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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我国大豆种植锐减、进口攀升和自然灾害加重的背景下，摸清我国大豆种植时空分布

特征、风险费率对制定大豆种植和保险政策，保障大豆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依据 1978—

2016 年全国省级大豆播种面积、产量、单产及进口等数据，基于风险损失和产量分布模型，运用数理统
计、直线滑动平均模拟法和单产分布模型模拟推导法，分析全国大豆种植的时空分布变化，评估相应的生

产风险并厘定各地大豆农业保险费率。［结果］ 1978—2016 年我国大部分省份都有大豆种植，1998 年后，
仅青海未种植大豆，东北和黄淮海地区一直是我国大豆主产区。2005 年全国大豆达到最大播种面积 959 万

hm2，随后锐减，2015 年仅为 2005 年的 67.8%；产量变化趋势和面积变化趋势一致；平均单产为 1 153 kg /
hm2，呈现出上升趋势。大豆进口逐年增加，2016 年大豆进口总量 8 391 万 t，创历史新高。全国大豆发生灾

害风险的平均频率为 27.24%，西藏、宁夏、陕西发生灾害风险的频率较高，各地呈现出轻灾 （18.24%） >

中灾 （5.74%） >重灾 （1.95%） >巨灾 （1.30%） 的特征。全国大豆种植的平均费率为 4.40%，陕西、河南、
安徽、辽宁、吉林和内蒙古大豆种植大省的费率较高，而黑龙江大豆种植的费率则较低，为 3.72%。［结

论］ 我国大豆种植结构需要调整，在大豆种植大省，如陕西、河南、安徽等，降低种植面积； 在保持黑龙
江大豆种植优势的同时，发展河北、山东等低风险地区的大豆种植；在开展大豆农业保险时，实行地区差
异化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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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和油料作物，对经济安全和国计民生起着重要作用。2016 年大豆进口总量

8 391 万 t，创历史新高，对我国豆农、大豆消费者、农业产业结构等产生了重大影响[1]，对粮食安全造成

了严重的威胁。在此背景下，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豆种植气象灾害也有加重趋势。农业保险能广泛地
分散和转移灾害风险，是一种有效的灾害补偿方式。2013 年 3 月 1 日起，《农业保险条例》 的实施标志着

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摸清我国大豆种植时空变化特征，开展大豆种植风险评估和农
业保险费率厘定，对保障我国大豆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
农作物种植风险评估是量化农业自然灾害等各类风险事件对农业种植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2,3]。农作

物有基于风险因子、风险机理和风险损失 3 种风险评估方法。基于风险因子的评估法，从致灾因子、孕灾

环境、农作物脆弱性和防灾减灾 4 个方面入手，有“二因子”“三因子”和“四因子”评估法。这类方法
考虑了灾害机理，不受历史灾害数据样本少的限制，但是主观性比较强。基于风险机理的评估法，对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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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因子危险性、作物脆弱性和暴露性分别进行曲线拟合，再将三者耦合计算出风险曲线，结果客观，但
灾害机理复杂，建模难度大。基于风险损失的农作物生产风险评估法，从农业生产损失结果入手，使用
作物单产数据，或者灾情数据，亦或是两者联合数据，构建损失的概率分布模型进行风险评估，这种方
法数学推理性强，建模相对比较容易，评估结果客观，所以应用更为广泛。目前，国内外已有许多关于
农作物种植风险评估的研究，王素艳等评估了北方冬小麦干旱风险[4]、邢鹂等评估了北京市瓜蔬类作物生
产风险[5,6]、陈新建和陶建平评估了湖北水稻的生产风险[7]、张继权课题组从不同的角度评估了辽宁和松辽
平原玉米干旱风险[8-10]、梁来存评估了我国粮食作物风险[11]、Hu 等在县级尺度上评估了我国农业生产干旱
灾害风险[12]；国外也有很多关于玉米、大豆、棉花、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种植风险的研究[13-15]，Li 等评估了
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农作物种植的干旱风险[16]。保险费率厘定是指在估计期望损失，确定损失发生概率和
大小的基础上，对保险产品进行定价的过程[17]。Goodwin 和 Mahul 对农作物费率厘定的原理、方法与应用

做了全面详细的综述[3]。农作物保险纯费率的厘定方法主要有基于模型的费率分析方法和经验费率法。基
于模型的作物费率分析法适用于数据质量不高的条件，经验费率法适用于有完整长期历史数据的条件。
用于作物费率分析法的模型包括参数化模型 （Normal 分布[18]，LogNormal 分布[19]，Logistic 分布[20]，Weibull
分布[21]，Beta 分布[22]，Gamma 分布[23]等模型） 和非参数化模型 （核函数，正交序列，邻近平滑，信息扩散

模型）。Sherric 等用参数法厘定了美国 12 个地区的玉米和大豆费率[20]。Zhu 等用参数法厘定了美国 10 强县

玉米、大豆、棉花种植费率[24]。梁来存利用非参数核密度法厘定了我国粮食作物保险的纯费率[25]。Borman
等学者利用非参数法厘定了美国各县玉米和小麦等作物费率[26]。Zheng 等使用农户尺度的数据，利用非参
数方法厘定了山东农作物的费率[27]。

文章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 1978—2016 年全国各地大豆播种面积、产量、单产及进口等数

据，选择基于风险损失的评估法和基于模型的作物费率厘定方法，运用数理统计、直线滑动平均模拟和
单产分布参数模型模拟等方法，分析全国大豆种植的时空变化特征，评估相应的种植风险并厘定各地大
豆农业保险费率，为我国大豆种植布局的合理化、农业资源区域配置的优化以及大豆农业保险的开展提
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对保障大豆的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

1
1.1

数据与方法
数据来源
1978—2016 年全国及各地大豆播种面积、产量、单产数据，1996—2016 年大豆进口数据均来自国家

数据网。采用直线滑动平均模拟法对 1978—2016 年大豆单产数据进行去趋势处理，运用 Phillips-Perron
(PP)法对产生的随机波动产量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1% 显著水平下的平稳序列直接用来进行后

续分析。采用相对随机波动值 （RSV） 以克服“量纲”的影响，使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可比性。
y - yt
RSV =
（1）
yt
式 （1） 中，y 为作物单产实际值，yt 为作物单产趋势值。
1.2

分布模型构建
假定各地的单产相对随机波动序列符合 Logistic 分布，采用 Anderson-Darling 进行 Logistic 拟合优度检

验，在 1% 的显著水平下，AD 校正后的值都小于 0.906，表明各地单产相对随机波动值符合 Logistic 分

布[28]。因此，在该研究中采用 Logistic 分布模型进行大豆风险评估和费率厘定。Logistic 分布的概率密度函
数 （PDF） 为：
e-( x - μ ) /σ
f ( x) =
, -∞ < x < +∞
b [ 1 + e-( x - μ ) /σ ]2
其累积分布函数 （CFD） 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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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e-( x - μ ) /σ
采用极大似然法 （MLE） 对 Logistic 分布的参数值 （μ，σ） 进行估计。
F ( x) =

1.3

2021 年
（3）

风险评估

采用基于风险损失的农业种植风险评估方法来评估大豆的种植风险。假定某地区的单产波动累积概

率密度为 F(X)，设置一定的单产波动值 X0，X1，X2(X1<X2)，则：
单产波动水平大于 X0 的概率为: P ( X > X 0 ) = 1 - F ( X 0 )

（4）

单产波动水平大于 X1，小于 X2 的概率为: P ( X 1 < X < X 2 ) = F ( X 2 ) - F ( X 1 )

（6）

单产波动水平小于 X0 的概率为: P ( X < X 0 ) = F ( X 0 )

（5）

大豆种植灾害风险分为 4 个等级，假定 x 为减产率，轻灾、中灾、重灾和巨灾分别对应 5%≤x<15%、

15%≤x<25%、25%≤x<35%、x≥35%，5%≤x 视为发生灾害[29]。
1.4

费率厘定

费率厘定采用产量分布模型推导法，Lawas 对农业保险费率厘定原理和方法做了详细的介绍[30]，此处

不再赘述。合理的保费等于预期保险损失 E[Loss][31]。合理的保险费率 R 则为保费与预期保障单产的比值，
计算公式为：
E [ Loss ]
R=
= Ep ( Loss)
λμ

（7）

式 （7） 中，λ 为单产保障比例，μ 为预期单产，Ep[Loss]为预期损失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 f ( y ) y dy
yc

Ep ( Loss) =

∫ f ( y ) dy [ y
yc

-1

c

-

-1

∫ f ( y ) dy
yc

]=

∫ (y
yc

-1

c

- y ) f ( y ) dy

（8）

-1

式 （8） 中，y 为 RSV 序列；yc 为保险的保障水平，该文假定单产的保障比例为 100%，即 yc=0。 f ( y )

为作物单产概率分布。费率主要取决于作物单产的概率分布和保障比例。

2
2.1

结果与讨论
1978—2016 年大豆种植的空间变化

按照 10 年一个阶段，将 1978，1988 （1979—1988 年平均），1998 （1989—1998 年平均），2008 （1999

—2008 年平均），2016 （2009—2016 年平均） 年省级产量数据在 Arc-map 中进行空间对比分析 （图 1）。中

国台湾、香港，澳门大豆种植数据没有获得，因此未做分析。1978—2016 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大豆种

植 （图 1）；1978 年青海、西藏和重庆无大豆种植 （图 1 a）；1998 后仅青海无大豆种植 （图 1 c、d、e）；
从 1978 到 2016 年大豆种植在空间上呈现出向全国覆盖的趋势。大豆种植的空间变化在省域范围也有体
现[32]。东北和黄淮海地区一直是我国大豆的主产地，黑龙江始终是我国大豆的主产省。1978—2016 年大豆

在各地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有所变化，有些地区地位提高，大豆是内蒙古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来源[33]，内蒙

古大豆种植起步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有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有些地区地位降低，如河南和辽宁，
河南种植结构的调整，直接导致了大豆地位降低[34]；有些地区地位先降低、再提高，如安徽和吉林，《国
家优势农产品区域规划 （2008—2015）》 将安徽沿淮及淮北地区列为我国高蛋白大豆优势区域，在吉林省
实施大豆玉米轮作计划[35]，这些政策的实施推进了大豆种植地位的恢复。
2.2

1978—2016 年大豆种植的时间变化

1978—2016 年我国大豆的播种面积呈现出波动状态 （图 2）。1978 年的播种面积为 714 万 hm2，2005 年

达到最大播种面积 959 万 hm2，2005—2015 年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2015 年播种面积为 651 万 hm2，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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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78—2016 年我国大豆产量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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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的 67.8%，播种面积减少了 1/3。影响大豆播种面积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大豆比较效益水平低。就东北
区而言，与大豆最具竞争性的作物是水稻，其利润一般是大豆的 2.11~3.86 倍；就黄淮海平原区而言，与
大豆最具竞争性的作物是玉米，其生产效益比大豆高 8%~25%[36]。由于大豆比较效益低，影响了农民种植

的积极性。另外，大豆进口逐年增加，冲击了国内大豆的种植。如内蒙古、河北和陕西等省份在大豆进
口之前，种植面积增加，之后面积就开始降低。国家种植结构的调整及相应大豆种植鼓励政策的出台，
又促使大豆种植面积的恢复。大豆种植面积的锐减危害了国内大豆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了我国的农业
产业结构[1]。《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 （2016—2020）》 指出要调整种植结构，“十三五”期间，全国将推进
以玉米为重点的种植业结构调整，适当减少玉米种植面积，恢复和增加大豆种植面积。2016 年大豆播种
面积有所恢复，为 720 万 hm2，比 2015 年增加 10.7%。“玉米退”“大豆进”确实符合当前国内市场需求和

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不过在扩大种植面积的同时，也应兼顾提升生产效率。大豆总产量与播种面积的
变化呈现出类似的波动，但略有不同。1978 年产量为 757 万 t，2004 年达到最大产量 1 740 万 t，2004—

2015 年产量呈下降趋势，2015 年产量为 1 179 万 t，为 1993 年以来最低值。2016 年，由于大豆播种面积的

恢复，大豆产量也有所上升，为 1 294 万 t，比 2015 年增加 9.7%。1978—2016 年大豆平均产量是 1 153 kg/
hm2，受气候等条件的影响，单产也呈波动状，但随着投入和管理措施的提高，防灾减灾能力的增强，总
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图 2）。

源于大豆内需增长，国内大豆供给不足，大豆贸易市场开放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大豆的

进口关税从 114％降低至 3％），进口国大豆具有质优价廉的优势等原因，我国大豆进口逐年增加 （图 3） 。

注：左侧 Y 轴表示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右侧 Y 轴表示大豆单产

图2

1978—2016 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产量及单产的变化

图3

1996—2016 年我国大豆进口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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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我国大豆种植不同等级风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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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开始成为大豆净进口国，2005 年开始成为世界最大进口国，2016 年大豆进口总量 8 391 万 t，创历

史新高，对外依赖度超过 80%，导致我国大豆定价权的缺失和大豆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危害了大豆消
费者的利益。大量的进口降低了国内大豆的价格，打击了豆农生产积极性[1]。由于种植效率较低，我国的

大豆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有竞争力，因此业内曾有过减种大豆改种其他竞争力较强作物的争论，但用于
榨油的进口大豆主要是转基因大豆，而我国生产的主要是非转基因大豆，基于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考
虑，我国生产的大豆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目前，国内出台了大豆转基因政策，发力非转基因大豆的种
植，提升大豆的国际竞争力，期望挽回一部分出口劣势。林大燕和朱晶的研究表明：美国和巴西市场份
额的提高有助于降低中国大豆进口价格水平，而阿根廷大豆市场份额的提高则会拉高中国的大豆进口价
格[37]。因此建议继续保持中国与美国和巴西的大豆贸易市场，同时通过技术支持等手段保护并培养国内大
豆生产的竞争力。
2.3

大豆种植风险评估

我国大豆发生灾害的平均频率为 27.24%，各地大豆发生灾害的频率有所差别 （图 4）。西藏、宁夏和

陕西发生灾害的频率比较高，在 40% 以上。内蒙古、吉林、辽宁、山西、河南、安徽和贵州在 30%~
40%。东南沿海地区的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灾害发生频率则比较低 （图 4）。各地不同类型灾害发生
的频率也是不同的，但总体呈现出轻灾 （18.24%） >中灾 （5.74%） >重灾 （1.95%） >巨灾 （1.30%） 的特

征。除陕西外，我国大豆主产省主要以发生轻灾和中灾为主，这说明我国目前大豆主要种植区域还是适
宜大豆种植的。值得注意的是，西藏、陕西和宁夏的中灾、重灾和巨灾发生频率相对比较高，但西藏和
宁夏的种植面积小，影响不大，而陕西的大豆灾害还需要引起关注。东北及黄淮海地区农业自然灾害种
类比较多，干旱、洪涝、低温、霜冻、风雹的侵害时有发生。华东和华南地区大豆种植的自然灾害相对
比较少。据此大豆种植风险图 （图 4），优化中国大豆布局，在大豆自然禀赋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进行

大豆生产补贴，加大生产技术投入，进一步提高大豆生产的效益。在风险高的地方，或加强风险管理和
转移，或是改种其他生产效益更高的作物。
2.4

大豆费率厘定

我国大豆种植的平均风险费率为 4.40%。由于各地灾害风险的差异，费率也不同 （图 5）。对比图 4 和

图 5，可以看出生产风险大的地区，费率相对高；而

生产风险小的地区，费率则比较低。陕西、河南、
安徽、辽宁、吉林和内蒙古这几个大豆生产大省的
费率相对比较高。但占我国大豆生产 40% 左右的黑

龙江，大豆生产的风险费率相对比较低，为 3.72%。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售的大豆农业保险产
品 （主要面向淮北） 保险金额是 2 550 元/hm2，费率

为 6%，该研究得出的安徽大豆纯费率为 5.73%；安

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售的大豆农业保险产品

（面 向 内 蒙 古） 保 险 金 额 是 3 000 元/hm2， 费 率 为
7.5%，该研究得出的纯风险费率为 5.32%；由于执

行费率还包含经营成本，所以要比纯费率高一些，
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大豆费率是合理的。基于费率的
区域差异性，在开展大豆农业保险的时候，针对不
同地区要有不同费率，以保障农业保险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
以往的研究多是针对局部地区开展的[38-40]，该研

图5

我国大豆种植费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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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于省级尺度数据对全国大豆种植风险和费率进行了研究。选择省级尺度数据的原因是在实地调研过
程中发现，保险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展业过程中，执行的是以省为单位统一的费率标准。细究其原因，
由于农户对保险认知水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限制，以及我国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的农业经济
结构特征，小尺度的费率差异严重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和保险公司展业的可行性。但实际的
情况是大豆灾害可能不是全省范围而是局部地区的灾害，利用省级数据进行风险分析和费率厘定，可能
出现局部大灾被全省平均化，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灾害状况，考虑到保险产品与实际社会发展水平契合性
和应用性，两者相权取其轻，选择了大尺度省级数据进行大豆风险和费率研究，尽管这样降低了农业保
险的科学性，但却提高了其应用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逐渐提高，执行小尺度的精准农
业保险风险费率，能进一步提高其科学性。

3

结论
依据 1978—2016 年全国省级大豆播种面积、产量、单产及进口等数据，基于数理统计和概率分布模

型，系统分析了 1978 年以来我国大豆种植的时空分布特征，评估了大豆种植的风险，并厘定了各地大豆
农业保险的费率，具体结论如下。

（1） 大豆种植向全国逐步覆盖，1998 后仅青海无大豆种植。东北和黄淮海地区一直是我国大豆的主
产区，黑龙江始终是我国大豆的主产省。大豆种植范围在地理空间上扩大，2005 年达到最大面积，随后
锐减，产量的变化和面积变化趋势一致。单产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体现出了施肥、品种、管理措施、
防灾减灾等科技水平的提高。进口逐年增加，2016 年创历史新高，严重冲击了国内大豆种植户的积极性，
威胁到了我国大豆粮食安全。因此，“十三五”期间政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如“玉米退”“大豆进”等
来恢复我国大豆种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 全国大豆发生灾害的平均频率为 27.24%，各地发生灾害的频率不同，西藏、宁夏和陕西发生灾

害的频率比较高，河北、山东发生灾害的频率比较低。因此，大豆种植结构需要调整，在大豆种植大省，
并且风险高的省份，如陕西、河南、安徽等，降低种植面积，在保持黑龙江大豆种植优势的同时，发展
河北、山东等低风险地区的大豆种植。全国大豆种植的平均费率为 4.40%。种植风险大的地区，费率相对

高，而种植风险小的地区，费率则比较低。大豆种植大省陕西、河南、安徽、辽宁、吉林和内蒙古的费
率相对比较高，但占我国大豆种植 40% 左右的黑龙江，大豆种植费率仅为 3.72%。因此，建议在开展大豆
农业保险时，实行地区差异化费率，确保大豆农业保险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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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PREMIUM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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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ybean farming and the

premium rate for soybean farming in China. Insurance policie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soybean farming, which
has been experiencing a sharp decrease in recent years as a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functioning especial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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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amount of soybean import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The method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linear sliding

average, and yield distribution model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s, the risk and

premium rate of soybeans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soybean farming area, yield, and import of China from 1978
to 2016. All provinces except Qinhai had planted soybeans since 1998. The Northeast and Huang-Huai-Hai had

been being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s. The soybean farming area reached a maximum of 9.59 million hm2 in 2005,
then continuously declined over year. In 2015, the soybean farming area was only 67.8% of that in 2005. The
variation of total yield of soybean coincided that of farming area. The average unit yield was 1 153 kg/ hm2 and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The import of soybean increased and reached a high level record in 2016 with 83.91
million tons. The average frequency of soybean disasters was 27.24%, while Xizang, Ningxia, and Shaanxi suffered
from the disasters more frequently. In most regions, the risk of various degrees of disasters followed the same order

of light disaster (18.24%) >medium disaster (5.74%) >severe disaster (1.95%) >extreme disaster (1.30%). The
average premium rate of soybean was 4.40%, Shaanxi, Henan, Anhui, Jilin, and Inner Mongolia exhibited the higher

rates while Heilongjiang exhibited a lower rate. It concludes that the soybean faming structure needs to be adjusted.
Heilongjiang could remain as the major farming area, while the farming area should be reduced in provinces of large

soybean farming area with high disaster risk, such as Shaanxi, Henan, and Anhui. In provinces with lower disaster
risk, such as Hebei and Shandong, the farming area could be promoted. Different regional rates are suggested to be
adopted for soybean planting insurance.
Keywords

soybean；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yield distribution model；risk assessment；premium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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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良好的基础。政府应充分运用市场的资源配

资提供担保，如一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农户联合为

置能力，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合

乡村旅游经营户担保、乡镇村集体组织为农户担

理的旅游保护政策，积极引导旅游企业的资本投

保等。只有不断尝试创新融资方式，才能真正促

入。

进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经

各地应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

营理念滞后。乡村旅游发展缺乏专业的市场营销

挖掘优质的旅游资源，突出自身特色，推动绿色

人才、投融资管理人才参与和推动，政府应鼓励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乡村旅游经营者应不断提高

大学生返回家乡建设家乡，为乡村旅游发展培养

经营能力、宣传能力，以及构筑自身诚信体系；

更多的专业人才。首先创新营销模式，充分利用

各地政府要适时合理介入，既保障乡村旅游获得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优势，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和媒

足够的发展资金拉动当地经济，又保证乡村旅游

体工具宣传景点，同时配合线下活动，邀请旅游

有足够的创新空间。《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化评价与

达人拍摄短视频、发布旅游攻略，全方位显现当

升级研究》 一书理论前沿、案例经典，是绿色乡

地特色。其次结合“互联网+”为乡村旅游获得更

村旅游的发展极为珍贵的参考资料。

多的融资渠道，更前沿的融资信息，扩大融资群
体，提高融资效率。采取多种方式为乡村旅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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