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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谷子产业发展十年（2009-2019 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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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谷子生产在山西省粮食作物生产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传统作物种植的延续，也是谷子文化的一种传承，有
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地位。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谷子产业也在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通过对近十年来谷子生产的一些相关方面进行归纳，客观地描述山西省谷子产业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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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生产和食用在山西省有几千年的历史，在
粮食作物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根据谷子播种期和
熟期的差异，科学地将谷子种植区划分为春播早熟
[1]

区、春播中晚熟区以及夏播区 ，在全省各地均有种
植，同时在粮食生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于受到

播种面积达到 7600 万 hm2，是我国第三大粮食作物，
而目前实际播种面积大约为 133.3 万 hm2[2]。山西

省作为谷子的主产区，种植面积同样也是急剧下降，
根据农业部数据统计，山西省近 10 年来谷子种植面

积 基 本 保 持 在 20 万 ~26.67 万 hm2。2009-2010 年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诱致

国家谷子产业体系进行产业调查汇总，其中山西省

性变迁，谷子的种植面积呈递减然后趋于稳定的态

各谷子相关单位对本省的谷子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

势。2009 年我国谷子产业技术体系启动，开始对我

总结，结果显示：山西省谷子生产依然沿用传统种植

国的谷子产业进行较为全面的产业调查，其中包括

模式进行生产，以分散的一家一户的种植方式，多为

栽培、育种、谷子生产、谷子文化发掘等，涵盖了谷子

自己食用，剩余部分出售；多种植于干旱少雨地区，

产业相关的众多环节和因素，调查结果充分揭示了

多为贫瘠干旱的零散地块，受年度气候条件影响很

谷子产业结构的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为我国谷子

大，产量和品质水平不稳定，不作为家庭主要的种植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

作物，谷子种植的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相对比例

用。截至目前，历经 10 余年的发展，谷子生产水平

较小；在谷子生产中化肥的利用率也小于其他作物，

有了很大的变化，谷子产业的各个环节都取得了较

农家肥所占比例较大，新技术的应用及推广难度大，

大的突破。

科研机构、种植户、加工企业等自成体系，产业链松

1

1.1

谷子种植格局及区域变迁
概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谷子

散；在生产过程中，机械利用率极低；相关的加工企
业规模较小，对谷子生产及农户的带动效应有限。
这种小农经济在生产形式上类型多样，管理和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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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谷子产业体系

地流转将会给谷子产业区建立带来更大的机遇。随

进行了谷子主产区、主产县的调查，山西各科研单位

着现代机械化的发展，品种选育的步伐加快，新型种

相关院所针对本省的主要产区也进行了调研，相对

植模式的出现使单产的提升以及人们对膳食结构的

1.2

产业区逐步形成

于 2009 年的调查结果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谷子

要求趋于合理等，将会打破这种格局，从而得到更多

主产区逐渐以谷子相关企业为中心，有目的地扩大

的社会资源，完善产业区的建设，加快谷子产业的

种植规模，企业订单增多，形成较多的主产区域，大

发展。

面积种植的农户也在增多，小型农机具开始大量应

2

谷子生产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用，原有的小农生产正在逐渐退去。此时的谷子种

多年来的传统种植模式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需

植分布主要以主产区、主产县的形式存在，谷子零散

要一个过程，而且谷子不同于其他粮食作物，籽粒

种植所占面积比例越来越小，这也是我国产业结构

小、间苗保苗难、用工量大等难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

调整的一个重要结果。农业部“全国优势农产品区

解决，但随着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一些新思维和新

域布局规划”的实施已经证明了产业区域规划的重

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推广，使得谷子的发展速度无

要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的实施，进一步优化

疑快了很多。
近年来，育种方向和育种技术开始多元化发

了全国农业生产力的布局，促进了农业结构战略性
[3]

调整向纵深发展 。在谷子主要生产区域内，一些

展，特色品种选育开始盛行。比如在提升米质、超

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大的种植户都已经意识到产

高产、富含微量元素、抗除草剂以及适应机械化作业

业区的意义和影响，在好多地方自发地形成了结构

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育种技术也变得多样

不甚完备的产业区。山西省的小米加工企业，依托

化，除去常规育种杂交种等最常用的育种技术外，物

自身的优势资源，带动周边农户，实行订单农业，形

理和化学诱变、分子育种技术开始大量使用。新品

成农户加企业，带动周边数万亩农田集约化、规模化

种的选育和育种技术的提高为新型谷子栽培技术的

种植。农作物产业体系在全国推广，把同一作物的

推广和应用提供了必要条件，据统计，从山西省谷子

各种资源进行高效利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产业区的建设已成为当今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
种有效的发展模式，为谷子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

品种实行审定制度开始，截至 2014 年，山西省共审

（认）定谷子品种 79 个，这些品种为山西谷子生产
提供了保障 [5]。

新型栽培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谷子生产区域

契机。
1.3

谷子产业的未来区域格局

产业化成为现代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免间苗技术、抗除草剂

农业的特点之一，目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处于初

品种研发、间苗机械的研究、穴播技术、地膜覆盖或

级阶段，除了玉米、小麦等一些作物机械化程度较高

者播种机械的研制等，大大降低了在谷子生产中人

外，其余作物的生产规模小，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宗作

工的投入 [6]，这些技术都在各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物大多还采用着较为落后的生产方式。谷子的现代

也有自发的进行技术组合，比如穴播同地膜覆盖，可

农业之路也同样受到了这种现状的影响，尤其是谷

以在机械的控制下同时发生，大大减少了人力的投

子的种植区域大多为散落的丘陵坡地，实现机械化

入。化肥的利用、农机具的生产和推广对谷子产业

难度大，而自身的栽培方式没有较大的突破，对于单
一的农户很难大面积种植。尽管出现了一些产业区，

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近 10 年谷子生产各
个环节中所需的各类大小型机械出现了很多，尽管

但产业化、组织化水平还不够成熟。农民专业合作

许多机械都是通过在其他作物现有设备上进行改进

组织和行业协会数量少、规模小、不稳定的发展格局

而得来，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谷子生产中农机具

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在政策传递、科技服务、信息沟

短缺的局面，这些技术都在某些方面对谷子生产起

通、产品流通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农业小

到了一定的影响，通过这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逐渐

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依然突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

摆脱了以前的小农生产格局。

[4]

力仍然较弱 。因此在优势作物区域化的布局之下，
谷子的种植面积还会保持相对稳定，但更为集中，土

3

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为谷子加工注入活力
谷子的食用经过数千年的积累，早已经形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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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统美食，山西省作为谷子主产地之一，其食用量

说故事，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发挥文化带动功

也占很大比例，食用方法也是多种多样，但随着人们

能，树立小米品牌，促进谷子产业再上新台阶。把谷

饮食结构的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多数都逐渐

子赋予文化内涵，着力打造集营养和文化于一体的

淡出了日常生活。目前，小米传统的作坊式加工，其

新型健康产品，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开创谷子消

工艺简单，产业化程度较低，利用形式上较为简洁，

费的新领域，使谷子产业发展稳步推进 [11]。

80% 以上谷子用于原粮初加工产品 [7]，主要以小米

5

粥为主，小米干饭主要集中在晋东南地区；还有一部

谷子起源于中国，为养育华夏子孙，奠定华夏

分被企业通过现代化设备进行小米醋、小米酒等的

文明作出重要贡献，如今从主粮逐渐演化为特色作

加工；另外各地还用于制作一些特色小吃和节日食

物，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目前在我国

品等。作为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作物来说，食用方式

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谷子产业也在快速发展，如

变得单一，食用渠道变窄，大大降低了谷子在日常生

何更好地从传统农业或半机械化转型为现代化农业

活中的利用率。

是目前谷子产业发展的主要命题，谷子食品深加工

结语

近些年来，现代食品加工技术的快速发展，为

的推进，更多适合人们食用的且受欢迎的新兴食品

小米的加工产品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地方特色

的开发是带动谷子产业的主要动力。“粟文化”作

小吃开始升级，比如小米油茶粉、小米煎饼等，逐渐

为我国北方农耕文化主体，孕育了华夏文明，对中华

由街边小吃转变为流通性更强的包装食品。另外一

文化的影响和贡献是极为深远的，所以对于山西的

些新兴的即食食品也崭露头角，比如小米方便粥、小

谷子产业，赋予其文化内涵，与人文历史结合，是当

米锅巴。还有一些对谷康的研究和酵素的开发，如

前特色作物较好发展的途径之一。

小米营养粉、小米啤酒等。现代化的食品加工技术
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推动，加快了谷子深加工的快
[8]

速发展和新型产品研制的进程 ，对传承地方文化
和挖掘谷子文化价值，提高谷子附加值，促进地方经
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4 谷子文化的挖掘是山西谷子加工企业品
牌化的保证
山西省是较早种植谷子的地区之一，据考古发

现，最少已有 5000~6000 年的种植历史 [9]。直到今
天，山西仍然是我国谷子的主产区，拥有和保存品种

资源 5000 余份 [10]，其中不乏流传广泛的名品，如沁
州黄、东方亮等品种，这些品种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是
一种谷子文化的传承。紧随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谷
子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开始加固，相关企业逐渐增
多，充分发挥地域优势，打造特色、文化路线，对企业
进行包装，逐渐形成特有的企业文化，同时对自身
的一些文化传承也起到了延续的作用。比如武乡小
米，在革命战争年代，八路军在太行山上靠小米加步
枪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武乡小米孕育了革命胜利，小
米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沁州黄小米作为贡
米，已经成为地理标志产品，通过举办文化节，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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