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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水稻生产面临作物高产优质、资源高效、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挑战，生产方式逐步转变

为规模化、机械化和轻简化，生产目标由单一的高产转型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现简要总

结中国水稻栽培技术的变革历程，由最初高产栽培经验的理论总结到现在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阐述

绿色高产栽培的内涵，未来水稻栽培需因地制宜地开展模式创新；并介绍三种绿色高效栽培模式 ( 再生稻、

双季稻双直播和双水双绿模式 ) 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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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rice green and high-yield managemen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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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ce production in China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including simultaneous improvement in grain yield 
and quality,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rge-scale, mechanized and simplified 
management practices are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one. In addition to high yield, the objectives of future rice 
production also include high quality, high efficiency, environment-friendly, and food safety. In this review paper, we 
briefly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rice cultivation from the previous high yield cultivation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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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current high yield and high efficiency management theory. The concept of green and high-yield cultivation 
was proposed, and in the future, site-specific farming system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innovated. In the end, 
research progress in three green and high efficiency production systems, namely the ratoon rice, the direct-seeded 
double-season rice, and the rice-crayfish system was introduced.
Key words: rice; green; high yield cultivation; ratooning rice; direct-seeded double-season rice; rice-crayfish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为保障

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据联合国经济和社

会事务部估计，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将超过 100 亿，

因此，人类未来仍将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 [1]。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水稻单产和总产大幅增加，

这主要得益于品种改良和栽培技术的发展 [2]。然而，

长期通过大肥、大水、大量农药投入来提高水稻产

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如土壤酸化 [3]、水体富

营养化 [4]、生物多样性降低 [5] 等。这些新问题和新

挑战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水稻生产正面临着重大转

型，需要在品种培育策略和栽培措施创新等方面做

出根本性改变 [6]。

直到 21 世纪初，提高并充分实现水稻品种的

产量潜力一直是水稻育种和栽培的主要目标 [7-8]。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育种先后经历了半矮秆化、

提高病虫害抗性、改良稻米品质以及通过杂种优势

和理想株型的利用进一步提高产量潜力四个阶段 [9]。

而中国的水稻育种进程则先后通过半矮秆化、杂种

优势的利用、亚种间杂种优势和理想株型结合 ( 超
级稻计划 ) 不断提高水稻品种的产量潜力 [10]。在后

基因组时代，科学家开始倡导通过分子设计育种聚

合多种优良性状，以应对未来水稻生产面临的各种

挑战 [7,11-12]。水稻生产面临以下问题：(1) 病虫害发

生逐年加重，大量施用农药；(2) 过量施用化肥，

土壤理化性质破坏；(3) 淡水资源短缺，稻田季节

性干旱时有发生；(4) 人口持续增长，粮食安全问

题严峻。针对上述问题，Zhang [7] 提出了培育绿色

超级稻的构想，旨在培育“少打农药、少施化肥、

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水稻品种，其绿色性状主

要包括抗病、抗虫、抗逆、营养高效、高产、优质等。

经过 10 年的努力，水稻绿色性状的分子机制和基

因克隆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12]。例如，

科学家在稻米品质形成与调控机制方面开展了系统

研究，并明晰了蒸煮和食味品质调控的分子机制 [11,13]，

还克隆了控制氮素利用效率的基因 NRT1.1B [14]、

DEP1-1 [15] 和 NRT2.3b [16]。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划 (“863”计划 )“绿色超级稻新品种选育”项

目的支持下，本团队评价了大量候选绿色超级稻品

种的氮素利用效率，并鉴定了一批氮高效水稻品种，

包括早、中、晚季籼稻品种和一季粳稻品种 [17-18]。

“良种配良法”，即具有优良性状的水稻品种必

须通过科学的栽培措施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中国

水稻育种技术的每一次变革均会引起栽培技术的重

大变革 [8,19]。2017 年，农业部颁布的品种审定办法

将水稻品种分为三类，分别是高产稳产品种、绿色

优质品种和特殊类型品种，其中绿色优质品种包括

抗病品种、抗虫品种、优质品种和轻简化栽培品种

四类。品种审定办法的改变既是中国水稻育种科学

家长期努力的结果，更是对 21 世纪以来中国水稻

栽培技术发生重大转型的适应 [7-8,12,20]。

1　中国水稻栽培技术变革历程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研究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及

其与外界环境的关系，探讨作物高产、优质、高效、

可持续生产的调控措施，以及构建合理种植制度与

养地制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途径，是农业科学中

重要的骨干学科之一 [21-22]。1958 年，由北京农业大

学李竞雄先生牵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作物栽培

学》，至今作物栽培学经历了 60 年的发展 [22-23]。在

此期间，中国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在理论建设、关

键技术创新和技术体系构建上不断进步，支撑了农

业发展由粗放生产到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 [22]。

中国水稻生产有以下问题：(1) 稻区分布区域

广、生态和生产条件差别大；(2) 中国水稻生产复

种指数高、季节矛盾大；(3) 品种布局和栽培制度

复杂，不可能形成大范围的、单一的水稻品种带 ；

(4) 由于人地矛盾突出，只能在主攻单产的同时兼

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 [8]。尽管如此，中

国稻作在如此复杂多样的自然、生产和栽培制度条

件下，创造了极为丰富多样的水稻稳产高产栽培技

术成果 ( 表 1)。凌启鸿 [8] 总结中国水稻栽培理论和

技术体系的发展大体经过三个发展过程：(1) 20 世

纪 50~60 年代，通过对陈永康高产栽培经验的理论

进行总结研究，初步形成了“水稻 — 环境 — 调控”

三位一体的高产栽培理论体系框架；(2) 20 世纪

70~80 年代水稻叶龄模式的建立和 80~90 年代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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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质量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建立，使高产群体形成

规律的诊断研究由定性向定量并向模式化、指标化

发展，栽培技术向规范化发展；(3) 20 世纪末 21 世

纪初形成水稻精确定量栽培理论与技术体系，不断

创造新的高产记录。邹应斌 [19] 认为长江流域双季

稻栽培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具有 3 个特点：(1) 随着

双季稻品种的改良，根据品种的形态特征和产量形

成特点，开展高产栽培技术研究；(2) 针对双季稻

高产栽培的限制因子，开展抗逆境栽培技术的研究；

(3) 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开展省工、轻简栽培技术

和机械化栽培技术的研究。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随着水稻生产中有机

肥施用减少而化肥施用大量增加，农村劳动力大量

转移和农业机械制造技术不断发展，水稻轻简化、

机械化和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快速发展 [19,24-25]。直播

栽培是将种子或浸种催芽的种子采用人力或机械、

飞机等工具直接播于已平整的水田或旱地，并进行

相应科学管理的种植方式。直播稻按播种动力可分

为人工直播、机械直播及飞机直播三种，按稻田水

分状况又可分为水直播、湿直播和旱直播 [26]。美国、

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国家的水稻生产于 20 世纪 70 年
代以后几乎全部实行机械化直播。作为水稻主产区

的亚洲，21 世纪初直播稻面积已达到 2 900 万 hm2，

约占亚洲水稻总面积的 21%，其中日本、韩国把机

械化直播稻作为省力低成本及集约化稻作的主要发

展方向之一 [27]。2000 年以后我国直播稻面积迅速

表1  2005—2018年农业农村部水稻主推技术

序号 主推技术名称 推介年份

1 超级稻栽培技术 2005
2 水稻旱育稀植技术 2005—2006
3 水稻轻简栽培技术 2005, 2008—2010
4 水稻超高产栽培技术 2006, 2008
5 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 2006, 2008, 2011—1016
6 稻鸭共育生产技术 2008—2009
7 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 2009—2010
8 寒地水稻旱育稀植技术 2009
9 超级稻超高产栽培技术 2010
10 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 2010
11 粳型超级稻综合配套栽培技术 2010
12 寒地水稻叶龄诊断栽培技术 2010
13 水稻钵苗机插技术(钵形毯状秧苗机插技术) 2011
14 水稻旱育栽培技术 2011—2016
15 水稻抛秧、摆栽与直播栽培技术 2011
16 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 2011—2017
17 超级稻“三定”栽培技术 2011—2016
18 水稻主要病虫害防控技术 2011—2016
19 水稻钵苗机插及摆栽技术 2012—2014
20 水稻抛秧栽培技术 2012—2016
21 水稻“三控”技术 2012
22 超级稻“稳穗增粒”高产栽培技术 2012
23 水稻灾害防控与补救栽培技术 2012—2016
24 水稻集中育秧技术 2013
25 超级稻区域化高产栽培集成技术 2013
26 超级稻高产栽培技术 2014—2016
27 双季稻机械化生产技术 2014—2016
28 再生稻综合栽培技术 2015—2016
29 稻田综合种养技术 2016—2018
30 机收再生稻丰产高效技术 2017—2018
31 水稻高低温灾害防控技术 2017—2018
32 水稻钵苗机插优质增产技术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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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安徽和浙江等省份直播稻面积占总播种面积

的 30%左右 [28-29]，湖南直播稻面积比例达到 70% [30]，

宁夏直播稻面积比例达到 95%。然而，由于直播稻

种植技术在生产中存在一定的风险，2005—2018 年

农业农村部水稻主推技术没有一项与直播技术有关

( 表 1)。水稻机插秧也是一种省工种植技术，毯苗

和钵苗机插高产栽培技术的不断优化促进了水稻机

插秧的快速推广 [25]。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统计，

2016 年中国水稻机插秧比例为 31.9%，其中黑龙江

省和江苏省的机插秧比例均远超其他省份。早在

2002 年，本团队已经指出中国水稻生产氮肥用量

偏高和氮肥利用效率低的问题 [31]，并于 2006 年率

先提出通过实时氮肥管理策略 (real-time nitrogen 
management, RTNM) 提高水稻氮素利用效率的方

法 [32]。此后许多学者提出了水稻高产高效管理模

式，如三定栽培技术 [33]、三控栽培技术 [34]、水稻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24] 和土壤 - 作物综合管理体系

(integrated soil-crop system management, ISSM)[35]等。

此外，安徽农业科学院在杂交旱稻丰产节水栽培关

键技术研究与集成应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36]。

2　绿色高产栽培的内涵

农民、作物栽培学家和政府针对中国水稻生产

不能再不计投入地追求单季超高产已经达成共

识 [6]。农民在生产实践中通过降低化肥和农药的投

入、采用轻简化和机械化栽培措施减少劳动力投入、

选用稳产优质的水稻品种以提高产品价格，最终实

现利润最大化。作物栽培学家则在现有品种的基础

上，积极探索绿色高产栽培技术。早在 2014 年，

彭少兵 [6] 针对转型时期中国水稻生产是否有必要追

求单季超高产、种植模式如何创新、栽培技术的轻

简化和机械化如何配合种植模式的创新以及品种改

良如何适应栽培技术的轻简化和机械化等 4 个方面

进行了战略思考。此后，多位学者针对中国水稻生

产转型的必要性、方向和策略进行了论述 [8,22-23]。

2013 年，中国政府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到

农业生产要“控肥、控药、控添加剂，严格管制乱用、

滥用农业投入品”。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

及“绿色”一词，旨在“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深入推进粮食高产创建和

绿色增产模式攻关 ( 表 2)。2015 年 2 月，农业农村

部印发《到 2020 年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方案》。该方案旨在解决中国农业生产中农药和化

肥盲目施用、施用过量，从而造成生产成本增加和

环境污染的问题。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多次提到“绿色

发展、绿色农业、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等。2017 年，

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农业绿色发展，并于 2017 年 9 月，由中共中央

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该意见针对当前我国

农业生产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改变、

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退化的趋势尚未有效遏制的问

题，提出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2018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

特色化、品牌化，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这一

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将促进水稻育种和栽培研究向

绿色转型。未来中国水稻生产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在

减少资源投入和保障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持续增加产

量，而且这一目标需要在全球气候不断变化的背景

下实现。在作物栽培学科建立 60 周年之际，其发

展方向由以前单一的高产目标转变为高产、优质、

高效、生态、安全
[8,22-23]。中国人多地少，随着经

济建设的发展，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因此高产是我

国水稻生产永恒的主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需求也由吃饱转变为吃好，这对稻米品质提出

了新的要求 [11]。而高产优质的实现需要同时兼顾绿

色发展，即高效、生态和安全 [8]。这一目标实现的

前提是机械化和轻简化 ( 尤其是作物建成环节 )，
在总产不降低甚至增加的前提下，降低劳动力投入

和减轻劳动强度，不增加农资投入，稳定地保障水

表2  2013—2018年中央1号文件有关关键词出现时间和频次

关键词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绿色 0 1 1 8 10 11
转方式/调结构 0 0 3 2   2   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0 0 0 1 21   2
化肥农药零增长 0 0 0 1   1   0
乡村振兴 0 0 0 0   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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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生产利润，通过提高复种指数或收获频次来降低

甚至消除单季作物追求超高产的压力和风险 [6]。因

此，未来水稻栽培需要因地制宜地通过模式创新和

管理措施优化，解决高产与高效、高产与优质、用

地与养地之间的矛盾，协调环境因素与高产、优质、

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实现“少打农药、少施

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绿色目标。

3　绿色高产栽培模式

3.1　再生稻

再生稻是指头季收获后，利用稻茬上存活的休

眠芽，采取一定的栽培管理措施使之萌发为再生蘖，

进而抽穗、开花、结实，再收获一季水稻的种植模

式 [37]。这种模式是温光资源种植一季水稻有余而两

季不足地区的理想种植模式。再生稻一次播种、两

次收获，头季产量与一季中稻相当，再生季产量可

以达到头季 50% 以上，有利于增加总产和促进农

民增收 [6]。2017 年，本团队在湖北省武穴市花桥镇

开展大田试验，比较了 3 种中稻系统 ( 中稻 - 小麦、

中稻 - 油菜和中稻 - 休耕 ) 与 3 种再生稻系统 ( 移
栽再生稻 - 油菜、移栽再生稻 - 休耕和直播再生稻 -
饲料油菜 ) 的产量；其中，中稻品种为隆两优华占，

再生稻品种为两优 6326 (移栽再生稻 )和黄华占 (直
播再生稻 )，两种模式均采用当地高产管理方式。

研究表明，再生稻头季产量平均为 8.80 t/hm2，而

再生季产量平均为 4.74 t/hm2，再生季产量为头季

产量的 53.8% ( 图 1，未发表数据 )。此外，种植再

生稻还是灾年减灾的有效措施，再生稻头季抽穗开

花期可以逃避长江中下游地区频发的高温危害，从

而保证第一季高产稳产。2017 年的大田试验表明，

一季中稻隆两优华占的平均产量仅有 7.25 t/hm2，比

再生稻头季的平均产量降低了 17.6%，这主要是因

为该年份中稻抽穗开花期遭遇高温，而再生稻头季

的生育期较中稻提前，可以避开高温 ( 图 1，未发

表数据 )。
再生稻栽培技术先后于 2009—2010 年和

2015—2018 年被农业农村部列为主推栽培技术，其

技术特征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2009—
2010 年为“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2015—2016 年

为“再生稻综合栽培技术”，而 2017—2018 年为“机

收再生稻丰产增效栽培技术”( 表 1)。再生稻在福

建高产地区再生季产量可以达到 8.81 t/hm2，两季

合计可达 19.31 t/hm2 [38]。头季人工收割条件下，湖

北省再生季产量也可以大面积达到 6.62 t/hm2，两

季总产量超过 15.0 t/hm2 [6]。然而，头季人工收割劳

动力投入大，农民种植再生稻的积极性并不高；而

头季稻机械收割对稻桩碾压破坏面积过大，降低了

再生季的产量。本团队针对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研

究，并集成了“机收再生稻丰产增效栽培技术”，

2018 年在湖北省推广面积有望达到 1 86 667 hm2。

再生稻的另一大优势是其再生季灌浆期间温度

适宜、施肥量少和基本不打农药，因此，再生季稻

米蒸煮与食味品质优，安全品质高。然而，关于再

生季稻米和晚稻稻米蒸煮与食味品质的比较还未有

人报道。此外，再生季稻米与头季稻米相比，某些

功能性代谢物质的含量是否发生变化也值得深入研

究。目前，本团队与湖南农业大学针对这一问题开

展合作研究，初步研究结果表明，与头季相比，再

生季稻米中某些酚酸类物质和脂类物质含量显著

增加。

3.2　双季稻双直播

传统的双季稻生产劳动强度大主要是因为每年

两次育秧和两次移栽，这导致中国双季稻种植面积

大幅降低 [6]。双季机械插秧可以解决劳动力投入的

问题，但是仍然需要两次育秧，而且早稻机械插秧

存在插秧过深、栽插密度较低的问题，双季晚稻存

在秧苗秧龄难以控制的问题。因此，发展双季稻重

在筛选和培育短生育期的双季稻品种，完善和创新

以抛栽、免耕、直播为主导的轻简化双季稻生产技

术体系，建立基于双季稻生产的作物多熟种植模式

和中低产稻田培肥技术 [19]。本团队针对双季稻双直

播种植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短生育期品种选育

与搭配、一播全苗和肥水管理等配套技术开展研究，

并取得如下进展 [39-41] ：

图1  2017年湖北武穴中稻与再生稻头季和

再生季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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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筛选国内外 81 份种质材料，获得湘早籼 6
号、早珍珠、特早 2961、早籼 615 等生育期和产量

性状适合双季直播的水稻品种。通过合理的品种和

播期搭配，在同一块田实现了水稻双季直播种植，

但存在早、晚季间茬口间隔较短的问题。根据生育

期和周年产量等性状，适合的品种搭配为：早季选

择湘早籼 6 号或早珍珠于 4 月 10 日左右播种，晚

季选择湘早籼 6 号、早珍珠或早籼 615 于早稻收割

后尽快播种 (7 月 20 日左右 )。
(2) 比较双季稻双直播系统和双季稻双移栽系

统的产量发现，通过合理的氮肥管理，双季稻双直

播系统的周年产量达到 14.5~14.7 t/hm2，较生产上

的对照移栽双季稻系统 ( 鄂早 18 + 两优 287) 产量

仅低 6.4%~7.8% ( 图 2)。
(3) 探究了双季直播稻的氮肥运筹规律，适合

双季稻双直播系统的短生育期品种的产量在 90~120 
kg/hm2 施氮量下达到最大值，相对常规移栽双季稻

氮肥用量显著降低。此外，由于双季稻双直播系统

早晚季生育期均较短，所需施肥次数也较少。

(4) 围绕水稻种子的引发方式、引发时间、引

发剂浓度、回干处理程度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筛选和

优化，最终得到了一套系统的引发操作流程，并分

别针对低温、渍水、干旱胁迫研制出了 2~3 种引发

剂配方。大田试验结果表明，低温胁迫下，引发处

理能使直播水稻的出苗率稳定提高 20% 左右，从

而保证一播全苗。

双季稻双直播模式可以显著减少双季稻劳动力

投入及劳动强度，有利于实现全程机械化种植；其

周年产量可以达到 15.0 t/hm2，相对一季中稻生产

风险降低，有利于实现高产稳产；早、晚两季的生

育期均较短，施肥次数减少和施肥量降低，有利于

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因此，该模式是一种绿色高产

栽培模式。然而，目前针对该系统开展的研究还较

少，尤其是高产优质抗倒伏超短生育期品种培育的

力度不足。

3.3　“双水双绿”模式

稻田种养结合是我国传统生态农业模式，始于

2 000 年前农民将剩余的鱼苗放在稻田暂养，而在

东南亚一些国家，稻 - 鱼共生模式可以追溯到 6 000
年前 [42]。新中国成立以后，稻田种养面积迅速增加，

并由原来传统、规模小、养殖单一的模式逐渐发展

为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和养殖多样化的模式 [43]。

“稻鸭共育生产技术”在 2008 和 2009 年被列为农

业部主推技术，而“稻田综合种养技术”自 2016
年连续 3 年被列为主推技术 ( 表 1)。张启发院士在

稻田综合种养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双水双绿”理

念，旨在要充分利用平原湖区稻田和水资源的优势

实行稻田种养，使“绿色水稻”和“绿色水产”协

同发展。近年来，湖北省率先开展了稻田养殖，出

现了“稻 - 虾”、“稻 - 鱼”、“稻 - 鳖”、“稻 - 蟹”、“稻 -
鳅”等多种稻田种养模式，2016 年全国稻田综合种

养面积为 60 万 hm2，湖北省稻田综合种养面积达

到 33.3 万 hm2，尤其是稻 - 虾共作模式 [44]。研究表

明，在稻田综合种养系统中水产动物占据 10% 左

右的稻田空间 ( 如沟、坑 )，但这些空间会使边行

稻株产生边行效应，从而弥补产量损失，因而水稻

产量并未显著降低 [45]。Ren 等 [46] 对国际上近 20 年
来发表的稻 - 鱼系统与水稻产量相关论文进行了荟

萃分析 (meta-analysis)，发现与水稻单作系统比较，

在不同情况下 ( 如不同水产生物类型 ) 稻 - 鱼系统

对水稻产量产生显著的正效应。对稻 - 虾共作模式

的研究表明，水稻产量比传统水稻种植模式增加

4.6%~14.0%[47]。

稻田种养不仅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也为农

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潜力。例

如在“虾 - 稻”互利共生体系中，稻秆腐烂促进水

体浮游生物生长，既为虾提供食物，同时也有效地

解决了秸秆还田矛盾；既有利于对稻秆的消化利用，

还有助于杀灭残存害虫，减少次年虫源，降低虫害；

虾的排泄物为稻提供有机肥料，从而制约了稻田农

药化肥的大量施用 [44]。对浙江南部稻 - 鱼共作模式

的长期研究也表明，与水稻单作系统比较，稻 - 鱼图2  2017年湖北武穴双季稻双直播和双移栽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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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产量不降低的情况下，农药和化肥使用量分

别降低 68% 和 24%[48]。稻田综合种养系统还可以

提高水稻对养分的利用效率，如在稻 - 鱼共作模式

中，鱼排泄物中的氮有 75%~85% 以铵离子的形态

存在，即鱼能够将环境中原本不易被水稻吸收利用

的氮形式转变成易于被水稻吸收利用的有效氮形

式 [49]。因此，“双水双绿”模式是一种绿色高产栽

培模式，能够有效地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

态平衡。

然而，该模式的推广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如稳粮增效与重虾轻稻、改良土壤和次生潜育

化、涵养水源与水资源消耗、水质净化与水体富营

养化、病虫草害有“抑”有“促”、生物多样性有“升”

有“降”等矛盾 [47]。针对上述问题，必须做好顶层

设计，积极示范推广“双水双绿”稻田种养模式，

以稻 - 虾为主，在有基础的地方鼓励稻田养殖其他

水产品种 ( 鱼、蟹、鳖、蛙等 )。全面优化稻田种

养体系和模式，尤其注重培育适合“双水双绿”种

养体系的专用优质和特色水稻品种与小龙虾新品

种，建立适宜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加强市

场和社会经济效益分析及相关政策研究，并建立若

干个“双水双绿”产业基地，开展新品种、新技术、

新模式的研发、示范与推广 [44]。

4　结论与展望

 “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低效益”的农业

生产模式为保障中国粮食的供给做出巨大贡献的同

时，也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由于生产资料

和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种植效益逐年降低，水稻

可持续生产面临重大挑战。规模化、机械化和轻简

化是未来水稻生产的重要发展方向，“高产、优质、

高效、生态、安全”是未来水稻生产的目标。

2005—2018 年农业农村部的主推技术变化趋势表

明，21 世纪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开始向机械化、轻简

化以及丰产增效转型。未来水稻栽培需要因地制宜

地通过模式创新和管理措施优化，解决高产与高效、

高产与优质、用地与养地之间的矛盾，协调环境因

素与高产、优质、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实现“少

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绿色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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