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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龄化时空变化及成因探析
—基于县域尺度的考察
——
王录仓
【摘

武荣伟

要】文章基于 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应用变异系数和

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刻画了中国 2 283 个县人口老龄化的时空变化特征，探讨
了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
（1）中国县域尺度上人口老龄化存
在显著的空间差异，
“ 胡焕庸线”是重要分界线，东南半壁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
西北半壁。（2）2000～2010 年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变化明显，高度老龄化区域
在沿海地区表现出“破碎化”特征，在内陆地区表现出连绵化特征；较高老龄化
区域跨越了“胡焕庸线”，在西北半壁大量出现；中度老龄化区域空间扩散明
显，在兰新铁路沿线呈带状分布，在东北地区呈蔓延式扩散；低度老龄化区域
空间集聚趋势有所增强。（3）人口老龄化的增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与空
间关联。总体上看，东北部分边境和内陆地区增长速度高于沿海地区，老龄化
水平较高的地区增长速度较慢，而水平较低的区域增长速度较快。（4）影响人
口老龄化时空变化的首要因素是基期老年人口比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更替，
而人口流动也是影响区域人口老龄化格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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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便逐渐成为研究焦点。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各地
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较大，人口基数和老龄化程度也不尽相同，致使各地区老
龄化的速度和强度不同步，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现象（刘华军等，２０１４；张雅杰等，２０１５）。当
前针对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研究是以全国为整体，以各省为分析
单元，关注东、中、西三大地区间或省际差异及其变化（刘华军等，２０１４；陈 明 华 、郝 国 彩 ，
２０１４）。有研究表明，东、中、西三大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由高到低呈梯度分布态势（李秀丽、
王良健，２００８；刘华军等，２０１４；王志宝等，２０１３），从发展速度看，２０００ 年以前，人口老龄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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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年均增长率表现为沿海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而 ２０００ 年以后则相反
（王志宝等，２０１３），各省老龄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不同、增速也有一定的差
异（孙蕾，２０１５）。这类研究由于空间尺度过大，很难刻画和展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细节特
征。另一类研究以各省为研究对象，以省内地级市或县为分析单元，考察人口老龄化的区域
差异（易卫华等，２０１５），这类研究能够清晰地刻画某省内部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但由于
研究单元过小，无法判断全国的宏观态势，尤其是面对省际边缘区时显得力不从心。鉴于
此，本研究选择全国县域尺度，既能展现全国人口老龄化的时空变化，又能清晰地刻画细部
差异，以弥补上述两类研究的不足。

二、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将老龄化程度定义为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本研究中总人口、老
年人口、流入人口、年龄结构等数据主要来自《２０００ 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
普查分县资料》和《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资料》；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来自《中
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１１）》。由于中国行政区划存在变动，因此在县域单元的界定上，以
２０００ 年全国行政区划为基准，将 ２０１０ 年新成立的县级行政区合并到原行政区中，并将地级
市市辖区作为一个独立行政单元来处理，这样共得到 ２ ２８３ 个研究单元。
（二） 研究方法
１．“ Ｊｅｎｋ 最优”自然断点法。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的自然断点法可以对数据进行聚类，使各
类型数据组内方差最小、组间方差最大，用来检测县域尺度上省内外老龄化水平差异。
２． 变异系数。通过变异系数测度县域尺度上人口老龄化的差异程度，具体公式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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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CV 为变异系数，x軃 为人口老龄化的均值，n 为研究单元的个数，xi 为各县人口
老龄化程度。
３． 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许多地理现象是多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多因子交互作
用识别是一个理论难题。王劲峰等（２０１４）首先提出了“地理探测器”模型，可以有效地识别
多因子之间的关系。地理探测器用于探测被解释变量（y）与因子（x）在空间分布上的一致
性，已被广泛应用于地方性疾病、城镇化、经济增长等方面。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人
口老龄化分布格局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具体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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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至式（４）中，PD 表示 D 因素对因变量影响，σ D，
σ D，
P 表示各分类区域方差之和，
Z表

示研究区域老龄化总体离散方差。nD，P 表示分类区域所包含样本量的个数，nD，Z 表示分类区
域的个数，yZ，P 表示所有样本属性值，y軃 Z 表示所有样本的均值，yD，P 表示分类区域包含样本的
属性值，y軃 D 表示分类区域的均值。

三、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时空变化
２０００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并不高，２ ２８３ 个县域人口老龄化的均值为 ６．７％，变异系
数为 ０．２４５。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２０１０ 年 ２ ２８３ 个县域人口老龄化
的均值为 ８．７％，变异系数增加到 ０．２５１，表明中国总体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县域尺度上人
口老龄化的相对差异有所扩大。整体而言，中国县域尺度上人口老龄化的时空变化表现出
以下特点：
（一） 人口老龄化程度时空变化
本文根据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标准，并结合林琳（２００７）的方案，将人口年
龄结构划分为 ６ 个类型，即老年人口比重低于 ４．０％的为年轻型，４．０％～５．５％的为成年型 Ｉ
期，５．５％～７．０％的为成年型 ＩＩ 期 ，７．０％ ～１０％ 的 为 老 年 型 Ｉ 期 ，１０％ ～１４％ 的 为 老 年 型 ＩＩ
期，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１４％的为老年型 ＩＩＩ 期。以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中国县域老年人口比重数
据为基础，参照以上标准，绘制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图（见图 １、图 ２）。

图1
７６

2000 年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

图2

2010 年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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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１ 和图 ２ 可以直观地看出，中国县域尺度上人口老龄化程度全面升级，且表现出
明显的区域差异。２０００ 年，年轻型人口共有 １００ 个县，主要分布在中国北部边境线及甘肃、
青海、新疆交界处，几乎全部位于“胡焕庸线”西北半壁，成年型 Ｉ 期共有 ４７０ 个县，成年型
ＩＩ 期共有 ７４９ 个县，两者合计占 ５３．３９％，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西北半壁及东北地区，老年型
Ｉ 期共有 ９１０ 个县，仅占 ３９．８６％，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与川渝地区，老年型 ＩＩ 期仅有 ５４ 个
县，集中分布于江浙地带。２０１０ 年人口老龄化分布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年轻型由 １００ 个县
锐减为 ２１ 个县，老年型 Ｉ 期则由 ９１０ 个县增加至 １ １９９ 个县，同时出现了老年型 ＩＩＩ 期（共
２０ 个县）。
总体来看，
“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分布的重要分界线：年轻型人口与成年
型人口主要位于胡焕庸线西北半壁，老年型人口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以 ２０１０ 年为
例，年轻型人口地区共有 ２１ 个县，其中仅有 ４ 个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１７ 个位于胡焕庸
线西北半壁。相反，人口老龄化大于 １０％的县（老年型 ＩＩ 期和老年型 ＩＩＩ 期）有 ６２０ 个，其中
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县域单元有 ５９７ 个，仅有 ２３ 个县域单元位于西北半壁。可以说
“胡焕庸线”深刻地映射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差异。同时，胡焕庸线两侧也存在一
些异质区域。西北半壁的“呼包鄂”地区、呼伦贝尔及天山北坡地带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而
东南半壁的华北平原南部、江西省、云南边境地区及珠三角核心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
这与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顽健性密切相关（王桂新、潘泽瀚，２０１６），持续的城镇化和人口迁
移也未能改变这一格局（陈明星，２０１６），但人口非均衡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两侧的中间地
带（中部和西南部）成为人口净迁出不对称的“分水岭”，中部和西南部的人口“空心化”受制
于东部的极化效应（吴瑞君、朱宝树，２０１６）。而异质地域的出现原因则不具有共性，如呼伦
贝尔市作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开发时期伴随着大量青壮年人口的流入，资源枯
竭后，人口大量流失，造成其老化速度极快，老龄化程度加深（张洪礼，２０１３）。而山西南部吕
梁、临汾、长治、晋城等地区，居民预期寿命显著低于中北部区域（张爱莲、曹文娟，２０１４），是人
口老龄化程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县域尺度下对于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的刻画更为
准确，而传统的东、中、西三分法无法揭示出“胡焕庸线”与老龄化契合这一现象。
（二） 人口老龄化分布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强
在人口老龄化存在整体差异的基础上，采用方差分析法，进一步刻画人口老龄化的省
内差异变化（见表 １）。
第一，２０００ 年方差较大的省份主要出现在上海、天津、广东、海南、北京，均位于东部地
区；而西部地区均明显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２０１０ 年江苏、黑龙江、四川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老龄化水平的方差增长较快，也就是说，这种不均衡性逐渐向内陆欠发达地区扩散，但总体
来看，西部低于中部，中部低于东部的格局并没有变化。
第二，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老龄化水平方差表现出同步增长的态势，说明随着时间推移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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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 和 2010 年分省人口老龄化水平方差

省份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省份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省份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北京

４．２

４．４１

安徽

０．８７

２．０８

重庆

０．９７

２．８２

天津

６．１

７．９４

福建

１．７２

４．５８

四川

２．５３

６．８５

河北

０．９５

１．７３

江西

０．５６

０．７４

贵州

０．６８

２．０６

山西

１．４２

１．６４

山东

１．５５

２．４６

云南

１．４０

１．４６

内蒙古

２．０３

４．９７

河南

１．２４

１．５８

西藏

０．５７

０．９６

辽宁

２．１２

２．６３

湖北

１．５９

２．４５

陕西

１．５４

２．６６

吉林

０．５７

２．２６

湖南

０．９２

２．３２

甘肃

０．９２

１．７５

黑龙江

１．６４

５．４１

广东

４．９２

６．４１

青海

１．１２

２．１７

上海

９．６４

１３．２０

广西

１．６３

２．５３

宁夏

０．９０

１．４１

江苏

３．３０

７．３０

海南

５．８５

６．１９

新疆

０．７８

３．６４

浙江

２．０２

５．７２

内部差异进一步加剧，表现出很强的人口
老龄化惯性。从方差变化比较看，增长较
高 的 省 份 主 要 为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黑 龙
江、新疆和四川，而北京、西藏、宁夏等省
份增长幅度最小。
对 比 分 析 ２０００ 与 ２０１０ 年 中 国 人 口
老龄化水平的核密度分布（见图 ３），可以
发现，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１０ 年老龄化核密
图3

2000 与 2010 年老龄化程度的核密度分布

度曲线整体向右偏移，表明县域尺度上人

口老龄化程度总体上有所加深，其峰值降低，宽度拉大，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
的离散程度增强，离群值增多。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对县域尺度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如果老龄化水
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高关联或低—低关联，表明老龄化具有空间扩散的特性；如果
呈高—低关联或低—高关联，则表明老龄化具有空间极化的特性；如果老龄化水平的空间
相关性不明显，表明是一种随机分布的现象。
１． 高—高空间关联区变化显著
高—高关联区县域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２１ 个减小为 ２０１０ 年的２９３ 个，且在空间上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成渝城市群及其外围、广东、河南、京津冀等区域。其中成渝城市群、湘
鄂渝、安徽省的高—高关联区呈蔓延与连绵化的态势；而广东省、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和京津
冀的高—高关联区呈相反态势，呈现出“破碎化”的格局。总体而言，内陆高—高关联区表现
出连绵化、填充式的变化；而沿海地区则表现出破碎化的态势。这意味着内陆地区人口老龄
化的空间扩散效应比沿海地区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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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大量青壮年人口涌向经济非常活跃的珠
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区域。２０１０ 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超过 ２００ 万的城市共有 １２ 个，其中 ９
个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刘涛等，２０１５），青壮年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使上述区
域人口老龄化的高—高关联呈现“破碎化”。二是内陆的安徽、成渝区域流出人口比例较高。
２０１０ 年安徽、四川、重庆流出人口占户籍人口比例分别为 １４．０７％、１０．１０％、１１．１７％，位居全
国第一、第五和第三位（乔晓春、黄衍华，２０１３），大量青壮年人口的流失使这些地区由不显
著区域转变为高—高关联区域。此外，黑龙江伊春市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口老龄化类型
变化较为剧烈。形成原因有一定的共性。以伊春市为例，其人口老龄化的原因除了人口结构
发生变化外，主要在于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引致的人口流失。资源枯竭导致就业岗位萎缩
和工资收入偏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加深。
２． 高—低空间关联区变化不明显
高—低空间关联区类型区数量较少，变化并不明显，２０００ 年此类型仅有 ６ 个县域单元，
２０１０ 年增加为 １７ 个县域单元。分布极为零散，规律性不强。
３． 低—高空间关联区有所增加
低—高空间关联区的县域从 ３６ 个增加到 ４７ 个，变化区域主要出现在广东省、四川省
及长三角地区。广东省的低—高空间关联区全部消失，表明老龄化的空间扩散效应明显，四
川省的低—高空间关联区大量出现，基本处于高—高关联区外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极化
效应。长三角区域低—高关联区增加较多，并呈现零星分布，与不显著区域共同构成孔隙化
的格局。这种空间分布形态仍然是人口流动造成的，低—高关联区的变化与人口老龄化核
心—外围的分布模型相互印证。
４． 低—低空间关联区退缩态势显著
人口老龄化低—低空间关联区的县域大幅度减少。以天山北坡城市群和黑龙江省为代
表，黑龙江省及其邻近的呼伦贝尔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加深，使上述区域由低—低空间
关联区转化为不显著区，这与黑龙江省极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口大量流失密切相关，
２０１０ 年黑龙江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 ２．３２‰，位居全国第 ２７ 位，极低的人口增长率与人口
的流失使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低—低空间关联区大量消失。天山北坡城市群老
龄化水平呈现出由核心向两侧递减的分布态势。人口老龄化高值区域为石河子市、乌苏市、
乌鲁木齐市辖区，被周边人口老龄化低值区域（乌鲁木齐县、和静县、新源县）所包围，构成
了核心—边缘的圈层分布格局。
（三） 人口老龄化速度时空差异
本文采用自然断点法，根据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各县域人口老龄化增长率（１０ 年间人口老
龄化增长量与 ２０００ 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比值）分为 ５ 级空间等级（见图 ４），并分析其空间
关联模式（见图 ５）。从图 ５ 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７９

C MY K

中国人口科学 2016 年第 4 期

图4

2000 ～ 2010 年人口老龄化增长率空间分布

图5

2000 ～ 2010 年人口老龄化增长率空间关联

“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增长
第一，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总体上看，
率高于东南半壁，东北部分边境和内陆地区增长速度高于沿海地区。高速增长区（８８．７％以
上）、较高增长区（５４．８％～８８．７％）主要分布于兰新铁路沿线、东北沿边地区、成渝地区、贵州
部分区域。中速增长区（３３．９％～５４．７％）主要位于东北、成渝、安徽、苏北等地区。较低增长区
（１４．９％～３３．８％）和低速增长区（１４．９％以下）主要分布在新疆南部、西藏、青海南部、江西、
华北平原、云南、广西及东部沿海区域。这种差异性的增长速度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的类型
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增长速度较为缓慢，相反，老龄化较低的兰新铁
路沿线及东北地区老龄化速度极快。这也造成了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时空变化在不同的
区域表现出不同态势。
第二，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１０ 年间人口老龄化增速的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为 ０．３３，表明人口老龄化速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从局部空间关联类型来看，高—
高关联型主要分布在两大区域：从贵州开始经重庆、四川沿兰新铁路线呈带状分布；东北吉
林、黑龙江及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呈沿边分布，这些区域恰好是老龄化增长速度相对较快
的地区；低—低关联型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长三角、珠三角（以高水平、低增长为特征）及
西藏与南疆地区（以低水平、低增长为特征），表明老龄化速度在这些地区具有空间扩散的
特性，即相邻区域具有明显的相互影响。高—低关联型在全国分布极为零散，华北平原是主
要分布区；低—高关联型主要分布在高—高关联型区域外围，表明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这些
地区具有空间极化的特征，即相邻区域的相互影响较弱（见图 ５）。

四、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异形成因素
影响一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直接变量为老年人口数量和总人口数量，而老年人口
基数、老年人口死亡率和老年人口净迁移是影响老年人口数量的 ３ 个因素，判断人口老龄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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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区差异的核心是要了解某个地区老龄化是由于当地居民的年龄增加所致，还是因人口
迁移造成。在人口流动性日益活跃的趋势下，人口迁移对老龄化的影响日益增强。流入人口
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使东部地区的老龄化得到缓解；而流出人口对于中西部地
区的影响程度更大，加速了西部地区的老龄化（张航空，２０１５；宋健，２００６）。麦卡锡（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１９８３）
“老龄人口空间集聚理论”将老龄化地区变化的过程分为三类：非老年人的迁出和老
年人的残留，即残留集聚；老年人的迁入和非老年人的迁出，即替代集聚；老年人和非老年
人的迁入同时发生，即汇合集聚。由于中国缺少老年人口迁移的直接统计数据，而流动人口
又具有“低龄化”和“定居化”特征，所以通过分析流动人口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映射出人口流
动对老龄化的影响。类似的，本文将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界定为流入稀释型（人口流入
导致老龄化水平降低）；升级替变型（区域并无大量人口流入，或流入很早，成为常住人口
后，随着年龄结构的逐步老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升）；流出抬升型（人口流出，致使流出区
人口结构攀升，老龄化水平“被动”提升）。引入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得出各影响因素对人
口老龄化程度动态变化的决定力 Ｐ 值及其显著性水平。所有变量均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表明上述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变化均具有显著的决定力（见表 ２）。决定力的大小表
明了变量的空间分布与 ２０１０ 年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的一致性程度。
第一，人口老龄化程度变动的首要决定因子为 ２０００ 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ＬＬＨ２０００），决
定力达 ０．６３，次要决定因子为 ２０００ 年各地区 ５５～６４ 岁占总人口的比例（ＬＬ），可见人口年
龄结构的更替是影响当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基期老龄化的水平和步
入老龄化序列的人口规模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第二，人口流动性对老龄化具有明显的影响，相对而言，
“ 流出人口”比“流入人口”的决
定力更高。２０００ 年“五普”时中国流动人口为 １．４ 亿，跨省流动人口为 ０．４２ 亿；到 ２０１０ 年
“六普”时中国流动人口为 ２．６ 亿，跨省流动人口为 ０．８５ 亿 。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显 示 ，
“ 十 二 五 ”时 期 ，中 国
流 动 人 口 年 均 增 长 约 ８００ 万 人 ，

表 2

决定力

显著性水平

老龄化程度（ＬＬＨ）

０．６３

０．００

５５～６４ 岁人口比重（ＬＬ）

０．５１

０．００

１５～４５ 岁育龄妇女比例（ＳＹ）

０．０１

０．０１

流 向 东 部 地 区（且 为 净 流 入 区），

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ＱＲＢ）

０．０４

０．００

城市群是流动人口的首选区域。

流出人口占户籍人口比例（ＱＣＢ）

０．１６

０．００

人均 ＧＤＰ（ＰＧＤＰ）

０．０２

０．０４

人均病床位（ＹＬ）

０．０２

０．００

且 表 现 出“ 低 龄 化 ”、
“ 家 庭 化 ”、
“定居化”的迁移特征。从迁移流
向 看 ，具 有 明 显 的 空 间 偏 好 性 ，
“ 极 化 ”特 征 明 显 ，流 动 人 口 主 要

东部地 区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 省 际 迁
入 人 口 分 别 为 ４ ２０２ 万 和 ８ ５８８
万，其中迁往三大城市群的分别为

变

各影响因素对县域尺度上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力

量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注：流出人口 ＝ 户籍人口 － 户口在本地、居住在本地人口－
县域内部流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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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８５５ 万和６ １１２ 万，分别占 ５１．６９％和 ７１．５７％。与此同时，全国呈现出两大明显的人口流出
连绵区：西南川渝黔连绵区和浙西南—闽西连绵区，这些不发达区域的人口主要流向长三
角和珠三角城市群。
为了进一步审视人口流动性对老龄化时空分布的影响，本研究以人口流动为重点，进一
步分析人口迁入、迁出对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影响程度。２０１０ 年中国流动人口数居前 １００ 位
的市县，其流动人口规模就占全国总流动人口的 ７０．６％（刘涛等，２０１５）。因此，本文将全国
划分为流入主导型（净流入比居前 １００ 位）、流出主导型（净流出比居前 １００ 位）、高平衡流
动型（流入与流出比之差的绝对值顺序居前 ２００ 位，流入与流出比之和居前 １００ 位）、低平
衡流动型（流入与流出比之差的绝对值顺序居前 ２００ 位，流入与流出比之和居后 １００ 位）四
类，每类各选择 １００ 个县为样本。针对上述典型区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从表 ３ 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第一，四类典型区域既存在一定的共性，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共性主要体现在，对人
口老龄化水平贡献最大的仍然是即将步入老年序列人口（５５～６４ 岁人口），而人均 ＧＤＰ、医
疗卫生条件、教育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系数绝大部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典型区
域内上述三大因素与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脱钩。
第二，人口流动性对 ２０１０ 年老龄化水平均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尤其是对流出主导型
县域，人口流动性对老龄化起到了明显的稀释作用；而对步入老年人口的替代水平均表现出
正向效应，尤其是对高平衡流动型和低平衡流动型区域作用更加明显，意味着人口流动性
对改变人口年龄结构作用明显；人口流入与老龄化呈负相关（尤其是对流入主导型区域），
而人口流出与老龄化呈正相关（尤其是对流出主导型和高流动平衡型区域）。
表3
变

量

第 三 ，四 类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流入主导型 流出主导型 高平衡流动型 低平衡流动型

２０００ 年
老龄化程度
５５～６４ 岁人口比重

－０．５５３

＊＊＊

－０．７７２

＊＊＊

０．４０３

＊＊＊

０．５２０

＊＊＊

－０．３５８＊＊＊

－０．００７

流出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

０．０３６＊＊＊

１５～４５ 岁育龄妇女比重

－０．０７１

－０．２７０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１

人均病床位

０．０１７

０．１３１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７３

常数项
Ａｄｊ－Ｒ２
Ｆ

－０．３８０

主要体现在以

０．７９４

＊＊＊

下几个方面：

－０．６１９
０．８１４

＊＊＊

－０．３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３３２＊＊＊

０．００４

－０．１２６

０．５８４＊＊

（１）流入主导型
县域流入比系
数远高于全国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总体水平，且是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６

四类区域中最

０．５７１

０．７７９

１．２３０＊＊

－０．６９１

０．７６６

０．７３０

０．７９６

０．７０２

流入人口对当

３７．０４０

３０．７６０

４３．８２０

２６．８９０

地人口年龄结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８２

０．２９６＊＊＊

化的成因差异

＊＊＊

＊＊＊

２０１０ 年
流入人口比重

地区人口老龄

＊＊＊

大的。充分表明

构产生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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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人口净流入稀释了老年队列人口，对老龄化具有明显的削峰作用。（２）流出主导
型县域流出比系数大于全国整体水平，期初老龄化水平与老龄化增长速度负相关系数最
高，说明大量人口的迁出，尤其是青壮年人口的迁出，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了“釜底抽薪”的
作用，动摇了人口金字塔的中间层级，抬升了人口老龄化水平。
（３）高平衡流动型县域人口
流入与人口流出呈现反向作用，且系数均较高，说明流动性对老龄化水平的稀释作用或抬
升作用，均比较明显。
（４）低平衡流动型县域流入与流出同样呈现反向作用，且系数均较低，
说明人口流动性较弱的地区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五、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分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时空变化特
征。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县域尺度上人口老龄化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胡焕庸线”是人口老龄化区
域差异的显著分界线，其东南侧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普遍高于西北侧，２０００ 年，年轻型人口共
有 １００ 个县，几乎全部位于“胡焕庸线”西北半壁，成年型 Ｉ 期和成年型 ＩＩ 期共有 ７４９ 个县
（占 ５３．３９％），
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西北半壁及东北地区，
老年型 Ｉ 期共有 ９１０ 个县（占 ３９．８６％）
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与川渝地区，老年型 ＩＩ 期仅有 ５４ 个县，集中分布于江浙地带。２０１０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分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年轻型由 １００ 个县锐减为 ２１ 个县，其中 １７ 个
位于西北半壁，仅有 ４ 个位于东南半壁，相反，人口老龄化大于 １０％的（老年型 ＩＩ 期和老年
型 ＩＩＩ 期）县有 ６２０ 个，其中位于线东南半壁的县域单元有 ５９７ 个，仅有 ２３ 个县域单元位于
西北半壁。
第二，人口老龄化分布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强。高度老龄化区域在沿海出现破碎化的同
时，内陆地区表现出连绵化特征；较高老龄化区域分布跨越了胡焕庸线，大量出现在天山北
坡、呼伦贝尔等地区；中度老龄化区域空间扩散明显，在兰新铁路沿线呈带状分布，在东北
地区呈蔓延式扩散；低度老龄化区域空间集聚趋势有所增强。各省内部老龄化发生了非均
衡的变化，县域尺度人口老龄化差异增大，不均衡性逐渐向内陆欠发达地区扩散，说明随着
时间推移，各省内部差异进一步加剧，表现出很强的人口老龄化惯性。
第三，人口老龄化的增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与空间关联。快速增长区、较快增长区
主要分布于兰新铁路沿线、东北沿边地区、成渝地区和贵州部分区域。中速增长区主要位于
东北、成渝、安徽、苏北等地区。较慢增长区和慢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南疆、西藏、青海南部、
江西、华北平原、云南、广西及东部沿海地区。总体来看，东北部分边境和内陆地区人口老龄
化速度快于沿海地区。
第四，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内在根
源是基期人口老龄化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更替，外在根源则在于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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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流入区与流出区，一方面稀释了流入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另一方面抬升了人口流出
区的老龄化程度。其影响不仅是现时性的，也具有强烈的时间惯性。由于中国青壮年人口大
量流入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城市群），不仅对人口老龄化起到了“削峰”作用，而且
延滞了老龄化的速度；而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兼主要的人口流失区，人口老龄化速
度更快，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面临的劳动力供给和养老困难更加严峻。不难
发现，及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在于对区域自身人口年龄结构的准确把握，对区域人口
年龄结构变化的预警，提高应对策略的前瞻性。此外，面对区域间人口老龄化程度与速度的
巨大差异，应加强人口政策的区域弹性，提升养老的区域针对性，尤其是对经济欠发达、老
龄化速度快、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出区域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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