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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stream research paradigm of economics, empirical resear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conomists because of its objectivity and scientific. This method i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statistics of economic problems and the facts to verify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and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economic problems or economic phenomena. Therefore, this paper designs and analyzes the framework of empirical research, and discusses the research issues,
literature review,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eoretical model, empirical process and research conclusion i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economics, so as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for effective ec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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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证研究作为经济学主流研究范式，因其客观性与科学性备受经济学者的关注。该研究方法通过对经济
问题的观察统计，基于事实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探讨经济问题或经济现象的内在机制。因此，本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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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的框架进行设计与解析，探讨经济学实证研究中包括的研究问题、文献回顾、研究假设、理论
模型、实证过程、研究结论六部分内容，为有效开展经济学研究提供相应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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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个体行为及如何将有限或者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科学，其涉及的经
济现象、经济问题纷繁复杂，这就需要借助适用的研究方法对其内在机制进行合理与恰当的解释。经济
学研究通常包括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两大类，其中实证研究因其特有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已成为经济学
的主流研究范式[1]。
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认为，实证一词具有“实在”、“有用”、“确实”和“精确”等内涵，而实
证研究则是通过对经济现象进行观察统计，并通过收集观察资料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的方法，
因此更加强调“假设–推论”[2]。哈维尔莫曾经用浅显的语言说明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他提到许多经
济学家有足够深刻的思想，但缺少数量概念，从而使得学术研究的科学意义大打折扣[3]。因此，探讨实
证研究设计问题对科学和有效开展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实证研究的结构解析
实证研究设计即对实证研究中所包括的主要内容进行合理，通常可分为六个部分：合理设计和清晰
论证，通常可分为六个部分：研究问题、文献回顾、研究假设、理论模型、实证过程和研究结论，以下
内容对这六部分进行解析。

2.1. 研究问题
选题是否恰当通常决定了经济学研究工作是否可以顺利开展，如果一项选题不够科学与可行，可能
会使研究之路变得坎坷。所以，选题是学术研究的第一道工序。通常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往往具备创新性、
科学性、有趣性、实用性等特征(Colquitt & George, 2011) [4]。那么，选题有无规律或技巧可循呢？作为
初入学术之路的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可以尝试从以下两个来源进行选题：一是文献阅读，即从文献阅读
中发现好的选题；二是观察现实世界，从现实世界中发现经济学学术问题，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ources of research questions
图 1. 研究问题的提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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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文献阅读中发现选题。对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而言，阅读文献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和
关键步骤。要想写出学术论文，就必须阅读大量文献，从顶级期刊文献、高被引文献等寻找论题[5]。结
合其他学者的经验，阅读文献可顺次对中文综述、中文文献、英文综述、英文文献进行阅读，尤其是一
些文献通常会提出未来研究展望，这往往可成为选题的来源。
第二，从现实观察中发现选题。通过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如果所观察到或体会到的现实世界中某
些经济现象、规律、特征或变量间的关系是新发现的，那么就可以尝试去进行学术研究。此外，所观察
到或体会到的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规律、特征或变量之间的关系，与文献不一致，也可锁定该问题
进行研究。例如，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通过观察当代的社会现象可能并
非如此，则可应用相关研究方法解释其中的内在机制。

2.2. 文献回顾
确定选题之后，则需要结合所研究的问题对该领域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即要进行文献综述。但是需
要注意，文献综述不仅“综”，更需要“述”，即不仅包括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总结，还应对现有研究的
贡献及不足进行批判性分析。因此，文献综述涵盖综合提炼和总结评述双重含义，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Content framework of literature review
图 2. 文献回顾内容框架

2.2.1. 综合提炼
对现有文献的综合提炼可依据研究观点、时间轴等方式进行提炼总结，其中较为常见的是按照研
究观点对文献进行综合提炼。例如 John W. Creswell 提出“五步文献综述法”，即从“序言、自变量、
因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以及总结”五个方面对文献进行总结梳理，其中，序言应阐明文献综
述包括的主要内容，自变量、因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则是按照观点进行综合提炼的核心内容，
总结则属于评述[6]。按时间轴进行文献梳理较为少见，通常多见于对研究问题历史发展脉络分阶段进
行梳理。
2.2.2. 总结评述
总结评述是文献回顾重要的组成部分，即通过对现有文献取得哪些成果进行肯定，继而发现存在的
研究空白，在此基础上引出要开展的研究选题，并提出其研究价值所在。因此，总结评述既应强调学术
研究的文献基石，也须探寻有待解决的学术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总结评述应准确、客观，避免主观臆
断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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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作为指引研究方向的根本，是经济学实证研究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内容。当前，实证研究
中仍有部分经济学者过于关注数据与计量方法的使用，而忽略了研究假设的提出，但实际上好的实证论
文应该首先基于现有文献或者相关理论论证变量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进而提出研究假设，然后才涉
及模型的构建问题。
2.3.1. 研究假设的特征
正如 Shelke(2019)所说，研究假设是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作的推测性判断或设想，是
对问题的尝试性解答，或者是研究问题的暂时答案，也是实证研究开展的指南针[7]。一般情况下，一条
有价值的研究假设具有可推断性、可描述性、可检验性的特征，通常基于理论模型、文献综述或现实推
论而预先得出变量间的假设关系，并能够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和数据进行证实或证伪。例如，在探讨“劳
动力供给对制造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时，则需要提出劳动力供给总量正向或负向影响制造业结构转型的相
关假设。在此基础上，通过选取样本、收集数据、构建模型等对该假设进行验证。
2.3.2. 研究假设表述
从假设表述的方式来看，假设可分为虚无假设、定向假设和非定向假设。虚无假设表述的变量间关系
往往不具有倾向性，而定向假设则通常表述变量间相对明确的预设关系，非定向假设则指变量之间的关系
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8]。例如，上述提到的劳动力供给与制造业结构转型的关系则属于定向假设的表述
方式[9]。

2.4. 理论模型
2.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数据是进行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基础，只有能够获得数据，才能开展相应的实证研究。数据收集的相
关描述一般应包括三部分内容：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数据收集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
第一，阐述清楚研究样本概况和数据来源。例如当研究样本选择制造企业时，则应从企业规模、行
业分布、地区分布、所有制结构等角度描述样本企业的构成。同时，还需要表述样本数量以及在观测过
程中因数据缺失、问卷回收、统计口径不同等引起的样本变化情况。例如，假设开展 1992~2019 年制造
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那么因研究期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共调整了四次，则需要根据调整对制
造业行业进行对比与选取，这些都应在样本概况中进行说明。
第二，说明数据收集方法，例如所收集的数据为一手数据还是二手数据。如果是一手数据收集，那
么采用的是问卷调查、实地访谈还是实验法；如果是问卷调查，则需阐述如何设计问卷或量表，包括哪
些题项、发放方式、发放途径、发放与回收数量等。如果是二手数据，则阐明从哪些年鉴、哪些数据库
中查找的数据，数据有无处理过程等。同时，还需注意数据的测量误差，以避免因系统性测量误差带来
的估计偏误问题。
第三，描述性统计。在数据收集之后，通常要结合变量给出描述性统计分析。所以，描述性统计是
统计分析的第一步。描述性统计可对数据的分布状况、集中和变异的程度进行总体判断，其目的主要是
从整体上观察数据的有效性、整体分布情况等。
2.4.2. 模型构建
由于实证研究方法多样化且无法穷尽，本文仅介绍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相关问题。
计量经济模型是进行实证研究的主要工具，通常借助数学语言和工具，利用数理统计学的抽样推断思想与
方法，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建立精确反映变量关系的方程式或方程组，对经济现象及问题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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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量模型的功能。计量经济学模型通常主要有四个功能：结构分析、经济预测、政策评价和理论
检验[10]。第一，结构分析是对经济活动中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它研究当一个变量或几个变量发生
变化时会对其它变量乃至经济管理系统产生何种影响。就此意义而言，经济学领域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工
作均可以归为结构分析。第二，经济预测通常是运用样本数据、结合构建的模型对样本外经济主体的未
来运行状态的估计和推测[11]。目前最广泛的就是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DSG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等预测宏观经济走势、预测股票市场价格走势等。第三，政策评价是指运用量化
模型、结合评价标准对已实施或拟实施的政策进行效果评估，以实现政策实施目标[12]，例如对“中央生
态环保督查工作是否降低了环境污染？”、“东北振兴政策是否提振了经济发展？”等进行研究。第四，
理论检验通常是对经典理论或计量模型的一种先验性检验，以确定理论或模型的可靠性与适用性，比如
对博弈论的检验、对资源基础观学说的检验等[13]。
2) 计量模型的正确选择。计量经济模型通常包括三个部分：环境、机制以及求解过程[14]。因此，
对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正确选择主要基于这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环境。环境是模型的假设条件，即计量经济模型应基于假设条件进行正确选择，例如选择面
板数据模型时，首先可通过 BP 检验判断模型是否为混合效应或个体效应，如果存在个体效应，则结合 H
检验判断是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
第二，机制。一旦有了假设环境，就需识别出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找出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就
是模型的机制问题。选择与构建实证模型还需注意引入变量的数量，增加过多的变量可能会造成冗余变
量问题，相反，如果丢失关键变量，则可能造成内生性问题。因此，应根据研究问题选择恰当的模型与
变量，若应用比较复杂的计量模型，则要说明为何其他模型不适合。
第三，求解。在实证分析中，求解即得出模型估计参数是关键步骤。作为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应
对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有合理范围的估计，当模型的参数估计落入合理范围时才可能结合理论知识对其
进行分析；当估计结果出现异常时，尤其当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异常时，则应重新审视理论机制、研究
假设、数据选取、模型构建等是否合理，这也是实证研究过程中需要反复验证推敲的内容。

2.5. 实证过程
实证过程是结合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的关键环节，也是能否解释研究论题的重要内容，主要包
括模型检验、实证结果分析、稳健性检验三个部分。
2.5.1. 模型检验
在构建模型与选取数据之后，就需要选择恰当的模型估计方法、结合所选取的样本和收集的数据，
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模型估计通常还需检验模型的经济意义，即判断所估计的参
数与经济理论或者经济常识是否相符[15]。如果不相符，则需要回溯构建的模型、选取的样本、收集的数
据、选择的估计方法等是否存在问题，并最终确定是否接受模型估计结果。此外，还需要对模型进行统
计推断检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判断模型及参数估计结果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以及是否符合计量经济方
法的基本假定，以确保模型的有效性、适用性和可靠性[16]。此外，还需要对模型进行预测检验，即检验
参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以确定模型是否可适用于估计样本外的其他经济主体运行情况。稳健性检验通
常会作为论文中的独立章节进行论证，因此本文在 2.5.3 中进行详细论述。
2.5.2. 实证结果分析
在应用计量模型获得结果后，应对实证结果进行深入分析，讨论结果是否验证前文所提研究假设，
因此这是实证研究的重要内容。通常在进行实证结果分析时需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对照理论假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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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系数的讨论，明确提出是否支持了理论假设，如果不支持假设，则应该通过回溯法，查找可能存在
的原因并加以解释。第二，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大小、符号及显著性详加讨论，对于显著的估计
值更要和理论假设进行比较，并重点探讨其内在原因。第三，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不做重点讨论，尤
其不显著的回归系数更不必过度解释。
2.5.3.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顾名思义就是确保结果的可靠性，即使改变某个特定的参数、进行重复实验，重要系数
的符号和显著性依然没有改变，即可证明结果具有稳健性，而非一次性或偶然获得。通常有两类因素会
影响结果的稳健性：一是内生性问题；二是变量、样本或估计方法的人为选择，例如研究者对样本量、
样本类型、变量测度或模型估计方法等的个人选择偏好。因此，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后，通常还需进行预
测检验即稳健性检验，检验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第一，根据不同标准对样本进行调整，以检验结果是
否依然显著。第二，替换变量的测度方法，如：公司规模用总资产衡量或者总销售量进行衡量。第三，
替换模型的估计方法，例如基准模型使用 OLS 估计方法，那么可以使用固定效应、GMM 估计等方法进
行估计，以检验结果是否依然稳健。

2.6. 研究结论
研究结论是对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总括，尤其要阐述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以及创新之处等，
也可指出在本研究成果基础上，尚待进一步拓展的未来研究领域[17]。因此，在结论中一般应阐述以下四
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研究结果解决了何种经济学问题及其内在机制(理论意义)；第二，研究结果在现实
层面具有何种实践意义，有助于解决哪些现实问题(实践价值)；第三，研究结果与现有研究有何异同，具
有哪些边际贡献(创新之处)；第四，本研究尚存在哪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未来可拓展的研究领域[18]。
当然并不是所有结论的写作都要具备上述内容，可根据研究内容而定，但第一项内容必不可少[19]。

3. 结论
在经济学实证研究中，对研究结构进行合理设计有助于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本文从研究问题、文
献回顾、研究假设、理论模型、实证过程、研究结论六部分对经济学实证研究中的主要结构框架进行解
析，为开展经济学实证研究提供借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实证研究结构和方法具有多样化，而实际
研究中需要根据研究问题进行研究方法的正确选择，并通过合理构建研究模型，结合规范的实证检验，
对研究结果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无论如何，规范的、高质量的经济学实证研究仍然离不开新颖的研
究选题、明晰的文献综述、合理的研究假设、恰当的理论模型、严谨的实证检验、简要的研究结论等，
所以，在进行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对刚步入研究初级阶段的学生或学者而言，应接受一些规范的学术训
练，学习有关写论文、做研究的方法论，有意识地提高学术思维能力，这些都将有助于未来学术研究的
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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