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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析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生计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推进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为精准实现失

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提供政策参考。【方法】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失地农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

架及实地调查数据，采用BP神经网络及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人力资本和政策性因素对失地农民生计方式

选择影响的边际效应。【结果】BP神经网络检验分类预测准确率达92.44%，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分类预测准确

率为78.15%，且BP神经网络的AUC值显著高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表明BP神经网络具有更好的拟合性能，能更有

效地分析失地农民生计资本对其转移就业选择的影响及边际效应。因征地补偿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失地农民转移就业率；年龄对转移就业概率的边际效应呈倒U形，35岁以上失地农民的转移就

业概率显著低于35岁以下群体，45岁以上失地农民的转移就业概率已低至0.5以下；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仍是影响非

农就业水平的关键因子，且高中以上教育水平对就业概率提升的影响显著。【建议】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增强职业技能

培训；选取更合理的征地补偿措施，正确引导失地农民合理分配使用货币性补偿；完善失地农民劳动力市场体系，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扶持及保障措施，缓解失地农民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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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livelihood activities selection for land-lost farmers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A case study of Anning District，

Lanzhou City，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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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is paper probed in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choice of land-lost farmers in un-
der-developing region，to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land-lost farmers，and provided policies refe-
rence for the accurat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or land-lost farmers.【Method】Taking the land-lost farmers
group in Anning District，Lanzhou City in Gan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and the field survey data，BP neural network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to quanti-
tatively analyze the marginal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and policy factors on the choice of land-lost farmers’livelihood.
【Result】The classification prediction accuracy of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test was 92.44%，while that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est was 78.15%. Moreover，the AUC value of BP neural network model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t indicated that the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had better fitting performance and
could more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influence and marginal effe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f land-lost farmers on their transfer
employment choice. It also found that the property income and transfer income obtained by land requisition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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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2000—2015年我国的城镇建成面

积增长113%，城区范围扩张已成为耕地减少的主要

原因（Fan and Zhang，2012）。耕地征用切断了农民

从自然界获取维持生计所需生产生活资料的可能

性，导致农户更易遭受生计风险（孔寒凌和吴杰，

2007），进而加剧生计的脆弱性。非农生计方式是失

地农民积累资本的唯一途径（杜书云和徐景霞，

2016），同时引起福利水平、消费行为等生计结果的

改变，最终影响生计的可持续性（Koczberski and

Curry，2005）。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半干旱地区

受经济发展所限，农民拥有的生计资产数量更少，对

农业生产依赖性更强，非农技能更低（何力，2015；杜

宏茹和牛晓宇，2018），一旦耕地被征收农民转移就

业问题更严峻。因此，明确失地农民生计方式转变

关键驱动因素，对塑建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研究进展】针对失地农民非农就业影响因子的

研究，已由早期以人力资本（黄祖辉和俞宁，2007）、

社会资本（权英和吴士健，2009；冀县卿和钱忠好，

2011）及就业预期（刘冰和陈金亮，2014）等自身因素

为主，逐步扩展到社会接受程度（周毕芬，2015）、就

业制度供给（周毕芬，2016）及市场环境（马继迁，

2017）等外部因素的考量。周易和付少平（2012）运

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

生计策略的影响，认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

本与失地农民创业呈正相关，而房屋拆迁与失地农

民创业呈负相关。李俊峰等（2016）基于GIS空间分

析研究安徽芜湖地区失地农民的就业空间特征及行

为模式，结果发现失地农民的就业空间行为决策受

其自身属性特征及思维定式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更

倾向于就近就业。杨艳霞和杨云霞（2016）以苗侗民

族聚居地黔东南为例，探讨分析少数民族失地农民

的就业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匮乏及就业能

力缺失是导致该群体在就业市场上处于明显弱势的

主要原因。陈堂和陈光（2017）通过构建失地农民再

就业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工作因素及市

场环境同样会影响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水平。也有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不仅影响耕地征收后农民转移

就业选择（马继迁和张宏如，2015；王轶等，2017），还

会影响进入非农产业后职业层次的提升（陈浩等，

2013；王晓刚和陈浩，2014）。生计方式转变驱动因

素存在复杂的内在关系（赵雪雁，2017），虽然已有学

者针对生计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开展了相关研究，

但缺少对失地农民特有资本的考量，有关生计方式

选择对该群体生计资本要素的内在响应机制尚有待

进一步探究。【本研究切入点】目前，有关失地农民就

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采用二元分类或多分类变

量，然后基于Logistic模型将这一非线性关系转变为

线性模型进行实证分析。BP神经网络能以任意精

度逼近任何非线性连续函数，其精度更高，现已扩展

到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区域综合评价等领域（孙湛和

马海涛，2018），但至今鲜见应用于可持续生计分析。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失地农

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及实地

调查数据，采用BP神经网络及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进行双重检验，探析生计方式选择对人力资本及征地

政策性因素的响应，以期推进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

究，为精准实现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提供政策参考。

1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位于兰州河谷川盆地西

部黄河北岸，行政区域面积88.33 km2，曾是兰州瓜果

蔬菜重要生产基地。受带型哑铃状河谷盆地地形影响，

兰州城区范围不断向东西方向延伸扩张。1997—

杨琨等：基于BP神经网络的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生计方式选择预测——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为例

reduced the transfer employment rate of land-lost farmers to some extent. Marginal effect of ageon transfer employment
presenteda inverted U curve. The transfer employment probability of land-lost farmers over 35 years ol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s under 35 years old，and the transfer employment probability of land-lost farmers over 45 years
old was lower than 0.5. However，the education level was still 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level in under-developing region，and the education level above high school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creasing em-
ployment.【Suggestion】Following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transfer employment rate of land-
lost farmers：improving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stock，enhanci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selecting more reasonable
land requisition compensation measures，correctly guiding the land-lost farmers to allocate and use monetary compensa-
tion；improving the labor market system of land-lost farmers，providing more targeted employment support and social se-
curity measures to alleviate the situation of early withdrawal from the labor market.

Key words：under-developing region；land-lost farmers；livelihood activity；BP neural network；binary Logistic re-
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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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兰州市安宁区耕地面积减少76.83%，而建设

用地增加了一倍。截至2016年，兰州市安宁区失地

农民涉及6个街道33个社区，约2.9万人。

根据国家及甘肃省相关土地政策，2008年起兰

州市对所征用耕地承包经营者主要以货币方式进行

补偿，2009年12月1日后进行微调。调整后补偿费用

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二者合计为被征收集

体土地前3年年均产值的30倍）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

补偿费（被征耕地上青苗的补偿标准为当季作物产

值，无苗的按当季实际投入给予补偿）三部分构成。

如宅基地被征用，则对被征地农户按户内40 m2/人

的标准置换新住房或商铺，超出面积按照综合地价

采取货币补偿。2013年1月1日起，甘肃省再次上调

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后全省征地补偿标准整体提高

19.9%。

针对失地农民提供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养老保

险和医疗保险。失地农民中，其养老保险从2011年

开始启动，参与养老保险的费用由个人和政府共同

承担，其中政府承担60%，个人承担40%，费用交纳

采取在征收土地时一次性趸缴的办法缴清。截至

2015年，参保人数占全区失地农民总人数的88.60%，

平均养老金也从2011年558元/月提高到1147元/月。

在医疗保险方面，兰州市安宁区实行由被征地农民

自愿选择参加城市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农合的政策；

在失业保险方面，目前主要针对法定年龄段有就业

培训愿望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劳动者进行免费技能

培训，为其再就业创造条件；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并无

针对失地农民的特殊政策，但可分别与农村或城市

中其他符合条件者一并享受此项政策。

1. 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是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

tory rural appraisal，PRA）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具体

过程如下：①2016年7月从兰州市安宁区政府各部

门、各街道办事处收集自然及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后，

再考虑失地农民数量、街道地理位置等因素，从安宁

区8个街道中选择2个失地农民高度集中的街道，采

用不重复抽样的随机抽样方法抽取5个样本社区。

②2016年8月进入街道社区进行预调查，后根据调查

情况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并对所有参与调查

成员就调查问卷内容、调查技巧及数据录入等方面

进行培训。③2016年9—11月，课题组进入样本社区

开展实地调查工作。采取PRA法，从样本社区中随

机抽选农户进行入户调查，若调查样本家庭不属于

失地农民，则重新抽取。就样本户中年满16岁以上

且非全日制学生的个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数据内

容包括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教育程度、职业资格技

能、就业情况及收支状况。④2016年12月，进行调查

问卷的整理及录入工作。共发放个人问卷650份，其

中有效问卷613份，问卷有效率94.31%，排除退休、无

劳动能力等样本，得到有效劳动力问卷419份。具体

数据信息统计情况见表1。

1. 3 研究方法

1. 3. 1 生计资本与就业指标 参考可持续生计分

析框架及成得礼和谢子平（2009）、陈浩等（2013）的

研究结果，选取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新增财产性收

入（简称财产性收入）和家庭新增转移性收入（简称

转移性收入）4个连续型变量指标衡量失地农民人力

资本与征地补偿政策因素方面的差异性，年龄和教

数据类型
Data type

就业情况（是/否）Employment（Y/N）
性别（男/女）Gender（M/F）
年龄（岁）Age（years old）
教育程度（年）Education level（year）
健康状况（是/否）Health status（Y/N）
职业资格技能（是/否）
With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skills or not（Y/N）
家庭区位（是/否）Close to city（Y/N）
财产性收入（元）Property income（yuan）
转移性收入（元）Transfer income（yuan）

建模数据 Modeling data
最小值

Min
0
0

21
0
0
0

0
0
0

最大值
Max

1
1

59
19
1
1

1
25000
19200

平均值
Avg
0.72
0.51

43.75
10.48
0.87
0.19

0.4
1914.84
1227.73

标准差/频数
SD/Freq

217
153
9.91
3.02
260
57

121
4705.84
3604.12

检验数据 Validation data
最小值

Min
0
0
0
0
0
0

0
0
0

最大值
Max

1
1

59
19
1
1

1
19200
21600

平均值
Avg
0.73
0.46

42.75
10.24
0.92
0.2

0.84
2640.33
1041.18

标准差/频数
SD/Freq

87
55

9.09
3.28
109
24

100
4488.69
3578.47

表 1 建模数据和测试数据统计结果
Table 1 Summary statistics for both modeling and test data sets

就业情况、性别、健康状况、职业资格技能和家庭区分均为二分变量，因此仅计算数据频数。其中，就业、男性、健康、具有技能和靠近市区赋值
为1，反之则为0。表2同
As binary variables，employment status，gender，health status，with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skills and close to city were only calculated the frequen-
cies，where employment，man，health，with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skills，and close to city were assigned a value of 1，vice versa 0.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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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按照实际情况填写，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

入按当年家庭新增年人均相应收入计算，其中，财产

性收入是指由征地补偿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如加盖

房屋或购买设备后用于出租赚取的租金等；转移性

收入是指因征地所获得转移性收入，如养老保险金

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在模型中，纳入性别、健康状

况、职业资格技能、家庭区位等控制性变量指标增加

模型精确度，并采用虚拟变量将男性、健康良好、具

备技能和靠近市区赋值为1，反之则为0。

1. 3. 2 分析方法 采用以人工神经中误差反向传

播网络（BP神经网络）为前导的二元Logistic双重验

证方法进行分析。根据采集样本数据，采用有监督

训练模式建立符合收敛要求的BP神经网络；通过控

制其他变量、放松特定变量的方法模拟出对生计方

式选择的结果，进而分析该要素对生计方式选择的

具体影响，同时明确其影响变化趋势。

本研究构建包含2个隐含层的训练网络。输入

因子为性别（G）、健康状况（H）、职业资格技能（S）、

家庭区位（L）、人力资本因子和政策影响因子。其

中，人力资本因子包括年龄（A）和教育程度（Ed），政

策影响因子包括财产性收入（Ip）和转移性收入（It）。

输入层因子依次加入控制因子、人力资本因子和政

策影响因子，共8个输入变量，以二元变量转移就业

（Y）作为输出层，比较加入不同人力资本因子和政

策影响因子对BP神经网络模型拟合精度的影响。

2个隐含层传递函数及输出层传递函数均设为S形生

长曲线，采用Sigmoid函数，将输出层设为1，得到转

移就业（Y）=1的概率。

神经网络需分别建立训练样本和检验样本数

据，本研究将419个样本中的300个观测数据作为训

练样本进行BP神经网络训练；收敛后的BP神经网络

运用剩余119个检验样本数据进行测试。为确保检

验的有效性，训练数据与测试数据在输出因子转移

就业上具有相同的0-1分布概率密度。

参照周治平等（2009）的方法，采用Levenberg-

Marquardt（LM）算法进行模型训练，即每次迭代允

许误差沿着恶化的方向进行搜索，同时通过在最速

下降法与高斯—牛顿法间的自适应调整来优化网络

权值，从而使BP神经网络能有效收敛。权值阈值调

整公式如下：

∆ω=-（JTJ+μI）-1JTe

式中，∆ω为调整后的权值阈值；μ为自适应调整

的标量；J为误差对权值微分的雅可比矩阵；e为误差

向量，I为单位矩阵。

设学习速率0.1，最大训练批次5000，最大误差

0.01，经多次反复训练，从网络收敛的结果中选择预

测准确性最高的结果，最终得到预测精度为96%，训

练结果满足梯度权向量收敛要求。说明可通过控制

输入因子关系中的部分自由变量，分析输出变量对

自由变量的响应。

BP神经网络可模拟人力资本及征地政策性因

素影响生计转型方式的关系，但内部数量结构并不

直观，难以直接比较各项因子的影响，因此借助二元

Logistics回归进一步验证预测的准确性及比较各项

因子的影响程度。采用相同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选择最优结果与BP神经网络模拟结果进

行对比检验，对所提出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充分验证。

BP神经网络的建立及模拟使用Matlab NNtool工具

包，二元Logistic回归使用SPSS 20.0进行处理。为消

除数据单位差异对模型精度的影响，连续型变量均

进行归一化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 1 失地农民描述性数据分析结果

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在419个样本数据中，

家庭平均征地面积0.07 ha，征地主要发生在2001—

2011年，样本失地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391.90

元，教育程度平均值为10.41年，男女比例均衡。在

全部样本中仅有94个样本拥有财产性收入，平均值

为9453.75元；45个样本拥有转移性收入，平均值为

10938.22元。由于拥有财产性及转移性收入的样本

较少，因此导致在全体样本中这两项平均收入较低，

且收入离散程度较大（表2）。本次调查虽然获取问

卷数量有限，但与统计资料对比发现样本基本能反

映研究区失地农民基本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

典型性。

2. 2 不同模型对就业率预测分析结果

2. 2. 1 BP神经网络结果分析 BP神经网络拓扑结

构为8×6×5×1，其中人力资本与政策性因素输入因

子为年龄（A）、教育程度（Ed）、财产性收入（Ip）和转

移性收入（It），由于调查数据无法完全排除额外变量

影响，故将性别（G）、健康状况（H）、职业资格技能

（S）和家庭区位（L）等因素作为二元分类控制变量

纳入到输入因子。隐含层神经元为H11~H16和

H21~H25，B1和B2分别表示输入层与隐含层1和隐

含层2间的偏移量，B3表示隐含层2与输出层间的偏

移量，得到的生计方式选择模型BP神经网络结构如

图1所示。

将经归一化处理的人力资本和政策性因素4个

变量作为输入因子，固定其中3个变量取样本均值，

杨琨等：基于BP神经网络的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生计方式选择预测——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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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究另一输入变量对转移就业（Y）的影响规律。

此时，输出变量变化即视为自由变量变化造成的影

响。分别将归一化后的年龄（A）、教育程度（Ed）、财

产性收入（Ip）、转移性收入（It）与控制变量矩阵作为

自由变量输入训练后的BP神经网络。为保持与二

元Logistic回归模型具有相同的参照组，控制变量矩

阵中性别（G）、健康状况（H）、职业资格技能（S）和家

庭区位（L）4个控制变量取值为0（女性，健康一般，不

具备技能，远离市区）作为参照组，以剔除额外变量

影响，最终获得就业评价模拟值，如图2所示。

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对转移就业概率的边

际效应呈倒U形。达极值点后，随年龄的增大其转

移就业概率逐渐降低，且35岁以上失地农民的转移

就业概率显著低于35岁以下群体，45岁以上失地农

民的转移就业概率已低至0.5以下（图2-A）。图2-B

反映人力资本投资普遍规律，即教育程度提升会显

著增强转移就业能力，但呈边际效应先递增后递减

的趋势。图2-C和图2-D分别反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增加对转移就业存在负面效应，且较低水平

收入对转移就业的负面影响不显著，只有当该收入

超过阈值后才会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2. 2. 2 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 将转移就业

（Y）作为因变量、各项生计资本因子作为自变量，建

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结果表明，Nagelker-

ke R2为0.46，Chi-square值为165.914，在1%水平下显

著，对数似然值为362.257，预测值准确率为80.2%，

说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失地农民转移就业选

择解释力度良好。

由二元Logistic回归得到模型解析表达式：

Y=
1

1+ e( -1 + 0.717G - 1.176H + 1.102S + 0.876L - 0.045A + 0.175Ed - 0.913Ip - 0.700It )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结果（表3）表明，人

力资本与征地政策对失地农民转移就业存在一定程

度的影响。其中，具备职业资格技能、男性、靠近市

区及教育程度有正向影响。具备职业资格技能的失

地农民转移就业概率是对照组的3.010倍，影响程度

最大；靠近市区和男性对转移就业概率的影响分别

是对照组的2.402和2.049倍；样本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一个标准单位，其转移就业概率即提升1.191倍；而

健康水平降低及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年龄增

加对转移就业具有负面影响。

2. 3 双重检验对比分析

使用检验数据分组119个样本数据代入BP神经

网络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拟合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结果表明，BP神经网络检验分类预测准确率

达92.44%，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分类预测准确

率为78.15%，配对卡方检验P<0.001，说明BP神经网

络的判别效果显著优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为

综合比较不同分界值条件下两种模型间的灵敏度

（Sensitivity）和特异度（Specificity），采用ROC曲线

分析并计算AUC值进行比较，结果（图3）表明，BP神

数据类型
Data type
就业情况（是/否）Employment（Y/N）
性别（男/女）Gender（M/F）
年龄（岁）Age（years old）
教育程度（年）Education level（year）
健康状况（是/否）Health status（Y/N）
职业资格技能（是/否）With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skills or not（Y/N）
家庭区位（是/否）Close to city（Y/N）
财产性收入（元）Property income（yuan）
转移性收入（元）Transfer income（yuan）

样本数量
Sample size

419
419
419
419
419
419
419
419
419

最小值
Min

0
0

20
0
0
0
0
0
0

最大值
Max

1
1

59
19
1
1
1

25000
21600

平均值
Avg
0.68
0.50

43.46
10.41
0.82
0.19
0.53

2120.89
1174.75

标准差/频数
SD/Freq

285
208
9.69
3.09
344
74
221

4656.71
3599.83

表 2 失地农民统计特征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adaptation modes for land-lost farmers

图 1 BP神经网络结构
Fig.1 The structure of BP neural network
X1~X8分别代表性别（G）、健康状况（H）、职业资格技能（S）、家庭区位
（L）、年龄（A）、教育程度（Ed）、财产性收入（Ip）和转移性收入（It），共
计8个因子
The eight factors from X1 to X8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gender（G），
health status（H），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skills（S），family location
（L），age（A），education status（Ed），new property income（Ip）and
new transfer income（It）

输入神经元
Input neutron

隐含神经元
Hiddent neutron

输出神经元
Output neutron

输入层
Input layer

隐含层
Hidden layer

输出层
Output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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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网络ROC曲线下面积AUCBP=0.962，标准差SEBP=

0.018；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ROC曲线下面积AUCL=

0.791，标准差SEL=0.046。两种模型的ROC曲线下面

积存在显著差异，BP神经网络的AUC值显著高于二

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表明BP神经网络相对于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在预测精度方面更具优势。

采用BP神经网络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

析人力资本与政策因素对转移就业能力影响机制及

边际效应，对比年龄、教育程度、财产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4个自由变量在BP数据网络中对输出变量的

影响，以及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参数估计结

果。分别计算二元Logistic回归方程与BP神经网络

预测曲线的一阶和二阶导数，通过判断一阶导数形

式是否相同，可检验两种方法对影响因子边际效用

的分析解决是否一致，而通过判断二阶导数形式是

否相同，可验证两种方法对影响因子边际效用变化

趋势的分析结果是否一致。最终的实证分析结果如

表4所示。结果表明，教育程度、财产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的影响方式与边际效应均通过了BP神经网

络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双重检验。这是由于

在二分类预测BP神经网络训练中激活函数采用与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相同的Sigmoid函数，因此在

输出结果的函数特性方面，两个模型具有高度的相

似性。教育程度、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3个输入

因子对转移就业概率的影响在BP神经网络中表现

出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相似的S曲线特性，且与

实际观测的经验判断一致。

年龄对转移就业的影响方式在两个模型中存

在一定差异，其中，BP神经网络模拟结果表明年龄

对转移就业概率的影响存在倒U形曲线，符合劳动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性别 Gender
健康状况 Health status
职业资格技能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skills
家庭区位 Family location
年龄 Age
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财产性收入 Property income
转移性收入 Transfer income
常量 Constant

变量符号
Variable symbol

G
H
S
L
A
Ed
Ip
It

标准系数
B

0.717
-1.176
1.102
0.876
-0.045
0.175
-0.913
-0.700
-0.725

标准差
S.E.

0.270
0.341
0.447
0.285
0.017
0.049
0.142
0.142
1.097

沃尔德检验
Wald
7.063
11.865
6.091
9.435
7.389

12.700
41.538
24.174
0.437

自由度
df
1
1
1
1
1
1
1
1
1

显著性
P

0.008
0.001
0.014
0.002
0.007
0.000
0.000
0.000
0.509

概率优势比
Exp（B）

2.049
0.308
3.010
2.402
0.956
1.191
0.401
0.497
0.484

图 2 变量关系模拟图
Fig.2 Simulation diagra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variables

表 3 人力资本及征地政策性因素对失地农民生计转型方式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nd land expropriation factors on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of land-lost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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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参与率周期性变化的基本规律（乔治·J·鲍哈斯，

2018）；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仅得出年龄增长对

转移就业参与率存在有限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是

二元Logistic回归相当于仅具有单层激活函数的简

单神经元模型，致使其预测精度难以与BP神经网络

分类效果相提并论。此外，鉴于模型对比分析的可

比性因素考虑，并未针对年龄与转移就业概率的倒

U形关系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设定中纳入年龄的

二次项，故无法从该模型中得出相关实证结论。

3 讨论

失地农民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产生的特殊群体，

非农生计方式选择与其人力资本、财产性收入及转

移性收入等生计资本存在密切关系。本研究基于

419个兰州市安宁区失地农民劳动力调查数据划分

训练数据与检验数据，采用相同函数形式建立失地

农民生计方式选择预测BP神经网络和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表明，BP神经网络具有更好的拟合

性能，且预测结果较传统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更

合理。因此，采用BP神经网络能更有效地分析失地

农民生计资本对其转移就业选择的影响及边际

效应。

本研究发现因征地补偿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失地农民转移就

业率，此类收入的增加对转移就业率的边际效应存

在先递减后递增趋势。即存在某一阈值，当非劳动

收入低于阈值时，失地农民倾向于进入非农劳动力

市场就业以维持生计；超过后会大幅度降低就业倾

向，导致其退出非农劳动力市场。这与保留工资影

响劳动参与率决策的研究相吻合（Shimer and Wer-

ning，2007）。耕地征收后农民作为新增非农劳动

力，其转移就业决策基于市场工资与保留工资的比

较。市场工资高于保留工资，劳动力愿意就业，反之

则退出市场。欠发达地区工资水平较低，而征地补

偿政策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属于非劳

动收入，该部分收入增加会导致保留工资增加

（Brown and Taylor，2009）。因此，在劳动力偏好不

变的前提下，失地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会

因此减小。此外，近年来包括兰州市安宁区在内的

大部分城市征地补偿政策以货币化补偿形式为主，

农民原有的自然资本和部分物质资本转化成单一资

金。在其他国家农民能将土地出售后的资金用于投

资非农型资本密集的产品（Cali and Menon，2013），

但我国农民缺乏投资渠道和相应的财富管理能力，

利用征地补偿改扩建房屋或增加物质资本用以出租

获取财产性收入是失地农民的主要投资方式。这种

图 3 BP神经网络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ROC曲线
Fig.3 ROC curve of BP neural network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detection results

表 4 实证对比分析结果
Table 4 Comparison between two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因素
Factor
年龄 Age

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财产性收入
Property income

转移性收入
Transfer income

BP神经网络
BP neural network

当A<x0，
dE
dA

>0，当A>x0，
dE
dA

<0：

当x0<A<
1
a
，
d2 E
dA2 <0；当A>

1
a
，
d2 E
dA2 >0

dE
dEd

>0，当Ed<
1
b
，
d2E
dEd2>0；当Ed>-1

b
，
d2E
dEd2<0

dE
dIp<0，当Ip<

1
c
，
d2E
dIp2 <0；当Ip>-1

c
，
d2E
dIp2>0

dE
dIt

<0，当It<
1
d
，
d2E
dIt2

<0；当It>-1
d
，
d2E
dIt2

>0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dE
dA

<0，当A<
1
a
，
d2E
dA2 <0；

当A>
1
a
，
d2E
dA2 >0

是否通过检验
Whether pass the test

否

是

是

是

BP神经网络
BP neural network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Logistic regression

ROC curve of（AUC=0.962） ROC curve of（AUC=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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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式虽然能帮助农户通过获取财产性收入来提

升总收入水平（高晶晶等，2015），并增加当前样本区

农户收入的多样性，但大部分失地农民的这部分收

入依靠于私自加盖房屋或私人车辆运营载客获取，

不仅会带来社会隐患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还由

于该收入来源并不稳定可靠，一旦消失，失地农民又

要回到劳动力市场，但长时间脱离劳动力市场必然

增加再次进入的难度。因此，非常有必要扭转当前单

一且存在隐患的投资方式，扩大失地农民投资渠道。

本研究结果表明，失地农民非农就业率在30岁

前呈上升趋势，随后下降并在45岁后降低至0.5水平

以下，与现有非农劳动参与率年龄统计结果（Axel-

rad et al.，2017）相似，但与劳动力就业率在55岁以上

才出现显著下降的情况相比，失地农民适龄劳动力

会更早退出就业市场。这可能是由于征地导致农户

原有生计方式不可维持，被迫进入非农就业市场。

失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职业经验与技能积累

较少及健康水平下降等因素影响，生产力有限，致使

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弱，因此工资收入整

体上低于市场平均工资水平。加上欠发达地区受传

统观念和养老模式的影响，需要有人在家照顾未成

年子女及老人，导致该群体倾向于更早从劳动力市

场中退出，与林辰乐和吕翔涛（2012）的研究结果相

似。此外，丁雪儿等（2017）、王轶等（2017）研究表

明，在发达地区由于教育程度差异较小，人力资本对

农民转移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但本研究发现，欠发

达地区教育水平仍是影响非农就业水平的关键因

子，且高中以上教育水平对就业概率提升的影响显

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升，在缩小人力资本差异的

同时，对转移就业的影响力也逐渐削弱。由此可见，

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

距，部分地区仅普及义务教育，导致人力资本差异明

显。因此，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教育水平是帮助

失地农民实现生计方式有效转型的可行方法之一。

本研究证实，当采用相同的激活函数形式时，

BP神经网络表现出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相似的

性质及预测结果。在对人力资本因子和政策影响因

子所包含年龄、教育程度、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4个输入因子的对比分析中发现，除年龄外，其他3个

影响因子均通过了两种方法的双重检验，充分证明

假设的有效性；而且BP神经网络对年龄与转移就业

概率的预测更符合劳动力参与率的周期性变化规

律。综合模型预测的拟合精度及灵敏度和特异度，

发现BP神经网络在失地农民生计方式选择问题中

的分类预测能力明显优于传统的二元Logistic回归

模型。由于性别、健康状况、职业资格技能及家庭区

位4个控制性变量对失地农民生计方式选择的影响

并不是本研究的重点，仅在实证分析中予以证明，未

得出供参考的实证结论。除人力资本因子和政策影

响因子外，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会对失地农民转

移就业产生影响，但受到数据收集所限，本研究并未

进行探讨。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扩大样本地区

个数和样本数，以提高模型准确度，同时探讨年龄与

教育对生计方式转型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明确非劳

动收入阻碍转移就业的区间范围，为精准实现失地

农民生计可持续提供政策参考。

4 对策建议

4. 1 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增强职业技能培训

一方面，需要鼓励和引导失地农民及其子女提

高文化教育程度，至少要完成高中阶段的教育，并尽

可能地提升其学历层次，缩小与城镇居民及发达地

区失地农民教育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政府应当

扩大当前职业技能培训的范围，加大对失地农民继

续教育培训的力度，帮助失地农民提高人力资本积

累。职业技能培训应结合失地农民自身特点，不仅

需要多样化的继续教育培训模式，还应按层次、分类

别提供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提升

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储备及职业素养。

4. 2 选取更合理的征地补偿措施，正确引导失地

农民合理分配使用货币性补偿

当前以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及提供部分社会

保障为主的征地补偿方式，并不利于失地农民非农

转移就业。因此，有必要选取更适宜的补偿措施对

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如在合理货币补偿方式降低非

农转移就业的阈值确定后，可采取多次少量按月或

年发放给农民；超出部分可设为奖励金对实现稳定

就业的失地农民进行奖励或用于资助失地农民就业

技能培训等。此外，有必要对失地农民进行引导教

育使合理分配货币，并学习必要的金融投资知识，具

备将货币补偿转化为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能力，拓

宽收入渠道，提供生计来源多样化。

4. 3 完善失地农民劳动力市场体系

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信息服务平台，为其提供就

业信息和咨询服务；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帮扶力度，尤

其重点关注中年失地农民，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就业

扶持及保障措施，缓解该群体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

的现状；建立相应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失

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进而鼓励失地农民实现跨市、跨

省就业；提供创业贷款，帮助有自主创业需求失地农

杨琨等：基于BP神经网络的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生计方式选择预测——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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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同时要引导失地农民树立正

确的就业观念，改变其“等靠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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