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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数据来源，调查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国内农产品物流研究核心期刊论文７９６篇，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进行高频关键词统计和聚类分析，得出农产品物流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低碳农业与碳循环、农产

品物流体系建设与优化整合、农产品物流需求与预测、农产品物流能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农产品物流成本、

农产品物流配送与路径优化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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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物流是物流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农产

品网购的逐步兴起，农产品物流业在推进农业产业

化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多年来，在我国农产品物流业发展的同

时，相关研究也备受关注。武俊帅等从定性描述角

度分析了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这两种农产品物流

方式的现状和问题，提出需要建立农产品冷链物流

加工中心、信息化系统、废料处理等保障系统［１］。

刘成华等探讨了ＲＦＩＤ在农产品物流各环节的应

用，认为ＲＦＩＤ有利于加速信息流转并实现农产品

各阶段质量的可追溯［２］。很多研究者认为，农产品

物流是能够实现农产品自身价值的物流经济活动，

它通过农产品生产、储存、运输、配送等环节实现农

产品价值的增值。本文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国内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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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物流相关研究论文为基础，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

件，通过共词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农产品物流

的研究热点和最新进展进行分析，希望对国内农产

品物流研究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以“期刊”为检索源，以“篇名”和“关键词”为检索

项，以“农产品物流”为检索词，时间选取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文献来源选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及核心期刊，进行精确检索。笔者共检索

到关于农产品物流的文献１６７５篇，检索更新时间

为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１．论文分布年度。从１６７５篇关于农产品物

流研究的中文学术论文的年度分布情况来看，农产

品物流领域的发文量整体趋于平稳（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农产品物流研究领域年度发文量

２．刊发农产品物流论文的中文期刊。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载文量排名前１０的期刊如表１所示。其

中，载文量最多的是《商业经济研究》（２３７篇），其

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载文量超过１００篇以上的期

刊有《物流技术》和《农业经济》。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犆犖犓犐数据库中农产品物流研究发文

量居前的期刊分布

序号 期刊
载文

量／篇
序号 期刊

载文

量／篇

１ 《商业经济研究》２３７ ６ 《中国商论》　　　 ５５

２ 《物流技术》　　 １９２ ７ 《世界农业》　　　 ４１

３ 《农业经济》　　 １４９ ８ 《广东农业科学》　 ３８

４ 《安徽农业科学》 ６５ ９ 《中国物流与采购》３８

５ 《中国流通经济》 ６１ １０ 《江苏农业科学》　 ３７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作为知识图谱分

析工具，版本是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０．Ｒ１．ＳＥ．９．４．２０１６。

在对数据进行分析时，参数“ＹｅａｒＰｅｒＳｌｉｃｅ”设置

为１，即选择时间间隔为１年进行分段处理，分段

处理有利于辨识科学演进的突出拐点和学科前沿

的动态模式，同时可以提高软件运行的速度和准确

度［３］。经过多 次 测 试，最 终 确 定 农 产 品 物 流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关键词分析参数设置为ｓｅｌｅｃｔ

ｔｏｐ５０ ｍｏｓｔｃｉｔｅｄｏ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ｔｅｍｓｆｒｏｍｅａｃｈ

ｓｌｉｃｅ，其意义是选择每年前５０个热词作为分析关

键词，运行软件，共得到２８１个关键词。

二、关键词分析与聚类分析

（一）关键词分析

为反映研究热点，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关键词

的词频统计功能对文献的关键词出现频率进行统

计，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某个

研究受关注的程度。按照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

排序，能反映某个学科受关注的研究问题，即学科

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选取累计频次不小于２０次

的关键词为高频词，通过统计最终得到表征农产品

物流研究的２４个关键词（表２）。出现频次较高的

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近几年国内农产品物

流的研究热点，如：农产品、生鲜农产品、鲜活农产

品等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反映了针对农产品研

究类别的细分；物流、冷链物流、物流模式等反映了

农产品物流环节的相关问题。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农产品物流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农产品 ４９５ １３ 农村物流 ３４

２ 农产品物流 ２９３ １４ 农业物流 ３４

３ 生鲜农产品 １１３ １５ 第三方物流 ３０

４ 电子商务 １０８ １６ 绿色物流 ２７

５ 冷链物流 １０７ １７ 流通 ２６

６ 物流 １００ １８ 农产品冷链物流 ２５

７ 供应链 ８４ １９ 物流配送 ２５

８ 农产品流通 ７７ ２０ 物流模式 ２３

９ 对策 ６４ ２１ 物流金融 ２１

１０ 鲜活农产品 ４８ ２２ 流通模式 ２０

１１ 农产品供应链 ４６ ２３ 供应链管理 ２０

１２ 农超对接 ３９ ２４ 农产品批发市场 ２０

（二）聚类分析

以关键词分析数据为基础，通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

件对２８１个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的结果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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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反映出这些词的亲疏关系。根据聚类分析结

果可知，国内农产品物流研究主要分为１３类，再结

合聚类分析数据以及出现关键词的平均年份，最后

整理出７大类研究热点：低碳农业与碳循环研究、

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与优化研究、农产品物流需求

与预测研究、农产品物流能力研究、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研究、农产品物流成本研究、农产品物流配

送与路径优化研究（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国内农产品物流研究关键词聚类

研究主题 关键词 年份

低碳农业与

碳循环研究

产业链视角；低碳农业；碳循环；绿色物

流；物流设施；先进物流技术；农产品物

流业；农产品消费

２０１２

农产品物流

体系建设与

优化研究

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优化整合；物流

设施；先进物流技术；冷链物流；第三方

物流；专业物流现代农产品；供应链管

理模式

２０１２

农产品物流

需求与预测

研究

农产品物流需求；预测；蚁群算法；灰色

线性组合模型；十三五；农产品物流需

求；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农业机械

化水平

２０１７

农产品物流

能力研究

农产品物流能力；形成及提升机制；内

部系统；外部系统；流程；协作；熵权法；

灰色关联分析

２０１５

农产品质量

安 全 追 溯

研究

云计算；ＲＦＩＤ智能物流管理；ＸＭＬ语

音处理；农产品物流管理；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

２０１２

农产品物流

成本研究

农产品物流成本；估时作业成本法；作

业成本动因；时间方程
２０１５

农产品物流

配送与路径

优化研究

农产品物流配送；路径优化；地理信息

系统；禁忌搜索算法；集成技术；物流追

溯；配送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粒子群优

化算法；改进蚁群算法；分布式；ＧＩＳ

２０１１

三、国内农产品物流研究热点分析

（一）低碳农业与碳循环研究

这个研究热点主要包括“产业链视角”“低碳农

业”“碳循环”“绿色物流”“农产品物流业”等关键

词，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该领域主要是围绕产业

链视角下农业的低碳化来研究。李晓燕认为，低碳

农业是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改善全球气候条件而

在农业领域推广节能节排技术、固碳技术、开发可

再生能源的农业［４］。杨起智围绕如何实现农业二

氧化碳减排目标，从农业产业链视角出发，在分析

生产、运输、加工、消费环节二氧化碳来源的基础

上，提出完善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对农产品进行

深度加工、消费环节减排向生产环节转移等对

策［５］。　

（二）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与优化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包括“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

“优化整合”“物流设施”“先进物流技术”等关键词，

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该领域主要围绕农产品物

流体系建设与优化进行研究。农产品物流是能够

实现农产品自身价值的物理经济活动。余江等通

过对陕西省农产品物流系统建设进行研究和分析，

梳理出影响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因素并提出解决对

策［６］。戴澍等从供应链视角，对西部地区农产品物

流体系优化进行研究，并以新疆地区棉花产业为案

例，重点分析西部地区物流体系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最后提出相关对策［７］。

（三）农产品物流需求与预测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包括“农产品物流需求”“预测”

“蚁群算法”“灰色线性组合模型”“影响因素”“多元

线性回归”“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关键词，从这些关

键词可以看出该领域主要围绕采用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方法对农产品物流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以及对农产品物流需求进行预测。李庆芳选取与

农产品物流供给与需求有关的关键性指标，分析影

响农产品物流需求的因素和各影响因素作用的大

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及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总结

出影响农产品物流需求的关键因素在于农业机械

总动力、城镇化率和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几个方

面［８］。李夏培以北京市农产品物流需求为研究对

象，采用灰色ＧＭ（１，１）模型，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构

建出灰色线性组合模型，对“十三五”时期北京市农

产品的物流需求进行预测［９］。

（四）农产品物流能力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包括“农产品物流能力”“形成及

提升机制”“内部系统”“外部系统”“流程”“协作”

“熵权法”“灰色关联分析”等关键词，从这些关键词

可以看出该领域主要采用科学方法对农产品物流

能力从内部及外部系统进行分析研究。董红艳等

根据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山西省农产品物流相关序列数

据，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法定量分析了山西省农产品

物流能力，梳理出制约农产品物流能力的主要因素

有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从业人员数量、物流配送

能力以及物流信息化水平等，并提出相关对策［１０］。

王冬针对目前我国农产品物流存在的物流难度大、

效率低、损耗高、信息技术水平低、物流成本高等问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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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通过构建农产品物流能力形成与提升模型，对

影响农产品物流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农产品

物流各环节合理运作的建议［１１］。

（五）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包括“云计算”“ＲＦＩＤ智能物流管

理”“ＸＭＬ语音处理”“农产品物流管理”“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等关键词，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该领

域主要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进行研究。郑会龙

以广东省清远市为例，把云计算平台、ＲＦＩＤ智能物

流管理、ＸＭＬ语音处理等信息技术融入建设高端农

产品物流系统的可行性研究之中，通过对高端农产

品物流系统的构建进行探讨，希望以先进的技术和

理念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充分提升清远

农产品的质量档次［１２］。

（六）农产品物流成本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包括“农产品物流成本”“估时

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动因”“时间方程”等关键

词，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该领域主要围绕农产

品物流成本进行研究。刘艳萍以估时作业成本

法（ＴＤＡＢＣ）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从产能成本率、

成本动因率到剩余产能和时间方程在内的农产

品物流成本核算的作业动因分析框架，并结合实

例说明该模型在间接费用占比较高、劳动力密

集、以时间衡量劳动量的农产品物流企业中应用

的适用性［１３］。

（七）农产品物流配送与路径优化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包括“农产品物流配送”“路径优

化”“地理信息系统”“禁忌搜索算法”“集成技术”

“物流追溯”“配送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粒子群优

化算法”“改进蚁群算法”“分布式”“ＧＩＳ”等关键

词，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该领域主要围绕农产品

物流配送与路径优化进行研究。邱荣祖分析了农

产品物流配送模式，建立有时限的配送路径优化模

型，应用ＧＩＳ与禁忌搜索算法集成技术求解该模

型，开发农产品物流配送路径优化系统［１４］。杨信

廷针对农产品物流配送过程追溯信息采集不易、监

管不利的状况，设计了农产品物流过程追溯模型，

综合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条码

扫描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构建具有产品自动配

载、配送最佳路径选择、运输过程实时监控和配送

到货智能更新功能的系统［１５］。

四、结语

通过对国内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发文量的高频关键

词分析和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之

间的相关性，从而归纳出国内近几年关于农产品物

流研究的热点，得出该领域研究热点集中在低碳农

业与碳循环研究、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与优化研究、

农产品物流需求与预测研究、农产品物流能力研究、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研究、农产品物流成本研究、农

产品物流配送与路径优化研究等７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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