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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鹏

系    室：农业经济学系农林经济管理教研室

职    称：副教授

基本信息

徐家鹏，男，1984.06，中共党员。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农管教研室主

任，西部发展研究院秘书；世界银行咨询项目专家，陕西省发展经济学会会员，《南方农业学报》、《JCP》、

《JGRP》等杂志审稿专家。

招生方向：农业经济管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农村区域发展（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金融（专

硕）、陕MBA（专硕）

邮      箱：xujp@nwsuaf.edu.cn；xujp2000@sina.com

办 公 室：经济管理学院C622室

教育背景

2002年9月~2006年7月，华中农业大学农村区域发展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2006年9月~2011年6月，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14年4月~2014年6月，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科研方法与项目申报》、《组织行为学》高级研修课程

2016年5月，西安外国语大学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外语培训

2016年10月，俄罗斯鄂木斯克农业大学，访问交流

2018年7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埃塞克斯大学，访问交流

2018年11月，日本岛根大学，访问交流

工作经历

2011年7月~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师

2014年9月~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师，学术型硕士生导师、西部发展研究院秘书

2015年9月~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被聘为金融专硕导师、MBA导师

2016年10月~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被聘为农经教研室主任

2020年6月~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被聘为学术型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

产业经济与组织管理、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源管理

主讲课程

本科生《畜牧经济学》、《农业技术经济学》，研究生《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一带

一路国家农业政策》

科研成果

1. 科研项目

[1] 陕西省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研究：基于生态位适宜度的评价，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

目，主持，2022-2023

[2] “合作社与价值链发展咨询服务”（延长），世界银行贷款陕西省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主持，2021-2022

[3] 陕西省县域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逻辑机理、推进路径与政策设计，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

目，主持，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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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动力迁移下陕南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扶贫对策，陕西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主持，2018-

2020

[5] 陕南秦巴山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主持，2018-2019

[6] 基于利益主体契约选择与关系视角的生猪产销纵向协作整合治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2015-2017

[7] 农产品产销纵向协作模式研究，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培育专项，主持，2015-2017

[8] 农产品产销纵向协作模式及关系整合研究，国家博士点基金（新教师类），主持，2013-2016

[9] 基于农户提效增收的农业经营纵向协作模式选择与优化研究，陕西省政府人才支持专项，主持，2013-2015

[10] 新形势下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主持，2012-2015

[11] 蔬菜产业固定观测点的建立及相关数据的采集，国家农业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子课题，主持，2011-2015

[12] 陕西省“十三五”现代农业发展研究（子课题），陕西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项目，主持，2014

[13] 2013中国旱区农业技术发展报告（子课题），杨凌示范区项目，主持，2014

[14] 白水县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总体规划（2014-2020）（子课题），白水果业局项目，主持，2013-2014

[15] 2012中国旱区农业技术发展报告（子课题），杨凌示范区，主持，2013

[16] 农业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资源压力变化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主持，2011-2013

[17] 陕西省现代农作物种业演变与比较分析，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项目子课题，主持，2012

[18] 镇原县茹河川区现代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子课题），镇原县政府项目，主持，2012

[19] 返乡动机、人力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农业生产行为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参与，2018

[20]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对农户市场参与行为及绩效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交易成本视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参与，2018

[21] 集体行动对农户水土保持关联技术采用行为影响机制研究----以黄土高原区为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参与，2017

[22] 规模生猪养殖场(户)污染治理技术采纳行为及应用效果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与，2015-2017

[23] 农业标准形成机制与作用机理实证研究：以我国苹果产业为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参与，2016

[24] 少数民族社会-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机制研究--基于云南哈尼族农村社区的数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参与，2015

[25] 农产品供应链质量规制研究――基于利益主体契约选择及其治理视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与，2013-

2015

[26] 现代企业制度与陕西种子企业发展调查研究，陕西省种子管理站课题，参与，2013

[27]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流通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参与，2009-2012

[28] 农产品营销渠道变革与选择模式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与，2008-2010

[29] 蔬菜制品有害因子污染途径分析，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参与，2010

[30] 饮料危害分析和预警模型研究，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参与，2009

[31] 基于食品安全检测数据的食品安全预警模型建立研究，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参与，2007-2008

[32] 节约型农业与发展循环经济研究，农业部软科学专项，参与，2005-2006

2. 发表论文

[1] 马明义,王思佳,徐家鹏.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扶贫对策——以陕南安康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

境,2020,34(06):20-27. （CSSCI）

[2] Zhang Dan, Xu Jiapeng*，et al. Study on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literature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scopus,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in citespac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ume 264, 10 August 2020,121537（SSCI/SCI, IF="6.359）

[3] Zhenyu Yan, Chao Wang, Jiapeng Xu, Xuexi Huo,Qaiser Hussain.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waste processing method adoption: A case study on Chinese pig farm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15 (2019)

978-984（SSCI/SCI, IF="6.359）

[4] 徐家鹏.关系治理与“生猪养殖户+收购商”交易的长期稳定——基于养殖户的感知视角[J].农林经济管理学

报,2019,18(03):356-365.（CSSCI）

[5] 徐家鹏,张丹.城镇化转型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01):17-21.（CSSCI）

[6] 陈伟,石宝峰,马红玉,徐家鹏,赵敏娟.现行推免制度对西北地区高校研究生生源与学科发展的影响——基于西北某省

的数据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05):60-66. （CSSCI）

[7] 徐家鹏,孙养学.城市化进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城市问题,2017(01):95-103. （CSSCI）

[8] 徐家鹏.中国农业能源消耗与CO_2排放:趋势及减排路径——基于Holt-Winter无季节性模型和“十三五”的预测[J].生

态经济,2016,32(02):122-126. （CSSCI）

[9] 徐家鹏,夏显力,张琛.城镇化、空间溢出与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方法及中国的实证[J].农

村经济,2015(11):41-49. （CSSCI）

[10] 徐家鹏,张琛,徐拓远.社会资本对桃农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J].林业经济问题,2015,35(06):528-533.

（CSSCI）

[11] 杨晶晶,徐家鹏.我国肉牛产业链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与调控策略[J].江苏农业科学,2015,43(02):424-426. （CSSCI）



[12] 徐家鹏.城镇就业风险、环境、条件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逆向回流[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3,28(08):84-90.

（CSSCI）

[13] 闫振宇,陶建平,徐家鹏.中国生猪生产的区域效率差异及其适度规模选择[J].经济地理,2012,32(07):107-112.

（CSSCI）

[14] 徐家鹏,李崇光.蔬菜种植户产销环节紧密纵向协作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2(04):2-13+92.

（CSSCI）

[15] 闫振宇,陶建平,徐家鹏.2000～2011年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特征、原因与调控对策[J].统计与决策,2012(09):101-103.

（CSSCI）

[16] 闫振宇,徐家鹏.生猪规模生产就有效率吗?——兼论我国不同地区生猪养殖适度规模选择[J].财经论丛,2012(02):3-7.

（CSSCI）

[17] 徐家鹏,李崇光.中国蔬菜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财经论丛,2011(03):3-7. （CSSCI）

[18] 徐家鹏,李崇光,闫振宇.中国蔬菜产业生产技术效率及其提高途径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0,23(06):51-54. （CSSCI）

[19] 闫振宇,陶建平,徐家鹏.1992-2009年中国茶叶出口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品种及包装细分的纵向研究[J].统计与

信息论坛,2010,25(12):75-81. （CSSCI）

[20] 王丽珍,徐家鹏.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消费经济,2010,26(06):78-81. （CSSCI）

[21] 徐家鹏,闫振宇.农民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及转基因主粮的潜在生产意愿分析——以湖北地区种粮农户为考察对象

[J].中国科技论坛,2010(11):142-148. （CSSCI）

[22] 徐家鹏,李崇光.美国次贷危机下中国蔬菜出口:形势、格局及对策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0(05):98-105.

（CSSCI）

[23] 郑鹏,徐家鹏.基于价格扰动与市场风险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8(22):80-81. （CSSCI）

[24] 黄季伸,徐家鹏.消费者对无公害蔬菜的认知和购买行为的实证分析——基于武汉市消费者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

济,2007(06):62-66. （CSSCI）

3. 出版教材及专著

[1] 农业技术经济分析方法与应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规划教材，主编

[2] 农产品营销学，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参编

[3] 农业技术经济学，农业农村部规划教材，农业出版社，参编

[4] 陕西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研究（副主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5] 2012 中国旱区农业技术发展报告（参编），科学出版社，2013

[6] 2014 中国旱区农业技术发展报告（副主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7] 2015中国旱区农业技术发展报告 （副主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8] 2016中国旱区农业技术发展报告 （副主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9] 2017中国旱区农业技术发展报告 （主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10] 2018中国旱区农业技术发展报告 （副主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

[11] 2019中国旱区农业技术发展报告 （副主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

指导本科生情况

1. 近年指导省级以上科创项目

[1] 易地搬迁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以陕南安康市为例，国家级，2020

[2] “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决策机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国家级，2020

[3]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关系网络的中介效应和家庭生命周期的调节效应，国家级，2020

[4] 女性化、社会网络与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基于陕西省的微观调研数据，国家级，2019

[5] 陕南地区农村劳动力迁移下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扶贫对策，省级，2018

[6] 供应链视角下苹果种植户垂直协作方式参与意愿研究------以宝鸡地区为例，国家级，2016

[7] 陕西猕猴桃流通模式研究—以周至、杨凌及周边地区为例，国家级，2015

2. 近年指导院级以上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1] 隔代抚养、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收入水平及结构的影响研究，许贝贝，校级优秀

[2] “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决策机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魏夕凯，院级优秀

[3] 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的农业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杨小芳，校级优秀，校百篇优秀毕业论文

[4] 风险态度、消费者感知与高价值数码产品网购意愿——以电脑为例，马明义，院级优秀

[5]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赵红艳，校级优秀

[6] 快餐连锁企业“串串叔叔”品牌形象塑造：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王东方，院级优秀

[7] 农户参与退耕还林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西原平的实证研究，温武斌，校级优秀

[8] 西北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以陕西省87个县（市）为例，李雅静 ，校级优秀



[9] 我国肉牛产业链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分析，杨晶晶，院级优秀

[10]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及影响因素，王卓异，院级优秀

3. 近年指导本科生发表核心以上论文

[1] Jing Wang, Siyu He等. 2020. Study on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literature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scopus,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in CiteSpac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64,121537.（SSCI/SCI, IF="6.359）

[2] 杨小芳等，多尺度空间视角下城镇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际空间杜宾面板模型[J]生态经济, 核

心 CSSCI-E 录用

[3] 马明义等 ，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扶贫对策——以陕南安康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

境,2020,34(06):20-27. CSSCI

[4] 张琛等，社会资本对桃农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陕西省铜川市桃业的调查[J]. 林业经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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