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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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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蔬菜产业形势分析
蔬菜产业是湖南省种植业第一大产业，经长期发展基本形成了“长株潭、环洞庭湖、湘南和大湘西”
的区域化布局，但仍然存在蔬菜种植规模“大而不强”、蔬菜种类布局“散而不聚”、蔬菜产品“多
而不优”、蔬菜生产经营“粗而不精”等问题。随着新时期蔬菜产业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整
合，必须充分发挥湖南特色蔬菜资源及各种有利环境条件，进一步调整、优化蔬菜区域、种类、品
种的布局，才能实现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以全国蔬菜产业发展现状为背景，从蔬菜产销现状、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与品牌建设、特色优势品种、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对湖南蔬菜产业进行了调研，
对影响湖南蔬菜产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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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蔬菜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蔬菜生产一直保持稳定增长，

产区、云贵高原夏秋蔬菜优势生产区、北部高纬度
夏秋蔬菜优势生产区、黄淮海和环渤海湾设施蔬菜
优势生产区。从机械化水平看，蔬菜生产整体机械

2019 年播种面积 2 087 万 hm （3.13 亿亩）
，总产量

化水平不高，在农业产业中偏低，截至 2018 年底

7.21 亿 t，产值突破 2 万亿元（丁海凤 等，2020）
，

蔬菜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不到 23%（肖体琼 等，

在整个农业产值中占比最高，保障了“菜篮子”周

2017）
，其中设施蔬菜机械化水平约为 33%。从科

年均衡供应。设施蔬菜因价格好、产值高、波动小

技推广应用情况看，一是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实现

等优势，近年来也得到了快速发展，2018 年设施

了新突破，年生产商品种苗 800 亿株以上；二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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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品种结
蔬菜面积超过 400 万 hm （6 000 万亩）

良品种已大面积应用，全国科研、企业选育并推广

构看，种植面积排名前 15 位的蔬菜为：辣椒、大

//202.127.42.145/
优良蔬菜品种超过 5 000 个（http：

白菜、普通白菜（小白菜）
、番茄、黄瓜、萝卜、

bigdataNew/home/ManageOrg）
，主要蔬菜种类品种

大蒜、茄子、甘蓝、菜豆、芹菜、莴苣、豇豆、菠菜、

更新 6～7 次，良种覆盖率 90% 以上（数据来源于

大葱。从优势区域布局看，形成了六大优势生产区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统计结果）
；三是设施

域：华南与西南热带冬春蔬菜优势生产区、长江流

蔬菜生产技术大面积推广，其中日光温室实现了

域冬春蔬菜优势生产区、黄土高原夏秋蔬菜优势生

室外 -20 ℃严寒条件下不用加温就可生产黄瓜、番
茄、辣椒等喜温蔬菜，节能效果和规模化程度居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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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领先水平。

2 湖南省蔬菜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2.1 湖南省蔬菜产销现状
2.1.1

生产规模稳步增加

近 10 年 是 湖 南 省 蔬

菜产业进入结构性调整和提质升级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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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规 模 稳 中 有 升（ 表 1）
。2019 年 播 种 面 积 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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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山、沅江、鼎城、安乡为主的芥菜、豇豆生产加

131.32 万 hm （1 969.80 万亩）
，居全国第 8 位，较

工基地，以武陵、雪峰、罗霄山脉丘陵山区为主的

2010 年增长了 15.89%，年均增幅 1.77%；总产量

加工辣椒生产基地等。

3 969.40 万 t（其中食用菌 26.22 万 t）
，居全国第 7

2.1.3

位，较 2010 年增长了 27.10%，年均增幅 3.01%。

省蔬菜加工企业逾 930 家，其中规模企业 394 家，

蔬菜生产经营由小规模分散生产经营逐步向以合作

省级龙头企业 77 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家，标

社、企业为龙头的规模化生产经营转变。2019 年

杆龙头企业 2 家，实现营业收入 805 亿元，加工转

全省蔬菜产值达 1 322.65 亿元，其中食用菌 21.54

化率约 11%，全产业链产值约 1 860 亿元。主要加

亿元，蔬菜产业成为湖南省种植业第一大产业，成

工辣椒、薤、黄花菜、芥菜、萝卜、豇豆、生姜、

为农民增收和农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食用菌等逾 40 个品种，年加工鲜菜 400 万 t 左右。

表 1 2010 年、2015—2019 年湖南省蔬菜（含食用菌）
播种面积和产量

加工产业初具规模

截至 2019 年底，湖南

2.1.4 设施栽培特色鲜明 以温室、塑料大棚、小
拱棚等抗低温冷害为主的保温、避雨设施和以遮阳
网、防虫网为主的遮阳降温、防雨避虫设施得到大

年份

播种面积/万hm2（万亩）

产量/万t

2010

113.31（1 699.71）

3 122.93

面积推广应用，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北方地区以日光

2015

118.27（1 774.02）

3 428.59

温室为主的设施蔬菜栽培模式，春提早和秋延后栽

2016

119.03（1 785.44）

3 538.73

2017

121.93（1 828.95）

3 671.62

2018

126.50（1 897.50）

3 822.04

2019

131.32（1 969.80）

3 969.40

培成为湖南省设施蔬菜的主要栽培模式。在作物安
排上，主要有瓜类（黄瓜、丝瓜、早南瓜）
、茄果
类（辣椒、番茄）
、叶菜类〔苋菜、叶用甘薯、芹

注：表中 2010 年、2015—2018 年的数据来源于《湖南农村统
计年鉴》
；2019 年的数据来源于湖南省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http://www.hunan.gov.cn。

菜、普通白菜、茎用莴苣（莴笋）
〕
、根茎类（萝卜）

2.1.2 区域布局逐步优化 湖南省位于长江流域冬

。
植面积达 15 万 hm （225 万亩）

春蔬菜优势生产区，冬春季节气候相对温和，适宜

2.1.5

喜凉蔬菜露地栽培。近年来，蔬菜生产进一步向优

化程度和水平较低，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不到

势产区集中，
初步形成七大蔬菜基地。一是市（州）

30%，远低于湖南省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

县（区）区域中心城镇专业蔬菜基地，重点保障城

（48.5%）
，不足湖南省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镇蔬菜供应；二是环洞庭湖区春夏瓜果类、秋冬叶

（75%）的 1/2，机械化程度在国内处于中下游水

菜类蔬菜基地，南瓜、冬瓜等主要瓜类蔬菜种植面

平，因此蔬菜机械化生产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积占全省的 50% 以上，也是湖南省重要的秋冬叶

2.1.6 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湖南省蔬菜生产企业、

菜类蔬菜生产基地，产品主要作为区域大中城市蔬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的蔬菜产品全面试行食

菜供应的补充，或北上南下供应外省市场；三是以

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由镇（乡）及以上农产品质

永州、郴州、衡阳为主的湘江源优质蔬菜基地；四

量监管机构（站）开具合格证，
实行凭“证”入市、

是高山蔬菜基地，以武陵山脉片区、罗霄山脉片区

带“证”上市。
“湘江源”品牌蔬菜全面纳入身份

和雪峰山脉片区为主，生产高山越夏渡淡蔬菜，主

证管理。全省组织开展蔬菜“两品一标”认证工作，

要有辣椒、萝卜、甜玉米、生姜、茄子、番茄等蔬

有效总数达到 879 个，其中绿色食品 620 个、有机

菜品类；五是洞庭湖区水生蔬菜基地，以岳阳、常

食品 226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 33 个。2019 年湖南

德、益阳等靠近湖区的区县为主，种植莲藕、藜蒿、

省蔬菜抽样合格率为 99.2%，质量安全显著提升。

茭白、菱角等水生蔬菜；六是特色蔬菜基地，如祁

2.1.7 营销网络日趋完善 一是内销市场网点建设

东、邵东的黄花菜，临武、江永、祁东、祁阳的槟

不断推进。截至 2018 年，全省各地共建以蔬菜为

榔芋（香芋）
，湘阴、津市等的薤（藠头）
，隆回、

主的产地批发市场 214 个，年交易蔬菜 1 052.71 万

龙山的百合；七是加工蔬菜基地，如以华容、南县、

t；销地批发市场 180 个，年交易蔬菜 965.67 万 t；

等，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刘明月，
2015）
。2019 年，全省塑料大中棚和温室等设施种
2

机械化生产潜力大

湖南省蔬菜生产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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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型批发市场 13 个，如海吉星、红星、中南、

406、嫩早一串铃在同类品种中处于主导地位；岳

甘露寺和西园等 5 个国家级蔬菜批发市场。城镇农

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周泉研究员领衔的西瓜研究团

贸市场共 2 663 个，摊位数 166 836 个，菜店 6 652

队，选育的洞庭 1 号开创了我国无籽西瓜育种的新

个，年销售量 299.06 万 t；超市蔬菜柜 1 784 个，

方向；湖南省蔬菜研究所菜薹研究团队选育的红菜

年销售量 321.90 万 t。二是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薹、白菜薹成为同类蔬菜主栽品种。目前全省通过

“菜篮子”市场。近年来，以永州、郴州、衡阳

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或登记的蔬菜品

等“湘江源”蔬菜主产区为依托，联合省内“菜篮

种超过 330 个，特别是辣椒、冬瓜、菜薹等蔬菜品

子”生产基地组建了供应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的产

种选育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相关成果获国家科技进

销联盟，主要向粤港澳市场供应菜薹（菜心）
、薹

步二等奖 5 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4 项、二等

菜、槟榔芋、辣椒、食用菌等湖南优势特色蔬菜，

奖 8 项，为提高我国蔬菜育种科技水平、促进蔬菜

其中湖南供港蔬菜有 87.3% 来自永州。三是不断拓

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展外销市场。湖南省蔬菜主要出口到新加坡、马来

2.3 基地建设成效显著，品牌建设初具规模

西亚、日本、韩国等地。从市（州）外销情况看，

至 2019 年底，全省建立了 40 个国家级蔬菜基

永州、常德、岳阳是湖南省蔬菜出口的主力军，约

地重点县、68 个省级蔬菜基地重点县；建设了 15

占全省出口总量的 90%。其中汉寿县是全省规模最

个绿色精细高效示范基地，创建了 128 个现代农业

大的专业蔬菜生产基地县，建成出境蔬菜备案基地

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6 个省级优质农副产品供

2

667 hm （1 万亩）以上，有蔬菜出口企业 5 家，蔬

应基地、5 个现代农业特色产业集聚区、7 个省级

菜产品远销我国香港、澳门等地，以及日本、韩国、

蔬菜特色小镇、4 个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县、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其次为新田县、江华县。

6 个国家级产业（蔬菜）强镇。以“湘江源”蔬菜

2.2 蔬菜科研实力较强、科技成果转化迅速

基地建设为引领，全省供粤港澳蔬菜基地达到 150
2

湖南省蔬菜科研机构主要有湖南省农业科学

，其中入选粤港澳大
个、3.14 万 hm （47.15 万亩）

院蔬菜研究所、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长沙市

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认定名单的 91 个。先后

蔬菜科学研究所以及其他 13 个市（州）农业科学

培育了“湘江源”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和“祁东黄花

研究所，累计蔬菜科研人员近 300 人。拥有国家特

菜”
“华容芥菜”
“桃江竹笋”
“永丰辣酱”等 4 个

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技术研发平台，以及国

“一县一特”特色品牌，培育了湖南军杰食品科技

家级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3 人、综合试验

有限公司、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新

站 5 个；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设立了湖南省蔬菜产业

田东升秀峰富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一批优秀企业

技术体系，对全省蔬菜产业研发进行稳定的财政

及其优质品牌产品。

投入。

2.4 蔬菜资源丰富多样，特色优势品种突出

湖南省蔬菜种业企业主要有湖南湘研种业有

湖南独特的区位优势，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蔬菜

限公司、湖南兴蔬种业有限公司、湖南湘妹子农业

品种资源，拥有蔬菜种质资源逾 3 000 种，具有湖

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先后树立了“湘研”
“兴

南特色的蔬菜品种资源和野生资源超过 100 份，地

蔬”
“长研”
“春润”等蔬菜系列种业品牌。

方特色和野生资源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与空间。

湖南省影响力较大的科研团队及其重大科研成

湘潭湘莲、华容芥菜、祁东黄花菜、江永香芋、樟

果主要有：以邹学校院士领衔的辣椒种质资源创新

树港辣椒、三樟黄贡椒、汉寿玉臂藕、隆回龙芽百

与利用研究团队，在辣椒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新

合等 33 个地方特色蔬菜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

品种选育、栽培技术和成果转化等领域居国际领先

护农产品。此外，湖南的辣椒、莲藕、黄花菜、槟

水平；湖南省蔬菜研究所周火强研究员领衔的冬瓜

榔芋、薤、茎瘤芥（榨菜）
、红菜薹、白菜薹等在

育种团队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力，选育的兴蔬墨地

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不仅鲜活产品得到消费者

龙在全国居于一流水平；衡阳市蔬菜研究所旷碧峰

的认可，其加工产品如剁辣椒、辣椒酱、藕粉等也

研究员领衔的丝瓜、嫩南瓜育种团队，选育的早优

得到消费市场的广泛欢迎（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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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9 年湖南省主要优势蔬菜和特色蔬菜播种面积及分布情况
优势蔬
菜种类

播种面积
万 hm2（万亩）

特色蔬
菜种类

播种面积
万 hm2（万亩）

辣椒

12.02（180.34）

主要分布在邵阳市、郴州市、永州市、湘西自
治州、岳阳市、常德市、衡阳市、益阳市、怀
化市。种植面积最大，消费量最多，全省年消
费辣椒 400 万 t 左右，地方特色品种丰富

菜薹

5.76（86.40）

白菜薹、红菜薹为湖南省消费
主要菜薹类型，全省均有种植，
其中益阳市、岳阳市、永州市、
湘潭市种植面积较大

大白菜

7.82（117.32）

种植面积大，以环洞庭湖地区秋冬种植为主，
主要用于外销

芥菜

3.44（51.64）

以华容县、南县、鼎城区、赫
山区、沅江市种植为主

萝卜

7.29（109.29）

永州市、邵阳市、衡阳市、常德市、郴州市、
岳阳市种植面积较大，以秋冬种植和高山夏秋
种植为主

槟榔芋

2.09（31.28）

以江永县、临武县、祁东县、
祁阳县、蓝山县种植为主

普通白菜 5.76（86.36）

永州市、郴州市、常德市、邵阳市、怀化市种
植面积较大，主要是保障大中城市供应和供应
粤港澳地区

黄花菜

1.92（28.82）

以祁东县、祁阳县、邵东市种
植为主

5.08（76.26）

永州市、岳阳市、常德市、衡阳市、益阳市种
植面积较大

子莲

1.22（18.30）

以湘潭市种植为主

茎用莴苣 4.81（72.13）

以常德、益阳、长沙等湘北环洞庭湖地区和永
州、邵阳、郴州等湘中南地区种植为主

薤

1.24（18.64）

湘阴县、津市市、汉寿县、耒
阳市、浏阳市种植面积较大

4.77（71.51）

永州市、郴州市、怀化市等地种植紫红长茄，
主供华南市场；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等地
种植早熟卵圆茄，主供本地市场

百合

1.34（20.15）

以龙山县、隆回县种植为主

结球甘蓝 3.23（48.51）

连片种植规模大，以岳阳、常德、益阳等湘北
环洞庭湖地区种植为主

白黄瓜

0.97（14.50）

以浏阳市、株洲市、南县种植
为主

豇豆

茄子

主要分布区域和优势特点

主要分布区域

南瓜

3.80（57.07）

春夏种植为主，主要销往省外

嫩南瓜

0.85（12.68）

以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
衡阳市种植为主

莲藕

3.08（46.13）

连片种植规模大，以岳阳、常德、益阳等湘北
环洞庭湖地区种植为主

白丝瓜

0.72（10.81）

以株洲市、湘潭市、益阳市种
植为主

冬瓜

2.53（38.01）

春夏种植为主，主要销往省外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 2019 年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调度数据。

2.5 生产模式不断丰富，种植效益不断提升
设施蔬菜生产主要模式。一是茄科蔬菜和瓜类
蔬菜春提早栽培模式，该模式通过提早育苗、提早

环洞庭湖区夏秋瓜类、秋冬叶菜类蔬菜规模化种植
模式等。
2.6 合作组织发展迅速，种植水平不断提高

定植，配套大棚套小拱棚的模式越冬，比露地栽培

合作社是蔬菜产业的新型经营主体，在蔬菜生

提早上市 45 天以上，产值显著提升，如湘阴樟树

产、流通、销售等环节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通过

港辣椒、浏阳早辣椒；二是茄科蔬菜和瓜类蔬菜秋

制定一系列的标准，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在一定

延后栽培模式，可以使辣椒、番茄等茄科蔬菜延迟

程度还能有一定的定价权，因而近年来湖南省蔬菜

到 10 月至春节期间上市，丝瓜、黄瓜等瓜类蔬菜

生产合作组织发展较为快速，但合作组织的地区分

延迟到 10 月之后上市，产值较高；三是叶菜类蔬

布不均，其中益阳市、衡阳市较多，分别为 516 个

菜周年栽培模式，如苋菜和叶用甘薯栽培；四是蔬

和 441 个，而湘潭市仅有 60 个（图 1）
。据调查，

菜轮作栽培模式，如早黄瓜 + 秋季叶菜、茄果类蔬

合作社以多种蔬菜品种种植为主，单一品种种植较

菜春提早 + 瓜类蔬菜秋延后（或豇豆秋延后）+ 花

少，约占 20%。长株潭地区的合作社以白菜类（大

椰菜或叶菜越冬栽培等（马艳青 等，2014）
。

白菜约占 30%，普通白菜约占 70%）
、辣椒、茄子、

露地蔬菜生产主要模式。一是高山蔬菜种植模

黄瓜为主，环洞庭湖地区以大白菜、辣椒、菜薹、

式，如石门东山峰的白萝卜，湘西腊尔山的夏季甘

甘蓝为主，湘南地区以白菜类（大白菜和普通白菜

蓝，永州南岭的夏季番茄、辣椒等；二是规模化栽

各占 50%）
、辣椒、南瓜、茄子为主，湘西地区以

培模式，如永州、郴州地区的槟榔芋产业化模式，

白菜类（大白菜和普通白菜各占 50%）
、
辣椒、
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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莴苣为主；单一品种种植具有鲜明的特色，如临武

东山农场（陶岭辣椒）的三味辣椒，新田骥村镇黄

县大冲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大冲辣椒，临武县舜

粟山红皮萝卜合作社的红皮萝卜，花垣县苗滩野生

溪香芋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槟榔芋，新田县陶岭

蔬菜开发专业合作社的弄弄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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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 年湖南省蔬菜生产合作社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于 2019 年《湖南农村统计年鉴》
。

2.7 存在的问题

引起价格跌宕起伏。

2.7.1

2.7.3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还存在明显短板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弱

一是蔬菜种质资源研究较为薄弱。对湖南特色优

湖南省蔬菜生产基地的基础设施如沟、渠、路、

势资源如黄花菜、辣椒、槟榔芋、生姜、茎瘤芥、

水电、排灌、大棚等配套设施投入大、回报率低，

莲藕、薤、百合等的挖掘利用还存在较明显短板，

加上政府财政资金紧张、补贴少，建成的基地多由

一些地理标志产品存在的品种退化，抗病性、产量

企业自主投资，
设施设备简陋，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

和加工性能低的问题未得到明显改善。适宜湖南气

2.7.4 蔬菜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弱 近

候、生态条件如耐低温弱光、耐高温干旱等种质资

年来，尽管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蔬菜产业高质

源的搜集和创制还存在巨大缺口。二是蔬菜基础研

量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蔬菜产业由

究较为薄弱。支撑新品种选育的现代育种技术如分

数量增长的低端阶段向重质量、创品牌的高质量发

子标记辅助选择、雄性不育、设计育种、功能基因

展阶段转变仍需一个过程。产业发展还面临很多的

挖掘利用等领域与国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三是

短板和不足，如全产业链统筹协调顶层设计不足、

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滞后。湖南省蔬菜生产 90%

标准体系不健全、产销对接不紧密、发展规划难以

以上为露地栽培，采用传统粗放栽培模式，未形

落地，缺乏知名品牌引领，规模化龙头企业少、带

成标准化和规模化种植模式，单位面积产量、效益

动能力不强等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方面存在的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四是蔬菜设施标准化程度不

问题已成为湖南省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

高，抗灾能力弱、利用率低。主要表现在：大棚未

2.7.5 人才队伍建设薄弱，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一

根据湖南气候特点进行结构设计，在低温阴雨寡照

是湖南省蔬菜产业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近年来虽

的冬春季不能增温，在高温干旱的夏季不能散热，

然有“三区人才”
、
科技特派员等模式，
但受众面窄，

周年利用率不到 60%。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蔬菜产业人才培养面临的系统性

2.7.2 蔬菜产品供需矛盾突出 湖南省蔬菜产品在

问题。二是蔬菜生产招工难、用工贵问题突出。从

总量上可满足供应，但存在季节性、结构性供需矛

事蔬菜生产的多为老人及家庭妇女，专业知识、专

盾。湖南省蔬菜生产以春夏茬和秋冬茬为主，集中

业技能欠缺，学习接受能力差、体力差等因素导致

在 4—7 月和 10—12 月上市，出现季节性短缺和季

生产效率不高。三是各地蔬菜科研、技术推广部门

节性过剩，存在明显的“春淡”期和“秋淡”期，

从事蔬菜科研和技术服务的工作人员较少，研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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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重复分散，缺乏协作，基础研究力量薄弱。

费市场的优质蔬菜供应基地。

2.7.6 蔬菜生产成本持续走高，利润逐年下降 一

3.2 合理规划布局

是劳动力用工价格不断走高，甚至占到蔬菜生产企

充分发挥湖南特色蔬菜资源优势、气候生态环

业成本的 40%～60%，人工成本已经成为农业生产

境优势和区域地理优势，明确蔬菜生产发展重点，

的主要成本（项朝阳 等，2019）
。二是生产机械化

使品种、种类、基地逐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实现蔬

水平低，用工多。蔬菜种类多、类型多，加上相关

菜产业高效、持续、专业发展。

的配套机械较少，2019 年全省蔬菜耕种收综合机

3.2.1 优化四大蔬菜生产区域 城镇蔬菜基地。围

械化水平还不到 30%，远远低于粮油作物的机械化

绕省内人口密度大、总量多、交通和区位条件好、

水平（水稻 75%，油菜 57%）
。三是农资价格不断

集散能力强的城镇，建设常年蔬菜基地，稳步发展

上涨，蔬菜新型流行性病害不断出现，杂草防控愈

保供内需蔬菜。突出抓主要城市和主要县（市）常

加困难，导致蔬菜生产投入不断提高，比较效益不

年菜地圈建设。重点生产叶菜类、瓜类、早春茄果

断下降。四是社会化服务水平低，影响产品的整体

类和秋延后蔬菜。

效益。比如水稻生产基本可以做到整地、插秧、植

巩固加强洞庭湖区外运型蔬菜生产基地。洞庭

保、采收等的专业化托管服务，但蔬菜生产的专业

湖平原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灌溉方便，适于规模

化托管服务极缺。

化、机械化蔬菜生产，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夏季蜜本

2.7.7 信息获取不对称，流通渠道狭窄 一方面，

南瓜、冬瓜生产基地和秋冬大白菜、甘蓝生产基地

湖南省蔬菜产业的市场环境、市场发育程度、流通

以及全国第三大茎瘤芥生产基地。该区域还大规模

秩序和信息服务等还不够完善，特别是产地蔬菜生

种植辣椒、茄子、菜薹、花椰菜、莲藕、茭白等蔬

产信息和销地（批发市场）蔬菜信息系统不完善，

菜。重点加强精细化管理、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

生产和销售信息获取不对称，导致生产者缺乏总体

营、社会化服务等，优化蔬菜品种结构和提升机械

的供求信息引导，在蔬菜市场价格多变、供求矛盾

化生产水平。

转化快的新形势下，难以预测蔬菜产销趋势。另一

重点打造湘南供粤港澳大湾区蔬菜生产基地。

方面，大多数生产企业或种植大户，思维局限于一

湘南地区是蔬菜种植的天然温棚，重点发展“三优

时一地，对全国蔬菜生产的大一统格局认识不清，

四特”蔬菜，即叶菜类、瓜果类、根茎类三大优势

仅靠经验和前一年市场表现，跟风盲目决定生产规

蔬菜种类和加工辣椒、槟榔芋、黄花菜、食用菌 4

模，导致蔬菜生产出现区域性、结构性、季节性过

种特色蔬菜。将湘南地区打造成“湘江源”品牌蔬

剩或短缺。

菜生产核心基地、
粤港澳大湾区优质蔬菜供应基地。
因地制宜发展壮大高山特色蔬菜生产基地。依

3 湖南省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托湘西、湘中、湘南山区高海拔优势，发展高山冷

3.1 产业定位

凉蔬菜，重点发展茄果类、叶菜类、根茎类以及生

保障本省城镇蔬菜有效供给，积极主动融入省

姜、百合等品类，打造错季供应特色基地，在 8—

外主体消费市场；依靠科技创新和科技创新成果，

9 月淡季供应市场，保证市场供给。

实现蔬菜产品安全优质高效。

3.2.2 优化种植模式与品种 发挥渡淡蔬菜生产优

湖南省人均年消费蔬菜约 500 kg，与全国人均

势。湖南地区早春低温阴雨寡照，3—5 月容易出

消费量基本持平。蔬菜生产季节性强，
淡旺季明显，

现春淡；夏季高温多雨，秋季高温干旱，露地蔬菜

城镇蔬菜有效供给在保淡、保节、保灾、保市场和

生产病虫害较多，产量低、品质差，8—9 月容易

价格平衡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保证本省供应

出现秋淡。加强保温增光设施建设，是解决湖南春

是湖南省蔬菜产业的首要定位。其次，湖南省具有

淡的重要途径。一是建设一批简易的塑料大棚，发

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紧邻粤港澳大湾区消费

展速生蔬菜生产，如蕹菜、苋菜、菠菜、芫荽（香

市场，以构建“湘江源”蔬菜公用品牌和知名品牌

菜）
、叶用莴苣等；二是建设一批钢架大棚，并适

为引领，将湖南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等省外大型消

当补充光源，发展瓜果类蔬菜生产，如早熟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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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番茄、嫩南瓜、西葫芦、黄瓜、菜豆等；三

可扩至 27～40 hm2（400～600 亩）
〕较为合适。单

是选择耐抽薹的甘蓝、花椰菜等早熟品种和晚熟的

一基地以每季布局 2～3 个品种为宜，这样可以实

白菜薹、红菜薹、耐寒叶用莴苣等，发展露地叶菜

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减少劳动力、农资等生产

类蔬菜生产；四是研发耐高温栽培技术，结合耐高

资料投入比，提高蔬菜生产效益。

温蔬菜品种，纾解秋淡。

3.4 增加设施蔬菜比例

发展冬闲田蔬菜生产。10 月水稻收获后，大

3.4.1

研发和推广适合湖南实际的蔬菜栽培设施

部分土地闲置。发展冬闲田蔬菜可以采用免耕式和

结合湖南省气候特点和生产经营形式，研发和改良

耕地式两种模式，投入少，成本低，病虫害少，产

推广适合湖南省气候条件、生产条件、地形条件的蔬

品质量安全有保障。可选用的蔬菜种类有红菜薹、

菜设施迫在眉睫，特别是研发透光率高、保温性能好

白菜薹、大白菜、花椰菜、芹菜、芫荽、菠菜、大

的早春设施栽培用大棚，研发既便于散热降温又能阻

蒜、菜油两用油菜等，在春节前后供应市场。

隔害虫侵入的越夏栽培用大棚。浏阳市等地利用双层

激发湖南特色蔬菜生产后劲。湘阴藠头、华容

棚进行早春蔬菜生产，泸溪县利用中棚进行辣椒避雨

南县榨菜、临武香芋、祁东黄花菜、湘潭湘莲、龙

栽培等设施值得推广（刘建华 等，2012）
。

山百合等，具有独特的优良性状、较强的商品竞争

3.4.2 建立湖南设施蔬菜生产标准体系 一是根据

力，已成为当地的标志性产业，在国内外享有一定

国家、行业已有的标准以及国外的先进标准，结合

的声誉，具备创品牌、创名牌的重要基础。应在政

湖南省设施蔬菜生产的实际特点，制定符合本地环

策、项目等方面大力支持和扶持企业开展标准化栽

境、产业基础、市场需求的设施蔬菜生产标准，指

培技术、产品质量安全控制、采后处理、贮藏包装、

导湖南省设施蔬菜由传统经验种植向标准化种植转

加工等方面的完善规范和提升行动，进一步激发生

变；二是对设施蔬菜产品制定适宜的采收、分级、

产后劲。此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员流

加工、
包装、
贮运标准，
提高净菜质量和产品附加值。

动、消费习惯的相互渗透，湖南地区的一些特有蔬

3.4.3 加大设施专用品种的研发力度 为了实现品

菜如白丝瓜、白黄瓜、白菜薹、嫩南瓜、紫苏等逐

种与设施的配套，提高设施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和效

渐被省外消费人群接受并呈发展上升趋势。因此，

率，财政和企业应加大设施品种的研发投入，科研

根据市场需求，适度规模发展这些蔬菜生产可以带

院所加强设施专用品种的研发力度，改善目前设施

来较高的经济效益。

蔬菜品种缺乏现状。

提高食用菌生产效益。湖南省是食用菌生产

3.5 大力推进生产机械化

大省，可用作食用菌栽培的原料十分丰富，气候条

推进蔬菜生产机械化的关键在于蔬菜品种、生

件适宜，加上农村劳动力充裕，政策支持，发展食

产工艺、农机装备的无缝对接。一是培育、筛选、

用菌生产有广阔的前景。适度发展杏鲍菇、草菇、

引进适宜机械化生产的优良蔬菜品种；二是研发与

茶树菇等小宗食用菌品种和北虫草、松茸、竹荪、

机械化生产配套的农艺措施，找准农艺与农机的结

羊肚菌等珍稀食用菌品种，巩固发展平菇、香菇、

合点，实现农艺与农机同步；三是筛选和研发适用

金针菇、银针菇、紫木耳等大宗食用菌品种；积极

于土壤作业、种苗生产作业、管理作业、收获及运

引入和推广“菌种 + 拌料 + 灭菌 + 冷却 + 接种 + 封

输作业等蔬菜主要生产环节装备；四是构建蔬菜机

口一体化”的专业化生产新技术，提高食用菌生产

械化、轻简化生产装备数据库；五是加大蔬菜生产

效益。

装备的补贴力度，提高蔬菜生产者的购机热情，更

3.3 适度规模经营

好地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杠杆作用；六是加强

前期调研结果显示，蔬菜生产规模不宜过大，

农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推

也不宜太小，太大的基地，蔬菜生产管理、人员调

进蔬菜生产机械化进程。

配、储运销售、资产折旧等环节无形支出增加；基

3.6 加强行业协会服务职能

地太小，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难以获得订单。单
2

〔单一品种生产
个企业 10～13 hm （150～200 亩）

一是发挥蔬菜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政府
与行业间的咨询服务，把政府的方针政策传达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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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激发创新活力，实现品种与技术同步提升

是加强制定相关行业标准，促使行业自律，保障蔬

充分发挥省市两级蔬菜科研机构的人才优势和

菜安全、均衡供应；三是强化技术培训，培养具有

技术优势，开展蔬菜新品种选育与引进、栽培技术

现代农业意识的领军人才，加强行业内的技术交流

研究示范等研究，激发创新活力。一是加强蔬菜种

与服务，加速转变发展思路，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

质资源创新，加速品种选育与更新，选育一批高产、

加快蔬菜产业由大向强的转变；四是加大筛选农业

抗逆性强、优质的优良蔬菜品种。利用现代育种技

投入品力度，组织生产企业集团采购，降低采购成

术开展特色蔬菜品种提纯复壮及新品种选育，促进

本；五是收集政策信息、产品信息、销售信息等，

湘阴樟树港辣椒、泸溪玻璃椒、汝城小米椒、湘阴

加强行业内、行业间、省内外信息交流与合作，促

藠头、华容芥菜、临武香芋、祁东黄花菜、湘潭湘莲、

进产销信息畅通；六是积极促进产销对接，如促进

东安紫皮大蒜、龙山百合等特色蔬菜产业提质增效。

农贸市场、大型超市及学校、机关或企事业单位食

二是加大蔬菜精细、高效种植技术研究，研发春提

堂等与生产企业进行产销对接；七是加强行业区域

早栽培、越夏避雨栽培、遮阴降温栽培等关键技术，

公共品牌建设，打造行业知名品牌，提升湖南省蔬

实现湖南省蔬菜周年均衡供应。三是开展绿色农药

菜产业核心竞争力。

农资的研发和引进，重点开展生物农药、可降解地

3.7 培育一批龙头企业

膜和地布的研发、引进与应用。四是研发蔬菜贮藏

目前湖南省蔬菜生产主体多且分散，龙头企业

保鲜设施和技术，延长贮藏保鲜期。五是加大湖南

和核心基地规模偏小、数量少，很难做到标准化生

特色蔬菜如辣椒、薤、芥菜、槟榔芋、黄花菜、子

产，带动能力较弱，因此培育龙头企业、新型农业

莲（湘莲）等产品的精深加工技术研究，提高产品

经营主体，建立一批示范性核心基地，是实现湖南

附加值。六是健全技术服务体系，实现技术推广与

省蔬菜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

技术需求无缝对接，提高种植户科学种菜水平。

3.8 增加财政投入

3.10 因地制宜，推广高效生产经营模式

一是要广辟投资渠道，各级农业、发展改革委

不同的经营主体从事蔬菜产业有各自的优势

（局）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扶贫办）
、科技、

和劣势，应根据各自特点，因地制宜，取长补短，

商务等有关方面应安排资金支持蔬菜产业建设，相

发展高效可持续的经营模式，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

关部门应对蔬菜基地建设、科技创新、市场开发、

效益双提升。一是大力推广轻简化和标准化栽培技

龙头企业、品牌培育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各级政

术。蔬菜规模化生产企业始终面临用工贵用工难、

府应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强化导向调控手段，在道

一线生产者年龄老化、专业技能人才不足、轻简化

路、大棚、冷库、排灌系统、绿色防控等基础设施

栽培品种欠缺及配套栽培技术落后等普遍性和共性

方面进行投入；二是完善投入机制，以财政资金作

问题，因此研发并推广轻简化栽培技术，将特定种

引导，以农民、企业等经营者投资为主体，以金融

类的蔬菜品种生产过程标准化，可以实现用工管理

部门支持为依托，以社会资金及市场资金为补充，

的量化，便于蔬菜产品采收、分级，提高产品的商

在基地建设、批发市场建设、产销信息服务、社会

品性和价值。二是大力推进社会化分工。对产业链

化服务组织、风险基金建立等方面给予必要的资金

中的关键环节如种苗繁育、基地翻耕、机械化采收、

投入和政策优惠，促进湖南省蔬菜产业的持续健康

农资供应、技术服务、品牌培育、市场营销等采用

发展；三是投入专项资金对蔬菜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政策引导集合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进行专业化分工。

生产知识、营销知识、质量控制知识培训；四是投

如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只负责蔬菜生产，合作社和

入专项资金研究解决生产流通领域中的关键技术、

龙头企业在产业链的上游进行研发和种苗培育，

关键设施设备；五是投入专项资金建立“菜篮子”

为生产者提供优质壮苗和农资；在生产环节为生产

调节基金，稳定蔬菜价格，在蔬菜供大于求时补偿

者制定产品标准、提供技术服务和进行质量跟踪管

给农户，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在蔬菜供不应求时

控；在产后环节，培育知名品牌，积极开拓市场，

补偿给农户，避免蔬菜价格暴涨暴跌而冲击市场。

收集市场信息，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进行产品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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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白菜机械化生产现状及发展建议
我国大白菜生产机械化水平较低，除耕整地、播种、基肥撒施、灌溉、植保、采后冷藏环节在部分
区域实现机械化作业外，收获以及采后加工环节机械化生产技术装备基本为空白。大白菜生产具有
面积大、产量高、单价低的特点，其机械化作业装备市场远未饱和，应当得到更多关注。本文通过
分析目前我国大白菜生产典型种植模式及关键环节机械化水平，从土地流转、农机农艺融合、产学
研推结合等方面提出推进大白菜机械化发展的建议。

杨雅婷 崔志超 高庆生 管春松 刘先才 陈永生 *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14）

大 白 菜〔Brassica campestris L. ssp. pekinensis
（Lour）Olsson〕原产于我国，已有 5 000 多年的
栽培历史。大白菜具有耐寒、产量高、耐贮运、营
养丰富等特点，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食用总量和栽

（2 700 万亩）
。

1 我国大白菜主要产区与分布
大白菜根系发达，有肥大的肉质主根（主根垂

培面积最大的蔬菜，种植面积在 267 万 hm （4 000

直向下生长，
可深入土层 90 cm）和发达的侧根（侧

万亩）左右（张凤兰 等，2017）
，但近几年大白菜

根近于水平向外侧扩展，分布在 10～20 cm 的半径

2

内）
；茎粗大短缩，营养生长期可分为发芽期（4～5

2

种植面积下降，据有关部门统计已降到 180 万 hm

天）
、幼苗期（18～20 天）
、莲座期（23～25 天）
、
杨雅婷，女，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蔬菜机械化生产技术装备研究，
E-mail：yangyating@caas.cn
* 通信作者：陈永生，男，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蔬菜机械化
生产技术装备研究，E-mail：cys003@sina.com

结球期（45 天左右）
。根据叶球的形态，主要分为
近球形、卵圆形、倒锥形、炮弹形、橄榄形、直筒
形，其中近球形、卵圆形和直筒形等规则外形有助

收稿日期：2020-05-29；接受日期：2020-09-18

于实现机械化收获（徐家炳和张凤兰，2016）
，直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D0201007）

筒形品种可采用侧面夹持方式收获，近球形和卵圆

级加工和深加工等。三是大力支持营销模式创新。

温常龙，于拴仓，许勇．2020．我国蔬菜种业发展现状与趋

目前湖南省农产品销售主要还是依靠批发市场，生

势．中国蔬菜，
（9）
：1-8．

产者没有定价权，市场价格容易大起大落。因此，
应大力支持营销模式创新，如“农产品 + 网络直
播”
“农产品 + 微商”
“农产品 + 餐饮”
“农产品 +
电商”
“农产品 + 直销店”
“农产品 + 可视农业”等
模式，拒绝农产品滞销、贱卖。

刘建华，张智优，曹宏鑫，李青峰．2012．发展湖南设施蔬菜栽培
的思考．湖南农业科学，
（15）
：127-130．
刘明月．2015．湖南蔬菜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湖南农业科学，
（5）
：109-111．
马艳青，张西露，张战泓．2014．湖南省蔬菜产业发展的战略思
考．湖南农业科学，
（4）
：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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