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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江　艇

　　［摘要］ 中介效应分析与调节效应分析是国内经济学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被广泛采

用的两种研究手段，但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误用。前者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度使用中介效应

逐步法检验，后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其在因果识别中的作用阐发不足。为此，本文深入讨论

了中介效应检验的偏误、如何正确开展中介效应分析，以及如何使用调节效应分析来强化

因果关系论证，并针对当前的使用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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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根据这两个词在英文文献中的惯常用法对其含义进行了严格区分，但并不是所有的文献都遵从这一

区分。

一、引言

自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因果推断的经验研究范式经历了“可信性革命”（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ｇｒｉｓｔａｎｄＰｉｓｃｈｋｅ，２０１０），从重视函数形式的搜索和检验、重视不可观测变量方差结
构的建模，转向重视研究设计，强调运用实验和准实验数据，强调寻找外生的特定冲击，强调通过挖

掘研究情境的制度蕴涵和理论蕴涵而非仅依赖统计方法来进行因果关系的论证。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的因果关系往往是互相缠绕、错综复杂的。当从特定原因到特定结

果的因果关系被数据初步验证，研究者会进一步关心这一因果关系的作用渠道（Ｃｈａｎｎｅｌ）和作用机
制（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①分析因果关系作用渠道的出发点是，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包含多个逻辑环
节，原因不是直接作用于结果，因此，有必要考察原因通过因果链条中的哪个或哪些中间变量影响

结果，这样的分析经常被称作中介效应（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分析。而分析因果关系作用机制的出发点
是，一种因果关系可能不会同一不变地作用于所有个体和所有时点，因此，有必要考察因果关系的

强度如何随着对象特征和现实条件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这样的分析经常被称作调节效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分析。
新因果推断范式自然也深刻地改变了国内经济学经验研究的图景。与此同时，中介效应分析

和调节效应分析这两种研究手段在近年来的经验研究论文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成为一种研究

“时尚”，甚至是标准化操作。以《中国工业经济》为例，在最近两年发表的全部文章中，属于约简主

义（Ｒｅｄｕｃｅｄｆｏｒ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因果推断经验研究范畴的文章一共１５１篇，占比 ６３２％；而这当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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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介效应分析的论文有 ８５篇，占比 ５６３％；进行了调节效应分析的论文更是多达 １３３篇，占比

８８１％。但不无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中介效应分析和调节效应分析存在一定

的盲目性和机械性，有的研究做了中介效应分析，却不问是否可信；有的研究做了调节效应分析，却

不知用处何在。

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这两种研究手段的工作原理和使用现状进行反思性的分析，并给出操作建

议，以期引发更广泛的讨论。本文认为，目前中介效应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对嫁接自心理学的中介效

应逐步法检验的滥用；调节效应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对其在因果识别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实证结果

的理论阐发不充分。本文的结论和建议都基于一个原则：因果推断的经验研究和写作需要紧紧围

绕更干净的因果识别这一首要目标。对统计手段的合理运用和对实证结果的准确阐释需要服从于

这一原则。因此，本文希望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引发大家反思中介效应分析存在的科学性问题；二

是引发大家重新认识调节效应分析在研究设计中的地位。最终，希望形成正确讨论因果关系作用

渠道和作用机制的共识，进而提高国内经济学经验研究的可信性。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三部分是预备知识，其中，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何为因果

推断以及因果识别的两种基本策略，第三部分介绍了中介效应分析的逐步法检验与调节效应分析

的交互项模型；第四至六部分是本文的主体，其中，第四部分主要讨论中介效应逐步法检验的偏误

问题，第五部分着重讨论如何开展科学的中介效应分析，第六部分转向调节效应分析，讨论其与异

质性分析以及因果识别的关系；第七部分概括了这两种方法在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并给

出相应的操作建议；第八部分作简短总结。

二、因果识别的基本策略

定量社会科学因果推断的经验研究致力于通过大样本数据识别、估计、检验和评价社会经济生

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用 Ｙ表示研究所关注的结果（Ｏｕｔｃｏｍｅ）、反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或被解释变量，

用 Ｄ表示有待考察的、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Ｃａｕｓｅ）、处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①或核心解释变量。研究所

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用图１中的基本因果模型 Ｉ来刻画。

图１　三种基本因果模型

如果从Ｄ到Ｙ的因果关系真的存在，那么Ｄ和Ｙ之间的相关性必然存在，反之则不然。Ｄ和Ｙ相

关这一事实可能被多个基本因果模型所合理化（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除了基本因果模型 Ｉ之外，图１中的基本

因果模型 ＩＩ表明，这种相关性可能是因为存在第三方混淆因素（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同时影响 Ｄ和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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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处理”一词应作广义理解，既可能是指医学统计意义上的“治疗”或“施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语境中

更可能是指一次实验操作、一个项目实施、一项政策干预、一次自然冲击、一个历史事件或者经济主体的一

次选择行为。



基本因果模型 ＩＩＩ则表明，这种相关性可能是因为 Ｙ对 Ｄ的反向影响（Ｒｅｖｅｒｓｅ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如果在特定

的研究情境下，变量之间满足一定的假设条件，使得一个特定的因果模型没有与之竞争的、观测上等价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的因果模型，则称这个特定的因果模型被识别，这样的假设被称作识别假设。

任何因果推断问题都包含两个部分：因果识别（Ｃａｕｓ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统计推断（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对于因果识别，所要问的是：如果拥有整个总体，是否能够确定总体因果关系？这是社

会科学理论的任务。因果识别的基本逻辑是：如果相关性不存在，则因果性不存在①；如果相关性存

在且只有一种因果模型可以合理化这种相关性，则这种特定的因果性存在。对于统计推断，所要问

的则是：如何从样本数据中获取关于总体因果关系的信息？这是统计学的任务。统计推断致力于

发现 Ｄ和 Ｙ在样本中的相关性，并由此评估其总体相关性。

因果识别有两种基本策略。第一种基本识别策略是寻找特定的研究情境。不同的因果识别方

法依赖于不同的识别假设，而不同的研究情境适用不同的识别假设。但有时候很难令人信服地论

证识别假设的成立。此时研究者会尝试第二种基本识别策略———挖掘因果模型更丰富的、可验证

的相关性含义（Ｔｅｓｔａｂｌ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即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从Ｄ到Ｙ的因果关系真的存在，那么

还将观测到何种现象？不同的因果模型对新的相关性可能给出不同的预测，由此通过打破其在观

图２　因果推断流程

测上的等价性来达到用数据验证

模型的目的。

上述两种基本识别策略可总

结成图２所示流程。一个完整的

因果推断流程包含三项输入：因

果问题、识别假设和数据。不同

的研究情境对应不同的识别假

设，从而对应不同的因果模型和

因果识别方法。如果特定情境和

假设下的模型和方法可以回答因

果问题，则提出待估计参数，结合

数据进行估计与推断，从而回答

问题；如果因果问题不能被回答，

则考虑更换研究情境。这就是第一种基本识别策略。由因果模型可以推导出与因果问题相关的新

的可验证含义，如果这一含义被验证，则间接回答了因果问题；如果未被验证，则考虑更换研究情

境。这就是第二种基本识别策略。

三、中介效应分析与调节效应分析的现行做法

１中介效应的定义

中介效应是指原因通过一个或几个中间变量影响结果，这种中间变量被称作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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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研究者认为，相关性的缺失并不能证明因果性不存在，相关性既不是因果性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

件（Ｂｏｌｌｅｎ，１９８９）。笔者则认为，当存在作用互相抵消的因果性时，不宜视作相关性不存在，而更宜理解为
存在复杂的相关性。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或简称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考察因果关系作用渠道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能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正在考察的某

项处理本身。社会科学因果推断研究经常具备的一项特征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不那么直接而迫

近，相反，它们之间的逻辑链条往往比较长，要么原因是结果的一个隐秘的原因，要么结果是原因的

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通过考察因果效应何以存在、如何存在，使我们更

有理由相信所观测到的因果效应不是统计上的偶然，不是“第 Ｉ类错误”，从经验上确认这项处理的内

在工作方式，进而更好地理解结果的发生学。②一旦确立了这项处理经由特定渠道影响结果的因果

模型，就能够更方便地判断研究结论是否可以被推广到其他总体、其他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类似处理措

施，换言之，可以通过考察特定渠道是否起作用来推测这种处理效应在其他情境中是否也会显现。

③如果我们所关心的这项处理是来自人为设计和干预的，那么关于其作用渠道的知识和经验将有助

于针对性地改进设计和干预，使其特别有利于通过特定渠道产生影响，从而提升其工作效果。

一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渠道可以用如下结构模型来刻画：

Ｙ＝α０＋α１Ｄ＋εＹ１ （１）

Ｙ＝β０＋β１Ｄ＋β２Ｍ＋εＹ２ （２）

Ｍ＝γ０＋γ１Ｄ＋εＭ （３）

图３　中介效应示意

其中，Ｙ是结果变量，Ｄ是处理变量，Ｍ是中介

变量。（１）式表示Ｄ对Ｙ有因果影响；（３）式表示Ｄ

对 Ｍ有因果影响；（２）式一方面表示 Ｍ对 Ｙ有因果

影响，从而建立起了 Ｄ→Ｍ→Ｙ的因果链条，另一方

面表示在 Ｍ之外，Ｄ还可能独立影响 Ｙ。这组关系

可以用图３直观展示。

可称 α１为 Ｄ对 Ｙ的总效应，β１为 Ｄ对 Ｙ的直接效应，β２γ１为 Ｄ对 Ｙ（经由 Ｍ中介）的间接效

应，显然三者存在如下关系：

α１＝β１＋β２γ１ （４）

２中介效应检验

社会心理学家Ｊｕｄｄ和Ｋｅｎｎｙ在１９８１年发表的论文（Ｊｕｄｄ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１ａ）和出版的专著（Ｊｕｄｄａｎｄ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１ｂ），是把中介效应分析引入社会科学项目评估的开创性工作。此后，基于线性回归的中介效

应分析在心理学、流行病学、政治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研

究，几乎成为必不可少的操作。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中介效应分析不是泛指对因果关系作用渠道的探

究，而是特指由Ｂａｒｏｎ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提出的一整套检验流程。他们认为，中介效应的存在需要满足四

个条件：① α１不为零；② γ１不为零；③ β２不为零；④ β１为零，或至少其绝对值小于α１。相应地，整个检验流

程由四个先后步骤组成：① 估计（１）式，统计上显著的 α^１意味着存在可以“被中介”的效应；②估计

（３）式，统计上显著的 γ^１意味着处理影响了中介；③估计（２）式，统计上显著的 β^２意味着中介影响

了结果；④如果 β^１在统计上不显著，则意味着 Ｍ是 Ｄ与 Ｙ关系的“完全中介”，否则意味着 Ｍ是

“部分中介”。这一方法也被称为逐步法（ＣａｕｓａｌＳｔｅｐ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ｒｏｎ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借鉴 Ｓｏｂｅｌ（１９８２）的思想，提供了检验间接效应 β２γ１的方法：令 ｓβ２和

ｓγ１分别表示 β^２和 γ^１的标准误估计，β^２γ^１的标准误估计可以近似为 ｓβ２γ１ ＝ β^２２ｓ
２
γ１
＋γ^２１ｓ

２
β２
＋ｓ２β２ｓ

２
γ槡 １
，由此

构造统计量 β^２γ^１／ｓβ２γ１，渐进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另外一些文献，如 ＳｈｒｏｕｔａｎｄＢｏｌｇｅｒ（２００２），建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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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抽样（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得到间接效应的自抽样分布，进而计算其自抽样标准误和自抽样置信

区间。

实际上，因为 α１－β１＝β２γ１，检验间接效应等价于检验 α１与 β１是否相等。注意这是跨方程的

系数差异检验，但可以通过堆叠数据的方式方便地实现。

在图４中，左侧的表格是原始数据示例，将原始数据复制一份得到右侧的表格，然后构造虚拟

变量 Ｗ来区分每份数据，再构造三个新的交互项 Ｄ（１－Ｗ）、ＤＷ以及 ＭＷ。

图４　堆叠数据示例

将 Ｙ回归在 Ｗ、Ｄ（１－Ｗ）、ＤＷ以及 ＭＷ上：

Ｅ（Ｙ｜·）＝δ０＋δ１Ｗ＋δ２Ｄ（１－Ｗ）＋δ３ＤＷ＋δ４ＭＷ＝
　　　　　 δ０＋δ２Ｄ，Ｗ＝０

（δ０＋δ１）＋δ３Ｄ＋δ４Ｍ，Ｗ{ ＝１
（５）

比较（１）式、（２）式与（５）式可见，δ２＝α１，δ３＝β１，因此，在（５）式的回归中检验 δ２与 δ３是否相

等，等价于检验 α１与 β１是否相等。①

图５　调节效应示意

３调节效应的定义与常见情形

调节效应是指原因对结果的影响强度会因个体特

征或环境条件而异，这种特征或条件被称作调节变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或简称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如图 ５所示。交

互项模型是对调节效应进行建模的主要方式。

（１）两个处理变量的情形。先看一种较少见的情形。构成交互项的两个解释变量都是核心解

释变量：

Ｙ＝β０＋β１Ｄ１＋β２Ｄ２＋β３Ｄ１×Ｄ２＋ε （６）

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对 Ｙ的边际效应分别为：

Ｅ（Ｙ｜·）
Ｄ１

＝β１＋β３Ｄ２，
Ｅ（Ｙ｜·）
Ｄ２

＝β２＋β３Ｄ１ （７）

此时，较少说两个核心解释变量互为调节，而是说该模型适用于考察两个变量对 Ｙ影响的互补

性（β３＞０）或替代性（β３＜０）。

（２）一个处理变量的情形。在大多数时候，一项因果推断研究只关注一个处理变量，仍记作 Ｄ，

将调节变量记作 Ｍ，则有：

Ｙ＝β０＋β１Ｄ＋β２Ｍ＋β３Ｍ×Ｄ＋ε （８）

Ｅ（Ｙ｜·）
Ｄ

＝β１＋β３Ｍ （９）

此时称 Ｄ对 Ｙ的因果影响受到 Ｍ的调节：如果 β３＞０，则 Ｄ对 Ｙ的正面影响随着 Ｍ的增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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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或负面影响随着 Ｍ的增大而减弱）；如果 β３＜０，则 Ｄ对 Ｙ的正面影响随着 Ｍ的增大而减弱

（或负面影响随着 Ｍ的增大而增强）。

如果 β^３在统计上显著，则称观测到了显著的调节效应。但 β^１的大小和统计显著性是否具有经

济意义，要视具体的研究情境而定，因为此时β１的含义是当Ｍ＝０时Ｄ对Ｙ的因果效应。很有可能

当 Ｍ＝０时 Ｄ对 Ｙ影响不显著，才是符合理论预期的。

图６　展示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

除了报告系数的估计结果之外，通常还会根据需

要，报告因果效应的一个或几个估计值（以及标准

误、置信区间、显著性检验的 ｐ值等）。例如，β^１ ＋

β^３Ｍ
－
（对于样本中的平均观测个体，Ｄ对 Ｙ的因果效

应有多大），或者 β^１＋β^３Ｍｍａｘ、β^１＋β^３Ｍｍｉｎ等。也可以

用图形的方式直观展示，如图６所示。在这个示意图

中，β^１＜０，β^３＞０，实线表示因果效应的估计值，虚线

表示给定置信水平的置信区间。当 Ｍ＜ｍ２时，Ｄ对

Ｙ的因果效应是负向的；当 Ｍ＜ｍ１时，这种负向效应

在统计上显著；当 Ｍ＞ｍ２时，Ｄ对 Ｙ的因果效应是正向的；当 Ｍ＞ｍ３时，这种正向效应在统计上

显著。

有时会对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去均值）处理，将（８）式改造成如下等价形式：

Ｙ＝δ０＋δ１Ｄ＋δ２（Ｍ－Ｍ
－
）＋δ３（Ｍ－Ｍ

－
）×Ｄ＋ε （１０）

进行这种处理的理由并不是有些文献所声称的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而仅仅是为

了让一次项系数 δ１具有更直观的含义：

Ｅ（Ｙ｜·）
Ｄ

＝δ１＋δ３（Ｍ－Ｍ
－
） （１１）

可知，此时 δ１为平均观测个体（Ｍ＝Ｍ
－
）的 Ｄ对 Ｙ的因果效应。

（３）调节变量为虚拟变量的情形。当调节变量 Ｍ为虚拟变量时，还可以把交互项模型等价地

理解为分组回归：

Ｅ（Ｙ｜·）＝
　　　　　　β０＋β１Ｄ，　Ｍ＝０

（β０＋β２）＋（β１＋β３）Ｄ，　Ｍ{ ＝１
（１２）

换言之，分组回归下 Ｄ对 Ｙ的因果效应的组间异质性可以通过交互项模型来检验，即表现为交

互项 Ｍ×Ｄ系数估计的统计显著性。这种检验总是有必要的，因为组间异质性不能诉诸于直观判

断。例如，Ｄ对 Ｙ的因果效应在 Ｍ＝０组是不显著的，在 Ｍ＝１组是显著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可

能是不显著的。

有时为方便展示结果，对（８）式进行如下等价变换：

Ｙ＝γ０＋γ１Ｍ＋γ２Ｍ×Ｄ＋γ３（１－Ｍ）×Ｄ＋ε （１３）

此时 γ２和 γ３分别是 Ｍ＝１组和 Ｍ＝０组的 Ｄ对 Ｙ的因果效应。

因此，当调节变量为虚拟变量时，有三种呈现结果的方式。第一种是报告（８）式的结果，这种方

式的好处是直接显示了 Ｄ对 Ｙ的因果效应的组间异质性，缺陷是 Ｍ＝１组的因果效应没有直接显

示。第二种是分组报告（１２）式的结果，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直接显示了这两个组的因果效应，缺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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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效应的组间异质性检验还需要额外通过（８）式来实现。① 第三种是报告（１３）式的结果，这种方

式的好处也是直接显示了这两个组的因果效应，因果效应的组间差异虽然没有直接显示，但是可以

方便地通过检验 Ｈ０∶γ２＝γ３来实现。
（４）处理变量和调节变量均为虚拟变量的情形。当处理变量 Ｄ和调节变量 Ｍ均为虚拟变量

时，交互项系数有一种方便的理解：处理组（Ｄ＝１）与控制组（Ｄ＝０）的结果均值的组间差异之差
异，简称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对于（８）式，易知：

Ｅ（Ｙ｜·）＝

β０＋β１＋β２＋β３，Ｄ＝１，Ｍ＝１

β０＋β２，Ｄ＝０，Ｍ＝１

β０＋β１，Ｄ＝１，Ｍ＝０

β０，Ｄ＝０，Ｍ













＝０

（１４）

β３＝［Ｅ（Ｙ｜Ｄ＝１，Ｍ＝１）－Ｅ（Ｙ｜Ｄ＝０，Ｍ＝１）］

－［Ｅ（Ｙ｜Ｄ＝１，Ｍ＝０）－Ｅ（Ｙ｜Ｄ＝０，Ｍ＝０）］
（１５）

例如，Ｙ表示工资水平，Ｄ表示是否上大学，Ｍ表示是否为男性，则 β３表示男性的上大学回报率
与女性的上大学回报率的差异。

特别地，当 Ｄ为处理实施后的虚拟变量，Ｍ为是否最终接受处理的虚拟变量，这种特殊的调节
效应模型就是双重差分模型。反过来说，无论 Ｄ和 Ｍ是离散变量还是连续变量，无论其变动性是
截面维度还是时间维度，交互项系数都应该在双重差分的意义下去理解。

这里涉及的一个具体问题是，如何在双重差分的意义下表述交互项系数的经济含义。当 Ｄ和
Ｍ均为虚拟变量时，含义的表述比较方便：β３表示处理的实施对结果的影响。当 Ｍ为连续变量时，
意味着所有个体都接受了处理，只是处理的强度（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有所不同，此时含义可以表述
为：当 Ｍ增加一个标准差 σＭ时，处理的实施对结果的影响会提高 σＭ·β３。当 Ｄ和 Ｍ均为连续变量
时，表述尤其需要小心。Ｒａｊａｎａｎｄ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使用跨国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市场的发展是
否影响产业增长。Ｄ为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Ｍ为反映某一行业外部融资依存度的指标，
Ｙ为该国该行业增加值的增长率。β３＞０，表明更加依赖于外部融资的行业，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越高的国家增长得更快。研究结果的经济含义是：在样本中，典型的高外部融资依存行业是 Ｍ居
于７５分位的机床业，典型的低外部融资依存行业是 Ｍ居于２５分位的饮料业，典型的高金融发展水
平国家是 Ｄ居于７５分位的意大利，典型的低金融发展水平国家是 Ｄ居于 ２５分位的菲律宾，因此，

相较于菲律宾，在意大利机床业的增长比饮料业要快 β^３·（Ｍ７５－Ｍ２５）·（Ｄ７５－Ｄ２５），然后将这一数字
与 Ｙ的样本均值进行比较，表明其足够大以至不可忽略。

四、对中介效应检验的反思

１心理学对中介效应检验的反思

Ｊｕｄｄ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１ａ，１９８１ｂ）在引入中介效应分析之初曾明确指出，必须认识到中介效应分
析的本质是一种相关性分析。具体而言，用线性回归方法考察（１）式—（３）式会存在两个问题：统
计检验的功效较低，效应的估计可能存在偏误（Ｊｕｄｄ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１ａ）。低统计功效来源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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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一是处理变量和中介变量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在以结果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即（２）式

中，两者可能高度共线性，从而增大系数估计的标准误，降低统计显著性，也就是说，如果无法拒绝

β１＝０的原假说（即所谓“完全中介”），那么可能是因为统计功效太低；二是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都

可能存在测量误差，以其为被解释变量时，测量误差会导致统计功效降低。与此相比，估计偏误问

题更为关键：①虽然有可能通过随机实验的方式保证处理的外生性，但几乎总是无法干预中介变

量，因此，可能存在既影响中介变量又影响结果变量的混淆因素，如果这种因素在分析中被遗漏，就

有可能导致（２）式中的系数估计产生偏误，这一问题即便在随机实验研究中也无法避免。②中介变

量的测量误差倾向于使（２）式中 β２的估计产生趋零偏误，进而使得 β１被高估。③中介变量与结果

变量可能是互为因果的，这也会导致（２）式产生估计偏误，偏误的方向取决于双向因果的符号。

Ｋｅｎｎ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８）指出，逐步法中的第 １步不是必须的。如果 α１等于零，则意味着间接效应

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例如，Ｄ表示儿童的智商，Ｙ表示儿童的情绪稳定性，通常智商越高的儿童

情绪越稳定，但高智商的儿童可能更容易受到同学的欺负，而被欺负将导致其情绪不稳定。此时智

商对情绪稳定的间接效应是负向的，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Ｊｕｄｄ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２０１０）。又如，Ｄ表示

负面新闻报道，Ｙ表示民众的集体参与。一方面，负面新闻报道使得民众认识到社会后果的重要性

从而鼓励了集体参与；另一方面，负面新闻报道削弱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降低了集体参与。这

两种中介所起的作用相反，可能互相抵消（Ｈａｙｅｓ，２００９）。因此，Ｋｅｎｎ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认为，确认中介

效应存在的关键是逐步法中的第２步和第３步。

鉴于间接效应 β２γ１的统计显著性与 β２或 γ１的统计显著性没有必然联系，逐步法中的第 ２步

或第３步检验未通过并不意味着间接效应不存在，因此，更多的学者认为，第 ２步和第 ３步也不是

必须的，唯一重要的步骤是检验β２γ１＝α１－β１≠０（Ｈａｙｅｓ，２００９）。但Ｊｕｄｄ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２０１０）告诫到，

将中介效应分析退化为单一的统计检验，可能会使研究者误以为中介效应是可以通过纯粹的统计

手段来识别的，要主张中介效应的存在，只需要检验其在统计上显著即可，而不再关心中介效应模

型背后的一系列因果识别假设。

此外，Ｈａｙｅｓ（２０２２）批评了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的提法。首先，在统计上发现了完全中介，并不

意味着对 Ｄ影响 Ｙ的作用渠道的探究就可以终止了。反过来说，有可能存在多个中介，它们在单独

的检验中分别都是统计意义上的完全中介，那么完全中介就是一个空洞的术语。其次，如果在统计

上发现了部分中介，则意味着至少还有一些中介尚未被当前模型所刻画，当前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

误设的，因此，部分中介也不是一个有价值的结论。

２中介效应检验的偏误

从前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心理学中的中介效应检验与经济学中的因果推断研究的“格格不

入”之处在于，后者的研究主题是考察处理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因果影响，如何选择合适的研究情境，

运用经济学理论论证关键的识别假设，提高研究手段的因果识别力（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是研究者

主要致力的方向；而前者的聚焦点则是处理变量经由中介变量影响结果变量这一间接效应本身。

因此，在前者的研究中，关键的识别假设被有意无意地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因果识别似乎“在场”，却

分明“缺席”。考虑到一方面国际学术界正在对不严谨的中介效应分析的泛滥进行反思（Ｂｕｌｌｏｃｋ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另一方面中介效应检验在国内经济学界大有“攻城略地”之势，笔者认为，迫切的任务是

直观地展示中介效应检验的核心缺陷所在。

假定 Ｄ是一种随机处理，即 Ｅ（εＹ１Ｄ）＝０和 Ｅ（εＭＤ）＝０成立，因此，（１）式和（３）式的普通最小

二乘估计分别能够得到 α１和 γ１的一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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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１→ｐ α１，γ^１→ｐ γ１ （１６）

在（２）式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中，根据 ＦｒｉｓｃｈＷａｕｇｈＬｏｖｅｌｌ定理，有：

β^２→ｐ
Ｃｏｖ（Ｙ，εＭ）
Ｖａｒ（εＭ）

＝
Ｃｏｖ（β０＋β１Ｄ＋β２Ｍ＋εＹ２，εＭ）

Ｖａｒ（εＭ）
＝β２＋

Ｃｏｖ（εＹ２，εＭ）
Ｖａｒ（εＭ）

（１７）

其中，第二个等号用到 Ｃｏｖ（εＭ，Ｄ）＝０以及 Ｃｏｖ（Ｍ，εＭ）＝Ｖａｒ（εＭ）。

将（３）式代入（２）式，有：

Ｙ＝（β０＋β２γ０）＋（β１＋β２γ１）Ｄ＋（εＹ２ ＋β２εＭ） （１８）

可知 α０＝β０＋β２γ０，α１＝β１＋β２γ１，εＹ１ ＝εＹ２ ＋β２εＭ。特别地，有：

β^１＋β^２γ^１→ｐ β１＋β２γ１ （１９）

β^１→ｐ β１＋γ１（β２－β^２）＝β１－γ１
Ｃｏｖ（εＹ２，εＭ）
Ｖａｒ（εＭ）

（２０）

因此，只有当
Ｃｏｖ（εＹ２，εＭ）
Ｖａｒ（εＭ）

＝０，即不存在同时影响 Ｍ和 Ｙ的不可观测因素、不存在从 Ｙ到 Ｍ的

反向因果，且 Ｍ不存在测量误差时，简言之，只有当 Ｍ也可以外生随机干预时，β１和 β２的普通最小

二乘估计才是一致的。

总之，如果处理是随机的但中介不是随机的，那么通过估计（１）式可以得到处理对结果的因果

效应，通过估计（３）式可以得到处理对中介的因果效应，但（２）式的最小二乘估计是不可靠的，无法

得到处理对结果的直接因果效应（β１），也无法得到中介对结果的因果效应（β２），从而无法得到处理

对结果的间接因果效应（β２γ１）。

对图３稍作补全，就很好理解上述结论了。当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隐含的关于数据生成过程

的假设如图７（ａ）所示，但真实的数据生成过程很可能如图７（ｂ）所示。Ｒｏｂｉｎｓ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１９９２）

在鲁宾因果模型（ＲｕｂｉｎｓＣａｕｓａｌＭｏｄｅｌ）框架下证明，仅有随机处理，无法识别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即使没有延滞效应（Ｃａｒｒｙ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的交叉试验（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Ｔｒｉａｌ）是可行的①，也无法识别；只有

当研究者可以对中介变量进行外生干预时，才有可能识别。②

图７　三种不同的数据生成过程

为了验证理论推导的结论，考虑如下数据生成过程：

Ｄ～Ｎ（０，１） （２１）
ｅ～Ｎ（０，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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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指可以对同一个被试先后施加两种处理状态，从而观测其接受处理和未接受处理时的结果，并且两种处

理状态的先后顺序不会影响被试的结果。

以二值中介变量为例，这种干预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在 Ｍ＝１的处理组个体（Ｄ＝１，Ｍ＝１）和控制组个体（Ｄ＝
０，Ｍ＝１）中分别随机选取一部分，设定其 Ｍ＝０。



Ｍ＝Ｄ＋ｅ＋ε′Ｍ，ε′Ｍ～Ｎ（０，１） （２３）

Ｙ＝Ｄ＋Ｍ＋ρｅ＋ε′Ｙ２，ε′Ｙ２ ～Ｎ（０，１） （２４）

可知 Ｄ是一种随机处理，与 ε′Ｍ以及 ε′Ｙ２均独立。Ｄ对 Ｙ的直接效应 β１＝１，Ｍ对 Ｙ的效应 β２＝１，

Ｄ对 Ｍ的效应 γ１＝１，Ｄ对 Ｙ的间接效应 β２γ１＝１，Ｄ对 Ｙ的总效应 α１＝２。ｅ是研究者观测不到的

同时影响 Ｍ和 Ｙ的因素，ρ刻画了由 ｅ引起的 Ｍ和 Ｙ之间的相关性。εＹ２ ＝ρｅ＋ε′Ｙ２，εＭ ＝ｅ＋ε′Ｍ，因

此，
Ｃｏｖ（εＹ２，εＭ）
Ｖａｒ（εＭ）

＝ρ／２。

通过以上数据生成过程，随机生成样本量为 １００的样本，然后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别估计（１）

式—（３）式，如此重复１０００次，得到相关系数估计量的经验分布。先来看 ρ＝１时的结果。

由图８（ａ）可见，处理对结果的总效应估计和处理对中介的效应估计没有出现偏误。由图８（ｂ）

可见，处理对结果的直接效应估计集中在０５附近，偏离了其真实值１；处理对结果的间接效应估计

集中在１５附近，也偏离了其真实值１。这种偏误正是由中介对结果的效应估计出现偏误所致。也

就是说，当不可观测变量引起 Ｍ和 Ｙ正相关时，直接效应会被低估，间接效应会被高估，偏误的方

向和大小与理论推导的结论相符。

图８　数据模拟结果：部分中介，ρ＝１

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使不寻求对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无偏估计，转而采取一种更保守的因果

推断立场：通过观察 Ｙ对 Ｄ的回归中加入 Ｍ后 Ｄ的系数大小是否发生显著改变，也就是通过观察
（或正式地统计检验）β１估计的绝对值是否显著小于 α１估计的绝对值来判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这种研究手段也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例如，把（２４）式改为：

Ｙ＝Ｍ＋ρｅ＋ε′Ｙ２，ε′Ｙ２ ～Ｎ（０，１） （２５）
此时面临的是完全中介情形，并令 ρ＝－２。由图９（ａ）可见，直接效应估计集中在 １附近，偏离

了其真实值０；间接效应估计集中在０附近，偏离了其真实值１。事实上，如果在每次模拟中都采用
堆叠回归的方式对原假说 Ｈ０∶α１＝β１进行检验，１０００次模拟中只有 ６９次可以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
平上拒绝该原假说，也就是说，只有６９％的概率可以正确地发现中介效应的存在。

相反，如果把（２４）式改为：
Ｙ＝Ｄ＋ρｅ＋ε′Ｙ２，ε′Ｙ２ ～Ｎ（０，１） （２６）

此时面临的是无中介效应的情形，并令 ρ＝２。但是由图 ９（ｂ）可见，直接效应估计集中在 ０附
近，偏离了其真实值 １；间接效应估计集中在 １附近，偏离了其真实值 ０。事实上，如果在每次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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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数据模拟结果

中同样对原假说 Ｈ０∶α１＝β１进行检验，１０００次模拟全部可以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该原假说，

也就是说，总是得到完全中介的错误结论。

在以处理观测性数据为主的经济学因果推断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着更富有挑战性的处境：真实

的数据生成过程很可能如图７（ｃ）所示。此时处理变量的生成方式不再来自于研究者外生的实验

干预，而来自于研究对象的主动选择，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设计上的努力主要聚焦在如何解决处理

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中介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不得不成为等而次之的问题。或者说，解决处理变量的

内生性并探究其对结果的影响，同解决中介变量的内生性并探究其对结果的影响，应该成为两项独

立研究各自的主题，以确保每项研究都聚焦在一个核心解释变量上。除非能够从理论上证明并不

存在同时影响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混淆因素，或者能够良好地定义、充分地穷举和准确地测度这

些混淆因素并且方便地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放入（２）式中，否则这种回归并不能产生任何增进我们理

解 Ｄ→Ｍ→Ｙ这一因果链条的有益知识。

五、经济学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１中介效应检验为何少见

上文的讨论表明，中介效应检验的适用前提是，识别 Ｄ对 Ｍ和 Ｙ的因果关系比较容易，同时识

别 Ｍ对 Ｙ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容易。而对于观测性数据研究，真实的数据生成过程纷繁复杂，找到

合适的研究情境来研究 Ｄ对 Ｙ的因果关系已属不易，研究中介效应更是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中介效

应检验历来在经济学经验研究文献中很少见的主要原因。

即使不考虑中介效应检验的内生性偏误，大多数开展此类检验的研究往往发现，Ｄ对 Ｙ的总效

应中，除了通过 Ｍ发生的间接效应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效应，也就是说（２）式的估计中，β１往

往显著不为零，Ｍ是“部分中介”。这是由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原本是可以预期到的，

但将其作为正式研究结论的一部分却并非值得称道之事，实际上暴露出研究者对 Ｄ究竟如何影响

Ｙ，有相当一部分是不清楚的。

中介效应检验逐步法的关键一步，是把中介变量 Ｍ作为控制变量加入 Ｙ对 Ｄ的回归中。但在

观测性数据研究中，加入控制变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由控制变量所造成的处理的内生性，研究

者指望，在控制变量取值相同的子总体（Ｓｕ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内，Ｄ的变动不再受到不可观测的选择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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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可以近似看作外生的随机变动。所以，好的控制变量首先应该是一个处理前变量（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其发生在 Ｄ之前，既影响 Ｄ，又影响 Ｙ。相反，发生在 Ｄ之后的控制变量是“坏”的控制变

量，而控制中介变量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控制”（Ｂａ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ｇｒｉｓｔａｎｄＰｉ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９）。即使在简

单随机实验研究中，这一结论也成立。此时研究者并不需要控制变量来帮助识别，Ｙ对 Ｄ的回归可

以得到 α１的一致估计，但控制 Ｍ之后，反而得不到 β１的一致估计。

中介效应检验不可靠，并不意味着不研究因果关系的作用渠道。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提出一个或

几个中介变量 Ｍ，这些变量和 Ｙ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比较直观，在逻辑和时空关系上都比较接近，以

至于不必采用正式的因果推断手段来研究从 Ｍ到 Ｙ的因果关系；然后仅看 Ｄ对 Ｍ的影响，即只考察

（１）式和（３）式，而不考察（２）式，从而避免正式区分出在间接效应之外是否还有无法解释的直接效应。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Ｄｅｌｌ（２０１１）通过地理回归断点设计方法，发现１６—１９世纪秘鲁的强制徭

役制度（Ｄ）导致当代居民家庭消费水平降低以及儿童发育迟缓（Ｙ）；在随后的“持续影响的作用渠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ｏｆ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分析中，将被解释变量依次替换为土地所有权、教育和道路等公共品供给、劳

动供给以及市场参与等消费的直接决定因素（Ｍ），即视为达到了检验渠道的目的，至于这些 Ｍ如何影响

Ｙ、Ｄ经由Ｍ影响Ｙ的效应有多大，以及Ｄ是否在影响Ｍ之外还会直接影响Ｙ，就不再着墨了。

２如何理解经济学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确实有少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介效应检验逐步法的思路，考察 Ｙ对 Ｄ的回归中加入中介

变量Ｍ后Ｄ的系数估计绝对值是否减少，以此论证Ｍ是否为Ｄ作用于Ｙ的渠道。不过一旦认识到这种

做法的固有缺陷，就不会过于强调论证力度，而只是将其视作某种试探性的证据。下面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 ＡｌｅｓｉｎａａｎｄＺｈｕｒａｖｓｋａｙａ（２０１１）。这是一项跨国研究，构造了每个国家的族群

分散指数，发现分散指数越高的国家，政府的治理质量越低。用周边国家的族群分布来预测每个国

家的族群分布（相同的族群倾向于靠近彼此的国界），从而构造出一国分散指数的工具变量，识别了

族群分散对政府治理质量的因果影响。然后，提出了因果关系的三个作用渠道：人际信任、国家凝

聚力和族群投票行为，同样用工具变量方法识别了分散指数对这三个中介变量的因果影响。在“渠道

检验”（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ｈａｎｎｅｌｓ）中指出，要使这三个变量能够成为作用渠道，除了要和分散指数

相关之外，还必须和政府质量相关，在政府质量对分散指数的回归中控制这些变量后，分散指数的系

数估计绝对值应该会下降。结果表明，当控制人际信任后，分散指数的系数估计绝对值确实大幅下

降，而且人际信任的系数显著为正；当继续控制另外两个中介变量后，分散指数的系数估计不再发生

变化，两个中介变量的系数不显著。他们认为，这一结果意味着人际信任是将族群分散和政府质量联

系起来的重要渠道，但不足以断定国家凝聚力和族群投票行为就不是额外的渠道，因为这三个变量是

高度相关的，因此很难把每个渠道彼此分离。由此看出，他们在识别因果关系的作用渠道时，仍然更

多地依赖于中介变量对处理变量的回归结果，而只是将诸如（２）式的回归结果作为一个旁证。

第二个例子来自 Ｐｅｒｓｉ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利用英国和美国青少年大型调查数据发现，在控制人口

统计学、家庭背景和个人健康智力等特征后，青少年时期的身高与成年的工资水平显著正相关。随

后提出了一系列潜在的作用渠道：职业选择、自尊、社交活动、能力测试。他们没有把这些中介变量对

青少年身高进行回归，而是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依次控制在工资水平对青少年身高的回归中。当控制

职业选择和自尊后，青少年身高的系数估计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因而认为这两个变量的中介作用有

限。当控制社交活动数量后，青少年身高的系数估计值下降了近４０％且不再显著，而社交活动的系数

估计显著为正。控制能力测试成绩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但他们认为必须谨慎地解释这些结果。社

交活动本身是一种主动选择，而该文中并没有对这一选择进行正式的建模，因此不能认为回归结果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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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社交活动对工资的因果效应。在解释能力测试与工资水平的显著正相关时，也十分小心地用辅

助证据来论证这种相关性不是出于先天智商的混淆影响，而确实可能说明身高会影响青少年经历。①

无论如何，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没有估计间接效应的大小并对其统计显著性进行正式检验。这

仍然涉及对中介效应分析应该服务于何种目的的理解：究竟是在度量的意义上还是在解释的意义

上考察中介效应？如果是前者，那么中介效应本身就是研究的主题；如果是后者，那么研究中介效

应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处理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３如何理解貌似中介效应检验的做法

在文献中经常看到一类做法：先进行 Ｙ对 Ｄ的回归，然后在回归中控制一个新的变量 Ｘ，并发

现 Ｄ的系数依然显著，以此来论证 Ｄ对 Ｙ的因果关系。用中介效应检验的术语来讲，这似乎意味

着 Ｄ对 Ｙ有“直接效应”。但这为何就能用来进行因果关系的论证呢？事实上，这种做法尽管看起

来跟逐步法类似，但研究策略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再举两个例子。

ＮｕｎｎａｎｄＷａｎｔｃｈｅｋｏｎ（２０１１）使用２００５年非洲民意调查数据，检验非洲历史上的奴隶贸易造成的

人际不信任是否延续至今。被解释变量是受访者报告的各种信任指标，反映受访者是否愿意信任他

人，核心解释变量是受访者所在种族历史上的奴隶出口数量。结果显示，历史上奴隶出口越猖獗，如

今人们就越不愿意信任他人。在“因果渠道检验”（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中指出，奴隶贸易

影响的可能是人们的内心行为规范（不愿意信任他人），也可能是外部环境（由于国家、制度和法律的

衰败，他人不再值得信任）。他们想要强调的是前一种因果渠道，于是构造了能够反映后一种竞争性

解释的指标并在回归中予以控制，比较控制前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化，来看奴隶贸易的效应是否

被竞争性解释所吸收。例如，控制反映政府质量的变量（此时以对当地政府的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

奴隶贸易的系数变小了５０％，这说明至少有一半的效应无法被外部环境的恶化所解释。又如，控制受

访者所在地其他种族历史上受奴隶贸易的影响，从而间接控制周围他人的可信任程度（此时用族群间

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奴隶贸易的系数基本没有变化，说明奴隶贸易对今天族群间信任的效应无法

被解释成奴隶贸易降低了他人的可信任程度，而只能解释为奴隶贸易使人更不愿意信任他人。

Ｒａｊａｎａｎｄ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认为，金融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为生产性项目提供外部融资，金融市场

的发展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刺激产业增长。核心解释变量是一国的金融发展水

平和某一行业的外部融资依存度两个变量的交互项。这项研究在因果识别上的威胁是，金融发展

水平可能反映的是能够促进产业增长的其他因素，而产业增长对这种促进因素的依赖可能与其对

外部融资的依赖高度相关。他们提出的一个竞争性解释是，外部融资依存度高的行业可能人力资

本需求也高，而人力资本发展水平可能跟金融发展水平相关。交互项系数可能反映的是，对人力资

本需求越高的行业在人力资本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增长越快。于是，在回归中控制了平均受教育

年限与外部融资依存度的交互项，发现核心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水平与外部融资依存度的交互项）

系数并未发生改变，说明这个竞争性解释不足以威胁研究的主要结论。另一个竞争性解释是，外部

融资依存度低的行业可能是成熟行业，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可能是发展中国家。交互项系数可能

反映的是，越成熟的行业由于技术转移越充分，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增长越快。类似地，在回归中控制

了人均收入水平与外部融资依存度的交互项，同样没有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在这类做法中，关于 Ｄ如何影响 Ｙ，先有一个基准理论，然后提出一个竞争性理论，再构造能够

刻画这种竞争性理论的控制变量 Ｘ放入基准回归，如果发现竞争性理论不能完全解释 Ｄ和 Ｙ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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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存在“直接效应”），则说明基准理论很可能是对的。这类做法和逐步法的区别在于，Ｄ不会

影响 Ｘ，Ｘ不是 Ｄ影响 Ｙ的中介，Ｄ对 Ｙ的因果“故事”和 Ｘ对 Ｙ的因果“故事”是两个互相竞争的

“故事”。Ｙ同时对 Ｄ和 Ｘ的回归有时被形象地称作“赛马”（ＨｏｒｓｅＲａｃｅ）。这种“貌似中介效应检

验”的做法，实际上是用来强化因果关系论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在约简主义方法论的框架下讨论中介效应分析。中介效应分析的

传统在经济学中实际上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用线性方程组描述的宏观经济

模型，如 Ｋｌｅｉｎａｎｄ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５５）。经过“可信性革命”以后，在强调因果推断的研究语境中，经济

学家并不热衷于心理学家所从事的那一套中介效应检验，这也就不奇怪了。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经济

学中同时还有另一支结构主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经验研究范式。在这一范式中，结构模型的构建

往往需要依赖于对函数形式或不可观测变量的分布形式的较强假设，但与之伴随的优势是，研究者可

以更好地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认识现实数据的生成过程，严格地推导待估计的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用

理论来直观地解释估计到的因果关系），这也使得严谨的中介效应分析得以可能。特别地，来自随机

实验的数据与结构主义方法论相结合，使得研究者可以部分地放松和检验结构模型的识别假设，一方

面结构模型的可信度提高，另一方面来自随机实验的约简式因果关系的作用机理可以得到更深入地

理解。这方面一个新近的例子是 Ｈｅｃ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对此的全面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畴。

六、正确认识调节效应分析

１调节效应分析与异质性分析的关系

调节效应分析和异质性分析这两者是一回事。最简单的理解：当调节变量 Ｍ是虚拟变量时，

相当于把全样本分为 Ｍ＝０和Ｍ＝１两个组，交互项 Ｍ×Ｄ的系数就是分组进行的 Ｙ对 Ｄ的回归中

Ｄ的系数的组间异质性。当 Ｍ是连续变量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Ｄ对 Ｙ的因果效应受到 Ｍ

的调节，也就是可以理解为，Ｄ对 Ｙ的因果效应在高 Ｍ组和低 Ｍ组之间存在异质性。

如今研究者习惯做异质性分析，但是在研究设计阶段很少问为什么要做异质性分析。也许因果

效应的异质性本身就是重要的。例如，在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中，除了得到一个全样本的点估计之外，

研究者可能还会关心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是否显著地高于或者低于男性，由此得出不同的政策含义。

想要将因果效应的异质性本身作为文章的主要“卖点”，势必要求这种异质性的对比十分鲜明。

比方说，因果效应在全样本中是显著的，但这种显著性只在其中一个子样本中继续存在，在另一个

子样本中则不存在。例如，研究小额信贷（Ｄ）对家庭财务状况（Ｙ）的影响，可能发现总体上两者呈

现出反直觉的负相关———借了钱的家庭反而更容易陷入窘境；但对家庭按理财素养（Ｍ）进行分组

后发现，这个负面效应只在理财素养低的家庭中存在，在理财素养高的家庭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结

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但在一些文献中，研究者往往只是出于扩充文章篇幅的需要，在基准回归之外，出于某种“八股

本能”，按地区、规模、所有制等进行一些异质性分析。反正这样做很安全，不管系数是否有差异，不

管差异的方向是正是反，都有话可说。例如，某种效应如果在东部地区比较显著，可以解释为东部

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如果在西部地区比较显著，则可以解释为西部地区受到国家优惠政策的倾

斜更大。再比如，某种效应如果对非国有企业比较显著，可以解释为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激励更强；

如果对国有企业比较显著，则可以解释为国有企业的非经济激励更强。这种缺乏事前理论分析与

预期，完全根据事后估计结果强行附会理论解释的做法，无异于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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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文章的重点永远是正确识别处理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因此，文

章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应该为这一目标服务。而异质性分析更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分析因果关系

的作用机制来强化因果关系论证。

２通过调节效应分析论证因果关系

仍然以 Ｒａｊａｎａｎｄ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为例展开讨论。在其引言部分明确指出：“要推进对金融与增

长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解（Ｍａｋ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一种方式是关注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理

论机制的细节。”“金融发展理应更好地帮助特别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或行业的增长。这样的发现

能够成为金融与增长因果关系辩论中的决定性证据（ＳｍｏｋｉｎｇＧｕｎ）。”“通过寻找金融影响增长的一

种具体机制的证据，能够为因果关系提供更有力的检验（Ａ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ｅｓｔ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如何理解这

样的论断？下面来详细说明。

如果从统计上发现了 Ｄ与 Ｙ的相关性，并且想要主张 Ｄ是 Ｙ的原因，那么可以通过检验 Ｄ影

响 Ｙ的某个具体机制来对从 Ｄ到 Ｙ的因果关系进行论证。论证的逻辑如下：①提出一个 Ｄ影响 Ｙ

的理论 Ｔ。根据这个理论，Ｄ通过某个机制影响 Ｙ，并且可以识别出这一机制在某些子总体中存在，

在另一些子总体中不存在，令 Ｍ＝１表示存在这一机制，Ｍ＝０表示不存在这一机制。②在 Ｍ＝１

组，发现 Ｄ与 Ｙ的相关性继续存在，而在 Ｍ＝０组，Ｄ与 Ｙ的相关性不复存在。③可能导致 Ｄ与 Ｙ

出现相关性的竞争性解释还包括 Ｙ影响 Ｄ的反向因果理论 Ｒ，或者有混淆因素同时影响 Ｄ和 Ｙ的

遗漏变量理论 Ｃ。如果无法想象理论 Ｒ或理论 Ｃ发挥作用的机制在 Ｍ＝１和 Ｍ＝０组存在差异，则

理论 Ｒ或理论 Ｃ很可能不成立。否则，应该在 Ｍ＝０组也观察到 Ｄ与 Ｙ的相关性。这样就完成了

因果关系的强论证。这一逻辑的总结见表１。

表１ 通过调节效应分析进行因果关系的强论证

Ｄ与 Ｙ相关性的理论预期 Ｍ＝１ Ｍ＝０ 对理论的判断

理论 Ｔ 存在 不存在 起作用

理论 Ｒ 同时存在或同时不存在 不起作用

理论 Ｃ 同时存在或同时不存在 不起作用

Ｄ与 Ｙ相关性的数据检验 显著 不显著

有时两组中 Ｄ与 Ｙ的相关性都存在，但在 Ｍ＝１组这种相关性更强，表现在 Ｙ对 Ｄ的回归中 Ｄ

的系数估计绝对值在 Ｍ＝１组更大，且组间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这时至少可以说，Ｄ与 Ｙ的相关性

不全是理论Ｒ或理论Ｃ所带来的，否则这种相关性应该在Ｍ＝１和 Ｍ＝０组无差异。这样尽管没有

证伪理论 Ｒ或理论 Ｃ，但至少证实了理论 Ｔ，也在因果论证上迈出了一大步。这一弱论证的逻辑可

以通过对表１稍作修改来总结，如表２所示。

表２ 通过调节效应分析进行因果关系的弱论证

Ｄ与 Ｙ相关性的理论预期 Ｍ＝１ Ｍ＝０ 对理论的判断

理论 Ｔ 存在 不存在 一定起作用

理论 Ｒ 同时存在或同时不存在 可能起作用

理论 Ｃ 同时存在或同时不存在 可能起作用

Ｄ与 Ｙ相关性的数据检验 强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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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Ｒａｊａｎａｎｄ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中，金融发展水平（Ｄ）与经济增长（Ｙ）强相关，试图证明金融发展

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并检验了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成长（理论 Ｔ）。

将行业分成两组①，一组是外部融资依存度较高的行业（Ｍ＝１），另一组是外部融资依存度较低的行

业（Ｍ＝０），发现在对行业增长的回归中，金融发展水平与外部融资依存度的交互项显著，表明金融

发展水平与行业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在外部融资依存度不同的组间存在显著差异。金融与增长之间

的相关性可能是因为增长影响金融，高增长引发了融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市场发展（理论 Ｒ），也可

能是因为某个混淆因素（如节俭传统）同时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 Ｃ），那么除非理论 Ｒ和

理论 Ｃ在外部融资依存度不同的组间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否则就证明了理论 Ｔ。

再举一例。Ｂｒｏｗｎ（２０１１）试图验证竞争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但考核相对绩效的锦标赛机

制要想发挥作用，得有一个前提———竞争者的能力必须相对均衡，当存在能力超强的“超级明星”

时，锦标赛机制反而可能出现负面效果。采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高尔夫球赛事中选手们的成绩数据，

发现在“超级明星”———“老虎”伍兹参加的赛事中，其他选手的表现（用总杆数衡量）比在伍兹缺席

的赛事中选手们的表现要更差。这意味着，与伍兹同场竞技时，其他选手受到了负向激励（因为夺

冠无望而不正常发挥）。由于伍兹参赛并不是一个随机事件，伍兹是否参赛与其他选手表现之间的

负相关性存在竞争性解释：有可能因为伍兹参加的都是难度较高的赛事，而在高难度赛事中其他选

手发挥相对较差是很自然的事，与激励无关。为了排除这种竞争性假说，进一步考察了伍兹参赛与

否所带来的成绩反差在高水平选手还是低水平选手中体现得更明显。赛事难度的解释将预期到低

水平选手的反差更大（低水平选手更难以适应高难度赛事），负向激励的解释将预期到高水平选手的

反差更大（高水平选手更难以接受伍兹剥夺了他们夺冠的机会）。结果发现，高水平选手的表现反差

大于低水平选手，这就证明了“超级明星效应”（尽管无法完全排除赛事难度的影响）。

ＭｕｒａｌｉｄｈａｒａｎａｎｄＰｒａｋａｓｈ（２０１７）使用三重差分方法评估了印度 Ｂｉｈａｒ省为 １４—１５岁女生免费

提供自行车的政策是否提高了女生的入学率。比较了 Ｂｉｈａｒ省受到政策影响的１４—１５岁女生入学

率与未受到政策影响的１６—１７岁女生入学率的差异，减去同样年龄段男生入学率的差异，再与没

有出台同一政策的临近省 Ｊｈａｒｋｈａｎｄ的同一双重差分相比较。但三重差分估计仍然可能受到政策

实施时点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为此考察这一政策影响入学率的机制———三重差分估计值是

否随着离学校的距离而发生变化（这本质上是四重差分），并发现两者存在倒 Ｕ型关系，这与自行

车降低通勤成本的理论预期相符（家离学校过近，不需要自行车；家离学校过远，自行车帮助不大）。

将这个结果作为文章最重要的结果，并在文中明确指出处理效应的异质性是一种检验识别假设的手

段：“尽管三重差分的平行趋势没有被拒绝，但估计仍然有可能受到遗漏变量的潜在影响，如女生相对

于男生的超额教育回报的增长趋势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女生相对于男生的入学率差

异在不同省份之间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考察免费提供自行车政策对改善入学便利的作用机制。”

３好的调节变量

好的调节变量本身应该比较稳定，或者其变动是外生的，不受处理变量或结果变量的影响。

Ｂａｌｌｉａｎｄ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２０１３）讨论了这个问题。如果 Ｄ影响 Ｍ，那么交互项 Ｍ×Ｄ可能捕捉的是 Ｄ２的

效应，也就是说，Ｍ对 Ｄ与 Ｙ关系的“调节”实际上反映的可能是 Ｄ对 Ｙ的非线性影响。但这不是

最重要的理由。内生的调节变量相当于在双重差分研究中，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构成一直在变化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并且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和 Ｙ相关（隐藏在扰动项之中），这就很难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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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控制组的平行趋势假定还能成立。

在 Ｒａｊａｎａｎｄ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中，调节变量“外部融资依存度”的定义是企业资本性支出中的外部

融资占比（再取行业中位数）。这个变量本身是资金市场上供求均衡的结果，高外部融资占比既可能

反映行业需求面的技术特征（是否依赖外部融资），也可能反映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供给特征（外部资

金是否充裕），因此不适合用一国一行业的实际外部融资占比作为调节变量。他们的做法是，考虑到

美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完善（资金供给具有充分弹性），美国企业的实际外部融资占比可能更多反

映的是企业的资金需求，因此，可以用这个指标在美国各行业的取值作为其他国家相应行业的外部融

资依存度指标（同时将美国从估计样本中剔除）。

图１０　内生调节变量造成的估计偏误

图 １０反映了如果用各国各行业外部融资

占比的实际数字作为调节变量将会产生的估计

偏误。图中，圆圈内数字 １和 ２为低外部融资

依存行业，３和 ４为高外部融资依存行业，细实

线反映这两类行业在低金融发展水平国家和高

金融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增长差异，细虚线表示

用低外部融资依存行业的实际差异所推测的高

外部融资依存行业（假若没有从金融发展中受

益）的反事实差异，因此，细实线和细虚线之间

的距离就是金融影响增长的真实因果效应。如

果用各国各行业的实际外部融资占比作为分组依据，行业３本来是高外部融资依存行业，但由于在

低金融发展水平国家中实际外部融资占比较低，被错误地归为低外部融资依存行业，此时低外部融

资依存行业在两类国家间的增长差异就体现为粗实线，由此推测的高外部融资依存行业的反事实

差异体现为粗虚线，这样就会高估金融对增长的因果效应。

朱家祥和张文睿（２０２１）认为，交互项在起始模型里就该出现，交互项系数统计显著是研究调节

效应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如果先估计不包含交互项的基准模型，然后再引入

调节变量和交互项，若交互项系数显著，就意味着在估计基准模型时，调节变量和交互项被留在了扰

动项中，因此基准模型的估计是不一致的。如果调节变量本身是高度内生的，那么这个问题确实存

在。但如果调节变量是外生的，在基准回归中遗漏它及其与处理变量的交互项，就不会造成估计偏

误。此时，基准回归中处理变量的系数估计应该接近于交互项模型中的平均观测个体的边际效应。

４作为因果识别第二种基本策略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因果推断研究中，研究者处理内生性的主要思路往往聚焦在寻找合适的控制变量和控制策

略，即找到导致内生性的原因，然后正式地刻画、测量和控制它。调节效应分析则提供了另一种处

理内生性的思路，即尝试挖掘因果模型的新的可验证含义———处理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更丰富的

相关性，如果这种相关性是其他因果“故事”所不能解释的，那么即便此时内生性仍然存在，但至少

证明研究者所感兴趣的因果关系是存在的，否则这种更丰富的相关性不会出现。因此，调节效应分

析应该被看作因果识别的第二种基本策略的重要实现手段。

在金融促进增长的例子中，无法完全控制反向因果或第三方混淆因素（尽管可以控制不变的行

业特征和国家特征，但仍然可能存在同时随行业和国家变化的遗漏变量），作者转而去挖掘更丰富

的相关性：金融和增长的正相关性在外部融资依存度更高的行业是否更强？这个事实可以被金融

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增长的“故事”所解释，但不能被其他“故事”合理解释，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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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的目的就达到了。同样地，在超级明星效应的例子中，无法完全控制“赛事难度”这一导致处理

变量“伍兹是否参赛”存在内生性的因素（尽管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赛事级别、场地质量、奖金总额

等），作者转而去挖掘更丰富的相关性：伍兹是否参赛导致的比赛杆数差异对高水平选手而言是否

更大？这个事实可以被超级明星效应所解释，但不能被伍兹参加的都是高难度赛事所解释，因果论

证的目的就达到了。

调节效应分析是一种很重要的因果论证手段，但在使用这种手段之前，首先要发展出一个说得

通的理论：如果金融促进增长这个“故事”成立，那么就应该看到不同行业的效应大小不同（因为对

金融的需求不同）；如果超级明星效应这个“故事”成立，那么就应该看到不同选手的效应大小不同

（因为激励强度不同）。然后再构建相应的交互项模型去验证这个理论。这就是因果推断理论先行

（ＴｈｅｏｒｙＤｒｉｖｅｎ）的含义。也许可以先通过大量的尝试去发现稳定的相关关系，然后再试图给出理

论解释，但这样的研究路径成功的机率不高，因为调节变量往往不会“躺”在数据集里等着研究者去

发现，而需要研究者根据理论去构造。

七、国内应用现状与建议

１中介效应分析的应用现状

在经济学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是国内学术界一种独特的现象。其流行主要

受到温忠麟等（２００４）、温忠麟等（２００５）、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等研究的影响。不过，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①明确指出，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而可能只

是相关关系。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进一步说明，中介效应检验不能验证因果关系，中介效应模型

中的因果关系都要有理有据，或者有某种学科理论支持，或者有文献做铺垫，或者有经验常识作为

佐证。总之，因果链中的每一个关系都要在提出假设和建模之前得到支持。但是国内经济学经验

研究中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多数似乎并没有听从这样的忠告。

这里仅以国内某权威期刊近两年发表的文章为例加以说明，其中暴露的问题在目前国内研究

中具有普遍性。在发表的全部文章中，涉及讨论因果关系作用渠道的有近 ３０％，其中，近半数文章

没有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只是分别估计了（１）式和（３）式②；超过半数的文章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中介

效应检验，具有如下特点：① 有十余篇正式引用了温忠麟等（２００４）、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等相关

的心理学文献。②绝大多数文章采用 Ｂａｒｏｎ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逐步法进行分析，其中有半数文章采

用 Ｓｏｂｅｌ标准误或自助法对间接效应进行了统计检验；有１／４的文章关注了加入中介变量前后处理

变量系数的变化，但没有对系数差异进行正式的统计检验；其余文章仅关注了系数估计的符号和统

计显著性。③个别文章方法运用有误。例如，有的文章没有估计（３）式；有的文章在估计（１）式和

（２）式时没有确保使用相同的估计样本，从而使得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不等于总效应；有的文

章分别检验多个中介变量后，直接把间接效应显著的中介变量视为“主要中介”（尽管间接效应占

总效应的比例很低）。还有一些不明所以的做法，例如，有的文章用加入中介变量之后处理变量系

数估计显著性的下降（而非系数估计绝对值的下降）来论证中介效应的存在；有的文章通过（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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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该文把 Ｂａｒｏｎ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方法引介到国内学术界。
其中部分文章还进行了 Ｙ对 Ｍ的回归，但由于这些文章没有正式处理 Ｍ潜在的内生性，因此这一结果只能
被视为相关性证据，Ｍ对 Ｙ的因果效应仍然更多地依赖于理论直觉。



得到 Ｍ的拟合值 Ｍ^，然后用 Ｙ对 Ｍ^的回归来考察中介效应。④最重要的是，所有文章都没有讨论

中介变量在（２）式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⑤有的文章甚至把中介效应检验视作稳健性检验的

一种手段，这意味着，似乎只要“发现”了 Ｄ对 Ｙ的间接效应，从 Ｄ到 Ｙ的因果链条就能自动变得更

加令人信服，这是大错特错的。中介效应分析的根本目的是考察 Ｄ对 Ｙ的因果关系的作用渠道，这

是 Ｄ对 Ｙ的因果关系研究的一个扩展。如果做对了中介效应分析，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不能

用来论证 Ｄ对 Ｙ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在 Ｙ对 Ｄ的回归中加入中介变量 Ｍ后，不论 Ｄ的系数是否

发生变化，这一结果都无法使得 Ｄ对 Ｙ的因果关系变得更加可信。

２中介效应分析的操作建议

关于中介效应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操作建议：一是停止使用中介效应的逐步法检验，更不需要

估计间接效应的大小并检验其统计显著性。把研究的重心重新聚焦到如何提高 Ｄ对 Ｙ的因果关系

的识别可信度。二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提出一个或几个能够反映 Ｄ对 Ｙ的作用渠道的中介变量 Ｍ，

Ｍ对 Ｙ的影响应该是直接而显然的，采用和第一条中同样的方法识别 Ｄ对 Ｍ的因果关系。三是尽

量避免提出与 Ｙ的因果关系不明显、因果链条过长或者明显受到 Ｙ反向影响的中介变量。有时，考

察 Ｙ对 Ｍ的回归也许是有益的，但要记住这只是一条相关性证据。四是在绝大多数时候，做好前

两条就足够了。如果要考察 Ｄ对 Ｙ的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 Ｍ这一作用渠道所捕捉，可以尝试

在 Ｙ对 Ｄ的回归中控制 Ｍ，但必须先弄清楚这种考察对理解 Ｄ对 Ｙ的因果关系有何帮助，并审慎

解释回归结果。如有可能，尽量论证这一结果受到 Ｍ的潜在内生性的影响是有限的。当存在多个

Ｍ时，尤其要谨慎采用这种做法。

３调节效应分析的应用现状

调节效应分析的使用更为普遍，除了少数例外，调节效应分析几乎成为国内经济学经验研究的

必要步骤。但是从对国内经济学领域一些权威期刊最近几年所刊发论文的阅读中可以看到，这一

研究实践尚存在如下主要问题：①大多数文章没有把调节效应分析，或者说机制检验，提高到强化

因果关系论证的高度。没有明确分析当前的研究方法仍受制于何种因果识别的威胁，而特定的机

制检验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缓解这一威胁。②很多文章同时包含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两部分，此

时异质性分析的目的并不明确，很多时候只是为做而做，而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异质性出现的原

因，即使稍有着墨，也往往是用现象解释现象，更谈不上讨论这种异质性如何服务于因果识别。甚

至会出现两组异质性结果的理论解释互相冲突，无法自洽。③有一些调节变量存在明显的内生性

问题，受到处理变量或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此时不但难以解释调节效应，而且存在估计偏误。

④个别文章使用同一个变量既作为调节变量又作为中介变量，尽管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实际

上很难分析清楚。理由很简单，如果一个变量是调节变量，那么分析调节效应时，这个变量本身理

应控制在回归中；但如果这个变量同时又是中介变量，那么这种控制又会造成估计偏误。这往往反

映出研究者混淆了作用渠道和作用机制之间的差异。⑤为数不少的文章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报告

异质性分析结果，但并没有对异质性进行正式的统计检验。

４调节效应分析的操作建议

关于调节效应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操作建议：一是将因果关系的作用机制检验视为因果识别的

重要手段，尽量正式地讨论其如何有助于强化对文章主题（从 Ｄ到 Ｙ的因果关系）的论证。二是在

研究设计部分详细阐述调节变量与调节效应的理论依据，而不是等到报告实证结果时再附会解释。

三是直观地展示调节效应，讨论其数值大小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四是如果以处理效应的异质性本

身作为研究目的，明确说明这种异质性的经济意义———读者为什么要关心这种异质性。五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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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规范性，对异质性进行正式的统计检验。六是将对作用机制和作用渠道的讨论进行严格区分，

不宜安排在同一章节下，明确其不同的写作目的。

八、结语

本文是试图提升国内经济学因果推断经验研究规范性的一项努力。中介效应分析和调节效应

分析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探索和深入理解因果关系的重要研究手段，本就是应这种规范性要

求而生的，体现了科研工作者试图拨开数据“迷雾”、洞察真实世界的不懈追求。但是由于社会科学

的因果问题特别复杂，研究实践的初衷和最终呈现效果之间难免存在一定的错位。中介效应分析

的问题在于方法使用过度，研究者需要充分认识中介效应逐步法检验的局限性，小心从事因果识

别；调节效应分析的问题在于方法发挥不足，研究者需要充分认识调节效应分析对于夯实因果识别

的重要意义，大胆进行因果论证。如此则经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将进一步提高，其学术影

响力和政策参考价值也将进一步提高。

本文的一般性意义在于，藉由对具体方法的讨论，重申定量社会科学因果推断的方法论立场。

在因果推断中，较为艰巨的任务不在于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在于如何调用社会科学理论资源构建理

解世界的方式。来自社会心理学家 Ｊｕｄｄ和 Ｋｅｎｎｙ的告诫虽属老生常谈，但对向来标榜因果推断严

谨性的经济学经验研究者来说，仍然值得一再强调：统计学是在因果模型正确的前提下开展工作，

但因果模型很可能是错的，而统计学无法告诉我们错在哪里（Ｊｕｄｄ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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