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数量经济学是一个领域庞大的学科，有许多的分支，不少分支可以成为不同年级学

生的独立专业课，如经济计量学、投入产出分析、经济预测、数理经济学等。在大多数

院校不独立开设投入产出分析、预测学和数理经济学的情景下，开设一门综合课程则有

利于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深入了解和掌握经济数量研究方法论。 

投入产出分析和基本预测理论与技术是本书的重点，以基本原理及其思维方式训练

为编写原则，对介绍的具体方法模型，努力使其具有实际应用性。书中的许多内容融合

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反映了一些前沿内容，但是，我们还是强调硕士研究生

要加强基础素养培养，强调经济研究方法的应用必须以深入的经济理论和概念分析为前

提，不可照猫画虎地套用。所以，希望读者把本书作为数量经济学的入门训练课程，在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时可以触类旁通地自学所需的其他理论和方法，更能够提出新的理论，

发明应用新的方法。 

本书是在为经济学研究生开设“高等数量经济学”课程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原教学

课时为 32 学时，使用者可以根据各自情况选择内容。书稿第 1~11 章由刘新建撰写，第

12 章由房俊峰撰写，第 13 章由刘海啸撰写。王韶华副教授提供了第 11 章部分内容的初

始文稿，在此表示感谢！ 

除了在脚注中给出具体内容的参考文献，本书在每一章的末尾都给出了相应的主要

参考文献。有些文献影响了多处，没有一一标识；有些文献虽然没有直接参引，但是本

书作者曾仔细阅读过，或许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这里对所有列出或没有列出的参考文

献作者，都表示衷心感谢！陈锡康老师主编的《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基础》及陈锡康、杨

翠红等编著的《投入产出技术》是本书的两本主要参考文献，他们允许本书使用其中的

一些材料，在此对陈锡康老师及其他作者特别致谢！ 

梁建梅、郜杰、朱君叶、吴涛武、刘伟琦、赵云、陈文强等在书稿原稿的编辑、校

对等工作中做出了贡献，感谢他们！ 

作者的电子邮箱是 lxj6309@126.com，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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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章  绪    论 

方法论是每一门现代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学习者应当掌握专业领域已有的重要研

究方法。物理学有物理学研究方法论，数学有数学研究方法论。但工程或技术科学与基

础科学不同，其方法论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科理论研究方法论，一方面是科

学理论应用在实践领域的应用方法论。数量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实际问

题分析的方法论知识体系。 

技术与方法是同义词，把一门方法论学科叫技术还是方法是个人或众人的偏好。方

法就是做事的步骤过程，一种方法一般是一些步骤过程的共同特征概括而成。 

 1.1  经济学与数量分析 

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离不开数量，经济规律的表达离不开数学模型，人类社会经济关

系的准确表达必须建立在数量的基础上。谈到数学的重要性时，许多人喜欢引用马克思

的一句话：“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著名数

学大师希尔伯特在 1915 年也曾说过，凡是遵从科学思维并准备发展成为一门理论的研

究，能够也必须运用数学表达处理①。但是，必须同时记住：运用了数学不代表就达到了

完善的地步。当前的有些经济学研究文章，有的谈数色变，根本不用数学，有的滥用数

学，使经济学成了伪科学。 
传说，古希腊人对数的崇拜达到了极点，说“万物皆数”。“万物皆数”这一点对

物质世界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物质世界就是时空的统一体，物是时空的表现形式，

时空是可以度量的，从而物及物之关系都是可以测量的。经济学是关于与人类消费

相关的物的生产和分配的知识，所以一切经济关系在根本上都可以用数表示。但是

物质之体系，除了数还有形，即物质的内容，数是关于物质内容的，而纯粹的数是

—————————— 
① 王毓云. 数理经济学——数学与经济学的交叉. 中国科学院院刊，1995，（3）：20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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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义的，只有数有所指即数形一体才有意义。作为关于物的理论，如果把数与

形的关系搞错了，那么理论就成了谬误。理论≠真理。真理是不断被验证为正确的

理论。 

人类的一切消费归根到底都是对物的消费，生产任何产品都必须依赖于物。是物就

有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供求关系，而这个关系必须落实在数上。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就是“价值”的量的决定及运动。当然，经济学的研究

方法不仅有数量的方法，还有历史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从历史

发展的事实中寻找经济运动规律。所谓哲学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世界 一般的规律推

演经济和经济学发展的规律。哲学的方法有人称为逻辑的方法，这里的逻辑应该包括形

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数量方法、历史方法和哲学方法是不能孤立使用的，特别是数量方法的运用必须在

历史方法和哲学方法的指导下才不至于迷失方向，避免犯买椟还珠的错误。每一个给定

的经济数学模型都有其成立的给定历史制度条件，在长期分析中不能使用不变的数量关

系模型。相比于历史方法和哲学方法，数量方法适用于短期问题，但是在经济学话语体

系中，短期和长期具有相对性。首先，不同的经济数量关系的适用时期不同。例如，对

一个成熟经济体，其内部的贫富差距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如十年以上是比较稳定的，而

其经济增长预测模型只在两年左右效果较好。其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

中短期和长期是定性的，即所谓短期内存在数量不能改变的生产要素。这个界定只有一

般理论意义，实际中，不同生产要素的固定周期不同，因而在不同的时间长度内，短期

模型是变化的，并且在技术快速进步时期，生产函数本身的数学形式也处于变化之中。

再次，经济数量关系与物理量关系不同。物理量关系是精确的，即使如统计物理学和量

子力学中的变量关系也是精确的，而经济数量关系除了一些恒等关系只能是灰色的，即

使使用统计方法描述，其中的经济量和方程也是粗略的。经济测度结果只能是一个概略

数或灰数（不同经济量的概略度或灰度可能不同），甚至经济量概念本身就是模糊概念，

如广泛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概念的核算边界就是模糊的，

其内涵是不完全清晰的。但是，作为经济研究的模型方程却必须是确定的。 

数量经济学作为人类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中的成员，其性质与地位可以从现代人

类知识学科体系结构、经济科学学科体系结构和管理科学学科体系结构中来观察。 

图 1.1 是依据钱学森的科学技术知识分类体系理论制作的。钱学森把全部科学技

术知识分成四个层次，从上到下依次是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在包

括文化艺术和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中，“工程技术”可换成“技术方法”。技术方法包

括：工程（工艺）技术方法、管理技术方法、艺术技术方法、物质生活技术方法、精神

生活技术方法。数量经济学在这个体系中属于技术科学，其上方有多门基础科学学科，

主要的是数学和经济学，但是，具体的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属于第四层次——技术或

方法。技术科学是方法的原理依据。 

 



 第 1 章  绪    论 ·3· 

 

 
图 1.1  现代人类知识学科体系 

图 1.2 是经济科学学科的四个层次。经济科学的 底层是管理技术或经济研究方法，

这是因为，经济科学本身比管理学高一个层次。另外，经济科学不等于经济学，经济学

是经济科学的轴心，与经济学并列的是经济史学、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史学包括经济史

和经济思想史两个分支。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发展史和方法论分支，但不是核

心学科，一般是交叉学科，如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可以同时属于历史学科。实际上，不

同于自然科学，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有两个史学分支，一个是本学科的思想理论发展史，

一个是研究的对象领域历史（如法学的法律或法治史）。数量经济学属于经济科学的方法

论学科，但不宜认为是一门经济学，因为其本身的研究对象与经济学不同，只是经济研

究的工具学科。 

 

图 1.2  经济科学学科体系 

管理科学与技术学科体系如图 1.3 所示。这里称管理科学与技术而不是简单说管理

科学，是为了避免把管理技术或方法也认为是科学层次。在我国的学科划分中有管理科

学与工程。管理学本身是一门综合技术科学，其上方有众多的基础学科，如经济学、系

统学、政治学等，还有管理哲学；其下方则是各管理方向（控制、预测、计划和规制）

的技术方法。在管理科学与技术学科体系中，管理学研究方法、管理研究方法和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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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法是三个不同的方法或技术领域，因而管理科学方法论也应该分为这三个领域。不

过，管理学原理本身的实质就是管理方法论，所以在有些方面，管理学原理与管理科学

方法论是交叉的，如系统工程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管理史学可以分成管理制度史和管

理思想史。 

 

图 1.3  管理科学与技术学科体系 

 1.2  经济系统 

在经济和经济学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系统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但常被忽略。当研

究一个经济系统时，首先必须从时空维度上进行界定。空间即一定的地理范围，时间通

常是一个时期，并很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时期的长度根据研究的问题性质而定。

例如，历史问题可能上溯数十年及以上，规划或预见问题会前瞻十数年及以上，现实问

题则在数年之间或一年以内。一个定量模型或模型系统所涉及的时期一般是短期问题，

如三年以内，中长期问题也就在五年左右，超过十年的更长时期就不是单纯的定量模型

所能求解的问题了。 

在给定的时空范围内，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系统， 大的范围是其全部空间内以由

人组成的社会为中心的整体区域，也可能是其中的某个层次的子系统。例如，可以是一

个子区域、一个村庄、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家庭，也可以是一个产业、一组产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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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类社会组织，也可以是两个或多个子系统组成的有限多体系统。但是，无论如何，

人或人群是其中必不可缺的核心要素和活动主体。可是，在经济研究中，常常只看见物，

忘记了人。 

如果把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系统限定为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整体社会：地区或国家，

限定为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系统，则一个国民经济系统基本的系统结构如图 1.4 所示。对

一个社会，当研究其经济问题时，它就是一个经济系统①。 

 
图 1.4  现代国民经济系统结构 

在图 1.4 中，对应国外部门的部分叫“外部经济系统”，这样做一是方便用此图代表

合适的区域经济系统（如一个国家内的地区、不同国家组成的区域），二是因为一个国民

经济系统不都是用国界线来区隔的。例如，香港是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但是我国经

济系统的分析和描述中通常不包括香港，这从经济理论角度看，是因为香港与内地系统

的货币、税收、贸易体制都不相同，更主要的是基本经济制度不同。另外，对应于政府

部门的是公共服务部门，这样称呼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提供非市场公共服务的部门

不仅是政府机构，还有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或国际组织，如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和群众社团

组织、工会组织等。这些机构在古代社会中是非常稀少的。 

在图 1.4 中，有一模块叫“再生产出来的系统”，并标有“第 1t  期”，这是在动态

中观察经济系统的结果。对任何系统的完备描述都需要记叙文中的四要素：时间、地点、

人物和事件。对一个经济系统，时间通常是一段时期：一个月、一个季度或一年，地点

是该国的经济领土范围，人物在这里是五个部门（生产部门、家庭部门、公共服务部门、

外部部门和自然部门），事件就是经济活动。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一个连续进行的再生产过

程，不同的时期之间存在连接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经济再生产过程不仅是生

产的物质条件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关系的再生产过程。生产物质条件的再生产

就表现为生产资料存量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转移和新增生产资料的形成——投资

—————————— 
① 刘新建. 经济理论分析的投入占用产出模式.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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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资本形成过程①。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则是由收入分配过程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在根本上

又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决定，所以收入分配关系及结构不变，也就是所有制结构不变，

从而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就不变。从两个时期的连接关系看，一方面表现为物质关系——

投资，另一方面表现为财富占有关系——收入的使用和结余。在现代经济分析的研究问

题中，经济制度是设定的前提条件，在分析中是假定固定的，不发生根本变化。 

在五大部门中，自然界是纯客观的，从人的角度看是被动的，其他四大部门则都有

人在其中积极主动活动，而所谓的经济关系就是这四大部门的主体的关系。但是，在现

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资源、环境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已经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本书

第 8 章专门讨论一些与其相关的问题。在四大部门中，人一般都是一身二任甚至多任的。

任何一人，首先是家庭一员，即使处于社会保育院的孤儿和监狱中的囚徒，他们也处于

一个特殊的家庭中。家庭的基本经济职能就是消费，同时消费也是人本身及劳动力的再

生产过程。生产部门在市场经济中主要由企业单位组成，每个单位是一个决策单元。这

样的决策单元实际上包含两类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所谓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就

是他们之间的矛盾。而无论是所有者还是劳动者，他们又都属于各自的家庭。当然，这

里并不排除某些人既是所有者也是劳动者的双重身份，但这丝毫不影响对生产关系性质

的分析结论。在我国经济中，生产部门的资本依据所有者有五大类型：中央国资、地方

国资、集体资本、私人资本和外部资本。国资所有者在形式上是政府或国家，实质上是

全体国民。集体资本的所有者是全体集体成员。私人资本所有者形式上是个人，实质上

可能是家庭主要成员。外部资本的所有者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国家或集体。 

政府部门在经济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既是一个社会服务的生产者，同时，公共服

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由公众共同消费，其直接支付者是政府或其职能部门， 终支付者

仍是全体公民或居民。于是，政府作为全体公民的代表又表现为一个消费者。政府提供

的服务一部分是给生产者，一部分是给居民。 

在图 1.4 中，实线箭头表示产品或一般物质（如自然资源）的流动，虚线箭头表示

货币的流动。毫无疑问，本书所考察的经济是市场经济，即经济中的绝大多数产品都是

作为商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交换的，而且每一交换不是原始社会的物与物交换，而是以

货币为媒介进行的交换。劳动力也在劳动市场上完成与货币的交换。 
对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系统，五大类部门的每一个内部都是有一定复杂性的结构。生

产部门由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的产业部门组成，各个产业由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相互影

响的生产机构单位组成；公共服务部门有各种类型，如政府组织、政治组织、群众组

织、国家组织等；家庭部门有各种类型的家庭，如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集体性家庭等；

外部经济系统包括与本经济体有不同外贸关系的国家或地区经济体、不同经济制度类型

的经济体、不同国际组织的经济体等；自然界包括空气、土地、生物圈、水环境等。经

济系统的相关联系既包括五大部门之间的联系，也包括各部门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联

系。在经济研究中，考虑的联系都以由生产部门、家庭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组成的主系

统（图 1.4 中虚框内）的经济问题为中心进行筛选，择其要者予以恰当考虑。 

—————————— 
① “投资或资本形成”在这里仅是一个术语借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严格的资本理论概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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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描述的经济系统中尚没有金融活动的位置，金融机构在系统中只是作为一个

生产部门而活动。这里必须区分金融活动和金融服务部门的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金融活动本身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活动强度可以脱离实体而独自变化，其本身不生产

任何经济价值。既没有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也没有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总值或

增加值。金融服务部门的活动是经济系统的一个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服务的消费

者既有实体经济的生产部门（资本市场中介服务），也有消费者（如消费信贷），同时也

有金融活动本身。在本书的研究范畴中，金融部门是一个经济生产部门，可以称为金融

业或金融产业。 

关于金融一词，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理论界尚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基本上还限于

列举外延的水平。这里简单讨论一下。金融的硬核是货币，理解金融就得理解货币。在

商品社会中，一个社会的财富体现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绝对的金本位或金属货币时代，

社会的非货币财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准备交易的固定财富，一部分是准备或潜在

可能交易的活动财富（具体物质形式暂不论）。活动财富就是硬币的一个面，硬币的另一

个面就是货币。这时财富的两个面都是实在的财富，所以这部分财富的总值就是活动财

富或货币财富的倍加。但是，任何财富如果不具体消费就只是潜在的使用价值，具有损

失的风险。在现代经济时代，货币几乎完全是个符号或记账工具，其本身不再是真实的

财富，而只是一种财富的形式权利。这时，那枚硬币的财富价值就完全集中在活动财富

上，货币值只是其上面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的面值由金融活动的结果而定，是虚拟的。

金融活动的实质就是财富的这种形式权利的交易活动，金融市场就是这种形式权利的

（交易）市场。原始金融的目的只是为了实体交易权的暂时转借，是直接以实体经济交

易为服务目的的。这相当于金融市场的简单商品阶段。因为从金融财富到实体财富的变

换过程中存在风险，并且随着资本和商品经济运动复杂性的提高，这种风险在增大。于

是各种形式的风险分散方式就发展起来，这就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缘起，所以衍生金

融交易就是风险权交易。这个阶段就是金融市场的资本经济阶段。在这个市场上，没有

实体财富生产，金融资本所有者交易活动的目的就是占有更大的货币值。虽然这个货币

值只是一个符号，但是它同样具有两面性：获取实体财富的权利和财富荣誉感。于是金

融资本和实业资本的本质具有同一性：为更大的财富而生，从而同样可能达到疯狂的程

度，因过度脱离其社会基本功能进行运动而崩溃——发生危机，并且两种危机常常是相

伴而生。 

图 1.4 中底部引出的收入流是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连接线，其进一步流动将形成

再分配效应。金融运动的结果也是再分配效应。金融活动本体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 

 1.3  现代数量经济学的发展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经济学者就提出了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进行经济研究

和计划工作的设想。当时受苏联学术界的影响，称为经济数学方法与模型，引进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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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是涅姆钦诺夫的《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①。1979 年 3 月，在于光远倡导下，提出

了“数量经济学”的命名，成立了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后改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②。1982

年召开了讨论数量经济学的首届全国年会。 

数量经济学这个名词，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曾用过，当时美国密执安大学有个

数量经济学讲习班，主持人就是克莱因。其所说的数量经济学不限于经济计量学，还包

括广义经济数量分析中的其他非计量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目前在经济科学教育和研究中比较系统成熟和活跃的数量经济学学科有经济计量学、

投入产出分析、数理经济学、博弈论（可以划归数理经济学）、经济预测学等。新出现的

学科领域有经济物理学、经济动力学等。广义上，经济统计学也可以归属于数量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的内容从方法论角度分类有经济计量学（或称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分

析、经济 优化（包括运筹学）、经济控制理论与方法、经济博弈论……；从应用的经济

分析领域界定有经济预测、经济规划、经济系统分析、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

投入产出分析和凯恩斯经济学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同时代产生的三大经济科学领域，

它们的创建者除凯恩斯外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综合数量经济学的当前发展状态，可以将数量经济学定义如下：数量经济学是对经

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进行定量研究所用的方法或技术的知识体系，属于经济研究方法论学

科。这里的经济研究包括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应用研究。 

数学和信息技术是数量经济学研究和应用的基本工具。数学工具包括常用的微积分、

高等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随机过程、 优化数学（数学规划与变分或运筹学与控

制论），高深的内容包括微分动力学、数学物理方法、拓扑学、测度论与泛函分析、矩阵

理论……。以计算机为物质基础的信息技术提供了在经济研究中应用复杂数学模型系统

的可能性。有人认为，在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支持下，经济系统仿真也可以划到数量经济

学的范畴③，如系统动力学。 

1.3.1  经济计量学的发展 

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s）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1895—

1973 年）在 1926 年仿照生物计量学（biometrics）一词的结构创造的。该学科的创始人

除弗里希外，还有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1994 年）。弗里希和

丁伯根也是第一届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共同获奖人。 

1930 年底，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在美国成立了国际学术组织——经济计量学会，并且

从 1933 年起定期出版《经济计量学》杂志来推动经济计量学的研究。丁伯根承认，他们

发起这个运动就是为了和萧条作战。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

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 年）、美国经济学家亨利· L. 穆尔（Henry L. 

—————————— 
① 涅姆钦诺夫 B C. 经济数学模型和方法. 乌家培，张守一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② 乌家培. 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8，18（1）：1-4。乌家培

说，经济数学方法的全称是“在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 

③ 乌家培. 数量经济学若干问题.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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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e，1869—1958 年）和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1893—1938 年）等为了适应

控制价格和需求的必要，开始对计算需求弹性的实际数值进行探索，这已经是现代经济

计量分析工作的部分内容。 

一般把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分成古典经济计量学和非古典经济计量学两个阶段，分界线大

致在 20 世纪 70 年代。非古典经济计量学也称现代经济计量学，形成了系列分支，如微观经

济计量学、非参数经济计量学、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面板数据或空间经济计量学等①。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计量学诞生之初，其研究多限于计量方法的探讨，实际计量分

析工作还较少，且多集中于需求分析，能够算做实际宏观经济计量分析的只有丁伯根关于

美国经济周期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等不断提高丁伯根开创

的宏观经济计量的规模和深度，到 60 年代形成一个向企业出售经济计量预测服务的兴旺

行业。为了改进实际经济计量研究的效果，西方经济计量学家持续在计量方法技术上下工

夫，除了增加拓展模型、扩充数据库、改进软件包以外，在估算方法上也有不少进展。 

普通 小二乘法是经济计量研究 常用的参数估计方法，但该方法只有在客观真实

情况可以用标准线性模型代表时，才能成为 佳线性无偏估算式。所谓标准线性模型是

指只有因变量是随机变量，自变量则是一套在重复抽样时保持不变的固定数值；因变量

的随机误差是正态分布，其均方差是常数，并且不存在序列相关；各个自变量之间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但客观实际情况常不符合这样严格的标准条件，1970 年以后，经济计量

学家为此设计出种种特殊估算方法来应对，如广义 小二乘法、两阶段及三阶段 小二

乘法、工具变量法、协整分析等。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荷兰经济计量学家佳林·C. 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

1910—1985 年）就指责不根据经济理论而直接从时间数列计算出的依赖先行指标指数为

“没有理论的计量”，但近年来一些经济计量学家也把不依赖经济理论的时间数列分析当

作经济计量分析。 

1.3.2  投入产出分析的发展 

投入产出分析是由俄裔美籍经济学家沃西里·W. 里昂惕夫（Wassily W. Leontief，

业内有时候也称为“列昂惕夫”）②所创立，又称投入产出技术或投入产出法，还曾经被

称为产业关联分析、部门联系平衡法，是以经济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为核心进行经济分

析的方法知识体系。 

里昂惕夫于 1936 年在美国期刊《经济统计评论》上发表了《美国经济系统中的投入

与产出数量关系》一文③。这是投入产出技术中发表 早的论文。1941 年，哈佛大学出

—————————— 
① 李子奈，潘文卿. 计量经济学. 第三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5 

② 里昂惕夫 1906 年出生于俄国。1925 年于苏联圣彼得堡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毕业，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题

目为“Learned Economist”，1928 年于德国柏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到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任助理研究员，1930 年移居美国，1932~1975 年在哈佛大学工作，1975 年以后在纽约大学工作。1999

年逝世。1928~1929 年，里昂惕夫受德国政府委派，任中国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经济顾问。 

③ Leontief W W. Quantitative input and 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36，18（3）：10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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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出版了里昂惕夫的著作《美国经济结构，1919~1929》一书①。该书系统地论述了投

入产出技术的原理和方法，并利用美国发表的统计资料编制了美国经济 1919 和 1929 年

投入产出表，是第一本投入产出分析专著。1948 年里昂惕夫在哈佛大学建立哈佛经济研

究项目组（Harvad economic research project），培养了一批投入产出学者。 

任何科学思想和方法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背景和渊源。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被称为 30 年代“大萧条”。这个事件也为现

代经济学的突破发展带来了契机。危机之后，现代经济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宏观经济

学、经济计量学和投入产出分析同时期诞生。如前提到，国际经济计量学会 1930 年底成

立，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 1936 年出版，里昂惕夫的第一篇投入产出分

析研究论文在同一年发表。 

从经济分析思想来源看，里昂惕夫的发明有苏联经济计划方法的影子②。十月革命以

后，苏联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要求政府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的

发展。在此背景下，1924 年，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苏联中央统计局编制了 1923/1924

国民经济平衡表并出版了一本专著，其中包括各种价值平衡表，如社会产品生产和分配

平衡表、国民收入平衡表、部门间产品生产和分配平衡表及实物平衡表等。在这些表中

提出了以棋盘式平衡表的形式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种主要产品的生产与消耗之间

的平衡问题。里昂惕夫对苏联的这些工作有深入了解。他在 1925 年离开苏联以前所发表

过的一篇论文③中，曾说明以 Popov 为首的一批俄国统计学家构造了一个简单的国民经

济核算体系，由此进行部门间联系分析研究等问题。另外，里昂惕夫明确指出，他的发

明受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启发，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实证应用方法④。 

西欧国家和日本于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开始编制投入产出表，继而很多发展中国家

也着手编制投入产出表。据不完全统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编制投入产出表的国家

有美国、英国、丹麦、荷兰、挪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七个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

发达国家如日本，发展中国家如埃及、马来西亚、赞比亚等，以及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

也都开始编制投入产出表。20 世纪 50 年代末，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对在经济研究和计

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等曾有抵制和批判，以后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美

国、英国、日本等国成功应用投入产出技术的影响，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这种状况开

始扭转。苏联在涅姆钦诺夫院士带领下，开展了应用数学方法和编制投入产出表的工作⑤。

到 60 年代初，世界上编制投入产出表的国家超过 40 个⑥。1979 年前世界上约有 90 多个

国家编制过投入产出表，2000 年以后有 100 多个国家曾经编制和应用投入产出表。目前，

世界上只有一些经济不太发达、国际贸易不太重要的小国没有编制过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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