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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the social risk caused by 
collective land expropri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Land 
conflict rather than the farmers’ burden has been the first 
important issue affecting social security in rural areas.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land conflict pay few attentions to 
intra-village conflict of collective land expropriation. The 
behavior logic and evolution rule of farmers and village 
committee remains unknown during the conflict of 
collective land expropriation.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al measures lack solid basis to solve such 
conflicts. This study conducts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to find the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of farmers and 
village committee during conflict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bounded rationality. Through NetLogo 
platform, multi-agent based simulation is conducted to 
validate the results of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solving 
intra-village conflicts during collective land 
exprop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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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

风险不断增大，已取代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当前影响农

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现有的土地冲突研究

缺乏对集体土地征收村内冲突的专门分析，冲突过程

中被征地农民与村委会的行为逻辑及其变化规律不明，

导致出台的政策缺乏微观执行基础，治理绩效不佳，

亟需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本研究在有限理性假设基

础上，建立演化博弈模型，识别被征地农民与村委会

的演化稳定策略。应用多主体建模仿真，基于 NetLogo
多主体建模仿真平台，分析不同收益值情况下集体土

地征收博弈达到的演化均衡状态，为有效规避集体土

地征收村内冲突，提供一定理论指导。 

关键词：集体土地征收；村内冲突；社会风险； 演
化博弈； 多主体建模； NetLogo平台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集体土地被征收转用，

土地非农化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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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非农建设用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解

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3]。中国现行
的征收制度和土地出让制度存在明显的“双轨”特征[4]，
这一特征使得同一宗地的征收和出让价格相差悬殊[5]，
加之“强统治、弱治理”畸形管理模式下政府主导的快
速城市化产生的空间转型与渐进式改革推进的社会制

度转型难以匹配[6]，在城乡结合部产生了大量的以利
益诉求为主要特征的征收拆迁冲突。研究表明因土地

问题尤其是征收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已取

代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

首要问题[7]。在村集体内，存在着有一定利益冲突的
村委会与被征地农民，如果利益未得到较好地协调，

常爆发一定的村内冲突，影响社会基层的稳定。在对

待集体土地征收问题上，村委会的双重身份使其成为

一个有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在负责土地补偿费的分

配时，有为追求其利益最大化，而借农地产权界定不

清之便攫取农民个体财产权利之嫌[8]。由于乡镇人民
政府管理职责的缺失、村民自治制度不够健全，村务

运行缺乏监督等原因，常常造成村民委员会的权力越

位，村委会从集体土地的管理者变成了利用集体土地

逐利的“谋利者”。而被征地之后，农民作为土地的被
剥夺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并丧失了土地附属

相关权益，如土地收益权、土地处置权等[9]，同时打
破了他们对熟悉环境的依赖，他们的社会关系也会受

到影响或打破，生存成本增加。而对于征地收益农民

受其自身视野的局限往往不能全面观察和考虑，而对

于失地引起的成本却看得很清楚，于是为了减少征地

所造成的利益损失，在对征收补偿标准不满意时，他

们往往想方设法寻找多种途径与村级组织和基层政权

相抗衡。在此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往往不自觉地产生了

一种抵触情绪，滋生了冲突。 
现有的土地冲突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博弈视角

[10-11]，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体组织、被征
地农民和开发商等利益主体的博弈策略影响因素进行

了相关定性研究[12]。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各类主
体行为的博弈模型并进行定量分析，探索各博弈主体

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选择和能否取得多赢

可能性等问题。同时，多类型的博弈分析方法如动态

博弈分析、比较静态博弈分析、演化博弈分析等都用

于对征地拆迁冲突、补偿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的研究

中[14-15]。对中国征收拆迁冲突个案研究表明，地方
政府在以工业化导向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诱导下，不断

通过征收拆迁获取租金最大化，其后果不仅引起农民

的强烈不满和大量抗争活动，而且还威胁到中央政府

的粮食安全目标以及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性[16]。因此，
土地冲突的演化过程也是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农民之

间利益关系进行重新界定和相互妥协的过程[17]。 
既有研究成果从理论与方法上为揭示冲突原因和

探索治理策略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其局限性也比

较明显，可归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对集体土地

征收村内冲突的专门研究，尽管新闻媒体对该现象作

了大量报道，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专门研究则比较缺乏。

二是现有研究缺乏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角度来解释

冲突过程中参与者的行为逻辑及其变化规律。这些局

限的存在使得集体土地上征收拆迁冲突的发生机理与

演化规律尚不明确，出台的政策缺乏微观执行基础，

往往隔靴搔痒，治理绩效不佳，亟需新的研究视角与

方法。 
近年来基于多主体(Agent-Based-Method, ABM)的

建模与仿真方法，适用于冲突研究中分析政策利益相

关者的行为与互动，开启了社会科学仿真的新时代

[18-19]。基于多主体的建模方法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
思路，通过在微观层次上构造系统中的个体行为，观

察其行为决策与交互机制来研究系统的整体涌现特性，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建模方法。基于此背景，本文首先

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论建立冲突博弈

模型，并采用多主体建模工具 NetLogo进行多情景仿
真，验证相关理论研究结论，为有效规避集体土地征

收村内冲突，提供一定理论指导。 

2. 集体土地征收的村内冲突的演化博弈模型 

2.1. 模型基本假设 

被征地农民与村委会在集体土地征收中的博弈为非对

称博弈，博弈双方选择策略的过程基于有限理性和不

确定性，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博弈过程。为了更

好地进行研究分析，先对该演化博弈模型作以下基本

假设： 
（1）随机配对的两两博弈。尽管被征地农民和村

委会两个群体中的个体在进行决策时面对的是对方群

体的所有个体，但该模型假设博弈是在两类群体中的

个体之间随机配对两两反复进行的。  
（2）有限理性的经济人。被征地农民和村委会都

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这意味着博弈双方在进行博弈

策略选择的时候，无法在一开始就能够选择到最优策

略，而是经过不断试错和不断学习后才找到最优策略。

双方采取最优策略的原则都是从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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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策略调整的速率

用生物进化动态方程即复制动态方程表示。 
（3）非对称演化博弈。虽然村委会成员在征地中

也是被征收对象，但其同时具备代表地方政府管理村

内事务的“代理人”角色，因此被征地农民与村委会双
方是不相似的，所获得收益以及所花费成本等都不尽

相同。被征地农民的博弈策略为顺从和不顺从，顺从

意味着被征地农民配合村委会的征地村内工作，不顺

从意味着被征地农民抵制村委会的征地村内工作。村

委会的博弈策略为合规操作和违规操作，合规操作意

味着村委会按照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进行征收的村内

协调和管理等工作，违规操作则意味着村委会的权力

越位或者借农地产权界定不清之便攫取农民个体财产

权利的情况，侵犯了被征地农民的集体土地权益。 
2.2. 被征地村民与村委会的博弈策略与收益 

基于上述模型假设，建立被征地农民与村委会的非对

称演化博弈模型。为了简化分析，设被征地农民与村

委会在征地拆迁中获得的收益总额为 ，其中村委会获

得的收益值为  ，相应的被征地农民获得的收益值为
      ，其中     ；由于村委会中所有博弈个
体也都是被征收对象，因此被征地农民配合村委会工

作时，村委会同被征地农民所付出的征地拆迁执行成

本相同均为 。而当被征地农民采取不顺从策略时，村

委会和被征地农民的执行成本都将发生变化分别为

   和   ，同时，村委会违规操作的风险因子为  ，即
其违规操作的执行成本为   。 
村委会的策略集为 Sx（合规操作，违规操作），被

征地农民的策略集为 Sy（顺从，不顺从），用

（   、   、   、   ）分别表示博弈双方在不同策略

下的平均收益。该模型共有四种博弈结果：①村内和

谐（顺从，合规操作），博弈双方的支付函数分别为

     和         。此时被征地农民依照规范参
与村民代表大会并配合村委会的决议完成征地工作，

村委会则代表村民利益在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进行沟

通协商，向村民及时完整地通报征收工作的进展情况，

依照规范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形成决议并依法管理村民

的征地补偿等。以  代表村委会此时在征地拆迁总收
益中所占的比例，从而被征地农民此时的收益比例为

      。而因为双方整个过程都较为顺利和谐，从而
不会花费多余的成本，同时村委会成员也属于被拆迁

农民，因此设定不论村委会还是被征地农民在此种博

弈结果下的成本均为村民征收的执行成本 。②村内抵

制（不顺从，合规操作），被征地农民可能存在认为征

地补偿款以及回迁地选址不合理或对村委会存在不信

任等情况，从而即使村委会依法合规的进行关于征地

的村内协商调解和决议等工作，但被征地农民出于上

述原因仍会选择不顺从策略。因此博弈双方的支付函

数分别为           和               ，以
  代表村委会此时在征地总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从而

被征地农民此时的收益比例为      ，同时，由于此
时双方的成本相较于第①类博弈情况都有所改变，从

而以   表示此时村委会的执行成本，以   表示村民的
执行成本。若村民不同意征收决议从而没有得到相应

的征地收益，而此时村委会成员则带头接受征收，则

将会出现此博弈结果的极端情况即    ，     
 的情况。③村内侵犯（顺从，违规操作），博弈双方
的支付函数分别为           和         。
此时被征地农民妥协于村委会诸如征地村内协商程序

不规范，村委会成员以权谋私，征地补偿款管理和分

配存在腐败以及屏蔽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等违法违

规的操作行为，选择默许或随大流的顺从策略。以  代

表村委会此时在征地总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从而被征

地农民此时的收益比例为      ，同时村委会因违规
操作而付出一定的风险执行成本即为    。④村内冲突
（不顺从，违规操作），此时被征地农民不再默许和顺

从于村委会在征地问题上的各种违法违规操作行为，

从而将采取如静坐示威、围堵交通、暴力冲击以及越

级上访等较为激烈的抵制和斗争策略以对抗村委会在

征地问题上的违法违规操作行为，双方将爆发征地的

村内冲突。此时博弈双方的支付函数分别为

              和               ，以  代

表村委会此时在征地总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从而被征

地农民此时的收益比例为      。双方的演化博弈的
支付矩阵如下(表 1)所示。 

 
2.3. 演化博弈分析与稳定策略 

假设被征地农民采取顺从的比例为 ，则其采取不顺从
的比例为   。村委会合规操作的概率比例为 ，则
其违规操作的概率比例为   。由被征地农民同村委
会征地的支付矩阵可得 

被征地农民采取顺从策略的平均收益为   ： 
                                  
被征地农民采取不顺从策略的平均收益为   ： 

                                     
          

被征地农民的平均收益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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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集体土地征收时被征地农民与村委会博弈的支付矩阵 

被征地农民(R) 
村委会(G) 

顺从 不顺从 

合规操作 
     ； 

          
           ； 

                 

违规操作 
           ； 

          
              ；
                

 ：被征地农民与村委会在征地中共同争夺的利益总额；                ：被征地农民不顺从时，村委会的执行成本 

：村委会在征地利益总额中所占比例；                              ：被征地农民采取不顺从策略的执行成本 

   ：被征地农民在征地利益总额中所占比例；                       ：村委会采取违规操作策略的风险执行成本 

      ：农民被征地的执行成本
 

                    
从而被征地农民的复制动态方程（“顺从”策略采

取比例的变化速度）为 

       
                                

                                    
                  

而村委会采取合规操作策略的平均收益为   ： 
 

                                
村委会采取违规操作策略的平均收益为   ： 

                            
             

村委会的平均收益为     ： 
                    

从而村委会的复制动态方程（“合规操作”策略采
取比例的变化速度）为 

       
                                 

                                   
                  

从被征地农民与村委会征地演化模型可知，博弈

过程可能有 5个平衡点：  （0,0），  （0,1），  （1,0），

  （1,1），  （     ）其中               
                  ,   

            
                   

根据演化均衡理论，微分方程描绘的群体动态系

统，其平衡点的稳定性可由根据该系统推出的雅可比

(Jacobian)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进行判断。由上述复
制动态方程可得系统的雅可比矩阵为：

   
     

        
   

     
        

   
   

                                                             
                                                             

 

的行列式          
         

    

     
         

   ，迹为         
         

   。

则被征地农民与村委会演化博弈系统的均衡点的局部

演化稳定性分析如(表 2)。 
 

基于表 2 中各个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可得
如下四个命题： 

命题 1: 当     
 
          

 
 且

 
       

     
时，

       是系统局部渐进稳定点，即冲突演化博弈的均
衡结果为(违规操作，不顺从)。该命题的现实意义是：
当  的预期值即被征地农民不顺从且村委会违规操作 
时村委会在征地利益总额中所占比例若处于一定的范

2016RA0209.indd   178 29/09/16   11:06 AM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in Big Data Era (RAC-16)

179

表 2 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演化博弈系统的均衡点的局部演化稳定性分析 

平衡点 的行列式     的迹    
        
        
        
        

          

                              
                              
                              
                              

   

                  
                  
                  
                  

0 

围内，且村民的成本收入比小于某一可推算值时，被

征地农民和村委会倾向的策略选择是：不顺从与违规

操作，即此时双方将发生有关集体土地征收的村内冲

突。 

命题 2: 当     
 
          

 
 且

 
       

     

时，       是系统局部渐进稳定点，即冲突演化博弈
的均衡结果为（合规操作，不顺从）。该命题的现实意

义是：当  的预期值，即被征地农民不顺从而村委会

合规操作时，村委会在征地利益总额中所占比例若处

于一定的范围内，且村民的成本收入比大于某一可推

算值时。  和  的值越大，或者村民的成本收入比越

小，村委会合规操作的预期收益比例区间越大，那么

村委会将倾向于选择合规操作策略。  和  的值越小，

或者村民的成本收入比越大，被征地农民不顺从的预

期收益比例区间则越大，那么被征地农民都将倾向于

逐步选择不顺从策略，这符合双方此时策略对立参数

零和的情况，即此时双方将发生有关集体土地征收的

村内抵制的情况。 

命题 3: 当     
 
          

 
 且

 
       

     

时，       是系统局部渐进稳定点，即冲突演化博弈
的均衡结果为（违规操作，顺从）。该命题的现实意义

是：当  的预期值，即被征地农民顺从而村委会违规

操作时，村委会在征地利益总额中所占比例若处于一

定的范围内，且村民的成本收入比小于某一可推算值

时。  和  的值越大，或者村民的成本收入比越大，

村委会违规操作的预期收益比例区间越大，那么村委

会将倾向于选择违规操作策略。  和  的值越小，或

者村民的成本收入比越小，被征地农民顺从的预期收

益比例区间则越大，那么被征地农民都将倾向于逐步

选择顺从策略。这符合双方此时策略对立参数零和的

情况，从而此时双方将发生有关集体土地征收的村内

侵权的情况。 

命题 4: 当     
 
          

 
 且

 
       

     

时，       是系统局部渐进稳定点，即冲突演化博弈
的均衡结果为（合规操作，顺从）。该命题的现实意义

是：当  的预期值，即被征地农民顺从且村委会合规

操作时，村委会在征地利益总额中所占比例若处于一

定的范围内，且村民的成本收入比大于某一可推算值

时，被征地农民和村委会倾向的策略选择是：顺从与

合规操作，即此时双方关于集体土地征收为村内和谐

状态。 
为了进一步证明以上结论，下面将采用基于多主

体仿真方法进行数值模拟。 

3. 数值仿真分析 

3.1. 基于多主体方法(ABM)的建模仿真平台 

目前常用的多主体仿真平台主要有 Swarm、
Repast、NetLogo等，其中 NetLogo仿真平台在建模过
程中能控制多个个体，适用于自然和社会系统中各类

复杂对象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复杂系统，且语言简单、

灵活，界面友好。因此，本文运用 NetLogo仿真工具
来研究集体土地征收村内冲突的行为演化，其操作步

骤包括： 
(1) 基于现实抽象出一系列假设，确定系统中的

Agent和环境； 
(2) 根据假设建立概念模型，确定 Agent的属性

值、设计行为规则和交互算法； 
(3) 进行计算机仿真实验，分析宏观涌现动态和

结果。 
3.2. 仿真参数设置 

本文着重研究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村委会与被征

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博弈及行为策略演化机理，因此在

模型中假设有三类主体：村委会、被征地农民和现实

环境。现实环境是一个虚拟主体，不参与仿真模型的

模拟，主要生成供主体活动的空间、记录其他主体的

属性变化及数量。在该模型中，假设系统环境为一正

方形区域，环境中初始有村委会 Agent和被征地农民
Agent随机分布，并在每个循环周期内随机移动(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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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初始条件：村委会群体和被征地农民群体数
目比例为 20:200，同一类主体的两种策略初始比均为
1:1； 

(2) 仿真周期：每个仿真周期对应现实环境中村
委会和被征地农民的一轮博弈时间一个月，每次试验

运行总时长为 T周期(T<=80)，则整个试验相当于模拟
不超过 7年的博弈过程； 

(3)行为规则：个体策略在演化过程中可以学习和
模仿其他个体的行为； 

(4)终止条件：系统中群体策略比例不再随时间变
化，即博弈达到稳定均衡解。 

3.3. 仿真实验 

(1)验证命题 1：模拟参数取为 α1=0.5, α2=0.1, α3=0.8, 
α4=0.5, f1=0.5, f2=0.5, f3=0.5, C=1, R=10，满足命题 1条
件，则系统稳定策略解为       ，即冲突演化博弈的
均衡结果为(违规操作, 不顺从)。 
图 2(a)中的仿真结果表明，村委会群体初始合规

征地和违规征地比例均为 0.5。村委会群体在与不顺从
被征地人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当其采取违规操作策略

收益比例大于合规操作收益(                
          ) 时，初始一部分合规操作的村委会群体
在巨大利益诱惑下逐渐转变策略为违规操作策略。相 

           
(a)                     (b) 

图 2 当     
 
          

 
 且

 
       

     
时，冲突演化博

弈的均衡结果为(违规操作，不顺从) 

比而言，图 2(b)中的仿真结果表明，在村委会违规操
作压制下，当被征地农民采取不顺从收益大于顺从收

益(         <               )时，被征地农
民倾向采取抵抗策略，随着维权意识的提高，被征地

农民在跟村委会进行多轮博弈后，为了维护自身的长

远利益，其策略最终由顺从转为全部采取不顺从策略。

在实际征地项目中，当村委会违规操作征地时，往往

会引发被征地农民的强力抵抗，极易爆发冲突，影响

社会稳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这一均衡策略出现。 
(2)验证命题 2：模拟参数取 α1=0.8, α2=0.5, α3=0.5, 

 

图 1村委会群体与被征地农民群体博弈仿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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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4=0.5, f1=0.5, f2=0.1, f3=0.8, C=2, R=10，满足命题 2条
件，则系统稳定策略为       ，即冲突演化博弈的均
衡结果为（合规操作，不顺从）。 

           
 (a)                     (b) 

图 3 当     
 
          

 
 且

 
       

     
时，冲突演化博

弈的均衡结果为（合规操作，不顺从） 

图 3 的仿真结果表明，当提高村委会合规操作收
益(           >              )时，村委会群
体倾向于采取合规操作策略，而此时被征地农民顺从

政府收益仍然小于不顺从收益      <       
    )时，选择不顺从策略的比例仍然逐渐增大，直到
群体策略统一为不顺从。两群体在长期博弈后达到博

弈均衡策略(村委会合规操作，农民不顺从)。在实际工
作中，要尽量提高村委会合规操作收益，如通过设置

村委会合规操作的相关奖励，同时通过提高农民征地

收益、增加奖励顺从农民等举措提高被征地农民顺从

收益，引导被征地农民策略转为顺从策略，有效的保

证政府征地项目的顺利开展。 
(3)验证命题 3：模拟参数取 α1=0.1, α2=0.5, α3=0.5, 

α4=0.6, f1=0.5, f2=0.5, f3=0.6, C=2, R=10，满足命题 3条
件，则系统稳定策略为       ，即冲突演化博弈的均
衡结果为（违规操作，顺从）。 
图 4 的仿真结果表明，当村委会群体合规操作收益小
于违规操作收益(                 )时，被征
地农民在村委会强力压制下顺从收益仍然大于不顺从

收益                )时，两群体在长期博弈
后达到均衡策略(违规操作，顺从)。这样的均衡结果

长久下去势必会侵犯被征地农民的合作权益，同时也

会助长村委会违规行为。因此在现实工作中，需要适

当降低村委会的违规操作收益，其中有效办法办法之

一即是增加对村委会违规操作的处罚力度。 
(4)验证命题 4：模拟参数取 α1=0.5, α2=0.8, α3=0.2, 

α4=0.5, f1=0.5, f2=0.15, f3=0.15, C=2, R=10，满足命题 4

条件，则系统稳定策略为       ，即冲突演化博弈的
均衡结果为(合规操作，顺从)。 

           
(a)                    (b) 

图 4 当     
 
          

 
 且

 
       

     
时，冲突演化博

弈的均衡结果为（违规操作，顺从） 

             
(a)                     (b) 

  图 5 当     
 
          

 
 且

 
       

     
时，冲突演化

博弈的均衡结果为(顺从，合规操作) 

图 5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当村委会合规操作收
益大于违规操作效益(                 ),且
被拆迁人顺从收益大于不顺从收益 (        
       )时，被征地农民和村委会的策略最终趋向于
均衡解(顺从，合规操作)，这样的博弈均衡结果更有

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4. 结论与展望 

征地冲突的复杂性制约了传统研究方法的效果，

亟需探索能够更好解析冲突机理的方法。本文以集体

土地征收引起的利益冲突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在有限

理性假设基础上建立了征地冲突中村委会群体与被征

地农民群体的演化博弈模型。另一方面，采用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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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工具 NetLogo验证模型的演化稳定策略。仿真结
果表明，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通过对地方政府和被拆

迁人的收益进行动态调整以实现最有利于社会稳定发

展的策略。本文研究成果能够较好地为村委会合理、

合法、高效完成拆迁工作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从理论

与方法上为构建和完善征地冲突预警和管控机制奠定

基础。 
综合数值实验结果与分析表明，策略组合(被征地

农民顺从，村委会合规操作)是现实工作中最有利的博

弈均衡结果，对完成集体土地征收，推进城镇化以及

维持社会稳定均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若要实现这一最有利的博弈均衡策略，在实际工作中

主要有以下解决方案：一是提高被征地农民顺从收益。

如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实施顺从奖励政

策，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拓宽被征地农民就业途径，解

决农民采取顺从策略的后顾之忧。二是降低村委会违

规操作收益。包括提高惩罚力度、加强违规操作监管，

设置合规操作奖励等提高合规操作收益，有效引导违

规操作策略向合规操作策略转变。 
受限于时间与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尚有一定的

不足，如在村委会与被征地农民两个群体内部仅考虑

了采取两种策略的比例变化来体现内部的异质性，没

有充分考虑两个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在仿真研究时，

尚缺乏针对群体人数比例，策略初始比等参数的敏感

性分析。未来的研究将克服这些不足，以深化集体土

地征收的村内冲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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