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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稻生产发展的绿色趋势
徐春春，纪　龙，陈中督，方福平*   

(中国水稻研究所，杭州 310006)

摘　要：我国水稻生产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水稻生产绿色发展刚刚起步。该文在

全面剖析我国水稻产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水稻生产绿色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总结了我国

水稻绿色发展的做法与措施，介绍了发达国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举措，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水稻生

产绿色发展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水稻；绿色发展；绿色品种；绿色技术

中图分类号：S511        文献标志码：A

Trends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rice production in China
XU Chun-Chun, JI Long, CHEN Zhong-Du, FANG Fu-Ping*

(China 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Hangzhou 310006, China)

Abstract: Rice production in China i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traditional extensive mode which depends largely on 
the input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the green production mode is being proposed for rice.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rice industry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to 
adopt green production strategies in rice production. Further, we summarized the practices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rice production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major measures for green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green development for rice prod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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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口粮作物。2004 年以来，

我国水稻生产进入持续增产阶段，产量从 2011 年

起连续七年稳定在 2 亿 t 以上水平，特别是单产从

2003年的 6 060 kg/hm2提高到 2017年的 6 912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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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 852 kg/hm2，为确保国家口粮绝对安全作出

重要贡献。在水稻单产连续取得突破的同时，化肥

农药盲目过量施用、土壤酸化和板结、农业面源污

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引发社会各界对水稻生产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担忧，亟需加快构建一整套适应水稻

绿色发展的支撑保障体系，从而以水稻绿色发展引

领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农村绿色发展，为乡村振兴

作出积极贡献。

1　中国水稻产业发展形势

1.1　生产保持稳定发展，结构调优态势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改革统购统销体制，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推动稻谷总产不断迈上新台阶，1997 年首次突破 2 亿

t 大关，达到 2 0073.6 万 t，比 1978 年增产 6 380.6
万 t，增幅 46.6% ；1998 年我国启动第三次种植业

结构调整，导致 2003 年稻谷总产降至 16 065.5 万 t，
比 1997 年减产 20.0% ；2004 年以来水稻生产实现

恢复性发展，2017 年总产达到 20 856.0 万 t，比

2003 年增产 29.8%，并从 2011 年起连续七年稳定

在 2 亿 t 以上水平 ( 图 1)。同时，在近年来稻谷价

格市场化改革推进下，早稻面积不断减少，常规稻

与粳稻比重不断提高，水稻生产结构不断优化 [1-2]。

1.2　市场价格波动上涨，优质优价日益显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稻谷市场曾出现几次阶段

性波动，如 1984 年首次出现“卖粮难”问题后谷

价大幅降低，1993 年下半年至 1994 年上半年谷价

大幅上涨，1997 年至 2003 年谷价持续走低，2003
年下半年起谷价持续上涨等，总体呈现波动上涨走

势。2003—2012 年，在土地租金、劳动力成本、农

资价格等快速上涨推动下，水稻种植成本刚性增长，

加之国家最低收购价不断调高，早籼稻、晚籼稻和

粳稻收购价格分别上涨 170.1%、165.3% 和 153.7%；

但受低价大米大量进口、国内库存持续高企等因素

影响，2013—2017 年稻米市场价格持续低迷，甚至

短期价格出现持续下滑，与 2013 年相比，2017 年

图1  1978－2017年中国稻谷产量变化情况

图2  2000－2017年中国三种稻谷收购价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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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籼稻、晚籼稻和粳稻收购价格仅分别上涨 1.1%、

2.8%和4.4% (图2)。尽管普通稻市场价格持续低迷，

但优质稻市场价格行情较好，优质优价进一步凸显。

2017 年 10 月，湖南省在汨罗市举办了全国首次优

质稻田间拍卖，桃优香占、兆优 5455、泰优 390 等

3 个优质稻品种的拍卖成交价分别比普通晚稻谷市

场价高出 14.0%、14.7% 和 33.8%。

1.3　大米进口不断增加，大米出口开始提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米贸易主要以出口为主、

进口为辅，但 2012 年以来进出口形势发生逆转。

受国内外大米价差快速拉大影响，越南、巴基斯坦

等国家大米价格优势凸显，进口量连年增加，冲击

国产大米市场，2017 年大米进口量达到 402.6 万 t，
比 2011 年增长 6.1 倍。1998 年我国出口大米 375
万 t，是有史以来大米出口最多的年份，但此后出

口数量快速减少，2016 年仅为 39.5 万 t，出口国家

主要为日本、韩国和朝鲜，出口品种主要为优质粳

米，占 99% 以上。2017 年，我国大米加大去库存

力度，大米出口开始提速，包括积极开发非洲市场，

出口量增至 119.7 万 t，比 2016 年增加 2 倍 ( 图 3)。
1.4　消费总量低速下滑，需求结构显著升级

根据日本、韩国等经验，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

之后，人均稻米消费量开始稳步下降，如日本人均

大米消费量已由 1961 年的 121 kg 降至 2016 年的

50 kg 左右，韩国人均大米消费量由 1961 年的 127 kg
降至 2016 年的 80 kg 左右，而我国人均大米消费量

仍在 100 kg 左右。据《中国统计年鉴》，近 15 年我

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原粮消费量分别减少

7% 和 33%。预计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

肉禽蛋奶鱼等动物性食品以及其他食品消费量的增

加，人均大米口粮消费量将逐步下降，但人口刚性

增长也将增加部分稻米消费，大米消费量将在保持

高位稳定后出现低速下滑；同时，大米消费将会朝

着绿色化、优质化、专用化、定制化方向发展，需

求层次和结构显著升级，充分满足不同收入、不同

偏好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2　中国水稻生产发展的绿色趋势

2.1　发展环境深刻变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
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绿

色发展”概念。2008 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首次提出“绿色新政”。2011年，

经合组织 (OECD) 首次提出“绿色增长”概念，在

确保自然资产能够继续为人类幸福提供各种资源和

环境服务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是目前公

认比较权威的关于绿色发展的概念。2015 年 10 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作为

“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必须坚持的重要发展

理念。2017 年 9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创

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把农

业绿色发展摆在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突出位置，全

面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意见》发布，强调要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加强农业绿色生态、提质增效技术研发应用，推进

病虫害绿色防控，提供更多更好的绿色生态产品和

服务。2018 年 7 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农业绿色发

展技术导则 (2018—2030 年 )》，着力构建支撑农业

绿色发展的技术体系，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农

业绿色发展。总体看，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图3  1980－2017年中国大米进出口贸易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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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农业绿色发展实现

了良好开局，但支撑保障制度体系有待健全，发展

理念亟待转变，农业绿色发展才刚刚起步。

2.2　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增大，传统发展方式亟待

转变

我国水稻连年增产的背后是耕地、水资源和化

学投入品过度利用。全国城镇用地每年需要 40~46
万 hm2，且多数是优质耕地。1997—2016 年，仅东

南沿海 5 省 ( 直辖市 )，指上海、江苏、福建、浙

江和广东，就减少水田 140 万 hm2。耕地复种率高、

利用强度大，东北地区黑土层变薄，南方稻田重金

属污染严重。北方耕地面积占全国 3/5，但水资源

占有量不足全国 1/5，部分地区缺水却偏偏种植高

耗水的水稻，东北、华北地下水超采严重，黑龙江“井

灌稻”比重超过 70%。近 10 年水稻单位面积化肥

用量增长超过 10% [3]，氮肥利用率平均只有 35%，

有机肥用量不足，施肥的增产效应下降，过量施肥

导致土壤退化、江河湖海富营养化等问题。水稻病

害、虫害持续处于高发、重发态势，稻曲病、纹枯病、

条纹叶枯病等次要病害日益加重发生，近 10 年水

稻生产农药用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单位面积农药费

用增长超过 50% [3]。南方粳稻、直播稻面积逐年扩

大，除草剂和化肥用量相应增加，粳稻化肥用量、

农药费用分别比一季籼稻多出 50.6 kg/hm2 和 205.2
元 /hm2 [3]。直播稻田比移栽稻田除草剂使用多 1~2
次，总剂量大 2~3 倍 [4]。极端气象灾害日益增多，

南方高温热害呈常态化发展 [5]，水稻生产不稳定性

增强。总体看，我国水稻生产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

经营方式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面源污染和生态退

化的趋势尚未有效遏制，亟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推进水稻生产绿色可持续发展。

2.3　消费需求提档升级，绿色安全成为居民首要

需求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农产品

消费需求正从“吃饱”向“吃好、吃得安全、吃得

营养健康”快速转变，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显著增多。

从供给质量看，由于农产品安全生产不规范、监管

预警不到位，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繁发生，

镉大米、勾兑米、污染大米等事件屡有发生，对人

民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从供给能力看，我国

稻谷产量连年增加，2013—2017 年连续 5 年启动托

市收购，临储稻谷库存以每年 3 000 万 t 左右的规

模急剧膨胀，但政策性稻谷拍卖销售缓慢，2014—
2017 年累计销售仅 2 600 多万 t，国内稻谷库存仍

在 1 亿 t 以上，而且多为低端供给。从稻米供给结

构看，普通稻和优质稻比重失衡，消费结构升级对

口感佳、外观好的绿色有机稻米、中高档优质稻米、

营养功能性稻米需求增加，与以普通稻为主的生产

结构相矛盾。南方粳米消费增加，与以“南籼北粳”

为主的生产结构相矛盾。总体看，我国水稻生产多

而不优的问题较为突出，绿色优质专用产品供给还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只有深入推进

水稻生产绿色发展，实现从重数量向转方式、调结

构转变，才能更好适应消费结构升级需要。

2.4　绿色技术需求增加，生产方式亟待转变

农户是水稻生产决策、技术应用的主体，绿色

水稻品种、绿色生产技术、绿色投入物资等只有以

被农户接受和采用为前提，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并投入到水稻生产中，农户对新品种、新技术的实

际需求和接受意愿决定了水稻绿色生产的方向与前

景。2016 年，中国水稻研究所组织在全国水稻主产

区开展针对稻农品种和技术需求的问卷调查与深度

访谈，获取有效样本 1 663 个。数据分析表明，农

户对水稻生产节肥节药技术需求迫切，主要是化肥

成本较高、农药影响稻米品质。87.8% 的农户认为

当前非常有必要掌握化肥减 ( 少 ) 施技术，63.8%
的农户选择精确定量施肥作为生产上最需要的减肥

技术 ( 表 1) ；95% 以上的农户认为当前非常有必要

表1  农户节肥技术需求与需求类型调查

 需要(%) 不需要(%) 无所谓(%) 高肥高产技术(%) 低肥中产技术(%) 精确定量施肥(%)
全国 87.8    7.9  4.3  28.4    7.8  63.8 
华北 92.2    5.9  2.0  23.5  23.5  52.9 
东北 79.5  15.9  4.6  29.4    4.3  66.4 
西北 91.5    6.8  1.7  40.7    8.5  50.9 
长江中下游 90.8    4.0  5.2  22.7    6.5  70.8 
西南 86.0  11.0  3.1  32.5  12.1  55.4 
华南 90.8    5.3  4.0  37.0    7.9  55.1 
数据来源：针对全国六大稻区1 663份稻农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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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农药减 ( 少 ) 施技术，46.7% 的农户选择抗病

虫品种作为生产上最需要的病虫害防治技术 ( 表 2)。
总体看，与新型肥料、新型农药等物化投入产品相

比，农户更加信赖水稻品种本身具备的节肥节药特

征，对未来我国水稻育种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只

有加快培育具备养分高效利用、抗逆性强等绿色性

状的水稻品种，才能适应农户对未来水稻生产的需求。

3　中国水稻生产技术的绿色实践

3.1　绿色水稻品种选育

21 世纪初以来，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率

先提出“绿色超级稻”育种理念，要“少打农药、

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并领导开展了“绿

色超级稻”的绿色性状基因发掘与种质创新、绿色

品种选育等研究工作 [6-8]，培育了一批具备多个绿

色性状 ( 抗 2~3 种主要病虫害或节水抗旱、优质高

产、氮肥高效等 ) 的水稻新品种。上海市农业生物

基因中心罗利军团队培育的节水抗旱稻系列品种在

高产稻田种植可大幅度减少灌溉用水和化肥及农药

施用，在中低产田表现高产稳产，在“玉米改稻”

和“棉改稻”上得到成功应用 [9]。中国科学院遗传

与发育研究所储成才团队从籼稻中克隆出高氮利用

效率基因 NRT1.1B，将其导入粳稻品种，可以明显

提高粳稻的氮肥利用效率和产量 [10]。湖南启动“镉

低积累农作物品种筛选与选育”重大科研攻关项目，

2014—2016 年共筛选出应急性镉低积累水稻品种

25 个 [11]。湖南农业大学通过基因组编辑技术与水

稻杂种优势利用技术的集成创新，在国际上率先建

立了培育低镉籼型杂交稻亲本及组合的技术体系 [12]。

2017 年 8 月新修订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 ( 国
家级 )》正式施行，按照高产稳产、绿色优质和特

殊类型 3 种类型对主要农作物品种进行分类，改变

了过去以产量为单一评价指标的品种审定体系。

3.2　化肥农药减施技术与模式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吕仲贤团队集成了一套较完

整的水稻害虫生态工程控制技术，制定了地方标准，

通过选用抗病虫品种，种植诱虫植物、开花植物，

选用性诱剂、生物农药等措施，在确保水稻产量无

显著差异的同时，有效控制稻飞虱的种群数量，达

到化学农药使用次数减少 3 次、杀虫剂使用量减少

75% 左右的效果，对稻田生态系统的修复作用十分

明显 [13-14]。湖南省成立了天敌繁育中心，研制了国

内第一台赤眼蜂寄居卵自动包装机，通过人工或无

人机释放赤眼蜂，生态防治水稻二化螟、稻纵卷叶

螟，大面积防治效果得到验证 [15]。中国水稻研究所

傅强团队研发的“三防两控”轻简化药剂防治区的

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防效分别达到 99%、

99%、97%，比农户稻田本田期减少用药 2 次，减

量 35%，防效提高 8%，杜绝了水胺硫磷等高毒农

药的使用 [16]。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在黑龙江、江苏、

安徽等地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该技术实现了插秧

同步施肥，返青分蘖不追肥，减少了人工作业次数，

节约了劳动成本，同时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减少了

肥料投入 [17]。

3.3　生态稻作栽培技术与模式

华中农业大学彭少兵团队创建了适于头季机收

的一种两收的机收再生稻技术模式，实现稻田一次

耕整、育秧和栽插，收获两季稻谷，具有省工、省种、

省水、省肥、省药、省秧田等诸多优势。在湖北的

综合示范试验证明，机收再生稻比一季中稻增产

53.9%，每产 1 t 稻谷减少农药用量 20%，肥料利用

率提高 6.8%，外观或食味均显著提高 [18-19]。湖北

潜江大力推广“虾稻共作”模式，实现小龙虾与水

稻共作共生，水稻生长过程中产生的微生物及害虫

为小龙虾的发育提供了充足饵料，小龙虾排泄物又

为水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物肥，亩均收益达到

表2  农户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需求

 抗病虫 高效对路 精准喷药的 科学喷药 准确的病虫 准备把握病虫

 品种(%) 农药(%) 植保机械(%) 方法(%) 情诊断(%) 害防治时期(%)
全国 46.7  12.3  4.3  5.4  14.9  16.5 
华北 45.1    9.8  2.0  0.0  13.7  29.4 
东北 48.5  12.9  8.0  5.8  12.3  12.6 
西北 55.9  18.6  3.4  3.4  10.2    8.5 
长江中下游 38.4  10.7  4.3  5.7  16.1  24.8 
西南 62.3    8.2  1.4  5.1  17.8    5.1 
华南 47.7  20.9  3.2  5.5  12.7  10.0 
数据来源：针对全国六大稻区1 663份稻农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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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0 元，是单一水稻种植效益的 4 倍，实现了绿

色优质和生态高效。中国水稻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共

同研发的池塘种稻技术从 2010 年起在南方地区淡

水养殖池塘示范推广，该技术以高秆壮秆、根系发

达的池塘专用稻品种为基础，种植水稻于水深不高

于 1.5 m 的养殖池塘，水稻生长所需肥料完全由养

殖池塘冗余养分供给，全生育期不施肥、不打药，稻、

鱼生态安全，是一项养种结合的新型农作制度 [20-21]。

3.4　绿色投入品研发与应用

生物农药研发被列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的重大研究领域与方向，成为中国农业科研与应用

的热点，如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开发的“纹曲灵”等

系列生物农药可以取代化学农药防治水稻纹枯病和

稻曲病等 [22]。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植保无人机、超

远程喷杆喷雾机等高效植保机械产品的研发与普及

推广也对水稻农药减量具有积极意义。油菜抗逆性

强、生长期短、有机物产量高，在南方两熟制地区

作绿肥推广使用，盛花期还田能提高土壤有机质、

全氮和全磷含量，培肥地力，是一种很好的稻田生

物培肥新途径 [23]。生物炭基肥将生物炭和普通化肥

有机结合起来，具有改良土壤、提高化肥利用率、

稳定增产、减少化肥使用次数和数量、降低环境污

染等优点 [24]。秸秆还田也是增加农田土壤有机碳的

重要途径之一，可以改善农田土壤理化性状，提高

土壤质量和养分循环利用效率，在水稻生产中已经

得到广泛验证 [25]。

4　发达国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经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日本、韩国、加

拿大、丹麦、法国等发达国家率先认识到大量使用

化肥农药引起的农业面源污染、农产品残留超标等

突出问题，陆续实施化肥、农药减量行动，通过制

定专门法律法规、加强绿色认证与标识、强化经济

手段以及开展培训教育等措施，推进农业绿色可持

续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4.1　制定完善法律法规，严格规范农业生产行为

日本农业政策曾长期注重增产增收与提高农民

收益，但过度依赖化肥农药带来的生态系统破坏迫

使政府调整农业政策。1992 年日本农林水产省通过

《新食物 / 农业 / 农村政策法》，1999 年颁布《可持

续农业法》，明确要求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采用农药

化肥减量技术 [26]。1970 年前后，美国在农业资源

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走入法制管理道路，20 世纪末

先后提出《清洁水法案》和《清洁空气法案》，对

养殖业、种植业中的养分使用进行了明确规定 [27-28]。

韩国 20 世纪 90 年代起农业政策重心由注重规模效

率的产业结构调整向农业环境保护方面转移，1997
年颁布《环境农业培养法》，2001 年修改为《亲环

境农业培育法》，明确了农民农药减量责任和农药

减量行为的奖励依据，2010 年农药施用量比 2000
年减少 50% 以上 [29]。此外，欧美在农业环境政策

上以休耕、粗放化经营为主线进行调整，采取减少

农业生产强度的方式来降低环境负荷 [30-32]。

4.2　加强绿色认证与标识，保障生态农民权益

美国最早提出绿色农产品理念，专门构建了绿

色农产品认证体系，绿色认证不仅反映在绿色生产

中，还贯穿绿色农作物从种植到形成产品的全过程，

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范标准，同时，绿色认证机

构由非利益第三方开展工作，保障认证体系的中立

性和独立性 [33]。日本实施“特别栽培农产品”、“生

态农户”等认定与标识制度，“特别栽培农产品”

要求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比当地习惯施用减少 50%，

并在外包装上记载生产过程、生产者和联系方法等

信息，增强消费者信任。“生态农户”可以享受政

府的无息贷款、税收减免等诸多优惠政策 [34-37]。韩

国实行亲环境农产品认证标识制度，环境友好型农

产品从农场、包装、栽培方法、用水、质量管理和种

子等多方面实行严格的认证制度，执行严格标准 [38-39]。

4.3　强化经济激励手段，有效引导农民减少化肥农

药使用

美国依托最佳管理实践 (BMPs) 政策来控制化

肥减量及农业面源污染，联邦政府专门拨付资金对

自愿参与到 BMPs 政策体系中的农场主给予一定的

农业补贴、技术支持或金融优惠等，促使农场主自

觉使用环保型、生态型的耕作技术，从源头上控制

其化肥使用 [40-43]。韩国政府 1999 年开始引进并实

施亲环境农业直接支付制度，补贴对象为获得亲环

境农产品认证证书的农民，给予每公顷 400~700 美

元的直接支付 [38]。丹麦政府对部分农药、化肥、抗

生素和生长激素等有害化学品征税，其中农药征税

率为 54%，除草剂与杀菌剂征税率为 33%，提高了

农业生产成本，农民农药施用行为更加理性、减量

效果显著 [44]。欧盟主要根据农户化肥使用导致的

农业面源污染情况采取差异化的环境税或污染税

征收标准，通过财税手段促进化肥减量 [45-47]。

4.4　重视教育培训，培育农民绿色生产意识与行为

美国各州均实行病虫防控咨询师制度，要求具

有农业相关专业学士学位或具备2年以上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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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必须修满 42 个专门学分并通过考试；普通农场

主必须由病虫防控咨询师提供书面推荐报告并获批

复后才能购买或施用限制级农药，或进行专业化、

社会化的防治服务 [48]。丹麦成为一位农民需要获得

相关资格证，通常要有 42 个月学习和农场实习的

经历，才能获得“技术农民”资格，再继续学习和

实习 24 个月，才能获得“绿色教育证书”。法律规

定 30 hm2 的农场只能由持有该证书的农民购买化

肥农药 [44]。加拿大农民培训实现法制化，大力开展

绿证培训项目，有知识的农民可以优先获得银行贷

款、购买土地等。安大略省 1987 年起执行农药安

全施用教育培训计划，农民施用农药需持证上岗，

否则将被罚款 250~350 加元 [49]。法国政府非常重视

农民培训工作，规定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取得合

格证书后才能取得经营农业的资格，并享受国家农

业补贴和优惠贷款 [50]。德国采用双元制农民职业教

育，农业生产相关人员必须经过 3 年的专业农业技

术培训，通过考试后才能正式从事农业生产，并且

有资格得到国家相关补贴 [51]。

4.5　强化生物农药创新，提高绿色发展科技支撑

近年来，生物农药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快速增长

态势，且增长速度远超传统化学农药，市值已从

2009 年的 13.3 亿美元快速增至 2016 年的 33.7 亿美

元，增幅 153%，占全球农药市值 5%。由于针对化

学品使用及农残限量的法规不断收紧，生物农药已

成为欧美国家合成农药的有利替代品，特别是以美

国、德国为首的技术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农药公司

在生物农药领域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1996—2015
年全球生物农药专利申请 72 325 件，授权专利

27 336 件，其中有效专利 18 208 件 [52]。根据判断

技术来源的方法，一半以上专利的发明人国籍来自

美国、德国和中国，日本也有大量的专利申请。目前，

全球生物农药专利前 5 名均为农药销售排名前 6 的

公司，专利年申请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说明跨国

农药公司对生物农药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投入大

量资金和人力用于生物农药研发。美国是全球生物

农药专利最多的国家，中国位居第三，生物农药专

利 6 747 件，但专利应用 13 834 件，专利逆差高达

7 087 件，是全球最大的专利逆差国家 ( 表 3)。

5　促进中国水稻生产绿色发展的措施建议

推进水稻生产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借鉴国际农业绿色发展经验，从政策、品种、技术、

布局等多方面综合施策，强化绿色技术模式的探索

和实践，加快构建适应我国水稻绿色发展的支撑保

障体系，从而促进水稻生产绿色、高质量发展 [53-54]。

5.1　加快绿色政策与制度创新

加快在划定的粮食功能区内建立水稻生态补偿

制度，补贴资金主要用于鼓励采用绿色优质品种和

绿色生产技术。提高化肥和化学农药市场准入门槛，

采取补贴奖励、贷款贴息等措施，加大对绿色品种、

有机肥、缓控释肥、生物农药和天敌等产品的补贴

力度。加强绿色生产经营和服务主体认定，开展“生

态农民”认定，取得该资格的农户才能享受惠农补

贴、试验示范、低息贷款等各类优惠政策。开展“绿

色技术经营服务主体”认定，取得该资格的经营主

体才可以在试验示范、资金借贷等方面享受更多优

惠政策。鼓励各地开展政府购买绿色防控公共服务，

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提升防

治效果。

5.2　加强绿色品种培育与应用

加快培育绿色性状突出的水稻品种，在不断提

高产量、改良品质的基础上，实现少打农药、少施

化肥和节水抗旱。新培育品种在兼顾产量和品质的

同时，还需具备多种绿色性状，如生物胁迫 ( 抗主

要病虫害 ) 和非生物胁迫抗性 ( 干旱、洪涝、极端

高温、低温等 )，或高效利用土壤中氮、磷、钾等

养分等。培育适宜富营养化池塘种植的池塘稻、耐

盐碱能力加强的耐盐碱稻等，充分发挥品种供给对

水稻绿色生产的引领作用。

5.3　强化绿色技术集成与创新

制定绿色技术标准，加强研发与集成推广省工

表3  1996—2015年生物农药主要技术来源国与应用国比较

序号	 技术来源国	 申请量/件	 序号	 技术应用国	 申请量/件
1 美国	 19 818 1 中国	 13 834
2 德国	 	9 992 2 美国	 	8 173
3 中国	 	6 747 3 WIPO   6 464
4 日本	 	6 358 4 欧洲	 	5 460
5 英国	 	2 959 5 日本	 	5 279
数据来源：刘熙东等(20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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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力、减肥减药、高产高效、绿色生态等高效农作

制度和生态栽培模式。明确分区域、分品种绿色技

术评价标准，制定绿色技术和装备推广方案。加快

绿色环保、节本高效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如冬季

绿肥种植、有机肥替代化肥、化肥机械深施、秸秆

还田等技术，以及天敌生物防治和生态控制等绿色

防控技术的示范推广。因地制宜推广稻渔综合种养

技术，包括稻田养殖和池塘种稻技术。

5.4　优化水稻绿色产能布局

发挥区域性资源优势和有利条件，强化水稻产

能的绿色布局。东北地区严格控制“旱改水”，增

加地表水灌溉，推广耐低温、抗稻瘟病、水分高效

利用的水稻品种；长江中下游地区重点防范高温热

害，推广耐高温、节肥节药水稻品种；华南、西南

地区要在稳定水稻面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稻米

品质，提高区域自给能力；华北、西北地区应坚决

退出非生态性水稻生产，减少地下水过度利用。此

外，南方重金属污染区要强化生态休耕、修复和治

理，推广镉低吸收水稻品种，加强定期监测，动态

调整水稻种植面积。

5.5　构建绿色生产与认知体系

加快培养与构建绿色可持续生产体系与消费体

系，加强绿色水稻品种、技术等相关知识教育和培

训，提高生产者绿色生产技能。建立绿色高效生产

示范基地，通过典型示范、展览展示、经验交流等

形式，提高农户参与绿色生产的主动性。加强绿色

理念、政策法规的充分解读，使每一位种粮农民、

农资经营者和技术服务主体都能理解“绿色发展”

的深刻内涵，提高绿色意识、规范农事操作，主动、

自觉地发展绿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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