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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效生态农业本质上属于生态农业的范畴，是生态农业的升华和提高，是一种高质量的发展模式，它是中国

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实现农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文章基于CNKI文献数据库，利用CNKI及CiteSpace工具对

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高效生态农业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导向特征，但研究总体上还相对不足；高效生态农业具

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征，农业科技和经管科学领域对其关注较多；浙江大学等机构是研究的重要基地，但总体上长期持续

追踪研究还相对薄弱；研究形成了高效生态农业、生态农业、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等主题核心，不同主题间形成了不同的

网络关联关系，展现出一些热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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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人类对环境污染的反思及对石油农业模式的否定，生态农业思潮兴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

态农业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高效生态农业概念[1]，高效生态农业是

生态农业的升华和提高，其发展理念是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高效统一，其本质目标是追求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浙江省等区域发

展高效生态农业战略的带动下，高效生态农业的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与此同时，中国正

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农业发展也处于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刻，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不但符合现

代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五位一体发展目标，还契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更生的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因此，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又面临难

得的发展机遇。本文利用CNKI文献数据库，结合CNKI文献的可视化计量及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工具

对高效生态农业的研究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同时对研究状况进行综述，以便更好地把握高效生态农业的研

究现实，为促进高效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借鉴。文章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

是总体状况和样本选择；第三部分是研究动态分析；第四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五部分是简要评论。

二、总体状况和样本选择

国外文献较多涉及了生态农业的研究，但高效生态农业是中国学者提出的独特概念，在国外文献中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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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提及。鉴于此，本文研究范围为国内文献，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进行分析和样本选择。

（一）研究的总体状况

表1列出了高效生态农业研究的文献情况。截止到搜索时间和采用的搜索范围，自1987年以来，CNKI
共收录高效生态农业研究文献4562篇，其中2005年之前577篇、之后3898篇，成果主要集中于近十年左右，

其中2006—2011年是研究成果的爆发期，2012年之后逐渐趋于稳定。对比期刊文献数据，期刊文献总数为

1845篇，其中2006—2011年也处于高产期，2000年以后期刊文献所占文献数的比例较低，这同时也说明高

效生态农业发展问题不但得到理论界的重视，且得到社会媒体的广泛宣传报道。从核心类期刊数据来看，

总文献数为227篇，占比期刊文献率较低，一定程度上说明高效生态农业的研究层次还相对不高，从硕博士

论文数据来看，自2000年相关选题就得到关注，但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总文献数仅为105篇。

表1 高效生态农业研究文献统计表

年份

文献篇数

期刊文献数

核心类期刊文献数

博硕士论文数

年份

文献篇数

期刊文献数

核心类期刊文献数

博硕士论文数

年份

文献篇数

期刊文献数

核心类期刊文献数

博硕士论文数

1987
3
3
0
0

2000
70
50
9
1

2009
322
101
16
6

1991
2
2
0
0

2001
34
50
9
1

2010
452
137
19
10

1993
5
5
2
0

2002
66
48
9
2

2011
406
128
15
7

1994
8
8
2
0

2003
78
56
10
1

2012
270
91
9

13

1995
5
5
3
0

2004
76
46
11
2

2013
321
124

9
8

1996
8
8
2
0

2005
163
72
10
4

2014
283
98
5

12

1997
3
3
2
0

2006
466
170
19
4

2015
349
97
5

10

1998
23
22
5
0

2007
417
141
15
5

2016
251
110

8
13

1999
33
33
5
0

2008
388
131
14
6

2017
221
106
14
0

注：采用中国知网主题精确搜索方式，搜索关键词为高效生态农业，搜索时间为2017年11月20日（以下其他表格数据的时间节点也是如

此，不再一一说明）；核心类期刊文献包括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硕博士论文2000年之前无数据。需要说明的是，2001
年期刊文献数多于总文献篇数，这可能是统计口径和知网数据算法问题，但并不影响总体趋势分析

结合文献主题及研究内容，主题中直接冠以高效生态农业的第一篇文献是1991年田军仓等发表的《建

设“三三制”水土保持型高效生态农业是发展宁南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二副区黄河农业的正确方向》一文[2]，但

之后几年直接涉及高效生态农业主题的文献很少，自1998年开始增多且基本呈现现实问题研究导向特征，

如1998、1999年文献除了涉及微观典型模式研究外，对三峡库区、江苏锡山市均有研究。考察诸多文献，最

早对高效生态农业概念进行界定的是张国林、刘旗、罗勇1999年发表的《论县域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一文[3]，

而最早对高效生态农业概念特征进行较为详细论述的文献是金自学2000年发表的《高效生态农业研究》一

文[4]。自2005年，尤其是2006年以来，高效生态农业关注度大大提升。考察文献主题，除了三峡库区发展高

效生态农业得到持续关注外，浙江省、黄河三角洲、上海崇明纷纷得到关注。从文献主题和内容来看，除了

实践导向特征外，对基础理论研究、服务支撑体系、模式研究、实证研究等均有涉及。

（二）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CNKI数据库为基础，结合表1检索的文献，采用三级删选的方式确定代表性文献进行计量和知

识图谱分析。第一级，确定数据库标准。以CNKI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库、会议论文库为筛选范围，排除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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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数据库，同时以期刊论文库尤其是核心期刊数据为主，硕博士论文库和会议论文库为辅。第二级，确定文

献的选择标准。文献选择以标题中直接含有高效生态农业字眼为基本标准，同时辅之学术性强、参考价值

大、下载频次和引用频次高等标准。第三级，进行反复筛选，确定文献样本。经过反复筛选最终从4723篇文

献中选定120篇具有较高代表性的文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包括2篇会议论文、3篇博士论文、8篇硕士论文

及107篇期刊论文，这些文献基本上代表了高效生态农业研究的基本情况。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文选用CNKI数据库计量可视化分析及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CNKI数据库计量可视化分析基于文献给出了指标、总体趋势、关系网络、分布特征等直观可视化分析

结果。CiteSpace适用于多元、分时、动态复杂网络分析，可以有效析解各个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各类关联

关系[5~7]。

三、研究动态分析

（一）文献基本情况分析

代表性文献的总体趋势见图1，样本文献主要集中于2001—2016年，年均篇数为6.8篇，分布相对均衡，

2011、2014年文献数目较多，分别为 13篇、11篇，2004、2007年文献数目较少均为 3篇，其余年份为 6篇左

右。同时，图1给出了参考文献和引证文献的基本趋势，参考文献指被样本文献列为参考的文献，引证文献

指样本文献被其他文献列为参考进行引证。

图1 文献总体趋势分析

代表性文献的总体情况见表2，样本文献总数为120篇，对应的总参考数和总被引数分别为430和698，
其时间分布情况见图1。篇均被引数为5.82篇，同时由图1也可看出被引证情况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总体呈

现不断上升趋势。总下载数达到29172次，篇均下载数达到243.1次，一定程度上说明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问

题得到较多的关注，但下载被引比仅为41.79∶1，一定程度上又说明文献的参考价值存在不足。

表2 文献的基本指标

指标

文献数

总参考数

总被引数

数据

120
430
698

指标

总下载数

篇均参考数

篇均被引数

数据

29172
3.58
5.82

指标

篇均下载数

下载被引比

单篇最高被引量

数据

243.1
41.79∶1

70

表3展示了文献分布的基本情况。从学科分布情况来看，农业科技和经济与管理科学占比较高，一定程

度上也说明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问题具有学科交叉特征，经管领域和科技领域的关注占主流。从来源来看，

代表文献中包含6篇刊发于《上海农村经济》的文献，这些文献的主要特征是针对上海崇明高效生态农业建

设问题研究；《安徽农业科学》和《农业环境与发展》进入样本的文献数目均为5篇，前者涉及的研究主题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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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后者大部分集中于发展模式的探讨；《自然资源学报》和《中国生态农业学报》样本文献均为4篇，研究

的学术性和深度相对较强。由此可见，高效生态农业研究层次相对不高，缺乏成果传播的主流阵地。从基

金分布情况来看，其研究得到国家级、省部级社科及自然基金的支持，但总体上国家基金资助该主题的研究

还相对较少，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基金资助发表了4项成果。从研究机构分布情况来看，浙江大学是

研究的重要基地，贡献了14篇文献；湖南师范大学、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等也贡献

了部分成果。同时，主要以第一作者为基准考察作者贡献，邓启明和顾益康等针对浙江省、戴天放针对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方创琳和张放针对三峡库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研究贡献了较多成果，同时黄国勤等人也贡

献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总体而言，作者的阶段性和零散性研究特征明显，长期持续追踪研究相对欠缺。

表3 文献分布的基本情况

类型

学科

基金

项目

农业科技

经济与管理科学

工程科技Ⅰ辑

基础科学

社会科学Ⅱ辑

社会科学Ⅰ辑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基金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山东省科委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其他

篇数

86
78
19
14
11
6

4
3
3
2
2

103

比率（%）

39.6
35.9
8.8
6.5
5.1
2.8

3.3
2.5
2.5
1.7
1.7

85.1

类型

来源

机构

项目

上海农村经济

安徽农业科学

农业环境与发展

自然资源学报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其他

浙江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其他

篇数

6
5
5
4
4

83

14
5
5
4
4

86

比率（%）

5
4.2
3.3
3.3
3.3
83

10.4
3.7
3.7
3
3

64.2
注：数据来源于CNKI，因统计口径及数据重叠性等原因，部分项目比率之和并非100%
（二）文献引用情况分析

表4展示了被引量较高的文献的基本情况。样本文献中被引量超过10次的文献共有22篇，其中2003
年方创琳等发表的《三峡库区不同类型地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效益分析》一文被引量达到70次，下载

被引比为14.6∶1。考察样本文献中下载量较高的文献的基本情况，下载量超过1000次的文献共有4篇，其中

2007年邓启明的浙江大学博士论文《基于循环经济的浙江现代农业研究：高效生态农业的机理、模式选择与

政府管理》下载量达到3600次，年均下载量达到360次，被引量为12次，下载被引比为300∶1；2001年赖亚兰

的西南农业大学博士论文《重庆三峡库区高效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下载量为1408次，被引

量7次，另外2篇下载量超过1000次的文献在表4中有展示，其中石旭2008年的硕士论文下载量达到2888
次，年均下载量达到320.9次。综合分析样本文献下载引用的基本情况，文献的主题、来源等成为影响下载

引用的重要因素。

进一步分析样本文献的互引网络问题。样本文献所参考文献总被引次数较高的文献包括：李文华主编

的《生态农业》，张淑焕的《中国农业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翟勇的《中国生态农业理论与模式研究》，卞有

生、张凤廷的《中国农业生态工程的理论与实践》等，由此可见生态农业理论是高效生态农业研究的重要基

础。同时，样本内文献，顾益康、黄冲平《浙江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战略与思路》被样本文献共引8次，金自学

《高效生态农业研究》，刘玉晓、梁凤莲《中国高效生态农业的回顾与展望》，黄国勤等《高效生态农业概述》等

也被样本文献共引较多；非样本文献，李文华主编的《生态农业》，赖亚兰的《重庆三峡库区生态脆弱带农业

王宝义：高效生态农业研究的计量分析与文献综述

57



2018年5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16卷 第3期

可持续发展研究》，吴文良的《我国不同类型区生态农业县建设的基本途径与典型模式》，史志诚、赵怀仁的

《生态农业工程建设初步实践》等文献也被样本文献共引较多。高被引文献、高下载文献、高共引文献等均

是在做高效生态农业研究时可以重点参考的文献。

表4 较高被引量的文献统计

文献

三峡库区不同类型地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

式与效益分析

浙江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战略与思路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开发安全食品

我国高效生态农70业发展模式探索

三峡库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方向与重点研究

浙江高效生态农业的面临问题及发展理念

浙江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对策研究

湖南省不同高效生态农业模式研究

作者

方创琳、冯仁国、黄金川

顾益康、黄冲平

季昆森

石旭

方创琳、黄金川

黄冲平、顾益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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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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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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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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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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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热点分析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关键词网络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情况如下：高效生态

农业68次，中心度达到1.22；生态农业34次，中心度0.21；三峡库区13次，中心度0.25；黄河三角洲13次，中

心度0.04；可持续发展10次，中心度0.18；发展模式9次，中心度0.09；模式7次，中心度0.02；高效7次，中心

度0.06。可以看出，高效生态农业、生态农业、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是四个核心，而从时间趋势来看，四类核

心在2000年左右就展现基本趋势，其中以三峡库区为核心的相关研究基本集中在三峡移民初期，具有问题

情境导向特征，而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相关研究时间跨度最长，同时可持续发展是高效生态农业关注的重

要目标，而生态农业是高效生态农业研究的基础，但依托三峡库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研究已逐渐丧失热

度。与此同时，黄河三角洲、（发展）模式、高效、对策等也是高效生态农业研究中涉及较多的主题，而且随着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的确立，依托高效生态农业推进生态经济区发展的战略研究近年来也逐渐升温。

结合CNKI数据库计量可视化分析，进一步做关键词共现网络问题分析，总共现次数较多的几个关键词

包括：农业生产（26）、农业生态环境（20）、黄河三角洲（19）、农业发展模式（17）、农业基础设施（15）、三峡库

区（14）、生态经济区（12）、农业现代化（12）等。关键词之间共现关系较为紧密的包括：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

环境共现8次，农业发展模式共现6次；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均共现5次；黄河三角洲与

生态经济区、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均共现5次；三峡库区与农业生态环境共现4次，与农业生产共现3次
等。关键词共现网络反映出高效生态农业研究中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和彼此间的关联性。以农业生产为

核心的节点网络主要包括：农业生态环境、农业发展模式、黄河三角洲、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农业基础设

施、农村经济、生态效益、石油农业、效益农业、农业工业化等。以农业生态环境为核心的节点网络与农业生

产差别不大，网络关注点共同性较强。以农业发展模式为核心的节点网络主要包括：黄河三角洲、生态农业

模式、生态环境、生态经济区、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农业产业化、区域农业、农业持续发展、效益农业、农

业现代化等。以黄河三角洲为核心的节点网络主要包括：农业生态环境、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模式、农业

生产、农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生态农业模式、农业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农业结构、生态农业、

循环农业、农业持续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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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献综述

第二、三部分主要基于定量视角结合高效生态农业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及多方面关系脉络的剖

析，本部分将结合典型文献综述高效生态农业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概念特征代表性观点

高效生态农业概念虽然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被提出，但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同学者对其做了不同

的释义。在此，结合概念内涵、理念特征代表性观点进一步深化对高效生态农业的理解。

1. 概念内涵。赖亚兰（2001）认为“高效生态农业是在生态经济学原理的指导下，合理吸收传统农业精

华和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科技成果，以获得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相处，进而取得可持续发展的现

代化农业”[8]。顾益康、黄冲平（2008）将高效生态农业释义为“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理念创新、结构创

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为动力，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具有经济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本质特征的农业发展模式”[9]。这一释义成

为指导浙江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基本理念。东营市农业局在《黄河三角洲（东营）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规划

（2011—2020）》中将高效生态农业定义为：“按照生态学、节约集约化经营理念，通过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设计

和管理，实现物质能量的多层次循环利用和经济梯度增值，达到农业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化石能源的低消

耗，农业自身污染物的低排放，农业生物与环境的高耦合，农业生态产业集群化的产业发展目标。”这一释义

成为指导黄河三角洲（东营）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基本理念。同时，民进山东省委员会在《关于加快黄河三

角洲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建议》提案中将高效生态农业界定为“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

程的方法，通过对现有的农业生态系统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造、调整、修补和开发，实现农业经济高效、可持续

发展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10]。

2. 理念特征。金自学（2000）概括了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中强调的几个理念：系统内能流、物流、信息流的

转化效率最大化；系统生物资源、经济资源及社会资源的配置最大化；强调集约经营，形成持续稳定高产的

多元化体系等[4]。赖亚兰（2001）认为高效生态农业是多学科交织和综合成果的应用，核心在于按照生态规

律，通过自然和人工生态因子合理组合，构建结构稳定、自我修复能力强、实现物质与能量良性循环和有序

转化的，具有功能稳定性、环境优化性、投入节约性、结构进化性、品质改善和产量提高性等特征的农业生态

系统[8]。黄冲平、顾益康（2008）认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过程要强化四大理念：农业人本化理念、农业多功能

化理念、农业工业化理念、农业产业化理念[11]。黄国勤（2010）认为，从生态学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来看，高效生

态农业具有结构良、功能强、质量优、效益佳、环境优、可持续特征；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高效生态农业具有以

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农业工业化和经济生态化理念为指导，以农业资源集约、精细、高效和可持续开发

利用为前提，以科技创新为农业增长的主动力，以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体系为支撑的特征[12]。刘桂花（2016）
认为高效生态农业具有农业经济形态高级化、农业产业结构生态化、农业经济体系运作高效性及农业经济

体系和谐性等特征，具有环境友好性、可持续性、需要要素支撑等内在属性[13]。

目前，高效生态农业的概念内涵并未形成一致认识，但总体来看学者们基本是在生态农业基础上赋予

其定义，基本强调了农业发展对经济和生态规律的遵循，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

一，最终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强调高效生态农业是现代化农业体系，突出高效生态特征，它的发展不但

依托生态循环模式的构建，还需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它不但突出清洁生产理念，还迎合绿色消费

的导向。

（二）高效生态农业实践发展研究综述

通过中国知网的文献梳理发现，高效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导向特征，利用百度搜索引

王宝义：高效生态农业研究的计量分析与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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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进一步考察其网络传播热度，具体情况见表5。由表5可见，浙江省、上海市（崇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

态经济区（核心区东营市、滨州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三峡库区等地区是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及研究热度较

高的区域，重点对这些地区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表5 典型区域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网络传播热度

关键词

高效生态农业

浙江省高效生态农业

上海市高效生态农业

条目数

156000
20800
9460

关键词

崇明区高效生态农业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农业

东营市高效生态农业

条目数

27300
174000

7490

关键词

滨州市高效生态农业

鄱阳湖高效生态农业

三峡库区高效生态农业

条目数

6760
9020
7630

注：采用百度搜索，搜索时间为2017年11月20日
1. 浙江省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研究。程渭山（2006）分析总结了浙江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空间协调、时

间利用、物质能量循环、要素集约、功能拓展的五类模式，并提出了促进浙江省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六大机

制[14]。顾益康（2006；2008）、黄冲平（2008）对浙江省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发展战略和思路及发展

对策展开了系列探讨，提出了发展过程中坚持人本化、多功能化、工业化、产业化、生态化理念及推进理念创

新、结构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等具体思路[9][11][15]。邓启明（2007）基于循环经济理念对浙江省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起源、演变以及高效生态农业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系列论述，并对高效生态农业的典型

实践模式、成效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发展策略与政策建议[16]。林本喜等（2009）构建

了包含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浙江省富阳市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情况

做出了实证评价[17]。黄祖辉、林本喜（2009）根据不同的评价对象和农业发展模式构建了基于资源利用效率

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以浙江省高效生态现代农业为例构建了县（市）域和农户（场）不同指标体系[18]。邓启

明等（2011）结合浙江发展实际，对高效生态农业中政府扶持的重点产品、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重点项目进

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政府扶持政策与实施体系的构建思路与对策[19]。邓启明等（2013）又基于浙江省高

效生态农业发展状况，对影响农户参与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的意愿进行了调查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

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受到耕地面积、收入水平、是否参与合作组织、是否获得过金融贷款等因素的

影响[20]。

2.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研究。王洪涛等（2001）总结了黄河三角洲以水资源综合利用和开发

为中心的生态模式、农林牧渔相结合的“接口”模式、农田共生互利种植模式等五种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模

式，并对其效益进行了分析[21]。周新芳（2011）针对黄河三角洲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具备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以观念、结构、技术、组织创新推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22]。李文刚、王祥峰（2012）基

于黄河三角洲的特点和需求，分析了构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科技支撑体系的总体思路、重点领域和保障措

施[23]。田家怡（2013）结合黄河三角洲海岸带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提出构建高效生态种植模式、农林牧复合

型高效生态模式、高效生态畜牧业模式等九种模式[24]。冯立田等（2013）针对黄河三角洲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的优劣势，提出了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重视和发挥盐生植物资源作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适宜耕作模式和

种养模式等[25]。郭奇、郭洪海（2013）探讨了构建政策法规、农业标准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四大

支撑体系问题[26]。刘桂花（2016）对东营市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基本情况做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快培育新型

经营主体、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构建多样化社会化的生态农业服务平台等发展策略[27]。李念春等（2016）以黄

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建立了基于高效生态农业布局导向性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并进行了

现实评价[28]。

3. 三峡库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研究。重庆三峡库区所处中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带，属山地生

态系统，兼具复杂性、敏感性、脆弱性、成层性、关联性等特征，生态类型多样、农业结构单一[8]，对发展高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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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农业具有强烈的需求，1996年库区各县市开始探索发展高效生态农业[29]。严奉宪（1999）提出三峡库区发

展高效生态农业要注意研究和解决市场连接问题，应着力解决现实问题并发挥优势、实施项目与推广模式[29]。

赖亚兰（2001）对三峡库区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动力机制、技术进步机制、制度创新以及农户参与机制进行了

系统深入研究[8]。王顺克（2001）提出构建水域生态养殖产业带、沿江经济林综合产业带等五类高效生态农

业复合产业群[30]。方创琳等（2003）按照沿江河谷区、浅山丘陵区、低山区等不同区域设计了五种高效生态农

业发展的模式[31]。官冬杰（2006）针对不同海拔高度地区提出了三峡库区六种不同类型的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模式[32]。张军以、苏维词（2011）提出了三峡库区低碳循环生态农业发展的山地丘陵区土地立体开发利用、生

态渔业养殖型、生态林业、高效特色经济及城郊休闲观光旅游四种模式[33]。张放等（2003）结合三峡库区的实

际情况，提出了因地制宜、合理配置，融入自然、多样发展，绿色生态、储加增值等八项对策[34]。段小梅（2003）
剖析了三型库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必要性和优势以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七条促进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

措施[35]。

4. 其他地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研究综述。主要包括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海市、江苏省等的研究。

（1）针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研究。黄国勤（2010）结合高效生态农业的基本理论，全面分析了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类型、模式和技术，并提出了促进其发展的对策和措施[12]。戴天放、章志发

（2010）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区划分为三个区域，构建了由12项指标构成的区划指标体系，结

合评价结果和区域资源状况及发展要求指出了发展方向[36]。胡仲明等（2011）概括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

生态农业发展的技术创新、组织和制度创新、三大产业的联合配套三个发展框架，并提出了促进高效生态农

业发展的六个保障措施[37]。戴天放等（2017）针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农户、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主体行为展开研究，发现存在生产主体对高效生态农业的认知度较低、收益低于从事非高效生态农

业收入、政府支撑力度不高激励不足、行为主体关系作用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38]。

（2）针对上海市的研究。刘刚（2010）针对上海市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产业、区域、科技、组织、管理五大

模式进行设计[39]。石达棋等（2010）针对上海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强化产业化、提升产品

质量、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拓展经营管理方式、提高劳动者素质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40]。吴晓飞、袁玉琴

（2012）结合崇明发展实际，分析了立体效益、规模效益、有机效益、延伸效益、技术效益、品牌效益引领高效

生态农业发展的实践模式[41]。崇明党校课题组（2013）结合崇明农业发展现状，提出了立体种养模式、产业带

动模式、科技扶持模式、生态循环模式、融合发展模式等都市型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42]。许闻科、管帮超

（2016）结合崇明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特点，提出了“十三五”期间发展的具体措施[43]。

（3）其他地区的研究。还有学者针对湖南省、江苏省、江西省、河南省、张掖市以及特殊区域、生态农场

等实践问题开展研究。黄道友等（2002）针对湖南省六种典型的高效生态农业模式进行了分析，剖析了其结

构演变，揭示了资源要素配置、比较利益、技术进步等作用机制[44]。杜华章（2010）剖析了江苏发展高效生态

农业的比较优势、机遇和制约因素，从观念、制度、科技、管理、经营体制、生态体系创新六个方面提出对策建

议[45]。季凯文、彭柳林（2014）结合江西省地形地貌多样性特征以及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现状，总结了江西省种

养结合生态互补、农林间作与林下经济、立体综合开发等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五种模式[46]。赵伊娜（2015）利
用DEA分析方法对河南省高效生态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展开研究[47]。张平（2013）深入探讨了张掖市发展高

效生态农业的模式、技术进步机制、观念和制度创新、农户参与机制等问题[48]。同时，中国科学院蒋高明研究

员（2016）创办弘毅生态农场，集科研与实践于一体，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高效生态农业模式能够实现产量与

经济效益的双赢[49]。

（三）高效生态农业其他方面研究综述

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进行探讨。高飞、陈跃星（2008）探讨了影响高效生态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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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因素，并提出法制保障[50]。刘玉晓、梁凤莲（2008）回顾了中国高效生态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典型发

展模式，并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51]。杨新荣（2009）对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进行了经济学解读，得出的主

要结论包括：技术创新是广泛兴起的支撑；市场竞争是加速发展的动力；多元化、生态化、产业化、社会化是

发展的趋势[52]。黄国勤等（2011）对高效生态农业的概念提出、内涵特征、原理模式、关键技术等做了全面系

统的分析[1]。李仪（2014）提出基地实行农业的绿色规模化生产，平台实行价值链整合，政府提供资金、服务

及监督的“基地+平台+政府”的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全产业链集聚运营思路[53]。王宝义（2016）对中国高效生

态农业发展的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进行了系统梳理，明确了发展趋势和重点工作[54]。凌海波（2016）剖析了

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金融需求的特点，提出了高效生态农业金融服务的创新举措[55]。张富强、李凡（2016）基
于循环经济视角，探讨了高效生态农业形成的机理、相关模式以及政府管理策略，分析了龙头企业带动型、

农户公司带动型、农牧结合型三种模式，提出政府加强重点领域扶持力度、构建完善政策实施体系及推进组

织和制度创新等策略[56]。

五、简要评论

纵观高效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自1991年高效生态农业概念被提出，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历程，但真正的

研究起步是在2000年左右，专家学者主要基于三峡库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进行系列探讨，2006年浙江省提

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战略，促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同时随着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上海市崇明“生态岛”建设战略的确立，高效生态农业作为区域生态发展的重要战略又

进一步得到重视，促生了研究热潮。从文献数量来看，2006年可以视作高效生态农业研究的发展期，自2006
年以来高效生态农业的研究热潮经历了十余年历程，但总体上呈现“不温不火”的趋势。高效生态农业本质

上属于生态农业范畴，考察现有研究成果，众多研究实际上把高效生态农业等同于生态农业，同时还有部分

学者认为生态农业难以实现高效性因此无所谓高效生态农业，这些问题可能都影响到现实研究。

梳理研究文献发现：从研究方法来看，规范研究占主导，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实证研究成果近年才开

始出现，主要涉及实证评价研究、影响因素研究等；从研究成果发表情况来看，实践问题导向性的描述研究

较多，对高效生态农业理论深入研究成果较少，同时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从研究主体来

看，集中与零散趋势并存，如浙江省高效生态农业实践研究的主体主要是农业相关部门工作者及相应研究

机构，前者如顾益康团队，后者如黄祖辉团队、弘毅生态农场实验研究蒋高明团队，但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

态经济区、三峡库区以及其他区域和其他问题的理论研究，研究主体则相对零散；从实践研究关注的区域来

看，主要集中于明确将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定为发展战略的区域，如浙江省、黄河三角洲地区等，以及典型特

殊区域，如三峡库区等，虽然基于区域实践的理论研究近年来也呈现一定的扩散趋势，但总体上扩展较慢；

实践研究关注的内容主要包括现状及优劣势、模式路径、政策措施、支撑体系建设等，其中模式路径、政策措

施是主流，同时支撑体系建设及实证评价也逐渐增多。

总体来看，高效生态农业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基于部分地区实践的研究为地区发展高效生态

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但基于全国范围的研究还相对不足；众多研究成果基于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基础对

高效生态农业进行研究，但高效生态农业与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等生态型农业的关系却少有提

及，而高效生态农业的概念也未形成统一，造成了虽然都冠以高效生态农业，但其内涵却大相径庭的现实，

这对高效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非常不利，同时基础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以及实践发展研

究；生态型农业（如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可持续农业等）是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基础，这些方面的

理论研究已取得众多成果，为高效生态农业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但同时这些理论又存在交叉混合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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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政的现实状况，为高效生态农业的研究带来了困难，现实研究需要对一些概念形成较为一致的理解方

能更好地促进研究工作。因此，结合高效生态农业的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现状，形成对高效生态农业概念

内涵较为一致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高效生态农业的基础理论研究；结合中国资源状况和发展实际，加强对

全国范围内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研究；基于“空间-结构-组织-模式”相结合的多维研究及典型案例的剖析

研究等，将是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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