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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确认体系的构建
骆世明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构建操作性强的生态农业确认体系是推动生态农业被广泛认可和广泛推广的重要一步，是政府制定支撑
政策和建立生态农产品市场的重要前提。结合国内外的一些经验，文章提出了我国确认生态农业需要遵循资源
匹配、生态保育、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的底线原则。实现生态农业的方法应当有广泛的包容性，可以从传统农业、
民间实践、科研成果、高新技术中筛选吸纳、组装配套。在制定生态农业可操作性指标体系时，一方面需要全
国统一的生态农业确认原则，另一方面操作性强的生态农业指标体系需要结合各个地方的特点有针对性选定。
在具体指标确定方面，应当注意到不同自然与社会背景下，在理解生态农业的经营规模、经营主体、采用方法、
产生效益、社会改革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根据区域的关键瓶颈问题，解决这些瓶颈问题的关键措施，以及解决
了瓶颈问题以后所表现的关键状态，酌情制定。在生态农业的确认手续上，应当充分利用诚信体系和信息技术，
充分理解第三方认证和参与式保障体系的优点和缺点，取长补短，综合运用，有利于简化手续，加强可操作性，
以便加速生态农业的确认，加快生态农产品市场的发育与政府支撑政策的完善。
关键词：生态农业；参与式保障体系；循环农业；生态补偿；生态产品；政策法规体系
中图分类号：S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2020）01-0001-06

The setting up of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agroecology
LUO Shi-mi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To set up a practic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agroecology is a key step to push forward agroecology to be
widely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the public. It is also a precondition for government to make supporting policy and
market development for agroecology product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principle for agroecology
should follow the bottom line that farming practices are compatible with its resources, conserving and protecting
its eco-environment and guarantee for food safety. The farming methods adopted for agroecology should be very
inclusive. They may screen and integrate from traditional wisdom, farmers’ practices,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nd
high-tech innovations. The operational standard for identifying agroecology need a unified principle nationwide, but
a locally specified index. When making the identification index system, 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for agroecology farming on farm size, owner type, farming methods used, farm impacts, and change in social
management.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should be formed according to the bottle neck problems locally faced, the key
methods to solve them, and the key status appeared after solving them in the region. The credit recording syste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ould be used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ere ar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both the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method and the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agroecology should adop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hence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policy for agroecology.
Key words ：Agroecology;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circular agricultur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cological
products; policy and legal system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生态农业就已经
在我国得到发展，至今已经有 40 多年了。生态农
业的发展经历了开始时由学者和官员们理性的认识

驱动阶段，到了目前社会生活质量普遍提高，生态
环境与食品安全意识空前提高后的需求驱动阶段。
生态农业发展在 40 年里也经历了主要矛盾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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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生态农业模式与配套生态农业技术体系的
技术性瓶颈阶段，到了目前主要瓶颈在于如何让生
态农业获得政策法规支持，如何让生态产品在市场
上获得差别性标识，以便让生态农业走向普及，让
生态产品走向大众。我国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认
证工作早已建立了自己的体系，然而生态农业还没
有具体的认证或者确认体系。生态农业的确认是生
态农业得以广泛推广的关键一步。在日本推行“环
境保全型农业”中制定了生态农户的认定标准 [1]。
在韩国实施“环境友好型农业”中，确定了有机农
产品、无农药农产品和低农药农产品的认证标准 [2]。
欧盟在实施“多功能农业”过程中，通过制定“共
同农业政策”的交叉承诺（Cross Compliance）制度，
对农业经营的生态环境与动物福利提出了不达标要
惩罚的底线要求，以及有生态补偿的选择性行动指
南 [3]。美国则各个州提出一套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
“农业最佳管理措施”
，并且有明确的补贴标准，由
农民自主选择最合适的措施组合 [4]。生态农业的确
认不仅涉及生态农业的概念，也涉及生态农业确认
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和确认过程的操作流程。为此，
有必要梳理一下生态农业相关的概念、方法、特征
及确认的操作流程。

1 生态农业的确认原则
如果考究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世界各国陆续发
展起来的有关生态农业的各个流派，可以明显看到
其初衷就是要解决农业生产引起的资源耗歇、生态
破坏、环境污染和食品质量堪忧的问题，以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 [5-6]。因此，农业经营过程中出现了任
何有关资源耗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
的问题都肯定不能够称为生态农业。这四条标准可
以称为生态农业的红色底线。只要触碰任何一条就
可以做出否定性的结论。在这意义上，生态农业可
以定义为 ：生态农业是积极采用生态友好方法，全
面提升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努力实现资源匹配、
生态保育、环境友好与食品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农业方式。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了农
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支持
服务及其表现出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环
境效益。

2 生态农业方法的包容性
生态农业积极采用生态友好方法。生态友好
方法是指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借鉴自
然的方法。在生态系统不同层次，生态农业方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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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构建的模式包括 ：区域景观生态布局，生态系统
循环体系构建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在采用的技
术体系方面，生态农业注重资源的节约、替代与增
值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污染处理技术等 [7-8]。假
如说生态农业的模式是反映系统构成的相对稳定的
“硬件”
，那么与生态农业模式配套的多个技术构成
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就是保障生态农业顺利运转的
“软件”
。生态农业所采用的模式与技术体系的源泉
多样、内容丰富、包容性强。生态农业方法的可能
来源包括 ：优秀的传统农业方法、可行的民间农业
方法、常规的农业科研成果和高新技术的农业应用。
考虑到化肥农药使用量大是制约日本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日本政府在《促进可持续农
业生产方式采用的相关规定》中把化肥农药使用量
降低到推荐量 30%~50% 确定为生态农户的标准 [6]。
考虑到化工产品的绿色制造与绿色产品方向，以及
精确定量定位使用方法的出现，符合生态农业原则
的技术备选方案将会越来越丰富。

3 确认生态农业的指标框架
根据资源匹配、生态保育、环境友好、食品安
全的原则转化成为具体指标体系是一个涉及可操作
性的重要环节。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如果要制定一
套全国都适用的具体指标，涉及的指标数量会很多，
进而带来执行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
思路。第一个思路是制定地方标准。因为一个比较
小的区域，例如一个县、一个地级市，甚至一个省，
涉及农业资源、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的瓶颈问题
就可能降低到 10 个以内。这样生态农业的确认指
标就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了。美国的国土面积也相当
大，为此美国实施基于资源环境保护的农业最佳管
理措施（agricultural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就是
由各个州分别制定的 [6]。第二个思路是针对各地采
取什么关键措施才能够解决有关瓶颈问题。在化肥
使用量超标是主要矛盾的区域，可以参考日本做法，
以化肥使用量低于推荐量一定水平作为关键措施。
在缺水区域，如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域，建立一
个相对该区域平均灌溉量更低的灌溉指标是一个关
键措施。第三个思路是根据实施了关键措施的生态
农场所表现的关键状态来制定指标。例如，很多地
方土壤有机质不断下降。这显然是涉及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一环。如果采取了必要的生态农业措施，土
壤有机质会扭转下降趋势。因此，耕地有机质水平
可以作为一个备选的关键指标。
在制定特定区域生态农业的确认指标体系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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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基本原则
Basic
Principles

资源匹配
Resources
balance

一级指标
Level 1 Indicators

表 1 制定地方生态农业指标体系的框架
A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local agroecology indicators
二级指标
Level 2 Indicators

重要性评分
Importance
Score

关键措施
Key Measures

气候资源 Climate

温度、光照、降雨、灾害性天气
Temperature, sunshine, precipitation,
natural disaster

趋利避害的耕作制度
Farming system adapted to the climate change

淡水资源 Water

地表水、地下水
Surface water, ground water

节水、集水
Water saving and collecting technique

耕地资源 Farmland

数量、质量
Quality, quantity

有机肥施用、风蚀水蚀控制
Organic fertilizer use, soil erosion control

草地资源 Grassland

数量、物种、质量
Quantity, species, quality

草畜平衡
Balancing number of animals and yield of grasses

渔业资源 Fishery

数量、物种、质量
Quantity, species, quality

捕捞定额、禁渔期、繁殖放生
Quota for fishing, no fishing season, releasing
fish fingering

森林动态
Forestry dynamic

面积、物种、质量
Area, species, quality

保护区、植树造林
Conservation zone, reforestation

草地动态
Grassland dynamic

面积、物种、质量
Area, species, quality

保护区、退耕还草
Conservation zone, farmland back to forestry

农田周边
Around farmland

植被面积、物种数量
Vegetation area, species number

农田林网、田埂植被
Shelter belt system, vegetation along field edge

植被面积、物种数量
Vegetation area, species number

沿岸植被缓冲带
Buffering zone along river

植被面积、物种数量
Vegetation area, species number

乡村美化绿化
Greening and beautifying village

物种动态
Species dynamic

物种类型、数量变化
Types and quantity change of species

濒危物种保护措施
Protection of endangered species

外来物种
Invasive species

物种类型、数量变化
Types and quantity change of species

入侵物种防治
Prevention of invasive species

水体污染
Water pollution

COD、BOD、N、P、农用化合物
COD, BOD, N, P and other
agro-chemicals

控制化肥农药使用，畜禽废弃物处理
Reducing agro-chemicals, treatment for animal
wastes

空气污染
Air pollution

PM10、PM2.5、气味、能见度
PM10, PM2.5, smell, transparency

控制秸秆焚烧和养殖业气味
Control open burning of straw and control of
smell from animal production

耕地污染
Land pollution

重金属、农药、激素、化学品
Heavy metal, pesticide, hormone,
chemicals

控制工业污染源、控制农药化肥激素使用
Control pollution from industry, control the use
of agro-chemicals and hormones

固废污染
Solid pollution

垃圾、农药瓶、肥料袋、工程废料
Garbage, bottle for pesticide, bag for
fertilizer, waste from construction

垃圾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Garbage collection and reuse system

农药残留
Residue of pesticide

种类、浓度
Types and concentration

控制农药使用
Control the use of pesticides

亚硝酸盐
Residue of nitrite

种类、浓度
Types and concentration

控制氮肥使用
Control the use of nitrogen fertilizer

种类、浓度
Types and concentration

控制养殖业激素使用
Control the use of animal hormone

种类、浓度
Types and concentration

控制养殖业抗生素使用
The control of animal antibiotics

种类、浓度
Types and concentration

控制饲料重金属使用
The control of heavy metal used in animal feed

生态保育
溪流沿岸
Ecological
Along water channel
Conservation
村落内外
Around village

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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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残留
食品安全
Residue of Hormone
Food Safety
抗生素残留
Residue of antibiotic
重金属残留
Residue of heavy
metal

重要性评分
Importance
Score

备注 ：
“重要性评分”一栏可以通过广泛征求该地不同利益方的意见后获得，从最不重要的 1 分到最重要的 10 分，最终指标体系仅仅关注
重要因素。
Note: For the“Importance”, it can be got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opinions from different local stakeholders and recorded from the most
unimportant indicator as 1 to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 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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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考表 1 提供的基本框架（表 1）
，对列出的每一
个二级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集中关注最重要的
指标，一般最好在 5~8 项，少至 1~2 项也是可能的。
接下来就需要考察对这些指标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
措施了。一般每一项二级指标可以选择出对应的 1
到 2 项关键措施。再把这些重要的二级指标和需要
实施的关键措施或实施后出现的关键状态量化，就
可构成在一个区域里确认生态农业的指标体系。

4 生态农业的确认程序
在确认手续方面，要充分利用诚信体系和现代
信息手段减少核查成本。为此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
申报生态农场确认的经营者需要做的工作包括 ：1）
填写达标承诺书 ；2）记录农场的主要输入和输出，
例如生产资料购买、产品产出等 ；3）记录农场的
主要农事活动，如 ：作物生产的整地、种植、施肥、
灌溉、除虫、除草、防病、收获、秸秆处理等，畜
禽生产的种苗引进、饲料来源、防疫操作、畜禽废
弃物处理、废水处理等。
政府部门要做的包括 ：1）要求农场随时接受
消费者和第三方的抽样监督和随机巡查。抽样与巡
查结果记录在诚信体系中，与政府补贴、生态标签
等奖罚措施挂钩。2）鼓励经营者使用实时监控设
备，鼓励经营者使用广泛联系消费者和监督人员的
信息公开方式，实时披露农场有关生产方式的信息。
3）监督部门通过建立公开的投诉渠道和采用不定
期抽样方式，对申报农场及其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监督结果与政府奖罚、生态品牌使用等相关利益机
制挂钩 [9-10]。
在巴西，地方农民曾经联合起来反对有机产品
的第三方认证体系。原因是传统的消费者与生产者
形成小规模的熟人社会里，不需要繁琐昂贵的第三
方认证。2004 年国际有机农业联盟（IFORM）在
巴西召开了一个替代式认证联合工作会议，希望改
变官僚化和垄断性的有机食品认证途径。在会议上
形成了“参与式保障体系”
（participatory guaranty
system, PGS）概念。在 2015 年 IFORM 发布了有机
农业 3.0 的构想中，再次强调了 PGS。这是由于认
识到第三方中心式认证由于成本高、过程长，在某
种程度上反而阻碍了有机农业更广泛的发展。PGS
概念在近年逐步得到很多国家的理解和积极探索。
根据 IFOAM 的定义，
“参与式保障体系（PGS）是
一种基于当地利益相关方主动参与对生产农户进行
评估，建立在信任、社会网络和知识共享基础之上
的一种地域性食品质量保证体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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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第三方认证和参与式保障体系各有优缺
点。第三方认证的优点是标准清晰、分析权威，认
可面广，不仅政府认可，也是产品出口时国际普遍
认可的方式。然而第三方认证的主要问题是花费大、
时间长、有效期短。在食品供应链长，环节多，消
费者与生产者不相识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伪造问题。
PGS 的优点恰恰是第三方认证没有的。PGS 是建立
在人的相互信任基础上，手续可以简化，成本比较
低，在小范围内对人的信任所支撑的认可时间更长
久，特别适应地方市场。PGS 也有不足的地方，主
要是建立起信任不容易，而且也不能完全排除个别
生产者在获得信任后可能造假的问题。PGS 仅仅适
应生产与消费关系比较密切的小范围内用，很难作
为长距离销售和跨国销售依据。生态农业的确认手
续应当借鉴有机农业的经验，既要利用第三方中心
式认证的权威与标准，也要充分利用民间参与式保
障体系的高效和灵活。总体来说，应当尊重农业生
产者对生态农业确认手续的选择意愿，通过不同的
确认渠道，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生态农业的确认工
作得到更顺利发展。

5 因地制宜选择指标
了解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
发展的差异，以及不同学者偏好差异所形成的，对
生态农业认识上的差异，有利于在制定生态农业确
认标准时深入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出更加符合当
地需要的指标体系。
5.1 生态农业的经营规模
国际社会相当一部分学者以传统农户为模板，
认为生态农业的经营规模应当是中小型的。例如英
国 Worthington[12] 就明确认为生态农业（Ecological
Agriculture）是“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的，
经济上有生命力的，目标在于不产生大的和长远的
环境方面或伦理方面，及审美方面不可接受的变化
的小型农业”
。我国学者则普遍认为生态农业的经
营规模不应当是关键因素，关键因素是使用的方法
是否生态友好，产生的效果是否符合全面提升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要求。
5.2 生态农业的经营方式
在认为生态农业应当是中小规模的理由之一是
认为只有农民自己拥有、自己操作的农场，才可以
超越利润的驱动，负责任地把生产、生活、生态有
机结合。然而，我国学者则普遍认为一个农场是否
走上生态农业道路，关键是经营者的责任意识、生
态环境觉悟和管理执行力。至于农场经营方式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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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农户，农业合作社，还是农业公司，不是达到生
态农业要求的关键因素。
5.3 生态农业的技术手段
在国外有不少学者理解生态农业的方法就是
有机农业的方法。然而，法国著名农业生态学家
Wezel 和 Erin[13] 认为 ：
“生态农业实践方法的特点是
十分重视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服务，并通过综合这
些过程来获得足够食物，而不是简单依赖化肥、合
成农药和转基因生物这类技术方法。生态农业方法
认为生物过程能够替代化学或者物理投入，或者至
少与这些投入形成有利相互作用，以便降低外部成
本，特别是环境成本”
。显然，他们对生态农业的
理解并没有排除化肥和农药使用。日本为代表的一
些国家对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与食品质量
的农户，只要在规定范围内谨慎使用化肥农药，还
是可以被认可为生态农户。因此生态农业认可的技
术手段可以根据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综合平衡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加以考虑。
5.4 生态农业的社会效益
近年来，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生态农业的社会
效益，认为从农场到餐桌这条食品供应链上，逐步
扩大和加深的垄断经营已经造成了对农民和消费者
的经济剥夺。实施以小型农户为主的生态农业就能
够解决公司垄断问题，同时也提供了机会去解决妇
女、老人和小孩的营养健康问题和社会地位问题。
此外，生态农业也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联合国粮
农组织（FAO）列举了生态农业能够为实现联合国
提出的 2030 可持续发展 17 项目标中的大多数提供
帮助，包括 ：消灭贫困、消除饥饿、提高健康与生
活质量、实现性别平等、清洁水与改善卫生、廉价
清洁能源、有尊严的工作与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
负责任的生产与消费、气候行动、水生生物、陆地
生物、和平正义和强有力的协调机制、为实现目标
的伙伴关系等 [14]。在我国，食物供应链的垄断还没
有形成，人们更多关心的是生态农业如何解决生产
端的问题，因此生产过程产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环
境效益是关注焦点。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生态农业
是否能够增产和稳产也是关注重点。由于有些公司
投资农业的时候，可能会损害农民利益。这已经引
起了政府和学者的重视。一般来说，在我国生态农
业建设中通常还没有把社会各类人群的社会平等，
特别是消费者的利益问题作为核心因素加以考虑。
5.5 生态农业与社会管理变革
可持续食物系统国际专家组为代表的国际社会
关注到，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形成和固化的社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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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障碍，认为只有通过
进行教育、政策、法规、市场、财政、金融、生活
等方面的深刻社会变革，才可以打破被工业化农业
模式绑架了的社会管理体系 [15]。我国农业生态学者
非常专注生态农业的科学问题与技术问题，却比较
少关注到生态农业所涉及的社会管理问题。事实上，
只有通过政策法规的创新，获得财政金融的生态补
偿支持，建立起有更好价格优势的生态产品市场，
生态农业才能够获得普及发展的机会。一旦获得了
这些机会，还需要不失时机地对利益相关方开展宣
传教育 [16]。因此，生态农业确认体系的制定需要与
社会的宣传教育、政策法规、市场贸易、消费方式
配合才能有效地推进，并为全社会所广泛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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