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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研究
辛岭，郝汉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有利于找出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对于推动
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意义重大。准确科学的评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尤为关键。本文立足我国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应用文献归纳法、实证分析法和对比研究法等方法，对学界几种常用的农业现代化发展
水平评价方法的优缺点及应用范围进行分析，并分别采用多指标综合测度法、模型法和 BP 神经网络法等三种
评价方法对 30 个省（市、自治区）2020 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与评价。研究表明，不同的评价方
法所得的结果差异产生于评价方法本身不同的内涵和性质，也与评价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方法和权重确定方法有
关。多指标综合测度法结合了主观和客观的评价手段，评价过程相较于另外几种评价方法更为合理，其评价结
果也最符合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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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XIN Ling, HAO Ha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conducive to
identifying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o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new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application scope of several commonly used evaluation
method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academic circles by literature induction,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dopts three evaluation methods, including the multi-index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an empirical model, and the BP neural network,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30 provinces (c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in 2020.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difference
of results obtained by different evaluation methods comes from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 and nature of the evaluation
method itself and is also related to the standardized processing method and weight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evaluation
data. This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the multi-index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method combin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methods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other evaluation methods, and its evaluation results are most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valuation method; multi-index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empirical
model; BP neural network

农业现代化一般指利用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理
念来改造传统农业，创造新型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体
系，不断提高生产转化率、资源利用率，并最大可
能的减少环境污染 [1]。农业现代化理论最早由美国
经济学家西奥多 · 舒尔茨在其出版于 1964 年的著

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概念从关注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促进
技术创新，逐渐转变为关注如何合理利用资源、实
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2-3]。我国对于农业现代
化的研究先后经历了“农业机械现代化”
“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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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现代化”
“农业科技现代化”和“农业系统现代
化”的四个发展阶段，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
入。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是指通过建立评价模
型或是确定评价标准，对某一地区在某个具体时间
节点的农业发展状况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判断，科学
的评价对于深刻认识我国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现
状，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农业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变得更加多元，
学界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也在不断的进行
演进与优化，从传统的对农业生产效益水平进行评
价，拓展到了对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农业支持保护
水平、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等维度的评价 [4]。对农业
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应用和改良的研究成果不
断涌现，如对全国各省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
体评价 [5-6]，对某一特定省份进行的评价 [7-8] 以及对
相关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信息化水平的评价等 [9-10]。
近年来，随着各种新的评价模型和人工智能学习技
术的出现，又促进了原有评价方法的进一步完善。
从单一属性、单一目标的静态评价，关注评价指标
体系建立及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定量评
价 [11] ；逐渐发展为多种属性、多类目标的动态评价，
关注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
协调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关系
等 [12-13]，评价方法与覆盖内容逐渐复杂化和精细化。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已经逐步形成新的城乡
关系，有必要在准确、深刻的把握我国农业现代化
发展内涵特征的基础之上，设置一套科学合理的、
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与之相适应
的评价方法。因此，本文应用文献分析法、归纳研
究法和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分析现有的各
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理论依据的可靠
性、评价过程的科学性和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探究
各评价方法的差异及产生的原因，以此为科学的选
择和应用评价方法，衡量我国各地区农业现代化的
建设进程并开展相关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1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主要评价方法
1.1 评价方法介绍
一般来说，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的基本
思路是 ：从某地区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出
发，遵循数据可获得性和代表性原则，选取评价指
标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选取评价模型进行定
性或定量的判断 [14]。目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
价的主要方法有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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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参数比较法。该方法通过选取自然资
源禀赋、政策、区位、文化和市场等农业现代化发
展过程中的重点参数进行各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
或是与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同期水平进行比
较，找出目前发展存在的差距。如刘彦随等 [15] 对我
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深入
探究东北地区种植业、渔牧业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比较优势，并针对东北地区的资源和生态禀赋提
出了发展对策 ；刘世薇等 [16] 对黑龙江垦区在农业生
产、物质装备、经营管理、农业生活和农业环境保护
等五个方面和国际农业现代化水平差距的研究等。
2）多指标综合测度法。该方法来源于层次分
析法，是目前学界应用最为广泛、评价结果最为认
可的一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现有成
果中利用这种方法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度
既有针对全国总体水平的研究，也有具体到某个省
份或是县域的研究，研究视角非常广泛。多指标综
合测度法主要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再根据各个
指标之间的关系确定层次指标内容并对各个指标进
行加权平均的处理，得到对一个地区农业现代化发
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如刘衡等 [17] 从 5 个维度构建
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时空特征和区域特征进行评价。
3）模型法。目前学界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评价的模型主要有 TOPSIS 评价模型和 DEA 评价模
型。TOPSIS 评价模型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正向化、
标准化的指标数据进行观察，找出相对的最优与最
劣值，并计算各个样本之间的欧式距离。各个样本
的相对接近程度越高，其最终值就越接近于 1，表
示该样本的得分最高，反映到评价中也就是农业现
代化发展水平越高。DEA 评价模型将所有决策单位
的投入和产出项投影到几何空间中，得出每个决策
单元的综合数量指标并进行排序。如田野等 [18] 从
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三个维度，利用超效率 DEA
模型对各省份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进行评价 ；刘云
菲等 [19] 使用 2011—2018 年相关数据，利用 TOPSIS
评价模型对全国农垦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评价等。
4）BP 神经网络评价法。该方法同样需要建立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 BP 人工
神经网络模拟神经网络的映射关系，进而寻找最优
的权值适量，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原有数据集合进行
分类。BP 神经网络评价法同时具备了专家打分法
的准确性和客观评价的可靠性，被广泛应用于各种
评价过程中。如赵红巍和吕杰 [20] 通过建立农业现
代化进程程度的指标，并将其应用于 BP 人工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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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对辽宁省各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进行
综合评价 ；王肖芳 [21] 以河南省 18 个省辖市的数据
指标为样本，构建 BP 神经网络模型进行模拟检验，
依据综合模拟得分对各地市生态农业综合效益进行
评价等。
1.2 评价方法的适用条件
就评价方法本身而言，不同评价方法的理论基
础与评价过程都不同，因而适用的条件和对数据的
要求也有所不同。农业现代化评价是用相对静态的
标准来判断动态事物的发展水平，其中多指标综合
测度法的适用范围最广，但不应苛求绝对有效的评
价指标体系，而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2]。
重点参数比较法适用于分析有明确标杆的评
价对象，例如把一些已经公认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
国家的某些指标作为评价标准，有利于找出我国农
业现代化发展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学习和借鉴
国际现代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但由于我国的农业
发展路径和模式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具有完全的可比
性，因而其评价结果很难做到科学严谨。
多指标综合测度法是目前公认的评价农业现代
化水平最为合理，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 [23]。该

Table 1
评价方法
重点参数比较法

749

辛岭等：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研究

方法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遵循全面性、重点性
和代表性等原则，且在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上通常
采用主观与客观打分相结合的方式，不易受到评价
者个人主观偏见的影响。但其缺点在于计算量较大，
计算步骤较为繁琐，容易出现计算误差。
TOPSIS 模型评价法是一种多目标评价方法，
其评价过程简单快捷，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因为它
完全依赖于现有数据的分布情况，在进行样本数据
内部排序、确定不同评价对象的差异性时效率非常
高。但该方法要求具有一定数量的样本单位，且研
究表面各评价指标之间如果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
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 [24-25]。
BP 神经网络评价法可以较好的模仿专家评分
的特点和偏好，同时又相对客观，适用于信息冗余
度较低的评价对象 [26]。但该方法的使用仍有一定的
弊端，例如在拟合数据时，网络隐含层的层数和单
元数需要多次试错才能确定，因此在应用的时候往
往将 BP 神经网络评价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结合起来，
剔除掉多重共线性较强的指标，提高预测的精准度。
综合以上分析，几种主要评价方法的适用特点
与适用范围见表 1。

表 1 不同评价方法的比较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evaluation methods

优点
利于学习和借鉴国际农业现代化发
展成功经验

缺点
不同地区农业发展模式差异较大，评价
结果现实意义不明显

适用范围
适用于有标杆的评价对象

多指标综合测度法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比较系统全面

计算量较大，步骤繁琐

适用范围最广

模型法

客观，操作简单

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会影响结果

有一定量的样本单位

BP 神经网络评价法

既可以很好的模仿专家评分的偏好
和特点，又相对客观

在拟合数据时，网络隐含层的层数和单
元数的选择缺乏理论支撑

适用于信息冗余度较低的评价
对象

2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的应用与比较
2.1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研究的基本思路
评价方法的选择是开展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
价工作的核心，也是衡量评价结果是否科学、合理
的关键。客观评价一个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准确反映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和现有基础，有利
于找出与该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寻找现代农业发展的突破口。
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应考虑评价对象本身的特点、
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 [27-28]。根据经济学的理论，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转变过程，不仅仅是生产
要素的引入或是技术的进步，而是通过对城乡关系
和工农关系的调整，使农业成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
产业，实现生产要素的更优配置 [29]。因而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应当从理论依据出发，把握现
代农业发展规律，将目标设定与评价过程全面对接。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遵循系统性、综合性、重点
性、代表性和可比性的原则 [30]。
评价方法选择的原则是，首先，对农业现代化
发展水平的评价属于宏观评价，且考虑到评价对象
为全国、省域或县域，涉及到的评价指标较多，评
价过程不应过于复杂。其次，不同的行业专家对农
业现代化的认识可能有不同的角度，单独采用主观
评价法的方式可能会造成结果的可信度下降，因此，
主客观结合的方法较为合理。再次，由于农业现代
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时期的评价指标构
建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不宜单独采用完全客
观的评价方法 [31]。最后，农业现代化评价的数据应
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公开数据，提高数据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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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的
研究思路为 ：首先根据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涵确定
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一定的标准化方法对评价指标
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接着分别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
进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价，进而对评价
指标的选择与指标体系的构建、指标权重的确定、
数据的标准化和评价结果的准确性进行对比分析，
探究这几种评价方法的内涵与性质、优缺点、适用
条件和评价结果的差异性。最后对评价方法的应用
和优化提出相应的建议。
2.2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的过程中，评价指
标体系的建立是最重要的环节，评价指标体系的层
次设计，应全面涵盖农业现代化系统的各个组成结
构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构建时应遵循四
Table 2
系统层

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

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

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

表 2 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指标层

序号

指标解释

粮食产出率（t/hm2）

A1

粮食总产量 / 粮食播种面积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

A2

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 / 农业总产值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

A3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比（%）

A4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 农产品总交易额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总产值占比（%）

A5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总产值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

A6

有效灌溉面积 /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A7

机耕率 ×40%+ 机播率 ×30%+ 机收率 ×30%

设施农业面积占比（%）

A8

温室设施面积 / 农作物播种面积

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

A9

农林水事务支出 /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人均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元 / 人）

A10

全社会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 / 总人口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A11

农业科技进步率

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占比（%）

A12

农村人均经营性收入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耕地适度经营规模水平（%）

A13

经营耕地面积 30 亩及以上的农户数 / 区域农户数

农民专业合作社覆盖率（个 / 百户）

A14

农民专业合作社数 / 区域农户数

土地托管面积占比（%）

A15

土地托管面积 / 耕地面积
1-（农作物成灾面积 / 农作物播种面积 )

农业防灾率（%）

A16

农业劳动生产率（万元 / 人）

A17

第一产业增加值 /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农业土地产出率（万元 /hm2）

A18

第一产业增加值 / 播种面积

化肥施用强度（kg/hm2）

A19

农业化肥折纯用量 /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2

农业绿色发展

条原则 ：一是引领性，即能够代表农业现代化的最
新发展水平，既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公众认知，又要
注重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探索性和特色性 ；二是系统
性，应充分考虑有关农业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我国
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以宏观理论为支撑，系统构
建一级和二级指标体系 ；三是科学性，选取指标既
要有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又要兼顾不同区域资源
禀赋、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差异 ；四是可操作性，
选择指标要具有强代表性、针对性、延续性和可操
作性，指标间既存在联系、互相印证，又彼此独立、
避免交叉，确保评价简便易行、务求实效。
综合以上考虑，本研究确定了农业产业体系现
代化、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
和农业绿色发展 4 个系统层指标及 22 个具体指标
（表 2）
。

农药施用强度（kg/hm ）

A20

农药施用量 /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绿色农产品数量（个 / 万 hm2）

A21

当年有效使用的绿色食品标志产品数量 / 耕地面积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A22

规模化畜禽排泄物综合治理场户畜禽年存栏数 / 该
地当年规模化畜禽总存栏数

系统层中，产业体系体现现代农业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和有机融合程度，生产体系体现
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水平，经营
体系体现农业生产关系的完善程度，农业绿色发展
体现农业生态治理效果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这四个
方面互为补充、相互支撑。
指标数据的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
《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等。考虑
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使用 2020 年全国（不含港、
澳、
台地区）及 30 个省（市、
自治区）的截面数据（由
于西藏自治区较多数据不可获得，未纳入计算中）
进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
2.3 数据标准化方法的比较
数据标准化的主要方法有标准分数法、极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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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极大（小）值法、均值化法、向量归一法和功
效系数法等 [32-33]。不同的数据标准化方法的计算结
果差异性较大，具体表现为评价指标的总量恒定性、
单调不变性、差异比不变性、平移相关性等性质均
产生较大变化，进而影响评价的结果。理想的标准
化方法应完全减少各评价指标之间的数量级差异，
同时尽量保留原有的指标内部差异信息 [34]。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社
会经济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因此一般在对某个地区
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纵向评估时，可以采用
标准分数法、均值化法等方法，以增强评估结果的
稳定性和可比性。对于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可以
采用极差化法、向量归一法等方法，该类方法标准
化之后的数据值在 0~1 之间，可以很好的克服由于
某个评价指标值过大导致的结果失真。除上述方法
外，还有学者采取功效系数法对评价指标值进行标
准化，该方法需要人为设定平移指数、缩放指数、
满意值和不容许值，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满意值
和不容许值不易确定，也有采取极大值和极小值代
替的做法。
由于农业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目标，某个单项
指标非常突出的情况很常见，但并不能够完全弥补
其他评价指标存在的劣势，也就是说某些省份的部
分指标达到甚至超过了农业现代化的标准，不代表
其整体水平达到农业现代化。因此，基于对数据标
准化方法的特点分析，且本研究采用的是 2020 年
全国各省市区的截面数据，为克服由于某个评价指
标值过大导致的评价结果偏差，本文选用极差化法
对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计算方
法为 ：

yij =

xij − min( x j )
max( x j ) − min( x j )

（1）

负向指标计算方法为 ：

y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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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x j ) − xij
max( x j ) − min( x j )

（2）

式中 ：max(xj) 和 min(xj) 分别为评价指标 j 各样本中
最大值和最小值，xij 为样本 i 的第 j 个指标。
2.4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方法的比较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方法包括主观方法和客观
方法。主观方法有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等，客观
方法有平均赋权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等。由于
熵值法和德尔菲法在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中应用较
多，且可以很好的反映出主观赋权方法和客观赋权

方法的特性及差异，因此本文主要比较一下熵值法
和德尔菲法的不同。采用表 2 的指标体系和数据进
行应用后，分别采用熵值法和德尔菲法确定各评价
指标的权重。熵值法的计算过程为 ：
第一步计算指标 j 在所有省份指标 j 加总值中
所占的比例 bij，即 ：

bij = M ij

m

∑M
i =1

（3）

ij

第二步计算第 i 个省份的指标 j 的信息熵 eij ：

eij = −

1 n
∑ (bij × ln bij )
ln n i =1

（4）

第三步计算指标 j 的影响权重 wj ：

w j = (1 − eij )

n

∑ (1 − e )
i =1

ij

（5）

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的过程为 ：本研究共征
求了国内农业农村领域的 16 位知名专家和 8 位农
业农村相关管理人员对权重的意见，通过分别给专
家发送邮件的方式，各自独立的对各评价指标进行
打分。经测算发现每一个判断矩阵的 CR 值均小于
0.1，说明可以通过一致性检验，基于平均值计算得
出指标的权重。熵值法和德尔菲法所得的权重结果
见图 1。
总体来看，德尔菲法所确定的权重相对比较平
均，除个别值外，均分布于 0.03~0.06 之间（图 1）
，
这说明专家打分所确定的权重相对比较平均，不易
于区分指标的重要性和差异性 ；而熵值法所确定的
指标权重差别较大，反映出全国各个地区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对指标权重造成的影响较大。其
中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A7）
、耕地适度经营
规模（A13）
、土地托管面积占比（A15）三个指标
相较于其他指标权重较大，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化和
专业化是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农
业产业融合发展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35-36]；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A6）和农业防灾率（A16）两
个指标相较于其他指标权重较小，原因可能是各省
之间的差距并不算太大。
熵值法和德尔菲法法对于农业经营与农业绿色
发展指标的判断较为一致，如农业防灾率（A16）
、
农业劳动生产率（A17）
、
绿色农产品数量（A21）等；
而对于农业产业与农业生产指标的权重判断存在一
定差异，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总产值占比（A5）
、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A6）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A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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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图 1 指标权重确定差异
Difference of index weight determination

可以看出，使用客观方法（熵值法）虽然客观
性较强，且较大的差异性更能够突出不同评价指标
的重要程度，但由于仅根据数值本身的差异来判断
指标的重要程度可能会忽视评价指标的实际意义，
因此在实际的评价过程中应当结合主观方法（德尔
菲法）对指标权重进行二次调整。
2.5 评价过程比较
在参考国内外农业现代化评价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发达国家的历程和农业发展的特点，可将农业
现代化划分为起步发展阶段、转型跨越阶段、基本
实现阶段和全面实现阶段（表 3）
。
Table 3

表 3 农业现代化阶段划分
Divis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tages
分值范围

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

<60

起步发展阶段

[60, 75)

转型跨越阶段

[75, 90)

基本实现阶段

≥ 90

全面实现阶段

由于重点参数比较法的评价指标选取主观性较
强，且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实现路径与
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使用该方法的不能够
很好的体现我国各省市区的发展现状。因此本文分
别采用多指标综合测度法、模型法和 BP 神将网络
法三种方法来比较我国及各省市区 2020 年的农业
现代化发展水平。
1）多指标综合测度法。本文参考胡志全等 [23]
的评价方法，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理论，通过专家咨
询建立农业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价模型组测算模型，
以加权求和的方式得到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的现代
化指数。计算方法为 ：

j

Zis = ∑ w jYij

（6）

i =1

m

ARM i = ∑ Z is ⋅100

（7）

s =1

式中 ：Zis 为第 i 个省市区第 s 个子系统的现代化指
数 ；wj 为第 j 项的指标的权重，Yij 为第 i 个省市区
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ARM i 为第 i 省市区农业现
代化发展水平指数，m 为农业现代化子系统数量。
2）模型法。本文参考何晓瑶 [25] 的做法，采取
TOPSIS 模型对我国各省市区 2020 年农业现代化发
展水平进行评价。评价对象距离正理想解和负理想
解之间的欧式距离，计算方法为 ：

=

∑

n
j

(

− µ ⋅ )2

（8）
（9）

式中 ：x +j （x -j ）表示评价对象的正（负）理想解，
即各指标中表现最优（劣）的样本值 ；d +i （d -i ）表
示评价对象的指标值到理想解的正向（负向）欧式
距离。
对计算相对贴进度并进行百分制处理，计算方
法为 ：

Ci = [di − / (di − + di + )] ⋅100

（10）

式中 ：Ci 为综合得分结果，越接近 100 则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相对越高。
3）BP 神经网络法。考虑到 BP 神经模型法的
特殊性质，本文借鉴吴爱忠等 [37] 的做法，在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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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上先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指标进行降维，再
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剔除掉多重共线性较强的
指标，提高预测的精准度。将 30 个地区 22 个指标
标准化的结果进行降维，得到的 10 个主因子分别
命名为 F1~F10，10 个主因子共贡献 91.58%。接着
将主成分分析所得到的 10 个新的评价指标替代原
有的 22 个指标，作为 BP 网络的输入向量。利用
MATLAB 2018b 构造神经网络，输入层和输出层的
神经元个数分别为 10 个和 1 个，以样本数据中的
18 个作为训练样本，4 个作为测试样本，4 个作为
验证样本，用 New ff 函数来构造网络，用 Train 函
数来训练，利用训练好的 BP 神经网络分别对 30 个
Table 4
评价指标序号

初始权重

省市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将以上三种方法所得的各省市区评价结果分别
进行排序，得分越高则说明该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
展水平越高。

3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总体评价结果与分析
3.1 权重确定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对权重确定方法的分析讨论，本研究
采取熵值法确定初始权重，专家咨询法进行二次调
整的方式来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最终确定的权重结
果（表 4）
。

表 4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结果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determination results
调整后的权重

评价指标序号

初始权重

调整后的权重

A1

0.025 0

0.034 1

A12

0.082 2

0.063 4

A2

0.025 8

0.029 6

A13

0.031 4

0.041 6

A3

0.047 3

0.045 8

A14

0.088 8

0.067 6

A4

0.058 8

0.057 5

A15

0.011 7

0.021 0

A5

0.095 2

0.065 9

A16

0.065 2

0.060 7

A6

0.015 1

0.029 6

A17

0.061 7

0.051 3

A7

0.061 3

0.048 1

A18

0.015 3

0.035 8

A8

0.033 2

0.043 0

A19

0.020 7

0.039 2

A9

0.059 3

0.047 0

A20

0.015 5

0.021 8

A10

0.040 3

0.050 3

A21

0.025 3

0.036 2

A11

0.038 7

0.049 1

A22

0.082 2

0.061 4

可以看出，该方式对于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行
之有效，既保留了原始数据的差异性，能够较好的
突出不同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又进一步结合了评
价指标的实际意义。如指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总
产值占比（A5）调整前权重为 0.095 2，该指标虽
然是衡量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指标，代表着农
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程度，但专家普遍认为该指
标受不同地区居民消费习惯影响较大，因此调整后
为 0.065 9，虽略微减少但更加合理 ；而有效灌溉面
积（A6）调整前权重为 0.015 1，调整后为 0.029 6 ；
设施农业面积占比（A8）调整前的权重为 0.033 2，
调整后为 0.043 0，权重值均有所增加，则说明参与
打分的专家普遍更加看重农业是否具备现代化的生
产体系，这也是出于推动农业向现代化生产方式转
变的考量。
3.2 不同评价方法所得结果的差异
将上述三种学界常用的评价方法对全国及 30
个省市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得分进行对比
（图 2）
。
结合对评价结果的对比可以看出，多指标综

合测度法的评价结果最符合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客观实际情况。该评价方法下全国总体的农业现代
化指数为 73.59，属于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跨越阶段。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地区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中北京和上海的评价
分值已经接近全面实现阶段 ；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
发展水平较低，其中云南和贵州两个省的评价分值
小于 60，属于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发展阶段。根据层
次指标测算结果，可以得到各评价对象得分差异的
来源，进而明确目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和未来发
展的方向，提高了该评价方法的现实意义。但由于
多指标综合测度法的评价结果是各指标加权平均得
到的，通过抽象的差异性排序来反映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一般水平，单从评价结果来看很难发现评价方
法使用过程存在的问题。因此使用多指标综合测度
法最好能够采取聚类分析等检验方法来对结果进行
二次检验，提升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TOPSIS 模型法的评价结果和多指标测度法相
对比较接近，但个别样本出现较大偏差。这说明采
用 TOPSIS 模型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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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图 2 评价结果对比图
Comparison of evaluation results

不失为一种较为可靠的方法。该评价方法下全国总
体的农业现代化指数为 74.83，属于农业现代化的
转型跨越阶段。个别省份的评价结果不太理想，具
体表现为部分农业资源禀赋相似、社会经济发展程
度接近的两个省份之间的评价结果差距异常大，如
北京与上海、江苏与浙江的农业现代化指数差距都
超过了 12%。农业现代化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且已有研究证明其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38]，这
说明 TOPSIS 模型用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拟
合程度不够优良。此外，距离度量参数的选择会对
TOPSIS 评价模型的稳健性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评价方法使用的范围 [39]。
BP 神经网络评价法主要通过运行程序和训练
样本来获取结果，操作比较简单，但评价结果和另
外两种评价方式的差异较大。该评价方法下全国总
体的农业现代化指数为 78.42，属于农业现代化的
基本实现阶段。学者们的理论估计和现实考量都认
为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目前已经基本实现农业
现代化，在该方法的评价结果中却处于靠后的位
置，得分均低于 75 分，这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这是由于 BP 神经网络法要求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
高度的相关性，如在做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评价时
采用 BP 神经网络法可以得到较为理想的评价结果。
但由于农业现代化评价涉及到农业生产、农业产业、
农业经营和农村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指标，且评价
指标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不适宜采用该评价
方法。

4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以
多指标综合测度法为例
4.1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分类特征
利用多指标综合测度法的特性，根据表 2 所设
计的我国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计算各个
子系统的得分情况，可以对全国及各个省市区农业
现代化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绿色发展
的实现程度进行判断，进一步明确不同地区的发展
优势和短板。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全国总体的农业现代化产
业体系、经营体系得分较低，两个一级指标得分均
低于 70 分（图 3）
，这说明我国在农产品加工技术、
装备运用和农产品精深加工转化等方面的总体水平
还有待提升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较低，仍需继
续大力发展土地的集中连片。生产体系的得分相对
较高，说明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为完善，
农业科技驱动和现代化农业技术得到一定程度的普
及，但仍存在进步空间。农业绿色发展得分最高，
超过了 80 分，这说明我国的化肥、农药施用强度
适度，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较高，农业可持续发展
程度较高。
根据各个省市区的分类特征可以看出，从农业
产业体系来看，天津、上海和北京分别排在前三位，
其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农林牧渔服务业产
值占比较大，部分已经达到全面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而贵州、四川、重庆和海南等西部欠发达地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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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各子系统得分
Score of each subsystem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产品加工率不足，尚处在“初制品”阶段，农产品
网络销售量较低，农林牧渔服务业的绝对增量并不
显著 [40]。从农药生产体系来看，黑龙江、新疆、江
苏和山东等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新装
备、新技术应用水平高，生产体系的评价得分较高。
而同样是海南、云南、重庆和贵州等西部山区，由
于耕地细碎化程度高，且经营管理模式粗放，生产
体系总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从农业经营体系来看，
上海、北京和黑龙江排在前三位，其中黑龙江的土
地规模经营率超过了 90%，带动了劳动生产率和土
地产出率的提高，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从农业绿
色发展来看，上海、重庆和浙江等排在前列，这些
地区每万公顷绿色农产品数量超过了 7 个，且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均超过 90%，在保障农产品安全、
促进资源节约、保持环境友好等方面表现较为突出。
4.2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演变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多指标综合测度法的评价
结果相对于另外两种方法更为准确。为进一步验证
该方法对于评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适用性，根
据表 2 中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加入 2000 年、
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各省市区的相关数据，
再次进行评价（部分年度数据不可得，按照年均增
长率均值和插值法进行估算）
。结合前文对 2020 年
的评价结果，综合分析我国各地区农业现代化近 20
年以来的发展演变情况，评价结果见表 5。
采用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对多年度的农业现代化
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从评价结果来看，各地区的农
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变化较为平稳，没有出现剧烈变

动，比较符合实际状况。其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率先达到基本实现阶段的地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东
北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黑
龙江 ；得益于区位优势，中部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
展起步较早，但部分省份由于农作物种植结构、技
术进步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迟迟无
法进入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实现阶段，如湖北、湖南、
安徽等 ；而农业现代化发展较慢的地区长期锁定在
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和
海南等。
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变化整
体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特点。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
与中部、东部地区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有较大的差
距，农业现代化发展存在一定阻力，但也有部分西
部地区如重庆、海南和新疆等，借助国家政策优势
加快补齐发展短板，较快的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发展
的转型跨越。

5 结论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常用的
几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进行了应用与对
比分析，研究表明，利用不同评价方法得到的评价
结果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产生于评价方法本身
不同的内涵和性质，也与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和权重
确定的方法有关。其中，多指标综合测度法虽然计
算过程较为繁琐，容易出现人为误差，但对于农业
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仍然是最为准确和有效的方
法。通过进一步分析评价指标体系内部各个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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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年度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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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演变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发展阶段

省（市、自治区）

全面实现阶段

-

基本实现阶段

-

转型跨越阶段

北京、上海、黑龙江、江苏、山东、浙江

起步发展阶段

天津、福建、辽宁、吉林、湖北、新疆、河北、河南、湖南、甘肃、广东、江西、陕西、宁夏、安徽、
内蒙古、青海、重庆、山西、海南、云南、贵州、广西、四川

全面实现阶段

-

基本实现阶段

-

转型跨越阶段

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江苏、山东、浙江、福建、辽宁、吉林、湖北

起步发展阶段

新疆、河北、河南、湖南、甘肃、广东、江西、陕西、宁夏、安徽、内蒙古、青海、重庆、山西、海南、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

全面实现阶段

-

基本实现阶段

北京、上海

转型跨越阶段

天津、江苏、山东、黑龙江、福建、浙江、辽宁、陕西、吉林、湖北、安徽、河北、河南、宁夏、湖南、
广东、江西

起步发展阶段

甘肃、新疆、内蒙古、重庆、青海、山西、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海南

全面实现阶段

-

基本实现阶段

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浙江

转型跨越阶段

天津、黑龙江、福建、辽宁、陕西、吉林、新疆、湖北、安徽、河北、河南、青海、内蒙古、宁夏、湖南、
甘肃、广东、江西、山西

起步发展阶段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海南、重庆

全面实现阶段

-

基本实现阶段

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江苏、山东、浙江、福建

转型跨越阶段

辽宁、陕西、吉林、新疆、湖北、安徽、河北、河南、青海、内蒙古、宁夏、湖南、甘肃、广东、江西、
重庆、山西、海南、四川、广西

起步发展阶段

贵州、云南

评价得分呈现的差异，可以明确目前需要着重解决
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使得多指标综合测度法
的评价结果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以多指标综合测度法为例，对全国及 30 个省
市区 2020 年农业现代化的分类特征和 2000—2020
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从评价结果来
看，2020 年农业现代化的生产体系和绿色发展水平
较高，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有待加快发展。2000—
2020 年各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平稳上升趋
势。北京、上海等东部地区得分较高，已经接近全
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应进一步立足区位、资
金、技术和资源的优势，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走
高效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中
部地区处于转型跨越期，应积极引入新要素、开辟
新模式、打造新业态，避免发展模式的同质化，全
面激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活力。贵州、云南等西部
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较为滞后，应充分挖掘农业
资源特色，结合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推动农
业现代化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本文仅对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的几种常用方法
进行了比较研究，考虑到评价方法的可操作性与评
价结果的可比性等因素，一些新出现的、但运用还

不够成熟的评价方法没有纳入进讨论范围，还有待
于丰富和完善。近年来学界越来越趋向于不同知识
领域相互融合，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评价方法集成
化的形式来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受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对这类研究方法展开分析，有
待于相关领域的学者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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