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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农业的内涵及主要类型探析
杨 艳
渊安徽省宿州市农机安全监理站袁安徽宿州 234000冤

摘要 现代农业是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遥我国的现代农业是依据我国基本国情建立的遥本文主要阐述了
现代农业的内涵袁介绍了其主要类型及特点袁以期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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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农业大国袁农业现代化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现代

推动的农业大规模生产袁不需要大量劳动力去收割粮食遥工

化遥为了做好三农工作袁就要发展农业现代化遥农业现代化

业发展给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力袁保证了农民收入的提

件袁使机械得到了推广袁比如在三江平原尧华北平原这些主

高与稳定袁促进了农村的繁荣稳定袁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差距遥

要粮食产区袁大面积的种植需要大量人力袁机械的应用代替

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袁地域存在差异性袁导致农业发展水

了人畜力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袁提高了劳动水平遥

平不一致袁这给发展现代农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遥推动现代

传统农业多受到病虫害的侵袭袁化肥尧农药的出现袁使病虫

农业的发展袁不仅需要政策扶持袁还需要对现代农业理论进

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遥通过大棚技术尧地膜等种植瓜果

遥

[1-3]

行深入研究

1 现代农业的内涵
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农业科学技
术的形成和推广袁使农业生产技术由经验转向科学袁并通过

蔬菜袁可以让人们一年四季吃到瓜果蔬菜遥由此可以看出袁
只有利用现代物质条件武装农业袁才能够推动现代农业的
建设[4]遥

1.3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离不开发达的支持产业

这些手段提高农业的应用范围遥现代农业广泛应用在各个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体系袁服务体系的建立能够

领域袁现代科技尧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一些设备可以

推动农业的发展遥比如农业部门可以通过技术员下乡服务给

通过科学的方法推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遥现代农业在第二次

农户讲解最新的农业技术袁让农户可以根据自家农田的实际

世界大战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袁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农业现代

情况利用相应的技术提高产量遥农业生产体系由农产品的

化袁通过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尧土地生产率和商品

生产尧经营尧科研尧教育和服务等多个环节形成袁包括很多不

率袁农业类型也从传统种植业发展为现在的二尧三产业袁农

同的组织袁需要建立相关产业链袁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体

业发展方式也不再是普通的传统种植袁农业变为现代国民经

系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遥在现代农业

济的一个重要支柱性产业遥现代农业也不只限于种植业尧养

生产体系中袁需要对生产要素进行分析袁根据调研市场的需

殖业等原始的农业部门袁也开始向交通运输尧信息服务等产

求种植不同农作物袁通过对相关产业的支持保证农业的进一

业转移袁从第一产业扩大到现在的二尧三产业遥农业生产的

步发展遥

社会化程度大幅提高袁农业企业规模扩大袁农业生产的地区

1.4 利用现代发展理念指导现代农业

分工更加细致袁农业生产从自给自足的状态向专业化和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袁科学技术也在不断提高袁以适应

品化转变袁形成了农工商一体化遥现代农业的发展已然变成

社会的发展遥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改

了一个和农业发展相关的服务产业体系袁使农业生产尧农村

变遥现代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

面貌尧农户行为发生了变化遥

化袁已经从最开始的种植业尧养殖业等发展到农产品加工尧

1.1 运用现代科技提高农业发展水平

制造业等袁且与第二产业尧第三产业相结合遥现代农业的发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可以从以前种植收成全靠天的传统

展围绕农业生产袁二者相互依存尧相互促进袁把农业从一个

方式转变为利用自然规律和依靠科学改造自然袁成为科学

单一的经济体转向了综合的经济体遥自然经济变为高度发

化的农业袁使农业在动物学尧植物学尧物理学等科学的基础

达的商品经济袁成为商品化尧社会化的农业袁现代农业实现

上得以发展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袁把工业与农业技术进行结
合推广袁让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科学化程度逐渐提高袁能够
精准地进行农业技术推广袁利用大数据平台通过计算机进行
农业生产袁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天灾尧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遥
1.2 运用现代物质条件武装农业
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是互相适应的关系遥农业生产
率的提高和工业发展密不可分袁通过工业生产出的机械设备
作者简介 杨艳渊1971-冤袁女袁安徽宿州人袁高级工程师袁从事农业工程尧
农机制造尧农机监理尧农机教学尧农机推广等方面的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19-02-22

了经济效益尧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5]遥
1.5 运用现代经营方式推动现代农业

农业生产走上了区域化尧专业化道路袁现代农业的经营
方式主要表现为产业经营一体化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院一是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曰二是有利于优化生
产要素的组合曰三是有助于合理分配生产曰四是有利于提高
农民的联系袁给农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
权益遥把农村和城市的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袁能够进一步推
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袁促进城乡一体化以及城镇协
调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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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培养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

相比袁现代农业通过高新技术和科学管理换取对自然资源的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有技术尧有文化尧有知识尧懂经营

节约和对农业产出的索取袁使农业产出优质尧高效尧低耗遥

管理的现代新型农民遥因此袁要想发展现代农业就需要发展

通过精准农业技术进行播种尧配方施肥尧灌溉袁可以节省水

农村教育袁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袁培育出新型农民遥通过农

资源尧使国土资源不被破坏袁对田地进行实施监控袁监视农作

业科技支撑可以培养出新型农民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尧开展

物的长势袁利用现代技术收获农作物[7]遥

不同形式的科技培训袁可以让农民接受到先进的农业知识袁

2.4 品质农业

增强农民生态环境意识袁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可以

品质农业以农业规模化尧区域化为基础袁利用标准化生

保护农业生产环境袁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遥推动农科教相

产尧产业化经营手段袁提高农产品的品质袁追求更多的经济

结合发展袁大力推广农业技术袁让农业技术可以落实到农业

回报遥品质农业是利用品牌尧产品质量的认证袁让人们更乐

上袁培养出更多的科技大户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遥

于去购买农产品袁实现获得更高经济效益尧生态效益尧社会

2 现代农业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效益为目的的高产尧优质尧高效尧生态尧安全的现代农业生产

由于各个地区的农业特点不同袁在发展和经营模式上也

体系遥品质农业以提高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方式推动农业的

存在着不同袁比如在东北多是大规模生产袁采用机械化模式遥

快速发展袁要想生产出安全尧高品质的食品袁就需要改变当

以下为现代农业的各个类型和特点遥

前传统的生产方式尧加工技术和存储技术袁在卫生和检疫方

2.1 可持续农业

面要严格把关袁确保农产品可以安全地从田间地头运输到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袁是把技术尧

餐桌上袁生产出无公害食品尧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品质农

资源尧环境等因素协调起来袁使农业和农村协调持续发展遥

业的产品遥

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袁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遥

2.5 工厂化农业

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发展经济的目的袁又要保护好人类赖

工厂化农业是运用现代科技尧全新的设备和管理方法发

以生存的环境袁使子孙后代可以实现永续发展遥现代农业的

展起来的一种全面机械化尧自动化的生产方式袁能够让农作

可持续发展袁主要体现为在保证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袁尽可

物在人为创造的环境下进行生长袁其打破了自然规律的束

能地保护农村的各种生态景观不被破坏袁依存农业景观袁保

缚遥工厂化农业就像工厂批量生产一样袁是组织和安排人们

证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遥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多注

生产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袁其生产过程不会受到地形尧气候尧

重产量袁在畜牧业发展上一般多采用粗放型方式袁在农业生

水源的限制遥工厂化农业是借助大型温室袁进行集约型尧可

产上多使用化肥袁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

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生产方式[8]遥与传统的自然农业方式相比袁

造成了破坏遥而现代农业主要强调要节省资源袁保证自然环

工厂化农业可以利用机械化尧自动化的装备袁调节和控制植

境和生态的平衡袁在高产出尧高效益的同时还能够降低消耗袁

物的生长和繁殖袁给动植物提供适宜的生长空间尧温度尧水

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遥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的基本原

分尧营养物质等遥工厂化农业可以对农作物的播种尧生长以

理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袁结合传统农业的经验袁获得更高的

及灌溉等进行自动化控制遥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袁消费

经济效益[6]遥

群体也在不断增长袁利用工厂化农业可以给城市提供更多的

2.2 特色农业
中国幅员面积辽阔袁农业类型多样化袁每个地区有每个

菜源遥工厂化农业既可以使农业生产不再受自然规律的限
制袁还可以改善劳动者的生产和工作环境袁提高劳动生产率袁

地区独有的土地资源尧气候袁利用当地的农产品可以开发出

实现现代化生产遥

具有当地特色的现代农业遥特色农产品数量在生产规模上比

2.6 观光农业

较小袁比不上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规模袁在经济效益上也不够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袁人们对农业的需求已不再是简单

大袁但是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在商场中受到很多消费者的青

地食用农产品袁而是在欣赏的同时可以通过采摘获得乐趣遥

睐袁产品的销售量比较高袁市场的需求比较大遥我国地区的

因此袁观光农业应运而生遥观光农业是指利用城市郊区的空

区域差异性比较大袁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生产形成了

间尧农业的自然资源和一些民俗风情规划出的集农业生产尧

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优产区遥如安徽砀山素有野酥梨之

生态尧生活为一体的农业区域遥农民可以利用农村现有的设

乡冶之称尧萧县素有野葡萄之乡冶之称尧福建云霄县的枇杷有

备和环境把农田尧农产品和文化联系到一起袁充分发挥农业

野闽南开春第一果冶之称袁海南的木奶果尧湖南的牛卵坨等也

与农村的休闲娱乐功能袁游客可以到田间进行采摘袁如草莓

均闻名国内遥

园尧橘子园等袁还可以钓鱼袁参与农业生产活动袁体验田间地

2.3 精准农业

头的乡村乐趣遥现代农业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袁还可以改善生

现代农业产量高离不开精准农业遥精准农业是通过信息

态环境质量袁给人们提供观光尧休闲等生活性功能袁使人们

技术的支持袁根据空间的变异定位尧定时尧定量地建立一套

的生活多姿多彩遥

属于现代化农业操作的体系袁是一种把信息技术和农业生产

3 结语

相结合的新型农业遥精准农业通过野3S冶技术和自动化技术

综上所述袁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实现乡村振兴战

的综合应用袁把每个田间地头都进行细致划分袁让农民可以

略的基础遥当前袁我国的农业发展已经进入转型期袁加快转

更好地利用耕地资源尧科学的投入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

变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尧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袁能够为现代农业

质袁降低生产成本袁减少农业活动带来的污染遥与传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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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在 15.22%~57.86%之间袁麦饭石添加量和浸泡时间对农
药吸附率影响显著遥孔令建等[16]研究发现袁用自来水和 30 g

麦饭石浸泡长豆角 60 min袁可降低长豆角中甲拌磷残留率
达 70.3%遥
5 结语

在大力提倡野节本增效尧节能减排冶理念的当下袁天然材
料麦饭石的利用对实现绿色发展尧环境友好型农业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遥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壤问题袁麦饭石既能够提高
作物产量和品质袁又可以改良土壤尧吸附重金属污染物尧调
节土壤酸碱度遥因此袁将麦饭石制备成麦饭石矿物肥料或液
体肥等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遥
麦饭石的种类繁多袁不同麦饭石的成分含量也不相同遥
同时袁麦饭石利用效率低袁可以通过改性提高其特性遥丁 园
等[10]利用硫酸钠将天然麦饭石比表面积由 0.515 cm3/g 增加

至 1.281 cm3/g袁改性后的麦饭石对土壤重金属的阻控效果明
显提高遥阎福林等[17]在麦饭石中添加碳酸钠袁经高温煅烧后袁
提高麦饭石 SiO2 的溶出性 30 多倍遥

因此袁深入麦饭石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袁合理开发和应

用麦饭石有助于农业生产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袁也定会产生
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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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技推广网络袁能保证基本推广工作的开展遥下一步的工

大的农产业袁这是中国农民始终走不出贫困的根源遥因此袁

作是要深化农业技术改革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曰要进一步落

应加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袁对农村资源进行科学调整和利

实政策袁确保农技推广机构的稳定袁要坚决制止向农技推广

用袁加大人力资源尧科技资源尧信息资源的介入袁促进农业技

机构安插非专业人员曰要不断更新理念袁提高农技人员的素
质袁增强农技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术进步袁推动农业发展

遥

[3-4]

3.4 集中优势搞好示范

4 结语

以推行农业科技特派员为重点袁进一步提高为农服务水

政府要重视农技推广工作袁制定相关政策遥县级农技推

平遥现行的农技推广工作以技术服务为重点袁采取野技术示

广管理机构要重视基层农技推广员的管理和培训袁要确保

范+行政干预冶 基本推广方法遥随着市场农业的发展尧农民主

推广人员发挥出作用曰要研究新型农技推广模式袁强化农技

体意识的增强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袁必须创新行之有效的推广

服务袁将农业技术与农业产业化紧密结合袁推动农业发展遥

方式方法遥农业科技特派员采取政府推动和市场引领相结
合的方式袁按照自觉自愿尧双向选择尧利益共享尧风险共担的
原则袁选派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一线袁为农民提供直接有效的
技术服务遥同时要借鉴外地成功经验袁大力推行农业科技特
派员制度袁在机制创新尧选派规模尧服务成效上寻求突破袁不
断提高科技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5-6]遥
3.5 落实农技推广工作

霍邱县农技推广体系已基本形成了县尧乡两级比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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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提供助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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