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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以“投入品—生产—产品—废弃物”的

线性经济为主导的农业发展模式导致农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生态破坏、环境

退化等问题。生态循环农业是一种遵循循环经济理念的新生产方式，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

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原则，通

过建立“农业资源—农业产品——农业废物再利用”的循环机制，不断延伸扩展农业产业链

条，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发展，达到农业生产的“两低一高”目标，即资源消耗

低、废弃物排放低、物质能量利用高(尹昌斌等, 2008; 高旺盛等, 2007)。发展生态循环农

业是农业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农业资源短缺与环

境退化的现实选择，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积极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发展模式，对生态循

环农业的研究与实践是当前中国农业领域的热点。 

国外对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早于中国，比如美国的精准农业(Bongiovanni et al., 

2004)、英国的永久农业(Smith, 2006)、德国的绿色能源农业(Zanden, 1991)、以色列的节

水农业(Fishelson, 1994)、日本的菱镇循环农业等(King, 1911)，这些发达国家都建立起完

整性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并获得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何琼等, 2017)。中国从

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引进生态循环农业思想(张建, 2009; 刘金泉, 1990)，并对生态循环

农业理论与实践模式进行广泛的研究(孙波等, 2018; 赵立欣等, 2017; 翁伯琦等, 2017)。

在理论上，先后提出了“3R”原则、“4R”原则(高旺盛, 2010; Xuan et al., 2011；尹昌

斌等, 2013)。在实践中，总结出了庭院式循环经济模式(徐文辉等, 2010)、南方的稻鸭、稻

鱼（虾）共作模式(曹凑贵等, 2017; 胡亮亮等, 2015)、北方的“四位一体”农业模式(王晓

荣等, 2009)、以沼气为纽带的“畜禽—沼气—种植”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段娜等, 2015)、以

有机肥加工为纽带的“畜禽—有机肥—种植” 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吕娜等, 2018)等，构建

了以企业（农户）为核心的内部小循环、企业间链条中循环和区域内大循环。随着人们认识

水平的提高，生态循环农业不仅是一种农业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在实践上更是一种发展模式

或技术范式。因此，本研究重点梳理当前中国关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总结

归纳当前可复制、可推广、可续持的生态循环农业典型区域技术模式，展望未来生态循环农

业研究的重点领域与方向，以期为将来中国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乃至世界生态循环农业的发

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现代农业与生态循环农业认知 

1) 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农业绿色生态化 

农业绿色生态化是未来现代农业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上。一是生产效益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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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农业，即采用集约经营方式进行生产，通过发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田机械化高

投入，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和优良品种，获得规模效应、经济效益；二是资源节约型的生态

循环农业，即以节约、减排和农民增收为目的，通过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等，实现废弃物多

次循环利用，推进农业生产技术范式的改革和创新，形成“无废农业”的物质循环利用模式；

三是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农业，即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农业一、二、三产融合，通过工程措施、

解决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获得较高经济、生态、社会效应，形成“无害农业”的生产新

方式、新理念；四是产品安全型的绿色农业，即应用现代化设施和绿色生产技术，关注农业

环境保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严把质量监控环节，形成高效安全的“无毒农产品”供给模式。 

2) 对生态循环农业的认识 

生态循环农业是一种遵循循环经济理念的新生产方式，是一种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型的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产业链延伸型的农业空间拓展路径，是一种环境友好型宜居乡村

建设的新理念。生态循环农业同样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

再循环（Recycle）。其中，“减量化”指农业资源节约投入，发展精准农业；“再利用”指

农业物质多级利用，直到吃干榨尽；“再循环”指农业废水、营养物质的循环再利用。生态

循环农业体现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与低碳的理念来发展现代农业，实施农业清洁生产，资

源化利用农村废弃物，推进了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生态循环农业本质特征是资源节约与产

业链延伸，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农产品消费及生物质产业，通过物质循环、能量交换

与价值增值，形成农业一、二、三产的联接和融合。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优先是发展现代农业，即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

造农业、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农业、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同时，顺应

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需求，建立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生产体系，把农业建成具有显著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实现环境友好与生态安全。 

2. 中国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与行动 

近年来，国务院、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都出台了与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相关的政策措施。

在2004年，循环经济首次被写进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中，并在2005年出台《关

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号），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

划》（国发〔2013〕5号），要求在农业领域加快推动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业

链接循环化、废物处理资源化，努力构建循环型农业体系。2016年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加快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6〕203号），提出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目标，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此外，近十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一直都关

注生态循环农业。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开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

术，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随后在2007年至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鼓励发展生态循

环农业。在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要大力推广高效生态循环的种养结合模式，加快

对畜禽粪便进行集中处理，积极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工作，推进农业清洁生产，促进农

业节本增效。 

同时，为了更好的配合政策措施，各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指导方案和行动指南。2015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要求到2020年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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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农业资源循环利用，到2030年基本实现农业废弃物趋零排放。在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

《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计划到2020年，全国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

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基本构建，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

资源化利用目标基本实现。2017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示范工程建设规划

（2017-2020）》，计划到2020年，建成300个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示范县，基本实现作

物秸秆、畜禽粪便的综合利用。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设立了一批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项目与农业清洁生产项目。环保部门、财政部门也出台了“以奖促治”的方案，促进生态循

环农业发展。2007年以来，科技部先后启动实施了“农田循环高效生产模式关键技术研究与

集成示范”和“生态循环农业科技工程”科技支撑项目。农业农村部在2007年提出“生态循

环农业促进行动”, 开展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市工作，从2015年开始在全国100个县试点“粮

改饲”，推进种养结合、农牧融合，从2015年开始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

计划到2020年建成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300个，2017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东北地

区秸秆处理行动、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农膜回收行动、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

护行动等。 

总体来看，中国这几年出台的政策规划多以指导性和引导性为主，缺乏强制执行力。农

业农村部、发改委等部门有大量的生态循环农业项目，如生态循环农业示范、种养结合、农

牧融合、有机肥无机肥替代、乡村环境治理、农膜回收利用项目等。在项目实施期间，能够

发挥作用，但部分项目在结束后，可持续运行就存在问题。而有些项目通过科技驱动和工作

机制保障了项目的可持续运行，总结这些可复制、可推广、可续持的生态循环农业典型区域

技术模式，有利于将这些生态循环农业项目因地制宜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应用。  

3. 中国生态循环农业典型区域技术模式 

1) 西北旱作区模式—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古城村 

这一区域是我国典型的旱作区，气候干旱、降雨量稀少，农业水资源匮乏、白色污染严

重已经成为制约该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在甘肃省的大部分农作区年降水量在

200—450毫米之间，亩均水资源量不到450立方米，不足全国亩均水量的1/4，过度超采地下

水，造成下水位已经由80年代的10米降至现在的60米左右，水资源利用程度已远远超过自然

承受力。近20年来，在甘肃金川区的地膜使用量在1.2万吨左右，累计约有3600吨地膜残留在

农田中，平均每亩农田残留地膜17.1公斤，造成土壤板结，土壤通透性降低，种子发芽率下

降，严重影响农作物产量及品质的提升。 

古城村按照节水环保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发展要求，重点开展农田节水及废旧农膜回

收两个方面的工作，推进种养结合、种养加一体化发展策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轻环境污

染，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该模式核心是运用农田节水技术、地膜回收再利用技术、种养结

合清洁生产技术。在循环模式中，形成生态林果区、设施农业示范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规模养殖区、收购加工区等五大功能区，将种植区的农作物秸秆加工成饲料，供应给规模养

殖区，规模养殖区畜粪经沼气发酵无害化处理后，再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料，种植区、养殖

区生产的玉米、食葵、辣椒、肉制品等通过加工、储藏直接与销售市场对接，形成“种植—

秸秆加工—养殖—有机肥加工—种植”的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 

古城村通过发展该模式，水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地膜残留量明显减少，种养循环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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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效益。累计示范设施农业水肥一体化技术2400亩，共节水50万方，节水率36.4％；示范

生态林果膜下滴灌技术12000亩，共节水300万方，节水率23.1%；示范大田农业微喷灌技术400

亩，共节水3.2万方，节水率12.5%；示范大田农业全膜垄沟灌技术2.4万亩，累计节水240万

立，节水率12.1 %。完成低压管灌建设5000亩，累计节水40万立方米。共引进小型残膜回收

机12台，大型残膜联合作业机1台，示范“一膜两用”技术100亩，废旧地膜的回收率提高到

75%以上。通过“五位一体”沼气池的建设，养殖业节约饲料10%至15%之间，节水70%以上，

节省化肥、农药85%以上。 

2) 南方水网区模式—湖北省鄂州长港镇峒村 

该区域是我国典型的水网区，地区水资源丰沛，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农业生产方式，造

成水体富营养化和面源污染严重，已成为制约南方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2014

年，湖北农业源COD排放量为44.8万吨，农业源氨氮排放量4.4万吨。全省播种面积亩均化肥

用量26.8公斤，比全国亩均用量多4.9公斤。全省有机肥资源总养分约150万吨，而实际利用

不足40%，其中，畜禽粪便养分还田率仅为50%左右。据估算，鄂州市常年各类农作物秸秆、

残果尾菜产生量58万吨，直接还田约22.3万吨，占38.5%，随意丢弃量1.2万吨，占2.1%，鄂

州市氮肥当季利用率仅为35%左右，磷肥当季利用率不到20%，与发达国家化肥60%的高利用率

相差甚远。 

峒山村按照“一控两减三基本”的要求，推广节地、节水、节肥、节药等资源节约型技

术，发展以稻田综合种养、水循环养殖、生态沟渠等水资源循用型利用技术，推进绿色种养

业结合，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生态循环农业方式。该循环模式以水田

稻作为基础，通过在水田中全年养殖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下同），充分利用稻田光、热、

水及生物资源，实现水稻与小龙虾互利共生，将水田生态系统的种植业与养殖业有机结合起

来，在稻田有限的生态空间里生产出无公害、安全、优质的大米和虾产品，是一项种养结合、

降本增效的生态农业技术， 大限度地提高稻田产出率，达到了虾稻同步增产、品质同步提

升的目的，是我国南方稻作区提高水稻栽培产量和生态系统效益的一种重要种养循环技术模

式。 

该区域通过稻虾共作、水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改善土壤

和水体质量，实现农业增效、农村美化和农民增收。该循环模式结合绿色防控、秸秆还田等

技术措施，能够大幅减少农药和化肥用量，可以使稻田化肥使用量下降30%以上，农药使用量

下降70%以上。同时，小龙虾能够为稻田疏松土壤、清除杂草和害虫幼卵，其排泄物又可为水

稻生长提供营养，稻田可为小龙虾提供充足的水，适量的食物以及活动、栖息的场所，从而

有效地实现稻虾的互利共生，可使稻田平均亩产达624.7公斤、小龙虾亩产量达124.5公斤，

亩产值5546.6元，亩纯收入2978.2元，相比单一种植水稻平均每亩纯收入提高2000元以上。 

3) 西南生态脆弱区模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久安乡 

这一区域是我国喀斯特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山高坡陡，耕地土层浅薄，水土流

失及地质灾害频发、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已经成为制约该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92.5%的土地面积为山地和丘陵，从空间分布来看，全省水土流失状况西北重、东南轻，从不

同流域来看，境内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仍然比珠江流域严重，2013年贵州省境内长江流域水土

流失面积占流域面积的比例为31.2%，珠江流域分别为30.3%。2013年贵州省化肥施肥量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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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比2005年增加28.6%，农药使用量为1.4万吨，比2008年增加5.2%，在一些中小规模的

养殖场和集中连片养殖小区，由于载畜量过大，排泄物过多，未进行有效处理，部分畜禽粪

便随意堆置或排放到附近水沟或田土，在雨水冲淋下，流入河流和湖泊，农业面源污染严重。 

久安乡按照“一控、二减、二基本”的要求，注重水土保持，运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水肥一体化技术、地膜覆盖与回收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轮套作绿肥技术、坡耕地水

土流失防控技术和种养结合沼气工程技术，实施节水节肥的管理措施，控制面源污染和农药

残留。在循环模式上，利用规模化养殖场粪便进行沼气发酵，同时生产沼渣沼液，开发优质

有机肥，用于生态茶园、果园、农田作物生产，同时在果树（茶树）株行距中间开阔地带种

植粮食、经济植物、蔬菜、瓜类、药材、绿肥等作物，增加覆盖度，拦截水土流失，将作物

秸秆进行青储、氨化和干堆发酵，开发秸秆饲料用于养殖，形成“畜禽—沼气—种植（粮食

林果茶）”的复合生态循环模式，实现种植业由传统的粮食生产一元结构向粮食作物、经济

作物、饲料饲草作物三元结构转变。 

通过该区域模式，久安乡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民收入得到提高。通过横坡等高种

植模式种植果树（茶树），来减少水土流失。沼液、沼渣的使用降低化肥的施用，改善土壤质

量，提升农产品品质。通过物理、生物、化学、农艺四种防治措施，降低果（茶）的农残各

项指标，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由于生态项目的顺利实施，2013年久安乡生态茶园生产的“绿

宝石”茶出口德国，2014年出口美国进驻星巴克旗下Teavana茶吧，再到2015年拓展俄罗斯等

海外市场。同时生态茶园邀请茶叶、生态、植保、环境等方面专家对茶农进行培训，提升农

民的茶园清洁管理的技术水平，促进了茶农增收。 

4) 黄土高原果园清洁型模式—山西省临汾市吉县东城乡 

这一区域位于我国黄土高原，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主要为农业水资源缺乏、农业环境恶

化生态功能退化，已经成为制约本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西北黄土高原地区降雨

量少，严重缺乏灌溉水，对苹果的品质和产量有直接影响。为了增加果树产量，过量增施化

肥，但有机肥得不到及时足量的补充，导致部分果园呈现衰退趋势，农药和化肥的滥用、畜

禽粪便随意排放、果木秸秆焚烧等导致土壤板结、河流和地下水污染、大气污染、资源利用

率低等问题较为突出。 

东城乡近几年来以户为单位，以果园为依托，构建由户用沼气池、生态养殖、果园生草、

集雨水窖及果园滴灌设施组成的户用农村生态工程。形成以太阳能为动力，以新型高效沼气

为纽带，种植养殖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生态果园系统。同时，实行黑膜保墒、行间

生草、集雨水窖、高架微喷，达到节水保墒，改良土壤，解决干旱缺水的问题。以生态果园

清洁生产和果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目标，构建“果树废弃物-生物质干馏-炭气液油转化-

干馏产品农用”的生态农业模式。利用生物质干馏技术，将果树废弃枝条一次性转换为木醋

液、木焦油两种天然的农用化学品替代物和生物炭、干馏气两种清洁可再生能源。木醋液、

木焦油作为无公害纯生物制剂，具有促进果树生长、杀菌、驱虫、改良土壤的功效，可有效

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以此形成林果业废弃生物质资源综合循环利用的现代农业清洁生

产新模式。 

通过该模式，有效提高了东城乡苹果一村一品专业村农民的科技应用水平，加快新技术

的推广应用，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苹果产量普遍提高了10%以上。对全县果农起到

了树立典型，建立样板和辐射带动作用，辐射带动全县30万亩苹果进行有机化、标准化生产，

187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有力地推动了全县苹果产业的发展。同时，利用了农村的畜禽粪便和生产生活垃圾，使其发

酵，产生沼气、既减少农村能源的投资，又净化生态环境，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产生的沼渣、

沼液，作为果树的有机肥来源，减少农药、化肥的施用，减轻对果实和土壤的污染，生态效

益明显。 

通过以上四个区域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介绍，可以说明要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我

们一定抓住问题导向，要解决区域性的突出环境问题，以科技为支撑，这样产业才有生命力，

也才能解决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冲突的矛盾。未来生态循环农业应更多依靠科技进步，研发

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利用节肥、节药、节水、节地、节能等节约型农

业技术，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 

4. 中国生态循环农业研究展望 

我国农业资源底数不清，尤其是耕地质量与农田污染、畜禽粪便污染、秸秆资源化利用、

地膜白色污染等领域研究进展慢，农业环境有机污染防治刚刚起步，区域性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缺乏有针对性的技术措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技术研究亟待强化。同时，农业资源市场化

配置机制尚未建立，激励机制不完善，种养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程度低；农业

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农业污染责任主体不明确，监管机制缺失，污染成本过低；全面反

映经济社会价值的农业资源定价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奖惩机制的缺失和不健全，生态循环

农业发展制度体系亟待健全。 

1) 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技术研发 

（1）农业资源高效利用 

首先，种养业节水节料技术需要提升。主要研发作物节水生理调控技术、新型集雨设施

设备及高效利用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与关键设备、测墒灌溉技术及设备、分区域规模化高

效节水灌溉及农业水管理决策技术等。其次，肥料减施增效技术需要完善。重点研发水溶肥、

液体肥、生物肥、高效缓（控）释肥、同步营养肥等新型肥料，达到肥料减施增效的目标。

后，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需要创新。研发有机肥、粪肥、沼肥高效利用技术与关键设

备，提升放牧家畜营养改进、草原健康与人工草地建设、草原恢复生态与放牧利用技术，农

牧区资源共济动植物高效生产技术等。 

（2）农业生态环境 

首先，加强污染农田生态修复与安全生产技术研发。研发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

物农药和先进施药机械化技术。其次，提升面源污染控制技术，包括农作物秸秆高效资源化

利用技术，废旧地膜机械化捡拾和回收利用以及可降解地膜技术，畜禽粪便与病死畜禽收集

处理与利用的机械化、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技术。 后，要改善宜居乡村环境综合

治理技术，包括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农田生态景观构建技术。 

（3）农作物耕作栽培管理 

首先，要优化种植制度与结构模式。开展主要农作物优质高产品种配套栽培技术，农作

物光、热、水、养分等资源优化配置与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模式，“间套作”与“轮作休耕”

等养地型生态种植模式与技术、粮饲兼顾型种植模式与耕作技术。其次，完善作物可持续高

产高效耕作栽培理论。农作物生长监测与精确栽培技术，主产区土壤培肥与耕作技术，农作

物灾变过程及其减损增效调控技术，周年均衡增产技术，节本环保丰产技术等研究及相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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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研制。最后，提升集约化、精准化、轻简化生产管理技术。加快适应机械化、信息化生产

管理的高产、高效、可持续的作物耕作栽培技术体系构建。 

（4）畜禽水产养殖 

首先，发展规模化健康养殖技术。研发畜禽与水产健康养殖模式、新型加工工艺及其成套养

殖装备。其次，提升新型饲料与制备技术。研制高效安全环保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完善饲料、

兽药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最后，提升养殖智能化管理技术。开发高效局部环境精准调控、空

气（水体）质量调控与污染物减排、场区环境净化、生理与环境信息智能采集、工程防疫、

病死畜禽水产无害化处理、粪便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的工程装备及其智能化产品。 

 

2) 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制度创新 

（1）法律规程与标准规范建设 

首先，要健全生态循环农业的法律体系。制订完善农药、肥料、饲料、兽药等农业投入

品管理和废弃物处理的法律法规，增强其可操作性；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推进生态循环农业技术标准、

规程等建设。其次，要推进生态循环农业技术标准、规程等建设。加快制订种植业、畜禽养

殖业、水产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对现有的生态循环农业成熟技术进行标准化、规范

化，扩大推广应用规模和范围。 

（2）补偿机制创新 

一要建立终端产品补贴制度。加大对秸秆还田、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现代施药机械、

绿色防控产品、增施有机肥和高标准农膜使用补贴力度；围绕资源保护、生态治理、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完善现行的补贴制度，实现终端产品补贴制度。改项目制为普惠制，过程管理

为效果评价。二要建立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产业化发展机制。加大投入，完善

财政调节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对农林循环经济重点项目和示范工程给予多元化信贷支持，拓

宽抵押担保范围，创新融资方式，加大对农业污染第三方治理机构的扶持力度，引入PPP模式。 

（3）监管管理探索 

其一，落实管护责任。建立农业循环经济工作责任制，明确任务分工，将生态循环农业

基础设施管护责任落实到经营主体，督促和指导经营主体加强设施管护，为生态循环农业发

展提供保障。其二，强化监督考核。建立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考核制度，对生

态循环农业工作进行评价考核，评价考核结果与扶持政策相挂钩，要切实抓好生态循环农业

的监督检查，将相关工作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重要内容，并建立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

度，推动农业循环经济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我国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然而对于经营者来

说，如果把这个“绿山青山”变成自己的“金山银山”，即把环境效益变成经济效益则要从

制度、机制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加强探索。未来，生态循环农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应是运用清洁

化、绿色化理念推动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依靠新的农业技术革命、新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制度体系，解决当前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推进农业的绿色生态化，

致力使农业成为生产效益型的集约农业、资源节约型的生态循环农业、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农

业和产品安全型的绿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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