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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机械化对中国粮食生产的
关联影响分析
姚成胜，肖雅雯 *，杨一单
（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机械化相互影响和关联，两者共同驱动着中国粮食生产变化。为更好地促进中
国粮食生产，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采用 Kaya 恒等式模型构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机械化联合影
响下的粮食产量变化分析框架，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将它们分解为规模效应、数量效应、装备效应和效
率效应，揭示了四大效应对 2003—2018 年中国及其 31 个省域（不包括港澳台）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研究结
果表明：1）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变化层面，数量效应都明显抑制了粮食生产，而规模效应和装备效应则显著
促进了粮食生产，两者在粮食主产区表现尤为突出；2）2003—2018 年，效率效应对全国层面的粮食生产由负
向抑制变为正向驱动，对省域层面的 24 个省区呈现明显的负向驱动作用。为促进中国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产，
建议持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稳定其农业生产队伍，进一步强化粮食主销区的粮食安全责任，
因地制宜地促进不同区域粮食生产的机械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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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ed impact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on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YAO Cheng-sheng, XIAO Ya-wen, YANG Yi-da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China）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re interacted and interrelated, and jointly propel the change
Abstract：
of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To better promote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and to improve national grain security,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rain production change under the integrated impact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by the Kaya identical equation and the Logarithmic Mean Weigh Division Index
Method, which examines the integrated impacts based on four driving forces, including the scale effect, the quantity
effect, the equipment effect, and the efficiency effect, representing the scale of grain planted area, the input of rural
labor force per acer, the per capita possess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the grain yield,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of the four driving effects on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its 31 provinces (not
including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from 2003 to 2018. Results show that: 1) whether from the temporal or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effect on grain production was obviously negative, while the influences
of the scale effect and the equipment effect on grain produ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which were quite typical in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2) From 2003 to 2018, the influence of the efficiency effect on grain production chang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at the national level. However, the influence was remarkably negative in 24 province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refore, to keep a sustainable and stable grain production increase in China’s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supports in policy & finance, to stabilize rural labor force, to further
strengthen grain security responsibility in main grain-consuming areas,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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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粮食生产以稳定和提高粮食产量，是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 [1]。农业劳动力和农业机械是
粮食生产的两大关键要素，其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
响被人们广为关注。已有大量研究认为，在工业化
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年轻和具有相对较高文化水
平的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将导致
粮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下降，对粮食生
产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2-5]。然而，
也有部分研究认为，
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和质量下降并没有影响中国粮
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因为在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镇
转移的过程中，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价格相
对低廉的农业机械不断替代日益稀缺且价格相对较
高的农村劳动力 [6-7]，2003—2020 年中国粮食产量
实现了“十七连丰”
，并且满足了人们不断由“吃
饱”向“吃好”的需求 [8]。上述情况表明，当前关
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正向和负
向两种观点。正向观点认为，农业劳动力外流、老
弱化、妇女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9]，它
有利于增加农业资本（尤其是农业机械）的投入，
提高劳动力和农业机械的配置效率，提升农业劳动
力的生产效率 [10-11] ；同时也缓解了中国的人地矛盾，
为农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粮食的专业化生产
提供了有利条件 [12-13]。负向观点认为，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投入量成正
比，因此农业劳动力投入减少必然导致粮食产量的
下降。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的农业从业
人口老龄化、妇女化、弱质化等问题不利于农业生
产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由此导致农业产出率下
降 [3-5]，因而产生了对未来谁来种田的担忧 [9]。例
如，Majumdar 等 [14] 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导
致城镇化加速发展，大量耕地资源被侵占或撂荒。
Goodburn[15] 和 Mancinelli 等 [16] 则认为，转移的农业
劳动力大多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造成了农业
生产人力资本的明显下降，影响粮食产出水平。国
内研究也得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将导致粮食
生产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均下降 [17-19]，进而改变
农户精耕细作和农业生产的决策行为，使得耕地粗
放经营甚至撂荒 [3,18]，同时也不利于先进的现代农
业技术与生产方式的推广 [20-21]。
农业机械是粮食生产资本和技术最为根本的
体现，其投入量的增长是促进粮食增产的关键，也
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为此，大量研究对农业
机械投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宏观层
面来看，一方面，农业机械能够极大地降低农业生
产的劳动强度，提升农业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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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抵消了农村劳动力老弱化对中国粮食生产的不
利影响 [2,8,22]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增
加了农民家庭收入，也显著增加了对农业机械的需
求，提高了农民购买农机服务和持有农业机械的能
力 [23]，促进了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发展，提升了专
业化农户购买并持有农业机械的水平。这种正向反
馈机制大幅提高了农业机械对劳动的替代，提升了
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达到了稳定和提高粮食产
量的目标 [24-26]。从微观层面看，农业机械深耕、深
松或免耕可以提高土壤的蓄水和保肥能力 [26-27]，降
低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通过抗灾害、抢农时、赶
季节等方式，保质保量地完成粮食生产任务 [26-27]。
因此，农业机械化是提升粮食产能和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关键因子之一 [26,28]。
已有研究为进一步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
业机械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但仍
存在以下两点不足 ：首先，现有研究大多都是单独
探讨农业劳动力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或单独探
讨农业机械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罕有在同一分析
框架内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机械化两者共同
对粮食生产的综合影响 ；其次，虽然已有研究已经
揭示农业机械大幅替代了农业劳动导致粮食持续增
产，但在同一框架下农业机械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导
致粮食产量变化的幅度分别是多少？在中国大陆 31
个省区（不包含港澳台）当中呈现怎样的差异？显
然，明晰上述两个问题，对于进一步稳定和提高中
国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首先构建农
业劳动力和农业机械两大生产要素联合影响下的粮
食产量变化分析框架，然后将其分解为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规模效应）
、单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业
劳动力投入状况（数量效应）
、单位农业劳动力农
业机械动力拥有量（装备效应）和单位农业机械投
入的粮食产出水平（效率效应）四大效应，并采用
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方法（LMDI 分解法）
，从时空两
个方面揭示四大效应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以期
为稳定和提高粮食产量提供参考。

1 理论与研究方法
1.1 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机械化和粮食产量变化
的关联模型
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国民经济生产中最为重
要的三大生产要素，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中占比最
大和最为重要的资本 [1,3]，因此，土地、劳动力和农
业机械应是粮食生产的三大要素。从生产要素投入
的视角出发，粮食生产变化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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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 ：第一，土地是粮食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因
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必将导致粮食产量的变
化。第二，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大大降低了
粮食生产中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在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难以持续扩大的条件下，如果农业机械化不能持
续推进，则粮食产量必将下降。第三，农业劳动力
和农业机械之间存在很强的替代关系，只有农业机
械投入的增加才能弥补劳动力投入的减少 [7]。农业
机械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一增一减”
，导致劳均
农业机械总动力不断增加，实现了以农业机械替代
农业劳动力进而促进粮食增产的发展目标 [13]。第四，
随着农业机械投入的持续增加和农业劳动力的持续
减少，受要素边际技术替代率递降规律的制约，单
位农业机械所能替代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
再加上一些地区地处丘陵山地，大中型农业机械难
以得到有效利用，进而导致单位农业机械投入的粮
食产出效率明显降低，这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又一
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粮食产量变化可以概括为四大
影响因素，即粮食作物播种面积（S）
、单位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的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L/S）
、单位农
业劳动力的农机装备水平（TM/L）和单位农业机械
的粮食产出效率（TG/TM）
。由此粮食总量变化可
以由如下 Kaya 恒等式予以表示，即 ：
TG=S ×（L/S）×（TM/L）×（TG/TM）

（1）

式中 ：TG 为粮食总产量，S 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L 为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数量，TM 为粮食生产的农
业机械总动力。
令 ：G1=S，G2=L/S，G3=TM/L，G4=TG/TM，
则式（1）可改写成 ：
TG=G1×G2×G3×G4

（2）

G1 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大小，代表粮食生产规
模，简称“规模效应”
，其单位为万 hm2。当前技术
水平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稳定和扩大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仍然是促进粮食增产的重要手段。然而，
中国人多地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仍不可
避免地会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因此扩大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应该存在增长的上限。
G2 为单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劳动力投入
状况，反映了在粮食生产中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的
变化，简称“数量效应”
，单位为人 /hm2。在其他
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投入多少决定了粮
食产量的大小。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虽然已经超
过 60%，但根据诺瑟姆的城镇化理论，城镇化要达

到 70% 以上才能保持基本稳定。可见在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间，粮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仍将不
断减少，预期“数量效应”将对粮食生产产生明显
的负向抑制作用。
G3 为单位农业劳动力农业机械动力拥有量，代
表农业劳动力的农业机械装备水平，简称“装备效
应”
，单位为 kW/ 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
劳动力投入数量持续减少的条件下，需要不断增加
农业机械投入水平，实现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的
替代，才能维持粮食的稳定和持续增产。可见，农
业劳动力数量的持续减少和农业机械投入的大幅增
加，共同促使着农业劳动力农业机械装备水平的不
断提高，这也是农业现代化最为重要的标志。因此，
继续提高单位农业劳动力的农机配备水平仍是促进
粮食生产稳定和持续增产的重要因素。
G4 为单位农业机械投入的粮食产出水平，表征
农业机械的粮食产出效率，简称“效率效应”
，单
位为 t/kW。在农业劳动力数量过剩的条件下，农业
机械投入的快速增长虽然增加了粮食产量，但过剩
的劳动力和细碎化的土地必然导致农业机械利用效
率低下，因而其粮食产出水平必然也很低 ；当农业
劳动力快速转移且数量过剩问题逐步缓解时，农业
机械利用效率将不断提高，因而其粮食产出水平也
不断提升 ；在跨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农业劳动力将
成为稀缺资源，与此同时多种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模
式的推进，也将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发展，这将大大
提高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进而大幅提高农业机械
投入的粮食产出率。可见，效率效应取决于农业劳
动力和农业机械的配比关系以及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的大小。
1.2 基于概念模型的粮食总产量 LMDI 分解方法
为更好地分析四大效应对粮食产量变化的贡
献，需要对式（2）进行分解。目前，常用的因素
分 解 法 有 Laspeyres 指 数 分 解 法 与 Divisia 指 数 分
解法，但它们在分解之后具有较大的残差，影响
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Ang 提出了对数平均迪氏
指 数 方 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
LMDI）
，该分解方法的优点是分解后不存在残差、
参数估计更为准确、加法和乘法可相互转换，因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LMDI 分解法就开始大量
用于资源、能源和环境研究领域 [29]。根据式（2）
，
T
0
设 G 和 G 分别为初始时期和经 T 时期的粮食生产
总量，则相应的乘法分解和加法分解如下 ：

D = G T / G 0 = DG1 ⋅ DG2 ⋅ DG3 ⋅ DG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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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3）及式（4）分别对应了乘法分解结果和
加法分解结果，二者可相互转换。式（3）中，D 代
表了粮食总产量的乘法分解，DGi (i=1, 2, 3, 4) 表示
了各个要素的乘法分解，即数量效应（G1）
、规模
效应（G2）
、强度效应（G3）和效率效应（G4）变
化对粮食总产量增长的影响 ；式（4）中，△G 为
粮食总产量的加法分解，DGi (i=1, 2, 3, 4) 表示了各
个要素的加法分解，即上述四种效应对粮食总产量
变化的影响。具体地，各要素的乘法分解公式及加
法分解公式如下 ：

 4

DGi = exp  ∑ Wi ln ( GiT / Gi0 ) 
 i =1

4

∆Gi = ∑ Wi L ( G T , G 0 ) ln ( GiT / Gi0 )

（5）
（6）

i =1

式（5）及式（6）分别为各要素的乘法分解公式和
加法分解公式。其中，Wi = L(G Ti , G 0i )/L(GT，G0)，
L(a, b) = (a-b)/(lna-lnb)，a=b 时，L(a, b)=a。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全国及大陆 31 个省（市、区）农业机械总动
力、粮食总产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等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
www.stats.gov.cn/）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来源于历
年各省（市、区）的统计年鉴。由于统计资料中没
有直接给出粮食生产机械总动力与粮食生产劳动力
的数据，因此本文参考于法稳 [30] 和赵雪雁等 [31] 的
研究，分别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数乘以粮食作物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得
到。本文起始时间选择 2003 年原因在于三点 ：首
先，
2003—2015 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二连增”
，
[32]
并在 2015 年以后稳定在 6.5 亿 t 左右的水平 ；
其次，
中国从“十五”规划（起始时间为 2001 年）开始
明确将城镇化列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之后农业劳
动力持续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数量下
降明显 [33] ；第三，中国于 2004 年正式颁布农业机
械化促进法，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农业机
械投入持续高速增长 [34]。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粮食总产量与四大效应的变化分析（2003—
2018 年）
2.1.1 粮食总产量变化 中国粮食总产量由 2003 年
的 4.31 亿 t 上 升 到 2018 年 的 6.58 亿 t， 净 增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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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t，增幅为 52.67%，年均增速为 2.86%（图 1）
。
根据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的变化，大体可以以 5 年为
时长，将粮食总产量的变化划分为 2003—2008 年、
2008—2013 年和 2013—2018 年 3 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粮食生产的高速恢复增长期，
粮食总产量由 4.31
亿 t 上升到 5.34 亿 t，年均增速高达 5.54% ；该阶段
受 1998—2003 年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的影响 [33]，至
2003 年粮食供不应求矛盾突出，引起了党和政府的
高度重视，之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聚焦“三农”
问题，先后实施了农资购买补贴、粮食直补、全面
取消农业税等各项政策，使得粮食生产恢复到 1998
年的 5 亿 t 以上的水平。第二阶段为粮食生产的快
速增长期，期间粮食总产量由 5.34 亿 t 上升到 6.30
亿 t，年均增速为 4.22% ；该阶段在维持前一阶段各
项政策稳定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提高粮食产能的重
要性，多次提高了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大力
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促进了粮食产量快速增长。
第三阶段为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期，粮食总产量由
6.30 亿 t 上升到 6.58 亿 t，年均增速仅为 1.07% ；该
阶段粮食供求总量已基本平衡，但供求结构矛盾突
出，粮食生产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优
化粮食生产结构，大力实施化肥、农药“双减”行
动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因而粮食产量表现为稳定增
长趋势。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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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3—2018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变化
Change of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8

2.1.2 四大效应变化分析 规模效应由 2003 年的 0.99
亿 hm2 上 升 到 2016 年 的 1.19 亿 hm2，2016 年 之
后则基本稳定在 1.17 亿 hm2 左右（图 2）
，2003—
2018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年均增速为 1.09%。通过
构建粮食产量和规模效应的线性回归方程可知，两
者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高达
0.99。与规模效应相反，研究期间数量效应由 2003
年的 2.38 人 /hm2 呈线性趋势下降到 2018 年的 1.22
人 /hm2，年均降速为 4.34%。通过构建粮食产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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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3—2018 年中国规模效应和数量效应变化
Changes of the scale effect and the quantity effect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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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3—2018 年中国装备效应和效率效应变化
Change of the equipment effect and the efﬁciency effect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8

数量效应的线性回归方程可知，两者之间存在极强
的负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达到 -0.99。
从装备效应方面来看，其值由 2003 年的 1.67
kW/ 人上升到 2015 年的 5.10 kW/ 人，2015 年之后
则基本稳定在 4.70 kW/ 人左右，2003—2018 年装备
效应年均增速为 7.53%（图 3）
。通过构建粮食产量
和装备效应的线性回归方程可知，两者之间也存在
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 0.99。由于农业
机械总动力由 2003 年的 6.04 亿 kW 上升到 2018 年
的 10.04 亿 kW，效率效应则由 2003 年的 1.09 t/kW
降到 2015 年的 0.83 t/kW，2015 年之后则稳定在 0.90
t/kW 的水平，总体上看，2003—2018 年效率效应
年均下降 1.06%。通过构建粮食产量与效率效应的
线性回归方程可知，两者之间也存在较强的负相关
关系，其相关系数为 -0.72。
2.2 四大效应对中国粮食总产量变化的影响分析
（2003—2018 年）
为定量分析规模效应、数量效应、装备效应和
效率效应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根据粮食总产量
的 3 阶段变化特征，按照公式（4）和（6）
，可以
定量揭示出四大效应在 2003—2008 年、2008—2013
年和 2013—2018 年 3 个阶段对粮食总产量变化的

影响大小（表 1）
。
2.2.1 规模效应（G1）该效应对粮食生产具有明显正
向影响，其对粮食增产的年均效应值由 2003—2008
年的 756.06 万 t 上升到 2008—2013 年的 870.33 万 t
后，又降为 2013—2018 年的 125.05 万 t。究其原因
在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年均增长量由 2003—2008
年的 162.68 万 hm2 上升到 2008—2013 年的 167.26 万
hm2，之后又下降到 2013—2018 年的 22.61 万 hm2。
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粮食增产的大
小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幅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稳定和提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对于促进粮食增
产至关重要。然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持续扩张
必然大量挤占油料、糖料、棉花、蔬菜等非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保障上述各类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以满足人们生活
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必不可少 [13]。可见，在人多
地少的条件下，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持续扩张必然
受到限制，2013—2018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年均增
长量仅及 2008—2013 年的 13.52% 的现实也证明了
这一结论。因此，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条件下，
寄希望于持续扩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来实现粮食增
产的目标必将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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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时段
2003—2008
2008—2013
2013—2018

表 1 2003—2018 年四大效应对中国粮食生产变化的影响（万 t）
Inﬂuence of the four effects on grain production change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8（104 t）
项目

粮食总产量变化

规模效应

数量效应

装备效应

效率效应

总量

10 364.76

3 780.30

-10 142.05

23 975.97

-7 249.46

平均

2 072.95

756.06

-2 028.41

4 795.19

-1 449.89

总量

9 613.91

4 351.65

-15 367.79

26 029.18

-5 399.13

平均

1 922.78

870.33

-3 073.56

5 205.84

-1 079.83

总量

2 741.02

625.26

-12 234.75

9 145.47

5 205.04

平均

548.20

125.05

-2 446.95

1 829.09

1 041.01

2.2.2 数量效应（G2） 该效应是四大效应中在 3 个
时段对粮食生产均为负作用的效应，其对粮食生产
抑制作用的绝对值由 2003—2008 年的年均 2 028.41
万 t 上升到 2008—2013 年的 3 037.56 万 t 后，又减
至 2013—2018 年的 2 446.95 万 t。究其原因在于 ：
在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由 2003 年 的 0.99 亿 hm2 上 升 到
2018 年的 1.19 亿 hm2 的条件下，粮食生产的农业
劳动力投入总量由 2003 年的 2.36 亿人下降到了
2018 年 的 1.43 亿 人，2003—2008 年、2008—2013
年和 2013—2018 年 3 个时段粮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
投入量分别下降了 0.29 亿、0.36 亿和 0.28 亿，从而
使得数量效应分别下降了 0.45 人 /hm2、0.45 人 /hm2
和 0.26 人 /hm2。数量效应的持续下降（图 2）表明：
一方面，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镇非农部门转移，使
得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达刘易斯拐点阶段，
部分地区由于农业劳动力短缺，耕地利用粗放甚至
撂荒等问题较为突出，引发了人们对“未来谁来种
地”的担忧 ；另一方面，大量年轻、文化水平相对
较高的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使得中国农业劳动主体
老弱化特征尤为明显，这对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机
械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镇转移对我国粮食生产产
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根据诺瑟姆的城镇化理论和
中国新型城镇化仍在继续推进的实际可以看出，在
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的持续
下降在短期内仍将难以避免。因此，如何更好地稳
定农业劳动力队伍，提升其质量，是稳定和持续提
高粮食产能的重大问题。
2.2.3 装 备 效 应（G3） 该 效 应 在 2003—2008 年、
2008—2013 年和 2013—2018 年 3 个时段对粮食生产
的年均促进作用分别为 4 795.19 万 t、5 205.84 万 t
和 1 829.09 万 t，且在 3 个时段都是中国粮食总产
量持续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其主要原因在于 ：在粮
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投入量由 2003 年的 2.36 亿下
降到 2018 年的 1.43 亿的过程中，3 个时段粮食生
产机械总动力分别增加了 1.74 亿 kW、1.68 亿 kW

和 0.28 亿 kW，
“一减一增”使得单位粮食生产劳
动力的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分别提高了 1.08 kW/ 人、
1.55 kW/ 人和 0.66 kW/ 人。结合数量效应的分析可
知，
2003—2015 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二连增”
，
并在 2015 年后始终维持在 6.5 亿 t 以上的根本原因
在于，农业机械动力增加导致的粮食增产幅度远远
超过了农业劳动力减少导致的粮食产量下降幅度。
因此，认为农业劳动力投入以及农业劳动力弱质化
并不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其立足点应该是建立
在农业机械投入不断增加并能够有效替代农业劳动
力的基础之上的。
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
超过 80%[35]，劳均农业机械动力水平已较高，虽然
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受要素边际技术替代率递
降规律的制约，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程度
将大幅下降，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也将明显减小
（2013—2018 年装备效应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已
明显小于数量效应对粮食生产的抑制作用）
。另一
方面，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跨过刘易斯拐点阶段，
但人口城镇化仍在继续推进，优质农业劳动力仍在
持续转移。因此，在进一步推进粮食生产机械化过
程中，单位农业劳动力农业机械装备水平的提高对
粮食增产的促进作用将进一步减少，稳定粮食生产
农业劳动力队伍数量，培育一批能够熟练掌握和运
用农业机械的职业农民，对于维护我国粮食安全至
关重要。
2.2.4 效率效应（G4） 该效应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由
2003—2008 年的年均负向抑制 1 449.89 万 t 转变为
2013—2018 年的年均促进 1 041.01 万 t，这表明效
率效应对于提升粮食产量发生了重大转变，且存在
很大的提升空间。究其原因在于 ：2003—2008 年期
间，虽然农业劳动力开始大幅向城镇转移，但农村
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36]，土地细碎化
特征尤为明显 [37]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 2004 年正
式颁布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致使期间农业机械总动
力净增 2.18 亿 kW，增幅高达 36.09%。比较而言，

312

农业现代化研究

同期劳动力数量净减 0.63 亿人，降幅仅为 17.35%。
由此可知，期间农业机械增幅高出农业劳动力降幅
18.74 个百分点，但此时过剩的农业劳动供给和细
碎化土地经营十分不利于农业机械的充分利用，农
业机械除在农耕时期自用外，大多处于闲置状态，
使用效率低下 [38-39]。可见，期间农业机械存在明显
的粗放快速增长，使得效率效应由 1.09 t/kW 下降
到了 0.94 t/kW（图 1）
。
2008—2013 年，
农业机械总动力净增 2.17 亿 kW，
增幅为 26.42%，同期农业劳动力净减了 0.58 亿人，
降幅为 19.22%，农业机械增幅仅高出农业劳动力降
幅 7.2 个百分点，远低于 2003—2008 年的水平。同
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
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要大力发
展农地代耕代种、联户经营、土地流转等多种形式
的适度规模经营 [40]，与此同时农机外包、农机服务
组织开始发展 [41]，农业机械使用效率较前期有所
提高，期间单位农业机械的粮食产出率由 0.94 t/kW
下降到了 0.86 t/kW（图 1）
，降幅仅为 2003—2008
年的 61.84%，因而对粮食生产的负向抑制作用明显
降低。2013—2018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净减了 0.28
亿 kW，降幅为 3.80%，同时农业劳动力也净减了
0.39 亿人，减幅为 16.19%。可见，期间农业机械
和农业劳动力两者之间实现了同步下降，表明两者
之间的匹配较 2003—2008 年和 2008—2013 年明显
优化。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以及农
业机械服务组织蓬勃发展，农机服务外包、农机跨
区作业十分普遍，农业机械得到更加充分利用，使
得单位农业机械的粮食产出率由 0.86 t/kW 上升到
0.93 t/kW（图 1）
，因而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实现了由
负到正的转变。可见，在新型城镇化仍然持续推进
的过程中，加快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
农业机械服务组织，规范农业机械服务市场，提高
农业机械服务水平，乃是提高效率效应的关键。
2.3 四大效应对中国省域粮食总产量变化的影响
（2003—2018 年）
根据公式（4）和（6）
，分解得到 2003—2018
年四大效应对中国 31 个省域粮食总产量变化的影
响大小，结果如表 2 所示。
2.3.1 规模效应（G1） 该效应对粮食生产促进作用
超过 100 万 t 的有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河南、
吉林、湖北、新疆、安徽、江苏、辽宁、江西、河
北、湖南和山西 14 个省区，其中最高的黑龙江高
达 2 557.86 万 t，内蒙古、山东、河南和吉林 4 省
区也在 1 000 万 t 左右。在 14 省区中，除山西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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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外，其余 12 个均为粮食主产区。G1 对粮食主产
区的粮食增产效应尤为突出的原因在于 ：为稳定和
提升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以实现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发展目标，国家在政策、资金、技
术等方面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因
而研究期间 12 个粮食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
1 988.50 万 hm2，增幅达 31.99%。
比较而言，G1 对粮食生产负向抑制作用超过
100 万 t 的省份共有 7 个，按抑制作用的绝对值从
大到小依次为福建、广东、广西、浙江、重庆、海
南和贵州，其中福建、广东、浙江和海南属于东部
沿海经济发达的粮食主销区，研究期间城镇化和休
闲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减少，非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不断增加 [42] ；而广西、重庆和
贵州地处西南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在土地轮耕休
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也明显下
降 [1]。研究期间，上述 7 个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
了 336.63 万 hm2，降幅达 28.51%。省域粮食生产的
规模效应分析表明，增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仍然是
促进粮食增产的重要手段，这在粮食主产区表现尤
为突出，也就是说粮食主产区牺牲了种植高价值的
经济作物、发展休闲农业以及非农产业的机会，因
而应进一步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生态和经济补偿。
比较而言，沿海粮食主销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则明
显减少，因此严格落实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责任，
确保它们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不减少，这是稳定和
提升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
2.3.2 数量效应（G2） 除北京、山西、海南、福建
和重庆 5 省市外，该效应在全国其他 26 省区都呈
现出明显的负向抑制作用，其中抑制作用超过 450
万 t 的有黑龙江、江苏、河南、山东、吉林、四川、
湖北、湖南、安徽、内蒙古、江西、云南和河北 13
个，其中 G2 对黑龙江、江苏、河南 3 省抑制作用
的绝对值均超过了 2 000 万 t，对山东、吉林和四
川 3 省均超过了 1 200 万 t。进一步分析可知，在这
13 个省区中，除云南外，其余 12 个均属于粮食主
产区。G2 对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抑制效应突出的原
因在于 ：在农民迫切提高自身收入的内在推力和城
镇非农产业高收入的外在拉力的共同推动下，大量
农业劳动力不断向省域内城镇和沿海经济发达的粮
食主销区转移，研究期间上述 12 个粮食主产区的
粮食生产农业劳动力由 1.30 亿人下降到了 1.07 亿
人。结合规模效应可知，研究期间这些地区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又大幅增加，因而导致单位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由 23.35 人 /hm2 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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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表 2 2003—2018 年四大效应对中国省域粮食生产变化的影响（万 t）
Inﬂuence of the four effects on provincial grain production change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8（104 t）

地区

粮食总产量变化

规模效应

数量效应

装备效应

效率效应

北京

-23.89

-41.99

34.58

-33.60

17.12

天津

90.40

48.91

-27.27

-35.57

104.33

河北

1 313.06

285.73

-462.09

596.65

892.77

山西

421.53

117.68

36.47

-324.66

592.04

2 192.55

1 179.48

-862.32

1 753.93

121.46

辽宁

694.15

435.86

-196.40

655.09

-200.40

吉林

1 373.14

963.03

-1 350.13

3 610.26

-1 850.02

黑龙江

-1 260.67

内蒙古

4 994.50

2 557.86

-2 400.68

6 097.99

上海

4.99

-13.45

-19.78

41.49

-3.27

江苏

1 188.43

488.79

-2 199.16

3 791.28

-892.48

浙江

-194.24

-263.33

-190.45

428.69

-169.15

安徽

1 792.45

521.42

-870.85

2 843.64

-701.76

福建

-214.58

-340.56

135.83

297.59

-307.44

江西

740.40

356.46

-599.09

1 609.23

-626.20

山东

1 883.97

1 163.91

-1 923.13

2 807.18

-163.99

河南

3 079.44

993.35

-2 076.55

3 593.30

569.34

湖北

918.45

726.81

-987.69

3 035.48

-1 856.15

湖南

580.17

128.03

-930.63

3 159.54

-1 776.77

广东

-236.91

-331.78

-64.96

638.50

-478.67

广西

-92.30

-303.23

-74.99

1 271.59

-985.67

海南

-57.48

-111.27

57.14

148.12

-151.47

重庆

-7.76

-218.57

513.59

271.09

-573.87
-2 326.66

四川

439.60

-62.91

-1 218.54

4 047.71

贵州

-44.60

-105.65

-386.47

1 436.29

-988.77

云南

389.53

42.73

-571.33

1 196.84

-278.71

西藏

7.80

-0.67

-3.62

99.72

-87.63

陕西

257.60

-41.64

-266.65

948.06

-382.17

甘肃

362.09

54.37

-96.76

551.85

-147.37

青海

16.26

11.92

-50.21

78.79

-24.24

宁夏

122.41

-29.63

-11.11

81.62

81.53

新疆

728.75

524.97

-252.86

794.19

-337.55

15.77 人 /hm2，降幅达 48.07 %。可见，在城镇化持
续推进的过程中，粮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不足
将成为粮食主产区粮食持续稳定增产的最大障碍，
稳定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队伍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至关重要。
G2 对重庆、福建、海南、山西和北京 5 省市
粮食生产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原因在于 ：研究期
间，上述 5 省市粮食生产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了
13.80 万人，增幅为 0.97% ；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则下降了 112.67 万 hm2，降幅为 17.80% ；
“一增一
减”使得这些省市的数量效应由 10.45 人 /hm2 上升
到 15.34 人 /hm2，增幅达 46.79%。结合规模效应的
分析可知，上述 5 省市数量效应增加更多的是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下降所致，可见稳定这些地区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对于粮食增产更为关键。
2.3.3 装备效应（G3） 该效应对粮食总产量变化在

除山西、天津和北京外的 28 省（市、区）都表现
出明显的正向驱动作用，其中在黑龙江、四川、江
苏、吉林、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东、内蒙
古、江西、贵州、广西和云南 14 省区更是超过了
1 000 万 t，除西南的贵州、广西和云南 3 省区外，
其余 11 个均为我国粮食主产区。结合数量效应分
析可知，这 11 个粮食主产区也恰好是数量效应对
粮食生产抑制作用最为显著的地区。进一步对比省
域装备效应和数量效应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可知，前
者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后者对粮食生产
的抑制作用，这是研究期间省域粮食产量显著增长
的重要原因，这在上述 11 个粮食主产区表现尤为
突出。这也从省域层面进一步解释农业机械的大幅
增长有效替代了农业劳动力数量的持续减少，这是
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没
有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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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减产。例如，研究期间上述 11 个粮食主产区
的粮食生产机械总动力增加了 2.57 亿 kW，增长了
1.18 倍 ；而同期粮食生产农业劳动力只下降了 0.22
亿人，降幅仅为 18.64%，大大低于粮食生产机械总
动力的增幅 ；
“一增一减”使得这些地区粮食生产
的劳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由 20.66 kW/ 人提高到 57.51
kW/ 人，增长了 1.78 倍。
粮食主产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地区，
研究期间农业机械大幅替代农业劳动力，使得粮食
生产劳均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大幅提升，这是其地位
得到不断巩固和加强的关键原因。然而，受要素边
际技术替代递减规律的制约，今后农业机械对农业
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必将大幅下降 ；而且省域数量效
应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已成为
粮食主产区粮食增产的关键障碍，因此维持农业劳
动力队伍稳定在这些地区将更为突出。研究期间，
G3 对山西粮食生产的抑制作用高达 324.66 万 t，而
对天津和北京 2 市的抑制作用均略高于 30 万 t，其
主要原因在于 ：山西地势以山地、丘陵为主，为适
应地形地貌特征，提高农机使用效率，研究期间大
量中小型农机取代了大功率的大型农机，导致山西
粮食生产机械总动力下降了 13.70%，同时其粮食生
产农业劳动力又增加了 14.25%，
“一减一增”使得
山西劳均粮食生产机械装备水平由 2.96 kW/ 人下降
到 2.24 kW/ 人，降幅为 32.14%。天津和北京 2 市
的粮食生产则不断地由提供基本食物功能向提供休
闲观光和旅游功能转变，导致其粮食生产机械总动
力下降了 26.38%，同时粮食生产农业劳动力则增加
了 2.57%，因而 2 市劳均粮食生产机械装备水平由
13.07 kW/ 人下降到 8.56 kW/ 人，降幅为 52.69%。
2.3.4 效率效应（G4） 该效应对粮食总产量变化在
全国 24 个省区都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其中抑
制作用在 500 万 t 以上的有 11 个，按抑制作用绝
对值由大到小依次为四川、湖北、吉林、湖南、黑
龙江、贵州、广西、江苏、安徽、江西和重庆。吉
林、黑龙江和江苏 3 省地处平原，粮食生产机械化
基础好，研究期间农业机械总动力快速增长（装备
效应对粮食生产促进作用居全国前 5 位）
，但由于
3 省粮食生产农业劳动力大幅下降（数量效应对粮
食生产抑制作用也居全国前 5 位）
，农业劳动力短
缺已经成为其粮食生产的关键障碍，农业机械投入
的粗放增长，导致其对劳动力替代的边际效应大幅
下降，因而效率效应对粮食生产产生了明显的抑制
作用。比较而言，剩余 8 省（市、区）均地处我国
中西部丘陵山区，地形的高低起伏，人多地少、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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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细碎化特征明显，使得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缓
慢，大中型农业机械难以得到有效利用 [25,28]，因而
效率效应对粮食生产也产生了明显抑制作用。因此，
如何研发适用于丘陵山区的小型农业机械，均衡
区域农业机械化发展布局，以更好提高农机利用效
率 [25]，乃是提升效率效应的关键。研究期间，上
述 11 个地区平均单位机械投入的粮食产出水平由
2003 年的 1.84 t/kW 下降到 2018 年的 1.04 t/kW，降
幅达 76.92%。
比较而言，G4 仅对河北、山西、河南、内蒙古、
天津、宁夏和北京 7 省（市、区）的粮食生产有正
向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超过 500 万 t 的仅有河北、
山西和河南 3 省，其中河北和河南均属于我国农业
人口众多的粮食主产区，农业机械化基础相对薄弱，
在农业劳动力减少和农业机械快速增长的过程中，
两者之间的配比不断优化，农机使用频率较高 ；与
此同时，2 省地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各种大中
型农业机械均能得到有效利用，因而效率效应对粮
食生产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研究期间，2 省单位
农机投入的粮食产出水平分别由 2003 年的 0.45 t/kW
和 0.79 t/kW 上升到 2018 年的 0.60 t/kW 和 0.88 t/kW。
山西则是由于大幅增加了适应山地和丘陵操作的中
小型农业机械，提高了农机使用效率，因而其单位
农机投入的粮食产出水平由 2003 年的 0.65 t/kW 上
升到 2018 年的 1.09 t/kW。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机械化
两者联合影响下的粮食产量变化分析框架，阐述了
两者对粮食生产的综合影响机制。采用 LMDI 分解
法揭示了中国及其 31 个省区规模效应、数量效应、
装备效应和效率效应对粮食产量变化的影响大小，
所得结论如下 ：
1）研究期间，中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由 0.99
亿 hm2 增加到 1.17 亿 hm2，使得规模效应成为中国
粮食增产的一大动力 ；省域层面的分析也表明，规
模效应是稳定和促进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这在 12
个粮食主产区表现尤为突出 ；但粮食主销区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的减少，也使得规模效应对粮食生产显
示出明显的负向抑制作用。
2）全国和省域层面的研究均表明，在农业机
械等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
的减少是阻碍粮食增产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广大
粮食主产区，研究期间数量效应对粮食生产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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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大都在 450 万 t 以上。培育职业农民，稳定农
业劳动力队伍，应是实现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稳定
和持续增长的当务之急。
3）全国和省域层面分析表明，装备效应的快
速增长是驱动中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首要因素，尤其
是在 11 个粮食主产区，装备效应对粮食生产的促
进作用均超过了 1 000 万 t。在当前农业劳动力转移
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以及我国粮食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已超过 80% 的条件下，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的
替代作用将快速下降，农业机械投入的持续快速增
长已导致效率效应对粮食生产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
用，这在我国农业机械化基础较好的平原地区以及
中西部丘陵山区表现尤为突出。
3.2 政策建议

比失衡，是其效率效应为负的根本原因。因此，应
控制平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增量，重点提升现有粮食
生产农业机械的利用率，规范农机服务组织，稳定
农业服务价格，提升农机服务水平。山地丘陵地区
农业机械化基础条件差，地形地貌更加限制了大中
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因此，要瞄准西南山区和中东
部山地丘陵区，重点支持和引导农业机械制造商，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组建农机研发创新联盟，加快
开发并量产专门针对山区丘陵地带的小型、专用农
业机械，并从税收、贷款等政策方面予以扶持 ；山
地丘陵地区也难以通过引进外地大型农机跨区作业
来提高机械化水平，应加大对本土农机大户与农机
合作社的政策扶持，降低农机服务价格，提高粮食
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1）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各项扶持，强化粮食
主销区粮食安全责任。粮食主产区因扩种粮食而损
失的发展高价值经济作物和非农产业的发展机会，
导致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粮食主销区，因
此粮食生产的价格支持、种粮大户扶持、职业农民
培训等各项政策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不断加大对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财政扶持力度，探索建立粮
食主销区对主产区的生态和经济补偿机制。粮食主
销区粮食播种面积不断缩小，粮食自给率大幅下降，
因此要严格在这些地区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坚
守耕地红线，严格控制水稻生产的“双改单”
，尽
可能地提高耕地的复种指数，稳定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
2）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稳定粮食主产区农业
生产队伍。农村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后以及城乡
收入差距较大，是城镇化进程中粮食主产区农业劳
动力持续向外输出的关键原因。因此，要以粮食主
产区为核心，加快构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
共资源均衡配置的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农村基础
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条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以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为主体，将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推动农民这个
称谓由身份向职业转变，让农民逐步成为体面的职
业，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加快培育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发挥他们的带头引领作用，转
变农民观念，稳定农业生产队伍。
3）因地制宜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粮食生产
机械化水平。平原地区农业机械化基础条件好，农
业机械投入的粗放增长导致的劳动力和农业机械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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