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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traceability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by establishing traceability system with technical 

means has many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However, due to the incomplete realization of the consumption value of trace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is difficult to construct and popularize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Based on lemon market model, decision psychology 

theory and KANO model, this study designed an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consumption decision experiments, explored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trace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sumption, accurately identified and evaluated the 

consumption value of trace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to promote its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traceabilit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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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建立追溯体系借助技术手段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可追溯性，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管理方面有诸多应用

场景和较高应用价值，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

未充分实现，导致追溯体系建设与推广应用困难，本研究基于柠檬市场模型、决策心理学理论与 KANO 模型

设计开展系列消费决策实验，探讨可追溯农产品消费决策机理，准确识别和评价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据此

提出优化改进追溯体系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其推广应用，从而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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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

品安全问题和广为人知的食品恐慌提高了人们对供

应链可追溯性的认识（Pouliot 和 Sumner，2008）[1]。

通过建立追溯体系借助技术手段提升农业产业链供

应链可追溯性，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管理方面有诸多

应用场景和较高应用价值，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李连英等（2020）[2]

提出需要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完善蔬菜质量安全可

追溯体系，让农户了解可追溯体系，加大对蔬菜领域

的农产品溯源。郑建明等（2019）[3]说明水产品的可

追溯已经成为贸易的发展趋势，政府需要鼓励支持企

业水产品可追溯体系发展。吴林海等（2020）[4]指出

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可以有效的解决由于供需双方

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起到事前预警，

事后追溯的功能。可追溯体系应用在农产品的各个行

业。Golan 等（2003）[5]指出，增强的可追溯性系统

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避免不安全产品的分销，还可以帮

助企业最大限度地降低召回成本。追溯系统越精确，

召回规模越小，召回成本越低。Hobbs（2003）[6]指

出追溯系统具有三个主要功能：（1）促进产品追溯，

以将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成本或风险降至最低；

（2）加强责任激励；（3）允许事前验证信用质量属

性。 

Dickinson 和 Bailey（2002）[7]认为将零售肉类追

溯到农场能给肉类带来额外的安全保证，并提出可开

发 TTA（可追溯性、透明度、来源保证）系统的有利

可图的市场。Dickinson 和 Hobbs 等（2003）[8]把 TTA

提供的增强质量保证成为“外在”质量，这些特性既不

影响食品安全，也不影响典型的政府评级，但仍然受

到一些消费者的重视。Hobbs（2003）[6]指出追溯系

统的经济激励措施：事后成本降低、责任有效性提高

和消费者信息成本降低。Hobbs（2004）[9]说明了追

溯系统中的三大组成：（1）事后反应系统。允许在出

现问题时追溯受影响的产品，以便将社会成本降至最

低；（2）事后责任系统，便于责任分配；（3）信息系

统，提供事前质量验证。通过梳理如上及其他已有的

研究文献和考察追溯体系的功能对消费者的影响，识

别和细分可追溯农产品的消费价值，主要包括：a.责

任可追溯价值，即质量安全事故损失规避，用

U(Laccident)*T 表示，U(.)为期望效用函数，Laccident 为质

量安全事故损失额度，T 为可追溯性；b.质量可追溯

价值，又包括原有质量“保真”价值（适用于实施追溯

前质量较高）和后续质量提高价值（适用于实施追溯

前质量较低），分别用 U(Qoriginal)*T 和 U(Qimprove)*T 表

示，Qoriginal 和 Qimprove 分别为实施追溯前后的农产品质

量等级。 

陈智（2022）[10]指出，农产品信息不对称和质

量责任的不可追溯会导致消费者是否信任并且选购

该农产品。王萌等（2021）[11]指出食品可追溯体系

能够对养猪户的用药行为产生优化提升作用，从而实

现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保障。消费者对具有可追溯

农产品的购买意愿增加。徐姝等（2019）[12]指出感

知易用性和感知障碍性显著影响了消费者对农产品

可追溯体系的接受态度以及使用意愿；健康意识对消

费者对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接受态度也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Pouliot 和 Sumner 指出，可追溯性带来的

食品安全改善增加了消费者购买更安全产品的意愿

[1]。崔译文（2021）[13]以生鲜农产品为例，说明了

消费者对具有可追溯属性的产品具有更为强烈的购

买倾向，消费者愿意花费较高价格购买生鲜农产品。

而商品感知质量能够帮助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做出

效用最大化的选择[14]，消费者对企业的产品有一定

偏好,能够花更高的价格来购买产品，即消费者拥有

感知价值,则更容易产生溢价购买行为[15]。Dickinson

和 Bailey 采用密封拍卖实验法，发现消费者愿意为拥

有 TTA 特性的肉类支付更多费用[7]。Dickinson 等人

发现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消费者都愿意为可追溯性买

单，且如果将可追溯性与动物福利或增强食品安全等

其他特征捆绑在一起，他们愿意支付更多费用[8]。

Hobbs 同样以火腿和牛肉为标的物，采用密封拍卖实

验法，结果表明将可追溯性信息与积极的质量保证捆

绑在一起产生了最高的出价[6]。但 Loureiro（2007）

[16]指出，到目前为止，之前的所有研究都是区域性

的，或者侧重于对特定信用属性的支付意愿，而不是

消费者的相对偏好。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通过建立可追

溯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产品质量问题，且消

费者对于具有质量安全认证和可追溯性的农产品具

有更为强烈的购买意愿。但在已有的研究中缺少消费

者对不同可追溯价值或手段的需求偏好和支付溢价

水平的比较，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时，在追

溯体系领域，可追溯消费价值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

缺乏充分的现实案例。因此，本研究设计系列消费决

策实验，对可追溯农产品消费决策机理展开探究，与

普通农产品相比，消费者对外观、大小等一致的具有

可追溯消费价值的农产品是否存在溢价现象，深入探

讨消费者对可追溯农产品的支付意愿，制定提升支付

溢价的应用策略，以促进农业可追溯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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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分析与假设 

农产品市场是最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但

实际中的农产品市场并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

即农产品并不是同质的，其质量信息在生产经营者与

消费者之间以及在生产经营者之间是不完备的[17]。

由此，农产品市场秩序难以形成，进而导致农产品质

量安全问题，出现“柠檬市场”现象和逆向选择问题。

即当卖方较买方掌握更多农产品市场信息时，买方由

于无法准确识别农产品质量只愿意付出市场整体平

均质量水平的价格，此时，优质农产品逐渐丧失其市

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导致农产品市场整体

质量下滑。为最大限度消除“柠檬市场”现象，我国十

分重视可追溯系统的建设。准确真实的追溯信息有助

于食品安全风险定位和具体责任划分，帮助监管者实

施更为有效的规制策略，从而增加生产主体的法律责

任预期以提高质量安全保障能力[18]。通过增加追溯

信息的披露，可减轻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因此，

农产品的可追溯性与消费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显得

十分有必要。 

Kano 模型把产品/服务的质量要素分为 5 类：魅

力质量要素、一维质量要素、必备质量要素、无差异

质量要素和逆向质量要素；Kano 二维质量模型逻辑

是基于用户的主观感受与服务的客观表现[19]。在本

实验中，将三类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作为农产品客

观表现，消费者对三类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的需求

作为用户的主观感受，通过比较两者关系判断三类可

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属于何种质量要素。 

综上所述，基于柠檬市场模型、决策心理学理论

与 KANO 模型，借助系列（刺激-反应）消费决策实

验测试消费者对三类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的需求，

需求程度较高即表明被验证要素属于代表较高水平

一维质量要素或魅力质量要素，消费者对其有更高的

接受程度并愿意支付更高价格。 

本研究拟通过比较消费者感知质量与农产品市

场整体质量来确定消费者支付意愿，提出以下研究假

设： 

H1：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消费者以农产品市场整

体平均质量水平作为出价依据。 

H2：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

高于农产品市场整体平均质量水平，消费者越满意，

越愿意额外支付更多费用购买具有相应消费价值农

产品。 

3. 研究设计 

3.1. 被试选择 

在四川农业大学校内募集 230 名本科生（年龄

18～22 岁，女性比例为 70.00%）作为被试。将所有

被试随机分成两组，其中 115 名被试（女性比例

68.70%）为橙子组，剩余 115 名被试（女性比例

71.30%）为火腿组。每组均进行责任可追溯价值和质

量可追溯价值（又包括原有质量“保真”价值和后续质

量提高价值）需求测试，每位被试进行三选一，内容

顺序随机决定。设计问卷与量表对所有被试在实验中

的态度和行为进行测量，经过操作检验和问卷筛选删

除无效样本，最后总样本容量为（N=221），两组样本

容量分别为（n orange=111，n ham=110） 

3.2. 实验材料 

预先从水果超市购买同一批经过精心挑选很难

从外观（大小、颜色、饱满度）分辨其差异的橙子和

火腿各 10 个作为实验标的物。然后分为橙子组和火

腿组，将每组中任意 7 个产品进行①～⑦随机编号，

见表 1。 

参考我国各类农产品质量分级国家标准，设定虚

拟分级标准（分为Ⅰ~Ⅶ级，质量水平依次递减），各

级设定对应市场参考价，并将各组中已编号产品与各

等级随机对应，保证每组中每个产品对应一种质量等

级。将每组中未编号的产品设定为控制消费价值变量

的产品。设计实验被试定价单，包括产品编号、被试

基本信息、定价区域、参考价格等。 

表 1 橙子、火腿质量等级与随机编号对应表 

农产品质量

等级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橙子组 ⑥ ⑦ ② ① ④ ⑤ ③ 

火腿组 ④ ⑦ ⑥ ① ③ ⑤ ② 

3.3. 实验流程 

本实验为单组后测设计，共分为两个阶段。阶段

1 目的是验证假设 1，阶段 2 目的是验证假设 2。 

正式开始实验之前，首先主试详细为被试讲解本

研究的操作流程及奖励制度，为其播放农产品质量安

全方面的视频，将其带入情境中，并发放一份有关农

产品质量分级和奖励制度的文本材料，所有被试阅读

理解后，开始正式实验。 

阶段 1：被试一一进入实验室。由被试先抽取实

验标的物（橙子/火腿），将提前编号的橙子/火腿展示

给被试，并告知被试每组产品中各个产品均对应Ⅰ~Ⅶ

级中任一级，组间产品等级不同，并提供市场上各等

级橙子和火腿的参考价格。现场随机抽取一个编号，

要求被试在 3 分钟内，通过观察、嗅闻、触摸等确定

该编号产品的价格，并强调每组定价最接近该产品真

实价格的被试有机会参与现金抽奖活动，鼓励被试根

据自身实际质量感知状况认真积极定价。 

阶段 2：完成阶段 1 后，为所有被试播放一段音

频转移其注意力。随后，继续实验，由被试抽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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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消费价值的橙子/火腿肠，展示三类可追溯农产

品消费价值的概念与案例，说明了实现三类消费价值

的手段以及拥有该消费价值的农产品达到的效果，并

告知被试这是具有相关消费价值的农产品且其质量

仍属于Ⅰ~Ⅶ级之间，请被试在 3 分钟内，通过观察、

嗅闻、触摸等确定该产品的价格。强调完成定价后可

现场领取补贴，鼓励被试根据自身实际质量感知状况

进行定价。 

之后，主试让被试填写问卷，汇报两次定价以及

对实验产品的整体感知等，以及其是否在实验前对三

类消费价值有所了解、平时购买农产品的感受、对我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的感知等。最后，让被试

猜测本次调查的目的。 

4. 数据分析与讨论 

4.1. 操作检验 

橙子组所有被试当中，8 位被试依据过去经验为

产品定价，2 位被试怀疑实验中质量等级的真实性，

没有被试猜到本次调查的真实目的；火腿组所有被试

当中，9 位被试依据过去经验为产品定价，1 位被试

怀疑实验中质量等级的真实性，没有被试猜到本次调

查的真实目的。实验操作有效地影响了绝大部分被

试。 

4.2. 第一阶段实验结果分析 

如图 1 所示，分别对橙子组和火腿组被试第一阶

段出价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两组的第一次平均出价与

市场均价基本一致：橙子组被试第一阶段平均出价为

3.75 元/斤，橙子市场参考价均值为 3.20 元/斤，两者

差额为 0.55 元/斤；火腿组被试第一阶段平均出价为

2.10 元/根，火腿市场参考价均值为 2.00 元/根，两者

差额为0.10元/根。（MO1=3.75, SD=0.96; MO=3.20; MO1-

MO=0.55; MH1=2.10, SD=0.51; MH=2.00; MH1-

MH=0.10） 

 

图 1 第一阶段两组被试平均出价与标的物市场整体

均价比较（单位：元） 

数据结果显示，橙子组和火腿组被试第一阶段平

均出价和标的市场参考价均值基本一致，可以证明假

设一：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以农产品

市场整体平均质量水平作为出价依据。 

4.3. 第二阶段实验结果分析 

如图 2 所示，分别对橙子组和火腿组被试第二阶

段出价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两组的第二阶段平均出价

均高于标的市场参考价均值：橙子组被试第二阶段平

均出价为 4.84 元/斤，橙子市场参考价均值为 3.20 元

/斤，两者差额为 1.64 元/斤；火腿组被试第二阶段平

均出价为 2.66 元/根，火腿市场参考价均值为 2.00 元

/根，两者差额为 0.66 元/根。（MO2=4.84, SD=1.26; 

MO=3.20; MO2-MO=1.64; MH2=2.66, SD=1.09; MH=2.00; 

MH2-MH=0.66） 

 

图 2 第二阶段两组被试平均出价与标的物市场整体

均价比较（单位：元） 

通过比较被试两阶段的农产品感知质量变化（正

向或负向），发现 63.35%（140 人）的被试在第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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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认为拥有三类消费价值的可追溯农产品相较于第 一阶段的农产品质量有所提升（见

表 2）。深入研究发现，感知质量负向变化的被试

在第二阶段的出价均低于该组标的农产品的市场平

均价格。 

表 2 频数分析结果 

第二阶段农产品感知质量评价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远远差于一般农产品（1 分） 2 .9% .9% 

比一般农产品差（2 分） 15 6.8% 7.7% 

与一般农产品无异（3 分） 64 29.0% 36.7% 

比一般农产品好（4 分） 113 51.1% 87.8% 

远远好于一般农产品（5 分） 27 12.22% 100% 

总计 221 100.0%  

对三类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与被试对橙子、火

腿第二阶段的感知质量分别进行分析，发现被试对农

产品的感知质量受到三类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的

显著性影响（p<0.05）,见

表 3。由于本实验两阶段严格控制变量，可认为

三类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是影响消费者感知质量

变化的主要因素。 

表 3 橙子组、火腿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ANOVA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橙子组被试第二阶

段出价 
组间 8.761 2 4.380 2.860 .019* 

 组内 165.388 108 1.531   

 总计 174.149 110    

火腿组被试第二阶

段出价 
组间 13.958 2 6.979 6.469 .002* 

 组内 115.432 107 1.079   

 总计 129.389 109    

注：自变量-三类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因变量-被试第二阶段平均出价 

*p<0.05 

分别进行性别、产品类别对感知质量变化、两阶

段定价差额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性别和产品类别

对感知质量变化和两阶段定价差额均没有显著影响：

性别与感知质量变化（p s-p=0.973），性别与两阶段定

价差额（p s-d=0.642）；产品类别与感知质量变化（p v-

p=0.284），产品类别与两阶段定价差额（p v-d=0.258）。

因此将橙子组和火腿组的数据整合到一起进行感知

质量变化与两阶段定价差额的回归分析，发现感知质

量变化对于消费者定价变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见

表 4。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系数 95% CI VIF 

常量 
-2.018* 

-2.626 ~ -1.410 - 
（-6.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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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质量变化 
.775** 

.613 ~ .936 1.000 
（9.441） 

样本量 221 

R ² .289 

调整后 R ² .286 

F F (1, 219) =89.139, p=.000 

注：自变量-感知质量变化；因变量-两阶段定价差额 

* p<0.05, ** p<0.01, 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进行三类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对感知质

量变化、两阶段定价差额的方差分析，发现三者对感

知质量变化和两阶段定价差额均有显著影响，见

 表 5。 

 

表 5 三类价值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感知质量变化 组间 7.454 2 3.727 5.912 .003* 

 组内 137.433 218 .630   

 总计 144.887 220    

两阶段定价差额 组间 14.715 2 7.358 5.610 .004* 

 组内 285.927 218 1.312   

 总计 300.642 220    

*p<0.05 

通过观察平均值图，见图 3、图 4，在三类可追

溯农产品消费价值中，后续质量提高价值对感知质量

变化与两阶段定价差额影响最大，原有质量“保真”价

值次之，对责任可追溯价值影响最小。但总而言之，

三类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对感知质量变化与两阶

段定价差额都有影响作用。 

 

图 3 三类消费价值与感知质量变化影响均值图 

 

图 4 三类消费价值与两阶段定价差额影响均值图 

由此，可验证假设二：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可

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高于农产品市场整体平均质量

水平，消费者越满意，越愿意额外支付更多费用购买

具有相应消费价值农产品。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消费者对三类可追溯农产品

消费价值均有需求，尤其是质量可追溯价值，且三者

均可代表较高水平一维质量要素或魅力质量要素，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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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对其有更高的接受程度并愿意支付更高价格。 

4.4. 讨论 

本研究基于柠檬市场模型和显示偏好理论设计

两阶段实验。第一阶段模拟信息不对称环境中消费者

根据市场平均质量出低价竞购产品的情景。生产供应

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由于消费者无法

完全掌握市场信息，只愿意出相当于整个市场中农产

品平均质量水平的价格，即在此情景下，消费者以农

产品市场整体平均质量水平作为出价依据。第二阶段

采用改进的密封价格拍卖实验，揭示了在信息不对称

环境下，消费者对不同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的需

求。实验发现，三类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均有利于

提升消费者的质量感知，且当提升后的感知质量大于

市场整体平均质量水平时，消费者愿意为此支付更高

的价格。由此，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反映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的有效性。当消费者不愿

为拥有可追溯消费价值的农产品买单时，说明该消费

价值对提升产品感知质量效果较为有限，应及时改进

或更替。此外，通过对比橙子组和火腿组的实验数据

可以发现，两种农产品虽然同样拥有三类可追溯农产

品消费价值，但消费者的平均出价提升水平却有较大

差异，说明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及时拥有同样的

可追溯消费价值，其带来的增益也是不尽相同的。如

何针对不同的农产品赋予不同程度的消费价值，可以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采用定性和定量结

合的方法探究消费者对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的需

求，验证三类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的质量要素类

型，得出以下结论：（1）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消费者

会倾向于以农产品市场整体平均质量水平作为出价

依据。（2）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

值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感知质量，而感知质量

变化又对消费者定价变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当感知

质量提升程度大于市场整体平均质量水平，消费者就

越满意，而消费者越满意，越愿意额外支付更多费用

购买具有相应消费价值的农产品。（3）三类可追溯农

产品均可提升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感知质量，且在三类

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中，质量可追溯价值为必备核

心价值，其中，后续质量提高价值为最佳魅力质量要

素。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

可适当加强市场信息披露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消

费者的信息不对称。（2）政府和企业需重视可追溯农

产品消费价值，重视可追溯的责任和质量保障，增强

消费者的购买决心。（3）企业可将责任可追溯系统作

为监控手段，通过追溯系统准确定位可优化的环节，

来帮助企业提高农产品质量。（4）企业应将后续质量

提高价值作为可追溯农产品的核心消费价值，质量原

有“保真”价值作为必备价值，配合运用农产品溯源系

统，让消费者随时随地跟踪生产过程。（5）利用多渠

道宣传可追溯农产品消费价值，在大众社会中建立优

质农产品印象，提升消费者对农产品市场整体质量感

知，增加其支付意愿，减少柠檬市场“劣币驱逐良币”

现象，构建良性正向的市场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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