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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re are a lot of drawbacks, the development of eco-agriculture is the route one must take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of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corresponding eco-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odels were proposed respectively. The hilly area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mode of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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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ke pond marsh" model area of low-lying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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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枣庄市台儿庄区推行生态农业的探讨 

丁兆运 

枣庄学院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枣庄，山东，中国 

摘  要  台儿庄区隶属于山东省枣庄市，发展农业的条件较为优越。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存在很大的弊端，发展生态农业是该

区农业发展的的必由之路。根据其自然地理环境的内部差异性，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即低山丘陵区的“林灌草-牧-渔

-果-粮”生态农业模式；北部平原区的“种-养-加-沼-贸-旅”一体化的生态农场模式；中部沿运（韩庄运河）滨湖（微山湖）洼地区建立“基

-塘-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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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生态农业是现代传统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

在人类根据生态学、经济学原理设计的，由农业生物群体

与周围自然及社会经济环境组成的，以太阳能高效转化获

取一系列农、畜产品为目的的人工生态系统。以机械化、

化肥化及农药化为主的现代农业在为人类带来丰富农产品

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土壤污染、农业化学残留、农产品

品质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限制

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为解决农业生产本身所带来的环境

问题，生态农业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

广泛关注。欧洲的生态农业兴起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70

年代东南亚开始生态农业研究，90 年代生态农业在世界范

围内得到发展[1]。Z. Hochman 等对澳大利亚的农业生态集

约化进行研究，力求使单位资源上生产出更多粮食的同时

减少粮食生产对环境的影响[2]。Quyet Manh Vu 等对人类

导致的生物生产力下降和他们的社会–生态类型对支持国

家政策和地方关于防治土地退化研究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相

关探讨[3]。Ülo Mander 等对生态的和粗放农业作为对景观

及生物多样性的贡献者方面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了生态

农场对增加生物及景观多样性、减少养分及土壤流失方面

有显著意义[4]。Steven Archambault 研究了瑞典南部集约农

业所产生的营养盐和农药污染对波罗的海环境的影响，确

定了几个重要的方面，可以积极地鼓励在农业产业环境的

方法的进一步整合：金融安全、扩大知识面、和当地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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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5]。中国的生态农业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对其研究

和实践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1]。骆世明划分

了生态农业存在的几种类型，这种基本类型的区分有利于

认定生态农业建设的重点, 有利于模式改进、模式筛选和

推广、模式标准制定及模式的深入研究[6]。奉梅等对农业

循环经济的几种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选择正确的、适宜

的模式，将使农村在循环经济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更顺

畅[7]。刘兴等对中国新时期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进行了相关

研究，分析了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其面临的困境与

挑战，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8]。李浩淼针对中国西南山区

生态农业的发展情况，总结出了西南山区 4 种典型的生态

农业发展模式[9]。李轶等针对中国北方”四位一体”的农村

能源生态模式进行了能流定量分析并做出了系统评价[10]。

以上这些研究说明发展生态农业不仅能获取人类生存所需

要的健康食物，而且还能保护环境，是今后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必然选择。 

2．研究区概况 

台儿庄区（117°23′～117°50′E， 34°28′～34°44′N）为

枣庄市市辖区，位于山东省的最南部，东连沂蒙山，西濒

微山湖，南临交通枢纽徐州，北接孔孟之乡曲阜。全区总

面积 5.385×104 hm2，辖 5 镇 1 街 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211

个行政村（居），总人口 3.1×105 人。境内地势南北高，中

间低，自西向东渐低，呈倾斜状，北部为平原，西南部为

连绵起伏的低山丘陵，中部和东部较低洼；台儿庄区属暖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全年平均气温 14℃，

年平均降水量 794 mm，年平均日照时数 2182.3 h，无霜长；

全区可利用土地面积4.33万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81.16%，

可耕地面积 3.78 万 hm2；土壤共分为棕壤、褐土、潮土、

水稻土、砂姜黑土等五个土类，土质和土壤性状偏好，适

宜多种作物生长；水资源较为丰富，韩庄运河、伊家河、

大沙河、新沟河、胜利渠等纵贯全区，以河水、湖水和井

水为主的三条农业生产供水水系，可基本满足全区农业灌

溉需求。 

3．台儿庄区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种养结构较简单，稳定性较差 

农业生态系统是受人类控制的以种植业为中心的生态

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其结构、功能、生产力等方

面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作物品种是经过人工驯化培育的

生物品种，抗逆性较差。本区耕作制度为一年二熟，粮食

作物以小麦、玉米、水稻为主，饲养的动物主要为猪、牛、

羊、鸡、鸭、鹅、淡水鱼类等。无论种植结构还是饲养结

构都较自然系统简单。食物链结构简单，缺乏自然生态系

统所具有的复杂食物网关系，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

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较差。 

3.2  农业污染较严重 

为了获得农业高产，通常使用化肥补充土壤养分、喷

施农药杀灭害虫，环境污染较严重。过量的养分进入地表

及地下水体导致水体发生一定的富营养化；残留农药会随

着食物网转移，发生毒物的生物富集，影响食品安全，威

胁人类的身体健康；农业废弃物、人及动物的排泄物没有

有效地利用，或焚烧，或就地堆放，经历风吹日晒及雨淋，

既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又污染环境，农村的生活环境恶

劣。 

3.3  土壤退化，水土流失较严重 

由于本区农业生产大多数情况仍采取传统的农耕方

式，在收获种子的同时，也将秸杆带出农田，使土壤的物

质归还途径中断，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不断降低，肥力持

续下降。本区的植被覆益率偏低，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

导致一定的土壤侵蚀，土壤耕作层减薄，限制了农业的进

一步发展。 

3.4  理论基础不完备 

生态农业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进行包括农

学、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环境学等在内的多种学科

的综合研究。以前的研究，往往注重农学或经济学的研究，

在应用中多看重作物的品种及产量的高低，具有一定的片

面性，由此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

从系统、综合的角度，对生态农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结构的优化设计、科学

的分类体系、客观的评价方法方面。这种研究应当建立在

对现有生态农业模式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基础上，必须超

越农学、生态学、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应当是多学科的交

叉与综合，需要建立生态农业的自身的理论体系。 

3.5  农业科技人才不足，生态意识较淡薄 

本区农业劳动者的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大多具有初中

及以下文化程度，难以接受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农村的科

技人才也较缺乏，导致农业新技术发明、创造较少，农业

新技术的转化与推广的难度较大，制约了本区农业较快、

较好的发展。尽管在局部区域开发了”三水农业”[11]，”观

光农业”，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生态效益，人们对生态农业的

865



观念有所认识和提高，但劳动者整体的生态意识仍较淡薄，

大多数地区仍沿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经济效益不高，

环境问题较突出。 

4．台儿庄区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设计 

生态农业实质上是在吸收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优点的

基础上，按照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理论来组织实施，

通过农业生物的合理配置，延长食物链，以最大效率利用

太阳能，获取优质的农副产品[12]。根据台儿庄区西南部为

连绵起伏的低丘，北部为平原，中部和东部较低洼的自然

环境与资源的组合特征的差异，分别建立不同类型的生态

农业发展模式。 

4.1  低丘建立”林灌草-牧-渔-果-粮”生态农业模式 

台儿庄区的低山丘陵主要分布于本区的西南部，最高

山峰海拔 306 m。根据丘陵地貌的水土组合特点，宜采用”

林草-牧-渔-果-粮”生态农业模式。在丘陵顶部和中部适宜

种树、种草，强化水土保持功能及放牧；在坡麓地带，实

行果粮间作，栽植果树，在果树间种植粮食作物或油料（以

豆科为主）作物；丘间谷地通过修建水库，发展立体养鱼。

通过对丘陵不同海拔梯度的垂直立体开发，山水林田路的

综合治理，实现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这种立体开

发的每一个环节都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并产生不同的效益，

并且各环节之间相互作用、互为促进。 

丘顶、丘坡植树、种草。丘顶、丘坡林灌草立体种植，

垂直结构复杂，可形成较稳定的生态系统，涵养水源、保

持水土，为果粮种植及渔业生产提供稳定的生产环境；并

通过放养牛、羊等家畜为人类提供一定的畜产品，家畜的

排泄物可成为果、粮生产的有机肥料，提高土壤肥力，改

良土壤，改善农产品的品质。 

果、粮间作。果粮之间可互惠共生，修整高规格的梯

田，上层栽植各种名优果树，果木下层间种植粮食作物。

种植的果木既能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又可保护下层的粮

食作物，能起到防止风害、保持水土的作用。粮食作物（豆

科植物）利用其菌根作用，为土壤固定果、粮生长所需的

氮素营养，秸杆还田可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提高土壤

肥力，又反过来促进果木的生长。 

丘间谷地可推行立体养鱼。可由相邻的其他生产系统

提供鱼饲草，进行多鱼种立体混合放养。渔塘肥水可用来

浇灌坡麓地带的果木作物，塘泥作为肥料可用于肥田，多

个系统间互惠共生，形成低丘地区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

环。 

4.2  北部平原区推行”种-养-加-沼-贸-旅”一体化的生态农

场 

本区平原面积2.17万hm2，占全区总面积的40.2%，适

合推行多种形式的”种-养-加-沼-贸-旅”一体化的现代化的

生态农场。这是生态农业系统中的—种组合最多、物质循

环最复杂、功能最齐全的复合生态农业系统类型。其中种

植业和养殖业是生产的基础，沼气是联系物质循环的枢纽，

加工业是联系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桥梁以及系统与外界联系

的窗口，商贸是各环节产品的商品化，旅游业是体现这种

农业生态系统的旅游服务功能。该系统中的各个部分都能

充分发挥作用，使系统发挥出极大的效益。 

该模式突破了传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的特点，养殖业

和加工业在整个系统中所占的比重较大，”种-养-加-沼-贸-

旅”一体化的生态农场的生产结构(如图 1)。 

在该生态模式中，各环节都应依据生态学的原理进行

精心设计，实行立体种植与立体养殖，建立相应的农副产

品的深加工企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可把本区建成区

域最著名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4.3  中部沿运（韩庄运河）滨湖（微山湖）洼地区推行”

基-塘-沼”模式 

这是通过食物链各环节的优化组合，根据生态系统内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规律而设计的一种良性循环的综合生

产体系，在该系统中，各生产环节相互利用，使得系统中

的各种废弃物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多次增值和循环利用，既

减少了资源浪费，又有效地避免了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本区中、东部沿运滨湖区域地势低洼，水患严重，土壤粘

重，进行旱作农业难度大且产量低。应因地制宜，扬长避

短，在借鉴江南水网地区”桑基鱼塘”模式的基础上，根据

图 1 生态农场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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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域特点，增加沼气环节，把低洼地深挖为塘，把挖出

的泥土覆于四周为基，塘内养鱼，基面种植作物，形成了

一个”基种桑(或其他作物)，塘养鱼，桑叶饲蚕（其他作物

喂畜），蚕屎喂鱼，牲畜排泄物入沼气池，沼气用作能源，

沼渣喂鱼或作基肥，沼液作为液肥施用，物质高效循环、

效益显著”的生产格局，建成”基-塘-沼”式的人工生态系统。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鱼塘周围种植作物的不同，

可以构建稻基鱼塘、菜基鱼塘、果基鱼塘、草基鱼塘和花

基鱼塘等多种模式。实现水陆结合，鱼（畜）桑（其他作

物）沼共存，动植物互惠互利，相辅相成。该模式应成为

本地区发展生态农业的主要模式之一。 

本区域正在实施的”三水”(水稻、水田藕、水产养殖)

特色现代城郊型农业[11]，应实行立体种养，可作为”基-

塘-沼”模式的基础。应延长食物链，进一步优化结构、丰

富功能，以创造更大的综合效益，把本区域打造成为中国

重要的生态农业示范园地、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基地。 

5. 台儿庄区发展生态农业的保障措施 

5.1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生态意识 

生态农业的发展,首先必须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

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特别是领导决策层的观念转变过来，

树立人与人、人与农村环境和谐的生态价值观念。只有改

变原有价值观，人们的态度和行动才能改变。自觉的生态

意识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关键。宣传教育应以学校、社会、

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使用多种手段向公众普及生态学

基础知识，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态意识水平。将生态意识贯

穿到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消费

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 

5.2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在普及推行生态农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发挥主导

作用，必须要确立本区发展生态农业模式的主导地位，加

大对生态农业的支持和推广力度。在生态农业项目引进，

生产用地的流转、租赁，优惠政策的制订，技术人员的引

进与培训，农业企业与农户间的合作等方面，做好服务保

障工作，促进本区生态农业的健康稳定地发展。 

5.3 做好农业的基础研究 

生态农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的通力协作。要

依托当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的力量，加强生态农业

的基础理论研究，开发设计、推广新的高效率的生态农业

发展模式，为本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保障。 

5.4 做好生态农业的环境治理工作 

农业生产受到环境的强烈影响。近些年来．受人为活

动影响，森林过度砍伐，环境污染加剧等，使自然灾害加

剧、水土流失、土壤退化等成为影响该地区农业生产和生

态环境的主要因素。需要通过植树造林，改良土壤，兴修

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等措施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人工

调控，为生态农业发展创设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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