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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因素的陕西省城镇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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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口省际迁移与乡城迁移对城镇人1：7发展有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人 口省际和乡城迁移因素的动态 

预测模型．对 2010-2060年陕 西省城镇人 口发展趋 势进行预测。结果表 明：第一，省际迁移和 乡城 迁移人 口在年龄 

结构上呈倒 V型分布 。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随时间推移，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趋势减缓。第二。在人口省际和 乡城 

迁移的影响下，2047年陕西省城镇 劳动年龄人 口规模蒋达到峰值 ，之后回落，而少年儿童和老年人 口规模在预测期 

内始终呈现增长趋势。第三，人口省际迁移和 乡域迁移因素使陕西省城镇老龄化趋势得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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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人 口城乡迁移和区域间迁移是我国人口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特征。根据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预 

测．今后 20年将有 3亿农村人口陆续迁移为城镇人 

口【l】。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 

人 口数量达到 14735万人。人 口的省际迁移和乡城 

迁移趋势对城镇人 口影响 日趋显著。与 2000年相 

比．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 

万人，而省内人口流动减少 241万回：此外，我国城 

市 人 口 比 例 从 1980年 的 19％上 升 到 2009年 

46．6％，而农村人El从 81％下降到53．4％。人口省际 

和乡城迁移对城镇人口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

，在城市化和老龄化过程中，人口迁移使城市人口 

发展阶段呈现时滞性 ：如人 口峰值与老龄化峰值出 

现点延迟【3】 第二．由于迁移人 口的年龄结构具有年 

轻化特征，可以降低迁入地的人El老龄化程度f4】。因 

此 ，在研究和分析省级区域人 口结构和发展趋势时 ， 

有必要考虑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的因素。 

现有文献中．人口省际迁移的研究集在四个方 

面：一是人口迁移规模研究．二是人 口迁移方向研 

究 ，三是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四是人 口迁移的趋 

势预测ISIS]。而人 口乡城迁移的研究集中于人口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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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的影响因素及特点17]．乡城迁移对于城乡养老 

保险制度影响嘲，乡城迁移的规模及分析技术等嘲。 

较少统筹考虑人 口省际与乡城迁移共同影响。基于 

此，本文同时考虑人I-I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因素，建 

立城镇人口发展动态预测模型．对 2010---2060年陕 

西省城镇人 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二、测算模型 

本文测算思路如下 ：首先根据基础年份的人口 

年龄和性别分布状况．通过生命表测算下一年度人 

口的留存人数；第二．根据基年的育龄妇女人口数、 

年龄别生育率计算预测下一年的新生人口数；第三， 

预测城市问迁移的流动人 口规模以及净流入量 ：第 

四。预测未来的人口城市化率．并根据经验数据计算 

分年龄人 口乡城迁移的比例．从而根据考虑新增和 

流人人口的人口留存矩阵测算最终城镇人口矩阵。 

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建立仅考虑省际迁移因素的预测模型。设 

Q 为t年 i岁省际迁移人数，有： 

Q Q．Sl toni．1 (1) 

QS,为t年的省际迁移的总人数； himi． 为t年 i 

岁s性别省际迁移人数占总迁移人数的比重。 

sLt曲 eL -I 1() Q _l 南 [1 q。1 ))l≤i≤m—l 



 

2011年 第 1期 第 32卷 

。 

为￡年 s性别 -『区域 i岁人 口数 ； gfll为 t年 

s性别 区域 i岁的死亡率。 

器  川(3) 
。 。

Li t 1 (4) 

其中，s：0表示男性与女性总数；s=J表示男性； 

s=2表示女性。j=s表示城镇 =2表示农村。SRB~j) 

为 t年_『区域的出生性别 比；6 为 t年 区域 i岁 

女性的生育率。又因为： 

oL曲)：jt如 3L西) 5 

厶为 t年的人 口数 ，其中： 

sLi奄)= sLi西) 6 

第二。在上述基础上加人人口乡城迁移的因素。 

设 表示t年的人口数； 
． ：表示 t年 i岁 5性别人 

口数。则 ： 

(7) 

s 为不考虑人 口城乡迁移因素的 ￡年 的s性别 

的城市化率。 表示t年的城市化率。 

因为， > ， > 所以 

sP (P — Pt)eL‘l Lt(2)] 、) 

li
．
／l,4x 

． D≤i≤∞一J (9) 

sm 为 t年 i岁男性乡城迁移人数 占总迁移人 

数的比重 ； 为 t年的乡城迁移的总人数；饥 为 t年 i 

岁乡城迁移人数。由此可得引入乡城迁移条件下的 

年龄结构计算公式： 

． 户 ． fl。 mi． D≤ ≤ 一 (10) 

．
；r2 ftlr2 厶。× ． D≤ ≤∞一 (11) 

此即为考虑人 口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情况下的 

人 口预测模型 

三、参数设定 

1．人口年龄数据和死亡率数据 依据 2000年第 

五次人 口普查中陕西省人 口年龄结构数据 ．确定基 

期陕西省人口年龄状态向量；以《全国市镇人口生命 

表(2000年)》与陕西省人口统计年鉴为依据 ，确定 

人 口死亡率状态向量 

2．人口总和生育率 2000年城镇总和生育率为 

1．52。农村总和生育率为 1．96no]。一般认为总和生育 

率正常更替水平为 2．1l11】。参考 已有研究 ，假定到城 

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在 2030年均达到更替水平 

2．1．之后保持不变。根据线性差值法 ，则 20o1— 

2030年间农村总和生育率年均增长 0．047．城镇总 

和生育率年均增长0．193。 

3．人El城市化率。一般认为城市化率达到 75％ 

时城市化进程趋于稳定．且城市化率预测经验表达 

式满足 Logistic增长模型 。借鉴相关学者研究【 ， 

根据陕西省 1990---2009年的人El城市化率．运用常 

规的非线性最As--乘法进行参数估计．预测结果如 

表 1所示 

表 1 2010-----2060年城市化率预测值 

年份 城市化丰(％) 年份 城市化丰(％) 年佾 城市化丰(％) 

20l0 43．88 2028 6l27 2046 70．o4 

2ol2 46．18 姗  6271 2o48 63 

20l4 48．41 2032 63．9l 2o50 71．17 

2o16 5O．57 2034 65．o7 2052 72．01 

2o2o 54．58 2036 66．12 2054 72．93 

2022 56．43 2o38 67．o7 2056 73．78 

2024 58．16 2o42 68．71 2058 74-42 

2026 59．77 2o44 69．41 2060 75．10 

注 ：由于篇幅原 因，本文各表 中仅列 出偶数年份数据。 

4．出生性别比。尽管近几年来 ，我国出生性别比 

维持在 120左右．但是考虑到世界各国平均水平以 

及我国未来可能政策调整．我们假设在 2030年左 

右．出生婴儿性别 比从 2009年的 l19．45下降到理 

想水平 106，年均下降 0．64。2030年之后的出生婴 

儿性别比维持在 106 

5．人 口流动规模向量 本文根据灰色预测 GM 

(1，1)模型，借助陕西省统计年鉴的数据中预测省际 

净迁人人 口，如表 2所示 。 

表 2 2010--2060年陕西省省际净迁入人口 

年份 净迁入人口 年份 净迁入人口 年份 净迁入人1：／ 

20lO 4614l 2028 31624 2046 21675 

20l2 44244 2O30 3o324 2048 2o784 

2014 42426 2032 29o78 2o5O 1993O 

20l6 4o682 2034 27883 2052 19o87 

20l8 39oo9 2。36 26737 2054 18243 

2o2o 374o6 2038 25637 2o56 17508 

2o22 35868 2o40 24584 2058 16832 

2o24 34394 2o42 23573 2060 16245 

2o26 32980 2044 22604 

6．分性别、分年龄的 乡城迁移率。首先参照已有 

学者提 出的乡城人 口迁移率的概念与计算方法【 ， 

对陕西省 199o__20o0年分性别乡城迁移人口年龄 

别迁移率进行 了测算 ．发现各年龄组人 121乡城迁移 

人数占乡城迁移总人数的比例是稳定的。因此，可 

以假设预测期 内各年龄组分性别乡城迁移率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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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据此，以2000年陕西省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可 以得到男性和和女性分年龄组迁移率嗍．如图 I 

所示。 

四、测算结果 

1．迁移人口特征 

从图 1可以看出．乡城人口迁移率在年龄结构 

上分布呈现倒 v型 劳动年龄人口迁移率较高，性 

别差异不显著。已有研究表 明．省际迁移人 口中同 

样存在倒 v型特征，以年轻劳动年龄人口为主【】句。说 

明无论人 口省际迁移还是乡城迁移 ．都与人 口年龄 

结构相关性较强，而与性别等因素相关性较弱。此 

外 ．从表 4可以看出 ．城镇净迁入人 口规模逐年递 

减 ，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化率提高和区 

域发展差异缩小的原因。 

2．人 口总体发展趋势 

根据式(9)、(i0)、(11)，结合上述参数设定，测 

算 2010—2060年陕西省城镇不同年龄群体人口发 

展趋势见表 3。 

表 3 2010--2060年陕西省城镇人 口预测结果 

年管 儿量少年 劳动人口 老年人口 年赞 凡童少年 劳动人口 老年人口 

20l0 3549556 8o67 l30 2036 54‘ 23 l4245462 4704516 

2012 3562680 870]007 l428436 2038 5S伽27 1425959l 5l的 

2ol4 3769954 9516524 1581869 2O∞ 564l992 l4241898 5481345 

20l6 38_78497 10291478 174497l 2O42 5725564 l4228850 5791102 

2o18 3996546 11001468 l949379 2044 57985l94 l4182877 6o7l828 

2020 418550l 1l584597 2186494 2046 5864042 l4063765 6367242 

2022 4361】58 】2】】8022 2 2048 5922637 】3857230 6艘-527 

2024 4548858 1259976l 2733536 2050 5976237 】3578256 7046296 

2026 4735060 】304S 8 2997593 2。j2 6024370 j3343826 73。5 J43 

2028 4921527 l3466698 3237300 2O54 6o68588 13075603 7556210 

2030 5O69l07 l3712956 3634510 2056 61084l3 l2803994 7772263 

2032 519543I l3954478 3993o65 2o58 61簸啪 12577723 79lO902 

2034 532 l417506l 4297600 2o60 6226642 1246091O 7卿 93 

由表3可知：2010--2060年间．陕西省城镇总 

人 口发展趋势先升后降．城镇人 口峰值将 出现在 

2054年左右。尽管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以劳动年龄 

人口为主．预测期内只有劳动年龄人 I；3在 2047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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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顶峰。之后开始逐步下降：而儿童少年和老年人121 

规模始终保持增长趋势．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 

也持续上升。2060年的总抚养比将达到 1．14。 

3．老年人 口发展趋势 

将 2010---2060年间考虑人 口省 际和乡城迁移 

情况下的老年抚养比与不考虑人口迁移情况下老年 

抚养比变化趋势作图【切，如图 2所示。 

图2 2010．--2060陕西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变化趋势 

由图2可见．存在人口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情 

况下 ．陕西省城镇老年人 口抚养比同样呈现上升趋 

势：老年人口抚养比由2010年的0．158上升到2O60 

年的0．632。而不考虑迁移因素时，陕西省老年人口 

抚 养 比将 有 2010年 的 0．292上 升 到 2050年 的 

0．868 说明由于人口省际迁移与乡城迁移因素的影 

响．陕西城镇人 12I老龄化趋势得到了明显改善。 

五 、结论 

本文在考虑人 口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的基础 

上，对陕西省城镇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得出如 

下结论 ： 

第一．人 121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规模与年龄结 

构相关性较强，在年龄结构上呈现倒 v型分布。且 

随着时间推移，人口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趋势减缓。 

第二 ．尽管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人 ISI以劳动年 

龄人口为主 ．但预测期内陕西省城镇人 口发展仍呈 

现出“中间小．两头大”的特征：预测期内只有劳动年 

龄人121规模出现下降．少年儿童和老年人121规模持 

续上升。 

第三 ．预测期 内陕西城镇老年人 口抚养比虽然 

持续上升 ．但由于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以劳动年龄 

人口为主，与不考虑迁移因素时相比，陕西城镇老龄 

化趋势得到显著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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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家庭的稳定 ．婚姻移民的家庭关 系值得在今后的 

研究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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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nd of Population in Urban under the Factors of inter Povincial M igration and Rural——urban  Migr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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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act：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population dynamic projection model which includes factor of inter 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rural—urban nfigraton．According this model，the author forecasted the trend of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between 2010—2060． 

And thereⅥ ere 3 conclusion．Fistly，the aging process in city of shanxxi province can divided into 3 phase．Secondly．the ru- 

ral—urban mig,’ation slowed down the aging trend in uraban．Third]Y．elderly dependental ratio and child dependevtal ratio 

riseed rapidly which brought a huge burden to working-age population． 

Key words：inter provincial mi gration；rural-urban migraton；aging；elderly dependental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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