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与农业生产
Soil and Agriculture

我国高产高效现代农业
发展的战略*
文 / 张福锁 1

马文奇 2

1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中心 北京 100093
2 河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保定 071001

【摘 要】 面对人口增加、粮食单产徘徊以及集约化农业环境代价日益加剧的严
峻局面，将高产和高效结合，持续提高作物单产，同时高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即实
现大面积高产高效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唯一选择。文章介绍了国
际高产高效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实例，分析了我国粮食作物高产高效的潜
力及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阐述了我国发展高产高效现代农业的“两步走战略”
的内涵、途径及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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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产高效是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量几乎没有增长[6]；
同时，
亚洲地区的水稻单

当前世界农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

产几乎没有增长 [5,7]；
并且，
在世界其他主要

严峻挑战，
既要保障粮食安全，
又要进一步

粮食作物生产地区，
也出现了大量的产量不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减少农业生产的环境

增甚至下降的报道 [8-10]。因此，
如何提高粮

污染。2050 年，
世界人口将可能达到 85 亿

食作物单产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首要问

—100 亿的峰值，
粮食需求也要增加 70%—

题。有关研究表明，
全球范围内，
当前三大

110%，
农业增产的压力巨大[1-3]。然而，
世界

粮食作物小麦、
玉米和水稻分别仅实现了产

上一些主要粮食生产国单产徘徊不前，
全球

量潜力的 64%、
50%和 64%[11]，
最新的研究显

粮食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4,5]。在小麦单产较

示，
如果灌溉和养分管理措施科学合理，
全

高的欧洲地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法国

球粮食产量可增长 45%—70%（玉米、
小麦

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小麦产

和水稻三大粮食作物将分别增产 64%、
71%
和 47%）[12]。因此，
如何尽可能地缩小产量

* 基金项目：
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创新团队（2012）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5 年 6 月 2 日

差，
提高产量水平已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世界
范围内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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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现代农业发展关注的焦点之一。

产高效现代农业道路的高潮。2011 年中国农业大

在关注粮食安全的同时，
国际上也高度关注

学在 PNAS 发表了关于通过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

农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
而通过提

理实现高产高效的研究结果 [17]，
成为国际上高产

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对外源养分等物质输入成

高 效 现 代 农 业 的 一 个 典 型 案 例 [18]；2012 年 美 国

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
因此，
建立和发展高

Cassman 课题组在 PNAS 发表文章，
对在美国部分

产高效的现代农业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热点。在理

地区建立的高产高效玉米生产体系的环境效应进

论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有 2009 年 Vitousek 等人

在

行了综合评价 [19]；
2014 年中国农业大学在 Nature

Science 上关于农业发展中养分利用的文章，
指出

上发表了他们联合全国 13 个单位历时 5 年，
在我

农业发展必须解决好养分利用失衡问题；Tilman

国玉米、
水稻、
小麦这三大粮食作物主产区实施了

等人 和 Burney 等人
[3]

[16]

[15]

连续在 PNAS 上发表文章， 共计 153 个点/年的田间试验结果。他们通过大样

指出未来解决农业粮食安全及环境协调问题的关

本的田间实证研究发现，通过土壤-作物系统综合

键是发展高产高效现代农业，
而不是土地扩张或

管理可以使玉米、
水稻、
小麦平均单产分别达到

不计成本的高产投入。由此可见，
高产和资源高

14.2 吨/公顷、
8.5 吨/公顷、
8.9 吨/公顷，
基本上可以

效已经成为国际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达到理论最高产量的 97%—99%[20]，
这一产量水平

上述挑战我国更为突出。一方面，
面对耕地

与国际上当前生产水平最高的区域（如西欧的小

面积持续减少和粮食种植面积扩大潜力非常有限

麦、
美国玉米带的玉米）相当。研究进一步证明，

的形势，
大面积持续提高作物单产仍然是保障我

与当前生产体系相比，
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在

国粮食安全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
高投入和资

大幅度增产的同时，
并不需要增加氮肥的投入，
大

源利用效率低的集约化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环

幅度提高了氮肥的效率。在水稻、
小麦和玉米上，

境代价（图 1），
进一步提高养分利用效率仍然是农

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氮肥偏生产力（每公斤氮

业生产的重要任务。由此可见，
将高产和高效结

肥生产的籽粒）达到 54—57kg N/kg, 41—44kg N/

合，
持续提高作物单产，
同时高效利用有限的资

kg 和 56—59 kg N/kg, 这一效率可与西方生态集

源，
即实现大面积高产高效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约化的体系相媲美。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
土壤-

的唯一选择。

作物系统综合管理活性氮损失，
以及氨挥发、
淋
洗、
N2O 等温室气体排放，
包括农资生产运输过
程、
农田耕作管理过程与农田直接排放等大幅度
降低。进一步的综合分析表明，
到 2030 年，
我国
农 业 只 要 实 现 这 一 产 量 水 平 的 80% ，而 保 持
2012 年的种植面积，
不仅可以保证直接的口粮
消费，
而且可以保证不断增长的饲料粮需求；
同
时，减少活性氮损失 30%、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1% [20]。这些新进展明确回答了当前我国粮食
生产的资源环境代价有多高、
未来粮食增产的

图 1 我国粮食产量和各种资源投入的历史变化

2 高产高效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
在高产高效的实践道路探索方面，
近年来以
我国为
“领头羊”
，
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探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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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多大、
是否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
未来粮食增产能否以更低的资源环境
代价来实现等重大问题，
为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理论、
技术和政策上强有力的支撑。

我国高产高效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

3 中国粮食作物高产高效潜力分析

利用率 40%为目标，
小麦、
玉米和水稻增效

近年来，
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
“十一连

潜力分别为 28%、
18%和 18%，
相当于氮肥

增”
，
粮食单产也有了一定幅度的提高，
主要

利用率分别可提高 11%、
7%和 7%；
对于小

作物高产纪录也不断刷新。但从现实产量

麦氮肥利用率增效潜力，
华北和长江流域大

与潜力产量的差距看，
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产

于西北麦区；
对于玉米，
华北和西南大于东

量提高潜力非常巨大[21-24]。根据
“十二五”
期

北；
对于水稻，
双季稻远大于单季稻；
单季稻

间
“973”
项目
“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栽培与资

中，
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大于长江下游和东

源高效利用的基础研究”
的研究结果 [25]，
三

北[25]。如果以氮肥生产效率（PFP）为养分效

大粮食作物小麦、
玉米和水稻分别实现了理

率指标，
国际上认为 40—80 kg/kg 比较适宜

论产量潜力的 46%、
33%和 35%，
即小麦、
玉

[29]

，
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与此仍有较大差异。

米和水稻分别有 117%、
206%和 186%的增

从 PFP 提高潜力看，
小麦、
玉米和水稻分别

产潜力，
相当于每公顷可增产 7.0 吨、
15.7 吨

为 45%、
55%和 41%，
相当于每公斤氮肥生

和 13.5 吨。如果以试验中已经实现的最高

产的粮食分别增加 14 kg、
19 kg 和 16 kg[25]。

产量为标准，
小麦、
玉米和水稻的增产潜力

可见，
三大粮食作物氮肥利用效率具有很大

分别为 84%、
117%和 73%，
相当于每公顷可

提升空间。

增产 5.0 吨、
8.9 吨和 5.3 吨。即使与同一肥

4 实现高产高效潜力还需要解决的关

力水平下 30%高产农户的平均产量相比，
小

键问题

麦、
玉米和水稻仍有 18.2%、
16.3%和 14.3%

要实现高产高效潜力，
还需要解决以下

增产潜力，
相当于每公顷可增产 1.1 吨、
1.2

几个关键问题。

吨和 1.0 吨。三大作物相比，
增产潜力总体

4.1 如何缩小农户间产量和效率差异

玉米最高，
小麦和水稻较低。区域间相比，
长江流域和西北麦区增产潜力大于华北麦
区；
东北和西南区玉米增产潜力大于华北。
由此可见，
三大粮食作物仍有很大的可实现
增产潜力，
如果将农户平均产量提高到 30%
高产农户的平均产量，
三大粮食作物可以增
产 15%以上。

块作物产量和效率直接决定了整体产量和
效率。非洲小农户的研究表明，
农户资源禀
赋等特征决定了其作物产量和养分效率，
给
农户提供可选择的多种技术选项是提高作
物产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 [31]。本文课题组
发现，
在一个小区域（一个村或一个乡镇）

同样，
粮食作物也具有很大增效空间。
以氮肥为例，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粮食作物
氮肥利用率为 30%—35% [26]，
2001—2005 年
期间，
小麦、
玉米和水稻的氮肥利用率在不
同地区间的变异也很大，
平均为 27.5%

农户作为作物生产的最基本单位，
其田

[27]

和

28.7% ，
不到 30%，
而国际一些专家认为氮
[28]

肥适宜利用率为 30%—50%，
管理比较好的
条件下可以更高[29，30]。
“十二五”
期间
“973”
项
目
“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栽培与资源高效利用
的基础研究”
的研究结果表明，
如果以氮肥

内，
同一作物产量和效率仍然存在很大的农
户差异；
而对多农户小地块，
采取同一品种、
同一肥料、
同一技术对策的标准化管理，
连
续 3 年增产 15%、
增效 20% [32]。在教学科研
单位和当地农业技术部门支持下，
通过技术
竞赛也能够大幅度提高产量和效率 [33]。因
此，
通过综合技术集成、
标准化和技术服务
等，
缩小农户地块产量和效率差异，
实行标
准化作业是实现大面积高产高效的重要途
径。

院刊

259

土壤与农业生产

Soil and Agriculture

4.2 区域间如何实现均衡高产高效
区域间因技术模式、
管理模式和技术
服务模式的不同，
高产高效潜力存在很大
的差异[34,35]。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黑龙江农
垦建三江分局 57.6 万公顷水稻平均产量
达到 8.87 吨/公顷, 比黑龙江省水稻（建三
江除外）平均产量 7.27 吨/公顷提高 22%；
氮肥用量为 105 公斤/公顷, 比全省平均
155 公斤/公顷少用 50 公斤/公顷, 氮肥生
产效率提高了近 1 倍 [25]。说明，
创新区域
技术模式、
管理模式和技术服务模式对于
大面积实现高产高效十分重要。

4.3 提升土壤地力对高产高效的重要性
土壤是作物生产的基础，
土壤地力水

图 2 高产高效现代农业土壤作物综合管理理论创新与
技术实现途径示意图

提出实现高产高效的两步
平直接影响作物的高产高效，
随着地力水平提高， 高效难以协调的现状，
第一步，
在现有产量和资源效率的
所获得的优化管理产量和养分效率均相应增加， 走策略（图 3）：
两者成显著正相关关系 [36]。然而，
我国土壤的基

基础上，
通过主要作物体系高产高效关键限制因

础地力仍然较低。因此提高土壤的基础地力是实

子消减，
大面积实现产量增加 10%—15%，
水肥效

现我国种植业高产高效的基本保障条件，
也是作

率提高 20%；
第二步，
通过高产高效理论与技术创

物实现增产潜力的主要途径之一。

新，
找到实现产量和效率同时增加 30%—50%的

4.4 技术、
经济和政策的综合管理

突破口，
为解决我国粮食安全和资源高效的国家

高产高效的实现，
除依赖于关键技术创新与

重大需求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和决策建议[25]。

集成之外，
还需要其与经济、
政策的紧密结合。在
技术层面，
需要围绕
“土、
肥、
水、
种、
密、
保、
工、
管”
进行各种关键技术的综合。为此，
我们提出
“土
壤-根际-作物”
三位一体综合管理的高产高效理论
和技术创新与实现途径的新思路（图 2）。在经营
管理层面，
要注重技术与经济的综合。另外，
要注
意技术与政策的结合，
通过刺激、
惩罚等政策手段
来促进高产高效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5 我国发展高产高效的“两步走战略”
建议
“十二五”
期间，
“973”
项目
“主要粮食作物高
产栽培与资源高效利用的基础研究”
，
以我国三大
粮食作物小麦、
玉米和水稻为研究对象，
针对满足
我国人口持续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大幅度增加粮食
单产、
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压力的需
求，
以及农业生产与科学研究中作物高产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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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发展高产高效农业的
“两步走战略”目标

5.1 不同区域大面积增产增效 10%—15%策略及
其技术应用模式
5.1.1 根据区域和作物特点，制定增产增效策略
实现增产增效 10%—15%的关键是处理好产

量增加与投入水平变化的关系，
这与区域和

索降低机械化服务成本的机制。

作物特点有关。因此，
需要根据区域和作物

5.1.4 构建高产高效技术创新和服务平台

特点，
制定增产增效策略。

主要包括：
（1）建立高产高效试验网，
即

5.1.2 进行技术集成与创新

根据我国区域土壤、
气候和作物特点，
进行

主要包括：
（1）充分利用区域光温条件， 区域布点，
分别建立区域高产高效技术创新
构建理想群体，
为高产高效打下基础。
（2）在

和服务试验站，
进行主要作物的高产高效技

进一步创新水肥供应与作物需求的时空匹

术集成、
优化和示范。
（2）设置高产高效共性

配技术的同时，
应根据我国各个区域作物高

关键技术专项，
与高产高效试验网结合，
进

产水平和高效目标要求，
提出主要作物养分

行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制。
（3）建

和水分总量控制指标。
（3）利用现代信息和

立综合专家咨询组，
对高产高效重大关键问

计算机技术，
进行追肥、
施药和灌水等苗情

题，
开展专项调研，
进行综合分析、
咨询指导

分类管理技术的创新，
实现生育期间的优化

和成果凝练。

管理。
（4）进一步开展与水肥一体化技术配

5.2 大幅度增产增效 30%—50%的技术需求

套的灌溉机械、
肥水供应方案、
肥料品种等

与重点科研领域

的集成和创新，
逐步建立实时高效的水肥一

5.2.1 区域增产增效潜力及应用模式研究

体化支撑技术。

5.1.3 进行服务模式创新

建立科学的养分效率差和产量差的定
量析因方法，
明确不同区域作物生产与养分

主要包括：
（1）技术服务模式创新，
如科

管理现状与提高潜力，
研究气候等自然环境

技小院模式（图 4）扩大试点并探索推广应

变化对作物生产和养分管理技术的影响，
研

用的机制。
（2）农资产品销售和施用服务模

究作物高产高效技术大面积推广实施的有

式创新，
重视产品服务新模式的探索和应

效模式，
构建高产高效的政策保障体系。

用。同时，
应加强基层经销人员的培训和管

5.2.2 资源高效机理及其技术

理，
逐步建立准入制度，
确保肥料、
农药、
种
子等产品的质量及其适用性。
（3）农机服务
模式创新，
急需加强对机手的培训，
强调持
证上岗，
确保操作质量。加强培育市场化服

（1）区域光温资源高效利用的机理与技
术：
其关键在于充分利用当地生态条件，
建
立合理的群体结构，
协调个体与群体以及源
与库之间的矛盾，
使群体光合物质生产发挥

务主体，
例如农机合作社和农资经营者。探

最大效能。重点应研究区
域光温资源与现行作物种
植体系的匹配程度，
影响产
量进一步提高的因素与主
控过程，
以及可能的提升途
径。
（2）高产作物水肥需求
与水肥供应的时空匹配技
术：
以提高水肥资源利用效
率、
协调作物高产与环境保
护为目标，
在深入揭示高产

图 4 现代农业科研、技术创新与服务和人才培养的“科技小院”
新模式

作物水肥高效利用的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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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过程机理基础上，
以根层水肥的监控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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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to Develop High Yield and High Efficiency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
Fusuo Zhang andWenqi Ma
( Center for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Food Securit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and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aoding,071001)
Abstract With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population growth, per unit area yield of grain staggering, increasingly higher environmental cost of intensive agriculture,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high productivity and high efficiency to realize continuous growth in per unit area yield of grain, and utilize the limited resources. High yield and high efficiency (termed“double
high”DH) presents the only choice for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ternational cases in exploring the DH model in modern agriculture. In addition, it analyzes the potential of DH model in
China, and the ke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Finally,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implication of, roadmap to, and the measures
for developing DH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
Keywords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high yield and high efficiency,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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