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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陕西、甘肃两省 597 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李根丽，魏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基于陕西和甘肃地区 597 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户主及家庭特征、农业生产、信息可获性、气候变化

认知和地区特征等方面选取相关变量，分析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79.7%的农户
面对气候变化都会采取适应性行为，且以投资较少的短期行为为主，被动适应性行为所占比重略高于主动适应性
行为。耕地面积、对干旱的认知、地区地貌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仅选择被动适应性行为；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
程度、上网频率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仅选择主动适应性行为；农业收入占比等大多数因素都显著影响农户同时选
择两种适应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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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households’ adaptive behavior of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survey of 597 rural households in Shaanxi and Gan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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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led survey data from 597 rural households in Shaanxi and Gansu, selecting 16 variables from 6
aspects of householder characteristics,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formation availability,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households’ choices for
adaptive behavior of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79.7% of rural households took adaptive behavior to face
climate change. Rural households’ adaptive behavior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short-term measure with less investment,
and the proportion of passive adaptive behavior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ctive adaptive behavior. Total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perception of drought and topography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rural households to choose only passive
adaptive behavior, while education, risk preference levels and internet surfing frequency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m to
take active adaptive behavior only on climate change,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income synthetically affect rural
households to choose two kinds of adaptive behavior.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adaptive behavior; rural households; choice; influencing factors

一、问题的提出

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年粮食
减产逾 500 亿千克，高达粮食总产量的 10%。气候

气候变化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干旱加剧和生态

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国长期形成的农业生产结构和

系统退化等问题使中国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挑战。

种植模式，使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与日
俱增，还给中国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施加了巨大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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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严重冲击着弱势群体的生存安全[1]。作为农业
生产的主体和气候变化的最直接承受者，农户对气
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是保障农业产量、稳定收入的
关键，也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核心[2]。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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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了解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状况，探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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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适应性政策提供依据。

户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政府制定气候变化
适应性政策，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适应性农业转型
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变量设定
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是农户通过合理利用气候

国内外学者对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问题

资源和环境所提供的有利条件抵御气候变化潜在风

展开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从已有文献来

险，降低农业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行为或措施[19]。

看，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户适应性行为现状及影

依据 Smit 等的分类标准，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

响因素两个方面。关于农户适应性行为现状，不少

为按其目的和采用的时期可以分为主动适应性行为

学者研究发现，面对气候变化引致的外生生产风险，

和被动适应性行为两类[20]。主动适应性行为由于能

农户中的风险规避者都会采取相应的适应性措施减

够提前对即将发生的气候变化风险进行防范，减少

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生产损失，如调整农业种植

不必要的损失，其效果优于被动适应性行为。被动

[3-5]

结构、选育优良作物品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

。

适应性行为在感受到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

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措施虽因时空不同局部差异较

面影响时，能够改变生产决策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大，整体却不乏相似之处。多数农户面对气候灾害

其效果好于不采取任何适应性行为。从理论上说，

时都会采取组合型策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采取主动和被动两种适应性行为既能提前进行预防

且适应性措施以传统的短期被动适应为主，适应性

又能及时补救，效果最佳。

[6-7]

行为不具有持续性

。受制于不完善的政府救济制

根据理性小农理论，农户对气候变化适应性行

度，农户更趋向于依靠自身力量来规避自然灾害，

为的选择是综合考虑适应性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适

[8]

而较少依靠外部力量 。在气候变化严重的情况下，

应性行为的可操作性等多种因素后做出的利润最

经济条件好的农户倾向于采用投资成本较高的工程

大化的决策行为。在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只有当

性适应措施，而贫困农户更倾向于采用投资成本较

采取适应性行为的预期净收益大于不采取适应性

[9]

低的农田管理措施 。为提高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

行为的机会成本时，农户才会具有采取适应性行为

力，学术界高度关注农户适应性行为背后的影响机

的意愿。农户在做出具体决策之前，都会先对信息

制。吴春雅等认为农户适应性行为不仅受户主年龄、

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行整合和处理。对于每一个异

受教育程度、亲戚数量等自身因素影响，还受到地

质性农户，其适应性行为选择不仅受其资源禀赋的

[10-14]

形和信息获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

。冯晓龙、

影响，也受所在地区特征等外部条件的制约。认知

Aemro 等分别运用分层模型和多元 Logit 模型对农户

行为理论认为，科学合理的认知对行为起着积极的

适应性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农户风

引导作用。农户是气候变化的直接感知者，气候变

险类型、家庭规模、生产条件等是影响农户适应性

化认知也是影响其适应性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

[12,14-15]

行为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很多学者还特别

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

关注农户认知特征对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影响，

的相关研究，结合陕甘两省农业生产特点及实际调

Middision、Dang、Truelove 等认为，农户采用气候

研情况，笔者将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选择的

变化适应性行为是一种心理决策过程，对气候变化

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良好的认知能显著促进农户适应性行为[16-18]。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虽从不同角度对农户的气
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类和考察，
但多数直接分析农户整体适应性行为或某些具体
适应性措施，鲜有学者对农户的适应性行为进行分
类分析。基于此，笔者拟结合陕西和甘肃两个省份
的调研数据，对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选择及
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气

(1)户主个体特征。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作为
人力资本变量反映了其非农就业能力和信息获取
能力。户主年龄越大，转换非农就业岗位的机会越
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从而选择适应性行为的概率
越大。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进行科学合理决策的
能力越强，面对气候变化采取各种适应性行为的意
愿可能越强。采取任何适应性措施都存在一定风
险，对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户主采取适应性行为的
可能性越大。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户主个体特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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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和风险偏好。

http://qks.hun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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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阻碍农户适应性行为的采用。农户所在村庄的地

(2)农户家庭特征。农业生产、技术采用需要投

形地貌越复杂，其农业生产规模化与专业化程度越

入大量劳动力，家庭人口数越多，对农业进行精细

低，采取各种适应性行为的成本和难度也越大。相

化管理的程度越高，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可

对于平原地区，所在村庄地形地貌越复杂的农户采

能性越大。气候变化适应性措施大多需要投入一定

取适应性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因此，本研究选取的

的资金，人均纯收入越高的农户家庭支付能力越
强，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阻力也越小。农业
收入占比反映了农业在农户家庭中的重要性，农户
家庭中农业收入占比越高，其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

地区特征变量包括村委到乡镇的距离和地形地貌。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选择户主个体特征、家庭
基本特征、农业生产特征、信息可获性、气候变化

大，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可能具有较高的边际

认知和地区特征 6 类 16 个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和

效用。因此，本研究选取的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包括

预期作用方向如表 1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为准确

人口总数、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识别样本农户户主的风险偏好，课题组在调查过程

(3)农业生产特征。相对耕地面积较小的农户，

中设计了一个抽奖活动，户主可以选择抽奖或不抽

大规模种植户遭受气候灾害的损失更大，更愿意采

奖。若选择抽奖，将有 50%的可能获得 10 元钱，

取适应性行为应对气候变化。相对而言，单位面积

也有 50%的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若选择不抽奖，

产出越高的农户家庭越倾向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性

将确定可以得到 5 元钱。户主可以选择：A.抽奖；

行为。农业机械设备是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反
映了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农业机械总价值
越高，农户农业生产能力越强，采取气候变化适应
行为的概率也越大。因此，本研究选取的农业生产
特征变量包括耕地面积、单位面积产出和农业机械

B.不抽奖；C.无所谓抽不抽奖。若户主选择 A，则
认为他是风险偏好型；若户主选择 C，则认为户主
是风险中立型；若户主选择 B，则认为户主是风险
规避型。对被解释变量“采取的适应性行为”的测
度，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与以往研究直接询问农户

总价值。
(4)信息可获性。信息化时代的互联网为农户提

“是否采取适应性行为”不同。课题组先根据已有

供了便捷的外界信息，农户上网频率越高，获取信

文献和预调研总结了 14 余项陕甘地区农户可能采

息能力越强，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可能性也

取的适应性行为，然后逐一问及农户是否采用。除

越大。亲朋好友中的村干部作为农户的重要社会资

列出的适应性措施以外，农户还被问及是否采用其

本，能够为农户提供全面快捷的信息服务，减少适

它适应性措施。信息收集完毕后，再依据相应标准

应性行为采用的风险，对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

将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分为 4 类。为保证分

为决策会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选取的

类的完整性，笔者将农户不采取任何适应性措施也

信息可获性变量包括上网频率和亲朋好友是否有
村干部。
(5)气候变化的认知。对于客观存在的气候变

作为农户的一种特殊适应性行为。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化，农户的认知和直觉判断是其采取适应性行为的
前提。当农户对干旱天数和极端气候事件感知越强

1．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烈，农户越会积极自觉地采取适应性行为应对气候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6 年 6—8 月课题组对陕

变化。农户感知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越大，

西、甘肃地区农户的实地调查。陕西、甘肃同属西

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作用也将越重视，采取适应

北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地气候差异较大，生态环境

性行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本研

复杂多样。由于深居西北内陆，陕西和甘肃大部分

究选取的气候变化的认知变量包括对干旱的认知、

地区气候干燥，降水较少，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地区，

对极端气候的认知和对农业影响的认知。

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因此，

(6)地区特征。作为农户生产生活中面对的最直
[21]

接的外部环境

在这两个省份进行调查，样本数据信度和代表性较

，村委到乡镇的距离越远，村庄往

好。本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最终在陕西

往越偏僻。闭塞的村庄环境既不利于信息的扩散和

省确定了 9 个样本县，17 个村庄，300 个种植户，

交流，也不利于农户非农就业的转移，直接或间接

在甘肃省确定了 11 个样本县，19 个村庄，340 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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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户。通过面对面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共获

险以规避为主，老龄化、低文化、保守化特征非常

得问卷 640 份，剔除重要信息缺失和明显失真的问

明显。农户家庭人口数平均为 4～5 人，规模适度，

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597 份，其中陕西 282 份，

但人均年纯收入低于国家平均标准，整体较为贫困。

甘肃 315 份，问卷有效率为 93.3%。样本中户主年龄

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均值在 0.6 公顷以上，多数家

均值为 47.692，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 7 年，面对风

庭农业收入占比不到农户家庭总收入的一半。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被解释变量

采取的适应性行为

户主个体特征 年龄

标准差 预期作用方向
1.080

/

11.087

+

受教育程度

户主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6.737

3.863

+

风险规避=1；风险中立=2；风险偏好=3

1.389

0.653

+

农户家庭实际人口总数(人)

4.521

1.728

+

家庭人均纯收入

农户家庭实际人均纯收入(万元/年)

0.669

0.821

+

农业收入占比

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0.424

0.368

+

0.414

+

农业生产特征 耕地面积

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公顷)

0.631

单位面积产出

每公顷耕地实际每年产出价值(万元)

1.920

2.415

+

农业机械总价值

农户家庭农业机械实际总价值(万元)

0.169

0.382

+

上网频率

从不使用=1；较少使用=2；一般=3；较多使用=4；经常使用=5

2.528

1.352

+

亲朋是否有村干部
气候变化认知 对干旱的认知

地区特征

均值

风险偏好程度
家庭基本特征 家庭人口数

信息可获性

变量含义及赋值

2.514
不采取适应性行为=1；被动适应性行为=2；主动适应性行为=3；两种
行为都有=4
47.692
户主实际年龄(周岁)

是=1；否=0

0.198

0.399

+

干旱天数是否增多：是=1；否=0

0.472

0.500

+

对极端天气的认知

极端天气是否增多：是=1；否=0

0.419

0.494

+

对农业影响的认知

无影响=1；影响较小=2；一般=3；影响较大=4；影响很大=5

3.216

1.161

+

村委到乡镇所需时间 30 分钟以下=1；30～59 分钟=2；60～120 分钟=3；120 分钟以上=4

1.670

0.896

-

地区地貌

2.400

0.895

-

平原=1；丘陵=2；高山=3；高原=4

注:“+”表示影响方向为正，“-”表示影响方向为负。

2．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统计分析

好的是选育优良作物品种，其次是购买农业保险。

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的农户都采取了适应性行

优良作物品种能有效利用生产条件，抵抗自然风

为来应对气候变化，其中，58.9%的农户采取被动

险，提高单产，而且成本低，经济效益高。随着国

适应性行为，46.3%的农户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

家农业保险的逐步推进及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农

25.5%的农户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而只有 20.3%

户参保积极性也逐步提高，34.0%的样本农户都购

的农户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未采取任何适应性行为。

买过农业保险以分散农业风险。调整作物布局、采

两个省份被调查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差异

用新技术、修建基础设施和改善农田周边生态环境

不大，都以被动适应为主。调查发现，农户的气候

也是部分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行为。设施农业

变化适应性行为选择与适应性行为的投入产出和

能够改变自然光温条件，优化作物生长环境，是适

农户自身所处条件相关性越大。地理位置优越、农

应气候变化的有效方法。农户对设施农业的需求较

田水利设施完备和单产较高的农户几乎都倾向于

大，但受资金和技术限制，发展设施农业的农户并

采取适应性行为以便减少损失，而在雨养农业地

不多，只有少数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具备相应的投

区，由于土地贫瘠、不能机械化、农田基础设施落

入能力并愿意投资大棚、温室等设施农业。在被动

后，农业往往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户很少

适应性行为中，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经验合理调整农

采取适应性措施。

时，增加灌溉、增加化肥农药投入是农户面对气候

农户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具体适应性行为存
在较大差异(表 2)。在主动适应性行为中，农户最偏

变化经常采用的方法；而地膜覆盖由于投资较大且
适用作物受限，较少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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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y = j ) 表示农户对第 j 种适应性行为

表 2 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细分类型
类型

http://qks.hunau.edu.cn/

频数

频率

选择的概率，X k 表示第 k 个影响农户适应性行为选

调整作物布局

143

24.0

选育优良作物品种

择的自变量，β jk 表示自变量回归系数变量，e 为随

247

41.4

采用新技术

133

22.3

修建基础设施

129

21.6

改善农田周边生态环境

112

18.8

购买农业保险

203

34.0

发展设施农业

32

5.4

机误差。以 J 为参照类型，农户选择其它适应性行
为的概率与选择 J 类适应性行为概率的比值
y= j|x
p(
) 为事件发生比，简称为 Odds。为检验
y=J|x
农户应对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笔
者以不采取适应性措施为对照组，建立以下 3 个多
元 Logistic 模型：

其它

13

2.2

调整农时

213

35.7

增加化肥农药投入

184

30.8

增加灌溉

205

34.3

使用地膜覆盖

165

27.6

其它

20

3.4

四、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ln (

k
p2
) = α 2 + ∑ β 2k X k + e
p1
k =1

(4)

ln (

k
p3
) = α 3 + ∑ β 3k X k + e
p1
k =1

(5)

ln (

k
p4
) = α 4 + ∑ β 4k X k + e
p1
k =1

(6)

(4)式(5)式(6)式中， p1 为不采取适应性行为的

1．模型选择
为了更好地分析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选

概率， p2 为仅采取被动适应性行为的概率， p3 为

择及影响因素，笔者以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

仅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的概率，p4 为采取两种适应

为被解释变量，分两阶段进行研究：一是对农户是

性行为的概率。

否采取适应性行为进行分析，选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

2．估计结果分析

进行估计；二是在对具体适应性行为分类的基础上，

运用 Stata14.0 统计软件对 597 份有效调查样本

对农户不采取适应性行为、仅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

进行实证分析。为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笔者在

仅采取被动适应性行为和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这 4

回归之前先选取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

种类型分别设置虚拟变量，选用多元 Logistic 模型进

(VIF)对 16 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验证。检

行估计。

验结果显示所选解释变量满足独立性原则，无多重

假设农户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时被解释

共线性问题。运用二元 Logistic 和多元 Logistic 模

变量赋值为 1，未采取时赋值为 0，二元 Logistic 回

型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两个模型 LR 对应的 P

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值为 0.000，整个方程所有系数(除常数外)的联合显

p( X i , β ) = F (α + β X i ) =

1
1+ e

− (α + β X i )

(1)

进一步转化，得到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线性
表达式为：
n
p
ln ( i ) = α + ∑ β i X i + μ
1 − pi
i =1

著性很高，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1)户主个体特征的影响。户主年龄对农户是否
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仅采取主动适应行为和
采取两种适应行为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户主年

(2)

龄越大，农户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率越大，采取主
动适应行为或采取两种适应行为应对气候变化的

其中，α 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β k 为回归系数，

可能性也越高。通常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户主

X i 为影响农户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第 i 个

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越来越差，放弃农业生产的机会

因素， n 为影响因素的个数， μ 为随机扰动项。

成本也越大，更愿意采取适应性行为抵御气候变化

假设农户选择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类型为

带来的风险。户主年龄越大，务农时间越长，在农

Y ，对任意的选择 J =1，2，…，j，多元 Logistic

业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也越多，丰富的农业知识

模型可以表示为：
k
⎡ p ( y = j | x) ⎤
ln ⎢
⎥ = α j + ∑ β jk X k + e
k =1
⎣ p( y = J | x) ⎦

和经验有利于他们面对气候变化时采取主动适应

(3)

行为或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减少气候变化对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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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受教育年限在模型 2 的仅采

于其他农户。网络不仅能够为农户提供大量的气候

取主动适应性行为和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的估计

变化信息，还能帮助农户了解更多的气候变化适应

结果中分别通过了 1%和 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

性措施，促进农户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在模

验，系数为正，表明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户越

型 2 中，上网频率对农户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和采

倾向于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和采取两种适应性行

取两种适应性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亲朋是否有

为适应气候变化。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获取气候

村干部对模型 2 仅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具有显著的

信息的能力越强，越容易全面认知到气候变化的本

正向影响，表明亲朋有村干部的农户，其采取主动

质及内涵，从而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应对气候变

适应性行为的概率较大。村干部作为农村社会的

化。高文化程度的户主，其视野开阔、思想先进、

“当家人”，处于基层政府和村民之间，拥有获取

社会经历丰富，对新技术新方法的理解接受能力更

信息的先天优势。亲朋中有村干部的农户可以更便

强，更易于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应对气候变化。风

利地得到相关的重要政策信息和技术帮助，从而采

险偏好程度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

取主动适应性行为。

验，且系数为正，表明户主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其

(5)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在模型 1 以及模型 2

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农户本质

采取被动适应性行为和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的估

上都是追求确定性和安全感的，相比收入效应而

计结果中，农户对干旱认知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分

言，农户对风险与损失具有与生俱来的厌恶感。采

别通过了 1%、5%和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取主动适应性行为虽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气候变化

表明农户对气候变化良好的认知是其采取适应性

带来的损失，但在实施过程中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并

行为的重要前提，农户对干旱的认知水平越高，越

承担一定的风险。采取被动适应性行为虽然风险较

容易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包括被动适应性行

小，但也可能因为无法挽救或挽救太迟而造成额外

为和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农户对气候变化影响的

损失。因而，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采取

认知在模型 2 仅采取被动适应性行为的估计结果中

各种适应性行为应对气候变化。

通过了 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

(2)家庭基本特征的影响。农业收入占比在模型

明农户对气候变化影响认知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

2 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的估计结果中通过了 1%统

促进被动适应性行为的采用。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

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业收入占比越大，农

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当农户认知到气候对农

户越会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应对气候变化。农业收

业的影响越大时，其采取被动适应性行为减轻气候

入占比越大的农户，其家庭收入来源往往较为单

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可能性越大。

一，分散农业生产风险的渠道较少，对农业的依赖

(6)地区特征的影响。村委到乡镇距离对农户同

较大，更愿意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应对气候变化。

时采用两种适应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预

(3)农业生产特征的影响。耕地面积在模型 1 和

期吻合，表明农户所在村委离乡镇距离越远，采取

模型 2 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中通过了 1%统计水平

两种适应性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偏僻的地理位置既

的显著性检验，在模型 2 采取被动适应性行为和采

不利于技术和信息的扩散，也不利于农业生产要素

取主动适应性行为中通过了 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

的有效配置，是阻碍农户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的重

检验，且系数都为正。表明农户的耕地面积越大，

要因素。从模型 1 来看，地区地貌对农户的气候变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越显著，农户越会

化适应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 1%统

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应对气候变化。

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2 的结果表明复杂的地

(4)信息可获性的影响。在模型 1 中，上网频率

区地貌会显著阻碍农户仅采取被动适应性行为和

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

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通常来说，山区高原等复杂

明农户上网频率越高，在气候变化条件下采取适应

地貌的地区中，土地分散化、细碎化程度高，农田

性行为的可能性越大。一般而言，上网频率较高的

水利设施不完善，农户采取适应性行为应对气候变

农户，知识面越广，接受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高

化的成本大，动力不足。因此，农户所在地区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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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复杂，其采取被动适应性行为和采取两种适应性

行为的意愿越低。

表 3 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选择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年龄

模型 1

模型 2(对照组：不采取任何行为)

是否采取适应性行为
*

0.020(1.89)

仅采取被动适应性行为

仅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

0.003(0.28)

采取两种适应行为

**

0.027(2.02)**

***

0.173(3.43)

0.117(2.52)**

1.048(3.21)***

1.249(3.79)***

0.033(2.31)

受教育年限

0.038(1.18)

风险偏好程度

0.854(3.05)***

家庭人口数

0.002(0.03)

-0.034(-0.47)

0.045(0.51)

0.044(0.50)

家庭人均收入

0.231(1.06)

0.115(0.50)

0.334(1.31)

0.253(0.97)

农业收入占比

0.551(1.43)

0.259(0.62)

0.342(0.69)

1.627(3.22)***

耕地面积

0.072(3.04)***

0.056(2.19)**

0.074(2.66)***

0.106(3.55)***

单位面积产出

1.026(1.02)

0.615(0.54)

1.931(1.80)

1.391(1.09)

-0.017(-0.50)
0.528(1.73)*

农业机械总价值

0.371(0.99)

0.280(0.70)

0.256(0.52)

0.586(1.31)

上网频率

0.387(3.42)***

0.106(0.84)

0.653(4.69)***

0.676(4.91)***

亲朋是否有村干部

0.105(0.36)

0.697(1.98)*

0.412(1.12)

对干旱的认知
对极端天气的认知
对农业影响的认知

-0.271(-0.80)

***

**

0.693(2.78)

0.585(2.25)

0.486(1.54)

0.903(2.89)***

-0.021(-0.09)

-0.185(-0.70)

0.333(1.08)

0.495(1.62)

*

0.132(1.28)

0.196(1.77)

0.052(0.41)

0.063(0.47)

村委到乡镇所需时间

-0.182(-1.48)

-0.082(-0.62)

-0.127(-0.71)

-0.308(-1.76)*

地区地貌

-0.423(-2.88)***

-0.554(-3.64)***

-0.198(-1.05)

常数

-2.235(-2.43)

**

-0.185(-0.18)

-7.116(-5.73)

LR Chi2

65.16

199.10

Prob>Chi2

0.000

0.000

0.1867

0.1995

-243.652

-652.187

2

Pseudo R

Log likelihood

-0.401(-2.08)**
***

-6.897(-5.6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Z值。

比、村委到乡镇所需时间等大多数因素都对农户选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择采取两种适应性行为有显著影响。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面对气候变化时，79.7%

根据以上结论，笔者得到以下政策启示：一是

的农户都采取了适应性行为来趋利避害。农户采取

应针对不同的适应性行为制定不同的激励机制，鼓

的适应性行为中，大部分行为属于投资少且有保障

励农户积极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提前预防气候灾

的短期措施，如选育优良作物品种、调整农时、增

害，在灾害不可避免时，积极指导农户做好农作物

加灌溉和购买农业保险等，而发展设施农业、修复

抗灾减灾工作。二是应大力发展农田基础设施建

退化生态系统和修建基础设施等投资多回收期长

设，特别是水利设施建设，改变经济条件差、地形

的措施则较少使用。总体来看，被动适应性行为所

复杂地区农业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保障农民的农

占的比重略高于主动适应性行为，但两者差异不

业收入。三是应积极推动农户之间的农业合作，培

大。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不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实现规模效益，提高农户采

仅包括年龄、风险偏好程度、耕地面积、上网频率、

取各种适应性行为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四是应做好

对干旱的认知等自身因素，还包括地形地貌等外部

气候变化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通过各种途径提

环境因素。农户对不同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

高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能力，为其主动采取各种

存在较大差异。耕地面积、对干旱的认知、地区地

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创造条件。

貌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仅选择被动适应性行为，而
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程度、上网频率等因素显著
影响农户仅选择主动适应性行为。除亲朋是否有村
干部、农户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外，农业收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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