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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major are migrant workers) using of internet at home and reflects their survival 

situation in the modern city and the problem of digital divide within the cit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in Shanghai’s urban villag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factors by Dualistic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 have not 

become better with farmers’ inflow to cities, but have turned into a bigger digital gap betwee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local citizen.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age,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which represented mostly on types of labor contract and family’s monthly income)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loating population’s using of internet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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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 2010 年在上海市城中村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考察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上网的影响因素，从一个侧面透视城市外来人口（主要为农民工）

的生存状况和城市内部的“数字鸿沟”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数字鸿沟”并没有随农

民工进城而得到很大改善，并演化为城市内部的“数字鸿沟”；经过一系列探究发现，不同

特征的外来人口其家庭能否上网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个体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因素中

的就业合同类型及全家月收入都对其家庭能否上网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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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兴起于 20 世纪末期且经历了爆炸式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已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并逐渐蔓延至传统的农村社区，各国政府和人民似乎“谁也不想被信息社会相关的机会甩在

后面”（Lallana，2004）。实事上，互联网可能作为人类史上以最快速度扩散的技术，正改

变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种繁荣景象也伴随着严重的隐患，因为这种快速扩张是极

不均衡的(汪明峰，2005)。据最新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在 2011 年已突破 5 亿，达

到 5.13 亿，全年新增网民 5580 万，且 88.8%的网民在家可以上网，全国互联网的普及率攀

升至 38.3%。同时报告显示，农村网民规模为 1.36 亿，占整体网民比例为 26.5%，较 2010

年相比，农村网民占比下降了 0.8 个百分点，其增幅也依然低于城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2012）。城乡居民在互联网拥有上的差距催生出我国城乡“数字鸿沟”。伴随着快速城

市化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了农村精英人口的流失，这似乎是解释农村网民

比例在低位徘徊的重要原因，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家庭有多少已接入互联网，享受到互联

网所带来的便捷生活？我们无从考证。因此研究城市外来人口家庭上网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显得非常必要。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互联网发展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胡鞍钢，

2002；刘文新，2003；汪明峰，2005，2008，2011；张荣，2011）。互联网扩张的空间不均

衡性表现在富国与穷国、大城市与小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数字鸿沟”，而其扩张不均

衡性所带来的社会性问题则表现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别。一方面互联网已向一般大众普及，

年轻人、高学历及高收入者通过采用互联网可获得更好的收入及更好的雇佣机会；另一方

面那些不会采用互联网的高年龄群体和因贫困无法采用互联网的群体则陷入一种较困难的

生活状态中（张荣、曾凡斌，2011）。甚至与互联网相关的生产领域，如新媒体领域，非互

联网用户群体也将被排斥在外（Perrons，2004）。因此，互联网扩散的不均衡性加剧了社会

的不平等与极化状况，并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参与现代信息社会各种新兴事物的能力（汪明

峰，2008）。发达国家由于互联网渗透率较高，早已将研究重点转向互联网用户内部的差异

性研究（Po-An Hsieh et al. ，2008）。由于我国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城乡差别较大，互

联网的“数字鸿沟”问题表现的更为复杂，不单表现出用户之间的差别，还表现数字鸿沟最

初所表现出的用户与非用户之间的差别。在空间层面，学者们就互联网发展的区域差异问

题已有较多的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尺度较大，且较多集中在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上

（刘文新、张平宇，2003），且我国互联网用户主要集中在城市，较少有学者关注城市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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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鸿沟”现象，但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中国城市，城乡间的“数字鸿沟”

是否演变成城市内部“数字鸿沟”？一般来说，流入到城市的农民工是乡村中的精英人群，

且流入城市的通讯技术水平较高、城市的社会环境因素也有利于互联网的传播。在这样的

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是否仍被“数字排斥”（digital exclusion）？若是，那么是什么因素

影响农民工群体家庭互联网的普及？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家庭上网用户和非用户之间是否

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本文以城中村外来人口（主要为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获取相

关数据，一方面用来窥视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和现代化程度，另一方面借助 Logit 模型

分析影响外来人口家庭上网的主要因素，以期在解释农民工群体是否被“数字排斥”的问题

上做出相关参考。 

 

2  理论框架及文献回顾 

互联网采纳和使用的影响因素自互联网诞生后就被政府机构和学者们所关注。在已有

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对互联网的发展从全球到地方各个空间层面进行过一系列探究。在全

球层面，Beilock（2003）研究了 105 个国家互联网渗透率差异的原因，发现人均收入、社

会开放性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是造成国家间互联网渗透率差异的重要因素。程鹏飞、刘新梅

（2009）认为上网价格、人口密度及电信设施发展程度会对互联网发展的扩散速度产生显著

影响，但全球层面中，城市化水平对互联网扩散速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国家层面，学者

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知识发展能力、对外开放程度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一国

互联网普及水平的重要因素（胡鞍钢， 2002 ；邱娟， 2010 ；汪明峰， 2011 ；

Al-Hammadany，2011）。其中，对于我国互联网发展的研究中，由于互联网用户主要集中

于城市，学者们研究时则较突出地域差异，如城市化水平、区域开放程度、区域技术文化

水平等对互联网渗透率的影响（Beilock，2003；刘文新，2003；汪明峰，2005，2011）。如

刘文新等（2003）发现区域人口素质水平、区域信息和知识生产能力对我国东、中、西部互

联网发展区域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强，同时区域开放程度和区域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也较为显

著。而在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发展的研究中，有学者突出文盲比例较高是发展中国家互联网

普及的重要影响因素（Al-Hammadany，2011）。有关大城市与小城市互联网发展差异研究

中，学者认为电子通信技术方面的差异是引起中小城市电子通信系统发展水平落后于大城

市的主要原因（Bellwether，2004）。而学者 Mills（2003）则质疑基础设施和电子通信技术

的投入可以缓解大都市与非大都市之间的“数字鸿沟”，其认为影响二者间互联网发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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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和收入间的差距。城市内部层面，由于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学者则较

关注互联网使用质量和用户群体间的差异（Po-An Hsieh et al. ，2008），文中将从个体角度

讨论影响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因素。 

从微观的个体角度研究影响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因素大致可以从两点进行讨论。第

一，互联网用户与非用户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互联网的接入上。在互联网扩散到早期，

学者们比较互联网用户与非用户得出，个人的年龄、文化、教育程度、对新技术态度、社会

经济地位等因素是影响互联网接入的关键性因素（Rogers，1995；Lin，1998；Busselle，

1999）。如 Busselle（1999）利用电话随机访谈华盛顿州立大学的 296 位教师，研究发现在

互联网早期扩散阶段，年龄、性别、信息技术水平及对互联网的态度都是影响互联网接入的

因素。其发现，一般年轻的男性使用互联网的几率较大；懂信息技术的人越容易成为互联网

用户；能感知到互联网的有用性及看待互联网没那么复杂的人更容易接受互联网这种新技

术。而 Bimber（2003）在研究性别对互联网接入的影响中指出，美国女性互联网用户少于

男性的最根本原因是二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别。第二，互联网用户之间的在信息使用

上的差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学者们认为数字鸿沟的核心问题趋向于从“谁能

有机会接入信息媒体或者获得更多信息”转变为“谁恰到好处地使用了获得的信息”或者“使

用者对信息本身具有什么样的观点”。即信息利用和信息意识上的差异（金文朝、金锺吉，

2005）。对于信息利用和信息意识上的差异衡量，学者们开始用上网时间长短、工作职业特

征、上网动机、经济因素及个体特征等作为衡量指标（Wellman，2008）。而另一些学者认

为，互联网用户之间在线上活动的差异，根本原因还在于其所镶嵌的社会背景不同。因此，

有学者认为政府给弱势群体搭建接入互联网的桥梁，这种作法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贫富群体间

的“数字鸿沟”问题（Po-An Hsieh et al. ，2008），而 Pinkett 早在 2001 年在“数字城市年

会”上指出，不同收入、性别、种族对互联网的需求都是不尽相同的，并特别指出针对边缘

化的群体，应该从这些用户需求的角度，通过行动帮助他们度过自己的“困难”。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互联网采纳和使用因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类型

的国家、区域或群体之间各因素的作用大小也不尽相同。但已有研究中，在互联网发展的

空间差异上，学者关注的尺度较为宏观，较少有学者关注城市内部的“数字鸿沟”问题。对

于个体、群体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情况的研究中，也少有学者关注城市外来人口。因此，在

借鉴上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主要考虑该群体在互联网

接入上的影响因素，并从个体特征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四个方面进

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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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与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上海作为中国的首位城市、最大经济中心城市，不仅是我国信息通讯技术最为发达的城

市，也是全国农村人口选择潜入的主要流入中心地之一。截至 2010 年底上海家庭宽带接入

用户普及率为 61.8%，家庭宽带接入用户普及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0 多个百分点；另一方

面，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底上海常住人口达 2302.6 万人，外来常住人

口为 897.9 万人，即上海 10 个常住人口中有 4 个是外来人口。庞大的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城

市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外来人口住房中，城中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邓金

杰等，2011）。同时城中村的出现也是我国各种新社会空间及都市社会的异质性表现。学者

们指出，目前对于都市社会的异质性研究关注度不够；多为经济学、政治学意义上的把握，

而少了社会生活层面的白描（卢俊秀，2011）。对城中村的研究中，学者们也较多关注的是

城中村人口、土地、经济或空间结构问题，较少关注居民日常生活、基础设施及其满意度（李

志刚，2011），从使用互联网方面去窥视该群体的生活状况及现代化程度的研究更是缺乏。

因此，文中选择快速城市化地区上海为研究区域，试图了解城中村外来人口的家庭上网情况

及其背后的决定因素。 

 

3.2  数据来源 

文中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0 年 11 月份至 2011 年 1 月份对上海 20 个普通城中村和 3

个典型城中村进行实地调研所取得的第一手问卷和访谈资料。每一个城中村具有清晰可辨边

界的邻里，问卷是采用入户调查获得的，主要采用等距离抽查方法决定受访者，以保证受访

者是同样的概率样本。调查对象是在本地居住满半年以上的城市外来人口。问卷涉及到的问

题包括：住户成员基本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工作就业状况、未来发展意愿四个部分。问卷

中以被调查者家庭可否上网来反映家庭接入互联网的情况。最后共获得 601 份外来人口的住

户问卷，剔除信息空缺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485 份，有效率达 81%。  

 

3.3  变量的选择与赋值 

本文被解释变量是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能否上网”。解释变量有四组，一是以性别和

年龄为代表的个体因素。由于调查中是以家庭为调查单位，上网的人不一定是户主，因此性

别、年龄、就业指标是按照家庭文化程度最高居民录入，若年龄不满十八岁或没有职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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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就业情况则取户主的职业信息。二是包括家庭月收入、合同类型、就业在内的经济因素。

家庭收入水平是反映家庭经济水平最直接的表达，合同情况作为衡量经济收入的稳定性因

子；劳动就业是流动人口社会经济生活的起点和关键。三是以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文化因素。

文中的研究对象多是来自欠发达地区，所以突出受教育程度对该类人群接入互联网的影响，

选取家庭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居民代表该家庭样本的文化程度层次。四是户口类型、住沪时

间及留沪意愿组成的社会环境因素。对于我国，互联网用户主要集中在城市，学者们强调城

市化水平对互联网渗透率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城市可以产生互联网的积聚基础，还因为城市的

文明也通过城市社会环境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感知和行为。因此本文用户口类型、住沪时

间、留沪意愿组成社会环境因素，其中户口类型代表外来人口来源地的社会环境，而在上海

居住时间的长短及是否有留沪意愿代表其受到城市环境的影响程度。变量的测量与赋值具体

见表 1： 

表 1  影响外来人口互联网接入的变量说明表 

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与定义 

个体因素 性别 0 女性，1 男性 

 年龄 具体值 

经济因素 家庭月收入 居住人员月收入总和 

 合同类型 0 无业、待业，1 临时、短期合同（一

年以内），2 不适用（个体户、私营

业主），3 中期合同（一至三年），

4 长期合同（三年以上）、终身制 

 就业 0 失业、待业，1 私营雇员，2 自营

劳动者，3 其他经济类型单位职工，

4 国有、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 

文化因素 学历 0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中专、高

中，3 大专及以上 

社会环境因素 户口类型 0 农村户口，1 城镇户口 

 住沪时间 具体值 

 留沪意愿 0 为不愿意，1 为愿意 

 

3.4  数据描述 

调查显示，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可以上网的互联网用户有 63 户、家庭不可上网的非用

户达 422 户，用户比例占 13%。样本中男性占 85%（多为户主）；农业户口家庭达 404 户，

所占比例达 83%；城中村外来人口平均年龄为 36.3 岁。在教育方面，外来流动人口文化程

度普遍较低，小学及以下教育占 16.7%，初中为 41.2%，中专、高中占 32.4%，大专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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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9.7%。就业方面，流动人口中就业率高达 95%，失业、待业及家务劳动者仅比重占 5%，

外来人口就业主要是私营、个体企业雇佣人员，占比为 55.7%，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主等自

营劳动者占 18.6%，在国有、城镇集体及其他经济单位就业的人口比重较低。从签订的劳动

合同看，短期合同和临时工（没有合同）的人群占 55.7%。统计显示，平均每户家庭收入为

4638.2 元。 

研究为了对比家庭上网用户与非用户的差别，将总样本分成家庭上网用户和非用户，

对这两个子样本和总样本进行变量描述（表 2）。发现家庭上网用户与非用户家庭在全家月

收入、合同类型、就业情况、文化程度、年龄、住沪时间上的均值有显著差异。同时，对

假设所涉及的变量采用独立样本的ｔ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参数的假设检验，分析不

同样本的个体因素、经济状况、文化因素、社会环境背景对互联网接入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性别、户口类型、留沪意愿没通过了 0.05 的显著性检验，其他变

量均通过显著检验，具体数据不再赘述。因此，可以初步推断选取变量中的年龄、全家月

收入、就业情况、文化程度、合同类型、住户时间指标对互联网的使用有显著影响。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表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用户 非用户 全部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个体因素 性别 0.9 0.3 0.9 0.4 0.9 0.4 

 年龄 31.4 7.7 37.1 9.9 36.4 9.9 

经济因素 全家月收入 5865.1 2926.8 4455.1 2240.5 4638.2 2385.1 

 合同类型 1.6 0.8 2.0 1.1 1.9 1.1 

 就业情况 2.1 1.0 1.6 1.0 1.6 1.0 

文化因素 文化程度 2.1 0.7 1.2 0.8 1.3 0.9 

社会环境 户口类型 0.2 0.4 0.2 0.4 0.2 0.4 

因素 住沪时间 6.0 5.0 6.5 5.4 6.4 5.4 

 留沪意愿 0.2 0.3 0.2 0.3 0.2 0.3 

样本数   N=63  N=422  N=485 

 

3.5  模型的选取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只存在家庭可上网和家庭不可上网两种选择情况，即因变量是二元变

量，而自变量中含有定性变量和定量变量。根据离散选择理论认为，在由限定的离散变量构

成的不同方案的集合中，人们从该方案集合中选择某一方案的概率取决于人们选择该方案获

得的效用大于其他方案所获效用的概率（邓金杰等，2011）。这样，互联网的接入与否就变

成了概率事件。Logit 模型适用于预测事件发生的概率，其中二元 Logit 模型则用于只存在

两种选择的情况，如满意与不满意、使用或不使用、有效或无效等，它对自变量没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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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定性变量也可以是定量变量。并且二元 Logit 模型可以有效地检验因变量与一组解释

变量 （影响因素） 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文中采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城中村外来人口

的使用互联网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选择的自变量有：个体因素（年龄）、经济因素（包括家庭月收入、合同类型、

就业情况）、文化因素（文化程度）、社会环境因素（住沪时间）。因此，本文将城中村外

来人口使用互联网影响因素的 Logit 模型方程表示如下： 

ln(pi
1/ pi

0)= а+b1-1 xi
1-1+ b2-1 xi

2-1+ b2-2 xi
2-2+ b2-3 xi

2-3+ b3-1 xi
3-1+ b4-1 xi

4-1+ξ 

其中，pi
1 为代表第 i 个样本选择家庭上网的概率；pi

0 代表第 i 个样本选择不使用家庭上

网的概率; xi
1-1 代表第 i 个样本的年龄，xi

2-1 代表第 i 个样本全家月收入额，xi
2-2代表第 i 个

样本的合同类型，xi
2-3 代表第 i 个样本的就业情况，xi

3-1 代表第 i 个样本的文化程度，xi
4-1 代

表第 i 个样本的在上海的居住时间，а表示回归截距，b 表示回归系数，ξ表示随机项。 

 

4  回归结果计算与分析 

     

4.1  数据标准化 

在进行二元 Logit 归回前，为了消除各项指标不同量纲及不同数量级对数据分析的影

响，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文中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将自变量的取值范围转换

到 0-1 之间，公式如下： 

X＇=(X-Xmin)/(Xmax-Xmin)                          

式中 X＇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Xmin表示同一指标下观测值的最小值；Xmax 表示同一

指标下观测到的最大值。 

 

4.2  模型的检验 

为了检验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是否能够用来分析本文问题，需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

验。运用 SPSS17.0 软件进行二元 Logit 回归，选择进入式回归，将家庭能否上网与解释变

量全部纳入模型中。检验方法选取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Hosmer and Lemeshow 检验和错判

矩阵。检验结果如表 3、表 4、表 5 所示： 

由表 3 可知，模型似然比卡方值为 113.51，p=0.000（p<0.001），说明模型中至少有一

个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而在表 4 中，卡方值为 2.639，而自由度为 8，其卡方临界值

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上为 15.507，因此卡方值通过检验，而其对应的显著性水平 0.955 要远大

于 0.05，说明模型中存在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的自变量，回归系数不能拒绝零假设。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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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错判矩阵显示模型总的预测正确率为 89.5%。因此，由检验结果可知，Logit 二元回归

模型可以很好反映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上网的影响因素。 

 

表 3  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 

 卡方 Df Sig. 

步骤 113.251 14 0.000 

块 113.251 14 0.000 

模型 113.251 14 0.000 

 

表 4  H-L 检验 

卡方 Df Sig. 

2.639 8 0.955 

 

表 5  错判矩阵 

已观测 

已预测 

家庭能否上网 
百分比校正 

不能上网 能上网 

家庭能否上网 

不能上网 

能上网 

414 8 98.1 

43 20 31.7 

总计百分比   89.5 

a. 切割值为 .500 

 

4.3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因上述检验中，发现解释变量中有不显著因素存在，因此文中采用向后 Wald 方法剔除

不显著变量，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5。根据回归结果，年龄、文化程度、全家月收入、合

同类型对城中村外来人口使用互联网有显著影响，而就业情况和住沪时间是不显著变量。 

（1）个体因素。户主年龄对家庭上网的影响为负，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城中村外来人

口家庭上网的可能性越小。结合统计分析也表明（图 1）：城中村外来人口可上网家庭的个

体年龄集中在 18-40 岁以下，特别是年龄在 18-20 岁的人群，家庭可上网的可能性最大；而

年龄大于 40 岁的外来人口则不太会学习使用这种新技术。因此，外来人口的家庭互联网的

接入情况表现出明显的年龄结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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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年龄对家庭上网的影响 

 

（2）经济因素。外来人口的家庭月收入对互联网接入的影响较为显著，p 值为 0.004。

这与多数学者研究结果一致，证实了经济收入是影响外来人口家庭上网的基本性因素。城中

村外来人口，多数家庭并不富裕，而家庭上网设备及支付费用对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只有经济富裕的住户才可能使用。合同情况也对外来人口家庭上网产生显著影响，说明城中

村外来人口的工作稳定性对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就业状况对家庭互联网的使

用却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与各个职业都存在高低收入有关。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城

中村外来人口虽就业率较高，但正如张彦（2011）调查来沪农民就业状况中发现的那样，农

民工多数是从事非正规就业。在本调研中，半数以上的人是个体或私人企业雇员，该类人群

大都工作时间长、工资报酬低，但个别行业因工作环境较差或较危险，工作报酬较高，如交

通运输业，而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中有收入低的、也有收入高的。 

（3）文化因素。模型结果看，教育水平是影响互联网向城中村外来人口扩散的重要制

约因素，显著性水平为 0.000，且回归系数最高，为 0.845。说明文化教育水平是制约家庭互

联网向该类人群普及的关键性因素。统计分析也表明（图 2），随着学历水平的升高，家庭

配备互联网设施的可能性越大；样本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群中家庭可上网的用户渗透率

达 40%，而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中使用互联网的渗透率则为 0。这充分证实了文化程度对该

类人群家庭是否接入互联网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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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文化程度对家庭上网的影响 

 

（4）社会环境因素。住沪时间的长短未对外来人口家庭上网产生明显影响。笔者认为

城中村大部分外来人口的生活习惯及生活方式仍保留着农村的生活习惯，虽然其在空间上由

乡村流入到城市，从事的活动也转变为非农业活动，但其生活方式并没有向城市型转化，与

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及生活方式仍有较大的差别（许学强等，2004）。因此，该类人群受到

城市社会环境影响不大。 

 

表 5  模型估计结果 

  全部变量进入模型  剔除不显著变量 

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个体因素 年龄 -0.529 0.009** -0.525 0.010** 

经济因素 家庭月收入 0.413 0.004** 0.524 0.004** 

 合同类型 0.304 0.042* 0.311 0.035* 

 就业 0.048 0.753   

文化因素 受教育程度 0.819 0.000** 0.845 0.000** 

社会环境因素 住沪时间 0.307 0.088   

 常数项 -4.480 0．000 -1.902 0.000 

**在 1%水平上显著，*在 5%水平上显著 

 

5  结语与讨论 

根据上述研究，一方面，我们发现家庭互联网在城中村外来人口中普及率仅为 13%，

与上海 2010 年年底的平均普及率 61.8%有较大的差距，同时与全国平均水平也存在一定的

差距。这说明随着农民工涌入上海城市，原来的城乡数字鸿沟并没有因这部分农民工进入发

达的城市地区而得到很好的改善。另一方面，家庭能否上网反映一个家庭的现代化水平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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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城中村大部分家庭中没有接入互联网，也没有过使用互联网的经验。这透视出该

群体虽然身处繁华大都市，但其现代化程度仍然较低；在就业方面，大多外来人口仍然是借

助亲缘、乡缘来获得就业工作，网络媒介对他们来说仍是“不曾触碰”的或“不曾想到”的

新就业渠道。 

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上网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文化水平、家庭收入、合同类

型、年龄对外来人口家庭可否上网具有显著的影响。②影响互联网接入的部分因素，如“文

化程度”、“年龄”的作用与一般城市居民存在一定差异。一般城市居民中，互联网已向低学

历、高年龄段人群扩散。说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群体与一般市民群体在新技术使用方面存在显

著性的差异。③部分假设性影响因素并未产生显著性影响，如性别、就业、户口类型、住沪

时间等因素。性别因素对外来人口家庭上网并没有影响，说明我国城中村外来人口中对于是

否使用互联网这种新技术与性别并无关联，与国外学者 Bimber 等人的研究发现不同。就户

口因素看，在我国一般城市户口的家庭，受教育条件等各方面生活条件比农村户口的家庭好，

并更容易获得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收入，而本文调查研究发现，户口因素并没有影响外来人

口使用互联。回访知，城中村拥有城镇户口的外来人口，大都是被征地的农民演变而来，该

类拥有城镇户口的人群并非来自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地方，生活条件各方面与农业户口的外

来人口也没有明显差异。 

本文将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能否上网纳入到对新社会阶层研究范畴中，一定程度上充实

了对其在社会生活层面的研究。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是

解决城乡“数字鸿沟”的根本途径，同时应针对该群体的需求，从互联网应用层面给予该群

体特殊的照顾，帮助其渡过“数字排斥”的难关；对于农民工群体大多在非正规领域就业的

特征，维护其在就业领域的合法权益，如合同、各种社会保障等，都是提高该群体的工作稳

定性、获得稳定收入的前提，并将进一步作用于其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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