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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机械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决定了农业机械化程度。基
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视角，利用欠发达地区青稞种植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有序 Probit 模型，分析市场参与、
非农就业与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关系，探讨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 32.89% 青稞种
植农户非机械化耕种，欠发达地区农户农业生产中农机采用不足。市场参与、非农就业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业
机械采用行为，且非农就业在市场参与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影响中有正向调节作用；提高农户市场参与
能力及行为可以直接促进农户农机采用行为，也可以通过非农就业间接促进农户农机采用行为。因此，提出提
高市场参与程度，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完善农机服务市场，提升欠发达地区农业机械化水
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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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participation, off-farm employment and adoption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 case study of 532 highland barley farmers i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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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Abstract ：
agriculture to modern agriculture, while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highland barley planting farmers in Tibe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rket participation, off-farm employment, and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effect and substitution effect by a Multivariate Ordered Probit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32.89% of highland barley planting farmers are non-mechanized,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used
by farmer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is insufficient.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off-farm employ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off-farm employment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adoption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mproving farmers’
ability and behavior of market participation can directly affect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it can also indirectly affect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by off-farm employ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market participation, to promote the off-farm employment of farmers, to
develop the rural market economy, to consummate th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market, an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Key words ：market participation; off-farm employment;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come effect; substitution effect;
underdevelop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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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研究

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重要
标志，对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农业机械化起步于农业集体化
时期，但发展速度缓慢，直至 2000 年，在工业化、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的大力推进下，农业机
械化进程突飞猛进 [1]。2004 年为了鼓励使用先进的
农业机械，促进农业机械化，制定了《农业机械化
促进法》
。其后，2007 年和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
都指出，从装备、技术等方面推进农业机械化 ；且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加快大中型、智
能化和复合型农业机械研发与应用。目前，以家庭
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普遍且长期存在，
农户的微观行为选择是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
基础。然而，小农户在生产规模、知识技能、市场
认知等方面存在不足而导致农业机械化需求动力和
采纳行为不足，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市场化显著影响农户的经济行为及行为模式 [2]，农
户通过参与社会交换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以市场
为导向的经济资源配置模式 [3]。非农就业改变了劳
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配置，同时
也影响了其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 [4]。农户通过参与
市场交换等市场化行为，激发市场意识，拉近市场
距离，提高劳动力转移的信息来源及途径，从而促
进劳动力非农转移，增加农户农业耕作过程中机械
化的替代需求。因此，从市场参与和非农就业视角
出发，研究分析市场化行为、非农就业与农业机械
化、农户农机采用之间的潜在关系及影响机理，对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具有重要
意义。
市场参与是小农户融入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稳产保供的重要手段。关于市场
参与、非农就业和农业机械化的研究成果丰富，针
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
市场化与农业机械化关系的研究，从农业机械化对
市场化程度影响的角度来看，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能够推进农户市场化进程 [3]。二是非农就业与农业
机械化关系的研究，农业机械化率对劳动力转移的
贡献度为 21.59%，农业机械化面积对劳动力转移的
贡献度达到 72.50%，农业机械化显著促进劳动力转
移 [5] ；从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 [6] 和要素替代分析框
架 [7] 角度来看，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促进农业机械
化进程。三是市场化与非农就业关系的研究，从城
乡收入差距和劳动力进城务工成本两个方面来看，
市场化进程显著正向影响非农就业 [8] ；且市场潜能
与工资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进而能够提供更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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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岗位促进非农就业密度，更高的非农就业密度提
高了聚集区域的市场潜能，形成了循环累积因果关
系 [9]。已有文献对市场化、非农就业与农业机械化
之间关系的分析，均是两两关系的分析，未同时引
入市场化和非农就业分析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且缺
乏市场化对农业机械化推进的研究证据。那么，市
场化是否能够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市场化、
非农就业与农业机械化之间是如何产生影响？因
此，在探讨市场化对农业机械化影响的基础上，引
入非农就业，分析市场化、非农就业与农业机械化
的关系，以试图解答三者之间的关系。
已有研究在探讨市场化、非农就业与农业机械
化两两关系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为小农户融入市
场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借鉴。但已有
文献，农业机械化作为解释变量居多，且基本以市
场化进程、农业机械动力等宏观数据量化分析为主，
基于微观主体的市场参与、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等研
究甚少，且鲜有分析市场参与、非农就业与农户农
业机械采用行为关系的研究文献。由于市场发育滞
后、地形地貌差异等原因，欠发达地区农业机械化
程度和农户机械采用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厘清欠
发达地区农户市场参与、非农就业与农户农业机械
采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对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实
现农业现代化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基于收入效
应和替代效应视角，利用欠发达地区青稞种植户调
查数据，采用多元有序 Probit 模型，分析市场参与、
非农就业与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关系，探讨农
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农业机械
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提供参考意见。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分析
农业机械化是运用各种动力机械和配套的作业
机具替代人畜力与传统农具，其本质是工业化和城
镇化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1]。舒尔茨 [10] 认为，一个
精通运用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农民，
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丰富的食物，无须总
是那么辛勤而长时间地劳动。他能生产得如此之多，
以至于他的兄弟和某些邻居可以到城市谋生。这一
描述形象地刻画了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动作用 ；其后，舒尔茨又通
过危地马拉和印度农民不投资农业生产现象提出改
造传统农业的有效途径是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林
毅夫和沈明高 [11] 指出农业快速增长的关键是把握
好现代农业技术，而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接受采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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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更新的现代农业技术供给同样重要。在农业技
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如何将农业技术推广及有效运
用是关键，而农业机械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农业技术
之一，故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对农业机械技术的态度
和采用行为对提升农业生产效益、推进农业现代化
影响重大。
市场参与是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式，
农户通过参与市场交换可以获得农产品的部分增值
收益，增加了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 [12]，从绝对收入
的增加和相对收入的提高两个方面刺激农户农机采
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农业机械及服务的购买
行为。非农就业农户由于家庭劳动力外流，机械化
要素替代劳动力田间劳作的需求扩大 [7]，增加农户
农业机械采用行为。在市场化背景下，农户在参与
市场交换的过程中，距离信息源更近，扩大了熟人
圈子，增强了信息搜集和获取能力，增加了农户非
农就业机会 [8]，进而促进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
收入效应
市场参与
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
非农就业
替代效应
Fig. 1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1.2 研究假设
1）市场参与与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关系。
农户是“市场化或正在市场化的小农”
，而“改造
小农”的关键是要把分散经营的农户纳入到市场化
网络之中 [13]。农户通过参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
加强了村庄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
了农户的经济行为 [14]。农户市场化会对农户耕地流
转 [15] 和农户种植效益 [16] 产生影响，农户更多地参
与市场能够有效地降低其陷入贫困的概率 [17]。农户
参与市场交换可以更大地发挥比较优势，依赖市场
力量配置资源而提高生产效率 [18]，促进了收入增长
和就业 [19]。市场化程度及市场参与程度高的农户通
过更多地从事专业化的生产等渗透效应提高收入水
平，进而影响农户农业机械化投资和采用行为 [12]。
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参与显著影响农户农业机械采
用行为。具体而言，市场交换参与对农户农业机械
采用行为有显著影响，参与市场交换促进农户采用
农机行为 ；市场信息获取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
有显著影响，获取市场信息相对容易的农户农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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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为倾向更高。
2）非农就业与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关系。
林毅夫 [20] 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分析了兼具生产
者和消费者身份的小农选择是经济理性的，由于可
供选择方案和资源禀赋约束使小农决策与大农和企
业家不同。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发
生大量转移，改变了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投入的数量
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结构 [21]，诱发农业兼业化、
老龄化和妇女化现象，从替代性角度扩大农业机械
化需求 [6-7]，增加农户农业机械采用。因此，本文认
为非农就业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有显著影响，
非农就业农户增加农机使用替代劳动力。
3）市场参与、非农就业与农户农业机械采用
行为的关系。市场化进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8]，农户通过参与市场交换享受市
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刺激农户寻求农
业之外的收入来源，以兼业化生产方式兼顾农业经
营性收入和非农业工资性收入。农户积极参与市场
可以更接近信息源，能够更容易、更快捷地分享到
市场供求、招工招聘等信息，为农户实现劳动力转
移提供客观条件，促进农户非农就业行为，进而带
动农户农业耕作过程中劳动力替代性的农机采用行
为。因此，本文认为非农就业在市场参与和农户农
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农户参
与市场交换增加非农就业行为，促进农户农业机械
采用行为。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文中使用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2019 年 7—8 月对
西藏拉萨、日喀则和山南 3 个地市青稞种植农户的
入户调查，调查地点（村）按照经济发展水平高低
采用分层抽样方式选取，具体调查农户的样本选择
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方式，并辅助以开放式、半
开放式访谈调查。调研共发放问卷 550 份，收回有
效问卷 53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6.73%。其中，
日喀则市 394 例，拉萨市 78 例，山南市 60 例。
在样本基本特征方面（表 1）
，男性 297 人，占
55.83%，男性样本偏多，这可能与农村家庭一般男
性为户主有关 ；在年龄分布上，以中年为主，其中
60 岁及以下样本将近九成，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欠发
达地区农业老龄化问题尚未凸显。在宗教信仰方面，
94.92% 的被调查农户表示有宗教信仰，且基本信仰
佛教，这与西藏民族文化有很大关系 [22]。在受教育
程度上，小学文化程度居多，超过六成，且有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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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比例的文盲，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较为
薄弱，农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从某种程度上也制
约了农业机械化的推进。
Table 1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viewees

特征

选项

性别

年龄
（岁）

信教

受教育年限
（年）

样本数（人）

占比（%）

男

297

55.83
44.17

女

235

≤ 30

56

10.53

31~45

176

33.08

46~60

244

45.86

≥ 61

56

10.53

是

505

94.92

否

27

5.08

0

98

18.42

1~6

345

64.85

7~9

68

12.78

≥ 10

21

3.95

2.2 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中，由
于耕地地势不平整、农业劳动力相对充裕等原因，
仍然存在利用牲畜和人力的传统耕种方式。在农业
机械的使用方面，机械功率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农业耕种效率和生产规模，农业机械按照动力
大小分成小型农业机械和大中型农业机械 [23]。基于
此，本文中农户农业机械采纳使用行为具体界定为
三类，按照机械化程度分别是铁犁牛耕方式、小型
农业机械和大中型农业机械。
2）解释变量 1。市场参与从认知和收入两个方
面提升农户农业生产服务的购买行为，市场相关信
息的获取影响农户与市场衔接能力。在农业生产各
Table 2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农户农机采用行为
种子购买

市场
交换
解释变量 1
信息
获取

解释变量 2

非农
就业

控制变量

环节中，农户以购买或销售形式在产前、产中和产
后参与市场交换，可以反映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
能力和市场参与程度 [24]，文中采用是否购买种子、
是否出售青稞和是否出售青稞产成品 3 个指标衡量
农户市场交换参与情况。在市场信息获取方面，是
否了解市场行情和销售渠道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说
明了农户能否及时获得市场信息 [25]，到县城距离反
映了农户离信息源的距离和农业机械修理等市场化
服务的便利程度 [26]，本文采用是否了解市场价格、
获取市场信息难易程度和到县城距离 3 个变量反映
农户市场意识和信息获取能力。
3）解释变量 2。非农就业诱发了农户采用农业
机械动力替代人工劳动的动机 [27-28]，且非农就业获
得的工资性收入提高了农户农机采用的支付能力。
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充裕程度和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
决定了农户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投入及机械替代劳动
力程度，文中采用农户户主是否有兼业行为、收入
主要来源和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占家庭总人数比例
3 个指标测度非农就业情况与非农就业对农户农机
采用行为的影响。
4）控制变量。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影响农户
农业机械采纳使用行为 [29]，本文加入了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耕地面积 4 个表征农户个体及家
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以便更准确分析市场参与、非
农就业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影响。
相关变量详细说明及统计结果见表 2。
2.3 模型设定
本文以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为被解释变量，
研究农户市场参与、非农就业对农户农机采用行为
的影响。按照农户农业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程度高低

表 2 变量名称及赋值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铁犁牛耕 =1，小型农机 =2，大中型农机 =3

1.80

0.65

是 =1，否 =0

0.41

0.49

青稞出售

是 =1，否 =0

0.75

0.44

青稞加工品出售

是 =1，否 =0

0.02

0.14

了解市场价格

是 =1，否 =0

0.51

0.50

获取信息难易程度

非常难 =1，比较难 =2，一般 =3，比较容易 =4，非常容易 =5

2.97

0.63

到县城距离（km）

农户家庭到县城距离

35.07

24.11

兼业

是 =1，否 =0

0.31

0.46

收入主要来源

工资性收入 =1，非工资性收入 =0

0.62

0.48

非农劳动力比例

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 / 家庭总人数

0.23

0.17

性别

男 =1，女 =0

0.56

0.49

年龄（岁）

≤ 30=1，31~40=2，41~50 =3，51~60 =4，＞ 60 =5

3.04

1.18

受教育程度

文盲 =1，小学 =2，初中 =3，高中 =4，高中以上 =5

2.03

0.73

家庭耕地面（hm2）

≤ 0.67=1，0.68~1.33=2，1.34~2=3，2.01~2.67=4，＞ 2.67=5

2.20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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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档赋值，形成了三类离散数据，属于多分类
有序变量，需要建立多元排序选择模型来分析，故
本文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 [30]。具体形式为 ：
y*=Xβ+εi
（1）
*
式中 ：y 为无法观测的隐变量，X 为解释变量组成
的向量，β 代表系数向量，εi 是相互独立且服从正
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i=1，2，…，n。

y

1,
y*≤ γ1

*
2, γ1 y γ2
3, γ y* γ
2
3


（2）

式中 ：y 为实际可观测的农机采用行为，1 表示采
用铁犁牛耕方式，2 表示采用小型农业机械，3 表
示采用大型农业机械。设 εi 正态分布函数为 φ(x)，
则 y={1，2，3} 的概率分别为 ：

P ( yi = 1) = φ ( γ1 − X i β )
P ( yi = 2 ) = φ ( γ2 − X i β ) − φ ( γ1 − X i β )

（3）

P ( yi = 3) = φ ( γ3 − X i β ) − φ ( γ2 − X i β )

式中 ：γ1、γ2 和 γ3 是切点，为待估参数，在估计结
果中分别为 cut1 和 cut2，φ(x) 为标准累积正态分布
Table 3
变量
兼业
出售青稞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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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函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分析
农业机械化和生物技术是农业发展的两大“技
术革命”
，决定了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激发和引导农户合理采纳使用农业机械是农业快速
增长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关键。在被调查的 532 个样
本中，175 户被调查农户表示采用铁犁牛耕的方式
进行农田耕作，357 户被调查农户表示使用农业机
械进行耕作，其中，287 户使用小型农机，70 户使
用大中型农机（表 3）
。超过三成比例农户采用铁犁
牛耕的传统耕作方式，且大中型农机采用不足，表
明西部欠发达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严重滞后，劳动
生产率水平较低。从样本农户类型来看，87.73%
有兼业行为农户采用农机耕种，而无兼业行为农
户只有 57.99%，73.55% 有青稞销售行为农户在农
业耕作中使用农机，而无青稞销售行为农户只有
48.15%，兼业、有青稞销售行为的农户因其较高的
收入水平和较强的劳动替代需求，农机采用行为更
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非农就业和市场参与对农
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表 3 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doption behaviors of farmers
铁犁牛耕

小型农机

占比（%）

是

20

12.27

104

63.80

39

否

155

42.01

183

49.59

31

8.40

是

105

26.45

232

58.44

60

15.11

否

70

51.85

55

40.74

10

7.41

175

32.89

287

53.95

70

13.16

3.2 市场参与、非农就业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
的影响
根据变量设置和模型选择，本文采用 Stata15
软件进行市场参与、非农就业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
行为影响多元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总体而言，模
型估计效果良好，Prob>chi2 均为 0.000 0，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表 4）
，说明模型设定较为合理，总体
拟合效果较好。在控制个体特征变量后，单独引入
市场参与类变量对农户农机采用行为进行回归（模
型 1）
，单独引入非农就业类变量对农户农机采用行
为进行回归（模型 2）
，同时引入市场参与类变量和
非农就业类变量对农户农机采用行为回归（模型 3）
。
比较 3 个模型结果，各变量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基本
一致，说明自变量之间基本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且

样本（例）

大中型农机

样本（例）

占比（%）

样本（例）

占比（%）
23.93

模型估计结果稳定。
1）市场交换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影响。
是否出售青稞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业生产过程中机
械采用行为，具有农产品销售行为的农户更倾向于
采用机械替代劳动力，且在农机选择行为上采用大
中型农机的概率更高。销售农产品的农户在与市场
密切接触过程中具备了较强的市场意识，激发了农
户采用农业机械的主观意愿 ；同时，销售农产品的
获利增加了农户生产投资的可能性，提高了农户采
用农业机械的客观需求。种子来源是外购还是自留
和是否出售青稞加工品两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可能是因为销售青稞加工品农户的比例较低，
绝大多数农户仍处于农产品产业链的上游，从回归
系数来看，两者均正向影响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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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变量名称

表 4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benchmark model

模型 1
系数

模型 2
标准误

系数

模型 3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种子购买

0.027 1

0.112 5

0.042 2

0.115 2

青稞出售

0.445 7***

0.136 1

0.432 7***

0.139 3

青稞加工品出售

0.420 2

0.350 1

0.230 1

0.354 6

了解市场价格

0.095 7*

0.119 7

0.087 3*

0.124 7

获取信息难易程度
到县城距离

0.392 1***

0.088 5

0.371 1***

0.091 4

-0.009 2***

0.002 4

-0.007 4***

0.002 4

兼业

0.919 4***

0.122 7

0.808 3***

0.127 1

收入主要来源

0.216 7*

0.122 4

0.320 3**

0.129 7

非农劳动力比例

0.463 7

0.305 7

0.498 6

0.326 3

性别

0.132 3

0.108 6

0.013 7

0.110 1

0.092 1

0.115 3

年龄

0.197 9***

0.048 9

0.178 2***

0.049 1

0.216 8***

0.051 6

受教育程度

0.376 5***

0.077 9

0.285 3***

0.073 5

0.309 6***

0.079 6

家庭耕地面积

0.190 1***

0.052 9

0.139 6***

0.051 3

0.167 8***

0.054 9

cut1

1.596 1

0.374 1

0.582 7

0.276 1

1.683 4

0.399 3

cut2

3.362 1

0.392 7

2.332 7

0.290 2

3.552 7

0.419 5

Log likelihood

-438.66

-455.64

93.95

99.95

140.77

Prob>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Pseudo R2

0.096 7

0.098 8

0.144 9

LR chi2

-415.25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统计显著（下同）
。

农户参与农产品供应链环节的市场交换，尤其是农
产品销售环节，提高了市场意识，增加了农户收入
水平，促进了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
2）信息获取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影响。
是否了解市场价格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业机械采用
行为，了解农产品价格的农户更倾向于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采用各类农机，关注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农户
能够及时捕捉市场信息，更容易接触和接受新事物，
利于农业机械化的推进。获取信息难易程度在 1%
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表明
获取信息越容易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农业机械进行
田间耕作，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市场信息的通畅
可以提高农户农机采用行为。到县城距离在 1% 水
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距离县
城较近的农户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农业机械概率高于
距离较远的农户，农户家庭住址距离县城较近，一
方面从交通方面为农户市场化服务带来便捷，另一
方面也提高了农户市场信息获取渠道通畅度。
3）非农就业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影响。
农户是否兼业在 1% 水平上显著影响农业机械采用
行为，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有兼业行为的农户更
倾向于使用农业机械替代人工，且在农机选择上采
用大中型农机概率高于小型农机。兼业化生产方式
的农户使用农业机械可以缩短田间劳作时间，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有效释放劳动力，从而有更多时间
从事非农业工作以获取较高的工资性收入。农户收
入主要来源在 1% 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使用农
业机械行为，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的农户家
庭农业机械化水平高于非工资性收入家庭，较高的务
工收入在替代需求和支付能力两个方面提高了农户
农机采用行为。非农劳动力比例变量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但从回归系数可以判断，家庭非农劳动力
比例与农户农业机械使用行为正相关，非农劳动力
比例越高的家庭农业机械采用行为倾向越强，劳动
力转移对农户农业生产中使用农机行为有促进作用。
4）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控制变量方面，年龄、
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耕地面积在 1% 水平上显著正向
影响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年龄越大、受教育程
度越高和家庭耕地面积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采用农
业机械进行耕作，年龄较大农户可能存在体力上的
不足而更愿意使用机械替代，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
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较强可以正确操作和简单维修
农业机械，较大经营规模农户需要使用农业机械提
高耕作效率。性别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回
归系数的方向看，男性采用农业机械行为倾向高于
女性。
3.3 市场参与、非农就业与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
为进一步分析市场参与、非农就业与农户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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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采用行为的关系，选取是否出售青稞变量表征
农户市场参与行为、是否兼业表征农户非农就业行
为，并引入市场参与和非农就业的交叉项，分别进
行多元 Probit 模型回归，分析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表 5）
，市场交换在 1% 水平
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表明农户
在参与市场交换过程中，增加农产品增值获利，提
高农业收入，收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农
Table 5
变量名称

业耕作中农机使用行为。市场交换与非农就业交叉
项在 1% 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
为，表明非农就业在市场参与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
行为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参与市场交换的农
户信息来源渠道更广、市场意识更强烈，劳动力转
移途径更多，非农就业率更高，进而从劳动力替代
的角度增加了对农业机械的需求，提升农户在农业
耕作中农业机械的采用。

表 5 交互效应回归结果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模型 4

模型 5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青稞出售

0.506 3***

0.122 9

1.573 2***

0.372 4

兼业

0.842 1***

0.116 7

2.343 8***

0.507 7

0.834 9***

0.274 2

性别

0.006 9

0.106 8

0.006 8

0.107 3

年龄

0.200 3***

0.047 9

0.199 7***

0.048 1

受教育程度

0.245 7***

0.074 3

0.254 8***

0.074 6

家庭耕地面积

0.165 3***

0.049 2

0.180 1***

0.049 6

cut1

2.222 4

0.353 2

4.115 3

0.719 3

cut2

4.000 8

0.376 1

5.909 4

0.736 5

青稞出售 × 兼业

Log likelihood

-449.91

LR chi2

111.43

-445.24
120.76

Prob>chi2

0.000 0

0.000 0

Pseudo R2

0.110 2

0.119 4

3.4 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为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进一
步使用 Logit 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与 Probit 模型
类似，Logit 模型常被用于因变量为离散变量时的模
型估计，但 Logit 模型逻辑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有
解析表达式，当样本量足够大时，两者的分布则趋
于相近。同时，将因变量“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
由三分变量缩减为“是否采用农业机械”的二分虚
拟变量，并使用 Logit 模型对实证结果的稳定性进
行检验。估计结果显示，市场交换、信息获取和非
农就业 3 个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结果的作用方向和显
著性与有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 6）
，
表明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4 结论与建议

Table 6

表 6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Logit model
系数

标准误

种子购买

变量名称

1.311 3***

0.249 2

青稞出售

0.702 4**

0.281 2

青稞加工品出售

0.185 7

0.717 1

了解市场价格

0.454 8*

0.278 5

获取信息难易程度
到县城距离

0.401 7**

0.201 5

-0.009 2*

0.005 3

兼业

1.819 9***

0.308 9

收入主要来源

0.842 7***

0.286 8

非农劳动力比例

0.764 7

0.740 5

性别

0.259 7

0.252 6

年龄

0.390 6***

0.111 6

受教育程度

0.667 8***

0.196 1

家庭耕地面积

0.316 4***

0.113 5

常数项

1.783 3**

Log likelihood

0.885 5
-229.93

4.1 结论

LR chi2

167.02

研究表明，市场参与正向影响农户农业机械采
用行为，销售农产品、了解市场价格、获取信息较
容易、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更倾向于
使用各类农机。参与农产品供应链的农户在市场交
换中获得了部分剩余价值，发挥了比较优势，收入
得到增加，从而提升农户在耕种过程中机械化的动

Prob>chi2

0.000 0

Pseudo R2

0.266 4

力。获取市场信息较容易的农户能更及时了解农产
品市场价格，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促进农户对先
进技术的了解和采用，增加农户农机使用行为。
非农就业正向影响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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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业行为、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的农户在农
业生产中使用各类农机的概率越大。工业化和城镇
化催生了农户兼业化生产方式，兼业农户农业劳动
的机会成本较高，因而更愿意使用农机替代田间劳
动，以释放更多时间从事非农业工作。较高的务工
收入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服务和农业机械购买能力，
农户收入增加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推进。
非农就业在市场参与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
的影响中有正向调节作用。农户通过销售农产品等
市场活动获得了经济发展利好，激发农业劳动力流
动以寻求非农业工作的动机，增加农户非农就业行
为。了解农产品价格等市场信息的农户更接近信息
源，较为及时地分享到各类就业信息，提高了劳动
力转移的可能性。此外，农户在参与市场交换和探
寻市场信息过程中，扩大了熟人圈子，
“熟人社会”
机制也为农户提供了更多非农就业机会，促进了更
多劳动力非农转移，增加了农户耕作过程中劳动力
替代性的农机采用行为。
4.2 建议
1）提高农户市场参与程度，推动农业机械化
水平提升。增加农村市场信息服务，完善信息发布
渠道和方式，提高农户获取市场信息的便捷程度，
拉近农户与市场的距离，为小农户融入大市场创造
条件。构建农村市场交易平台，引导农户参与农产
品供应链的产品交换，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培养
小农户市场意识，提高农户市场能力，参与市场交
换和社会服务交换，融入并延伸农业产业链，与现
代农业有机衔接，分享农产品剩余价值，提高农户
农业机械使用行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促进非农就业，激发农户农业机械采用的
内生需求。积极开展非农就业培训，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以实用性强、培训期短的就业技能为主，切
实提高农户非农就业能力。搭建信息发布平台，帮
助农户对接市场及用工单位，确保用工招聘信息发
布及时和渠道通畅，有条件、有能力转移劳动力的
农户实现非农就业，减少农村“隐性失业”人口，
增加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促进农户农机
采用行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3）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推进农户参与市场交
换和转移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搭建
农村市场交易信息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平台，促进农
户了解市场信息、参与市场交易、实现剩余劳动力
转移。加大乡村能人队伍建设，鼓励能人返乡创业
以及能人治村行为，发挥地缘关系优势和带动示范
作用，吸纳周边剩余劳动力，发展现代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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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业产业经营收入，促进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
生产中的运用，全面提升现代化大农业建设水平。
参考文献 ：
[1]

焦长权 , 董磊明 . 从“过密化”到“机械化”: 中国农业机械
化革命的历程、动力和影响 (1980—2015 年 )[J]. 管理世界 ,
2018, 34(10): 173-190.
Jiao C Q, Dong L M. From “over-densification” to
“mechanization”: The process, motivat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revolution (1980-2015)[J].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10): 173-190.

[2] 隋福民 . 市场发育、非农就业和农户的选择 : 20 世纪 30-40 年
代保定农村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 2018, 53(7): 167-181.
Sui F M. Market developmen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rural households’ choices: Evidence from Baoding’s countryside
in the 1930s and 1940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8,
53(7): 167-181.
[3] 彭继权 , 吴海涛 , 谭昶 , 等 . 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户市场化程
度的影响——基于人均基本需求农地的门限效应分析 [J]. 中
国农业大学学报 , 2019, 24(7): 167-180.
Peng J Q, Wu H T, Tan C, et al.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level on farmers’ marketization: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agricultural land based on per capita basic needs[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9, 24(7): 167-180.
[4] 盖庆恩 , 朱喜 , 史清华 . 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 [J].
经济学 ( 季刊 ), 2014, 13(3): 1147-1170.
Gai Q E, Zhu X, Shi Q H. Labor’s migration and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4,
13(3): 1147-1170.
[5] 周振 , 马庆超 , 孔祥智 . 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
量化研究 [J]. 农业技术经济 , 2016(2): 52-62.
Zhou Z, Ma Q C, Kong X Z.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o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6(2): 52-62.
[6] 周晓时 . 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机械化进程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7, 16(03): 49-57.
Zhou X S. Labor 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16(3): 49-57.
[7] 林善浪 , 叶炜 , 张丽华 . 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发
展吗 ?——基于改进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分析 [J]. 农业技术
经济 , 2017(7): 4-17.
Lin S L, Ye W, Zhang L H. Did rural labor selective transfer
enhance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Analysis based on Modified
Translog Cost Function[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7(7): 4-17.
[8] 乔俊果 . 市场化进程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关系研究 : 19832009[J]. 农业技术经济 , 2011(10): 54-62.
Qiao J 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oriented process and
non-farm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in 1983-2009[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1(10): 54-62.
[9] 常素欣 . 市场潜能、非农就业密度与区域工资差异 [J]. 商业研
究 , 2016(9): 149-158.
Chang S X. Market potential,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density and regional wage difference[J]. Commercial Research,

第3期

朱桂丽等：市场参与、非农就业与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基于西藏 532 户青稞种植户的调查

2016(9): 149-158.
[10] 舒尔茨 . 改造传统农业 [M]. 梁小民 ,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06.
Schultz T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11] 林毅夫 , 沈明高 . 我国农业技术变迁的一般经验和政策含义 [J].

9

Economy and Society, 1988(3): 31-33.
[21] Ji Y Q, Yu X H, Zhong F N. Machinery investment decision and
off-farm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1): 71-80
[22] 冯彩莉 , 张晓红 . 中国共产党认同 : 青海藏区社会变迁进程中
的乡村治理 [J]. 青海社会科学 , 2017(6): 38-44.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 1990(2): 10-18.

Feng C L, Zhang X H. Identification of china communist party:

Lin Y F, Shen M G. General experi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in Tibetan area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hange in China[J].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1990(2): 10-18.
[12] 周振 , 张琛 , 彭超 , 等 . 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 : 来自农机具

of Qinghai Province[J]. Qinghai Social Sciences, 2017(6): 38-44.
[23] 姜长云 , 郑秋芬 . 农户分化对农机服务使用与需求的影响及启
示 [J]. 全球化 , 2015(12): 94-106, 124.

购置补贴政策的证据 [J]. 中国农村经济 , 2016(2): 68-82.

Jiang C Y, Zheng Q F. Influence of rural-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Zhou Z, Zhang C, Peng C, et al.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on usage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ervices and

farmers’ income: Evidence from China’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ts enlightments[J]. Globalization, 2015(12): 94-106, 124.

subsidization policy[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6(2): 68-82.
[13] 曹阳 , 王春超 . 中国小农市场化 : 理论与计量研究 [J]. 华中师

[24] 张童朝 , 颜廷武 , 何可 , 等 . 基于市场参与维度的农户多维贫
困测量研究——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 48(6): 39-47.

学报 , 2016(3): 38-45, 159.

Cao Y, Wang C C. The marketization of small peasant household:

Zhang T C, Yan T W, He K, et al.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eory and quantitative study[J].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measurement of the farmers in contiguous poor areas: Based o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9, 48(6): 39-47.

the extended AF method[J].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14] 石晓平 , 曲福田 , Nico H, 等 . 农村市场发育与村庄经济研究 [J].
中国农村观察 , 2004(1): 44-55, 81.

Economics and Law, 2016(3): 38-45, 159.
[25] 宋金田 , 祁春节 . 交易成本对农户农产品销售方式选择的

Shi X P, Qu F T, Nico H, et al. Rur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影 响 —— 基 于 对 柑 橘 种 植 农 户 的 调 查 [J]. 中 国 农 村 观 察 ,

village economies approach[J]. China Rural Survey, 2004(1): 44-

2011(5): 33-44, 96.

55, 81.

Song J T, Qi C J. The impact of transaction costs on rural

[15] 高珊 , 黄贤金 . 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 : 以沪苏皖
农户调查为例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2012, 21(7): 816-820.
Gao S, Huang X J. Influence of rural marketization on farmers’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hanghai

households’ selection of marketing model of agriculture
products—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planting
citrus[J]. China Rural Survey, 2011(5): 33-44, 96.
[26] 董欢 . 农业机械化的微观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农

city, Jiangsu and Anhui province[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户禀赋及种植环节的实证分析 [J]. 农村经济 , 2015(7): 85-90.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2, 21(7): 816-820.

Dong H. Microcosmic behavior selection of agricultural

[16] 高珊 , 黄贤金 , 钟太洋 , 等 . 农业市场化对农户种植效益的

mechaniz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影响 : 基于沪苏皖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J]. 地理研究 , 2013,

based on endowment and planting links of farmers[J]. Rural

32(6): 1103-1112.

Economy, 2015(7): 85-90.

Gao S, Huang X J, Zhong T Y, et al.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27] 杨思雨 , 蔡海龙 .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小规模农户劳动力转移的

mechanization on farmers’ planting benefit[J]. Geographical

影响研究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 2020, 41(3): 417-425.

Research, 2013, 32(6): 1103-1112.

Yang S Y, Cai H L. The impacts of socialized service of

[17] 章元 , 万广华 , 刘修岩 , 等 . 参与市场与农村贫困 : 一个微观
分析的视角 [J]. 世界经济 , 2009, 32(9): 3-14.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n labor transfer from small-scale farm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0, 41(3): 417-425.

Zhang Y, Wan G H, Liu X Y, et al. Market transaction and rural

[28] Wang X B, Yamauchi F, Huang J K. Rising wages, mechanization,

poverty: An empiric study from micro perspective[J]. The Journal

and the substitu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Evidence from

of World Economy, 2009, 32(9): 3-14.

small scale farm system in Chi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8] 侯建昀 , 霍学喜 . 信息化能促进农户的市场参与吗？——来自
中国苹果主产区的微观证据 [J]. 财经研究 , 2017, 43(1): 134-144.

2016, 47(3): 309-317.
[29] 扶桑 . 农户农业机械采纳应用的影响因素与激励分析 [J]. 农村

Hou J Y, Huo X X. Can informatization improve farmers’ market

经济 , 2019(9): 102-109.

participation? Micro evidence from main apple production areas

Fu S.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centives of the

in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7, 43(1): 134-144.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J]. Rural Economy, 2019(9):

[19] 张永丽 , 张佩 . 农户市场参与的脱贫效应 [J]. 干旱区资源与环
境 , 2018, 32(6): 25-30.

102-109.
[30] 陈强 .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 [M].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

Zhang Y L, Zhang P. The effect of farmers’ market participation

社 , 2014.

on poverty alleviation[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Chen Q. Advanced Econometrics and Stata applications[M].

Environment, 2018, 32(6): 25-30.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4.

[20] 林毅夫 . 小农与经济理性 [J]. 农村经济与社会 , 1988(3): 31-33.
Lin Y F. Small farmers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J]. Rural

（责任编辑 ：童成立）

10

农业现代化研究

第 42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