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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ogistic模型的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
使用意愿分析

汤 晋，鄢朝辉，裘一琳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昌 330045）

摘要：【目的】分析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准确掌握水禽养殖户的心理与行为，为促进水禽养

殖户使用安全兽药、保障水禽产品质量安全及推动水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方法】基于江西省沿赣江和环

鄱阳湖地区213户水禽养殖户的调研样本数据，针对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定量分析

养殖户个人及家庭特征、经营特征、认知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对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的影响。【结果】水禽养

殖户的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限、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及是否参加过相

关养殖培训均显著影响其使用安全兽药的意愿，其中，年龄呈显著负向影响，文化程度、养殖年限、是否了解兽药残留

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及是否参加过相关培训等因素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假设中的其他影响

因素（性别、家庭人口数、养殖规模、是否了解兽药使用规定及是否参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对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兽

药的意愿无显著影响。【建议】应加强对水禽养殖户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其专业素质和文化程度；加大安全兽药使

用的宣传力度，使养殖户能清楚认识到使用安全兽药所带来的好处与社会效益；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以提高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的意愿。

关键词：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S851.5；F3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1191（2019）11-2599-07

南方农业学报 Journal of Southern Agriculture 2019，50（11）：2599-2605
ISSN 2095-1191；CODEN NNXAAB
http://www.nfnyxb.com
DOI：10.3969/j.issn.2095-1191.2019.11.30

Safe veterinary drug use willingness of waterfowl farmers
based on Logistic model

TANG Jin，YAN Zhao-hui，QIU Yi-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fe veterinary drug use inten-
tion of waterfowl farmers，accurately grasp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waterfowl farmers，and provide countermea-
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safe veterinary drug use of waterfowl farmers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waterfowl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aterfowl industry.【Method】Based on the survey sample da-
ta of 213 waterfowl farmers along Ganjiang River and around Poyang Lake in Jiangxi Province，a binary Logist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business characteristics，cog-
ni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willingness of waterfowl farmers to use safe veteri-
nary drugs.【Result】The age，education level，years of cultivation，whether the farmers knew the harm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to human body，whether they knew the effects of safe veterinary drugs and whether the farmers have participated in
relevant training hav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ir willingness to use safe veterinary drugs，of which age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education level，years of cultivation，whether the farmers knew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factors such as the
harm to human body，wheth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safe veterinary drugs and whether the farmers have participated in
relevant training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While other factors in the hypothesis（gender，family population，breeding
scale，whether to understan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veterinary drugs，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relevant economic coopera-
tion organizations）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aquatic poultry farmers to use safe veterinary drugs.
【Suggestion】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waterfowl farmers，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education level，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the use of safe
veterinary drugs，so that the farmers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and social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use of safe veteri-
nary drugs，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so as to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waterfowl farmers to use safe veterinary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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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近年来，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

粉及僵尸肉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畜禽产

品食品安全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2019

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推动完善了从

生产环节到餐桌的全链条过程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表明了国家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决心。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膳食结构的改善，禽肉产品

需求量也在逐步增加，许多水禽养殖户为提高水禽

生长性能及产量而使用一些不符合规定、带有抗生

素或激素的非安全性兽药，造成的药物残留对食品

安全问题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研究分析水禽养殖

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保障食品安全、

实现绿色生产及推动水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均具有

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兽药残留是动物性食品

安全中最常见的问题，抗生素是最主要的兽药残留

成分，且目前我国养殖户对兽药残留危害认识不充

分及相关部门对兽药残留监控力度不强的问题较突

出（唐承明等，2014；陈旭晋，2017；马立利等，2019），

为此国内学者针对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的意愿开展

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安全兽药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

究方面，主要涉及农户个人和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

征、对安全药物的认知和外部环境等。李红梅等

（2007）实证分析了个人特征、对药品认知程度及用

药习惯等多方面因素对农户使用农药意愿的影响；

吴秀敏（2007）研究发现养猪户性别、年龄、养猪年

限、养猪专业化组织是否提供服务、养猪户是否了解

兽药残留的危害及用药过程中是否得到政府的支

持均对养猪户采用安全兽药意愿有明显影响；赵丽

平和刘灵芝（2014）研究认为养殖户个人特征、家庭

特征、生产经营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等变量对养殖

户安全药物的使用意愿均有重要影响。在养殖户安

全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方面，王瑜（2009）指出养

猪户垂直协作的紧密程度对其药物添加剂使用行为

影响较明显；郭世娟和李华（2018）研究发现，养殖户

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养殖年限及养殖政策法规的宣

传与培训次数对肉鸡养殖户的质量安全生产行为有

显著影响；盛杰（2018）提出预期收益、养殖规模、政

府监管程度、销售合同、对药物残留的认知、参加培

训、参加合作社及合作社提供服务等因素对肉牛养

殖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

研究切入点】目前，有关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分

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型畜禽（生猪、肉牛和蛋鸡

等）养殖户，但针对水禽养殖户的研究较少。近年

来，我国水禽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南方水网密布地

区，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水禽的农户日益增多；同时，

由于消费观念的转型升级，人们对水禽产品的消费

需求量逐年增长，水禽产品的质量安全也日益受到

重视。因此，研究水禽养殖户的安全兽药使用意愿

对保障食品安全及促进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拟解

决的关键问题】以江西省水禽养殖户为调查对象，

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使

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旨在准确掌握水禽养殖户的心

理与行为，为促进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保障水

禽产品质量安全及推动水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对策

建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假设

水禽养殖户是水禽生产经营的主体，其行为选

择和意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水禽养殖户是否愿

意使用安全兽药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结

果。本研究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养殖

户行为意愿文献研究（尹春洋和张越杰，2011；席晓

阳和张雅燕，2014；吴华等，2015）的基础上，将水禽

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养殖户个

人及家庭特征、经营特征、认知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

4种类型。

1. 1. 1 养殖户个人及家庭特征 养殖户个人及家

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口数。水

禽养殖户的个人素质和家庭特征对其使用安全兽药

的意愿有明显影响。一般而言，女性养殖户较保守，

对风险厌恶程度更高，相对于男性养殖户而言，女性

养殖户更倾向于维持传统的兽药使用行为；养殖户

越年轻越容易接收新鲜事物且更加关注养殖安全，

因此更愿意使用安全兽药；从理论上来说，养殖户的

受教育程度高，其接受新知识和新事物的速度更快，

且拥有更多的信息渠道，也更偏向于使用安全兽药；

家庭人口数对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影响方向不

确定。

1. 1. 2 经营特征 经营特征包括养殖年限和养殖

规模。一般来说，养殖户进行水禽养殖的年份越久，

其养殖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安全质量生产行为，从

而更愿意使用安全兽药；养殖户的养殖规模越大，为

了获得更好品牌效应及更高利润，养殖户更愿意使

用安全兽药。

1. 1. 3 认知特征 养殖户认知特征包括是否了解

兽药使用规定、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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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及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养殖户对安全兽药

的使用意愿与其对兽药的认知程度存在很大关系，

即养殖户越了解兽药的使用规定、兽药残留对人体

健康的危害及安全兽药的效果，就越愿意使用安全

兽药。

1. 1. 4 外部环境特征 水禽养殖户所处的外部环

境特征对其使用安全兽药的意愿也有很大影响，包

括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及是否参加相关经济合

作组织。一般而言，参加过水禽养殖相关培训及参

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会使养殖户对新技术的采纳态

度更积极，且养殖户拥有更高的安全生产意识，因此

推测参加相关养殖培训和参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与

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呈正相关。

1.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基于2018年6—8月对江

西省沿赣江和环鄱阳湖地区水禽养殖重点县的实地

调查，选取赣北、赣中和赣南3个片区，其中，赣北的

主要县市有余干县、鄱阳县、都昌县、进贤县、永修县

和德安县，赣中选取南昌县、丰城市、樟树市和吉水

县，赣南水禽养殖重点县较少，仅选择兴国县为调查

样本县。江西省沿江环鄱阳湖地区气候湿润、水系

发达，是江西省水禽主产地区，分别从赣北、赣中和

赣南3个区域选择样本县以代表江西省水禽的主要

养殖模式和生产方式。共走访230户养殖户，发放

23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13份，问卷有效率92.6%。

1. 3 变量选择

本研究选择的变量为：（1）养殖户个人及家庭

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口数；（2）

经营特征，包括养殖年限和养殖规模；（3）认知特征，

包括是否了解兽药使用规定、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

人体健康的危害及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4）外

部环境特征，包括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及是否

参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共四大类11个变量，具体

变量类型、赋值及作用方向如表1所示。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个人及家庭特征
Person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经营特征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认知特征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外部环境特征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变量符号
Variable
symbol

Y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描述
Description

是否愿意使用安全兽药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家庭人口数
养殖年限
养殖规模

是否了解兽药使用规定
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
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

是否参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

变量赋值
Variable

assignment
是=1；否=0
男=1；女=0

35岁及以下=1；36~45岁=2；
46~55岁=3；56岁及以上=4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
中专=3；大专及以上=4

3人及以下=1；4~6人=2；7人及以上=3
10年及以下=1；11~20年=2；21年及以上=3

1万羽以下=1；1万~2万羽=2；2万~3万羽=3；
3万~4万羽=4；4万羽以上=5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作用方向
Function
direction

+
-
+

+/-
+
+

+
+
+
+
+

表 1 变量定义及说明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

1. 4 模型设定

按照本研究提出的研究目的，检验江西省水禽

养殖户是否愿意使用安全兽药的假设。首先对各变

量进行离散处理，以便于后续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然

后将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的使用意愿设定为以下的

函数形式：

养殖户使用兽药意愿=F（养殖户个人及家庭特

征变量，养殖户经营特征变量，养殖户对兽药的认知

特征变量，养殖户的外部环境特征变量）+μ随机干

扰项。

本研究考察的是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

愿，养殖户的使用意愿为因变量（Y），体现在调查问

卷上的题目是“您是否愿意使用安全兽药”，答案分

为“是”和“否”两种情况。这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因

此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二元Logistic模型可将回

归变量的值域有效限制在0~1之间，“是”的回答用

“1”表示，“否”的回答用“0”表示，即Y为0-1型因变

量，因变量的取值范围在［0，1］。假设Y=1的概率为

p，具体模型为：

p=ef（x）/［1+ef（x）］ （1）

1-p=1/［1+ef（x）］ （2）

综合公式（1）和（2）得到：

p/（1-p）=ef（x）

转化为Logistics函数：

y=ln［p/（1-p）］=β0+β1x1+β2x2+β3x3+⋯+βixi+μ

式中，β0为回归截距，β1，β2⋯βi为相应自变量的回

汤晋等：基于Logistic模型的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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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系数，μ为随机干扰项，x1，x2⋯xi是第i个影响因素。

2 结果与分析

2. 1 统计描述分析

2. 1. 1 养殖户个人及家庭特征 如表2所示，从养

殖户的性别来看，调查对象中男性养殖户更多，所占

比例为86.38%，女性养殖户所占比例仅为13.62%；

养殖户的年龄集中在36~55岁，35岁以下及56岁以上

的养殖户比较少，以中年养殖户为主体；从养殖户的

文化程度来看，养殖户文化水平普遍在初中及以下，

大部分养殖户为初中文化，占49.30%，大专及以上文

化的养殖户人数非常少，仅占3.29%；从家庭人口数

来看，中等规模的家庭人口数占比较高，大部分养殖

户家庭人口数为4~6人，占56.34%，7人及以上人口的

养殖户较少，仅占12.68%。

统计类别 Statistical category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文化程度 Education level

家庭人口数 Family population

养殖年限 Number of years of farming

养殖规模 Scale of farming

分类指标 Classification index
男
女

35岁及以下
36~45岁
46~55岁

56岁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专及以上
3人及以下

4~6人
7人及以上

10年及以下
11~20年

21年及以上
1万羽以下
1万~2万羽
2万~3万羽
3万~4万羽
4万羽以上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184
29
36
81
57
39
56
105
45
7

66
120
27
72
108
33
126
40
21
13
13

比例（%）Proportion
86.38
13.62
16.90
38.03
26.76
18.31
26.29
49.30
21.13
3.29

30.99
56.34
12.68
33.80
50.70
15.49
59.15
18.78
9.86
6.10
6.10

表 2 受访养殖户的个人及家庭特征与经营特征
Table 2 Person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farmers

2. 1. 2 养殖户经营特征 在调查的213户养殖户

中，绝大部分养殖户从事水禽养殖的时间在20年以

内，其中10年及以下的占33.80%，从业10~20年间的

养殖户有一半以上，占50.70%，只有少部分养殖户拥

有21年及以上的养殖经验；在养殖规模上，主要是以

1万羽以下为主，占59.15%，而养殖规模超过2万羽以

上的养殖户较少。

2. 1. 3 养殖户认知特征 对养殖户的认知特征进

行分析，结果（表3）发现养殖户总体上认知程度较

低，当问及是否了解兽药使用规定时，虽然有一半以

上（占61.97%）的养殖户表示了解，但仍有38.03%的

养殖户表示并不了解；关于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人

体健康的危害时，59.62%的养殖户表示了解；当问及

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时，61.97%的养殖户表示

并不了解。

2. 1. 4 外部环境特征 在调查的213户养殖户中，

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的与未参加过养殖培训的户数

差别不明显，约各占一半；参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的

与未参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的养殖户人数差别也不

明显，分别占56.34%和43.66%。

2. 2 实证分析结果

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对水禽养殖户安全

兽药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由表4可知，年龄（X2）、文化程度（X3）、养殖年限

（X5）、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X8）、是

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X9）及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

培训（X10）等变量的概率值（P）均小于0.1，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会对养殖户安全兽药的使

用意愿造成影响；除年龄呈负影响外，其余变量均为

正向影响，与预期结果相符。而性别（X1）、家庭人口

数（X4）、养殖规模（X6）、是否了解兽药使用规定（X7）

及是否参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X11）等变量的概率

值（P）均大于0.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

不会对养殖户安全兽药的使用意愿造成影响。此

外，对回归系数进行处理即得到优势比（OR），其中，

是否了解安全兽药效果的OR为29.54，其95%置信区

间为6.398~239.572，说明了解安全兽药效果的养殖

户使用安全兽药的意愿是不了解安全兽药效果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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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29.54倍。可见，加强对安全兽药效果的宣传能

有效提高养殖户安全兽药的使用意愿。

（1）在养殖户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中，性别和

家庭人口数等因素对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的意

愿无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水禽养殖户大多数是男

性，女性养殖户较少，因此性别的影响作用非常小；

其次，家庭人口数大部分为4~6人，家中劳动力人口

并非都从事水禽养殖业，因此养殖户的个人主观意

愿更加明显，不会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即家庭人口

数不是影响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意愿的关键因

素。年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为-0.942，因此对因变

量的作用方向为负向，与理论预期结果基本一致。

养殖户的年龄越大，其思想越保守，更倾向于传统

的兽药使用行为。另外，文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0.814，对因变量的作用方向为正向，是因为文化程

度越高的养殖户对科学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有更深

入了解，同时其道德责任感相对更强烈，进行安全生

产行为的意愿也更强烈。

（2）在经营特征变量中，养殖年限对养殖户使

用安全兽药意愿有明显影响，其回归系数为2.029，

意味着从事水禽养殖的时间越长，养殖户越倾向于

使用安全兽药，与预期结果一致；而养殖规模与是否

愿意使用安全兽药不存在显著相关。在本研究的调

查对象中，养殖规模普遍较小，超过一半养殖户的水

禽养殖数量在1万羽以下，因此很难判断养殖规模与

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意愿间的关系。

（3）在认知特征变量中，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

人体健康的危害和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两变量

均对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的意愿有明显影响，回归

系数分别为1.701和3.386，作用方向为正向，说明养

殖户对兽药的认知程度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是

否了解兽药使用规定这一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能是因为养殖者即使了解兽药使用规定也未必愿

意使用安全兽药。

（4）在外部环境特征变量中，是否参加过相关

养殖培训的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该变量对

统计类别
Statistical category

是否了解兽药使用规定
Whether or not knowing veterinary drug use regulations

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Whether or not knowing the harm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to human body

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
Whether or not knowing effect of safe veterinary drugs

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
Whether or not knowing breeding training

是否参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
Whether or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分类指标
Classification index

了解
不了解
了解

不了解
了解

不了解
是
否
是
否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132
81

127
86
81

132
109
104
120
93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61.97
38.03
59.62
40.38
38.03
61.97
51.17
48.83
56.34
43.66

表 3 受访养殖户的认知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
Table 3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farmer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表 4 二元Logistic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model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 and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at 1%，5% and 10%，respectively

变量
Variable
常数 Constant
性别（X1）Gender
年龄（X2）Age
文化程度（X3）Education level
家庭人口数（X4）Family population
养殖年限（X5）Number of years of farming
养殖规模（X6）Scale of farming
是否了解兽药使用规定（X7）
Whether or not knowing veterinary drug use regulations
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X8）
Whether or not knowing the harm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to human body
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X9）
Whether or not knowing effect of safe veterinary drugs
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X10）
Whether or not participating breeding training
是否参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X11）
Whether or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4.261
-0.781

-0.942**
0.814*
0.290

2.029***
0.052
0.151

1.701***

3.386***

1.396**

0.871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1.879
0.699
0.427
0.446
0.549
0.579
0.336
0.614

0.506

0.893

0.586

0.568

Z

-2.268
-1.118
-2.203
1.823
0.529
3.503
0.155
0.246

3.360

3.792

2.380

1.533

P

0.023
0.264
0.028
0.068
0.597
0.000
0.876
0.806

0.001

0.000

0.017

0.125

OR

0.014
0.458
0.390
2.257
1.337
7.604
1.054
1.163

5.477

29.54

4.038

2.389

OR
（95% CI）

0~0.484
0.110~1.748
0.162~0.880
0.976~5.755
0.463~4.077
2.598~25.818
0.542~2.051
0.348~3.964

2.097~15.538

6.398~239.572

1.298~13.233

0.794~7.559

汤晋等：基于Logistic模型的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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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户使用安全药物的意愿有明显影响，其回归系

数为1.396，作用方向为正向，养殖户通过参加相关

养殖培训能了解和掌握更多安全生产的知识与技

能，因此更愿意使用安全兽药；养殖户是否参加相关

经济合作组织未对其使用安全药物的意愿造成影

响，其原因可能是参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的与未参

加相关经济合作组织的养殖户人数差别不明显，或

相关经济合作组织尚未对养殖户的养殖行为进行统

一管理。

2. 3 江西省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分析

本研究基于江西省沿江环湖水禽养殖户的调

研数据，分析江西省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意愿

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农民文化程度和劳

动力素质整体水平不高仍是我国农村现阶段的基本

情况，因此在养殖户个人及家庭特征中，年龄和文化

程度是制约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的主要因素。大多

数水禽养殖户思想较保守，仍愿意选择传统的兽药

使用行为；此外，受教育程度间接影响养殖户对安全

兽药的认知程度，如国家关于兽药使用的规定、出台

的相关政策及兽药残留的危害等，因此认知特征对

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意愿的影响最明显。（2）随

着我国水禽养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养殖

户加入到不同程度的经济合作组织中，但目前对经

济合作组织的管理尚需进一步完善；国家相关部门

开展的养殖培训对农村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也有一

定引导作用，即在外部环境特征中养殖户是否参加

相关养殖培训是一个关键影响因素。（3）水禽养殖户

安全兽药使用意愿及对兽药的认知程度受其年龄、

文化程度、参加产业组织合作及政府监管等因素的综

合影响，尤其是政府监管不可忽略。政府监管力度在

一定程度上可抑制水禽养殖户乱用滥用兽药的行为，

且可出台相关政策激励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

3 讨论

本研究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江

西省沿江环湖地区重点水禽养殖区域进行调查，结

果显示，水禽养殖户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

限、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是否了解

安全兽药的效果及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均会显

著影响其使用安全兽药的意愿，其中年龄为负向影

响，其他因素则为正向影响；而假设中的其他影响因

素对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的意愿无显著影响。

吴秀敏（2007）通过对四川省生猪养殖户安全兽药使

用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养殖户年龄对其使用安

全兽药意愿呈负向影响，养殖户是否了解兽药对人

体健康的危害与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果呈正向影

响的结论在本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但户主性别

对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有负向影响及是否参加

相关养殖培训对其安全兽药使用意愿无显著影响的

结论，与本研究的结论不相同；此外，生猪养殖户的

养殖年限对其安全兽药使用意愿具有负向影响的结

论，与本研究的结论截然相反，可能是研究地区和养

殖畜禽类别的不同所致。朱启荣（2008）对山东省养

鸡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养鸡户

的文化程度、对不安全药品的认识、对使用不安全药

品的危害性认识、是否参加产业化组织及是否参加

使用安全药品培训对其安全药物使用意愿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本研究根据江西

沿江环湖的地理特性，从养殖户个人及家庭特征、经

营特征、认知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4个维度考察11个

变量对水禽养殖户安全兽药使用意愿的影响，研究

结论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外部

环境特征变量未将政府支持、政府监管、金融支持及

周边养殖户的潜在影响等因素纳入研究范畴，因此

还需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4 建议

4. 1 加强对水禽养殖户的职业培训和教育

文化程度显著正向影响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

兽药的意愿，即文化程度越高的养殖户越愿意使用

安全兽药。因此，应加强对水禽养殖户的职业教育

和培训，鼓励水禽养殖大户报名参加江西省开展的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系统学习畜牧养殖方面的

专业知识，提高养殖户的专业素质和文化程度。同时，

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应加强对水禽养殖户的培训教

育，提高其整体素养，增强其使用安全兽药的意愿。

4. 2 加大安全兽药使用宣传力度

实证结果显示，养殖户是否了解安全兽药的效

果及是否了解兽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在很大程

度上会影响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的意愿。鉴于

此，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及相关经济合作组织应多渠

道多形式开展安全兽药使用说明培训，对兽药销售

人员也应进行职业规范，引导兽药销售人员积极地

向养殖户传达使用安全兽药的意识，让更多的水禽

养殖户了解兽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使用安全

兽药的效果，使养殖户能清楚认识到使用安全兽药

所带来的好处与社会效益，以便养殖户更科学合理

地使用安全兽药。

4. 3 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由于水禽养殖户参加相关养殖培训后更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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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全兽药，因此，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畜牧兽医

部门及相关经济合作组织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健

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积极推广水禽绿色安全养殖

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下乡活动，推进江西省的

科技特派团强县富民工程，把水禽养殖户最需要的

技术送进千家万户，提高养殖户安全生产的能力。

同时，充分发挥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功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以提高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兽药的

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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