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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domestic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pro

ducts brand, adopt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metrology,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NoteExpress, 

SPSS, Ucient, Netdraw software, such as making a map visualization, and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iel

d of cluster analysi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order to more

 accurately grasp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 rese

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fiel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 in China involves six ca

tegories, including regional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ing strategy of green agricultural pro

ducts, marketing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branding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Resea

rch hotspots includ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s",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

oducts brands", "brand building",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o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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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国内农产品品牌领域的研究现状与热点，采用文献计量的分析方法，综合利用 NoteExpress、

SPSS、Ucient、Netdraw 等软件制作出可视化图谱，并进一步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聚类分析、多维尺

度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国内农产品品牌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结果表明，我

国农产品品牌研究领域涉及乡村振兴下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绿色农产品营销战略、农产品品牌营销策

略、农产品品牌化战略等六大类别；研究热点涵盖“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农产品区域品牌”、

“品牌建设”、“特色农产品”等研究方向。 

关键词：农产品品牌；可视化分析；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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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在现如今农产品激励的市场竞争中，农产品不再依

靠传统的价格策略，转而逐渐走向品牌化的道路。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质量兴农之路，同年六月农业农村

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文件指出深

入推进品牌强农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是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路径，是提升农业竞争力

的必然选择，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力举措
[1]
。而在学术

研究领域，国内关于农产品品牌领域的研究多以单个研

究主题进行分散的独立研究，而少有对该领域研究现状

进行可视化的系统梳理。鉴于此，本文利用可视化技术，

并结合系统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社会化网络分析

等方法清晰的展现国内农产品品牌领域的研究现状与

热点，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学习参考价值。 

2.数据和研究方法 

2.1.样本采集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文献类型选择

“期刊”，检索主题设置为“农产品品牌”，检索时间范

围为 2010—2019年，为保证样本数据的质量与代表性，

来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与 CSSCI，共得到相关文献 381

篇，经剔除新闻通讯、会谈纪要等不相关文献后，最终

得到有效研究样本 360 篇期刊文献。 

2.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国内农产品

品牌领域的发文时间分布、作者及机构合作、期刊分布

等研究现状情况进行基础统计分析，并综合利用

NoteExpress、SPSS、Ucient、Netdraw 等软件制作出可

视化图谱，进一步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聚类分析、多维

尺度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国内农产

品品牌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3.农产品品牌领域研究现状 

3.1.文献时间分布 

本文根据 CNKI 数据库导出的文献数据，对

2010-2019 年期间农产品品牌研究领域的文献时间分布

情况进行统计，并制作出发文年代分布图（如图 1）。从

图中可以看出，该领域近十年文献发文数量波动较大，

而根据数据统计结果，该领域近十年间共计发表文献数

量 360 篇，年均发文量为 36 篇，历年发文基本呈平稳

态势，说明学者对农产品品牌领域的研究持续保持关注。 

 
图 1  2010—2019 年农产品品牌研究文献时间分布 

3.2.高产作者合作情况 

对高产作者进行共现分析不仅可以发现该领域内

活跃的核心研究作者，还可以反映出研究作者及机构之

间的相互合作程度。图 2 列出了农产品品牌领域发文量

排名前 10 位的研究者，根据数据统计，该领域内发文

数量最高的是李艳军 8 篇，仅占总发文量的 2.22%，而

排名第十位只有 3 篇。在作者合作关系网络图中，节点

大小表示作者发文量，同一节点颜色表示作者所处同一

机构，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及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

关系。从图可知，在排名前十位的作者合作关系网络中，

作者及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非常分散，图中仅有两对合

作关系，且仅有一组为跨机构合作。据此说明，虽然农

产品品牌领域的研究持续受到学者的关注，但进行持续

深入研究的学者还比较少，且整个合作研究体系还比较

薄弱，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程度并不高，跨机构合作还需

进一步加强。 

 
图 2 高频作者合作关系网络 

3.3.主要来源期刊分布 

通过对主要来源期刊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可以掌

握农产品品牌研究受到哪些领域的重点关注。表 1 展现

了该领域内载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主要来源期刊分布情

况，从载文数量上看，《农业经济》刊文量最高，占总

文献比例 12.78%，超过年均发文量 36 篇的水平，是该

领域内期刊发文的核心力量。而从期刊类型上说，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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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期刊类型包括了农业经济、农业科学以及商业商贸等，

也反映出农产品品牌的研究除了受到农业经济、农业科

学等在农业领域重点关注之外，也是商业商贸等方面的

关注领域。 

表 1 主要来源期刊分布情况（top10） 

期刊名称 载文量 占总比 期刊名称 载文量 占总比 

农业经济 46 12.78% 安徽农业科学 12 3.33% 

商业经济研究 26 7.22% 商业时代 10 2.78% 

江苏农业科学 13 3.61% 价格月刊 9 2.50%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12 3.33% 农业经济问题 9 2.50% 

世界农业 12 3.33% 中国商贸 8 2.22% 

4.农产品品牌领域研究热点 

4.1.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炼，如果某

一关键词在其所在领域的文献中反复出现，则反映出该

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2]
。通过

文献检索与管理系统 NoteExpress软件数据分析功能对

CNKI 数据库导出的 360 篇文献提取关键词，共得到关键

词 783 个，为了使关键词更具有分析价值，本研究选取

了排名前 30 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如表 2 所示，通

过这些关键词的频次能初步判断它们在农产品品牌研

究领域中的主要研究方向。 

表 2 关键词列表（top30）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农产品 92 11 品牌营销 11 21 品牌战略 7 

2 农产品品牌 35 12 绿色农产品 10 22 策略 7 

3 区域品牌 30 13 农业 9 23 营销策略 7 

4 特色农产品 25 14 对策 9 24 竞争力 7 

5 品牌 24 15 乡村振兴 9 25 家庭农场 6 

6 品牌建设 21 16 电子商务 8 26 日本 6 

7 农产品区域品牌 19 17 特色农业 8 27 结构方程模型 6 

8 地理标志 13 18 农业品牌 8 28 问题 6 

9 品牌竞争力 12 19 影响因素 8 29 品牌价值 6 

10 农民专业合作社 11 20 营销 7 30 品牌塑造 5 

4.2.关键词共现矩阵与相异矩阵 

为便于开展多维尺度分析及社会网络分析需要，利

用 NoteExpress 软件对高频关键词列表进行转换，分别

构建出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表 3）与相异矩阵（表 4）。

在关键词共现矩阵中，其对角线数值代表两两关键词同

时出现的频数；而在相异矩阵中，对角线数值代表两两

关键词的相关性，数值越接近于 1，表示两者的相关性

越低，反之则两者关联性越强。 

表 3 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部分） 

关键词 农产品 农产品品牌 区域品牌 特色农产品 品牌 品牌建设 

农产品 92 1 15 0 9 5 

农产品品牌 1 35 0 0 0 2 

区域品牌 15 0 30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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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产品 0 0 2 25 2 3 

品牌 9 0 0 2 24 0 

品牌建设 5 2 1 3 0 21 

 

表 4 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部分） 

关键词 农产品 农产品品牌 区域品牌 特色农产品 品牌 品牌建设 

农产品 0 0.9997 0.9185 1 0.9633 0.9871 

农产品品牌 0.9997 0 1 1 1 0.9946 

区域品牌 0.9185 1 0 0.9947 1 0.9984 

特色农产品 1 1 0.9947 0 0.9933 0.9829 

品牌 0.9633 1 1 0.9933 0 1 

品牌建设 0.9871 0.9946 0.9984 0.9829 1 0 

4.3.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可以根据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远近将关

键词进行分类，更有助于系统理解农产品品牌领域研究

的主要类别。将上述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导入 SPSS 软

件，利用其系统聚类功能，绘制出系统聚类谱系图，图

中纵轴表示的是关键词的相似程度。如图 3 所示，依据

关键词之间的相似性，农产品品牌领域的研究热点被分

为六大类别。 

（1）农民专业合作社下的农产品品牌建设。该类

别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建设、特色农产品、对策、

问题、策略六个关键词。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农民

专业合作社既是当地特色农产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农

产品销售经营环节的主力军。尽管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社

拥有了自己的产品品牌，但是缺乏品牌内涵的现象也很

突出，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离不开品牌建设
[3]
。

在学术研究领域，研究者主要是对西部地区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现存问题及应对策略进行了探讨，田文勇
[4]
等学

者基于四川、贵州两地的调查提出应从农产品生产、销

售以及合作社内部认识等方面推进品牌建设，而鲜阳红
[5]
则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品牌构建还需加大

国家政策性扶持。 

 
图 3 共词矩阵系统聚类 

（2）日本农产品品牌对中国的启示。该类别包括

日本、家庭农场、特色农业三个关键词。我国农产品品

牌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因此部

分学者展开了对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其中以日本为代

表的研究较为突出。孙华美结合美日经验，提出加快中

国特色农产品品牌发展的对策应从政府扶持、质量监管、

品牌宣传、科技研发等方面入手
[6]
。张文超

[7]
以日本农

产品营销经验展开研究，提出中国特色农业营销路径选

择还应该关注品牌保护和明确市场定位等。 

（3）乡村振兴下的农产品区域品牌。该分类下包

括乡村振兴、农产品区域品牌以及电子商务三个关键词。

创建与培育农产品区域品牌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途径,是实施质量兴农战略规划的关键问题
[8]
。作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学者对此高度关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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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涉及影响因素、运行机制、发展策略等，案例研究

包括河南、福建、陕西、湖北等省份，研究视角包含了

乡村振兴战略、产业融合、产业集群、消费者等视角。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对于农产品电商品牌化
[9]
以及品牌

培育对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影响
[10]

展开了研究。 

（4）绿色农产品营销战略。该类别下包括农业、

营销、绿色农产品、结构方程模型、影响因素五个关键

词。绿色农产品营销旨在通过对农产品进行全程研发、

生产、销售等,以此来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健康需求
[11]

。但是,在实施绿色农产品营销的过程中,尚且面临一

些制约因素，因此学术界也对该领域进行了探讨。绿色

营销的前提是绿色生产,徐姝
[12]

等学者运用结构方程模

型，对消费者对农产品可追溯体系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研究，王瑛则认为绿色农产品营销应从优化产品、

价格、渠道和促销战略等方面着手,走差异化品牌发展

道路
[13]

。 

（5）农产品品牌营销策略。该分类包括了品牌、

竞争力、营销策略、品牌营销、农业品牌五个关键词。

在农产品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若没有品牌营销是万万

不行的。近年来，国内农产品品牌营销存在着品牌意识

薄弱、营销思维固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带

来的经济利益。对于此，诸多学者针对农产品品牌营销

展开研究，如“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网络社

群等不同视角的营销策略研究，与此同时，还对农业品

牌建设及农业现代化的农业品牌政策进行了探讨。孙强

等提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加强农业品牌顶层制度

设计、完善制度框架、强化政策支持，率先推进中国农

业品牌现代化
[14]

。 

（6）农产品品牌化战略。该分类下包括了农产品

品牌、品牌价值、农产品、区域品牌、地理标志、品牌

战略、品牌竞争力、品牌塑造八个关键词。该类别占据

排名前 30 关键词的 26.67%，表明该类别的研究在农产

品品牌领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农产品品牌化是现代农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农产品品牌化战略的研究中，学

者较多的关注农产品品牌化的重要性以及实现路径。许

文苹
[15]

等利用实证分析法阐释实现我国地理标志农产

品品牌化的重要意义，连奕昕
[16]

使用 SWOT 分析法，并

结合 AHP 层次分析法,确定当前我国农产品品牌化发展

应采取积极的 SO 扩张型战略。 

4.4.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能够通过降维的方法，衡量变量之间

的距离，反映两点间相似和相异程度，识别数据间的结

构关系
[17]

。通过将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表 4)导入到

SPSS 软件后，选择分析菜单下多维标度功能绘制出农产

品品牌研究领域的坐标图（图 4）。图中 X 轴为向心度

（Centrality），表示研究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程度，向

心度越大，表明越核心；Y 轴为密度（Density），表示

研究领域内部之间联系程度，密度越大，表明越成熟
[18]

。 

 
图 4 多维尺度分析坐标图 

从图 4 可知，多维尺度分析坐标图中除了农民专业

合作社下的农产品品牌建设与日本农产品品牌对中国

的启示研究领域以外，其它四大研究领域从整体上看都

拥有较好的向心度和密度，说明国内农产品品牌领域的

研究较为成熟和稳定。但是在各大领域内部，研究密度

还较为分散，且领域内的研究尚不够成熟，内部联系程

度较差。而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下的农产品品牌建设与日

本农产品品牌对中国的启示的研究领域中，虽然部分关

键词拥有较好的向心度，但“对策”和“领域”等关键

词处于坐标边缘位置，内部研究整体密度都较低，说明

这两个领域尽管都保持较高的关注度，但是仍有部分研

究正在向其他领域过渡。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66

88



4.5.社会网络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关键词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本文基

于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数据（表 3），并借助 Ucinet 与

Netdraw 软件制图功能，绘制出高频关键词共词网络（图

5）。图中，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的共现频次，而节点

所处的位置表示该节点在网络图中的地位。 

点度中心度是研究网络图中节点权力和影响力的

重要指标，分为绝对度中心度和相对度中心度，点度中

心度越高，表明在网络中越占有中心地位
[19]

。利用

Ucinet 软件对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执行 Centrality—

Degree 命令，得到点度中心度数据（表 4）。表中点度

中心度越大，表明其影响力越大，所处的地位就越核心。 

 
图 5 共词网络图 

表 5 高频关键词度数中心度 

关键词 D nD 关键词 D nD 关键词 D nD 

农产品 81 0.19 品牌营销 10 0.02  品牌战略 9 0.02  

农产品品牌 17 0.04 绿色农产品 6 0.01  策略 9 0.02  

区域品牌 26 0.06 农业 10 0.02  营销策略 8 0.02  

特色农产品 20 0.05 对策 13 0.03  竞争力 9 0.02  

品牌 29 0.07 乡村振兴 8 0.02  家庭农场 3 0.01  

品牌建设 21 0.05 电子商务 5 0.01  日本 9 0.02  

农产品区域品牌 14 0.03 特色农业 6 0.01  结构方程模型 6 0.01  

地理标志 16 0.04 农业品牌 2 0.00  问题 7 0.02  

品牌竞争力 12 0.03 影响因素 8 0.02  品牌价值 6 0.01  

农民专业合作社 10 0.02 营销 10 0.02  品牌塑造 4 0.01  

现结合图 5 网络结构和表 5 数据结果来看，关键词

“农产品”的点度中心度最高，它处于整个网络中的最

核心位置，表明该领域内的研究都是围绕它进行展开的。

在处于次核心地带的以“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农

产品区域品牌”、“品牌建设”为代表的关键词中，尽管

他们没有处于网络的核心，但是他们都拥有较高的点度

中心度，同样是农产品品牌领域研究的热点。除此之外，

以“区域品牌”、“特色农产品”、“品牌”等为代表的关

键词，虽然他们处于网络中相对较远位置，但是他们的

点度中心度较高，说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同样发挥着

重要作用。而位于网络边缘位置的关键词，以“品牌塑

造”、“品牌价值”、“家庭农场”、“农业品牌”、“乡村振

兴”等为代表，表明该领域的研究正逐渐多元化，衍生

出了在不同领域之间相结合的研究，但在该方面的研究

还相对不足，未来的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5.结论及不足 

本文通过对国内农产品品牌的 360篇文献进行聚类

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文献计量分析方

法，最后得出以下结论： 

（1）在 2010-2019 年期间，国内农产品品牌领域

的研究基本保持平稳态势，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保持

持续关注，但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还比较少。同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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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品牌

特色农产品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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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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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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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
品牌战略

策略

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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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

日本

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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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价值

品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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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作者及机构的合作研究体系较为薄弱，研究者之间合

作程度不高，跨机构合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2）通过系统聚类分析，将国内农产品品牌领域

的研究分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下的农产品品牌建设、日

本农产品品牌对中国的启示、乡村振兴下的农产品区域

品牌、绿色农产品营销战略、农产品品牌营销策略、农

产品品牌化战略六大类别。结合多维尺度分析后得出，

乡村振兴下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绿色农产品营销战略、

农产品品牌营销策略、农产品品牌化战略这四个领域都

拥有较好的向心度和密度，说明国内农产品品牌领域的

研究基本成熟和稳定，但是在各大热点领域内部，都还

存在研究密度分散，内部联系程度较差的特点。 

（3）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国内农产品品牌领域的

研究以“农产品”为焦点进行展开，同时发现在整个研

究领域内“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农产品区域品

牌”、“品牌建设”、“特色农产品”等为代表的关键词已

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另外，在该领域内以“家庭农

场”、乡村振兴”等为代表的多元化的研究正在逐渐形

成，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索。 

本研究只选取了近 10 年间国内农产品品牌研究领

域的 360 篇期刊文献，没有对所有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使得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不够完整，同时也

缺少对发展趋势的分析。此外，本研究没有加入国际刊

物的研究成果，后续研究可从上述问题进行考虑，以补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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