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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优质优价对我国农业转型升级和深化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有较多文献对其进行研

究但是对这一概念的起源发展与热点演进不甚明晰，运用文献计量法对其研究进展和态势进行分析，有利
于推动优质优价研究进程，进而推进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方法］ 文章以中国知网收录文献为数据来源，
对其发文量时间分布、被引频次和主要发文作者进行了统计，选用 CiteSpace 图谱工具对其进行共被引分

析、聚类分析和突现词探测分析并进行可视化，运用文献计量法梳理优质优价相关研究脉络和研究热点，
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结果］ 优质优价相关研究的演进历程受政策影响较大，呈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以
粮食生产和养蜂业等为研究对象的文章较多；优质优价研究中的主要核心议题为按质论价、优质小麦、优
质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和养蜂业等，这些研究热点受较多人关注，研究体系较为完善；根据现有趋势可推
断专业合作社有望延续热点态势继续发展成为该领域未来的核心议题。［结论］ 结合优质优价研究所呈现的
特征，未来研究应继续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并紧跟政策导向推动“三品一标”行动的实施落地，
促进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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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按质论价和优质优价等概念开始兴起。

优质优价的定义为若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显著高于其他产品，则其价格也应在合理价差范围内高于其
他产品[1]。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及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推
进优质优价将有利于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个性需求，同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助力产业兴旺与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三品一标”的发展作为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2]，
《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也明确要求，要强化优质优价导向，用市场机制、价格手段
倒逼农业转型升级，提升农业发展整体效益[3]；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
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4]，推进优质优价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振兴乡村产业，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的发展，优质优价已成为农业经济学科关注的热点话题。丁声俊[5]
等指出了粮食产业发展优质优价的必要性，即粮食生产供求格局已开始出现买方市场，应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推动调整粮食结构从数量型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高芸等对保健功能农产品定价进行研究发
现，高质量农产品原料收购价格过低，极大降低了农户生产积极性，只有从原料收购到终端市场形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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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优价，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消费者对保健农产品的认知才能促进农产品向优质转型。郑晶[6]从新制度
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对优质优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分析。周适等将优质优价难以实现的困境

归结为了优价不优质、优质不优价、不优质也不优价 3 种情形。付文飙[1]等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验，
提出良好的市场环境、正确的政策设计和完善的监管体系是解决上述困境、发展好优质优价的关键。孙

宏滨[7]指出消费水平、消费者需求和支付意愿以及货真价实的信用问题都会影响到优质优价的实现程度。
吴浩宁[8]认为要发展优质优价应重点改善市场环境并重视营销手段，建议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实现标准化
生产、提升品牌营销力和产业发展环境。
综上，优质优价相关学术研究不断推进，但是少有对其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的文章。CiteSpace 图
谱量化工具可以借助视觉思维可视化功能体现某一专题领域关键和前沿的信息，在梳理研究热点、研究
脉络及演进历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文章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收录的文献，运用
CiteSpace 软件梳理总结了以“优质优价”为关键词的农业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对优质优价历年发文

量、被引情况和主要作者进行了统计，并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突现词探测等图谱分析工具对其
研究热点、核心议题和演进脉络进行可视化分析，预测其未来可能的热点趋势，以期为优质优价研究的
发展提供参考。

1
1.1

优质优价研究概况
数据来源
为获取高质量和高相关的代表性样本文献，该文的文献数据来自于 2021 年 12 月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总库(CNKI)以“优质优价”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经检索最早的相关文献出版于 1976 年，文献类型

包括学术期刊 501 篇、学位论文 7 篇、会议论文 15 篇和报纸文章 23 篇共计 806 篇。检索结果中报纸文章较

多的原因是优质优价作为民生话题受到居民普遍关注，故有较多报纸文章以“优质优价”为主题结合实
际案例进行讨论，鉴于该部分研究在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方面贡献有限，未将其纳入该研究的分析范围
内，同时对检索结果进行主题筛选，仅保留农业经济领域的相关文献，最终获得 384 条有效数据。对筛选
后的优质优价研究从时间分布、被引量和主要作者几个方面进行统计如下。
1.2

文献时间分布
对以“优质优价”为关键词的农经领域发文量进行逐年统计，并绘制折线图 （图 1）。发文量的时间

分布可以反映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时间节点、发展阶段和演进态势，优质优价研究的文献发文量总体可分
为两个阶段，其中在 2000 年左右，2017 年和 2019 年年左右出现过发文量的井喷式增长，总体呈现波动中
上升的趋势。

由图 1 可以推断，优质优价领域的研究进展大概可划为两个阶段。一是 1976—1998 年的“缓慢起步

阶段”，该时间段内自 1976 年第一篇相关文献发表后，1977—1982 年每年仅有 0~1 篇相关文献发表，说明

该概念提出后在初期并没有得到显著关注，原因可能是 1982 年改革开放出现成效以前，人民物质基础保
障不够，在产品“数量”尚未得到保证时较少关注产品“质量”，1983—1998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
济快速发展、市场化程度提高，优质优价相关研究有所增加，但总体发文量仍未超过 5 篇/年。1998—

2003 年出现了第一次研究热点高峰，发文量迅速增加，原因可能是 1998 年 7 月国务院公报发布了 《粮食

收购条例》，首次提出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粮食时应当公布各等级收购价格和质量标准，遵守按质论价的原
则[9]，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2004 年以后，优质优价的研究态势进入“稳定期”，发文量没

有低于过 5 篇/年，受政策影响呈波动上升趋势，出现了两次发文量小高峰，第一次在 2006—2007 年，发

文量突增至 10 篇/年以上，原因可能是 2006 年国务院 16 号公报提出进一步加快推进国有粮食购销改革，
确保以市场为取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顺利推进[10]。第二次峰值出现在 2014—2015 年，学者们就新一轮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进行了较多优质优价相关讨论。2017 年和 2019 年再次进入发文量高峰期，原因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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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2 年

1976—2021 年优质优价研究文献分布

2017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题大力推进[11]，学术界对此迅速做出回应，由此
体现了优质优价相关研究与宏观政策背景的高度相关性。
1.3

文献被引频次分析
对文献的被引频次进行统计，既能了解该领域的基础文献及最受关注的议题方向，也便于寻找高质

量和高受认可度的文献。汇总被引频次排名前 10 的文章代表优质优价领域比较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文

献 （表 1），引用量最高的两篇文献都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分析了农产品市场优质优价难以实现的原因，
农产品因具有明显的信用品特征，使消费者在购买前难以判断质量情况，故难以形成信任并愿意为之付

出“优价”。这两篇文献被引量高的原因一方面是其较早地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制约优质优价的关
键因素，且分析方式和结论比较科学合理，受到学者们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信息不对称问题确实是农
产品优质优价的困境所在。郑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运用契约联接形式解决此难点，如发展“龙头
企业+农户”和合作经济组织的流通形式，将有助于推动农产品声誉制度的建立进而一定程度缓解信任机
制问题[6, 12]。从研究对象来看，有 2 篇文章的研究对象属于粮食产业领域[13, 14]，分别研究了黑龙江优质稻米
和河南优质小麦这两个代表性产地的粮食优质优价问题。有 1 篇文献论述了养蜂专业合作社施行优质优价

机制的必要性[15]。有 2 篇文献分析了绿色农产品市场的优质优价现状[16, 17]，总体来说关注绿色食品、粮食、
蜂蜜等产品优质优价问题的研究较多，也反映这些领域的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仍面临许多难点且有很强

的必要性去克服。从研究思路来看，现象探析、存在问题、对策及展望和推进方略的研究文献较受欢迎，
被引量较高。
1.4

主要作者分析
对主要发文作者进行统计可以发现较深入探索过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其主要的研究议题。经统计，

优质优价研究发文量在 3 篇及以上的作者有 7 位 （表 2），初具规模，其中胡元强、张春良等的累计发文均
超 10 篇。胡元强的研究议题主要围绕蜂蜜产业展开，重点探讨了优质优价对于提高蜂蜜质量、促进蜂农

增收、推动产业化经营和专业合作社发展等的重要作用，认为运用专业合作社组织蜂农标准化生产并结
合龙头企业实施产业化经营，是生产优等蜂蜜并制定合理价格策略进而实现优质优价的重要途径，与之
对应，优质优价机制对促进蜂农增收进而合作社健康持续发展也十分必要，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养蜂
产业高质量发展[15, 18, 19]。张春良、赵佳等的研究议题主要围绕小麦及面粉市场展开，如小麦价格及供需现
状、面粉企业成本及利润空间等[20, 21]。丁声俊聚焦于粮食政策，从宏观角度提出影响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因
素及对策[22]。高芸等在对蜂蜜业进行研究时侧重分析市场定价和消费者的支付意愿等[23, 24]。李国祥强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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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优质优价研究文献被引频次

序号

研究题目

作者

发表
年份

被引
次数

1

试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我国农产品的质量控制

范毅、薛兴利

农产品优质优价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郑晶

2004

48

3

黑龙江省稻米优质优价产业链整合研究

陈艳红

2014

25

2
4

我国绿色食品 20 年发展成效及推进方略

王运浩

5

食品企业质量控制动机及“优质优价”实现状态分析——基于 300 家国家级农业
龙头企业调研

方伟、梁俊芬、林伟君、
万忠

6

对绿色农产品“优质不能优价”的现象探析

李建平、杜秀玲

7

河南省优质小麦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赵献林、赵淑章

8

优质优价是办好养蜂专业合作社的生命线

胡元强、樊伟芳、黄瑞春

优质农产品缘何难以优价

孙宏滨

10

实现优质优价的问题、根源和对策研究

周适、刘泉红、付文飙

9

表2
序号 发文量

2005
2010
2013

34
21
18

2004

17

2014

13

2002
1999
2018

14
11
10

优质优价研究作者发文量

发文年份

作者

研究主要关键词

1

16

2006，2009，2011—2014，2017—2020

胡元强

优质优价，养蜂业，专业合作社，蜂蜜质量，蜂农增收，产业化经营
优质优价，小麦价格，市场化收购，粮食市场，供给侧改革，面粉购销

4

2016，2018—2019

张春良，赵佳

3

2000，2019

丁声俊

优质优价，粮食政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大宗农产品价格波动

2015—2017

高芸，赵芝俊

优质优价，消费者，支付意愿，蜂蜜产业，市场定价，保健功能食品

李国祥

优质优价，粮食最低收购价，农产品高质量发展

2

10

4

3

5

3

2017—2018

质优价机制对农业尤其是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25-27]。综合来看，发文量较高的作者所研究的议题
主要覆盖蜂蜜业、粮食产业等领域，研究关键词多围绕政策导向、市场定价、质量评级、产业化经营、
专业合作社、农民增收等展开。

2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运用 CiteSpace5.8.R1 软件开展文献计量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分析者主观判断对计量结果的影

响，进而增强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将数据导入 CiteSpace，在时间参数区中设置分析时间跨度为 1976
—2021 年，时间切片为 1，网络节点设置为 keyword(关键词)，剪切方法选择寻径 （pathfinder）、修剪切片

网 （sliced networks） 及合并网 （merged network） 3 种方法以剔除无关节点，其他配置功能区中的参数按

照系统默认设置。由于关键词词频、中心度等指标是反映关键词热度的重要指标，共现、聚类等研究形
式是反映关键词核心地位的重要研究方法[28]，通过生成直观的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突现词探测等知
识图谱，可视化呈现优质优价的研究热点、核心议题和演进历程，明晰优质优价研究的脉络，为下一步
明确该领域的研究方向提供判断依据。
2.1

研究热点关键词
关键词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凝练，反映了文章研究主题，也是表征文献研究热点最直接的元

[28]

素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共现网络分析，可以发现某领域的不同研究热点之间的关系。关键词节点大小对
应当年关键词频次 （即发文量），深色圆点代表该关键词节点为高中介中心度节点，用以表示研究领域变
革中里程碑式的重要关键点、转折点或者支点，节点间连线粗细表示两关键词共现关系的强弱，连线颜
色越浅表示首次共现年份越久远，由此对既定研究前沿的动态转变[29]进行初步的可视化呈现 （图 2）。 该

研究共生成节点数量 704 个，连线数量 1 678，网络密度 0.007。捕获的关键词中，频次不少于 5 次的关
键词达 19 个，说明该领域研究基础较为扎实，已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热点。除了优质优价 （词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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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中 介 中 心 度 1.4) 之 外 ， 设 置 关 键 词 阈 值

（threshold） 为 12，可筛选出农产品、按质论价、
优质小麦、优质农产品、优质专用小麦、专业合

作社、产业化等也是优质优价领域中研究基础较
好、影响力较大的议题，具备一定研究热度。
分 别 从 频 数 （Count） 和 中 心 性 （Centrality）
两个角度对共现关键词进行排序，统计优质优价
相关研究除“优质优价”之外排名前 10 位的高频
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如表 3 所示。“优质优
价”“农产品”“按质论价”“优质小麦”等关键词

的词频和中心性均排名靠前，这些词汇代表了研
究热度高、研究体系稳定成熟以及与其他领域建
立了有效连接的研究方向。首先，研究“优质小
麦”及“优质专用小麦”的品质差价的研究成果
[30]

较为丰富，张新宇 指出发展优质专用小麦的主
要制约因素是价格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其他
配套措施还跟不上。刘锐等[31] 提出要发挥龙头企
业的产业带动作用以及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专业
化种植，同时打造优质专用小麦生产示范区，培
育区域品牌，从而推动粮食生产领域高质量发
展。其次，专业合作社作为新型经营主体，是推
动优质优价发展的重要经营模式，马九杰等[32] 比
较分析了不同流通模式对优质农产品生产者价格
的影响，发现因为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利益联结
机制可以有良好的共赢激励作用，并且合作社通
过组织化降低了流通成本，与农户分享了收益，

序号

图2

优质优价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3

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
高频关键词

高中心性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中心性

1

优质优价

342

优质优价

1.4

3

按质论价

16

农产品品质

5

优质农产品

12

小麦生产

9

优质农产品

2
4

农产品
优质小麦

6

优质专用小麦

8

产业化

10

养蜂业

7

专业合作社

9

合作社

24
14
10

农产品
品质差价
产业化

8

信息不对称

6

养蜂生产

6

合作社

0.9

0.83
0.83
0.56
0.39
0.35
0.33
0.27
0.22

故在合作社发展较为完备时,“农户+合作社+超市”更有助于实现优质优价,对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
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18, 31]，颇受学者关注。另外，“养蜂业”的出现频率和中心性也较高，原因与前文所
列的核心作者对养蜂业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有关，由于蜂王浆产品本身特性即真假难辨又成本价格差
异巨大，行业发展迫切需要规范和形成优质优价机制， 胡元强等提出王浆酸 （10-HDA） 是辨别蜂王浆真

假的关键品质指标且对人体具有积极的营养健康功效，运用 10-HDA 含量检测技术对根据质量指标划定
等级、设定价格、实现优质优价，从而满足消费者优质蜂蜜需求具有重要意义[33, 34]。
2.2

研究核心议题
关键词聚类图谱通过共被引耦合分析自动提取词汇，生成聚类标签，可以客观地反映优质优价领域

研究的核心议题。可选的算法主要有 LSI(潜语义索引算法)，LLR （对数似然率算法） 以及 MI （互信息算

法） 3 种，同时可通过聚类模块值 Modularity （Q 值） 与聚类平均轮廓值 Mean Silhouette （S 值） 两个指标，
判断聚类结果的效度[29]，一般认为 Q>0.3 表明聚类结构显著，S>0.5 聚类合理，S>0.7 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

服的。该研究采用常规的 LLR 算法对所有文献以关键词为对象进行聚类标签提取，显示聚类模块值 Q=

0.845 1，表明聚类划分合理有效;聚类平均轮廓值 S=0.982 3，聚类结构令人信服，主题明确。如图 3 所示，
优质优价领域的热门研究议题是：“优质小麦”“养蜂业”“农产品”“优质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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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论价”“商品粮”“种植业”“产销对接”。聚
类序号靠前表示该聚类的规模较大，包含文献

较多。由图 3 可见大部分聚类结果存在交叠，
各领域互融互促现象普遍，但交叠区域大小有
一定差别。“优质小麦”与“商品粮”，“养蜂
业”与“按质论价”为交叉重叠较多的研究热
点，与“农产品”“优质农产品”等共同作为
文章关键词的次数较多，“种植业”“产销对
接”为较独立的研究热点。

进一步统计各聚类标签相关指标 （表 4），

前 10 位聚类标签包含节点数量均在 10 个以上，
紧密程度最大值为 0.999，最小值为 0.914，聚

类结果均满足在 0.000 1 水平上显著，总体聚类
效果较好。节点个数代表研究热度，紧密程度

图3

高表示其内部关联密切，标签#0“优质优价”
紧密程度为 0.999，接近 1 表示该聚类标签内各

表4

文献高度相关地围绕同一主题展开研究，与图

3 聚类图中以“优质优价”聚类模块内部关键
节点多且密集形成呼应。标签#1#7#8“优质小

麦”“商品粮”“种植业”的聚类标签内主要围
绕收购价格[21]、良种补贴[35] 和增产增收[36] 等展
开，与前文高频关键词所含研究总体一致。标

签#2“养蜂业”的聚类紧密程度也较高在 0.99
以上，由前文可知是发文作者较为集中的原

因，蜂蜜产品的优质优价及养蜂专业合作社已
形成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并积累了较多实践经
验[24, 37, 38]。从标签#4 的平均年份可以看出早期多
使用“按质论价”一词进行优质优价相关研

优质优价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优质优价研究关键词聚类

聚类号

节点数
量

聚类紧密
程度值

聚类成员
平均年份

LLR 聚类标签关键词
（对数似然率，P 值）

#0

180

0.999

2007

优质优价(27.36,0.000 1)

#2

56

0.992

2010

养蜂业(20.39,0.000 1)

#1
#3
#4
#5
#6
#7
#8
#9

62
37
34
33
29
21
15
12

0.954
0.914
0.957
0.975
0.936
0.998
0.998
0.986

2008

优质小麦(27.29,0.000 1)

2011

优质农产品(22.88,0.000 1)

2006

无公害农产品(19.71,0.000 1)

2001

商品粮(15.41,0.000 1)

1990
2009
2011
2015

按质论价(27.527,0.000 1)
农产品(36.39,0.000 1)
种植业(17.6,0.000 1)

产销对接(15.41,0.000 1)

究，随着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更侧重于使用“优质优价”这一术语。标签#3、#5 和#6“农产品”“优质农
产品”和“无公害农产品”反映了优质优价领域不同时期对农产品“优质”的关注热点差异，其中无公

害农产品文献的平均年份较早，在 2006 年左右。自我国加入 WTO 起，无公害农产品等优质专用农产品为
避免在国际贸易中出现技术壁垒而成为研究热点[39]。200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也强调指出农业和农村

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是调整农产品结构，发展优质专用无公害农产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
加快实现我国农产品的优质化和专用化。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扩大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等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优质农产品因食用安全度更高从而成本也更高，增加其供应需推
进标准化生产、完善检验检测体系、健全质量追溯体系、加强农资安全监管，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的有效
运行对于提升质量溢价水平、弥补优质农产品成本进而推进优质农产品可持续供应具有重要作用[40, 41]。在
国家大力推进“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42]的背景
下，康升云等提出要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加大农产品认证知识宣传教育力度、促进产销对接并做
大做强特色农产品品牌以助力优质优价实现[43]。标签#9“产销对接”反映优质优价存在困境的原因之一是
产业链当中的流通效率问题，张领先等[44]提出借助电子商务流通模式可有效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需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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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以促进农产品优质优价，张驰[45]提出了 “农产品透明供应链”的概念，为生产者提供便捷的供应链信
息化管理工具, 以改善农产品供求平衡与产销信任关系，帮助优质农产品实现优价，沈兴兴等[46] 认为当前
大部分普通小农户所生产的绿色农产品难以实现优质优价原因是无法借鉴规模经营主体的优价模式，还
需要公共服务支撑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共同支持。
2.3

研究热点演进态势
共线聚类分析图谱中虽能通过颜色深浅将聚类成员的平均年份进行可视化呈现，但鉴于聚类成员的

平均发表年份受两端极值影响较大，不能直观反映该类研究热点的演进态势，需运用 Burstness 突现词探
测工具生成图谱对演进脉络进行梳理 （图 4）。其基本原理是某个关键词的词频在短时间内激增，研究热

度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被探测形成突现热点。从突现词图谱中可以回顾哪些关键词在什么时间段成为
了热点，且由于突现词通常具有时间延续性，可以用于辅助预判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研究热点趋势。图谱

中 Begin 表示关键词突现起始年份，End 表示突现结束年份，Strength 表示突现强度，深色区块的长度代表
了突现时间段的持续时长。

图4

优质优价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从图 4 可以看出，早期学者重点关注粮食生产领域，即以保障粮食安全、提升主粮质量为优质优价研

究的主要目标，后期对优质农产品的研究逐渐转向保健食品领域如蜂王浆，也体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高物质需求的转变。农产品优质优价相关研究的演进态势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且整体与前述发文

量的阶段划分相匹配，说明有较强的科学性。第一阶段为 1979—1999 年，“按质论价”关键词突然成为了
热点，其突现强度较高且持续了较长时间，其原因可能是 1983 年国务院公报批转了国家物价局、国家经

济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贯彻工业品按质论价政策的报告》，组织全国贯彻实施按质论价政策[47]，引
起了学界热烈广泛的讨论；第二阶段为 1999—2002 年，粮食品种结构调整的政策发布后优质小麦、粮食

种植结构、保护价、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优质专用小麦等优质农产品的研究热度迅速上升，这也与发文

量所出现的第一个高峰相对应。1999 年 5 月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通知》
中指出我国粮食已由“长期短缺”变成“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粮食生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优

质品种相对不足，劣质粮食品种销售不畅致库存积压，而农民仍在继续大量生产后者[48]，急需推动优质优
价发展进而促进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引导农民增加适销对路的优质粮食品种的生产，故粮食生

产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成为了研究热点；第三阶段自 2010 年之后兴起，主要原因是专业合作社这一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对解决优质优价问题的作用得到了学者的关注重视，并在养蜂业、夏粮收购等领域进行了
实践应用。2007 年国家颁布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
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增加农民权益、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优质优价发展的重要手段，同
时优质优价的实现也有助于解决专业合作社发展中面临的生产积极性等关键问题。胡元强等以养蜂专业
合作社作为案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专业合作社按标准规模化生产蜂产品，供应龙头企业，实行优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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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使蜂农得益，企业增效，促进养蜂业可持续发展[18]。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中也不断面临新的困
境，如合作社并不能完全解决优质优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端的“低信任—低价格”恶性循环难以
打破，“优质不优价”问题依然突出，张社梅等针对此问题提出运用公证嵌入合作社的创新模式以促进优
质优价的实现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推测未来专业合作社相关研究仍有较多探索的空间，该关键词的研究
热度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3
3.1

结论与展望
结论
该文基于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运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优质优价研

究的文献知识图谱进行分析，发掘了优质优价的研究热点、演进脉络及前沿趋势，可为未来研究方向选
择提供科学参考，结论如下。
（1） 发文量受政策影响波动较大，时间阶段特征突出。基于文献发表量的年度分布，该文将优质优

价研究分为 4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期”，时间跨度为 1976—1998 年，优质优价研究起步并缓慢发
展。1998 年国家首次提出粮食收购应遵守按质论价的原则，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优质优价研究出
现井喷式增长，进入第二阶段，即第一次“热点高峰期”，时间跨度为 1998—2004 年。第三阶段为“稳定

期”，时间跨度为 2004—2016 年，优质优价研究发文量稳步上升。第四阶段时间跨度为 2017—2019 年，
主要受国家出台的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如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
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国务院印发 《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要求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原农业部将“2017 年确定为农业品牌推进年”，学术界迅速做出回应，推动优质优价研究
进入第二次“热点高峰期”。
（2） 研究主题集中，研究热点紧跟国家政策。研究高频关键词和聚类标签分析高度一致，从中可以
总结出优质优价领域的核心议题包括：“优质优价”“按质论价”“优质小麦”“优质农产品”“专业合作
社”“养蜂业”，粮食产业和蜂蜜产业领域的优质优价相关研究较为丰富，研究体系已较为成熟。次要议
题包括：“农产品品质”“品质差价”“产业化”“无公害农产品”“信息不对称”“无公害农产品”“种植
业”和“产销对接”等。由聚类标签图谱和关键词突现图谱可知，研究热点分布受政策影响较大，学界

积极回应各项改革措施的政策号召。从 1983 年组织全国贯彻实施按质论价政策，1999 年粮食品种种植结

构调整，2002 年“中央一号文件”农产品加快推进农产品优质化和专用化，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
出要扩大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2007 年国家颁布 《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2017 年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研究热点依次出现了“按质论价”“种植业”“优质小麦”“优质
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产销对接”等，均呼应了政策号召，响应了社会现实需要。
3.2

展望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利益联结机制将持续热点态势。根据研究热点趋势探析，在粮食和养蜂业

领域的专业合作社和产销对接研究将继续热点态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利益联结机制模式的探索仍将
延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优质优价的流通组织形式和利益分配机制中都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现代农业
发展的重要载体，对促进优质农产品生产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提升农产品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
的专业合作社模式仍未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该研究热门趋
势将延续。
（2） 推动农业生产“三品一标”迫切需要优质优价研究支撑。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启动实
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提升行动，旨在更高层次、更
深领域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其基本原则需坚持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
活要素、激活市场、激活主体，引导资源要素向品种选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集聚，推进优质优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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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研究对其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前述研究热点高峰的出现多由政策引导推动而致，未来两年研究的发展
趋势将围绕 “三品一标”展开，为相关政策实施落地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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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HIGH QUALITY
AND HIGH PRICE IN CHINA *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Miao Yiyuan，Huang Jiazhang，Liu Rui，Sun Junmao※
(Institute of Food and Nutrition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High quality and high pri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supply-side reform. Research on high-quality and high-price has not clearly introduced the beginning,
development and issues. Using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to analyze high quality and high price research progress and

situation ma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Referring to the data collected on

CNKI, this study included th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f article publishment, quoting frequency and important
authors. The CiteSpace mapping tool was used to induce, cluster and visualize the detection and analysis of
emerging words, and comb the relevant research hotspots and prospect further development trends of high quality

and high price with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as follows. The research on high-quality and
high-price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policies, showing an upward trend in fluctuations. More research articles took

wheat and honey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main issues focused on quality-based pricing, premium wheat,
premium agricultural products, agriculture cooperatives and the apiculture industry. These research hotspots were
better established on the study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trend,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topics about rural

agriculture cooperatives were likely to be continually studied and would develope into one core issue in the future.
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s of high quality and high price research,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tinue to focus on the
role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y and follow the latest policy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ety

improve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brand building and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vitality of
high-quality and high-price market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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