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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观光园农业产业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贾凤意 (巴彦淖尔市林业勘测设计队，内蒙古巴彦淖尔015000) 

摘要 从观光农业的发展与理论研究入手，对农业观光园的基础理论进行分析总结，重点研究农业产业规划理论方法，并以洛阳红雨生 

态农业科技因为例深入剖析，以期为今后生态观光园农业产业规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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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Touism Park’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Planning 

JIA Feng-yi (Bayannaoer Forestry Survey and Design Team，Bayannaoer，Inner Mongolia 015000) 
Abstract Starting from development of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and theory research，the basic theory of agriculture sightseeing garden was ana- 

lyzed，mainly focus on agricultural industry planning theory method．Luoyang Hongyu Eco—agriculture Scienctific Garden was deeply analyzed，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mce for agriculture industry planning of ecological sighteesing garden． 

Key words Sightseeing agriculture；Agriculture industry ；Planning and design 

农业是人类发展的基础，是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农业 

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 

义⋯。早在 1977年，中国农科院相关专家便提出了“农业现 

代化”的概念，即“大田园林化、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 

种优良化 、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公社工业化”。观光农 

业的兴起就是“大田园林化”在中华大地上的真实写照。观 

光农业的研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业旅游，改善农村 

环境，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我国积极探索 

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里程碑。因此，观光农业活动作为 

新兴的旅游观光项 目，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发展对我国城乡 

旅游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1 农业观光园 

1．1 观光农业的定义 早期的观光农业被视为在农业生 

产基础 增加旅游观光的功能，即为一种农业与旅游业的交 

叉产业。随着实践的发展 ，观光农业继而有了广义与狭义之 

分。广义的观光农业应涵盖休闲农业、观赏农业、农(乡)村 

旅游等不同概念，指以农业和农村为媒介，能满足旅游者观 

光、休闲、度假、娱乐、购物等各种功能的旅游业 。2004年， 

台湾“行政院”农委制定的《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指出： 

休闲农业是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 

渔牧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提供国民休 

闲，增进国民对农业及农村之体验为目的农业经营 。至 

此，观l光农业、休闲农业有了较为准确的权威定义。 

1．2 农业观光园的分类模式 由于农业观光同具有农业产 

业、旅游观光、景观=-方面的特征，凶此农业观光园的规划由 

农业产业、旅游规划、景观规划3个部分构成，传统的分类方 

式已经不能系统和实用地概述观光农业园。因此，笔者从农 

业产业类型、旅游活动类型、景观特征 3个方 向对农业观光 

园进行分类(表 1—3)。 

1．3 我国观光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同观光农业发 

展初期 ，观光农业的主要问题为 ：散、小、单、低 、粗、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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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按农业产业类型分类 

1 游憩观赏类活动 

2 采摘品尝类活动 

3 参观购物类活动 

4 游成娱乐类活动 

5 科普文教类活动 

6 农事体验类活动 

乡村自然风光观赏性农同(田同、果园、茶同 
等)，珍稀动物饲养场、渔场，花卉植物同 

各类水果采摘园(革莓采摘、水蜜桃采摘、荔 
枝采摘)、蔬菜同 

可采摘的农同、乡村T艺作坊、乡村集市，土 
布坊、草编、竹编、羽毛扇 

农耕民俗、婚嫁礼俗、饮食民俗、时令 庆、龙 
舟竞渡 

农业科技示范、农业生态示范、科普示范等浓 
缩的典型农业模式 

农田耕作、林木、果树、花草栽植、牛羊放牧、 
水产养殖与捕捞、水车灌溉、老牛耕地、植树 
种花、牵牛牧羊、渔鹰捕鱼、捕蟹捉虾、开镰收 
割、摘茶采果、采集菱藕、石臼舂米、磨制豆腐 

7 住宿餐饮类活动 古镇老街、乡村古民居 

8 疗养健身类活动 森林氧吧、生态温泉、生态养老 

1 依托自然景观型 

2 依托人文景观型 

3 依托产业景观型 

山地型农业观光同、平原型农业观光同、丘陵 
型农业观光同、海滨型农业观光同、草原型观 
光农、 、森林型观光农业 

水乡观光同、民俗观光同、古镇型农业观光同 

观光果同、观光茶同、观光农同、观光牧同、观 
光渔业、农业科技示范园 

至今日，相当一部分的农业旅游开发者仍存存类似问题，吸 

引投资与开发进度不匹配、观光农业用地区域内大兴土木、 
一 味追求高效益、无视环境等恶劣现象仍然存在，这些急功 

近利的现象极不利于观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定会对观光 

农业乃至我国基本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农业观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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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中相互抄袭 ，忽略地域性特征所造成的同质化现象严 

重，以此造成园区特色的缺乏，大大降低了其与周边观光园 

的竞争力。这些问题要为今后 的观光农业规划与管理经营 

者敲响警钟。 

2 农业观光园规划理论依据 

2．1 农业观光园规划相关理论支撑 农业观光园的规划是 

在农业产业范围内进行的，涉及多种因素，因此必须将多方 

面内容有机结合，才能在切实保护耕地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宜人的农业景观与游憩空间。 

农业观光园既然将农业产业、旅游观光、景观营造融为 
一 体，其规划就应立足农业和观光的特征、功能进行，合理协 

调农业生产、人造景观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在保护中合理利 

用，在利用中突出保护 。因此，要从生态学理论、农业产业 

相关理论、景观规划理论和游憩心理学理论多个角度探寻农 

业观光园中农业生产、旅游观光、景观营造的平衡点，以达到 

观光园持续发展的 目的。 

2．2 农业观光园规划原则 

2．2．1 生态性原则。生态园自身的生产生活将更为注重生 

态方面的要求，节制引用外来物种，保护和发展本地物种。 

2．2．2 经济性原则。在生态园规划中将充分考虑经济生产 

的内容，坚持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良性发展生态农业 

观光，充分发挥高科技的优势，高效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2．2．3 参与性原则。生态园在观光项目的设置上将充分考 

虑体现参与感、体验感，让观光者广泛参与到生态园的生产、 

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层面地体验生产生活的乐趣，享受到原 

汁原味的乡村文化氛围 J。 

2．2．4 特色性原则。特色是生态园经济发展的生命之所 

在，愈有特色，其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就会愈强。因此，生态园 

建设要明确资源特色，选准突破口，使生态园的观光旅游具 

有更鲜明的市场特色。 

2．2．5 文化性原则。结合生态园所处地区的文化与历史人 

文景观，开发出具有当地农业和文化特色的农副产品和旅游 

精品，提升生态园的建设品位。 

2．2．6 多样性原则。在安排项目线路、游览方式、时间选取和 

消费水平的确定上，组织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和路线供旅游者 

选择。在园区内景观规划上，多采用不同形态的造景元素，利 

用植物、小品营造一个移步换景、四季不同的生态景观 。 

3 洛阳红雨生态农业科技园总体规划 

洛阳红雨生态农业科技园区位于河南省伊川县平等乡 

平等村西侧，全园面积246．5 hm 。园区建设围绕高效农业 

生产，充分利用田园景观和人文资源，建设成为集优质农产 

品生产、加工以及文化、游览、观光、旅游、餐饮、农事活动等 

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生态园。 

3．1 区域规划与整体定位 红雨生态农业园的规划定位 

是将农业科技与生态休闲有机结合，以文化为主线，以高效 

农业、经济林果、花卉苗木为产业，以生态旅游为主题，突出 

新、奇、特，打造大型高科技生态农业园区。生态园距离洛 

阳、郑州距离适当，交通方便，因此针对生态园的区位，其客 

源市场区域定位分为一级客源市场及二级客源市场。一级 

市场主要包括周边的洛阳、郑州等，一是距离生态园近，二是 

本地旅游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三是这部分游客主要是城镇居 

民，距离近，人数多，出游率高，客源稳定；二级市场市场包括 

焦作、南阳等周边范围的大中城市。这些区域城市经济较为 

发达，又距离较近、出游率较高，应积极开拓。 

依据资源属性、景观特征及其现存环境，在考虑保持原 

有的自然地形和生态园的完整性的基础上，结合未来发展和 

客观需要，将生态园划分为敬贤文化区、生态采摘区、现代农 

业示范区、花卉苗木观赏区、有机产品加工区、生态农业科技 

示范园、休闲度假区7个功能区(图1)。 

3．2 农业产业规划 农业产业规划是建立在以农业生产为 

主体的观光农业模式的前提下展开，是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在 

观光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 ，是其他一切观光活动能够顺利展 

开的前提。由于农业生产的客观对象是生物、微生物等生命 

有机体，在生产过程中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因此红雨 

生态农业科技园农业产业规划应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因地 

制宜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地域性特色原则、资源优势与市 

场导向相结合原则。 

在结合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分析， 

红雨生态科技园发展适宜的特色种植业，以生态旅游观光为 

主导产业，在产出经济效益的同时，可以和环境与旅游相结 

合开发成为游人观光、休闲、活动的景点。园区整体规划注 

重了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增强科技含量，提高产品品质，选 

择合适的生态生产模式，开发产品的多种价值，树立品牌意 

识，提高市场竞争力，积极寻找市场，打开销路(图2)。 

3．2．1 观光农业。传统种植业包括谷物、豆类、薯类、棉花、 

油料、糖料、麻类、烟叶、蔬菜、药材、瓜类以及其他农作物的 

种植，涵盖了茶园、桑园、果园的生产经营；其他农作物包括 

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纤维、树胶、树脂、油料及柴草、野生药 

材和菌类。 

红雨生态园整体规划根据观光种植业作物的特色，选取 

占地面积较大的，如水稻田、油菜花地等，这一类的园圃因其规 

模大、季节性效果震撼、适合远观的优点，适合做大规模景观营 

造；同时搭配占地小巧，季节变化丰富、可看性强的作物，如蔬 

菜、瓜果类、草药类等，利用边角地块做小块划分，园路通入，可 

使人近观；对于茶树、桑树、果树等灌木、小乔木类应注重其整 

体效果和与周边其他农业作物的对比与协调(表4)Es]。 

3．2．2 观光林业。我国林业产业主要包含林种规划、树种 

选择、林木培育、林产品采集和竹木采伐等。观光林业规划 

中涉及的林种类型主要是防护林、经济林和特种用途林中的 

景观林。 

观光林业既是一项产业规划，又是一项公益事业，不管 

是孤植的树木、林立的道路景观林，还是成片的果园、苗圃， 

在农业观光园中都具有特殊意义。红雨生态园观光林业型 

农业产业的规划过程中既结合苗圃、景观林、道路沟渠绿化 

的相关规划要点，又结合了有关林业产业早实、丰产、稳产、 

优质等栽培理论，使农业观光园中防护林、经济林、风景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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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旅游规划进行。园区道路应与景观规划园路相协调， 

既要保证游客正常观光路线的需要，又要满足生产者进行农 

事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在具体的产业项目上，结合旅游规 

划项 目共同开发，例如常见的“草莓节”“梅花节”“竹文化 

节”等都是农业生产项目与旅游项目有机组合的典型模式。 

表4 观光农业规划内容 

分区 主要景点 产业定位 产业内容 

表5 观光林业规划内容 

分区 主要景点 产业定位 产业内容 

生态采摘区 鲜果采摘、 休闲采 
如 意 湖、野 摘、观 
营 地、拓 展 光旅游 
训练基地 

花卉苗木观 牡丹园、专 花卉观 
赏区 类树 木 园、 赏、苗 

芳 香 树 木 木生产 
园、彩 叶 树 
木 园、古 树 
盆景园 

生态采摘区用地划分要既符合园艺要 
求，同时又满足观光与游赏的需要；为 
游客提供果品采摘的游憩娱乐服务， 
宣传普及果树的栽培知识，弘扬果树 
文化；力求四季有花、三季有果 ，并辅 
助以温室、大棚设施 ，来弥补冬季花果 
观赏采摘的空缺，满足人们对新鲜水 
果的需求；规划观光环形路，游客漫步 
园中，清风拂面、果香扑鼻、花艳悦目， 
恍若置身桃源，乐而忘返 

该区主要用于花卉苗木生产及观赏， 
规划按专类园形式种植 ，便于管理 

第四，在农业产业规划中，应体现现代农业特色和农业 

高新技术，真正使农业观光园成为现代农业的示范园地。 

第五，注重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技术与品牌打造，观光农 

业使得农产品可以在产地进行销售，既满足了游客购买新鲜 

农产品的欲望，又给农民创造了将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打造为 

品牌的机会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观光游客在农业观 

光园进行农产品购买活动与在菜市场进行购物活动的差别， 

这就要求农业观光园在涉及农产品销售这一环节时应特别 

注重产品的包装形象与品牌宣传；同样，以旅游观光为主要 

经营模式的农业观光园应将相应的农业产业景区作为重点 

的品牌打造对象，尤其应注重非物质性农业资源中的文化 

因素。 

4 农园观光园农业产业规划策略总结 

旅游规划是指一个地域综合体内旅游系统的发展目标 

和实现方式的整体部署过程。旅游规划要求从系统全局和 

整体出发，着眼于旅游规划对象的综合整体优化，正确处理 

旅游系统的复杂结构，从发展和立体的视角来考虑和处理问 

题。旅游规划站在高屋建瓴的角度统筹全局，为旅游实现提 

供指导性的方针 。 

产业规划是指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分析_T具，从当地实际 

状况出发 ，充分考虑国际国内及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对当地 

产业发展的定位、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产业链、空间布局、经 

济社会环境影响、实施方案等做出一年以上的科学计划。农 

业观光 园 的产 业规 划主 要是 与农业 生产相 关 的生产 项 

目 。 

旅游规划与产业规划的好坏在不 同层面上影响了观光 

农业的整体成败，旅游规划在旅游产品吸引力等方面来为观 

光农业总体规划服务，着重于游客观光收益的层面；产业规 

划对于观光农业的种植业经济品种的选择有明确的导向性 ， 

其时效性、经济性较强。因此，旅游规划与产业规划应该尽 

可能相辅相成、互补共生。 

此外，要注重园区农业产业的创新。农业产业的品牌创新 

实质就是赋予农业产业要素以创造价值的新能力的行为，如何 

在约定俗成的农业产业规划中摄入新的能量是每个农业观光 

园规划都要考虑的问题。主要可从创意产品(创意农产品、创 

意手工艺品、创意盆景、创意插花、创意礼品等)、创意园区、创 

意文化、创意活动等方面进行。创意园区可从观光农业园整体 

规划和主题定位人手，结合创意产品、创意文化、创意服务和创 

意环境，形成超前的规划设计理念、较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创意文化应围绕农业生产过程、农民劳动生活、农村风情风貌， 

能够反映时代特征，寓教于乐，增强社会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 

识，满足居民的思乡情怀和农耕情结。创意活动可从当地传统 

节庆、风俗、文化传统等方面人手，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趣味 

性强的活动项目，反映农耕文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凸显地 

域风情、特色风貌和人文风尚。 

总之，生态观光园是以自然生态环境和高科技生态农业 

为根本，在保证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规 

划设计，发挥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休闲娱乐、康体健身、劳动 

体验、科普宣教等多种功能，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三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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