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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医药与护理学院 716 名学生开展线上学习心理状况问卷调查[1，2]. 通过对结果的分

析，掌握了学生的学习心理，结合实际为下一步的教学过程制定可行性对策，包括培养学生线上学习的兴趣、良好的

学习习惯和坚强的意志力等，多措并举以提升学生对于线上课程的满意度，实现应有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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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阻断新冠肺炎疫情向校园蔓延，教育部要

求推迟大学生 2020 年春季开学的时间. 德州学院

为落实“停课不停学”，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网

络资源平台，开展网络教学和线上答疑. 因此，只

有进一步掌握学生线上课程的学习效果，研究学生

现阶段的学习心理，才能更好的落实教育教学管理

职责，科学指导现阶段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现因

材施教.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德 州 学 院 医 药 与 护 理 学 院 开 展 线 上 课 程 的

2017、2018、2019 三个年级共计 19 个班、716 名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其中护理学、生物制药、制药

工程 3 个本科专业和护理、口腔医学技术 2 个专

科专业.

2.2    方法

自制问卷调查表一份，共计 10 题. 采取线上

问卷的形式，共回收有效问卷 716 份，通过对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得出结论.

3   研究结果

3.1    线上学习兴趣状况见表1

表1  学生对线上课程的学习兴趣

专业 人数
兴趣浓厚

[n/(％)]
兴趣一般

[n/(％)]
毫无兴趣

[n/(％)]

护理学（本科） 230 55（24.0） 168（73.0） 7（3.0）

护理（专科） 160 54（33.8） 101（63.1） 5（3.1）

制药工程（本科） 158 37（23.4） 103（65.2） 18（11.4）

生物制药（本科） 85 26（30.6） 55（64.7） 4（4.7）

口腔医学技术（专科） 83 20（24.1） 58（69.9） 5（6.0）

合计 716 192（26.8） 485（67.7） 39（5.5）

从表1可以看出，整体上学生对线上课程兴趣

浓厚的占 26.8％，兴趣一般的占 67.7％，毫无兴趣

的占 5.5％. 护理（专科）、生物制药专业兴趣浓

厚的占 30％ 以上，其他专业仅在 20％ 以上. 护理

学（本科）兴趣一般的占比为 73％，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占比为 69.9％，高于总体水平. 制药工程

毫无兴趣的占比为 11.4％，高于总体水平.

3.2    线上学习感受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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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学生对线上课程的学习感受

专业 人数
轻松愉快
[n/(％)]

压力较大
[n/(％)]

厌学
[n/(％)]

无所谓
[n/(％)]

护理学（本科） 230 109（47.4） 81（35.2） 16（7.0） 24（10.4）

护理（专科） 160 90（56.3） 60（37.5） 3（1.9） 7（4.4）

制药工程（本科） 158 82（51.9） 39（24.7） 9（5.7） 28（17.7）

生物制药（本科） 85 52（61.2） 21（24.7） 2（2.4） 10（11.8）

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

83 53（63.9） 17（20.5） 7（8.4） 6（7.2）

合计 716 386（53.9） 218（30.4） 37（5.2） 75（10.5）

从表2可以看出，学生在线上学习过程中感到轻

松愉快的占 53.9％，感到学习压力大的占 30.4％，

厌学的占 5.2％，无所谓的占 10.5％. 学习压力较

大且高于整体水平的专业为护理学（本科）和护理

（专科），分别占比为 35.2％，37.5％.

3.3    线上学习遇到困难时寻求解决的途径见表3
表3  学生遇到困难时寻求何种途径解决

专业 人数
放着不管

[n/(％)]
求助老师

[n/(％)]
与同学讨论

[n/(％)]
网上搜索解决

[n/(％)]

护理学（本科） 230 6（2.6） 41（17.8） 77（33.5） 106（46.1）

护理（专科） 160 0 42（26.2） 48（30.0） 70（43.8）

制药工程（本科） 158 5（3.1） 33（20.9） 54（34.2） 66（41.8）

生物制药（本科） 85 0 24（28.2） 29（34.1） 32（37.7）

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

83 2（2.4） 14（16.9） 28（33.7） 39（47.0）

合计 716 13（1.8）
154

（21.5）
236

（33.0）
313（43.7）

从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在学习线上课程

期间遇到困难时会选择通过网上搜索解决，占比高

达 43.7％，选择与同学讨论解决的占 33.0％，选择

求助老师的仅占 21.5％，只有极少数学生放任不

管，占比 1.8％.

3.4    线上学习结束后的复习情况见表4

表4  线上课程结束后学生是否会进行复习

专业
人数

[n/(％)]
会复习
[n/(％)]

不一定复习
[n/(％)]

完全不复习
[n/(％)]

护理学（本科） 230 111（48.3） 112（48.7） 7（3.0）

护理（专科） 160 94（58.8） 63（39.4） 3（1.9）

制药工程（本科） 158 77（48.7） 74（46.8） 7（4.4）

生物制药（本科） 85 35（41.2） 49（57.7） 1（1.2）

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

83 44（53.0） 35（42.2） 4（4.8）

合计 716 361（50.4） 333（46.5） 22（3.1）

从表4可以看出，有 50.4％ 的学生在线上课程

结束后能够坚持复习，46.5％ 的学生不一定复习，

视心情而定，完全不复习的同学仅占 3.1％.

3.5    课后按时完成并上交作业的情况见表5

表5  学生能否按时完成并上交课后作业

专业
人
数

按时完成
[n/(％)]

部分科目不
能按时完成

[n/(％)]

不能按时
完成

[n/(％)]

无所谓
[n/(％)]

护理学（本科） 230 199（86.5） 20（8.7） 9（3.9） 2（0.9）

护理（专科） 160 141（88.1） 11（6.9） 6（3.8） 2（1.2）

制药工程（本科） 158 118（74.7） 27（17.1） 13（8.2） 0

生物制药（本科） 85 74（87.1） 5（5.9） 5（5.9） 1（1.1）

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

83 69（83.2） 6（7.2） 7（8.4） 1（1.2）

合计 716 601（83.9） 69（9.7） 40（5.6） 6（0.8）

从表5看出，绝大部分学生能按时完成并上交

作业，占比 83.2％，有的科目因作业难度大不能

按时完成的占 9.7％，因听不懂或者效率低完不成

作业的占 8.4％，对交作业无所谓态度的学生仅占

0.8％. 其中制药工程专业感觉作业难度较大的学生

占比高于整体情况，为 17.1％，制药工程和口腔医

学技术（专科）的学生因课堂听不懂或效率低而

完不成作业的占比高于整体情况，分别占 8.2％ 和

8.4％.

3.6    受学生欢迎的线上课程的呈现形式见表6
表6  学生最喜欢的知识呈现形式

专业 人数
语音、

录音
[n/(％)]

直播视频
[n/(％)]

录播视频
[n/(％)]

文字、表
格等

网页形式
[n/(％)]

ppt
[n/(％)]

护理学
（本科）

230
5

（2.2）
123

（53.5）
84

（36.5）
11（4.8） 7（3.0）

护理
（专科）

160
9

（5.6）
71

（44.4）
68

（42.5）
8（5.0） 4（2.5）

制药工程
（本科）

158
7

（4.4）
73

（46.3）
64

（40.5）
7（4.4） 7（4.4）

生物制药
（本科）

85 0
43

（50.6）
37

（43.5）
3（3.5） 2（2.4）

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

83 0
38

（45.8）
43

（51.8）
2（2.4） 0

合计 716
21

（2.9）
348

（48.6）
296

（41.4）
31（4.3） 20（2.8）

从表6可以看出，直播和录播视频是目前最受

学生欢迎的知识呈现形式. 喜欢直播视频的学生占

48.6％，喜欢录播视频的占 41.4％，语音、录音，

文字表格等网页形式，卡通动画等素材构成的多媒

体课件分别占 2.9％、4.3％、2.8％.

3.7    线上学习之前是否接触过在线课程的情况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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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线上学习之前是否接触过在线课程

专业 人数
之前接触过

在线课程
[n/(％)]

之前未接触过
在线课程

[n/(％)]

护理学（本科） 230 124（53.9） 106（46.1）

护理（专科） 160 96（60.0） 64（40.0）

制药工程（本科） 158 90（57.0） 68（43.0）

生物制药（本科） 85 57（67.1） 28（32.9）

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合计

83 38（45.8） 45（54.2）

716 405（56.6） 311（43.4）

从表7可以看出，以前接触过在线课程的学生

占 56.6％，从未接触过在线课程的学生 43.4％，二

者比较接近.

3.8    在其他因素相同情况下，学生是否会选择线上

         课程的情况见表8
   表8   在因素（老师，时间，测试方式）都相同的情况下，

学生更乐意选择

专业 人数 线下授课
[n/(％)]

线上授课
[n/(％)]

线下线上
混合授课

[n/(％)]

护理学（本科） 230 97（42.2） 32（13.9） 101（43.9）

护理（专科） 160 69（43.1） 26（16.3） 65（40.6）

制药工程（本科） 158 70（44.3） 36（22.8） 52（32.9）

生物制药（本科） 85 26（30.5） 15（17.7） 44（51.8）

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
83 26（31.3） 16（19.3） 41（49.4）

合计 716 288（40.2） 125（17.5） 303（42.3）

从表8可以看出，倾向于线下授课和线上线下

混合授课的学生占绝大多数. 其中，喜欢线下授课

的学生占 40.2％，喜欢线上线下混合授课的学生占

42.3％，喜欢线上授课的仅占 17.5％. 值得注意的是

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喜欢线上授课的占 22.8％，高

于整体情况，而喜欢线上线下混合授课的占比则低

于整体情况，为32.9％；生物制药和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喜欢线下授课的占比较低分别为30.5％、

31.3％.

3.9    疫情期间安排并落实个人学习计划的情况见表9
表9   疫情期间能否安排并落实个人学习计划

专业
人
数

   有计划，
能落实
[n/(％)]

有计划，
不能落实

[n/(％)]

无计划
想学习
[n/(％)]

无计划
不学习
[n/(％)]

护理学
（本科）

230 102（44.4） 95（41.3） 32（13.9） 1（0.4）

护理（专科） 160 76（47.5） 62（38.8） 22（13.7） 0

制药工程（本科） 158 64（40.5） 59（37.3） 33（20.9） 2（1.3）

生物制药（本科） 85 34（40.0） 39（45.9） 11（12.9） 1（1.2）

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

83 36（43.4） 32（38.7） 13（15.7） 2（2.2）

合计 716 312（43.6）
287

（40.1）
111

（15.5）
6（0.8）

从 表 9 可 以 看 出 ，有 学 习 计 划 并 能 够 落 实 的

学生占 43.4％，有学习计划但不能严格执行的占

38.7％，没有学习计划的占 15.7％，没有计划且不

想学习的仅占 2.2％.

3.10    学生对在线课程效果的认同情况见表10
表10  学生认为在线课程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专业 人数
完全可以

[n/(％)]
基本可以

[n/(％)]
   完全不能

[n/(％)]

护理学（本科） 230 35（15.2） 171（74.4） 24（10.4）

护理（专科） 160 29（18.1） 122（76.3） 9（5.6）

制药工程（本科） 158 17（10.8） 119（75.3） 22（13.9）

生物制药（本科） 85 9（10.6） 69（81.2） 7（8.2）

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

83 8（9.6） 67（80.8） 8（9.6）

合计 716 98（13.7） 548（76.5） 70（9.8）

从表10可以看出，学生认为在线课程基本能够

达到效果的占比最高为 76.5％，认为能够完全达到

效果的仅占 13.7％，认为完全不能、效果差的仅占

9.8％.

4   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线上课程是一种随之产生

的新型教学模式.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校延

期开学，为保证“停课不停学”，只能采取纯线上

授课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因此研究和分析线上教

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学习状况，并针对实际

提出进一步的整改措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3].

4.1    多措并举，提升学生对线上课程的满意度

调查问卷结果表7中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学生之

前从未接触过线上课程，对这部分学生来说，是否

能够适应这种新形式，达到应有的学习效果尤为重

要. 另外，表8、表10反映出大部分学生认为在线课

程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在其他因素（老

师、时间、测试方式）都相同的情况下，接近半数

的学生更希望选择线上线下授课相结合或者是线下

授课的方式. 因此，教师在下一步的教学中，备课

时要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一方面要考虑到网络、

设备、学习平台等客观因素对学生更好的适应线上

课程可能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学生对于

知识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结合网课的多种平台

和形式，完善课程组织环节，深入浅出的加深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

孟爱青，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线上学习心理状况调查分析



4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4.2    寓教于乐，培养学生线上学习兴趣

表1中反映，目前，半数以上的学生对线上课

程的兴趣一般，兴趣浓厚的占比还较低. 伟大的

教育家布鲁姆曾说：“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对学习

材料的兴趣”. 学生只有对线上课程产生强烈的兴

趣，才能提升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此，一方面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疫情期间线上

学习重要性的思想教育，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

业课的教学当中，让学生自觉培养和锻炼线上学习

的能力；另一方面，结合表6可以看出，直播和录播

视频的形式成为绝大多数学生喜爱的知识呈现形式. 

所以，教师应该 多采用学生喜爱的课堂形式进行线

上教学. 直播视频有利于学生与教师更好的互动和

答疑，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而录播视频又能让学

生在课后反复观看，增加对知识的巩固和理解[4].

4.3    运用科学的线上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

         习习惯

通过表4、表5、表9可以看出在开展线上课程

期间，学生的复习、作业和落实个人计划的情况. 

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能够坚持课后复习并按时上交作

业，很好的执行自己的学习计划，但同时也有近半

数的同学无法坚持.

因此，在下一步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运用

科学的教学方法，提升线上课程的效率. 首先，要

有意识的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 线上课程的时间

有限，要想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对新知识的

快速吸收，就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在预习要

点的同时查阅相关参考资料，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其次，以作业的形式督促学生有针对性的进行课后

复习. 线上教学教师与学生无法实现面对面的沟通

与交流，而对于课堂中的重难点，都可以通过作业

来体现. 要实现复习的针对性，教师布置的课后作

业应数量适中、难易结合、突出重点、有操作性. 

如此可以使得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既能对所

学的知识点进行巩固，又能培养自身的钻研能力，

提升学习的成就感. 只有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有计划的安排时间，才能实现对线上课程的融

会贯通.

4.4    进行心理疏导，培养学生坚强意志力

表2结果显示，在线上学习的过程中，半数以

上的学生能够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但也有三分之

一的学生存在较大压力，甚至有 15.7％ 的学生产生

了厌学或者无所谓的学习态度.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校延迟开学，大学生无

法正常到校学习和参加社交活动，可能会产生焦虑

和抑郁感，影响其学习进度. 因此，教师应对学生进

行相应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让学生释放压

力，缓解情绪，放平心态，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投入到

线上学习中. 一方面，教师应减少与疫情相关的负

面信息的传递，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大学生进

行正确的心理健康评估，掌握心理调适技能[5]；另

一方面，可以对学生进行抗挫折教育，使学生树立

正确的挫折观. 采取典型事例教育法，挖掘在新冠

肺炎疫情中勇上前线的校友和在校学生争当志愿者

的典型事迹，发挥榜样效应，从侧面培养学生坚强

的意志力.

综上所述，通过对学生在新冠肺炎期间线上学

习心理状况的调查和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在下一

步的线上授课中，教师可以通过培养学生对线上课

程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居家学习时形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同时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多

措并举，进一步提升学生对于线上课程的满意度和

认可度，更好地实现线上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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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州市消杀、医疗防护用品企业生        
    产情况

德州市是中国最大的消杀产品生产基地之一，

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就接近 40 家，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前，德州各类消杀产品日生产能力可以达到 

400-500 吨. 其中，像山东利尔康消毒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德州安捷高科消毒有限公司更是跻身行业前 

5位. 相对而言，德州医疗用品行业就比较薄弱，德

州康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是唯一一家有资质生产和

销售Ⅱ类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4）及防护用品

（包括一次性口罩和一次性医用口罩）的企业，疫

情爆发前具有日产一次性口罩 5 万片的生产能力[1] .

疫情爆发后，截至 2 月7日，德州全市共有 18

家消毒水复工企业，日产已达 170 多吨消毒水[2]，德

州市已累计向湖北供应各类消杀用品 1200 余吨，

单是山东利尔康消毒科技有限公司就已累计向湖北

发送各种消毒液合计 453.6 吨 [3]，德州康迪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口罩日产量已达到 12 万片[4].“80％ 的

产品被调往湖北，仅有 20％ 的产品来调剂市场”[5].

2   德州市消杀、医疗防护用品流通市
    场销售情况

截至 2018 年末，德州市注册药店 527 家[6]. 疫

情爆发后（截至 1 月 30 日），少数药店还能买到一

次性口罩，进销差价均在 40％ 的临界位置. 个别药

店N95一次性口罩达到或超过 28 元/个，普通一次性

口罩也达到或超过 2 元/个，进销差价超过 40％，

甚至达到 100％ [7] . 这段时间，市场还有 84 消毒液

（500克和 518 克两个包装）供应，但是，最高价也

达到 5 元/瓶，甚至 10 元/瓶，春节期间（初一至初

五）短缺情况达到高峰. 1 月 30 日至发稿日，药店

里基本就买不到一次性口罩了（包括普通和医用）. 

随着疫情控制的进展，自 2 月 10 日左右，德州市场

消杀用品供应逐渐恢复正常，84消毒液价格回落到 

1.5 元/瓶（500 克装）. 但是，一次性口罩（包括普通

和医用）紧缺情况依然没有得到缓解.

3   消杀及医疗防护用品严重紧缺的原因

根据对生产和销售企业的电话访谈，造成疫情

期间德州市消杀产品和口罩供应严重紧缺的原因主

要有四点：一是原材料供给严重短缺. 疫情适逢春

节假期期间，多数上游原材料企业尚未复工，造成

消杀产品原材料供应短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德

州市是全国最大的消毒液生产基地，但是重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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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原料和关键零部件，如配置 84 消毒液的次氯酸

钠、配置 75％ 医用酒精的乙醇，以及生产口罩的

点焊机上的专用剪刀，还有负压救护车滤毒系统中

的冲孔网等等[8]，基本需要从区外输入. 原材料及零

部件市场严重短缺造成原材料成本普遍比疫前上涨 

2-3 倍. 二是物流成本过高. 疫情期间，各地实施了

交通管制措施，货车司机数量严重短缺，物流成本

比平时上涨 3-5 倍. 三是劳动力不足. 疫情爆发正值

企业员工休假期间，上游企业复工需要临时召回员

工，而很多员工是异地工作. 例如作为山东利尔康

消毒科技有限公司的原材料主要合作伙伴的浙江和

广东两地的公司，在春节期间还未复工，即使复工

开工率也不足. 由于用工急剧短缺，而形势又非常

紧迫，致使工人工资成本比平时上升 3 倍左右，即

使这样也不一定能招到工人. 四是少数不法企业和

个人哄抬物价，制假售假，扰乱市场[9，10] .

4   消杀产品及医疗防护用品市场运维
    措施

4.1    生产企业与政府密切协同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和严峻的生产形势面前，企

业和当地政府部门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相

互协同，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双管齐下，较好地恢

复和保障了消杀用品和医疗防护用品生产和销售的

正常运行. 期间涌现出了很多感人的案例.

案例一：中昊集团的负压救护车滤毒系统的

研制及生产[11] . 1 月 26 日（正月初二）中 12 时 40 

分，中昊集团分别接到德州市工信局和陵城区工信

局领导电话，传达工信部通知，要求中昊集团全力

配合北京核信锐视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核信）完成负压救护车滤毒系统的研制及生产

任务. 1月 28 日晚上 9 点，该公司就配合航天十二

院、军科防化研究院和北京核信锐视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的有关专家，拿出了全面的工作方案. 1 月 29 

日上午，公司 20 余名技术、生产、采购、综合部等

工作人员全部按时到位. 1 月 30 日凌晨 2 点左右，

完成两台负压救护车滤毒系统壳体的试制工作. 当

日下午 16 点将更加完善的样机通过航空发往厦门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 月 2 日，系统实现了

批量生产. 截止至 2 月 5 日晚 10 点，共生产 128 台

滤毒系统，并全部发出.

该项工作研制和生产期间，得到了德州市、陵

城区工信局及开发区管委会的全力配合：因生产

需要，中昊集团急需河北省衡水市一家企业提供配

套，市工信局积极协调山东省工信厅、河北省工信

厅、衡水市工信局，使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生产场

所应及时消毒并做好个人防护，所需消毒液和防护

口罩由市、区工信局积极协调市防控指挥部，得以

及时拨付到位；开发区管委会积极协调、组织医护

人员来公司对所有入厂人员进行了检疫，并指导做

好防疫工作；市、区工信局安排中昊公司填写《山

东省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调拨单》和《疫情防控物资

运输车辆登记表》，积极协调山东省工信厅、山东

省交通厅办理车辆通行证，及时有效得保证了物资

运输往来畅通.

案例二：救命刀片[12] 德州康迪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是德州市唯一一家医用口罩生产企业，近期因超

负荷运转，点焊机上的专用剪刀磨损严重，5 台机器

只有 2 台正常运转，口罩日产量由最多 5 万片降至

2.2 万片，而剪刀生产商湖北仙桃市鑫洋机械有限公

司，因疫情期间交通管控，无法寄出刀片.

德州市工信系统立即通过山东省工信系统与湖

北省经信厅、仙桃市经信局反复沟通后确定，德州

市选派党员干部驱车至湖北省与河南省交界处交接

刀片. 德州市 2 名党员干部、2 名司机驱车 1600 多

公里，在 2 月 2 日凌晨 4 点回到德州，将 30 副刀片

交给企业总经理赵军. 目前德州康迪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口罩日产量从疫前的 5 万片跃升为 12 万片.

案例三：2 小时办妥占用绿地新建电力线路的

相关审批手续[13].

山东利尔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德州市重

要的以消毒及相关产品为主的专业化消毒产品制造

商，为提高产能，增加厂区电力供应，该公司工作人

员拨打了德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的电话，咨询占用

绿地新建电力线路的相关审批手续. 德州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立刻赶赴现

场进行踏勘，当工作人员了解到勘察、测绘等单位

还没有恢复工作，测绘图纸无法提供的问题后，为

企业开通“战疫”审批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对缺少

的材料实行承诺制，容缺办理，2 个小时内为企业颁

发了“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许可证”.

案例四：山东盛原服装有限公司顺利转产防

护服和隔离衣 [14][15]山东盛原服装有限公司是一家坐

落于平原县的集梭织服装研发、生产、自营进出口

贸易为一体的大型户外服装企业. 公司现有自动化

服装生产线 34 条，可用于防护服生产的压条机 89

台；拥有国内最先进的激光开兜、三层压胶生产工

艺. 其生产户外服装所用的面料是最好的医用防护

服、隔离衣材料. 看到全国各地紧缺医疗防护服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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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司领导向县委县政府打报告，申请转产防护

服，同时推掉了年前接到的户外服装订单.

接到山东盛原服装公司的转产申请后，平原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县委副书记、县

长袁志勇任总指挥，分管县长冯延强任副总指挥，

县工信局、交通运输局、开发区管委会及有关乡

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组，现场办公，全力保

证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医用防护服转产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 针对工人复工以及安全保障问题，经逐一核

实，有 414 名农村工人无法通过自主出行.  县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已指定平原县路通客货运输有限公

司开通定制化公交 27 条，实行点对点、定时定点定

线运行方式满足工人往返. 每辆公交车安排一名管

理人员，严格控制乘车人数，车辆每天两次消毒；实

行点对点、定时定点定线运行方式满足工人往返.每

辆公交车安排一名管理人员，严格控制乘车人数，

车辆每天两次消毒；对乘车人员实行实名登记，做

好身份核实，上下车两次测量体温并做好记录. 德

州平原县委、县政府还紧急安排赶制防护服的 509 

名员工，分别住进了公司附近的县桃园宾馆和县职

业中专学校，其中桃园宾馆 133 人、职业中专 376 

人. 在这里工人们有专业防护人员提供服务、有专业

厨师提供饭菜、有专门班车接送上下班.

在公司上下和政府的密切配合下，截至目前，

平原县已经组织山东盛原公司做好了防护服生产的

全部准备工作，2 月 15 日开始防护服生产，初期日

加工能力可以达到 5000 件.

4.2    流通领域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严格执法

除了上游生产企业与政府密切配合、协同行动

之外，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也联合行动，严厉

打击制假售假、哄抬物价等行为，及时查处了一批

影响恶劣的案件，有力地维护了消费市场秩序. 如

德州经济开发区信泽坤药店超出价格标准销售口罩

案件 [16]，宁津盐百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涉嫌哄抬价格

销售一次性普通口罩、 闫沙市场刘某涉嫌无证生产 

75％ 的酒精、武城某文具精品店销售超过有效期的

一次性使用口罩、平原县某鲜花店推动价格过快上

涨及超范围经营防护口罩等 5 起案件[17]，德州市经

济开发区某药店老板销售假冒一次性口罩案件 [18]，

以及齐河警方破获的章丘绣惠镇回庄韩某生产伪劣

口罩案件等 [19]. 一系列及时有效的市场监管和打击

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市场过度投机行为、震慑了违

法犯罪分子，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稳定民生情

绪，配合生产领域顺利复工做出了积极贡献.

5   调研反思

在疫情面前，做足做好“抗疫”必须的各项物

资和人员储备工作是战胜疫情的根本保障. 在这次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斗中，德州市作为全国

最大的消杀产品制造基地之一发挥了关键作用. 同

时，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厂商对于整个行业的

牵制作用. 引发了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在日益强

调社会化分工和协作的今天，如何通过发挥产业

的聚集效应，以提高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效率以及

降低处置风险的成本. 自 2017 年 6 月开始，按照

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德州市就启动了为期 5 年

的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并先后出

台了《高端化工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3年）》

《化工园区总体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建设并提

报了一批高标准专业化工园区. 目前，已有乐陵化

工产业园、临邑化工产业园、德州运河恒升化工产

业园、禹城化工产业园、平原化工产业园等 5 家园

区相继通过省级认定. 当时也准备把消杀品生产企业

纳入化工行业，一系列举措其目的就在于化工产业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作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

任务. 然而，根据《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

（按第1号修改单修订），消杀品生产企业基本属于

医药制造产业而非化工产业，现实中消杀品生产资

质也由卫生系统颁发. 另根据《健康产业统计分类

（2019）》，消杀品生产和销售企业也完全可以归

入健康产业. 也就是说，从产品供应链的顶层设计来

看，先前消杀品生产企业的行业归属就存在严重缺

陷，这也造成了企业实际运转过程中遇到“多头管

理、多头不管”的尴尬局面. 

经过这次抗击疫情的洗礼，以消杀产品和医疗

防护用品为内容的健康产业园区功能的深化得更重

要. 如果能够将上游配套企业吸引进工业园区，健全

产业价值链，再通过加强技术研发和引进，淘汰落后

产能，提高新产品研发能力，那么凭借原有的产能优

势、物流优势，德州市的消杀品和医疗防护用品生产

企业在全国的地位一定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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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Market Operation of Killing Products and 
Protective Articles in Dezhou during  Epidemic Situation of 2019-nCov

ZUO   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ezhou University，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2019-nCov" epidemic, what are the operation conditions of th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circulation enterprises in the market of killing products and medical protective articles 

in Dezhou City, what are the causes of the market shortage, how are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 coping with 

them, and what are the experiences and problems worthy of summarizing and thinking. In this regard, based on field 

visits, telephone visits and collec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ts own observation points that 

we should rel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of the health industrial park, and reduce the cost of crisis disposal 

by strengthening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the supply chain of consumer goods and medic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n Dezhou City,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work efficiency in response to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Key words: "2019-nCov" epidemic situation; killing products; protective equipment; supply chain; health industri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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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德州市医院血液透析中心院内感染防控现状及实施的对策效果.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

法，选取 6 名专家对德州市 23 家血液透析中心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中心布局合理性、手卫生依从性、相关制度

合理及全面性、工作人员操作规范性、消毒隔离管理、医疗废物管理、终末处理 7 个方面. 6 名专家对 7 个项目进行

评价，得分采用Liket5级评分. 结果：相关制度合理及全面性得分最高，手卫生依从性得分最低；医院工作人员洗手意

识及依从性缺陷最多. 结论：德州市医院血液透析中心院感防控存在缺陷，针对缺陷，科室管理人员应成立感染管理

小组，梳理制度、流程，鼓励科室人员共同学习，加大医院支持力度，减少院感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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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慢性肾脏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

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肾脏结构或功能持续 3 个月以

上异常，对健康有影响的异质性疾病的总称[1]. 慢性

肾脏病发病率逐年上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

CKD患病率为 10％～16％[2] ；因为疾病的迁延性，

使得大部分慢性肾脏病患者发展成为终末期肾病，

造成肾脏功能不可逆转的损伤，而血液透析治疗是

终末期肾病患者经常采取的一种肾脏替代疗法. 但

由于血液透析患者高龄、合并其他肾脏外疾病、贫

血、免疫力低下、侵入性操作、长期置管[3]等原因，

增加了患者获得院内感染的风险，使得患者的再住

院率以及死亡率增加. 近年来由于院感防控措施实

施不足，血液透析室已发生多起血液透析相关性医

院感染事件，增加患者生理、心理上的痛苦，还增

加患者的治疗费用，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而且血

液透析室医院感染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是增加患者的

痛苦，还会降低医院的影响力，影响相关医护人员

的专业发展. 因此，如何做好医院感染管理防控工作

是血液透析专业的一项重要课题，但针对德州市各

医院血液透析中心院感管理现状了解不足，无法更

好地为德州地区的患者提供安全保障，制定改进措

施. 因此，本研究主要是通过调查了解德州市各市区

医院血液透析中心存在的问题制定改进措施，降低

德州市各市区医院血液透析中心院感事件的发生，

保证患者治疗安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在 2019 年 4

月—2019 年 6 月共调查德州市各县市区医院共 23

家，均为公立医院.

2.2    研究方法

1）文献查阅法

以“血液透析”、“透析”、“医院感染”、“感染”、

为检索词，检索知网、维普、万方等中文数据库；以

“hemodialysis”、“ dialysis”、“nosocomia infection”、

“infection”等为检索词，检索在Pubmed上发表的英

文研究文献. 收集整理文献后了解以往关于血液透

析中心医院感染管理的研究现状，总结血液透析中

心医院感染管理的重点，存在的问题以及采取的干

预措施，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符合本地区特点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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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聘请肾脏病学、医院感染管理学专家进行点

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制定最终版的检查表. 

2）现场调查法

本次调查从中心布局合理性、手卫生依从性、

相关制度合理及全面性、工作人员操作规范性、消

毒隔离管理、医疗废物管理、终末处理 7 个方面进

行调查. 调查表采用Liket5级评分（1=非常差，2=较

差，3=一般，4=良好，5=优秀），得分越高代表该项

目的现状越好. 调查共选取 6 名专家（2 名肾脏病

学，2 名血液透析护理学，2 名院感学） 对德州市各

市区的血液透析中心进行督导检查，6 名专家对德

州市各市区血液透析中心有全面了解，对调查表的

内容、目的、意义全面掌握，能准确地按照调查表的

内容给予正确的评价.

3）数据收集方法

对回收的调查表进行检查，发现其中的漏项、

不合理打分项及时与专家沟通，确保调查表的完整

性与真实性.

对问卷逐一进行编号，采用双人录入法，保证

数据录入的准确性. 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得

分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3   结果

3.1    根据专家对德州市的血液透析中心的调查，

         调查表 7 个部分得分见表1:

          表1   德州市血液透析中心院感管理现状调查得分

项目 得分

中心布局合理性 3.7±0.56

手卫生依从性 2.6±0.43

相关制度合理及全面性 4.5±0.35

工作人员操作规范性 3.0±1.05

消毒隔离管理 3.2±0.39

医疗废物管理 4.1±0.67

终末处理 3.1±0.56

分析表1得出：按照得分从高到低得分其依次

为：相关制度合理及全面性、医疗废物管理、中心

布局合理性、消毒隔离管理、终末处理、工作人员

操作规范性、手卫生依从性.

3.2    中心布局合理性

检查后发现：13 家（56.52％）医院未设有专用

污物通道，10 家（43.48％）医院水处理间设置不符

合要求，15 家（65.22％）医院床间距不符合要求，2 

家（8.70％）医院存在不合理分区、标识不清晰.

3.3    手卫生依从性

检查后发现：10 家（43.48％）医院洗手设施

配备不足，7 家（30.43％）医院洗手用品准备不足

及洗手用品放置位置不合适，20 家（86.96％）医院

工作人员洗手意识不足，依从性差.

3.4    相关制度合理及全面性

检查后发现：23 家血液透析中心均建立医院

感染相关制度，但仍存在 10 家（43.48％）医院中

心制度不全面，未根据本中心特点制定相关制度.

3.5    工作人员操作规范性

检查后发现：15 家（65.21％）医院操作流程

不完善、操作流程不统一、培训考核不细致、新入

职人员培训时间短.

3.6    消毒隔离管理

检查后发现：17 家（73.91％）医院存在呼吸

道感染的患者隔离措施实施不到位，隔离区护理人

员相对固定实施不到位.

3.7    医疗废物管理

检查后发现：20 家（86.96％）医院存在医疗废

物混放、交接记录存在漏项现象.

3.8    终末处理

检 查 后 发 现 ：1 7  家（7 3 . 9 1％） 医 院 护 士 机

器擦拭手法不正确、擦拭用物使用不规范，9 家

（39.13％）医院存在床单元物品消毒不彻底、床

单元被服没有一人一用一更换、血液污染的被服处

理流程不正确的现象.

4   讨 论

血液透析是终末期肾脏病的一种重要的治疗方

法，而由于患者自身免疫力低下以及长期侵入性操

作等原因，使得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较高，医院感

染的发生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4]. 随着血

液透析患者的不断增加，血液透析中心需不断扩大

来满足患者的需求，而医院感染管理作为血液透析

中心的重点问题，是研究的重要方面，是保证患者

安全的重要方面.

4.1    中心布局存在不合理

血液透析患者不断增加，但血液透析中心未

投入成本对中心进行改造，布局的不合理可能会使

得不同分区的人员跨区走动，增加医院感染发生的

机会；为更多地容纳患者，水处理间、床间距等未

按照要求进行设置，将大部分空间用于透析治疗区

域，对血液透析中心的扩建，医院支持力度小，存在

一定的困难.

4.2    手卫生依从性差

医务人员的手通常会携带大量的致病菌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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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菌，是医院内细菌传播的重要媒介，医务人员

手卫生影响院内感染的控制效果. 医务人员手卫生

的依从性是控制医院感染的关键措施[6]. 通过研究发

现：血液透析中心工作人员洗手正确性均较高，但

洗手依从性较差. 原因可能是洗手设施配备不足；

洗手用品准备、放置过少；科室培训不到位；工作

人员洗手意识不强；工作人员配备不足，工作量

大，洗手时间不充分.

4.3    医院感染相关制度执行力度差

血液透析中心均建立有医院感染管理制度，合

理的医院管理制度是医院感染防控的重要措施. 但

通过调查发现：血液透析中心建立的医院感染制度

未结合本中心情况，对制度的更新不及时，未按照

最新版的制度进行修订；通过与工作人员交谈发

现，工作人员对血液透析中心的相关制度了解不全

面，对制度内涉及的重要内容不了解，科室未制定

详细的培训计划. 原因可能是：血液透析中心管理

者对新制度的敏感性不足，工作人员集中于业务技

能及操作实践的练习，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忽视制度的指导作用.

4.4    临床操作未实现同质化

调查血液透析中心护理人员的操作发现：血液

透析护士操作不统一，在工作量急增的情况下，会出

现简化操作流程的现象. 原因可能是：血液透析中

心未根据相关制度流程对科室护士进行操作同质化

培训，或是培训后的考核过于简单，未引起护士的重

视；另一个原因是透析患者较多，为尽快满足患者的

需求，对新入职护士进行短期培训后立即让新入职护

士进行操作，培训时间不足造成护士入职准备不足.

4.5    消毒隔离管理不健全

消毒隔离是控制医院感染的关键. 血液透析中

心护士未相对固定，有接触传染的患者未及时进行

隔离. 原因可能是：血液透析护士对消毒隔离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对消毒隔离不彻底可能会出现的问

题预见性不强；护士对患者宣教不足，患者对自我

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4.6    医疗废物管理不规范

医疗废弃物是指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

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具有感染

性、毒性及其他危害性的废弃物，包括感染性、病

理性、损伤性、药物性、化学性废物[7]. 检查发现：

血液透析中心存在医疗废弃物交接不规范，医疗废

物交接本填写有漏项的情况. 原因可能是：医疗废

弃物的交接可能存在单方面交接，仅有一方填写，

造成另一方在交接本时存在漏填的情况，说明工作

人员对医疗废物的重视不足，监管存在缺陷.

4.7    终末处理方式不正确

护士终末消毒的方式不正确，原因可能是：培

训不全面；护士对终末消毒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

作细致性不足.

5   防控措施

针对德州市各市区血液透析中心出现的问题，

现提出具体的防控措施：加强监管力度，医院成立

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科室成立医院感染管理小

组，负责监督医院血液透析中心的院感现状，针对

发现的问题提出干预措施，避免院感事件的发生；

及时更新制度、流程，血液透析中心管理者根据最

新版的制度、流程随时更新血液透析中心的制度、

流程，规范工作人员的操作，保证患者的安全；加

强培训、考核，血液透析中心管理者加强培训，培训

内容包括理论专业知识、操作技能、院感知识、应

急操作等内容，培训不仅仅是对专科知识的培训，

更应注重对工作人员自我意识的培训，提高工作人

员对院感重要性的认知；医院支持力度增加，医院

应为血液透析中心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给予

人员配备支持，提供信息化支持平台，保证血液透

析中心的发展；鼓励血液透析中心工作人员认真学

习，不断学习新技术，掌握新知识，强化法律意识，

减少院感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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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Hemodialysis Center
——Dezhou’s  Hospital as an Example

SUN Ren-lian 1, ZHONG Xiao-tong1 , ZHOU Shu-hua1, ZHU shi-li2

                （1.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Dezhou people's Hospital, Dezhou  Shandong  253014, China;

2.  School of Medicine and Nursing,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hemodialysis center of Dezhou’s City and the effect of its implementation. Methods: The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arried out among 23 hemodialysis centers in Dezhou’s City by six experts. The survey contents included 

the rationality of center layout,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the rational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relevant 

system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taff operation, disinfection interval. Results: The highest score was obtained for 

the rational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relevant system, and the lowest score was obtained for the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The most defects were found in the hand washing awareness and compliance of the hospital 

staff. Conclusion: There were defect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ospital sense in the hemodialysis center of 

Dezhou’s City hospital. The department managers should set up infection management group, sort out the system 

and process, encourage the department staff to study together,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the hospital,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hospital infection.

Key words: hemodialysis; hospital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tatus in Online 
Learning during Epidemic Situation of 2019-nCov

MENG Ai-qing，LI Xiao-li，WU Shan-shan

（School of Medicine and Nursing，Dezhou University，Dezhou Shandong 253023，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2019-nCov, 716 students from the School of Medicine and Nursing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online learn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we have mastered students’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develop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next teaching 

proces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cluding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online learning, good learning 

habits, and strong willpower. Improve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online courses and achieve due teaching effects.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online learning; learning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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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8年德州市市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

王文彬1，张 芬1，张冬梅2

（1. 德州学院    资源环境与规划学院，山东    德州    250023

2. 山东致远中信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山东    德州    250003）

摘  要：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密切关系，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对于

了解区域生态环境变化，促进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3-2018 年德州市市区土地利用变化趋

势是建设用地增加，耕地、水域及水利用地、园地面积减小；土地利用呈现以经济发展为主的现象，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总量减少 5605.45 万元.  在以后的土地利用过程中，应合理规划，优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建立可持续的土地利用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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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是一种动态变化过程，土地

利用类型的改变必然会导致土地覆被的改变，进而

引起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生改变[1]. 生态系统

服务可以理解为人类从自然系统中获得的惠益总和
[2]，由Holdren和Ehrlich在 1974 年首次提出[3]. 生态

系统不仅能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例如食

物、木材、水源等，更重要的是为人们提供了生存

与发展所必需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4]，也就是生态

系统的生态价值. 生态系统提供产品与服务的使用

价值称之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简称GEP)，包括三

个方面的价值，一是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如

食物、水资源、木材等；二是生态调节服务价值，

如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功能、土壤保持、调节气候

等；三是生态文化服务，如生态旅游，景观价值等[5]. 

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是相互影响、相互

制约的矛盾统一体[6]，土地是各种陆地生态系统的

载体，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引起各种土地利用类型

种类、面积和空间位置的变化，也就导致了各类生

态系统类型、面积以及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 不同

的生态系统有着不同的生态服务功能，生态系统类

型、面积以及空间分布的变化直接影响生态系统所

提供服务的大小和种类.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开展由人

类活动引起的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响应研究，对于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了解

区域生态环境变化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

重要意义. 本文对德州市市区（包括德城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运河开发区）2013 年和 2018 年两年的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计算分析了基于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量及其变化，以期为优化德州市市区的土地利用结

构、促进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一

定的理论指导.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德州市市区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包括德城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运河开发区三区，土地总面积

53830.77 公顷，2017 年年末常住人口 726450 人，

其中城镇人口 600625 人. 德城区是德州市的中心城

区，属于黄河三角洲冲积平原，全区地貌呈现起伏

不平，岗、坡、洼相间分布的特点；经济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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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98 年经山东省政府批准建立的省级经济开发

区，于 2012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运河经济开发区于 2002 年 2 月设

立，2006 年 4 月经山东省政府批准晋升为省级开发

区. 

2.2    数据来源

本文中所采用的土地利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德州

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 为了计算方便，在土地利用分

类标准的基础上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了归并，德州

市市区土地利用类型可以划分为：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

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土地八种类型. 

2.3    研究方法

1）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本文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来分析德州市市区

2013 年至 2018 年的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 土地利

用类型动态度是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动态的重要指标

之一，指的是研究区内一定时间段内某种土地利用

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7]，可以真实反映区域土地利

用/覆盖中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剧烈程度. 其计算公

式为：

                                
 （1）

式中：K为研究时间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

态度；Ua、Ub分别为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

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数量；T为研究时段长，当T的时

段设定为年时，K的值就是该研究区内某种土地利

用类型年变化率，本研究中T为 6. 

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

Costanza R.等人 1997 年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估算方法，并估算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8]. 中国学者谢高地在Costanza R. 等人的研究基础

上，结合中国实际，制定了中国生态系统生态服务

价值当量因子表，将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

子定义为生态系统产生的生态服务的相对贡献大小

的潜在能力，可以用 1 公顷全国平均产量的农田每

年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来表示，确定了 1 个生

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等于当年全国平

均粮食单产市场价值的1/7[9,10]. 魏慧等结合德州市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对单位面积农田每年自然粮食产

量的经济价值进行修正，得出德州市不同生态系统

生态服务价值系数表[11]，据此计算得出德州市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见表1. 

表1 德州市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

各土地利用类型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遵循以下原则：耕地取值农田，园地取森林和草地

的平均值，林地取值森林，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

通运输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默认为 0，本研究

中不进行估算，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取湿地和河流

/湖泊的平均值，其他土地取值未利用地. 根据此原

则，利用公式（2）（3），计算德州市市区生态系统的

生态服务价值. 

                                 （2）

                                 （3）

 式中：ESV表示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元），Ai 表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公顷），

Pi 表示第i中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价值系数（元/公

顷/年）. ESVj 表示研究区内生态系统单项服务价值

（元），Pji 为单位面积上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

系统单项服务价值（元/公顷/年）.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2013 年和 2018 年，德

州市市区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中，均是耕地所占比

例最大，草地所占比例最小，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面

积从小到大顺序也未发生变化，依次是草地、其他

土地、园地、交通运输用地、林地、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耕地. 

一级类型 二级类型 森林 草地 农田 湿地
河流/
湖泊

未利
用地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0.33 0.43 1 0.36 0.53 0.02

原材料生产 2.98 0.36 0.39 0.24 0.35 0.04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4.32 1.5 0.72 2.41 0.51 0.06

气候调节 4.07 1.56 0.97 13.55 2.06 0.13

水文调节 4.09 1.52 0.77 13.44 18.77 0.07

废物处理 1.72 1.32 1.39 14.4 14.85 0.26

支持服务 土壤形成与保护 4.02 2.24 1.47 1.99 0.41 0.17

维持生物多样性 4.51 1.87 1.02 3.69 3.43 0.4

文化服务 提供美学景观 2.08 0.87 0.17 4.69 4.44 0.24

合计 28.12 11.67 7.9 54.77 45.35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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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3年和2018年德州市市区土地利用类型统计表

2018 年与 2013 年相比较，德州市市区的土地

利用类型虽然面积大小顺序没有变化，均是以耕地

为主，但是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却发生了比较

显著的变化，从图1可以看出，变化幅度最大的是

园地和草地，这两种类型的土地利用动态度均超过

了-1％；其次是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

和耕地，这三种类型的土地利用动态度均在 0.5％

~1％ 或 -1％~0.5％ 之间；最后是其他土地、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和林地，这三种类型的土地利用动

态度均在 -0.5％~0.5％ 之间. 

图1 德州市市区各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

3.2    德州市市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结合德州市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当量表可以看出，单位面积的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其次依次是林地、

园地、草地、耕地、其他土地. 利用公式（2）和公式

（3），计算出德州市市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结果（表3）显示，2013 年和 2018 

年德州市市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可提供的生态系

统服务总价值分别为 208118.21 万元和 202512.77 

万元，其中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提供的生态服务价

值量最大，其次是耕地，然后依次是林地、园地、

草地和其他土地；单项生态服务功能中，废物处理

价值量最大，其次是水文调节，然后依次是气候

调节、维持生物多样性、土壤形成与维护、气体调

节、提供美学景观、食物生产和原材料生产，可以

看出，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要远高

于其提供食物和原材料的经济价值. 

年

土地利用类型

2013 2018

面积
（公顷）

比例
（％）

面积
（公顷）

比例
（％）

耕地 24354.09 45.24 23483.99 43.63

园地 1150.46 2.14 1050.69 1.95

林地 2742.34 5.09 2750.59 5.11

草地 68.04 0.13 63.25 0.12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8003.85 33.45 18970.43 35.24

交通运输用地 2473.56 4.60 2569.16 4.77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4549.04 8.45 4441.52 8.25

其他土地 489.39 0.91 501.14 0.93

合计 53830.77 100 53830.77 100

表3    德州市市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万元）

供给服务 调节服务 支持服务 文化服务

土地类型 食物生产 原材料生产 气体调节 气候调节 水文调节 废物处理
土壤形成与

保护
维持生物多

样性
提供美学

景观

耕地
2013年 9717.28 3789.74 6996.44 9425.76 7482.31 13507.02 14284.40 9911.63 1651.94

2018年 9370.11 3654.34 6746.48 9089.01 7214.99 13024.46 13774.06 9557.51 1592.92

园地
2013年 174.43 766.59 1335.79 1292.18 1287.59 697.73 1436.77 1464.32 677.07

2018年 159.31 700.11 1219.95 1180.12 1175.93 637.22 1312.18 1337.33 618.36

林地
2013年 361.08 3260.70 4726.92 4453.37 4475.25 1882.01 4398.66 4934.81 2275.92

2018年 362.17 3270.51 4741.14 4466.77 4488.72 1887.67 4411.89 4949.66 2282.77

草地
2013年 11.67 9.77 40.72 42.35 41.26 35.84 60.81 50.77 23.62

2018年 10.85 9.09 37.86 39.37 38.36 33.31 56.53 47.19 21.96

水域
2013年 807.70 535.44 2650.00 14166.60 29231.65 26545.35 2178.08 6461.64 8285.78

2018年 788.61 522.79 2587.36 13831.76 28540.74 25917.93 2126.60 6308.91 8089.94

其他土地
2013年 3.91 7.81 11.72 25.38 13.67 50.77 33.20 78.11 46.86

2018年 4.00 8.00 12.00 25.99 14.00 51.99 33.99 79.98 47.99

合计
2013年 11076.08 8370.05 15761.58 29405.64 42531.74 42718.72 22391.93 22901.27 12961.20

2018年 10695.05 8164.83 15344.78 28633.02 41472.73 41552.59 21715.25 22280.59 126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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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德州市市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2018 年与 2013 年相比，德州市市区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总量减少 5605.45 万元，其中耕地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量减少最多，其次是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其生态服务价值减少量均超过了 2000 万

元，占减少总量的 87.2％. 

据德州市统计资料显示，2013 年德州市市区

GDP为 255.69 亿元，2018 年为 318.95 亿元. 从表2

中可以看出，2013 年德州市市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总量为 208118.20 万元，相当于当年GDP的 0.81

倍，2018 年德州市市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

为 202512.80 万元，相当于当年GDP的 0.63 倍，较

2013 年降低 22.22％，GDP却增加了 24.74％. 根据

陈仲新、张新时等人 2000 年的研究，我国陆地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与当年GDP的比值为 1.25，与该

值相比，德州市市区 2013 年和 2018 年的比值均较

低（0.81 和 0.63），这说明该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中经

济发展的比例较重，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

土地生态系统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现象.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其他土地 合计

2013年 76766.53 9132.472 30768.73 316.8167 90862.25 271.4205879 208118.2

2018年 74023.88 8340.488 30861.29 294.5129 88714.65 277.9372554 202512.8

生态价值变化 -2742.64 -791.985 92.56401 -22.3038 -2147.6 6.5166675 -5605.45

表4   2013年和2018年德州市市区土地类型面积及生态服务价值（万元/公顷）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自 2013 年

开始，经过 6 年发展，到 2018 年，德州市市区的土

地利用类型均以耕地为主；德州市市区建设用地面

积增加，耕地、园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均不同程度减少；德州市市区在研究期内的土地利

用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了

5605.45 万元. 

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是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的. 土地利用活动影响着各类生态系统类型、面

积以及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必然导致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 通过对德州市市区 2013 

年到 2018 年土地利用动态度的分析可以看出，除

林地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的土地类型在减少，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低的土地类型在增加. 表明德州

市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所

下降，生态安全受到一定的威胁. 生态系统服务的

丧失和退化影响着土地利用结构和效率，严重影响

着人类安全与健康，直接威胁着区域乃至全球的生

态安全[12]. 

德州市市区在近些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

化过程中，建设用地的增加成为必然趋势，导致了

耕地、园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的减少. 近

年来，德州市大力推行“增减挂钩”、土地整治等

工作，目的就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土地生态

环境. 建议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乡村振兴为契机，

在德州市市区继续推进土地整治工作，开展高标准

农田建设，补充耕地数量；通过国土综合整治，科

学规划，优化土地利用格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土地生态保护和修复，提升土地生态系统服务

机制；继续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建立完善土地市场机制，为相关工作提供资金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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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se type and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such as for understanding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e 

construction land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water area, water use land and garden 

land area showed a declining trend in Dezhou urban district from 2013 to 2018. The land use is mainly 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also lead to the total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decreased by 56.0545 million 

yuan. We should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land use structure, plan rationally in the land use process,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land use model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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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65 年，Zadeh提出了Fuzzy集理论[1]，每一个论域中的元素映射到[0,1]区间上的一个值，即其隶属度，它

反映了该元素隶属于模糊集的程度. 但由于Fuzzy集的隶属度是一个单一的数值，不能同时表示支持和反对的

证据，因而在处理投票模型这类问题时受到了限制. 1993 年，Atanassov[2]对模糊集理论进行了扩展并提出了

直觉模糊集理论. Gau等[3]在 1993 年提出Vague集理论，随后Bustince等[4]指出Vague集就是直觉模糊集. Vague

集的提出，给解决投票模型这类问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在一个Vague集中，用一个真隶属函数 )(xtV 和

一个假隶属函数 )(xfV 来描述其隶属度的边界，这两个边界就构成[0,1]的一个子区间 . 作为

Fuzzy集的一个扩展，Vague集对不确定模糊信息刻画的更加精确，处理更灵活. 自Vague集提出以来，已在信

息融合、模式识别、模糊决策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5-7]. 为了将模糊知识模式进行比较，需要判断两个

Vague集的相似度. 因而，而在这些应用中，相似性度量作为一项关键技术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提出了形式各异的Vague集之间的相似性度量计算公式[8-20]，体现了人们对这一

概念的不同理解. 这些方法的提出，依赖于Vague集相似性度量的约束准则. 由于不同文献中Vague集相似性

度量约束准则的不完备性，导致现有Vague集相似性度量方法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 本文基于文献[19]给出的

Vague集相似性度量约束准则，对现有Vague集相似性度量方法存在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存在不足

的根本原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Vague集相似性度量方法，通过定理证明和具体事例说明了本文方

法的有效性和更合理性，并对各种Vague集之间相似性度量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说明了各自的优缺点.

2    Vague集基本知识

定义1  设U 是一个论域，对U 的任一元素 x ，U 上的一个Vague集V 由一个真隶属函数 ( )Vt x 和一个假隶

属函数 ( )Vf x 来确定. ( )Vt x 是从支持 x 的证据所导出的 x 的真隶属度下界， ( )Vf x 则是从反对 x 的证据所导出的

x 的否定隶属度下界， ( )Vt x 和 ( )Vf x 将区间 [0,1] 中的实数与U中每一元素联系起来，即： ( )Vt x :U→ [0,1] ，

( )Vf x :U→[0,1]，其中，0 ( ) ( ) 1V Vt x f x≤ + ≤ . 称 ( ) 1 ( ) ( )V V Vx t x f xπ = − − 为 x 对于Vague集V 的未知度.

Vague集的新相似性度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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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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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域 1 2{ , , , }nU x x x= 
，则U 上的Vague集 A 记为：

1
[ ( ) ( )] /

n

A i A i i
i

A t x f x x
=

=∑ ，

定义2    称 ( ) ( ) ( )V V VS x t x f x= − 为 x 的核，它表示现有证据对元素 x 支持和反对两种力量的对比.

定义3    设 A 和 B 是论域U 上两个Vague集，A 的补集 A 定义为： ( ) ( )AAt x f x= ，1 ( )Af x− = 1 ( )At x− .

定义4    设 A 和 B 是论域U 上两个Vague集，A 包含于 B 当且仅当对 x U∀ ∈ ， ( ) ( )A Bt x t x≤ ， ( ) ( )A Bf x f x≥ ，

记作 A B⊆ .

定义5    设 A 和 B 是论域 U 上两个Vague集，A 等于 B 当且仅当对 x U∀ ∈ ， ( ) ( )A Bt x t x= ，1 ( )Af x−

=1 ( )Bf x− ，记作 A B= .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将上述 ( )Vt x 、 ( )Vf x 、 ( )V xπ 、 ( )VS x 简记为 xt 、 xf 、 xπ 、 xS .

3   Vague集相似性度量准则

在Vague集相似性度量不断改进的过程中，文献[8-18]都给出了各自的相似性度量遵循的准则，由于其不完

备，因而各种方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 本文使用文献[19]给出的相似性度量准则，并对其准则 7 进行了修

正，使其更完备.

准则1     0 ( , ) 1M x y≤ ≤

准则2     ( , ) ( , )M x y M y x=

准则3     ( , ) ( , )M x y M x y=

准则4     ( , ) 1M x y = x y= 且 0x yπ π= =

准则5     ( , ) 0M x y = [0,0], [1,1]x y= = 或 [1,1], [0,0]x y= =

准则6     若 x y z⊆ ⊆ ，则 ( , ) ( , )M x y M x z≥ ，且 ( , ) ( , )M y z M x z≥

准则7     若对任意 x ，有 ( , ) ( , )M x y M x z= ，则 y z=

准则8     对任意 x、y ，若 x y≠ ，则 ( , ) ( , )M x x M x y>

下面对各条准则进行说明：准则 1 指出了Vague集相似度的值域范围；准则 2 说明Vague集相似度必须

满足对称性；准则 3 说明Vague集相似度的对偶性；准则 4 说明两个Vague集完全相似当且仅当它们都是

Fuzzy集且相等；准则 5 说明两个完全不同的经典集合的相似度为 0；准则 6 说明Vague集相似度必须满足单

调性；准则 7 说明，对两个Vague集 A 和 B ，若对于任意一个Vague集 C ，都有 A 与 C 的相似度等于 B 与 C 的相

似度，则这两个Vague集 A 和 B 必然相等；准则 8 说明任何一个Vague集与自身的相似度大于与另一个Vague
集的相似度.

在以上的 8 条准则中，当以Vague集 A、B、C 代替Vague值 x 、y 、z ，A B C⊆ ⊆ 代替 x y z⊆ ⊆ ，就得到

Vague集之间相似性度量的基本准则.

4   现有Vague集相似性度量方法的不足与原因分析

下面仅对Vague值进行讨论.

设 [ 1 ]x xx t f= −， 和 [ 1 ]y yy t f= −， 是论域U 上的两个Vague值，文献[8-19]给出的Vague集相似性度量公式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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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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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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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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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x x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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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t f 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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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凤生，等：Vague集的新相似性度量方法



20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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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Vague集相似性度量方法来看，影响Vague集相似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核距离（ ）、两个端

点距离（ ）、未知度之差（ ）或未知度之和（ ）. 上述方法中，有的考虑了

部分因素，有的考虑了全部因素. 另外，从定义Vague集相似性度量方法满足的准则来看，上面Vague集相似性

度量方法并不是都满足所有准则，因而，某些Vague集相似性度量方法具有局限性或存在不足也就不难理解

了.

例1  对于 ，有 ，结果不符合客观实际和人们的直觉，因

为它们都不满足准则4.

例2   对于 ， ，有 ，结果不符合客观实际和人们的直

觉，因为它不满足准则 8 .

例3   对于 ， ]4.0,4.0[=y ，有 ( , ) ( , ) 0.6SW SWM x x M x y= = ，结果不符合客观实际和人们的直

觉，因为它不满足准则 8 .

例4   对于 [0,1]x = ， [0.2,0.8]y = ， ，结果不符合客观实际和人们的直觉，因为

它们不满足准则 4 .

例5   对于 [0,1]x = ， [0.4,0.4]y = ， [0.6,0.6]z = ， ，无法区分两组数据，因为它没

有考虑未知度的影响. 事实上，对于 [0,1]x = ，只要 ，都有

在上述方法中，MJ(x,y)、MHY (x,y)和 MXF(x,y) 考虑了核距离、两个端点距离、未知度之差或未知度之

和对其相似度的影响，而其他方法只考虑了部分因素对其相似度的影响. MJ(x,y)、MHY (x,y)和MXF(x,y)较

其他方法更合理、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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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的Vague集相似性度量方法

定义7    令 [ 1 ]x xx t f= −， ， [ 1 ]y yy t f= −， ，则 x 和 y 的相似度定义为

说明：本文给出的定义充分考虑了核距离、两个端点距离、未知度之和四个因素对其相似度的影响，

核距离、两个端点距离越小、未知度之和，其相似度越大. 而且，该定义满足Vague集相似性度量的八个准

则，因而较其他方法考虑的更全面，得到的结果更合理.

定理1  设 [ 1 ]x xx t f= −， 和 [ 1 ]y yy t f= −， 是论域U 上的两个Vague值，则

证明  由Vague集的定义可知

则有，

于是，

所以，

因此， .

定理2  设 [ 1 ]x xx t f= −， 和 [ 1 ]y yy t f= −， 是论域U 上的两个Vague值，则

证明  由定义易得 .

定理3  设 [ 1 ]x xx t f= −， 和 [ 1 ]y yy t f= −， 是论域U 上的两个Vague值，则

证明   由定义易得 .

定理4  设 [ 1 ]x xx t f= −， 和 [ 1 ]y yy t f= −， 是论域U 上的两个Vague值，则 且

证明 

结论得证.

定理5  设 [ 1 ]x xx t f= −， 和 [ 1 ]y yy t f= −， 是论域 U 上的两个Vague值，则  

或

证明

由Vague集的定义可知 

于是，

结论得证.

定 理 6   设 [ 1 ]x xx t f= −， 、 [ 1 ]y yy t f= −， 和 是 论 域 U 上 的 三 个 V a g u e 值 ，若 x y z⊆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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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M x y M x z≥ ，且 ( , ) ( , )M y z M x z≥

证明  如果 ，则 ， ，于是

当 时，结合 ， 可得， ， ，于是 ( , ) ( , )M x y M x z≥ 成立.

当 时，若 ，结合可得 ， ，于是 ( , ) ( , )M x y M x z≥ 成立.

若 ，则

                             

同理可得

于是 ( , ) ( , )M x y M x z≥

同理可证 ( , )M y z ≥ ( , )M x z

定理7    设 [ 1 ]x xx t f= −， 、 [ 1 ]y yy t f= −， 和 是论域 U 上的三个Vague值，若对任意 x ，有

( , ) ( , )M x y M x z= ，则 y z=

证明   令 [0,0]x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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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得

由 可得

                                                                   （13）

令 ，则

同理可得

由  得

                                                                    （14）

（13）和（14）两式相加可得

                                                                                                                       （15）

将 带入（13）式得

                                                                                                   （16）

由（15）和（16）式得

于是 y z= ，结论得证.

定理8       设 [ 1 ]x xx t f= −， 、 [ 1 ]y yy t f= −， 是论域U 上的任意两个Vague值，若 x y≠ ，则 ( , ) ( , )M x x M x y>

证明   若 x y≠ ，则

                              

当 时， ，结论成立.

当 时,

又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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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于是 ，结论得证.

定义8   设 A 和 B 是U={ 1x , 2x , …, nx }上的两个Vague集，则Vague集 A 和 B 的相似度定义为

定义9    ( , )M A B 满足准则1-准则 8 

下面通过表1中的例子，对各种Vague集相似性度量方法进行对比分析，说明各自的优缺点.

表1 各种相似性度量方法的比较

1 2 3 4 5 6

x [0.2,0.4] [0,1] [0.4,0.8] [0.2,0.7] [0.2,0.7] [0,1]

y [0.1,0.5] [1,1] [0.5,0.8] [0.2,0.7] [0.3,0.6] [0.6,0.6]

MC 1 0.5 0.95 1 1 1

MH 0.9 0.5 0.95 1 0.9 0.5

ML 0.95 0.5 0.95 1 0.95 0.75

MX 0.9 0.25 0.93 1 0.9 0.5

MSL 0.8 0.25 0.76 0.75 0.75 0.5

MSW 0.6 0 0.6 0.5 0.5 0

MJ 0.94 0.25 0.91 0.86 0.9 0.75

MZ 0.67 0.2 0.71 0.71 0.62 0.2

MY 0.9 0 0.9 1 0.9 0.5

MZY 0.93 0.29 0.93 1 0.92 0.49

MHY 0.76 0.14 0.77 0.75 0.73 0.38

MXF 0.85 0.33 0.83 0.83 0.82 0.58

M 0.88 0.44 0.87 0.89 0.86 0.67

由表1可知，对于第 1 组和第 3 组数据，ML(x,y)、MSW(x,y)和MY(x,y)无法区分，因为它们只考虑了核距离、

两个端点距离、未知度之差或未知度之和中部分因素对其相似性的影响；对于第 2 组数据，MSW(x,y)和MY(x,y)

的结果不符合客观实际和人们的直觉，因为它们不满足准则 5；对于第 4 组，MC(x,y)、MH(x,y)、ML(x,y)、MX(x,y)、

MY(x,y)和MZY(x,y)的结果不符合客观实际和人们的直觉，因为它们都不满足准则 4；对于第 4 组和第 5 组数据，

MSL(x,y)无法区分，因为它们只考虑了核距离、两个端点距离、未知度之差或未知度之和中部分因素对其相似

性的影响；对于第 2 组和第 6 组数据，MZ(x,y)无法区分，因为它们只考虑了核距离、两个端点距离、未知度之

差或未知度之和中部分因素对其相似性的影响. 方法MJ(x,y)、MHY(x,y)、MXF(x,y) 和 M(x,y)，完全可以避免其他方

法的不足，而且分辨能力都较强，因为它们综合考虑了核距离、两个端点距离、未知度之差或未知度之和对

其相似性的影响.

6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现有Vague集相似性度量方法存在的不足. 指出Vague集相似性的度量要综合考虑核距

离、两个端点距离、未知度之差或未知度之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Vague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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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度量方法. 通过定理证明其满足若干所需的准则，说明了本文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实例分析验证

了各种Vague集相似性度量方法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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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imilarity Measure Method between Vague Sets

XU Feng-sheng，YU Xiu-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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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 on criterion of similarity measure between vague set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ot causes of some 

insufficient of existing similarity measure between vague sets，and puts forward an new similarity measure method 

between vague sets. By proof of theorem, the valid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is method are illustrated.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various similarity measures between vague set，explain their relativ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Key words：Vague sets；Fuzzy sets；similarity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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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具有连续偏差变元微分方程的振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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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完全平方公式探讨了一类具有连续偏差变元微分方程的振动性，获得了该类微分方程振动的充分

条件，丰富了微分方程的振动理论，并给出了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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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力学、控制论和生物学等应用领域中需求，出现了大量新的数学模型有待于研究，因而近年来对动

力方程、微分方程、差分方程定性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4]. 在众多的实际应用中，由于现实问题的

复杂性，用来描述这些问题的模型常常是离散、连续等因素的共合体，基于此笔者考虑一类更为广泛意义下

的微分方程—具有连续偏差变元分布的泛函微分方程.

本文拟研究如下具有连续偏差变元分布的泛函微分方程：

                                                                                                                                         

                                                                                                                                                （1）

其中 且

定 义 1   如 果 函 数 在 D 中 满 足 方 程（1），则 称 为 方 程（1）的 解 .  其 中

定义2     方程（1）的解 ( )tµ  称为在D内振动，如果对任意数 γ ，存在 [ )1
1   t C γ− ∈ +∞ ，使得 ( )1 0tµ =

定义3    方程（1）称为振动的，如果方程（1）解都是振动解

为方便，本文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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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 ) ( ) ( )( )1, ,
p
qf t x y y t t yγ α

+
≥ ， y 0≠ ，p,q 为互质的奇数，且有 ( ) ( ), , , ,f t x y f t x y− = − ， ( ), ,yf t x y 0≥ ，    

0x > ， [ )1
1, ,x y C t R−∈ +∞ ，其中 [ )1

1 ,C t Rγ +
−∈ +∞

(H2) ( ) ( )
0t

t p s dsγ
∞

= ∞∫
(H3) ( )1 2, g y y 分别关于 1 2, y y 连续可微，且存在正数 k ，当 0iy ≠ 时，满足 ，且

(H4) 存在函数 [ )( )1
0  C tµ∈ ∞ ， ( )1 ,F C R R+∈ ， ( )1 ,G C R R+∈ ，满足 ( ) ( ) ( )kF G

t
µ µ

α
= ， ( ) ( )2

 
4

G
F

µ
µ ≥

(H5) 

(H6) 

2   主要结论

定理1   若条件(H1)，(H2)，(H3) 成立，则方程（1）的任一非振动解 ， [ )1,t t∈ ∞ ， 满足  其

中 2 1 0 t t t≥ ≥

证明   不是一般性，无妨设 ( )tν ， [ )1,t t∈ ∞ ，为方程（1）的任一非负解，其中 1 0 t t≥ , 则有

结合条件则 最终非

负，从而存在 ， 使得

定理 1 证毕.

定理2   若条件(H1)-(H6)成立，则方程 （1）是振动的

证明   设 ( )tν 是方程（1）非振动解，不是一般性，无妨设存在 1 0 t t≥ ，使得 ( ) 0,tν ≥ [ )1,t t∈ +∞

当 ，可以类似证明. 由定理 1 可得，   由条件(H 6)，无妨设

( ) 1h t t≥ ， 2t t≥ . 因此我们得到

故 单调不增. 又因为当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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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条件可得

从而可得

进而

结合（2）， （3），（4）可得

对（5）从 到 t 积分，t 充分大，可得

故  0 与条件(H5) 矛盾. 证毕.

由定理 2 的证明过程，我们很容易得到如下结论：

定理3   如果条件 (H1)-( H3) 及 ( H5) 成立，且( *
4H )存在函数   

满足 其中β 为任一正常数. 则方程（1）是振动的.

定理4   如果定理 2 中条件(H1)，( H3) ， ( H4)和 ( H5)  成立，且下列条件之一成立

 则方程（1）是振动的.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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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ibration of a Class of Variabl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Continuous  Deviation

WU  Yu-jie，HAN  Zhong-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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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vibration of a class of variabl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continuous deviation is discussed by 

means of the complete square formula，then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vibration of such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re 

obtained, the vibration theory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is Enriched and examples of application is given.

key words：variable deviation; differential equations; vibration theory

3   实 例

考虑方程

其中  显然参考文献中所研究的范围皆不适用于方程 （6）.  对照本文定理 1 ，

只需取 ( )
2

2
F µµ = ， ( )t tµ = ， 可验证满足定理 2 的条件，故所考虑方程（6）是振动的. 事实上，方程（6）

有解 ( ) sint tν = .

参考文献：
[1]  韩忠月.  一类具有连续分布偏差变元差分方程的振动性[ 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8，38（6）： 207-210.

[2]  Jagmohan Tyagi,Venkataramanarao Raghavendra. An Oscillation Criteria For Second-Order Non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Functional Arguments[ J]. Electronic Journal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2009，30：1-7.

[3]  XieShengli, Sui Sun Cheng. Decaying Solutions of Neutral DifferenceEquations With Delays[ J ]. Ann.ofDiff.Eqs., 1995，11：331-345.

[4]  林文贤. 一类具连续偏差变元二阶偏泛函微分方程的振动性[ 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28（3）： 8-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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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Lebesgue积分的性质和连续函数的介值定理，得到Lebesgue积分具有介值性质，并利用该性质得出

Lebesgue积分的零点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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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sgue积分是实变函数的中心内容，它比黎曼积分有许多优越的性质，也有一些类似的性质，关于

Lebesgue积分的研究[1] 有很多. 路慧芹等[2] 研究了Lebesgue测度的介值定理，本文利用Lebesgue积分的绝

对连续性和函数的连续性[3] 得出Lebesgue积分的介值定理.

1   预备知识

定理1[4-5]    （积分的绝对连续性）设 f(x) 在有界可测集 E上有积分，则对任一正数ε，有正数 δ，使当

   时就有  .

定理2[4-5]    （有限可加性）设 f(x) 在有界可测集 E上有积分， ，Ek 等均可测且两两不相交，则

有 .

定理3[4-5]       设 f(x) 在有界可测集 E上的可积函数，则 .

定理4[4-5]      （介值定理）若 f(x) 在 内连续，且 ，则对A与B之间的任何数

，至少存在一点c，使     

定理5[4-5]          设 f(x) 在E上可积， 均为可测集，且 ，则有

证明   因 f (x ) 在E 上可积，由积分的绝对连续性知，对 ，只要 ，便有

由于 ，故对 ，使当 时， ，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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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即 .

2   主要结果

 定理6        设E为R上有界可测集， f(x) 为E上可积函数，若 ，则对任何数 ，

有 ，使 .

证明   定义函数  

因 为 ， f (x ) 为 E 上 可 积 函 数 ，由 定 理 1 得 ，又 ，

，由定理 5 得 . 下面证明F(x) 是 上的连续函数，对于任意的

，不妨设 ，则

由于   f (x ) 为 E 上 可 积 函 数 ，由 定 理  1  得 ， ，当 ，即 时 ，更 有

 ，所以 ，由上面不等式得 ，因此 F(x) 是 上的

连续函数，由定理 4，存在 ，使 .  令 ，则有 .

推论   设E为R上有界可测集， f(x) 为E上可积函数，若  ，则对任何数 ，有

，使

证明   方法同上，令 .  则 . 因为 F(x) 为连续

函数，由定理 4 得， ，存在 ，使 ，令 .  则有 .

 定理7      设E为 R上有界可测集，   f (x) 为E上可积函数， ，若 ， ，

则 ，存在集合E1， ，使 .

证明    由  ，且  ，由定理 2 得

即  因为 ，由定理 5 得， ，使

孙秀花，等：Lebesgue 积分的介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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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举例

例    设 ，易得 f(x)在［-1，1］中的任何区间上Lebesgue可积，但不是黎曼可积，

且 ，验证定理 6 成立.

证 明   只需证明 ，存在集合E 1，使 ，且 .

（1）当0＜c＜1时，取 ，则

（2）当-1＜c＜0时，取 ，则

（3）当c =0 时，取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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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慧芹，路婕. Lebesgue测度的介值定理及其应用[J]. 山东科学，2018，31（6）：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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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of  Lebesgue Integ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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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property of Lebesgue integral and the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of continuous function, it 

is obtained that Lebesgue integral has intermediate property, and the zero theorem of Lebesgue integral is obtained 

by using this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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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杂化两性离子毛细管电色谱整体柱的制备与评价

李金祥，杨 悦，周雨晴  

（辽宁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大连     116029）

摘  要：以表面预烯基化的硅胶纳米颗粒(直径 10-20 nm)为交联剂，2-二甲基乙基胺甲基丙烯酸酯 (DAMA)和甲

基丙烯酸 (MAA)为功能单体，环己醇、甲醇和水为致孔剂，偶氮二异丁腈 (AIBN) 作为引发剂，在毛细管（150 μm）

内通过原位聚合方法制备一种新型有机-无机杂化两性离子交换毛细管电色谱整体柱（以下简称杂化柱）. 实验考察

了致孔剂的组成及比例、有机功能单体浓度、单体总浓度等主要因素对固定相形貌和孔结构的影响，依据扫描电镜

图和压力对流速曲线确定了杂化柱的制备条件. 该杂化柱与有机整体柱相比，其固定相的抗溶胀能力强、连续床孔隙

均匀；与无机整体柱相比，制备过程简便、无需后修饰；与以往文献报道的有机-无机杂化整体柱相比，制备方法更简

单. 该柱带有两性电荷基团，通过改变流动相的pH值来调节固定相表面电荷的性质与电渗流的大小和方向，从而改变

离子交换分离模式，对一组无机阴离子和有机胺类化合物进行了分离. 

关键词：毛细管电色谱；两性离子交换；硅胶纳米颗粒；杂化整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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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毛细管整体柱通常分为：无机硅胶整体柱、有

机聚合物整体柱和有机与无机杂化整体柱[1,2]. 无机

整体固定相通常需要后修饰、制备过程繁琐、重现

性差；有机整体固定相容易发生溶胀现象，导致其

整体孔径不均匀、渗透性差；而有机与无机杂化整

体固定相在克服了它们各自缺点的同时又兼具了

它们的优点，且随着制备方法的成熟，现已在色谱

中得到广泛应用. 到目前为止，已报道的有机与无

机杂化整体固定相的制备方法包括溶胶凝胶结合后

修饰法、“一锅法”、POSS法、“click”法、一步催化

法、硅胶颗粒担载法等. 其中，溶胶凝胶结合后修饰

法制备过程过于繁琐且整体柱制备的重现性不佳；

“click”法、POSS法、“一锅法”、一步催化法制备

方法简单，但其商品化功能单体种类较少；硅胶颗

粒担载法制备的整体柱的渗透性通常不好，且对致

孔剂的组成及比例有严格要求 [3]. 

本文以表面预烯基化的硅胶纳米颗粒(直径 10-

20 nm)为交联剂（代替有机整体柱制备中的有机交

联剂[4]），2-二甲基乙基胺甲基丙烯酸酯(DAMA)和

甲基丙烯酸(MAA)为有机功能单体，环己醇、甲醇和

水为致孔剂，偶氮二异丁腈(AIBN)作为引发剂，在毛

细管内通过自由基引发、原位聚合方法制备一种新

型有机-无机杂化两性离子交换毛细管电色谱整体

柱（以下简称杂化柱）. 实验考察了致孔剂的组成

及比例、有机功能单体浓度、单体总浓度等主要因

素对固定相形貌和孔结构的影响，依据扫描电镜图

和压力对流速曲线确定杂化柱的最佳制备条件. 通

过改变流动相的pH值来调节固定相表面电荷的性质

和电渗流的大小及方向，从而改变离子交换分离模

式，对一组无机阴离子和有机胺类化合物进行了分

离.

2   实验部分 

2.1    仪器与试剂

M X G - 3 高 压 电 源 （ 北 京 宾 达 英 创 ） ；

M i c ro 21UV-01紫外-可见光检测器（JASC O日

本）；N-3000色谱工作站（浙江智达）；石英毛细管

（150 μm I.D. 375 μm O.D.河北永年）；SU801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日本日立)；继电器开关

板（深圳龙岗）；B-212酸度计（HORIBA日本）；

HH-501超级恒温水浴（金坛白塔）；SB-120T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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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清洗仪（宁波新芝）；TGL-16(A)离心机（金坛白

塔）.

硅 胶 纳 米 颗 粒（1 0 - 2 0 n m ，﹥ 9 9 . 5％，上 海 麦

克 林）γ - （ 甲 基 丙 烯 酰 氧 ）丙 基 三 甲 氧 基 硅 烷

(γ-MAPS，﹥95％，武汉凯博)；2-二甲基乙基胺甲

基丙烯酸酯（DAMA）、甲基丙烯酸（MAA，﹥95％，

美国ACR S）；偶氮二异丁氰（AIBN，﹥95％，上海

化学试剂）；环己醇、甲醇、乙腈（分析纯，天津富

辰）；超纯水（18.2 MΩ●cm）；其它无机、有机试剂

均为分析纯. 

2.2    预烯基化处理

1）硅胶纳米颗粒表面预烯基化：首先将一定量

的硅胶小颗粒装入离心管中，依次用 1.0 M氢氧化

钠溶液、超纯水和 1.0 M盐酸溶液各洗涤两次，接着

用超纯水洗至中性，再用甲醇洗涤三次；把一定量

γ-MAPS与甲醇的混合溶液(v/v，1:1)加入到前述的

离心管中，超声振荡混合均匀后于 45℃ 恒温循环

水浴锅中反应 12 h；最后再用甲醇洗涤三次. 前述

步骤中，每次固液分离时，均使用高速离心机，离

心力约为 6000 g. 该表面预烯基化硅胶纳米颗粒，以

下简称烯基化硅胶，在本研究中用作毛细管中原位

聚合反应的交联剂.

2）毛细管管壁预烯基化处理：具体方法参照

文献[5].

2.3    杂化柱的制备

配制X、Y、Z三种溶液：X为三元混合致孔剂

（水:甲醇:环己醇=l:2:1,v/v/v），Y是混合功能单体

（DAMA:MAA=1:1,v/v），Z由X配制成浓度为 2％

（w/v）的AIBN溶液，三份溶液均需通入N2并超声

振荡至澄清. 称取 10 mg烯基化硅胶于 1.5 mL的离

心管内，依次加 20 μLY、65μLX，液面上吹氮气并

超声振荡 10 min，加 5 μL Z溶液，液面上吹氮气并

超声 5 min得到均匀反应液. 将上述反应液注入预烯

基化处理后的毛细管中约 10 cm，注入N2约 0.5 cm

（注：预留紫外可见光检测窗口），再推入反应液

约 20 cm，两端密封，放入 60℃ 恒温循环水浴中反

应 10 h. 反应结束后向管内通入大于 50 倍柱体积的

甲醇冲洗，以除去其中未参与反应的单体和交联剂

及致孔剂等.

2.4    电色谱实验

本文所用的溶液均需要 0.2 μm滤膜过滤、超

声脱气处理. 用刀片将杂化柱预留检测窗口处的聚

酰亚胺涂层刮掉. 将高压电源连接到继电器开关板

上，通过设置时间程序来控制高压电源的开启和关

闭. 实验开始前在装置上将杂化柱用流动相平衡 1 h. 

一般情况下，电动进样 1kV×5s，柱温为室温，检测

波长 214 nm，柱总长 30 cm，有效长度 18 cm，其他

实验条件见图说明.

3   结果与讨论

3.1    杂化柱制备条件的优化

1）致孔剂的组成及比例. 致孔溶剂的致孔剂

的组成对整体固定相的孔结构和形貌有很大影响. 

本文所选致孔剂为水、甲醇、环己醇. 固定其它实

验条件，调节甲醇在致孔剂中的相对含量（水：甲

醇：环己醇为1:1:1、1:2:1、1:3:1、1:4:1），制备了杂化

柱，考察了它们的压力对流速曲线. 实验结果表明，

一定范围内的压力与流速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随

着甲醇含量的增加，整体杂化柱的通透性（压力对

流速曲线的斜率，下同）逐渐增大，但部分杂化柱

（l:3:1、l:4:1）在压力超过 1600 psi时，流速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趋势，可能出现了固定相连续床坍塌现

象. 综合考虑杂化柱的通透性和耐压性，最后确定致

孔剂的组成为水：甲醇：环己醇=l:2:1.

2）单体总浓度. 实验中致孔剂为前述比例，

固定其它反应条件，制得不同单体总浓度（26％、

28％、30％、32％、34％）的杂化柱. 它们的扫描电

镜和压力对流速曲线图的实验结果表明，在一定范

围内，固定相的通透性随着单体总浓度的增加而减

小，当单体总浓度较低（26％、28％）时，固定相在

1500 psi下被压出毛细管. 本研究选择的单体总浓度

为 30％. 

3）功能单体与烯基化硅胶的比例. MAA能提

供负电荷，可产生阴极电渗流；DAMA能供正电荷，

可产生阳极电渗流. 保持其它实验条件相同，制取不

同比例（功能单体：烯基化硅胶为1:1、2:1、3:1）的

杂化柱. 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功能单体比例增加，通

透性有所下降；当功能单体比例低于2:1时，发现制

得的杂化柱对三种有机胺（见后）的保留无选择性. 

综合考虑杂化柱的通透性和色谱选择性，本研究选

择的功能单体与烯基化硅胶的比例为2:1.

4）反应温度和反应时间. 其它实验条件相同，

在不同反应温度（50℃、60℃、70℃）和不同反应

时间（6 h、8 h、10 h、12 h）下制备了杂化柱.实

验结果表明，在反应温度 50℃ 和 60℃、反应时间 

6 h和 8 h下制备的杂化柱不耐压；在反应温度 70℃ 

下制备的所有杂化柱通透性均不佳. 本研究最终选

择的反应时间为 10 h，反应温度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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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研究确定杂化柱的制备条件：水：甲

醇：环己醇=1:2:1、单体总浓度为 30％、功能单体与

烯基化硅胶的比例为 2:1、反应温度为 60℃ 和反应

时间为 10 h.

3.2    杂化柱的表征

1 ） 固 定 相 的 形 貌 和 孔 结 构 .  扫 描 电 镜 如 图

1A、B所示. 由图A可见，固定相的结构均匀而连续，

大部分孔径在 1.5 μm以下；图B显示，整体固定相

与毛细管内壁结合紧密，无脱落现象.

图1   扫描电镜图

2）杂化柱固定相的抗溶胀能力. 在不同极性溶

液中，有机固定相会发生胀缩效应，影响其分析性

能及使用寿命. 将 18 cm杂化柱在压力 1000 psi下，

以 100％ 乙腈为流动相平衡 12 h，之后再通水，

得到它的流速对时间关系曲线，如图2所示. 在测试

时间内，水的流速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基本维持稳

定，证明其固定相在水中并未出现明显的胀缩行为. 

这应归因于无机硅胶颗粒参与了整体连续床的形成.

      图2   杂化柱的流速对时间关系曲线

实验条件：流动相：水；压力：1000 psi；柱长：

18 cm

3）杂化柱的电渗流. DAMA与MAA的相对含量

影响两性离子固定相的等电点. 当功能单体DAMA

与MAA的体积比为 1:1 时，测得其等电点约为 6.3

（如图3所示），与以往文献报道[4]相近. 该结果表

明，DAMA与MAA以近似 1:1 的比例同时参与了整

体固定相的形成.

      图3    pH对电渗流的影响

实验条件：有效柱长 18 cm；丙酮作为电渗流

标记物；10 mM Na2HPO4溶液（含 35％ 乙腈）；当

pH﹥6.3 时，电压为 18 kV，反之为-18 kV；进样：1 

kV×5 s；检测波长在 214 nm；

3.3    色谱分离

1）有机胺的分离. 由图3可知，杂化柱在碱性

条件能产生阳极至阴极的电渗流. 本研究以 10 mM 

Na2HPO4缓冲溶液为流动相，固定其它条件，首先考

察了流动相pH值对三种有机胺类（对硝基苯胺、

对甲苯胺、对氯苯胺）阳离子保留行为的影响. 发现

流动相pH值（7.0、8.0、9.0）越大，三种有机胺在固

定相上的保留越强. 这是因为流动相的pH值会影响

固定相上的羧基的解离程度和胺类组分的质子化程

度，从而会影响胺类组分和固定相之间的静电作用

力，继而影响胺类组分的保留能力. 该结果表明，

阳离子交换机理在胺类保留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

pH=8.0和pH=9.0时三种有机胺均已达到基线分离，

虽然pH=9.0时杂化柱对三种胺的保留有更好的选

择性，但分离时间较长. 因此，本研究选择缓冲溶液

pH=8.0.

乙腈浓度对三种有机胺的影响. 实验发现，随

着乙腈浓度（25％、35％、45％）的增加，三种胺的保

留时间变短. 该结果表明，疏水作用机理对胺类保留

也有很大影响. 当乙腈浓度低于 35％ 时，三种胺在

固定相上的保留较强；高于 35％ 时，对三种胺的

保留较弱且分离度较小. 本研究选择缓冲溶液中乙

腈的浓度为 35％.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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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选择的条件下，对三种胺进行分离，结

果如图4A所示.

2）无机阴离子的分离. 由前述图3可知，杂化

柱在酸性条件下能产生阴极至阳极的电渗流. 本

研 究 以 、 、 为 分 离 对 象 ，以  1 0  m M 

NaH2PO4为流动相，考察了流动相pH值对阴离子分

离的影响. 实验发现，流动相pH值（3.0、3.5、4.0）

越大，组分的保留越弱，分离度越小. 这是因为流动

相的pH值会影响固定相上的胺基的解离程度，从而

影响固定相上正电荷的密度，进而影响阴离子组分

的保留能力. 当pH=3.0时，杂化柱对阴离子保留较

强，出峰时间过长. 当pH=4.0时三种阴离子在固定相

上的保留较弱，已不能达到基线分离，最后选择在

pH=3.5时分离效果最好.

实验考察了流动相中竞争离子浓度变化对阴离

子保留行为的影响. 在pH=3.5时，向 10 mM NaH2PO4

溶液中加入强电解质NaCl，以提供竞争离子CL-. 实

验发现，CL-浓度（40~60 mM）越大，阴离子出峰时

间越短，分离度越小. 该结果进一步表明，无机阴离

子在该杂化柱中的保留是基于阴离子交换机理. 当

浓度达到 60 mM时，固定相对这三种阴离子保留太

弱，已不能完全分开. 本研究选择流动相中NaCl的

浓度为 50 mM.

在上述选择的实验条件下，对三种阴离子进行

快速分离，实验结果如图4B所示. 

 图4  阳离子与阴离子的快速分离 

实验条件：A：有效柱长 18 cm；pH=8.0；10 mM 

Na2HPO4溶液（含 35％ 乙腈）；进样：1 kV×5 s；

分离电压：18 kV；检测波长 214 nm；出峰顺序：

1.对甲苯胺；2.对氯苯胺；3.对硝基苯胺；

B：有效柱长 18 cm；10 mM NaH2PO4 溶液（50 

nm NaCl）；分离电压：-18 kV；pH=3.5；检测波长 

210 nm；出峰顺序：1. ；2. ；3. .

4   结 论

本研究采用烯基化硅胶代替传统有机交联剂制

备了一种新型有机-无机杂化两性离子交换毛细管电

色谱整体柱. 该杂化柱与无机整体柱相比，制备过程

简便、无需后修饰；与有机整体柱相比，其固定相的

抗溶胀能力强、连续床孔隙均匀；与以往文献报道的

有机-无机杂化整体柱相比，制备方法更简单[6,7].

同时考察了制备条件对固定相形貌和孔结构影

响. 通过优化pH值、有机添加剂及流动相中缓冲溶

液的浓度等因素，在毛细管电色谱模式下利用同一

根杂化柱分离了一组无机阴离子和有机胺类化合物. 

实验结果证实了该柱是一种集阴阳两性离子交换作

用、疏水作用和电泳作用为一体的多功能整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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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正交试验法研究了粒度、提取时间以及乙醇浓度 3 个因素对平利绞股蓝中总皂甙含量的影响. 结果

表明：平利绞股蓝总皂甙的最佳提取参数是粒度≤ 0.5 mm，提取时间为 12 h，乙醇浓度为 80％. 在最佳条件下，平利

绞股蓝总皂甙含量稳定在 9.31％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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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绞股蓝（Gynostemma pentaphyllum）是葫芦科

绞股蓝属多年生草本植物[1]. 因绞股蓝中含有皂甙与

五加科植物人参所含有的人参皂甙结构类似，对身

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所以被称为“第二人参”[2,3]. 

绞股蓝具有一定的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防癌、

抑癌、抗衰老、防辐射及提高免疫力等作用[4] . 在我

国，绞股蓝主要生长在秦岭和长江以南的地区，其中

陕西平利被认为是中国绞股蓝的原产地，当地的土

壤、气候条件等都非常适宜绞股蓝的生长[5-7]. 绞股

蓝在医药研究、食品开发、饲料添加剂、保健茶等

行业具有广泛的开发前景. 该研究利用溶剂提取冷

凝回流法的工艺及正交试验法优化提取数据，为绞

股蓝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与设备

材料预处理：将陕西平利绞股蓝全草晒制后，

经 60℃ 烘干 3 h，粉碎，备用.

试验试剂：人参皂甙对照品、香草醛、乙醇、

甲醇、正丁醇、冰醋酸、高氯酸均为分析纯.

主要设备有：植物粉碎机（上海精密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电子天平（梅特勒. 托利多仪器有限公

司，精确度为万分之一）、721 型分光光度计（上海

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索氏提取器等.

2.2    试验方法

1）总皂甙含量的测定

（1）标准曲线的制作：准确量取 2 mg/mL的

人参皂甙对照品溶液 0.00，1.00，2.00，3.00，4.00，

5.00 与 6.00 mL，分别置于 25 mL容量瓶中，挥干甲

醇，加入配置好的  5％ 香草醛冰醋酸溶液 2 mL，

70％ 高氯酸 8 mL，摇匀后置于 60℃ 水浴中加热 

15 min后取出，冷却至室温后分别加入冰醋酸至 25 

mL，摇匀备用[8]. 另加入 6 mL甲醇溶液至 25 mL容

量瓶中，重复以上操作最后加入冰醋酸至 25 mL作

为空白溶液. 取备用溶液和空白溶液，用 721 分光光

度计、于波长 560 nm处进行比色测定，以人参皂甙

的重量x对吸收度y进行回归，得方程：y = 1.3653x-

0.0312，相关系数r=0.9989.

（2）总皂甙的提取、含量测定：把绞股蓝全草

粉末 2 g放进索氏提取器中，加入 30 mL乙醇，然后

加热回流 12 h，抽滤蒸干乙醇，利用正丁醇萃取 4 

次，浓缩后甲醇定容，按照标准曲线法步骤进行含

量测定，利用回归方程计算出平利绞股蓝中总皂甙

的含量.

2）试验设计

在 单 因 素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选 取 粒 度、提 取 时

间、乙醇浓度为主要研究因素，以总皂甙含量为指

标，优选最佳工艺条件，见表1.



38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表1  正交因素水平

水平

因素

A粒度（mm） B提取时间（h） C乙醇浓度（％）

1 ≤5 6 70

2 ≤1 9 80

3 ≤0.5 12 90

3   结果与分析

3.1    试验结果与分析

表2  绞股蓝总皂甙提取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A B C 总皂甙得率（％）

1 1 1 1 8.04

2 1 2 2 8.54

3 1 3 3 7.96

4 2 1 2 8.55

5 2 2 3 8.76

6 2 3 1 8.99

7 3 1 3 8.83

8 3 2 1 8.61

9 3 3 2 9.17

K1 8.18 8.47 8.55

K2 8.77 8.64 8.75

K3 8.87 8.71 8.52

最优水平 A3 B3 C2

极差（R） 0.69 0.24 0.23

绞股蓝总皂甙提取正交试验结果见表2：随着

乙醇浓度的提高，绞股蓝总皂甙得率没有持续上

升，这可能与溶剂的极性有关. 在影响绞股蓝总皂

甙所得率的 3 个因素中，其中因素A（粒度）对结果

的影响最大，因素C的影响最小，影响顺序是A：粒

度﹥B：提取的时间﹥C：乙醇提取浓度，最佳的工艺

参数为A3B3C2，即粒度≤0.5 mm，提取时间是 12 h，

乙醇浓度是 80％.

正交试验方差分析（见表3）表明：A因素水平

差异显著，说明绞股蓝总皂甙所得率受绞股蓝颗粒

大小影响很大；B因素水平差异不显著，说明提取时

间的差异对绞股蓝总皂甙所得率影响不大；C因素

水平差异不显著，说明在一定范围内的乙醇浓度对

绞股蓝总皂甙所得率影响较小.
表3  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F值 显著性

A 1.01 2 0.505 20.20 * *

B 0.14 2 0.07 2.80

C 0.08 2 0.04 1.60

误差e 0.05 2 0.025

总和 1.28

3.2    稳定性实验

准确称量平利绞股蓝粉末，在最佳的工艺参数

A3B3C2下进行了稳定性实验. 试验结果见表4.

表4  稳定性试验结果

序号 总皂甙（％） 平均得率（％）

1 9.28

2 9.05 9.31

3 9.59

从表4可知：正交试验确定的最佳工艺参数具

有较高的稳定性. 如果应用于实际生产，将带来较

大的经济效益，这将有利于绞股蓝的开发利用.

4   小结与讨论

在提取平利绞股蓝总皂甙的过程中，对总皂甙

得率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粒度. 因此对这个因素一定

要引起重视. 平利绞股蓝总皂甙提取过程的最佳工

艺条件为：粒度≤0.5  mm，提取时间为 12 h，乙醇

浓度为 80％. 在此最佳工艺条件下总皂甙含量稳定

在 9.31％ 以上.

采用同样的提取方法对不同地区的绞股蓝总皂

甙进行提取测定，差异较大，这可能与栽培品种、

土壤结构、气候、栽培技术、采收时间等因素有一

定的关系. 研究这些因素和绞股蓝总皂甙的提取工

艺，可以促进全国各地绞股蓝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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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xacting of Total Makino in PingLi Gynostemma

QIAO Zhen-jie，WANG Chun-yu，LIU Li-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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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orthogonal test table was used to indentify the quality of total Makino on the factors of diameter, 

exacting time and alcohol concentration of PingLi Gynostemma. On the basis of orthogonal test, the optimum 

technological condition was material diameter≤0.5 mm, fermentation time 12 h, alcohol concentration 80％. On 

the best condition, the total makino in  PingLi Gynostemma is higher than 9.31％ stead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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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a Novel Organic-inorganic Hybrid Zwitterionic 
Monolithic Column for Capillary Electro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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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ovel organic-inorganic hybrid zwitterionic ion-exchange monolithic column (shorted as hybrid 

column hereafter) was prepared for capillary electrochromatography by in-situ polymerization in a fused 

silica capillary (i.d.150 μm) using pre-alkenylated silica nanoparticles (i.d. 10-20 nm) as crosslinkers, 

2-dimethylethylamine methacrylate (DAMA) and methacrylic acid (MAA) as functional monomer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orogenic solvent consisting of water, cyclohexanol and methanol. The preparation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composition of porogen, the total concentration of the three monomers and their ratios, the time and temperature 

of polymerization were investigated and selected based 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ic images and the curves 

of backpressure vs flow-rate. Compared with the organic monolithic column, the hybrid monolith has the merits of 

less swelling-shrinking, more uniform pore siz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inorganic monolithic column,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of the hybrid column is simpler and no need for post-modification. Compared with the organic-

inorganic hybrid monolithic columns reported previously, the present preparation method is much simpler. The 

monolith surface possesses zwitterionic charge groups, therefore the flow-rate and direction of the electroosmotic 

flow can be controlled by adjusting the pH of the mobile phase. A group of commom inorganic anions were 

separated based on ion-exchange mechanism and a group of organic amines were separated base on the mixed 

mechanism of ion-exchange and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Key words: capillary electrochromatography; zwitterionic exchange; silica nanoparticles; hybrid monolithic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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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性能研究

付  莉，胡  杨，商书波，王爱丽

（德州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以甲基蓝为模拟染料，高温物理炭化制得的芦苇绒活性炭为吸附材料. 研究了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

吸附能力及活性炭再生能力. 结果表明：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符合Langmuir的单分子吸附和准二级动力学

的化学吸附，当甲基蓝溶液初始浓度为 800 mg/L，吸附时间为 2 h，活性炭投加量为 2 g/L时，对甲基蓝的去除率高达

95.2％，平衡最大吸附量为 757.10 mg/g. 同时扫描电镜和傅里叶-红外光谱仪对活性炭的表征也表明活性炭表面存在

大量的孔隙和羧基官能团，进一步说明了芦苇绒活性炭对染料的吸附能力，该生物吸附剂具有较广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高温物理碳化；芦苇绒活性炭；甲基蓝；吸附

中图分类号：X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19）06-0040-05 

收稿日期：2019-06-06

通讯作者简介：商书波（1978-），女，山东聊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水土污染控制与治理研究.

1   引言

纺织印染行业是我国排放废水量较多的工业部

门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印染企业每天排放废

水量 300～400 万吨. 排放的废水具有生化需氧量

高、色度高、pH值高的特点. 直接排入环境不仅直

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严重破坏水体、土壤

及其生态系统 [1]. 目前印染废水处理的方法有：混凝

沉淀法、 吸附法、膜分离法、电化学法和辐射法. 其

中活性炭吸附法，因其操作简单、成本低的特点，

一般被视作印染废水处理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2].

生物炭就是把生物质放在缺氧和一定温度条

件下热裂解干馏形成的富碳产物，生物炭表面富含

各种官能团，有较大的孔隙度和比表面积，较强的

吸附力，可作为吸附材料应用[3]. 芦苇在我国分布广

泛，生长速度快周期短，仅少量可被降解，其中有

些学者已经采用芦苇秸秆制作活性炭并研究其对水

体中的有机物、磷和重金属等污染物的吸附去除作

用. 唐登勇等[4]将芦苇秸秆制备成生物炭吸附水中的

铅. 傅成锴等[5]采用青贮活化法制备高酸度芦苇活性

炭去除废水中重金属离子镍 Ni（Ⅱ）和镉Cd（Ⅱ）.

Zhou L等[6]研究了芦苇活性炭(RAC)对亚甲基蓝(MB)

的吸附-脱附行为. 除此之外，陈灵智等[7]探讨了芦

苇绒制作活性炭的可行性，但是并未对芦苇绒活性

炭对染料的吸附特性进行探讨. 而甲基蓝作为一种

用途广泛的墨水染料，属于芳香族杂环化合物，容

易在生物体内富集，严重危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

身体健康. 目前，对典型阴离子染料甲基蓝的吸附去

除的研究鲜有报道.

本文基于含大量固定碳的芦苇绒为原料制备活

性炭，采用批量平衡实验研究了芦苇绒活性炭对甲

基蓝染料的吸附性能，不仅可以解决芦苇花飘散带

来的环境问题，还可以变废为宝，从而为印染废水

的治理提供一定的基础数据.

2   方法

2.1    生物炭的制备

成熟期的芦苇绒，采自山东临沭的河边及湿地. 

取适量成熟后的芦苇绒，将其去除较大根茎后，于 

25000 r/min的高速中药粉碎机中破碎，过 180 目筛. 

再将破碎好的芦苇绒置于反应釜（无内衬）中，在

马弗炉中以温度为 500℃ 经 2 h高温缺氧炭化，取

出并放置于干燥容器内备用.

2.2    试剂与仪器

（1）主要试剂：盐酸和甲基蓝购自上海市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分析纯；氢氧化钠购自

天津市恒兴化学试剂制造有限公司，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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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仪器型号和生产厂家见表1.

表1   主要实验仪器

仪器 型号 生产厂家

电热烘箱 FCD-3000型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马弗炉 KSL-1100X-S型 龙口市电炉制造厂

扫描电镜 SZX-10型 日本OLYMPUS公司

COD微波消解仪 JXJ∙ш型 青岛骏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天平 AL204型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

分光光度计 752型 上海光谱仪器有限公司

水浴恒温振荡器 702型 金坛市科析仪器有限公司

高速中药粉碎机 QE-200型 武义县屹立工具有限公司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iS5型 英国赛默飞公司

2.3    实验方法

1）甲基蓝溶液的配置及分析方法. 将配制的

500 mg/L的甲基蓝标准溶液，用分光光度计测出不

同浓度甲基蓝在 600 nm波长处的吸光度，建立标准

曲线，并借助标准曲线计算出溶液中甲基蓝的浓度.

2）活性炭的表征. 对制备的活性炭样品进行扫

描电镜（SEM）分析，观察活性炭表面的孔径大小

及分布情况. 同时对碳化前后的芦苇绒采用红外光

谱仪（FT-IR）进行对比分析碳化前后表面特征与

官能团种类的变化.

3）热力学实验. 配制浓度为 200~1200 mg/L的

甲基蓝溶液各 50 mL，同时称取 0.05 g的芦苇绒活

性炭加入锥形瓶中，在室温条件下（298 K），置于水

浴恒温振荡器中以 100 r/min的速度振荡 4 h后抽滤

取样，测定吸附后的甲基蓝吸光度，计算吸附后的

甲基蓝浓度和活性炭样品的吸附量，并作吸附等温

线拟合.

4）动力学实验. 准确称取 0.05 g芦苇绒活性炭

于 50 mL浓度为 800 mg/L的甲基蓝溶液中，以 100 

r/ min的速度，在室温（298 K）下振荡 4 h，同时在

不同的吸附时间（20 ~240 min）取样抽滤测定甲基

蓝溶液的吸光度，并用式（1）和式（2）[8] 计算甲基

蓝的去除率及芦苇绒活性炭的吸附量.

式中，ηt—t时刻的甲基蓝去除率，％；C0—初

始时刻的甲基蓝溶液质量浓度，mg/L；Ct—t时刻的

甲基蓝溶液质量浓度，mg/L；Qt—t时刻的甲基蓝吸

附量，mg/g；V—甲基蓝溶液体积，L；m—芦苇绒活

性炭投加量，g.

5）批量吸附实验

配制浓度为 800 mg/L的甲基蓝溶液 50 mL，用

0.1 mol/L的盐酸、氢氧化钠溶液调节甲基蓝溶液的

pH（3~10），研究不同pH对吸附的影响；投加不同

质量（0.05~0.2 g）芦苇绒活性炭，计算不同投加量

下甲基蓝的去除率.

3   结果和讨论

3.1    生物炭的表征及分析

1） 红外光谱分析（FT-IR）.

对碳化前后的的芦苇绒样品采用红外光谱仪进

行对比分析，FT-IR谱图见图1.

  图1  芦苇碳化前后的红外谱图

由图1可以看出：

（1）芦苇绒经碳化前后在 3650~3000 cm-1和

900~1950 cm-1之间都存在一个较宽的吸收峰，碳化

后芦苇绒活性炭对应的吸收峰明显变强，其中较大

的峰出现在 3431.82 cm-1和1617.83 cm-1处，较小的

吸收峰出现在 1100.81 cm-1处. 其中 3431.82 cm-1的

吸收峰属于芦苇绒活性炭中的羧基、酚基、醇基和

吸附水中的O－H的伸缩振动；1617.83 cm-1处的吸

收峰为活性炭的C=C特征峰. 1100.81 cm-1处的吸收

峰推测为由于羧酸、醇、酚、醚和酯中的C-O的伸

缩振动产生的.

（2）碳化前后吸收峰的红移以及增强现象与

陈灵智[7]对芦苇花活性炭的研究基本吻合. 碳化前

后吸收峰的变化说明芦苇绒原料经物理活化之后，

大量的羧基官能团被修饰到活性炭样品的表面，可

增加吸附的活性位点，提高生物炭对染料的吸附容

量，从而提高了活性炭的吸附能力[8，9].

2）扫描电镜（SEM）分析. 对芦苇绒活性炭样品

用电镜放大不同倍数（600，40000、50000和100000 



42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倍）进行扫描，不同倍数的电镜扫描图见图2. 

图2  芦苇绒活性炭扫描电镜图

由图2芦苇绒活性炭放大 600 倍扫描图可以看

出芦苇绒碳化后活性炭基本上保留了芦苇绒的杆状

形貌；芦苇绒活性炭放大 7000 倍扫描图可以看出

芦苇绒活性炭表面存在大量的微孔结构. 芦苇绒活

性炭放大 40000 和 50000 倍扫描图可以芦苇绒活性

碳内部也存在大量的空隙，而且活性炭样品内部高

低起伏不平，较为粗糙. 芦苇绒活性炭内外表面大

量的孔洞这可能是因为芦苇绒在经高温碳化的过程

中，活性炭内大量的有机挥发物逸出形成了不规则

的孔隙结构，使得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增大，能提供

更多的结合位点，更有利于吸附染料分子，促进活

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

3.2    初始浓度和吸附时间对吸附的影响

甲基蓝不同初始浓度和吸附时间对甲基蓝去除

率和生物炭吸附量的影响见图3和图4.

 图3 初始浓度对ηt和Qt的影响             

图4   吸附时间对ηt和 Qt 的影响

由图3可知，甲基蓝溶液浓度从 200 mg/L增加

至 800 mg/L时，甲基蓝的去除率从 88.98％ 增加至

95.86％ 的最大去除率，同时芦苇绒活性炭的吸附量

也达最大值为 757.10 mg/g，当甲基蓝溶液浓度继续

增加时，甲基蓝去除率反而降低. 这可能是随着甲基

蓝溶液初始浓度的增大，增强的传质推动力促进了

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作用，因而甲基蓝的

去除率逐渐增加. 当芦苇绒活性炭吸附饱和以后，

继续增大甲基蓝溶液的初始浓度，甲基蓝分子会发

生逆吸附，导致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率下降[10].

由图4可知，吸附时间在前 90 min时，甲基蓝

去除率迅速增加，在 120 min时达到最大去除率

95.5％，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量高达 764.28 mg/g. 

但是随着吸附时间的增加，甲基蓝的去除率与活性

炭样品的吸附量趋于平缓，并出现下降的趋势. 这可

能是因为在吸附实验开始时，甲基蓝分子在芦苇绒

活性炭上的吸附主要发生在活性炭样品的表面上，

吸附比较容易进行，很快达到最大去除率，但是随

着吸附时间的增加，甲基蓝分子由大孔和中孔运输

到微孔中，在此过程中，甲基蓝分子在活性炭样品

微孔中的传质速率逐渐降低，同时甲基蓝分子在活

性炭表面发生逆吸附，导致总的吸附容量随吸附时

间的推移降低，吸附去除率缓慢降低[11].

3.3    pH值和活性炭投加量对吸附的影响

溶液不同pH和活性炭投加量对甲基蓝去除率

和生物炭吸附量的影响如图5和图6所示.

芦苇绒活性炭扫描电镜图（a）

芦苇绒活性炭扫描电镜图（c） 芦苇绒活性炭扫描电镜图（d）

芦苇绒活性炭扫描电镜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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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pH对ηt 和 Qt 的影响                   

 图6   生物炭投加量对ηt和 Qt 的影响

由图5可得出，随着pH值的升高，芦苇绒活性

炭对甲基蓝的去除呈现上升的趋势，当甲基蓝溶液

接近中性时，去除率最高可达 98.15％，该条件下的

活性炭有最大吸附量为 798.51 mg/g，溶液逐渐变为

碱性时，甲基蓝的去除率存在稍微降低的现象. 可能

是由于溶液处于酸性条件下，高浓度的H+使得活性

炭表面带的正电荷与甲基蓝溶液中的带正电物质形

成了吸附竞争，减少了一部分对弱酸性染料甲基蓝

的吸附，而当溶液转变为中性时，形成的双电荷层

使得活性炭表面的极性发生了改变，有利于活性炭

样品对甲基蓝分子的吸附作用. 但当溶液变为碱性

时，溶液中较高的OH-使得活性炭表面带的负电荷

与阴离子型染料甲基蓝分子产生排斥，阻碍了甲基

蓝分子的吸附，因此，随着pH的增大，活性炭对甲

基蓝的吸附率也先增大后降低[12].

由 图 6 可 知 ，随 着 芦 苇 绒 活 性 炭 投 加 量 的 增

加，甲基蓝去除率及活性炭样品的吸附量明显增

加，芦苇绒活性炭投加量的增加相当于提高了活性

炭样品与甲基蓝染料分子的碰撞机率. 当吸附时间

为 2 h时，0.1 g、0.15 g芦苇绒活性炭对 800 mg/L的

甲基蓝去除率可达到 97.2％、98.4％，活性炭样品

的吸附量为 777.74 mg/g、787.23 mg/g. 此时的去除

率及吸附量差别不大，考虑到工程应用的经济性，

芦苇绒活性炭的最佳投加量为 2 g·L-1最为合适.

3.4    吸附等温线

分别选取Langmuir模型和Freundlich模型来拟

合吸附模型，其方程式如式（4）和（5）[13]. 吸附模

型参数结果见表2.

Langmuir吸附方程：

                           （4）

Freundlich吸附方程：

                          （5）

式 中 ，Q m — 表 示 单 分 子 吸 附 层 最 大 吸 附 量

（mg/g）；Ce—表示吸附平衡时溶液的浓度（mg/L）；

Qe—平衡吸附量（mg/g）；KL—Langmuir常数；KF—

Freundlich常数；n—与吸附分子和吸附剂表面作用

强度有关.

表2 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等温线拟合方程参数

Langmuir吸附等温线方程式 Freundlich吸附等温线方程式

KL Qm/mg/g R2 KF /mg /g n R2

5.84×10-2 1111 0.9807 133.4 2.314 0.9621

由表2可知，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与

Langmuir吸附模型更为相近，这说明了芦苇绒活性

炭表面的吸附点均匀统一，活性炭样品对甲基蓝的

吸附行为属于单分子层吸附. 而在Freundlich拟合

中，n﹥2，这说明了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是

较为容易的[14]（通常情况下，认为1/n=0.1~0.5 时，

容易吸附；1/n﹥2 时，则难于吸附）.

3.5    吸附动力学

为了更好地描述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溶液的

吸附动力学特性. 除了准一级反应，还要考虑准二

级反应. 动力学方程如式（6）和式（7）[15]，方程拟合

方程参数见表3.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

                                     （6）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7）

式中，Qe—平衡时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

吸附量（mg/g）；Qt—t时刻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

的吸附量（mg/g）；K1—为一级动力学吸附速率常

数（min -1）；K 2—为二级动力学吸附速率常数（g/

mg·min）.

付  莉，等：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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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动力学拟合结果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Qe/mg/g K1/min-1 R2 Qe/mg/g K2 /g·/mg\·min R2

758.2 1.592×10-3 0.724 769.23 5.63×10-4 0.9996

由表3可以看出，与准一级动力学方程相比较，

芦苇绒活性炭样品对甲基蓝的吸附更符合准二级动

力学方程，其相关系数R2=0.9996，这说明了芦苇绒

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过程中，甲基蓝染料通过芦

苇绒活性炭的表面液膜进入了活性炭的内部，主要

是由化学吸附控制.

4   结论

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影响因素主要有

甲基蓝的初始浓度、生物炭的投加量、pH、吸附时

间等；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遵循准二级动

力学，计算吸附速率常数K2为 5.63×10-4 g/mg·min；

芦苇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的吸附符合Langmuir吸附模

型，最大吸附量可达 757.10 mg/g. 而且通过电镜和

红外光谱仪对活性炭进行表征表明芦苇绒经物理碳

化后，活性炭内外存在丰富的孔隙结构并修饰了大

量的官能团，提高了活性炭的吸附能力. 可见，芦苇

绒活性炭对甲基蓝等染料的吸附潜力大. 而且，芦苇

分布广泛，芦苇绒中含有大量的固定碳，原料成本

低，因此芦苇绒作为生物吸附剂处理印染废水具有

很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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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dsorption Properties of Reed Velvet Activated Carbon for Methyl Blue

FU Li , HU Yang , SHANG Shu-bo , WANG A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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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Using methyl blue as a simulated dye, the adsorption ability of reed velvet activated carbon prepared 
by high temperature physical carbonization on methyl blu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dsorption of 
methyl blue by reed velvet activated carbon accords with Langmuir's monolayer adsorption and quasi second-order 
kinetic chemisorption. When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methyl blue solution is 800 mg/L, the adsorption time is 2 
h, and the dosage of activated carbon is 2 g∙L-1, the removal rate of methyl blue was up to 95.2％, and the maximum 
adsorption capacity was 757.10 mg/g. At the same time, characterization of activated carbon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Fourier-infrared spectrometer also sh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ores and functional groups on the 
surface of activated carbon, which further explains the adsorption ability of reed velvet activated carbon to methyl 
blue. The biological adsorbent has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Key words：High temperature physical carbonation; reed velvet activated carbon; methyl blue; ad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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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酸盐基稀土发光材料制备的研究型实验设计与实践

 贾 贞，华晓莹，刘明成，孙建之，李洪亮，张秀玲

（德州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围绕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理念，设计了“硅酸盐基稀土发光材料的制备”研究型实验，内容包括稀

土发光材料领域前沿知识的学习、高温固相合成方法的实践、粉末X射线衍射及荧光数据的分析、白光发光二极管

（w-LEDs）器件的组装四部分. 实验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巩固学生无机化学专业知识，初步了解晶体学及结构化学内

容，深入理解稀土发光材料的发光机理，练习用Origin处理数据及科研论文的写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科

研素养；高温固相合成及w-LEDs器件组装的实践，既锻炼了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又培养学生应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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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各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越

来越高，促使高等教育不断改革，以培养能在工作

中不断创新，同时具有较强动手能力的创新型和应

用型大学生[1-2]. 基于教师科研成果的研究型实验，

将学科发展前沿转化为教学实践内容，采用教师讲

授—学生实践—师生讨论的教学模式，着重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使人才培养更好地与社

会需求相匹配[3-5].

稀土发光材料可以吸收能量，发生电子跃迁，

进而发射红、黄、绿、蓝、紫等不同颜色的可见光，

在w-LEDs、荧光灯、平板显示、转换发光材料及

涂料领域有广泛的应用，是化学及应用技术领域的

研究热点[6-7]，但是将相关研究内容转化为教学资源

鲜有报道. 众所周知，白光w-LEDs无汞无污染，电

光转化效率高，被誉为最有价值的绿色照明光源，

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作为组装w-LEDs的关键成

份，发光材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商用价值[8-9]. 在上述

社会需求及科学发展前沿背景下，以化工技术在节

能环保产业中的应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切入

点，面向化学、化工、材料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

开发了“硅酸盐基稀土发光材料的制备”综合性实

验项目. 该实验选择NaBa3La3Si6O20掺杂Tb3+作为研

究实践目标，其中硅酸盐物理化学性能稳定，是非

常好的基质材料；Tb3+发射绿色特征光谱，作为激活

剂，具有发光强度高的优势；合成方法选择高温固

相合成法，组装w-LEDs器件的方法采用企业常用的

“三基色”配色法，工艺简单而且与应用技术紧密

结合. 在大学三年级的下学期，化学相关专业的学生

已经学习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

化学四大基础化学，已具备了基本的理论知识. 通过

实施本实验，学生学习无机稀土发光材料制备及表

征方法，深入思考材料的发光机理，认识材料的应

用，为毕业设计及从事科学研究奠定基础. 本实验

所需总学时为 8 个课时，其中固相合成需要 2 个课

时（该步骤中，学生仅需要按照配比称量原料并进

行研磨，多数时间为马弗炉按照预先设定好的程序

自动运行），粉末X射线衍射及荧光测试需要 3 个课

时，w-LED器件的组装需要 3 个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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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内容设计

实验包括理论知识准备、材料的合成和表征、

结果分析讨论、材料的应用实践四个部分. 基础知

识准备部分：围绕科学研究前沿，实验设计思路，

材料的商业应用前景等相关内容，教师给学生上一

堂理论课；随后，教师给出实验题目，学生查阅相

关文献、阅读专业书籍，写出实验步骤交给教师批

阅. 材料的合成和表征部分：学生开展合成实验，

对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例如化合物不

纯，教师及时指导学生.结果分析讨论部分：学生学

习用粉末X射线衍射检测已合成的化合物的结构，

用荧光光谱仪器分析已合成化合物的光谱性质，根

据测试结果及理论知识，结合专业文献及书籍，写

出材料的发光机理，与教师共同讨论. 材料的应用

实践部分：用已合成的绿色发光材料，结合商业的

红粉、蓝粉，365 nm的芯片，学生动手组装w-LEDs

器件，该部分与材料的商业化紧密结合，对培养应

用型人才有重要意义.

实验中，材料的合成，表征和器件的组装侧重

于学生的实践技能的培养，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

型人才相符合；材料的发光机理涉及物理学、无机

化学、晶体学和结构化学的理论知识，可提高学生

的专业水平；学科前沿知识的了解与学习，对学生

的创新能力培养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学生撰写的实

验报告为科研论文的形式，可有效提升学生的科技

论文写作水平.

3   实验原理

使微量或少量稀土离子（激活剂）部分占据

无机化合物中的晶格位置，使其成为发光中心，当

化合物受到光照射时，在基质化合物晶体场的作用

下，激活离子吸收光能，其外层电子从基态跃迁至

激发态，经过短暂的停留，由高能级跃迁至低能级

并释放出能量，当释放的能量是辐射发光的时候，材

料会表现出不同颜色的可见光[10-12]. 稀土离子中，

La3+，Y3+，Lu3+，Sc3+ 的电子内壳层全满，不能发生电

子跃迁发光，所以本实验选取含La3+的NaBa3La3Si6O20

化合物作为基质材料；上述四种元素之外的稀土，

其电子均可在 7 个f轨道上任意排布，产生的能级高

达 1639 个，能级之间的跃迁数目可达 20 万个，发

射的光谱覆盖了紫外、可见、红外等范围，其中Tb3+

发射特征的绿色光谱，是很常见的绿光材料的激活

离子. 基质化合物及掺杂Tb3+的材料NaBa3La3Si6O20：

xTb3+（0 ≤ x ≤0.35）的合成如式1所示： 

式1 NaBa3La3Si6O20：xTb3+（0 ≤ x ≤0.35）的合成

方程式.

4   试剂与仪器

实验所需化学试剂Na2CO3、BaCO3、La2O3、SiO2、

Tb4O7均为分析纯.

实验所需仪器设备为：精度 0.0001 g的分析

天平，最高温度 1200℃ 的箱式电阻炉，最高温度

800℃ 的烘箱，布鲁克D8 Advance X射线粉末衍射

仪，爱丁堡FLS980稳瞬态荧光光谱仪，玛瑙研钵，

10 毫升的刚玉坩埚，10 毫升的烧杯若干.

5   实验

5.1     材料的制备

根据式1的合成方程式，准确称取一定量的原

料，置于玛瑙研钵中研磨，使其混合均匀，置于刚

玉坩埚中，转移到马弗炉中，以 120℃/h的速率升温

到 500℃，保温 24 h预烧结，取出冷却到室温，研

磨，置于马弗炉中，980℃ 烧结 72 h，中间取出研磨

5 次，最后将样品取出冷却至室温，研磨成粉末，即

得到合成好的材料. 所有烧结均在空气气氛中进行.

5.2     材料的表征

用布鲁克D8 Advance X射线衍射仪，步幅宽度

0.02°，扫描速率 0.10°s-1，测试合成的材料的XRD衍

射图谱；用爱丁堡FLS980荧光光谱仪，450 W的Xe

灯做光源，室温条件下测试多晶粉末的荧光激发及

发射光谱.

6   结果与讨论

6.1     基质化合物的结构

2016年，课题组首次合成NaBa3La3Si6O20
[13]，

该化合物属于正交晶系，Ama2空间群. 在该化合物

结构中，基本单元是扭曲的(SiO4)
4-四面体，Na，Ba，

La原子分别与(SiO4)
4-四面体成键，形成三维网状结

构，其中La原子占据两个晶格位置，分别与 7 个或 

8 个氧原子配位形成LaO7或LaO8多面体（图1）. 根

据稀土离子电荷相同性质相似的原则，本实验设计

用Tb3+部分占据LaO7或LaO8多面体中的La3+晶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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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改变NaBa3La3Si6O20的晶体结构，使Tb3+在晶

体场影响下发光.

图1  a方向的NaBa3La3Si6O20单胞结构图

6.2     化合物的固相合成

图2-3是合成的材料的X射线衍射谱图，为了方

便观察，分成 2 个图显示（图2和图3中样品的Tb3+浓

度分别为0≤x≤0.15和0≤x≤0.35）. NaBa3La3Si6O20衍

射图与已报道的图谱的衍射峰吻合[13]，说明单相化合

物已成功合成. 在NaBa3La3Si6O20化合物中掺杂不同

浓度的Tb3+得到NaBa3La3Si6O20:xTb3+(0≤x≤0.35)一

系列化合物，与NaBa3La3Si6O20基质化合物相比，掺

杂Tb3+的化合物的X射线衍射数据中没有出现明显

的杂质峰，说明Tb3+的掺杂没有使NaBa3La3Si6O20化

合物发生相变，同时也说明了Tb3+已成功占据La3+的

晶格位置.

图2  NaBa3La3Si6O20：xTb3+（0≤x≤0.15）的X射线衍射图谱

图3 NaBa3La3Si6O20: xTb3+（0≤x≤0.35）的X射线衍射图谱

6.3     荧光光谱及发光机理

图4-5是合成的化合物的荧光激发和发射光

谱. 由图4可见，基质NaBa3La3Si6O20没有发光现象，

掺杂入Tb3+之后，NaBa3La3Si6O20:xTb3+多晶粉末吸收

带位于 220 nm~390 nm之间，最高峰位于 268 nm，

归属于Tb3+的4f~5d能级跃迁吸收，最高值为 303 

nm，318 nm，339 nm，352 nm，368 nm和 374 nm的

吸收峰，分别对应于Tb3+的7F6能级跃迁到5H6, 
5D0, 

5L6, 
5G4, 

5L10和
5D3能级的吸收[14-16]. 图6中a点表明，

NaBa3La3Si6O20:xTb3+吸收光谱在CIE图的坐标值为

（0.1744、0.0051），位于紫外光区. 在 268 nm的光

激发下，NaBa3La3Si6O20:xTb3+发射光谱是位于 400 

nm~650 nm之间的一组峰（图5），峰值分别为 415 

nm，437 nm，488 nm，542 nm，581 nm，621 nm，可

归属于Tb3+的5D4 到 7FJ ( J = 6，5，4，3和 2)的能级跃迁
[17-18]. 图6中b点表明，NaBa3La3Si6O20:xTb3+的发射光

谱在CIE图上的坐标值为（0.2653、0.5805），位于绿

光区. 从图6可明显看出，NaBa3La3Si6O20:xTb3+吸收紫

外光区的光（a点），发射绿色光（b点）.

图4-5表明，在NaBa3La3Si6O20基质中，随着Tb3+

掺杂浓度的增加，材料的吸收及发射光强度先逐渐

增加，至Tb3+浓度为 20％ 时达到最大值，Tb3+浓度

继续增加，光谱强度逐渐降低，该现象称为浓度猝

灭现象. 当Tb3+浓度很小时，在NaBa3La3Si6O20基质中

无法形成足够数量的发光中心，样品的发光强度较

低，随着Tb3+浓度的增加，会有更多的发光中心生

成，发光强度会逐渐增加；当发光中心数量达到一

个极限值（本例中是 20％），相邻Tb3+之间的距离变

小，离子间相互作用增强，发光中心的非辐射跃迁

或者非辐射能量传递增加，当离子间的能量传递机

率大于发射机率，会产生发光猝灭现象.

图4  NaBa3La3Si6O20：xTb3+（0≤x≤0.35）的荧光激发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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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NaBa3La3Si6O20：xTb3+（0≤x≤0.35）的荧光发射光谱

图6 NaBa3La3Si6O20：0.20Tb3+的荧光光谱在CIE坐标图上的位置

7   w-LEDs器件的组装

w-LEDs器件的组装实验具有现象明显的特

点，并且与材料的市场化直接相关，可极大地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 选取NaBa3La3Si6O20:0.20Tb3+样品

（发光强度最大），结合商业的红粉Y2O3:Eu2+和蓝

粉BaMgAl10O17:Eu2+，用可发射 365 nm光的LEDs芯

片，指导学生组装w-LEDs器件（图7）. 将组装好的

器件通电之后，芯片发射的光激发材料发光，得到

红、黄、绿三色光，光线组合得到白光. 该技术使电

能直接转化成光能，减少了传统白炽灯中灯丝发热

损耗的问题，可节约大量电能，在照明领域有极大

的应用价值. 图7显示的已组装的w-LEDs器件，其

发射的光的颜色略有不同，是因为学生在配料过程

中，红、蓝、绿三种材料的配比不同，导致每个器

件之间的颜色有一定的偏差.

除了上述正常的实验现象外，在固相合成时，

反应时间不同，原料混合均匀度的差异，会对材料

的性能产生影响，所以有时合成的化合物纯度不

够，教师鼓励学生根据实验目标及实验方法寻找可

能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另外，本实验合成的

材料，还可以测试粉末漫反射吸收，荧光寿命，荧

光量子产率以及组装的w-LEDs器件的光谱，如果继

续进行实验，会进一步锻炼学生的主动思考和动手

能力.

8   实验教学效果

本项目首次在化学化工学院开设了高温固相合

成实验，使学生又掌握了一项合成技术. 实验过程

中，学生自主查阅文献，阅读专业书籍，分析X射线

衍射和荧光数据，探索材料发光机理，用Origin软件

绘制高质量的科研插图，对提升学生的科研素养有

很大的帮助；在w-LEDs器件的组装实践中，因为三

种颜色的材料的配比不同，导致器件的发光颜色不

同，学生可自主思考这一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有

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撰写科研论文形式的实验

报告，可培养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为本科毕

业论文写作打下基础.

9   结束语

开设基于科教融合的研究型实验，是培养大学

生应用创新能力的有效措施. 本实验选用工业常用

的高温固相合成方法制备稀土发光材料，三基色法

组装w-LEDs器件，与应用紧密结合，缩小了课堂知

识与应用的距离，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材料表

征采用X射线衍射、荧光光谱，结果讨论深入，加

强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及参与科学研究的自

信心. 该实验内容涉及到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使

学生深入理解了化合物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为

从事科研打下良好的基础并提供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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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Practice a Research-type Experiment of Preparation of Silicate
-based Rare Earth Luminescent Materials

 JIA Zhen, HUA Xiao-ying, LIU Ming-cheng, SUN Jian-zhi, 
Li Hong-liang, ZHANG Xi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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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ve talents, a research-type experiment of 

preparation of silicate-based rare earth luminescent materials was designed. In this experiment, the students should 

acquire frontier knowledge of rare earth luminescent materials, practice high temperature solid phase synthesis 

operation, analyze X-ray diffraction and fluorescence spectrum data, and fabricate white light emitting diodes 

(w-LEDs) devices. The project is beneficial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consolidate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inorganic chemistry, preliminary study the contents of crystallography and structural chemistry, deeply understand 

the luminescence mechanism of inorganic rare earth materials, learn how to draw scientific illustrations using 

Origin and write scientific papers. Meanwhile, it is meaningful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research ability. Moreover, through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the high temperature solid phase synthesis operations 

and w-LEDs device assembly, the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experimental operation skills and applicatio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silicate; rare earth luminescent materials; research-typ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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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对盐胁迫下小麦幼苗生长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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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外源硅对盐胁迫下小麦生长及生理特征的影响，以两种不同的小麦品种DK961和TS9818为试验材

料，通过不同浓度外源硅处理盐胁迫下小麦幼苗，分析其生长特性及抗氧化酶活性. 结果显示：外源硅处理浓度较

低时，盐胁迫下小麦生物量及根系活力增加，细胞膜透性降低；外源硅浓度较低时，提高盐胁迫下小麦幼苗SOD、

CAT、POD活性，降低丙二醛含量. 较高浓度硅处理条件下，降低盐胁迫下小麦幼苗SOD、CAT、POD活性，提高丙

二醛含量. 说明一定浓度的外源硅能够缓解盐胁迫对小麦幼苗的危害，提高小麦抗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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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世界上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之一，是中国

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盐渍化土壤重要的栽培作物

之一. 硅在地球表面属于第二大元素. 许多研究表

明，硅能促进植物生长发育，提高作物对逆境胁迫

的抗性[1，2]. 硅能提高大麦根系保护酶活性，从而降

低盐胁迫大麦体内由盐诱导产生的过氧化伤害[3，4]. 

盐胁迫下硅能够增加玉米硝酸还原酶活性，促进蛋

白质合成，提高玉米叶片的光合速率[5]. 

本试验以小麦为材料，采用营养液培养的方

法，研究外源硅处理对NaCl胁迫下小麦幼苗生长特

性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旨在探索外源硅缓解小

麦幼苗NaCl胁迫的机理，为减轻土壤次生盐渍化，

促进小麦高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选用抗盐程度不同的两个小麦品种德抗

961(DK961，抗盐性强，经耐盐鉴定，耐盐达到一级)

和泰山9818(TS9818，普通小麦品种). 

幼苗培养：精选大小一致、生长均匀的小麦种

子，经 0.4％ 高锰酸钾表面消毒 6 min，先用自来水

冲洗，再用蒸馏水反复冲洗数次，置于 25℃ 的培

养箱内催芽 24 h，挑选生长基本一致的露白种子放

置于培养床(有支架的尼龙丝网)，培养床放在盛有

水培液的盒子上，小麦生根后直接从网孔扎入下面

水培液中. 所有处理均在光照培养箱内进行，设置条

件为白天为 16 h，25℃，夜晚为 8 h，18℃. 待麦苗长

至三叶一芯时，进行如下处理：①对照（CK）：1/2 

Hoagland；②处理1（Si0）：1/2 Hoagland+100 mmol/

L NaCl；③处理2（Si1）：1/2 Hoagland+100 mmol/

L NaCl +0.5 mmol/L K2SiO3；④处理3（Si2）：1/2 

Hoagland+ 100 mmol/L NaCl +1.0 mmol/L K2SiO3；

⑤处理4（Si3）：1/2 Hoagland+100 mmol/L NaCl +2.0 

mmol/L K2SiO3；⑥处理5（Si4）：1/2 Hoagland+100 

mmol/L NaC+3.0 mmol/L K2SiO3. 营养液pH值维持在 

7.0，同时保证全天通气培养，每 2 d更换一次营养

液. 处理时间为 10 d，每个试验设 3 个重复. 

1.2      测定方法

每个处理选取 6 株小麦幼苗，先用蒸馏水将

整株麦苗冲洗干净，然后用滤纸将幼苗表面水分

吸干，称取鲜重. 然后在 110℃ 温度条件下杀青 10 

min，在 80℃ 条件下烘干至恒重，称取其干重. 小麦

根系活力测定采用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法[6]；

细胞膜透性（CMP）测定采用相对电导率法[6]；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过氧化氢酶（CAT）活性
[6]. 采用氮蓝四唑法测定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

性[6]. 采用愈创木酚显色法测定过氧化物酶（POD）

活性[6]，丙二醛（MDA）含量的测定采用硫代巴比

妥酸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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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硅对盐胁迫下小麦幼苗生物量、根系活力及细

          胞膜透性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1）表明，和对照相比，单一NaCl

胁迫条件下（Si0)，两种小麦幼苗的鲜重、干重均

显著下降. 与对照相比，DJ961和TS9818的鲜重分别

降低到对照的 71.9％ 和 74.1％，其干重分别降低

到对照的 76.54％ 和 71.64％. 随着硅处理浓度的不

断提高，两小麦品种的鲜重和干重先增加后下降. 

   处理

（mmol/L）

鲜重（g）

DK961        TS9818

干重（g）

DK961       TS9818

根系活力/ug·mg

DK961       TS9818

细胞膜透性

DK961       TS9818

Ck

Si0

Si1

Si2

Si3

Si4

0.879Dd       0.761dA

0.632Cc       0.564Cc

0.718bA       0.657bA

0.776aA       0.728aA

0.834aA       0.795aA

0.769aA       0.736aA

0.081dA       0.067aA

0.062bA       0.048Cc

0.067aA       0.055bA 

0.071aA       0.062aA

0.074aA       0.068aA

0.070aA       0.064

9.87cC       9.09dD

8.14bB       7.23cC

7.62aA       7.34bB

8.31aA       7.72 aA

9.08aA       8.19 aA

8.54aA       7.86 aA

11.07cC       11.45cC

13.14bA       13.27bA

12.45bA       12.69aA

12.04aA       12.56aA

11.37aA       12.24aA

12.21aA       12.43aA

注：表1中数据为六次重复的平均数值；同列中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处理间在 5％ 和 1％ 时的差异显著水平. 

表1 硅处理对盐胁迫条件下小麦幼苗生物量、根系活力及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单一NaCl胁迫条件下（Si0），两小麦品种幼苗

的根系活力均降低，DJ961和TS9818的根系活力分

别降低到对照的 82.47％ 和 79.54％. 随着外源硅处

理浓度的不断提高，两小麦品种的根系活力先增加

后下降. 根系作为养分和水的主要吸收器官，其活

力大小直接对植物营养状况及产量产生影响. 

细胞膜透性是判定植物对逆境反应的主要指标

之一[7]. 单一NaCl胁迫条件下，细胞膜透性增加，加

入外源硅后，随着硅处理浓度的不断升高，两小麦

品种的细胞膜透性先下降后升高. 

2.2     硅对NaCl 胁迫下小麦SOD活性的影响

  图1  外源硅对NaCl胁迫下德抗961和泰山9818超氧化物

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由图1可以表明，和对照相比，一定浓度的NaCl

处理会提高小麦的SOD活性，100 mmol/L NaCl 处理

下DK961及TS9818SOD活性分别比对照提高 4.43％

和 4.00％. 随着Si处理浓度的不断提高，两小麦品

种的SOD活性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 当Si处理浓度

2.0 mmol/L K2SiO3时，两小麦品种SOD活性均达到

最大，分别比单纯用NaCl 处理增加了14.21％，和

10.81％. 随着Si的处理浓度继续升高，两小麦品种

SOD活性逐均降低. 

2.3 硅对NaCl 胁迫下小麦CAT活性的影响

由图2可以表明，和对照相比，一定浓度的NaCl

处理会提高小麦的CAT活性，100 mmol/L NaCl 处理

下DK961及TS9818CAT活性分别比对照提高 7.64％ 

和 6.78％ .  随着外源Si处理浓度的不断提升，两

小麦品种的CAT活性先上升后下降. 当Si处理浓度 

2.0 mmol/L K2SiO3时，两小麦品种CAT活性均达到

最大，分别比单纯用NaCl处理增加了 20.76％ 和 

14.01％. 随着Si的处理浓度继续升高，两小麦品种

CAT活性逐均降低. 

图2  外源硅对NaCl胁迫下德抗961和泰山9818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2.3     硅对NaCl 胁迫下小麦POD活性的影响

由图3可以表明，和对照相比，一定浓度的NaCl

处理会提高小麦的POD活性，100 mmol/L NaCl处理

下DK961及TS9818CAT活性分别比对照提高 2.28％

郑世英，等：硅对盐胁迫下小麦幼苗生长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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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43％. 随着外源Si处理浓度的不断提升，两小麦

品种的POD活性先上升后下降. 当Si处理浓度分别为 

1.0 及 2.0 mmol/L K2SiO3时，DK961及TS9818 POD

活性分别达到最大，分别比单纯用NaCl处理增加了 

11.07％ 和 7.89％. 随着Si的处理浓度继续升高，两

小麦品种CAT活性逐均降低. 

图3 外源硅对NaCl胁迫下德抗961和泰山9818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2.4     硅对NaCl 胁迫下小麦MDA含量的影响

图4 外源硅对NaCl胁迫下德抗961和泰山9818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丙二醛（MDA）是膜脂通过过氧化作用产生的

主要物质，通过影响细胞膜正常功能对细胞产生一

定毒害作用，对许多生物大分子具有一定的破坏性. 

MDA含量增加对植物细胞造成一定伤害. 由图4可以

表明，和对照相比，一定浓度的NaCl处理会降低小

麦的MDA含量，100 mmol/L NaCl 胁迫下，两小麦品

种DK961及TS9818 MDA含量分别比对照（ck）降低

了 7.57％ 和 8.19％. 随着硅处理浓度的不断升高，

两小麦品种的MDA含量均先下降后上升，在Si处理

浓度为 3.0 mmol/L K2SiO3 时达到最大，并且同等浓

度硅处理下，TS9818的MDA含量均高于DK961.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外源硅处理对盐胁迫下的两小麦

品种鲜重、干重、根系活力、细胞膜透性及抗氧化

酶活性均有一定的影响. 

在NaCl胁迫条件下小麦幼苗鲜重、干重、根系

活力均下降，细胞膜透性增加. 说明NaCl胁迫对小

麦吸收水和无机养料起到抑制作用，影响小麦的正

常生长. 同时NaCl胁迫处理会使植物膜系统受到伤

害，导致小麦根系活力降低及细胞膜透性增加. 盐

胁迫条件下施加外源硅，随着硅处理浓度的不断升

高，小麦幼苗的鲜重、干重和根系活力均升高，而

细胞膜透性降低，但外源硅浓度较高时，小麦幼苗

的细胞膜透性增加，鲜重、干重和根系活力降低，

可见，一定浓度的外源硅处理，能够使小麦吸收水

和无机养料的能力增强，导致小麦干重、鲜重及根

系活力升高，细胞膜透性降低. 

植物体在逆境环境下存在由许多还原型物质

和保护酶和组成的膜保护系统，其中的保护酶具有

清除植物体内多余的自由基的作用[8]. SOD、POD、

CAT是植物体内主要的抗氧化酶物质，可以通过清

除植物体内的有害物质，起到保护植物膜系统的作

用. SOD和POD分别作为超氧自由基清除剂和过氧化

物清除剂，其活性大小与植物的抗逆性有一定的相

关性，外源硅处理浓度较低时，刺激小麦体内SOD

及POD活性升高，外源硅浓度较高时，SOD及POD

活性降低. CAT是一种含铁元素的蛋白酶，其主要

作用是将植物体内的SOD歧化产物H2O2进行分解形

成H2O，避免H2O2对植物组织产生的伤害[9]. 本研究

表明，外源硅处理浓度较低时，NaCl 胁迫下激发了

SOD、POD及CAT活性，但随着外源硅处理浓度不断

提高，其活性受到抑制. 当CAT活性升高时，增强了

其清除体内自由基的能力. 随着外源硅胁迫浓度不

断增加，导致植物体内酶活性下降，植物体内自由

基含量增加，导致细胞膜系统伤害. 

较低浓度的外源硅处理盐胁迫下的小麦幼苗，

能够激发SOD、POD和CAT活性，清除植物体内过剩

的活性氧，维持活性氧代谢平衡. 硅胁迫较高时，

降低SOD、POD和CAT活性，小麦生长受到抑制. 

丙二醛（MDA）是膜脂通过过氧化而产生的

物质 [10]. MDA通过破坏蛋白质结构，导致酶活性丧

失. 外源硅处理盐胁迫下的小麦幼苗时，较低浓度

外源硅处理会降低MDA含量，随着外源硅处理浓

度的不断升高，膜脂质过氧化作用增强，活性氧浓

度增加，氧的代谢平衡被破坏，膜结构受到影响
[11]. 在盐胁迫下加入外源硅，DK961的MDA含量均

低于TS9818，说明小麦在盐胁迫下加入外源硅时，

DK961膜系统受伤害程度低于TS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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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l胁迫下，加入外源硅处理DK961和TS9818

两小麦品种时，DK961 SOD、POD、CAT含量均高

于TS9818，而MDA含量低于TS9818，说明DK961的

抗氧化能力较强，逆境的适应能力高于TS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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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xogenous Silicon on Plant Growth and Activity of Anti-oxidative Enzymes 
in Wheat Seedings under Salt  Stress

ZHENG Shi-ying, LIANG Shu-xia, ZHENG Fang, LI Shi-ping,  
PAN En-jing, LI Dong-chen

（School of Ecolog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xogenous silicon on wheat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salt stress, two different wheat cultivars DK961 and TS9818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and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enzymes of wheat seedling under salt stress processed by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xogenous silicon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ogenous silicon treatment increased 

the biomass and root activity of wheat under salt stress, and decreased the cell membrane permeability. The activity 

of SOD, CAT and POD of wheat seedlings under salt stress was increased, and the content of malondialdehyde 

was decreased under the lower concentration of exogenous silicon. The activity of SOD, CAT and POD of wheat 

seedlings under salt stress was decreased, and the content of malondialdehyde was increased under the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exogenous silicon. It indicated that the certain concentration of exogenous silicon can alleviate the 

harm of salt stress to wheat seedling, and improve the resistance to salt.

Key words: exogenous silicon; salt stress; plant growth; anti-oxidative enzy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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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29a在IgA肾病诊疗中的意义

张倩倩, 贾  真, 韦建新, 周淑华

（德州市人民医院    肾内科，山东    德州    253000）

摘  要：背景：IgA肾病发病率高，目前缺乏无创生物标志物对其诊疗进行评估，miRNAs可从尿、血清、血浆

和肾组织中检测. 大多数miRNAs可以通过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微阵列技术进行检测. 国内外研究尿中

的一些miRNA可作为诊断和评估IgAN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目的：该研究旨在分析IgA肾病患者尿、血清、肾脏组织中

miR-29a的表达，阐明miR-29a在IgA肾病诊疗中的意义. 方法：33 例经活检确诊为IgAN的患者被纳入IgAN组. 选取 47 

例小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MMF治疗 3 个月的原发性IgAN患者为治疗组. 取 15 例健康志愿者的血清、尿样作为正常

对照组，取 15 例肾癌患者的肾切除标本作为正常肾脏对照组. 采用RT-PCR方法检测比较三组间样本的miR-29a水

平，探讨miR-29a在IgAN诊断治疗中的意义. 结果与结论：与对照组相比，IgAN患者尿、血清、肾脏组织中miR－29a

表达降低（p＜0.05）. IgAN组尿和血清miR－29a的表达与蛋白尿（r= -0.322，P＜0.05；r= -0.356，P＜0.05），及肾小

球硬化（r= -0.427，P＜0.05）；r= -0.517；P＜0.05）呈负相关. IgAN组尿中miR－29a的表达与肾小球的表达呈正相

关，滤过率（EGFR）（r＝0.328，P＜0.05）与舒张压呈负相关（r＝-0.421 P＜0.05）；血清和肾内miR－29a表达与尿

miR－29a的表达呈正相关（r＝0.713，P＜0.05；r＝0.322，P＜0.05）. 与IgAN组比较，治疗组血清和肾内miR－29a表达

明显高于IgAN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尿和血清miR-29a水平与IgAN病情进展密切相关. 小剂量糖皮质激

素联合MMF治疗后可上调IgAN患者血清和尿中miR-29a的水平. 血清和尿miR-29a可能作为反映评估IgAN治疗效应的

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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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 国 慢 性 肾 小 球 肾 炎 病 理 诊 断 首 位 为 

IgAN(IgA肾病)[1]，其中大约 15％-40％ IgAN最终进

展为终末期肾病（ESRD），目前认为肾功能和蛋白

尿可预测IgAN进展，然而因为个体差异，它们不能

准确的估计预后[2]. IgAN的组织特点为免疫病理显

示IgA或以IgA为主在肾小球系膜区沉积. 肾小球及

肾小管间质病变的严重程度可有效预测IgAN预后，

而肾活检风险高、操作复杂及重复肾活检存在技

术难度，因此，探寻合适的生物标志用来反映IgAN

的预后非常有必要. IgAN患者尿miR-29a的表达降

低，然而IgAN患者血清、尿和肾脏的miR-29a的表

达水平仍未可知. IgAN的治疗包括常规对症治疗及

免疫抑制治疗，有研究对比糖皮质激素治疗基础上

使用麦考酚酸酯和环磷酰胺治疗IgAN的疗效，结果

显示使用糖皮质激素联合麦考酚酸酯治疗组病情缓

解率更高、尿蛋白含量下降程度和肾功能改善更显

著且不良反应少[3]. 本研究采用qRT-PCR技术检测

初诊IgAN患者、治疗组IgAN患者血清、尿、肾组织

miR-29a的表达，探讨miR-29a在IgAN诊断及治疗

评估中的意义.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1）研究对象. 入选患者肾组织标本及血清、尿

液. 本研究所涉及到患者肾组织标本，均经过患者或

家属同意，符合医学伦理委员会要求，并通过德州

市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2）病例分组.（1）I gAN组：将 2014 年 3 月

至 2016 年 11 月于德州市人民医院确诊的 3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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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AN患者纳入IgAN组. 入组标准：病理诊断为原发

性IgAN且于我院规律随诊的初诊初治患者. 具体：

年满 18 周岁、经肾脏穿刺活检证实为IgAN、且临

床和病理资料保存完整、随访≥ 1 年的患者. 排除

标准：①除外合并有其它病理类型或临床合并可

能导致继发性肾脏IgA沉积的系统性疾病. 如过敏

性紫癜性肾炎、狼疮性肾炎、病毒性肝炎相关性肾

炎、糖尿病肾脏病等；②排除妊娠期及即将妊娠的

患者；③排除伴有其他慢性基础疾病（冠心病、糖

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病、脑血管疾病等）的患者；

④拒绝纳入研究的患者.（2）治疗组：随机选取 47 

例小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MMF治疗 3 个月的原发性

IgAN患者为治疗组. 入组标准：①病理诊断为原发

性IgAN且于我院规律随诊的初诊初治患者，具体：

年满 18 周岁、经肾脏穿刺活检证实为IgAN、且临床

和病理资料保存完整、随访≥ 1 年的患者. ②应用小

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MMF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ARB)治疗 3 个月的患者. 具体治疗方案为：糖皮质

激素的初始剂量为 0.5 mg/kg/d，6 个月的维持治疗

后适当减量，总疗程为 1.5 年. MMF起始剂量为 30 

mg/kg/d，1.5~2.0 g/d，分两次口服，维持治疗 6 个

月后适当减量，总疗程 1.5 年. 排除标准：①除外

合并有其它病理类型或临床合并可能导致继发性肾

脏IgA沉积的系统性疾病. 如过敏性紫癜性肾炎、狼

疮性肾炎、病毒性肝炎相关性肾炎、糖尿病肾脏病

等；②排除妊娠期及即将妊娠的患者；③排除伴有

其他慢性基础疾病（冠心病、糖尿病、原发性高血

压病、脑血管疾病等）的患者；④排除未遵医嘱规

律服药、随诊患者；⑤拒绝纳入研究的患者. IgAN

组及治疗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剂量氯沙坦 150 mg/

d.（3）对照组：取 15 例健康志愿者的血清、尿样

作为正常对照组. 入组标准：①年龄、性别与IgAN

组无统计学差异；②不伴有蛋白尿、肾功能异常、

肾小球源性血尿；③观察前 3 个月及观察期间未应

用任何药物；④不伴有冠心病、糖尿病、原发性高

血压、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 选取 15 例肾癌患者

取其正常肾切除标本作为肾组织正常对照组.入组标

准：①年龄性别与健康志愿者相匹配；②不伴有蛋

白尿、肾功能异常、肾小球源性血尿；③留取标本

前 3 个月未应用药物；④不伴有冠心病、糖尿病、

原发性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

采用qRT-PCR方法检测比较组间血清、尿样、

肾组织样本的miR-29a水平，同时收集各组临床及

病理资料[包括血压、血清肌酐、24 h尿蛋白、血红

蛋白、白蛋白、肾小球硬化和新月体形成（严重程

度由硬化肾小球和新月体在所有肾小球中的比例判

断）、肾小球滤过率]. 采用标准方程评价肾小球滤

过率(EGFR) .

2.2    方法

1）取样准备. 每例患者取尿标本和全血 5 mL，

用于尿和血清miR-29a表达研究. 血、尿标本在 4℃ 

保存 5 h，然后在 4℃ 下离心 3000 转*30 min. 取尿

液和血清上清液在 4℃ 时离心 12000 转*15 min，然

后在 80℃ 下保存以备后续实验.

肾活检后立即将肾脏组织置于的 10％ 中性甲

醛缓冲液，随后浸泡在乙醇中并包埋蜡块以染色分

析肾miRNA的表达水平. 取 5 例 10 mm福尔马林固

定切片，用显微切割机进行处理. 在 50℃ 下二甲苯

浸泡 3 min，无水乙醇冲洗两次. 室温干燥 30 min，

用于肾内miR-29a表达.

2）RNA提取. 用MirVana Paris试剂盒(Ambion)

提 取 血 清 和 尿 液 R N A .  将  5 0 0 μL 血 清 与 同 等

量 的  2  倍 变 性 液 混 合 ，洗 脱 总 R N A .  用 R N A i s o 

Plus(Takara，Jap)分离得到的细胞总RNA.

3 ） 检 测 m i R - 2 9 a 水 平 .  关 于 m i R - 2 9 α，将 

5.5μL RNA与 2.5 UL4X反应缓冲液、1 LpolyA/RT

酶、0.5μL miRNA RT引物（1μm）、0.5μL内控RT

引物（1μm）混合，加H2O至 10 uL，42℃ 下 60 分

钟，75℃ 下 10 min，稀释 4-15 次，加入30～140μL

水. RT-qPCR定量检测尿、血清及肾内miR－29a. 

对于RT-QPCR，8 份稀释cDNA（5 倍稀释）与 2uL 

10 倍Taq缓冲液、2uL 2mmdNTP混合、0.5μL Taq

聚合酶、0.4×10μm正向引物、0.4×10μM反向引

物、0.5 uL10μm探针、0.2 uLROX参比染料（100 X、

Sigma）和6.uLH2O混合，得到 20 uL反应液. 每个

样品重复三次. RT-qPCR在 95℃ 下进行，30 s，40 

次，95℃，10 s，60℃，30 s. 应用生物系统RNU48(应用

生物系统)作为管家基因，使miRNA表达正常化[9]. 为

探讨不同取样指标的表达情况，采用2-ΔCT法进行

定量，∆CT=AVG(miR-29a CT)-AVG(家政基因CT).

4）病理. 用PAS染色法评价肾纤维化程度. 肾

脏病理损害的严重程度由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盲评. 

肾小球硬化和新月体的严重程度以硬化性肾小球和

新月体在所有肾小球中所占的比例评定.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SPSS Inc.，芝加哥，IL)

进行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均以表示. 两组正态分布

数据进行成组t检验比较，其余采用检验. 用Mann-

Whitney U检验比较各组间表达水平，Spearman秩相

关分析基因表达与临床指标的关系. P值<0.05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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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基线数据

表1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及基线临床和病

理数据. IgAN组与治疗组临床病理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两组结果一致(均P﹥0.05).

表1.  受试者的人口统计学、临床和病理资料

IgAN组 治疗组 t/ 2χ P value

No. of case 33  47

性别/男/女 16:17 20:27 0.276 0.600

年龄/岁 35.55± 9.66 36.02± 10.53 -0.206 0.837

收缩压/mmHg 136.52 ± 20.06 140.28 ± 17.44 -0.892 0.375

舒张压/mmHg 85.97± 15.15 87.70± 11.88 -0.573 0.569

蛋白尿/g/天 1.92 ± 1.75 2.10 ± 1.57 -0.494 0.623

血红蛋白/g/L 129.34 ± 19.46 128.31 ± 18.51 0.239 0.812

白蛋白/g/L 36.10± 5.45 37 56 ± 5.72 -1.147 0.255

血肌酐/μmol/L 149.65 ± 74.62 138.48 ± 75.02 0.657 0.513

eGFR/ml/
min/1.73m2

59.61± 34.83 67.09± 43.99 -0.813 0.418

3.2     IgAN组与对照组尿、血清和肾组织miR-29a

          表达水平

尿、血清和肾组织miR-29a的表达比较和总结

见图1.IgAN组患者尿miR－29a的表达明显低于对

照组（miR－29 a（0.047）（0.027～0.071a），0.052

（0.038～0.162），P＜0.05）；与对照组相比IgAN患

者血清miR-29a的表达也明显下调，(MIR-29a(B)：

0.355(0.170~0.546)1.254(0.687~1.491)，P<0.05)；

I g A N 患 者 肾 组 织 m i R - 2 9 a 表 达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15.608(10.458~18.110)，25.304(22.491~29.532)，

P<0.05).

图1. IgAN组与正常对照组尿、血清、肾组织miR-29a表达的比较

3.3    治疗组与IgAN组血清和尿miR-29a表达水平

IgAN组患者尿、血清和肾组织miR-29a表达降

低， 如图2所示治疗组血清和尿中miR-29a水平明显

高于IgAN组(P=0.032，P<0.0 5).

    图2. IgAN组与治疗组尿及血清miR-29a表达水平的比较

3.4     miR-29a水平与临床病理资料

由于IgAN组与对照组血清、尿、肾组织miR-

29a表达有显着性差异，本研究分析了miR-29a水

平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尿miR-29a表达与蛋白

尿(r=-0.336, P<0.05)、eGFR(r=0.358, P=0.023)、肾

小球硬化 (r=-0.537, P<0.05)以及舒张压 (r=-0.471, 

P<0.05)密切相关. 同样，血清miR-29a表达与蛋白尿

(r=-0.365，P<0.05)和肾小球硬化(r=-0.487，P<0.05)

相关.

3.5    尿、血清及肾组织miR－29a表达的关系

由于IgAN患者尿、血清和肾组织miR-29a表达

持续下降，本研究进一步探讨IgAN组尿、血清和肾

组织miR-29a表达水平的关系. 尿miR-29a表达与血

清miR-29a表达(r=0.733，P<0.05)及肾组织miR-29a

表达(r=0.360，P<0.05)均呈正相关. 血清miR-29a水

平与肾组织表达无相关性(r=0.152.05，P<0.05)(图3).

图3. 尿、血清和肾脏miR-29a表达水平的关系

4   讨论

在IgAN中，从最初IgA的沉积到肾小球硬化及

肾间质纤维化是不断进展的[4]，肾脏纤维化在IgAN

到慢性肾衰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有证据表明，

TGF-β1导致肾纤维化重要的炎症因子[5]，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通过SMAD依赖的通路完成[6,7]. 然而，

TGF-β1/ SMAD信号通路和IgAN进展联系的分子机

制仍未知.

microRNA是非编码的大约为 21 到 23 个核苷

酸的长度的单链RNA分子，它是主要参与基因表

达在转录后水平的控制，在许多生理和病理过程中

都发挥着重要作用[8]. microRNA参与细胞的每一过

程，microRNA的调节障碍参与包括慢性肾脏病在内

的多种人类疾病[9,10]，有研究提示TGF-β1/ SMAD信

号通路通过抑制miR-29促进肾脏纤维化[11]. 在小鼠



第 2 期 57

模型中，miR-29的表达水平下调在梗阻性肾病的肾

脏纤维化进展相关，相反，在smad3基因敲除的小鼠

中提示miR-29的表达上调与梗阻性肾病模型中缺

乏肾脏纤维化有关[12]. MIR-29a是miR-29家族成员

之一，其包括miR-29a、miR-29b和miR-29c. 研究

表明miR-29家族是通过TGF-β1/smad 3信号通路

介导肾纤维化[13]. 目前许多研究都将蛋白尿和mRNA

作为肾脏疾病的潜在生物学标志，而IgAN患者血清

中miRNA的表达研究很少，但尿和血清miRNAs作为

肾脏疾病的生物学标志有它的理论优势. 首先，全球

miRNA定量方法比常规蛋白标记物的检测效率更. 

其次，miRNAs比传统的mRNAs更稳定、更丰富. 第

三，单个miRNA能够介导不同基因的表达[14].

本研究检测了IgAN患者尿、血清、肾活检组织

中miR-29a的表达水平，发现IgAN患者尿、血清、肾

组织中miR-29a的表达与对照组比较明显下降，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 肾组织中miR－29a的表达与

尿、血清表达密切相关，而肾组织miR－29a与肾组

织损伤密切相关. 提示血清和尿miR-29a水平可作为

IgAN肾组织损伤的生物学指标. TGF-β1／SMAD3

信号通路是IgAN肾纤维化过程中主要和最终的共

同途径. 研究表明，TGF-β1/Smad 3 信号转导通路

通过抑制miR-29a而促进肾纤维化[15]. 且miR-29a还

可通过抑制TGF-β1/Smad 3 信号传导来抑制肾纤

维化. 另一项研究表明，近端肾小管细胞、肾小球系

膜细胞、足细胞在体外培养时暴露于TGF-β1，会导

致胶原蛋白基因及细胞外基质蛋白表达上调，并且

降低miR-29a表达. 在静息细胞及应用TGF-β1处理

的细胞，miR-29a的异常表达抑制了胶原蛋白I和IV 

mRNA和蛋白质的表达；此外他们还发现在早期及

晚期肾纤维化的小鼠模型中miR-29a低表达[16]. 另一

项研究发现，在肝细胞癌（HCC）中，miR-29a能够通

过影响DNA甲基转移酶（DNMT）介导TGF-β诱导

的EMT[17]. 这可能是miR-29a和肾纤维化的特殊发病

机制.

本 研 究 通 过 上 述 结 果 可 见 I g A N 患 者 肾 组 织

miR－29a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 IgAN 患者肾内miR-

29a表达降低与肾纤维化过程中TGF-β1/Smad3通

路介导信号抑制miR-29a的表达有关，而高表达的

miR-29a也可抑制TGF-β1/Smad3信号通路进而治

疗肾纤维化. 现有结果提示miR-29a对肾脏有保护作

用. IgAN患者尿、血清和肾内miR-29a表达均低于对

照组，且它们的表达水平高度一致. 因此，尿和血清

miR-29a的表达有可能作为IgAN肾纤维化的生物学

指标.

本研究发现，尿和血清miR－29a表达与蛋白尿

和肾小球硬化呈显著负相关，而尿中miR－29a的表

达与eGFR呈正相关. 提示IgAN患者尿、血清miR-

29a表达降低与肾损害程度密切相关，尿miR-29a表

达与IgAN肾功能的进展有关. 尿和血清miR-29a的

表达也可作为IgAN肾小球硬化程度的重要提示. 因

此，恢复miR-29a表达水平可能是IgAN的重要治疗

靶点. 目前，关于影响miR-29a表达的药物的研究尚

不多见. 因此，寻找一种能调节miR-29a表达的临床

有效药物，可以提高IgAN的临床疗效.

MMF是一种有效的免疫抑制剂，选择性抑制

淋巴细胞增殖和抗体形成是其临床疗效的基础. 以

往的研究表明，MMF能减少IgAN患者的蛋白尿，

改善肾功能. 在STZ导致的糖尿病肾病，MMF可阻

止蛋白尿的发展，巨噬细胞浸润和肾小球硬化症，

并减少细胞间粘附因子-1(ICAM-1)TGF-β1和单核

细胞化学引诱物蛋白1(MCP-1)的表达. 陈等人应用

MMF(1~1.5g/d)或口服强的松(0.8mg/kg/d)治疗 62 例

病理损害严重，蛋白尿﹥2g/d的中国成人IgAN患者. 

治疗一年后，MMF治疗的患者蛋白尿、血清胆固醇

和甘油三酯水平明显下降. 其中 5 例患者经9.8±2.3

个月的MMF治疗后，重复肾活检结果显示肾间质病

变改善. 作者认为单用MMF治疗≥12 个月在减少组

织学分级不良患者蛋白尿方面优于强的松. 以往研

究表明，MMF能下调MCP-1、ICAM-1和转化生长因

子-β1的表达. 鉴于miR-29a在IgAN的肾纤维化和

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推测miR-29a水平可能是

MMF疗效的重要原因. 然而，MMF对miR-29a的影响

很少研究进行. 考虑到肾纤维化过程导致miR-29a降

低. 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 MMF对血清、尿miR-29a

表达的影响.

MMF治疗可显著提高血清和尿miR-29a的表达

水平，同时也可降低蛋白尿.MMF治疗后，miR-29a

的高表达可抑制TGF-β1/Smad 3信号通路，抑制肾

纤维化的进展. 我们假设MMF治疗后IgAN患者可以

恢复miR-29a的表达. 血清、尿、肾组织miR-29a表

达水平高度一致. 因此，血清和尿miR-29a水平可作

为评价MMF治疗IgAN疗效的生物学指标. 但具体机

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IgAN患者血清、尿和肾

组织miR-29a表达下调. 尿和血清miR-29a水平与蛋

白尿和肾小球硬化程度有关，尿miR-29a水平与肾

功能相关. 结果提示尿和血清中miR-29a的表达可能

在反映IgAN的发病机制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由于

尿、血清和肾内miR-29a的表达高度一致，尿和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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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29a的表达水平可作为IgAN肾纤维化的生物学

指标. MMF能显著提高IgAN患者血清和尿miR-29a

水平，这可能是MMF治疗IgAN临床疗效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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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出生体重儿早期积极营养支持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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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积极的营养支持策略对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早期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选择 2012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入住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VLBW 174 例，根据生后营养支持程度分为 2 组，观察组采

用积极的营养支持策略，对照组应用传统的肠道内外营养支持治疗，比较两组出生情况、喂养情况、体格增长、血

生化指标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观察组患儿肠内喂养开始时间、达完全肠内营养时间、恢复出生体重时间、

最大体重丢失值和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生长速率要快于对照组 (P<0．05). 两组间白蛋白、前白蛋

白、尿素氮、碱性磷酸酶、磷水平在入院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在生后 2 周和出院前差异明显增高(P<0．

05)，出院前观察组25-OH-D3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住院期间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喂养不

耐受、代谢性骨病、宫外生长发育迟缓的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呼吸窘迫、湿肺、胆汁淤积、支气管肺

发育不良、颅内出血、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败血症、贫血、肾功能损害、高脂血症、黄疸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早期积极的营养支持策略有利于VLBW生长发育，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宫外发育迟缓、代谢性骨病、

喂养不耐受、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发生率，且并未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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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围产医学的不断提高，早产儿的存活率呈

上升趋势，极低出生体重儿（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VLBW）为出生体重低于 l500 g的早产儿，由

于VLBW能量储备不足，胃肠道功能发育不成熟，

且受其他危重疾病的影响，极易影响其生长发育，

甚至出院时存在宫外发育迟缓（Ex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EUGR），直接影响到VLBW的远期神经

及代谢的发育[1]. 国外报道早产儿EUGR在不同国

家地区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发生率在  43％  到 97％ 之间，考虑显

著的差异性可能与营养策略没有标准化有关[2、3]. 2015 

全国多中心调查发现VLBW出院时EUGR的发生率

高达 96.0％[4]，与国外差距仍很大. 因此，加强VLBW

的营养管理，促进其生长发育是NICU的重要课题之

一.  制定标准化营养支持策略促进VLBW的生长发

育已成为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重心. 为探讨早

期不同的营养支持策略对住院期间VLBW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我院NICU不同时期住院的VLBW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两组VLBW营养状

况、生长发育及并发症情况，了解不同营养支持程

度与VLBW早期预后的关系.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

1）研究对象的选取：选择 2012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德州市人民医院NICU住院的VLBW，共 

174 例，根据早期不同的营养支持策略，即积极的营

养支持和保守的营养支持策略，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 观察组采用积极的院内肠内外营养；对照组应

用传统保守的肠道内外营养支持治疗. 两组VLBW

在性别、出生体重、胎龄、小于胎龄儿、Apgar评

分、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l.

2）纳入标准为：①胎龄<34 周；②出生体重

1000-1500 g；③生后 12 h内入院；④住院时间≥2

周；⑤出院时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校正胎龄达 34

周、体重达 2000 g左右并持续增长，完全经口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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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下体温维持稳定，疾病已愈或可进行家庭治疗.

3）排除标准：①先天畸形、染色体病、遗传代

谢病，②合并有消化道畸形；③有外科手术史需长

时间禁食的；④住院时间不足 2 周，自动出院者或

出院时吃奶差，生命体征不稳定者. ⑤剔除出院后发

生明显影响身体、智力发育的重大疾病的早产儿.

2.2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对照研究的方法，收集入选对象

的出生情况、肠道内及肠外营养情况、体格发育情

况、血生化指标，相应并发症等的情况. VLBW在住

院期间根据病情需要予以必要的生命体征监护、呼

吸支持、循环支持、感染的防治、蓝光退黄等相关

并发症的治疗及常规护理.

观察组采用积极的院内肠内外营养. 肠外营养

从患儿出生后的 24 h内开始输注，液量从 80 mL/

kg.d开始，根据个体不同的临床条件调整，逐渐增

加至 150 mL/kg.d. 葡萄糖的开始剂量为 4～8mg/

(kg·min)，然后每天递增 1～2 mg/(kg.min)，并对血糖

进行监测，以调整输糖的速度和浓度，使血糖维持

在理想范围内(<8.33mmol/L).氨基酸从 1.5～2 g/(kg.

d)开始，每天以 1 g/kg的剂量增加，最大剂量为 4.0 

g/(kg·d). 20％ 中长链脂肪乳的用量从 1 g/(kg·d)开

始，每天以 0.5 g/kg的速度增加，最大剂量为 3.0 g/

(kg·d). 钾、钠、钙、磷、多种微量元素、水溶性维生

素、脂溶性维生素按照生理需要补给，电解质根据

生化检查结果随时调整. 经口喂养方法：参照加拿

大 2015 版极低出生体重儿喂养指南[5]，生后 24 h

内开始采用经口吸吮或管饲微量喂养，均予母乳喂

养，如母乳不足进行捐赠母乳喂养. 奶量为 10～15 

mL/（kg·d），每 2 h进食 1 次，增加奶量的速度为 

15～20 mL/（kg·d），当母乳摄入量达到 100 mL/

（kg·d）添加母乳强化剂. 生后 2 周每天口服维生素

AD一粒.

对照组应用传统保守的肠道内外营养支持治

疗，在出生后 24 h内只给予葡萄糖，48 h后再加用

6％ 的小儿氨基酸，72 h后再加用 20％ 中长链脂肪

乳剂，氨基酸和脂肪乳均从 0.5 g/(kg·d)开始，每天

以 0.5 g/kg 的剂量增加，最大剂量 3.0 g/(kg·d). 钾、

钠、多种微量元素、水溶性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

按照生理需要补给，电解质根据生化检查结果随时

调整，但未静脉或口服补充钙、磷. 待病情稳定或撤

离呼吸机后开奶，均为早产儿配方奶喂养. 生后 2 周

每日口服维生素AD一粒.

观察指标：①体格发育情况：住院期间每天

称体重，每周测量头围、身长，监测体重、身长、头

围，绘成生长曲线图. ②营养状况：比较两组恢复出

生体重时间、增长速率、达到完全肠道喂养时间，

住院时间. 住院期间平均每周检查血常规、血生化，

出院前检查25-OH-D3等，比较两组治疗期间血生

化及营养指标. ③疾病情况：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胆汁淤积、贫血、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新生儿湿肺、

败血症、脑室内出血、代谢性骨病（Metabolic bone 

disease,MBD）、黄疸、高脂血症、肾功能损害、等，

及出院时EUGR的发病率.

2.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

量资料中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数值组间比较采用秩和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共 174 例VLBW纳入研究，其中观察组 98 

例，为 2015.3-2018.2 出生，在我院NICU治疗. 对照

组 76 例，为 2012.3-2015.3 出生的VLBW. 其中男 

100 例，女 74 例，两组VLBW的性别、胎龄、出生体

重、出生身长、小于胎龄儿、Apgar评分、机械通气

应用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观察

组母亲产前激素应用率大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分娩方式剖宫产率小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2     两组住院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儿肠内喂养开始时间、达完全肠内营

养时间、恢复出生体重时间、最大体重丢失值和住

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肠内喂养时间提前了 1.8 天，达完全

表1 两组VLBW入院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胎龄（周）
出生体重

（g）
出生头围
（cm）

出生身长
（cm）

男/女
（例）

1分钟
Apgar评分

5分钟
Apgar评分

多胎
（％）

剖宫产
(％)

小于胎龄
儿(％)

母产前激
素 (％)

机械通
气(％)

观察组
对照组

98
76

30.27±1.76
30.34±2.08

1285±198
1321±231

28.27±2.5
28.32±2.7

39.22±4.7
38.76±3.2

56/42
44/32

6.1±1.4
6.3±1.6

7.9±1.5
8.2±1.7

10.2
7.3

71.4
84.3

12.7
13.5

87
69

38
34

x2(t)值
P 

0.24
0.8

1.11
0.27

0.13
0.89

0.73
0.47

0.01
0.92

0.88
0.38

1.23
0.22

0.53
0.47

4.83
0.03

0.03
0.87

9.44
0.002

0.6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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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内营养时间缩短了 7.6 天，恢复出生体质量时间提

前了2.6 天；住院时间较对照组缩短了 4.7 天. 观察

组生长速率要快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见表2.
表2   两组营养状况比较

                     肠内喂养   生长   最大体   恢复出生  达全肠内    住院
组别   例数  开始时间    速率   重丢失   体重时间   喂养时间   时间
            (d)       (g/kg.d)     (％)         (d)            (d)          （d） 

观察组  98  1.45±1.07  16.8 ±3.8  7.2±5.6   9.6±4.3    28.0±16.6  31.5±9.8

对照组  76  3.24±1.28  12.5±4.7   10.1±4.3  12.2±5.6   35.6±10.8  36.2±10.6

   t值            10.04         6.67          3.74       3.46         3.46         3.03

    P              0.000         0.000      0.0003    0.0007    0.0007       0.0028

3.3     两组生化指标比价

两组间白蛋白（ALB）、前白蛋白（PA）、尿素

氮（BUN）、碱性磷酸酶（AKP）、血磷（P）水平

在入院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在生后 2 

周和出院前差异明显增高(均P<0.05)，出院前观察

组25-OH-D3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3.

3.4     两组并发症比较

两组住院期间呼吸窘迫综合征、湿肺、胆汁淤

积、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脑室内出血、早产儿视网

膜病变、贫血、肾功能损害、高脂血症、黄疸发病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坏死性小肠结肠

炎、喂养不耐受、MBD、EUGR的发病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观察组的发生率均小于对照组，见表4.

4   讨论

近年来全球早产儿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6]，

据WHO报道，全球每年出生约 1500 万早产儿[7]. 我

国早产儿发生率约为 8.1％，位于全球第 2，仅次于

印度，其中出生体重低于 l500 g的VLBW发生率为

0.7％ [8] . 目前国内外研究已证实VLBW生后第一个

月的营养可影响其临床结局、生长发育、体成分

及神经发育[9、10]. 然而，目前临床尚无统一、标准的

VLBW营养管理策略. 传统的营养方案认为过早静

                                          AKP(IU/L)                                                                          P(mmolL)                                             25-OH-D3(ng/ml)

                            出生                         2周                         出院前                   出生                    2周                 出院前                   出院前        

观察组         244.71±66.73       325.19±105.26        411.67±165.52        1.78±0.59         1.96±0.27         2.12±0.35           22.65±4.07

对照组         251.38±59.14       473.28±137.31        532.56±185.31        1.82±0.64         1.76±0.38         1.89±0.24           19.14±8.53

    t值                   0.69                         8.05                           4.53                    v0.43                   4.06                    4.90                       3.58

     P                     0.50                        0.000                         0.000                    0.67                  0.0001                 0.000                      0.004

表3   两组生化及营养指标比较

                           ALB（g/L）                                                PA（mg/L）                                                      BUN(mmol/L)                           

                      出生                2周           出院前             出生                  2周                   出院前              出生                   2周               出院前          

观察组      31.4±3.56      33.1±2.5      34.3±3.4     82.14±25.43     88.54±21.87     112.65±32.41     6.31±1.38         5.23±1.76       3.71±1.12

对照组      31.3±2.79      29.6±3.3      31.5±3.2     79.56±24.31     81.46±23.54      86.13±22.73      6.05±1.64         4.56±1.83       2.12±1.36

   t值             0.20                7.96             5.53                0.68                   2.05                    6.07                  1.13                  2.45                 8.45

    P               0.84                0.000           0.000               0.50                   0.04                   0.000                  0.26                  0.02                0.000

表4   两组住院期间并发症比较

组  别 例数
呼吸窘迫综合征

n(％)
新生儿湿肺

n(％)
坏死性小肠
结肠炎n(％)

胆汁淤积
n(％)

支气管肺发育
不良n(％)

脑室内出血
(﹥II度)n(％)

MBD 
n(％)

观察组

对照组

x2值

P

98

76

18（18.4）

15（19.7）

0.05    

0.82

10（10.2）

9（11.8）

0.12   

 0.73

5（5.1）

16（21.1）

10.26   

0.001

8（8.2）

8（10.5）

0.29 

0.59

5（5.1）

9（11.8）

2.63    

0.11

6（6.1）

6（7.9）

0.21  

0.65

5（5.1）

21（27.6）

17.09  

 0.000

组 别 例数
早产儿视网膜

病变n(％)
EUGR
 n(％)

败血症
n(％)

贫血
n(％)

喂养不耐受育
n(％)

肾功能损害
n(％)

高脂血症 
n(％)

黄疸
n(％)

观察组

对照组

x2值

P

98

76

4（4.1）

4（5.3）

0.14    

0.71

31（31.6）

64（84.2）

47.74   

0.000

10（10.2）

15（19.7）

3.16  

0.08

9（9.2）

13（17.1）

2.43    

0.12

16（16.3）

39（51.3）

24.24   

 0.000

7（7.1）

6（7.9）

0.04   

0.85

15（15.3）

8（10.5）

0.62 

0.43

70（71.4）

55（72.4）

0.02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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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营养可引起代谢性酸中毒、肾功能损害、胆汁淤

积、肝功能损害、黄疸、高脂血症、出血倾向等异

常，因此传统静脉营养为在生后 48 h应用氨基酸，

72 h应用脂肪乳剂，应用剂量均从 0.5-1 g/kg.d开

始，以 0.5 g/kg.d速度递增. 对于肠内营养传统观点

认为过早开奶可致NEC发病率增加，因此开奶时

间多为撤离呼吸机后或生命体征稳定后. 现大多基

层医院仍沿用传统的营养策略. 目前国际上普遍提

倡对于早产儿实施“早期积极”的营养支持方案

（Early aggressive nutrition，EAN），即实施较以往

更早、更多、持续的营养支持，可以在急性期减少

储存的热量和蛋白质的消耗，并阻止EUGR的发生. 

具体包括在生命最初的几个小时内给予高水平氨基

酸的肠外营养，在生命最初的 24 h内给予脂类，在

生命最初的一到两天内给予少量肠内营养. 但EAN

对VLBW在生长结局和不良事件方面的影响仍然存

在争议，有的研究认为高能量和正氮平衡对早产儿

的生长发育是有利的[11、12]，而有的认为对代谢是有

负面影响的[13]. 本研究对 174 例VLBW生后采用EAN

和传统的营养支持方案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

示EAN与VLBW早期生长发育是正相关的，观察组

较对照组能更好的促进体重增长，恢复出生体重所

需时间缩短，生理性体重下降减少，缩短住院时间，

减少EUGR发生率，有利于早产儿体格发育.

VLBW由于能量储备不足，且生后胃肠功能发

育不成熟，不能耐受足量肠内喂养，加之疾病状态能

量消耗多，导致负氮平衡，因此，生后早期蛋白质的

需要量要大于宫内，且胎龄越小需要的蛋白质量越

多[14]. 研究表明，早期足量输注氨基酸对于早产儿是

安全有效的，可维持机体处于合成代谢状态，抑制

蛋白质分解，并刺激内源性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的分泌，有利于促进生长[15]. 通常蛋白质营养状

态的评估可通过血生化指标BUN、血清蛋白，BUN

反应氮质摄入情况.前白蛋白半衰期为 1.9 天，可反

应近期蛋白质摄入及预测体重增加速率. 白蛋白半

衰期长，为慢性蛋白质营养状态的标志物. 本研究中

两组入院时BUN、ALB、P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后

两周观察组BUN、ALB、PA较对照组升高，出院时

两组间差别更加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EAN

可改善早期蛋白质营养状态. 两组肾功能损害发生

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早期足量优质的蛋白供给是

不增加肾脏及代谢负担的，早期积极的氨基酸摄入

是安全有效的.

脂肪为静脉营养中主要的能源物质，可提供早

产儿生长发育所需的必需脂肪酸，且可促进脂溶性

维生素的吸收. 对于早产儿，如无外源性脂肪酸摄

入，2-3 天即可出现必需脂肪酸缺乏. 既往研究认为

脂肪乳可加重黄疸，引起高脂血症、胆汁淤积、肺

血管脂质沉积、败血症风险增加等副作用. 本研究发

现观察组发生高脂血症例数是高于对照组的，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且观察组在治疗过程中如出现高

脂血症，均停用 1 天脂肪乳剂，第二天再以起始计量

应用，逐渐增加，均未再出现血脂增高. 且两组胆汁

淤积、黄疸、BPD、败血症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 考

虑这些并发症可能与脂肪乳输注速度过快有关.

MBD是早产儿常见并发症，其发生与胎龄、出

生体重、延迟建立肠道喂养、长期静脉营养等相关
[16]，据报道每 4-5 个VLBW中就存在 1 个MBD[17]. 母

乳中钙磷、维生素D的含量不足，母乳强化剂可强

化钙磷，但早期喂养量不足限制强化剂的应用，早产

儿配方奶中钙磷比例高于母乳，但吸收率低，而静

脉补钙易发生外渗致组织坏死，因此以往静脉营养

中不含钙、磷，加之疾病状态某些药物也影响骨吸

收，多因素综合作用致早产儿MBD发生率增加. 本研

究中观察组静脉营养中增加了生理需要量的钙磷的

补充，可明显降低生后 2 周及出院前AKP水平，增加

磷及25-OH-D3的水平，减少MBD的发生率.

VLBW早期能量供应主要来自肠外营养，但肠

外营养的优化不足以限制EUGR的发生，肠内营养

不足会导致胃肠道黏膜萎缩、胃肠动力功能减弱和

消化酶分泌减少，从而影响胃肠道功能的发育和成

熟，因此，早期肠内营养对维持早产儿消化道结构和

功能的完整性是必需的. 目前建议生后第 1 天开始

“微量肠道喂养（minimal enteral feeding, MEF）”，

首选母乳喂养. 研究证实母乳喂养可降低早产相

关疾病的发生率，如喂养不耐受、坏死性小肠结肠

炎、慢性肺疾病、生长和神经发育迟缓等[18]. 但目前

仍有临床医生出于对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担

心，常常延迟开奶. 本研究观察组采用积极的肠道早

期喂养，其达全肠内喂养时间要短于对照组，且未发

现NEC发生率增加，反而对照组NEC发生率高于观

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考虑与观察组早期微量喂

养及采用母乳喂养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对VLBW给予积极的静

脉和肠道内喂养是安全有效的，有利于促进VLBW

的早期生长和发育，减少EUGR的发生率，缩短住院

时间. 在实施ENA时监测AKP、血磷、25-OH-D3的

变化，早期及时添加钙、磷的补充对预防MBD的发

生至关重要. 同时推进母乳喂养，可减少NEC的发

生. 但ENA的远期影响及对于超过 32 周的早产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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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营养益处是否大于风险还需长期随访，以确定这

种早期营养干预是否会对神经发育和生长产生长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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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pital Actively Strategies of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in the early Clinical Observation  

YANG Ning，LI Xiao-ni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Dezhou People＇s Hospital，Dezhou Shandong 25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ect of aggressive nutrition support strategy on the early quality of life of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 (VLBW). Methods：A total of 174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admitted to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of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2 to March 2018 were selected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postnatal nutrition support.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a early aggressive 

nutrition support strategy,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traditional nutrition support treatment, The general condition 

at birth, feeding, physical growth, bloo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tarting of enteral feeding, the time before total enteral nutrition, the recovery of birth 

weight, the maximum weight loss value and the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sta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earli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growth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lbumin, prealbumin, urea nitrogen, 

alkaline phosphatase, and phosphorus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admission (P﹥0.05), but the difference 

杨  宁，等：极低出生体重儿早期积极营养支持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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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2 weeks after birth and before discharge (P<0.05). The 25-OH-D3 leve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discharg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feeding intolerance, metabolic bone disease and ex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P<0.05), respiratory distress, transient tachypnoea of the newborn, cholestasis,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sepsis, anemia, renal impairment, hyperlipidemia, 

jaundice incidence differences hav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s：Early aggressive nutritional 

support strategies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VLBW, shorten hospital stay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ex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metabolic bone disease、feeding intolerance and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and without 

increasing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Key words：nutrition support;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 Enteral nutrition; parenteral nutrition

Significance of miR-29a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gA Nephropathy

ZHANG  Qian-qian，JIA Zhen， WEI  Jian-xin，ZHOU Shu-hua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Dezhou People's Hospital,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IgA nephropathy (IgAN) is the most prevalent form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there is a lack of non-invasive biomarker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gAN. 

MicroRNAs can be detected in urine, serum, plasma and kidney tissues. Most microRNAs can be detected by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microarray technology. the potential of some miRNAs 

in urine as novel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of IgAN has been documented. Objectlv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analyse the urinary, serum and renal expression of miR-29a of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IgAN, aiming 

to elucidate the significance of miR-29a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gA nephropathy. Methods:Thirty-thre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IgAN by biopsy were assigned in the IgAN group. Serum and urine sampling was collected 

from 15 healthy volunteers as healthy control group, normal renal tissue from the nephrectomy specimen of 15 

patients with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the control group. Forty-seven  primary IgAN patients treated  with low dose 

glucocorticoid combined with MMF for 3 months were assigned in the treatment group. RT-PCR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miR-29a level between three groups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MMF on expression level of urinary and 

serum miR-29a. Results and conclusion: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urinary, serum and renal expression of 

miR-29a in IgAN group were decreased (P<0.05). Urinary and serum expression of miR-29a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proteinuria (r=-0.322, P<0.05; r=-0.356, P<0.05), and glomerulosclerosis (r=-0.427, P<0.05; r=-0.517, 

P<0.05) in IgAN group. Urinary expression of miR-29a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valu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 (r=0.328, P<0.05),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r=-0.421, P<0.05) in the IgAN 

group. Serum and intra-renal expression of miR-29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urinary expression of miR-

29a (r=0.713, P<0.05; r=0.322, P<0.05). The serum and urinary levels of miR-29a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IgAN group (both P<0.05). Urinary and serum miR-29a level we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IgAN.Low-dose corticosteroids combined with MMF could up-regulate the serum 

and urinary levels of miR-29a in IgAN patients. Serum and urinary miR-29a probably serve as biological marker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gAN treatment.

Key words: microRNA-29a; immunoglobulin a nephropathy; mycophenolate mofetil; lucocorticoid;

                 kidney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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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传统的结肠癌外

科治疗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且并发症的发生率提

高，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 加速康复外科作为一种

新的外科外科理念，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其通过

手术前、手术中及手术后诸多流程的优化，减少手

术所带来的应激反应，降低住院费用、缩短住院天

数、提高患者满意度. 目前在择期的结直肠癌术前准

备过程中，应用肠道微生态制剂替代口服肠道抗生

素已逐步成为结直肠术前肠道准备的常用方法，而

手术后早期的肠内营养支持对于保护肠道粘膜、改

善肠道功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选择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2 月德州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有明确的病理诊断

的结直肠癌患者，术前辅助检查未发现其他脏器转

移；（2）术前营养状态NRS-2002评分小于 3 分； 大

于 3 分者经短时间内营养改善后好转；（3）行限期

手术治疗者. 

排除标准: （1）因梗阻、穿孔导致的急诊手术患

者；（2）全身恶病质，不能耐受手术者；（3）术中证

实伴有腹腔转移者；（4）对试验药品有过敏史患者. 

对照所述标准，120 例病例纳入本研究，通过

双盲法将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每组均 60 

例患者.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术前肿瘤标志物、血红蛋白、术前C反

应蛋白以及白蛋白等均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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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手术成为治疗结直肠恶性肿瘤的首选方法. 自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理

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肠内营养在结直肠恶性肿瘤患者术后的恢复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肠道免疫微生态营养

在肠内营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在加速康复外科理论基础上加用免疫微生态营养制剂，观察患者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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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项目                    实验组 （n=60）        对照组（n=60）            P

年龄（岁）             58.55±11.08               57.42±12.16              0.59

性别，n（％）                                                                                  0.71

  男                           34 (56.7)                      26(43.3)                               

  女                           32(53.3)                        28(46.7)                           

BMI（kg/m2）          27.45±2.11                  28.06±1.59                0.08                        

白蛋白（g/L）         36.39±2.13                 35.97±2.59                0.34                         

血红蛋白（g/L）      116.70±14.65             116.66±15.33             0.99                           

肿瘤标志物

CA-125（U/ml）      7.88±1.37                   8.35±1.47                  0.07

CEA（ng/ml）           21.72±13.10               21.60±11.97              0.95

CA-199（U/ml）      30.33±15.45               26.95±15.88              0.23

手术时间（min）     92.22±13.51              92.17±14.02              0.98                         

出血量（ml）         136.17±87.61            129.00±93.80             0.67 

C反应蛋白（mg/L）  19.76±11.76               20.38±10.52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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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1）术前肠道准备：对照组和实验组均采用术

前 3 天少渣流质饮食，同时给予患者三联活菌（长

型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及粪肠球菌）+谷氨酰制剂

口服，术前晚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遵照说

明书指导应用 2000 mL溶解后 2 h内口服完毕. 术前 

3 h再口服 10％ 葡萄糖溶液 500 mL. 

2）手术均有同年资高级职称人员完成，均采用

腹腔镜手术方式，术中控制液体输注和适宜的手术

室温度，使用温毯，腹腔冲洗采用温盐水或蒸馏水. 

手术后放置腹腔引流管 1 枚，均早期予以拔除. 术后

均采用肠内+肠外营养支持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肠

内营养支持疗法至术后 8 天，实验组在常规肠内营

养支持的基础上添加肠内免疫微生态制剂（三联活

菌+谷氨酰制剂）. 

3）血生化检查指标：术前及术后第 1 天、第 

7 天免疫球蛋白指标IgG、IgA、IgM，血清补体C3、

C4，C反应蛋白，CD4+百分比，CD4+ /CD8+等. 

4）术后菌群失调、并发症发生情况：（1）患

者手术后白细胞计数降低至正常时间及第 1 次排气

时间；（2）患者手术部位感染及吻合口瘘的发生情

况；（3）术后第 1 次排便后粪检，观察菌群比例，判

断菌群失调情况.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4.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数据以mean±SD表示及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

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意义. 

3  结果

3.1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营养前后实验室指标的变化  

患者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以及术前肿瘤标

志物水平等均无明显差异（P＞0.05，表1）. 术前

及术后第 1 天两组患者血清补体水平、免疫球蛋

白以及CD4+百分比，CD4+ /CD8+以及C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CRP）水平无显著性差异（表

2）. 试验组术后第 7 天检测CD4+百分比，CD4+ /

CD8 +、免疫球蛋白（IgG、IgA、IgM）等均较对照组

升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两组患者术

前C反应蛋白均无明显差异，术后第 1 天CRP值两组

较术前均有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术后第 7 天检

测试验组较对照组降低明显，两组数据对比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3）. 

3.2    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术后菌群失调、并发症发

         生情况  

试验组患者术后白细胞计数降至正常时间及术

后第 1 次排气时间较对照组有所提前，两组对比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实验组手术部位感染

（SSI：Surgical Site Infection）数及手术后吻合口瘘

发生例数均较对照组低，但两组对比无显著性差异

（表4）. 

3.3    大便涂片检查  

实验组及对照组患者术前大便图片检查提示

菌群比例（杆菌/球菌）无明显差异，术后第 1 次排

便后镜检发现，两组部分患者出现肠道菌群比例失

调，而对照组较试验组发生率高，两组患者大便菌群

涂片检查菌群失调发生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4）. 

表2  两组患者术后第1天相关指标比较

项目                     实验组 （n=60）       对照组（n=60）        P

CD4+（％）             41.62±9.41                 41.06±10.04           0.76  

CD4+/CD8+               2.17±0.794                 2.03±0.88               0.36                        

IgA（mg/dL）         235.40±91.55             245.38±97.05         0.56                         

IgG（mg/dL）         1116.92±267.15          1090.30±300.41     0.61                           

IgM（mg/dL）         129.12±64.65             134.82±61.47         0.62

补体C3（mg/dL）    118.95±28.75             125.52±25.78         0.19

补体C4（mg/dL）    25.05±9.47                 22.85±8.92             0.19

C反应蛋白（mg/L） 29.68±11.87               26.15±10.52          0.08                                                 

表3  两组患者术后第7天相关指标比较

项目                          实验组 （n=60）        对照组（n=60）          P

CD4+（％）              48.76±7.92                  44.31±10.03            0.009  

CD4+/CD8+                3.42±0.740                 3.03±0.75                0.004                        

IgA（mg/dL）            2341.3±81.88              309.07±72.75          0.026                         

IgG（mg/dL）            1334.01±267.29          1210.73±300.42      0.019                           

IgM（mg/dL）           201.98±56.87             177.33±46.53          0.011

补体C3（mg/dL）      162.83±28.72              151.07±25.78          0.020

补体C4（mg/dL）       40.08±9.46                  35.07±8.91             0.003

C反应蛋白（mg/L）   17.71±9.15                  21.91±10.50           0.021                                                 

表4  两组患者术后临床指标变化情况

项目                         实验组（n=60）    对照组（n=60）         P

白细胞恢复

正常时间（天）           6.57±1.79               7.35±1.97             0.009  

排气时间（天）           4.55±1.22               5.15±1.50             0.004                        

术后菌群失调率（％）       6.70                        20.00                  0.032                         

术后SSI情况（％）           5.00                         8.30                   0.464                           

吻合口瘘数（例）               1                              2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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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最早由丹麦的Kehlet 教授[1]在 1997 年提

出，主要通过围手术期应用各种已证实有效的临床

措施来减轻创伤应激、减少并发症，使患者达到加

速康复的新理念. 加速康复外科的重要内容主要包

括：（1）健康宣教：对患者及家属的健康宣教贯穿

于临床诊疗及术后随访的全过程，通过术前合理的

营养支持、优化肠道准备、可接受的心肺功能锻炼

方式等，提高患者的手术耐受性；（2）优化麻醉及

术中护理方案，改进手术方式，尽量减少出血、缩

短手术时间，减轻手术应激反应；（3）强化术后康

复治疗，重点加强患者疼痛评分及疼痛管理，早期

下床活动及早期肠内营养. 

肠黏膜的机械屏障主要由肠上皮细胞、细胞间

连接、上皮基膜和上皮表面的菌膜组成. 传统的术前

准备，由于禁食水、机械灌肠等会导致肠道菌群失

调，造成肠黏膜萎缩和屏障功能降低[2]. 腹部手术损

伤、机体应激反应以及术后抗菌药物的应用，进一

步破坏肠道菌群的生态平衡，导致肠道菌群移位，

增加了肠道的通透性[3-4]. 益生菌可以通过与肠上皮

细胞的特异性受体结合，有序地定植在肠上皮细胞

表面，构成有层次的厌氧菌膜，并与其他厌氧菌一

起构成膜菌群，有效保护肠黏膜免受其他病原菌的

黏附和入侵，其产生的有机酸、过氧化氢等其他物

质，还能抑制病原菌的黏附、生长和繁殖，从而发挥

屏障效应. 此外，益生菌还能以争夺营养和分泌有

毒代谢产物的方式，抑制其他有害的细菌在肠道中

过度繁殖，并通过竞争性占位抑制其他有害菌结合

到黏膜表面[5]. 

谷氨酰胺（Glutamine，Gln）是中性氨基酸，在

细胞合成嘌呤、氨基糖及其他氨基酸的过程中起到

重要作用，可以为蛋白质和DNA的合成提供氮源，

还可以清除氨等代谢产物，是维护正常机体生理和

代谢功能的重要氨基酸. 在手术、创伤等应激状态

下，机体处于负氮平衡状态，必需氨基酸的合成远

远不足以维持机体需求，而使谷氨酰胺耗竭，导致

肠黏膜上皮细胞损伤，肠道通透性增加，肠黏膜功

能受损[6]，因此谷氨酰胺也被认为是机体在应激状

态下的条件必需氨基酸. Gln还可做为肠黏膜细胞的

能源物质，通过补充Gln可以维持肠黏膜的正常通透

性，从而预防肠黏膜通透性改变，保护肠黏膜屏障，

有效提高肿瘤手术病人或腹部手术病人的免疫功能
[7-9]. Melis 等[10]研究发现，Gln对免疫系统以及维护

正常的肠黏膜屏障功能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不仅

可保护机体免疫细胞，补充外源性Gln，促进蛋白质

合成，减轻肌肉蛋白分解，改善氮平衡，而且还可

减少药物对肝的损伤. 

结直肠肿瘤患者由于肿瘤消耗及肿瘤溃疡、

出血等，多数存在不同状态的营养不良及负氮平衡

状态，使机体处于应激状态，造成C反应蛋白高于正

常人群，同时由于手术、化疗、放疗等的创伤，进一

步加重了应激反应. 早期的免疫微生态营养支持有

助于改善肠道菌群环境，维持肠道的通透性，减少

肠道内毒素的扩散风险，预防腹腔感染，预防菌血

症，改善免疫功能状态[11-12]. 此外，早期的联合肠内

营养支持还能减轻肝负担，增加内脏血流，减轻应

激反应对机体的影响，降低代谢消耗，改善肠道吸

收功能、控制炎症反应，减少白蛋白消耗[13]. 

对于结直肠癌患者施行肠内免疫微生态营养支

持治疗安全有效，能降低肠道细菌移位风险，保护

肠黏膜上皮，缩短患者住院天数. 因此，未来需要将

免疫微生态营养更多地应用于胃肠道肿瘤患者临床

营养中，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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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e that enteral nutri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stoperative recovery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hile enteral ecoimmunonutri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teral nutrition.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ories in accelerating rehabilitation surgery combined with immune microecological nutrition preparation, 

observation patient's postoperative recovery and the body's immune status,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to 

explore the immune probiotics can become colorectal cancer surgery accelerate rehabilitation surgery a new 

processing method,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eding recovery surg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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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今高能源利用率的冷热电联供系统与可再生能源生物质的集成优势日趋明显，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本研究采用生物质气化式冷热电联供系统实现对办公楼的冷热电供应. 利用DeST软件计算建筑全年逐时冷热负荷，

并根据电气设备参数计算出全年逐时电负荷针对研究系统，制定了三种运行策略：“以热定电”、“以电定热”及“混合

模式”，利用Excel应用进行性能参数的求解，并采用单一因素分析法从经济、能耗和排放三方面对不同运行模式的性

能进行比较. 进一步探明系统运行策略与综合性能的关系，揭示该系统的高效运行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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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质气化式冷热电联供系统的工
作原理

生物质原料在生物质气化装置中气化后，用净

化装置过滤出高温可燃气体，将纯生物质燃气送入

内燃机发电，给建筑物供电. 内燃机发电产生的高温

烟气仍具有超高温度，将高温烟气通过余热回收装

置回收，回收后的热量分别与换热器和制冷机组相

连，给建筑物提供冷量或者热量. 在该系统中，可以

根据冷、热、电负荷，适当从电网购买电，或从以生

物质为原料的补燃锅炉获得热量. 

2  建筑动态负荷模拟计算

以德州市某办公楼作为冷热电联供系统的应用

对象，用整套生物质冷热电联供系统满足办公楼日

常的冷、热、电需求. 利用DeST软件进行建模，将建

筑二维CAD图形转变成三维立体图形，并通过相关

参数的设置，进行全年分时冷热电负荷的模拟计算

如图1，2，3. 

2.1    工程概况

该建筑总共 7 层，首层层高 3.9 m，从二层到顶

层层高均为 3.6 m. 办公楼是底部三层有两侧每层大

约 516.96 m2的空间，底部三层总面积为 5301.4248 

m2，上部四层总面积为 5000.7264 m2. 整栋办公大楼 

10300.151 m2. 

图1  用户建筑模型图

图2    用户建筑二维平面示意图

图3  用户建筑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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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冷热电逐时负荷模拟计算

利用DeST软件进行负荷的模拟，电负荷是根据

照明开关时间及照明设备额定功率、设备逐时使用

率及依照国家《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规定的

用电指标等计算求得. 特别指出，这部分电负荷只

包括了建筑负荷，并不包括冷热源确定以后的系统

负荷. 该建筑的模拟数据结果如表1：

由表可得系统最大热负荷为 662.033 kW，最大

冷负荷为 1320.672 kW，最大电负荷为 196.061 kW. 

3  系统不同运行模式的性能研究

3.1    系统各运行模式

生物质气化式冷热电联供系统的运行策略包括

各设备启停、部分负荷率和各时刻负荷分配. 根据

热电联产的原理，系统运行策略可分为三种类型：

以热定电、以电定热和混合模式，它们各自的特点

如下：

1）以热定电（FTL）：在此模式下，系统优先

考虑建筑物的冷热负荷，即在一定的热电比下，系

统的输出电量由建筑冷热负荷决定. 当系统发电量

不足时，从国家电网购买补充；当系统产生的电量

过剩时，可以将其传输到公用电网以供其他用户或

增设蓄电池存储使用. 

2）以电定热（FEL）：在此模式下，系统优先

考虑建筑电负荷的需求，就能量而言，电能比热能

等级更高、更有价值. 当系统输出热量不足时，可由

补燃锅炉补充；当系统输出冷热量过大时，若直接

排掉，会造成资源浪费. 可以利用蓄热器贮存剩余热

量，利用小型燃气锅炉作为调峰锅炉，以应对供热

高峰.  

3）混合模式（FHL）：在此模式下，“以热定

电”和“以电定热”两种模式交替运行，每个时刻的

具体运行模式取决于建筑物的冷热需求、分时电价

等因素. 

3.2    系统各运行模式性能的数学描述

1）“以热定电”模式下，系统无需生物质锅炉

进行能量补充，即系统中的冷热量无剩余. 我们假设

系统所需冷热量之和为 nQ ，那么在这种模式下：

                     
0.8 0.7

h c
n

Q QQ = +                       （1）

                    
0.8

n n
rej

rec

Q QQ
η

= =                      （2）

本系统中发电设备效率 0.25eη = ，那么

1 1 0.25 0.75rej eη η= − = − = ，即：

                      
3pgu rejE Q= ÷

                      
（3）

pguE 即为“以热定电”模式下，系统可提供给用

户的电量. 比较用户用电需求 userE 和系统提供电量

pguE ，若 user pguE E< ，则 系 统 能 满 足 用 电 需 求 ； 若

user pguE E> ，则系统不能满足用电需求，需从电网补

充电量，补充电量为：

              grid user pguE E E= −                      （4）
而此模式下生物质所需能量全部为生物质气化

炉所需，则有：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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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                        （5）

                          
0.7

bio
bga

QQ =                       （6）

所需生物质质量为：

                   3600
0.7 15540

bga
bga

QM ×
=

×

                  
（7）

将以上数据作为“以热定电”模式下计算的主

要参数. 

2）“以电定热”模式下，系统无需从国家电网

购买电量进行补充，即系统中的电量无剩余. 我们

假设用户建筑所需电量为 userE ，那么有：

              user pguE E= 且 0gridE =                  （8）

同样，“以热定电”中，假设系统所需冷热量之

和 0.8 0.7
h c

n
Q QQ = + ，然后根据 3rej pguQ E= 求得 rejQ . 比较

0.8rejQ × 与 nQ 的值，若 0.8rej nQ Q× > ，则系统能满足

表1   建筑负荷统计

项目统计 单位 统计值

项目负荷统计

全年最大热负荷 kW 662.033

全年最大冷负荷 kW 1320.672

全年最大加湿量 kg/h 682.32

全年累计热负荷 kW·h 512667.55

全年累计冷负荷 kW·h 560265.07

全年累计加湿量 kg 384647.09

项目负荷面积指标

全年最大热负荷指标

全年最大冷负荷指标

W/m2

W/m2

84.34
168.25

项目全年累计指标

全年累计热负荷指标 kW·h/m2 65.31

全年累计冷负荷指标 kW·h/m2 71.38

全年累计加湿量指标 kg/m2 49.00

项目分季节负荷指标

采暖季热负荷指标 W/m2 19.66

空调季冷负荷指标 W/m2 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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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冷热需求；若 0.8rej nQ Q× < ，则系统不能满

足建筑物的冷热需求，此时就需要利用生物质锅炉

进行热量补充，补充热量为：

                 0.8bfb n rejQ Q Q= − ×                     （9）

而此模式下生物质所需能量一部分为生物质气

化 炉 所 需 ，另 一 部 分 为 生 物 质 锅 炉 所 需，即

bga bfbQ Q Q= + ，其中：
                    

0.7 0.75 0.7
bio rej

bga
Q QQ = =

×
，

                      
0.8bfb n rejQ Q Q= − ×

              
（10）

所需生物质质量为：
          

3600 3600
0.7 15540 0.8 15540

bga bfb
bga

Q QM × ×
= +

× ×

        

（11）

将以上数据作为“以电定热”模式下计算的主

要参数. 

3）“混合模式”灵活结合了“以热定电”和

“以电定热”两种模式，以能源全部消耗殆尽为原

则，根据不产生多余热量以及电量的原则，分时刻

确定系统运行模式. 

简言之，在“以热定电”模式下，系统热量没

有剩余，但若系统产生的电量大于用户建筑用电

量，即 user pguE E< ，则表示系统产生了多余电量，违

背了混合模式的原则，所以在此时刻，系统就选择

“以电定热”模式；相反，若 user pguE E> ，则表示系统

没有产生多余热量，那么在此时刻，系统就选择

“以热定电”模式. 

4  系统各运行模式的性能计算结果及 
分析

4.1    系统各运行模式性能的参数求解

1）系统经济成本计算

系统总投资成本（ATC）包括系统设备投资和

系统运行原料成本：

                    8759

,
1

eq m i
i

ATC C C
=

= +∑
               

（12）

系统设备主要包括气化装置、发电机组、生物

质锅炉、供热装置以及吸收式制冷机组. 设备投资

成本 eqC 最终需乘以年折算系数，折算为系统每年

的设备投资成本，具体计算如下：

 (1 )=
(1 ) 1

n

n

i iR
i
+

+ −
 

（其中i为利率，n为理论设备使用年限）（14）

系统运行原料成本又包括生物质原料和从大电

网购买电量构成，即：

     8759 8759
,

,
0 0

3600 3600
15540 15540

bio b i
m i

bio bi i

Q QC
η η= =

× ×
= +

× ×∑ ∑
   

（15）

2）系统能耗计算

系统能耗是分析一个系统性能的重要因素. 本

研究系统能耗主要由发电煤耗 eH 和生物质能耗 bioH

组成，将单位都换算成为kJ进行比较分析，则有：

其中发电煤耗为 0.35 公斤标煤/kW·h. 

3）系统CO2排放计算

系统二氧化碳排放量是评价系统环境友好性的

重要指标. 本文中，系统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包括两

个部分：一是系统燃煤的排放量 cP ；二是系统生物

质的排放量 bioP ，单位为g. 计算公式如下：

                                                                                  

    

4.2    系统各运行模式的性能计算结果及分析

1）系统经济分析

在生物质气化式冷热电联供系统中，年度总费

用（ATC）用来评估系统发电的经济效益. 系统经济

成本只要考虑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运行成本，另

一部分是系统设备成本. 系统设备的额定容量主要

决定系统的初始投资，而系统的运行模式主要影响

系统运行成本，包括生物质原料购买费用以及电网

购电费用两部分. 不同运行模式下系统总投资成本

的计算结果如表2：

  （13）

（16）

（17）

表2   系统总投资成本汇总表   （万元/年）

运行模式
系统设
备投资

系统运行成本
系统总投

资成本ATC生物质
原料成本

电网购买
电量成本

以热定电 278.824 79.539 30.087 388.451

以电定热 90.700 100.423 0 191.123

混合模式 220.025 61.738 30.087 18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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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更好地进

行综合性能的研究，引入分供系统和联供系统进行

比较. 分供系统就是直接利用简单的设备，满足建

筑冷、热、电负荷. 分供系统中，天然气锅炉负责供

热，电制冷设备负责供冷，而建筑电负荷则通过国

家电网购买. 

图4   分供系统流程图

“分供模式”中，系统总投资成本ATC达到

了 178.733 万元，其中系统设备成本共花费 15.222

元，占系统总经济成本的 9％，而系统运行成本共花

费 163.551 万元，其中天然气成本占 10％，电网购

电成本占 90％. 

根据结果可以看出，单纯比较系统经济成本，

分供系统是较优的选择，因为其系统设备投资较

少，只需要天然气锅炉、电制冷设备和供热设备即

可. 而联供系统中，“混合模式”较为经济，主要原

因是“混合模式”下，系统没有残余热量和电量，通

过电网购电或者生物质锅炉补充热量，可使系统几

乎达到供需平衡的理想状况，系统的设备容量不会

过大，这就节省了系统的投资成本. 下面的柱状图5

能更清晰地看出各个系统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和不足. 

图5 不同运行方式系统总投资比较

2）系统能耗分析

系统能耗是分析一个系统性能的重要因素. 不

同运行模式下系统总能耗的具体数据如表3：

表3   系统总能耗汇总表（kJ/年）

运行模式 发电煤耗 生物质能耗 系统总能耗

以热定电 29.98×108 123.60×108 153.58×108

以电定热 0 156.06×108 156.06×108

混合模式 29.98×108 95.94×108 125.92×108

为了便于对系统综合性能进行研究，依然引入

分供系统和联供系统进行比较. 分供系统中，系统

总能耗达到了 156.16×108kJ，其中发电能耗相对较

多，共 134.42×108kJ，占系统总能耗的 86％，而生

物质能耗共 21.74×108kJ，占系统总能耗的 14％. 

经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混合模式”是三种

运行模式中系统能耗最少的一种，相比之下分供系

统也不再拥有优势. 主要原因是“混合模式”结合了

“以热定电”和“以电定热”两种模式的优势，以能

源全部消耗殆尽为原则，主要宗旨是不产生多余热

量以及电量，系统均衡了生物质锅炉和电网买电的

“任务”，所以系统能耗较少，具有很好的发展前

景. 下面的柱状图6能更清晰地看出各个系统在能耗

方面的优势和不足. 

图6  不同运行方式系统总能耗

3）系统排放分析 

分析排放即分析系统对环境的影响如表4，将“影

响”转化为数值，需要进行系统对环境的定量评估. 本

研究主要考虑系统的CO2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其中主

要是温室效应，它会造成全球气候变暖，使全球降水

量重新分配，加速冰川融化，造成海平面上升等. 

因此，减少大气中的CO2 排放量是人类的一项

紧迫任务. 通过比较系统在不同运行模式下的CO2 排

放量，分析系统对环境的友好性，这是判断系统运

行模式优劣的重要因素之一. 特别指出，本次研究

的生物质冷热电联供系统采用清洁环保的生物质作

表4   环境影响评估[30]

环境影响 影响类型 参数 单位

温室影响
全球变暖潜能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kg CO2-equiv
./kg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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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燃料，生物质本身也吸收CO2，因此可以认为生物

质气化式冷热电联供系统在生物质燃烧过程中不会

产生任何对环境有副作用的物质. 表5为各运行模式

下CO2 排放量的具体数据：

用柱状图7更能直观地对比各运行模式的排放

性能：

图7   不同运行方式系统CO2总排放量

从计算结果来看，在排放分析中，生物质气

化式冷热电联供系统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以热

定电”的CO2 排放量是分供系统的 58.9％，“以电

定热”的CO2 排放量是分供系统的 11.2％，“混合模

式”的CO2 排放量是分供系统的 56.9％. 在联供系统

的三种运行策略中，“以电定热”优势明显，对全球

变暖潜能的影响也是最小的. 分供系统的二氧化碳

总排放量是最高的，主要原因是系统的电负荷完全

由电网供应，且冷负荷也由电制冷设备满足，而电

网供电主要是用煤发电，发电过程中会燃烧产生二

氧化碳，且天然气供暖过程也会产生大气污染物. 相

比较之下，生物质气化式冷热电联供系统，尤其是

“以电定热”模式具有很好的环境效益. 

4.3    综合性能比较

为更好地比较不同系统不同模式的经济、能耗

以及排放三方面综合性能，可以通过一个综合指标

来衡量系统优劣. 设综合性能指标为 J，则有：

                
（18）

其中，CSR是衡量系统经济性能的指标，其值
为：

                              （19）

ESR为衡量系统能耗的指标，其值为：

                        
       （20）

PSR为衡量系统排放的指标，其值为：

                                
（21）

以计算公式结合本章的系统计算数据，分别计

算不同系统下不同模式的综合性能指标，最终得到

结果如表3：

可以看出，整体而言联供系统较分供系统具有

更好的综合性能. 其中“以电定热”的综合性能最

好，综合性能指标远超过剩余几种运行模式，主要

原因是：“以电定热”模式中，系统无需从国家电网

购电，故相比其他模式，节省了大量的燃煤. 众所周

知煤炭的排放系数是极大的，煤炭燃烧过程会产生

大量二氧化碳，对环境的影响力巨大；其次，虽说

“以电定热”在经济和能耗方面并不是最优模式，

但其在排放方面的优势过于明显，已足够弥补其在

经济和能耗方面的微小差距. 故总体而言，“以电定

热”是系统最优运行模式，在未来最具有发展优势. 

小结

本研究利用DeST软件模拟出建筑全年的逐时冷

热负荷，同时结合电气设备参数计算出全年电负荷. 

采用单一因素分析法分别从经济、能耗和排放三方

面进行分析比较，得出系统最优运行策略，揭示系

统高效运行机理.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每个系统都

有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本文中特别引入了分供模式

进行综合性能比较，最终得到结论：联供系统在以

经济、能耗及排放三项指标为基础的综合性能比较

中占据优势，而其中“以电定热”运行模式综合指标

最优，是系统最优运行策略. 

表5  系统CO2总排放量汇总表  （t/年）

运行模式 燃煤CO2排放量 生物质CO2排放量 系统CO2总排放量

以热定电 271.762 48.066 319.828

以电定热 0 60.686 60.686

混合模式 271.762 37.308 309.070

分供系统 427.695 115.121（天然气排放） 542.816
表3  系统不同运行模式综合性能指标

运行模式 CSR ESR PSR J

以热定电 -1.1729 0.0165 0.4108 -0.2485

以电定热 -0.0691 0.0006 0.8882 0.2733

混合模式 -0.0158 0.1937 0.4306 0.2028

分供系统 0 0 0 0

王 燕，等：生物质气化式冷热电联供系统优化配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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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ptimal Configuration of Biomass Gasification 
Combined CCHP System

WANG Yan，WANG Cheng-zhi

（Shandong Huay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zhou  Shandong 253034 , China）

Absrtact: Nowadays, the integrated advantages of high-energy-efficiency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CCHP）systems and renewable energy biomas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obvious and have great 
research value.In this study, a biomass gasification combined CCHP system was used to realize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 supply to office buildings. The DeST softwar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hourly heating 
and cooling loads of the building throughout the year, and calculated the hourly electrical loads for the 
research system based on the electrical equipment parameters.Three operational strategies had been 
formulated: "determining power generation by heat", "determining heat by power generation" and "hybrid 
mode", The Excel application was used to solve th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and 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operation modes 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peration strategy and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was further explored, and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ystem was 
revealed.
Key words: biomass gasification；CCHP；operation mode；combination property

参考文献：
[1]  李维俊，高鹏，常春，陈俊武. 生物质能与可持续发展[J]. 北 

      方环境，2013，25（12）：4-7.

[2]  孙培勤，孙绍晖，韦古强，范天刚. 我国生物质能源现代化应

      用前景展望[J]. 中外能源，2014，19（06）：21-28.

[3]  韩小霞，胡从川. 生物质气化热电联产发展概述[J]. 建设科

      技，2016（13）：79-81.

[4] 杨昆. 基于生物质气化的冷热电联供系统研究[D].[硕士学位 

      论文]. 保定：华北电力大学，2015.

[5] 周晓波，陶志强，王芳. 天然气冷热电联供系统工业案例应

      用[J]. 上海节能，2016（01）：45-49.

[6]  朱锡锋. 生物质热解原理与技术[M]. 第一版. 北京：科学出 

      版社，2014. 7~29.



第 36  卷第 2 期
  2020 年 4 月

德 州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36，No.2
  Apr .，2020

2008—2016年中国粮食主产区增产的区域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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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国家、区域、省级单元三个层面对中国近 9 年的粮食生产状况进行量化分析，构建粮食生产变化

模型，量化近年来中国不同尺度上粮食增产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1）近 9 年来中国粮食已经提前实现新增 500 亿kg

生产能力的目标，国内粮食产量能够满足全国粮食消费量，粮食主产区在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承担重要作用；

2）主产区区域层面上粮食主产区的三个地区粮食贡献存在较大区域差异；3）近 9 年来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省

级层面上粮食增产原因各异.

关键词：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增产；区域差异；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0）02-0075-04  

收稿日期：2019-12-17

资助项目：山东省软科学项目（2016RKB01217）.

作者简介：张晶（1972-），女，山东德州人，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与区域发展研究.

1   引言

地球人口持续增长背景下，粮食安全长期以来

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1-3]. 人口众多的发展

中国家中国的人粮关系始终受到关注[4-6]. 粮食安全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

中国家，中国政府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置于治国理

政的战略地位，始终关注国家层面粮食生产能力和

总量的保障和供给. 学界在此方面也进行过大量不

同尺度的资源约束下粮食生产能力的研究. 资源禀

赋是粮食安全的前提，中国粮食安全的研究的热点

之一就是从资源禀赋切入的承载力研究，这方面仅

国家尺度上的系统的研究工作就开展了三次[7-9]，小

尺度的研究数量更多. 粮食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

济再生产密切结合的物质生产过程，资源禀赋决定

粮食生产的上限，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粮食生产

行为和现实产量，中国粮食安全的第二个研究热点

就是粮食现实生产研究，目前中国粮食现实生产研

究主要集中于粮食产量波动、地域格局变化和政策

作用等宏观尺度的研究[10-15]，对产量波动和生产格

局变化及其变化原因的深层次剖析尚待加强. 中国

农业资源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差异明显，人口密度分

异显著，粮食生产供需呈现明显区域差异，明确不

同区域粮食生产状况，供需状况及其变化原因，判

断不同单元在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统筹解决国家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问题，提高资

源利用效益的基础. 因此，本研究从国家、区域、省

级单元三个层面对中国近九年的粮食生产状况进行

量化分析，厘定不同层面上粮食供需情况，明确不

同单元对国家实现粮食总量安全的作用，明确近年

来粮食增产因素并对其作用进行量化分析，旨在为

今后实行分级管理和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科学依

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拟从国家、粮食主产区区域和粮食生产

大省省级单元三个层面逐层分析人粮关系、供需状

态、粮食生产发展时序变化态势及粮食发展变化

的原因. 其中粮食主产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

林、内蒙古、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四川等 13 个省（区）. 为进一步量

化粮食主产区内的差异性，将粮食主产区分东北、

黄淮海和长江流域三区进行区域分析. 划分依据来

源于 2009 年中国政府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粮食安

全规划—《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

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 研究应用的数据主

要包括全国和省域的 2009—2017 年农业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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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粮食生产变化趋势

中国粮食生产自 2004 年以来连年增产，粮食

供求形势明显改善，目前粮食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 

由于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面临的粮食生产资源条件

和约束、人口压力存在较大差异，为明确粮食生产

状况的总体状况和区域差异，研究从三个层面对中

国粮食产量、人粮关系及其变化进行量化研究.

3.1    国家层面的粮食生产变化状况

依据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供给、留

有 余 地 的 原 则 ，《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中 长 期 规 划 纲 要

（2008-2020 年）》提出，人均粮食 2010 年不低于

389 kg、2020 年不低于 395 kg. 2020 年全国粮食消

费量将达到 5725 亿kg，按照保持国内粮食自给率

95％ 测算，国内粮食产量应达到约 5450 亿kg. 为提

高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2008 至 2020 的 12 年

间，中国需要再新增 500 亿kg（5000万t）的生产能

力.

计算中国 2008 年和 2016 年中国国家整体层

面、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人口、粮食总量

和比重，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近 9 年中国整体上

人口、粮食均为增长状态，2016 年全国粮食产量为 

61625 万t，已经高于 2020 年预测的消费量. 近九

年来粮食主产区以不到 60％ 的人口，承担了全国 

75％ 以上的粮食产量，在国家粮食安全中承担着重

要作用，而且作用呈现增长趋势.

表1  中国粮食生产状况2008—2016

年份 区域 人口 粮食

总量(万人) 比重（％） 总量(万t) 比重（％）

2008 全国 13.280 2万 100 52 870.92 100

粮食主产区 77 564 58.41 39 917.51 75.5

非粮食主产区 53 263 40.11 12 953.41 24.5

2016 全国 13.827 1万 100 61 625 100

粮食主产区 80 135 57.96 46 776.40 75.90 

非粮食主产区 57 849 41.84 14 848.80 24.1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分析中国近九年的粮食增产数量和结构，可

知，近九年来中国粮食产量增加了 8754.08 万t，其

中粮食主产区增产量占全国粮食增产量的 78.35％

（6858.89 万t），已经远远超出全国新增 500 亿kg

（5000 万t）的生产能力的目标.

综上所述，中国粮食已经提前实现新增 500 亿

kg生产能力的目标，国内粮食产量能够满足全国粮

食消费量. 粮食主产区在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

承担重要作用.

3.2    区域层面粮食贡献分析

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

2020 年）》统计，东北区是我国最大的玉米、优

质粳稻和大豆产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

蒙古四省区；黄淮海区是我国小麦、玉米和稻谷优

势产区，包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五

省；长江流域是我国稻谷集中产区，包括江西、湖

北、湖南、四川四省. 研究将主产区分为东北、黄

淮海和长江流域三区来研究不同区域人口、粮食关

系及其变化态势，计算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2008 

年中国人均粮食为 398.12 kg，2016 年人均粮食为 

445.68 kg，均略高于纲要提出的人均粮食 2010 年不

低于 389 kg、2020 年不低于 395 kg的目标，国家层

面上目前人粮关系仍处于低水平的紧平衡状态.

就粮食主产区人粮关系的内部差异来看，东北

区人均粮食最高，2008 年人均粮食为 832.08 kg，

高出全国 333.97 kg；2016 年东北区人均粮食为 

1091.33 kg，高出全国 645.65 kg，按纲要人均粮食标

准计算，2008 年东北区粮食盈余量为 5768.05 万t，

2016 年则高达 9351.75 万t，为国家实现粮食安全作

出贡献最大. 其次为黄淮海区，2008 年粮食盈余量

为 2950.93 万t，2016 年粮食盈余量为 4739.02 万t. 

长江流域 2008 年粮食盈余量为 327.99 万t，2016 年

粮食盈余量为 1032.31 万t.

以粮食播面单产作为粮食作物生产条件指标，

分析主产区生产条件的区域差异. 由表2可知黄淮海

和长江流域播面单产较高，其中 2008 年长江流域粮

食播面单产最高，为 5474.53 kg/hm2，黄淮海区为

5422.56 kg/hm2，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950.80 kg/

hm2），而东北区粮食播面单产仅为 4671.04 kg/hm2，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6 年粮食主产区各分区粮食

播面单产均高于全国（5451.90 kg/hm2），其中黄淮

海区粮食播面单产最高，为 5798.22 kg/hm2，长江流

域其次，为 5716.63 kg/hm2，东北区依然最低，为 

5671.49 kg/hm2. 可见在区域层面，尽管黄淮海和长

江流域粮食生产条件好，播面单产高，但由于人口

众多，实际粮食盈余并不高. 东北区粮食盈余量为三

区之首，主要原因是相对于其它两区人少地多导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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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尺度的粮食增产原因量化分析

比较 2008 年和 2016 年粮食生产状况可知，近

9 年来在全国层面、粮食主产区层面及粮食主产区

内部各省级单元各层面上，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

积均呈增长态势. 为进一步明确粮食增产的结构，量

化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为今后因地制宜地制定粮

食生产政策和措施提供理论依据，需要进一步量化

播面和单产增加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因此本研究

建立粮食生产变化模型[16]，对播面单产变化和粮食

播面变化导致的粮食产量变化进行比较分析. 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Δp = Δpm + Δpd 

Δpm=（m2-m1）×d2

Δpd=m1×(d2-d1)

式中：Δp为粮食产量变化总量；Δpm为粮食播

种面积变化导致的粮食产量变化量；Δpd为粮食单

位面积产量变化导致的粮食产量变化量；m1为研究

期始粮食播种面积；m2为研究期末粮食播种面积；

d1为研究期始粮食单位面积产量；d2为研究期末粮

食单位面积产量.

计算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近九年来中国粮食

增产 8754.08 万t，其中由于播种面积增加导致的

增产量为 3402.02 万t，占增产总量的 38.87％，由

于 播 种 单 位 面 积 产 量 增 加 导 致 的 粮 食 增 产 量 为     

5351.36 万t，占增产总量的 61.13％. 在区域层面

上，东北区和黄淮海区粮食增产中由于单位面积产

量增加导致的增产量高于播种面积增加导致的增产

量，其中东北区播种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导致的粮食

增产量为 2368.11 万t，占增产总量的 65.78％，黄

淮海区播种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导致的粮食增产量为 

1297.5 万t，占增产总量的 57.41％. 而长江流域粮食

增产结构与全国和以上两个区有明显差异，播种面

积增加导致的粮食增产量高于单产导致的增产量，

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由于播种面积增加导致的增产量

为 550.59 万t，占增产总量的 55.14％，由于播种单

位面积产量增加导致的粮食增产量为 447.98 万t，

占增产总量的 44.86％.

分析粮食主产区内部 13 个省级单元的粮食

增产量结构可知，在省级单元层面上，粮食增产原

因差异较大，如同属东北区的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古，粮食增产结构各有特点，其中黑龙

江粮食增产中单产增加导致的增产占增产总量的 

77.17％，可见单产增加是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内

蒙古粮食增产中单产增加导致的增产占增产总量的

60.73％，辽宁和吉林粮食增产中单产增加导致的增

产不到增产总量的一半. 就全国而言，单产增加占增

产量最高的省级单元是四川，高达 96.39％；粮食

播面增加导致粮食增产比重最高的是湖南，播面变

化导致的粮食变化高达比重高达 122.97％，湖南是

粮食主产区 13 个省级单元中唯一一个粮食播面单

产下降的一个省级单元，但其单产降低带来的粮食

减产量被粮食播种面积导致的增产量弥补，整体上

粮食生产有所增加.

粮食主产区 13 个单元中播面增加导致粮食增

产比重高于 50％ 的省级数量为 6 个，粮食单产增

加导致粮食增产比重高于 60％ 的有 7 个，在省级

单元层面上增产原因各异，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区

域差异，根据各省级单元资源条件、生产状况、人

粮关系，细化区域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明

确不同地域的粮食生产地位和作用.

表2   人粮关系及其变化2008—2016

单元
粮食

(万t)

人口

(万人)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千hm2)

粮食播面单产

(kg/hm2)

人均粮食

（kg）

粮食盈余量(万t)

（按人均389 kg为标准）

2008

全国 52 870.92 13.280 2万 10.679 2万 4 950.80 398.12 15.72 

东北区 11 056.60 13 287.82 23 670.52 4 671.04 832.09 5 768.05 

黄淮海区 18 730.58 39 647.35 34 541.92 5 422.56 472.43 2 950.93 

长江流域 10 130.33 24 629.00 18 504.46 5 474.53 411.32 327.99 

2016

全国 61 625.00 13.827 1万 11.303 4万 5 451.90 445.68 7 007.96 

东北区 14 656.60 13 430.00 25 842.60 5 671.49 1 091.33 9 351.75 

黄淮海区 20 990.90 41 144.00 36 202.30 5 798.22 510.18 4 739.02 

长江流域 11 128.90 25 561.00 19 467.60 5 716.63 435.39 1 032.3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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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从全国、区域、省级单元三个层面定量评

价了 2008—2016 年中国粮食生产变化，并构建粮

食增产变化模型，量化中国整体层面、粮食主产区

以及粮食主产区内部各省级单元粮食生产变化的原

因，研究结论如下：

1. 近九年来中国粮食已经提前实现新增 500 亿

kg生产能力的目标，国内粮食产量能够满足全国粮

食消费量. 粮食主产区增产量占全国粮食增产量的

78.35％，粮食主产区在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承

担重要作用.

2. 区域层面，粮食主产区三区的粮食产量贡献

存在在较大差异. 东北区粮食盈余量为三区之首，

尽管黄淮海和长江流域粮食生产条件好，播面单产

高，但由于人口众多，实际粮食盈余并不高.

3. 近九年来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省级层面

上粮食增产原因各异. 国家层面上播种单位面积产

量增加为增产主要原因；区域层面上东北区和黄淮

海区粮食增产中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为主要因素，

长江流域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导致的粮食增产量高于

单产导致的增产量；省级层面上粮食主产区 13 个

单元中播面增加导致粮食增产比重高于 50％ 的省

级数量为 6 个，粮食单产增加导致粮食增产比重高

于 60％ 的有 7 个. 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区域差异，

根据不同尺度和单元资源条件、生产状况、人粮关

系，细化区域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明确不

同地域的粮食生产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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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国粮食生产变化量及其结构

单元
粮食变化量

(万t)
播面变化量

(Khm2)

播面增加导致
增长产量(万t)

播面变化导致变化的
比重(％)

单产变化量
(kg/hm2)

单产变化导致
增加量(万t)

单产变化导致变化的
比重(％)

全国 8 754.08 6 241.35 3 402.72 38.87 501.10 5 351.36 61.13 

东北区 3 600 2 172.08 1 231.89 34.22 1 000.45 2 368.11 65.78

 内蒙古 649.00 530.32 254.88 39.27 750.06 394.12 60.73 

 辽  宁 240.30 195.50 127.09 52.89 372.92 113.21 47.11 

 吉  林 877.20 630.48 466.70 53.20 934.82 410.50 46.80 

 黑龙江 1 833.50 815.77 418.68 22.83 1 287.50 1 414.82 77.17 

黄淮海区 2 260.32 1 660.38 962.73 42.59 375.66 1 297.59 57.41

 河  北 554.39 169.29 92.58 16.70 749.93 461.81 83.30 

 江  苏 290.51 165.60 105.65 36.37 350.97 184.86 63.63 

 安  徽 394.10 83.40 42.89 10.88 535.28 351.21 89.12 

 山  东 440.20 555.89 347.88 79.03 132.73 92.32 20.97 

 河  南 581.12 686.20 396.70 68.27 192.10 184.42 31.73 

长江流域 998.57 963.14 550.59 55.14 242.09 447.98 44.86

 江  西 180.00 108.13 62.72 34.84 327.78 117.28 65.16 

 湖  北 326.87 530.21 305.22 93.38 55.43 21.65 6.62 

 湖  南 148.20 301.80 182.24 122.97 -74.19 -34.04 -22.97 

 四  川 343.50 23.00 12.41 3.61 514.84 331.09 96.3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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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经济、资源和环境 3 个子系统中选取 18 个指标构建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环境、生态环境）

评价体系，运用灰色系统理论TOPSIS法分析比较 2017 年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市域变化，并结合GIS技术对其

进行空间分析. 研究表明：二级评价指标体系权重中资源子系统所占权重最大，经济子系统次之，环境子系统最

小；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大的区域位于黄河三级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黄河沿线的 3 个地级市，并以此为核心

区向外层层递减，承载力最小的区域位于鲁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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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指在维持区域资源、环境符

合持续且满足人类自身需求的条件下，一个地区在

一定时期内的资源环境数量与质量能够承载各种经

济、社会活动的能力[1-3]. 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

价研究，是识别影响承载力关键因素，也是提高区

域承载力水平的重要途径，能为社会经济与资源环

境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4]. 近年来，

国内诸多学者针对该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

究极大地丰富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和发展了研

究方法. 徐文斌等[5]应用熵权 TOPSIS 模型对典型海

岛地区 2009-2015 年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进行

评价. 杨亮洁等[6]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

会、环境和资源方面选取 24 个评价指标构建了区域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 王雪军[7]运用GIS技术和

层次分析方法对赣州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定量化

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完善了承载力理论体

系，丰富了其研究方法，指导了区域资源环境承载

力提升的实践活动. 但是在指标权重计算上多采用

熵值法，或是计算方法较为复杂[8].  总结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以山东省为例，构建山东省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灰色系统理论

TOPSIS模型评价并分析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

及空间分布情况．以期为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提供方法支撑和现实依据. 

2   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与构建

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素既体现在自

然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层面，它是一个多目标、多层

次、多要素的评价对象. 因此，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时，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和客

观性的宗旨构建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可操作

性和数据的易获得性对指标进行选择. 

基于以上思考，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9-10]，本研

究评价指标体系包含 3 个目标层：一级指标为山东

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目标层；二级指标包括经济、资

源和生态环境 3 个层面；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选

取单项评价指标组成，共 18 个指标（表 1）. 

3   研究方法

3.1   灰色系统理论

灰色系统理论是由邓聚龙教授提出的一种系统

科学理论（Grey Theory）[11]，灰色系统是指部分信息明

确、部分信息不明确的系统. 其主要内容为：以空间

为依托的关联分析体系、以数据序列为基础的方法体

系和以灰色系统（G，M）为核心的模型 [11-12]. 利用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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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理论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首先设原始序列为Mi

（i=1，2，…，m），其特征指标序列为：Xi=（Xij|i=1，

2，…，m；j=1，2，…，n）. 又有基准特征指标序列Xo=

（Xoj|j=1，2，…，m）. 因此计算Xi对于Xo在第k点的

关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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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ϑ∈（0，1），通常取 0.5. 由此得到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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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矩阵 ijρ 按列求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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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 jρ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各指标的权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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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标的权重序列为Ｗ＝（W1，W2，W3…Wn）T. 

3.2   Topsis模型

Topsis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计算某一方案与正

负理想解间的加权欧氏距离，得出该方案与最佳

方案的接近程度，以此作为度量各方案优劣程度的

依据. 若某个方案最接近正理想解而又远离负理想

解，则此解是方案集的最佳解. 主要计算步骤如下[13-

14]：

1）基于灰色系统权重建立加权规范化矩阵，公

式：

              ij m nM j ijM G y×= = ×∣ ∣ …………（5）

式中， ijy 是标准化处理后的矩阵. 

2）确定正、负理想解

从加权规范化矩阵M中提取最大值和最小值代

表评价对象的正、负理想解M，公式：

    { }ijmax i 1,2, nM M+ = = ∣ …………（6）

    { }ijmin i 1,2, nM M− = = ∣  …………（7）

3）计算各评价对象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N，

公式：

       ( )27
1 1, 2 ),( ni j ij jN M M i+ +
== − =∑ 

…（8）

        ( )27
1 1,( 2, )i j ij jN M M i n− −
== − =∑  …（9）

式中N+越小，表明评价对象越接近正理想解；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标识

山
东
省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力
目
标
层

经济承载力

第三产业比重 （％） 正向 Y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正向 Y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向 Y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向 Y4

GDP增长率（％） 正向 Y5

资源承载力

生态用水（亿立方米） 正向 Y6

人均供水量（立方米/人） 正向 Y7

人均水资源量（立方米） 正向 Y8

城镇化率（％） 正向 Y9

人均耕地面积（平方米/人） 正向 Y10

土地利用率（％） 正向 Y11

公路密度（公里/百平方公里） 正向 Y12

环境承载力

COD排放量（吨） 逆向 Y13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正向 Y14

建成区绿化率（％） 正向 Y15

废水排放量（万吨） 逆向 Y16

单位农用地农药施用量（千克/平方千米） 逆向 Y17

单位农用地地膜使用量（千克/平方千米） 逆向 Y18

表1   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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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越小，表明评价对象越接近负理想解. 

4）计算每年评价对象的相对贴近度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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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1]iK ∈ ，其数值越大，表明第i地区资源

环境承载力越优. 

4   结果分析

4.1   指标权重分析

根据构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结

合山东省 2018 年统计年鉴，选取山东省各地级市的

经济、资源、环境要素 18 项指标建立资源环境承载

力判断矩阵. 原始数据经线性变换处理后根据灰色

关联系数（公式1-4）计算山东省市域指标权重系数

（表2）.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越

大，其所含信息量越多[3]；从表2中可知：建成区绿

化率（Y15）、土地利用率（Y11）、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用率（Y14）、城镇化率（Y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Y4）、公路密度（Y12）前六位指标中，资源承

载力所包含的信息最多；人均供水量（Y7）、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Y2）、单位农用地地膜使用量（Y18）、

C O D 排 放 量（Y 1 3）、生 态 用 水（Y 6）、废 水 排 放 量

（Y16）后六位指标中有一半的指标反映环境承载力. 

表明资源承载力主要影响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水

平，对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大小起主要作用. 

4.2   综合得分分析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权重，然后通过TOPSIS评

价方法（公式 5-10）得到山东省各地区的指标值与

最佳方案和最劣方案的欧式距离 iN + ， iN − 以及资源

环 境 承 载 力 的 综 合 得 分 值 K i（表 3、图 1）. 依 据

Topsis评价法原理，综合得分值离最劣解距离越大

越好，距离最优解越小越好. 参照已有研究成果[15-

16]，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将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

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小、小五级. 

资源环境承载力大的地区是东营（0.545）、济

南（0.495）、滨州（0.472）三市，这一区域由于土地肥

沃，农业、工业基础条件优越，加之东营（2.32％）、

滨州（2.91％）二市科技支出力度较大，处于山东

省平均水平（2.11％）以上，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最

大；较大的地区分布在鲁中地区的莱芜（0.445）、

淄博市（0.436），胶东半岛的烟台市（0.435）、青岛市

（0.43）、威海市（0.427），鲁西北的德州市（0.428），

莱芜、淄博和德州三市毗邻济南都市圈，矿产资源

丰富，得益于良好的科技支撑，承载力较大，胶东半

行政区划 最优解距离 最劣解距离 综合得分 排名 行政区划 最优解距离 最劣解距离 综合得分 排名

东营市 0.07720 0.09241 0.54484 1 泰安市 0.08927 0.06126 0.40698 10

济南市 0.08371 0.08211 0.49520 2 潍坊市 0.09356 0.06377 0.40534 11

滨州市 0.08615 0.07696 0.47183 3 枣庄市 0.09310 0.06184 0.39911 12

莱芜市 0.09184 0.07357 0.44477 4 临沂市 0.09512 0.06154 0.39283 13

淄博市 0.08908 0.06893 0.43623 5 聊城市 0.09981 0.06061 0.37780 14

烟台市 0.09022 0.06953 0.43525 6 日照市 0.09053 0.05432 0.37503 15

青岛市 0.09374 0.07073 0.43007 7 济宁市 0.09713 0.05432 0.35869 16

德州市 0.09210 0.06892 0.42803 8 菏泽市 0.10466 0.05708 0.35289 17

威海市 0.08892 0.06638 0.42744 9 - - - - -

表3   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结果

指标
标识层

权重
指标

标识层
权重

指标
标识层

权重

Y1 0.059459 Y7 0.045931 Y13 0.042683

Y2 0.044182 Y8 0.048876 Y14 0.071790

Y3 0.061555 Y9 0.068574 Y15 0.079221

Y4 0.065168 Y10 0.054448 Y16 0.036860

Y5 0.050040 Y11 0.076481 Y17 0.046261

Y6 0.040883 Y12 0.063784 Y18 0.043804

表2   资源环境承载力各评价指标权重

图1   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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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经济实力雄厚，科技投入较大；一般的区域包括

泰安市（0.407）、潍坊市（0.405）、枣庄市（0.399）、

临沂市（0.393）；较小的区域分布在山东省两侧的

聊城市（0.378）、日照市（0.375），这一区域资源匮

乏，资源禀赋较低，科技支出落后于山东省平均水

平；资源环境承载力小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鲁西南地

区的济宁市（0.359）、菏泽市（0.353），此地区经济落

后，科技支出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市，环境污染较重，

因此属于资源环境承载力最小的地区. 

4.3   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分析

基于市域单元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得分和等级

划分结果，利用Arcgis 10.2软件制作山东省市域资源

环境承载力等级分布图（图2）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插

值图（图3）. 

图2、图3显示，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大的区

域主要集中分布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主

体部分以及黄河沿岸地带，包括 3 个地级市，占总

数的 17.65％，面积约 27940 km2，占山东省总面积

的 17.45％. 该区域生态用水量在山东省处于前列，

且人均供水量较大；东营、滨州得益于黄河三角洲

保护战略，济南由于其自身发达的经济及产业转型

战略，农药和地膜使用量相对较少. 资源环境承载力

较大的区域分布在鲁中地区的莱芜、淄博市二市，

胶东半岛和鲁西北平原，含 6 个地级市，占总数的

35.29％，面积约 49392.9 km2，占山东省总面积的

30.84％. 这一区域土地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较

高；有以青岛为核心的山东省经济中心，具有雄厚

的经济基础和前沿的生态保护意识；德州地区由于

独特的地理区位条件，农业基础良好，人均耕地面

积和交通密度较大；莱芜市的废水排放在山东省最

低. 资源环境承载力一般的区域集中分布在鲁中地

区的泰安，鲁东南地区和鲁北地区的潍坊，含 4 个

地级市，占总数的 23.53％，面积约 45374.2 km2，

占山东省总面积的 28.33％. 近年来这一地区的经

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 资

源环境承载力较小的区域位于山东省两翼的聊城和

日照，占城市总数的 11.76％，面积约 14025 km2，占

山东省总面积的 8.76％. 这一区域农药和化肥的使

用、固体废弃物利用率较低与GDP增长率较低使得

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更加尖锐，但是该区域土地利用

率较高. 资源环境承载力小的区域位于鲁西南地区

的济宁、菏泽二市，占城市总数的 11.76％，面积约 

23425.622，占山东省总面积的 14.63％. 这一区域经

济在山东省相对落后于其它区域，环境保护意识较

低，经济发展对当地资源的依赖性较大，资源类型单

一，开发力度较大，农业生态条件有限，农药、地膜

使用量较大，生态环境脆弱. 克里格插值（图3）结果

显示，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以黄河三级洲高效生

态经济区为核心，向外层层递减，鲁西南地区资源环

境承载力最小. 

综上，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大的区域主要沿

黄河分布，鲁北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大于鲁南地区.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经济、资源和环境 3 个方面选取 18 

个 指 标 构 建 山 东 省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力 评 价 指 标 体

系，采用灰色加权TOPSIS模型方法，基于GIS空间

分析功能从空间维度研究了山东省资源环境综合

承载力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1）在所选的 3 个二级指标层中，山东省各地

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主要影响因子是资源承载力. 

（2）山东省各地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总体

上呈现较好的态势，承载力中等以上的地市约占

图2    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级分布图

图3    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插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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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reg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The urban change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2017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by TOPSIS 

method based on grey system theory，and the spati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y combining GIS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source subsystem in the weight of the second-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has the 

largest weight，the economic subsystem is the second，and the environmental subsystem is the smallest; the region 

with larg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high-efficiency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ellow River. The thre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long the 

line，with this as the core area，are declining to the outer layer，and the area with the smallest carrying capacity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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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7％；以黄河三角洲核心区和黄河沿岸为核心向

外层层递减. 

（3）山东省各地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空间上

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与山东省整体经

济发展水平一致[10]. 

（4）研究结果较为客观的反映了山东省各地

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将为山东省生态资源发

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基于灰色系统

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权重计算方法，以期为今后区

域尺度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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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体验式消费. 因此，本文以极简与私享为视角，利用7Ps理论进行研究，研究甘肃农旅服务一方面满足消费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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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他的《第四消费时代》和

《极简主义者的崛起》两本书中提出，以前的旅游

动辄就像卖画明星片似的贩卖目的地，这样的旅游

沦落为跟看电视画面一个水平. 旅游的真正喜悦在

于自己创造的喜悦，享受简约的生活方式.不再终日

奔波、蜗居在大都市，而是重新发现地方特色和自

然的力量. 现在，在消费升级与转型的驱动下，消

费者的满意点偏重于极简与私享. 消费者的旅游体

验注重高度与深度的融合参与. 可是在旅游旺季，

人们到比较热门的旅游景点去旅游，映入眼帘的不

是优美如画的风景，而是人头攒动的景象；不是安

静的享受旅游带来的惬意，而是充斥着人声鼎沸的

喧闹. 这种旅游已经无法满足都市的消费者对旅游

的追求. 笔者从极简与私享的视角出发，利用7Ps理

论，提出甘肃农旅服务的7P策略，为甘肃农旅服务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2   基于极简与私享的甘肃农旅服务市  
场需求分析

2.1    消费需求升级新变化 

消费升级是一种高级化的、动态化的发展过

程，主要表现为消费理念、品质、框架，环境、模

式等优化和升级，也就是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进

一步追求和向往. 这种升级背后的需求外在表现可

分为两部分，一是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高品质、高价

格、包装精美的产品和服务. 在顾客拥有虚拟的生活

助理Virtual life assitant，利用各种APP为自己的生

活和工作带来便利. 二是消费者向往健康、绿色、

智能、安全的消费方式，消费者的需求已经从原来

最基本的生存型消费逐渐向发展型和高品质消费转

变，更加倾心于消费带来的服务、体验和享受.

2.2    旅游群体消费目标的锁定

旅游群体对消费目标的选择和锁定正在发生

着显著的变化，乡村旅游称为旅游者首先坐定的目

标，甘肃省乡村旅游的人数和收入大幅度增加，

2017 年全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突破 7036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1％；实现总收入 127.5 亿元，同比增长 

37.6％，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均保持了 30％ 以上

的增长，2018 年，甘肃省乡村旅游人数 8520 万人

次，乡村旅游收入 16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1.1％

和 29.4％. 因此，在选择旅游消费目标时，乡村旅

游的选择者越来越多. 这为甘肃农旅服务的发展带

来了良好的契机.

3   基于极简与私享的甘肃农旅服务市
场供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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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甘肃农旅资源供给

甘肃省 70％ 的旅游资源集中在乡村. 近年

来，甘肃省坚持把乡村旅游作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新

增长点、乡村振兴的生力军、脱贫攻坚的突击队、

生态产业的排头兵来打造. 乡村旅游的资源丰富，

特色突出. 比如有独特的民族风情，有形式多样的乡

村民居，有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农业旅游资源.

3.2    甘肃农旅服务供给

如何把农旅资源和服务有效对接，是甘肃农

旅服务提升和发展的关键. 因此，在农旅服务的供

给中，首先，充分挖掘旅游专业学生群体的资源优

势，发动学生对各自家乡旅游资源的信息带到学

校，以大学老师为突破点，为该群体设计简约的省

内出行行程安排方案，对接当代接待；其次，积极对

接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接待，通过熟人、合作社、扶

贫管理部门，协调最简约的旅游提供方式，既满足

顾客需要，又能助力乡村扶贫；最后，联合旅行社农

村旅游业务，对有需求的旅游者提供必要的和需要

的服务.

4   基于极简与私享的甘肃农旅服务7P
策略

4.1    产品策略

农旅产品是农业农村与旅游的结合而形成的旅

游产品，实现了农旅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模式是乡

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发展的新模式，是实现产业融合

的新手段. 农旅服务是架起农业农村旅游和游客之

间的桥梁. 而农旅作为服务产品，一方面有其有形的

载体，另一方面，有无形性、不可储存性、生产与

消费的同时性等服务的特点. 因此，要满足人们的极

简与私享的需求，甘肃农旅就要做好产品开发与设

计.

首先，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既不大面积开发

而破坏生态环境，也不使农民投入过多的资金. 比

如：利用闲置的农舍，如果把闲置的农舍做简单的

装修与整理，就可以直接作为民宿供游客居住. 另

外，甘肃的农村一年中都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比

如，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各种果树杏树开花的

季节，到处都充满着浓郁的花香，蜜蜂在花丛中穿

梭，小鸟在树木间欢唱；因此，在春天，游客可以尽

情享受农村田园生活所带来的静谧与安逸，远离大

城市的喧闹与压力. 让游客的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 

夏天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庄稼与水果成熟的季

节，比如夏天的豌豆、扁豆、小麦、杏子等成熟，秋

天时，苹果、土豆、玉米等农作物成熟，游客一方

面可以体验真实的农村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尽情采

摘正真的绿色水果和蔬菜.

其次，农民种植的农作物以及豢养的牲畜可以

进行售卖，比如生态鸡和鸡蛋，牛羊肉、兔肉、杂

粮、小麦面粉、食用油等，这些产品可作为旅游的

附属产品来吸引游客. 让游客真正亲眼看到农家是

如何饲养这些家禽. 如何种植农作物，甚至游客可以

到鸡舍去拾鸡蛋，亲耳听到母鸡产蛋后的呼唤. 这些

事是经常在都市生活的人无法体验到的.

第三，种植农作物或蔬菜. 甘肃的农村，大部分

有劳动力的成年人带孩子到县城或外地打工，农村

的有一些闲置的农田，这些农田被长期荒废，没有

人种植. 都市一些退休的人，如果想吃到自己种植的

绿色有机蔬菜，可以到农村承包一点田地就可以实

现.

第四，整体产品设计. 在旅游产品设计中，非常

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如何把零散的有形和无形的产品

串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产品共游客来体验，也就是

说对农旅服务消除淡旺季，一年四季都有供游客体

验的产品. 对于甘肃的乡村旅游，除了提供具有观

赏价值的风景，比如，油菜花、牡丹花、革命纪念

馆、历史遗迹、丹霞地貌等. 更重要的是体验乡村的

生活以及享受乡村生活带来的安静与惬意，或者是

释放快节奏城市生活带来的压力等. 因此，对农旅服

务的整体设计，一方面要把一年四季的可供游客体

验的有形产品通过种植以及栽培、饲养等方式连接

起来，使游客不论在哪个季节都能参与体验乡村生

活. 另一方面，把一些零散的旅游景点按照时间和路

线串起来，形成一条有特色的旅游线路，使游客能

够快捷方便地参观旅游.

4.2    价格策略

在极简与私享的前提下，甘肃农旅服务的价格

制定，首先可采用“让顾客自己来定价”的策略，

也就是游客在体验结束之后，可以“看着给”，这是

一种基于以顾客为中心的定价观念. 可以理解为小

费. 其次，采用订购式定价策略，这种定价主要适用

于附属产品的定价，比如水果、蔬菜、鸡蛋、牛羊

肉、鸡肉、蜂蜜、食用油等产品. 这些农产品的定价

可采用订购式定价策略. 即旅游者或者城市的消费

者通过相关的渠道和农产品的提供者建立联系，可

以预定一定时间的农产品供应. 比如，苹果，需求者

可以买下一棵苹果树的苹果，每年的这棵树上产的

苹果由农民妥善种植和保护，并且保证无污染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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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到苹果成熟后，农民可以分批邮寄给需求者. 

而价格可以按照市场价或者出园价制定. 第三、可

采用成本导向定价. 这种定价主要适合于餐饮和住

宿的定价. 农旅服务的提供者和组织者在对餐饮和

住宿方面，可采取成本导向定价，这种定价一方面

可以让经营者获得适当的利润，另一方面业能够使

游客在经济或者心理上接受该价格.

4.3    渠道策略

甘肃农旅服务的渠道设计可采用以下方式进

行，如下图所示：

图1   甘肃农旅服务分销渠道图

第一，线下渠道，利用旅行社线下销售，这个

销售并不是把整个农旅产品打包销售，而是旅行社

只提供产品信息，对有需要的游客提供交通服务. 

旅行社只收适当的服务费用. 因为这样可以把农旅

产品依托在组织上，让游客能够放心消费. 第二，

线上销售，农旅服务的提供者可以把产品信息放到

“农旅APP”或“休闲农旅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上，这种渠道一方面可以让产品信息更快更精准的

到达消费者手中，让游客充分地了解农旅服务的信

息. 另一方面这些平台就是一个背书，能让游客在

旅游过程中得到保障，从而信任产品，让游客的极

简与私享的体验得以实现. 第三，甘肃农旅服务在

销售过程中，应发挥大学生的作用，尤其是来自农

村的大学生，尤其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因为

这些学生具有更加丰富的专业知识，更加便利的农

旅产品服务的信息条件.

4.4    促销策略

甘肃农旅服务除了设计与整合旅游体验产品、

制定合理的具有双赢的价格、设计和建设有效的分

销渠道以外，还要树立其在市场上的形象，设计并

传播有关产品的外观、特色、购买条件以及给目标

游客带来的利益方面的信息. 所以. 甘肃的以极简与

私享为前提的农旅服务要重视与中间商、游客等公

众进行沟通，通过多种媒介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具体来说：首先，利用人员推销，人员推销在

促销策略中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沟通方式. 甘肃农旅

服务可利用大学生承担人员推销的任务，来自农村

的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就可以把家乡的农旅产品进行

推广与介绍，在上学期间可以在同学中间，同学和

老师之间进行传播.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农村的旅游

资源的特色和优势. 其次，利用事件进行传播，这种

传播方式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组织，比如，在会

宁一年一次的牡丹节、油菜花节等. 2019 年 9 月头

寨乡举办的“壮丽 70 年·圣地庆丰收活动”，在活

动现场，展示了各种农特产品. 参加者有来自甘肃

各地的记者、政府人员和嘉宾，这些成员都能为农

旅服务免费传播. 这种传播一方面能为农旅服务提

高知名度，另一方面也能为农旅服务树立良好的形

象. 因此，甘肃农旅服务可以借助这样的活动大量传

播农旅产品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具有特色的产品

和服务.

4.5    服务人员

甘肃农旅服务要能够得到游客的好评和认可，

以及得到游客的信任，服务人员是关键. 乡村旅游

重在体验，尤其是参与式的体验，良好的体验才是

留住顾客和吸引新顾客的重要因素. 乡村的基础建

设和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是乡村实现接待大规模游客

的短板与劣势，也是有可能为游客带来不方便的因

素. 比如卫生间、用水以及洗澡服务的提供等. 因此. 

在提供农旅服务过程中，服务人员就要发挥非常关

键的作用. 在乡村旅游中，农村可以成立专业合作

社，以合作社为依托，开发、组织与提供农旅服务. 

首先，不论是农民自身、还是专业合作社的成员，

要培训具有良好素质的接待和服务人员，在待人接

物方面要热情、周到、细致. 其次. 专业合作社可以

培养专业服务人员以及管理人员，或者通过市场机

制招聘具有专业素质的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 从而

使甘肃的农旅服务在人员方面树立良好形象，同时

在服务方面得到保障.

4.6    有形展示

以往的甘肃农旅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

的资助，政府的组织等吸引游客，甚至被动的等客

上门，这种经营方式对于甘肃农旅服务的长远发展

极为不利. 要摆脱这种现状，甘肃农旅服务的提供

者或者经营者要主动出击，利用有形展示来吸引游

客，建立和游客之间的信任关系. 这种有形展示主

要体现在有形的物质产品以及服务的载体方面. 这

些物质产品以及服务的载体主要体现在：第一是农

家饲养的牲畜，比如，鸡、鸭、羊、牛等的饲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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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拍摄成照片或视频；第二是农作物，可以把农作

物的种植和生长的情况拍成照片或视频；第三是民

宿的展示，在乡村旅游中，游客最担心的是住宿环

境，觉得乡村的住宿条件和卫生都比较差，这种担

忧一方面会减少游客在乡村的逗留时间，另一方面

放弃乡村旅游. 因此，对于民宿的设施和环境要在

不同角度进行展示与介绍，主要通过照片与视频来

展示. 从而使游客对乡村旅游产生信任感；第四是

旅游景点的展示，利用专业摄影把旅游景点从不同

角度进行拍摄，以充分展示景点的美丽. 甘肃农旅

服务把这些有形的部分通过社交媒体以及服务平台

充分的展示与传播，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4.7    服务过程

服务的提供，在极简与私享的旅游体验中，

除了展示农村的有形资源以及服务载体以外，另一

个重要的要素是提供的服务，这是决定游客能否有

良好体验的关键. 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售前、售中、

售后服务的整个环节中，售前的服务让游客产生信

任、售中的服务让游客得到良好的体验，售后的服

务和游客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 要达到这个效果，

一方面在设备设施方面有良好的保障，另一方面组

织者和业主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培训服务技能，

比如做菜的技能，普通话的技能等，在服务的各个

环节中都体现高水平的服务. 让极简私享的游客需

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5    结 语

综上所述，对于甘肃农旅服务的研究是基于极

简与私享的需求变化，同时供给者在整个服务过程

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共

分为两条主线，即如下图所示：

 图2   本文研究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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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third consumption upgrade and transformation, the needs of consumers have undergone 

qualitative changes: from the function of purchasing products to the pursuit of spiritual enjoyment, from the 

enjoyment of product quality to the pursuit of refined taste; from the needs of production and life to the desire of 

the soul; from safe and conservative style to the outstanding  self-style; these changes in demand can be described 

as "simplified and private" to describe people's consumption with satisfaction. Thus the new pursuit of tourism i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experiential consumption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imalism and private enjoyment, this paper uses 7Ps theory to study and study Gansu's 

agricultural tourism services to meet the urgent and realistic needs of consum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o optimiz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of Gansu Province on the other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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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为和田输送大量的游客，促进当地各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在带动当地就业，城乡居民收入和旅游经济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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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体验是指旅游者对当下旅游情境产生的一

种身心畅爽的感受，是一种心理现象. 旅游体验与游

客的旅游体验情境有关，包括对旅游世界的回忆和

预期，与旅游者的融入程度有关，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1]. 文化旅游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京津皖和

号”专列的旅游线路安排中，主要以维吾尔族民俗

游为主导，以休闲观光、乡村体验活动等复合型旅游

产品，“文化旅游体验”成为专列旅游的核心要素. 和

田地区经济落后，人均GDP相当于全国人均的 1/20

左右，生态环境恶劣，旅游季节性明显. 和田恶劣的

生态环境难以承载更多的工农业生产，传统的生产

方式很难使本地区脱贫致富，发展旅游业是经济发

展的关键. 近年来，北京、天津、安徽在对口支援和

田，在旅游经济发展上成效显著，旅游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产业地位日益突出. 大力发展旅游业，是促进和

田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点，当然也是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最佳突破点[2].

为了保持和田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是前提，良好的旅游体验质量是

基础. 在和田旅游业的研究中，多集中体现在旅游资

源、旅游产品的分类上，对和田旅游体验质量的定

量分析研究极少，而定量分析方法最能体现专列游

客对和田旅游体验质量的满意度. 本文就和田旅游

体验质量的问卷调研，建立了旅游体验质量分析模

型，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模型，以

期能为“旅游专列”旅游服务质量提供切实可行的

建议，改进和田旅游产品开发体系，完善和田旅游服

务质量体系，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   和田地区概况

和田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最南端，南枕巍

巍昆仑，北接浩瀚大漠，具有“七县一市”，总面积

24.78 万km2，2016 年底总人口 244.9 万人，其中维

吾尔族占 96.7％，是全疆各地州中维吾尔族人口聚

居度最高的地区[3]. 2018 年 6 月，和田地区荣获“中

国 10 佳探险旅游目的地”称号. 和田于田县被称为

沙漠中的“世外桃源”的“达里雅博依”，有着最具

民族特色的维吾尔族古朴的居民，还有“世界长寿之

乡”之称的拉依苏乡. 和田墨玉县的“桑皮纸”作为

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新疆旅游纪念品

生产基地. 2007 年，核桃王景区被列为全国农业旅

游示范点. 和田还有玉石、丝绸、红柳大芸、大枣、

阿胶和维吾尔医药等“和田六宝”，使得和田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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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丝路名城”，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游客.

近几年，“京津皖和”号旅游专列的旅游行程包

括和田地区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策

勒县、于田县、兵团十四师等. 主要旅游景区分类如

下表1所示：

表1   和田“旅游专列”旅游景区类别表

旅游景区类别 景区（点）名称

民俗文化体验
艾德莱斯丝绸厂、桑皮纸一条街、夏合勒克庄园、
和田夜市

佛教文化体验 热瓦克佛寺遗址、达玛沟博物馆

昆仑山观光体验 亚门草场、昆仑山大峡谷

红色革命文化体验 47团纪念馆、库尔班·吐鲁木纪念室、团结广场

乡村休闲体验 核桃王景区、千里葡萄长廊、无花果王景区

沙漠探险体验 沙漠观景台、大漠胡杨景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

玉石文化之旅
玉龙喀什河景观、喀拉喀什河景观、玉石大巴扎、
玉石交易中心

水体观光体验 乌鲁瓦提风景区、龙湖

自 2015 年以来，已成功开行 40 多列“京津皖

和号”旅游专列和包机，引客入和 2 万多人. 2016-

2018 年，和田旅游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8.3％ 提升至 9.0％，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产值的

比重由 14.5％ 提升至 15.1％，旅游人数由 2016 年

的 122.5 万人次增至 2018 年的 213.3 万人次，旅游

收入由 2016 年的 19.6 亿元增加到 2018年的 27.5 

亿元，两年平均增长 18.5％，旅游经济呈“井喷

式”发展.

3   和田“旅游专列”体验质量评价研究

3.1    游客体验质量评价体系

将“旅游专列”游客体验分为三大类，分别是

旅游吸引物体验，旅游服务体验和旅游基础设施体

验. 其中，旅游吸引物体验包含旅游餐饮体验、旅

游商品体验、游艺竞技活动体验、社会文化活动体

验四个部分；旅游服务体验包含导游、景区、酒店

等工作人员的服务体验；旅游基础设施体验包含

旅游交通体验，旅游景区、酒店等设施体验两个部

分. 如下图1所示：

图1   和田“旅游专列”游客体验内容图

每个二级指标下又相应地设计了若干个三级指

标，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2所示.

表2   和田游客体验质量指标系统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旅
游
吸
引
物
体
验

旅游
餐饮
体验

Q11餐饮种类丰富、能满足游客需求

Q12餐饮具有民俗风味特色

Q13餐饮用具具有民族特色

Q14食品卫生安全

旅游
商品
体验

Q21旅游商品具有地方民族文化特色

Q22旅游商品做工精细考究

Q23旅游商品无质量问题

Q24旅游商品携带运输方便

Q25旅游商品无假冒伪劣、漫天要价

游艺
竞技
活动
体验

Q31民族歌舞表演精彩、有感染力

Q32游戏表演真实、无过多渲染

Q33制铜等工艺能让游客了解制作流程、原理

Q34各项游艺竞技活动突出民族风格

社会
文化
活动
体验

Q41节庆活动表演能让游客体会到节日的欢愉

Q42婚礼等喜庆活动能突出民俗文化，参与性强

Q43当时民风是否淳朴

Q44家访等活动能真实感受到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热情好客

Q45当地民俗文化没有受到破坏、同化

Q46各项文化体验活动表演真实、无过多商业化信息

旅
游
服
务
体
验

导游、
景区、
酒店等
从业人
员服务

体验

Q51导游等工作人员仪容仪表是否大方得体

Q52导游等工作人员能通用汉语、少数民族语言

Q53导游等工作人员服务热情、素质高

Q54导游人员安排旅游行程合理，能尽量满足游客需求

Q55导游、讲解人员讲解质量高

Q56当地居民热情友好、无抗拒行为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体

验

旅游

交通

体验

Q61游客从外地前往和田交通便利、途径多

Q62游客和田市区前往旅游景区景点方便快捷

Q63旅游景区景点之间交通线路设计合理

Q64旅游景区景点内交通工具停靠点明确

Q65航空、汽运、火车购票便捷、效率高

Q66交通工具干净卫生、无安全隐患

旅游
景区、
酒店、
商店
和娱乐
场所设
施体验

Q71旅游景区、酒店等建筑设施具有民族风格

Q72旅游景区、酒店等公共设施具有民族风格

Q73旅游景区、酒店等公共设施完备、安全

Q74旅游酒店服务设施符合人性化需求

Q75旅游景区、酒店公共图形服务标志匹配符合要求

Q76旅游景区、商店等价标系统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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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的对象是来自北京、天津和安徽三省

的游客，总共发放问卷 450 份，回收 391 份，其中

有效问卷 382 份，问卷有效率为 84.9％. 40-60 岁

的游客人数占到了 65.1％. 问卷主要以直接访问为

主，由游客当场填写并回收.

3.2    游客体验质量评价分析

1） 问卷信度分析

采用Cronbach a系数对优化后的量表的信度

进行检验. 通过数据分析，整体问卷的Cronbach a系

数为 0.935（大于 0.8），表明所构建量表的信度较

高. 量表具体各维度的Cronbach a系数值如表4.8所

示. 根据量表各维度信度的检验结果，七个维度的

Cronbach a系数值都大于 0.8，说明问卷各个项目的

一致性检验均较高，信度好，此问卷的数据所产生的

研究结果真实可靠.  如表3所示.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所收集的数据首先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旅游餐饮体验、旅游商品体验等 7 个维度进行了

游客体验质量测评，每个三级指标游客评分范围为 

0-4 分，判定标准是 1.5 分以下，表明被试者认为满

意度为“差”，1.5-2.5 分表明被试者认为满意度为

“一般”，2.5-3.5 分表明被试者认为满意度为“满

意”，3.5 分以上表明被试者认为满意度为“很满意”. 

对调查结果用SPSS19.0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描述性统计量表

描述统计量

检测项目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游客综合体验 382 1.00 4.00 3.0000 .50717

旅游餐饮体验 382 1.75 4.00 3.2081 .59433

旅游商品体验 382 1.00 4.00 2.8534 .59980

游艺竞技活动体验 382 1.00 4.00 3.5823 .56921

社会文化活动体验 382 1.17 4.00 2.8473 .55358

导游、景区、酒店等
工作人员服务体验

382 1.00 4.00 2.8595 .61160

旅游交通体验 382 2.00 4.00 3.3922 .51013

旅游景区、酒店、商店

和娱乐场所设施体验
382 1.00 4.00 2.4360 .60159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382

 

     旅游体验质量的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主要看均

值，如表4所示，“旅游专列”游客对和田旅游体验质

量的平均分值越为 3.0 分，说明游客对“旅游专列”

的游客体验质量为“满意”，其中对游艺竞技活动体

验的评价最高约为 3.58 分，表示“很满意”，旅游景

区、酒店、商店和娱乐场所设施体验评价最低约为 

2.44 分，表示“一般”.

3）相关分析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是根据Pearson相

关系数和显著性（双侧）Sig.(2-tailed)来表示的，如

果Sig.(2-tailed)大于 0.05，则表明相关不显著，小于

0.05 则表示相关系数显著. 评价分析了 7 个自变量

与游客综合体验及游客满意度的相关性. 将旅游餐

饮体验命名为x1、旅游商品体验命名为自变量x2、游

艺竞技活动体验命名为自变量x3、社会文化活动体

验命名为自变量x4；导游、景区、酒店等工作人员的

服务体验命名为自变量x5；旅游交通体验命名为自

变量x6，旅游景区、酒店、商店和娱乐场所设施体验

命名为自变量x7，将综合游客体验命名为应变量Y. 

运用SPSS19.0，得到的 7 个自变量与游客综合体验

及游客满意度的相关性的图表如表5所示.

表3    信度表

项目 项数 Cronbach a 项目 项数 Cronbach a

旅游餐饮体验 4 0.833 旅游商品体验 5 0.829

游艺竞技
活动体验

4 0.793
社会文化
活动体验

6 0.835

导游、景区、
  酒店等工作

人员服务体验
6 0.859

旅游景区、酒
店、商店和娱乐

场所设施体验
6 0.835

旅游交通体验 6 0.833 整体问卷 39 0.935

表5    相关性

x1 x2 x3 x4 x5 x6 x7 Y

x1

Pearson 相关性 .498** 1 .373** .449** .370** .318** .299** .522**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x2

Pearson 相关性 .262** .370** .486** .549** 1 .492** .452** .563**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x3

Pearson 相关性 .264** .373** 1 .591** .486** .455** .403** .575**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x4

Pearson 相关性 .210** .299** .403** .451** .452** .636** 1 .583**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x5

Pearson 相关性 .131* .318** .455** .562** .492** 1 .636** .571**

显著性（双侧） .0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x6

Pearson 相关性 1 .498** .264** .263** .262** .131* .210** .409**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010 .000 .000

N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x7

Pearson 相关性 .263** .449** .591** 1 .549** .562** .451** .628**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Y

Pearson 相关性 .409** .522** .575** .628** .563** .571** .583** 1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382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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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评价分析了旅游餐饮体验等 7 个自变量与

游客综合体验质量的相关性. 运用SPSS19.0，结果显

示：旅游餐饮体验、旅游商品体验、游艺竞技活动体

验，社会文化活动体验；导游、景区、酒店等工作人

员的服务体验；旅游交通体验，旅游景区、酒店、

商店和娱乐场所设施体验与游客综合体验质量有显

著的正相关，其中旅游景区、酒店、商店和娱乐场所

设施体验与游客综合体验质量的相关系数最高，其

次是社会文化活动体验.

4）线性回归分析

令游客综合体验质量为 y，旅游餐饮体验，旅

游商品体验，游艺竞技活动体验，社会文化活动体

验，导游、景区、酒店等工作人员的服务体验，旅游

交通体验，旅游景区、酒店、商店和娱乐场所设施

体验为自变量 x1，x2，x3，…，x7 . 则游客综合体验 y 与

影响因素x1，x2，x3，…，x7，之间线性回归模型为：

Y=β1x1+β2x2+β3x3…+β7x7 +ε，其中，βi （ i=0，1，

2，…，7）是未知参数，称为回归系数，y 为被解释变

量（因变量），ε～N( 0，σ2)是随机误差.

表6    模型汇总

模型 R R 方 调整R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1 .628a .394 .393 .39521

2 .712b .507 .504 .35706

3 .748c .560 .556 .33776

4 .766d .587 .583 .32768

5 .775e .601 .596 .32237

6 .783f .613 .607 .31787

7 .788g .620 .613 .31544

a. 预测变量：(常量)，x7.

b. 预测变量：(常量)，x7，x4.

c. 预测变量：(常量)，x7，x4，x1.

d. 预测变量：(常量)，x7，x4，x1，x3.

e. 预测变量：(常量)，x7，x4，x1，x3，x6.

f. 预测变量： (常量)，x7，x4，x1，x3，x6，x2.

g. 预测变量：(常量)，x7，x4，x1，x3，x6，x2，x5.

表6主要是表示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

率，在表6中，第一个调整R方表示旅游景区、酒

店、商店和娱乐场所设施体验对游客综合体验质

量的解释率，为 39.3％，第二个调整R方表示旅游

景区、酒店等设施体验，社会文化活动体验对游

客综合体验质量的解释率，为 50.4％，其中旅游景

区、酒店等设施体验占 39.3％，社会文化活动体验

占 11.1％，第三个调整R方表示旅游景区、酒店

等设施体验，社会文化活动体验，旅游餐饮体验对

游客综合体验质量的解释率，为 55.6％，其中旅游

景区、酒店等设施体验占 39.3％，社会文化活动体

验占 11.1％，旅游餐饮体验占 5.2％...，之后的依

次分析，直到最有一个. 最后一个表示所有的因变

量对自变量有61.3％ 的解释率，其中旅游景区、

酒店等设施体验占 39.3％，社会文化活动体验占 

11.1％，旅游餐饮体验占 5.2％，游艺与经济活动体

验占 2.7％，旅游交通体验占 1.3％，旅游商品体验 

1.1％，导游、景区、酒店等工作人员的服务体验占 

0.6％. 数值接近 1 ，完全相关系数R的值事 0.6，说明

~这一组自变量与Y的相关程度较高，表明这一数据

能够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且效果好.

a. 预测变量：(常量)，x7.

b. 预测变量：(常量)，x7，x4.

c. 预测变量：(常量)，x7，x4，x1.

d. 预测变量：(常量)，x7，x4，x1，x3.

e. 预测变量：(常量)，x7，x4，x1，x3，x6.

f. 预测变量： (常量)，x7，x4，x1，x3，x6，x2.

g. 预测变量： (常量)，x7，x4，x1，x3，x6，x2，x5.

h. 因变量：Y.
由表7看出，按照“旅游景区、酒店等设施体

验，社会文化活动体验，旅游餐饮体验，游艺与经

济活动体验，旅游交通体验，旅游商品体验，导游、

景区、酒店等工作人员的服务体验”的顺序依次进

入到回归分析中，进入的变量对游客综合体验质量

表7     残差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38.648 1 38.648 247.441 .000a

残差 59.352 380 .156

总计 98.000 381

2

回归 49.680 2 24.840 194.834 .000b

残差 48.320 379 .127

总计 98.000 381

3

回归 54.876 3 18.292 160.340 .000c

残差 43.124 378 .114

总计 98.000 381

4

回归 57.519 4 14.380 133.921 .000d

残差 40.481 377 .107

总计 98.000 381

5

回归 58.926 5 11.785 113.406 .000e

残差 39.074 376 .104

总计 98.000 381

6

回归 60.109 6 10.018 99.149 .000f

残差 37.891 375 .101

总计 98.000 381

7

回归 60.785 7 8.684 87.269 .000g

残差 37.215 374 .100

总计 98.000 381

王莉琴：和田“旅游专列”体验质量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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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表8    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1.499 .098 15.360 .000

x7 .529 .034 .628 15.730 .000

2

(常量) .923 .108 8.575 .000

x7 .386 .034 .458 11.343 .000

x4 .344 .037 .376 9.302 .000

3

(常量) .539 .117 4.623 .000

x7 .300 .035 .356 8.650 .000

x4 .316 .035 .345 8.950 .000

x1 .222 .033 .260 6.749 .000

4

(常量) .370 .118 3.128 .002

x7 .218 .038 .258 5.795 .000

x4 .286 .035 .312 8.217 .000

x1 .201 .032 .235 6.254 .000

x6 .186 .038 .209 4.961 .000

5

(常量) .118 .135 .878 .380

x7 .219 .037 .260 5.928 .000

x4 .280 .034 .305 8.173 .000

x1 .146 .035 .172 4.196 .000

x3 .176 .037 .198 4.759 .000

x6 .138 .038 .139 3.679 .000

6

(常量) .080 .133 .596 .551

x7 .184 .038 .218 4.854 .000

x4 .253 .035 .276 7.291 .000

x1 .137 .035 .160 3.960 .000

x3 .153 .037 .172 4.133 .000

x6 .131 .037 .132 3.530 .000

x2 .119 .035 .141 3.422 .001

7

(常量) .040 .133 .299 .765

x7 .158 .039 .187 4.064 .000

x4 .204 .039 .223 5.219 .000

x1 .132 .034 .154 3.832 .000

x3 .145 .037 .163 3.933 .000

x6 .144 .037 .145 3.871 .000

x2 .106 .035 .126 3.049 .002

x5 .100 .038 .120 2.607 .010

    a. 因变量：游客综合体验质量

由表8可以看出每一次自变量进入回归分析的

系数，并且每一个回归系数都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

意义，依照上表显示的回归系数，游客综合体验质

量和旅游景区、酒店等设施体验，社会文化活动体

验，旅游餐饮体验，游艺与经济活动体验，旅游交通

体验，旅游商品体验，导游、景区、酒店等工作人员

的服务体验这 7 个自变量的回归方程可以为：

y=0.158*x1+0.204*x2+0.132*x3+0.145*x4+0.144

*x5+0.106*x6+0.1*x7+0.04

4   研究结论及措施

4.1   研究结论

（1）“旅游专列”游客对和田旅游体验质量总

体评价为“满意”，说明开发的综合游客体验评价较

高.“旅游专列”旅游行程中，安排了大量的维吾尔

族歌舞表演，舞台“真实”，没有“功利性”演出，

吸引了当地居民和游客共同参与，游客体验性强.在

参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艾德莱斯丝绸

厂”和“桑皮纸一条街”中，文化传承人亲自向游客

展示民族工艺的生产过程，使得旅游不再是“走马

观花”式，进行了“深度旅游体验”. 因而，游客在游

艺与竞技活动体验表现为“很满意”. 在旅游餐饮体

验，旅游商品体验，社会文化活动体验，导游、景

区、酒店等工作人员服务体验中表现为“满意”，

说明“旅游专列”在旅游吸引物和旅游服务体验良

好. 在旅游景区、酒店、商店和娱乐场所设施体验评

价为“一般”，说明和田旅游基础服务设施给游客提

供的便利性、舒适度不够，应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满足旅游者各层次需求，提高旅游体验质量.

（2）在调查数据的相关性分析上可以看出，

旅游景区、餐饮体验等七个检测项目与游客综合体

验质量有显著的正相关，产生正向积极作用，加强

旅游吸引物、旅游服务和旅游基础设施体验，可以

提高和田旅游目的地的良好形象，提高游客重游率.

（3）在调查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上，7 个

自变量对游客综合体验质量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得出了游客综合体验质量和其 7 个自变量的线性回

归方程. 对研究和田“旅游专列”的游客体验质量具

有参考价值，丰富了和田地区旅游体验质量的定量

评价方法.

4.2    提升策略

1）注重游客深度游，促进旅游“二次消费”.“旅

游专列”一次性来到和田的游客人数多达 500 人，

主要由两家旅行社接待，约三天的旅游行程，每天

需要游览 4-5 个旅游景区，“纯观光”形式游较多，

游客参与性不强，景区景点与旅游者的交流以单向

式交流为主，旅游产品的开发中民族民俗特色不够

明显，尤其是以展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民俗文化

为主的参与型、体验型旅游活动微乎其微[4]. 对旅游

项目进行创新设计，增加景区（点）与旅游者之间的

双向交流，使旅游者主动寻求游览过程中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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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受.

和 田 目 前 缺 乏 旅 游 纪 念 品“ 一 站 式 ”消 费 基

地，阻碍了游客的旅游“二次消费”，而“二次消

费”是带动旅游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和田欣明南

国城从最先的大型旅游纪念品销售中心，发展不景

气，目前只有“玉石交易中心”可以存活. 这些都需

要政府发挥旅游公共服务作用，进行招商引资，提

供好的政策，引导和促进旅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2）发展民宿体验，打造“民俗风情旅游胜地”. 

在国家旅游局明确提出“南疆国际民俗风情旅游胜

地”的重要内容[5]. 和田的维吾尔族民俗风情浓郁，

发展维吾尔族民宿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入挖掘

维吾尔族文化内涵，在民族风情展示的基础上，将

更多的文化元素融入旅游民宿中，实现和田旅游民

宿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6]. 和田发展旅游民宿，

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还能提高当地农民收

入，是“旅游扶贫”有力举措.

3）创建旅游集散中心，培育规范自助游客市

场.“自驾游”和“亲子游”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潮流. 

目前，和田需要一个综合旅游服务平台，能够整合

散客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交通枢纽中心，以满足市

民个性化旅游需求. 和田地区具有“七县一市”，

有的县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成为了旅游经济全面

发展的阻碍. 和田当地居民的出行方式主要为“自

驾游”. 但“自驾游”存在旅行交通成本高、停车困

难、旅游服务讲解缺乏等问题，加之大部分家庭没

有购买汽车，使得和田自助旅游市场的发展受到限

制. 和田的“自驾游”中，“亲子游”是和田居民家庭

周末、节假日旅游的主要形式，具有很大的旅游市

场和开发潜力. 为了促进和培育和田自助游消费市

场，规范散客旅游市场，可以在和田建立旅游集散

中心，为居民提供旅游交通服务、景区（点）门票服

务、旅游讲解服务、旅游酒店服务等一体化服务.

目前，全国建成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11394 个、

旅游集散中心 663 个[7]. 旅游集散中心是强化城市旅

游公共服务，提升城市形象与品位，实现旅游可持

续发展必须面对的科学问题[8]. 2019 年，在新疆乌鲁

木齐建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集散中心”，并成

立旅游集散中心联盟，开通了旅游集散中心的线上

平台. 新疆着力打造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其他重点旅

游城市为支点、节点的国际旅游集散服务体系. 近

年来旅游扶贫政策的南疆倾斜，使得南疆的旅游业

具有巨大的开发潜质. 要想塑造和田良好旅游目的

地形象，以旅游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旅游集散中心势在必行.

4）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

设.“旅游专列”的接待导游员队伍中，绝大多数为

“临时导游员”，并未取得导游从业资格，大部分维

吾尔族导游员普通话发音不够标准，影响了景区讲

解的质量，导游员从业素质有待提升. 与此同时，旅

游接待服务实施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部分旅游景

区可进入性[9]. 如于田县达里亚博依民俗村落，位于

沙漠腹地的原始村落，极具探险科考价值，但由于

景区可进入性差，接待能力弱，成为了探险旅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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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学分制改革下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护理学类专业第六轮规划教材的修订这两大背

景，护理学专业核心课程知识体系的再构建成为当务之急. 基于地方本科院校护理学专业建设实际，探索并形成了以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纲，以集体备课、交叉听课等为抓手，以开展课程分析为载体，以修订教学大纲为主要表现形

式，以开展整合性课程建设为有效补充的护理学专业核心课程知识体系构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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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主要课程（核心课程）体现了课程计划的质

量构成，是教育计划评价的关键指标[1]，也是教育

计划核心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赖以实现的重要依

托，因此核心专业课程知识体系构建至关重要. 地

方性本科院校是培养区域性高等护理人才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教育教学质量关系重大. 基于此，结合

德州学院护理学专业建设实际，初步探讨了地方本

科院校本科护理学专业核心课程知识体系的构建

模式.

2   护理学核心课程知识体系构建的必
    要性

2.1    护理学核心课程间具备形成知识体系的基础条件

医学基础课程（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

药理学、微生物学）、护理专业课程（健康评估、

基础护理学、内外妇儿科护理学）、主要人文课程

（护理伦理学），是护理学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培

养的课程，故称之为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间具有高

度衔接性和系统性，这就对其知识体系构建提供

了先决条件. 有效构建护理学核心课程知识体系，

对于学生跳出单科课程知识的局限，形成初步的护

理学整体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2.2    实现护理学核心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高 校 教 师 在 课 程 教 授 过 程 存 在 较 强 的 独 立

性，缺乏所教课程同其他课程衔接和逻辑关系的

认知，所授课程“孤岛”现象较为普遍，这在地方

院校中更具代表性，尤其是近年来“重科研、轻教

学”之风使之更为突出. 教师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认识不足现象普遍存在，难以把所授课程放在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的整体高度去认知和把握，

导致护理学核心课程难以形成整体的、系统的、共

同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的知识体

系. 核心课程知识体系的有效构建可打破课程孤岛

化、加快课程间的融合，对于护理学核心专业培养

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

2.3    学分制改革和新一轮教材修订的客观需要

学分制改革带来了护理学教学课程计划的重

大调整，其学分总量明显减少，导致大部分核心

课程的总学时有所减少. 新一轮护理学本科教材

（2017版）的修订及使用，对教师提出了教材再认

知的客观要求，同时强调从护理学专业知识体系的

整体性高度去认知教材、把握教材及整合教材. 以

上两方面的情况导致了一个显著的矛盾：护理学

核心课程教材内容更丰富但课时被压缩. 通过核心

课程知识体系的再构建可有效解决这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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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护理学核心课程知识体系的构建途径

3.1    构建知识体系的原则和理念

护理学课程知识体系构建基于两大原则和理

念：一是基于护理岗位胜任能力为核心.《全国护

理事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中提出“建立

‘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护士培训制度[2]. 护理学

专业课程（尤其是核心课程）体系必须充分体现

“护理岗位胜任力”这一要求，才能实现培养高质

量护理应用型人才的需求[3]. 二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则将学生作为

教育教学的主体，提倡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充

分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4]. 课程知识体系的构建要有

利于发挥学生自主开展研究性学习，帮助学生提高

自主学习能力.

3.2    调整和认知护理学人才培养方案

1）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原则. 护理学人才培养

方案以“护理职业胜任能力”为核心去规定人才培

养目标和要求，在此基础上对于基础医学课程学时

进行适当压缩，充分保证临床护理课程学时，重要

人文课程设置为必修课. 以德州学院为例，2017 年

实施学分制改革后，本科护理学人才培养方案实现

重大调整：一是结合学校总体人才培养定位，明确

了“创新性应用型护理人才”培养的总目标；二是

在培养总目标及护理学专业认证要求的基础上，对

护理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进行重新设定，重新

规定了专业核心课程以及各课程同培养目标和要求

间的对应关系；三是在总学分限定（170 学分）的

基础上，针对医学院校护理学专业中普遍存在的基

础课程与专业课学时分配不合理现象（如基础课负

担重，人文护理课程重视程度不足等），对课程教学

学时和学分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中医学基础课程

（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学）

总学时明显减少，临床护理课程（护理学基础、健

康评估、内外妇儿护理学）总学时略有减少，护理

伦理学由选修课调整为必修课. 人才培养方案的调

整一方面提出了核心课程知识体系构建的客观要

求，同时也指明了其构建方向.

2）强化人才培养方案的认识. 人才培养方案

明确了核心课程与培养要求的对应关系，为课程授

课内容的增益取舍、编排设计指出方向. 教师不掌

握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要求，便不能充分认识所授

课程在整个培养要求中的地位以及同其他课程的

关系，将导致课程讲授孤立于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

之外，不同课程之间难以形成充分的前导和后续关

系，难以构建为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服务的完

整知识体系. 必须反复对任课教师进行人才专业方

案的强化解读，形成统一认识.

3.3    修订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的核心是细化的教学内容和要求，体

现了对教材的增益、取舍、整合，是实现培养要求

的重要载体，也是核心课程知识体系再构建的关键

和体现. 大纲必须符合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必须

充分体现同其他课程的前导和后续、必须与其他核

心课程大纲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来支撑专

业人才核心培养目标和要求的实现. 其途径为：

1）课程分析. 在充分课程分析分析的基础上

撰写教学大纲. 课程分析包含以下要素：课程定位

和性质、教学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

标，与人才培养方案相对应）、教材内容（教材选

择和参考资料、教学内容分及学时分配）、重点难

点把握（重点及解决方法、难点及解决方法）、同

其他核心课程的关系（前导课程、后续课程）、基

本学情分析、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考核方法和评

价方法、课程改革和教育创新、教学反馈与教学效

果等十大部分. 临床护理课程通过充分论证后先形

成课程分析（注意课程间要充分论证，减少相同知

识点雷同），医学基础课程本着为临床护理课程提

供充分前导性支撑的原则上进行课程分析的修订，

最后两大类课程间相互论证，以确保知识体系的

“实用、够用”.

2）集体备课. 近年来，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

愈发突出，集体备课被淡化. 集体备课是以教研室( 

或教学组) 为单位，共同研读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与

教材、分析学情、制定课程教学计划、审定教学设

计、反馈教学实践信息、共同规划课程的系列教学

活动[5]. 有效的集体备课也是实现核心课程知识体系

构建的重要手段. 任课教师完成教学大纲初稿后，我

们主要是通过专题集体备课的形式来进行修订和完

善. 专题集体备课具体操作为：各门护理学核心课

程的教学大纲初稿发给所有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每

位教师主要站在三个角度去分析：一是自己的课程

是否能为其他课程提供充分的后续学习基础；二是

其他课程能否对自己的课程起到充分的前导性支撑

作用；三是课程间的讲述部分是否有雷同和重叠部

分，放在哪个课程讲述更合适，并考虑彼此的知识

点增益、删减、合并. 如通过集体备课，临床护理学

老师会将临床上常见的、特别需要强调的药物护理

向药理学老师介绍，药理学老师则会重点对这些药

物进行讲述，从而解决药理学讲述内容的取舍增益

孙士杰，等：地方本科院校护理学核心课程知识体系再构建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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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实现对教材的精简整合，解决课时量少而教

材内容丰富的矛盾，从而使药理学的教学大纲更好

地体现其作为临床护理学课程之“前导”的地位和

作用.

3）交叉听课. 教学大纲的修订是不断调整的过

程，为更好地实现教学目的和要求，“动态微调”是

必要. 对其他核心课程，尤其是自身课程的前导和

后续课程的熟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所讲授课

程的深度和广度，也决定了课程教学大纲的水平和

质量. 我们把核心课程分类四类：第一类是医学基

础课程，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

微生物学；第二类是临床护理课程桥梁课程，包括

基础护理学、健康评估）；第三类是临床护理学课

程，包括内、外、妇产、儿科护理学；第四类为护理

人文课程（护理伦理学）. 交叉听课要求：第一类

及第二类类课程老师必须听取所有第三类课程，以

便于更好地为临床护理课程的后续学习做好服务，

发挥好前导课程的作用；第三类课程教师必须听取

所有第二类课程，可有选择地听取第一类课程，以

便于较为充分地把握或者了解相应前导性课程的重

要知识点，更好地融入课程授课大纲和实际授课过

程；前三类课程老师必须听取第四类课程，以便实

现课程伦理融入各门核心课程中；第四类课程选择

性听取前三类课程，深化护理伦理学在各课程，尤

其是临床护理课程中的体现. 通过交叉听课，老师的

知识储备得到了拓宽和深化，为教学大纲的动态调

整提供了知识储备和基础.

3.4    建设整合性课程

《护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建议，主要课

程的改革与发展应围绕“三个整合”，落实能力为

本.“三个整合”即医学基础课程的整合、专业课

程整合、综合能力培养课程的整合[1]. 通过对医学

基础课程的有效整合，可以通过获得有效教学时间

来解决学分制改革后基础课程课时量明显减少的问

题；通过专业课程整合，可更好地培养学生综合运

用知识分析临床问题、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从而

实现核心课程知识体系进一步体系化. 德州学院开

发了一门护理基础学 2. 该课程授课内容分成三个

顺次衔接阶段：临床案例分析训练；基础护理技能

操作流程培训；综合训练. 考核方式为过程性考核. 

课程设计植入和改良了护理技能大赛的模式[6]，学

生 3 人一组，在涵盖内科主要病种的案例库中抽取

案例，进行健康评估、主要护理诊断导出、护理措

施制定、根据病例设计执行 3 项常用护理技能（吸

氧、吸痰、鼻饲、导尿、生命体征监测、心电监护、

肌肉注射、皮试、静脉注射、心肺复苏等十大基本

操作技能之三），操作评价按照技术要求、礼仪

沟通等要求进行评价. 该课程有效整合了内科护理

学、基础护理学、健康评估和护理沟通与礼仪 4 门

课程，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4   教学改革效果评价

教学实践表明该构建模式效果显著. 一是教师

层面：2017 年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后，解剖学、

药理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基础医学课程学时有较

大减少（25-50％），知识体系构建使得这些课程教

学内容普遍压缩达 1/4-1/3 左右，任课教师普遍认

为学时够用且对后续临床课程的教学内容针对性明

显加强. 同时，内外妇儿护理学任课教师也普遍感觉

基础医学课程同临床课程的衔接更加紧密，学生对

临床课程所需基础医学知识点掌握情况优于既往. 

二是学生层面：我们将课程体系改革后形成的教学

大纲全部发给学生，让学生明确各护理学核心课程

的讲授要点，同时对各核心课程之间知识点的对应

关系形成脉络式认知. 通过有针对性的提前预习以

及课堂讲授，学生能普遍感知到各门核心教材“由厚

变薄”，同时减少了各课程存在的“孤立感”，初步具

备了课程知识融合构建的意识，这对于实施从“教

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转变也

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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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constructing Mode of Core Curriculum Knowledge System 
of  Nursing  in  Local Universities

SUN Shi-jie, GAO Feng, LI Guang-chuan, SHENG Jian-min, ZHU Shi-li

（School of Medicine and Nursing,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djustment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for nursing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credit system 

reform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sixth round planning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ursing major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curriculum knowledge system of nursing majors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Based on the constructiv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Major in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xplored and formulated the 

lead of talents cultivation plan, employed the effective method of collective preparation of lessons and mutual 

attending classes, taking course analysis as a main medium and revising syllabus as a main form, forming 

major core curriculum knowledge system with integrating courses construction as an effective complement. 

Key  words: nursing; core curriculum; knowledge system; reconstruction.

Experiential Quality of Hotan "Train Travel"

WANG  Li-qin

( Hotan Teachers College-School of Biology and Geography, Hotan Xinjiang   848000, China）

Abstract: Hotan is a deep poverty stricken area in three prefectures of southern Xinjiang, for which Beijing, Tianjin 

and Anhui Provinces help it develop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train travel of "Jing-Jin-Wan-Hotan", which 

transports many tourists to Hotan every year,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industries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creases employment, and raises th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economy. "Train Travel" improves the image of the Hotan tourism destination, 

making tourists become the business card of Hotan tourism and the experiential quality is vital to tourists in "Train 

Travel".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tourists, the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quality of tourist experience, dividing it 

into three aspects: tourist attraction, tourist service and tourist infrastructure experience. By the approache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 obtained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of tourist experiential quality in 

Hotan "Train Travel" and put forwar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ourism experience. I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goa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quality system of tourism services,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otan tourism. 

Key words: tourism experiential quality; train travel; tourism service; Xinjiang Ho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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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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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调查问卷法对山东省 5 所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 200 名护理专业教师进行调查，得出护理专业教师

胜任力总评分为（158.28±15.50）分，优秀率为 42.2％，总体教师胜任力不容乐观，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自身

知识储备、教学设施完备情况、薪酬合理性、学生自我管理程度、护生知识结构储备以及对所学知识的反馈情况是

影响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的主要因素. 建议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护理专业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加大专业教学投入，提高

教师福利待遇，加强师生沟通，提升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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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胜任力是指与工作和工作绩效或生活中其他

重要成果直接相关或相联系的知识、技能、能力、

特质或动机[1]. 目前，它已成为各行业进行招聘、考

评、能力提升等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热点[2]. 教师胜

任力是指教师个体具备的一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

和专业价值观，它与教学的成功实施密切相关[3]. 它

的出现及应用为提升各学科教学质量提供了新的切

入点.

随着当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应用，医

疗事业的不断前行，为护理工作的丰富和发展带来

了新的契机，促使护理工作者为提升自身素质不断

另辟蹊径. 护理专业教师作为培养未来护理队伍的

主力军，其胜任力水平大大影响护生的综合职业素

养和临床护理工作质量. 虽然国外大量学者对其进

行了研究[4-6]，但由于国情的不同，国外学者提出的

观念、模型等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护理专业教师胜

任力的发展. 本研究前期已拟制定一套护理专业教

师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旨在通过自制问卷，

全面调查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水平，及时找出其影

响因素，从而为提升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提供有效

途径.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随机抽取 5 所医学院校在校

专职护理教师（以下简称专职教师）100 名，并于

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抽取临床护理带教教师（以下简

称带教教师）100 名作为调查对象. 纳入标准：①

专职教师应承担护生的理论教学任务；②带教教师

为医院科室总带教教师.

2.2    方法 

1）研究工具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共包括三

部分. ①一般资料②在参考国内外文献[7-10]的基础

上自行设计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现状自评表，包括

专业价值观、专业知识和技能、组织管理能力、发

展创新能力四方面共 38 项内容. 利用Likert量表把

每项指标分为非常不符合、不太符合、不能确定、

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 5 个等级，分别赋于 1-5 分，

总得分＜171 分为普通组，≥171 分为优秀组，以便

于评价教师胜任力. 护理教师得分越高，表明其教师

胜任力水平越高. ③护理教师胜任力影响因素调查

表. 选取 20 名护理专业教师先进行了预调查，后经

SPSS 22.0 统计软件分析， Cronbach’S a系数为 0.791.

2）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 对护理专

业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回收后剔除不合格问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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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以看出教学设施完备情况、提供继续

学习及晋升的机会、薪酬合理性、学生自我管理程

度、学生协助教师完成任务教学突发事件、科研工

作、人际关系协调程度、护生积极性、护生知识储备

及对所学知识的反馈情况、社会对护理专业的态度

与教师胜任力都呈正相关（P<0.01），具有统计学意

义.

3.4     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将与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有相关性的 18 个影

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总得分为

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身知

识储备、教学设施完备情况、薪酬合理性、学生自

我管理程度、护生知识结构储备以及对所学知识

的反馈情况是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的主要影响因

素.（R2=0.694,F=25.329,P≤0.01），见表4.

表3   外在因素与教师胜任力的spearman相关

外部

因素

教学

设施

完备

情况

提供继续

学习及晋

升的机会

薪酬

合理

学生

自我

管理

程度

学生
协助
教师
完成
任务

教学

突发

事件

科研

工作

家庭

负担

工作

顺利

程度

人际

关系

协调

程度

护生

积极性

护生知识储

备及对所学

知识的反馈

情况

社会对

护理专

业的

态度

教师胜任

力总评

0.419﹡﹡

0.000

200

0.319﹡﹡

0.000

200

0.307﹡﹡

0.000

200

0.372﹡﹡

0.000

200

0.368﹡﹡

0.000

200

0.191﹡﹡

0.001

200

0.211﹡﹡

0.001

200

0.056

0.330

200

0.123﹡

0.033

200

0.249﹡﹡

0.000

200

0.177﹡﹡

0.002

200

0.202﹡﹡

0.000

200

0.184﹡﹡

0.001

200

卷有效率为 95％，其中专职教师 97 份，带教教师

93 份.

2.3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22.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用频数和

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并根据研究目的和收集资

料的特点将潜在影响因素分为教师自身因素和外

在因素两部分，进一步采用spearman相关进行分

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再次作为自变量

与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此获得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3   结果

3.1    护理专业教师基本情况

护 理 专 业 教 师 第 一 学 历 以 中 专 为 主 ，占

50.5％，其次为本科，占 34.6％. 通过继续教育等方

式，73.1％ 的护理专业教师经过自身努力取得本科

学历，还有 16.6％ 取得硕士及以上学历. 教龄相对

其他专业教师较短，72.1％ 的护理专业教师其教龄

在 10 年以下. 几乎所有调查对象都认为有必要参加

岗前培训，但只有半数人真正参加过岗前培训. 薪

酬范围主要集中在 4000-6000 元，处于中等水平. 

他们的学生主要为大专和本科生，各占 33.2％、

44.2％，有 86.7％ 的学生会参与教学，发挥主观能

动性，按教师要求自主学习.

3.2    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

表1  护理教师胜任力自评得分描述性分析

项目 得分

构成比

普通 优秀

频率 百分比（％） 频率 百分比（％）

专业价值观 32.08±2.79 112 37.2 189 62.8

专业知识和技能 62.24±7.26 190 63.1 111 36.9

组织管理能力 39.35±4.22 140 46.5 161 53.5

发展创新能力 24.58±3.38 177 58.8 124 41.2

教师胜任力总评分 158.28±15.50 174 57.8 127 42.2

3.3    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影响因素的spearman相关

1）教师自身因素与教师胜任力的spearman相

关：见表2

表2  教师自身因素与教师胜任力的spearman相关

自身

因素

自身知

识储备

语言表

达能力

教学

自主权

反思实

践教学

了解工作的

职责和任务

教师沟

通能力

教师职

业道德

教师胜

任力总评

0.217﹡﹡

0.000

200

0.303﹡﹡

0.000

200

0.273﹡﹡

0.000

200

0.310﹡﹡

0.000

200

0.314﹡﹡

0.000

200

0.206﹡

0.000

200

0.202﹡

0.000

200

由表2可以看出护理专业教师的自身知识储

备、语言表达能力、教学自主权、对实践教学的反

思、对工作任务和职责的了解、沟通能力、护理专

业教师的职业道德与教师胜任力总评分都呈正相关

（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

2）外在因素与教师胜任力的spearman相关：

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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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教师胜任力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

影响因素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自身知识储备 4.152 1.899 0.149 2.186 0.000

教学设施完备情况 4.217 1.005 .260 4.197 .000

薪酬合理性 2.354 1.083 .152 2.174 .005

晋升机会 2.523 1.271 0.127 1.984 0.048

学生自我管理程度 2.599 1.079 .176 2.409 .010

护生知识结构储备以
及对所学知识的反馈情况

2.915 1.126 .146 2.590 .010

4   结论

现今越来越多的护理教育者把教师胜任力作为

护理教育发展新的突破点. 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

影响，护理教师胜任力的发展很有限，这不仅延缓

了护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更为培养未来护理队伍

的接班人产生了阻碍. 因此调查护理专业教师胜任

力的现状，探索其影响因素，从而为护理专业教师

胜任力的发展另辟蹊径是势在必行的.

4.1    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现状的分析

表1资料显示，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总评均分

除专业价值观与优秀水平持平外，其专业知识和技

能、组织管理能力和发展创新能力均低于优秀水

平，并且仅专业价值观和组织管理能力的优秀率超

过半数，分别为 62.8％、53.5％；专业知识和技能

以及发展创新能力优秀率分别只占调查总人数的

36.9％、41.2％. 这些数据表明目前护理专业教师胜

任力处于中等水平，护理教师对自身要求和期望值

在不断升高. 这与孔静等在《高校护理专职教师核

心能力的现状调查与分析》中所得结果一致[11].

1）护理专业教师具有正确的专业价值观. 本研

究结果显示，大多数护理专业教师对护理教学工作

高度负责，并拥有良好的职业观，这能够更好地激

发学生的职业荣誉感，为教师胜任力的发挥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也为护生建立正确的职业态度树立了

榜样.

2）护理专业教师缺乏教育、教学专业知识和

技能. 从本文所调查的数据可知，多数护理专业教

师其第一学历相对于其他医学专业教师要低，虽然

它们采取继续教育等多种方式提升自身素质，但这

对于迫切需要发展的护理专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为弥补这一缺憾，医学院校选择引进学历较高的医

学专业人才参与护理教学. 但是高等学历并不能完

全代表较高的教学能力[9]，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专

业的教师培训，不具备成功实施教学的相关知识，

在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很难达到岗位要求.

3）护理专业教师具备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 本

调查发现，多数护理专业教师的组织管理能力相对

较高，这可能与调查对象的选择有关，本次调查选

取专职护理教师 100 名，带教教师 100 名，其中带

教教师选取的是科室总带教教师，其胜任力水平相

对较高，他们能与同事以及护生进行有效的沟通，

分享相关的教学信息和新资源，能按教学计划高效

地安排实习活动，并为护生创造轻松自由的教学环

境和氛围，鼓励其独立学习.

4）护理专业教师发展创新能力有所欠缺. 本

调查结果显示护理专业教师对其他未知护理教育领

域充满求知欲，对工作和学习具有主动性，希望在

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开展科研工作，促进护理

专业的发展. 但多数青年教师都承担着繁重的教学

任务及临床护理工作，使其无暇钻研教学理论与方

法，被迫只遵循传统教学模式，缺少大胆创新的勇

气，这为其发展创新能力的提高设置了无形的障碍.

4.2     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影响因素的分析

1）自身知识储备. 护理专业教师自身知识储备

是从事护理教学工作的前提条件，自身知识储备水

平的高低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护理教学质量. 护理作

为一个应用型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要求护理专业教

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实践

经验，还要具备成功实施教学的相关知识，这样才

能满足护理专业教师教学工作和自我发展的需要，

进而提升其胜任力水平.

2）护生因素.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教学

方式逐渐向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的方向变革. 

这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护生是影响教师胜任力

的另一重要因素. 尤其是护生的自身知识储备及对

所学知识的反馈情况. 护生的自身知识储备会越丰

富，对教师所传授知识掌握得越快，对所学知识的

反馈相对较好，同时对教师也具有更高的人生定位

和期望值，这会大大提升教师的教学成就感和自我

认同感，激励其不断完善自身知识储备，提高其胜

任能力. 除此之外护生自我管理程度与协助教师完

成任务的程度是影响课堂秩序和教学效果的一个重

要因素，教师的授课情绪常常与课堂秩序及教学反

馈的效果联系紧密，从而影响教师胜任力的发挥.

3）环境因素. 教学设施完备情况是影响护理专

业教师胜任力的又一大因素. 教学设施配置合理，

资金充裕，既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进行实践情景模

拟，培养护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激发护理教师工

作积极性，鼓励其创新意识，大胆改进单调的教学

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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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展因素. 合理的薪酬一方面为教师胜任力

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让其无后顾之忧；一方面又

让护理专业教师体味到自身价值，更加积极地投入

到教学工作中. 而根据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真实情

况灵活调整薪酬，适当地加以奖励，会大大提高其

工作积极性，从而提升其胜任力水平.

晋升机会能够有效激发护理教师自我发展的意

识，使其产生内在的发展动机，提高自身进行教育

教学的积极性，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 在恰当的时

机为护理教师提供外出培训或晋升机会是对其教学

质量的充分肯定，更为其寻求自身发展提供了机会.

5   对 策

5.1    多途径提高护理专业教师自身综合素质

1）高度重视教师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9]. 岗前

培训是非师范类青年教师迅速转变为教师角色、不

断完善教学技能的捷径，而继续教育则是护理专业

教师提升教学水平的重要途径，其培训效果将影响

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的提升. 因此应强化教师岗前

培训，并在工作中为护理专业教师提供继续教育的

机会，使其自身胜任力持续提高，为日后教学奠定

良好的基础.

2）倡导院校联合双向提升教师胜任力[9].  支持

鼓励院校联合，建立“转换角色、交互上岗”的教

师培养模式，为教师构建理论教学与护理实践的多

层面平台，帮助专职教师改变传统授课方式，使课

堂教学与临床实践零距离衔接，更加生动活泼；让

带教教师与专职教师尽情交流研讨，凝练实践工作

经验，切实感受到教师角色的成就感，以便在临床

教学中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教学资源组织教学活动.

3）组建高低年资相结合的教学研讨组. 高年资

的护理专业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但他们多数固守传

统教学模式，对现代化教学手段不够熟悉，发展创

新能力不强.而低年资的护理专业教师多数学历相对

较高，勇于创新，但由于其缺乏临床的阅历和教学

经验，往往使先进教学理念难以与真实教学情境相

融合，达不到预想的教学效果. 组建高低不同年资

的教学讨论组，集思广益，把低年资护理专业教师

的先进思想与高年资护理专业教师的教学经验有效

结合起来，使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整体水平得到提

高.

5.2    加大专业教学投入，提升教师福利待遇

1）学校及医院完善教学环境  学校及教学医院

应为护理专业教师创造优越的教学环境. 完备的教

学设施、充裕的资金、和谐的校园环境为护理专业

教师胜任力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使其能自由发

展，不受除自身外其他因素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

到教学工作中去.    

2）提供合理的福利  为护理专业教师提供合理

薪酬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缓解其生活压力，增加

护理专业教师的幸福指数，使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

人生价值.

3）实施全方位、多层面考评机制  高等院校和

附属教学医院应转变“封闭式”的教育评价目标，

建立全方位、多层面护理专业教师的考评方式[12]，

尤其应大胆尝试改变科研第一的传统考评模式，提

高教学质量考评在职称晋升整体考评中所占比例，

对优秀教师的工作表现予以肯定，并能其提供更多

继续学习的机会和合理的薪酬奖励，这样才能从根

本上转变护理专业教师的工作意识及方向，不断提

升自身教师胜任力，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提高教学

质量，进一步促进护理教育事业的发展.

5.3    加强师生的沟通

护生是护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应鼓励

护理专业教师与护生开展师生互动，鼓励学生主动

参与教学，了解护理专业教师为教学工作所付出的

辛勤劳动，并把护生对教学的评价作为护理专业教

师胜任力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了解护生对教

学的满意度，使护理专业教师的教学方法得到及时

调整，间接地促进其胜任力的发展.

5.4    建立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模型

2009 年我国把教师胜任力研究列入了教育科

学十一五课题指南，可见将胜任力作为教师评价指

标已是大势所趋[7]，近年来，大批护理研究者们对护

理教师胜任力的构成要素进行探讨，借此来为护理

师资的培养建立合理的方案. 但由于其执教地点及

层次的不同，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在其维度及维度

的要求上会有差别[13]，我们必须针对这一特性为其

建立合理的胜任力模型及评价指标，这样才能进一

步推进护理专业教师胜任力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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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200 nursing teachers in 5 medical 

colleges and affiliated hospital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competency rating of 

nursing teachers was (158.28±15.50), with an excellent rate of 42.2％, and the overall competency of teachers was 

not optimistic. 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petency of nursing 

teachers were self-knowledge reserve, complete teaching facilities, reasonable salary, self-management level of 

students, knowledge structure reserve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feedback of knowledge learn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nursing teachers sh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various ways,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investment should be increased, the welfare treatment of teachers should be improve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competency of nursing teachers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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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区护士以促进和维护社区人群健康为目标，

即在社区中的不同场所，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多种

形式、多种功能、既独立又与其他专业合作的护理

工作.“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康复、

老年病、长期护理、慢性病管理、安宁疗护等接

续性医疗机构建设. 到 2030 年，15 分钟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达

到 4.7 人[1]. 这一要求的提出，势必带来社区护士的

需求量激增. 而随着社区居民对就近医疗护理的要

求不断提高，以及“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模式的提

出，社区护士的工作场所、工作方式以及工作职能

均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这也对社区护士的职业素养

提出了更高要求.

2   新型社区护士的工作特点

2.1    工作场所多样化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老年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

社区、家庭. 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

制，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 鼓励医师利用业

余时间、退休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或开设

工作室[1]. 这一系列规划的提出，使得新型社区护士

的工作场所具有多样化特点. 以往社区护士最常在

社区卫生中心开展工作，而现在及今后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社区护士可以将工作场所拓展到养老社区

中、居民家庭中、养老机构中以及私人工作室中. 

一名社区护士在不同的时间段穿梭于不同的场所工

作将成为常态. 工作场所多样化，意味着社区护士

有机会和很多不同的对象进行沟通，这对社区护士

的人际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2    工作方式多样化

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远程医疗开展得

如火如荼. 作为远程医疗的一部分，远程护理逐渐

在社区护理工作中推广开来. 远程护理即在护理实

践中通过电子通信技术传输数据、文字、视频音频

和图像等形式，为远程服务对象提供医疗监护、护

理指导、培训及家庭保健等服务[2]. 与传统的“面对

面”护理方式相比，远程护理一方面提高了社区护

士的工作效率，减轻劳动强度，另一方面，节省了

老、幼、病、残患者的一部分时间及费用，为患者

延长了居家时间，提高舒适度. 此外，远程护理没有

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患者随时可以向社区护士寻求

帮助或者接受服务，极大增强了患者的安全感. 然

而工作方式的多样化也带来了很多限制条件，如工

作场所的硬件设施、患者对远程护理的信任程度、

患者的文化程度和经济水平以及社区护士的沟通能

力和业务水平等，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作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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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进程.

2.3    工作职能多样化

在社区中的具体健康护理工作，如病人评估、

打针、换药、静脉注射、插管、记录等仍是社区护

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和医院护士不同的是，

向患者和家属进行宣传教育、接受患者和家属的咨

询、重点人群的保健指导、保护患者享受所需的医

疗卫生保健的权利、对社区居民进行护理管理，这

些工作职能同样至关重要，亦占用了社区护士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 除此以外，计划免疫和预防接种、

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也都属于社区护士职责范围，因

此这就对社区护士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3   社区护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3.1    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不足

我国目前的社区护理人才队伍培养体系尚未建

成，社区护士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大量的社区护

士仅具有中专、大专、高职学历，在校期间未学习

社区护理相关课程，或未经过社区护理培训即进入

社区护理岗位工作，专业知识掌握不足，实践操作

能力欠缺，部分社区护士不能独立完成常见病护理

实践操作，或者不能独立进行护理程序. 因此，社区

居民对于社区护士信任感差，不愿在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从事医疗活动.

3.2    人际沟通能力不足

社区护士沟通能力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部分护理人员由于性格原因不擅长与他人交流；一

部分护理人员没有职业认同感，消极怠工，不愿意

与社区居民沟通交流；一部分护理人员由于基层职

称晋升机制不健全，丧失了对工作的热情.

3.3   职业认同感和责任心不足

一部分护理人员从事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是由

于就业困难，并非主观自愿，对职业心存不满；一

部分社区护士在工作中发现，社区居民对社区医疗

信任不足，对社区护理有认知误区，不尊重社区护

士，因此很难在患者身上找到成就感；一部分护理

人员进入社区以后没有经过社区护理培训，对将要

从事的工作十分陌生，开展工作后发现现实与理想

存在较大差距，价值观和专业信念受到冲击，因此

没有职业认同感，消极怠工.久而久之，社区护士降

低对自己的要求，责任心不足[3].

3.4    科研能力不足

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存在较

大差异. 研究表明，高学历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更

强，拥有主动求知的欲望更强，自身的科研储备也

更强. 随着职称晋升，临床综合能力和科研能力均

有所提高. 然而，目前基层社区护士的学历普遍偏

低，以中专、大专、高职学历为主，且基层护士职称

晋升机制尚不健全，很多基层护士难有晋升机会，

因此科研储备不足、科研主动性差两方面共同导致

社区护士的科研能力普遍不足. 除此以外，社区服

务机构日常工作琐碎繁重，科研条件不足，也是限

制社区护士从事科研工作的重要原因.

4   社区护士职业素养提升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的社区护理人才培养体系

已十分完善，形成了以高等教育、毕业后继续教育

为主要形式的培养体系，社区护士的平均学历已达

到本科及硕士水平[4]. 我国的社区护理起步较晚，人

才培养体系尚未建成，社区护士的整体素质偏低，

因此提升社区护士职业素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

4.1    提升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

社区护士需要面对的患者以老年人、婴幼儿、

妇女居多，患病种类多种多样. 社区老年人常见疾

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高血脂、慢性

支气管炎等慢性病，口腔疾病及精神神经类疾病；

婴幼儿常见疾病包括消化不良，呼吸系统疾病，外

伤，过敏性疾病及各种传染病；妇女常见疾病包括

妇科炎症，月经失调，妇科肿瘤及孕期疾病等. 社区

护士还需要经常面对外伤、急救的突发状况，以及

伤病后康复的患者. 社区护士不仅要熟练掌握各种

常见病的护理，还要对社区无法处理的疾病迅速判

断，及时转诊，以免延误病情. 社区护士应全面而扎

实地掌握社区常见疾病的诊疗和护理知识、传染病

防治知识以及计划免疫和预防接种相关知识，并具

有良好的实践操作能力.

4.2    提升人际沟通能力

新形势下，新型社区护士工作场所、工作方

式、工作职能日趋多样化，使得社区护士必须具有

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与病患沟通时，能够快速有

效地问诊、解释病情及治疗，取得病人及家属的信

任. 与医生沟通时，能够专业地交流、配合医生开

展诊疗工作. 开展宣传指导时，能够在社区居民中

形成一定的号召力，实现有效的疾病防治、疫苗接

种、计划生育等宣传指导工作. 开展远程护理时，能

够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医-患、医-护、护-护无障

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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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高社区护理道德

社区护理道德是指社区护士在社区护理活动

中，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

则和规范的总和. 在社区护理工作中，应做到以下

几点：（1）热情服务，礼貌待人. （2）尊重和平等地

对待每一位病人. （3）任劳任怨，真诚奉献. （4）严于

律己，认真负责. 社区护士应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情. （5）遵守诺言，按时上门服

务. （6）注意保密，言行谨慎. （7）目标明确，协同一

致. （8）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

4.4    提升护理科研能力

护理科研是体现护理工作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社区护士，要不断进修学习，提升自身的

护理科研储备；在日常工作中提高科研意识，运用

科研思维寻找突破，将科研与工作相结合，促进两

者共同进步；加强同事之间、基层卫生机构与医院

之间的学术交流，不断切磋，寻找科研灵感.

5   提升社区护士职业素养的建议

5.1    健全社区护士培养方式

根据我国国情及当前继续发展城镇社区卫生

事业的需要，我国社区护理人员的培养可采取多种

方式：学校培养、在岗培训和医院护理人员转化. 

护理专业压缩中专比例，扩大本科、大专比例，培

养高质量护理人才. 医学院校普遍开设社区护理专

业，课程设置参考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社区护理人

才培养模式，建立和规范社区实习基地. 为确保社

区教学与社区实践的顺利衔接，毕业前护生应至少

安排两个月时间的社区护理实习. 在岗和医院转型

的护理人员要系统地接受社区护理相关理论知识和

技能培训和实践，以全面提高社区护理工作者的社

区护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适应社会卫生服务岗

位需要和现代护理发展需求.

重视在岗培训. 社区护士培训是不断增长新知

识、增加新技能、提升护士综合素质的必要途径. 

然而，目前我国培训开设的课程多以具体工作要求

掌握的技能着手，对社区护士职业认同、角色转变

和适应等方面涉及过少，也过于理论化[5]. 加之社区

护士工作量大、时间与精力不足，或在实际工作中

的分工不同，出现了接受培训不均衡的现象. 因此

建议拓宽培训内容，培养高素质全面发展的社区护

理队伍；继续健全与完善培训制度，使社区护理人

员得到的培训资源能够均衡分布.

5.2    重视人文护理课程设置

社区护理工作场所多样、工作职能多样，有时

需要深入社区、家庭中，与不同对象沟通交流，

对社区护士的人文素养要求较高. 目前，各个层次

护理教育对人文课程普遍重视程度不够，存在不开

课、课时不够、流于形式、考核不严等问题，得不

到护生的重视. 建议重视护理人文课程，将护理管

理、护理伦理学、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护理学概

论等课程作为重要课程进行教学，教师应打破书本

和理论，将鲜活的病例融入课堂教学中，使护生理

解人文护理内涵与意义，并能够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5.3    鼓励社区护士从事科研工作

社区护理管理者应该给予支持，适当选拔人才

进行科研深造，根据分层级能力培养模型，明确科

研培养目标，学习具有针对性的科研能力课程，使

社区骨干护士在科研能力上有阶段性、持续性提高. 

护理管理者也可通过奖励政策鼓励社区护士参与科

研，在职级晋升方面予以倾斜，同时加强不同医院

之间的联系，为社区护理人员创建科研平台，定期

进行有效的互动评价[6].

5.4    提高社区护士工作满意度

我国社区护理工作在较长时间内可能仍然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薪酬问题、工作条件等较难在短时

间内得到大幅度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

对高学历、高职称护士的吸引力. 很多护士在参加

完岗位培训或工作不满 1 年内离职，有的社区点甚

至难以找到任职超过 3 年的护士[5]. 健全的绩效考

核机制，良好的薪酬待遇，公平的评优评选机制，

规范的职级晋升制度，可以有效提高护士的工作满

意度[7]. 以上措施能够调动护士的工作积极性、主动

性，有利于增强护士的竞争意识，提高工作责任心

和荣誉感.

6   结语

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全面二

孩政策开放，及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形势下，

社区居民对于就近从事医疗活动的愿望更加迫切. 

尽管社区护理在我国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社区护

士群体仍面临多方面的考验. 面对复杂而繁重的工

作，社区护士要迅速成长起来，尽快提升专业知识

与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及人文素养. 与此同时，我国

应尽快健全社区护士培养体系，加强社区护理专业

建设，重视岗位培训，重视人文护理课程设置，鼓

励社区护士从事科研工作. 相关部门也要尽快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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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机制和评优评选机制，提升薪酬待遇，规

范职级晋升制度，提升社区护士满意度和职业认同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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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ealthy China 2030" plan is bound to bring about a surge in the demand for 

community nurses, and the workplace, working style and functions of community nurses have changed to some 

extent, which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community nurs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nurses' wor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find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community nurses' work at pres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of new 

community nurse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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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选修课是高校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教育而开设的个性化课程体系. 通过对德州学院公共选修课有关

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公选课在课程种类、数量、选课、授课、督导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 本文根据调查结果

分析公选课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优化建设的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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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公选课（公选课）是指由学校开设、学生

根据自己兴趣爱好自由选择的一系列公共课程. 作

为素质教育类课程，公选课承担着培养大学生综合

素质教育的重任. 目前，各高校开设的公选课课程种

类多样，包括人文社科类、自然科学类、艺术美育

类等，供不同专业学生自主修读. 公选课从公共课和

专业课之外拓宽学生知识领域，完善知识结构，提

高综合素养，已经成为中国大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1,2]. 德州学院是鲁西北地区唯一一所省属

高校，随着学校招生数量的不断扩大，全日制本专

科在校生两万六千多人，自 2016 年完成教育部本科

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及随后的整改工作以来，单从公

选课资源方面来说，可供学生选课的课程门数有很

大程度的提高，目前全校公选课近 400 门，基本能

满足在校生的选课需求，每个学期 30 人以上开课门

数约有 300 门. 由于公选课在学生学业总学分中占

有一定比例，学生选择自主权比较大，既能够满足

学生的兴趣爱好及个性发展需要又能够达到毕业学

分要求，但公选课教学体系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3].

本次问卷调查目的是发现我校公选课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合理的建议，以期为公选课教学及管理体系

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2   调查问卷基本概况

本次调查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对象是

德州学院的本科生. 由选修课任课教师将问卷随机

向上课学生发放并回收，采用不记名方式投票. 调查

内容包括学生的选课原则、喜欢的课程领域、出勤

情况、课堂表现以及对公选课的期望和建议等.

本次调查问卷一共 14 个题，包括 13 个选择题

和 1 个意见建议题. 共发放纸质问卷 400 份，回收

382 份，回收率  95.5％.

3   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1）选择公选课的原则. 兴趣爱好占 88.9％，和

专业课程有关占 1.6％，随便选的凑学分占 6.3％，

听说容易及格占 2.6％. 很明显在公选课的选择则

上，兴趣爱好还是学生的首选因素.

2）公选课重视程度. 认真对待，追求高分占

84.8％，不太重视和及格就行占 15.2％. 从结果统计

上看，绝大部分学生还是认真对待公选课. 从多年

的公选课任课过程中也体会到自 2017 年实行学分

制收费以后，学生对公选课的重视程度比之前大大

提高.

3 ） 对 任 课 教 师 授 课 情 况 满 意 度 .  很 满 意 占

67.0％，满意占 23.6％，基本满意占 8.9％，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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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占 0.5％. 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满意程度还是比较

高的，不满意率很低. 按每班 60 人计算，基本相当

于全部对任课教师满意. 这可能与公选课的性质有

关，相对于专业课程之间的关联性、内容多而且深

以及考试的程序性和严格性，公选课相对轻松一

些，学生面临的结课压力小，对老师授课的满意度

大大提高.

4）公选课出勤状态（包含请假）. 基本全勤（包

含请假）占 96.9％，其他缺勤占 3.1％. 从统计数据

上看基本全勤，因为这里面包含有请假，但是实际

上课过程中请假的同学也占有一个很高的比例（见

选项 5）. 因为公选课上课时间安排在晚上，这就和

学生的一些个人活动有冲突，比如学生会或班级集

体活动、协会团体活动、兼职等（参见选项 6）.

5）本学期缺勤次数（包括请假缺勤，按 16 次

课计算）. 满勤占 53.9％，缺勤 1-2 次占 35.1％，

缺勤 3-4 次占 10％，缺勤 5 次以上占 1％. 在实际

上课过程中，一般缺勤人员（含请假人员）在 10％-

15％ 左右.

6）本学期缺勤主要原因（满勤同学不填）. 学

生会成员活动多占 42％，专业课补课、实习、辅导

班等占 53.4％，在外兼职及不愿上课占 4.6％.

7 ）对 公 选 课 课 堂 考 勤 看 法 . 应 该 考 勤 占

87.4％，不应该考勤占 12.6％. 课堂考勤是教学纪律

和效果的基本保证，也是课堂教学管理规定的基本

要求. 相对于公共课和专业课，公选课对学生的约

束力要低一些，这更要求教师进行课堂考勤，这也

体现了公选课任课教师的责任心.

8）假如老师不考勤，你能出勤几次（按 16 次

课，假设无任何情况请假）. 14 次以上占 71.7％，

10 次左右占 20％，5 次以下占 8.3％. 本选项统计结

果表明如果没有课堂考勤，公选课出勤率会降低很

多. 学生旷课不仅对学业成绩有很大影响，更大影

响的是纪律意识淡薄，行为懒散，养成不好的学习

习惯和学习态度，不符合学校人才培养要求.

9）你觉得公选课对您的学习和生活帮助. 很大

帮助占 43.5％，有些帮助 50％，没有帮助 6.5％. 公

选课是专业边缘课和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课程，对

学生有所帮助是不可否认的，至于帮助大小不是一

时能够表现出来的. 但是不管学生是否意识到，学

生都会得到来自这门课的强化训练.

10）你最喜欢的授课方式. 主要是老师讲授占

29.3％，师生互动为主占 18.3％，播放视频为主占

18.3％，看课程情况占 34.1％. 公选课授课方式相对

灵活一些，主要根据每门课的课程性质以及任课教

师的教学设计来进行. 好的教学效果是多种教学手

段教学方法的综合利用，并不是单一一种方式，任

课教师应灵活掌握，只要是能调动学生课堂情绪并

能让学生学到讲授的主要知识，就是好的教学授课

方式.

11）你上公选课时候的课堂表现. 认真听讲并

记笔记占 41.4％，学习其他课程（英语和专业课作

业）占 14.1％，玩手机占 6.3％，时而听课时而玩手

机占 38.2％. 前面也提到，公选课压力相对较小，学

生奖学金评定时公选课成绩不计，这也是学生在一

定程度上不重视公选课的原因，认为及格或差不多

分数即可. 从统计结果上也可以反映出来，真正认

真听课的学生不到一半.

12）你比较喜欢那一类的公选课. 艺术美学

类占 40.4％，自然科学类 23.3％，社会科学类占

14.5％，文明文化类占 21.8％. 从调查结果来看艺术

美学类的公选课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

1 3） 你 希 望 的 结 课 方 式 .  写 课 程 论 文 占 

27.2％，开卷考试占 75.9％，闭卷考试 2.2％. 学生

总是选择一种认为比较轻松的结课方式，比如写课

程论文、开卷考试占据大部分. 在和很多公选课老

师讨论中也发现，很多学生写所谓的课程论文，大

部分从网上复制粘贴、甚至会下载一篇原封不动的

交上，殊不知真正独立完成一篇课程论文并不容易.

1 4 ） 学 生 反 馈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主 要 分 为 四 大

类.（1）增加课程种类，特别是动手操作类的课程

和贴近学生生活类课程，例如室外课、传统艺术

课、校园情感课.（2）热门课程选不到，不满 30 人

课程不开课，重新选选不到满意课程.（3）结课形式

多样化（简化），增加平时成绩比例.（4）公选课上

课时间太晚（晚上8:05-9:40）. 从学生反馈的意见来

看，要引导和鼓励教师开一些学生有选修诉求、特

色鲜明的公选课. 热门课程比较难选上这是很多高

校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由于选修同一门课程学

生来自全校多个不同的专业，所以在上课时间上也

是一个挑战，这也与学校的教学场地资源有关.

4   存在问题及优化对策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社会对当代大

学生的综合素养要求越来越高. 高校公修课教学质

量问题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4]. 本文作

者均担任公选课教学[5]并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

在教学和管理过程中也发现公选课教学体系在课

程、教师、教学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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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少、热门课程难抢上、选课时间短、选前对课

程不了解、考核方式单一、缺少课程建设以及改革

和创新、监督体系不完善等. 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

结合本次调查结果提出以下 ４ 个方面的建议：

4.1 增加公选课种类及热门课程开课数量

学生反馈意见中最多的就是增加公选课类型和

数量，包括侧重实践、室外场地、校园情感和传统

艺术等类型的公选课. 另外热门课程由于班级人数

限制往往很多学生选不到，这是很多高校公选课普

遍存在的现象. 自 2016 年以来，我校公选课每年都

新增不少，教务处每个学期都面向全体教师公开申

报公选课. 从调查结果上也可以看出对学生选课需

求比较大的课程类型和部分热门课程，教务处应该

在申报过程中进行政策导向，引导有能力有兴趣的

教师增开相应课程.

4.2 选课及考核方式灵活多样化

公选课选课一般都是集中进行，选课期间网络

压里较大，同学在选择上也缺少合理的引导和认真

的考虑，造成了部分学生无奈选了不喜欢的课. 建

议适当延长选课时间，比如 1-2 周或更长. 另外建

议在选课前或选课时学生能够在教务处网站看到全

部公选课课程信息，提前了解，减少选课的盲目性. 

公选课考核方式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属于比较灵活的. 

因为大多公选课专业性不太强，学生来自不同的专

业，课程方面的基础素养也不同，所以在结课的时

候一般写课程小论文、课程报告、随堂考试（口试

或笔试）、课程作品等相对比较简单的考查形式. 

平时成绩可以采用考勤、随堂测试、课堂发言、口

头汇报、小组合作等多维度考核并适当增加平时成

绩比例，特别是考勤，建议严格按照三分之一缺课

就取消考试资格的规定，能更客观地评估学生的状

态，也提高了学生课堂积极性. 这样就可以适当减少

学生的日常学习压力，只要能达到学生选修这门课

学有所获、在生活中学有所用的这个目的就很好了.

4.3 加强公选课课程改革和创新

课程改革和创新永远在路上，公选课也不例外. 

让课程适合学生发展，围绕学校培养学生的目标而

建设[6]. 随着学科和专业建设，专业课的建设都受很

高的重视，而公选课的课程建设还是比较薄弱的环

节，也容易受到忽视，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应增强责

任意识，从多方面提高授课质量，在授课过程中不

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在教学设计上

要更重视学生关注的内容，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和喜

欢，更容易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更有利于课

程思政开展. 另外要充分利用当今网课平台的优质

课程资源. 从 2019 年开始我校选用山东省课程联盟

的部分课程资源加教师线下辅导作为公选课，部分

教师通过慕课、学堂在线、学习通、雨课堂等平台

或软件进行授课. 建设多元化教师队伍，邀请企业

高级技师、传统手工艺人、非遗传人等进课堂，讲

授相关课程部分课时，既可以提高课程的实践性、

创新性，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并接受传统文

化的熏陶.

4.4 完善公选课教学管理及督导措施

完善的管理和监督体系是提高公选课教学质量

的有力保障.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应该对公

选课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首先，完善公选课教

学管理制度，制定教学管理办法及规章制度. 使全

校公选课在管理起来有标准、有办法、有指导. 其

次，加大在公选课申报过程中的审核，不是申报了

就能批准开课，必须有合理的课程目标、完善的教

学大纲、教案以及教学设计. 新开公选课运行两学

期后，学生教学评价较低的课程给予暂停开课处理. 

再次，加大对公选课教学过程中的监督，包括学校

和院系两级督导组的听评课、查课、巡课等，加大

对公选课平时点名册、作业、考试试卷、课程作品、

课程作品和课程论文等材料进行督导检查，并将发

现的问题、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任课教师，督促

任课教师更加认真用心备课、规范授课，认真研究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尽力提高教学质量，使课程

建设得到良性发展.

5   结 语

本文以实际教学积累的经验为基础，结合问

卷调查，对德州学院的公共选修课教学现状进行分

析，针对目前出现的普遍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

施，为提高公共选修课教学质量提供参考，使其在应

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靳娟，司杨．高校公共选修课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以北京邮电大学公共选修课为例[J]．北京邮电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1，13（1）：99-103.

[2]  欧亚男. 高校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问卷调查分析[J]. 科技创

      业月刊，2012，（12）：148-149.

[3]  夏晶晖．应用型本科教学中技能型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8（6）：193-196.

[4]   林同：大学公共选修课存在的问题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

      [ 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版），2015，40（7）：

      193- 198.



110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Investigation and Suggestions about  Public Elective Courses of Local University 
——Take De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LIU Li-xiaa, SONG Jianb, WANG Li-yanb

ZHENG  Fanga, LI Shi-pinga,

（a. School of Ecolog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Public elective courses is an individualized course system for improving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public elective courses of 

Dezhou University, some problems were found such as course type, quantity, course selection, teaching and 

supervision and so 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eaching system of public elective courses.

Key  words：local university; public elective courses; investigation

[5]  刘丽霞，宋建，等. 公共选修课《生活与化学》的教学策略 

      [ J]．新西部，2019（21）：155-156.

[6]  盛颖，吕梦一，等. 大学公共选修课调查与课程优化研究[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7，33（6）：29-32.

Region Difference of Grain Production on Increase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6

ZHANG Jing，CHEN Hai-peng，DUAN Xiao-chen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spatial difference in grain production and demand over tim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grain production of China on national,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scale in recent 9 years from 2008 to 

2016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order to find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hange of grain produce in China, 

a model of Grain Production Increase was set up and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change of sown area and yield per 

unit area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1)China has achieved its goal of increasing grain production of 

50 billion kilograms before 2020, the domestic grain output can meet the national grain consumption, and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food security; (2) on regional scale, there are grea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tribution of grain providing in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3) the cause of grain 

production increase is different on national,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scales, and policy of grain production should 

based on further analysi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Key  words：China;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grain production increase; region difference; food security

[12]  谢高地, 成升魁, 肖玉, 等. 新时期中国粮食供需平衡态势及

        粮食安全观的重构[J]. 自然资源学报, 2017, 32（6）：895-903. 

[13]  张志高, 娄延军. 张玉, 等. 2003 ~2015年河南省粮食增产格

        局与贡献因素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

      （6）：28-34. 

[14]  林彩云. 云南省粮食主产区产量差异时间序列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7）：17-21. 

[15]  李昊儒, 毛丽丽, 梅旭荣, 等. 近30年来我国粮食产量波动影

       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10）： 1-10, 16.

[16]  张晶. 中国人粮关系的区域差异和国家粮食安全[J]. 经济地

       理, 2009, 29（11）： 1894-1897, 1917. 

  （上接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