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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肥西县苗木技术整体推广环境的综合分析基础上，以实证分析方式研究了学者冯鹏志提出的

“技术创新社会行动系统”中社会环境因素对农户采纳苗木技术的影响。文章采用 Logistic 模型回归分析方

法，证明了农户特征因素“受教育程度”、社会物质资源因素“农户与县城的距离”、社会制度模式因素“与
朋友、熟人交流技术”和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生产时间规划”共同构成最优拟合回归方程，对农户采纳苗木
技术具有极显著且重要的影响；“年龄”、“土地相对适宜性”、“参加培训次数”、“技术难易认知”、“地
位认知”等 9 个因素，对农户采纳苗木技术具有显著影响，但不重要；“男女能力观念”因素对技术采纳的
影响既不显著，也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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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motion of Seedling Technology in Rural Areas of Feix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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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adoption of

seedling practices in Feixi County，Anhui Province. The study uses primary data，which was collected during the summer of
2013，covering three major villages of Feixi County. Several seedling technologies have been promoted among farmers in the

zone，such as seedling selection，intercropping，seedling specification，etc. It is proved that education，distance to county
location，experience of talking about seedling technology with friends and production planning affect the adoption of see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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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发展，也与农户的
科技水平息息相关。研究发现，在农业技术扩
散过程中，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以经济理性为
决定性因素，同时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例
如，孔祥智等人 （2005） 通过实证分析方法验
证了西部地区农户的“教育程度”、“看报频
率”、“当兵的历史”和“可借钱人数”等因
素 对 技 术 采 纳 的 显 著 影 响 [1]。 常 向 阳 等 人
（2005） 则认为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共同构
成的“要素禀赋”对技术选择有重要影响 [2]。
国内就某一方面的因素提出假设并验证的研
究较多，涉及创新扩散的影响体系的实证研
究却很少。2000 年，学者冯鹏志根据社会学
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理论，提出了技术
创新社会行动系统论，指出创新扩散的影响
体系由“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社会
文化背景”组成 [3]。本文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
方法，证实农户对苗木技术的采纳受到农户
特征、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
化背景等不同方面的共同影响。

1 研究背景
1.1 肥西县概况

肥西县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区西南方向。全
县地图特征为“西宽东窄”，南北长 55 公里，
东西宽 64 公里，总面积 2 168 平方公里。肥
西县地跨江淮流域，季风气候显著，年平均降
雨量为 1 020.6 毫米，历年平均日照为 2 015
小时，平均气温是 15.4℃[4]。
肥西县地形分三种。南部是以河湖低洼平
原为主的“圩区 ”；中 部是 低 山绵 延的 “山
区”；北部和中北部是岗冲相间的“岗区”。其
中“岗区”以上派镇为例，地处江淮流域分水
岭，土壤成分以黏土为主，易干旱，不利于水
稻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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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肥西县苗木种植发展阶段
表 1 肥西县苗木种植发展阶段性节点
时间
1960s—1970s
1989
2003
2013

规模
少量
一部分
7 万亩
30 万亩

地域
三岗村
三岗村
肥西县
肥西县

种类
果树苗
绿化苗
绿化苗
绿化苗

肥西县苗木种植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
阶段。
自 20 世纪 60、70 年代起至 1989 年，肥
西县上派镇三岗村率先发展起果树苗种植和
销售现象。由于当地土质干硬，且农用水提取
不便，无法满足水稻的灌溉需求，农户在自家
耕地改种耐旱的果树苗，并获取一定收入。
1989 年到 2003 年期间，绿化用苗种植自
三岗村最先出现，后逐步扩大至肥西县全县大
面积、成规模种植。伴随国内经济开发区数量
逐年增加，城市绿化用苗需求出现并不断增
长。在这种市场形势促进下，三岗村农户改种
绿化苗，不少人开始发家致富。之后，周边地
区也开始种植绿化苗，致使上派镇一带形成民
间苗木交易市场。到 2003 年，肥西县全县苗
木种植面积已经发展为 7 万亩左右，占安徽全
省苗木生产总面积的 50%以上。
从 2003 年至今，肥西县官方力量介入当
地苗木产业，斥资修建大型苗木资源信息交流
交易平台“中国中部花木城”，并连年举办大
型苗木花卉交易大会。2013 年，肥西县苗木
花卉总面积超过 30 万亩，依然保持着安徽省
最大苗木种植县的地位。
1.3 苗木技术推广情况

“苗木技术”主要指苗木在良种良法、培
育嫁接、病虫害防治以及市场标准方面的知识
和信息 [5]，苗木技术的“推广”以技术被农户
采纳为标准 [6]。概括来说，肥西县苗木技术推
广可分为五种情况：政府推广、公司推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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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推广、农户雇佣关系推广、社会关系推广。

1.3.4 农户雇佣关系推广 （大户—小户 / 未采纳者）

1.3.1 政府推广 （政府—企业、大户）

苗木种植期间，农户常常需要额外补充人
力。肥西县民间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吸引了大
量外来人员。在苗木生产旺季，该劳动力市场日
输出劳动力约 300 人，其中男性临时工平均日工
资 150 元，女性临时工平均日工资 80 元。雇主
通常有种植上百亩的苗木大户，也有十来亩地的
小户。农户雇佣过程中涉及苗木起土、运输、树
根保护、幼苗栽植等技术，主要通过雇主与受雇
者之间的任务要求和交流反馈得以扩散。

肥西县政府推动当地苗木产业始于 2003
年，以上派镇政府捐资修建三岗村通往县城
的砂石路为标志 。总体而言，政府通过经济、
农业政策形式，从奖励补贴政策、招商项目、
土地流转、扶持培训四方面促进和推动当地
苗木产业的推广。
奖励补贴政策通常规定农户按某种方式
造林达一定面积，即可以按规定申领补助，直
接增加当地农户种植苗木的积极性。招商项目
是指政府与外地企业订立合同，规定政府提供
一定的优厚条件，企业用工必须在本地解决，
显著增加当地苗木产业从业人数。土地流转
是指在政府推动下，部分镇区将小而散的耕地
集合为成片土地用于苗木生产，既增加土地利
用率，同时扩大了苗木技术采纳范围。政府扶
持培训通过政府扶持苗木协会、与苗木大户保
持技术交流、促进“大户带动小户”的方式提
高农户苗木技术水平。
1.3.2 公司推广 （公司—受雇工人）

公司推广是指入驻肥西县的企业在当地
招聘用工之后，所采取的培训推广活动。2011
年 10 月，浙江省某园林公司与肥西县官亭镇
签订协议，在当地建设超过万亩的成片苗木基
地 。 该 公 司 在 当 地 雇 用 “ 长 期 工 ” 100 人 ，
“短 期 工”日 均 约 300 人 （用 工高 峰 期 多 达
700 人）。除工作期间自然发生的技术扩散行
为之外，公司以三种形式专门向“长期工”推
广苗木技术：定期组织前往省外参观、培训；
日常由专业技术员现场指导；选送人才至该
公司附属培训学校进行专门培养。
1.3.3 协会推广 （协会—大户）

由于苗木种植对技术信息依赖性较大，肥
西县形成了多个民间、官方苗木相关协会。知
名的民间协会如三岗村苗木技术协会；官方协
会包括上派镇苗木花卉技术经纪人协会和肥
西县苗木花卉产业协会。苗木协会主要以技
术培训座谈、组织会员外出参观学习、共享技
术信息资料的方式推广苗木技术。

1.3.5 社会关系推广 （采纳者—采纳者 / 未采纳者）

社会关系推广指农户与朋友、熟人讨论与
苗木技术相关的实际问题；或向家人、亲戚传
授苗木经验。由于肥西苗木种植起源较早，当
地种植树苗的农户家族历史最长可达三代，经
证实存在代际的经验传授现象。同辈之间由于
血缘或姻亲关系，也存在技术交流。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抽样方法

结合已获取的背景信息，本研究分别选取
了位于肥西县南部、中部、西北部的三河镇、
上派镇、官亭镇进行问卷调查。主要针对九联
村、三岗村、回民社区三个村组进行抽样，共
投放问卷 100 份，获得有效问卷 96 份，问卷
有效率为 96%。
2.2 研究方法
2.2.1 变量指标

S.Franzel 等人 （1999） 在研究非洲农户对
林业技术的采纳时，将影响因素分为可行性、
收益性、可接受度，分别包括“劳动力限制、
制度支持、农户经验”，“作物盈利能力、作
物产量、劳动力机会成本”和“知觉土壤肥
力、化肥投入、当下休耕、每年种植的经济重
要性、财富等级、性别、非农收入”[7]。
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和民族文化所特有的本
土特征，本文对影响因素的选择作了适度调
整。依据冯鹏志 （2000） 提出的技术创新社会
行动系统论，技术创新社会环境因素的基本变
量为：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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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 [3]。本文将肥西县农户采纳苗木技术的
影响因素，分为农户特征、社会物质资源、社
会制度模式、社会文化背景四类。分别包括了
“年龄段 、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 年收入”，
“土地相对适宜性、与县城距离、当地是否有
苗木公司”，“参加培训次数、与朋友熟人交
流技术、经家人亲戚传授技术、向他人借款用
于生产”和“技术难易认知、地位认知、人情
应答、男女能力观念、生产时间规划”。

总第 50 期

由于因变量 Y 是二元选择变量，选择二
元选择模型中的 Logistic 模型作为分析模型。
Logistic 函数由比利时 学者威 尔霍斯特 （P.F.
Verhulst） 在 1838 年首次提出，之后得到广泛
应用[8]。Logistic 基本模型可表示为：

又记作

2.2.2 建立模型

将影响因素分别标记为自变量 X1，X2，…，
Xk，并对每个选项赋予相应的值 （详见表 2）。
将农户对技术采纳与否标记为因变量 Y。技术
采纳发生时，Y=1；未发生时，Y=0。

其中，P 为事件 Y （技术采纳） 发生的概
率，Xi 指代自变量，β0 为常数项，βi 为回归
系数。
2.2.3 自变量赋值与系数符号假设

表 2 自变量赋值情况和系数符号假设
自变量因素
年龄段
受教育程度

变量名
X1
X2

家庭人均年收入 / 元

X3

土地相对适宜性

X4

与县城距离
当地是否有苗木公司
近一年参加培训次数
与朋友熟人交流经验
经家人亲戚传授技术
向他人借款进行生产
技术难易认知
地位认知
人情应答
男女能力观念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生产时间规划

X15

技术采纳

Y

赋值说明
<30=1，30~40=2，40~50=3，50~60=4，60~=5
未读书 =1，小学 =2，初高中 =3，大专及以上 =4
<3 000=1，3 000~5 000=2，5 000~10 000=3
10 000~15 000=4，15 000~=5
适宜水稻、不适宜苗木 =0，两者都适宜 =1
不适宜水稻、适宜苗木 =2
连续变量
有 =1，无 =0
0 次 =1，1~2 次 =2，3~5 次 =3，5 次以上 =4
有 =1，无 =0
有 =1，无 =0
有 =1，无 =0
有些困难 =1，不是很难慢慢来 =2，很简单 =3
种水稻的人 =0，两者都一样 =1，种苗木的人 =2
我跟他一样 =0，我不跟他一样 =1，我叫他跟我一样 =2
男人更能干 =1，男女都一样 =2，女人更能干 =3
按年计划 =1，按季计划 =2，按月或更短的时间计划 =3
不计划、见机行事 =4
是 =1，否 =0

符号假设
+
+
+
+
+
+
+
+
+
+
+
+
+

注：+ 表示该项因素与技术采纳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因素值增大，logit P 增大；- 表示该项因素与技术采纳呈负相关关系，随着因素值
增大，logit P 减小。

表 3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系数检验

3 统计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相关统计数据检验

应用 Stata 软 件对 96 组 有效数据进行 分
析，结果如下。
3.1.1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通过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每一
个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回归系数及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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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因素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回归
系数
-0.675
1.048
0.536
3.013
-0.13
-1.658
2.441
3.317

检验
结果
负向显著
正向显著
正向显著
正向显著
负向显著
负向显著
正向显著
正向显著

自变量
因素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回归
系数
2.516
1.909
1.16
1.19
1.25
0.363
0.103

检验
结果
正向显著
正向显著
正向显著
正向显著
正向显著
正向不显著
正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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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对 15 个因素做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经过 8 次迭代，得出拟合回归方程：
logit P=9.673-0.613X1+1.116X2-0.692X3
+2.108X4-0.47X5+4.276X6+1.375X7+6.426X8
-1.705X9+2.15X10-0.226X11-0.371X12+1.97X13
-2.022X14+1.65X15
该 拟 合 的 对 数 似 然 值 Log likelyhood=
-16.351269，卡方检验自由度为 15，R2=97.57。
然而，对回归系数显著性进行检验时发现，所
有 15 个变量中，仅 X15 一个变量对应 P>|z| 的检
验值小于 0.05。即仅有 X15 在该拟合模型中的回
归系数具有显著性，其余 11 个变量均不显著。
根据计量经济学知识判断，该拟合中的不同因
素之间有较强的多重共线性，使拟合度降低。
故 而 采 用 逐 步 Logistic 回 归 方 法 ， 对 方
程进行修正，所得最终拟合度最优的回归方
程为：
logit P=1.169+1.173X2-0.22X5+3.165X8
+1.326X15
修 正 后 的 拟 合 对 数 似 然 值 为 Log
likelihood=-24.273171，卡方检验自由度为 4，
R2=81.72。
其中，通过 X2 （受教育程度） 的似然比
检 验 （Likelyhood Ratio Test） 值 为 p=0.0005，
X5 （与县城的距离） 的检验值为 p=0，X8 （与
朋 友 交 流 技 术） 的 检 验 值 为 p= 0.0375， X15
（生产时间规划） 的检验值为 p=0.0016。结果
显 示 ， X2 （受 教 育 程 度）、 X5 （与 县 城 的 距
离）、X15 （生产时间规划） 表现出在 0.01 水平
显著，X8 （与朋友交流技术） 则表现出在 0.05
水平显著。
3.2 结果分析
3.2.1 农户特征因素中，受教育程度重要且与技
术采纳显著正相关，年龄、人均年收入与技术采
纳显著相关，但不重要

研究显示，随着受教育程度 （X）
提高，
2
农户对苗木技术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回归
系数 1.173，证明农户的文化水平每增加一个
层次 （该项赋值情况见表 2），其采纳苗木技
术的可能性增加 76.369%。这与 G. D’Sou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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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1993） 在西弗吉尼亚的研究结果 [9]、孔
祥智等人 （2005） 的研究结果均呈现一致情
况 [1]，表 明本 研 究关 于 X2 的 假 设 得 到 验 证 ，
并且 X2 是重要影响因素。
虽然从单因素回归中可以看出，年龄
（X1） 与采纳行为之间有负相关关系，回归系
数是 -0.675。但在最优拟合方程中，年龄一项
被剔除，表明农户在作决策采纳时受年龄影响
并不重要。目前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发达使社
会人口健康水平提高，不少年过 60 岁的老人
依然有能力参加农业生产。且当今信息沟通便
利，老年人接触的社会信息增加，思想也逐步
开放，故而决策受年龄的影响不明显。
随着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 （X）
的增长，
3
农户对于生产的资金投入获得更大的自由度，
故而在种植选择上也更易采纳新技术。但与年
龄相同，人均年收入也未能进入最优拟合方
程，表明这种影响不重要。
3.2.2 社会物质资源因素中，农户与县城的距离重
要且与技术采纳显著负相关，土地相对适宜性、当
地有无苗木公司与技术采纳显著相关，但不重要

经过逐步 Logistic 模型分析，与县城之间
的距离 （X）
对农户采纳苗木技术具有显著的
5
影响，其回归系数是 -0.22，检验值 p=0。表
明农户从事苗木生产地点与县城的距离每减少
一公里，采纳苗木技术的可能性增加 55.5%，
影响非常显著，而且重要。距离县城较近的农
户所能接触的信息来源、生产资料更加丰富，
更容易受到外界新思想、新信息的影响，对苗
木技术的采纳明显增加。另一方面，该研究结
果反映出我国农村边远地区获取信息和生产资
料有难度，导致农业技术扩散难度大。
土地相对适宜性 （X4）、当地有无苗木公
司 （X6） 被最优回归方程剔除，表明其对于技
术采纳影响不重大。而在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中，土地相对适宜性对苗木技术采纳
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农户认为土地更适合种苗
木时，则更可能采纳苗木，说明农户自身的经
验、看法对其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有一定影
响。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苗木
公司对村镇的入驻与技术采纳有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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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原假设相悖，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
苗木公司的入驻理论上来讲应该使农户采纳
苗木技术的可能性增加，而非减少。这种结果
是否因为苗木公司入驻同期发生的土地流转
现象，增加了农户外出打工的概率，从整体上
减少了农户务农的可能性 （其中也包含采纳苗
木技术的可能性），有待后续研究印证。
3.2.3 社会制度模式因素中，与朋友熟人交流经
验重要且和技术采纳显著正相关，培训次数、经
家人亲戚传授技术、向他人借款进行生产与技术
采纳显著相关，但不重要

最终回归方程数据显示，农户与朋友熟人
发生技术交流 （X8） 对其采纳苗木技术有显著
的影响，且十分重要。回归系数为 3.165，表
明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相比不与朋友
熟人交流技术经验的其他农户，有此类交流
经历的农户采纳苗木技术的可能性平均增加
95.9%。由此可见，在农村社会中，社会关系
推广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其中以朋友、熟
人之间的交流为最重要且显著。
研究分析显示，参加培训次数 （X）
7 、经
家人亲戚传授技术 （X）、向他人借款
（X10）
9
都与苗木技术采纳正相关，但重要程度不足
以进入最优拟合方程。本次调研中，67.7%的
被调查者近一年参加技术培训次数为 0，反映
出农户整体参与技术推广活动较少，当地可
适当地增加培训次数和规模。
相比熟人和朋友而言，农户与其家人、亲
戚务农者之间拥有更类似的知识结构和社会
关系，降低了技术传授的可能性；市场需求的
变化和现代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导致农户不需
要其长辈所使用的技术；此外，农户从家人、
亲戚获得技术以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形式
发生，难以识别，可能导致农户认为自己并未
从家人、亲戚获得技术。这些可能是导致该因
素对技术推广的作用不明显的原因。
3.2.4 社会文化背景因素中，生产时间规划重要
且与技术采纳显著正相关，技术难易认知、地位
认知、人情应答与技术采纳显著相关，但不重
要。男女能力观念与技术采纳不具有显著相关关
系，也不重要

从最终回归方程来看，在其他条件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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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生产时间规划 （X15） 周期短的农
户比生产时间规划 （X15） 周期长的农户更易
于采纳苗木技术。回归系数是 1.326，证明农
户的生产时间规划周期每缩短一个层次，采
纳苗木技术的可能性增加 79%。随着生产时
间规划周期的具体化，农户对苗木技术的接
受程度明显提高。这表明本研究有关生产时
间规划对技术采纳的影响的假设获得了验证，
且十分重要。
研究分析显示，对自己学习新技术的能力
自信 （X11） 程度高、认为种苗木者地位更高
（X12）、与同村熟人交往时面对人情约束时应
答 （X13） 更为主动的农户，更可能采纳苗木
技术，但这些影响并不重要。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分析男女
能力观念 （X14） 对农户采纳苗木技术的行为
的影响时，其 P>|z| 检验值大于 0.05，证明该
因素对技术采纳几乎没有影响，且在模型中不
重要。

4 结论
通过对农村苗木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
Logistic 模型实证分析，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证实了“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
“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扩散的重要影响，印
证了“技术创新社会行动系统论”所提出的社
会环境影响。软件分析的拟合结果显示了受教
育程度、与县城的距离、与朋友交流技术经
验、生产时间规划 4 个因素具有明显的重要影
响。其中，与县城的距离属于社会物质资源因
素，与朋友交流技术经验属于社会制度模式因
素，生产时间规划属于社会文化背景因素，这
恰好说明了各个层面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从整体推广环境而言，肥西县
目前存在的五种苗木技术推广形式对当地农
户采纳技术具有不一样的意义。社会关系推广
对农户采纳苗木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这种
作用以增加农户采纳新技术的主动意愿的形
式实现，是“诱导型”推广。协会推广由农村
苗木大户自发组织或构成，其明显利于苗木大
户之间交流信息和渠道，共同保持行业精英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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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属于“自由型”推广。政府推广、公司推
广客观上明显扩大了技术采纳范围，然而由
于其改变了农户与耕地的关系，一定程度上
减弱了农户主体决策权，降低了选择的自由
度，是“强力型”推广。农户雇佣关系推广由
于其不固定性，目前研究操作性相对低，其所
带来的影响也不明显，属于“潜在型”推广。
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就技术创新行动
系统论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扩大研究范围和样
本量，取得更具说服力的研究结果。同时也可
以从其他理论角度弥补国内在影响因素体系
研究方面的缺乏。相比于一般性地验证某一
方面影响因素，对整体环境、影响体系的研究
更有利于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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