合物的晶体通过氢键稳定，该配

合物起着有效的烯烃环氧化催化剂的作用（转化率

高达 97％），过氧化氢为末端氧化剂，碳酸氢钠为助

催化剂. 

图5   ONO型芳酰配体二氧钼配合物

Cindric等人[11]在 2017 年本着绿色化学的原

理，采用传统的溶液法和机械化学方法以及液体

辅助研磨法(LAG)制备了顺式[MoO2L(CH3OH)]或顺 

[MoO2L(CH3OH)]CH3OH和双核[MoO2L]2配合物. 所

有配合物都作为预（催化剂）进行了研究，以过氧

化叔丁基(TBHP)为氧化剂，没有有机溶剂、温度为

80℃、[Mo]/Lim/TBHP摩尔比：0.5/100/200 的实验条

件下，对顺式环己烯和(R)-柠檬烯进行环氧化. 结果

显示，由2-羟基苯甲醛和2-氨基苯酚生成的与希夫

碱配位的钼(VI)配合物是环己烯转化的最佳催化剂. 

图6   钼(VI)配合物和配体的两种合成路径

图7  用TBHP在水中催化钼配合物催化的柠檬烯环氧化

而在 2018 年，Romanowski等人[12]有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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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他们采用R-2-氨基-1-丙醇及其衍生物合

成三齿席夫碱钼配合物，选择苯乙烯和环己烯作为

模型底物，这些配合物能够催化苯乙烯氧化转化为

环氧化物和苯甲醛，苯乙烯与 30％ H2O2氧化剂在

80℃ 反应 1 h后，得到了 5 种不同的产物，通常苯乙

烯环氧化物和苯甲醛的过量很大，但含量很高，与

TBHP作为氧化剂相比，转化率较低，转化率甚至为 

73％. 相反，在环己烯氧化过程中，特别是在 30％ 

H2O2的情况下，发现了良好的转化率. 

图8 二氧钼(VI)配合物的结构公式

Cui等人[13]在 2019 年用两种非常常见但简便的

方法来合成两种新的钼配合物，在配合物中，芳基

肼席夫碱配体只在苯基环的末端替代基团（图9）. 

以叔丁基过氧化氢为氧化剂，反应温度为 80℃，钼

配合物：环辛烯：TBHP摩尔比：0.25:100:200 的条件

下研究了环辛烯环氧化反应的催化性能. 最高转化

率可达到 92％ . 

图9  合成含ONO-三齿配体的二钼席夫碱配合物

同年，Asha等人[14] 报道了一种新的单核配合物

[MoO2L(MeOH)]的合成，证明所有钼（VI）配合物都

是苯乙烯氧化的良好（预）催化剂. 在aq面前. 在优化

的反应条件下，以 30％  H2O2为氧化剂，NaHCO3为共

催化剂，60℃ 下，以 97-98％ 的产率合成了苯乙烯

环氧化物. 

图10   单核配合物[MoO2L(MeOH)]的合成

Guo等人[15]在 2020 年合成了含有O、N-bidentate

配体的钼Schiff碱配合物(DMSBC)，该催化剂在环氧

化和末端烯烃中表现出显著的催化活性. 溶剂对烯

烃环氧化反应速度、选择性和转化率有很强的影响. 

此外，高的产率（99％）和选择性（99.6％）是显著优

势. 以1，2-二氯乙烷(C2H4Cl2)为原料. 动力学分析表

明，钼催化剂DMSBC氧化环辛烯具有中等的活化能

（95.3±2 kJ·mol-1）. 此外，通过离心法可以很容易

地回收催化剂，钼催化剂至少可以重复使用六次. 

图11  合成双核盐卟啉配体和二钼席夫碱配合物（DMSBC）

3  结论及展望

席夫碱配合物在医药、催化、分析化学、自修复

材料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研究和开发备

受科学界瞩目. 目前文献中使用希夫碱钼配合物催

化烯烃环氧化反应的报道并不多，并且结果还不甚

理想. 对于一系列烯烃环氧化反应，现在很多化学工

艺使用化学计量的催化剂或者非绿色及极大有害的

氧化剂. 并且很多情况下催化剂不易分离回收再利

用. 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绿色化学，因此在牢记两个

主要方面的基础上制定另一个新的研究策略：可以

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将催化剂负载到一些载体

上，设计合成出一系列具有潜在优良催化性能的新

型希夫碱Mo高效清洁金属配合物，在催化剂用量相

对较低的使用量下，以水相清洁氧化剂（叔丁基过

氧化氢、过氧化氢、甚至氧气/空气）为氧化剂，实

现不同类型的希夫碱钼配合物具有较高的催化效率. 

尽最大努力开发出一种更加高效更加清洁绿色的烯

烃环氧化新工艺.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其研究的不

断深入，席夫碱及其金属配合物的研究领域将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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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广，将会在生产生活中得到更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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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Schiff  Base Molybdenum Complexes Catalyzed 
Homogeneous Epoxidation  of Olefins

CAI Meng-meng , FU Rao , WANG  Wei-li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Scienc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25, China）

Abstract: Epoxides are very important organic intermediates. They are generally prepared through metal 

complex catalyzed epoxidation of olefins. Traditional methods have the disadvantages of us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organic solvents and having by-products. Homogeneous catalysis epoxidation of olefin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organic synthesi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homogeneous catalyzed olefin 

epoxidation of Schiff base molybdenum complex since 2017, and looks into the future green catalytic olefi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poxidation.

Key words: olefins; Schiff base; molybdenum complex; epoxidation; cat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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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体中N、P等营养盐的过多引起的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本文以(NH4)2SO4为唯一

氮源，自活性污泥中分离得到 36 株氨氮降解菌，经过菌种复筛，获得氨氮降解率最高的一株菌：AD-7，经分子生

物学鉴定该菌株为Galactomyces属. 以初始氨氮浓度、接种量和pH为唯一变量进行单因素实验，并依据单因素实验

结果进行Box-Behnken设计，利用响应面法分析三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及确定最适的氨氮降解条件. 结果表明，

该菌株在三个因子多个不同配比情况下氨氮降解率均在 99％ 及以上，并在pH 5.59，初始氨氮浓度 291.16 mg/L，接

种量 2.21％ 时氨氮降解率预测值为 100％，实测值仍可达到 99％. 本研究结果对含氨氮污水处理过程中菌种的使

用及各因素之间的调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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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近年来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含有氨氮废水

的排出急剧地增加使得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给环境

和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1]. 生物脱氮由于具

有比传统方法更优越的特点，如无污染、经济和安

全等[2]，在氨氮降解方面得以广泛的关注. 目前已有

文献报道自污水、渗滤系统、污泥中筛选到降解氨

氮的菌株[3-7]，其中高氨氮废水及污泥中筛选高效菌

株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菌株获取方法，但多数菌株的

投入使用远远没有达到有效、节约地处理污水氨氮

的程度[8]. 因此，基于目前全国范围内水体富营养化

仍然严重的现状，继续筛选高效氨氮降解菌株并优

化其降解性能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活性污泥处理法被广泛的应用于发达国家的大

多数城镇和城市，并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公共卫生

方面也在不断地推行[9]. 活性污泥处理方法基本采用

的是生物法去处理市政和工业废水. 基本的活性污

泥中均含有混合的微生物群落，其可将水体中的有

机氮经过硝化和反硝化，最终以氮气的形式从水体

中释放出来，其中由氨化细菌参与的硝化作用是整

个氮去除过程中的限速步骤[10]. 因此，自活性污泥中

筛选高效氨氮降解菌株用于去除废水中氨氮以降低

水体富营养化及提高活性污泥处理效率具有重要的

意义.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培养基与试剂

实验所用活性污泥取自于山东某污水处理厂二

沉池.

富集培养基：(NH4)2SO4 2 g，葡萄糖 5 g，NaCl 

2 g，MgSO4·7H2O 0.5 g，K2HPO4 1 g，FeSO4·7H2O 

0.4 g，H2O 1000 mL，pH 7.2～7.4.

分离培养基：葡萄糖 5 g， (NH4)2SO4 0.2 g， 

NaCl 1 g，K2HPO4 0.5 g，MgSO4·7H2O 0.25 g，H2O 

1000 mL，2％ 琼脂，pH 7.2～7.4.

本实验中所使用的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实验方法

1）氨氮的测定. 氨氮的测定采用水杨酸分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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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法（国标HJ 536-2009）.

2）菌种的初筛与复筛. 样品取自山东某污水处

理厂二沉池回流区，将其保存于无菌试剂瓶并且置

于冰中带回实验室. 取 10 mL活性污泥接种于含有 

100 mL富集初筛培养基的三角瓶中，25℃，180 r/min

条件下振动培养，每天向三角瓶中加入 1 mL 5％ 的

(NH4)2SO4溶液，补充氮源，培养时间为 3 d，富集具

有降解氨氮功能的微生物.

取富集后的培养液 1 mL经生理盐水一系列梯

度稀释后，划线培养于分离培养基，25℃ 条件下倒

置培养 24 h，分别取其中的单菌落重复划线培养 3 

次，将纯化得到的 36 株单菌落保存在斜面分离培

养基，待用.

3）高效氨氮降解菌的筛选及菌种初步鉴定. 将

纯化得到的菌株首先分别接种于含有 10 mL分离培

养基的液体试管中，培养 36 h后测定菌液OD值，并

用生理盐水将菌液OD值调至为 0.1，将此时菌液作

为种子液. 随后按照 1％ 的接种量，分别将种子液接

种于 100 mL分离培养基，25℃，180 r/min条件下振

动培养 48 h后测定培养基中氨氮含量，选取氨氮降

解效果最好的一株菌进行后续实验.

采用CTAB的方法 [11]抽提菌株DNA并以此为

模板进行PCR扩增. 由于本实验中所筛选的菌株不

确定是细菌还是真菌，因此本实验中分别采用 27 

F/1492 R及NL-1/NL-4引物对其 16 S/18 S进行扩增. 

PCR反应体系（25 μL）：12.5 μL 2*Taq PCR，1 μL

模板DNA，上下引物各 0.25 μL，无菌水定容至 25 

μL. PCR反应条件：95℃ 预变性 10 min，95℃ 变

性 30 s，55℃ 退火 30 s，72℃ 延伸 90 min，35 个循

环，再 72℃ 延伸 10 min. PCR扩增产物由华大基因

进行测序，所得序列于NCBI中进行比对.

4）生长曲线的测定. 将目的菌株接种于分离培

养基，25℃，180 r/min条件下振动培养，每隔两小时

测定培养液吸光值（OD600），作出时间~吸光值曲

线.

5）初始氨氮浓度、pH和接种量对氨氮降解能

力影响的测定. 种子液的制备：将保存于斜面的目

的菌株接种于分离培养基，25℃，180 r/min条件下振

动培养30 h待用. 将种子液以 1％（除特殊说明外）

接种量接种于分离培养基中（除特殊说明外，初始

氨氮浓度为 50 mg/L），在不同初始氨氮浓度（50、

100、200、300、400 mg/L）、接种量（0.5％、1％、

1.5％、2％、3％）和pH（5、6、7、8、9）条件下，

25℃，180 r/min振动培养 48 h后，测定培养液中氨

氮浓度，计算氨氮降解率.

6）Box-Behnken设计及响应面分析[12] .  根据

单 因 素 实 验 确 定 的 实 验 结 果 选 择 中 心 点 ， 采 用

Design-Expert软件进行Box-Behnken设计并分析结

果.

2  结果与讨论

2.1    菌株的筛选与分离

通过富集培养基的富集筛选及分离培养基的分

离纯化，本次实验共筛选到 36 株氨氮降解菌. 各菌

株于 25℃，180 r/min条件下振动培养 48 h后测定氨

氮降解率. 实验结果表明编号为 7 的菌株氨氮降解

能力最高. 将此菌命名为AD-7，并用于后续实验.

2.2    AD-7的菌株初步鉴定及生长曲线测定

经过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AD-7与Galactomyces 

candidum相似度为 99％，为Galactomyce属. 经查

阅文献，异养硝化菌的主要类型包括不动杆菌属

（Acinetobacter）、芽孢杆菌属（Bacilllus）、假单

胞菌属（Pseudomonas）、产碱杆菌属（Alcaligenes 

faecali）和节杆菌属（Arthrobacter）等[7]. 本文鉴定

出的Galactomyce sp. AD-7主要用于染料的生物脱

色与降解[13, 14]，在国内外有关污染水体生物生态修

复的报道鲜少. 培养时间对菌株AD-7生长的影响

见图1. 由图1可知，该菌在 0-24 h期间处于菌株生

长的延滞期；在 24～38 h期间菌量迅速增加达到对

数期；在 38～46 h期间菌量的生长基本没有变化处

于稳定期；但待培养时间增加至 48 h时，菌量出现

轻微的下降，说明此时培养基内营养物质处于匮乏

状态[15]，菌株的生长进入衰亡期. 因此，本实验选用

对数中期的时间，即 30 h，为种子液的培养时间.

图1   培养时间对菌株AD-7生长的影响

2.3    不同氨氮浓度对氨氮降解能力的影响

由图2可以看出，培养基中氨氮初始浓度高于

50 mg/L时对菌株的氨氮降解能力具有一定影响，

当培养基中氨氮初始浓度在 50-300 mg/L时，氨氮

降解率随着培养基中初始氨氮浓度的增加而呈现小

幅度的下降趋势但降解率均维持在 92％ 以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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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浓度达到 400 mg/L时，与其他设定的四个浓度

相比，该氨氮浓度下氨氮降解率显著降低但仍可达

到  80％ 左右. 实验结果说明氨氮浓度为 50 mg/L时

对该菌的生长及代谢较为适宜，浓度高于 50 mg/L

时对菌株的氨氮降解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氨氮

降解率仍在 80％ 以上，推测该菌对于环境中高浓

度的氨氮具有较好的耐受性. 对于耐高氨氮微生物

的选育，国内学者也展开了一定的研究. 如信欣课

题组发现一株耐高氨氮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sp. 

TN-14，其在猪场废水氨氮浓度为 600 mg/L时氨氮

降解率可达到 65.72％[16]. 司文功等利用配伍的菌群

（N4+N5+N6）可以处理氨氮浓度最高为 450 mg/L

的合成废水，52 h氨氮去除率可达到 99.9％[17]. 相比

较而言，前者是可以处理含更高氨氮浓度的污水，

但是氨氮去除率偏低；后者采用的是配伍菌群，但

本实验中采用获得的单一菌株AD-7在 48 h便可将

含 400 mg/L氨氮废水的去除率达到 80％ 以上，说

明该菌株在处理高浓度氨氮废水生物处理中具有较

大的应用潜力.

图2  不同初始氨氮浓度对菌株AD-7降解氨氮的影响

2.4    不同接种量对氨氮降解能力的影响

由图3可知接种量从 0.5％ 增至 3.0％ 时，菌

株AD-7对氨氮的降解率均在 90％ 以上，当接种

量在 1.5％ 时，氨氮降解率达到最高，但与接种量

为 0.5％ 的实验组相比，氨氮的降解率没有显著的

差异. 接种量在 2％ 及 3％ 时，虽然接种量有所提

高，但是氨氮降解率没有显著变化，Fathurrahman等

通过研究EM-1接种量对水产养殖环境氨氮的去除

效率的影响时也得出类似结果，推测由于菌种含量

较高，体系中的营养物质大部分被用于菌体的生长

从而呈现出较低的氨氮降解率[18].

图3  不同接种量对菌株AD-7降解氨氮的影响

2.5    不同pH对氨氮降解能力的影响

由图4可以看出，当pH在 5-7 时，该范围内氨

氮的降解率基本没有变化；当pH大于 7 时，氨氮

降解率随着pH的升高而升高，当pH为 9 时，氨氮

降解率达到 94％. 由此推测碱性环境有助于该菌株

发挥降解氨氮的生理功能. 该结论与Liu等的研究结

果相似，其曾报道Galactomyces candidum在培养基

pH为 3.0-9.0 范围内随着pH的升高该菌的繁殖能

力逐渐增强，并且该菌在pH 8.0 时对培养基中的氨

氮降解效率最高[19]. 此外，Chen等的研究也报道了

类似的结果，该研究发现Acinetobacter sp. T1在pH

为 6.5-8.0 范围内随着pH的升高氨氮去除能力不

断增强，在pH 8.5 时达到最大值[20]；Aeromonas sp. 

HN-02在pH为 4-10 范围均具有较好的氨氮去除率

（> 70％），pH为 10 时氨氮降解率最高，达到 95％

左右[21].

图4   不同pH对菌株AD-7降解氨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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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Box-Behnken设计及结果
表1  Box-Behnken实验因素及水平

结合单因素实验结果，根据氨氮降解率在 90％

以上的单因素取值范围，选取Box-Behnken设计的

中心点（表1）并进行实验，以此来考察三个因子之

间的交互作用.

根据Box-Behnken实验结果，运用Design-Expert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二次回归模型（Y为氨氮

降解率（％））：

Y=99.51+0.16A-0.38B-0.25C-0.17AB+1.03AC  

-0.10BC-0.59A2+0.10B2-0.47C2                        （1）

      此 模 型 经 回 归 方 程 的 方 差 分 析 极 显 著（p= 

0.0023 < 0.01）. 该回归模型的R2=97.20％，说明该模

型可以解释 97.20％ 实验所得AD-7氨氮降解率的变

化，从而说明该模型与实际拟合较好，可用于AD-7

氨氮降解率的变化与预测.

通过回归模型方程构建pH、初始氨氮浓度和

接种量对AD-7氨氮降解率影响的曲面图和等值线

图，如图5、图6、图7所示，从这三个图中可以看出 3

因子两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互作用. 由图5和图7

可知，在pH和接种量所设定的浓度范围内，与初始

氨氮浓度为 50 mg/L相比，该菌种在其他初始氨氮

浓度条件下氨氮降解率均有所降低；由图6可知，

pH与接种量两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在一定范围内较为

明显（接种量在 0.5％-0.75％，pH在 5-6.5 之间）.

 图5  Y = (A, B)的等高线图及响应面立体分析图

图6  Y = (A, C)的等高线图及响应面立体分析图

图7   Y= (B, C)的等高线图及响应面立体分析图

根据Design-Expert软件分析，可得该菌在以

下 培 养 基 条 件 下 氨 氮 降 解 率 仍 可 达 到  1 0 0％：

pH=5.59，初始氨氮浓度=291.16 mg/L，接种量= 

2.21％，并且在此条件下进行了该菌株的氨氮降

解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此条件下氨氮的降解率为

99％，与预测值非常接近，说明该模型的设计是合

理有效的. 利用响应面法对该菌的氨氮降解条件进

行优化，获得了多组三个因子的不同配比（表2），

在此配比下该菌的预测氨氮降解率均为 100％，这

对实际含氨氮污水处理过程中三个因子的调节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表2  氨氮降解率预测值为 100％ 时三因子配比

3  结论

从污水处理厂活性污泥中分离到多株氨氮降

解菌，其中AD-7的氨氮降解效果最好. 经分子生物

学鉴定该菌为Galactomyces属，其在氨氮浓度范围 

100-400 mg/L时，氨氮降解率均在 80％ 以上；该

菌在pH 8.0 时氨氮降解率较高. 随后利用响应面法

对其氨氮降解条件进行优化并获得可靠的预测模

型，该模型对含氨氮污水的处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编码水平

实验因素

A: pH
B:初始氨氮浓度

Ammonia nitrogen
(mg/L)

C:接种量
Inoculation

(％)

-1 5 50 0.5

0 7 175 1.75

1 9 300 3.0

pH
初始氨氮浓度

Ammonia nitrogen (mg/L)
接种量

Inoculation (％)

7.55 247.09 1.75

5.59 291.16 2.21

5.82 233.82 2.74

7.33 224.43 0.51

7.04 274.33 2.54

6.51 268.62 1.00

5.41 236.53 2.98

8.78 296.96 2.60

5.57 280.10 2.78

8.73 243.61 2.63

6.09 296.70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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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of Efficient Ammonia-nitrogen-degrading Strains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Degradation Conditions

QI Wen-jing a，LI Huai-jing b，GE Wei-chen b，QIN Jia-chang b，SONG Xiao-yang b，SHA Yu-ji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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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utrophication caused by excessive N, P and other nutrients in the water body has seriously 

damaged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In this paper, 36 strains of ammonia-nitrogen-degrading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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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 Walks in an Independent Random Environment Convergence 
in Distribution on the right Half-line

REN  Min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odel of random walk that is reflected and absorbed by a certain probability at 0 in 

independent random environment on the right half-line is given. Under some special conditions, the absorbing 

probabilities of the model are calculated and the recurrence is discussed.

Key words: random walks; random environments; absorbing probabilities; re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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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isolated from activated sludge using (NH4)2SO4 as the sole nitrogen source. After re-screening of 

strains, a strain with the highest ammonia-nitrogen degradation rate was obtained: AD-7, which was 

identified as Galactomyces by the method of molecular biology. The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with the initial ammonia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inoculum doses and pH as the only variable, and the Box-

Behnken design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The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ree factors and determine the optimal ammonia 

nitrogen degradation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mmonia nitrogen degradation rate of this strain 

was 99％ or more at different ratios of three factors. At the condition of pH 5.59, initial ammonia nitrogen 

concentration 291.16 mg/L, and inoculation doses 2.21％, the ammonia nitrogen degradation rate could still 

be reached to 99％.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this paper will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use of strains and adjustment of various factors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of wastewater containing ammonia 

nitrogen.

Key  words: ammonia nitrogen degradation; screening; optimization; wastewa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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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浸提法和微波辅助浸提法提取葡萄酒泥
中原花青素的综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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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乙醇浸提法和微波辅助浸提法提取葡萄酒泥中的原花青素，运用正丁醇-盐酸法测量原花青素的含

量，结合单因素试验和标准曲线分析，综合比较乙醇浸提法和微波辅助浸提法在提取葡萄酒泥中原花青素的优缺点. 

结果证明，以葡萄酒泥为原料恒温下浸提原花青素，1:15 (g/mL)的料液比，30 s的微波处理时间，50％ 体积分数的乙醇

溶液是微波辅助浸提法的最佳浸提条件. 1:8 (g/mL)的料液比，60％ 体积分数的乙醇溶液，50℃ 的恒温水浴环境是乙

醇浸提法的最佳浸提条件. 最优条件下两种方法测得原花青素提取率分别为 3.42％ 和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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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原花青素，简称PC. 无色，是一种在热酸处理下

能产生花青素的多酚化合物，也是一种新型高效的

抗氧化剂，在干红葡萄酒里含有丰富的原花青素[1].

原花青素能通过维持血管的健康来改善微循环，使

人体内的各器官和组织都能获得充足的血液供应，

不会轻易疲劳. 且原花青素可抑制组胺生成，减少炎

症的发生，对心脏和血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2-4]. 本

文旨在找出较好的葡萄酒泥中原花青素在实验室的

提取方法，以期为实验室提取葡萄酒泥中的原花青

素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2  乙醇浸提法提取原花青素

2.1     实验材料与准备

实验原料：实验室酿酒用葡萄酒泥.

实 验 试 剂 ：无 水 乙 醇 、石 油 醚、原 花 青 素

标 准 对 照 品、C H 3( C H 2) 3O H - H C L 溶 液 ( 9 5 : 5 ) 、

NH4Fe(SO4)2•12H2O溶液、无水NaSO4.

2.2     实验方法

1）原料处理. 将实验室所用样品葡萄酒泥置于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中进行干燥，高速万能粉碎机

粉碎成末，再用石油醚浸泡 48 h脱脂，倾倒出上层

液，再次烘干，保存好备用.

2）原花青素的提取. 乙醇浸提法提取葡萄酒泥

中原花青素的实验设计流程：干燥的葡萄酒泥→粉

碎成末→过筛去粗→准确称重→石油醚脱脂→水浴

恒温浸提→精密过滤→固体无水NaSO4过夜脱水→

倾出上层的溶液→真空蒸馏浓缩→静置、冷却至室

温→石油醚进行分离沉淀→烘干→正丁醇-盐酸法

测量原花青素含量[5-6].

其中，用石油醚浸泡 48 h脱脂，倾倒上层液，

再次干燥，称取脱脂后干燥的葡萄酒泥粉末 5 g于磨

口三角瓶中，按照一定的料液比(g/mL)加入提取所

需的有机溶剂，恒温水浴中浸提. 然后用滤纸进行过

滤，向过滤后的提取液中加入固体无水NaSO4脱水 

24 h. 倾出上层的溶液，在 0.1 MPa、温度 40℃ 的真

空条件下进行浓缩. 取出浓缩液，待浓缩液冷却至

室温，再往里面加入石油醚进行分离沉淀，体积比

为浓缩液：石油醚=1:4. 最后收集沉淀，充分干燥，

保留原花青素粗提物待测.

2.3     实验结果与分析

1）原花青素含量的检测. 本实验原花青素的检

测采用正丁醇-盐酸法进行检测，依据原花青素在无

机酸和加热的条件下被降解，生成红色花青素，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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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吸光度符合朗伯-比尔定律. 用无水乙醇为空白对

照. 测出在波长为 550 nm处的吸光度值，根据所得回

归方程式计算原花青素的含量，进而计算原花青素的

提取率. 计算公式为：

PC(％)=X×V1/(m×V2×1000)

PC(％)为待测样品中原花青素的提取率；

X (mg/mL)为从标淮曲线中查得的待测样品液中

原花青素的质量浓度；

V1(mL)为取样的体积；

V2(mL)为定容后待测浸提物的总体积；

m(g)为样品原料的质量.

2 ）原花青素标准曲线绘制. 用电子天平准确称

取原花青素标准对照品 10 mg. 用蒸馏水将其在容量

瓶中定容至 10 mL，即得质量浓度为 1 mg/mL的标准

样. 取标准样溶液 0.10、0.25、0.50、1.00 mL分别置

于量程为 10 mL具塞的试管中，分别加入无水乙醇定

容至 3 mL. 然后加入 6 mL的CH3(CH2)3OH-HCL溶液

(95:5)与 0.2 mL的 2％的NH4Fe(SO4)2•12H2O溶液(溶

解于 2 mol/L的盐酸中)，混合均匀. 再置于约 100℃ 

的水中加热，水浴 40 min后取出，并迅速冷却至室

温. 用无水乙醇作为空白对照. 在波长 550 nm处测

其吸光值. 分别以原花青素的含量和吸光度值作为

图表的横、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图1   原花青素含量检测标准曲线图

由图1可得回归方程式为：

y=0.5023x+0.0307  R2 = 0.9961结果准确性可靠.

3）单因素试验与最优方案的选择. 实验中发现

在乙醇浸提法中乙醇浓度、提取温度和料液比这三

个因素对此法提取过程中原花青素的提取率有较大

影响.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来分别分析这三种因素

对葡萄酒泥中原花青素提取效果的影响，确定最佳

的提取方案.

（1）乙醇浸提法提取温度对提取率的影响. 本

实验确定以 60％ 体积分数的乙醇作为浸提原花青

素的有机溶剂，料液比定为 1:8 (g/mL). 控制其他因

素不变，设计以 10℃ 为单位，从 30℃ 开始依次递

增，每次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个单位，直到增加到  

70℃，共五组原花青素测定实验.

 图2  乙醇浸提法温度对原花青素提取率的影响

由 图 2 可 知 ， 原 花 青 素 的 提 取 率 在  3 0 ℃ 、

40℃、50℃、60℃、70℃ 分别为 1.13％、1.88％、

2.38％、1.98％、1.32％. 50℃ 时可得到最多的原花

青素，温度高于或者低于 50℃ 都会呈下降趋势. 原

因可能是温度升高加剧分子运动，加快了溶解速

度，引起了细胞膜结构变化，使周围环境变得易于

使原花青素转移到胞外浸提溶剂中. 但是温度过高

又会导致目标浸提物原花青素被破坏，活性成分减

少，从而导致提取率不增反降.

（2）乙醇浸提法料液比对原花青素提取率的

影响. 本实验确定以 60％ 体积分数的乙醇作为浸提

原花青素的有机溶剂，水浴环境定为 50℃. 控制其

他因素不变，设计从 1:6 g/mL开始，每次增加一个

体积单位的乙醇，直到增加到 1:10 g/mL，共五组原

花青素测定实验.

 图3  乙醇浸提法料液比对原花青素提取率的影响

由图3可知，料液比 1:6 g /mL、1:7 g /mL、1:8 

g/mL、1:9 g/mL、1:10 g/mL原花青素提取率分别

1.38％、1.86％、2.01％、1.93％、1.64％. 料液比为

1:8 时能得到最大量的原花青素，大于或者小于 1:8

都会呈下降势. 原因可能是样品中目标成分在料液

比为 1:8 时已基本全析出，继续增大料液比，只会使

更多杂质继续溶出，影响目标提取物的纯度.

（3）乙醇浸提法乙醇浓度对原花青素提取率

的影响. 确定在料液比为 1:8 (g/mL)，温度为 50℃ 

的水浴环境中，控制其他因素不变，设计以 10％ 

许禔森，等：乙醇浸提法和微波辅助浸提法提取葡萄酒泥中原花青素的综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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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体积单位添加乙醇，从 40％ 开始，每次在原

有基础上增加一个体积单位的乙醇，直到 80％，共

五组原花青素测定实验.

 图4   乙醇浸提法乙醇浓度对原花青素提取率的影响

由图4可知，乙醇浓度分别为 40％、50％、

6 0 ％、7 0 ％、8 0 ％ 时 原 花 青 素 提 取 率 分 别 为 

1.01％、1.71％、2.47％、1.98％、1.31％. 乙醇浓度为 

60％ 时能获得最大量的原花青素，乙醇浓度高于或

者低于 60％ 都会呈下降趋势. 原因可能是乙醇浓度

过低时水分太多，难以提取，过高又会溶出更多其

他杂质，影响原花青素结合乙醇水分子.

4）确定最优提取方案. 乙醇浸提法选取料液

比、温度及乙醇浓度作为实验验证的三个单因素. 

经过单因素试验结果比较可知，乙醇浸提法的最佳

实验条件为 1:8 (g/mL)的料液比，60％ 体积分数的

乙醇，50℃ 的水浴环境，提取率达到  2.47％.

3   微波辅助浸提法提取原花青素

3.1     实验材料与准备

实验原料：实验室酿酒用葡萄酒泥

实 验 试 剂 ：无 水 乙 醇、石 油 醚、原 花 青 素

标 准 对 照 品 、C H 3( C H 2) 3O H - H C L 溶 液 ( 9 5 : 5 ) 、

NH4Fe(SO4)2•12H2O溶液、无水Na2SO4 .

3.2     实验方法

1）原料处理. 将样品葡萄酒泥烘干、粉碎成

末，用石油醚浸泡 48 h脱脂，干燥后保存待用.

2）原花青素的提取. 微波辅助浸提法提取葡萄

酒泥中原花青素的实验设计流程同 2.3中的2）实验

方法，但是浸提前需进行短时微波处理.

3.3     实验结果与分析

1） 原花青素含量的检测. 方法同 2.3  中的 

1），利用公式计算花青素含量.

2）原花青素标准曲线绘制. 方法同2.3中的2）

得回归方程式为 y=0.5023x+ 0.0307   R2 = 0.9961 结

果准确性可靠.

3）单因素试验与最优方案的选择. 实验中发现

微波辅助浸提法中料液比、微波时间和乙醇浓度这

三个因素对此法提取过程中原花青素的提取率有较

大影响.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来分别分析这三种因

素对实验提取效果的影响，确定最佳的提取方案.

（1）微波辅助浸提法微波时间对原花青素提

取率的影响. 确定以 50％ 体积分数的乙醇作为浸提

原花青素的有机溶剂，料液比定为 1:15 (g/mL). 控

制其他因素不变，设计以 10 s为一个单位，从 10 s开

始每次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个单位，一直加到 60 s，

共五组微波处理实验.

 图5  微波辅助浸提法微波时间对原花青素提取率的影响

由图5可知，微波处理时间 20 s、30 s、40 s、

50 s、60 s原花青素提取率分别为 2.41％、3.28％、

2.84％、2.11％、1.56％. 微波处理 30 s可得最多的原

花青素，时间长于或者短于 30 s都会引起原花青素

提取率的下降. 原因可能是微波处理加速了原花青

素的溶出，但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料液温度也会

相应升高，原花青素被破坏.

（ 2 ） 微 波 辅 助 浸 提 法 乙 醇 浓 度 对 原 花 青 素

提取率的影响. 确定在 1:15 (g/mL)的料液比、30 s

的微波处理控制条件下. 控制其他因素不变，设计

以 10％ 为一个体积单位添加乙醇，从 40％ 开始，

每次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个体积单位的乙醇，直到 

80％，共五组原花青素测定实验.

图6  微波辅助浸提法乙醇浓度对原花青素提取率的影响

由图6可知，乙醇浓度为 40％、50％、60％、

70％、80％ 时原花青素提取率分别为 2.26％、

3.38％、2.83％、1.58％、1.22％. 乙醇浓度为 50％ 

时能获得最大量的原花青素，高于或者低于 50％ 

都会呈下降趋势. 原因可能是乙醇对原花青素的溶

解度比水大，乙醇浓度较低时，水分多，难以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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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乙醇浓度过高时，溶出的脂溶性和醇溶性杂质增

多，降低了原花青素的提取率.

（3）微波辅助浸提法料液比对原花青素提取

率的影响. 确定以 50％ 体积分数的乙醇作为浸提原

花青素的有机溶剂，进行 30 s的微波处理. 控制其

他因素不变，设计从 1:5 g/mL开始，每次增加五个

体积单位的乙醇，直到增加到 1:25 g/mL，共五组原

花青素测定实验.

 图7  微波辅助浸提法料液比对原花青素提取率的影响

由图7可知，料液比 1:5、1:10、1:15、1:20、

1:25 时原花青素的提取率分别为 1.52％、2.64％、

3.42％、2.88％、1.86％. 为料液比为 1:15 时能获得

最大量的原花青素，高于或者低于 1:15 都会下降. 

原因可能是原花青素已经基本全部溶出，随着提取

液用量的进一步加大，只会使更多杂质继续溶出，

影响目标提取物的纯度.

4）确定最优提取方案. 微波辅助浸提法选取料

液比、微波时间及乙醇浓度作为实验验证的三个单

因素. 经过单因素试验结果比较可知，微波辅助浸

提法最佳实验条件为:1:15 (g/mL)的料液比，60％ 体

积分数的乙醇，微波处理 30 s，提取率为 3.42％.

4  乙醇浸提法与微波辅助浸提法的比较

通过比较两种方法提取葡萄酒泥中原花青素的

各方面因素，微波辅助浸提法的目标产物提取率大

于乙醇浸提法，实验操作时间也比乙醇浸提法短，

总的来看从葡萄酒泥中提取原花青素较佳方法为

微波辅助浸提法. 而且，微波处理的方法不同于传

统的一些提取方法，是一种在实验中减少热损失、

快速加热的好方法，缩短了实验周期. 而且，在实

验过程中利用新技术、新设备，也是实验研究探索

的基本素质，微波技术的利用将给科研工作带来更

多的便利.

5  结论

（1）微波辅助浸提法最佳实验条件为 1:15

(g /mL)的料液比，60％ 体积分数的乙醇，微波处理 

30 s，测得原花青素的提取率达到 3.42％.

（2）乙醇浸提法的最佳实验条件为 1:8(g/mL)

的料液比，60％ 体积分数的乙醇，50℃ 的恒温水浴

环境，测得原花青素的提取率达到  2.47％.

（3）综合目标产物提取率、生产周期、生产

成本、生产设备、操作过程、目标提取物纯度及未

来发展潜力等方面可确定从葡萄酒泥中提取原花青

素微波辅助浸提法比较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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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比了壳聚糖—二氧化钛及壳聚糖对酸性品红染料废水的脱色性能，研究了酸性品红初始浓度、温

度以及二氧化钛和壳聚糖配比、投加量等因素对于酸性品红脱色性能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常温下，酸性品红初始

浓度为 5 mg/L时，壳聚糖投加量为 1.0 g时，最高脱色率为 93.80％；同样条件下，配比为 30:5 的壳聚糖—二氧化钛的

投加量仅为 0.10 g，脱色率可达  92.45％，其用量明显少于壳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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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印染废水是中国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

一，其具有排放量大、色度高、难降解的特点. 壳聚

糖及其衍生物的分子链上含有大量的氨基、羟基，对

染料有极强的吸附作用，并且其安全无毒、可生物降

性，是一种环境友好絮凝剂. 但其只溶于酸性溶剂且

容易水解，使得它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当壳聚糖中掺入二氧化钛后，可以提高其水溶性，

扩大其应用范围. 同时二氧化钛通过氢键与壳聚糖结

合，不仅干扰了壳聚糖结晶形式，也加强了壳聚糖与

染料分子之间的氢键作用，从而具有更好的絮凝、脱

色作用[1-6]. 本文制备了壳聚糖—二氧化钛复合物，并

探究了其对酸性品红染料废水的脱色效果.

2   研究方法

2.1    实验仪器

78-I型磁力加热搅拌器（江苏省金坛荣华仪

器有限公司）；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树立仪器有

限公司）；精密恒温水浴锅（江苏金坛市医疗仪

器厂）；超声波清洗机（江苏无锡美极超声波清洗

机）；752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菁华科技仪

器有限公司）.

2.2    实验药品

酸性品红（C20H19N3，天津市恒兴化学试剂制

造有限公司）；氢氧化钠（NaOH，分析纯，天津市

大茂化学试剂厂）；冰醋酸（CH3COOH，分析纯，

北京金星化工厂）；纳米级二氧化钛（TiO2，河北

大城化工有限公司）；壳聚糖（C6H11NO4，脱乙酰度

≥90％，厦门蓝湾科技有限公司）.

2.3    1% 的壳聚糖乙酸溶液的配制

称取 3 g壳聚糖，使其溶解在 300 mL浓度为 1％ 

的乙酸溶液中，即可得 1％ 的壳聚糖乙酸溶液.

2.4    壳聚糖—二氧化钛的制备

分别称取 0.10 g、0.30 g、0.50 g、0.70 g、0.90 g

的纳米二氧化钛，与 300 mL浓度为  1％ 的壳聚糖

乙酸溶液混合、搅拌. 每搅拌 10 min，用超声波超生 

10 min，直至二氧化钛在壳聚糖溶液中均匀分散. 然

后水浴加热搅拌 3 h，再将热碱液加入到混合液中，

待其冷却静置后，抽滤，并用去离子水洗涤，直至滤

液呈中性为止. 将所得的固体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

中，在 80℃下烘 5 h，将所得到的掺二氧化钛壳聚

糖固体用粉碎机粉碎 30 min即可得壳聚糖与二氧化

钛配比为 30:1、30:3、30:5、30:7、30:9 的壳聚糖—二

氧化钛复合物[7-8].

2.5    脱色率的测定

根据不同的实验要求，在壳聚糖—二氧化钛对

酸性品红脱色后，每隔 10 min于液面下 2~3 cm处

吸取部分溶液，用分光光度计在 540 nm处测定吸光

度，求出酸性品红的脱色率.

其中，脱色率＝（1－A/A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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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0—酸性品红模拟废水处理前的吸光度；

          A—酸性品红模拟废水处理后的吸光度.

3   实验结果及讨论

3.1    壳聚糖对酸性品红溶液脱色的实验

1）壳聚糖投加量对酸性品红脱色率的影响. 分

别取 100 mL浓度为 20 mg/L的酸性品红溶液，加入

不同量的壳聚糖. 用磁力搅拌器搅拌 1 min，在室温

下进行脱色实验，每隔 10 min取上清液，测其吸光度

值，并计算脱色率. 实验结果如图1所示：随着时间

的增加，脱色率逐渐上升，80 min后基本趋于平衡，

即达到吸附平衡. 随着壳聚糖投加量的增加，脱色率

先增加，投药量大于 1.0 g，脱色率不再增加，即壳聚

糖的用量达到饱和.

图1  壳聚糖投加量对脱色率的影响

2）酸性品红溶液初始浓度对脱色率的影响. 固

定壳聚糖的投加量为 1.0 g，改变酸性品红溶液的初

始浓度进行脱色实验. 由图2可知，当壳聚糖的用量

一定时，随着酸性品红溶液浓度的增加，壳聚糖的脱

色性能逐渐减小. 这可能是因为，酸性品红初始浓度

较低时，能迅速被壳聚糖表面所吸附；而浓度增大

时，吸附量达到饱和，酸性品红相对过剩，并且高浓

度的酸性品红会覆盖壳聚糖的活性位，从而导致酸

性品红的降解变慢.

图2  酸性品红溶液浓度对壳聚糖脱色效果的影响

3）温度对壳聚糖脱色性能的影响. 固定酸性

品红的初始浓度为 10 mg/L，壳聚糖的投加量为 1.0 

g，改变温度进行脱色实验. 结果如图3所示：随着温

度的增加，壳聚糖对品红溶液的脱色率逐渐增加. 随

着温度升高，分子布朗运动增强，分子之间相互碰

撞的次数增大，使壳聚糖对酸性品红的吸附效果增

强.

图3  温度对壳聚糖脱色效果的影响

3.2    壳聚糖—二氧化钛对酸性品红溶液脱色的实验

1）壳聚糖—二氧化钛最佳配比的确定. 分别称

取 0.10 g比例为 30:1、30:3、30:5、30:7、30:9 的壳聚

糖—二氧化钛置于烧杯中，加入 5 mg/L的酸性品红

溶液 100 mL进行脱色实验. 实验结果如图4所示：

随着时间的变化，壳聚糖—二氧化钛对酸性品红的

脱色率逐渐增加，80 min后趋于稳定. 随着配比的

增加其脱色率先增加后减小，配比为 30:5 时，壳聚

糖—二氧化钛的脱色效果最好.

 图4   壳聚糖—二氧化钛配比对脱色率的影响

2）壳聚糖—二氧化钛投药量对脱色率的影响. 

固定酸性品红浓度为 20 mg/L，二氧化钛—壳聚糖

的配比为 30:5，改变投加量在室温下进行脱色实验. 

实验结果如图5所示：脱色率先增大后减小，当壳聚

糖—二氧化钛的投加量为  0.10  g时脱色率最高，说

刘歆瑜：壳聚糖—二氧化钛对酸性品红染料废水脱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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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时壳聚糖—二氧化钛的用量达到饱和.

图5  壳聚糖—二氧化钛投药量对脱色率的影响

3）酸性品红溶液初始浓度对壳聚糖—二氧化

钛脱色率的影响. 固定壳聚糖—二氧化钛的投加量

为 0.10 g，配比为 30:5，改变酸性品红溶液的浓度

进行室温脱色实验. 实验结果如图6所示：当壳聚

糖—二氧化钛用量一定时，随着酸性品红溶液浓度

的增加，脱色率逐渐减小. 这是因为酸性品红浓度

的增加，导致壳聚糖—二氧化钛活性位点降低从而

减少了与酸性品红的结合几率，从而影响其对酸性

品红的吸附效果，导致吸附效果下降.

图6  酸性品红溶液浓度对壳聚糖—二氧化钛脱色效果的影响

4）温度对壳聚糖—二氧化钛脱色性能的影响. 

酸性品红初始浓度为 15 mg/L，壳聚糖—二氧化钛的

投加量为 0.10 g，配比为 30：5， 改变温度进行脱色

实验. 如图7所示：随着体系温度的增加，壳聚糖—

二氧化钛对酸性品红溶液的脱色率逐渐增加，温度

为  35℃ 时，脱色效果最佳.

图7  温度对壳聚糖—二氧化钛脱色效果的影响

3.3    壳聚糖及壳聚糖 — 二氧化钛对酸性品红溶液脱

         色的对比实验

常温下，酸性品红初始浓度为 5 mg/L，壳聚糖

的投加量为 1.0 g，壳聚糖—二氧化钛的投加量为

0.10 g，配比为 30:5，对比二者的脱色效果. 如图8

所示：壳聚糖投加量为 1.0 g，最高脱色率为 93.80 

％；壳聚糖—二氧化钛的投加量仅为 0.10 g，脱色

率可达 92.45％，其用量明显少于壳聚糖. 这是因为

壳聚糖中掺入二氧化钛后，可以提高其水溶性，从

而具有更好脱色作用.

图8  壳聚糖及壳聚糖—二氧化钛的脱色效果对比

4  结论

通过本次实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壳聚糖和壳聚糖—二氧化钛对酸性品红

都具有良好的脱色效果，随着用量的增加，其脱色

效果先增加后减小.

（2）壳聚糖和壳聚糖—二氧化钛对酸性品红

的吸附饱和时间都是 80 min左右.

（3）随着品红溶液浓度的增加，壳聚糖和壳

聚糖—二氧化钛对酸性品红的脱色性能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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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reatment of Acid Fuchsin Dye Wastewater by Chitosan - Titanium Dioxide 

LIU Xin-yu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t compared decoloring effect of acid fuchsin by used chitosan and titanium dioxide-

chitosan. It studied the impact on the decoloring effect of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the acid fuchsin, temperature, 

the proportion of titanium dioxide and chitosan, dosing quant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decoloring 

effect were 1.0 g of chitosan by the concentration of 5 mg/L acid fuchsine, and the best decoloring rate was 

93.80％. When the ratio of chitosan-titanium dioxide were 30：5, and adding 0.10 g to 5 mg/L acid fuchsine 

solution, the decoloring rate was 92.45％. Its dosage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chitosan.

Key words: chitosan; TiO2 ; acid fuchsin; decolorizing

（4）随着温度的增加，壳聚糖与壳聚糖—二

氧化钛对酸性品红溶液的脱色性能逐渐增强.

（5）壳聚糖—二氧化钛对酸性品红染料废水

的脱色性能要优于壳聚糖：常温下，酸性品红初始

浓度为 5 mg/L时，壳聚糖投加量为 1.0 g时，最高脱

色率为 93.80％；同样条件下，壳聚糖—二氧化钛

的投加量仅为 0.10 g，脱色率可达 92.45％，其用量

明显少于壳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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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Procyanidins Extracted from Wine Puree by Ethanol 
Extraction and Microwave Assisted Extraction 

XU Ti-sen, XIE Zhao-hui,LI Xue-gui, LI Xiang-yong, ZHANG Hai-ying, WANG Mei-lin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e use of ethanol extraction and micxrowave-assisted extraction to extract wine procyanidins in the 

mud, the use of nbutyl alcohol hydrochloric acid method to measure the content of procyanidins, combined with 

the single factor test and standard curv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ethanol extraction and microwave-assisted extraction in the extraction of wine mud zhongyua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nthocyanins, to find out better laboratory procyanidins extrac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conditions for microwave-assisted extraction were 1:15(g/mL) solid-liquid ratio, 30s 

microwave treatment time and 50％ volume fraction ethanol solution. 1:8 material liquid ratio (g/mL), 60％ of 

the volume fraction of ethanol solution, 50℃ constant temperature water bath environment is the best extraction 

conditions of ethanol extraction. Under optimal conditions, the extraction rates of procyanidins were 3.42％ and 

2.47％. To sum up, microwave-assisted extraction has advantages over ethanol extraction.

Key words: procyanidin；wine puree；ethanol extraction；microwave assisted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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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肾透明细胞癌中APP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并研究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免疫组化研究APP在 90 对肾透明细胞癌组织芯片以及与邻近正常肾组织芯片中表达情况，并统计学分析其与

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其与肾透明细胞癌预后的价值，并进行单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免疫组化显示APP在肾透明细胞癌组织芯片中高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邻近正常肾组织芯片（P=0.003）. APP高表

达与高级别(P=0.015)、高临床期(P=0.04)、远处转移(P=0.049)及淋巴结转移(P=0.034)呈正相关. Kaplan-Meier生存曲线

分析结果显示APP高表达的肾透明细胞癌患者预后差（P=0.001），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APP高表达是肾透明细胞癌患

者预后的重要因素（0.004）. 结论：APP在肾透明细胞癌中起到致癌作用，并可作为预后的预测及治疗的靶点.

关键词：肾透明细胞癌；APP蛋白；预后

中图分类号：R7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0）06-0030-04

1  引言

肾透明细胞癌（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简称ccRCC）是一种常见的高侵袭性泌尿系统肿

瘤，近年来肾癌的发病率以每年 2％-4％ 的速度

稳步增长[1]. 美国癌症协会估计，2019 年美国将有

73,820 例新的肾癌病例和 14,770 例死亡[2]. 局限性

肾癌以根治性肾切除术为主，5 年生存率约为 55％
[3]，但晚期肾癌患者 5 年生存率低于 10％ [4]，转移

和复发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多种分

子靶向药物已应用于转移性肾癌的治疗，但这些靶

向制剂的疗效有限[5]. 因此，寻找一种新的的靶向治

疗药物，对加强和促进肾癌的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

淀粉样前体蛋白(Amloid precursor protein，

简称APP)是一种单通道跨膜、高度多效性蛋白，

参与多种细胞功能，如铁转运、细胞与突触黏附、

稳态、凋亡等[6]. 人类APP基因位于 21 号染色体上

(具体为 21 q 21 带)[7]. 除了在神经病学中的重要性

外，APP蛋白还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有关[8]. 近年

来，有报道称APP在前列腺癌、乳腺癌、肺癌、鼻咽

癌、膀胱癌等多种癌症中具有显著的功能，且与肿

瘤细胞异常生长、迁移、侵袭等特征相关[9]. 但是，

APP在ccRCC中的表达和功能尚不明确. 本研究探讨

APP在ccRCC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评价了APP表

达与ccRCC临床病理参数关系，分析其与预后的关

系，结果提示APP可能成为ccRCC新的生物标志物

和治疗靶点.

2  材料和方法

2.1   临床资料

本 研 究 通 过 来 自 上 海 芯 片 公 司 的 组 织 芯 片

（TMAs），其中包含 2007-2009 年收集 90 个肾透

明细胞癌组织标本及其邻近的正常组织，并且患者

有系统的随访记录.

2.2   实验试剂

肾透明洗细胞癌组织芯片购于上海芯片公司，

兔抗人多克隆抗体APP购于Abcam公司.

2.3   免疫组化实验方法

组织芯片的免疫组化染色以前发表的文章有所

描述[10]. 简单的说组织芯片与一抗靶向APP (1:500)

孵育; 4℃ 过夜，然后与二抗（1:150）孵育室温 1 小

时，水洗后用DAB显色剂显色，苏木精复染，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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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脱水，中性树胶封片，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和拍

照. 结果判定：通过染色强度和阳性细胞率定量分析

TMAs中APP的表达.  染色强度: 0 阴性，1 弱阳性，

2 阳性，3 强阳性. 阳性细胞率：0 分 0～5％ 阴性，

1 分 5％～25％，2 分 25％～50％，3 分 51％～75％，4 

分 75％～100％. 免疫组织化学评分=染色强度+阳性

细胞率. 本研究分为评分≤ 3 分(低表达组)和评分> 3 

分(高表达组)两组. 所有组织芯片均有至少 2 名有经

验的病理科医师评估算分（双盲法）.

2.4  统计学方法分析

采用SPSS22.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采用

X2检验或Fisher's检验APLP2的表达与各临床病理

参数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做出生存曲线图， 

Log-rank检验法检测差异性，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

模型进行多因素生存分析. P< 0.05 被认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APP在肾透明细胞癌组织中表达增加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APP主要定位于细胞质. 随

机选取在肾透明细胞癌组织及邻近正常肾皮质组织

芯片中的APP不同的表达情况，展示在图1中. 90 例

肾癌组织芯片中，70％（63／90）的肾癌组织存在

高表达；而邻近正常肾组织 35.6％（32／90）存在

高表达，两者行卡方检验P=0.003，有统计学意义，

展示在表 1 中.
表1  APP在组织芯片中的表达水平

组织芯片 例数
APP 表达水平(％) 

P
≤3 >3

正常组织 90 58（64.4） 32（35.6）
<0.01

ccRCC组织芯片 90 27（30.0） 63（70.0）

 

图1  免疫组化观察APP在ccRCC及邻近正常肾组织
表达水平（×200）

A:APP 在ccRCC中高表达(Scores> 3); B:APP 在ccRCC中低
表达(Scores<3); C:APP在正常肾组织中高表达(Scores>3);D:APP在
正常肾组织中低表达 (Scores<3). APP: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ccRCC: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3.2   APP表达与肾透明性细胞癌临床病理参数密切  

        相关

A P P 在 肾 透 明 细 胞 癌 组 织 芯 片 中 的 表 达 水

平 与 临 床 病 理 特 征 的 相 关 性 展 示 在 表 2 中 ，比 较 

2 组间临床资料的特点，不同年龄、性别的患者

与肾癌组织中APP表达量相差不大，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APP随肾癌组织Fuhrman分级

(P=0.015)、临床分期(P=0.04)的上升表达量增加，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同时，APP表达水平增加的

肾癌患者区域淋巴结转移(P=0.034)、远处器官转移

(P=0.049)的风险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2 ccRCC组织芯片中APP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间的相关性

3.3   生存分析

生存曲线分析使用APP在组织芯片中的表达

情况以及患者完整的随访信息，研究构建kaplan-

meier生存曲线（log-rank test）探索APP在肾癌预

后中的作用. kaplan-meier显示APP高表达的肾癌患

者的总体生存期明显低于APP低表达的患者，两者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图 2).

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寻找影响本

试验的独立预后因素. 其结果显示在表3中. 单因素

Cox分析显示：APP蛋白高表达（APP＞3 分）、高

龄、高级别、高分期、有淋巴结转移以及远处转移

是肾癌预后的重要因素，但性别不是危险因素. 进一

步进行多因素分析提示是APP蛋白高表达（APP＞3

分）不是肾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显示高分

期、高级别也不是肾癌预后的独立因素，但高龄、

有淋巴结转移以及远处转移是肾癌预后的独立因素.

高立健，等：淀粉样前体蛋白在肾透明细胞癌中的表达及预后研究

总例数 (n=90)
APP 表达水平

P Value
≤3 (27)

>3
 (63)

       年龄(y)

≤65 62 17 45 0.427

＞65 28 10 18

        性别

男 51 15 36 0.889

女 39 12 27

     病理分级

Ⅰ 33 15 18 0.015*

Ⅱ-Ⅳ 57 12 45

 淋巴结转移

无 73 26 47 0. 034*

存在 17 1 16

    远期转移

无 79 27 52 0.049*

存在 11 0 11

     临床分期

T1-T2 67 24 43 0.040*

T3-T4 23 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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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根据APP表达情况以及随访资料绘制的肾癌患者生存曲

线，APP高表达ccRCC的患者总体存活率显著低于APP蛋白低表达患

者. (Log-rank检验 P=0.001) APP: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ccRCC: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表3   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生存分析

4  结 论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比没

有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患癌症的风险更低，癌症

幸存者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比没有患癌症的患者

更低[11]. 多项证据表明，APP家族成员在阿尔茨海默

病发病机制中起着核心作用[12]. APP家族成员包括

APP, APLP1, APLP2. 研究表明，肾透明细胞癌组织

中APLP2的mRNA和蛋白水平明显下调，APLP2的

低表达是肾透明细胞癌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13]. 

APP在不同类型的癌症中表达显著增加[9]. 本研究发

现APP在ccRCC组织中高表达，进一步证实了APP

表达与ccRCC患者临床特征病理参数之间的联系，

包括Fuhrman分级和pT分期. 此外，生存分析表明

APP的高表达是ccRCC特异性生存的重要预测因子.

本研究提示APP的基因可能是ccRCC的致癌基

因. 然而，APP在癌细胞发育和进展中的具体作用

尚不清楚. 据报道APP及其裂解形式有助于介导癌

细胞和非癌细胞的各种功能，包括细胞粘附，细胞

生长，细胞分化和细胞迁移，Takayama等研究发现

APP诱导雄激素介导的信号通路参与了前列腺癌的

增殖[14]. 此外，免疫组化显示正常人类前列腺细胞中

缺乏APP，而在一组存活率为 50％ 的前列腺癌患者

肿瘤样本中，APP的细胞质染色较强. 文献[15]的前

期研究发现APP在膀胱癌细胞中的下调抑制了ERK

的激活，而ERK通路激动剂和神经酰胺C6可以挽救

APP沉默抑制的恶性膀胱癌细胞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淀粉样前体蛋白APP在

ccRCC中表达上调，与临床病理参数密切相关. 同时

还表明APP与ccRCC患者的疾病特异性生存密切相

关. 这些研究结果均提示APP可能成为ccRCC潜在的

肿瘤标志物和新的治疗靶点，但需进一步阐APP在

ccRCC发生、进展和转移中的确切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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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into Expression of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in ccRCC 
and its Prognostic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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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Urology, Dezhou People,s Hospital  Dezhou Shandong 253014，China；

                      2.Department of Urology,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12，China )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APP protein in ccRCC tissues and adjacent normal kidney 

tissues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P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linical 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its value for predicting for the prognosis. Methods：To test the expression of APP protein in 

90 pairs ccRCC TMA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P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linical pathological features using x2 test in SPSS software package and predict 

its value for the prognosis by Kaplan-Meier life curve with Log-Rank test as well as Cox regression model. 

Result：APP has higher expression in ccRCC tissues（P=0.003）; The higher expression of APP was associated 

with  nuclear grade(P=0.015), pathologic stage(P=0.04), the presence of distant metastasis(P=0.049)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P=0.034);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shows the ccRCC of high APP expression have 

poor prognosis（P=0.001）.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PP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disease-specific survival（0.004）. Conclusion：APP plays the role of tumor-oncogene gene for ccRCC,APP 

genes may be a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and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cRCC.

Key words：ccRCC；APP protein；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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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调研文献资料，综述计算机视觉技术在中药饮片领域的研究现状，总结得出基于饮片纹理、颜色、

形状等属性进行的算法设计具有一定局限性，而利用神经网络模型对中药饮片的生产进行智能监控和性状分析，可

实现饮片的自动识别和检测，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 最后提出计算机视觉在中药饮片领域的应用挑战并进行了展望，

以期进一步推动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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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 月 12 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

爆发，安徽省与湖北省地理位置毗邻，抗疫形势严

峻，截止至 2020 年 3 月 5日，安徽省累计确诊 990 

例，其中亳州市累计确诊 108 例，治愈 108 例，死

亡 0 例，确诊病例连续 19 天无新增. 亳州市能取得

如此战绩，离不开医务人员的辛苦付出，也得益于

“华佗故里，药材之乡”的中药文化. 但是由于当地

中药产业在技术、人才和信息等创新资源上仍然

存在匮乏的现象，传统的中药加工炮制手艺仍然占

据着市场主流，导致中药产业缺乏创新能力，发展

缓慢[1]. 工程院院士黄璐琦，在 2019 年 10 月 25 全

国中医药大会上指出“中医药的生命力就在于创

新……”，这对于传统中药行业在信息技术领域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药领域逐渐掀起了信息

化，智能化研究的浪潮[2,3]. 

计算机视觉[4]是当今世界上的一门新兴的交叉

学科，内容涵盖很广泛，涉及到计算机、数学、物

理、信号等学科，并且在各行各业均有较为广泛的

应用，在中药饮片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

关注. 因此，为加强主流产业的技术发展，本文就

中药饮片生产中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应用进行调研分

析，探讨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面对的挑战，并对接

下来的工作进行设想和展望. 

2  计算机视觉技术简介

计算机视觉技术，一般采用多种技术手段相结

合的方式对图像进行分析[5]，包括最简单的图像处

理、概率分析、几何计算、模式识别、神经网络、

人工智能技术等. 可以对一幅图或者是多幅图进行

相应的图像分析，图像来源可以是传感器获取的单

一或一系列图像，或是由多个传感器共同采集而来. 

视觉分析中经常采用的是基于模板的匹配和搜索技

术，对图像的目标物体进行识别和分类判断. 根据

维基百科的理解，计算机视觉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为

不干预或少干预的情况下，对图像内容进行解读，

发现目标或进行判别. 这中间涉及到如何利用计算

机语言对图像环境进行解读，组织图像信息，使机

器进行理解和识别并给出最终的反馈信息. 视觉系

统中，主要是依赖于图像的处理方法. 包括图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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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技术[6]、图像压缩变换[7]、边缘锐化技术[8]、图像

分割技术[9]、特征提取技术[10]、图像识别技术[11]等. 

通过这些处理，图像质量得到相应改善，便于计算

机进行接下来的处理.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计算机视觉技术就已经

被应用于区分打字文本和手写文本，如今其应用已

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生活中的一部

分，使得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着计算机视觉的存

在，典型的应用场景有无人驾驶、人脸识别[12]、车

辆车牌识别、VR/AR技术、医学图像应用等. 随着

视觉技术的发展，其应用领域将越来越广泛，但就

目前的文献调研与走访中药材交易市场的结果来

看，视觉技术在中药饮片产业中的应用还有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 针对计算机视觉技术在中药饮片领域

的调研，具体结果如下. 

3  中药饮片研究现状

随着中药产业化，市场化不断地升级扩大，

中国的中药产业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发展，并逐渐

形成了以中药种植、产地加工和专业市场为主要

环节的中药产业，具有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良好生产规范）认证的大中型中药饮片企

业也逐渐增多. 国家对于中医药的发展战略及扶持

三农的政策也相继出台，中药饮片市场逐渐扩大，

饮片行业的营业收入也逐年提升. 但随着市场规模

的不断扩大，产业链条过长、生产技术和监督不到

位、从业人员素质过低等问题，使得中药饮片市场

中被回收的GMP呈现过高的趋势，因此中药材市场

亟待清理整顿. 

药品之多，产地之杂，必须推动智能化生产检

测系统，规范产地加工，杜绝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

场，借助信息化技术，让机器“动手”并“说实话”，

让无知犯错的药农、无心错检的药工、黑心经营的

药商逐渐消失，才能使得中药市场稳步向好[13]. 

3.1   中药饮片“辨色”识别研究

中药饮片的质量鉴定大致有感官鉴定、理化

鉴定、生物鉴定等方法. 但在基层药材交易市场、

地方性中药房甚至多数的中小型企业，仍然采用传

统人工鉴别的方式，通过中药饮片的形、色、气、

味等外观形状，依靠人的经验来判断饮片的优劣

甚至真伪. 上述方法被称为“辨状论质”，由我国著

名的中药学家谢宗万提出[14]. 此种方法被很多学者

拥护，认为具有一定的直观性、实用性，但难以传

承，个人主观性太强. 且这种“论质”方式如今仍面

临很大的挑战：不法分子对药材进行“化妆”[15]，以

此蒙蔽客户的眼睛，种种高超的染色，熏蒸等技能

让经验鉴别方法很难辨别，这种方式对人体造成极

大的危害，相关部门也屡禁不止. 有文献提出使用电

子鼻和电子舌对中药气味进行判断，虽具有一定的

便捷性，但设备过于昂贵且受环境影响较大，如测

试中空气温度，湿度等对检测结果均会带来偏差，

针对气味相近的药材鉴定也存在很多问题[16,17]. 因此

逐渐将计算机视觉技术应用在中药饮片的“辨色”

研究中，让机器去提取特征，进行判断识别，更具客

观性[18]. 

通过建立机器视觉系统，杨添钧等人对枸杞、

大枣、丹参等 14 种样本颜色特征值进行模式识

别，并统计其颜色在HSV颜色空间的取值范围，最

终实现中药颜色的客观量化[19]. 文献[20,21] 研究指出

使用OpenCV对中药饮片进行辨识，利用机器学习算

法SVM对 5 种中饮片进行辩色处理，实验表明在相

同的图像采集环境下可以实现对 5 种饮片 100％ 的

识别正确率. 但算法对待检测图片的要求过高，检

测结果对具有相同采样条件的图片效果较好，且对

于近缘饮片并不能很好地进行分类，系统鲁棒性不

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提高模式识别的正确率. 

3.2   中药切片纹理特征研究

不同类别中药饮片加工之后的切面具有很大

的差异，如白芷、泽泻、白芍等切面均为圆形，葛

根、黄芪、杜仲等，多为斜片. 具有经验的老药工可

以一眼分辨不同特征的饮片，但纹理特征相似的饮

片却难以区分. 因此基于视觉的纹理特征提取具有

一定的实用价值，使得药品评判可不依赖人工鉴定. 

文献[22]提出使用Tamura方法（包括粗糙度、

方向度、线性度、粗略度等参数）能够较好地描述

中药饮片纹理，但算法缺乏统一的数字模型对不同

类别中药饮片进行判断，对环境的感知能力也非常

有限. 陶欧等人系列文章[23-27]提出基于灰度共生矩

阵和灰度梯度共生矩阵提取中药饮片纹理的对比

度、和熵、灰度均方差等 26 个数字特征，后利用

MCD方法把训练集的离群值剔除，最后使用BP神经

网络建立 18 种中药辨识模型，并取得 90％ 的判

断正确率，效果良好. 为中药饮片的定量化，客观化

研究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文章指出，该方法依赖于

样本饮片的完整性，若有缺失其纹理特征参数将会

很受影响，生长环境、采摘部位、切制方法等也会对

切片纹理产生影响. 针对相似纹理的不同药材，文献

[28]提出结合纹理特征和颜色形状特征可以对槟榔、

苍术、地榆等 5 种饮片识别达到 98％ 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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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应用中，上述算法对于相同饮片的优劣

或等级评判将失去判断能力，例如发生霉变导致颜

色变暗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炒制，这些不会影响饮

片纹理特征但质量迥异. 因此单纯的纹理描述总是

带有各种局限性，对于自适应的局部纹理特征描述

算法的研究仍然是一大难题. 

3.3   指纹图谱应用于中药研究

指纹最初是应用在法医鉴定中，后来逐渐和生

物技术结合延伸到DNA指纹图谱分析，并随着应用

范围的拓展，在中药领域有了一定的应用[29]. 由于

药材种类不同，遗传基因也不同，因此其DNA图谱

也是唯一的，可对中药材所属类别以及优劣等级进

行研究和判断，并对药材的真实性和稳定性进行监

控[30]. 

其中近红外光谱运用于指纹图谱的使用最为广

泛，此外还有色谱，波普等. 近红外光谱早于 20 世

纪 50 年代便应用在农产品领域[31,32]，也因其操作

简单，绿色无污染等特点被广泛使用在食品、化妆

品、纺织品等，目前已成功应用于丹参、高丽参、

天门冬根等药材的真伪分辨上[33]，在中药饮片快速

质量控制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此种方法能够对药品成分含量、品质评价、真

伪进行鉴定，适用于从原材料供应到生产全过程，

甚至成品上市后的监督监测[34]. 但其检测灵敏度较

低，在使用之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模型的建

立，校正模型的稳定性也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且在

实际生产流水中，对于大量的药品的实时处理需求

可能并不适用. 

3.4   计算机视觉结合多特征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文献[35,36]提出使用机

器视觉技术实现中药性状的客观化表达. 但算法只

是针对个别饮片的探索和展望，并没有广泛应用于

实际中药饮片的生产检测. 针对甘草和大黄两种易

混淆饮片[37]，通过图像分割和特征提取，利用SVM

算法对其进行辨别，取得不错的分类效果. 针对牛

膝和川牛膝饮片两种近缘饮片 [38]，提取其颜色特

征、纹理特诊、维管束组织特征等进行模式识别，

结合PCA降纬技术和BP神经网络使得两种饮片的

识别准确率可以达 100％. 针对大枣饮片的分级输

出判断[39]，使用朴素贝叶斯结合计算机视觉技术，

提出利用大枣缺陷面积占大枣总体面积的百分比进

行缺陷区域的计算，但文献并没有说明如何鉴别大

枣的缺陷区域. 对于大枣本身，在脱水过程中已经

产生了深浅不一的褶皱，如果把褶皱视为大枣缺陷

肯定不合适，而且有些大枣的质量问题是部分块的

发黑或虫蚀等，这些问题在等级判断中均会引起不

同程度的误检和漏检. 对于取得了缺陷比的检测样

本，其优劣等级的检测正确率可达 90％ 以上，后期

可尝试将该算法应用于其他饮片的检测中，进一步

提高算法的鲁棒性. 

固有特征的选择总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近几

年使用神经网络让机器去学习特征并总结出评判的

模型，算法效率高且识别速度快. 如徐飞等人使用

GoogLeNet卷积神经网络的参数对人参与西洋参饮

片数据集进行调整，最终形成的网络模型可以对两

类饮片进行快速区分[40]. 孙鑫等人使用softmax损失

优化CNN网络模型，最终实现复杂背景下的 50 种常

见中药饮片的识别，精度可达 70％ [41]. 为未来研究

更多类别饮片提供技术支持以及为相关研究提供样

本数据库. 

4  计算机视觉在中药饮片领域中的应
用挑战

综上文献分析以及市场调研，上述技术在实际

药品生产企业中并没有广泛普及，尤其在中小型药

品生产企业里更少见，导致药品市场鱼龙混杂、

增重或染色作假、饮片水分或灰分超标等问题，急

需加大饮片生产监管力度[42]. 且饮片生产过程中，

过度依赖老药工的经验判断质量优劣，例如芍药饮

片加工过程需要“炒焦、炒黄”，“切薄片”等，“焦”

或“黄”代表饮片的炒制程度，“薄”也并不能很明

确的表示薄片到底有多薄，这些词汇带有明显的主

观性，缺乏说服力. 如今具有经验的老药工逐渐减

少，因此中药饮片不仅面临着饮片质量控制的问

题，还面临着濒临传承断代的问题[43]. 而现代化的科

技要求判断要有严格的数据指标，这在如今的中药

市场中显然很难实现且亟待发展. 为了让技术从实

验室走向工业化，目前计算机视觉的应用还存在一

些挑战：

（1）鲁棒性. 计算机视觉技术依赖于相机等传

感设备所采集的图像，相机位置的变化，采集光线

的变化均会对检测结果带来影响，因此如何增强系

统的鲁棒性，对算法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速度. 实际工业流水线使用中，数据模型

的初始化一般需要一定的时间，采集的图像经过机

器的判断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计算机视觉技术

在很多领域的实际应用，在全面处理和快速交互上

都采取了折中.

（3）成本. 很多技术在使用之前，需要人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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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进行初始化模型的建立，如训练模型前正负样本

的标注等操作需要较多用户的参与，费时费力. 且

技术的研发，使用与维护也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投

入.

（4）系统集成. 计算机视觉技术偏向于软件上

的研发，因此对于工业上的使用，需要结合实际的

应用环境与硬件系统进行统一的集成，这也是需要

考虑的问题. 

5  计算机视觉在中药饮片领域中的应
用展望

目前基于中药饮片的识别研究主要依赖于人工

选定某种特征，如颜色、纹理、形状等，而计算机

视觉的伺服性能很大程度上受到所提取图像特征的

影响，因此特征的选择一定要综合考量，既不能使

系统复杂度过高，也不能使检测鲁棒性过弱，还需

结合“内”、“外”特征进行综合评价[44]. 现阶段特征

的选择均要求图片背景简单，甚至要求拍摄的环境

以及光线位置等也要固定，且针对某一类饮片设计

的算法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类别饮片，算法鲁棒性较

弱. 而机器学习算法具有很强的特征表达能力，广

受关注，也是我们团队后期研究的主要方向. 为建

立中药饮片质量控制体系和产业化应用[45,46]，可结

合计算机视觉技术，展望在中药饮片中的应用研究

有以下方向.

（1）对于同种药材的加工炮制系统设计：升

级传统的药材加工炮制设备，例如切片自动化、分

拣包装自动化、以及控温精准的药材烘烤设备等. 

（2）对于近源药材的辨别系统设计：由于其

组织形态差异不大，因此可基于资深老药工的经验

判断获取训练和检测样本，进行算法设计，实现精

准的判别，进而可构建真伪药品的识别系统，也可

以为道地药材的鉴定提供参考.

（3）对于异类药材识别系统设计：建立不同

种类饮片图像库，设计出基于药材种类的识别系

统，针对背景复杂的环境也应该有一定的适应性.

（4）对于同种药材的等级评价系统设计：包

括炮制工艺、外观质量、成分含量等优劣评判设计. 

结合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挖掘，找到影响中药饮

片质量的因素，为药农种植、药工生产、药商监管

等提供借鉴和参考的依据. 

上述算法在设计实施过程中，需充分调动计算

机、电子信息、中药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采集道

地饮片并由中药研究人员进行算法评判结果的验

证、系统使用的反馈和调优升级. 例如可使用PLC控

制模式实现模块化的系统集成和自动化运行，配合

使用机械臂等手段，让系统的可控性更强[47]. 

6  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而中药饮片作为中药产业的核心，其质量关乎整个

中药产业的发展. 在中药饮片加工过程中，从切片、

分拣、包装到流入市场的质量鉴定和近缘药材的区

分等，借助计算机视觉技术，中药饮片产业整体技

术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但就现有研究表明，基于

纹理、颜色、形状等特征进行的研究，实际应用鲁

棒性较弱，而深度学习等算法的应用，使得系统具

有更强的伺服性能，可更好的提高生产效率，保障

生产质量，促进中药产业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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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后脑血管痉挛（CVS）患者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细胞介

素-1β（IL-1β）表达水平及其与患者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研究；[方法] 选取 2018 年 10 月～2020 年 6 月德州市人民

医院收治的 105 例SAH合并CVS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急性CVS（51例）与迟发性CVS（54 例）两个亚组，另同期选取

SAH后未出现CVS的 50 例患者为对照组，观察各组血清hs-CRP、IL-1β水平及其与认知功能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观察组患者血清hs-CRP、IL-1β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但急性CVS组与迟发性

CVS组患者血清hs-CRP、IL-1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CVS组与迟发性CVS组认知功能损伤程度

无明显差异（P＞0.05）；对比分析不同认知功能损伤程度患者血清hs-CRP、IL-1β水平发现，随着患者认知功能损

伤程度的增加，患者血清hs-CRP、IL-1β水平呈显著递增，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

显示，血清hs-CRP、IL-1β水平与MMSE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0.516、0.827，P＜0.05），hs-CRP与IL-1β之间呈

正相关（r=0.637，P＜0.05）；[结论]血清hs-CRP、IL-1β参与SAH后CVS发病过程，并与患者认知功能损伤程度密切

相关，hs-CRP、IL-1β可为SAH后CVS及其认知功能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管痉挛；超敏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1β；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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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项目（2018WS527）.  

       作者简介：王鹏 （1976-），女，山东德州人，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主要从事脑血管病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1  引言

蛛网膜下腔出血（SAH）为临床常见的脑血管疾

病，主要由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具有极高的致死

率和致残率[1]. 脑血管痉挛（CVS）为SAH的最常见并

发症，一般于SAH发病后第 3 天出现，6～7 天达发

病高峰，是造成迟发性神经功能损伤和影响预后的

高风险因素[2]. 有学者认为[3-4]，炎性细胞因子的失控

性释放与炎性介质的过度产生参与了SAH后早期脑

损伤重要病理生理过程，也是SAH后CVS的病理基

础. IL-1β能激活多个信号转导通路，加重机体炎症

反应；hs-CR为急性期反应蛋白，参与并反应了炎性

过程. 为此，本研究探讨血清hs-CRP、IL-1β与SAH

后CVS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0 月～2020 年 6 月德州市人民

医院收治的 105 例SAH合并CVS患者为研究对象，

设为观察组，所有患者均经颅脑CT或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检查确诊为自发性SAH，且符合SAH诊断标准
[5]；CVS诊断参照临床表现、B超、CT或MRI等检查

确诊；且排除：合并严重心肾肝等脏器功能异常；

严重感染、恶性肿瘤、血液疾病及免疫系统异常

者；SAH发病前存在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合并其他

导致认知功能损伤的疾病. 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审查

委员会通过，根据CVS发病时间将患者分为 2 个亚

组，分别为急性CVS组（SAH后 72 h内出现CVS）

51 例与迟发性CVS组（SAH后 3～21 d出现CVS）

54 例. 急性CVS组男 29 例，女 22 例，年龄 35～61

（45.31±8.07）岁，Hunt-Hess 分级Ⅰ级 1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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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级 27 例，Ⅲ级11 例；迟发性CVS组男 31 例，女

23 例，年龄 36～65（47.51±8.16）岁，Hunt-Hess 

分级Ⅰ级 12 例，Ⅱ级 30 例，Ⅲ级 12 例. 另同期选

取SAH后未出现CVS的 50 例患者为对照组，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33～62（44.84±7.94）岁，Hunt-

Hess 分级Ⅰ级11例，Ⅱ级 26 例，Ⅲ级 13 例；三组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本研究且书面同意.

2.2    研究方法 

1）血清hs-CRP、IL-1β检测. 于患者入院后第 

2 d清晨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 5 mL，5000 r/min离心 

10 min后取血清层，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中hs-

CRP、IL-1β表达水平，并在全自动酶标仪（美国伯

乐公司，型号BIO-RAD680）450 nm处测吸光度值，

绘制标本曲线计算hs-CRP、IL-1β浓度，使用试剂

盒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研究所. 

2）认知功能. 患者入院后采用简易智能状态量

表(MMSE)评估其认知功能，每位患者由 2 名接受过

统一培训的神经科主任医生（Kappa＞0.84）评估，

量表评分取平均值. 满分 30 分，评分>24 分为正

常，18～23 分为轻度认知障碍，11～17 分为中度认知

障碍，0～10 分为重度认知障碍.

2.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2.0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值±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多组数据

比较差异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检

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2 检验，等级资料

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各组血清hs-CRP、IL-1β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血清hs-CRP、IL-1β水平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但急性CVS组与迟发性CVS组患者血清hs-CRP、

IL-1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2    观察组血清hs-CRP、IL-1β水平与认知功能

         的关系 

MMSE评分结果显示，急性CVS组与迟发性CVS

组认知功能损伤程度无明显差异（P＞0.05）；对比分

析不同认知功能损伤程度患者血清hs-CRP、IL-1β

水平发现，随着患者认知功能损伤程度的增加，患

者血清hs-CRP、IL-1β水平呈显著递增，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3    血清hs-CRP、IL-1β水平与认知功能评分的 

         相关性分析  

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hs-CRP、

IL-1β水平与MMSE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0.516、

0.827，P＜0.05），hs-CRP与IL-1β之间呈正相关

（r=0.637，P＜0.05）.

4  讨 论

SAH是脑表面或脑底部病变血管破裂导致血

液流入蛛网膜下腔而出现的综合征，约占脑卒中的

5％～10％[6]. 研究显示[7]，约 70％ SAH患者出血后

第 3 天会并发CVS，并可持续 2～3 周. CVS可导致脑

内动脉血管收缩，减少脑组织血流供应而导致严重

局部脑组织缺血，出现迟发性缺血神经功能损伤，

影响患者认知功能. CVS作为SAH预后差的高风险因

素已得到临床因素的重视. 然而关于SAH后CVS的发

生机制尚未充明确，但学者多倾向于炎性反应论，

为进步证实和探讨其机制，本研究探讨SAH后CVS

表2  SAH合并CVS患者认知功能损伤程度比较[例 (％)]

组别 例数 正常 轻度 中度 重度

急性CVS 51 6（11.76） 20（39.22） 17（33.33） 8（15.69）

迟发性CVS 54 3（5.56） 15（27.78）26（48.15） 10（18.52）

U值 1.621

P值 0.105

表3   SAH合并CVS患者不同认知功能损伤程度患者血清
hs-CRP、IL-1β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hs-CRP（ng/mL） IL-1β（ng/L）

正常 9 295.34±26.29 31.25±9.64

轻度 35 315.27±29.37 39.49±12.35

中度 43 320.36±31.29 46.36±13.74

重度 18 405.34±41.09 55.84±15.39

F值 28.493 12.374

P值 ＜0.001 ＜0.001

表1  各组患者血清hs-CRP、IL-1β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hs-CRP（ng/mL） IL-1β（ng/L）

对照组 50 251.37±28.62 20.26±7.19

观察组 105 334.65±35.16a 41.54±13.20a

急性CVS组 51 320.58±29.84 40.36±12.05

迟发性CVS组 54 343.71±26.08b 42.60±11.37b

F值 1.359 1.208

P值 0.529 0.112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01，与急性CVS组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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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血清hs-CRP、IL-1β的相关性.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S A H 后 C V S 患 者 血 清 h s -

CRP、IL-1β水平均显著高于SAH后未出现CVS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提示hs-

CRP、IL-1β在CVS的发病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既往研究证实SAH后炎症反应参与了CVS的发病，

一方面，炎性反应过程中释放的大量炎性介质可引

起动脉收缩，影响脑部血液供应. IL-1β为重要的促

炎性因子，动物研究证实[8]，IL-1β可诱导脑卒中型

原发性高血压大鼠去内皮主动脉收缩，引起冠状动

脉痉挛. 并有研究发现[9]，IL-1β可通过上调主动脉

平滑肌细胞表面大电导钙敏感钾通道活性和升高其

内部过氧化氢浓度，而引起动脉平滑肌痉挛. 由此

可知IL-1β在脑血管痉挛中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SAH后大量炎症介质的释放会诱导白细胞、巨噬

细胞等炎症细胞聚集动脉血管壁，刺激机体会启动

应急反应，产生内皮素-1（ET-1）等应激性因子[10]. 

IL-1β能促进ET-1分泌增加，并与其水平呈正相

关. ET-1作为血管收缩因子，可与一氧化氮拮抗抑

制动脉血管舒张，收缩血管平滑肌细胞，进而造成

脑血管的痉挛[11]. hs-CRP为急性反应蛋白，在SAH

炎症反应初期即呈显著增高. 同时，研究发现，急性

CVS组与迟发性CVS组患者血清hs-CRP、IL-1β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两组认知功能

损伤程度无明显差异（P＞0.05），表明SAH后CVS患

者血清hs-CRP、IL-1β与CVS发病时间无关，笔者

推测其可能与炎症程度存在较大关系，具体机制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另 外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不 同 认 知 功 能 损 伤

程度患者血清hs-CRP、IL-1β水平发现，随着患

者认知功能损伤程度的增加，患者血清hs-CRP、

IL-1β水平呈显著递增，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血清hs-CRP、IL-1β水平与MMSE评

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 提示血清hs-CRP、

IL-1β水平与SAH后CVS患者认知功能密切相关，

且与患者认知功能损伤程度呈正相关. 笔者分析，

一方面，血清hs-CRP、IL-1β水平升高可引起脑血

管痉挛的发生，引起脑组织血液、氧气供应不足，

导致脑组织细胞损伤坏死，使患者出现不同程度认

知功能障碍；另一方面，IL-1β还能介导T细胞免疫

反应，有研究发现[12-13]，低浓度的IL-1β可刺激T细

胞产生免疫反应，而大量释放的IL-1β则会促进机

体广泛炎症反应，加重脑组织炎症损伤. 同时炎症

反应加重会加速神经胶质细胞凋亡和导致血脑屏障

损害[14-15]，最终影响患者认知功能.

综上所述，血清hs-CRP、IL-1β参与SAH后

CVS的发病过程，并与患者认知功能损伤程度密切

相关，hs-CRP、IL-1β可为SAH后CVS及其认知功

能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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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erum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and interleukin-1β 

(IL-1β) expressio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vasospasm (CVS)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atients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of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s] 105 patients with SAH 

and CV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8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divided 

into acute CVS (51 cases) and delayed CVS (54) Example) Two subgroups, another 50 patients who did not develop 

CVS after SAH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serum hs-CRP and IL-1β levels in 

each group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s were observed; [Results] Observation The serum 

hs-CRP and IL-1β level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ver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01), but the acute CVS group and the patients with 

delayed CVS had differences in serum hs-CRP and IL-1β Non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between the acute CVS group and the delayed CVS 

group (P>0.05);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erum hs-CRP and IL-1β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t was found that as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creased, the serum hs-CRP and IL-1β 

levels of patie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rum hs- CRP and IL-1β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MMSE score (r=0.516, 0.827, P＜0.05), and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s-CRP and IL-1β 

(r=0.637, P＜0.05); [Conclusion] Serum hs-CRP and IL-1β participat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VS after SAH,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cognitive function impairment in patients. hs-CRP and IL-1β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CV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fter SAH.

Key words: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cerebral vasospasm;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interleukin-1β;

                    cogni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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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寒地区黑土地保护技术实践成效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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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龙江省北部，属于高纬寒地区，“寒地黑土”资源丰富，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豆生产基地. 但是过度

开荒垦殖，用养失衡等导致黑土地质量不断退化，严重影响农业生态环境及制约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提高. 文章分析

了该地区黑土地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评价黑土地保护技术实践效果，并提出黑土保护对策建议，以期为高纬寒地区

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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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东北平原黑土区是世界仅存的“三大黑土

区”之一，属于“寒地黑土”，有机质含量高，土壤肥

沃，适于优质农作物生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肥沃

的土壤[1]. 东北平原包括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和辽河

平原等. 松嫩平原北端黑土区，位于黑龙江省北部，

北纬 48-51°之间，属于高纬寒地区，气候冷凉，

无霜期短，拥有“全国大豆之乡”，是国家重要的商

品粮、豆生产基地[2]. 自开垦以来，粮田面积不断增

加，粮食产出迅速升高，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

为国家粮食产量增加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过度开

荒垦殖，长期掠夺式经营及用养失衡等，导致黑土

耕地质量不断退化，水土流失严重，黑土层变薄，

土壤板结，有机质含量降低，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

环境，并极大地制约了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提高. 近

几年，研究人员对于适合高纬寒地区黑土地保护利

用技术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文章对于黑土地利用现状、存在问题以及目前黑土

地保护利用技术实践效果进行综述分析，并对黑土

地保护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建议，以期

为进一步研究高纬寒地区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提供

理论依据.

2  黑土地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长期开垦砍伐，导致水土流失逐年加剧

中国东北农业开垦始于清代. 新中国成立后，

东北肥沃的黑土资源备受关注，特别 20 世纪 60 年

代后，大批军人和知青相继来到松嫩平原的中北

部，开垦土壤肥沃的黑土地. 粮田面积剧增，粮食总

产量不断飙升，为国家粮食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大量坡地的树木被砍伐一空，大量的草原变成

耕地. 由于地处北纬寒地黑土区，地形地貌主要特点

为漫坡漫岗，受雨水冲刷和季节性冻融作用影响，

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目前，东北典型黑土区有水土流失面积 4.47 万平方

公里，约占典型黑土区总面积的 26.3％[3]. 水土流失

导致耕地冲毁，沟壑面积增多，良田减少；含腐殖质

高的表层土壤流失，有机质含量降低，土壤肥力下

降；破坏土壤结构，影响作物生长发育，生态失调，

旱涝灾害频繁.

2.2   有机质含量降低，导致耕地地力下降

东北黑土是在寒冷的气候下，地表植被经过长

期腐蚀形成腐殖质后演化形成的. 肥沃的黑土刚刚

形成时，积累了大量的腐殖质，有机质含量较高，

达 5-7％. 自开垦以来，黑土质量发生了变化：自然

土壤经过人为耕作后，土壤孔隙增加，土壤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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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增强，促使土壤有机质分解，分解过程中释放

的氮、磷、钾利于作物生长，土壤肥力较高.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30 年，东北北部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

每年减少速度为 1.5-2.6％ [4]. 此后的稳定农业利用

阶段，土壤有机质平均以每年 0.1％ 左右速度下降. 

虽然下降缓慢，但是有机质含量下降显著影响了作

物产量的提高. 为了追求作物高产量，农民大量施用

化肥. 但是，随着化肥投入量增加，肥料利用率却不

断下降. 长期单一偏施化肥，有机肥严重不足，秸秆

还田量少，土壤有机质下降，影响土壤团粒结构形

成，导致土壤板结，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严重下降，

耕地地力水平降低，从而影响作物产量的提高.

2.3   耕作方式不科学，导致黑土物理性状恶化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一家一户分散

经营土地，机械力量不足，使用小四轮拖拉机，功率

小，旋耕机耕作深度不足 20 cm. 长期耕作，形成了

一层坚硬的犁底层，耕作层变浅，导致土壤通气透

水能力变差，严重破坏了土壤原有的物理性状. 据嫩

江试验区监测，2009 年与第二次土壤普查相比（20

世纪 80 年代），黑土区耕层容重由 1.0-1.1 g/cm3增

加到 1.2-1.3 g/cm3，土壤耕作层由 26 cm下降到18 

cm，犁底层由 6.5 cm增加到 10 cm. 土壤物理性状恶

化，阻碍了作物根系下扎，不仅耕种管理困难，土壤

易涝易旱，而且土地生产能力退化.

2.4   种植结构单一，影响农作物产量和品质提高

种植结构单一，是指土地长期连续种植一种作

物. 黑龙江省北部黑土区，气候冷凉，玉米种植面

积小，小麦种植效益低，以大豆为主栽作物，有的

县（市）大豆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 80％ 以上. 大

豆重茬种植现象普遍，甚至重茬达 10 年以上. 单一

作物连年种植，造成土壤微生物代谢活性降低，菌

群结构破坏，生产上连年出现“火龙秧子”（根部病

害）；养分吸收单一，带来硼钼等微量元素缺乏，

土壤肥力降低，农作物产量下降. 由于连年使用除草

剂，杂草对药剂出现了抗性，成为难防杂草，例如红

根苋菜. 农民不得不加大农药使用剂量，造成土地污

染，影响大豆品质提升.

3  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实践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保护工作做出了重要指

示，他强调，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要像保护

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5]. 农业部启动了东北黑土地保

护利用试点项目，推动黑土耕地的可持续利用. 黑龙

江省北部地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进行黑土地

保护技术研究，实践应用及推广普及，不断探索适

合高纬寒地区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

3.1   坡耕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效果研究

保护性耕作是指对农田实行残茬覆盖、少免耕

或者地表微地形改造技术等措施，达到减少农田土

壤侵蚀， 提高蓄水保墒能力，培肥地力，改善农田生

态环境的目的[6-7]. 目前，国外很多国家非常重视保

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中国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

践应用. 黄土高原西部旱农区应用免耕秸秆覆盖每

年可显著提高播种期土壤表层含水量，对于作物产

量提高具有重要作用[8]. 北方地区应用免耕覆盖耕作

方式，相比于传统耕作方式，可提高土壤的蓄水保

墒作用，提高作物产量[9]. 免耕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效果会因地区、年份以及气候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

异[10]，所以生产上常将几种技术措施组装成集成模

式，研究其应用效果. 2011 年魏永霞等在黑龙江省

北部黑土区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深松+秸秆还田+垄

向区田集成模式减流防蚀作用更为明显，进而提高

作物的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11]. 实践证明，为了更好

地发挥耕地保护技术对于遏制土壤侵蚀和提高作物

产量的潜能，必须依据当地气候条件，配套机械力

量等因素，因地制宜采取适合的措施，严格按照技

术标准操作，以实现农业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产品提

质增效双重效应.

3.2   增加有机物料投入效果研究

向土壤中增加有机物料是指向其中投入秸秆和

有机肥等，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肥力. 施入秸

秆能够有效改善土壤耕作层理化性状，提高土壤有

机质含量，从而提高作物产量. 目前土壤中投入秸

秆的方式主要有秸秆粉碎翻压还田和秸秆离田积造

有机肥堆沤还田. 其中秸秆粉碎翻压还田分秸秆深

混、浅混和深埋三种方式，生产上实际应用较多的

是秸秆深混和浅混. 秸秆深混方式为秋季玉米秸秆

粉碎后，深松打破“犁底层”的同时，向 20-35 cm土

层中或 0-35 cm土层中混入秸秆. 其中 20-35 cm土

层中混入秸秆能够快速提升亚耕层土壤肥沃程度，

从而提高大豆产量，可在东北黑土区的粘重耕作土

壤中应用[12]. 经过 3 年连续还田试验，0-35 cm 土

层中混入秸秆能够增加全层有机质含量，明显提高

黑土层保土保水能力，并且能够提高春季土壤温度
[13]. 秸秆浅混还田是将秸秆浅翻至 0-15 cm表层土壤

中，还田深度过浅，秸秆与土壤不能充分混匀，导致

土壤漏风跑墒，影响春季出苗. 目前，由于黑龙江省

北部气温低，上冻早，有的地方玉米机械收获秸秆

粉碎后来不及翻压，第二年春天实施秸秆浅混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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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较大.

土壤中施入有机肥，能够提高土壤养分含量，

改善土壤肥力特性[14]. 目前有机肥还田方式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养殖业产生的畜禽粪污以及生产中废

弃的有机物等经过无害化处理，制成有机肥，施入

农田中，形成种养加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东北黑土

区普遍推广应用这种模式. 另一种是秸秆碳化还田

循环利用模式，属于新型技术生态农业循环模式[15]. 

以秸秆和畜禽粪便结合为核心，生产应用缓释炭基

肥，提高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生产性能.

3.3   实施作物合理轮作技术效果

在种植制度为一年一熟的地区，轮作指的是同

一田块不同年度间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种植方式，

如玉米→大豆→小麦三年轮作. 应用轮作技术不仅

有利于均衡利用土壤养分和防治病虫害，还能有效

地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调节土壤肥力. 长期定位试

验证明，大豆-玉米轮作比连作玉米土壤有机质含量

提高了 15.6％. 如果以连作玉米产量为 100％，大豆

和玉米两区轮作使玉米增产 8.8％；玉米-大豆-小

麦三区种植，玉米增产 14.1％[16]. 2016 年，黑土地保

护项目区农民进行粮豆轮作调产，大豆获得了突破

性的增产[17].

4  黑土地保护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4.1    加大黑土地保护的科研推广工作，确保技术实

        施效果

黑龙江省北部高纬寒区由于气候特点和种植制

度影响，黑土地保护技术措施实施效果受到很大制

约. 例如秸秆粉碎深混还田技术由于天气上冻早，

还田深度不够；秸秆离田成本高，免耕机械力量不

足，播种质量差，而且春季气温低，加之秸秆覆盖，

地温上升更慢，影响作物春季出苗. 作物合理轮作措

施要结合玉米早熟品种的快速推广应用，以及小麦

种植意识的提高等. 因此，建议各地政府部门从当

地实际出发，以各大农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依托，

加强黑土质量退化问题及保护利用调控机制的研究

及应用，开展高纬寒区黑土地保护技术攻关，强化

相关职能部门与科研院所的合作，联合推广攻关成

果；农业机械部门加强技术配套机械研制推广，农

艺农机更好地结合，从而保证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

高效应用.

4.2    高度重视土壤投入品风险监测工作，确保健康

        安全可持续

黑土地保护工作中，施入秸秆和畜禽粪污等有

机物料的作用被广泛认可，但是添加不同有机物料

以及有机物料添加量是否对土壤环境及作物带来潜

在的重金属污染风险尚未知.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土

壤投入品潜在的生态风险，建立健全投入品准入机

制，加强投入品安全等级风险监测，确保土壤培肥

技术有利于土壤环境和农产品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4.3   强化资源整合，推动黑土地保护工作永续发展

耕地保养技术推广难，既需要技物结合，更需

要配套资金的长期支持. 2018 年黑龙江省提出《黑

土耕地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统筹

使用有关耕地保护的项目资金，将资源及管理整

合，多部门联合，加大公共财政对于黑土地保护工

作投入力度. 出台政策法规，有效合理推进土地流

转，进行土地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管理，加强农机

配套建设，实现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现代农

业发展模式，从而推动黑土地保护工作永续发展.

4.4   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提高黑土地保护意识

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是一项持续性工作，政府

部门要高度重视，通过电视讲座、新闻媒体等报道

形式，广泛宣传黑土地利用现状及实施黑土保护技

术成效，强调黑土地保护工作对于国家粮食发展的

战略意义. 农业部门和科技人员充分利用各级技术

培训班以及网络媒体直播等培训手段，加大对基层

农技推广部门和新型职业农民的科技培训，还可通

过入户宣传及现场举办观摩会等形式进行技术指

导，提高黑土地保护科学水平，不断示范和推广黑

土地保护技术，使得黑土地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农

民形成自觉保护黑土耕地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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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ffects and Suggestions of Black Soil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in High Latitude Cold Region of China

LI Yan-mei1, XIA Jie2,  ZHANG Shou-lin2

(1.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2. Nenjia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Center,  

Nenjiang  Heilongjiang 161499, China.)

Abstract: The high latitude cold region in the North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which is rich in “cold black 

soil”, is the important commodity grain, bean production base of China. But the excessive reclamation and 

imbalance of cultivation lead to continuous degradation of black soil quality, seriously affects th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crop yield and qu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black soil utilization in this area, evaluates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black soi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black soil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in order to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referenc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lack 

soil in the high latitude cold region.

Key words: high latitude cold region；black soil status；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suggestions for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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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代尔腈纶大青叶纤维混纺抗菌纱线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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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莫代尔、腈纶、大青叶纤维混纺抗菌纱的纺纱工艺，介绍了三种纤维的性能特点，设计了纺纱流

程；结合纤维特点，加强了温湿度控制，合理配置了各工序的主要工艺参数，并对关键技术措施进行了探讨. 纺制出

的莫代尔/腈纶/大青叶纤维 40/30/30　14.8 tex混纺纱具有天然抗菌性，并有良好的条干、强力，成纱表面光洁，毛羽

少，舒适，保暖，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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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健康意识的增

强，抗菌类纺织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抗菌纺

织品通常采用后处理方式获得抗菌效果，其生产工

艺较简单但抗菌效果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消退，且

采用浸轧、涂层等后处理方法后，织物的舒适性能

大大降低；或者采用具有抗菌功能的纤维制得抗菌

纺织品，其抗菌效果能得到永久性的保障，但因某

些抗菌纤维中抗菌剂溶出后对人体及环境的安全性

的问题，具有天然抗菌功能的新纤维更受欢迎，为

此采用新型天然植物抗菌、环保纤维—大青叶纤维

开发抗菌纱线，合理选配纺纱原料，并对混纺比及

各工序主要纺纱工艺参数进行研究.

2  纤维性能

2.1   大青叶纤维

大青叶纤维是利用共混纺丝法将具有抗菌功能

的天然植物大青叶提取物（抗菌剂）溶液加入纺丝

液中，并根据粘胶纤维生产工艺制成的具有抗菌功

能的新型纤维. 大青叶纤维与普通粘胶纤维相比，

由于添加了大青叶提取物，其断裂强度及断裂伸长

率都有所下降，可纺性能有所下降.

2.2   腈纶纤维

腈纶纤维具有蓬松、弹性好、保暖性好、手感

柔软、染色鲜艳等优点，同时由于腈纶纤维具有非

常好的断裂强度与断裂伸长率.

2.3   莫代尔纤维

莫代尔纤维兼具天然纤维和合成纤维的优点，

有棉的柔软、丝的光泽、麻的滑爽，其吸水、透气

性能都优于棉，且具有良好的强伸性，由其织制而

成的织物具有滑爽、透气[1]等优点.

3  原料选择及混纺比例确定

3.1   原料选择

大青叶纤维的抗菌功能和腈纶纤维较高的强

力、弹性和保暖性以及莫代尔吸湿性好、柔软舒

适，3 种纤维混纺可使纱线充分发挥混用纤维各自

优良的特性，形成优势互补，产品兼具环保、舒适

特点和功能优势，可以很好地满足针织内衣的功能

和穿着要求. 3 种纤维的性能指标见表1.

表1   原料的性能指标

纤维名称
长度
(mm)

细度
（dtex）

断裂强度
（CN/dtex）

断裂伸长
（％）

回潮率
（％）

大青叶纤维 38 1.67 2.32 14.68 6.56

莫代尔纤维 38 1.44 3.8 16.2 11

腈纶纤维 38 1.67 2.99 35 2

3.2   混纺比例确定

大青叶纤维的含量直接影响到纱线的抗菌性

能，其含量增加，纱线抗菌性能增强，但原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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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增加，且纱线毛羽、条干等性能下降；大青叶

纤维含量低于 20％ 时，纱线的抗菌性能达不到产

品设计要求，因此选用 30％ 的大青叶纤维. 另外，

选用 30％ 的腈纶纤维，以弥补大青叶纤维力学性

能上的不足，并能增加弹性和保暖性. 因此为保证

产品具有良好的抗菌性能，并综合原料成本及纱

线常规性能确定混纺比为莫代尔/腈纶/大青叶纤维 

40/30/30，纱线号数为 14.8 tex.

4  纺纱工艺流程

由于莫代尔、腈纶、大青叶纤维性能差异较

大，因此 3 种纤维分别经开清、梳理成条，然后进

行三道混并，再经粗纱、细纱、络筒纺制成筒纱.

莫代尔纤维：FA002A自动抓棉机→FA106梳针

开棉机→FA025多仓混棉机→FA046A振动棉箱给棉

机→FA141单打手成卷机→FA201梳棉机→生条①

腈纶纤维：FA002A自动抓棉机→FA106梳针开

棉机→FA025多仓混棉机→FA046A振动棉箱给棉机

→FA141单打手成卷机→FA201梳棉机→生条②

大青叶纤维：FA002A自动抓棉机→FA106梳针

开棉机→FA025多仓混棉机→FA046A振动棉箱给棉

机→FA141单打手成卷机→FA201梳棉机→生条③

→FA316B并条机（三道）

→FA423粗纱机→EJM128细纱

机→21C自动络筒机→成包.

5  各工序工艺参数配置及关键技术措施

5.1   温湿度控制

由于大青叶纤维为粘胶改性纤维，对于温湿度

的变化十分敏感，温湿度变化会造成成纱棉结及毛

羽指标恶化. 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必须注意严格控

制各工序温湿度，其温湿度控制一般掌握为逐步放

湿，清花控制在 65％-70％，梳并粗控制在 60％-

65％，细纱为 55％-60％.

5.2   开清棉工序  

由于 3 种纤维的长度整齐度较好，含杂少，清

花工序采用“柔和开松、多松少打、减少落棉、轻

定量”的工艺原则，采用梳针打手，以梳代打提高

棉卷开松度，采用较小的尘棒隔距，适当加大打手

与尘棒间的隔距. 由于大青叶纤维断裂强力与断裂

伸长率较低，适当降低打手速度，避免对纤维过分

打击，减少纤维损伤和棉结的产生.

考虑到大青叶纤维成卷较困难及后道工序加工

的需要，相对湿度应偏大掌握，以使纤维在以后各

工序中处于放湿状态，因此在成卷过程中，采取了

局部加湿的技术措施，以保证后道工序的顺利加工. 

开清棉工序工艺参数见表2.

5.3   梳棉工序  

为保证棉网质量、减少纤维损伤，梳棉工序采

用慢速度、大隔距、小张力的工艺原则. 增大刺辊与

给棉板的隔距、锡林与盖板之间的隔距，适当降低

刺辊、道夫速度，增大锡林与刺辊表面速比，道夫、

锡林转移率要大，以减少纤维充塞、反复揉搓，增

加梳理转移，减少棉结的产生[2]. 因纤维抱合力差，

应适当增大给棉罗拉与大压辊压力，棉条张力偏

小掌握. 梳棉工序主要工艺参数：刺辊速度 800 r/

min，锡林速度 320 r/min，道夫速度 19 r/min，刺辊

与给棉板隔距 0.3 mm，刺辊与锡林隔距 0.25 mm.

5.4   并条工序  

为确保纤维的充分混合，采用三道并条，并根

据纤维特点，放大牵伸罗拉隔距、适当降低速度，

做好三道并条后区牵伸倍数设计，并严格控制车间

温湿度，以增加纤维间的集束作用，防止缠皮辊、

绕罗拉现象. 并条工序主要工艺参数见表3.
表3   并条工序工艺参数

项目 头并 二并 三并

并合数（根 ） 3莫代尔+2腈纶+2大青叶 8 8

牵伸倍数 8 8.33 8.4

隔距（mm） 11×8×17 11×8×17 11×8×17

后区牵伸倍数 1.8 1.4 1.4

出条速度（m/min ） 240 240 240

定量（g/5m） 17.5 17 16.5

5.5   粗纱工序

在细纱不出“硬头”的前提下，适当加大粗纱

捻系数，以改善粗纱内部结构，提高粗纱光洁度

及条干水平，降低退绕时产生意外伸长. 为防止粗

纱断头缠罗拉现象，适当降低车速，同时注意控制

粗纱张力，选用较小的钳口隔距，改善条子飞散现

象，提高半制品条干.

表2  开清棉工序工艺参数

项 目 莫代尔纤维 腈纶纤维 大青叶纤维

梳针打手转速（r/min ） 460 450 410

棉卷罗拉转速（r/min ） 16 16 12

棉卷定量（g/m） 400 400 370

表4  粗纱工序工艺参数

定量
(g/10m)

罗拉中心距
（mm）

捻系数
后区牵
伸倍数

总牵
伸倍数

3.7 39×54×72 96 1.23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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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细纱工序

细纱工序采用赛络紧密技术，由于两根粗纱须

条分别牵伸后再并合加捻，类似于捻线作用，同时

在负压的作用下使须条集聚，减少了加捻三角区，

起到了改善成纱条干、毛羽及强力的作用. 本工序

的重点是控制好牵伸工艺，防止因双粗纱喂入，出

现牵不开，出硬头的现象[3]，适当加大罗拉加压，

放大罗拉隔距，并加强巡回，防止出现单须条的情

况.

优选紧密纺负压工艺，随着负压的增加，纱线

的棉结和毛羽逐渐改善，特别是毛羽改善的较为明

显，但当负压增加到 2300 Pa后，成纱质量指标变化

不大. 因此，负压设置以 2300 Pa为最佳. 采用中弹

性硬度胶辊，合理配置钢领/钢丝圈，使用镀氟钢领

及进口EL6/0钢丝圈，使纺纱气圈处于良好状态.

5.7   络筒工序  

采用村田 21 C型全自动村田络筒机，合理设定

电清参数，保持纱线通道的光洁，适当降低槽筒速

度，以减少筒子纱的毛羽值. 电清设定值如下：棉结

（N）：+200％；短粗节（S）：+120％×1.2 cm；长粗节

（L）：40％×20 cm；长细节（T）：－30％×20 cm；车

速：1200 m/min.

6  成纱质量指标

莫代尔/腈纶/大青叶纤维 40/30/30 14.8 tex的主

要成纱质量指标为：

7  结论

采用大青叶纤维与莫代尔、腈纶纤维混纺并利

用赛络紧密纺技术开发的新型抗菌环保针织用纱，

利用了大青叶纤维的天然抗菌功能，同时通过优选

混纺原料及混纺比例，充分发挥各原料的性能特点. 

纺纱过程中，结合纤维特点，加强了温湿度控制，

同时各工序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开发的纱线在具

备天然抗菌性的基础上，具有良好的条干、强力，

同时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成纱表面光洁，毛羽少，避

免了织物在服用过程中起毛起球从而严重影响织物

外观的问题，柔软、舒适、保暖，很好的满足了针织

内衣的功能和穿着要求，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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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细纱工序工艺参数

前罗拉转速
（r/min）

罗拉中心距
（mm）

捻系数
后区牵
伸倍数

钳口隔距
（mm）

180 44.5×109 330 1.05 3

表6    成纱质量指标

检测项目 检验结果

单纱断裂强力变异系数（％） 4.4

百米重量变异系数（％） 1.3

单纱断裂强度(CN/tex) 12.3

百米重量偏差（％） +1.9

条干均匀度变异系数（％） 12.3

姜晓巍，等：莫代尔腈纶大青叶纤维混纺抗菌纱线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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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nti-bacterial Yarns Blended with Modal Acrylic 
fiber  and Folium Isatidis Fiber

JIANG Xiao-wei1, WU Xing-hua1, ZHOU Quan-bao2

 （1. School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Engineering，Dezhou University，Dezhou  Shandong  253000，China； 

                 2. Lingxian Hengfeng Textile Co. LTD， Dezhou  Shandong  253500，China）

Abstract: Spinning process of anti-bacterial blended yarn of Modal, acrylic fiber and folium isatidis fiber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kinds of fibers are introduced, the spinning 

process a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fiber characteristics,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trol are enhanced, 

Each processing parameters were reasonably configured, and the key technical measures were discussed. The 

blended yarn has natural antibacterial property, good evenness and strong strength, smooth surface, less hairiness, 

comfort and warmth, and has a broad market application space.

Key words: modal; acrylic fiber；folium isatidis fiber；blending; anti-bacterial；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Computer Vision in Chinese Herbal Pieces

SHI  Piao, ZHENG Xiang-ming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Bozhou University, Bozhou Anhui 236800, China)

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computer visio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slices, and concludes that algorithm design 

based on the attributes of texture, color, shape of decoction slices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while the use of neural 

network model for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character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can realize automatic recognition and detection of decoction pieces, and has a better application 

prospect.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computer vision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are presented,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Key words: computer vision; application; Chinese herbal pieces; researc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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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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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农村生活垃圾问题，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T村生活垃圾处

理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基于垃圾减量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模式. 结果表明，T村生活垃圾

产生率为 0.652 kg·capita-1·d-1，主要成分为厨余类、纸类、橡塑类和木竹类；提出“两次四分”和“一筐两桶”的垃

圾分类方法，通过建立村级“三级桶长制”和考核评价机制，辅以提高垃圾清理频率、村委会加强引导功能等措施，

建立垃圾分类社会参与的长效机制；针对有机垃圾、无机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别使用好氧堆肥、粉碎再造、

单独上交和焚烧等处理方式，实现垃圾源头减量、资源化和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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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生活垃圾指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

固体垃圾，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 在经济不发达、

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的种类和

数量较少，主要为厨余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是各户

就地消纳，即喂养畜禽和回田. 随着经济持续和高

速发展，加之近年来中国实行的扩大内需和刺激

消费政策，农民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大量生

产、大量消费，由此带来了大量废弃物[1]，许多地

方出现垃圾围村、河沟变天然垃圾场的现象. 农村

生态环境与农产品安全紧密相连，生活垃圾排放量

大，成分复杂，会引起土壤污染、水污染和大气污

染，土壤污染被称为“看不见的污染”，绝大部分水

污染和大气污染将回归土壤. 垃圾中的有害物质尤

其是重金属渗入土壤后，通过食物链进入植物、动

物和人体，危害人体健康. 石峰等[2]通过对山东地区

土壤卫生调查发现，土壤中重金属的合格率为仅为

87.40％，东部地区镉污染较突出. 

农村生活垃圾问题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亟待补

足的短板，为此，近年来我国陆续颁布了多项相关

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17 年《中国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显示，农村生活垃圾得到处理的村庄比

例为 74％ [3]，《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村庄占比将达到 

90％[4]，2019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立健全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的指导意见》

提出，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先行[5]. 我国在

2012 年将青岛等共 4 省 2 市列入全国农村环境连

片整治示范省（区、市）[6]，青岛市以此为契机，加强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2  地区概况

山东省青岛市T村距离县（市）政府驻地约 52 

km、镇政府驻地约 13 km处，小沽河西岸 0.5 km，

居民 150 余户，人口约 500 人，该地区为平原，以

农业种植为主，优势产业为果树种植业、养殖业和

眼毛加工业. 

3  生活垃圾处理历程

T村生活垃圾治理历程包含三个阶段（表1）. 

表1   生活垃圾处理历程

时  间 治理方法 备  注

2005年前 随意丢弃到地头、池塘、河边

2005年~2012年 露天垃圾池收集后倾倒河边

2012年至今 村内垃圾桶收集—镇转运—县处理 填埋+焚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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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环境的维护是他律行为，而非村民的

自律行为. 生态环境的治理往往需要地方政府的主

导，地方政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掌舵者，发挥着引

导、协调、监督和服务保障的功能[7]. 2005 年前，由

于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农户采取随意丢弃的方式

处理生活垃圾，导致村边、池塘边和小沽河边堆满

了垃圾. 农户意识到自己既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

垃圾的受害者，陷入了不想扔却不能不扔的两难境

地. 2005 年，村里建起了简易垃圾池，垃圾池为露

天、首尾垂直相连的三面水泥墙. 垃圾池虽然解决

了随意倾倒的现象，但治标不治本：大风天垃圾池

内的垃圾乱飞，下雨天垃圾渗滤液漫延，垃圾池满

后，垃圾被运到小沽河边，垃圾对村庄的危害主要

转移到了河流中. 

2012 年，青岛市对农村环境进行连片整治，在

财政部补助 4 亿元的基础上，按1：1.5配套资金，投

入共计 10 亿元，着力解决包含农村生活垃圾在内

的五大问题[6]. 从 2012 年起，T村在固定位置设置了

政府配备的垃圾桶，收集全村的生活垃圾，镇上的

垃圾车定期收运到县里，统一进行焚烧处理，焚烧

的热量用于发电；每户村民每年上交 24 元垃圾处

理费. 由于对垃圾成堆苦不堪言，村民普遍有想改

善身边环境的意识，而且当地民风淳朴，因此，农

户对该政策配合度较高. 农户去指定点扔垃圾—镇

转运—县处理已成为当地生活垃圾治理的常态，垃

圾围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观. 

但该模式也暴露出了一些新问题：（1）由于收运不

及时、生活垃圾量逐年增多，村中经常出现以垃圾

箱为中心的垃圾堆；（2）垃圾量增多、由镇到县距

离较远，垃圾收运负荷和处理费用较高；（3）有毒

有害垃圾未得到合理处置，留下了安全隐患；（4）

建筑垃圾未进行合理处置，随意堆放现象较严重. 

针对上述问题，拟通过对T村生活垃圾进行收集、

试验、分析，讨论垃圾分类的可行性，进而研究垃

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措施. 

4  材料与方法

4.1   研究方案设计

根据T村地理形状和居民分布情况，通过相互

交叉的南北大道和东西大道（图1），将村庄划分为 

4 个区域，从每个区域中随机抽取 5 户展开调查，

样本量为 20，户籍人口为 76 人，实际居住人口为

58 人，收集以上农户产生的生活垃圾. 

图1   研究区域地图

4.2   试验方法

对每户的生活垃圾进行清理后，向他们发放统

一的垃圾袋，收集连续 2 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计算

如下物理量：

产生量：对每户的垃圾称重后进行累加，得到

垃圾产生量（湿基），kg. 

产生率：用垃圾产生量除以总实际居住人数和

采样时间，得到垃圾产生率，kg·capita-1·d-1. 

物理组成：依据《生活垃圾采样和分析方法》

（CJ/T 313-2009）中的生活垃圾物理组成分类

表，通过人工分拣将采样的垃圾进行分类，称量各

组分的质量（湿基），从而计算生活垃圾中各组分

（湿基）比例. 

5  结果与分析

所取样本的生活垃圾总产生量为 75.632 kg，

产生率为 0.652 kg·capita-1·d-1，各组分含量如表2

所示. 通过分析和观察发现，生活垃圾的主要成分

为厨余类、纸类、橡塑类和木竹类，其中，厨余类

含量较高；由于垃圾收运费用占管理总费用的比重

较大，约为 75％~80％[8]，而T村垃圾收运路线“村-

镇-县”较长，因此带来的收运费用较高；砖瓦陶瓷

类的产生具有大量性、不规律的特点，这通常与村

中的建设、装修活动相关；其他类中包含了废弃

的电池、灯管、过期药品、农药包装等有毒有害垃

圾，集中焚烧处理隐患较大；对灰土类、砖瓦陶瓷类

和有毒有害垃圾来说，不适宜焚烧处理. 

表2    T村生活垃圾各组分含量（%）

地点 厨余类 纸类 橡塑类 纺织类 木竹类 灰土类 砖瓦陶瓷类 玻璃类 金属类 其他 混合类

T村 42.21 12.44 11.58 3.39 10.55 6.38 5.32 2.58 3.2 2.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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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垃圾分类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农村地区要建立

符合当地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尽可能实现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4]. 长期

以来，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环保宣传投入严重

不足，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在可操作性和推行方面有

待完善[9]. 本文通过对T村生活垃圾分析得知，该村

垃圾源头减量不仅能够大大降低收运费用，降低集

中焚烧处理负荷，而且还便于后续垃圾资源化处理. 

垃圾源头减量的关键在于垃圾分类，实施垃圾分类

的社会主体是农户，农户的环境认知、环境知识和

环境技能对农户的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10]. 本地农户的环境认知程度较高，但欠缺垃圾

分类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本文尝试从以上方

面进行突破. 

6.1   垃圾分类的基本方法

本地常住居民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农活

占据了农户较多时间，严格的垃圾分类项目繁多，

农户很难弄清楚，因此，垃圾分类实施起来难度较

大. 从提高垃圾分类行为便利性出发，中国部分农

村地区已成功实践出了的生活垃圾分类方法，本文

借鉴金华模式的“两次四分”法和安吉模式的“一筐

两桶”法，对本地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1）“两次四分”的核心在于先将垃圾分为“会

烂”和“不会烂”两类，再将“不会烂”的垃圾分为

“好卖”和“不好卖”两类. “会烂”的垃圾主要是厨

余类垃圾，如加工丢弃的食材（菜叶）、食用后的

残余物（果皮）、剩饭及变质丢弃的食物等，另外，

果农和菜农丢弃的残次果蔬在短期内也会成为“会

烂”垃圾大户； “好卖”的垃圾主要有金属、废纸、

塑料、玻璃和布料. “两次”分别指农户按照上述方

式进行的初分和保洁员再对“好卖”的垃圾进行的

细分. 这个分类方法吸纳了民间智慧，切合农民生

活习惯，既科学，又通俗易懂，农户接受度高，可大

大提高农户垃圾分类的知识和技能. 

2）每户发放“一筐两桶”，一个垃圾筐和黄色、

绿色各一个垃圾桶. 垃圾筐盛放“好卖”的垃圾，黄

色垃圾桶盛放“不好卖”的垃圾，绿色垃圾桶盛放

“会烂”的垃圾，农户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分别倒入

村中相应的垃圾桶，倒垃圾根据村里制定的时间表

进行. 

6.2   建立社会参与的长效机制

垃圾分类离不开社会主体的参与，农户垃圾

分类的常态化是垃圾分类工作长久、有序进行的保

证，政府的鼓励与引导是社会主体进入并参与环境

保护的有利条件[7]. 因此，迫切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和

措施，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建立社

会参与的长效机制. 

1）建立村级三级“桶长制”.[11] 借鉴上海奉贤区

“桶长制”的成功经验，并根据T村实际情况，建立

村级“三级桶长制”管理模式（图2）. 一级“桶长”

由村委书记为首的村委领导班子担任，负责对村内

垃圾分类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和指导，村委书记负责

向镇政府汇报工作；二级“桶长”由村里的党员和

老干部担任，分片负责相关区域的垃圾分类指导工

作，对不规范行为进行入户指导，定期筹划垃圾分类

大赛；三级“桶长”由保洁员担任，在村民倾倒垃圾

时，负责查看分类效果，作出“合格”与“不合格”

的评价，并做记录，将分类不合格的垃圾进行重新分

类，并反馈给上两级“桶长”，保洁员的工作同时接

受村民的监督. 

图2    三级“桶长制”管理模式

2）考核评价机制. 村委领导班子通过每月每户

垃圾分类“合格”比例的高低，每月评选出优秀户

和后劲户，并在村公示栏公示，对优秀户予以物质

奖励. 三级“桶长”实行薪酬制，按辖区户数计算工

资；二级“桶长”无薪酬，选出每个季度“合格”比

例最高的片区，对其二级“桶长”进行物质奖励；一

级“桶长”的工作接受村民的监督和举报，对举报且

整改不及时的村，镇政府扣村委书记的年度业绩分. 

3）相关辅助措施. 公共垃圾桶清理频率对农

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有正向调节作用，清理频率

越高，农户的认知向行为转化的可能性越大[12]. 因

此，上级政府应逐步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布

局，提高垃圾清运服务质量，积极面对和回应农户

的反馈和监督，消除打击农户垃圾分类积极性的因

素. 

村委会是农村公共活动最直接的执行组织，应

积极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

可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加强相关宣传教育，在沿

唐珍芳，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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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沿路的墙壁上印刷垃圾分类倡导标语和垃圾分

类方法的简画，营造垃圾分类的氛围；二是适时举

办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定期举办垃圾分类大赛，对

获胜者发放物质奖励，调动村民参与的热情. 

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与其年龄的关系曲线呈

“U”型，即农户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在生活垃圾处

理中表现比较积极，中年群体比较不积极[12]. 因此，

可重点针对中年群体进行垃圾分类宣传教育. 

图3   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与其年龄关系曲线

注：农户轻年群体和老年群体在生活垃圾处理中表现比较积

极，中年群体比较不积极”

7  垃圾资源化利用模式

综合垃圾收运经济化、垃圾处理资源化和无害

化等因素，将垃圾分为“会烂”的垃圾、无机垃圾、

有毒有害垃圾、“好卖”的垃圾和宜焚烧垃圾后分别

进行相应处理. T村附近有废品收购站，本地农户生

活节俭，会分类保存废纸、酒瓶、矿泉水瓶、废铜

烂铁等“好卖”的垃圾，集中卖给废品站；宜焚烧的

垃圾由乡镇收集后运往县（市）集中焚烧；前三类

垃圾采用下述方法处理. 

7.1   “会烂”的垃圾

建设阳光堆肥房，将“会烂”的垃圾进行好氧堆

肥处理. 

1）工艺流程. 好氧堆肥工艺流程如图4所示. 好

氧堆肥是一种成熟、有效的有机废弃物处理方法，

它是在一定温度和氧气充足的情况下，利用好氧菌

对可腐蚀垃圾进行吸收、氧化和分解. 对堆肥产品

（有机肥）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合《生物有机肥

标准》（NY844-2012）的，用于农田；检测不达标

的，则用于绿化. 

图4   好氧堆肥工艺流程

2）堆肥房的构造. 堆肥房平面布置图和1-1剖

面图分别如图5和图6所示. 三级桶长驾驶垃圾运输

车，由进料坡道上进料台，将可腐垃圾由进料口倒

入堆肥间，堆肥间共两间，交替使用；堆肥间的垃

圾堆置高度达到设置高度时，停止进料. 人从堆肥

房南门进入，向垃圾中加入垃圾发酵剂（促腐除臭

微生物菌剂），以提高垃圾发酵速度和减少臭味的

产生；定期用铁耙等工具对垃圾进行翻动，以提高

发酵效果. 堆肥间顶部为双层玻璃采光井，便于使

堆肥房升温，提高好氧菌的活性；通风采用管道自

然无动力通风，保证通风条件的前提下，减少运维

成本. 堆肥间地面以下设置渗透液导流层，垃圾渗

透液通过导流层后，由导流管上的小孔进入导流

管，导流管收集后汇入干管，继而流入污水处理单

元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再生水一部分输送至水池，

供发酵期间的洒水、以保证垃圾的含水率，剩余部

分排至自然水体. 

 

图5 堆肥房平面布置图    图6 1-1剖面图

3）堆肥过程控制. 微生物的活性是影响堆肥效

果的关键因素，微生物的活性主要受氧含量、含水

率和温度等因素的影响. 

①氧含量 利用自然风压和阳光堆肥房内外的空

气温差，使室内外的空气自行交换，为堆肥发酵提

供氧气. 

②含水率 根据《生活垃圾堆肥技术处理规范》

（以下称规范）的规定，生活垃圾堆肥发酵适宜的

含水率为 40％~60％. 当垃圾的含水量低时，通过喷

水进行加湿；当垃圾的含水率偏高时，通过投加破

碎的干草或秸秆来均衡水分.    

③温度 根据规范，堆肥的理想温度为 55℃. 在

堆体高度的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三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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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探测点，记录堆体内温度，同时记录堆肥间室

内外气温. 当堆体无法升温时，可调整堆料的湿度，

或者加大堆体体积；当堆体温度过高时，可加强通

风，或者减小堆体体积. 

7.2   无机垃圾

本文所指的无机垃圾指村中建设、装修活动中

产生的砖瓦陶瓷类垃圾及清扫产生的灰土类垃圾. 

本地耕地紧张，随意堆放和填埋都会浪费土地. 合

理的处理措施为：村中辟一空地，单独堆放无机垃

圾，用于坑塘填埋、铺路等；镇政府引入移动式破

碎机，将建筑垃圾收集后，用破碎机破碎、筛分，

生成再生骨料，进而制造合适的建筑材料. 再生建筑

材料可在本地进行销售. 

7.3   有毒有害垃圾      

本文所指的有毒有害垃圾指废旧电池、灯管、

农药及其包装、药品、水银温度计等. 处理措施

为：保洁员将村里的有毒有害垃圾收集后交由乡

镇，然后由乡镇运往县（市）级相关单位进行处理. 

8  总 结

T村为山东省典型村落，该村生活垃圾治理历

经随意堆放、露天垃圾池堆放和垃圾桶收集—镇转

运—县处理三个阶段，现已有效解决了垃圾围村的

问题. 在现有处理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垃圾的

产生率和成分，提出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模式. 将

生活垃圾按照利于农户接受的方式，分为“会烂”

和“不会烂”两类，将“不会烂”的垃圾分为“好卖”

和“不好卖”两类；通过“两次四分”法、 “一筐两

桶”法和三级“桶长制”管理模式，建立垃圾分类

社会参与的长效机制. 通过建设阳光堆肥房，将“会

烂”的垃圾进行好氧堆肥处理，堆肥过程中严格控

制氧含量、含水率和温度等因素，并有效收集、处

理垃圾渗透液. 本文为山东省其他地区农村生活垃

圾处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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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务平台在应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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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来中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社会的公众舆论在解决危机事件中占据了一定的分量，随着新媒体的

不断壮大，如何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正确的引导社会舆论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文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事件作为研

究事例，根据危机四阶段理论，通过分析武汉政务平台在此次危机事件中各阶段对舆论引导的具体表现，提出政务

平台在引导舆论中具有公布信息滞后、任由舆论发酵以及对舆论危机认识不足等问题，并提出加强政务平台信息公

开建设、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建立高效的联动机制、以及加强与群众的沟通，制定有针对性的舆论引导政策等相应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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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危机管理是指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

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和谐发展而采取的一

系列的合法、合理、适当的应对危机的措施. 公共

危机具有公共性、突发性以及高度不确定性，极易

造成群众的恐慌. 与以往的公共危机不同，随着微

博、知乎、公众号等一系列软件的盛行，人人都变

成了信息的发布者与传播者，在公众获得更多话语

权的同时，也为政府对于舆论的引导增大了压力. 

政府不再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唯一主体，各路媒体的

迅速发展让公共危机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张维平

（2006）通过对政府和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关

系进行研究发现，解决突发公共事件至关重要的一

步是要理清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1]. 政

府信息如果不及时公开，必然会引起其他渠道不准

确信息的传播，在突发的危机状况下，群众若不能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境遇以及未来的预期状态，会造

成群众的恐慌，甚者会引起社会混乱. 乌里尔·罗森

塔尔（2014）提出在新媒体被广泛利用的背景下，

引发公共危机的因素不仅仅是危机本身，还包括外

界环境的影响[1]，相比较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的

传播渠道更广泛，传播范围更大，对危机事件的发

酵起到了“助燃”的作用. 因此在新媒体盛行的背

景下，将拥有最多受众群体的政务平台运用到政府

应对公共危机的管理中，时刻关注并引导舆论，用

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将信息传播

给最多的人，无疑将大大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

效率. 针对危机管理，罗伯特·希斯（2001）提出了

危机管理的4R（Reduction、Readiness、Response、

Recovery）模式[2]，李纲和陈璟浩（2014）通过与生

命周期理论的结合，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过

程分为潜伏、爆发、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3]. 本文将

以危机管理的4R模型为基础，结合网络舆情发展的

特点来分析新型冠状肺炎事例中湖北相关政务平台

在危机管理各个阶段中对舆论引导的状况，分析地

方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引导舆论的具体表现，并提出

相应的改进对策，以期对地方政府未来在公共危机

管理中更好的引导舆论起到借鉴作用. 

2  政务平台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表现

2019 年 12 月，率先在网络上曝光的“不明肺

炎”病人迅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后此类病毒

于 2020 年 1 月 12 日经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 2019-

nCoV，2 月 12 日最终命名为Covid-19，其传播快，

传染性强，感染者普遍出现发热、咳嗽、气短等症

状，重度感染者出现呼吸衰竭等症状. 此次疫情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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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期正值寒假，正是学生放假、春运人流量大的

特殊时期，感染人群迅速增加. 在国家丝毫没有前期

准备的情况下给人们出了一道难题，在前期处理疫

情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面对公共危机经验不足的后

果就是使舆论一定程度倒向了负面. 

2.1    危机潜在期

2019 年 12 月 26 日，民间消息称武汉中西医

结合医院向区疾控中心上报 4 例反常病例，12 月 

29 日武汉金银潭医院接收 4 名感染确认者，12 月

30 日上午，“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疑似

SARS”一则报道在网上流传，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

注. 就此事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给出的回复是

“目前尚未确定是否有网传非典型性肺炎病例，待

有调查结果会在官方渠道予以公布”. 31 日武汉卫健

委通报声明发现 27 例病毒性肺炎，称“接诊的多例

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但并未有医务人员

感染，未发现有人传人的特点. 直至 2020 年 1 月 9

日，官方才报道称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确认为新

型冠状病毒. 此声明引发了民众的高度关注，就肺炎

的类型、来源以及防护措施产生了巨大的讨论. 

在危机潜在期，网友持续的关注其实就是危

机爆发的征兆，在网络上开始出现“反常病例”、

“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等关键词时，就已经引发了

网友不断的猜测，在此阶段，地方政府应提高危机

预警意识，及时了解事件并关注舆论走向，但武汉

当地政府时隔 9 天才对事件进行回应，缺乏危机意

识，导致民间消息肆意传播，引发广大网民的多种

猜测，使舆论走向逐渐负面化，地方政府也就因此

丧失了舆论的引导话语权. 

2.2    危机突发期

首先，在 2020 年 1 月 3 日、5 日武汉卫健委依

次发布两则通报声明确诊患者分别为 44 例、59 例

后，6 日—10 日期间武汉卫健委再无发声，期间三

联报道中提出“武汉定点医院‘疑似患者’激增，造

成床位爆满现象”，这一举动引发了民众众多猜疑，

一时间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众多公共平台涌现大

量不实信息，再次形成了舆论热度. 其次，1 月 15

日，14 名医护人员被确诊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是

病毒具有人传人特点的标志事件，但 1 月 19 日，

国家卫健委仍通报肺炎可控，1 月 20 日，官方才通

报说新型肺炎具有人传人的特点，钟南山院士在接

受采访时强调“能不去武汉就不去武汉”. 两日内权

威态度的急剧变化更是让群众，尤其是武汉市民心

生恐慌，质疑之前信息的准确性是否可靠. 由于地

方政府危机信息的发布没有及时到位，致使错误、

不准确的各种信息、猜测在民间、网络迅速传播

开来，给人民群众造成恐慌，并产生了许多负面影

响，一时难以挽回. 

2.3    危机蔓延期

此次新型冠状肺炎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

事件又正逢寒假春节期间，传染确诊人数暴增引起

了广大市民的恐慌，不仅仅是武汉本地，湖北省乃

至全国各地都陆续出现了大量确诊者，截至 1 月 29

日，新型冠状肺炎确诊人数超过了“非典”确诊人

数，疫情变得严重的同时舆论也在逐步蔓延. 在此期

间，武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有 500 万人离开了

武汉市，并承认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处罚了因疫

情防控不严的相关人员，本应凭借这些举动来控制

舆论走向，但期间又被媒体深度挖掘出了李文亮医

生因在微信中劝诫家人和朋友们注意防控和感染被

要求写训诫书，最终不幸感染并去世、武汉红十字

会存在调拨物资不及时等问题，使舆论一度走向负

面，群众开始选择性的忽略正面新闻，对负面新闻

变得更加敏感，一度使地方政府的形象大打折扣，

公信力骤降. 但好在中央及时派出相关人士深度调

查相关事件，及时公布事件调查动态，问责相关干

部，防止了事态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 

2.4    危机解决恢复阶段

疫情发展到今天，虽然疫情危机还没有完全解

除，但是关于地方政府隐瞒病情、瞒报数据等负面

舆论已经逐渐消退，各政务平台都充分发挥了正面

引导作用. 首先，由于前期信息公开的不及时，导致

舆论转向负面，人心惶恐. 如今各官方平台每日更

新病例情况，将各项举措以及事态发展通过新闻发

布会的形式进行披露，大力宣传安全防护措施；将

确诊患者的行踪实时公布以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将

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及时通过各大主流平台播报，

让群众极易获取. 将一切举动放在阳光下进行，群众

看到详细信息，了解事态发展后就会减少负面的舆

论. 其次，就此次疫情，武汉市长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承认信息披露不及时，表态称愿意革职以谢天下，

这一举动结合其他官方媒体的引导，使舆论走向正

面，也重塑了政府形象，加强群众对政府的信任. 

3  政务平台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问题以
及原因剖析

3.1    政务平台信息的严谨致使信息滞后

首先，由于是公共危机事件，地方政府为了确

保信息的准确性及指导性，对发布的消息都秉持着

贺一凡：地方政务平台在应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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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的态度，使得信息公布延迟. 例如此次疫情事

件中，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人员近日在国外学术期

刊发表的一篇疫情相关论文中出现了“去年 12 月

中旬即存在人传人”的表述，这一表述引起轩然大

波. 而专家组首次公开宣布新冠病毒“明确可人传

人”的时间是 1 月 20 日，虽中国疾控中心事后回

应称“提出‘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 425 例病例

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早期虽有

‘人传人’的看法，但谨慎起见作出了保守结论”，

但如此的信息公布滞后，不仅会对政府形象以及公

信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还会切实危害到群众的

个人利益. 其次，重大的公共危机事件尤其是突发性

的公共危机事件，其成因一般都具有复杂性，例如

早期的非典、汶川地震、天津爆炸事件以及此次疫

情，原因很难在短时间内调查清楚. 某些地方政府

抱着“原因查明后再公布”的心态选择暂不发声. 

在信息获得如此便利的今天，不及时公布消息就等

于放弃了舆论的主导权，等民间消息满天飞后，政

府再发布信息也会引起群众的不满情绪，这种情况

下的政府处于被动状态，任何举动都会被看成是解

释，难以令群众信服.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曾

说过，第一时间发布新闻的一方，是掌握舆论主动

权、事件处理主导权的一方[4]. 

3.2    不明原因期间任由舆论发酵

在公共危机事件初期，地方政府应对事件的原

因以及状况及时调查并第一时间公之于众，对公众

的疑惑及时答疑. 此次疫情初期，由于爆发地点是

海鲜市场，导致众多关于疫情爆发原因的舆论倒向

“武汉人吃蝙蝠导致新冠肺炎”这一说法，并从国

内发酵至全世界，致使武汉人甚至中国人在世界

上受到了严重的抨击. 但此时的宣传部门并没有及

时做好社会舆论的引导工作，致使不实信息广泛传

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由于疫情爆发的原因复

杂且多样，不能一时调查清楚，且政务主体话语权

较重，发布的信息影响面较为广泛，所以不易轻易

发声. 因此如何在未调查清楚原因的期间，对公众进

行积极地引导，最大程度的避免消极影响，是宣传

部门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3.3    对舆论危机认识不正确

在此次疫情中，当网传消息被爆出有确诊患者

时，相关部门并没有及时进行回应；在疫情调查过

程中，地方政府试图用惩罚的方式来“堵”住传播

者的嘴、督查组赴黄冈市调研核查时，黄冈市卫建

委主任却对疫情相关问题一问三不知，最终被免

职，这一系列行为都体现出当地政府及相关工作人

员专业素养有待加强，其危机意识的淡薄，并不能

正确的认识到危机事件的严重性，以及缺乏对于舆

论热点的敏感度，导致错过引导舆论的最佳时机. 

4  对策

4.1    加强政务平台信息公开建设

在开放的互联网时代，舆论的产生和扩散与以

往大不相同，政府不再是信息的垄断者，人们可以

从多方获取信息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对政府引

导舆论增加了一定难度[5]. 在危机事件爆发的初期，

群众对于事件的关注度要高于一般事件，因此政府

应迅速对事件作出反应，了解真实情况后第一时间

在政务平台发布相关消息，掌握主动话语权，控制

舆论走向. 此次疫情爆发后，各政务平台及时公开全

国物资以及人员援助情况，实时公开患者经过的地

方让大家提高警惕，并与专家进行连线公布疫情预

防以及传播方式，在主流媒介滚动播放疫情最新状

况，这都是引导舆论的良好表现，为群众带来正面

力量.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务信息平台作为官方的

主流信息窗口，应该在公众信息及时、准确、客观

传播给大众的同时，也要成为大众舆论的风向标. 

4.2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建立高效的联动机制. 

在互联网被广泛应用的今天，网络上的消息也

变得纷繁复杂，单单只靠政府一个两个部门是不足

够的，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建立高效的联动

机制，进一步保障政务平台能够在群众轻信谣言之

前准确了解危机信息并公布，构建更合理的舆论

引导机制. 首先，邀请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参与进

来，制定针对不同事件的不同应对措施，例如面对

类似此次疫情事件，数据披露是否可以减少中间层

级的审批直接报告最高行政机关从而提高危机管理

效率；同时，加强同级部门和上下级部门的沟通交

流，满足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资源的共享，保证最

快拿到一手资料. 其次，平台应与各部门之间建立起

高效畅通的联动机制. 例如数据的搜集、处理以及

反馈分别应对哪些职能部门，而不是所有的任务都

集中在某一个或两个部门. 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能，

切实做到主体明确、权责分明、定位合理、推动解

决，才能实现政务平台与职能部门之间信息通达，

渠道畅通，从而有助于加强对社会事件的反应灵敏

度. 短期内迅速对危机事件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占据

主动地位，为以后的舆论引导做充足的准备，避免

被动的被舆论牵制. 

4.3    加强与群众的沟通，有针对性的作出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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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策

舆论作为一种公众的言论总和，反映了社会团

体的心理. 当危机事件出现后，群众心中难免会出现

恐慌心理. 此次疫情事件中，尤其是湖北市民前期由

于对疫情的不完全了解，出现了 500 万人“逃离”武

汉的事件；后期因为疫情导致的控制人员外出以及

开学、复工延期也令一部分“房奴”“卡奴”发出担

忧. 政务平台作为一个信息传递媒介，应及时搜集民

意，了解公众顾虑，制定有针对性的舆论引导方案. 

例如此次疫情中，前有群众对疫情感到恐慌，后就

有多部公益短片介绍了湖北包括其他地区的现状，

并体现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为抗疫奋斗；前有群众

对贩卖假口罩、瞒报虚报数据的痛恨，后有政府对

一系列违法犯罪事件的严厉打击；前有群众对延期

开学复工等带来的后果感到担忧，后就有中小学及

众高校开展线上教学，出台政策保证工人、员工利

益，工资照发，保证居民日常生活等. 通过将党和政

府在应对危机事件中的举措及时向公众公布，使公

众关注点从危机事件的消极影响逐渐转移到政府应

对危机的积极行为和取得的效果上，遵循以人为本

的原则，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危机事件[6]. 

在获取信息越来越便利以及言论更加自由的今

天，海量的信息资讯也会让群众无法迅速直观的选

择自己需要并准确的信息. 对于政府而言，面对公共

危机，正确控制舆论走向是解决危机事件的关键一

步，打造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务平台有利于重要信息

的传播，从而形成良好的舆论引导机制. 政务平台是

当今信息的基石，是政府执政的风向标. 及时准确的

政府平台信息是国民了解国情、国事的指南针，是

政府走向民众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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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public crisis event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Public opinion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social crises. As new media became more and more influential, how to correctly 

guide public opinions in public crisis events gradually becomes a problem to be well considered by people.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event of COVID-19 according to the four-stage crisis theory and analyses specific 

performances of Wuhan Government Affairs Platform in guiding public opinions in all stages of the crisis. After 

that, this paper finds that Wuhan Government Affairs Platform has some problems in guiding public opinions, 

such as lagging announcement of information, the failure in man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s and 

th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public opinion crisi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affairs platform, 

encouraging multiple subjects to take part in related links, establishing efficient linkage mechanisms, having more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masses and formulating targete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policies and so on. 

Key words: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new media; public opinion guide

贺一凡：地方政务平台在应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第 36 卷第 6 期
  2020 年 12 月

德 州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36，No.6
  Dec .，2020

基于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材料化学
专业综合性实验的开发与实施

李荣春,王丽梅，王广银, 华玉山, 张秀玲

（德州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收稿日期：2019-12-17

基金项目：山东省本科教改项目（M2018X015，M2018X017）；德州学院校级改革项目（JG2019058，JG2019019）.

作者简介：李荣春（1978-），女，山东德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功能高分子材料的教学与研究.

摘   要：针对材料化学专业的学科特点，基于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提出了开设综合性实验，实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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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重点发展七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业、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其

中新材料产业名列其中. 在新材料产业的发展规划

中，国家提出重点发展新型功能材料、先进结构材

料和复合材料，开展共性基础材料研究和产业化；

建立质量认证和保证体系，推动传统材料产业的升

级换代和结构调整[1,2]. 

材料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来只掌握单一学

科门类知识的人才已不能适应现代材料业对材料人

才的需求，要求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注重创新性和

应用型[3,4]. 德州学院材料化学专业创建于 2006 年，

是相对较为年轻的专业，但同时也是起点较高的专

业，师资配备和硬件设备水平较高. 目前主要分为

无机纳米材料和高分子材料两个方向，在两个方向

分别设有无机纳米材料合成和高分子材料合成两门

基础实验课程，这两门基础实验课程主要是验证性

实验，旨在使学生巩固课本知识，提高动手操作能

力，了解材料合成过程的注意事项，掌握材料合成

的基本操作. 材料化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中，有一项

是：培养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较强的创新精神，

毕业后能在相关企业从事材料的合成研发. 而针对

这一培养目标，仅仅由现有的理论课程、基础验证

性实验和参观实习及毕业论文环节来支撑，还显得

有些薄弱，任课老师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与教学

结合，发挥科研促进教学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提高

学生能力的全面提高. 因此，为适应当今材料产业快

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以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人才为

出发点，本研究整合原有验证性实验，与教师科研

相结合，开发专业综合性实验，提高了学生的实验

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创新和协作意识. 

2  材料化学专业大型综合性实验的开发

考虑到专业方向和实验室的现有资源，德州学

院材料化学专业综合性实验主要是沿着无机纳米材

料的制备、表征及性能和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化学

修饰、表征及性能两大主线进行. 

2.1    无机纳米材料的制备、表征及性能综合型实验

无机纳米材料是材料化学专业学生的一个重要

的专业方向，针对该专业特点，团队开发了“纳米

氧化铁的制备及在处理有机污染废水中的应用”及

“纳米氧化钛的制备及应用”实验. 该类实验涉及

纳米材料的制备、表征和产品性能的测试分析，是

一个小型的研究过程. 样品制备方法需要学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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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文献确定，通过这类实验，学生接触到查阅文

献并进行筛选的过程，接触到多种纳米氧化物的制

备方法，了解纳米氧化物的表征手段，自己制备出

来的产品，在哪些方面有较好的用途，并掌握这种

性能测试的方法. 

2.2    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化学修饰、表征及性能综

         合型实验

该类实验涉及到高分子材料的溶解特性，均

相和非均相反应，溶剂的选择，化学修饰的方法，

结构表征及性能测试等多种过程，涉及《高分子化

学》和《高分子物理》等多门课程. 

高分子材料的合成具有多种不同的合成机理和

合成具体方法. 通过该实验项目的实施，学生可以

加深对“高分子化学”中提到的各种合成机理的理

解，还能了解高分子材料方面的最新进展和高分子

材料合成工艺的发展方向，掌握高分子材料合成的

基本方法和及其特点，掌握材料表征中用到的红外

光谱、XRD、SEM等评价手段. 近年来，学院相继购

买了红外光谱仪、X射线粉末衍射仪、差热分析仪

以及扫描电镜等大型仪器，实验过程中学生在教师

的指导下，亲自动手操作这些大型仪器设备，锻炼

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满足了好奇心，大大激发了

学习兴趣. 

2.3    与教师科研相结合，开发实验项目

随着教师科研任务的加重，需要人手协助开展

实验工作，学生也需要在学习理论课的同时培养动

手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学院采取“导师制”，教师

与学生双向选择，教师带学生一起搞科研. 把专业

设计性实验分散到各个科研小组，教师根据研究工

作进展情况给学生分配实验任务，而且，让学生自

己查阅文献，开组会讲解文献调研情况，教师适时

根据文献调研结果给予实验思路的建议，这个过程

中学生接触到前沿的文献和实验工作，并汲取老师

凝练科研思路的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科研能

力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为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也

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经过实践，这种方式深受师生的欢迎，起到了

教师和学生互相促进的积极作用. 

3  实验的实施

综合性实验开设选在第六学期，这个学期学生

掌握了足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有能力开展自

主实验，这个学期学生考研和毕业前工作实习均未

开展，学生有精力开展综合性实验的文献调研和方

案设计. 每一个综合性实验项目 16 学时，其中文献

调研和方案设计占 2 个学时，后期数据分析和报告

书写占 2 个学时，实验过程占 12 个学时，每届学生

开设 2 个综合实验项目共计 32 学时，1 学分. 与基

础实验完全不同，综合性实验实施过程中，一改教

师讲解，示范，学生被动进行验证性实验的方式，

全程学生为主体，全程由学生完成整个实验过程，

教师的作用是辅助和指导，真正实现了学生由被动

实施到主动参与角色的转变. 实验学生进行分组，

实行组长负责制，负责组内进行分工协调和小组间

实验药品和仪器等的协调，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

能力和认真负责的态度. 

3.1    实验方案的确定

为保障实验的顺利实施，在实验开始之前，要

求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围绕实验内容进行文献检

索，并综合分析，确定自己的实验方案. 并以开题报

告的形式对相关内容进行文献综述，得出结论，在

报告中应指出所述文献内容包含的实验项目，自己

拟采用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步骤，并列出需要的实验

药品和实验仪器，具体流程见图1. 实验指导教师在

整个过程起到引导和补充的作用. 

图1    实验方案的确定流程

3.2     实验的实施

以壳聚糖的降解、化学修饰及活性测试实验为

例（见表1），由于实验项目较多，需要的实验仪器

也较多，而仪器套数有限，因此，实验开展过程中小

组内部和组与组之间均需要很好地协调、沟通，做

好实验项目、实验时间的安排. 
表1   壳聚糖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实验体系

序号 实验内容 考察知识点

1 壳聚糖的降解 聚合物降解方法和控制因素

2 壳聚糖分子量的测定 聚合物平均分子量的测定

3 壳聚糖衍生物的制备 聚合物化学修饰制备条件的控制

4 壳聚糖衍生物活性的测定 壳聚糖衍生物活性评价方法

老师在实验过程中做好指导和辅助，确保实验

安全顺利进行. 但分工明确，专门仪器专人负责，做

好问题的解答和解决实验中出现的问题. 按学生列

出的仪器设备、药品清单，提供仪器、药品. 

李荣春，等：基于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材料化学专业综合性实验的开发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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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考核方式

实验报告是对实验过程的总结. 实验完成后，

考核的主要依据是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应包括实验

内容、实验方法、实验结果和分析讨论. 

4  总结

4.1    优点

这种系统的综合性实验课程，其优点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学生为主体，体现出“授人以渔”的优

势. 在教师制定实验项目后，实验方案的确定、实

验的实施、实验的报告总结主要是学生在进行，这

个过程中，培养了学生文献调研的能力，总结归纳

的能力和提炼升华的能力. 让学生初步认识到了科

研创新的过程，对学生全面能力的提升和今后的深

造、工作均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2）训练了学生系统性、综合性、创新性实

验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团结、协作的精

神和能力；提升了学生的实验兴趣，实验积极性和

对实验认真负责的态度. 

（3）更加合理地配制教学资源，使科研服务

教学得以充分体现. 

（4）对指导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促进

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由于综合性实验学生主体性强，兴趣和能力提

升需求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实施中适合将其设为

选修课，设置两个综合性项目，各占 16 个学时，

文献调研、实验过程、报告书写均占学时，共计 32

学时，1 学分. 项目不多，学生能够集中精力充分查

阅文献和思考，各个环节都占学时，学生感觉自己

的工作得到认可，积极性较高. 

4.2    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大型综合性实验的教学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

统基础实验的教学方式，环节较多，周期较长，内

容前沿、丰富，学生是实施主体. 这也使得一些问题

需要探讨和解决. 

（1）跟传统实验教学模式截然不同，教师和

学生均需要有一个适应期，否则，很难顺利开展. 

（2）对实验大纲及实验内容进行重新科学编

制，这是实现实验教学改革的关键. 

（3）注意大型综合性实验与理论课程的衔接. 

传统的实验教学往往是理论课程内容的验证和演

示，大型综合性实验课程突破了这一规律，形成独

立的体系. 但是，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毕竟是相辅

相成的关系，还要注意两者的相互配合和支持，达

到共同的教学目标. 

（4）大型综合性实验专业实验室的建立健全. 

实验教学是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专业人才的有效途

径，近年来大型综合性实验的教学模式其优势和成

效已经得到证实，对于我院相对较为年轻的材料化

学专业来讲，加强教学研究，探索出一套成熟的大

型综合性实验监管和实施方法，才能突出综合性实

验的教学效果的同时，满足材料化学专业关于培养

“实基础、强实践、求创新、宽视野、高素养、重

责任”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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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Material Chemistry 
Specialty Based on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pplied Talents

LI Rong-chun, WANG Li-mei, WANG Guang-yin, HUA Yu-shan, ZHANG Xiu-ling

(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terial chemistry major and based on the goal of 

training innovative and applied talents, 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was proposed. The two main lines of 

inorganic nanomaterials and polymer materials are carried ou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aterials chemistry professionals. The effect of implementation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rge-scal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have greatly increased students’ interest in experiments, enhanced 

the teaching effect of experimental courses, promote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ve ability, and achieved good effects.

Key words: material chemistry;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innovative application

李荣春，等：基于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材料化学专业综合性实验的开发与实施

Study on  Classific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Mode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TANG Zhen-fang，QIAO Peng

 (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Water Conservancy

 Vocational College, Rizhao  Shandong  276826,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are analyzed in T 

Village of Qingd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mode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are put forward,which is based on waste reduction, aiming to solve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and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generation rate of domestic waste is 0.652 kg·capita-1·d-1, mainly composed of kitchen waste, paper, 

rubber and plastic, and wood and bamboo.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method that includes "twice and four times 

sorting " and "one basket and two bins"is put forward.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waste classification is tried to establish by establishing "three-level bin head system",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some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frequency of waste clean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function 

of the village committee, etal. Organic waste, inorganic waste, hazardous waste and other waste are respectively 

treated by aerobic composting, crushing-recycling, separate delivery and incineration so that the source 

reduction,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harmless of waste is realized.

Key words：rural domestic waste; waste sorting; resourc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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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研究型结构化学实验教学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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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适应新时代对创新人才培养的更高要求，将金属钴配合物的合成与表征、磁化率测定及其理论研究

引入结构化学实验教学中. 实验采用扩散法合成配合物晶体，并运用X-射线单晶衍射、量子化学计算等新方法和新

原理对配合物进行表征和研究，内容涉及多个基础理论知识，现象稳定、重复性好. 此实验培养学生以科学研究的形

式完成实验，鼓励学生独立设计方案，进行创新性实验研究，并以科技论文的形式撰写实验报告. 实验的实施，有利

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对培养新时代创新性应用型本科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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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的七个战略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科人才培养是满足行业和产业

的当前及未来发展需要的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

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发

布的《化学类专业化学实验教学建议内容》[1]指出

实验教学目标为：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化学

实验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并在此基

础上培养学生具有动手能力、科学素养、综合解决

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2].

实验教学是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

教学手段[3-6]. 研究型实验教学，是指把与教学内容

相关的实际问题作为载体，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和指

导下相对独立地进行探索研究的一种实验教学模式
[7,8]，不仅有助于完善和提升传统的“知识+能力”

培养，而且更能重点加强理性思维方式、协同合作

能力等品格方面的培养，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

意识的提升. 因此，在前期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将科研成果引入教学，设计了“金属钴配合物

的合成与表征、磁化率测定及理论研究”教学实验. 

实验包含四个实验项目：金属配合物晶体的制备合

成；晶体结构表征；配合物的量子化学计算；古埃

磁天平法测试配合物的磁化率. 要求学生综合运用

慢扩散法、X-射线单晶衍射、古埃磁天平法、晶体

学及量子力学理论等多种实验原理和方法完成实

验，实验课时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内容涉及无机

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等各学科，可以作为化

学专业和材料化学专业的综合性实验.

2  实验内容设计依据

2.1    实验内容设计体现学科特点和综合性

结构化学是以量子力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原

子、分子和晶体的微观结构、运动规律及结构与性

能关系的一门学科. 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微观物

质的基本规律，获得原子、分子及晶体结构的基本

理论和基础知识，了解研究分子和晶体结构的近代

物理方法的基本原理. 该实验设计从课程基本内容

和主要任务入手，研究了配合物晶体的结构和磁性

质，并进行了量子化学计算. 实验内容涵盖量子力

学理论、晶体学理论、磁性质和X-射线衍射等众多

结构化学知识，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扩散法、单晶衍

射法等多种实验原理和方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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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验内容设计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

       “两性一度”标准

传统的化学实验以验证性实验为主，旨在帮助

学生进一步掌握理论知识，实验内容缺乏创造性和

新颖性，内容墨守成规，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 本实验在学生已有实验技能的基础上，教师提

出金属CoII配合物这一研究方向，实验内容寓研于

教，涉及金属配合物的结构解析、磁性质及量子化

学计算，具有一定难度. 实验的实施，满足了高阶

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两性一度”标准，对实现新

时代创新性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2.3    实验内容设计体现新颖性

实验内容设计既注重引入新知识、新原理、新

方法，又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理论知识. 化学

学科的快速发展以及新的测试手段的出现，日益丰

富了结构化学教学内容. 实验教学也应紧跟时代步

伐，聚焦学科前沿，不断的将一些化学实验的新方

法、新原理、新物质引入到实验教学中来. 本实验

设计除增加了单晶结构解析这一新知识和新原理之

外，还基于密度泛函理论增加了配合物的量子化学

计算实验，从微观角度对配合物进行计算分析，并

通过可视化软件GaussianView等展示实验结果，提

高了实验的新颖性，实用性. 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

结构化学基础知识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学生更直观

的理解结构和性能的一一对应关系，大大提高了教

学效果.

2.4    实验设计可行，可操作性强

实验中结构表征和性质测试均可在高校实验管

理中心独立完成；教师提供晶体解析和量子化学

计算软件及其使用和安装视频，学生可根据视频自

主安装使用，教师提供指导和操作演示. 实验过程

中，教师可提供备用实验设计方案供学生参考，以

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 教师的预实验和教学实践表

明，大多数同学可在教学大纲计划时间内独立的或

在教师帮助下完成实验.

3  实验设计

该结构化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致包括以下步骤：

①教师确定“金属钴配合物的合成、表征、磁化率

测定及其理论研究”的研究目标；②学生带着问题

查阅文献，以 2-3 人小组为单位进行探求、归纳和

总结；③确定制备晶体所用的方法和玻璃仪器；确

定量子化学计算所用的泛函和基组；④撰写详细实

验方案；⑤任课教师审核实验方案，评估实验的可

操作性并指导学生进行改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

一步理清实验思路、预估结果和实验中需要注意的

问题等，以保证实验研究的顺利进行.

4  实验的实施

4.1    配合物晶体制备

实验目标：制备金属CoII配合物单晶体. 学生通

过查阅文献，经小组讨论确定合成方法，进行晶体

的制备. 采用慢扩散法制备配合物晶体，参考过程

如下：将Co(NO3)2·6H2O（0.2 mmol，58.2 mg）溶于 

5 mL乙腈和水的混合溶液中（V乙腈：V水＝4：1），边

搅拌边逐滴加入4-甲基吡啶（4-Mepy，0.4 mmol，

37.2 mg）配体，溶液变为紫色，室温搅拌 10 min. 

将）K4[W(CN)8]·2H2O（0.1 mmol，58.4 mg）溶于 

5 mL 蒸馏水中，过滤，置于试管的底部；然后沿试

管壁缓慢加入 10 mL蒸馏水充当空白层；最后，将

第一步得到的溶液缓慢平铺于试管上层，严密密

封，于暗处静置，大约一周后得到红色块状晶体

CoII2(4-Mepy)8[WIV(CN)8] [9]. 结构如图1：

图1 配合物的分子结构图（H原子和处于结晶学对称位置的4-

甲基吡啶被略去）

对称操作码：A 1-x, 1-y, 1-z；B 1.25-x, 1.25-y, z; C x, 1.25-y, 

1.25-z; D 1.25-x, y, 1.25-z

4.2    配合物的结构表征

挑选尺寸合适并适用于X-射线单晶衍射的晶

体进行结构测试，收集衍射数据，并采用红外光谱

进行表征，分子结构如图1所示. 仪器操作由教师演

示完成，使用SHELXL-14软件包[10,11]解析晶体，学

生根据教师录制的软件操作视频和解析教程[12]按操

作步骤逐步进行操作，规定课时内无法完成的，可

在课下进行，教师通过QQ或微信进行指导. 教学实

践表明，大多数同学可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结构解析.

魏荣敏，等：新时代研究型结构化学实验教学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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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量子化学计算

本实验项目基于密度泛函理论对配合物分子进

行量子化学计算. 首先，使用GaussianView5.0软件

导入配合物分子结构，构建分子计算模型，编写输

入文件，然后提交至Gaussian09软件进行分子构型

优化、单点能计算，并对其自旋电子密度进行分析. 

通过对比不同自旋态下配合物单点能的大小，确定

配合物中CoII离子为高自旋态，自旋量子数S=3/2.

在此实验中，鼓励学生积极探究不同的密度泛

函和基组（波函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不同泛函

下的单点能和自旋电子分布分别见表1和表2，自旋

密度分布图见图2.
表1 配合物各自旋态在不同泛函下的单点能E0及高低

自旋能级差(ΔE0＝EHS-ELS)

表2  配合物选用不同计算方法时的自旋电子分布

图2   配合物选用B3LYP方法时的自旋密度分布图

4.4     古埃磁天平法测定配合物的磁化率

本 实 验 项 目 通 过 古 埃 磁 天 平 法 测 定 配 合 物

CoII2(4-Mepy)8[WIV(CN)8]的磁化率，求得金属CoII

离子的单电子个数，从而确定配合物中金属离子的

电子构型. 具体操作步骤参照《物理化学实验》[13]

中“络合物的磁化率测定”实验. 实验结果显示，配

合物中金属CoII离子的单电子数为 3，CoII为高自旋

态，与理论计算中得到的结果一致.

5  实验考核

实验教学的考核，直接影响学生参与实验的积

极性，在整个实验教学设计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实

验设计中，我们采用小论文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

果进行考核. 实验结束两周后，学生上交小论文，内

容包括前言、实验过程、实验结果与分析、结论等

科技论文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撰写小论文时，必须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实验的原始数据进行记录、

归纳和整理分析，对于实验中的不足之处，积极思

考，可在教师和问题讨论小组的帮助下提出切实可

行的改进措施.

传统教学实验，由于实验步骤及实验条件都是

提前设定好的，因此，很多实验报告抄袭现象严重. 

采取研究型实验教学，各个学生采取的实验方案不

同，导致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同，实验现象和

结果也就不同，既可以让不同类型的学生发挥各自

的特长，也可以有效避免实验报告抄袭和雷同现象. 

学生以科技论文的形式撰写实验报告，可以促使学

生有目的的查阅文献，加深学生对与实验相关的专

业知识的理解，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处理及分析，可

以有效的锻炼学生的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

6  结论    

本实验设计，注重目标导向性，依据学生所学

知识，结合学科发展前沿，以金属配合物的设计合

成、结构表征、磁性质及理论研究为研究对象. 由

教师确定研究方向，学生通过查阅文献确定实验方

案，然后进行创新性实验研究，提高了教学实验的

综合性、设计性和挑战度，实现了学生的自主性探

究式学习. 采用X-射线单晶衍射、量子化学计算等

新方法、新原理将新的金属Co配合物及其磁性质引

入到实验教学中来，寓研于教，提高了实验的新颖

性、实用性，反应了学科前沿性和时代性. 该实验设

计的实施，加深了学生对自洽场法和线性变分法解

泛函 HF成分/％ 自旋值S E0/a.u. ΔE0/a.u.

BP86 0
1/2 -4154.107914

-0.0063
3/2 -4154.1142359

TPSSH 10
1/2 -4153.7946547

-0.010
3/2 -4153.804766

B3LYP 20
1/2 -4153.7239158

-0.020
3/2 -4153.7438966

M06 27
1/2 -4151.698348

-0.042
3/2 -4151.7405547

原子
泛函

BP86 TPSSH B3LYP M06

Co

W4

W50

N47

N48

N49

N76

N90

N91

2.285068

0.357096

0.357021

0.064664

0.027450

0.027392

0.027326

0.027477

0.064603

2.582556  

0.140201  

0.140289  

0.041969 

0.030125 

0.030201 

0.030172  

0.030149 

0.041934 

2.699777

0.050370

0.050250

0.036215

0.036051

0.036068

0.036033

0.036083

0.036190

2.530196

0.093129

0.093255

0.074102

0.033137

0.033183

0.033167  

0.033139

0.07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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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方程原理的理解，同时加深了学生对量子力

学基础知识、分子轨道概念和薛定谔方程的理解，

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综合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实现了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 此外，实

验的顺利实施必然会要求教师不断创新和钻研实验

教学方法，推动了实验教学的深化改革，对实现新

时代创新性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起到十分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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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Practice of Research-oriented Experimental Teaching
 on Structural Chemistry for the New Era

WEI Rong-Min, YANG Min, WANG Dun-Qing, JIA Chun-Xiao, SUN Jian-Zhi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Dezhou University，Dezhou Shandong 253023，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synthesis,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the determination of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theory calculation of cobalt(II) complex was introduced to structural chemistry experimen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higher demands on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 for the New Era. The single crystal was synthesized by slow 

diffusion. Then it was confirmed and studied by using new methods and new principles such as single crystal X-ray 

diffraction and the quantum chemical calculations. The experiments involve a lot of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good stability reproducibility. Students were cultivated to perform the expetiment and summarize the results with a 

scientific research mind, that is, to design the expetiment independently, to carry out the innovative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write the experimental report in the form of scientific paper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experiments is helpful to enhanc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tudents’s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innovation awarenes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ining innovative applied talents. 

Key words: research-oriented experiment; structural chemistry experiment; cobalt complex; quantum chemical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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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景园林综合实习是本科实践教学环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借鉴兄弟院校相关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精

心策划与组织相关环节，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教学管理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综合实习；风景园林；管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0）06-0068-02 

收稿日期：2019-01-07

作者简介：薛玉剑（1963-），男，山东济南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教学与研究.

1   引言

基于风景园林学科综合性、实践性较强的特

点，风景园林综合实习是风景园林类（本科）专业

实践教学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风

景园林人才的关键环节. 一直被国内相关院校高度

重视并认真组织实施. 各地在综合实习过程中也存

在一些不足，如实习时间较短、只在本地或就近开

展和将实习管理工作主要委托旅行社进行等问题；

实习评价指标不清晰，评价体系尚待进一步的完善
[1]. 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综合实习难以达到有

效的教学效果，制约了学生业务能力的提升. 因此，

作者在积极借鉴兄弟院校相关经验的基础上，依据

德州学院专业办学实际，结合风景园林、环境设计

（景观设计方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素质要求，

经过系统总结以往工作的得失，通过精心策划和组

织实习的前期准备、过程管理和后期的评定与总结

等，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风景园林综合实习

教学管理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   做好实习的前期准备工作

2.1   制定系统完善的综合实习计划  

学校的风景园林综合实习分为南方综合实习

和北方综合实习两部分，分别两周. 其中南方综合

实习地点主要为苏州、杭州，适度延伸至上海和无

锡；北方综合实习地点主要为北京，安排在第六、

七学期集中进行. 实习内容涵盖各地代表性风景名

胜区、古代园林、近代园林、城市公园、滨水绿

地、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多种类型与层次. 通

过综合实习，使学生在园林艺术、规划布局、工程

技术、植物造景等方面获取更多感性认识，巩固所

学理论[2].  更重要的是通过综合实习，培养学生掌

握从科学与艺术等不同角度去分析认识实例，学习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风景园林范例等的

造景理法、工程措施、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知识与技

能，进一步梳理、整合与巩固专业知识. 同时，并

为接下来的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乃至就业

奠定坚实的基础[3]. 精心编制了综合实习计划与任务

书，针对实习过程中每天考察的时间地点、目的、

内容与作业等都做了详细规划与安排.

2.2   建立综合实习领导小组  

建立了由二级学院教学院长为组长的综合实习

领导小组. 实习领导小组在实习计划审核、学生组

织、实习指导人员配备以及实习经费的筹划管理等

方面予以全面指导与规划.

2.3   建好综合实习指导队伍  

风景园林综合实习具有时间长、任务重和责任

大的特点. 因此，建立一支专业知识扎实、实践教

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和吃苦耐劳的实习指导队伍

是保障综合实习顺利开展和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所

在. 经过几年的探索，学校建立与完善了一支以院

系负责人带队、专业骨干教师为主、辅导员和班主

任参与的综合实习指导队伍. 依据每次实习学生的

数量，合理配置实习指导人员，优先配齐专业教师. 

为便于更好的开展工作，实习指导人员采用相对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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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搭档相对稳定的方法，有效避免了因对实习诸

环节不熟悉和相互间配合不默契而带来的工作被动. 

同时注重了青年专业教师的培养与锻炼，使之在较

短时间内快速成长.

2.4   开好实习动员会  

在学生提前预习综合实习计划的基础上，通过

召开实习动员会，全面解读实习任务书，进一步明

确实习的目的与意义，使之熟知实习环节与具体任

务；强调综合实习环节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突出地

位，杜绝借故缺席综合实习的行为，对于因病伤等

极特殊情况的学生，办理暂缓实习手续，待下一个

实习季进行弥补；划分实习小组，明确各自职责；

借助通讯工具和校友邦实践教学管理平台，及时调

度与沟通学生.

2.5   强化实习安全保障  

在与实习学生鉴定《实习安全责任书》的基

础上，每人办理一份人身安全意外保险. 一般情况

下，在学生的实习往返与转场途中，均由指导教师

带队陪同. 实习期间采用集中住宿形式，每晚就寝

前核查学生人数，不允许单独或投靠亲友住宿.

2.6   安排好学生出行与住宿  

在综合实习开展之前，及时提醒学生按照实习

进度订购往返车票和提早联系好住宿. 住宿地点选

择交通便捷、生活方便、价格适中与卫生安全的旅

店，同时兼顾靠近主要实习景点. 如苏州主要安排

在拙政园、狮子林附近，杭州主要安排在西湖周边,

北京则是以天安门周边为主.

3   系统管控好实习过程

3.1   安排适宜的实习季节  

为达到较好的实习效果，结合季节实际，江南

园林综合实习一般安排在每年四月份“清明”小长假

之后出行. 此时假期虽过，但各大景区的节日布展

和游园活动仍在持续，既能使学生很好的体验江南

“烟花三月”的美景，又适时避开了景点的客流高

峰. 北京园林综合实习则安排在“国庆”长假之后，

此时秋高气爽，季相鲜明，各景点仍洋溢着浓浓的节

日气氛，能使学生获得较为丰富的考察内容与体验.

3.2   优化实习的路径与内容   

考虑到实习城市景点分散和多数景点面积较

大，每天景点之间的衔接、交通工具的选择、景点

内的考察路线与时间长短，带队老师都予以精心组

织和合理安排，力求以最合理的考察路径，在保证

考察效果的前提上，尽量减轻学生的体力消耗. 及

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依据实习地天气与景点客

流量，灵活调整实习项目与出行时间. 若天气条件

不利，可适度压缩考察时间但不减少实习内容. 为

保障实习效果，对于热门景区的考察如苏州的拙政

园、北京的故宫、颐和园等，一般避开周末安排. 

为调动学生情绪和避免学生产生视觉疲劳，不同类

型景点之间的考察采用相互穿插的形式，特别注意

把最经典的考察项目放至整个综合实习的最后，借

以把综合实习环节和学生情绪带入高潮. 鉴于实习

所在地皆为繁华都市，交通普遍拥堵，为保证学生

顺利的集中出行，一般安排学生与当地市民错峰乘

坐交通工具.

3.3   考察过程的管理  

依据每天确定的实习项目，通知学生集中出

行，到达实习地点集合签到. 首先，讲解具体考察

任务，使学生进一步明确考察的内容与重点，清楚

自身任务[4]，随后展开速写、植物识别、拍照、听

取讲解等具体工作. 鉴于景区客流量大，不便集中

组织学生进行讲解的实际，教师要针对重点内容及

时跟进学生予以指导，引导学生借助景区自助讲解

系统或跟团听取讲解. 在保质完成计划考察内容的

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安排考察项目，深度考察与

体验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民俗民风和生活方式

等，进一步拓展视野并展开更深层次的思考，激发

奋发向上的斗志，进而重新确立自身专业规划乃至

人生奋斗目标.

4   完善成绩评定与总结

4.1   成绩考核评定方法、标准及依据  综合实习的成

        绩采用百分制进行考核

依据实习表现、实习作品与实习报告相结合的

办法进行. 其中实习中的表现占总成绩的 20％，主

要依据纪律情况、学习态度、协作意识等评定；实

习作品成绩占总成绩的 60％，主要依据绘制作品

（速写与园林平面图）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园林素

材（景点图片）主体的清晰度、构图的合理性、画

面感和素材的丰富性与数量等进行评定；实习报告

占总成绩的 20％，主要依据对所考察项目内容的概

括、造园特点与手法的提炼以及自我感悟进行评定.

薛玉剑，等：风景园林综合实习教学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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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方高校的优质实践资源开展地理实践教学，同时将实践教学评价加入到教育实习评价体系中，提高了实习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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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1 月，教育部正式印发了《普通高中地

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新课标的实施也对高

中地理教师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尤其是地理实践活动的教学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 高中地理课程是学习地球科学知识，认识人

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的

一门基础课程.《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

版）》指出“地理课程旨在使学生具备人地协调、

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地理实践能力等地理学科核

心素养”[1]，特别强调了地理实践能力的培养.“生

活即地理”，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地理环境，了解其与

人类活动的关系；从地理视角认识和欣赏自然和人

文环境，并对其进行验证、研究、探讨，是地理学

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和态度. 联系

生活、洞察世界、学以致用，从而建立起地理知识

之间的关联，懂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提高

生活品味和精神境界，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1].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

境关系的科学，对于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

问题，建设美丽中国，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

作用. 高校地理科学（师范）专业，作为中学地理

教师的储备人才库，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是完善人

才培养模式、提升职业素养、满足新课标下中学地

理教学需要的重要环节. 因此，地方高校教育实习

中教学技能尤其是实践技能的培养，与高中地理课

程中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高度契合性，如何进

行协作开展地理实践活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   地方中学地理实践教学现状与原因 
分析

2.1   实践教学体系不明确

高中地理课程中对于实践教学体系结构缺乏明

确的界定. 地理实践是地理核心素养中的一个基本

素养，实践活动分课内和课外的地理实践活动，课

内实践活动主要是指课内实验，如利用仿真模型进

行天体运动模拟、动手绘制地图等，课外实践活动

包括了参观、观测与考察类项目[2]，是实践能力的

综合表现.

在实际教学中，传授式教学方式根深蒂固，一些

教师没有明确实践活动的设计意图，使得活动不能

开展. 据问卷调查统计，50％ 的教师偶尔开展实践

教学，35％ 的教师没有开展过实践活动，在所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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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活动中，观察观测类的较多，野外考察类仅占

到 4％，动手制作等类型的实践活动实施也较少[2].

新课标增加了“学业质量”部分，提出注重学

习过程评价和学习结果评价相结合，其中地理实践

能力是学业质量水平等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从设置实验项目的必要性，到单一性实

验还是综合性实验[3]、实验的设计方案与操作、课

外实践活动的目的、地点、内容、指导教师的选

择、实践活动的评价一系列教学活动体系都是急需

明确的问题.

2.2   实践教学资源的缺乏

三四线城市的高中地理实践教学工具仅仅局限

于地球仪、地图等传统工具，缺乏地理园、气象观

测站、GIS、无人机、GPS、罗盘、地形图、地质锤

等一系列教学资源，也并没有地理专用实验室与地

理实践手册等软硬件地理教学条件.

在一些一线城市，教学设备与教学资源相对丰

富，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甚至应

用地理信息技术评价地理实验[4]，还可以与高校进

行合作交流，参观参与高校的实验室与实验项目，

而三四线城市的高中，由于高校分布的地域性，实

践教学无法全面开展.

2.3   专业实践指导教师的紧缺

近年来，中国每年都会进行各项教师培训项

目，一线教师通过培训可以开放思路，改变传统的

教学思想，但缺乏实践技能的专业培训. 实践教学

知识储备的不足导致地理老师对某些实验仅仅以定

性描述为主，缺乏定量精确的科学论证. 另外，由于

对区域的综合地理概况了解较少，无法引导学生将

地理知识与当地自然、人文要素相结合，综合运用

知识对相关地理信息进行分析.

2.4   安全责任问题

近年来，在校学生的安全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

关注，更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最为重视的事情. 为

了减少安全隐患，实践教学尤其是野外实践教学成

了不得不舍弃的活动.

3   地方高校教育实习中实践教学的现
状及原因分析

3.1   教育实习中实践教学的评价缺失

在地方高校的教育实习中，为培养教育和教学

工作的能力，制定了明确的教育实习理论指导、实

习计划（包括实习目的和要求、内容安排、指导教

师配备、实习组的划分以及组织领导等项教育实习

的内容），涵盖了课堂讲授、班主任工作实习、课

外辅导、实习成绩评定等内容，但在实施过程中，

普遍存在“没有实践的教育实习”现象. 实习评价着

重对教案的设计、课堂讲授、课后辅导、班主任实

习、实习报告等方面进行考核，而对教学过程中实

践活动的进行并没有涉及.

3.2   实习教师质量的良莠不齐

部分本科生对地理学科缺乏整体宏观的理论

认识，实习期间比较松散，意识不到教育实习的重

要性，与一线教师交流较少；没有认真填写实习手

册，反思总结较少[5]，仅仅为了完成各项实习环节，

责任心不高，不能及时发现自己在教育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提高教学技能，更谈不上实践教学能力.

3.3   教学资源

一些实习教师有意愿要将专业课程中的实践应

用于高中教学，给予中学生拓展知识面、提高调查

分析能力以及对地理知识学习的兴趣，但在实际操

作中，由于学校实践教学资源的有限性，实践教学

的形式、设计与方法达不到良好效果，使得中学生

兴趣索然[6]，丧失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3.4   指导教师

出于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部分指导教师认为

实践活动是新花样，浪费时间，与其花费大量时间

准备，不如尽快讲授完课程，多做练习提高成绩[6]，

导致配合度不高.

4   地方高校与中学协作开展地理实践
教学的模式

4.1   中学更新教育理念，强化岗位职责

中学管理者应更新教育理念，重视地理实践教

学，在制度配套与丰富教学资源方面给予支持. 改

变对一线教师的单纯以升学率为指标的考核评价制

度，从而为高中地理的实践教学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一线地理教师应按照新课标要求及时转变思

想，更新知识储备，加强专业知识和实践教学方式

的学习，丰富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作

为高校的教育实习基地，应明确指导教师的岗位职

责，对实习教师的实践教学过程进行评价时，及时

对实践活动的效果进行反馈与交流，促进实习教师

实践教学能力的提高.

4.2  高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教育实习评价机制

新课标的实施对地理教师专业能力提出了新要

求，地理教师先要成为具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人
[7-9]，包括地理教学实施能力，强调地理教师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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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教学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的能力、教学评价与

命题能力、反思与发展能力，因此，高校应完善人

才培养模式，优化课程设置，丰富课程体系，增加

地理研究方法、信息技术应用类课程，提高教学技

能与实践教学能力. 在制定教育实习管理与评价机

制时，将实践教学评价加入到评价体系中，对实习

教师实践活动的开展次数、课内实验方案的设计与

操作、野外实践内容的讲解等方面进行评价.

高校鼓励实习教师与中学地理教师充分利用中

学现有与高校教学资源，在教育实习过程中开展实

践教学活动，改进或设计实验方案，用数据去验证

地理现象，引导中学生既能用地理视角观察和欣赏

现实世界，又能用地理思维分析和解决地理问题.

4.3   高校与中学协作开展实践教学

借鉴其他高校经验[10]，认真研究新课标，并根

据德州学院资源环境与规划学院的教学特色，利用

丰富的实践教学资源、成熟的野外实践路线和多名

经验丰富的专业指导教师，与实习教师、德州一中

地理教师进行传帮带联合，在学校周边开展野外考

察实践教学活动.

1）地质地貌考察. 地质标本室内了解基本的

矿物形态与物理性质；观察火成岩、沉积岩、变质

岩；学会地质罗盘的使用；观察化石. 野外观察地

貌、植被、土地利用方法等景观要素，分析之间的

相互关系；了解岩石性质对地貌、植被发育的影响.

2）抬头寺农田综合土壤调查.了解土壤剖面的

选择地点以及如何挖掘；观察土壤剖面的层次划分

与深度；了解当地的土壤类型，说明土壤的主要形

成因素；分析土壤类型与利用改良方面的关系；学

会土壤样品的采集方法；解释土壤污染的形成机

理；说明常见的土壤污染类型；了解土壤污染的检

测方法以及常见的污染土壤的修复技术.

3）地理信息技术运用. 遥感与地理信息实验室

内，运用GIS，学会简单的条件查询，呈现人口、城

镇化的时空演变；解释产业活动的区位选择依据；

运用CAD软件，结合案例，分析城乡规划中工业、

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的布局原理.

实践项目所需的地质标本室、自然地理实验

室、生态实验室、遥感与地理信息实验室均在德州

学院校内，距离德州第一中学 5.3 km；野外实践时

间均选择在周末，路程大约 40 分钟，以缩短路途时

间；考察内容以教学内容和目标作为依据，由高校

专业指导教师、中学地理教师、实习教师共同探讨

商定；讲解人员均以实习教师为主，高校实验室专

业指导教师为辅.

4）暑期研学. 结合学院的专业特色与实习实践

基地、学生实际与地理实践教学的需要，制定秦皇

岛北山实践基地、安徽黄山区域地理实习基地、河

南林州自然地理学综合实习基地、中科院禹城综合

试验站四条研学路线，由高校教师带队，组织学生

参观与调查研究，开拓视野，增强学生人地协调、

区域认知、实践能力等核心素养.

5   总 结

基于以上分析，新课标背景下地方高校与中学

协作开展地理实践教学具有可行性，也是培养地理

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作为高校的教

育实习基地，中学利用高校的优质实践资源，可以

解决中学实践教学资源不足和专业指导教师缺乏的

问题. 另一方面，高校实行专业指导教师——实习

教师——中学地理教师传帮带联合，同时将实践教

学评价加入到教育实习评价体系中，提高了实习教

师与中学地理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达到优化人才

培养模式，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中学地理储备

教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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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of Geographical Practice in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University 
and Middle School under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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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ral Se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urriculum Standard (2017) Edition》emphasizes that 

students should have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of geography subject,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geography 

practical ability. And it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f geography practical teach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for teachers.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ing skills, especially practical skill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local university needs to meet the needs of geography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As a teaching practice base of university, the middle school should renew its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geography. In local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guidance 

teachers should pass on  experience to practice teachers and geography teachers in middle school, and encourage 

them to use the high quality practical resources of local university, so as to carry out geographical practical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valuation is added to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which improve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y of practice teachers and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achers, and achieves the goal of optimiz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cultivating excellent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reserve teach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geographic practical ability; evalu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pass  o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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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产学研的实践教学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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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德州学院为例，基于新工科，以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产学研”合作实践教学状况探究”

为主题，对 8 个工科专业师生进行了调研. 调研结果表明：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人才“产学研”合作实践教学意义重

大，是企业所需；教师授课认真负责，但实践技能较差，应增强教师实践技能；学生不具备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应有的

综合素质，应注重专业实践创新、协作能力的培养；实验设备不足，实习缺少针对性；应校企合作，改革实践教学模

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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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调研背景

德州学院作为地方本科院校，基于“新工科”

教育，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突破口，进行办学

思路转型，确立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人才的职责使命. 

为此，德州学院各工科专业，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的

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 

本课题组以地方高校工科专业“产学研”合作

实践教学状况探究为主题，以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人

为目标，对德州学院工科专业以问卷调查进行了调

研. 然后对调查结果加以分析总结，并得出结论. 这

可为改革、制定和完善工科专业创新性应用型人才

培养实践教学模式，提供具有实际意义的理论应用

指导. 

1.2    调研对象、方法

调研对象为德州学院 8 个工科专业的教师、学

生，这 8 个专业包括纺织工程、交通运输、制药工

程、化学工程、热能工程、服装工程、生物工程及

机械制造工程. 调研方法：编制了《“新工科”地方

高校工科专业“产学研”合作实践教学状况调查问

卷》（教师问卷、学生问卷），问卷调查样本采取随

机抽样法，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并以不记名的

形式对师生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发放教师卷 280 份，学生卷 700 份，老师

问卷全部收回，学生回收 678 份. 

调查对象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1.3    调研内容

调研内容包括：教师调研结果与分析和学生调

研结果与分析. 

教师调研结果与分析：教师调研方面包括“产

学研”合作实践教学方面、教师教学过程方面、目

前人才培养方面、师资力量方面、目前工科专业教

学质量存在的问题方面、“产学研”合作实践教学状

况方面及教师调研结果分析和总结等. 

学生调研结果与分析：学生对目前专业课程设

置的评价、学习内容的调研结果与分析、对学习目

标的调研结果与分析、按重要性选择所学专业学生

应具备哪些专业方面素养调研结果与分析、对专业

教学及培养人才实践教学课程设置建议调研方面及

学生调研结果总结等. 

1.4    调研过程

首先，基于“新工科”教育，以培养创新性应用

表1   调查对象统计表

    专业

对象

制药
工程
(份)

化学
工程
(份)

生物
工程
(份)

服装
工程
(份)

热能
工程
(份)

机械
制造
(份)

纺织
工程
(份)

交通
运输
(份)

抽样
总数
(份)

有效
问卷
比例
(％)

教师
学生

35
85

35
85

30
85

25
95

50
80

50
95

25
95

30
80

280
700

100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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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才为目标，查阅相关资料，借鉴其它高校经

验，编制《“新工科”地方高校工科专业“产学研”

合作实践教学状况调查问卷》（教师问卷、学生问

卷）→其次，对 8 个工科专业师生随机抽查，进行

问卷调查→然后，对调查数据结果归纳、分析、总

结→最终，得出结论. 

2  教师调研结果与分析

2.1    教师调研方面

1．“产学研”合作实践教学调研方面结果统计

如下：

（1）“产学研”合作实践教学人才培养必要性

调查方面：90％  的教师认为非常必要，是企业所

需，并认为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关键作用；

（2）“产学研”合作实践教学所培养人才应具

备的素质和能力调查方面：96％ 的教师认为应注

重吃苦耐劳、实践技能，职业道德素养、创新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 

（3）与企业合作方面：100％ 的教师认为“产

学研”合作实践教学须得与企业合作；100％ 的教

师认为制约与企业合作的瓶颈是校方的重视程度不

够，合作机制不完善；

2.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方面、学生喜欢的授

课方式、学习态度、兴趣及对学生评价注重方面的

调研结果与分析

（1）教师教学注重方面：80％ 的教师注重多

让学生参与，培养知识技能、开阔学生视野，解决

实际问题、素质教育、整合课程体系，符合学生实

际；10％ 教师注重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10％ 的注

重知识传授；

（2）学生的学习态度方面：85％ 的教师选择

较认真；5％ 的教师选择认真积极；4％ 的教师选

择一般；6％ 的教师选择不重视；

（3）学生喜欢怎样的学习方式方面：80％ 的

教师选择实验或实践、合作互助、模拟项目；20％

的选择市场调研分析和辩论；

（4）对学生评价应注重哪些方面：96％ 教师

选择能力与素质；4％ 的选择专业知识；

（5）学生参加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的参与度

调查结果：93％ 的教师选择非常有兴趣，5％ 教师

选择比较有兴趣；2％ 的教师选择兴趣一般；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方面、学生喜欢的授课方式、学

习态度、兴趣及对学生评价注重方面的调研结果表

明：专业教师在授课中注重拓展知识，开阔视野，

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积极，不认真，对课堂所受专业

课知识不重视，但对实践或实验及动手能力强和实

践技能强的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参与度较高，这表

明普通的理论授课方式需要改革，应强调理论和实

践并重，边实践边学习，增强动手能力，提高解决

问题能力的授课方式. 

3. 从对人才培养方面的调查发现：97％ 的教师

认为培养的学生质量较低，不符合企业和社会的需

求；93％ 的教师认为工科专业应培养具有良好的

综合素质、实际工作能力或实践能力、合作精神及

创新能力强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而目前毕业生不

具备这些素质和能力或这些能力和素质欠缺. 

扭转此局面必须得改革和完善实践教学模式. 

4. 师资力量方面，从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任

课老师的整体情况公正评价结果得知：94％ 的教师

认为学术水平较高、知识结构、敬业精神、教书育

人、教学方法较好，而教学质量一般，原因是实践

技能较差；同时，有 98％ 的教师希望到企业锻炼和

培养自己的实践技能. 

5.目前工科专业教学质量存在的问题方面调研

数据显示：95％ 的教师认为教学实践时间不足、

教师实践技能差、教学管理有问题、实验、实习经

费不足；5％ 的教师认为因材施教不够、忽视个性

培养、缺乏实验科研设备

6. “产学研”合作实践教学状况方面调查结果

与分析

（1）对自己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实践教学模

式是否了解及怎样理解的调查结果显示：90％ 的

教师对自己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实践教学模式非常

了解；10％ 的教师选择比较了解. 

普遍认为实践课程课时数少、实践项目少，效

果不好、实践内容和方法简单、与企业合作力度不

够，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素质. 

（2）在了解自己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基础上，

教师对工科专业培养人才实践教学模式的制定调研

数据显示：100％ 的教师认为需由校内专职教师、校

外专家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参与制定实践教学模式，并

认为应符合和利于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

2.2    教师调研结果分析

由调研结果表明：老师普遍认为：自己专业的

基础课程设置较合理；学生喜欢边实践边学习，增

强动手能力，提高解决问题能力的授课方式；应注

重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教师学术水平、知识结

王 静，等：基于 产学研的实践教学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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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敬业精神、教书育人、教学方法、教学质量较

好，但有待进一步提高，教师实践技能差，工程技

术能力差. 

学生综合素质、知识结构、创新能力较差；实

验、实习经费不足、缺乏实验科研设备、实习针对

性不强等. 

以上数据和分析表明：工科专业教学中实践课

程内容，实践项目，实践课时要增加，加强与企业

的合作力度，以迎合市场、社会及企业对卓越现场

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 

3  学生调研结果与分析

3.1    学生对目前专业课程设置的评价

1. 对目前所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是否满意的调查

数据，如图1所示. 

图1   学生对课程设置的满意度

由图1看出：3％ 的学生选择非常满意、40％

的学生选择比较满意、57％ 的学生选择一般满意. 

2.对所学专业课程不满意原因调查数据见图2. 

  图2  学生对课程不满意情况调查

由图2发现：35％ 的学生选择课程中内容的重

复性过高；55％ 的学生选择教与学方式过于单一、

实践性课程薄弱、专业技能课程欠重视；10％ 的学

生选择任课教师素质不高. 

3.2    学习内容的调研结果与分析
表2   对学习内容的调研结果统计表

教师授课
应该注重
学生哪方

面素质

理论水平 实践能力 两者兼有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40 6 80 12 550 82

应侧重的
学习内容

课程理论内容 课程实践内容 两者兼有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54 8 94 14 522 78

表2示意了学习内容的调研结果，它表明：

（1）教师授课应该注重提高学生哪方面的素

质调查结果：6％ 的学生选择理论水平的提高、

12％ 的学生选择专业知识的表达及实践能力的训

练、82％ 的学生选择两者兼有. 

（2）应侧重的学习内容调查结果：8％ 的学

生选择课程理论内容、14％ 的学生选择课程实践

内容、78％ 的学生选择两者兼有. 

3.3    对学习目标的调研结果与分析

由图3得知：

图3  学生学习目标情况统计

（1）在通过学习想要达到的目标的调查中，

10％ 的学生选择成为企业技术或研究人员、36％

的学生选择继续攻读本专业硕博士学位、40％ 的学

生选择从事相关专业销售及其他人员、14％ 的学生

选择其它. 

（2）在通过本专业课程的学习，能否达到上

述目标的调查中，33％ 的学生选择能达到、57％ 

的学生选择达到部分目的、10％ 的学生选择达不到. 

3.4    按重要性选择所学专业学生应具备的专业方面

         的素养调研结果与分析

该项调查统计结果见表3. 

表3可知：计算机应用能力重要性方面：3％ 不

重要、3％ 一般重要、67％ 重要、27％ 非常重要. 

在工艺设计能力重要性的调查中，3％ 的学生

选择很不重要、2％ 的学生选择一般重要、51％ 

的学生选择重要、44％ 的学生选择非常重要. 

在专业实践能力重要性的调查中，3％ 的学生

 表3  所学专业学生应具备能力调查结果统计表

所学专业学生

应具备能力
不重要 一般 重要

计算机应用能力

英语水平

专业工艺设计能力

专业实践能力

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

业务管理与项目策划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

交流与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创新能力

3

5

3

3

7

3

6

3

2

1

3

2

2

3

3

3

3

6

3

2

67

22

51

12

24

36

24

22

3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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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很不重要、3％ 的学生选择一般重要、13％ 

的学生选择重要；82％ 的学生选择非常重要. 

在组织协调能力重要性的调查中：6％ 的学生

选择不重要、3％ 的学生选择一般重要、24％ 的

学生选择重要、67％ 的学生选择非常重要. 

在交流与沟通能重要性的调查中，3％ 的学生

选择不重要、6％ 的学生选择一般重要、22％ 的

学生选重要、69％ 的学生选择非常重要. 

在团队协作能力重要性的调查中，2％ 的学生

选择不重要、3％ 的学生选择一般重要、36％ 的

学生选择重要、55％ 的学生选择非常重要. 

在创新能力重要性的调查中，1％ 的学生选择

很不重要、2％ 的学生选择一般重要、26％ 的学

生选择重要、71％ 的学生选择非常重要. 

3.5   对专业教学及培养人才实践教学课程设置的建议

        调研方面

该项调查结果表明：100％ 的学生认为应增加

实践教学时间、增加实践项目及多与企业合作. 

3.6   学生调研结果总结

以上数据表明：82％ 的学生认为教师授课，

应该强调学生注意理论水平的提高和专业知识的表

达及实践能力的训练；78％ 的学生认为课程理论

内容和实践课程内容是影响学习效果最大的因素；

40％ 的学生对本专业的课程设置较满意、57％ 的

则一般满意. 

调查结果还表明：计算机应用能力、英语水

平、工艺设计能力、专业实践能力、信息获取与处

理能力、业务管理与项目策划能力、组织协调能

力、交流与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

都具有重要和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专业实践能

力更为重要. 

4  总结

以基于新工科地方高校工科专业“产学研”

合作实践教学状况探究为主题，对德州学院工科专

业学生、教师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结果和分析认

为：教师教学方法良好，敬业精神可嘉，但缺乏应

有的实践技能、毕业生综合能力差. 

不具备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应具有的实践、工程

技术能力及素质；应在注重提高学生专业理论水平

的基础上，更注重实践技能、互相协作意识及创新

能力的培养；应由内外专家及企业高级工程师共同

参与、制定和完善实践教学模式，并加强高校与企

业的合作力度，从而利于创新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以上观点为工科专业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实

践教学模式的改革、制定和完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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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Practice Teaching Based on  Industry
-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WANG Jing , WANG Bi-qiao, MA Hong-cai , YANG Nan

（School of Textile and Clothing，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aking De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new engineering majors, aiming at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applied talents, and tak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practice teaching situation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s the them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eight  engineering 

maj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ich is required by enterprises. Teachers teach seriously and responsibly while their practical skills are poor 

an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tudents do not have som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and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ability training. The 

laboratories lack experimental equipment and the practice lack pertinence, which requires the cooperation of school 

and enterprise, reforming of practice teaching mod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Key words: practical teaching;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4.2   实习总结与作品展览  

实习指导教师在系统评定学生综合实习成绩的

基础上，召开学生座谈会，开展学生对综合实习的

满意度调查，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

础上完成综合实习总结；选取优秀的实习作品进行

专题展览，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创造浓

郁的专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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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Practice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XUE Yu-jian，ZHANG Nai-qin，LIU Li-yun，GAO Fang-sheng

（School of  Ecology, Resources and Evironment,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China）

Abstract: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ndergraduate practical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borrow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relatively mature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had been preliminarily formed through careful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of 

relevant links, and good teaching results had been achieved.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practic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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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基础》课程分析及教学方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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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气工程基础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对后续专业课的学习起着前导作用. 

通过对该课程内容特点的分析，引入对课程基本概念的靶向讲述、比较讲述以及观察电力设备模型和电力系统模型

等教学方式和方法，使学生精准理解这些基本概念；通过综合采用板书等传统教学手段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充分利用

电力系统自动化综合实验设备和电力系统虚拟仿真、案例教学方式，可以较大程度地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积极

性，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

关键词：内容分析; 教学方式; 虚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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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气工程基础课程（以下简称本课程）是电气

大类专业也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专业核心基

础课程，在该专业课程体系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1]. 该门课程与后续专业课程密切相关，本课程学的

好坏，直接会影响到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质量和效

果. 但由于本课程的概念和原理性的内容较多，其

中的大部分概念和系统原理都是同学们没有接触过

的，所以如何对该课程的内容做一个全面的准确的

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该课程的教学方式教学方

法进行研究探讨，从而为教好本课程以及是学生学

好本课程以及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就显得很有必要.

2  本课程的内容及特点

本课程的内容包括：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输

变电系统、电力系统负荷的计算、电力网的稳态计

算、电力系统的短路电流的计算、电气主接线的设

计与电气设备的选择、现代电力系统的运行、电力

系统的继电保护、二次系统、电力系统的过电压、

防雷保护电力系统的绝缘配合、现代电力系统的管

理等. 本课程的这些内容，凸显了本课程的特点就

是：①涉及面很宽很广，几乎涵盖了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专业课程的所有内容；②包含的基本概念非

常多，如电压等级、电力系统的接地方式、短路、

过电压、一次系统二次系统、继电保护、防雷保护

等. 而且这些概念中有一部分还包括若干子概念，

如电能的质量指标包括电压质量指标、频率、波形

指标，电压质量指标中又包含供电电压偏差、电压

允许波动和闪变、三相供电电压允许不平衡度，

波形质量指标中又包含谐波电压限值、谐波电流允

许值等等；③许多概念比较抽象，不好理解，如高

压断路器的额定开断电流、额定关合电流等；④涉

及到的定理系统的原理部分较多，如电力网的潮流

计算、电力系统的短路电流的计算、继电保护原理

等，原理部分内容也较为抽象也不好理解；⑤本课

程内容工程应用性很强.

3  本课程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内容的
简析

3.1    基本概念间的关系分析

本课程的基本概念甚多，各概念之间既有纵向

间的关系，例如短路电流与高压断路器的额定开断

电流的概念，短路电流是指系统中某一点短路时，

由电源对该短路点提供的电流，是一个比较大的概

念，高压断路器的额定开断电流描述的是当系统发

生短路时，它能开断的通过其短路电流的大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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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短路电流全电流的有效值有关系，但也和断路器

本身的性能结构参数有关系；又有横向间的关系，

例如供电电压偏差、电压允许波动与闪变、三相

电压的允许不平衡度这三个概念，他们的共同点之

处都是衡量电压质量的指标，都是用限值或允许值

来限制对电力系统或电力设备正常运行的影响，

区别是：①定义上的区别：电压偏差是指供配电系

统在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实际的运行电压对系统的

标称电压偏差的相对值（用百分数表示）；电压波

动是指电压均方根值上相邻两个极限值电压（最大

值和最小值）之差对系统标称电压的相对值（百分

数），电压闪变是指由于电压波动的影响而使灯光

照度不稳定造成的视觉感受；三相电压的不平衡度

是指电力系统中三相电压的不平衡程度，②产生这

些现象或数值变化的起因不同：产生电压偏差的原

因是由于系统中无功功率的不平衡；电压波动和闪

变是由于波动的负荷如炼钢电弧炉等在生产或运行

过程中引起的电压快速变动；系统的三相电压不平

衡是由于系统的三相负荷不平衡或电力系统元件参

数不对称引起的[2].

3.2    基础课程原理性内容与专业课程原理内容的差

         异比较

虽然本课程的原理内容和后续的专业课程有一

部分是重复的和叠加的，但它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

的. 例如本课程的电力网的潮流计算，侧重讨论的

是用解析法对电力网的潮流功率进行计算，而在电

力系统分析课程中，则较全面的介绍了简单地和复

杂的电力网的潮流计算，既有解析法的内容，也有

计算机法的内容；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部分，本

课程该部分内容只是强调了输电线路的电流保护部

分，简单介绍了线路的其它保护原理的概念，而在

电力系统保护原理的这门课程中，则详细地介绍了

输电线路的各种保护原理、变压器的保护、发电机

的保护、母线的保护原理. 其它的原理部分，诸如

此类.

4  本课程的教学方式的探讨

4.1    基本概念靶向讲述方法的运用

所谓靶向讲述，即对基本概念的讲解一定要

准确、清楚，不能含糊其辞、一带而过. 这些基本

概念对于学生理解电力系统的组成、原理、分析计

算，电气主接线设计和电气设备选择等至关重要，

但在本课程的内容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去全部解释

清楚，由于课程学时数又有限制，所以作为老师在

讲解这些概念时，既要说清它们的定义，还要详细

说明它们的出处，对这些概念的准确理解，可以使

学生在学习相关章节内容时非常有帮助. 同时要鼓

励引导学生去查阅相关的国家规范标准、手册、参

考文献，使其养成一个良好的查阅资料的习惯，为

将来从事设计工作打基础.

4.2    比较方法的运用

在前面的内容中分析了前后的概念之间、同一

电气设备的的不同参数的概念之间存在的差异，如

果不认真分析区别，很容易混淆，所以对概念或参

数的讲述，还应该采用比较的方法. 例如高压断路

器的参数，关于电流的参数就有额定电流、额定开

断电流、额定关合电流、热稳定电流；它们的定义

不同，描述的角度不同，这里就需要去比较一下它

们的不同之处：额定电流注重的是断路器长期工作

时的承受能力，额定开断电流注重的是断路器开断

短路时短路电流的能力，额定关合电流注重的是断

路器在合闸时短路故障还没有排除时的所承受短路

电流的能力，热稳定电流关注的是断路器本身的能

够承受的短路电流在其持续时间内产生的热效应问

题. 通过对此类概念的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加深

对它们的理解记忆和应用.

4.3    设备模型的引入

因为学生都没有去实地考察过、接触过，当然

也就对电气设备大部分没有详细的直观的了解，所

以可以通过单个的电气设备模型、电力一次系统的

模型，让学生了解一下主要电气设备的基本结构和

工作原理，以及系统的组成和工作过程，这样可以

使学生对本课程首先有一个感性的认知，带着对系

统的印象再去讲述课程内容，则会大大提高学生学

习本课程的兴趣.

4.4    板书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相互配合

本课程有的内容比较繁杂，例如电力网的潮流

计算、短路电流的分析计算，对这部分内容可以采

用板书的方式进行[3]，虽然节奏慢一些，但可以使

学生看得更清楚、听的更明白，理解的也相对更深

刻；再例如输变电系统和配电系统这部分内容，相

对来说难度较小，可以采用多媒体的方式进行，这

种方式更为直观，节奏也可以更快一点.

4.5    实践教学环节、案例教学方式的充分利用

本课程的应用型特点较为突出，在教学过程

中，实践教学和案例教学方式的充分利用很有必要.

实践教学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做：一是充分利

用学校已有的电力系统自动化综合实验室、电力虚

拟仿真实验室的硬件和软件的优势，除了验证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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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外，还可以再开发设计型实验、创新型实验项目
[4]，这对学生理解并掌握电力网的潮流计算、电力

系统的短路电流的分析计算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二是可以联系本地的发电厂、变电站等，带领学生

去实地考察，请工程技术人员介绍电力系统的运行

过程和电气设备的运行情况，将课程内容与实际情

况有机的结合起来. 案例教学方式就是将电力系统

中和本课程内容有关的故障、运行或设计案例，穿

插到教学环节当中去，结合案例讲解课程内容. 通

过这两种方式，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本课程理论知

识的主观能动性和动手能力，又可以使学生对本课

程的学习有较强的方向感、目标感，从而可以进一

步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通 过 对 电 气 工 程 及 自 动 化 专 业 近 三 届 约

二百四十个同学对本课程的学习情况和考核的结果

进行调查分析，对上述教学方法的运用和实施，非

常满意占 45.6％，满意占 54.4％；课程考核情况：

及格率平均  98.7％，平均成绩 78 分以上，教学效

果较为明显.

5  结束语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和重要的专业

基础课程，也是学生将来从事电气工程工作的很重

要的启蒙知识课程. 通过充分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

式，使学生了解了该门课程的特点，掌握了其基本

概念分析、基本原理分析的方法和规律，既可以在

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也可以

使学生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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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se basic concepts. Through the mutual cooperation of blackboard wri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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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城市近30年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

王莹莹1，陈玉福2，曹 智2

（1. 洛阳市社会科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 2.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中国平原农区的空心村问题及一些地区开展的农村土地整治工程都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产生显著的影

响.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能够反映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调整提供依据. 以山东省禹城市为

例选取 1990 年、2000 年和 2015 年 3 期土地利用数据，在ArcGIS10.2和Fragstats4.2软件的支持下，利用景观格局指

数分析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力. 结果发现：1990-2015 年间禹城市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不断增大，耕

地面积不断减小，农村居民点用地先增大后减小；各斑块类型在 1990-2000 年变化幅度较小，主要表现为城镇用地

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占用耕地，2000-2015 年变化幅度大，突出表现在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增大，耕地、林地、农

村居民点用地和未利用地减小；景观破碎化程度加深，空间分布更加均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管理

政策的调控是该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关键词：土地利用；景观格局；驱动力；禹城市

中图分类号：F301；TU984.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0）06-0082-06

收稿日期：2020-09-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371186）.

作者简介：王莹莹（1990-），女，河南洛阳人，硕士，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研究.

1  引言

土地为人类提供了作物种植的基本条件和进行

其他生产活动的空间，是人类维持基本生存和保持

长久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

展，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和城镇化、工业化的持续

推进，人类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人类需求的无

限性和土地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 不

仅如此，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造成的土壤污染、沙

化、侵蚀等土地生态问题也越发严重. 人地关系紧

张，土地资源问题严峻，直接制约着人类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1]，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自然成为

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的重要研究内容和核心

领域[2-4].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取得

了长足进展. 从研究内容上看，有土地利用变化特

征和空间格局的分析[5-6]，有对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

力的分析[7-8]，也有通过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规律揭

示流域内人类活动程度的研究[9]，及土地利用变化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的研究[10]. 从研究尺度上看，有

从 1976 年到 2010 年较长时间跨度流域范围的土地

利用变化研究[9]，也有从 2000 年新世纪以来到 2018 

年近期地级市范围内植被覆盖动态变化与预测的研

究[11]，以及 1990-2018 年县域范围土地利用变化对

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的研究[12]. 从研究区的自然地

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来看，有以南部发达地区大城市

为对象的研究[11]，也有以流域、绿洲和自然保护区

为对象的研究[6,7,9,13]. 总体来看，以人口稠密、经济

欠发达的传统平原农区为对象开展土地利用变化的

研究还比较少，而此类区域在近二三十年的发展中

由于土地利用的多功能和价值被长期忽视[14]，造成

的土地利用问题往往比较复杂严重，因此有必要对

此类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和驱动力进行分析，以发

现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改进建议，为区

域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山东省禹城市地处黄淮海平原农区，耕地资源

集中，农业人口多，城镇化水平低，是典型的传统

农区. 从土地利用来看，该市耕地资源非农占用，城

镇工业用地粗放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大、布

局分散等问题十分突出[15]. 本研究以禹城市为研究

区，基于 1990 年、2000 年和 2015 年 3 期土地利用

数据，在ArcGIS10.2和Fragstats4.2软件的支持下，



第 6 期 83

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

以发现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和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

的解决思路和办法，为土地整治和土地利用调整提

供参考.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禹城市是山东省德州市的一个县级市，地处山

东省西北部，总面积约 990 km2，四季分明，干湿

季节明显，光照充足，年平均降水量 556 mm，降水

多集中在夏季，适宜作物生长，农作物以玉米、小

麦、棉花和蔬菜为主，无天然森林和草原. 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粮食产量高于德

州市平均水平. 总体而言，禹城市农业人口多，城镇

化率低，耕地面积大，人均粮食产量高，属于传统平

原农区.

本文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

据中心的全国 1:10 万土地利用数据库，包括 1990

年、2000 年和 2015 年 3 期土地利用数据.

2.2   研究方法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傅伯杰等人将景

观生态学研究方法引入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16]，

近年来基于土地利用图，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

技术，采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研究土地利用问题成

为研究热点[17-18]. 景观指数浓缩了区域土地利用景

观格局信息，能够反映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和空间配

置等方面的特征[17,19]. 因此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法成

为众多景观格局分析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应用

最为广泛[20-21]. 景观指数的选择应根据研究内容和

研究目的需要来确定[22,23]. 本文根据景观指数的内

涵和特点，同时参照其他相关研究[16-24]，从类型层

次上选取斑块面积、斑块所占景观面积的比例和平

均斑块大小，从景观层次上选取斑块数目、斑块密

度、香农多样性指数、香农均匀度指数和蔓延度指

数来反映禹城市景观格局特征，各指数的英文缩写

和内涵如表1所示.

指 数 英文缩写 内 涵

斑块面积 CA 某一类型斑块所有斑块面积之和

斑块所占景观
面积的比例

PLAND 某一类型斑块的总面积占整个景观面积的比例

平均斑块大小 MPS 某一类型斑块的平均面积，可反映景观中各类型斑块的聚集或破碎化程度

斑块数目 NP 景观中斑块的总数

斑块密度 PD 每平方千米的斑块数

香农多样性指数 SHDI
SHDI=0表明整个景观仅由一个拼块组成；SHDI增大，说明拼块类型增加或各拼块类型在景观中

呈均衡化趋势分布.

香农均匀度指数 SHEI
描述景观中各类的均匀分配程度.SHEI=0表明景观仅由一种拼块组成，无多样性；SHEI=1表明各拼块

类型均匀分布，有最大多样性.

蔓延度指数 CONTAG
描述景观里不同斑块类型的团聚程度或延展趋势. 一般来说，蔓延度越低表明景观是具有多种要素

的密集格局，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较高

表1   景观格局指数及内涵

将3期土地利用图导入Fragsta ts4.2软件中并

选取上述景观指数进行计算即可得到禹城市 1990

年、2000 年和 2015 年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值.

根据土地利用分类国家标准、禹城市土地利用

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分析的需要，将禹城市景观类

型分为：耕地（包括水田和旱地）、林地（指其他林

地）、草地（高覆盖草地、中覆盖草地和低覆盖草

地）、水域（包括河渠和水库坑塘）、城镇用地（指

建成区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其他建设用地（指

零散分布的独立工矿）和未利用地（沙地和盐碱

地）.

3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3.1   景观类型层次上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将运算得出的结果按照上述景观分类进行整理

得到禹城市 1990 年、2000 年和 2015 年各景观类

型的斑块面积、斑块所占景观面积的比例和平均

斑块大小值（表2）.

王莹莹，等：禹城市近30年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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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2 可 知 ，禹 城 市 景 观 类 型 以 耕 地 为 主 ，

2015 年耕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之和占禹城市

总面积的 92.4％，其中耕地面积占 82.7％，农村居

民点用地占 9.7％ .  其次是城镇用地，占总面积的 

4.9％，其他建设用地仅占 0.6％，这种景观格局体

现了禹城市传统农区的特点.

从时间变化维度看，1990-2000 年禹城市各景

观类型变化不大，仅耕地、水域、城镇用地和农

村居民点用地有所变化，其中耕地面积减少 404 

hm2，水域、城镇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别增加 

75 hm2、309 hm2、20 hm2，城镇扩张占用耕地面积

最大，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也占用了部分耕地，整

体来看，建设用地扩张蚕食了耕地. 2000-2015 年

各景观类型变化较大，变化最大的要数城镇用地，

其占景观面积的比例增加 3.5 个百分点，面积是 

2000 年的 3.5 倍，其他建设用地增加 510 hm2，

面积是 2000 年的 7.7 倍，农村居民点用地大幅度

减少，由 2000 年的 12355 hm2减少到 2015 年的 

9698 hm2，耕地占景观面积的比例减少 0.8 个百分

点，林地和未利用地全部被占用，草地面积增加，

水域面积减少. 该阶段禹城市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

较快.

总体来看（表2、图1），耕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

是禹城市的优势景观类型；25 年来禹城市城镇用

地和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增长且平均斑块面

积增大，用地呈扩张趋势；耕地面积不断减小，平

均斑块面积先减小后增大；农村居民点用地先增大

后减小，但平均斑块面积趋于减小，用地趋向细碎

化；水域和草地的用地面积虽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

较小，林地和未利用地在近 15 年来被占用和开发

利用.

（a）2015年各斑块类型占景观面积的比例图

（b）25年各景观类型面积变化图

图1  禹城市土地利用景观要素特征及变化图

3.2   景观总体格局变化分析

通过景观指数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的变化，不仅

能分析数量上的变化，还包括空间分布上的变化[25]. 

本文采用斑块密度、斑块个数、香农多样性指数、

香农均匀度指数和蔓延度指数从景观层次上分析禹

城市 1990-2015 年景观格局变化，各指数值如表3

所示.

表2    禹城市 1990-2015 年各景观类型特征表

景观类型

1990年 2000年 2015年

斑块面积
（hm2 )

斑块所占景观
面积的比例(％)

平均斑块
大小( hm2 )

斑块面积
（hm2 )

斑块所占景观
面积的比例(％)

平均斑块
大小( hm2 )

斑块面积
（hm2 )

斑块所占景观
面积的比例(％)

平均斑块
大小( hm2 )

耕地 82892 83.9 5252.4 82488 83.5 5227.1 81723 82.7 5524.6

林地 8 0.0 8.0 8 0.0 8.0 0 0.0 0.0

草地 99 0.1 19.8 99 0.1 19.8 142 0.1 35.5

水域 1904 1.9 70.5 1979 2.0 70.7 1922 1.9 101.2

城镇用地 1105 1.1 1105.0 1414 1.4 1414.0 4929 4.9 2464.5

农村居民点用地 12335 12.3 16.3 12355 12.3 16.4 9698 9.7 11.8

其他建设用地 76 0.1 15.2 76 0.1 15.2 586 0.6 21.7

未利用地 581 0.6 48.4 581 0.6 48.4 0 0.0 0.0

表3  禹城市 1990-2015 年景观层次上各指数变化表

年份
斑块数目

（个）
斑块密度

（个/km2）
香农多样

性指数
香农均匀

度指数
蔓延度

指数

1990 823 0.83 0.60 0.23 85.82

2000 822 0.83 0.61 0.24 85.48

2015 891 0.90 0.69 0.33 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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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看出，禹城市所有用地类型的斑块总数

由 1990 年的 823 个增加到 2015 年的 891 个，斑块

密度由 0.83 个/km2增加到 0.90 个/km2，禹城市景观

破碎化程度加深. 斑块类型减少而香农多样性指数

不断增大说明在整个区域内各斑块类型呈均衡化趋

势分布. 香农均匀度指数由 1990 年的 0.23 增加到 

2015 年的 0.33，说明景观中各斑块在空间分布上更

加均匀，但均匀度指数仍然较小，表明耕地仍然是

景观中的优势斑块类型.蔓延度指数不断减小，但整

体仍较大（趋于 100），说明景观中的优势斑块类型

耕地的连通度极高且在空间上形成了良好的连接性.

总体来看，1990-2000 年禹城市景观格局较稳

定，2000-2015 年变化较大. 景观破碎化程度加深；

区域内各斑块类型在面积上和空间分布上更加均

匀；耕地是禹城市的优势景观类型且连通性较好，

但优势度逐渐减弱.

4  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分析

景观格局变化的分析侧重于现象描述，探究其

变化原因和机制，能够揭示背后的变化机理，有助

于深刻了解景观格局的形成[17,26]. 引起景观格局变

化的原因称为驱动因子，驱动因子可以分为自然和

人文两大类[16,27]，时间尺度不同，各类因子的重要

性也不同[16]，在较短的时间内，人文因子起主导作

用[28]. 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和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尺

度，本文从人文因子的角度分析禹城市景观格局变

化的驱动力.

4.1   经济社会发展

在经济社会发展早期，由于二三产业发展所需

的各种资源要素相对缺乏且主要集聚在城市地区，

因此广大农村地区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绝大部

分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此时耕地面积较大. 随着

社会的发展进步，各种资源要素日渐丰富并开始

扩散，城镇化与工业化得以不断推进，城市面积扩

大，农村地区在“资源溢出”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条

件下二三产业比重也逐步增大，其他建设用地面

积增加，耕地非农占用增多，面积减小. 对禹城市

而言，2000-2015 年禹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第二产

业产值由 2000 年的 16.33 亿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115.25 亿元，与此同时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面

积大幅度增长，城镇建设用地呈现“冒进式”增长

状态，而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然要占用其他用

类类型，导致耕地和林地面积减少. 此外，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人民收入增加，部分有能力和资本

的人选择向城镇聚居，城镇面积扩大.

4.2   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是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原因[29]，人口

增长加大了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动

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大. 1990-2000 年禹城市人口增

长 2.48 万人，同时城镇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 

329 hm2，建设用地增加不可避免地要占用部分耕

地，10 年间禹城市耕地面积减少 404 hm2. 另外，人

口增长导致人类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会增加，促进

对土地的开发利用，2015 年禹城市人口达到 51.35

万人，增大的人口压力加快了未利用地的开发. 在人

口增长，不断开发利用土地时，各类型斑块的数量

和空间分布也会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而改变，斑块

密度增大，土地利用破碎化，景观均匀度增大.

4.3   政策因素

在政府的干预下，政策因素对土地利用的变化

往往产生重要影响，土地管理政策的不同是景观格

局时空变化的直接原因，并且能在短期内引起土地

利用的重大调整[7]. 2000-2015 年禹城市乡村人口增

加约 1.5 万人，在无其他约束的条件下，人口增加

带来居住用地需求的增长，加之农村地区住房“建

新不拆旧”，必然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增大. 但在

此期间内禹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反而减少了 2657 

hm2，主要原因在于政策约束. 2008 年国务院关于

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中明确强

调，严格执行农村一户一宅政策，控制农民超用地

标准建房，坚决防止产生超面积占用宅基地和新的

一户多宅现象. 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禹城市近年

来开展了一系列空心村及土地整治运动，农村退宅

还田、合村并居等制度有效的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

地的扩大，自然村缩并、异地迁移、旧村改造、农

村居民点社区化等整治方式减小了农村居民点用

地，人均用地面积由 2008 年的 280 m2减少到 2015

年的 220 m2. 政策调控使用地类型的转换和土地利

用方式的改变受到了约束，从而也影响了区域景观

格局.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990-2015 年禹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发生了

较大变化，具体表现在：

（1）从类型层次上看，耕地面积不断减小，

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大. 1990-2000

年变化不大，主要是城镇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增

王莹莹，等：禹城市近30年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



86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加占用了耕地. 2000-2015 年各斑块类型变化幅度

较大，其中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增长显著，林

地和未利用地被全部占用，耕地和水域面积减少，

草地增加.

（2）从景观层次上看，斑块数目增多，斑块

密度增大，景观破碎化程度加深. 香农多样性指数

和香农均匀度指数增大，景观中各斑块类型呈现均

衡化布局，空间分布更加均匀. 蔓延度指数不断减

小，耕地是景观中的优势斑块类型，其优势度不断

减弱.

研究时段内引起禹城市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因

子主要是人文因子. 其中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城镇

化和工业化速率的加快是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

增加的主要原因. 人口增长对居住和服务的需求增

加是城镇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未利用地减

少的主要原因. 政策因素则是抑制景观自然发展变

化，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的主要原因.

5.2   讨论

禹城市是国家粮食生产先进县，日益减少的耕

地威胁着区域和国家粮食安全，且不符合国家耕地

保护的政策. 耕地平均斑块大小减小、破碎化程度

加深，不利于生态效益的发挥. 城镇化、工业化是社

会发展的表现，但城市用地粗放，“冒进式”发展会

引起资源浪费，其他建设用地增加有利于农民收入

提高，但布局散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农村居民点

用地规划缺失、管理缺位易导致“空心村”现象，随

之带来的土地资源浪费、人居环境退化、耕地非农

占用阻碍农村发展，不利于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

发展.

禹城市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注意土地利用的调整

和规划，控制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其他建设用

地的利用效率，集聚发展，节约用地. 要切实保护耕

地，限制耕地非农占用，同时增大耕地斑块面积，

提高户均耕地经营规模.

本文利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通过景观指数分析

了禹城市 1990-2015 年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和

驱动力，发现了禹城市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改进建议. 研究可为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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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Pattern Changes of Yucheng City in the past 30 Years

WANG Ying-ying1, CHEN Yu-fu2, CAO Zhi2

（1.Luoy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Luoyang  471000, China;  

2.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Hollow Village in Plain Area of China and the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countr

yside in some areas both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landscape pattern. The change of landscape pattern 

can reflect the problems in land use,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land us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data of land use in 1990, 2000 and 2015, the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landscape pattern and its driving force in Yucheng city under the support of ArcGIS 

10.2 and Fragstats 4.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rban land and other construction land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during 1990-2015, and the farmland decreased,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The change range of each patch type was smaller in 1990-2000 and larger in 2000-

2015; In 1990-2000, it is mainly for urban land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occupation of arable land, and in 

2000-2015, it is mainly for urban land and other construction land increased, arable land, forest l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unused land decreased; The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deepen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more uniform;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management policies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of land use change in Yucheng city.

Key words: land use; landscape pattern; driving force; Yuche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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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德州市及岔河流域的自然地理概况；介绍了半翅目昆虫调查与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对采自德

州岔河流域的半翅目昆虫标本进行了系统分类鉴定；描述了半翅目昆虫的形态和生物学特征；描述了半翅目异翅亚

目三科 16 种常见昆虫的标本信息、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和国内分布信息. 为德州昆虫资源系统调查研究、害虫综合

防治及动物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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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德州岔河是德州市德城区的主要河流之一，

属于海河水系漳卫新河流域，在德州境内全长 31.1 

km. 德州岔河历史悠久，形成了独特的河流景观；

生态区位重要，其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直接影响着

德州市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也是德城区重要

的防洪灌溉通道. 岔河距离高校近，物种多样性丰

富，适宜开展昆虫资源调查研究及指导大学生进行

野外实习. 通过野外实践，使学生掌握昆虫标本采

集和制作方法[1]，了解昆虫纲重要目的主要特征，认

识常见的代表性种类及重要的经济昆虫，为教学研

究和普及科技知识服务[2]. 2012 年到 2020 年，作者

对德州及岔河流域半翅目昆虫进行了系统的标本采

集、资源调查和生物学研究，积累了一万余头标本. 

通过整理相关标本及文献资料，对半翅目昆虫的系

统分类、形态特征及生物学特性等有了进一步认识. 

此项研究为德州昆虫资源系统调查、维持昆虫种类

多样性、害虫综合防治及动物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

等相关研究打下了基础. 昆虫多样性可以监测环境

质量水平，因此认识、保护和利用好岔河昆虫资源

具有极为重要的资源意义和环境意义[3].

半翅目（Hemiptera）俗名为“蝽”，也称异翅

目；全世界约有 38000 种，以热带、亚热带种类最

为丰富，遍及世界各大动物地理区. 目前中国记录种

类有 3100 多种.

半翅目昆虫体型多数为中型及中小型，身体多

为椭圆形或六角形，上下扁平，背面通常较为平坦. 

口器为刺吸式，以植物或动物的体内汁液为食；以

植物体内汁液为食的多为害虫；以其他昆虫体内

汁液为食的，绝大部分是害虫的“天敌”；而专门吸

食人类血液的则是重要的卫生害虫. 许多种类有臭

腺，危急时刻可释放出恶臭气味，迷惑敌人. 触角多

数为丝状，一般为 4～5 节，少数类群节数较少. 单

眼通常一对，位于复眼稍后方，少数种类无单眼；

复眼发达，突出于头部两侧. 前胸背板大，通常呈六

角形，有的呈长颈状，两侧突出成角状. 中胸小盾片

发达，通常呈三角形，有时极度扩大，可将整个腹部

盖住. 前翅在静止时覆盖在身体背面，基半部骨化，

端半部膜质，为半鞘翅；后翅藏于前翅之下，膜质，

翅脉变化很大.

2  实验内容及方法

在德州岔河流域，对分布的半翅目昆虫进行系

统采集、标本制作和生物学观察. 并对标本进行了



第 6 期 89

系统的分类鉴定和初步统计.

2.1   实验材料

本研究所用的标本材料是半翅目异翅亚目的三

科 16 种 1073 头；采集于 2012 年至 2020 年，山东

德州岔河流域；现保存于德州学院昆虫研究所标本

室.

2.2   实验方法

本项调查研究采用传统的形态学分类研究方

法[4]，包括标本的采集、制作、保存、分类鉴定及

初步统计.

3  实验结果

作者使用传统的形态学方法进行物种的分类

鉴定，大致分为以下三个科：蝽科、猎蝽科、长

蝽科，16 种，总计 1073 头. 其中，蝽科标本数量为 

460 头，约占总数量 42.87％；猎蝽科标本数量为

52 头，约占总数量 4.85％；长蝽科标本数量为 561

头，约占总数量 52.28％. 具体统计结果见表1，表

2，图1，图2.

图1  科级阶元标本数量及所占比例

图2   种级阶元标本数量示意图

根据图表中数据进行分析，2012 到 2020 年，

在德州岔河流域，关于半翅目昆虫的分布，从科级

阶元来看; 长蝽科所占比例最大，蝽科次之，猎蝽科

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从种级阶元来看：红脊长蝽标

本数量为 540 头，所占比例最大，为 50.33％；菜蝽

次之，标本数量为 227 头，所占比例为 21.16％；

小皱蝽标本数量为 128 头，所占比例为 11.93％；

斑须蝽标本数量为 56 头，所占比例为 5.22％；锥盾

菱猎蝽标本数量为 37 头，所占比例为 3.45％；横

带红长蝽标本数量为 21 头，所占比例为 1.96％；

珀蝽标本数量为 14 头，所占比例为 1.30％；尖

头麦蝽和褐菱猎蝽标本数量均为 13 头，所占比

例为 1.21％；横纹菜蝽标本数量为 9 头，所占比

例为 0.84％；麻皮蝽标本数量为 8 头，所占比例

为 0.75％；茶翅蝽标本数量为 3 头，所占比例为

0.28％；弯刺黑蝽、赤条蝽、二色赤猎蝽、大纹猎

蝽标本数量均为 1，所占比例均为  0.09％.

表2  种级阶元标本数量及所占比例

科 种类 数量(头) 比例(％)

蝽科

珀蝽 14 1.30

弯刺黑蝽 1 0.09

斑须蝽 56 5.22

茶翅蝽 3 0.28

赤条蝽 1 0.09

麻皮蝽 8 0.75

菜蝽 227 21.16

横纹菜蝽 9 0.84

小皱蝽 128 11.93

尖头麦蝽 13 1.21

猎蝽科

锥盾菱猎蝽 37 3.45

褐菱猎蝽 13 1.21

二色赤猎蝽 1 0.09

大蚊猎蝽 1 0.09

长蝽科
红脊长蝽 540 50.33

横带红长蝽 21 1.96

总计 1073 100

表1   科级阶元标本数量及所占比例

科 蝽科 猎蝽科 长蝽科 总计

数量 (头) 460 52 561 1073

比例(％) 42.87 4.85 52.28 100

孙永岭，等：德州岔河半翅目昆虫资源初步调查与生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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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一下半翅目异翅亚目三个科 16 种昆

虫的标本信息、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及国内分布.

3.1   蝽科Pentatomidae

此次调查研究中，所采集到的蝽科标本总计 

460 头，涉及珀蝽、弯刺黑蝽、斑须蝽、茶翅蝽、

赤 条 蝽 、 麻 皮 蝽 、 菜 蝽 、 横 纹 菜 蝽 、 小 皱 蝽 、

尖头麦蝽十种半翅目昆虫，蝽科标本约占总数量

42.87％. 而蝽科中：珀蝽占蝽科总数量的 0.30％；

弯刺黑蝽及赤条蝽均约占蝽科总数量的 0.22％；斑

须蝽约占蝽科总数量的 12.17％；茶翅蝽约占蝽科总

数量的 0.65％；麻皮蝽约占蝽科总数量的 1.74％；

菜蝽约占蝽科总数量的 49.35％；横纹菜蝽约占

蝽科总数量的 1.96％；小皱蝽约占蝽科总数量的

27.83％；尖头麦蝽约占蝽科总数量的 2.83％.

1）珀蝽Plautia fimbriata (Fabricius)

标本信息：1 头，2013-VIII-21，孙永岭采；3

头，2014-X-中旬，孙永岭采；1 头，2016-VIII-29，

孙颖慧，孙永岭，刘晓采；1 头，2017-VIII-31，孙

颖慧，孙永岭采；1 头，2017-IX-30，孙颖慧，孙永

岭采；1 头，2018-VII-下旬，孙颖慧，孙永岭采；

1 头，2019-VIII-1-2，孙颖慧，孙永岭采；3头，

2019-VIII-20-21，孙颖慧，孙永岭采；2 头，2019-

VIII-26，孙永岭，孙颖慧采.

形态特征：体型似卵圆形，有明显光泽. 体长

一般 8.5～11.5 mm，宽 5.5～6.5 mm. 身体密被黑色

或与体同色的细点刻. 头部、前胸背板、小盾片及

足均为鲜绿色. 复眼棕黑，单眼棕红. 前翅革片暗红

色，刻点组成不规则的斑.

生活习性：成虫过冬，主要栖居在枯草和林木

茂盛的地方，翌年 4 月陆续出蛰，5~6 月是产卵期. 

成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 南方每年发生三代.

国内分布：山东、北京、江苏、福建、河南、

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江西等.

2）弯刺黑蝽Scotinophara horvathin Distant，

1883

标本信息：1 头，2018-VII-下旬，孙颖慧，孙

永岭采.

形态特征：成虫雌虫 9～10 mm，雄虫体长 8～9 

mm. 体壁上着生细毛，密布黑点刻. 前胸背板、小盾

片及前翅的爪片、革片均为暗黄色. 后足胫节中部

黄褐色，身体其余部分黑色. 雄虫有一对向后伸出的

突起，而雌虫腹末钝圆.

生活习性：1 年可繁殖 1～2 代，怕光喜湿，成

虫、若虫常躲在玉米叶片的下面；若虫及成虫都能

于松土中越冬.

国内分布：山东、四川、陕西、湖北、湖南、

贵州等地.

3）斑须蝽Dolycoris baccarum (Linn.)

标本信息：2 头，2018-VI，孙颖慧，孙永岭

采；5 头，2018-VIII-下旬，孙颖慧，孙永岭采；

37 头，2018-IX-上旬，孙颖慧，孙永岭采；12 头，

2019-III-IV，孙颖慧，孙永岭采.

形态特征：成虫椭圆形，黄褐或紫色. 成虫体长

8.0～13.5 mm，宽约 6.0 mm. 体密被黑色小刻点和白

色绒毛. 喙细长；触角黑白相间. 小盾片黄白色，近

三角形；前翅革片红褐色；足黄褐色.

生活习性：每年繁殖 1～3 代，以成虫形态于隐

秘处越冬. 若虫和成虫有恶臭气味. 主要以作物汁液

为食.

国内分布：山东、黑龙江、内蒙古、宁夏、河

南、陕西、安徽、江苏、江西、湖南、福建等.

4）茶翅蝽Halyomorpha halys (Stal)

标本信息：3 头，2018-X-下旬，孙颖慧，孙永

岭采.

形态特征：成虫为茶褐色，体扁平近似椭圆形. 

成虫体长 12.0～16.0 mm，宽为 6.5～9.0 mm. 前胸背

板前缘具有 4 个黄褐色小斑点. 小盾片基部有 5 个

淡黄色斑点，其两侧斑点明显. 前胸背板、小盾片及

前翅革质部均带有黑色刻点. 个体体色差异较大，

茶褐色、淡褐色，或灰褐色略带红色[5].

生活习性：在华北地区一年繁殖 1~2 代，南方

地区一年繁殖 5~6 代，以成虫于屋檐下或果园中等

处越冬.

国内分布：华北（山东）、西北和东北地区等.

5）赤条蝽Graphosoma rubrolineata (Westwood)

标本信息：1 头，2018-V-29，孙永岭，王惠，

金旭冉采.

形态特征：成虫体红褐色，长椭圆形，黑色条纹

纵观全身. 成虫体长一般为 10.0～12.0 mm，宽约 7.0 

mm. 前胸背板较宽大，近似菱形. 小盾片宽大，略成

盾状. 足黑色，具黄褐色斑纹. 若虫及成虫有发达的

臭腺.

生 活 习 性 ：中 国 各 地 均 有 分 布 ，一 年 繁 殖  1 

代，以成虫形态越冬. 若虫及成虫具臭腺，遇敌可释

放臭气.

国内分布：华北（山东）、东北、西北、华东、

华南及西南等地区.

6）麻皮蝽Erthesina fullo (Thunberg，1783)

标本信息：2 头，2018-VII-下旬，孙颖慧，

孙永岭采；2 头，2018-IX-26-30，孙颖慧，孙永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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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1 头，2019-IX-17，孙永岭采；2 头，2019-IX-

20，孙颖慧，孙永岭采；1 头，2020-IV-20，孙永岭

采.

形 态 特 征 ：成 虫 体 黑 褐 色 .  成 虫 体 长 一 般

20.0～25.0 mm，宽 10.0～11.5 mm. 通体密布细碎不

规则黄斑及黑色刻点. 头部狭长，触角 5 节. 前胸背

板前缘及前侧缘具黄色窄边. 胸部腹板黄白色，密

布黑色刻点.

生活习性：北方 1 年繁殖 1 代，南方繁殖 2

代，均以成虫形态越冬. 次春寄主萌芽后开始出蛰，

秋末陆续越冬. 具假死性，被惊扰时会射出臭液.

国内分布：山东、内蒙古、辽宁、河北、山

西、陕西、江苏、江西、浙江、贵州、四川、海

南、云南、广西和广东等地.

7）菜蝽Eurydema dominulus (Scopoli，1763)

标本信息：219 头，2020-III-IV，孙永岭采；

2 头，2019-VI-13-15，孙颖慧，孙永岭采；2 头，

2020-IV-22，孙永岭采；4 头，2019-IV，孙颖慧，

孙永岭采.

形态特征：成虫体近似椭圆形，有黑色斑纹，

体橙黄或橙红. 成虫体长一般 6.0～9.0 mm. 头部黑

色，侧缘橙红或橙色. 前胸背板上有 6 个大黑斑，

略成两排. 小盾片近端部有两个较小黑斑，两侧各

一个，基部有 1 个三角形大黑斑. 翅革片具橙红或

橙黄色曲纹，在翅外缘形成  2 黑斑. 足黑、黄相间.

生活习性：长江中下游地区 1 年繁殖 2～3 代，

以成虫形态越冬.

国内分布：山东、吉林、河北、云南、四川、

宁夏等地.

8）横纹菜蝽Eurydema gebleri Kolenati，1836

标本信息：5 头，2019-VI-13-15，孙颖慧，孙

永岭采；4 头，2019-IV，孙颖慧，孙永岭采.

形态特征：成虫体近椭圆形，红或黄色；密布

刻点，具黑斑. 体长 6.0～9.0 mm，宽 3.5～5.0 mm. 头

部似蓝黑色，边缘红黄色，侧缘上卷. 单眼红色，复

眼黑色，复眼前方有 1 处红黄色斑. 喙及触角黑色. 

前胸背板上具大黑斑 6 个.  小盾片蓝黑色.

生活习性：卵常产于植物的茎或叶上，较为整

齐. 一般在 6～7 月间盛发，直至秋末. 若虫和成虫主

要以蔬菜汁液为食.

国内分布：山东、吉林、贵州、河北、甘肃、

江苏、安徽、陕西、黑龙江、湖北、内蒙古、四

川、云南、辽宁、新疆、西藏.

9）小皱蝽Cyclopelta parva Distant，1990

标本信息：128 头，2018-IX-XI，孙颖慧，孙永

岭采.

形态特征：成虫通体黑褐色，似卵圆形，无光

泽. 成虫体长 12.0～15.0 mm，体宽 6.0～10.0 mm. 头

小，触角黑色. 前胸背板后半部及小盾片上，有很多

横向细皱纹；小盾片略呈三角形. 腿节下方有刺. 雄

虫生殖节腹面完整，略微鼓起，后缘圆弧状；雌虫

生殖节腹面稍凹陷，纵裂，后缘内凹深.

生活习性：每年繁殖 1 代，以成虫形态聚集越冬.

国内分布：山东，福建，浙江，江苏，湖南，湖

北，广东，云南，四川等地.

10）尖头麦蝽Aelia sibirica Reuter，1884

标本信息：2 头，2018-VI-下旬，孙颖慧，孙

永岭采；4 头，2018-VII-上旬，孙颖慧，孙永岭采；

6 头，2018-VII-中旬，孙颖慧，孙永岭采；1头，

2018-VIII-上旬，孙颖慧，孙永岭采.

形态特征：成虫黄色或淡黄褐色，似菱形，密

布黑色刻点. 体长 8.0～10.0 mm，宽 3.5～5.0 mm.

生活习性：年繁殖一代，以若虫及成虫形态越

冬.  有臭腺，遇敌可释放臭液.

国内分布：山东，中国北方各省区.

3.2   猎蝽科Reduviidae

此次调查研究中，所采集到的猎蝽科标本总计 

52 头，涉及锥盾菱猎蝽、褐菱猎蝽、二色赤猎蝽、

大蚊猎蝽四种半翅目昆虫，猎蝽科标本约占总数量

4.85％ .  而猎蝽科中：锥盾菱猎蝽约占猎蝽科总数

量的 71.15％；褐菱猎蝽占猎蝽科总数量的 25％；

二 色 赤 猎 蝽 及 大 蚊 猎 蝽 均 约 占 猎 蝽 科 总 数 量 的 

1.92％.

1）锥盾菱猎蝽Isyndus reticulatus Stal，1868

标本信息：1 头，2018-VI-下旬，孙颖慧，孙永

岭采；14 头，2018-VII-中旬，孙颖慧，孙永岭采；

14 头，2018-VII-下旬，孙颖慧，孙永岭采；5 头， 

2018-X-下旬，孙颖慧，孙永岭采；1 头，2018-XI-

23，孙颖慧，孙永岭采；1 头，2020-III-25，孙永岭

采；1 头，2020-IV-26，孙永岭采.

形态特征：成虫棕褐色，具有暗桔橙色斑环，

被淡色长毛及浓密平伏短毛. 眼黑色，触角第 1 节 

2 个宽环. 小盾片中部呈锥状凸出. 腹面各足腿节

端半部 2 个环斑，胫节基部和端部均为桔橙色.

生活习性：1 年繁殖 2 代，通常以 5 龄若虫于

11 月下旬开始越冬，翌年 3 月下旬出蛰. 在形态上

分为卵、1 龄若虫、2 龄若虫、3 龄若虫、4 龄若虫、

5  龄若虫、成虫 7 种.

国内分布：山东、广西、福建、广东、云南等.

2）褐菱猎蝽Isyndus obscurus Dallas

孙永岭，等：德州岔河半翅目昆虫资源初步调查与生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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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信息：1 头，2018-VI-上中旬，孙颖慧，

孙永岭采；2 头，2018-IX-25，孙颖慧，孙永岭采；8 

头，2018-X-中旬，孙颖慧，孙永岭采；2 头，2018-

X-下旬，孙颖慧，孙永岭采.

形态特征：成虫体棕褐色，密被淡黄色绒毛. 

成虫体长一般 22.0～25.0 mm. 触角黑褐色. 头背

面、前胸背板前叶、前翅爪片和膜片及腹部侧缘均

为黑褐色. 腹部背面红色. 小盾片中部向上突起. 雄

虫前翅超过腹部末端，雌虫前翅仅达腹部末端.

生活习性：几乎遍布中国，在各地区均是一年

繁殖一代，且成虫阶段越冬.

国内分布：山东、吉林、辽宁、北京、河北、

河南、陕西、安徽、湖北、浙江、江苏、江西、四

川、贵州、福建、广西、广东、海南、云南、西藏.

3）二色赤猎蝽Haematoloecha nigrorufa（Stal，

1887）

标本信息：1 头，2018-秋，孙颖慧采.

形态特征：体红色；体长 12.0～14.0 mm. 触角

黑色，具长毛. 前胸背板中央具十字形沟纹；前翅

革质部红色，膜质部黑色；小盾片周围黑色，隆起

部红色. 腹部呈黑红相间横带.

生活习性：南方、北方均有分布，每年繁殖 1

代，以成虫越冬. 主要寄生于棉铃虫、棉蚜等棉花害

虫，属于益虫.

国内分布：山东、北京、浙江、四川、江西、

福建、江苏、辽宁、甘肃.

4）大蚊猎蝽Myiophanes tipulina Reuter，1881

标本信息：1 头，2019-V-20-25，王惠，金旭冉

采.

形态特征：体淡黄褐色，被细长毛. 体长 16.0 

mm左右. 前胸背板中部强烈收缩，后叶两侧宽纵带

浅色. 前足基节中部环、腿节顶端及中部 2 个淡色

环均为淡黄色. 前足腿节腹面具 2 列刺及刚毛. 雄虫

腹部末端生殖节呈半圆形，后缘中央形成长刺突.

生活习性：体重非常轻，能够在蜘蛛网上行走. 

寄生于棉盲蝽、烟青虫、棉叶蝉、棉铃虫等棉花害

虫，属于益虫.

国内分布：山东、上海、河北、西藏、山西等.

3.3   长蝽科Lygaeidae

此次调查研究中，所采集到的长蝽科标本总计

561 头，涉及红脊长蝽、横带红长蝽两种半翅目昆

虫，长蝽科标本约占总数量 52.28％. 而长蝽科中：

红脊长蝽约占长蝽科总数量的 96.26％；横带红长

蝽约占长蝽科总数量的 3.74％.

1）红脊长蝽Tropidothorax elegans Distant

标本信息：540 头，2018-V-2019-VIII，孙颖

慧，孙永岭采.

形态特征：体红色，被有金黄色短毛，带有黑

色大斑. 体长一般 10.0 mm. 头黑色，光滑，无刻点；

触角黑色. 前胸背板梯形，呈红色；小盾片黑色，纵

脊明显. 前翅革片红色，中部具不规则的大黑斑，膜

片黑色，超过腹端. 足黑色.

生活习性：南方、北方均每年繁殖 2 代，以成

虫形态群集过冬.

国内分布：山东、北京、天津、江苏、河南、

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和台湾.

2）横带红长蝽Lygaeus equestris (Linnaeus, 

1758)

标本信息：21 头，2020-III，孙永岭采.

形态特征：成虫体朱红色；体长 12.5～14.0 mm，

宽 4.0～4.5 mm. 头三角形，前端、后缘、下方及复

眼内侧均为黑色；喙黑色. 前胸背板梯形，朱红色，

前缘黑色，后缘常有一个双驼峰形黑纹. 小盾片三角

形，黑色，两侧稍凹. 前翅革片朱红色. 足及胸部下

方黑色，跗节 3 节. 腹部背面朱红，下方各节前缘有

2 个黑斑.

生活习性：每年发生 1～2 代，以成虫在土中群

集越冬.

国内分布：山东、陕西、吉林、内蒙古、黑龙

江、河北、辽宁、山西、宁夏.

4  总 结

德州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生态区位也

尤为重要，物种丰富度较高. 德州岔河地域半翅目

昆虫资源丰富，适宜开展半翅目昆虫资源调查研

究. 本文对 2012-2020 年德州岔河流域采集到的

半翅目昆虫进行系统的分类鉴定和初步统计，并

简要介绍了所涉及到的 3 科 16 种半翅目昆虫的标

本信息、生活习性、形态特征以及国内分布等相

关信息. 调查结果显示，德州岔河的优势科为蝽科

Pentatomidae及长蝽科Lygaeidae，猎蝽科Reduviidae

次 之 ；优 势 种 为 红 脊 长 蝽 、菜 蝽 、小 皱 蝽 ，斑 须

蝽、锥盾菱猎蝽次之. 关于半翅目昆虫的科系分布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5  展 望

德州岔河，生态区位重要，蕴含着丰富的半翅

目昆虫资源. 本项研究在昆虫资源系统调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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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Dezhou city and Chahe River. In this paper,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hemiptera insects are described. The morp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miptera were described. The hemiptera insects were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d and 

identified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specimen preparation of the hemiptera insects in Chahe River, Dezhou. 

The information of collecting site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living habits, domestic distribution areas and 

common host of 16 common insects of three families of hemiptera, heteroptera were described, which provided 

basic data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resources system of insects,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of 

pests, and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animal resources in De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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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种类多样性、害虫综合防治及动物资源保护与

持续利用等相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已有的半翅

目昆虫资源调查研究基础上，将进一步扩大区域范

围开展半翅目昆虫资源的调查研究，力争克服地域

的局限性，更加深入了解半翅目昆虫的奥秘，为半

翅目昆虫的资源系统调查、维持昆虫种类多样性、

害虫综合防治及半翅目昆虫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

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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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年来城市化与水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基于定量耦合模型，根据德州市

2008-2017 年的统计数据，构建城市化与水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二者间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1）

2008-2017 年德州市城市化与水资源环境的耦合度介于 0.4791-0.9992 之间，整体呈上升趋势；（2）从耦合度类型来

看，2008 年属拮抗阶段，2009-2010 年属磨合阶段，自 2011 年始达到高水平耦合；（3）耦合协调度在 2008-2012 年

数值较低，2012 年后保持在 0.7 以上，2008-2010 年属重度失调阶段，2011 年属基本协调，2012 年后均属良好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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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国

内外研究的热点[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由 

1978 年的 17.9％ 增长到 2018 年的 58.59％，城市

化水平不断攀升.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结

构的优化，极大提高了城乡居民福祉，成为国民经

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5]. 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增

加了对水资源的消耗，水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影响

着城市化健康协调发展[6]. 水环境是生态环境保护的

关键一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核心领域

和关键因素[7]. 随着城市用水需求增加、水质污染等

问题突出，水资源难以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近年来德

州市城市化建设发展迅速，水资源环境面临威胁，

特别是城市供水压力大，污染防治不到位. 近年来国

内外学者进行了系列研究，王建春[8]等通过构建评

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济南市城市化与水环境安全耦合

协调度. 徐祥功[9]等构建了黄河三角洲地区城市化与

水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发现水环境污染防治措

施发挥作用明显，使水环境维持良好状态. Xavier,L.

R.C.C.[10] 等通过研究巴西伯南布哥卡皮巴里河沿岸

的城市，发现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改变了淡水生态

系统，并可能会对水生植物群落产生影响. 本文基于

德州市城市化发展及水环境质量建立耦合模型，研

究其内在规律，分析和判断二者协调发展关系. 

2   研究区概况

德州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黄河下游北侧，东

经 115°45′-117°36′、北纬 36°24′25″-38°0′32″之

间，面积约为 10356 km2. 地理位置优越，距首都北

京仅 320 km，北隔漳卫新河与河北省沧州市为邻；

西以卫运河为界与河北省衡水市毗连；西南与聊城

市相接；南隔黄河与济南市相望；东临滨州市. 受

季风影响，气候四季分明、大陆性特征显著. 全市

年平均日照时数 2592 小时，年平均气温 12.9℃，

年平均降水量为 547.5 mm. 德州市为黄河冲积平

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平原之中起伏不平，岗、

坡、洼相间分布. 

德州之“德”源于“德水”. 德水为古黄河别名，

秦更河名曰“德水”，汉置安德县，隋改“安德”为

“德州”. 德州现辖德城区、陵城区、宁津县、庆云

县、临邑县、齐河县、平原县、夏津县、武城县、乐

陵市、禹城市等 2 区 7 县 2（县级）市. 是“中国太

阳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城市发展多元化. 交通便利，地处京沪、德石铁路

交汇点，京沪（福）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德

石高速公路和京杭运河穿越辖区，104、308、205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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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本区过境，是全国交通运输主枢纽城市. 

图1   德州市

3   水环境和城市化协调发展评价方法

3.1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城市化与水环境之间存在着耦合、互动的关

系，本文参考已有研究 [11-13]，结合德州市实际情

况，建立城市化与水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优选

指标，遵循可比性、整体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和

完备性等原则[14]，最终确定 14 项指标（表1）. 数

据来自于德州市各年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发展公

报、水资源公报等. 
表1   评价指标体系

3.2   标准化处理

为了减少数据量纲、变异程度和数值大小对结

果的影响，对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并基于标准化

后的数据进行分析. 文采用min-max标准化处理[15]. 

正向指标变换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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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指标变换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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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Xij 是指标数值；Xij′是Xij 的标准化值；

maxXj 和minXj 分别是数据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标准

化处理后的数值在 0 至 1 . 

3.3   权重及指数的确定

由于各指标权重不同，本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

确定各项指标权重（表1）. 采用线性加权法得到城

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与水资源综合水平指数[16]. 其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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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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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x a x i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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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 ) , 1, 2,3, ,
n

i i
j

g y b y j n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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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x)为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g(x)为水资

源综合水平指数；T为城市化和水资源的评价指

数；α和β是待定系数(本文取α=β=0.5)；ai，bj 是所

选取的指标权重；xi，yj 为各指标值的标准化数值. 

3.4   耦合类型及协调发展度判断

城市化与水环境耦合模型可衡量二者的耦合水

平，耦合协调度的判断表达了协调发展程度. 公式

为[16-17]：

                       
2

( ) ( ) 6
k k

k

f x g yC
T

= （）                       （6）

                           7D C T= × （）                           （7）

式中：C为耦合度，取值 0 到 1，C值越大越协

调；k为调节系数，取k=2. D为协调发展度，D越大，

协调度则越高. 

如表2，依据耦合度C值，对城市化与水环境耦

合类型从无序到良性共振耦合共划分为 6 个阶段；

考虑耦合协调度D值，将城市化系统与水环境协调

发展划分为 6 个阶段[17].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城市化

发展水平

人口城市化
非农业人口比重 0.1875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 0.0625

经济城市化
地区生产总值 0.2083

第三产业比重 0.0417

空间城市化

建成区总面积 0.083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0833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0.0833

社会城市化
职工平均工资 0.1875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625

水环境

发展水平

水资源水平
水资源总量 0.2667

供水总量 0.0666

水资源压力

废水排放总量 0.1111

人均生活用水量 0.1111

污水排放量 0.1111

水资源治理

排水管道长度 0.0667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0.0667

污水处理量 0.2000

刘 义，等：德州市城市化与水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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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城市化与水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类型的判别

4   城市化与水环境现状分析

4.1   德州市城市化发展

1）人口城市化. 人口城市化表现在农村人口

向城市地区迁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 通

过非农业人口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能够反

映一定的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 如图2所示，2008-

2017 年，德州市户籍人口不断增长，由 564.2 万人

增长到 595.4 万人；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变化存在

阶段性，以 2015 年为界，2015 年之前保持稳定状

态，保持在 30％ 左右；2015 年比重明显增加，

2015-2017 年比重维持在 40％ 左右，2017 年达到 

43.06％，为最高水平；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由 115.4 

万增长到 131.8 万，平均每年增长 1.82 万人；第三

产业从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重由 30.0％ 增长到 

33.3％，2011 年之前保持在 30％ 左右，2011 年实

现较大增加达到 32.2％，此后比重逐年增加. 

图2   人口城市化

2）经济城市化. 经济城市化是随着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人类生活需求的提高，人类经济活动不

断向城市集中、经济发展结构不断非农业化的过

程. 地区生产总值与第三产业比重可以衡量经济城

市化的水平. 如图3，2008-2017 年德州市经济实力

得到较快发展，地区生产总值逐年增长，由 1307.7 

亿元增长到 3140.2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203.6 亿

元；人均生产总值由 23822 元增长到 54197 元，翻

了一番多；第三产业比重逐年增长，由 30.8％ 增

长到 42.4％，其中 2013 年增幅最快. 

图3   经济城市化

3）空间城市化. 城市发展所衍生产生的农村、

郊区等区域土地、环境、空间等向城市变化是空间

城市化的表现. 空间城市化主要体现在建成区面

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及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等方面. 

如图4所示，2008-2017 年德州市城市建设快速发

展，建成区面积由 46.1 km2增长到 154.4 km2，平均

每年增长 12 km2；城市宜居性不断提高，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由 18.9 m2增长到 21.5 m2；人均道路面积

由 17.8 万m2 增长到 28.1 万m2. 

图4   空间城市化

4）社会城市化. 人民生活水平包括收入水平、

富裕程度等方面与城市化进程的匹配程度体现社会

城市化的质量. 如图5，2008-2017 年德州市城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4545 元增至 24640 元，表明

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职工平均工资逐年增长，

由 18588 元增长至 58912 元，平均每年增加 4480.4 

元，职工收入水平得到提高. 

耦合度C 耦合类型 协调发展度D 协调等级

C=0 无序发展阶段 0.0<D≤0.3 严重失调阶段

 0.0<C≤0.3 低水平耦合阶段 0.3<D≤0.5 重度失调阶段

0.3<C≤0.5 拮抗阶段 0.5<D≤0.6 轻度失调阶段

 0.5<C≤0.8 磨合阶段 0.6<D≤0.7 基本协调阶段

0.8<C<1.0 高水平耦合阶段 0.7<D≤0.8 良好协调阶段

 C=1.0 良性共振耦合 0.8<D≤1.0 优质协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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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社会城市化

4.2   德州市水资源环境发展

1）水资源水平. 德州市境内主要河流有马颊

河、徒骇河、德惠新河、漳卫新河、南运河，水资

源总量空间分布不均. 如图6所示，2008-2017 年，

德州市水资源总量先增后减，在 7.11-29.42 亿立方

米内起伏变化，变化情况趋近于“凸”字的上半部

分，2013 年水资源总量最多；供水总量有减少的趋

势，在 18.13-21.57 亿立方米内起伏变化，起伏程度

相对较小. 

图6    水资源水平

2）水资源压力. 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水平的提

升，对水的需求剧增，又因人为原因导致水污染严

重，德州市水资源供需矛盾明显. 大量生产生活污

水无序进入河流，造成严重污染. 需要采取措施应

对，德城区沟盘河水库，水源引自黄河水，引黄过程

中采取保护措施. 2017 年沟盘河水库四库区各监测

项目年均值符合Ⅲ类标准. 由于河流大多数属于季

节性河流，枯水期、平水期缺水，对废水稀释净化

作用较弱；丰水期上游河道中的废水被冲到下游，

加重了下游水体污染. 2008-2017 年，德州市废水排

放量波浪式变化，变化形似斜“N”字，2010 年排放

量最多，达到 30198 万吨，2011 年最低，为 20869 

万吨；污水排放量有所增加，由 3593 万吨增长到 

11122 万吨；人均生活用水量有减少的趋势，变化

形似拉长的“W”，变化区间在 78.9 升至 140.28 升. 

图7   水资源压力

3）水资源治理. 2017 年，德州市主要河流水质

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 主要污染物是

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 境内水

系均达到地表水V类标准，总体为轻度污染，五条主

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基本能够达到功能区目标. 德

州市饮用水源地沟盘河水库四库区，2017 年水质状

况持续良好，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III类标准. 2008-

2017 年，德州市排水管道长度逐年增长，由 758 公

里增长至 1319 公里，平均每年增长 62.3 公里；城

市污水处理量呈增加趋势，图中低谷为 2013、2016 

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逐年增长，由 732.89 亿元增

长至 2641.01 亿元. 水资源的治理需要对面源污染

进行把控，德州市是农业大市，大量的农药、化肥易

富集于土壤中，污染水体；农村禽畜养殖业、水产

养殖业的发展，产生大量动物排泄物，污染地表水. 

图8    水资源治理

5   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德州市城市化、水资源相关统计数

据，经标准化处理、耦合模型计算，得到城市化、

水环境的综合水平指数、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

并依据耦合度等级划分、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划分

德州市城市化与水环境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表

3）. 

刘 义，等：德州市城市化与水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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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德州市城市化和水环境耦合结果表

图9   城市化与水环境耦合计算结果

5.1   德州市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分析

结果表明，2008-2017 年德州市城市化综合水

平指数逐年增长且增长较快，由 2008 年的 0.0852

增到 2017 年的 0.7302，13 年间增长了约 7.57 倍. 

2012 年指数为 0.5126 超过 0.5，城市化开始较高水

平发展. 相邻年份之间增速相近，2012 年及以前增

速较快，增速在 50％ 至 60％ 左右，其中 2012 年

增速最大，约 64.77％，2012 年之后增速放缓，

2016、2017 年水平超过 0.7，但 2017 年指数低于

2016 年水平. 该结果表明，德州市在过去 10 年

中，城市化进程取得较快发展，人口、经济、社

会、空间城市化均有进步，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

高，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结构、城乡格局

等方面均得以优化. 从城市化综合水平视角来看，

德州市城市发展前景较好，可推动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圈以及建设鲁西北城市群. 

5.2   德州市水环境综合水平指数分析

结果表明，2008-2017 年德州市水环境综合水

平指数的增长具有波动性，形似拉长的斜“N”，数

值波动范围在 0.2977-0.6576 之间. 2012-2015 年水

环境综合水平有所下降，2015 年后开始回升，这反

映了水环境综合水平的极不稳定性，不仅受自然条

件限制，还受人为因素影响. 该结果表明城市水环境

亟待优化与稳定，需提高城市污水处理水平；加大

水环境修复力度；增强工农用水及生活用水供水能

力. 水环境并不是随着城市化发展同步变化，而是有

可能会因城市化发展而变差，正确认识水环境的特

殊性，提高水资源的水平，减轻水资源压力，加强水

资源治理. 

5.3   德州市城市化与水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结果表明，2008-2017 年德州市城市化与水

环境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增长趋势. 耦合度

数值方面，2009 年实现高速增加，增速约 40％，

由 2008 年的 0.4791 增至 0.6662；2010-2012 年保

持增速在 10％ 左右，2012 年以后增速放缓，均小于

10％；2012-2017 年耦合度数值保持高水平，数值

均在 0.9 以上，只有 2015 年出现负增长，降低了约

8％，由 0.9992 降至 0.9159. 2009 年二者的耦合出

现较高增速，说明城市化与水资源出现了较好的互

动，且互动持续增加，在 2014 年达到耦合度最高，

2015 年出现回落，此后再度增加. 反映出过去十年

德州市城市化在发展的同时，基本上带动了水资源

的良性发展. 从耦合度类型来看，由于耦合度数值在

0.4791-0.9992，存在拮抗、磨合与高水平耦合三种

阶段. 2008 年属拮抗阶段，2009-2010 年属磨合阶

段，2011-2017 年属高水平耦合，表明经过多年发

展，自 2011 年开始，德州市城市化与水环境的耦合

不断提高，已经达到高水平耦合. 且耦合类型是向高

发展，并未出现逆向现象. 

耦合协调度同样增长较快，协调度数值方面，

2008-2012 年数值低，增速较快，每年均在 20％ 

以上，2012 年以后保持在 0.7 的较高数值以上，

增速放缓，且也在 2015 年出现下凹值. 说明德州

市城市化与水资源的协调度由较低值快速增长，

至 2012 年二者保持较高的协调度. 耦合协调度数值

在 0.3029-0.7909，存在重度失调、基本协调、良好

协调三种类型. 2008-2010 年属重度失调阶段，2011 

年属基本协调，2012-2017 年属良好协调. 表明德州

市城市化与水环境的协调发展进程较为健康. 城市

化与水环境经由重度失调、基本协调逐步过渡到良

好协调，2011 年后处于高水平的协调发展. 水环境

已经成为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城市化也成为水环境

健康发展的契机与动力. 

年份
城市化综合
水平指数

水环境综合
水平指数

耦合度
C

耦合度
等级

协调度
D

协调
程度

2008 0.0852 0.2977 0.4791 拮抗阶段 0.3029 重度失调

2009 0.1317 0.3293 0.6662 磨合阶段 0.3919 重度失调

2010 0.1945 0.4215 0.7470 磨合阶段 0.4797 重度失调

2011 0.3111 0.5787 0.8273 高水平耦合 0.6067 基本协调

2012 0.5126 0.6576 0.9695 高水平耦合 0.7532 良好协调

2013 0.5735 0.6385 0.9943 高水平耦合 0.7762 良好协调

2014 0.6501 0.6247 0.9992 高水平耦合 0.7980 良好协调

2015 0.6807 0.4469 0.9159 高水平耦合 0.7186 良好协调

2016 0.7428 0.5325 0.9464 高水平耦合 0.7768 良好协调

2017 0.7302 0.5634 0.9670 高水平耦合 0.7909 良好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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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论

基于定量耦合模型，统计德州市 2008-2017 年

的城市化与水环境数据，构建城市化与水环境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对二者间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 结

果表明：

（1）2008-2017 年德州市城市化综合水平指

数逐年增长且增长较快，2012 年城市化开始较高水

平发展，2016、2017 年水平超过 0.7，人口、经济、

社会、空间城市化均有进步. 

（2）2008-2017 年德州市水环境综合水平指

数呈波动性增长，2012-2015 年水环境综合水平有

所下降，2015 年后开始回升，水资源的水平、压

力、治理状态亦具波动性. 

（3）2008-2017 年德州市城市化与水资源环

境的耦合度介于 0.4791-0.9992 之间，整体呈上升

趋势；从耦合度类型来看，2008 年属拮抗阶段，

2009-2010 年属磨合阶段，2011-2017 年属高水平

耦合. 

（4）2008-2017 年德州市耦合协调度在 2008-

2012 年数值较低，2012-2017  年均在 0.7 以上，

2008-2010 年属重度失调阶段，2011 年属基本协

调，2012 年后均属良好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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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州是山东省唯一被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规划的城市，其城市形象及其传播亟需改善，以提升在京

津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当前德州城市形象塑造和传播存在理念模糊、定位不清、受众不明、参与主体单一、传播

途径狭窄等问题，应在明确传播理念、廓清城市定位、找准受众主体、扩大参与主体、扩宽传播途径的基础上，塑造

贴近民众生活、带有烟火气，经济要素突出、营商环境清朗的德州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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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山东省唯一被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规

划的城市，德州亟需改善其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途

径，以提升在京津冀三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速

融入京津冀，夯实“一区四基地”的战略地位，借

助京津产业转移，集聚优势要素资源，升级德州产

业. 本文通过分析德州城市形象传播现状，提出德

州城市形象塑造及传播策略.

2  德州城市形象传播现状

德州政府在宣传德州城市形象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对

接雄安新区这一新需要，以往的城市形象宣传存在

如下需要纠正的问题.

2.1    城市形象定位不清

城市形象是多元复合体，是一座城市经济、文

化、产业、建设等内容的凝练与综合[1]，城市形象

对内可以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唤起社区成员归属

感、荣誉感和责任感；对外它是现代社区管理的品

牌，可以通过良好形象的建立，在国内国际赢得自

己的发展地位，进而实现更丰厚的社会经济效益. [2]  

城市形象在塑造传播过程中需要对城市资源进行梳

理、整合与传播，明确定位.

德州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定位为京津产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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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一区四基

地”. 就目前德州城市形象传播现状来看，这一定位

在传播中没被突出. 比如大型宣传片《有德之州》，

将德州自古至今的特色资源杂糅在一起，没有很好

地挖掘、梳理和凝练德州在“一区四基地”方面独

有的特色. 京津的受众群体在这些形象信息中难以

触到核心要素，无法辨析德州的城市定位，这样的

形象传播吸引不了京津的受众群体，在全媒体时

代，这样的形象传播与其他定位混乱的城市形象最

终将一起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 通过其他途径和方

式对德州形象进行的传播大都存在与《有德之州》

类似的定位问题.

2.2    参与主体单一

社会化媒体时代，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应当

突出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参与，政府、媒体、企业、学

校、医院等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大众，在“数字化”“ 

社交化”的传播中分享、交流、相互影响，建构城市

形象. 但是，就当前德州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情况

来看，参与主体主要是主流媒体、政府部门或政府

宣传部门. 社会大众、企业等社会组织自愿参与的

力度相对较弱. 在全媒体时代，这样的传播主体使得

德州形象的传播理念、传播视角、传播范围不够广

泛，不利于多角度吸引域外的关注，尤其不利于京

津冀的一般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德州全方位了

解、认识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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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传播途径保守

1）政务型媒体保守.

德州形象传播依赖的主要途径仍是电视、报纸

和网络等政务型媒体渠道. 如在央视、山东广播电

视台、德州市广播电视台等投放宣传片，在大众日

报、齐鲁晚报以及德州日报等刊发德州形象的宣传

信息；网络主要选择了山东省内的各政务网及德州

京津冀协同发展官网在内的政务网. 作为德州形象

传播的主阵地，这些传统主流媒体内容更新缓慢、

渠道维护不力、覆盖率不高，难以适应当前信息爆

炸、平台数量剧增的媒体环境.

2）新媒体利用少. 德州也开发了新媒体进行

形象传播，比如德州政务官网“两微一端”、德州京

津冀协同发展官网“两微一端”、奏嘛新闻客户端

等. 2020 年 6 月份还开通了抖音物美德州，进行品

牌推介. 但在助力德州的活动中，“两微一端”传播

的信息重复性高，特别是德州京津冀协同发展官网

“两微一端”没有根据用户偏好和媒介特点有针对

性的产出内容持续吸引受众眼球，没有形成网络信

息传播的持续效应，不够立体化，传播声量也不够

大.

3）户外传播重视程度不够. 除了在德州中心商

务区的某些楼宇电梯里播放德州宣传片之外，德州

以及京津冀的户外，比如火车站、机场、港口、码

头、高速公路收费站等重要户外节点，很难看到德

州城市形象的任何传播信息.

2.4    受众设定不明确

已有的德州城市形象传播，比如宣传片《有德

之州》类似旅游广告，没有预设对话的受众，只是

知识性的客观介绍. 在这样的宣传片里受众难以发

现有价值的信息，无从对近在咫尺的德州有所了

解.“一区四基地”的定位决定了主要受众就是京津

冀，特别是北京以及天津的企业、教育、医疗、科

技、文化、体育等单位或个人，德州的城市形象传

播应该是向这些单位和个人彰显德州在吸引产业和

技术、输出劳动力和农产品供给上的优势或特色，

以及在休闲养老上的社会、生态优势.

3  德州城市形象传播策略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中小城市形象传播带来

了新的危机. 若能把握住机会，则会带来“弯道超

车”的新机遇. 基于前面对德州城市形象传播现状

不足的认识，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德州城市形象传

播应从以下方面推进.

3.1    实施理念统一策略

城市形象传播的基础是明确的城市定位，德

州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传播必须基于“一区四基

地”的定位，并建立匹配的“理念统一体”，做到信

息要素相一致、传播口径相统一. 即充分挖掘德州

自身的内容元素，找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 “一区

四基地”定位的长效性“关键词”，避开其他城市

形象传播中的通用词，比如“山”“水”“故里”“生

态”等，拓展系列衍生要素，打造传播矩阵，使之融

入到德州各类城市形象传播中. “理念统一体”在传

播中要突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公信力，确保德州

的城市形象从传播伊始就拥有统一发声的“基调”，

做到“不跑调、不偏调”，从而稳定地输出德州“一

区四基地”的理念. 山东电视台的《飞阅齐鲁·德州

篇》，将德州定位为鲁北平原的门户城市，并依此定

位突出了德州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生态优势和

农产品生产能力中的粮食生产优势，以及作为门户

的贡献和做法，是定位清晰的形象传播，有值得借

鉴的思路和格局.

3.2    重塑政媒，引领传播

城市形象传播的效果，既取决于自身经济、文

化、环境等因素，也包含传播的资金投入、策略运

用、渠道选择等因素，又受传播环境的影响. 在海量

资讯的冲击下，传统媒体原本的舆论引导力也面临

着媒介融合的机遇和挑战[3]，中小城市的政务媒体

受到的冲击更大.

1）重视政媒公信力和传播力建设. 建立拥有

强大公信力与传播力的政务型新媒体平台作为城市

形象传播的基础，在提高传播的周期和频率上“发

力”，才能取得有效的传播效果. 而这个过程应该依

托于原有电视、报纸、广播等政务型媒体的融合发

展和转型升级，即推进德州政务型媒体深度融合，

加快观念、人才、技能、设备、平台等方面的融合发

展，对德州现有传播矩阵（报台网微端、抖音、头

条号等）进行信息搭载，形成合力，在传播中呈现

“一个主基调” . 打造直播、图解、视频、音频等特

色栏目，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查询；链接本地各类

生产、生活信息资源，构建便民服务“一条龙”，

方便域内域外民众和团体更具体、细致地了解德州. 

为京津冀提供了解德州的渠道，为山东提供了解京

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的窗口.

2）充分利用当地人才资源. 着力挖掘和利用

当地的组织、团队和人员. 比如，深入到机关、企

业、学校、医院和社会组织，发挥德州本地的人力

优势和传播能力，让社会各界的才俊主动参与到德

徐慧清，等：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德州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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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形象信息的构建和传播过程当中来，既可以培

养、创设优质的传播媒介，还能够多角度建构、传

播德州形象，也能够培养、打造适应和促进德州发

展的新媒体人才、全媒体人才.

3）加强政媒外联功能. 京津的媒体对德州的城

市空间立体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特别是

经济结构、生活百态均传播有限. 德州的政务媒体

要走出去，主动与千龙网、北方网在内的京津等地

的媒体进行合作，参与他们在京津冀协作与雄安新

区建设方面的选题策划、内容生产、编辑、和平台

分发. 借助专业传播团队，通过内容融合、渠道融

合、融合化的社群运营等方式，实现德州形象在京

津等地的深入传播，增强京津目标受众对德州形象

的了解、认同与接受. 同时也学习他们的新闻话语、

报道模式、传播策略等，以事件导向和议题构建作

为桥梁，通过不同的议题构建，塑造和传播德州城

市形象. 与此同时，邀请京津主流媒体对德州进行

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充分利用地缘相近、文化同

脉等优势，促进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3.3    打造多种新媒体融合的传播矩阵

打造多种新媒体融合的传播矩阵，是德州形象

传播的重要路径选择，打造适合德州处境、能力和

需要的新媒体矩阵.

1）加强与大门户网站深度合作. 在全媒体传播

语境下，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对用户注意力

的争夺，而这种争夺包括了内容吸引、基数影响、

传播速度等多层面的竞争. 诸如新浪、腾讯、今日头

条等各大门户网站平台纷纷在中小城市设立新闻中

心或记者站，抢占当地媒体资源[4]；而本地主流媒

体仅能依靠对所在地信息的快速呈现、广度统摄、

深度挖掘，形成一定的内容优势，但在技术、经费

及用户基数等方面，难以与其相抗衡. 鉴于此，德州

主流媒体可以与网易、腾讯、新浪、搜狐、天天快

报、今日头条、ZAKER等各大门户网站平台进行合

作，将二者的力量融合成一股力量，打通线上线下

受众互动交流的链条，借助大媒体平台将更多的民

众融入到德州城市形象建设的内容生产中来. 如在

商业项目运作和推广中，通过商家让利或额外回报

等方式，吸引受众进行二次传播，开展此类活动拉

长信息传播的时间，使得受众对于其发布的信息产

生联结，达成城市形象塑造和传播的要求，从而增

加在京津等地扩大知名度的机会.

2）充分挖掘利用自媒体平台. 社交化媒体进一

步打破了原有信息传播中的地域性限制，使得城市

形象通过微博、微信、各种APP软件等自媒体平台

进行传播，德州城市形象传播必须重视这些媒体，

构建包含这些自媒体平台的新媒体传播矩阵：平

面、音频、视频，两微一端，抖音、快手、西瓜等社

交软件，以及手游、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结合，

多领域、多平台进行传播. 重视草根团体、自媒体机

构、社会个人的“他传播”优势[5]， 让传播机制得到

平衡，形成多层级、多面向的城市形象传播.

3.4    打造城市形象代言人

在城市形象传播中，那些对德州有情感积淀和

长期生活经历的人对德州进行代言传播，更具有真

实性和亲和力；那些有一定影响力的德州人为德

州形象代言，影响力也增强. 可以从两个方面打造

形象代言人：一是德州的普通人，特别是那些长期

工作生活在德州的外地人，比如从北京天津来德州

的知青，他们退休后仍选择留在德州，让他们作为

德州的代言人，对京津的吸引力要大一些；二是那

些走出德州，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德州人，比如张雨

绮、马天宇等，作为德州的城市形象代言人，会对

德州城市形象产生重要影响.

3.5    户外传播

户 外 传 播 也 非 常 重 要 .  在 京 津 的 火 车 站 、机

场、港口、码头、高速公路收费站等重要户外节

点，以及中心商务区、游憩商务区等，传播德州作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德州“一区四基地”

的信息，会有持续、稳定的积极效果. 另外，在前往

京津的高铁和火车上均可以投放德州作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示范区的信息.

4  讲好具有生活气息和生产信息的德
州故事

时下大多数城市形象传播的着重点在旅游，所

以自然人文景观、历史文化、饮食起居等等是其城

市形象建构的主要素[6]，其城市故事也主要是围绕

着这些要素展开. 德州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形象

传播，着重点在于德州有持续吸引力的经济要素和

生产生活环境，这些要素既能吸引京津优质先进的

经济元素来德州落地生花、一般民众来德州生活休

憩，又能助力京津经济社会发展前行，所以不是务

虚的，是要务实的，不是吸引受众一时的注意力，

而是要受众与德州产生持续的、深厚的生产、生活

联结. 所以德州故事一定要既有市井的烟火气，又有

经济生产的朝气.

4.1    带有生活气息的德州故事

旅游城市在塑造自己的形象时更多地关注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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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的现代化和深沉悠远的历史文化，而对城市的

具体社会生活着墨甚少，使得那些怀有实用关切、

情感考量及伦理规范的普通人在其中难以找到关注

点，从而也不会对这样的形象传播产生情感连接. 面

对京津民众，德州不论讲述现代化的故事，还是历

史文化故事，均难以有独特的吸引力，所以应该避

开这一窠臼，通过讲述更贴近民众生活、带有烟火

气的德州市井故事来塑造德州的形象，吸引他们的

注意力. 市井是人间的舞台，不分昼夜的上演着人

们的喜怒哀乐，展现着人和地方互动的全景，散发

着这个地方独特的魅力. 它绝不应限于历史文化街

区、旅游景点、公园及购物中心等空间，而是集中

于菜市场、小区、街区这些普通人日常的活动空间. 

这些空间，不仅满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需要，还蕴

含了社会关系的维持、情感的表达和记忆的追寻，

普通人就是在这些例行化的时空惯常中被赋予了多

重价值和意义，形塑出多元的、散发着鲜活的人间

气息的城市形象.

4.2    带有生产气息的德州故事

讲好德州经济故事，应从高处着眼，从低处入

手. 高处着眼是指关于德州故事中的经济部分一定

要结合京津冀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以方便京津的

企业和科研单位在德州寻找合作的切入点. 低处入

手是指不从宏观着手，而是从在德州打拼的普通人

求职、创业的经历讲起，以普通人的经历编织德州

与京津协同发展的故事，展示德州为京津提供的经

济要素特点. 在资本化、商品化的时代洪流中，德州

舒朗有节的礼乐风景、敦亲睦邻的市井文化能够舒

缓现代人的紧张，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资源禀

赋、良好的经济环境能够顺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而这应是德州故事不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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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zhou City is the only c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that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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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德州市 2013-2018 年的粮食生产数据，运用比较优势原理，分析德州市 11 个县（市、区）小麦、

玉米、豆类和薯类等 4 种主要粮食作物比较优势，为德州市粮食生产结构调整提供参考. 结果表明：陵城区、临邑

县、齐河县、乐陵市等地小麦、玉米综合生产水平高，庆云县、禹城市、乐陵市等地豆类综合生产能力强，夏津县

等地薯类综合生产水平高；在此基础上提出德州市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建议：优化粮食作物布局、改善生产基础设

施、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加大科技推广力度、提升粮食规模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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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

基石[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要牢牢把饭碗

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要装中国粮.”这些

年中国粮食连年丰收，粮食产量已连续 5 年稳定在 

6.5 亿吨以上，2019 年达 6.6385 亿吨，创历史新高.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粮食生产，提出“粮

食生产要稳字当头，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2].

德州市地处黄河下游北岸，山东省西北部，属典型

性大陆季风气候，水热资源充足，总面积 1.03×104 

km2，其中耕地面积 6.43×105 hm2，是全国重要的

粮食、蔬菜、畜牧主产区，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京津冀优质农产品供应基

地，是全国首个“亩产过吨粮、总产过百亿”的地

级市，全国 5 个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试点市之一，

创造了粮食持续高产稳产的“德州模式”，常年粮

食产量 170 亿斤以上，约占全国的 1.3％、全省的

1/6[3]. 小麦、玉米、豆类、薯类是德州市主要的粮食

作物，随着政策的调整[4-6]，德州市粮食生产结构也

随之变化. 德州市各县（市、区）在自热条件、地

理基础和种植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粮食作物的生产. 研究基于优势指数法[7-8]，依

据德州市 2013-2018 年的粮食生产数据，对德州市

11 个县（市、区）的小麦、玉米、豆类、薯类等 4

种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规模、种植效率等进行优势

比较分析，以期为德州市粮食生产结构调整提供参

考和借鉴.

2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2.1    粮食作物种植数据来源

根据全国、山东省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结合

德州市当地实际情况，选取小麦、玉米、豆类、薯

类（按折粮薯类计算）作为研究对象[9]. 本研究将德

州市 11 个县（市、区）主要粮食作物种植情况同

德州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其所具优势. 粮食作

物种植数据来自德州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德州

调查队共同编撰的《德州统计年鉴》[10]，从中选取 

2013-2018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2.2    农作物比较优势分析方法

采用改进的比较优势分析方法[11-12]. 包括规模

优势指数、效率优势指数和综合优势指数，分别用

于分析地区的农作物规模、土地产出率及该地区的

综合生产优势.

1）规模优势指数（scale  advantage  indices, SAI）

规模优势指数反映一个地区某种粮食作物生产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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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和专业化程度. 具体计算公式为：

                                          
  （1）

式中，SAIij 为i地区j种粮食作物的规模优势指

数；Sij为i地区j种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Si为i地区的

农作物总的播种面积；Sj 为全部区域（本文指德州

市）j种粮食作物的总播种面积；S为全部区域（本

文指德州市）农作物总的播种面积. 当SAIij≥1时，

表明i地区发展j种粮食作物具有规模优势，其值越

大，规模优势程度越高；当SAIij <1时，表明 i 地区发

展j种粮食作物不具有规模优势，其值越小，规模优

势程度越低.

2）效率优势指数（efficiency  advantage  indices, 

EAI）效率优势指数反映一个地区粮食作物的土地

产出率，客观反映出该地区生产技术、种植模式、

管理方法等. 具体计算公式为：

                                            
 （2）

  式中，EAIij 为 i 地区 j 种粮食作物的效率优势

指数；Gij 为 i 地区j种粮食作物的产量；Yij 为i地区j

种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Gj 为全部区域（本文指德

州市）j 种粮食作物的产量；Yj 为全部区域（本文指

德州市）j 种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当EAIij≥1时，表

明i地区发展 j 种粮食作物生产能力较强，土地产出

率较高，其值越大，粮食生产效率越高；当EAIij <1

时，表明 i地区发展j种粮食作物不具比较优势，土地

产出率较低，其值越小，粮食生产效率越低.

3）综合优势指数（aggregated  advantage  indices, 

AAI）综合优势指数是规模优势比较指数与效率比

较优势指数综合作用的结果，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某

一地区某种作物生产的优势程度. 具体计算公式为：    

                         
 （3）

式中，AAIij为i地区j种粮食作物的综合优势指

数. 当AAIij≥1时，表明i地区发展 j 种粮食作物生产

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其值越大，粮食生产优势越

明显；当AAIij<1时，表明i地区发展 j 种粮食作物生

产不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土地产出率较低，其值越

小，劣势越明显.

3  结果与分析

3.1    德州市各县（市、区）2013-2018年主要粮食

         作物规模比较优势分析

由表1可知，从平均值来看，德州市 11 个县

（市、区）中陵城区、乐陵市、临邑县、庆云县、

德城区、武城县、宁津县小麦规模优势指数高于

全市的平均水平，具有规模优势. 从逐年数据变化

来看，陵城区、临邑县等地小麦规模优势指数均处

在全市前列，规模优势明显；夏津县小麦规模优势

指数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原因在于由于值棉收益降

低，棉农改种小麦等作物[13].

由表1看出，从平均值来看，在玉米生产上具有

规模优势的有乐陵市、陵城区、临邑县、庆云县、

德城区、武城县. 从逐年数据变化来看，陵城区、临

邑县、乐陵市等地玉米规模优势指数均处在全市前

列，规模优势明显；与小麦类似，由于值棉效益降

低，棉田改种粮食作物，夏津县玉米规模优势指数

有逐年升高的趋势.

由表2可得，从平均值来看，在豆类生产上具有

规模优势的有庆云县、禹城市、夏津县，尤其是庆

表1 德州市各县（市、区）2013年—2018年小麦、玉米规模优势指数

县

（市、区）

小麦 　 玉米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德城区 1.020 1.031 1.049 1.068 1.056 1.054 1.046 1.015 1.026 1.030 1.068 1.059 1.092 1.048 

陵城区 1.085 1.064 1.065 1.057 1.066 1.079 1.070 1.080 1.078 1.096 1.067 1.073 1.055 1.075 

禹城市 0.905 0.865 0.870 0.876 0.881 0.853 0.875 0.902 0.877 0.853 0.866 0.873 0.830 0.867 

乐陵市 1.025 1.078 1.071 1.064 1.047 1.034 1.053 1.133 1.114 1.111 1.034 1.040 1.082 1.086 

宁津县 0.994 1.010 1.008 0.998 1.029 1.050 1.015 1.001 1.003 0.994 0.996 1.000 1.007 1.000 

齐河县 1.033 1.018 1.002 0.976 0.971 0.972 0.995 0.987 0.989 0.976 0.991 0.977 1.000 0.987 

临邑县 1.076 1.054 1.056 1.056 1.040 1.066 1.058 1.089 1.096 1.080 1.072 1.046 1.027 1.068 

平原县 1.002 0.996 0.981 0.965 0.949 0.954 0.975 0.971 0.946 0.962 0.970 0.953 0.956 0.960 

武城县 1.006 1.001 1.032 1.025 1.013 1.028 1.017 1.013 1.021 1.023 1.010 1.035 1.023 1.021 

夏津县 0.766 0.852 0.870 0.954 0.988 0.957 0.898 0.740 0.819 0.855 0.934 0.982 0.975 0.884 

庆云县 1.075 1.048 1.030 1.049 1.045 1.046 1.049 　 1.056 1.064 1.058 1.092 1.044 1.066 1.063 

注：由于统计口径上下一致性的需要，文中德城区包括德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运河开发区范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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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规模优势指数达到 8.022；禹城市承担了 2018

年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项目，带动大豆播种面积

到 5.75 万亩，规模优势指数达到 8.175；宁津县规

模优势指数为 0.947，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德城

区、齐河县、陵城区规模优势指数极低，在豆类的

规模生产上不具有优势.从逐年数据变化来看，由于

德州市豆类种植面积小仅占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0.12％，2018 年全市豆类播种面积 6.61 万亩，2017

年为 2.11 万亩[10]，年际间豆类规模优势指数变化较

大；但庆云县除 2016 年、2018 年外规模优势指数

均高于 8，在豆类的规模生产上极具优势；政策的

驱动促进了禹城市豆类的规模生产.

由表2看出，从平均值来看，在薯类生产上具有

规模优势的有夏津县、宁津县，尤其是夏津县规模

优势指数达到 8.494；陵城区、乐陵市、庆云县、德

城区、平原县、临邑县、齐河县、禹城市的规模优

势指数极低，在薯类的规模生产上不具有优势.从逐

年数据变化来看，由于德州市薯类种植面积小仅占

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0.07％[10]，年际间薯类规模

优势指数变化较大，但夏津县薯类规模优势指数均

高于 7.5，在薯类的规模生产上极具优势.

表2  德州市各县（市、区）2013年—2018年豆类、薯类规模优势指数

县

（市、区）

豆类 　 薯类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德城区 0.000 0.000 0.000 0.000 0.634 0.550 0.197 0.000 0.000 0.000 0.000 0.507 0.570 0.179 

陵城区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5 0.001 0.261 0.414 0.354 0.493 0.537 0.530 0.432 

禹城市 0.801 0.507 0.577 0.798 0.500 8.175 1.89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243 0.041 

乐陵市 0.902 1.176 0.657 1.841 0.515 0.175 0.878 0.876 0.352 0.197 0.000 0.137 0.000 0.260 

宁津县 2.438 0.408 0.456 0.571 1.771 0.037 0.947 2.951 1.121 2.695 1.827 0.913 0.418 1.654 

齐河县 0.329 0.425 0.085 0.159 0.065 0.010 0.17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临邑县 0.781 0.868 0.902 1.641 0.672 0.031 0.81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平原县 0.223 0.204 0.282 0.522 2.116 0.067 0.56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76 0.013 

武城县 0.528 0.699 0.611 1.487 0.178 0.208 0.618 0.122 0.341 0.432 1.321 0.378 0.431 0.504 

夏津县 0.846 1.334 1.517 2.461 0.775 0.017 1.159 7.708 9.596 8.321 7.548 9.295 9.327 8.633 

庆云县 9.457 11.712 13.541 2.928 8.891 1.608 8.022 　 0.115 0.000 0.131 1.041 0.000 0.000 0.215 

表3  德州市各县（市、区）2013年—2018年小麦、玉米效率优势指数

县（市、

区）

小麦 　 玉米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德城区 0.986 0.988 0.928 0.920 1.002 0.990 0.969 1.023 1.002 0.932 0.889 0.841 0.839 0.921 

陵城区 1.033 1.035 1.036 1.031 1.021 1.015 1.029 1.036 1.019 1.027 1.023 1.046 1.060 1.035 

禹城市 1.018 1.018 1.020 1.033 1.016 1.019 1.021 1.026 1.012 1.020 1.016 1.022 1.020 1.019 

乐陵市 0.999 1.000 1.004 0.993 1.002 1.001 1.000 0.983 0.978 0.985 0.975 1.010 1.011 0.990 

宁津县 0.963 0.961 0.966 0.966 1.015 0.978 0.975 0.999 0.981 0.969 0.997 0.986 0.982 0.986 

齐河县 1.045 1.047 1.049 1.053 1.021 1.024 1.040 1.064 1.045 1.054 1.044 1.035 1.033 1.046 

临邑县 1.002 1.002 1.004 1.005 1.017 1.019 1.008 0.994 1.029 1.039 1.034 0.986 0.987 1.011 

平原县 1.014 1.014 1.016 1.002 1.014 0.999 1.010 0.940 0.959 0.965 0.943 1.031 1.030 0.978 

武城县 0.997 0.998 1.000 1.006 0.989 0.992 0.997 0.997 0.986 0.991 0.985 1.019 1.015 0.999 

夏津县 0.907 0.908 0.911 0.936 0.919 0.961 0.924 0.938 1.011 0.969 1.039 0.906 0.905 0.961 

庆云县 0.879 0.888 0.893 0.886 0.901 0.930 0.896 　 0.891 0.891 0.897 0.906 0.922 0.920 0.905 

3.2    德州市各县（市、区）2013-2018年主要粮食

         作物效率比较优势分析

由表3可知，从平均值来看，在小麦生产上具有

效率优势的有齐河县、陵城区、禹城市、平原县、

临邑县、乐陵市，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夏津县、

庆云县的效率优势指数仅为 0.924 和 0.896，居于全

市末位. 从逐年数据变化来看，小麦效率优势指数

年际间变化不大，传统产粮大县齐河县、陵城区、

禹城市等保持较高的效率优势，尤其是齐河县小麦

效率优势一直处于全市首位，创造了连年粮食高产

稳产、持续增产的“齐河模式”[14]. 夏津县、庆云县

小麦效率优势指数有逐年升高的趋势，但一直处于

全市末位.

由表3看出，从平均值来看，在玉米生产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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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优势的有齐河县、陵城区、禹城市、临邑

县；德城区、庆云县的效率优势指数仅为 0.921和

0.905，居于全市末位.从逐年数据变化来看，德城

区、齐河县玉米效率优势指数有逐年降低趋势，但

齐河县的效率优势指数一直处于全市前列，说明随

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县（市、区）间玉米单产水平

差距逐年缩小；庆云县、平原县的效率优势指数有

逐年升高的趋势.

由表4可知，从平均值来看，在豆类生产上具有

效率优势的有夏津县、宁津县、乐陵市；禹城市豆

类的效率优势指数接近 1；齐河县、平原县、武城

县、临邑县豆类的效率优势指数较低，陵城区、德

城区豆类播种面积小，尤其陵城区 2013 年-2017 年

豆类播种面积甚至接近于 0，故豆类的效率优势指

数相对较低. 从逐年数据变化来看，由于豆类种植

面积小，年际间效率优势指数波动较大，但是夏津

县、宁津县、乐陵市的效率优势指数除个别年份均

大于 1，在豆类的产出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由表4可得，从平均值来看，在薯类生产上具有

效率优势的有庆云县、夏津县；乐陵市、武城县、

陵城区薯类的效率优势指数较低，禹城市 、临邑

县、德城区、平原县、齐河县区薯类播种面积小，

尤其齐河县 2013 年-2018 年薯类播种面积甚至接

近于 0，故薯类的效率优势指数相对较低.

3.3    德州市各县（市、区）2013-2018年主要粮食

         作物综合比较优势分析

由表5可知，从平均值来看，德州市 11 个县

（市、区）中小麦综合优势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

有陵城区、临邑县、乐陵市、齐河县、武城县、德

城区；宁津县、平原县的综合优势指数接近 1；庆

云县的综合优势指数为 0.969，略低于全市平均水

平；禹城市的小麦效率优势较高，但由于其规模优

势指数最低，故综合优势指数处于全市次末位，作

为产粮大县的禹城市小麦综合比较优势低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禹城市蔬菜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

积的 19.78％、占德州市蔬菜播种面积的近五分之

一，而德州市蔬菜播种面积仅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8.25％[10]；夏津县的综合优势指数仅为 0.910，居于

全市末位. 总体来看，德州市小麦的专业化优势明

显，单产效率高，小麦的综合优势明显.

由表5看出，从平均值来看，玉米的综合优势

指数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有陵城区、临邑县、乐陵

市、齐河县、武城县；宁津县的综合优势指数接近

1；德城区、庆云县、平原县的综合优势指数略低于

全市平均水平；禹城市的玉米效率优势较高，但由

于其规模优势指数低，故综合优势指数处于全市次

末位；夏津县的综合优势指数仅为 0.920，居于全

市末位. 总体来看，德州市玉米规模化生产水平较

高，土地产出率也较高.

由表6可知，从平均值来看，豆类的综合优势

指数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有庆云县、禹城市、乐陵

市；宁津县豆类的综合优势指数为 0.956；临邑县

豆类的综合优势指数接近 0.8；由于部分年份的豆

类播种面积小甚至接近于 0，夏津县、平原县、齐

河县、德城区、武城县、陵城区豆类的综合优势指

数均较低. 从逐年数据变化看，由于豆类种植面积

小年际间综合优势指数波动较大，庆云县的综合优

势指数均值为 2.801，专业化优势明显；由于耕地轮

作休耕制度试点项目的带动，禹城市 2018 年豆类

的综合优势指数达到 2.916，说明政策的驱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粮食供给侧结构调整，尤其是促进了

小宗粮食作物的发展.

表4   德州市各县（市、区）2013 年—2018 年豆类、薯类效率优势指数

县

（市、区）

豆类 　 薯类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德城区 0.000 0.000 0.000 0.000 1.122 0.922 0.341 0.000 0.000 0.000 0.000 0.757 0.932 0.281 

陵城区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923 0.154 0.472 0.706 0.610 0.439 0.593 1.039 0.643 

禹城市 0.894 1.243 0.919 0.893 0.973 1.040 0.994 0.870 0.000 0.000 0.000 0.000 1.099 0.328 

乐陵市 1.151 1.589 1.163 1.175 1.268 0.801 1.191 1.041 1.044 1.158 0.000 1.077 0.000 0.720 

宁津县 1.517 1.261 1.359 1.321 1.070 0.248 1.129 1.048 1.078 0.705 0.893 1.000 0.797 0.920 

齐河县 0.719 0.986 0.955 0.929 0.809 0.609 0.83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临邑县 0.514 0.781 0.617 0.560 0.682 0.679 0.639 0.446 0.000 0.528 0.000 0.000 0.000 0.162 

平原县 0.658 1.098 0.664 0.649 0.872 0.412 0.72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827 0.138 

武城县 0.533 0.967 0.576 0.615 0.726 0.636 0.675 0.261 0.972 0.639 0.647 0.594 0.628 0.624 

夏津县 0.913 1.483 1.448 1.417 1.459 0.829 1.258 1.010 1.007 1.128 1.001 1.050 1.022 1.036 

庆云县 0.926 0.711 0.978 1.051 1.002 0.753 0.904 　 1.583 0.000 1.754 2.954 0.000 0.567 1.143 

骆兰平，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德州市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分析



108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表5   德州市各县（市、区）2013年—2018年小麦、玉米综合优势指数

县

（市、区）

小麦 　 玉米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德城区 1.003 1.009 0.986 0.991 1.029 1.022 1.007 1.019 1.014 0.980 0.974 0.944 0.957 0.981 

陵城区 1.059 1.049 1.050 1.044 1.043 1.047 1.049 1.058 1.048 1.061 1.045 1.060 1.057 1.055 

禹城市 0.960 0.938 0.942 0.951 0.946 0.932 0.945 0.962 0.942 0.933 0.938 0.944 0.920 0.940 

乐陵市 1.012 1.038 1.037 1.028 1.024 1.017 1.026 1.055 1.044 1.046 1.004 1.025 1.046 1.037 

宁津县 0.978 0.985 0.987 0.982 1.022 1.014 0.995 1.000 0.992 0.982 0.996 0.993 0.994 0.993 

齐河县 1.039 1.032 1.025 1.014 0.996 0.998 1.017 1.025 1.017 1.014 1.017 1.005 1.017 1.016 

临邑县 1.038 1.028 1.030 1.030 1.029 1.042 1.033 1.040 1.062 1.059 1.053 1.015 1.007 1.039 

平原县 1.008 1.005 0.998 0.983 0.981 0.976 0.992 0.956 0.952 0.963 0.957 0.991 0.992 0.969 

武城县 1.001 1.000 1.016 1.016 1.000 1.010 1.007 1.005 1.003 1.007 0.997 1.027 1.019 1.010 

夏津县 0.833 0.880 0.890 0.945 0.953 0.959 0.910 0.833 0.910 0.910 0.985 0.944 0.939 0.920 

庆云县 0.972 0.965 0.959 0.964 0.970 0.986 0.969 　 0.970 0.974 0.974 0.995 0.981 0.990 0.981 

由表6可得，从平均值来看，薯类的综合优势

指数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有夏津县、宁津县；由于

部分年份的豆类播种面积小甚至接近于 0，其它县

（市、区）薯类的综合优势指数均较低，尤其齐河

县、临邑县 2013-2018 年薯类的播种面接近于 0，

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极低. 从逐年数据变化来看，

由于薯类种植面积小，年际间综合优势指数波动较

大，但是夏津县的综合优势指数均大于 2.7，专业化

优势明显.

4  结论与建议

综合分析德州市 11 个县（市、区）的小麦、

玉米、豆类、薯类等 4 种主要粮食作物规模优势指

数、效率优势指数和综合优势指数可知，陵城区、

临邑县、齐河县、乐陵市等地小麦、玉米两大粮食

作物综合生产水平高，随着地利水平和生产条件的

改善，县（市、区）间单产水平差距缩小，但受制

于自然因素、种植品种及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技术

推广等因素，德州市粮食作物单产水平提升缓慢，

德州市粮食作物单产与山东省、全国、全球粮食作

物平均单产的比值分别由 2011 年的 1.29、1.55、

2.19 降到 2018 年的 1.08、1.21、1.66；庆云县、禹

城市、乐陵市等地豆类综合生产水平高，夏津县等

地薯类综合生产能力强，但豆类、薯类等小宗粮食

作物种植规模小受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较大.

4.1    调整优化粮食作物布局

综合分析小麦、玉米、豆类、薯类等主要粮食

作物生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开展的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划定工作，进一步

优化粮食作物区域和品种布局规划，全力打造全国

优质商品粮绿色高产创建示范基地. 例如，立足齐

河县、陵城区和临邑县 3 个国家级整建制粮食高产

创建示范县，大力开展绿色高产创建模式攻关，率

表6  德州市各县（市、区）2013年—2018年豆类、薯类综合优势指数

县

（市、区）

豆类 　 薯类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德城区 0.000 0.000 0.000 0.000 0.877 0.712 0.265 0.000 0.000 0.000 0.000 0.619 0.729 0.225 

陵城区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70 0.012 0.351 0.541 0.465 0.465 0.564 0.742 0.521 

禹城市 0.901 0.896 0.829 1.079 0.725 2.916 1.22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517 0.086 

乐陵市 1.112 1.542 0.994 1.826 0.839 0.374 1.115 0.955 0.606 0.477 0.000 0.384 0.000 0.404 

宁津县 1.915 0.810 0.731 0.783 1.402 0.095 0.956 1.759 1.099 1.378 1.278 0.956 0.577 1.174 

齐河县 0.530 0.728 0.230 0.000 0.239 0.080 0.3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临邑县 0.691 0.929 0.848 1.224 0.704 0.144 0.757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平原县 0.203 0.533 0.239 0.000 1.412 0.166 0.42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250 0.042 

武城县 0.000 0.000 0.000 0.623 0.000 0.364 0.164 0.178 0.576 0.525 0.924 0.474 0.520 0.533 

夏津县 0.215 0.000 0.765 1.197 0.646 0.120 0.490 2.790 3.108 3.064 2.749 3.124 3.087 2.987 

庆云县 3.119 3.228 4.040 2.214 3.103 1.100 2.801 　 0.427 0.000 0.480 1.754 0.000 0.000 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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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建成现代化高标准优质粮食高产创建“吨半粮”

田. 对于地处黄河故道的夏津县，建议进一步优化

种植结构调减籽粒玉米播种面积，发挥薯类种植的

综合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棉薯间作等. 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全市大豆深加工企业对

大豆原料的需求，充分发挥庆云县等地豆类生产的

综合比较优势，建议在庆云县、禹城市、乐陵市、宁

津县建设“非转基因”高蛋白大豆种植原料基地[15].

4.2    改善粮食生产基础设施

建议进一步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和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深入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开

展以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高效为重点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改善粮食生产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综

合产量. 继续开展轮作休耕、秸秆综合利用，进行

耕地土壤肥力恢复，保护和提高土地生产粮食综合

能力，实现“藏粮于地”的目标，实现“藏粮于地”

的目标[16-17].

4.3    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

建议继续落实好国家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新增

农业补贴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

完善落实国家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推进谷

物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

水平，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加大对大豆高产品

种和玉米、大豆间作新农艺推广的支持力度，扩大

大豆目标价格试点范围，提升农民的种植大豆积极

性，促进大豆产业的发展[18].

4.4    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深入实施良种工程，构建以种子企业为主体的

技术创新体系和育繁推一体化的推广体系，选育、

推广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多抗的

农作物新品种[9]，为粮食安全生产提供品种支撑. 创

新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一步探索良种良法配套、

农机农艺融合的高产栽培技术等配套技术，完善小

麦、玉米高产创建等大面积粮食绿色增产模式[19].

4.5    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水平

稳步推进种粮农户土地流转，扶持培育种粮

大户、家庭农场、粮食专业合作社，鼓励推行合作

式、订单式、托管式、承包式等服务模式，提升规

模经营水平和服务水平[20-21]. 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发展订单农业，建立粮食生产基地，推进产加

销一体化经营，提高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 大力发

展粮食精深加工，开发适销对路产品，培育名牌产

品，延长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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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ain Food Crops of Dezhou City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LUO Lan-ping1, LI Dong-gang2, WANG Qing-juan3, LI Ling-wei1

（1. Bureau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Dezhou City，Dezhou Shandong 253016，China; 2. Dezho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Dezhou Shandong 253015，China; 3.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Development Center of Wucheng County, Wucheng  Shandong  25330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major crops in the eleven countries, county level cities and districts 

of Dezhou City from 2013 to 2018,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wheat，corn, beans and tuber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The results would optimize the crop planting structure in Dezhou 

City．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level of wheat and corn in Lingcheng City, Linyi 

County, Qihe County and Laoling City was higher,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beans in Qingyun 

County, Yucheng City and Laoling City was stronger, and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level of tubers in Xiajin 

County was the highest. On this basi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he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of Dezhou City, mainly including grain regional optimization, improving farmland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on our country’s grain subsidy policy, strengthening the popularizing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creasing the scale level of grain production.

Key words: Dezhou City; food crops;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ucture adjustment

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Water 
Environment of Dezhou City

LIU Yia, LIU Qing-guangb, HUANG Yong-fenga, LI Jianb

（a. School of Biology and Environment；b. School of Tourism and Exhibition,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031，China）

Abstract: Over the year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water environ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ttention.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coupling model,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and water environment wa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dezhou city from 2008 to 2017, and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as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1) from 2008 to 2017, the coupling degree of urbanization and water resource environment in 

dezhou city was between 0.4791 and 0.9992, and the overall trend was on the rise；(2)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coupling degree, 2008 was an antagonistic stage, 2009-2010 was an running-in stage, and the coupling reached 

a high level since 2011；(3) the valu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was relatively low from 2008 to 2012, and 

remained above 0.7 after 2012. From 2008 to 2010, it was a stage of severe imbalance, from 2011, it was basic 

coordination, and after 2012, it was good coordination.

Key words: urbanization; water environment; coupl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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