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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
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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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

布格局及其演变特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空间效应的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发

展、城镇化水平、文化因素、社会保障因素、生育政策等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识别各因素对农村人

口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出生性别比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表现为高-高和

低-低类型，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估算将造成有偏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出生性别

比的影响在地区上存在空间差异；经济发展、文化因素与人口出生性别比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现阶

段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越过转折点，但文化程度尚未达到“阈值”；当实际生育率高于政策生

育率时，会出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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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

资料和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其他专项调研资料的研究报告显示，1982、1990、2000、2010年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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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08.47、111.3、116.86、121.21，已远远高出联合国确定的102~107的值域范围。

从区域分布角度考察，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更为突出，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1990年城

市、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08.93、112.26、111.83，2000 年城市、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14.15、119.9、121.67，2010年城市、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8.33、122.76和122.09，农村地区人

口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城市地区，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也是有效解决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关键时期，开展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出生性别比问题不仅是重

大的人口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将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性别比例失衡不仅会对女性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产生不利影响，也会造成男性的择偶挤压，进而影响

家庭形式、家庭功能以及家庭的稳定性，从而引发对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冲击，造成诸多社会问题

和矛盾，影响人口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引起了国家和政

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尽管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治理，但迄今为止人口出生性别比依旧居高难下，

失衡局面尚未逆转，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理清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和各影响因素的内在作用机制，

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如此之高的人口出生性

别比？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怎样？影响程度如何？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造成了人口出生

性别比的失衡，影响程度有多大？关于这一系列问题迄今没有定论，还有待采用更丰富的数据、更科

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相关研究。与此同时，大多数研究将城镇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出生性别比

问题，但无论从程度和特征还是从作用机理和政策取向二者均存在差异，应该分别开展研究，鉴于农

村出生性别比问题较为严重，本文选取农村地区作为考察区域，将有助于解释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

别比失衡现象，对于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已有文献鲜有考察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空间异质性影响，鉴于受到相邻地区经济、社会、

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可能会出现相邻地区趋同的现象，已有关于出生性别比的实证

研究中主要采用的都是最小二乘法估计方法，然而如果人口出生性别比空间相互作用存在的话，采

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势必影响计量分析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特点，捕捉地区

之间出生性别比的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揭示各个地区之间出生性别比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并在

此基础上，运用地理空间效应的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

文化因素、社会保障因素、性别选择性生育技术可行与可及性、政策因素（主要是生育政策）等对人口

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进一步识别各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地区差异，以期为制定生育政策、有效地

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供可供参考的科学依据。

二、研究方法、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旨在考察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格

局，判断人口出生性别比是否存在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进而揭示各个地区之间人口出生性别比的

空间相互作用机制。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的技术核心内容是空间自相关测度，包括全局空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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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用于判断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在空间上是否存在聚集特

性，揭示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依赖程度。 Moran’s Ι 指数是常用的空间自相关测度指标，Moran’s Ι

值介于-1与1之间，I﹤0表示空间正相关，空间实体呈现聚合分布，I﹤0表示空间负相关，空间实体

呈离散分布，I=0表示空间实体是随机分布，且 I值越大表示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越大，一般可通过绘制

Moran散点图来表示，散点拟合得到的直线斜率为 Moran’s Ι 值。［1］计算公式如下：

Moran’s Ι =
n∑

i=1

n

∑
j=1

n
Wij(Yi -Y)(Yj -Y)

∑
i=1

n
(Yi -Y)∑

i=1

n

∑
j=1

n
Wij

（1）

其中，n 为样本数，Yi 为第 i 个地区的人口出生性别比，Yj 为第 j 个地区的人口出生性别比，Y

为所有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平均值，Wij 为 i 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与 j 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之间

的空间连接矩阵，表示空间单元间潜在的相互作用的力量。

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方法用来度量某一区域与周边地

区之间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差异程度及显著性，一般采用 Local Moran’s Ι 统计量来测度，并结

合 Moran 散点图或LISA聚集图等形式研究局部空间分布规律。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下，Ii ＞0表明

存在正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相似的值发生集聚；Ii ＜0表明存在负的局部空间自相关，不相似的值发

生集聚。LISA显著性水平与 Moran 散点地图相结合，形成LISA聚类地图，可识别人口出生性别比

在局部空间集聚的“热点”和“冷点”地区，揭示空间奇异值。局部 Moran’s Ι 计算公式如下：

Ιi =Zi∑
j=1

n
WijZj(i≠ j) （2）

其中，Zi 和 Zj 分别为第 i 个地区和第 j 个地区观测值的标准化值，Wij 为空间权重。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有很多种，鉴于数据特点和各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之间可

能是不同的，本文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用于识别各因

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地区差异。该模型将数据的地理位置引入到回归参数中，利用邻近观测

值的子样本数据信息进行局域回归估计，其参数是随着空间上局域地理位置变化而变化的，扩展了

利用全域信息估计的最小二乘法回归（OLS）模型。具体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如下：

Yi = ρ0WitY+Xit β0 + uit

uit = vi + εit
i=1,⋯,N
t=1,⋯,T

（3）

其中，Y 是被解释变量向量，X 是解释变量矩阵，β0 是各因素在某一空间点的参数矩阵，ρ0 为

空间自相关系数矩阵，W 为空间权重矩阵，u 是干扰项，v 是个体效应向量，ε是随机扰动项。

该模型中W 的选择至关重要，一般由观测值的空间坐标决定，实际研究中常用的空间距离权值

的计算公式如下：

高斯距离权值： Wij =ϕ( )dij/σθ （4）
指数距离权值： Wij = exp( )-dij/q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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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方距离权值： Wij =
é
ë
ê

ù
û
ú1- ( )θ dij

3 3

（6）
其中，dij 为第 i 个区域与第 j 个区域间的地理位置距离，ϕ 为标准正态分布密度函数，q 为观测

值 i 到第 q 个最近邻居之间的距离，σ 为距离向量 dij 的标准差，θ 为衰减参数。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1990年、2000年、2010年三年农村地区省级层面数据考察人口出生性别比，识别各类

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各个省市农村地区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来自第四次、第五次和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其他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

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人口普查数据等。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将重庆并入四川，共

计30个省市地区，由于数据不可获得，没有包括台湾地区和南海群岛。具体各类解释变量的选取理

由与设置说明如下：

1. 经济发展因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性别偏好程度可能减弱，在生育决策过程中

的性别偏好程度下降，进而导致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按照这样的逻辑，经济发展与出生性别比之间

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已有文献也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导致胎儿死亡和死产

的风险性降低，而生命相对更为脆弱的男性胎儿由此获益相对更大，遵循这一作用路径则可得出经

济发展与出生性别比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2］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出生性别比

二者之间可能具有倒“U”型的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性别偏好并没有太大

的变化，相反男性胎儿获益的可能性增强，故而出生性别比有可能提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

后，性别偏好有所弱化，进而表现为出生性别比的下降。本文选用农村地区人均GDP来刻画农村经

济发展水平。

2. 城镇化因素。有研究发现城市化与第一个孩子出生性别比失调同步发展，认为在现行的生育

政策下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城市化的发展可能会导致第一个孩子出生性别比的上升；［3］有学者认

为外来妇女的生育性别比很高，拉升了某些有大量外来劳动力的城市（如北京市）整体的出生性别比

水平；［4］也有学者认为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5］鉴

于此，城镇化因素势必会对人口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但影响方向和程度并不确定。从不同区域角

度考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提高城镇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同时可能降低农村地区

的出生性别比。本文认为就业结构的改变和常住生活区域的改变将显著地影响生育观念，进而导致

出生性别比结构的变化，文中采用非农业人口比重来刻画城镇化水平，相对于城镇化率指标而言更

为贴切和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3. 妇女地位因素。有大量研究表明妇女经济地位的相对低下是造成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基

本社会动因。［6］随着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来自社会的性别歧视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会

对家庭在生育决策中性别选择产生影响，由于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增加，进而提高了家庭生育女

孩的效用，表现为生育性别偏好程度的弱化，最终体现为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下降。通常而言，妇女地

位与出生性别比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妇女地位的提升将有助于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本

文采用国际上衡量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常用指标（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妇女地位。

4. 文化因素。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育文化趋向于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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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可能使得人们对性别偏好的观念有所弱化，进而导致生育决策行为中的性别偏好减弱，人口出生

性别比将有所下降；但也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父母掌握生育性别选择的技术，对于

原本就偏好于生育男孩的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反而提高了出生性别比。鉴于此，本文认为文化因

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可能存在倒“U”型的关系，即初始阶段文化水平的提高，还不足以使人们改

变性别偏好的观念，但增加了人们进行生育性别选择的可及性和可行性，进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

但随着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性别偏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有所弱

化。文中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文化因素的影响。

5. 社会保障因素。已有文献指出中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偏

高的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养老保障方面。中国农村素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加之中国农村地区养

老保障制度极为不健全，客观上强化了农村地区家庭生育行为中的男孩偏好，进而导致出生性别比

偏高的现象。文中采用每万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单位数来表示。

6. 医疗服务因素。医疗服务水平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作用路径主要体现在随着医疗服务

水平的提高，早产、流产的比例不断下降，相关医学研究表明，男性胎儿早产、流产概率远大于女性胎

儿，加之B超和人工流产等技术的发展和推广，为有意进行生育性别选择的人提供了技术可能，进而

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已有文献对此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学者认为B超技术并不能解释中国人口

出生性别比偏高；［7-8］也有学者认为用B超的父母生了更多的男孩。［9］鉴于B超诊断仪普及情况的数据

不易获得，本文用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来反映医疗服务水平，以期识别性别选择性生育技

术可行与可及性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7. 政策因素。本文主要考察生育政策的影响，已有文献关于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迄今

没有形成共识，有研究发现中国现行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

造成影响，生育政策所规定的生育数量越小、政策贯彻实施强度越严格，其对应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失

衡问题就越严重。［10］本文中所指的生育政策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生育政策，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

的生育政策波及广度和规定强度，本文采用实施贯彻手段强弱来表示生育政策这一变量。实际生育

率可以综合地反映生育政策的实施情况，生育政策实施越严格的地区，表现为实际生育率与政策生

育率越接近，实施相对宽松的地区，其对应的实际生育率要高于政策生育率，故而生育政策实施的强

度在数值上则表现为实际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差值，差值越小实施越严格。

三、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数据分析

（一）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差异性分析

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除少数地区（如北京、上海、西藏、新疆）外，大部分省市均存在不同程

度的失衡问题，为便于更好地捕捉失衡的“热点”地区，以2010年各省域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与该年份

全国农村地区平均值相比较，若所在省农村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高于全国农村地区平均值，则判定

其失衡问题严重，反之则认为失衡问题相对不严重。就现阶段而言，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较为严重

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其中安徽、河南和江西省均超出平均值 10个点以上（见表 1）。以

2000年与1990年、2010年与2000年各省农村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差值来刻画每隔十年各个省市

农村地区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情况，差值为负时说明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状况有所改善，差值

为正则说明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差值越大说明变化越明显。从表1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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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至2000年期间，除个别省份（如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西藏、青海）的出生性别比略有下降

外，大部分省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状况均有不同幅度的恶化，其中广东、江西省恶化的程度最为严

重，出生性别比提高了30个点。2000年至2010年期间，有一半以上省市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

或略有增加，但原本出生性别比在正常值域内的省份（如吉林、黑龙江、贵州、青海）2010年其出生性

别比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呈现失衡状况；山东和浙江省出生性别比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分别上升

了13.06和6.89个点。

表1 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差异及演变趋势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与均值之差（2010）
-9.06
-5.67
-0.04
-6.99
-5.38
-3.42
-0.86
-1.49
-17.94
3.91
1.49
18.09
8.99
11.72
8.24

2010~2000
-1.16
-10.72
-1.02
-1.51
1.62
0.05
9.33
11.28
-22.69
-0.46
6.89
2.12
4.05

-10.31
13.06

2000~1990
1.65
8.00
6.67
3.90
3.14
2.06
-1.07
-2.14
19.74
7.54
-6.44
23.78
14.23
30.08
-1.28

省份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与均值之差（2010）
10.00
4.81
8.56
8.59
1.05
9.34
-4.82
7.35
-4.80
-22.44
-1.53
5.56
-6.16
-3.62
-13.61

2010~2000
-3.53
-8.16
-3.90
-16.32
-8.49
-3.39
-5.27
22.00
2.41
-3.09
-12.06
3.18
8.71
4.82
-1.47

2000~1990
15.83
22.38
20.62
33.07
11.02
17.85
6.41
3.20
3.94
-3.85
17.91
10.23
-0.09
3.64
2.09

资料来源：根据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整理而得。

（二）出生性别比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利用GeoDA软件对30个省市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数据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知，三年中大部分省域落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内，1990年、2000年和2010
年对应的Moran’s I为0.0861、0.4304、0.4076，为空间正相关，表明中国农村地区各个省域之间具有较

大的空间正相关性，且2000年以后这种空间集聚效应较为明显。也就是说30个省市农村地区出生

性别比的空间分布并非具有完全随机性，而表现为空间相似值之间的空间聚集，具有较高出生性别

比省份的农村地区相对趋于与较高出生性别比省份的农村地区相靠近，较低出生性别比省份的农村

地区与较低出生性别比省份的农村地区相邻，属于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利用GeoDA软件

中的蒙特卡罗模拟方法检验了Moran’s I的显著性，P值分别为0.1730、0.0010、0.0020，除了1990年外

其他年份都在99%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性。

（三）出生性别比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主要反映的是出生性别比在全国的空间依赖程度，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反映的则是出生性别比所处的空间位置与各自周围邻近位置的相关程度。为了更为直观地考察各

省农村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情况及其演变规律，利用GeoDA生成LISA聚集图。从时间趋势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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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990年相比，2000年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的空间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较

小、区域自身和周边出生性别比均较高的区域（简称高-高型），即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热点”地区，该

类型省市的总体数量呈增加趋势，1990年该类型只有山东和安徽两个省份，2000年增加至六个省

份，说明这十年期间中国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状况有所恶化，直至2010年这一情况没有太大

的改变，只是省份上略有调整，2010年该类型不包括福建省，但山东省却又归入该类型，而广东、湖

南、湖北、江西、安徽的农村地区一直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近20年来，空间差异较小、区域

自身和周边出生性别比均较低的区域（简称低-低型，即所谓的“冷点”地区）变化不大，集中分布在新

疆、青海、西藏这些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空间差异较大、区域自身出生性别比较高、但周边出生性

别比平均值较低的区域（简称高-低型）几乎没有，仅仅在1990年甘肃省农村地区表现出这样的空间

格局。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空间差异较大、区域自身出生性别比较低、但周边出生性别比平均

值较高的区域（简称低-高型）是四川、海南和浙江、海南。总体而言，从空间特征来看，低-低类型即

“冷点”地区数量没有增加，但高-高类型即“热点”地区的数量自1990年明显增加，之后也没有改善

的趋势，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和累积性，由此可见中国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仍然很严重且不

断恶化。

图1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30个省市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Moran散点图

四、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的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通过上述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不具有完全随机性，表现为显著的空间

聚集趋势，由于这一特点无法满足最小二乘法的区域之间相互独立的假设，因此在利用地区层面数

据考察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时，不宜采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估算，而需要选择纳入空间依赖性的空

间计量模型来进行估算更为准确，否则忽略空间维度的相关性和异质性势必导致研究结论的有偏。

本文利用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加权二乘法，采用“自适应”核函数的AICc带宽的方法，

对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进行局域估计，可以得到各个解释变量的空间差异性的回归系数，即各个解

释变量的30个省份回归系数，鉴于篇幅有限，表2中汇报了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区间，即30个省份

中回归系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从出生性别比的局部系数估计值来看，不同解释变量在各个区域的

参数估计结果均有所不同，表明各个解释变量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程度在地区上存在空间差异。出

生性别比影响因素的GWR估计结果显示，采用GWR模型可以解释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出生性

11



POPULATION
JOURNAL

page

别比总变异的44.74%~98.90%、29.19%~87.70%和62.24%~97.91%；从R2、调整后的R2和残差平方和

来看，GWR的拟合结果均优于OLS（见表2）。

表2 30个省市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GWR估计结果

变量Variable
常数项

人均GDP

非农业人口比重

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受教育年限

每万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单位数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实施贯彻手段强弱

局部R2

R2

调整后的R2

残差平方和

1990
1.9220 ~ 237.0823

0.0005 ~ 0.0017

-0.7027 ~ -0.2070

-10.4364 ~ 19.8727
（17省 > 0，13省 <0）
-25.6531 ~ 16.7484

（18省 > 0，12省 <0）
-9.2043 ~ 6.6313

（24省 > 0，6省 <0）
-4.7541 ~ 0.2842

（3省 > 0，27省 <0）
-5.1019 ~ 1.5601

（6省 > 0，24省 <0）
0.4474 ~ 0.9890
0.866（OLS：0.529）
0.659（OLS：0.406）
82.75（OLS：273.66）

2000
-25.6364 ~ 156.0472
-0.0003 ~ 0.0006

（12省 > 0，18省 <0）
-0.6510 ~ 0.7687

（5省 > 0，25省 <0）
-39.9447 ~ 4.0363

（3省 > 0，27省 <0）
-8.2649 ~ 50.2012

（27省 > 0，3省 <0）
-537.0119 ~ 698.4977

（19省 > 0，11省 <0）
-8.6758 ~ 11.1801

（19省 > 0，11省 <0）
-15.7434 ~ 23.3139

（16省 > 0，14省 <0）
0.2919 ~ 0.8770
0.928（OLS：0.542）
0.819（OLS：0.423）
288.62（OLS：1768.13）

2010
27.0122 ~ 234.0445
-0.0001 ~ 0.0001

（5省 > 0，25省 <0）
-0.9532 ~ 0.0442

（2省 > 0，28省 <0）
-54.5063 ~ 26.1676

（6省 > 0，24省 <0）
-35.3489 ~ 66.0675

（22省 > 0，8省 <0）
-8.6231 ~ 15.9701

（13省 > 0，17省 <0）
-4.9442 ~ 1.0417

（3省 > 0，27省 <0）
-4.7635 ~ 10.4155

（22省 > 0，8省 <0）
0.6224 ~ 0.9791
0.97（OLS：0.733）
0.921（OLS：0.663）
74.08（OLS：638.68）

资料来源：利用CHNS数据进行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整理而得。

注：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区间后括号里的数据表示的是回归系数为正值回归系数为负值的省市数量，例如（17
省 > 0，13省 <0）表示的是回归系数为正值的省市有17个，回归系数为负值的有13个；R2、调整后的R2及残差平方和

对应的数值分别为GWR和OLS的回归结果，其中括号里的数值表示OLS结果。

从时间维度来看，人均GDP变量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年份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1990年所有地

区的人均GDP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即经济发展水平越快的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衡情况越严重；2000年

有12个省份的回归系数为正，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大部分的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和新疆）、中部的山西省和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其余18个省份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2010年只有少数几个省份（包括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和宁夏等个别中西部地区省份）的回归系数为

正值，其余省份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这种变化趋势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发展带来的效

应主要体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控制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增强，但生育观念并没有本质性改变，反而

造成出生性别比的提高；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性别观念有

所转变，其对应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有所缓解，这一研究结论较好地验证了前文中所提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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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出生性别比具有倒“U”型关系的假说。

1990年有17个省市农村地区的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在经济发展

的初始阶段，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大程度上提高了掌握生育性别选择的技术和成功概率，进而

导致出生性别比的提高；进入2000年之后，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绝大多数为负值，即当经济发展水平

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妇女地位的提高将有效地降低出生性别比。农村养老机构数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负的省市农村地区个数在时间上表现为上升趋势，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系数为负值的省市数量

分别为6个、11个和17个，农村养老机构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村养老问题，为农村居

民提供有效的养老场所，进而削弱生育男孩的概率，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但同时现阶段中国农村大

部分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还远远不足，并没有根本地解决农村地区居民的养老后患，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地区该问题更加突出。1990年和2010年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的回归系数只有

3个省市农村地区为正值，2000年有19个省市农村地区为正值，表明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增加了男

孩出生概率和女孩堕胎概率，进而造成出生性别比提高。

从局部回归系数来看，几乎所有年份的非农业人口比重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即城镇化水

平越高，所在省份的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越小，符合前文的预期方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

在各个年份的大部分省市农村地区均为正值，表明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

没有根本性地改变性别偏好，更多地体现在家庭生育性别选择的可及性和可行性的获得上，进而最

终导致出生性别比的提高，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仍处于出生性别比与文化水平之间倒“U”

型发展中的初级阶段。1990年各个省市农村地区的实际生育率远高于政策生育率，GWR的回归结

果显示：75%省市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实施强度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即生育政策实施越严格的地区

其对应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性别偏好的存在，当生

育数量受到限制，家庭就倾向于在有限的生育数量范围内实现理想的孩子性别，进而更倾向于采

取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干预策略，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鉴于2000年和2010年宏观层面表现出来

的实际生育率小于政策生育率，其对应的回归系数在2000年和2010年的50%、25%省市农村地区为

负值。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仅仅是全国性和全局性问题，而且也是区域性问题。从Moran指数来

看，出生性别比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表现为高-高和低-低类型，出生性别比在地域上形成了出生

性别比失衡严重地区连点成片的发展态势，一个严重省市对周围邻近省市产生辐射作用，并且这种

态势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由此表明：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应建立各个地区之间的协作机

制，避免因行政区域划分造成管理的盲区，采取跨区域的治理思路。与此同时，通过LISA聚集图识

别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农村地区，应有针

对性地采取重点区域控制，从而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并降低治理成本。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可知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本文纳入地理

空间效应的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弥补了已有研究中运用回归系数为常数的全局模型考

察人口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的不足，且拟合效果优于OLS模型。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不能简单地认

为各类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在所有地区都是正向或负向作用，已有文献中全局性的分析结论忽

13



POPULATION
JOURNAL

page

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容易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差。本文运用GWR方法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出生

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更有不同，存在异质性，上述实证检验有利于寻找出不同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

重要影响因素，以期在治理过程中更加具有针对性。由此亦充分说明：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不

可搞“一刀切”，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特点和具体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因地制宜、有重点、有针对性

地制定相关的对策与措施。

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因素与人口出生性别比之间均具有倒“U”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

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反而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有所增加，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生活

水平和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将有效地抑制并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农村

地区已经越过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出生性别比之间关系的转折点，进入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阶段，即经

济发展水平将有助于减缓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而文化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回归系数为正值，

表明还没有越过“阈值”，即文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提高了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成功概率，进而提高了

人口出生性别比，充分说明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平仍有待提高，文化水平尚未达到足以改

变生育性别观念的程度。生育政策因素在各个区域的参数估计结果各不相同，说明生育政策对出生

性别比的影响程度在地区上存在空间差异，当实际生育率高于政策生育率时（例如1990年的中国农

村地区），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数量具有抑制作用，在此情形下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强度越

严格，人们将在有限的政策生育空间内实现性别偏好的意愿，进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

上述的实证研究结论可以推导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促进农

村妇女地位的提升，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开展关于生育文明观念的教育与宣传活动，引导

人们逐渐消除男孩偏好的观念，加大打击性别选择性堕胎和流产行为，政府加强监管和惩罚力度，

这些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程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基于出生性别比的三

个时间截面开展的GWR的局域估计，充分考虑了出生性别比的空间效应和影响因素的空间相关

性，今后研究可以将时间效应的影响纳入其中，通过构建面板数据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开展更为细

致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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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Imbalanced Sex Ratio at Birth
in Rural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Based on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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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isting literature rarely investigated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Us⁃
ing the methods of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spatial analysis of GIS，the paper presents the spa⁃
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s rural areas. Applying a spatial⁃
ly varying-coefficient based on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flu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urbanization，cultural factors，social security
factors and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on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s rural areas.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sex ratio at birth has a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spatial accumulative effect. The result
means that we can not use the traditional OLS method. The influence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on sex ratio at
birth exis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x ratio at birth，cultural factors and
sex ratio at birth have an inverted“U”relationship. At the present，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crossed the turning point in most of rural areas，but the level of education has not reached the threshold.
When the actual fertility rate is higher than the policy fertility rate，the more stric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s
implemented，the more serious the imbalance of sex ratio at birth is.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im⁃
prove the status of rural women and the rural social pension security system，and severely punish sex selec⁃
tive abortion behavior.
Key Words：Sex Ratio at Birth，Rural Areas，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Economic Devel⁃
opment，Family Plann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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