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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与采纳对于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为考察技术感知与环境认知对

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 以中国 11 省的 836 份微观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 通过应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探讨技术感知因素与环境认知因素对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农
户群体间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 1)农户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感知易用性每降低 1 个层次, 其采纳农业清
洁生产技术的概率就会降低 5.93%; 农户对环境变化的感知程度每提升 1 个层次, 其采纳意愿会提高 12.57%。
2)“技术感知易用型”农户的采纳意愿主要受到环境变化感知的影响, 而“技术感知难用型”农户采纳意愿则主
要受到环境变化感知和感知有用性的影响。3)影响“环境变化敏感型”农户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是感知易用性,
而“环境变化滞后型”农户则主要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影响。基于
上述研究结果, 本文认为应对不同类型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工作, 以提高农户的技术了解程度和环
境认知水平, 从而推动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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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perceptio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adop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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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are critical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Most studies have only included technical perception variables or environmental cognitive variables as the many explanatory variables failing to include technical awareness variables or environmental cognitive variables 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farmers’ willingness to adopt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fact, technical percep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u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adopt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from points of views of both technical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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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based on survey data on 836 micro-farmers in 11 provinces in China. The effects of adopting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peasant group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hrough the use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when farmers’ perception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reduced by one
level, the probability of adop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dropped by 5.93%. Farmers had a higher degree of
awareness of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Production techniques were more readily adopted among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When the farmers’ perception on environmental change improved by one level, the willingness to
adopt increased by 12.57%. It was obvious that farmers were more sensitive to climate change and were more likely to adopt the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iques. 2) The key factor that affected farmers who perceived “ease of use” was the feel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Also the adoption willingness of farmers who was “technical perception of difficult”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perception
on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 usefulness of changes. It suggested that raising the level of perception of peasant households on environmental chang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willingness to adopt clean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3) The key factor that influenced the adoption willingness of farmers who was “sensitiv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was the ease-to-use of technology. Also for
farmers who were “lagged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willingness was mainly affected by age, education level, family labor size and
cultivated land area. The adoption processes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still relied on traditional habits.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sample group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d the critical references for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resul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echnical knowledge, farmers’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ere was the needs to target education.
This should be don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degree of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farmers. This wa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in China.
Keywords: Farm household; Technical perceptio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lean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Willingness of adoption

近年来, 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脚步加快, 农业

通过以上研究不难发现, 现有研究从多个方面论

经济高速发展, 农村社会变化巨大, 但农业自然资

证了农户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意愿的影响因素, 为

源过度消耗、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日趋

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依旧存在一定拓展空

[1]

严重, 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

间: 首先, 在研究视角上, 大多数既有文献仅仅将技

农业生产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容忽视。有学者指

术感知变量或环境认知变量作为众多解释变量中的一

出, 要解决上述问题, 一条合理的路径是推动农业

个, 从整体上分析影响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

清洁生产, 实现农业低碳可循环发展 [2-3]。农业清洁

愿的关键因素, 未能将技术感知变量或环境认知变量

生产是指通过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 在满足农

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实际上, 技术感知和环境认知

业生产需要 的前提下, 合理利用资 源并保护环 境,

在农户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过程中均有着不容忽视

以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

的影响。基于技术感知和环境认知的双重视角研究农

微观主体, 是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直接采纳和使用

户采纳意愿问题, 无疑是对现有研究的一种有益补

者, 分析探讨农户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采纳意愿

充。第二, 在研究内容上, 既有研究忽视了不同农户群

及不同样本农户群体间的差异, 可以为农业清洁生

体样本的采纳意愿差异, 不同农户群体的技术与环境

产工作的推进和相关技术的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认知状态、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方面明显不同, 在采

关于农业清洁生产及相关技术, 一些学者和专家已
在相关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既有研究对农业清洁生
[4]

[5-6]

产的概念 、内涵及理论基础

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时, 采纳意愿也可能存在着显著
差异。鉴于此, 本文将基于湖北、河南、陕西、四川、

、农业清洁生产的实现

江苏、广西等地的实地调研数据, 通过建立二元

途径[7]及影响因素[8-9]进行了探讨, 并从理论角度证明了

Logistic 模型, 分析技术感知因素和环境认知因素对

农业清洁生产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实用性[10]。关于农业

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

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 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建立 Probit
模型, 如褚彩虹等[11]、肖新成[12]等, 应用 Logistic 模型,
如王士超[13]等, 亦或通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 如李后
[14]

1
1.1

研究方法
概念界定

, 分析探讨农户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 是指既可满足农业生产需要,

明包括农户个体特征[15-16]、农户家庭禀赋[12,17]、风险偏

又可合理利用资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农业生产技术,

建

[18-19]

[14]

、技术特征与技术感知 等因素,

其基本内涵是通过对生产过程、产品及服务采用污染

均对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

预防的战略来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其本质是提倡源削

好与政府政策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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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和过程控制 [20], 即在生产的源头和过程中降低资

在问卷调研数据基础之上进行分析研究。根据对问卷

源、能源的消耗, 减少污染的产生和生态破坏, 是环境

调查结果的有效性检验, 本文选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

保护战略由被动反应向主动行为的一种转变, 包括施

模型对可能存在影响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并在样

肥、用药、地膜等各方面的多种具体技术。

本整体估计的结果之上对其进行分群组估计, 探讨

1.2

研究影响不同样本群体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湖北、河南、陕西、四川、江苏、广西

意愿因素的差异, 得到更加科学准确的分析结果。

等分别位于我国中东西部的 11 个传统农业大省作为

1.3

调研地,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脚步, 近年来我国各省

1.3.1

指标选择及依据
因变量选择

份农业生产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上述地区在农业

在本文问卷设计中, 询问农户是否愿意采纳使用

生产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 造成对农村

包括节药节水节肥技术、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等在内其

生产生活环境的破坏。尽管在国家政策引导下, 各地

中 1 种或多种技术, 如果农户回答愿意, 即视为愿意

区均开展了相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推广工作, 但效

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 反之, 则认为不愿意。

果并不显著, 实现农业清洁生产任重道远。农户在农

1.3.2

技术感知变量的选择

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方面, 会受到较多因素的

已有研究中, 关于新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主要

影响, 分析探讨其影响因素, 并研究不同样本群体间

包括: 农户自身的因素、物质方面的因素、公共机

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对今后如何提高农户农业清洁

构的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 [21-22]。此外, Davis 等 [23]

生产技术采纳意愿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因

提出技术接受模型(图 1), 专门用于信息技术的采纳

此, 通过对相应地区农户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 深

与接受研究, 后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研究。本文

入了解农户家庭基本状况、对环境的认知状况、对农

参照技术接受模型, 将重点考察感知易用性及感知

业清洁生产技术的认知态度与采纳意愿等方面情况,

有用性对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

图1
Fig. 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接受模型

The model of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感知易用性。感知易用性是指潜在采纳者相信采纳

认为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会带来产量和收益的增

特定技术需要付出努力的程度。农户接触新技术需要其

加”进行度量, 非常同意赋值 1、比较同意赋值 2、一

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来理解、学习, 潜在采纳者都会在

般赋值 3、比较不同意赋值 4、完全不同意赋值 5。

认知上先经过需求判断、个人观感和价值观来评价新技

1.3.3

环境认知变量的选择

术是否易用。本文用“我很容易学会使用农业清洁生产相

目前国内关于农户环境认知对农业清洁生产技

关技术”进行度量, 非常同意赋值 1、比较同意赋值 2、

术采纳意愿影响的研究较少, 但已有研究表明, 农

一般赋值 3、比较不同意赋值 4、完全不同意赋值 5。

户环境认知对农户农业化学品投入量等清洁生产相

感知有用性。感知有用性是农户相信使用特定新

关决策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 [25] 。目前, 我国大部分

技术会增加工作效能的程度及带来收益上的增加。一

农户环境认知程度较低, 在决策过程中缺乏对环境

般来说, 农户会根据自身实际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将

的考量 [26] 。因此, 本文将环境变化感知和环境知识

会带来的内部外部收益和付出的成本进行判断和衡量,

认知作为环境认知变量进行考察。

[24]

是新技术采纳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本文用“我

环境变化感知。农户是否通过各种途径感知到农

http://www.ecoagr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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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产生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 一般来说, 农

个体特征方面, 结合已有关于农业清洁生产技

户对此感知越强烈, 其为了保护环境改善生活质量而

术和农业清洁生产行为方面的研究, 本文选择性别、

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可能性越大。因此, 本文预期

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作为个体特征变量进行

该变量对农户技术采纳意愿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考察, 同时, 为了变量设置更加科学, 将受教育程度

环境知识认知。农户通过各种途径, 对节能减排

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家庭特征方面, 结合前人研究

等环境知识的内涵越了解、认识越充分, 对节能减

成果, 本文选择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耕地面

排、保护环境的意义和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好处

积、家庭年收入作为家庭特征因素进行考察。

认识也会更充分, 采纳相关技术的可能也就越大。本

1.4

变量描述

文用“我了解节能减排的意义及内涵”进行度量, 非常

依据前文变量选择结果, 控制变量中, 农户个

同意赋值 1、比较同意赋值 2、一般赋值 3、比较不

体特征选择性别、年龄、小学、初中、高中、大专

同意赋值 4、完全不同意赋值 5。因此, 本文预期, 农

及以上、务农年限 7 个变量, 农户家庭特征选择家

户对节能减排的认识这一变量具有负向影响。

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及家庭年收入 3

1.3.4

个变量。主要解释变量中环境认知变量分为环境变

控制变量的选择
除了技术感知特征与环境认知特征, 作为农业生

产的微观主体, 农户的自身禀赋差异可能会影响其对

化感知及环境知识认知进行考察; 技术感知变量则
按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进行区分。
基于调查数据, 本文所选取变量描述性分析结

于一项新技术的接触、认知和采纳使用, 因此, 农户个
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考察。
表1
Table 1

样本农户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技术感知、环境认知及控制变量的说明、统计及预期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d expectation of technical perception,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and control variables of sample
farmers to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变量及含义

赋值

平均值

Variable and meaning

Assignment

Average

因变量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

Dependent

Willingness to adopt agricultural

variable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技术感知

感知易用性

变量

Perceived ease of use

Variable of
technical

感知有用性

perceptive

Perceived usefulness

环境认知

环境变化感知

变量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change

Variable of
environment
cognition

环境知识认知
Cognize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控制变量

性别 Gender

Control

年龄 Age

variable

果见表 1。

小学 Primary school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预期
Expectation

愿意采纳=1; 不愿意采纳=0
Willing to adopt = 1; loath to adopt = 0
从非常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 5 档, 分别赋值 1~5
2.77

0.96



From very agreement to completely disagree is divided into 2.83

0.95



0.88

0.33

+

From very agreement to completely disagree is divided into 3.47

0.95



From very agreement to completely disagree is divided into
five levels, respectively equaling to 15
从非常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 5 档, 分别赋值 1~5
five levels, respectively equaling to 15
是=1; 否=0
Yes = 1; no = 0
从非常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 5 档, 分别等于 1~5
five levels, respectively equaling to 15
女=0; 男=1 Female = 0; male = 1
户主年龄 Householder age

0.91

0.28

+

53.74

11.00

？

小学=1; 其他=0 Primary school = 1; others = 0

0.28

0.45

？

初中 Junior high school

初中=1; 其他=0 Junior high school = 1; others = 0

0.47

0.50

？

高中 Senior high school

高中或中专=1; 其他=0 Senior high school = 1; others = 0

0.14

0.34

？

0.02

0.14

？

32.92

13.13

？

2.94

1.25

+

7.94

4.25

+

6.01

4.92

+

大专及以上 Junior college or above 大专及以上=1; 其他=0 Junior college or above=1; others=0
务农年限
Farming years
家庭劳动力数量
Labor force of family
家庭经营耕地面积
Cultivated area of family
家庭年收入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户主实际务农年限
Actual farming years of the household (a)
家庭劳动力数量
Labor force of family
家庭经营耕地面积
Cultivated area of family (hm2)
家庭年实际收入
Annual household actual inc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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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选择上, 考虑到团队经费和人员实际, 主要是针对

模型选择及数据来源

1.5.1

第 26 卷

不同类型农业省份, 包括平原地区和丘陵地区、东

模型设定
农户是否愿意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行为(y)是

中西部省份、兼顾城郊农业和乡村农业类型, 尽量

一个二元分类变量即为因变量, 判断的标准就是农户

确保样本的覆盖面较广、农业类型多样。本次调研

的回答, 是或者否, 即 0~1 变量。自变量从包括技术感

采用随机抽样与直接入户的方式, 对农户进行一对

知变量、环境认知变量、控制变量 3 个方面入手选择。

一的问卷调查, 依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项实

在计量经济学中, 大样本下, 样本符合效用最大化选择,

际情况, 每个县(区)选择 3~4 个村, 每个村走访约 30

且样本观测值分布于两侧, 使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是较

个农户。结合本文研究目的, 最终有效问卷 836 份。

好的选择。在此假设农户为理性经济人, 他们从自身效
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进行技术选择与采纳活动。因此,
本文选择采用二元 Logistic 离散回归模型, 对农户采纳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行为进行拟合。
假设农户采纳使用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概率为

表2

以农户对农业清洁生产感知有用性为因变量的多
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multiple collinear tests with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farmer to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as dependent variables
共线性统计量

因变量

P, 则其概率函数为:
P

Dependent

e f ( x)
1 e

1 P 

解释变量

(1)

f ( x)

Explanatory variable

variable

(2)

1  e f ( x)
转化为技术采纳对数发生比:

Perceived
usefulness

P
(3)
Q  ln(
)  μ   i xi
1 P
式中: µ为常数, 即随机干扰项; βi 为自变量 xi 的系

0.92

1.08

年龄 Age

0.80

1.24

小学 Primary school

0.30

3.31

初中 Junior high school

0.21

4.68

高中 Senior high school

0.31

3.22

0.65

1.54

0.24

4.18

0.46

2.2

0.41

2.47

0.76

1.32

0.99

1.01

0.88

1.14

0.87

1.14

大专及以上
Junior college or above
务农年限 Farming years

到 的 影 响 农 户 对 农 业 清 洁 生 产 技 术 采 纳 意 愿 的各

家庭劳动力数量
Labor force of family

项因素。

家庭经营耕地面积

模型检验方法

Cultivated area of family

考虑到农户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等变量可能

家庭年收入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存在内部相关, 本文选用多重共线性诊断法对变量之
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首先, 将感知
有用性作为因变量, 其余 10 个变量作为自变量, 采用

VIF

性别 Gender

数; xi 为影响农户决策的各解释变量, 即文中所提

1.5.2

容差
Tolerance

感知有用性

1

Statistics of multicollinearity

是否感知到气候变化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
低碳农业内涵了解程度

进入法进行回归分析, 然后依次选取其余 10 个变量重

Understanding of low carbon

复以上操作。一般认为, 容差大于 0.1 且小于 1, 方差

agriculture
感知易用性

膨胀因子小于 10, 可认为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表

Perceived ease of use

2 列出了以感知有用性为因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
果, 其余 10 个相似运行过程不再单独列出。
1.5.3

从被调查农户看, 男性户主数量远大于女性户
主, 其中, 男性户主 764 户, 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

数据来源与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本研究所用数据源自课题组于 2015 年 7—8 月

91.4%; 从年龄分布看, 被调查农户年龄最大为 87

对湖北、河南、陕西、四川、江苏、广西等省份农

岁, 最小为 19 岁, 40~60 岁之间农户占比 66.5%; 农

户开展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围绕农户对绿色

户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被调查农户中初中及以下

生产技术的认知与采纳意愿等方面展开, 具体内容

受教育水平的数量有 706 户, 占 84.4%, 而大专及以

包括农户个体和家庭基本信息、基础设施与环境条

上文化水平的农户仅 17 户; 从务农年限分布看, 最

件、农地规模和家庭收支基本情况、环境气候变化

长达 66 年, 平均务农年限 32.92 年; 从家庭劳动力

认知及应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认知及采纳意愿、

人数看, 样本农户所在家庭参与农业劳动的平均人

农业技术风险认知和表达以及关于农业技术和气候

数为 2.93 人, 农户家庭中劳动力数量最多为 9 人;

环境变化的意愿表达等多方面内容。在调研区域的

从 2015 年家庭总收入看, 收入最小值 0.05 万元,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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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 45.00 万元, 平均总收入 6.01 万元, 但农业平均

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后, 得到模型的 Logistic

收入仅 1.48 万元, 大部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兼

回归结果(表 3)。在表 3 中, 方程 1 属于基准模型, 投

业收入, 农业收入比重较低。样本农户基本符合我

入的仅有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在内的控制变量,

国现阶段农户的一般特征,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时方程拟合程度较低, 说明有重要变量的缺失。

2

方程 2 在基准模型中投入了技术感知变量, 方程拟

结果与分析

2.1

合程度显著提高。同理, 为了考察环境认知变量的

模型变量间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重要性, 方程 3 控制了环境变化感知和环境知识认

综合全部估计结果, 变量间容差均处于 0.1~1,

知两个环境认知变量, 与方程 2 进行对照。最后, 考

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 因此文章认为变量间不存

虑到变量的整体影响, 方程 4 投入了技术感知变量、

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能

环境认知变量和控制变量在内 3 组共 14 个变量, 接

够满足回归要求。

下来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表3

Table 3

基于不同解释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estimation based on different explanatory variables
边际效应(基于方程 4)

Logistic 回归方程 Equation of Logistic regression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Marginal effect

Variable type

Name of variable

Equation 1

Equation 2

Equation 3

Equation 4

(based on Equation 4 ) (%)

技术感知变量

感知易用性

Variable of

Perceived ease of use

technical

感知有用性

perceptive

Perceived usefulness

环境认知变量

环境变化感知

Variable of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

change

cognition

环境知识认知
Cognized environmental

—

0.2850.125**

—

0.3150.129**

5.9360.024**

—

0.1020.127

—

0.0910.127

1.7150.024

—

—

—

—

0.6500.214***

0.6670.218***

12.5670.040***

0.0510.083

0.3150.129

1.3160.017

0.0850.275

0.0820.281

1.5400.053

knowledge
控制变量

性别 Gender

0.1080.273

0.1060.278

Control

年龄 Age

0.0050.144

0.0040.015

variable

小学 Primary school

0.5180.290
0.6800.321

**

0.6360.287
0.7610.317

**

0.1370.003

0.5520.292

*

10.3950.055*

0.6910.322

**

13.0050.060**
19.6430.077**

0.7420.316

高中 Senior high school

1.1600.407***

1.0600.412***

1.1400.409***

1.0430.413**

0.1290.637

0.0940.645

0.1940.640

0.1340.651

2.5280.123

务农年限 Farming years 0.0160.012

0.0130.013

0.0160.012

0.0160.013

0.2950.002

大专及以上

家庭劳动力数量
Labor force of family
家庭经营耕地面积
Cultivated area of family
家庭年收入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常数项

**

0.0070.015
**

初中 Junior high school

Junior college or above

Constant term

0.6090.285

0.0060.015
*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0.2460.097**

0.2400.097**

0.2400.097**

0.2260.976**

4.2510.018**

0.0560.029**

0.0600.029**

0.0550.029*

0.0560.029*

1.0480.005*

0.0140.018

0.0110.018

0.0180.018

0.0150.019

0.2830.004

0.0870.633

1.2300.690

0.3840.731

0.3830.761

—
—

统计量

卡方

26.69

47.91

36.06

57.49

Statistics

Chi-Square

(P=0.003)

(P=0.000)

(P=0.000)

(P=0.000)

541.290

530.678

536.603

525.888

—

0.024

0.043

0.033

0.052

—

对数似然值
Log likelihood
Nagelkerke R2

***、**、*分别表示自变量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 *** mean that explanatory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vels
of 10%, 5%, and 1%, respectively.

在方程 2 中, 技术感知变量中的感知易用性通

境认知变量中的环境变化感知通过了 1%置信水平

过了 5%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在方程 4 中, 环

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技术感知变量和环境认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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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的相关因素确实会在农户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

高中的农户采纳意愿较高, 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

术时产生显著的影响。

高而更显著, 说明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与受教育

2.2

程度有关, 且在不包括 大专及以上 学历的前提 下,

技术感知、环境认知及控制变量的影响分析

2.2.1

受教育水平越高, 采纳意愿越强烈, 而大专及以上

技术感知的影响

农户技术感知易用性在 5%置信水平上通过了

学历农户采纳意愿不显著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 因

显著性检验, 且边际效应为5.936%(表 3), 说明在

为文化水平相对较高, 他们往往从事非农劳动, 且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农户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

样本比例较小。农户家庭特征中, 家庭劳动力数量

的感知易用性每降低 1 个层次, 农户采纳农业清洁

在 5% 置 信 水 平 上 通 过 了 显 著 性 检 验 , 边 际 效 应

生产技术的概率就会降低 5.936%。可能的解释是,

4.251%(表 3), 表示家庭劳动力每增加 1 人, 农户采

农户在采纳一项技术之前会结合自身因素, 对此项

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概率提高 4.251%。技术风险

技术的适用性、易用性以及自己需要付出的成本与

偏好表明家庭务农劳动力越多, 他们就越关心能够

代价进行判断, 当农户觉得自己付出简单的努力和

增加收入和产量、减少成本支出(尤其是人力成本)

自身能够承担的成本便能够轻松学会这项技术, 其

的农业生产技术 [27]。高扬等 [28]对家庭农场绿色防控

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概率就会上升, 反之, 则

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也得到劳动力数量对采

降低。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作为新兴生产技术, 部分

纳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相同结论。家庭经营耕

技术在操作上相比传统技术会更加复杂、要求更高,

地面积在 10%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影

因此农户会对技术的易用性有更多的考虑, 与本研

响为负, 与预期相反, 可能解释是当家庭经营耕地

究预期相符。

面积越大, 采用新技术 的成本和风 险可能也越 高,

2.2.2

反而抑制了农户的采纳意愿。

环境认知的影响

环境变化感知在 1%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 且边际效应达 12.567%(表 3)。也就是说, 在

2.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差异性
分析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感知到生存环境变化的农

基于前文全样本分析, 是否感知到环境变化及

户相比未感知到环境变化的农户来说, 采纳农业清

技术感知易用性是影响农户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

洁生产技术的概率高 12.567%。农民对当前农村环

纳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且分别从属于技术感知变

境状况的评价与其环境改善诉求息息相关, 环境越

量与环境认知变量。因此, 接下来文章将从这两个

差, 农民的环境保护诉求越高, 农民的环境意识水

角度出发, 分析和探讨不同限定条件下农户对农业

平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关键环节。农业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

的一大理念, 便是合理利用资源并保护农村生态环

根据被调查对象对技术感知易用性的回答, 本

境, 农户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对农村生活环境的

文将选择“非常同意”与“比较同意”的样本农户归类

要求也会提高, 当农户感知到生存环境变化并影响

于“技术感知易用型”农户, 即认为农业清洁生产技

到自己的生产生活时, 便会相对主动地接受政府引

术较易掌握的群体, 余下样本农户归类于“技术感

导, 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 以期实现农村生产、生

知难用型”农户, 即认为农业清洁生产技术较难掌

活环境的改善, 提高生活质量, 这与文章预期一致。

握的群体。在此限定性条件下, 依据前文相同数据

2.2.3

处理方法, 分别建立方程 5、方程 6, 回归结果如表

控制变量的影响

农户个体特征中,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
表4
Table 4

4 所示。

以感知易用性为限定条件下的 Logistic 回归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Analysi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model results under the perceived ease of use
方程 5 Equation 5

变量
Variable
环境变化感知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change

方程 6 Equation 6

偏回归系数
Partial regression

Sig.

coefficient
0.045***

0.003

变量
Variable
环境变化感知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change
感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偏回归系数
Partial regression

Sig.

coefficient
0.624**

0.043

0.301**

0.039

***、**分别表示自变量在 1%和 5%置信水平上显著。**, *** mean that explanatory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vels of 5%, and
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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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两个模型之间显著变

感知因素和感知有用性会极大地促进其采纳意愿,

量存在一定差异, 但环境变化感知因素对两类农户

即当他对节能减排内涵了解深刻、感知到环境正在

群体的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均影响显著。就

发生变化, 并且预计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后会带

“技术感知易用型”农户来说, 影响其采纳农业清洁

来较好的收益时, 农户会考虑去投入更多的时间与

生产技术的主要因素是环境变化感知, 即“技术感

精力, 克服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困难, 并最终

知 易 用 型 ”农 户 会 受 到 环 境 变 化 感 知 的 显 著 影 响 ,

选择采纳。

当他们感觉到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时,

根据被调查对象对环境变化感知的回答, 本文

他们会更倾向于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对于“技

将选择“是”(即感知到环境变化)的样本农户归类于

术感知难用型”农户来说, 影响其采纳农业清洁生

“环境变化敏感型”农户, 余下样本农户归类于“环境

产的主要因素是环境变化感知及感知有用性。这说

变化滞后型”农户。在此限定性条件下, 依据前文相

明, 在农户觉得自己的学习能力或经济能力可能无

同数据处理方法, 分别建立方程 7、方程 8, 回归结

法独立、迅速地学习、采纳这一技术时, 环境变化

果如表 5 所示。

表5
Table 5

以环境变化感知为限定条件下的 Logistic 回归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Analysi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change
方程 7 Equation 7

变量 Variable
感知易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

偏回归系数
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
0.342**

方程 8 Equation 8
偏回归系数

Sig.

变量 Variable

0.020

年龄 Age

0.086*

0.074

初中 Junior high school

5.654*

0.058

家庭劳动力数量 Labor force of family

1.050*

0.068

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

Sig.

家庭经营耕地面积
0.412*
0.067
Cultivated area of family
**、*分别表示自变量在 5%和 10%置信水平上显著。*, ** mean that explanatory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vels of 10%, 5%,
respectively.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环境变化敏感型”农户

在内的农业生产活动均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生产生

与“环境变化滞后型”农户在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

活环境产生了影响与破坏 [29] 。中国政府从 20 世纪

时影响因素差异显著, 就“环境变化敏感型”农户而言,

90 年代开始, 就已经意识到了农业清洁生产的重要

他们是否愿意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 主要受到感

性 [30], 但是, 如何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 合理

知易用性因素的影响, 农户在感知到气候、环境变化

利用资源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通过多种途径实现

的前提下, 在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时会充分考虑

农业可持续发展 [31], 仍需要探索和实践。在此背景

这项技术的易用性, 即对于自身来说是否容易学习

下, 本文探讨了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影

掌握、是否需要付出太多时间、物质成本等, 当“环

响因素, 尤其是影响不同农户群体间采纳意愿因素

境变化敏感型”农户认为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对于自己

的差异性, 这对于我国农业清洁生产、环境保护与

容易掌握、使用时, 他的采纳意愿会增加。就“环境

治理均意义重大。

变化滞后型”农户而言, 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

区别于以往文献仅仅将技术感知变量或环境认

其采纳意愿的重要因素, 其中年龄、初中文化水平、

知变量作为众多解释变量中的一个, 将技术感知与

家庭劳动力和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均在 10%置信水平上

环境认知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后, 从整体模型估计结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可能的解释是当农户对环境变

果及分群估计结果来看, 虽然农户个体及家庭因素

化滞后时, 影响其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主要影

依然会对技术采纳意愿产生影响, 但随着我国农业

响因素是更加实际的个体、家庭因素。

现代化建设和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技术感知
易用性对农户技术采纳意愿影响不容忽视, 这与李

3
3.1

讨论与结论

后建 [14] 、肖新成等 [12] 的研究结论一致, 技术的发展
使得农户对其感知、认知显得更加重要。目前, 我

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国农户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等绿色农业技术具有一

社会各方面矛盾也逐渐显现, 包括种植业、养殖业

定认知广度, 但缺乏认知深度 [32], 给予农户更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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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地感知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机会, 将有助于提高

技术的意愿越强; 农户对气候变化感知越敏感, 其

其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认可程度。本文分析结果

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意愿越强烈, 希望通过农

显示, 环境变化感知变量对农户技术采纳尤其是农

业清洁生产减缓环境变化趋势, 改善周边生产生活

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影响尤为显著。这意味着, 通过

环境。除技术感知与环境认知因素外, 受教育程度、

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有关节能减排、环境保护

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均存在统计学

的知识宣传活动, 结合舆论力量来提高广大农户的

意义上的显著影响。2)从样本分群结果来看, 环境变

环境认知水平, 将有助于提高农户采纳农业清洁生

化感知共同影响“技术感知易用型”农户和“技术感

产技术的主动性。

知难用型”农户的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 对环

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 基于感知易用性和环境

境变化问题认知越充分的农户, 不论是否感知到技

变化感知限定条件下的差异性分析, 本文发现不同

术易用, 采纳意愿均相对较强烈。而技术感知有用

样本群体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差异明

性会影响“技术感知难用型”农户的采纳意愿, 农户如

显。“技术感知易用型”农户和“技术感知难用型”农

果觉得该技术能为其带来成本的降低或收益的增加,

户的采纳意愿均受到环境变化感知影响, 说明提升

即使学习起来有一定难度, 其采纳意愿会相对较强

农户环境变化感知水平, 对其采纳意愿将会有显著

烈。“环境变化敏感型”农户与“环境变化滞后型”农户

促进作用。而“环境变化敏感型”和“环境变化滞后

在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时影响因素差异显著, 感

型”农户的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差

知易用性影响前者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环

异显著, 前者主要受到技术感知易用性的影响, 而

境变化滞后型”农户的观念相对传统、保守, 在考虑

后者, 由于其对环境变化感知相对并不敏感, 其农
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过程依旧依靠传统习惯, 更多
地受到年龄、文化水平影响, 以及考虑家庭劳动力、
耕地面积等基本情况。因此, 在农业清洁生产技术
推广过程中, 针对不同农户群体的特征, 需要开展
有针对性的宣传、推广服务, 以促进其采纳意愿。

是否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过程中, 依旧更多地
考虑自身及家庭因素, 实证结果也表明影响其采纳
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农户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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