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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规模农户生产环节对机械化服务外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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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 以浙江省 3个县的 148个样本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袁 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生产环节选择
外包机械化服务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遥 结果表明院 随水稻 Oryza sativa栽培面积增加袁 生产环节中农户接受社会化
服务概率先增大后减少袁 呈 野倒 U冶 型袁 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曰 户主年龄对接受机械化服务程度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曰 农机手的经历尧 家庭拥有农机数量以及土地破碎化等因素对接受机械化服务有显著负向影响遥 在此基础上
提出培育多种服务主体尧 鼓励土地整理尧 为机械化外包服务提供良好发展环境等政策建议遥 图 2表 3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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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rice farmer households爷decisions on mechanic service
outsourcing in ric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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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48 farmer households in 3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armer
households爷 decisions on mechanic services outsourcing in Oryza sativa production.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farming area of rice, farmer households爷probability of accepting socialized services
would increa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 showing an inverted U curve and indicating an obvious economies of
scale. Ag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gree of accepting mechanic services; whether the family
members had experience of operating agricultural machines, th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s owned by the
household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land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acceptance of mechanic ser鄄
vices. Based on our research, we propos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cultivating multiple service orga鄄
nizations, encouraging land consolidation, and providing a goo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mechanic services
outsourcing. 咱Ch, 2 fig. 3 tab. 14 ref.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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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社会化分工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咱1暂遥 很长一段时期内袁 中国
的农业现代化总体水平不高袁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曰 进入 21世纪袁 农业社会化
服务的发展得到了持续关注遥 农业机械化服务程度是衡量农业社会化发展的重要指标袁 也是推进农业现
代化进程的关键突破口袁 是承接服务供给和服务需求的载体遥 国外对机械化服务的研究主要关注资源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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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尧 成本交易和作用机理等袁 如农场主利用机械化外包服务袁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袁 从而实现农业规模经
营咱2-3暂遥 国内早期研究偏向社会服务化体系的建设咱4暂袁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袁 机械化服务主体的研
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遥 有学者认为以农民合作社尧 农业龙头企业以及栽培大户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兼具生产和服务的双重功能袁 使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可能咱5-6暂遥 近年来关于农业机械化外包
服务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袁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袁 土地质量尧 年龄尧 教育程度尧 种植年限以及参
加合作社促进农户外包行为袁 农业劳动力数量尧 兼业化程度尧 土地细碎化程度尧 农户自身的农业技术水
平以及自然灾害抑制农户外包行为袁 土地规模对外包行为先为促进作用后抑制作用咱7原10暂遥 对水稻 Oryza
sativa整地尧 育秧尧 移栽尧 病虫防治尧 收割环节的外包服务需求分析发现袁 不同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差异
性较大袁 耕地经营规模增大会使农户更倾向于在劳动密集型环节采用外包袁 也会增加任一环节外包的可
能性咱11暂遥 对规模经营主体而言袁 其决策的关键是外包服务和自购农机的交易成本比较咱12暂袁 在技术密集型
生产环节上袁 外包的价格机制更加明显咱13暂遥 以水稻为例袁 当前研究对象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咱9袁12暂袁 缺少对
规模农户的社会化服务行为的分析袁 而事实上中国的规模农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曰 研究环节范围较为
局限咱8袁11袁13暂袁 没有构成水稻生产的全产业链遥 本研究以水稻规模经营户为研究切入点袁 对水稻生产全产
业链各环节作了细分袁 探讨了水稻规模增加与农户采用机械化服务渊外包冤的关系袁 旨在揭示水稻规模农
户生产环节选择外包服务的规律特征袁 为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提供政策指导遥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16年浙江省 3个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县市渊海盐县尧 龙游县尧 东阳市冤的实地问卷调
查遥 为了使样本具有代表性袁 根据栽培规模实际现状袁 对调研地点进行分层抽样遥 在每个试点县市获取
水稻栽培面积达 2.00 hm2及以上户主信息袁 逐个编码后等距抽样遥 其中东阳市选择 7个乡镇袁 30个村袁
47个农户曰 海盐县 7个乡镇袁 30个村袁 66个农户曰 龙游县 3个乡镇袁 27个村袁 35个农户遥 为了保证
数据真实准确袁 采用了入户调研的方式袁 对水稻栽培户面对面的访谈遥 受访样本中男性占 95.2%袁 年龄
在 30耀55岁的占 82.6%袁 文化程度初中占比例最大袁 占 65.0%遥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个人信息尧 家庭
基本特征尧 土地要素特征尧 生产环节机械化服务情况以及相关社会化服务获得渠道等曰 水稻全产业链服
务环节主要涉及整地尧 育秧尧 插秧尧 灌溉尧 施肥尧 病虫害防治尧 收割尧 烘干等 8个方面袁 询问得到生产
过程中是否使用了土地翻耕机尧 插秧机尧 喷药机尧 施肥机尧 收割机尧 粮食烘干机或者其他机械的外包服
务等信息遥 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160份袁 收回有效问卷 148份袁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2.5%遥
1.2 变量选取与研究假设

为研究稻农生产环节对机械化服务外包选择行为袁 以生产经营特征变量为关键自变量袁 以户主特
征尧 家庭特征尧 土地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变量等为控制自变量曰 以整个生产环节采用机械化服务外包
的程度作为因变量袁 以生产过程中接受服务环节的次数作为依据对其赋值渊表 1冤遥
1.2.1 关键自变量 包括水稻栽培面积尧 水稻栽培面积的平方项 2个变量遥 水稻栽培面积是决定稻农在
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是否采用外包服务的重要因素曰 耕地规模越大袁 农户受家庭劳动力约束越明显袁 越
倾向于选择外包服务咱9暂遥 为考察水稻栽培面积与农户采用机械化服务之间否存在规模经济现象袁 加入 野水
稻栽培面积的平方项冶 并假设水稻栽培面积与农户采用机械化服务存在规模经济现象遥 随着面积增加袁
机械化成本降低袁 达到规模经济效应袁 超过一定规模后袁 外包需求意愿降低袁 两者呈 野倒 U冶 型关系遥
1.2.2 户主特征变量 包括年龄尧 受教育年限尧 种粮前是否有当农机手等 3个变量遥 一般而言袁 户主年
龄越大袁 其体力越难以支持完成水稻田间作业袁 对机械化外包服务的积极性越高咱13暂曰 也有研究表明院 随
着生产决策者年龄增大袁 其非农就业机会减少袁 在自身劳动能力可承受的情况下袁 农户更趋于在劳动强
度较低的生产环节不采取外包咱14暂遥 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成正比袁 正式的教育
经历会增加农户对机械化服务的理解和交易成本的计算能力袁 因此与接受机械化服务程度存在正相关遥
但也有可能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户主袁 其视野可能较开阔袁 自我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袁 对有偿技术
服务的需求意愿会较弱遥 农机手的经历会增强户主自我服务的能力袁 从而选择服务外包可能性相对较
低遥 本研究假设袁 年龄尧 受教育程度对采用机械化服务具有正向影响袁 农机手的经历具有负向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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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家庭拥有农机数量尧 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等 2个变量遥 家庭拥有农
机数量尧 农业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是否能够单独完成水稻生产各环节有重要影响袁 家庭农业劳动力和拥有
农机数量越多袁 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越大咱12暂袁 可能越不愿意接受机械化服务遥 因此假设家庭特
征变量对采用机械化外包服务具有负向影响遥
1.2.4 土地要素特征变量 包括土地破碎度尧 地块类型 2个变量遥 土地越细碎袁 机械耕作的成本越大袁
农户生产环节外包需求可能越低咱9原10暂遥 地块类型也会影响机械化服务程度袁 地块越平整袁 机械化服务越
容易袁 农户接受机械化服务可能性越大遥 本研究假设袁 土地破碎度对农户采用机械化外包服务具负向影
响袁 土地类型具正向影响遥
1.2.5 外部环境特征变量 合作社组织通过社员彼此交流袁 在农业技术服务和享受社员折扣价格上获得
便利袁 因此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可能会更愿意接受社会化服务遥 作为外部环境特征变量袁 是否参加过合作
社组织对农户采用机械化服务具有正向影响遥

表 1 变量赋值及预期影响
Table 1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expected impact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预期影响

关键自 生产经营特征 水稻栽培面积渊x1冤 根据实际调查数据袁 单位院 hm2 29.16 22.53 +

控制自 户主特征 年龄渊x3冤 按周岁计算 48.97 8.16 +
变量 受教育年限渊x4冤 连续变量袁 从小学算起 8.89 2.80 +

种粮前是否有当农机手渊x5冤 1表示是袁 0表示否 0.44 0.50 -
家庭特征 家庭拥有农机数量渊x6冤 单位院 台 7.68 8.64 -

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

比例渊x7冤 家庭从事农业劳动力比例 0.62 0.19 -
土地要素特征 土地破碎度渊x8冤 田块数量/农户稻田面积袁 单位院 块窑hm-2 0.70 0.20 -

地块类型渊x9冤 1表示平原袁 0表示梯田 0.78 0.42 +
外部环境特征 是否参加合作社组织渊x10冤 1表示参加袁 0表示没有参加 0.23 0.42 +

因变量
整个生产环节采用机械化

服务外包的程度渊yi冤 生产过程中接受服务环节的个数 3.05 1.64

变量 水稻栽培面积的平方项渊x2冤 实际调查数据面积的平方项 19 595.69 37 917.93 -

说明院 野垣冶 表示预期变量对水稻生产采取机械化服务有正向影响袁 野原冶 表示负向影响
1.3 模型构建

水稻生产环节多袁 各环节影响农户接受机械化服务的因素复杂遥 研究设置的自变量中有虚拟变量和
连续变量袁 因变量为整个生产环节采用机械化服务外包的程度袁 属于连续变量袁 故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进行分析遥 选取水稻栽培面积渊x1冤尧 水稻栽培面积的平方项渊x2冤为关键自变量袁 年龄渊x3冤尧 受教育年限
渊x4冤尧 种粮前是否有当农机手渊x5冤尧 家庭拥有农机数量渊x6冤尧 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例渊x7冤尧 土地破
碎度渊x8冤尧 地块类型渊x9冤尧 是否参加合作社组织渊x10冤为控制自变量遥 本研究还控制了地区虚拟变量遥 模
型如下院 yi越茁0垣茁1xi1垣茁2xi2垣噎垣茁jxij垣着i袁 i越1袁 2袁 噎袁 n遥 其中院 着耀N渊0, 啄2冤为随机误差袁 j 为自变量的数目袁
yi代表第 i个样本农户采用机械化服务环节数曰 茁0表示回归截距袁 茁1袁 茁2袁 噎袁 茁j为待定系数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户接受机械化服务的环节数分析

调查发现渊图 1冤院 接受 3次机械化服务环节的农户最多渊34户冤袁 占比 23.0%曰 一次都没有接受机械
化服务的样本数渊10户冤占比 6.8%曰 所有环节全部接受机械化服务的样本数为 0遥 对造成农户选择频数
差异的原因分析可知渊图 2冤院 成本是农户接受机械化服务考虑的主要因素渊占比 54.1%冤袁 不放心外面提
供服务的质量渊25.0%冤和自家已有机械数量渊18.2%冤也是影响农户的重要因素袁 其他因素占比较小
渊2.7%冤袁 主要为土地规模尧 家庭成员从事农业劳动力的数量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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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生产环节接受机械化服务行为分析

当栽培农户的经营规模较低时袁 其家庭自有的劳动力足以满足水稻日常生产的需要袁 其接受机械化
外包服务意愿较小遥 当农户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袁 其家庭劳动力便无法满足大规模栽
培的需要袁 尤其在水稻生产关键季节袁 受时间紧张尧 劳动力缺乏的制约袁 规模农户水稻栽培生产环节对
季节性雇工和机械化外包服务的依赖会越来越高遥
从表 2可知院 整地尧 收割和烘干环节接受机械化服务的农户比例较高袁 13.33耀53.33 hm2栽培规模的

农户接受服务比例达 50%曰 栽培规模为 13.33耀20.00 hm2的农户接受社会化服务比例最高袁 达 80%遥 灌
溉和施肥环节接受机械化服务比例相对较低袁 各种规模农户接受机械化服务比例均不超过 30%袁 2.00耀
6.67 hm2栽培规模农户接受机械化服务比例为 0遥 相比而言袁 13.33耀53.33 hm2栽培规模农户在其他各环
节接受机械化服务较为集中遥

表 2 水稻各生产环节不同规模农户接受机械化服务情况
Table 2 Mechanized services in various production stages of rice farmers of different scales

规模/hm2
整地 育秧 插秧 灌溉 施肥 病虫害防治 收割 烘干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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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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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

咱2.00袁 6.67暂 7 41.18 3 17.65 0 0.00 0 0.00 0 0.00 5 29.41 15 88.24 7 41.18 17 11.41
渊6.67袁 13.33暂 9 47.37 1 5.26 4 21.05 1 5.26 1 5.26 4 21.05 16 84.21 8 42.11 19 12.75
渊13.33袁 20.00暂 16 80.00 5 25.00 10 50.00 4 20.00 2 10.00 5 25.00 16 80.00 16 80.00 20 13.42
渊20.00袁 33.33暂 29 59.18 18 36.73 27 55.10 2 4.08 1 2.04 15 30.61 35 71.43 29 59.18 49 32.89
渊33.33袁 53.33暂 17 56.67 18 60.00 18 60.00 6 20.00 5 16.67 8 26.67 20 66.67 18 60.00 30 20.13
＞53.33 6 46.15 1 7.69 6 46.15 3 23.08 3 23.08 6 46.15 6 46.15 4 30.77 13 9.40

2.3 水稻生产环节农户采用机械化服务程度的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样本的统计分析和模型设定袁 本研究使用 STATA14软件对农户采用机械化服务程度的各
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袁 并重点估计了水稻栽培面积渊x1冤和水稻栽培面积的平方渊x2冤这 2
个变量对农户接受社会化服务程度的影响效应遥
从表 3可知院 水稻栽培面积渊x1冤和水稻栽培面积的平方渊x2冤对农户接受机械化程度存在显著影响

渊P＜0.01袁 P＜0.05冤袁 与预期方向一致遥 由此认为院 水稻生产环节接受机械化服务程度和其栽培面积之
间满足 野倒 U冶 型关系曰 随栽培面积增加袁 接受机械化服务程度先增加后减少袁 33.33 hm2视为一个临
界点袁 表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遥 户主年龄对农户水稻生产接受机械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 随着
年龄增加袁 农户身体机能下降袁 难以承担水稻田间作业袁 由此增加了各个环节的机械化服务需求袁 选择
接受机械化服务的程度也随之增大遥 种粮前有农机手的经历对农户接受机械化服务环节数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渊P＜0.01冤遥 推测原因是具备农机手经历的农户对于机械化作业环境较为熟悉袁 获取服务资源的
范围更广袁 对交易成本有较合理的分析和判断袁 利于形成正确预期袁 拒绝服务遥 家庭拥有机械数量对农
户接受机械化服务环节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袁 说明随着家庭拥有农机数量的增加袁 农户自我提供机械

图 1 生产过程接受机械化服务环节数样本分布
Figure 1 Sample distribution of mechanized service links in the

production

图 2 影响农户接受社会化服务的因素
Figure 2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爷 acceptance of so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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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具体环节采用机械化服务次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估计结果
Table 3 Specific link uses the number of mechanized service tim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estimate the results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P

水稻栽培面积 0.005*** 0.001 5.570 0.000
水稻栽培面积的平方 原1.24E原06** 5.43E原07 原2.280 0.024
年龄 0.046*** 0.015 2.990 0.003
受教育年限 0.044 0.045 0.990 0.325
种粮前是否有当农机手的经历 原0.553** 0.237 原2.330 0.021
家庭拥有机械数量 原0.115*** 0.024 原4.900 0.000
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例 原0.025 0.597 原0.040 0.967
土地破碎度 原1.313** 0.608 原2.160 0.033
地块类型 原0.026 0.294 原0.090 0.930
是否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 原0.239 0.345 原0.690 0.489
东阳市渊参照组冤
龙游县 原0.652** 0.310 原2.110 0.037
海盐县 原0.019 0.300 原0.060 0.949
常数 1.019 1.204 0.850 0.399
说明院 *袁 **袁 ***分别表示在 10%袁 5%袁 1%的统计水平上差异

显著曰 T为回归系数/标准误曰 P由 T得出

化服务的倾向越明显曰 土地破碎度对农户生
产环节接受机械化服务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渊P＜0.05冤遥 土地越细碎化袁 农户选择生产
环节接受机械化服务的环节数就越少曰 即土
地细碎化程度高袁 不仅对农业集中规模化发
展造成阻碍袁 同时也对外包服务在农业各个
生产环节的长远发展带来影响遥 就地区特征
而言袁 龙游县在水稻生产过程中采用机械化
服务次数要少于东阳袁 原因可能是龙游县经
济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建设相对落后袁 农户采
用农机服务的便捷性得不到提高袁 制约了农
户采用农机服务的积极性遥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袁 得到以下主要结论遥
一是接受机械化服务程度与水稻栽培面积存

在 野倒 U冶 型关系袁 随着栽培面积增加袁 接
受社会化服务概率先增加后减少袁 33.33 hm2

为临界点袁 这表明存在内部规模经济对外部
规模经济的替代袁 或是交易费用的节省袁 当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会增加服务的自我供给袁 实现服务的
内部化遥 这与有些学者认为随着规模增大袁 越倾向选择社会化服务或者栽培面积对外包服务没有显著影
响的研究不同咱8-9暂遥 二是土地破碎化程度尧 农机手的经历和家庭拥有农机数量对接受机械化服务程度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遥 这与胡宜挺等咱7暂尧 潘伟光等咱10暂的研究基本一致遥
根据分析结果袁 提出以下建议院 一是培育多种社会化服务主体袁 满足规模化农户不断扩大的社会化

服务需求遥 栽培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增加服务需求袁 因此对社会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曰 当规模增加到
一定程度后袁 农户通常会增加机械配置袁 增强自我服务能力袁 也增加了为其他主体提供服务的可能遥 因
此建议进一步培育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尧 农业专业服务公司袁 以满足规模经营的需要曰 同时鼓励有服
务能力规模农户结成服务联合体袁 相互间服务和为小农户服务提供服务供给遥 二是制定有效措施降低土
地破碎化程度遥 水稻机械化外包服务依赖于土地规模化袁 两者相互促进袁 共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遥
因此袁 鼓励在农村土地确权后加强土地整理尧 互换和流转袁 降低土地破碎度的同时袁 也促进了机械化服
务程度的提高遥 三是政府要为机械化外包服务创造良好发展条件遥 要规范机械化服务质量标准和价格水
平袁 建立服务纠纷的处置机制袁 减少社会化外包服务过程中交易不确定性袁 提高规模农户采用社会化服
务率遥 政府对诸如烘干环节等一些服务需求较高尧 公益性强尧 社会化服务发育不足的环节要重点支持袁
开展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袁 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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