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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资源监测文献计量分析
魏妍冰，梁社芳，查 燕，余强毅，吴文斌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 农业农村部农业遥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要：【目的】作为重要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要素，农业水资源是人类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的重要基础，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对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研究态势进行定
量分析，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利用 Web of Science 核

心数据库检索，应用 VOSviewer、CiteSpace 和 Derwent Data Analyzer 等软件构建文献数据的
关系和可视化，分析 1999—2018 年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发文量趋势、主要研究力量和研究

热点。【结果】（1）全球发文量呈上升趋势，2008 年后发展速度明显提升，中国的发文量趋
势与全球发展基本保持一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2）欧盟、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和加拿
大为全球在农业水资源监测技术领域的主要研究国家 / 地区，中国的发文量持续攀升但篇均

被引较低。在前 5 名科研机构中，中国科学院发文量最高，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篇均被引位居

第 1。（3）在研究热点方面，水质（water quality）是农业水资源持续监测的热点，近 10 年，

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成为关注的热点。【结论】目前，美国和欧盟在该领域具有较高

发展水平，中国虽然在发文量上具有较快发展，但研究的竞争力有待提高。未来的农业水资
源监测需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等多角度开展研究，综合集成多源数据、多技术研发、大数据平
台，实现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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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水资源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对保障粮食

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阶段，农业生产从蓄水层、溪流和湖泊等抽水占比超 70%，
并且需求量将持续增加，成为全球最大的水资源利用活动［1-2］。至 2050 年，区域性的水

资源短缺问题逐渐严峻，这在限制农业生产的同时影响农村和城市地区居民的经济收入

和生计［3］。此外，在农业生产措施的开发与利用发展下，农田灌排水中氮、磷等元素含
量迅速增加，水资源污染问题逐渐显露，导致对地表水体生态环境负面影响日益加剧［4］。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水资源数量短缺、利用效率低、污染严重等问题十分突出，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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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因此，进行农业水资源监测，促进合理的优化配置、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以实现水资源系统的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
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层面、不同对象、不同角度对农业水资源进行监测。如在降水
资源监测方面，研究通过田间实验、统计分析、作物模型等方法构建降水—作物模拟监
测技术，模拟不同降水对作物生长与产量等影响［8-10］；在灌溉水资源方面，侧重于对灌
溉用水数量和农田灌排的水质量进行监测［11-13］；在作物与土壤层面，通过监测农田土壤
水分、作物的水分胁迫现象等分析土壤含水量与作物需水量间的供需关系［14-16］；在风险
评估方面，通过模拟区域性农业水资源供需量，对农业水资源管理、承载力和利用风险
进行评估［17-19］。截至目前，农业水资源监测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不断发生更新演
替，从不同区域尺度归纳总结此领域的发展态势，总结研究热点与方向，对掌握此领域
发展现状，提高科研工作效率至关重要。
文献计量学是在文献数量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数学与统计学方法对学科领域的发展
趋势进行归纳描述的情报学分支学科［20］。目前，文献计量学已广泛应用于众多学科发展
态势分析，期刊机构影响力评价等，包括农业面源污染、农业生态学、气候变化研究、
粮食系统、土壤微观等方面［21-27］。同时，文献计量学在农业水资源领域的应用逐渐广

泛。基于中国知网（CNKI）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闫鹏等［28］从多个研究方向展开华
北地区农业用水问题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曹永强等［29］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合数据

库为数据源，从国家、机构、期刊等层面对 1985—2016 年作物耗水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

计量，分析总体发展趋势及研究热点。杨雨寒［30］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通过划分

不同水体类型，对 2008—2018 年农业污水处理研究方向的文献进行检索分析。金菊良等

［31］

基于 CNKI 和 WOS 数据库，对 2003—2018 年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

虽然众多学者对农业水资源的分支研究进行文献计量，但目前缺少对农业水资源学科的

整体归纳分析。因此，文章采取文献计量学方法，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为数据源，对

1999—2018 年国内外农业水资源监测研究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在总体上把握发展态势
与研究热点，为农业水资源领域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WOS（Web of Science）是一个综合性、多学科、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数据库［32-33］。

该文利用 WOS 核心数据库中 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子库对 1999—2018

年农业水资源监测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检索。通过反复修正和补充检索词，确定最终

农 业 水 资 源 包 括：“rainfall”，“precipitation”，“surface water”，“underground water”，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检索学科包括：“agriculture 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or water
resources or ecology or remote sensing or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 or engineering or computer
science or meteorology & atmospheric sciences or geography or imaging science photographic
technology”。通过检索后筛选整理，共计文献 1.761 3 万篇。

在检索的文献数据基础上，以第一作者国家、第一作者机构、发表期刊、发表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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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等字段进行归纳合并，统计不同年份、国家 / 地区、机构和期刊的发文量、被引量

及关键词词频等。采用 2018 年期刊引用报告（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基本科学
指标数据库（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和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等文献计量分析指标。利用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知识图谱软件
VOSviewer［34］和 Excel，构建文献数据的关系和可视化分析，主要涉及发文量趋势变化、主

要国家 / 地区、科研机构、重要期刊来源等。将文献关键词导入 CiteSpace 中分析不同阶段
下农业水资源监测的研究热点和变化趋势，并利用 DDA（Derwent Data Analyzer）软件构建
自相关矩阵，以可视化方式分析水资源监测研究方面各个国家 / 地区之间的合作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趋势分析
1999—2018 年全球和中国的农业水资源监测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情况如图 1 所示。

在检索时间段内，该领域核心期刊的论文发表量共计 1.761 3 万篇，在总体上呈上升趋

势。过去 20 年，全球农业水资源环境监测研究发展趋势大致可分为 2 个阶段：
（1）1999—

2007 年，全球论文发表量处于缓慢上升阶段，年均增长率为 9% 左右，且年际间发表量
差距较小。该时期的农业水资源监测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2）2008—2018 年，全球论

文发表量存在显著增加。对比 2007 年前后该领域全球的发文趋势线，2008 年后的文献发

表数量增长显著，年均增长率为 11% 左右。在现阶段，农业发展迅速，农业水资源问题
逐渐凸显，此研究领域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关注，针对性研究逐渐开展。中国作为农业大

国，其在农业水资源环境监测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全球发展基本保持一致。1999—2007 年，

论文发表量增长较为缓慢，处于研究初期，期间共发表文献 170 篇。2007—2018 年发文

量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至 2018 年发文量达到 412 篇，体现出中国在农业水资源监测研究
领域的关注度和科研力量逐渐加强。

图1

Fig. 1

1999—2018 年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全球和中国年度发文量对比

Comparison of global and China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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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力量分析

2.2.1 国家 / 地区构成分析

不同国家 / 地区论文发表情况反映其对此研究领域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归纳总结发

文量位居前 5 的国家 / 地区，如表 1 所示。1999—2018 年，欧盟、美国、中国、澳大利
亚和加拿大已经成为全球在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的主要研究国家 / 地区。同时，这 5 个国

家 / 地区能够覆盖全球大部分水资源监测科技论文且发文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在发文量
方面，欧盟地区发文量位居第 1，占比高达 31.60%，这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欧盟在水资源
环境监测研究中的积极性和实力。其次是美国（22.63%）和中国（13.08%），澳大利亚
和加拿大分别位居 4、5 名。从篇均被引频次来看，美国位居第 1，表明其拥有巨大的科

研影响力。我国科研产出量实力较强，位于第 3 位，但是在文献被引频次方面与其他主
要国家 / 地区差距较大。图 2 为主要国家 / 地区年度发文量对比，其中横轴为年份，纵轴

为国家，气泡大小为发文量。中国在水资源监测领域起步较晚，但从 2016 年起发文量已

经赶超美国，并且与欧盟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年度发文量相对
较少，均小于 100 篇。

表1

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主要国家 / 地区发文情况

Table 1 Main countries/regions of publication volume o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排序
1

2

3

4

5

国家 / 地区
欧盟

中国
澳大利亚

图2

发文量占比（%）

5 565

31.60

2 304

13.08

3 986

美国

加拿大

发文量（篇）

805

739

22.63
4.57

4.20

总被引次数（万次） 篇均被引（次 / 篇）
14.791 3

26.58

3.466 2

15.04

11.007 5
1.988 9

1.729 9

1999-2018 年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主要国家 / 地区年度发文量对比

27.62

24.71

23.41

Fig. 2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main countries/regions o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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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显示的是发文量前 10 名国家之间的合作情况，圆圈代表国家，国家之间的连线

代表合作关系。欧盟具有最多的合作关系，共与 7 个国家在农业水资源监测研究方面有

合作，包括土耳其、巴西、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排名第 2 的是美国，
共与 6 个国家 / 地区存在合作，为欧盟、巴西、日本、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

中国共与 5 个国家存在合作关系，其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分别与 3 个国家 / 地区
存在合作，均为欧盟、美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和土耳其在农业水资源监测的研究领域
的国际合作相对较少，分别为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

Fig. 3

图3

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 Top10 主要国家 / 地区合作图

The cooperation of Top 10 countries/regions o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2.2.2 科研机构对比

1999—2018 年农业水资源监测研究领域发文量位居前 5 的科研机构如表 2 所示。

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为中国科学院，占比达到 3.67%，其次是美国农业部（1.33%）、美

国地质调查局（1.29%）、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0.66%）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0.66%）。美国相关机构占据 3 个，发文量达到 3.29%。总被引次数最高是中国科学院，
远高于其他机构。在篇均被引方面，美国地质调查局位居第 1，其次是西班牙高等科学研

究理事会。虽然中国科学院具有最高的发文量和总被引次数，但篇均被引频次与其他机
构相比差距较大。
表2

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主要科研机构发文情况

Table 2 Main institutions of publication volume o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排序

科研机构

发文量（篇）

发文量占比（%）

1

中国科学院

646

3.67

3

美国地质调查局

228

1.29

2

4

5

美国农业部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2.2.3 发文期刊

235

117

116

1.33

0.66

0.66

总被引次数（万次） 篇均被引（次 / 篇）
1.111 5

17.21

0.803 8

35.25

0.653 5

0.399 0

0.192 0

27.81
34.1

16.55

根据发文量筛选出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在全球和中国的 Top10 发文期刊，并分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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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出发文量、发文量占比和 2018 年期刊影响因子，如表 3 和表 4 所示。从发文量方面，
全球发文量首位期刊是“Journal of hydrology”，发文量占比达到 3.66%，并具有较高影响

因子 4.405。其次是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发文量占比为 3.20%，影响因

子位居第二（5.589）。通过分析 Top10 发文期刊，发现农业水资源监测的研究领域主要
以水文、农业和环境类为主，并涉及到地球系统和遥感领域。中国发文量首位的期刊是

“Remote sensing”，其次是“Journal of hydrology”，均具有较高的影响因子。然而，中国
Top10 期刊平均影响因子（3.173）低于全球的平均影响因子（4.694）。同时，中国发文量

最高的 Top10 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为“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其影响因
子为 5.589，低于全球的最高影响因子（7.913）。
表3

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全球发文量 Top10 期刊情况

Table 3 Top 10 journals of global publication volume o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排序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发文量（篇）

发文量占比（%）

1

Journal of hydrology

4.405

644

3.66

3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1.959

439

2.49

5

Hydrological processes

2
4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6

7

9

10

3.189

3.20

387

2.20

359

2.04

4.118

280

1.59

Water research

7.913

245

1.39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Hydrology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

表4

3.542

564

Remote sensing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8

5.589

1.871

4.142

4.936

267

1.52

244

1.39

241

1.37

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中国发文量 Top10 期刊情况

Table 4 Top 10 journals of China publication volume o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排序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Remote sensing

4.118

89

0.51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1.871

82

0.47

1
2

Journal of hydrology

3
4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6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5

Water

7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8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10

2.3

Natural hazards

4.405
5.589
2.524
1.959

2.914

3.542

2.493
2.319

发文量（篇） 发文量占比（%）
83
71
61
52

41

40

32
32

0.47
0.40
0.35
0.30

0.23

0.23

0.18
0.18

研究热点分析

2.3.1 主要国家 / 地区研究热点

关键词直观地表现出文章主题和研究方向，选择主要国家 / 地区，根据检索文献

的关键词，对 1999—2018 年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的热点变化进行分析。按照 4 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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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即 1999—2003 年，2004—2008 年，2009—2013 年和 2014—2018 年），基于关键词

共现矩阵进行研究热点趋势分析。表 5 为 1999-2018 年热点词频汇总，侧重于内容、方
法和区域 3 个部分。从内容方面分析，水质（water quality）是农业水资源持续监测的热

点，前 10 年多集中在地表水（surface-water）、地下水（groundwater）及径流（runoff）；

近 10 年，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成为关注的热点，相应地对干旱（drought）、降

水（precipitation）、土壤湿度（soil-moisture）及蒸散发（evapotranspiration）研究较多。
在 方 法 层 面， 多 是 利 用 模 型（model）、 遥 感（remote sensing）、 地 理 信 息 系 统（GIS）

等，近年来，遥感技术逐渐成为主流。在区域尺度上，澳大利亚（Australia）、西班牙

（Spain）、中国（China）是监测的热点地区，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重点区域，非洲
（Africa）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区域。
表5

1999—2018 年农业水资源监测研究热点词频汇总

Table 5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publications o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from 1999 to 2018
时间
内容
（词频）

1999—2003

2004—2008

水质（water quality）
（48） 水质（water quality）
（67）

2009—2013

2014—2018

气候变化（climate-

气候变化（climate-

地表水（surface-water） 降水（precipitation）
（52）

水质（water quality）

水质（water quality）

（41）
地下水（groundwater）

change）
（143）
（136）

地表水（surface-water） 降水（precipitation）
（95）

change）
（256）
（175）

干旱（drought）
（153）

（38）

（52）

径流（runoff）
（36）

地下水（groundwater）

地表水（surface-water）

降水（precipitation）

（50）

（86）

（152）

蒸散发

土壤湿度（soil-

氮（nitrogen）
（34）

径流（runoff）
（47）

（evapotranspiration）
（77）

moisture）
（127）

地下水（groundwater）

降水（precipitation）
（33）

灌溉（irrigation）
（45）

径流（runoff）
（73）

雨水（rainfall）
（30）

雨水（rainfall）
（41）

灌溉（irrigation）
（72）

磷（phosphorus）
（25）

气候变化（climate-

干旱（drought）
（68）

（124）

change）
（40）

蒸散发

（evapotranspiration）
（122）
地表水（surface-water）
（108）

遥感（remote sensing）

遥感（remote sensing）

遥感（remote sensing）

遥感（remote sensing）

模型（model）
（35）

模型（model）
（49）

模型（model）
（67）

地理信息系统（GIS）

地理信息系统（GIS）

地理信息系统（GIS）

地理信息系统（GIS）

（10）

（18）

（22）

（26）

雷达（radar）
（6）

涡度相关法（eddy

—

涡度相关法（eddy

—

传感器（sensor）
（9）

—

—

区域

澳大利亚（Australia）
（6）

中国（China）
（16）

中国（China）
（29）

中国（China）
（51）

（词频）

西班牙（Spain）
（5）

西班牙（Spain）
（9）

澳大利亚（Australia）

非洲（Africa）
（14）

方法

模型（model）
（35）

（词频）

（39）

（117）

（189）

（27）

covariance）
（9）

covariance）
（23）

（17）
中国（China）
（4）

澳大利亚（Australia）
（8）

西班牙（Spain）
（12）

西班牙（Spa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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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科研机构研究热点

根据发文量，选出国内外 Top5 科研机构，对 1999—2018 年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

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进行汇总和比较，如表 6 所示。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内如中国

科学院，主要集中在与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相关的降水（precipitation）、蒸散发

（evapotranspiration）、干旱（drought）及土壤湿度（soil-moisture）等监测。国外科研机
构除此之外更多地关注灌溉（irrigation）、地下水（groundwater）、径流（runoff）及微量

元素的监测。例如，美国农业部具有在水质（water quality）和磷（phosphorus）方面的

研究；西班牙高等理学研究理事会进行劣地（badlands）和水分胁迫（water stress）的研

究；佛罗里达大学进行水文（hydrology）和氮（nitrogen）等监测。在方法层面，国内外
科研机构监测均在遥感（remote sensing）方面具有最高的频次，其次是涡度相关法（eddy
covariance）、传感器（sensor）和地理信息系统（GIS）。
表6

1999—2018 年主要科研机构研究热点词频汇总

Table 6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main institutions publications o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from 1999 to 2018
科研
机构

中国科学院

美国农业部

美国地质调查局

西班牙高等科学
研究理事会

佛罗里达大学

灌溉（irrigation）
气候变化（climate- 劣地（badlands）
灌溉（irrigation）
内容
气候变化（climate
（8）
（9）
change）
（11）
（15）
（词频） change）
（30）
地下水
水分胁迫（water
径流（runoff）
（15） 地下水
降水
（groundwater）
（7）
（8）
（groundwater）
（7） stress）
（precipitation）
（30） 蒸散发
干旱（drought）
（6） 水文（hydrology）
（evapotranspiration） 水质（water
土壤湿度（soil（6）
地下水
quality）
（7）
（13）
moisture）
（24）
（6）
（groundwater）
（6） 氮（nitrogen）
水质（water quality 蒸散发
蒸散发
磷（phosphorus）
（evapotranspiration） 灌溉（irrig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11）
（5）
（6）
（6）
磷（phosphorus）
（22）
蒸散发
降水
（9）
干旱（drought）
（evapotranspiration）
（precipitation）
（6）
（19）
（5）
方法
遥感（remote
（词频） sensing）
（25）
涡度相关法（eddy
covariance）
（6）

3

遥感（remote
sensing）
（10）
传感器（sensors）
（7）
涡度相关法（eddy
covariance）
（3）

遥感（remote
sensing）
（5）

遥感（remote
sensing）
（5）
涡度相关法（eddy
covariance）
（3）

遥感（remote
sensing）
（6）
传感器（sensor）
（6）
地理信息系统
（GIS）
（2）

结论与展望
农业水资源是人类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要基础。过去 20 年，国内外学者围绕农业

水资源监测展开大量研究，在基础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系统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为
归纳总结此领域的发展态势，该文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1999—2018 年的 17 613 篇国

内外农业水资源监测研究领域的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在发文趋势方

面，在全球尺度上发文量呈上升趋势。1999—2007 年，全球论文发表量处于缓慢上升阶
段，2008 年后文献发表数量增长显著。中国的发文量趋势与全球发展基本保持一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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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处于上升趋势。（2）在研究力量方面，欧盟、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成为全

球在农业水资源监测领域的主要研究国家 / 地区。其中，欧盟和美国具有较高的发文量

和篇均被引频次，中国的发文量持续攀升但篇均被引较低。中国科学院具有最高的发文
量但篇均被引较低，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篇均被引位居第一。从发文期刊分析，中国 Top10
期刊平均影响因子低于全球水平，并且中国发文量 Top10 中最高的期刊影响因子低于全

球 Top10 中最高值。（3）在研究热点方面，在全球尺度上水质（water quality）是农业水

资源持续监测的热点，近 10 年，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成为关注的热点。国内科研
机构的监测热点主要集中在降水（precipitation）、蒸散发（evapotranspiration）及土壤湿
度（soil-moisture）等方面。国外科研机构除此之外更多地关注灌溉（irrigation）、地下水

（groundwater）及微量元素的监测。
农业水资源监测研究随着农业水资源的重要性增加而不断发展，高效的农业水资源
监测对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十分重要，成为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
题，未来可重点在以下方面开展研究：（1）农业水资源监测涉及多学科领域，不仅需要
对农业水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分布变化进行监测，同时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及自然要素。
目前，农业水资源监测与气候变化的响应分析成为研究热点，但多以单一影响因素分析
为主，需加强综合各类因素的定量解析。通过量化气候变化、农作物种植特征、社会经
济等对农业水资源的影响份额，为农业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调控途径与管理模式提供
技术数据支撑。（2）依靠单数据源的监测手段一定程度地限制了研究区域范围与方法创
新，需应用多源数据进行农业水资源监测，从而扩大监测区域与提高监测精度。充分利
用统计数据、实验点数据、遥感数据与地理数据等优势特征，加强多源数据的处理与应
用算法等关键技术研究，为进行大规模农业水资源监测提供充足基础数据，保障监测效
率与结果精度。（3）田间水资源动态监测是掌握农业水资源现状的基础数据，田间传感
器与监测设备的不断研发将促进高效监测。在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快速发展时代，通过无
线网络的大数据平台汇总和处理分析，将田间传感器与物联网数据平台相结合成为当前
技术的发展前沿。因此，未来从系统性和整体性多角度开展研究，综合集成多源数据、
多技术研发、大数据平台是未来农业水资源监测研究的重点发展方向，为实现农业水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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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based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Wei Yanbing，Liang Shefang，Zha Yan，Yu Qiangyi，Wu Wenbi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Remote Sensing，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Purpose］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are essential for hum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food securit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search trend of 1999-2018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Method］Based on bibliometrics，the core database of Web of Science was used for retrieval，
and software including VOSviewer，CiteSpace and Derwent Data Analyzer we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and visualization of literature Data. The development trends，major research

force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publications from 1999 to 2018 were analyzed.［Result］（1）
the global publishing volume presented an upward trend，and the development rat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2008. The publishing volume in China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global
development.（2）The European Union，the United States，China，Australia and Canada
are the world’s major research countries/region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technology. Among the top five institutions，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and the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has the highest
citation frequency.（3）In terms of research hot spots，”Water quality”is a continuous hot

spot in the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In the past decade，”climate-change”

has become a new hot spot.［Conclusion］At pres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Although China has a relatively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quantity of publications，the competitiveness of research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future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needs to b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zation and integrity，and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multi-source

data，multi-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nd big data platform，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Key words：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bibliometrics；research status；research tend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