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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化流动已经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的数据显示，2 人

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家庭户数占总流动人口的 81.8%，家庭户平均规模保持在 2.5 人以上，家庭化流动趋

势明显，流动家庭结构更加完整。家庭化流动既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也是一种符合流动人口家庭团

聚愿望的社会理性，同时还是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研究表明以家庭化形式流动的流动人口幸福指数更

高[1]，消费意愿和消费水平更强[2]，同时家庭化流动有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3]。从循环式的个体流

动转变为家庭化流动，流动人口的社会心理以及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转变，候鸟流动状态下的过客心理已

经不再符合家庭化流动模式下的流动人口心理，单纯的经济效益也不再是影响人口流动最重要的因素。

强调成本-收益的经济理性已经无法完全解释当下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决策，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出入

和张力[4]，公共资源以及制度安排等社会理性与社会结构因素在家庭迁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因此家庭

迁移之下，流动人口的社会心理更加复杂，影响因素更加综合多元。其中，在个体钟摆式的流动决策中

曾经一度缺场的住房主体性逐渐凸显，越来越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重要因素。 

住房是流动家庭在城市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质保障。人口流动到城市，首先要解决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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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 201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刻板序次回归模型，探讨了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对人口家庭化流动、流动家庭规模与结构

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流入地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家庭化的流动方式，其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

更大，家庭结构更完整；住房支出越高，流动人口发生家庭化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其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也越大，

家庭结构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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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口流动，特别是人口家庭化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居住流动，住房在迁移决策中占据了重要地

位。且相比较个体流动而言，流动家庭比流动个人更重视住房的质量与舒适度：个体流动阶段，单位宿

舍满足了大部分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住宿需求；家庭化迁移阶段，单位宿舍、集体住宿以及工棚等

住宿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流动家庭的居住需求。户籍制度被住房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等一系列城

市新制度整合成为城市排斥系统的关键要素之一[5]，而住房自有作为突破这些制度屏障的关键环节，对

流动家庭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完成市民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住房作为中国人“家文化”的物质载

体，承载着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本体论意义[6]，因此住房还可能改变流动人口的心理状态，推动流动人口

从结构融入向心理融入推进。 

住房一方面为流动家庭提供空间屏障和居住保证，另一方面也成为流动家庭突破制度隔离、推动内

核融入的重要物质保障，对人口家庭化流动意义重大。然而当前我国人口家庭化流动仍然处于多元化阶

段，家庭的居住安排以及流动家庭的家庭结构和规模受多种结构性因素和个体性因素制约。研究表明，

我国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较差，住房自有和租住公屋的比例较低[7]，这些都不利于流动人口的举家迁移

和家庭团聚。住房在家庭流动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仍然不得而知，与制度排斥挂钩的住房产

权以及与住房质量相关的住房支出对人口家庭化流动的影响如何仍然有待验证。本文研究重点在于中国

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与人口家庭化流动是否显著相关，以及它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结构以及家

庭规模具有怎样的影响，并以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为核心，考察住房状况对家庭化流动的影响。这将有

助于我们重新发现住房在人口家庭化流动中的重要意义，同时有助于学界和政府相关部门重视流动人口

的住房需求，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与家庭团聚，从而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和新型城镇化进程。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住房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国内外关于住房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共遵循三个范式：宏观层面的房地产市场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社

会政策层面的住房保障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以及微观层面的住房选择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国外在研究

住房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时注重对住房锁定效应的考察，即在住房价格变化时，住房对住房所有者空间流

动的限制效应[8]。而国内注重考察城市住房市场对流动人口的排斥效应，即高昂的住房价格不利于流动

人口流入[5]。同时，国内学者除了研究住房成本（包括购房价格和租房价格）对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的

影响，还侧重研究住房稳定性以及住房状况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住房产权、住

房条件越好，住房越稳定，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意愿就越强烈[9]。然而国内关于住房对定居愿意的影响

忽视了家庭团聚的中介效应，住房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住房对家庭团聚的影响，

家本位的文化影响了中国人对城市融入的感知，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拥有了住房就拥有了定居意愿，

而是因为突破了住房的限制，家庭得以团聚才会有定居的意愿。 

（二）流动人口住房研究 

住房作为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物质保障，在流动人口相关研

究中占据了重要的篇幅。国内已有的关于流动人口住房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路径展开：流动人口住房状况

研究、流动人口住房保障政策研究以及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的主要群体是流动人口

中的主力军，即在住房问题上更为弱势的农民工群体，研究从城市化、市民化、居住隔离、社会排斥、

公共产品等理论角度开展。研究显示，受制度化机制和市场化机制的双重排斥，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较

差，居住拥挤，条件简陋，配套设施缺乏[10]，多以租赁私人住房为主[11]，主要聚居在远郊、近郊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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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和城中村[12]，自购房以及保障性住房比例较低[13]。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受个人支付能力、支付意愿、

住房需求以及城市经济状况影响。收入越高，居留意愿就越强；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越稳定，住房自

有概率就越高；住房条件越好，住房支出就越高[14~16]。流动人口住房问题是国家与市场双重失灵所致[17]，

其自身住房支付能力较低，而现有的住房保障制度仍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主要保障群体，各种条件的限制

导致流动人口几乎都被排斥到城市住房保障制度体系之外。因此有学者认为应该运用市场和政府互补的

途径来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提倡将流动人口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分层次、梯度化的住房政策[18]。

关于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现有研究揭示了流动人口在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制度中的边缘弱势地位，指出

了住房对人口家庭化流动的限制作用。 

（三）人口家庭化流动与住房 

人口流动的家庭化模式已经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共识，学界关于人口家庭化流动的

相关研究较为丰富。研究表明，女性、已婚、受教育程度低、农村户口、住房性质稳定、流动次数少、

流入时间长以及自我雇佣的流动群体更倾向于家庭化流动或举家迁移[19~20]；家庭收入、婚姻关系、孩子

数量、家庭成员结构以及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都会正向地影响人口家庭化流动行为[13]。还有研究表明，

人口的家庭化流动已经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21]，并揭示了人口家庭化流动模式的渐进性[22]，以

及影响人口家庭化流动的结构性和能动性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住房性质稳定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但

是住房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住房独特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及其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

愿和在城市团聚的重要价值没有被揭示出来。 

关于人口家庭化流动与住房的关系，在很多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影响因素研究中有所体现。众多相关

研究都表明了家庭随迁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住房拥有率[12]、住房支出[23]以及住房稳定性[16]。而且不

同的家庭随迁模式对应不同的住房类型，例如冯长春等（2017）发现单人户、夫妻户、两代户、三代户

的住房自有比例和住房质量依次提高[18]。此外，家庭类型、家庭特征、地理环境以及流动家庭的城市融

入状况都会影响流动家庭的住房产权和住房质量。也有研究注意到了住房性质稳定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

选择家庭化流动[24]。已有的关于住房与家庭化流动的相关研究都是将家庭随迁预设为自变量，将住房状

况和住房选择设定为受人口家庭化流动影响的因变量。然而，个体对家庭温暖和家庭团聚的渴望是一种

近乎本能的社会理性，国外移民研究也揭示了家庭团聚是移民的最终归宿，国内相关研究也指出了人口

的家庭化流动正逐渐成为人口流动的主导模式[21]。只是受户籍壁垒等相关制度安排的限制以及市场能力

的制约，国内的人口流动一开始只是表现为个体式的流动。只要突破了相关制约，举家迁移就会成为流

动人口的首选。而住房作为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享有的重要表征，在个人选择和家庭决策上影

响着人口的家庭化流动。 

纵观已有研究，我们发现相关研究认识到了流动人口住房状况较差，存在较大的住房困难，且这种

住房困难是个人支付能力低和社会制度排斥双重困境所致。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受个人、家庭以及社会

制度三个层面的影响，家庭随迁对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和住房选择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住房作为流动人口

突破制度排斥，获取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城市公共服务，完成市民化进程的重要物质保障，其对流动人口

家庭居住安排和家庭随迁的重要意义却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仅有少数研究只是在研究人口家庭化流

动的众多影响因素时注意到了住房稳定性对家庭化流动的积极影响，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对家庭迁移的

影响如何并未得到充分的验证。基于此，本文研究中国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对人口家庭化流动以及流动

家庭的影响，以拓展和丰富该研究领域。 

（四）研究假设 

正如前文所述，流动家庭对住房的要求更高。拥有住房产权解决了流动家庭的住房问题，提高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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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家庭的住房稳定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拥有流入地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家庭化流动。 

拥有住房产权还表示拥有了该住房附带的公共服务溢出价值。中国城市目前的制度安排体系下流动

人口被排斥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之外，但是拥有了当地的住房就能突破这种制度屏障，

从而更好地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资源。因此拥有流入地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的家庭随迁人口更多，流动

家庭结构更加完整。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和假设 3。 

假设 2：拥有流入地住房产权的流动家庭规模更大。 

假设 3：拥有流入地住房产权的流动家庭结构更加完整。 

住房质量越好、住房面积越宽敞，则住房舒适度越高、流动人口选择家庭化迁移的可能性也越大，

家庭随迁人口也越多，流动家庭结构更完整。而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住房支出是住房质量、住房

面积以及住房舒适度的综合指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4、假设 5 以及假设 6。 

假设 4：住房支出越高，流动人口选择家庭化迁移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 5：住房支出越高，流动家庭规模就越大。 

假设 6：住房支出越高，流动家庭结构就越完整。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是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及 201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其中个体和家庭层面数据来源于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城市层面数据基于 2017 年《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得出，且 201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内容是 2016 年的信息。将个体和

家庭层面数据与城市层面数据匹配后，删去极端数值。本研究样本中户籍为农业的仍占主要部分，为

77.36%；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分别为 51%和 49%；职业为自雇状况（包括雇主和自营）的流动人口比例

为 37.95%；同住家庭成员的平均值为 3.11，2 人及 2 人以上的家庭成员同住比例为 88.58%，其中 3 人

同住的比例最高，为 37.34%，家庭化流动越来越趋于完整。 

（二）变量界定 

1.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有 3 个。本文将 2 人及 2 人以上的家庭成员共同流动并共同居住的流动

状态定义为家庭化流动；将流动家庭在流入地的人口规模和成员结构分别定义为流动家庭规模和流动家

庭结构。因变量 1 表示是否进行了家庭化流动，为虚拟变量，1 表示是，0 表示否。因变量 2 表示流动

家庭规模，为定距层次的变量，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6。因变量 3 表示流动家庭结构，为定序层次的

变量，取值为 1～4，其中 1 表示单人户，2 表示仅配偶随迁或者仅子女随迁户，3 表示配偶和子女共同

随迁户，4 表示配偶、夫妻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父母等）共同随迁户，其数值越大，表示随迁家庭的结

构越完整。 

2. 自变量。本文的主要自变量有 2 个，即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住房产权为虚拟变量，1 表示拥有

（部分）住房产权，0 表示没有住房产权。住房支出为定距变量，单位为“百元/月”。 

3. 控制变量。根据前文对影响家庭化迁移的文献回顾，本文主要选取了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户

籍状况、是否自雇、个人上月纯收入、预计居留时间以及城市年平均工资水平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

体变量分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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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描述及具体含义 

变量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编码 

家庭化流动 0 1 0.886 
0=个体流动 

1=家庭化流动 

流动家庭规模（人） 1 6 3.112  

流动家庭结构 1 4 2.081 

1=单户家庭 

2=仅配偶随迁或仅子女随迁 

3=配偶和子女共同随迁 

4=配偶、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共同

随迁 

住房产权 0 1 0.276 
0=无产权 

1=有产权 

住房支出（百元/月） 0 800 8.491  

性别 0 1 0.515 
0=女生 

1=男生 

年龄（岁） 15 96 36.486  

教育年限（年） 0 18 9.245  

户籍 0 1 0.226 
0=农业 

1=非农业 

自雇 0 1 0.380 
0=非自雇 

1=自雇 

个人上月纯收入 

（千元） 
-180 120 4.378  

预计居留时间 1 5 3.682 

1=1～2 年 

2=3～5 年 

3=6～10 年 

4=10 年以上 

5=定居 

城市年平均工资水平（千元） 36.793 122.749 72.695  

注：表中虚拟变量的取值为 0 和 1，且表中的平均值对虚拟变量而言有比例的含义，因此表中将虚拟变量的平均值也

一并列出 

（三）研究方法 

由于因变量有 3 个，分别是家庭化流动、流动家庭规模、流动家庭结构，且这 3 个因变量分别是虚

拟变量、定距变量和定序变量，因此，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序次逻辑回归模型

（ordered logistics regression model）符合本研究的因变量特征。其中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如下： 

                     

其中 Y 代表因变量流动家庭规模， 代表住房产权、住房支出、性别、年龄等自变量， 为模型的

非标准化参数截距项， 为待估参数，为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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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 F(y)为流动人口选择家庭化流动的几率， 为回归方程常数项， 为回归系数， 为方程的自变

量。然而由于本文数据无法通过序次逻辑回归模型的平行线假定（parallel regression assumption）检验，

因此改为选用刻板序次回归模型（stereotype logistic model）代替序次逻辑回归模型。刻板序次模型是 1984

年 Anderson 对传统序次逻辑回归模型进行改进后的模型[25]，该模型可以视作对多元模型进行了序次限

制，既保留了因变量的等级次序信息，又无需满足平行线假定，允许变量对因变量的不同层次有不同的

效应，是一个灵活且实用的模型。该模型公式如下： 

Pr(  𝑦𝑠|x)   
𝑒  ( 𝑠   𝜑𝑠 

′ )

∑ exp( 𝑙  𝜑𝑙  
′ )𝑘

𝑙= 

, 𝑠   ,… , 𝑘 

其中，β 为自变量 x 的待估系数；k 为因变量的截点（cut-points）；  𝑙,  𝑠是模型的截距。𝜑是模型

的回归结果距线性模型的距离（组间距离），通过定义一个单调递减的𝜑′（即𝜑  𝜑 > …>𝜑𝑘  ）可以得

到定序的回归关系。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正表示自变量对主观阶层有积极的影响，回归系数为负就表示

自变量对主观阶层影响为负。 

本文将根据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及 2017 年《城市统计年鉴》，运用 Stata15 统计

软件，通过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刻板序次回归模型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

对家庭化迁移以及流动家庭结构以及流动家庭规模的重要影响。 

四、实证结果 

表 2 考察了住房对人口家庭化流动以及流动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其中，模型 1 为二元逻辑回归

模型，考察的是住房对流动人口是否进行家庭化迁移的影响；模型 2 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的是住

房对在流入地共同生活的流动家庭规模的影响；模型 3 为刻板序次回归模型，考察的是住房对流动家庭

在流入地的家庭结构完整度的影响。 

（一）住房产权、住房支出对家庭化迁移与流动家庭的影响 

表 2 中模型 1 考察了住房产权、住房支出对人口家庭化流动的影响。模型 1 结果表明，住房产权与

住房支出均对人口家庭化流动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来说，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年限、个人上

月纯收入、户籍状况、是否自雇、预计居留时间以及流入地城市年平均工资水平的条件下，拥有住房产

权的流动人口发生家庭化迁移的优势比（odds ratio）是不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的 5.532 倍，即拥有

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发生家庭化迁移的可能性会增加 4.532 倍；且月均住房支出每增加 1 百元，流动人

口发生家庭化迁移的可能性增加 3.9%。 

表 2 中模型 2 是住房产权与住房支出对流动家庭规模影响的实证结果。与模型 1 结果相呼应，模型

2 表明了住房产权与住房支出对流动家庭规模的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条件下，拥有

住房产权的流动家庭规模比不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家庭规模多 0.265 人；月均住房支出每增加 1 百元，

流动家庭规模增加 0.005 人。模型 2 的 VIF 为 1.24，表明模型几乎可以认为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模型 3 表明了住房产权与住房支出对流动家庭结构完整度的影响。与模型 1、模型 2 结果相似，模

型 3 的实证结果表明了住房产权与住房支出对流动家庭结构完整度有显著积极影响。在控制了相关变量

的情况下，与不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家庭相比，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家庭其家庭结构为配偶或子女的可 



2020 年 3 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8 卷第 2 期 

- 80 - 
 

表 2 模型实证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Exp（B）   

𝜑     0 

𝜑2    
2.104*** 

（0.078） 

𝜑3    
1.287*** 

（0.046） 

𝜑4    1 

住房产权 
1.711*** 

（-0.048） 
5.532 

0.265*** 

-0.009 

0.188*** 

（-0.014） 

住房支出 
0.038*** 

（-0.002） 
1.039 

0.005*** 

0.000 

0.003*** 

（-0.000） 

性别 
-0.255*** 

（-0.027） 
0.775 

0.002 

-0.008 

-0.124*** 

（-0.011） 

年龄 
0.131*** 

（-0.002） 
1.140 

0.014*** 

-0.000 

0.035*** 

（-0.001） 

教育年限 
-0.087*** 

（-0.005） 
0.917 

-0.044*** 

-0.001 

0.039*** 

（-0.006） 

个人上月收入 
0.012*** 

（-0.005） 
1.012 

0.011*** 

-0.001 

-0.006*** 

（-0.001） 

户籍 
-0.385*** 

（-0.032） 
0.680 

-0.173*** 

-0.010 

0.096*** 

（-0.013） 

自雇 
0.957*** 

（-0.037） 
2.605 

0.274*** 

0.008 

-0.059*** 

（-0.011） 

预计居留时间 
0.137*** 

（-0.009） 
1.146 

0.051*** 

0.003 

0.038*** 

（-0.004） 

城市年平均工资水平 
-0.002*** 

（-0.001） 
0.998 

-0.002*** 

-0,000 

0.003*** 

（-0.000） 

样本量 78,233 78233 78233 

R2（PseR2） 0.268 0.102  

VIF  1.24  

注：括号里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相关；模型 1 的参照群体为个体迁移（即因变

量为 0）；模型 3 的参照群体为单人户（即因变量为 1） 

能性高 58.53%（𝑒             ），家庭结构为配偶和子女的可能性高 32.56%（𝑒             ），家庭

结构为配偶、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可能性高 24.48%（𝑒         ）；月均住房支出每增加 1 百元，

流动家庭的家庭结构为配偶或子女的可能性增加 0.63%（𝑒             ），家庭结构为配偶和子女的可

能性增加 0.39%（𝑒             ），家庭结构为配偶、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可能性增加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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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𝑒         ）。因此拥有住房产权，增加住房支出，将会显著提高流动家庭结构的完整度。 

拥有住房产权意味着流动人口住房更稳定，住房自主性更高，同时也能更平等地享受流入地的各种

公共服务资源。住房产权一方面提供了人口家庭化流动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保障家庭成员

的福利，促进家庭整体发展，因此拥有流入地自有住房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与多位家庭成员共同流入。

而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住房支出越高，则住房面积越宽，住房条件也越好，也就更能满足多位家

庭成员的居住需求，因此人口家庭化流动可能性更高、流动家庭规模更大，家庭结构更加完整。 

（二）控制变量对家庭化迁移与迁移家庭的影响 

在表 2 的模型 1、模型 2 以及模型 3 中，除了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对家庭化迁移与迁移家庭有显著

的影响，一些个体层面的变量以及城市层面的变量也对家庭化迁移和迁移家庭有显著影响。模型 1 的实

证结果表明，女性、农业户口、自雇者比男性、非农业户口、非自雇者的流动人口发生家庭化迁移的可

能性更大；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收入越高、预计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发生家庭化迁移的可能

性就越大。本文关于家庭化迁移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与已有的大部分相关研究相符[20~21]，然而城市层面

的年平均工资水平与已有研究有出入[12]。模型 1 显示，城市年平均工资水平越高，人口家庭化流动的可

能性就越低。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没有控制城市生活成本以及城市制度排斥力度所致。一般而言，城市

年平均工资水平越高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消费水平与生活成本也越高，同时制度排斥力度更

大，因此城市年平均工资水平越高，流动人口越不倾向于携家带口共同流入。 

模型 2 的实证结果与模型 1 几乎相同，除了性别上是男性迁移者的家庭规模更大。模型 1 证实了女

性更倾向于家庭化的流动方式，而模型 2 表明了男性迁移者的家庭规模更大。对于这二者的差别，本文

认为是受中国性别角色的家庭分工以及传统两性关系的影响。即女性在家庭决策中更倾向于处于从属地

位，因此在流动中也更倾向于选择与丈夫共同流动；而正是由于男性在家庭决策中具有主导地位，因此

男性更能引起较大规模的家庭化流动。 

模型 3 的结果与模型 1、模型 2 都不太相同，值得深入探究。模型 3 中，女性、城市户口以及非自

雇者的家庭结构更完整；年龄越大、收入越低、教育年限越高、城市年平均工资水平越高，迁移家庭的

家庭结构就越完整。由于女性在家庭分工中承担了更多抚育幼儿、照顾老人的职责，因此女性迁移者的

家庭结构更加完整。城市户口的流动人口其家庭成员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更好，因此老人、小孩随迁

可能性也更大，流动家庭结构也更完整。与自雇者相比，非自雇者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时间不灵活，更

需要其他家庭成员互相照顾，因此非自雇者的流动家庭结构也更加完整。而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所处的

家庭结构也越多元，同时年龄越大，对家庭团聚的期待更强烈，因此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其流动家庭结

构也越完整。收入越低，则更需要其他家庭劳动力共同流动以分担城市的生活成本，同时收入越低，越

无法以市场的形式解决儿童照管和老人照顾的问题，越需要完整的家庭功能来应付城市生活，因此其家

庭结构就越完整。教育水平越高的流动人口越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而子女也需要人照料，因此其在流

入地的家庭结构也越完整。城市年平均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地的公共服务资源，从家庭福利的

角度出发，城市年平均工资水平越高，流动家庭的结构就越完整。 

五、总结与讨论 

近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在强调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的市

民化在历史实践与理论逻辑上完美契合。然而受制度和市场的双重排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职业

的城镇化”和“人的城市化”脱节，“人的城市化”滞后于“职业的城镇化”。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既



2020 年 3 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8 卷第 2 期 

- 82 - 
 

是这种半城镇化的体现，也是突破这种城镇化困境的重要环节。流动人口在城镇“半寄居”的生活状况

体现了“人的半城市化”，而突破这种“半城市化”的重要条件是住房的稳定。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

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在人口家庭化流动中意义重大。一方面，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影响流动人口迁移模

式，拥有流入地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家庭化的迁移方式；住房支出越高，流动人口发生家庭化

流动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本文的假设 1 和假设 4 得到验证。另一方面，住房产权以及住房支出还对流

动家庭的家庭规模以及家庭结构有重要影响。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比不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的

家庭规模更大，家庭结构更完整，因此假设 2 和假设 3 也得到验证。同时住房支出越高的流动家庭规模

越大，结构就越完整，因此假设 5 和假设 6 也得到验证。 

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规模庞大的候鸟式、钟摆式、循环式的个体迁移导致了上亿流动人口分离式的

家庭居住安排以及“失依式”的情感状态，同时也产生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了人口家庭化的流动方式，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同家庭成员共同流动。

直到今天，这种家庭化的流动已经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导模式。与家庭成员共同流动，能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流动给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与市民化进程。然而相比个体流动，人口

家庭化流动也面临着诸多的条件限制。本文的研究表明，以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为主要指标的住房状况

对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有重要影响。以住房为重要的推进路径，构建囊括流动人口在内的住房保障体

系，完善住房租售市场，提高流动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更有效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

入和市民化进程，从而提高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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