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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在抑制人口过快增长方面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少生了约３亿多人。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执行基本国策，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许多家庭做

出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选择。研究表明（杨书章、王广州，２００７），预计２００７年底，中国独生子

女总量累计已有１亿多人。正是由于计划生育夫妇生育独生子女的选择，一方面为国家迅速

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压力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比多生育子女的夫妇承担了更

大的无子女的风险。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建立生命表推算，大约有３．９１％的人活不到

１８岁，有５．１％的人活不到３０岁，其中１．１７％的人是在１８～２９岁死亡的。在１８～２９岁年龄

段人群中，死亡率为１．１‰。根据２００６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全国现有残疾人口

８２９６万，占总人口的６．３４％（第二次全国残疾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２００７），但低年龄组人口残

疾比例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实施和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独生子女总量呈现持续快速

增长的态势，由于总量规模的持续增加，独生子女及其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因此，长期以来从不同研究角度对独生子女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如独生子女教育、健康、心理

和社会适应等（风笑天，２００６）。与相关学科相比，人口学对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独

生子女总量结构（杨书章、郭震威，２０００；郭志刚，２００１；宋健，２００６；杨书章、王广州，２００７）、独

生子女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家庭结构（郭志刚等，２００２；丁仁船等，２００７）等。而现有对独生子

女的总量和结构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现有独生子女总量的估计和对未来人口发展影响方

面上。从人口学研究领域来看，上述相关研究主要是回答现存独生子女的总量结构问题。虽

然对独生子女及其风险也有一些研究（潘金洪、姜继红，２００７），但对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

国死亡或伤残独生子女总量结构方面还没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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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建立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前不久，有关政府部门

决定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试点①，对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给予必要的扶助。这不仅体现了

政府对独生子女父母响应国家政策的利益补偿，而且体现了对这些家庭的人文关怀，更体现了

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本研究试图对死亡伤残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和结构进行初步

测算，希望能够为这项制度在全国推行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二、基本概念界定

（一）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家庭

独生子女可定义为一对夫妇终身只生的一个孩子，判断的法定依据是以领取独生子女证

为标志。但实际上由于全国各地持证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别，不少地区独生子女父母因各种原

因，没有领证或没有领到证；还有少数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父母并未停止生育。按照定义，只

有结束生育才能认定终身只生一个孩子的妇女，如果非要等到生育期结束才确定其独生身份，

就太迟了，也无法落实独生子女政策，达不到政策需要收获的社会效果（杨书章、王广州，

２００７）。

表１　３５岁以上不同队列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

年龄（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１年 年龄（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３５ ２．００ ２．０２ ３５ ２．２５ ２．２０

３６ １．９１ １．９３ ３６ ２．３５ ２．２６

３７ １．９４ １．９４ ３７ ２．４９ ２．３６

３８ ２．０５ ２．０９ ３８ ２．６２ ２．４６

３９ ２．１５ ２．１４ ３９ ２．７６ ２．５６

４０ ２．１４ ２．１５ ４０ ２．９３ ２．７９

４１ ２．１４ ２．１８ ４１ ３．０８ ３．１０

４２ ２．２８ ２．２６ ４２ ３．２３ ３．１５

４３ ２．３０ ２．３３

４４ ２．５３ ２．４２

４５ ２．５６ ２．４９

　　注：（１）１９９０年普查与２０００年普查调查时点相差４个月，所以队

列口径不完全一致，这是导致队列曾生子女数有缩减情况的原因之

一。（２）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数据分别为１９９７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

查、２００１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结果。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数据

分别为“四普”、“五普”公布数，其中带“”号的数据为１９９７年全国

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结果。

　　一个孩子是否是独生子女取决

于父母的生育行为。从生育的角度

看，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亲生父母

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独生子女家庭

以独生子女母亲（妇女）为代表。因

为是否是独生子女不取决于独生子

女本人，而是由其生母的生育行为

决定的，因此我们考察的焦点是４０

岁以上现有一孩且仅有一孩和曾生

一孩现无孩的妇女。

本研究将“独生子女”父母严格

界定为已度过生育期、不再继续生

育的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独生子

女户”）及其丈夫。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中国妇女在３５岁以后生育的

比例很小（见表１），可以忽略不计。

为保险起见，本研究中将４０岁作为

妇女终止生育的年龄。

　　（二）独生子女死亡、伤残概念

独生子女死亡事件比较容易界定，为了具有可操作性和明确独生子女对象，本项研究将

０～３０岁死亡独生子女定义为独生子女死亡事件发生。独生子女伤残采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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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ｘｒｋ．ｇｏｖ．ｃｎ／ｉｎｆｏ／ｚｗｇｋ／０８３６２６８５５．ｈｔｍｌ）。



认定标准，以三级及以上残疾作为伤残标识。由于伤残也和死亡一样，与年龄有很大关系，而

独生子女死亡、伤残的认定涉及到两代人的生育、死亡或伤残，为了简化，同样将伤残独生子女

年龄范围界定在０～３０岁。

（三）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

按独生子女的母亲年龄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历史，采用以下几种统计口径：（１）

１９３３年以后出生；（２）年龄在４９岁以上（或４５岁以上、或４０岁以上）；（３）只生育过一个子女；

（４）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存活但为三级以上残疾。在现有数据条件下，实施上述条件的

操作存在３个主要问题。一是对已经死亡的妇女，其独生子女夭折、伤残户就被漏统了。二是

包括了曾经违反生育政策、但目前无子女或只有一个残疾子女的情况，导致存在高估的可能

性。三是没有考虑妇女及其丈夫婚姻变动、子女收养、符合政策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但目前无

孩或只有一个残疾子女等特殊情况。所幸这些因素涉及的人群并不大，且有些因素的影响可

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

三、基础数据

由于本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是对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人群进行测算，人口属性的基本划

分维度是以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状况为划分标准，因此所需基础数

据必须满足按农业或非农业、曾生子女孩次结构及分地区的交叉分类要求，而现有汇总数据无

法满足测算所需基础数据要求。

鉴于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所需基础数据的复杂性，本研究必须使用原始数据进行重新汇

总。从现有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来看，人口抽样调查无法满足大数据量和覆盖全国

的基本需求，因此可供选择的原始数据只有１９８２年“三普”、１９９０年“四普”和２０００年“五普”资

料。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研究和普查事后数据质量抽样调查表明，上述原始数据的数据质量差

异较大。从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来看，“三普”数据质量最好，“四普”次之，“五普”最差；而从

数据的现时性来看，“五普”最好，“四普”次之，“三普”最差。因此需要在数据质量、研究目标和

数据现时性之间进行权衡并做出选择。本研究采用的基础数据以“四普”为主，“五普”为辅，同

时以其他来源的数据作为必要的参考和补充，如２００１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数量测算的运算过程是以育龄妇女的孩次、年龄结构和生育孩子

孩次、年龄结构为基础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算的，即通过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人口属性来进行

推算的，是以育龄妇女的孩子状态作为标识和依据研究家庭户（父母）状况，运算所需基础数据

涉及各年龄组的数据质量。因此，最终结果受人口的年龄结构数据质量影响很大。整个测算

误差将会因数据按属性匹配、对应误差和本身误差双重放大或折中。所以，在考虑数据质量

时，女性年龄结构及相关特征数据质量评判是关系到整个运算结果科学性关键问题。

测算将根据较可靠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生育水平作为预测参数进行“打靶”，先预测至２０００

年，保证使其预测总人口基本上吻合２０００年公布数。然后，以此性别、年龄结构和育龄妇女孩

次结构为基数，继续完成全部预测。

四、模型、算法及参数设定

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的认定涉及到独生子女父母和独生子女两代人，其测算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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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有奖励扶助目标人群测算等任何人口模型（“中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课题组，２００３）。测算的目标人群是以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历史为基础、以孩子的属性为条件

的人口群体估计方法。

测算研究存在３个难点：一是如何在人口预测中建立独生子女矩阵与其父母矩阵的密切

联系；二是如何估算独生子女的伤残分布；三是将独生子女伤残分布与其父母联系起来。这在

以往的人口预测中均没有现成、可靠的处理技术和估算模型，需要通过模型研制和调试结果逐

步形成和完善，以得到比较合理、可信的测算结果。

（一）独生子女及其母亲二维年龄结构分布

常规人口预测方法不能胜任此类独生子女及其母亲年龄结构二维分布研究的需要，即使

是分孩次的年龄别生育预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Ｆｅｅｎｅｙ，１９８５；马瀛通等，１９８６；Ｆｅｅｎｅｙ等，

１９８７；ＮｉＢｈｒｏｌｃｈａｉｎ，１９９２；ＳｉｕＭａｎＮｇ，１９９２）。主要是因为这类方法的生育预测是以时期年

龄别妇女合计人口作为生育预测的基数，完全不考虑该年龄组业已形成的生育孩次结构。采

用孩次递进预测方法则可以适应本研究所需要的主要预测工作。孩次递进预测是在条件概率

生育的基础上进行分孩次的预测，在预测中，只有尚未生育的妇女才能生育一孩；只有仅生育

了一个孩子的妇女才能生育二孩，等等。因此，孩次递进预测可以克服常规人口预测的上述缺

陷。并且，由于采用预测概率进行生育预测，预测年份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实际上是分别按育

龄妇女的年龄和孩次类型进行预测的，所以在生育预测完成后便可以进一步严格地根据各交

互类别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来更新育龄妇女的孩次类型分布。

由于我们需要得到独生子女－母亲年龄结构二维分布，而从年龄－孩次递进预测模型可

以看到，需要分孩次把子女年龄和其所对应的母亲年龄同时记录下来，才能得到独生子女－母

亲年龄结构二维分布数据结果。因此，需要对上述模型中妇女按孩次、孩子年龄、妇女年龄分

类，同时，还需要将孩子按孩次、年龄和母亲年龄进行记录。由于需要考察独生子女及其母亲

的二维年龄分布，因此，只需要把一孩（无亲生兄弟姐妹）按年龄和母亲年龄进行记录，即需要

形成各年度一孩按孩子年龄－母亲年龄存储的数据矩阵，可以用二维变量犅
（１）
犻犪 直观表示。这

里犻表示孩子年龄、犪表示母亲年龄，上标（１）表示一孩。由于一孩（无亲生兄弟姐妹）的母亲与

孩子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因此，也可以对一孩妇女进行类似的记录和表示，即可以用二维变量

犠
（１）
犻犪 直观表示，犻表示孩子年龄、犪表示妇女年龄，上标（１）表示一孩。通过对犻求和，将犠

（１）
犻犪 与

模型犠
（１）
犪＋１＝犠

（１）
犪 －犅

（２）
犪 ＋犅

（１）
犪 中描述的犠

（１）
犪 相对应；也可以通过对犪求和得到孩子的年龄分

布犅
（１）
犻 。

年龄－孩次递进预测模型在妇女递进生育过程中，可以直接记录妇女的生育年龄和孩次，

但模型犠
（１）
犪＋１＝犠

（１）
犪 －犅

（２）
犪 ＋犅

（１）
犪 中犠

（１）
犪 所包含的孩子年龄是被合并的，因此为了满足独生子

女－母亲年龄结构二维分布变动过程记录，需要通过以下步骤完成模型的扩展：（１）通过母子

匹配的方法从原始数据中获得一孩母亲和孩子的二维年龄分布，将犠
（１）
犪 转换为犠

（１）
犻犪 或犅

（１）
犻犪 。

（２）将新递进的犅
（１）
犻犪 记录为犅

（１）
０犪 或犠

（１）
０犪 ，即为犪岁妇女生育的０岁一孩。（３）将犅

（２）
犪 根据生育

二孩间隔分布，转换成犅
（２）
犻犪 。（４）经过一轮递进后，将未递进的妇女和孩子及存活妇女－孩子

年龄结构矩阵犪和犻分别增加１岁。

（二）死亡独生子女及其母亲二维年龄结构分布

年龄－孩次递进预测模型经改造和拓展后，可以得到各个年度的独生子女的年龄结构，因

此，可以通过生命表推算的、按母亲年龄分类的不同年龄死亡独生子女人数。由于独生子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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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一一对应的，母亲有独生子女死亡的算法可表示为：犠
（１）
犻，犪＋１＝犠

（１）
犻犪 ·（１－

犔犻＋１
犔犻
）·犔犪＋１

犔犪
；

式中犔犻为犻岁独生子女存活人年数；犔犪 为犪岁妇女存活人年数。

由于死亡概率和年龄密切相关，因此，这里独生子女年龄最大记录到３０岁，而犠
（１）
犻犪 所记录

的数据一直是独生子女母亲，对应的孩子死亡，应该认为是独生子女死亡。死亡一孩母亲转化

为生育二孩母亲的比例和规模取决于二孩递进概率。

虽然独生子女死亡记录将会受到独生子女母亲和独生子本人死亡而发生目标人群“丢失”

的现象，尤其是年龄较大的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母亲死亡的概率相对会大一些，但由于目标人

群“丢失”的概率是两个死亡概率的乘积，因此，独生子女母亲和独生子女同时死亡发生目标人

群“丢失”的可能性较小，最大“丢失”人数可以表示为：犠
（１）
犻，犪＋１＝犠

（１）
犻犪 ·（１－

犔犻＋１
犔犻
）·（１－

犔犪＋１
犔犪
）。

（三）伤残独生子女及其母亲二维年龄结构分布

伤残是对健康状态描述。从概率事件和实际观察的角度看，伤残不仅有发生和不发生的

问题，还有什么时候被认定或发现的问题，同时还有严重程度的界定标准问题。因此，伤残与

死亡事件明显不同。死亡事件只需要确定发生事件，而发生事件的结果是很容易确定和比较明

确的，且具有单向不可逆的特点。相比之下，确定独生子女伤残总量和结构就显得更加复杂。

虽然伤残与死亡事件不同，但伤残和死亡都与年龄密切相关，或者说，经过认定的年龄别

伤残发生的比例与年龄密切相关。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伤残比例不断提高。本研究使

用年龄别伤残比例，基于模型生成的各年度独生子女—母亲年龄二维分布，计算各年度独生子

女目前处于残疾状态的总量和结构。从残疾发生的比例确定各年度独生子女伤残总量和结构

需要两个基本前提和假设：（１）假定伤残发生的状态不可逆；（２）假定目前观察到的年龄别伤残

状态的累计分布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四）死亡伤残独生子女及其父亲二维年龄结构分布

虽然死亡伤残独生子女及其父亲二维年龄分布也可以和母亲一样分别建立模型进行推

算，但由于生育史方面的基础数据是按妇女统计登记的，因此独生子女及其父亲的二维年龄结

构只能通过独生子女及其母亲二维年龄分布进行推算。这样就需要建立父亲和母亲之间的联

系。父亲和母亲之间的联系涉及对婚姻状态的描述。从婚姻关系构成来看，婚姻状态包括未

婚、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离婚和丧偶５种状态。对于独生子女母亲来说，可能的婚姻状态

包括除未婚外的４种状态，父母联系在一起就可能出现１２种状态。

利用妇女的在婚比例（即有配偶的比例）及妇女与丈夫的年龄差分布数据可以计算丈夫的

人数（即根据妇女的在婚比例计算），然后再根据妇女与丈夫的年龄差分布，推算丈夫的年龄

构成。

在离婚和丧偶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初婚有配偶占绝对比例。为了简便和保险起见，将死亡

和残疾独生子女－父亲分布简化为死亡和残疾独生子女－母亲年龄二维分布，并假定父母同

时存活，这样一方面夸大了独生子女父亲存活的比例，但另一方面却弥补了独生子女母亲死亡

的情况。

（五）预测参数设定

人口预测所需要的数据可分为预测基数和参数两大类。预测基数指预测起始年份的分年

龄分性别人口数据，其中，妇女人数还应划分出孩次。预测参数是对预测时期人口出生、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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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情况的设定。预测参数①包括生育、死亡、人口城镇化、年龄别残疾人口比例等方面，而对

于残疾发生率参数，由于中国残疾人口调查比较少，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只有１９８７年和２００６年

进行过两次残疾人口全国性抽样调查 。残疾人口年龄别发生比例的高低一方面与年龄大小

有关，另一方面与农业、非农业性质不同有关。为此，本研究使用按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的

年龄别残疾人口比例进行测算。

五、测算结果及讨论

（一）全国测算结果

基于上述参数和假定条件，可以根据前面的统计口径，估计妇女的总量和结构。按年龄在

４９岁以上统计口径可以得到２００７～２０５０年独生子女死亡、伤残母亲总量（见图１、图２）。估计

２００７年４９岁以上全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在３０万以内。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数量在２０３８

年以前持续增长，２０３８年以后开始下降。峰值规模在１１０万左右，那么，死亡独生子女父母人

数估计应该在２２０万以内。估计２００７年全国４９岁以上伤残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在２２万左右，

独生子女伤残父母人数在４４万以内。伤残独生子女母亲目标人群规模将比死亡独生子女母

亲数量提前达到峰值，预计４９岁以上伤残独生子女母亲数量在２０１７年以前持续增长，２０１７年

以后开始下降，峰值规模在４０万左右，相应的，伤残独生子女父母数量估计应该在８０万以内。

从图２和图１还可以看出，４０岁及以上伤残独生子女母亲数量与４９岁以上的规模之差，同两

种口径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数量之差明显不同，这主要是由于规模估计方法、参数设定和死亡

等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图１　全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人数估计 图２　全国伤残独生子女母亲人数估计

　　（二）讨论

死亡伤残独生子女家庭数量测算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研究，无论测算方法设计还是数据运

算规模都是目前人口预测中最为复杂的研究项目之一，需要在方法创新的同时，仔细研究预测

参数的设置，尤其是在目前直接可供使用的数据比较缺乏的情况下，进行测算更加困难。考虑

到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和参数设置等方面的原因，本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可能偏差主要来源

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抽样基础数据。虽然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已经公布，但由于目前可获得的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原始数据仅为０．９５‰，而且存在比较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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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报问题。２００５年可供使用的原始数据的抽样比例为２‰，数据质量和样本量较小都不适合

省级为单位的研究任务，只能作为研究的参考。本研究采用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１％的抽

样原始数据，难免由于数据的现实性和抽样问题对一些省级单位存在一定的偏差。残疾发生

率方面可利用的数据也非常有限。

第二，二孩递进率与二孩递进间隔分布。二孩递进率的高低一方面影响总体生育水平的

高低，另一方面影响独生子女总量结构的大小。二孩递进间隔关系到子女和母亲二维年龄分

布。实际上育龄妇女在不同年龄上有着不同的二孩递进间隔分布，然而由于可得数据规模限

制及预测程序的简练，本测算对不同子人口采用的是相应人口类型汇总的递进间隔分布。

第三，城镇化水平。本研究根据户口性质将总人口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并将农

业人口视为农村人口，非农业人口视为城镇人口。由于城镇与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存在明显差

别，目前城镇和农村实际生育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对城镇化水平（即假定人口非农化

进程的快慢）和城乡生育水平差别大小的估计等，直接影响对独生子女总量结构的判断，从而

进一步影响对目标人群的估计。

此外，本研究只给出了死亡、伤残独生子女的母亲人数；测算父母双方的人数，也仅仅是按

照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将母亲人数乘以２，而没有更精细地测算父母双方的人数。这样简单处

理既存在高估的可能，即妇女平均期望寿命高于男性，年龄较高的妇女（４０岁以上）人数因此

将多于其丈夫人数；也存在低估的可能，即对于父亲在、但母亲不在（去世或离家）的独生子女，

其父亲被部分漏统了。两种因素相抵（不考虑抽样及预测参数等其他影响因素），得到的推算

结果应该略高于实际情况，是较为保险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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