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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妇女生育模式变化和未来人口
预测研究
王维华

范小静刘如如党少农

【摘要】

目的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陕西省妇女生育模式并预测未来人口数。

方法采用生育率曲线分析生育模式，差别分解法寻找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简略寿命表法及实际
生育率法预测未来人口。结果陕西省２０１０年总和生育率为１．０５，一般生育率下降中年龄别生

育率下降的贡献为１０１．２７％，预测２０１５年人口数为３８

１２２

４７４，２０２０年为３８

４３２

９３１，２０２５年为

９０４。结论陕西省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社会，并且人口将在２０２０年出现负增长。

３８ １２ｌ

【关键词】人口预测；妇女生育模式；生育率；差别分解
ＦｅｒｔｉⅡｔｙ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Ｕ１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ｈｔｕ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ＭⅣ尉Ⅱｏ事昭，ⅡＵ Ｒ“一Ⅲ，ＤＡⅣＧ

Ｓ危ｎｏ一加凡昏Ｄｅｐｏｎ，Ｍｍ

耽ⅣＧ

Ｉ％ｉ．＾ｕｏ，

ｏ厂印ｉｄｅｍ幻ＺｏｇｙⅡ甜Ｂｉ０５￡ｏ￡括￡协，凡ｃｕ如’，ｏ厂

ｏ，＇讹ｄｉｃｉ，ｌｅ，Ｘｉ’Ⅱｎ。厅ｏｏｆｏｎｇ己ｈ矗圯，苫ｉｔｙ，剧’ｏｎ ７１００６１，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蒯ｉ硝ｏｕ琥ｏｒ：矾，ｖＧ．ｓ＾口。一加硝，Ｅｍａｉｌ：ｔｉｄｓｌｌｌｌ＠ｍａｉｌ．ｘｉｔｕ．ｅｄｕ．ｃｎ

Ｐ“６ｆｉｃ．Ｈｅｏｆ￡＾，＆＾ｏ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Ｍ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ｌｌｃｅ，ｂａｓｅｄ

Ｔｂ ａｎａｌｖｚｅ ｍｅ ｆｅｎ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如ｔｕｒｅ Ｄ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ｄａｔａ仔ｏｍ廿１ｅ ｓｉ）【ｔ１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ｓｕ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ｅｎ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ｖｚｅ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ｍｅ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ｅｄ ｌｉｆｅ ｔａｂｌｅ．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ｆｅｎ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ｃｕｒｖｅ

ｕｓｅｄ

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Ｇｅｎｅｍ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Ｖｚｅｄ ｂＶ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ｈａａｒⅨ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ｓ １．０５ ｉｎ ２０１０ ｗｈｉｌｅ

ａｎａｌＶｓ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ｅｎ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 ０ １．２７％ｔｏ ｔｈｅ ２ｅｎｅｒａｌ ｆ色ｎ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３８ １２２ ４７４ ｉｎ ２０１５，３８ ４３２ ９３１ ｉｎ ２０２０ ａｎｄ ３８ １２１ ９０４ ｉｎ ２０２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Ｖ．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ｉｒｔｈｒａｔ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ｌｌ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０２０，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Ｄ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ｍｔｅ；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２６降至

区分年龄、性别人口中陕西省数据进行分析计算¨３。

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２…，人口自然增长率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２．分析方法：

的１３‰～１６‰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８．７‰［２］。第六次人

（１）差别分解：对一般生育率依据人口年龄结构

口普查数据显示，陕西省常住人口年均增长３．５‰，

进行差别分解，解释一般生育率变化的育龄妇女年龄

比前一个１０年的增长速度下降５．４‰，低于全国

结构变化因素和年龄别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因素乜１。
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变化因素指各年龄别育龄妇女人

５．７％。的增长速度。２００５年陕西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

率下降至１．７以下（同期全国总和生育率为１．８７ｂ１），
人口生育率进入到低生育水平时期。在全国妇女总

数的变化，年龄别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指一定年龄段

和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

与年龄别生育率变化的作用方向可一致也可不一致，

本研究将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陕西省妇女

两者贡献值的绝对值之和有可能大于一般生育率差

总和生育率进行分析并预测未来人口发展。

值的绝对值，但贡献值之和等于一般生育率差值口１。

资料与方法

的育龄妇女生育率的降低或者提高。年龄结构变化

（２）实际生育率法：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各年龄组

１．数据来源：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

人口数作为运算各项指标及人口预测的基数，生存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各地区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

概率（ｐ戈）则是利用简略寿命表法求得拍１，据此推出
各年龄组（间隔５年）的人口数。预测出生人数是按

及总和生育率，各地区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各地

分要素法推算未来出生人口，它与人口年龄移算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５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６ｌ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教研室
通信作者：党少农，Ｅｍａｉｌ：ｔｊｄｓｌｌＩｌ＠ｍａｉｌ．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所推算的年龄别人口数相加ｎ］，得到预测的人口总
数。其中出生人口数预测采用实际生育率法，即预
测时以该地区育龄妇女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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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采用公式：觑＋ｎ＝∑矾＋ｎ×．肛，式中氏＋ｎ为
二墨

表１对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陕西省一般生育率差值
依据人口年龄结构进行差别分解

未来戈＋ｎ年年初的戈＋几年龄组妇女人数，屈为原来
戈岁年龄组育龄妇女实际生育率，纸＋ｎ为这一年出
生人口数。它假定该地区在预测年问保持某一年生
育水平不变，并用预测未来出生人数来填充０岁组
人口，从而预测出各年人口总数随］。
３．统计学分析：应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软件计算各种
生育率、一般生育率差别分解、简略寿命表、生存概
率、未来隔年人口数等指标，并制作图表。
结

果

１．妇女生育模式变化：
（１）妇女生育率变化：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注：８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一般生育率差值＝∑如矾一∑纸’觑’＝
∑（＆一民’）（觑＋矾’）／２＋∑（舭一ｍ’）（＆＋瓯’）／２＝一０．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９＝Ｏ．００２

０６；６一般生育率＝∑年龄别妇女生育率×年龄别

显示，陕西省育龄妇女的生育高峰出现在２５～２９岁

妇女人数占总育龄妇女人数比重

年龄组，为７８．４８‰，较２０００年相比推迟一个年龄
组，同时峰值生育率下降了４０．８５％。。３０～４９岁各年

然后用１５～４９岁的育龄妇女人口数和妇女年龄别
生育率推导出生人数，再用表２中公式推算出陕西

龄组生育率出现较大增长，总和生育率１．０５，属于超

省２０１５—２０２５年各年龄组的人口数及总人口数。

低生育水平凹１。见图１。

表２陕西省２０１５—２０２５年年龄别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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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８１、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０年陕西省年龄别
育龄妇女生育率

（２）一般生育率差别分解：对一般生育率进行年
龄结构差别分解。从表１可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一般
生育率下降２．０６‰，其中妇女年龄结构变化引起一
般生育率上升０．０２６‰，年龄别妇女生育率引起一般
生育率下降２．０８９‰，分别占一１．２７％和１０１．２７％。利
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解，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陕西省一般
生育率下降６０．３２‰，有１０．８１‰是由妇女年龄结构
变化引起，４９．５２‰由年龄别妇女生育率下降引起，
分别占下降原因的１７．９２％和８２．０８％。比较１９８９—
２０１０年数据发现，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妇女一般生育率下

讨

论

降６２．３８％。，其中年龄结构变化引起８．７８％。的下降，

比较不同年代育龄妇女生育模式可以分析和预

年龄别妇女生育率变化引起５３．６０％。的下降，分别占

期人口增长趋势，进而确定或调整人口决策。影响妇

一般生育率下降原因的１４．１０％和８５．９０％。
２．年龄别人口预测：首先按２０１０年女性人口数

女一般生育率的因素很多，如育龄妇女人数、经济状

和年龄别女性生存概率求出未来各年妇女人口数，

况及医疗水平等，最终可以归纳为年龄结构和年龄别
生育率两类因素。年龄结构因素即育龄妇女年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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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改变，如育龄妇女总人数增加、同一年龄别妇女

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导致出生率下降，在死亡率基本不

人数减少等；年龄别育龄妇女生育率因素指除育龄妇

变的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未来人口预

女年龄结构因素之外的可能导致生育率发生变化的

测结果显示，陕西省总人口预期在２０２０年达到高峰

所有因素总和，包括社会经济、身体状况、生育观念等

３８ ４３２

因素ｂ１。源自人口学的生育率差别分解法【２Ｉ，可以对

峰值生育年龄从２０１５年的２５～２９岁年龄组转移到

一般生育率变化的年龄结构因素和年龄别生育率因

２０２５年的３５～３９岁年龄组。综合分析显示，随着妇女

素的影响进行定量测量，从而为人口政策提供依据。

生育率的降低，陕西省人口增长的速度逐渐减慢，并将

自１９８１年起，陕西省妇女的一般生育率和总和
生育率先增长后下降，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总和生育率急
剧下降，与９０年代全国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相同ｎ

９３１人后，将在２０２５年出现下降。同时陕西省

于２０２０年出现负增长，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使人口增
长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存在不足。首先所得的总和生育率指标非

０Ｉ，

２０００年后持续下降，２０１０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

常低，其中有统计漏报，也有总和生育率指标自身的缺

１．０５，显示陕西省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水平社会。

陷所带来的问题，在婚育年龄推迟时，总和生育率会低

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差别分解方法，对１９８９—

估终身生育水平…１；其次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９年生育率调查

２０１０年陕西省一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心１。

时点是否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相同，对生育率的比较有

结果表明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陕西省一般生育率下降幅

何影响值得讨论；由于未得到ｌ ９８ １年年龄别育龄妇女

度较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年龄别育龄妇女生育

人数，因此应用差别分解时没有对该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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