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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杨月坤 *，查椰
（常州大学商学院，江苏 常州 213159）
摘 要：农业科技人才培训，不仅事关农业科技人才的职业发展，而且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基于计划
行为理论，以河南省为例，利用农业科技人才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意愿
和行为，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意愿和培训行为的积极性一般，其均值分别为 3.20
和 3.08。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意愿对参与培训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
对农业科技人才的参与培训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行为态度对参与培训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知觉行
为控制，主观规范的影响最小；参与培训意愿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培训行为的影响中起中
介作用。因此，建议政府从注重政策引导、营造培训氛围；关注培训需求、促进职业发展；加大经费投入、完
善体制机制等方面提高农业科技人才的参与培训意愿，引导农业科技人才积极参与培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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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i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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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Business,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Jiangsu 213159,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ining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but also affects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a survey data of 326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from Henan Province and
apply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ining b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willingness and
enthusiasm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are not very high, and the average
values are 3.20 and 3.08 respectively. The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participating behaviors. The attitudes toward the behavior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Among them, the attitudes toward the behaviors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followed by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subjective norms
have the least significant impact.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ha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attitudes toward the behavior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on training behavior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olicy guidance, create a training atmosphere, pay attention to training needs,
promo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crease investment,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and guid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behavior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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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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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业
科技人才是人才振兴的关键。根据《农村实用人才
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
》对农业科技人才的界定，结合乡村振兴的现
实需求，
“农业科技人才”是指具备一定的知识或
技能，对农业科技及生产实践活动作出贡献的人员，
主要包括农业科研人才与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人才。
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农业科技的赋能，这对我国农
业科技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通过培训
打造一支懂技术、善管理和会经营的农业科技人才
队伍，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水平，更是为
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科技动力，也是带动农民增产
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然而，当前
农业科技人才培训中存在的培训需求脱节、培训方
式单一、培训内容不合理、分类培训不足、培训效
果评估不科学、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我
国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培训效果
也不佳 [1]。因此，深入探究我国农业科技人才参与
培训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破解人才瓶颈制约，强化乡村人才支撑，必须把人
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众所周知，培训是人力
资本开发与增值的重要法宝 [2]，而参与培训意愿的
强弱直接影响培训的行为与效果 [3]。针对农业科技
人才培训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偏重于培训内容 [4]、
培训问题及对策 [5]、国外成功培训模式经验 [6] 等方
面的定性研究，如 Baloch 和 Thapa [7] 通过研究农业
科技人才在巴基斯坦椰枣推广过程中出现的专业性
缺乏、服务质量低和培训课程不合理等问题，提出
要对农业科技人才展开针对性培训、优化培训课程
等对策 ；周冬妮 [8] 根据我国农业国际合作的发展趋
势强调对农业科技人才开展英语培训的重要性 ；涂
华锦等 [9] 从需求侧与供给侧层面分析了河源市科技
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困境，基于帕累托理论提出了
重视人才开发、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推进项目建设
发展等对策 ；王珩等 [10] 针对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
才培训中存在的数量不足、活力缺乏、时间不够和
资金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建立农业科技推广人才的四
定管理、专岗专责和激励约束机制等对策 ；韩军 [11]
从国际视角出发，在分析美国、日本、印度等典型
国家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培训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
创新人才培训模式、完善法律法规和开展多元化培
训等措施。而在参与培训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12]

中，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特征 、培训特征 [13]
和环境特征 [14] 等方面，如黄平芳等 [15] 通过构建
Logistic 模型分析得出年龄、文化程度、培训时间
地点和培训费用是农户参与旅游创业培训的影响因
素 ；杨晶等 [16] 通过江西省的调研数据，利用交叉
表和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分析得出性别、文化程
度、婚姻状况和培训时间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
业培训具有显著的影响 ；邹晓娟等 [17] 以江西省大
中型水库移民为研究对象，利用 PCA 和 PLS 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他人对培训经历的评价、培训资
源是否分配公平和政府资金投入多少等是其参与教
育培训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综上，国内外关于农业科技人才培训的研究大
多局限于定性分析，且很少从农业科技人才的主观
认知层面进行研究 ；而关于参与培训行为影响因素
的研究，国内学者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农户、新型职
业农民、新生代农民工等，且研究的前提假设多以
研究对象基于客观现实层面进行行为决策为主。然
而，农业科技人才是否做出参与培训行为的决策不
仅受客观条件的影响，也与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
形成的主观认知有关。鉴于此，本文基于计划行为
理论，以河南省为例，利用农业科技人才调查数据，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意
愿和行为，探讨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乡村振兴背景
下农业科技人才培训工作更好地开展提供对策与
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计划行为理论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
是社会心理学中研究个体行为关系的较为成熟的
理论，由 Fishbein 和 Ajzen [18] 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基础上发展而来。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愿是影响个人是否产生
某种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又
是影响行为意愿的两个因素。由于理性行为理论的
局限性，Ajzen [19] 在理性行为理论中增添了知觉行
为控制变量，形成了计划行为理论。随后，该理论
在各行为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如消费者分享
行为研究 [20]、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 [21]、
承包人履约行为研究 [22-23] 等。概括起来，计划行为
理论认为行为意愿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
为控制的影响，行为意愿决定个体行为 [24]。
农业科技人才是否参与培训包含产生培训意愿
和实施培训行为两个过程，取决于行为态度、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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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
背景下，农业科技人才的参与培训行为必然会受到
该背景现有效应和预期效应的影响。比如，在认识
和感受到乡村振兴对人力资本的迫切需求后，农业
科技人才对参与培训持乐观和积极态度 ；家人的支
持、领导的鼓励、同事的激励和朋友的勉励等将对
其参与培训起较大程度的推动作用。
1.2 研究假设
1）行为态度。表示农业科技人才对参与培训
这种行为会带来哪些有利或不利结果的主观想法。
行为态度主要分为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 [25]。经济理
性是指当农业科技人才预期参与培训带来的职业发
展、收入待遇的提升等物质收益大于成本时，便会
有积极参与的态度 ；价值理性是指当农业科技人才
认为参与培训能实现自我价值时，便会提高其参与
培训的意愿。因此，行为态度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科
技人才参与培训的意愿，农业科技人才的行为态度
越积极，参与培训的意愿越高。
2）主观规范。表示农业科技人才在决定是否
参与培训时所感受到的来自于社会的压力。主观规
范主要分为示范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 [26]。示范性规
范主要来自于身边的家人、朋友和同事等。缺乏培
训经历的农业科技人才往往倾向于向周围重要的人
员询问参与培训的感受与评价 [27]，当家人与朋友支
持，或周围的同事积极参与培训且获得较大收益时，
会对其形成有效的激励，大大增强其参与培训的意
愿 ；指令性规范主要来源于领导对其参与培训行为
与成果的期待以及政府对相关培训政策的宣传，当
政府与领导大力鼓励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时，农
业科技人才会出于尊重与服从而产生压力，进而转
化为想要参与培训的意愿。因此，主观规范显著正
向影响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的意愿，农业科技人
才感知到的主观规范越明显，参与培训的意愿越高。
3）知觉行为控制。表示农业科技人才通过所预
期的促进或阻碍因素对参与培训行为难易程度进行
的判断 [28]。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分为自我效能和控制
信念 [29]。自我效能是指农业科技人才对于是否能完
成培训而对自身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所进行的主
观判断，当农业科技人才认为自身有足够能力完成
培训任务时，其内心也更愿意参与培训 ；控制信念
是指农业科技人才感知到的其掌握的资源和机会、
资金条件、时间费用成本等外部因素对其参与培训
行为的影响程度，当农业科技人才能够快速获得所
需的资源条件，较好地控制培训进展与结果时，其
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便大大提高。因此，知觉行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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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意愿，农业
科技人才知觉行为控制越强，参与培训的意愿越高。
4）参与培训意愿。表示农业科技人才愿意参
与培训的动机以及愿意为此付出的努力程度。依据
计划行为理论，个体的行为意愿越强烈，其实施行
为的可能性越大。大量研究表明，行为意愿能正向
促进行为的产生 [30-31]。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是一
个有意识、有计划的行为，其参与培训的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越积极，其参与培训的主
观意愿越强烈，越易激发其参与培训行为。因此，
参与培训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参与培训行为且在行为
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培训行为的影响
中起中介作用。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农业科技人才
参与培训行为理论模型（图 1）
。

行为态度
参与培训意愿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参与培训行为

图 1 理论模型
Fig. 1 Theoretical model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河南省地跨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四大流
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中原粮仓。河南省粮
食产量连续 14 年超 500 亿 kg，2019 年河南省粮食
总产量为 669.5 亿 kg，约占全国总产量（6.64 亿 t）
的 1/10。与其他一些省份相比，河南省农业科技化
水平提高明显，其农业领域的科技获奖率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尤其在农作物新品种研发、农作物遗
传育种等关键技术方面存在显著技术优势。近年来，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河南省不断加强智慧农业
平台建设，积极推动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加速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
本研究选择河南省作为调研对象。
调研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依据农业科技
人才参与培训情况选取样本市 ；其次，在每个样本
市选取 1~3 个县（区）随机抽取农业科技人才作为
调查对象。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课题组采取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于
2019 年 5 月—7 月对郑州、商丘、开封和洛阳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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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市进行了调研。调查共收回问卷 343 份，剔除
数据空缺和矛盾的无效问卷 17 份，最终获得有效
问卷 326 份，问卷有效率为 95.04%。总体而言，有
效样本的受访者大部分为男性农业科技人才，占
比达到了 65.34% ；年龄以 31~39 岁和 40~49 岁为
主，分别占 30.06% 与 35.28%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
41.41% 的受访者为大专学历，而硕士及以上的高学
历者仅占 6.75% ；拥有初级及以下职称的受访者相
对较多，占比为 40.8%；
此外，绝大多数受访者已婚，
占比为 81.29%（表 1）
。
2.2 变量测量

Table 1
划分标准
性别

年龄（岁）

受教育程度

在设计量表时，本文首先采用访谈法进行调研。
访谈问题主要包括 ：
“您为何想要参与培训？”
“在
参 与 培 训 中， 有 哪 些 因 素 促 进 或 阻 碍 您 实 现 目
标？”
“根据之前的培训经历，您有哪些反馈或
建 议？” 等。 其 次， 借 鉴 Bandura [32]、Fishbein 和
Stasson [33] 等学者的量表对问卷题项进行设计，并结
合访谈内容，对变量进行改编与拓展，确定了影响
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行为的 5 个潜变量 26 个观
察变量（表 2）
。在对问卷的预调研中，对题项进行

职称

婚姻状况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类别

样本量（个）

比例（%）

男

213

65.34

女

113

34.66

≤ 30

50

15.34

31~39

98

30.06

40~49

115

35.28

≥ 50

63

19.32

中专及以下

76

23.31

大专

135

41.41

本科

93

28.53

硕士及以上

22

6.75

初级及以下

133

40.80

中级

127

38.96

高级

66

20.24

已婚

265

81.29

未婚

61

18.71

探索性因子分析，剔除因子载荷系数小于 0.5 的题
项（A6、S5、P4、P8）
，最终确定了 22 个题项的正
[34]
式问卷 。问卷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计分法，由非
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和非常同

表 2 变量含义
Table 2 Variable deﬁnitions
潜变量

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参与培训意愿

参与培训行为

观察变量

变量符号

获取更多知识

A1

参与培训可以使我获取更多业务知识

测量题项

提升自身能力

A2

参与培训可以提升我的工作能力

改进工作绩效

A3

参与培训可以改进我的工作绩效

结识更多同行

A4

参与培训可以使我结识到更多同行

促进职业发展

A5

参与培训可以促进我的职业发展

实现自我价值

A6

参与培训可以实现自我价值

家人支持

S1

我的家人支持我参加培训

同事激励

S2

同事参加培训的激情激发我参加培训

领导鼓励

S3

我的领导鼓励我参加培训

朋友勉励

S4

周围朋友勉励我参加培训

政府宣传

S5

政府的宣传鼓舞我参加培训

培训时间

P1

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参加培训

培训费用

P2

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培训所需的费用

知识储备

P3

较好的知识储备有利于我掌握培训的内容

技术手段

P4

相关技术手段的支持使我有能力参加培训

资格条件

P5

我已达到参加相关培训的资格条件

培训氛围

P6

良好的培训氛围有利于我和同行的学习交流

培训信息

P7

易得的培训信息使我获得更多的培训机会

培训讲师

P8

专业培训讲师的指导有利于我轻松地学习

政策引导

P9

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提振我参加培训的信心

培训动机

I1

我有参加培训的需要

培训机会

I2

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参加培训

未来期待

I3

我对培训充满期待

关注培训信息

B1

经常关注相关的培训信息

提交培训申请

B2

近五年来，我多次提交参加培训申请

参加培训活动

B3

近五年来，我多次参加各种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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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5 个选项组成，依次赋值为 1、2、3、4 和 5。
2.3 模型构建
为研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
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意愿和参与培训行为之间的
具体影响关系，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 进 行 分 析。SEM 模 型 是 一
种将影响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相结合的多元统计技
术，相较一些传统的分析技术而言，结构方程模型
能够具体分析潜变量与潜变量、潜变量与观察变量
之间的影响关系 [35]。结构方程模型可分为测量模型
与结构模型。
测量模型反映观察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线性关
系，测量模型的方程式为 ：
（1）

Y = Λy η + ε

（2）

式中 ：ξ 表示外生潜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
知觉行为控制）
，η 表示内生潜变量（参与培训意
愿）
，X、Y 分别表示 ξ 与 η 的观察变量（家人、同
事等）
，Λx 表示 X 与 ξ 之间的因子荷载矩阵，Λy 表
Y
示 与 η 之间的因子荷载矩阵，δ 和 ε 则分别表示
X 与 Y 的测量误差。
结构模型反映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线性关
系，结构模型的方程式为 ：

η = βη + Γξ + ζ

（3）

式中 ：β 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Г 表示
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影响的路径系数，ζ 表示
残差项。
2.4 模型检验方法
为了检验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运用
SPSS23.0 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通过各
相关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与 Cronbach’s α 系数检
验数据的信度，通过标准因子载荷系数与平均方差
提取量来检验数据的收敛效度，采用 KMO 值检验
数据的结构效度。为检验模型中变量的相关关系，
运用 SPSS 23.0 软件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 Pearson 相
关性检验。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可行性，运用
AMOS 21.0 软件，分别采用绝对适配度指标 x2/df、
RMR、RMSEA、GFI、AGFI 指数，增值适配度指
标的 NFI、NFI、TLI、CFI 指数和简约适配度指标
的 PGFI、PNFI 指数来进行适配度检验。进一步分
析参与培训意愿的中介效应，根据 Hayes [36] 的建议，
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将置信
区间设为 95%，重复随机抽样 5 000 次进行分析。

5

3 结果与分析
3.1 培训行为与培训意愿分析
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行为的三个测量题项的
平均值加总求平均值得到参与培训行为的总体平均
值为 3.080（表 3）
，表明农业科技人才关注培训信
息、提交培训申请、参加培训活动的积极性较为一
般。农业科技人才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
为控制和参与培训意愿的总体平均值分别为 3.096、
3.095、3.110 和 3.203（表 3）
，表明农业科技人才的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较为一般，参
与培训意愿也较为一般。究其原因，虽然当前国家
出台了与农业科技人才相关的支持政策，但部分调
研地区仍存在培训政策宣传落实不到位，培训过程
缺乏监督，培训内容缩水等问题，再加上培训收益
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行为
的意愿与行为积极性受到较大影响。因此，需要进
一步激发其参与培训的热情与意愿。
3.2 模型检验分析
信效度分析结果显示（表 4）
，各相关因子的
累计方差贡献率都大于 50%，问卷总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892， 各 潜 变 量 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在
0.764~0.858 之间，且组合信度（CR）在 0.849~0.904
之间，大于 0.7 的可接受标准，表明数据信度较高；
对于效度，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在 0.542~0.703
之间，大于 0.5 的可接受标准，表明数据的收敛效
度较好，KMO 值在 0.700~0.897 之间，均大于 0.7，
表明数据的结构效度较好。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
显示（表 5）
，变量之间相关性显著，为假设检验提
供了初步依据。适配度检验结果显示（表 6）
，所有
适配指标值都达到了模型的评价标准，可得出模型
的拟合效果较好。
3.3 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 AMOS21.0 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
计。结果表明，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的意愿会受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参与
培训意愿正向显著影响参与培训行为（表 7）
。
1）行为态度对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意愿产
生显著正向影响。在行为态度这一潜变量的 5 个观
察变量中，促进职业发展、改进工作绩效和提升自
身能力的标准化载荷系数较大，分别为 0.808、0.740
和 0.723。而结识更多同行的标准载荷系数仅为
0.656，相对其他观察变量而言对农业科技人才参
与培训意愿的影响最小。由此表明，农业科技人才
在考虑是否参与培训时更多关注的是个人职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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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潜变量

行为态度

观察变量

变量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获取更多知识

A1

3.13

1.059

提升自身能力

A2

3.02

1.105

改进工作绩效

A3

2.97

1.071

结识更多同行

A4

3.17

1.025

促进职业发展

A5

3.19

1.171

家人支持

S1

3.06

1.046

同事激励

S2

3.04

0.990

领导鼓励

S3

3.10

1.004

朋友勉励

S4

3.18

0.888

培训时间

P1

3.10

0.973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培训费用

P2

3.13

1.055

知识储备

P3

3.10

0.972

资格条件

P5

3.23

1.081

培训氛围

P6

3.06

0.947

培训信息

P7

3.02

0.969

政策引导

P9

3.13

1.074

培训动机

I1

3.27

1.099

培训机会

I2

3.16

1.040

未来期待

I3

3.18

1.094

关注培训信息

B1

3.05

0.888

提交培训申请

B2

3.11

0.905

参加培训活动

B3

3.08

0.850

参与培训意愿

参与培训行为

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Table 4
变量

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参与培训意愿

参与培训行为

题项

因子载荷

A1

0.763

A2

0.786

A3

0.796

A4

0.741

A5

0.842

S1

0.808

S2

0.827

S3

0.769

S4

0.647

P1

0.760

P2

0.782

P3

0.732

P5

0.725

P6

0.664

P7

0.731

P9

0.753

I1

0.861

I2

0.877

I3

0.858

B1

0.821

B2

0.828

B3

0.837

总体平均值

3.096

3.095

3.110

3.203

3.080

表 4 信度与效度检验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累计方差贡献（%）

CR

AVE

Cronbach’s α

KMO

61.793

0.890

0.618

0.845

0.858

58.671

0.849

0.587

0.764

0.762

54.170

0.892

0.542

0.858

0.897

74.928

0.904

0.703

0.832

0.723

68.698

0.868

0.687

0.772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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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变量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ﬁcients of variables

Table 5
变量

行为态度

行为态度

1

主观规范

0.485***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参与培训意愿

参与培训行为

1

知觉行为控制

0.255***

0.268***

1

参与培训意愿

0.531***

0.473***

0.454***

1

参与培训行为

0.452***

0.372***

0.314***

0.460***

1

注 ：*** 表示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表 6 模型适配度检验
Table 6 Model ﬁtness test
统计检验指标类型

具体指标
2

绝对适配度指标

增值适配度指标

简约适配度指标

适配标准

检验结果

拟合结果

x /df

＜3

1.376

理想

RMR

＜ 0.08

0.049

理想

RMSEA

＜ 0.05

0.034

理想

GFI

＞ 0.9

0.929

理想

AGFI

＞ 0.9

0.912

理想

NFI

＞ 0.9

0.908

理想

IFI

＞ 0.9

0.973

理想

TLI

＞ 0.9

0.969

理想

CFI

＞ 0.9

0.973

理想

PGFI

＞ 0.5

0.742

理想

PNFI

＞ 0.5

0.794

理想

Table 7

表 7 模型路径估计结果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model

路径

非标准化路径 / 载荷系数

S.E.

C.R.

P

标准化路径 / 载荷系数

参与培训意愿←行为态度

0.485

0.082

5.893

***

0.423

参与培训意愿←主观规范

0.265

0.077

3.439

***

0.240

参与培训意愿←知觉行为控制

0.419

0.070

6.023

***

0.348

参与培训行为←参与培训意愿

0.466

0.057

8.243

***

0.624

A1 ←行为态度

1

A2 ←行为态度

1.098

0.096

11.469

***

0.723

A3 ←行为态度

1.089

0.093

11.693

***

0.740

A4 ←行为态度

0.924

0.088

10.516

***

0.656

A5 ←行为态度

1.301

0.104

12.553

***

0.808

S1 ←主观规范

1

S2 ←主观规范

0.996

0.088

11.293

***

0.761

S3 ←主观规范

0.876

0.086

10.210

***

0.660

0.074

8.676

***

0.551

0.687

0.723

S4 ←主观规范

0.646

P1 ←知觉行为控制

1

P2 ←知觉行为控制

1.129

0.093

12.134

***

0.741

P3 ←知觉行为控制

0.94

0.085

11.044

***

0.670

P5 ←知觉行为控制

1.051

0.095

11.104

***

0.673

P6 ←知觉行为控制

0.808

0.083

9.791

***

0.591

P7 ←知觉行为控制

0.959

0.085

11.297

***

0.686

P9 ←知觉行为控制

1.083

0.094

11.498

***

I1 ←参与培训意愿

1

I2 ←参与培训意愿

1.033

0.072

14.373

***

0.829

I3 ←参与培训意愿

0.994

0.075

13.240

***

0.758

0.712

0.699
0.759

B1 ←参与培训行为

1

B2 ←参与培训行为

1.062

0.101

10.506

***

0.750

B3 ←参与培训行为

1.023

0.096

10.617

***

0.732

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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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绩效的改进和自身能力的提升。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农业、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在农村得到广泛应用，而职业发
展意识较强的农业科技人才希望通过参与培训，掌
握先进的“互联网 +”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从而
促进自身职业的发展，获得更多的晋升空间，通过
更好地改进工作绩效，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以
科技创新支撑乡村振兴。
2）主观规范对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意愿产
生显著正向影响。在主观规范这一潜变量的 4 个观
察变量中，同事激励、家人支持、领导鼓励和朋友
勉励的标准化载荷系数依次分别为 0.761、0.723、
0.660 和 0.551，表明农业科技人才在考虑是否参与
培训时同事参与培训的激情对其影响最大，其次是
家人的支持、领导的鼓励，而朋友勉励的影响较小。
原因在于，若周围的同事通过参与培训业绩得到提
升或职位得到晋升，会带动农业科技人积极地参与
培训 ；家人会因为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后工作绩
效得到改进或事业得到发展而支持农业科技人才参
与培训 ；领导会因为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后能力
得到提升，提高了公司竞争力，推进了公司稳步向
前发展而鼓励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
3）知觉行为控制对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意
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知觉行为控制这一潜变量
的 7 个观察变量中，培训费用与培训时间的标准化
载荷系数相对较高，
分别为 0.712 和 0.741。这是因为，
农业科技人才在考虑是否参与培训时会把时间和费
用成本放在第一位，参与培训会增加农业科技人才
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由于对培训预期收益的不
确定，其参与培训存在一定的风险，不仅需要自己
支付培训所需要的费用，还可能需要承担因为参与
培训而占用工作或个人时间，使之耽误工作而损失
薪资或晋升机会等沉没成本。农业科技人才越认为
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培训所需要的费用和拥有充足的
时间参加培训，其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越高。排在第
三位的政策引导系数为 0.699，说明这也是影响农
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调查

过程中发现，部分县（区）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的
情形，致使一些农业科技人才对参与培训的扶持优
惠政策不了解，而培训政策落实不到位使得已经了
解相关政策的农业科技人才对政策认可度低，其参
与培训的热情降低，削弱了参与培训的意愿。
4）参与培训意愿对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行
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参与培训意愿这一潜变量
的 3 个观察变量中，培训动机、培训机会和未来期
待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分别为 0.759、0.829 和 0.758。
这表明，培训机会是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意愿的
外在诱因，培训动机和未来期待是农业科技人才参
与培训意愿的内在诱因，因此，为农业科技人才提
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同时，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培训
动机，提高其对自身发展的期待，其参与培训的意
愿和行为就会增强。
3.4 中介效应分析
在分析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行为影响因素的
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参与培训意愿的作用机制。中
介检验结果表明（表 8）
，行为态度—参与培训意
愿—参与培训行为、主观规范—参与培训意愿—参
与培训行为和知觉行为控制—参与培训意愿—参与
培训行为三条路径所对应的 95% 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0.077, 0.193]、[0.103, 0.222] 和 [0.106, 0.237]，不包
括 0，表明参与培训意愿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参与
培训意愿在行为态度和参与培训行为之间起中介作
用 ；参与培训意愿在主观规范和参与培训行为之间
起中介作用 ；参与培训意愿在知觉行为控制和参与
培训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发挥科技的力量，而科技创
新的关键在于农业科技人才，优化农业科技人才的
培训工作、提高其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有利于提升人
才素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研究表明，农业科技
人才参与培训的意愿对参与培训行为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业

表 8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8 Mediation effect test results
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路径

估计值

S.E.

LLCI

参与培训行为←行为态度

0.256

0.047

0.164

ULCI
0.347

参与培训行为←主观规范

0.190

0.053

0.087

0.293

参与培训行为 ←知觉行为控制

0.125

0.052

0.022

0.223

参与培训行为←参与培训意愿←行为态度

0.133

0.030

0.077

0.193

参与培训行为←参与培训意愿←主观规范

0.158

0.031

0.103

0.222

参与培训行为←参与培训意愿←知觉行为控制

0.166

0.033

0.106

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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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的参与培训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
中，行为态度对参与培训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
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的影响最小 ；参与培训意
愿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培训行
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在行为态度对参与培训意
愿的影响中，农业科技人才比较关注参与培训是否
能促进职业发展、改进工作绩效和提升自身能力 ；
在主观规范对参与培训意愿的影响中，农业科技人
才更多地是感受到来自同事、家人和领导的压力 ；
在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培训意愿的影响中，影响较
大的是培训费用、培训时间和政策引导。
此外，在已有研究中，有学者将技术接受模型、
收益—风险模型等理论模型引入对行为的研究，或
对计划行为理论中的变量进行拓展，这些变量是否
也是农业科技人才参与培训的影响因素以及能否将
这些理论模型进行整合引入本研究，这些都是后期
研究可以思考的方向。
4.2 建议
1）注重政策引导，营造培训氛围。通过电视、
网络、报刊和宣传册等各种渠道大力宣传与农业科
技人才相关的培训政策，发布相关培训信息，以提
高农业科技人才对培训的认知度。同时，借助社会
舆论力量，积极宣传周围典型事例，成立专门基金，
对培训期间表现突出的农业科技人才给予物质奖
赏，或作为先进事例进行正面宣传，营造农业科技
人才积极参与培训的良好氛围，提升其参与培训行
为的积极性。
2）关注培训需求，促进职业发展。首先，在
培训内容的设计上，应坚持理论知识与实践创新相
结合，主动了解各类农业科技人才的培训诉求，实
施分类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对于从
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农业科研人才，设计与农业理论
知识相关的专业课程，提高其自主研发能力 ；对于
农业推广人才，应建立养殖示范基地，将农业与物
联网技术相结合，加强其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其次，
在培训方式的选择上，应不断丰富和创新各种培训
形式，如远程教育、现场教学等，以节约农业科技
人才的时间与空间成本 ；选派优秀农业科技人才出
国进修培训，将国外先进技术灵活应用于实际工作
中，通过个人工作绩效的改进来促进个人职业生涯
的发展。
3）加大经费投入，完善体制机制。各级政府
要切实贯彻人才投入优先政策，不断加大对培训经
费的投入力度，减轻农业科技人才培训费用的压力；
要加强对培训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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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相应的评价激励与反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
不断完善培训体系，以保障农业科技人才培训工作
长期稳定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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