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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为经济学是借鉴心理学相关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手段，结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吸

收，所发展起来的对现实经济活动进行解释和预测的一门社会科学。行为经济学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步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行列，是西方经济学发

展的新方向。为了突破已有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局限性，行为经济学借鉴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原

理，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将心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模型之中，考察在心理因素的影响下，

经济行为的特征与规律。前景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主张经济当事人是通过损益来

评价决策结果，这种损益评价显著依赖于参照点的选择，即更在意相对水平而非绝对水平。

启发式认知偏向与框架效应则是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损失厌恶、锚定效应与过度自信则

是前景理论观点的三个表现。 

行为经济学研究学者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美国，其次是中国和英国学者。已有一大批

学者获得诺贝尔等顶级荣誉，反映出行为经济学已经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接受和认可。从全局

的热度来看，social economics等是行为经济学整体持续关注的热点。economic model、selection 

bias等则是最新兴起的研究领域。近期关注的重点则是集中在 network games、economic model、

selection bias、vote buying 等领域。未来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将会朝着行为经济和行为金融理

论的构建、促进心理学传统和实验经济学的融合、跨学科交叉研究等方向发展。 

行为经济学应用广泛，在如今崇尚人工智能的时代，行为经济学理论能够为人工智能中

存在的未知、不确定等提供可行的路径。例如亚马逊、苹果等公司等网络营销网站，易趣课

堂、MOOC 等网络学习平台，Uber、滴滴等共享交通中都充分借鉴了行为经济学的优势和

特点。研究根据交叉创新笛卡尔智能分析对两个领域进行交叉分析，其中，动态规划和人工

智能是结合最为紧密的两个领域，主要分布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研究所、波士顿大学

等研究机构中。研究认为，人工智能会代替未来很多人的工作，能解决一些结果不确定性的

问题，即引用各种模型来帮助进行判断和决策，提高原来判断的准确性。但是，人工智能不

会替代人的思考，人的思考会考虑到自身的所有权，因此人工智能和行为经济学的融合势必

将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赢得更精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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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篇 

1.1 行为经济学产生背景 

最早的西方经济学思想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色诺芬、柏拉图的经济论述，之后经历了

威廉·配第、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以

及马尔萨斯、萨伊和约翰·穆勒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然后到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创

立以及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再到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的发展，

最后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理性人”假设和均衡分析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理论宏图。经济学的基本意义是对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进行解释和预测，然而，近几

十年来，现实经济活动中出现许多传统经济学“失效”的现象，行为经济学正是基于传统经

济理论的局限性逐步得到发展。 

行为经济学是借鉴心理学相关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手段，结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吸

收，所发展起来的对现实经济活动进行解释和预测的一门社会科学。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是

有限理性的。其行为决策并不符合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下的贝叶斯法则，即并不能总

是达成完全理性状态下的最优解，而是会受到直觉、背景、情感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个体的

决策过程存在启发式认知偏差、框架效应等特征。行为经济学与传统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从属

的关系，可以将它视为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演进与发展。随着行为经济学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

界的广泛探讨和不断发展，其相较于传统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经济世界的优势愈加明显，在

多个学科领域都得到了拓展应用。 

实际上，关于行为经济学的思想早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便已有所体现，凯

恩斯在其经典著作中也有关于心理倾向和非理性的论述，并提到了人的“动物精神”，只是

并未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关注。如果从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维斯基的经典论文发表算起，

行为经济学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至今已有大量的行为经济学著述涌现，涉及到从

经济学基本理论、实验经济学、管理学到神经经济学、博弈论、金融学和制度经济学等众多

领域。进入 21 世纪以来，有乔治·亚瑟·阿克洛夫、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托马斯·谢

林、彼得·戴蒙德等多位行为经济学家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行为经济学推动

经济理论迈上了新台阶，正在成为国际最前沿的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 

1.2 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学 

传统经济学基于完全理性的假设，将参与经济决策的行为主体视为冰冷的“信息处理机

器”，认为行为主体能够获取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且具备完美的评算和推理能力。也就是

说，传统经济学将心理因素视为经济决策的内生变量，认为心理因素不会对经济决策产生系

统性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完全理性下的经济学模型对于许多经济现象

的解释力日趋乏为，已有的经济学模型无法有效地解释行为主体的非理性行为。 

为了突破已有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局限性，行为经济学借鉴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基于

有限理性的假设，将心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模型之中，考察在心理因素的影响下，经济行

为的特征与规律。但行为经济学对于心理学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借鉴，而不是对其理论的机械

移植，心理学的引入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手段，它自始至终都是为经济学不断拓展其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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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解释力而服务。在考察心理因素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时，行为经济认知心理学“信息加

工”的思想，将行为主体“心理决策过程”的作用流程转化为“信息加工的过程”，着重分

析心理因素对于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以此提出与现实决策相匹配的描述性模型。 

图 1 行为经济学与认知心理学关系脉络 

1.3 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阐述 

1.3.1 对传统经济学的有力质疑：有限理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中，人是没有任何情感、利他和直觉等因素的“理性人”，

把人描绘的就像机器一样，这一假定与现实中的人并不相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

假设的 3 大基础：人的纯粹自私利己、无限的信息处理与计算能力、完备的外部信息，赫伯

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得出，经济活动中的

当事人在决策时面临两大约束，即复杂的外部环境约束和自身认知能力有限的约束。因此，

当事人不能满足“理性人”的标准，而且无法准确知悉自身的偏好序。即使每一次选择的成

本和收益可以精确地计算，也很难实现理性假设下的最优决策。那么，经济活动中的决策者

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说在一定程

度上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西蒙认为由于人个体自身知识的局限以及个人和社会关系

的局限，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人是有限理性的，其决策及行为并不能总是依照新古典理论中效

用函数所表述的达成客观上的最优解。 

关于有限理性还有一种值得参考的观点，把有限理性分三个层次或者方面来理解：第一，

从哲学思想出发的疑问，理性能认识什么？不能认识什么？即认为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这

种理解也得到了哈耶克（Hayek）的认同；第二，类似于西蒙的观点，即人本身的认知局限

和环境约束导致了有限理性，这一层面的观点是经济学家探讨最多的；第三，有限理性是人

们“理性的选择”，该观点认为由于信息成和心智成本的存在，经济个体权衡了达到完全理

性所要付出的各种成本以及能获取的收益差异，主动放弃经济意义上的理性，最终其行为决

策依然是有限理性。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都

遭到了有力质疑，从经济理论的符实性要求来看，有限理性假说显然更符合现实中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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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理论的核心基础：前景理论 

在西蒙之后，多位经济学家都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质疑，并对传统

经济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批判。斯托维斯基认为显示性偏好理论不能支撑个体决策模型，他

认为经济学研究应该引入科学实验，通过对行为和人本身的观察来研究，应当注重心理学事

实，他通过一系列实验指出，人们的行为目标受到来自某种内在激发（arousal）的影响；乔

治·卡托纳主张通过主观心理来分析宏观经济波动，他认为预期决定着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

而预期则取决于人们的心理因素，为研究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路和方

法，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密歇根大学著名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建立就是基于他的这一研

究的。 

不过，行为经济学直到卡尼曼和特维斯基 1979 年发表《前景理论》一文才真正兴起。

经济学分析的核心问题或起点是“选择”——经济当事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之前的一

些经济学家虽然明确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决策模型与现实不符，但是并没有提出合理的

选择模型，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则对此给出了明确解答。他们首先运用大量实验证明了新古典

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与心理事实不符，然后基于前景理论提出了价值函数和概率权重函

数，以此作为全新的效用函数，来论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现实决策过程和机制。 

首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在其前景理论中建立的价值函数与新古典经济学评价结果时采

用的效用函数不同，他们认为经济当事人是通过损益来评价决策结果，这种损益评价显著依

赖于参照点的选择，即更在意相对水平而非绝对水平。另外，当事人对损益的评价是递减的。 

关于在面临不确定条件时的概率分布，前景理论认为当事人的主观概率结果可能与客观

概率结果不一致，因此设置了一个权重函数来表达这种评价，在此基础上构造的概率权重函

数就是非线性的，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线性概率权重函数。 

总的来说，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前景理论可提炼出 3 个要点： 

 前景理论首先指出偏好的完备性、传递性公理与心理事实存在出入，人们的实际决

策遵循启发式原则，而且存在框架效应的影响，人的“完备理性”假设是不成立的。 

 人们对于决策结果的评价与参照点有关，即损益的相对水平要比绝对水平更能引起

人们的关注。 

 价值函数在收益区间和损失区间分别是凹函数和凸函数，同时也存在显著的损失厌

恶特征。 

在前景理论的基础上，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以及更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展开了大量的后续研

究，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行为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界获得了重要地位。 

1.3.3 理论的内核：启发式认知偏向与框架效应 

行为经济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人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决策。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前景

理论给出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可以视为经济当事

人对不同的前景（prospect）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可以简化为两个阶段：首先，当事人通过

不同的“启发式”程序对前景进行编辑，进而生成对不同前景的简单表示，以便进行评估；

其次，在编辑的基础上，依照价值函数评估不同的前景进行选择，做出决策，整个过程存在

两个关键的特征：启发式认知偏向和框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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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发式认知偏向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认为，经济当事人在进行选择时普遍采用“启发式”的决策程序，当

事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而且由于计算能力的有限和心智成本的存在，当事人更倾向于通过

直觉、推断的方式进行选择。“启发式”决策可以分为 3 类模式： 

 代表性启发模式：该模式指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时，倾向于假定未来的

情形和结局会重复或者类似于以往具有“代表性特征”的案例，从自身经验或者过

往事例中寻找与当前情景类似的“代表”作为决策依据，忽视事件本身发生的基本

概率； 

 可得性启发模式：它描述的是个体决策时的概率估算与其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有关，

潜意识认为熟悉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更大；由事件的可追溯性、被搜索集合的有效性、

想象力、幻觉相关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为可得性偏向的四种表现形式。 

 锚定与调整启发模式（锚定效应）：人们在对特定事件进行估算和判断时，很容易

将最近接触到的某一数值作为参照点，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从而得出答案，这种与

现实情境无关的因素就像“噪音”一样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评价。 

经验规则在“启发式”决策程序中经常被应用，就像“拇指规则”一样。由于自身能力

局限、环境约束或者心智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很难去依照贝叶斯法则

寻求最优解，而是倾向于通过直觉和推断，加以力所能及的运算进行选择。那么，由于这种

“启发式”决策偏向的不完全理性，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认知偏差，进而出现行为决策与理性

条件下最优结果偏离的现象。 

（2）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指人们对一个客观上相同的问题的不同描述导致了不同

的决策判断。框架效应的概念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于 1981 年首次提出。框架效应的典型例

子如“亚洲病”问题。框架效应说明经济当事人的决策依赖于情景和描述，或者将其称作背

景依赖，即形式的变化影响个体的偏好和决策，由此导致人们的行为决策出现与完全理性下

决策不符的偏差。 

1.3.4 理论的具象：损失厌恶、锚定效应与过度自信 

前景理论中一些典型的论点具象化，可以分为损失厌恶、锚定效应与过度自信 3 个现象

阐述。 

（1）损失厌恶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损失厌恶有过描述，它是指对于经济当事人而言，在绝对量

相同时，损失带来的痛苦超过收益产生的快乐。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通过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

刻画了消费者的损失厌恶心理。传统的消费理论假设人们对不同商品的偏好不受个人现有禀

赋或消费经验的影响，而前景理论假设各种不同形式的偏好依赖于参照点，即人们在已有消

费基础上承受损失的厌恶远远胜于从增加的新消费品中所得的快感，这在无差异曲线上表现

为位于初始禀赋点（参照点）上的一个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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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是人们在对某人某事做出判断时，易受第一印象或第一信息支配，就像沉入

海底的锚一样把人们的思想固定在某处。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沉锚效应普遍存在于生活的

方方面面。第一印象和先入为主是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式。 

1973年，卡纳曼和特沃斯基指出，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常常过分看重那些显著的、难忘

的证据，甚至从中产生歪曲的认识。1974年，卡纳曼和特沃斯基通过实验进一步证明锚定

效应：首先让一组实验对象看着标有0-100数字的占卜轮转到的某一个点，然后让其比较联

合国中非洲国家的数量与所看到的数字的大小，再给出其猜测的确定值。虽然占卜轮的数

字是随机的，但是实验结果却显示被试者给出的猜想结果受到这一数字的显著影响。这一

现象说明人们在认知和判断时会受到某一参照点的影响，其所处的情景或者脑海中难忘的

例子会影响心理状态并决定认知和判断，进而产生行为决策上的偏差。 

（3）过度自信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能力和所能获得的知识的准确性存在过度自信。

具有成功经验的交易者会高估其对于成功的贡献，并由此产生持续膨胀的自负。人们在经验

性环境下对自己的判断一般都表现出过度自信的特征。个人的自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

人经验对于决策的影响，由过度自信引发的市场现象便是反应过度，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

会偏离其基础价值。另外，与反应过度相对的是反应不足现象，表现为市场个体对于某些重

大信息反映迟缓、滞后，这两种因素都会导致市场出现波动。 

1.3.5 理论的衍生：行为博弈论  

和传统博弈论不同，行为经济学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

行为的非理性的情感因素。行为经济学家为了弥补传统博弈论理性人假定的不足，他们提出

了“行为博弈论”。与传统博弈论相对，行为博弈论考虑人类非理性因素，研究参与人实际

上做出什么行动。 

根据Einstein对理论方法的定义，作为研究不同信息条件下行为人如何进行互动决策的

经济理论，博弈论应当尽可能准确地预言和解释经济现实活动；当经济现实与理论模型的

结论不一致时，研究者的工作方向就是改造模型，提高其实证效用。这一思潮引致了行为

博弈论（behavioral game theory）的出现，其最初的研究对象就是现实行为人对标准博弈论

预测的背离现象。 

标准博弈理论的“经济理性”假设假定了现实行为主体能力以外的复杂思维过程，假

设所有博弈参与者都符合三个条件：其一，策略思考（strategic thinking），即在对其他参

与者将如何行动的分析基础上形成信念（beliefs）；其二，最优化（optimization），即对于

给定信念选择最优反应；其三，均衡（equilibrium），即参与者调整信念和最优反应至达成

相互一致。但是，现实的博弈参与者并不都是经济理性的，并且，由于博弈参与者是相互

影响的即使只有极少数的博弈参与者违背经济理性，其他理性参与者的行为也会随之改

变，理想化均衡也同样无法实现。因此，经济现实并不能满足标准博弈论对博弈参与者的

假定条件。为了延伸博弈论对现实活动的解释，应当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

前提下重构标准博弈论。如果说，标准博弈论提供了有关经济理性的行为人如何行动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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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那么，行为博弈论就试图探讨行为人如何在理想的经济理性和现实的有限理性之间进

行折衷，以求达到准确解读有限理性的行为人在现实约束中如何行动的目的。 

作为实验经济学与标准博弈论的融合，行为博弈研究，尤其是正式模型的构建遵循三个

原则，即精确性（Precision）、一般性（Generality）和实验规则（Empirical Discipline），其中

精确性和一般性是博弈论的基础标准，而实验规则是实验经济学的基石。 

（1）精确性 

由于博弈论的研究结果表现为对未来的明确预测，因此研究者不难发现对标准理论背

离的实例。许多实验文献都报告了与博弈模型的标准研究结论相背离的实验数据，而困难

之处在于以这些实验数据为基础构建与标准博弈论精确性相当的理论。行为博弈研究希望

用1-2个自由参数表示差异化行为人的行为灵活性（Behavioral Flexibility），同时用具体数

据（而不是主观直觉）来说明参数价值。 

（2）一般性 

标准博弈论均衡分析广泛影响和应用的原因是其使用通用数学语言并适用于多种不同

的博弈类型，行为博弈研究也试图获得与标准博弈论类似的一般性。虽然许多心理学研究

者认为行为与特定情境相关，不可能用一种普遍理论说明所有情境，行为博弈研究仍然致

力于探寻一种适应尽可能多的博弈类型的一般行为理性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寻求一般

性的过程中，符合多个不同数据类型的典型模型并不一定具备一般性，而仅能够部分完成

一个一般性模型所要达成的目标。 

（3）实验规则 

行为博弈研究的基础数据基本都是经由实验取得。博弈实验对博弈预测的敏感因素进

行了严格的控制，包括博弈参与者知道什么、什么时候行动、各自的支付是多少等等。如

其他的实验室科学一样，博弈实验的关键在于通过实验控制来区别哪种理论更加有效，然

后再使用该理论进行一般事件的研究。行为博弈研究就是要在标准均衡概念失效的情况

下，以实验控制为主要手段，实验数据为基本依据，通过不断地试错与修正建立能够对博

弈参与者的未来行为进行准确预测的理论。 

1.4 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 

⚫ 20 世纪 70 年代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些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合作，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

新的认知心理学理论，系统研究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和经

济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在研究中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以效用

函数的再造为核心，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体选择模型，

将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经济科学结合起来，不再单纯地仅用外界因素来解释人们复杂的决策

行为，而是考虑他们决策时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并激发了其他行为经济学家把相关研究领域

拓展到经济学的各主要分支，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行为经济学”流派。 

 



 

9 

⚫ 20 世纪 80 年代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以理查德·泰勒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始沿着卡纳曼和特沃斯

基研究的方向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成果，如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

梅·斯德特曼（Stateman）、谢夫瑞（Shefrin）、德·庞特（DeBondt）、爱德华兹（Edwards）

等。1986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经济学研究会议上，多数论文都运用了心理学的方

法和理论来解决经济学问题。该次会议的召开是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件。 

⚫ 20 世纪 9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由卡尼曼和维特斯基等人引领的行为经济学思潮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

认同，并逐步吸引了众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行列。与此同时，大学校

园的学生也开始表现出对行为经济学的浓厚兴趣。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加州理工、

普林斯顿等许多著名学府都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并在顶级的经济系、商学院开设相关的主

干课程。在权威杂志和国际学术会议上，行为经济学也成为了热点议题。众多优秀经济学家

的投身和参与表明行为经济学已汇入经济学的主流。 

⚫ 21 世纪 

2002 年 10 月 9 日，行为经济学的先驱者丹尼尔·卡纳曼因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

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卡纳曼运用心理科学对传统经济学研究进行了大胆创新，分别对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无

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等三个假定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开创了行为经济学研究新领域。至此，行为经济学的

重要地位得到确立并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发展时期，行为经济学步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行

列，并代表着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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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才篇 

2.1 行为经济学专家迁徙及分布 

 

图 2 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学者全球分布 

全球学者区域分布如图 2 所示，可以发现，行为经济学相关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北美、欧

洲和东亚地区。总的来看，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属第一

阶梯。中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属第二阶梯。国内学者分布如图 3，相关学者主要集中在

北京，东南沿海地区分布也较多，这与当地高校数量及质量以及开放程度有重要关系。 

 

图 3 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学者国内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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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行为经济学各国人才流动顺逆差图 

AMiner 基于全球行为经济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1000 人的迁徙路径绘制了各国学者流

动顺逆差图，如上图所示，美国人才流动最为频繁，英国、加拿大、德国和中国次之。其中

美国和中国人才迁入量大于迁出量，英国、加拿大和德国人才迁出量大于迁入量。 

2.2 行为经济学代表专家 

AMiner 基于发表于国际期刊会议的学术论文，对某一领域内专家进行深入挖掘，并按

照相关度和影响力等对专家进行排序和分类。排序规则参考 H-index、paper、citation、专家

所获得的荣誉、任职机构排名、专家 Activity、Sociability、Diversity 等，将该领域专家划分

为领军人物、中坚力量和领域新星。 

2.2.1 领军人物 

（1）国外 

⚫ 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 

 

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1940 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州纽黑文；1962 年，在

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4 年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曾担任伦敦经济学院货币

银行专业的经济学教授、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布鲁金斯小组经济问题高级顾问和

美国经济联合会副主席；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因运用不对称信息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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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获得 200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的理论研究范围集中在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贫困和失业以及种族歧视、

犯罪、家庭问题等，在这些领域都有着大量的研究文献发表，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不完全信

息论。他于 1970 年发表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首先提出信息不对

称和逆向选择。这篇文章具有典型的开创性特点，介绍了一种简单但深刻且普遍的观点，并

对无数有趣的观点进行了广泛的运用，成为信息经济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奠定了他获得

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础。 

阿克洛夫对市场和信息不对称的分析对现代微观经济理论意义深远。他把信息经济学引

入经济学领域，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他的模型可以被用来解释许多抵消信息不对称负效应

的社会制度的出现，深化了我们对真实市场现象的了解，改变了经济学家对市场运作方式的

认识，动摇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他提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促进了具体的信息市场发展

为解决不完全信息问题的市场，使市场达到产出的社会效率水平。其他学者使用和扩展了他

的模型，用于分析组织和制度，以及诸如货币和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问题。如今，不完全信

息模型已成为经济学家工具库里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与此同时，阿克洛夫关于失业理论方

面的研究也相当深入，他采用效率工资模型解释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原因。 

以下是我们利用 AMiner 数据库对其论文进行挖掘，选取 citation 最高的几篇文章： 

⚫ 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 

 

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1946 年生于底特律，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系

著名教授，当代行为金融学的主要创始人；被视为新兴凯恩斯学派成员之一；2013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主要研究兴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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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希勒1972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曾获1996年经济学萨缪森奖

（Paul A. Samuelson Award），2009年德意志银行奖（Deutsche Bank Prize）。希勒教授也是

顾景汉奖学金（Guggenheim fellowship）获得者。目前是卡魏施有限公司和宏观证券研究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希勒教授在经济学的研究工作遍及金融市场、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不动产、统

计方法以及市场公众态度、意见与道德评判等领域。需要特别指出的，希勒教授是行为金

融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有别于传统金融学研究中“理性人”假设，行为金融学研究侧重

于从人们的心理、行为出发，来研究和解释现实金融市场中的现象。目前，行为金融学已

经成为金融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和部分结论已经得到越来越

多的专业人士的认可。 

希勒教授著作颇丰，除了在各种经济学与金融学权威杂志上发表的大量学术性论文

外，希勒教授还有许多专著问世。在他1989年撰写的《市场波动》（Market Volatility麻省理

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希勒教授对投机市场的价格波动作了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

而在其1993年写的《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Macro Markets: 

Creating Institutions for Managing Society’s Largest Economic Risks，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

版）则提出了多种新的风险管理合同，如国民收入与不动产期货合同，引领了一场适应现

代人生活水平的风险管理领域的新的革命，此书获得1996年美国教师保险与年金协会-大学

退休证券基金萨缪尔森奖。尽管这两本著作中大量的金融术语以及高深的数学工具令大众

读者望而生畏，但其学术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 

 

  

他们二人因为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开创新工作，获得 2002 年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 

http://wiki.mbalib.com/wiki/%E8%A1%8C%E4%B8%BA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8%90%A8%E7%BC%AA%E5%B0%94%E6%A3%AE%E5%A5%96&action=edit


 

15 

丹尼尔·卡尼曼，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尼曼 1954 年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获得心理学

与数学学士学位，1961 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以

色列希伯来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自

1993 年起，卡尼曼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他较为关注工作心理的

判断和决策,以及行为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其研究兴趣如下： 

 

弗农·史密斯，实验经济学之父，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1927 年出生于美国堪

萨斯州的威奇托，1955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拥有普度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和亚利

桑那大学教授头衔。自 2001 年起，史密斯担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他是

该学校第二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1986 年该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因公共选择理论获

奖。资本理论、金融、自然资源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领域是其关注点。主要研究兴趣如下： 

 

⚫ 查德·塞勒 （Richard Thaler）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因其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获 2017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他是经济学的奠基者，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重要先驱者，是继丹尼

尔·卡尼曼后第二位因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其主要研

究兴趣如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6%9E%97%E6%96%AF%E9%A1%BF%E5%A4%A7%E5%AD%A6/4008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C%E4%BC%AF%E6%9D%A5%E5%A4%A7%E5%AD%A6/79565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5%9B%BD%E5%8A%A0%E5%88%A9%E7%A6%8F%E5%B0%BC%E4%BA%9A/127595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F%E5%85%8B%E5%88%A9/17317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E%E9%AA%8C%E7%BB%8F%E6%B5%8E%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7%BB%8F%E6%B5%8E%E5%AD%A6%E5%A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0%AA%E8%90%A8%E6%96%AF%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0%AA%E8%90%A8%E6%96%AF%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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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建立了新的研究框架来理解和预测经济决策行为。塞勒的贡

献主要包括建立心理账户理论、计划者－执行者模型、有限理性行为的实证方法、自我控制

问题的新框架以及在社会偏好研究中取得的主要成果，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公平在价格决定

和个人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塞勒提出以行为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如

何帮助经济主体进行更合理的决策。 

塞勒在过去近四十年的研究中，在理论上和实证方法上为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所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工具帮助了解和预测人类的经济行为，并产生了明显

的累积效应。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在激发大量研究者发展完善相关理论和实证检验方法的同

时，也帮助这一传统的边缘领域转化为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领域。 

以下是我们利用 AMiner 数据库对其论文进行挖掘，选取 citation 最高的几篇文章： 

⚫ 托马斯·谢林 （Thomas C. Schelling） 

 

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在 2005 年与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共获诺

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兴趣如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7%BB%8F%E6%B5%8E%E5%AD%A6%E5%A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7%BB%8F%E6%B5%8E%E5%AD%A6%E5%A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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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出生于 1921 年，30 岁时谢林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

位。之后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达 20 年。此后，他在美国马里兰大

学公共政策学院和经济系担任教授，并获得退休名誉教授称号。 

谢林的著作为博弈论（乃至整个经济学）带来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谢林意识到，理

论应该关注行为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不能仅仅关注人性的功利。他将自己对政治学、

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洞见融入到博弈论的分析之中，以避免理论对现实的抽空。因而，同大多

数博弈论分析相比，谢林的博弈论思想拥有丰富得多的社会内容。例如，他很早就意识到，

行为体选择特定战略不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声誉的目的，它也同行为体遵循某些道德原则、

建立自尊或表现宽容和慷慨等考虑紧密相连。他最著名的书是《冲突与微观世界策略》和《宏

观行为》。 

⚫ 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代交叠模型的提出者。其主要研究兴趣如下： 

 

彼得·戴蒙德生于 1940 年，1960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数学学位；1963 年获得麻省

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近 40 年的经济学研究生涯中，戴蒙德教授曾担任多家国际权

威经济学杂志的编辑或副主编，经济计量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戴蒙德教授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

题等领域中，著述甚多，颇有建树。戴蒙德对于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做出了开创性的贡

献，特别是他建立的世代交叠模式，在研究债务问题、最优税收问题以及推动现代动态长期

宏观经济分析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20 世纪年代以来，戴蒙德提出了一套搜索均衡理论，

把总供给总需求、货币、价格、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商业周期等重大问题纳入一个完整的理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7%BB%8F%E6%B5%8E%E5%AD%A6%E5%A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4%BB%A3%E4%BA%A4%E5%8F%A0%E6%A8%A1%E5%9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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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社会保障问题也是戴蒙德关注的问题之一，他的许多观点不仅在理论界影响很大，

而且对于美国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在当今美国和国际经济学

界，其是一位相当活跃、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 

⚫ 科林·凯莫勒（Colin F. Camerer） 

 

2017 年 9 月，因对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荣获经济学领域 2017

年度“引文桂冠奖”。其主要研究兴趣如下： 

 

科林·凯莫勒出生于 1959 年，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著名行为经济学家，《行为博

弈》一书的作者。凯莫勒于 1977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于 1979 年在芝加

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随后于 1981 年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 

凯莫勒主要从事经济学与认知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这一研究旨在从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

层面更好地理解个体决策制定的基础，以此来提升经济行为模型的真实性。在凯莫勒的研究

中大量使用了实验方法（有时也使用现场实验），以此来考察人们在博弈及市场环境下究竟

是如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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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利用 AMiner 数据库对其论文进行挖掘，选取 citation 最高的几篇文章 

（2）国内 

⚫ 汪丁丁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教授，是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士（1982 年）、

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1984 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 年），也是浙江大学跨

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

委员会主席、《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和《财经》杂志学术顾问。 

汪丁丁倡导“个体生命的自由”，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数理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学哲学、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博弈

论基础、微观经济理论、资本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等。 

 

曾发表论文《演化社会理论引言》、《跨学科的范式》、《凸性与均衡稳定性》；出版

著作《盘旋的思想》、《情境笔记》、《在市场里交谈》等。2016 年 1 月 29 日，汪丁丁作品《行

为经济学要义》入选“2015 年度影响力图书”推荐年度财经类作品。 

⚫ 叶航 

 

叶航，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跨学科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经济与文化研究

中心副主任、《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副主编。 

长期致力于经济学跨学科研究，涉及领域包括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

与神经伦理学、演化博弈论与演化动力学、演化心理学、社会生物学、人类社会行为的计

https://baike.sogou.com/v51149.htm
https://baike.sogou.com/v51149.htm
https://baike.sogou.com/v114023.htm
https://baike.sogou.com/v70932.htm
https://baike.sogou.com/v68708517.htm
https://baike.sogou.com/v143419.htm
https://baike.sogou.com/v58877975.htm
https://baike.sogou.com/v65454352.htm
https://baike.sogou.com/v67613819.htm
https://baike.sogou.com/v67895410.htm
https://baike.sogou.com/v70036.htm
https://baike.sogou.com/v651765.htm
https://baike.sogou.com/v82110.htm
https://baike.sogou.com/v68854203.htm
https://baike.sogou.com/v71057841.htm
https://baike.sogou.com/v71057833.htm
https://baike.sogou.com/v128723507.htm
https://baike.sogou.com/v128723507.htm
https://baike.sogou.com/v64520791.htm
https://baike.sogou.com/v7646988.htm
https://baike.sogou.com/v68708517.htm
https://baike.sogou.com/v70932.htm
https://baike.sogou.com/v8778063.htm
https://baike.sogou.com/v73803189.htm
https://baike.sogou.com/v58877975.htm
https://baike.sogou.com/v6026751.htm
https://baike.sogou.com/v7734775.htm
https://baike.sogou.com/v65565284.htm
https://baike.sogou.com/v65565284.htm
https://baike.sogou.com/v7735252.htm
https://baike.sogou.com/v169333.htm
https://baike.sogou.com/v79382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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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仿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广义效用理论，把道德、正义、情感、信仰等传统上属于非

经济的人类活动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而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

识人类行为的整体性及其相互关系。 

 

他在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50 余篇；出版《经济学三人谈》《理性的追问》

《神经元经济学》《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宏观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著、译作和教材

10 部；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研究重大项目，教育部基地研究重大项目等各类研究

课题 15 项；曾获浙江省第十届、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浙江省高等

学校三育人先进个人和浙江大学教书育人标兵称号等。 

⚫ 周业安 

 

周业安，现任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经济研究》、《管理

世界》在内的多份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主要研究领域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以及公司金融。 

 

目前已经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并且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七十余篇学术论文，《上海证券报》和

《中国经营报》等报刊长期专栏作者。和他人共同主编了《中国经济学》，由上海人民出版

社每年出版一辑；共同主编经济学前沿、金融学前沿以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三套译丛(由中

https://baike.sogou.com/v7938236.htm
https://baike.sogou.com/v9751830.htm
https://baike.sogou.com/v7666448.htm
https://baike.sogou.com/v53214984.htm
https://baike.sogou.com/v8951955.htm
https://baike.sogou.com/v74149863.htm
https://baike.sogou.com/v1325301.htm
https://baike.sogou.com/v70029556.htm
https://baike.sogou.com/v70036.htm
https://baike.sogou.com/v731305.htm
https://baike.sogou.com/v48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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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著作有《金融市场的制度与结构》（2005 年，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地方政府竞争和经济增长》（与李涛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等。 

曾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经济学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九项，曾入选 2005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等。 

以下是我们利用 AMiner 数据库对其论文进行挖掘，选取 citation 最高的几篇文章： 

 

⚫ 贺京同 

 

贺京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

域有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博弈论及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知识产权经济学；虚

拟经济理论与实践等。主要讲授课程有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博弈理论、行为金融等）、数

理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现代资产定价理论；无形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计量经济学和

复杂经济系统分析与智能化建模理论等。 

 

研究课题有经济稳定增长前提下优化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关系研究、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

调整需求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研究、当代行为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对西方经

https://baike.sogou.com/v66171059.htm
https://baike.sogou.com/v75742179.htm
https://baike.sogou.com/v6026751.htm
https://baike.sogou.com/v7749008.htm
https://baike.sogou.com/v62797.htm
https://baike.sogou.com/v7610069.htm
https://baike.sogou.com/v60814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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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前沿理论的批判与借鉴等。 

2.2.2 中坚力量 

⚫ 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  

 

拉宾因对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而获得 2001 年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

奖章（Clark Medal）。其主要研究兴趣如下： 

 

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出生于 1963 年，1984 年获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与数学学

士学位，1989 年获 MIT 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以研究延迟行为和公平理论而知名，擅长利用

复杂的数学模型来研究人类的各类经济行为。 

在行为经济学崛起之前，主流经济学出于研究的需要简化了真实世界人们的各类经济

行为，即假定人类的行为理性，而这一“简化”过的理论在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面前显得

不那么调和。这让经济学家们将视野转向人类的行为因素对于经济决策等的影响研究。以

便对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假设做出修正和补充。拉宾在这一经济学分支上起到了独特的创建

型作用。 

拉宾研究发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判断以及各类选择的效用评价上存在系统性的偏差，

因此有必要在让人们在做出诸多决策之前经历一个强制性冷静阶段，以便人们脱离短期的强

烈感情对于自身行为的偏差性影响。因为人们一旦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而这种决定又是建

立在“非冷静判断”的基础上，则很可能事后后悔。因此，对于各类冲动行为进行“冷处理”

是必要的。而在人们对于当下与未来的效用感知差异上，拉宾发现，人们更在意当下的“效

用”，即喜欢把正效用的事情当天做，而把负效用的事情拖到以后，而相当于未来的长期福

利，人们则更在意短期福利。 

 

 

 

http://wiki.mbalib.com/wiki/%E8%A1%8C%E4%B8%BA%E7%BB%8F%E6%B5%8E%E5%AD%A6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5%8B%E6%8B%89%E5%85%8B%E5%A5%96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5%8B%E6%8B%89%E5%85%8B%E5%A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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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hil Mullainathan  

 

Sendhil Mullainathan 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研究过贫困、行为经济学和各种各样的

话题，如贫困对精神带宽的影响，CEO 薪酬是否过高，使用虚构的简历来衡量歧视等。他最

近的研究重点是利用机器学习来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 

他与人合著《稀缺:为什么没有太多的意义》等书，并定期为《纽约时报》撰稿。 

他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应用行为科学组织 ideas42，它将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复

杂理解付诸实践，并将其用于设计更好的方法来解决从消费金融到国际发展等领域的问题。 

他是麦克阿瑟“天才”奖的获得者，被世界经济论坛指定为“年轻的全球领袖”，被《外

交政策》杂志评为“百强思想家”，并被《Wired》杂志（英国）评选为“50 位将改变世界的

人”。 

以下是我们利用 AMiner 数据库对其论文进行挖掘，选取 citation 最高的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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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pp Kevin G  

 

Volpp Kevin G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健康激励和行为经济学中心的负责人。他关于金融和

组织激励对健康行为和健康成果的影响的研究得到了众多奖项的认可，其中包括来自学术界

的 Alice S. Hersh 奖；英国医学期刊小组奖；总统早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职业奖(PECASE)；

临床和转化科学协会的杰出研究人员奖，用于职业成就和对临床和转化科学的贡献等。 

Volpp Kevin G 发表了超过 175 篇论文，这些论文是在美国和海外的雇主、保险公司、

卫生系统和消费者公司的广泛测试上形成的，来测试不同行为经济策略在改善行为和结果方

面的有效性。 

以下是 Volpp Kevin G 的主要研究兴趣： 

 

以下是我们利用 AMiner 数据库对其论文进行挖掘，选取 citation 最高的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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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宪辰 

 

朱宪辰现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兼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社会经济系统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防

科工委国家信息中心注册咨询专家。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 

 

主要研究方向有：①个体决策信念调整与共同知识演化，该方向的研究对象是个体间形

成的共同知识，以及作为共同知识内容的习俗规则和制度，研究任务是探究制度变迁；采用

的方法是基于个体单元分析的信念调整实验和样本计量估计。应用领域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action），如行业协会业主自治问题。②以行动机制作为制度、技术和产业变迁及

区域发展的分析脉络是本方向的基本思路。针对产权制度变迁、交易习俗变迁、区域发展和

产业集聚过程中的探讨内生解释模型。 

⚫ 史永东 

 

东北财经大学应用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金融学年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工程

学年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理事，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年会常务理事，辽宁

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金融学季刊》杂志副主编，《投资研究》杂志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有：金融工程、资产定价、风险管理、行为金融、微观结构。 

https://baike.sogou.com/v428674.htm
https://baike.sogou.com/v596843.htm
https://baike.sogou.com/v66757079.htm
https://baike.sogou.com/v66383376.htm
https://baike.sogou.com/v456959.htm
https://baike.sogou.com/v456959.htm
https://baike.sogou.com/v7632007.htm
https://baike.sogou.com/v67895410.htm
https://baike.sogou.com/v76034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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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2006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培养计划百人层次入选

者、辽宁省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大连市优秀教师，享受大连市政府特

殊津贴。 

⚫ 陆家骝 

 

现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财务与投资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行为金融与金融经

济学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先后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涉及的专业领域

主要有：金融经济学、公司财务、货币经济学、新兴凯恩斯动态经济学。在这些领域出版学

术专著有《货币分析的结构与变迁》、《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和《现代金融经济学》等；在

《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 

 

陆家骝曾经先后在瑞典的 Lund University 和香港出席国际学术会议。1998 年在美国

Iowa State University 作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2002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做高级访问学者；2005-2006 年度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做金融学方向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2.2.3 领域新星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走在前沿的新兴学科，近年来，许多学生都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

究，下面对几所学校中比较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实验室学生进行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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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Economic Science Laboratory： 

⚫ Ashley Sauciuc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PHD。她目前的研究兴趣利用了她在实验经济学中的技巧来研究问

题，主要集中在管理会计、小组决策、动态契约设计和激励等方面。 

⚫ 叶伯汉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PHD。她对心理基金会如何影响个人决策和相关市场变化感兴趣。

使用实验来更好地理解个人和市场如何运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不平等以及情感

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2）乔治 梅森大学 The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for Economic Science ,ICES 

⚫ Elif Ece Demiral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科学跨学科中心的经济学 PHD。她的主要研究是将行为经济学与实

证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性别、环境和财务决策的主题。研究重点是研究利用实验室和在线

实验进行经济决策的性别差异，目的是帮助设计有效的政策，以减轻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劳

动力市场结果。 

⚫ Arthur Dolgopolov 

乔治 梅森大学跨学科经济科学中心的经济学 PHD。研究集中在实验经济学、算法博

弈理论、拍卖和机制设计。 

（3）苏黎世大学 Laboratory for Social and Neural Sys-tems Research 

⚫ Thomas Epper 

苏黎世大学经济系 post-doc。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用微观经济学、应用决策理论、决策理

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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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篇 

人工智能不可能完完全全的理性，或者说不可能拥有无限的能力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在

某些时候人工智能也必然会触碰到理性的极限，这些棘手的问题没办法被很好地解决。在这

种时候我们就需要建造偏离理性行为的模型。扑克牌大概是复杂推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其

中包含很多未知信息与不确定性。最近研究者们运用博弈论成功探索出了人工智能机器玩德

州扑克的算法。然而这项花费了几十年科研努力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仍然很局限，只能在双

人玩家的模式下进行。而且现实世界里的情况要更复杂，完美的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

个角度来说，行为经济学理论能够为人工智能中存在的未知、不确定等提供可行的路径。本

篇讲讲述三个行为经济学在人工智能领域内的应用案例。 

3.1 网络营销中的行为经济学 

2016 年，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撰文《在线公司如何让我们共

享更多，消费更多》。经济学家 Ariely 用行为经济学理论分别对亚马逊 Amazon、Netflix、

团购 Groupon、Zynga、Facebook 和苹果的网络营销做了分析。Ariely 认为，虽然是网络营

销，但营销的本质千百年来都未改变，就是利用人类的弱点，获取最大利益。 

利用心理学的洞察力，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可以解释为什么消费者会更多的买售价 0.99

美元的东西，而不是 1 美元的东西（左数效应）。为什么消费者热衷于办理健身会员资格，

却从不去使用（乐观偏见）。为什么消费者很少会退回购买的商品（购后合理化）。网络巨头

们，从亚马逊到 Zynga，都在使用类似的伎俩让消费者不停地访问网站，玩它们开发的游戏，

购买它们的商品。以下将详细阐述它们是如何利用人们的心理来获得最大利益。 

3.1.1 亚马逊 

消除小摩擦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决定。关于这个判断的最好例证来自于埃里

克·约翰逊（Eric Johnson）和丹·古德斯滕（Dan Goldstein）的研究。在这项有关于器官捐献

的研究中，两人提供了两种选项：一种是人们可以选择死后捐献器官，默认是不捐献；另一

种是默认死后捐献器官，但人们可以很方便地退出。调查发现：前者的器官捐献率在 40%，

而后者高达 80%。这就是默认的巨大力量：人们在做事情时总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选择阻力

最小的方法。 

对于很多人来说，亚马逊网站的功能都是默认的，并且它已经存储了我们的信用卡和地

址信息。如果我们问人们，在其他网站重新输入这些信息会花去他们多少时间，得到的答案

多半是“不会很多”。大多数人都不会把时间看得很重要，但就在决定购物且不会考虑过多

的几秒钟内，输入这些信息的障碍看起来令人生畏，所以我们还是默认选了亚马逊。 

亚马逊还为运费问题创造出了两个智能解决方案。对于网上购物来说，这一直是最大的

心理障碍。首先就是它的免运费政策，只要商品价值超过 25 美元，亚马逊就免费送货。随

着消费者添加额外的书或 CD 以避免运费时，原本只卖出一件商品的亚马逊变成了卖出两件

商品。 

更有趣的机制是亚马逊高级会员（Amazon Prime）。只要每年交上 79 美元的初始费用，

就可以享受美国境内两天内免费送货的优惠。我怀疑这项服务让消费者更多的消费，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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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首先，一旦知道一家商店可以免费送货，消费者就不大会去另外的地方购买。其次，

一旦上了亚马逊，运费就不再是心理障碍，所以冲动性消费就不大能受到抑制。最后，我们

都是提前付款，这就成了已支付成本。所以为了让交易更加划算，我们会在网站上购买更多

的商品以分摊投资。 

3.1.2 Netflix 

Netflix 建立了一门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它只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们对逾期

附加费很反感。在传统的音像租赁店，顾客一直在做两种选择：要么多交费用；要么退回已

经超期，但还没看过的电影。除去可以不付逾期附加费，Netflix 还提供了详细的电影选择，

每位用户都可以建立一个个性化的“队列清单”。Netflix 似乎是创建了一个智能系统，使得

用户可以看到他们想看的电影。 

但实际上，Netflix 用户看过的电影要比他们预期的少得多。这对 Netflix 不坏，它节约

了邮费，增加了利润。原因之一就在于 Netflix 迫使用户主要以未来想看什么电影为依据，

但用户在预测未来喜好这方面却表现得不是很好。 

丹尼尔·里德和两位合作者为此写出过一篇漂亮的论文。论文展示了人们原则上想做的

事和马上想做的事之间存在差异。他们要求受访者从一份电影清单中选择，里面既有高雅的

影片(《辛德勒名单》)也有低俗的影片(《我的表兄维尼》)。如果在几天后问他们想看什么影

片，大多数人选了高雅影片。但如果立即问他们想看什么影片，大多数人选了低俗影片。原

则上，我们都想看严肃的影片，比如说法国电影，但今晚不行！因此我们的电影“队列清单”

变得雄心勃勃，充斥着曲高和寡类型的电影，而不是我们自己想看的。 

现在 Netflix 提供了在线观看服务。随着网上流媒体的兴起，我们已经不局限于看自己

想看的电影。相反，我们感觉自己付了钱，可以在任何时间看任何电影，即使我们根本看不

了那么多。 

3.1.3 Groupon 

Groupon 等团购网站掀起的最大革命不是提供大幅度的折扣，而是使它们的用户没有了

以往优惠券使用者的那种尴尬。实际上，优惠券使用者的污名真实存在且非常广泛。《消费

者研究》（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上最近刊载的一篇文章发现，人们总是将使用优惠

券的人描述成贫穷的、小气的，甚至是优惠券使用者自己也这么想。随着 Groupon 的兴起，

人们开始接受使用优惠券，社会对此的认知度大为改观。 

涉及到更改人们行为习惯时，群体行为的认知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的诺亚·戈尔茨坦（Noah Goldstein）几年前曾经进行过一项研究：如何鼓励宾馆客人重复

使用毛巾。在一项实验中，在测试的房间内放置两种不同的标语牌。第一种是单纯的生态呼

吁，称重复使用毛巾有利于环保，结果是有 35%的客人照做了。第二块标语增加了社会线

索，“几乎有 75%的客人都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通过重复使用他们的毛巾尽一份力”。结果

有 44%的客人照做。 

Groupon 的时间限制是它的另一项秘密武器。消费者只有一天的时间决定是否购买优惠

券以享受折扣。通常，就算我们当时不买，也不能保证以后也不会买，我们可以随时改变主

意将东西买回来。但有了 Groupon 后，我们的选择变得十分清晰。这不仅仅是现在不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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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还在于现在不买以后也买不到。遵照这种选择，许多消费者都会考虑不买的话他们会有

多么后悔。因为人们都不喜欢后悔，所以会更多地倾向于购买。 

3.1.4 Zynga 

一旦人们开始建立农场，他们就会对其进行投资，因而它的价值也水涨船高。越是复杂、

越是困难、越是耗时，我们就会越喜爱自己的创造物，也就对相关游戏越发感兴趣。 

社会因素又增加了另一种强迫行为。这些游戏中的很多行为都和互惠性有关：别人给予

你有用的东西，也期望你能有所回报。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互惠性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尤其是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将其称之为“信任游戏”。在这

个游戏中，一名玩家被要求做出选择：收下 10 美元或是将 40 美元交给第二个玩家。如果第

一个玩家选择后者，那第二个玩家也会被要求做出选择：是将收到的钱全部留下，或是和第

一个玩家对半平分。 

按照常理，第二个玩家应该选择将钱全部留下，如果这样的话，那第一个玩家在一开始

也应该收下 10 美元。但当人真正地参与这个游戏时，他们的信任和互惠要远远大于预测中

的常理。别人对我好，我就要有所回报，在 Farm Ville 中就变成了花更多的时间玩游戏。 

3.1.5 Facebook 

在国外，大多数 Facebook 用户都在围绕着“涂鸦墙”打转：这是一片用户创立的公共

区域，但其他用户也可以添加。在 Facebook 的宇宙中，任何人都是“朋友”，用户会感受到

一种特别的强制力，让他们在涂鸦墙上发帖，回复别人对所发帖子的回应，并进行交流。 

我们希望自己的涂鸦墙可以反映自我。这与我们拥有的个人物品相类似，是反映我们人

格的窗口。心理学家山姆·戈斯林（Sam Gosling）研究得出，从个人物品中获得的信息比花

时间和物品主人相处得到的信息要多得多。涂鸦墙的功能基本相同，是一扇展现自我的窗口。

用户想展示的是一个介于真实和梦想中的自我，这也成为了用户不断关注和更新涂鸦墙的持

续动力。 

但也许 Facebook 最容易上瘾的特点是，它能以相对廉价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地位。当年

Facebook 上线礼品服务的时候，人们就质疑，有谁会花 1 美元购买虚拟礼物给朋友。但在这

项服务推出的前十个月，就有 2400 万份服务被发送。原因就在于因为自己的慷慨和收到别

人的礼物，我们可以获得巨大的社会资本。 

3.1.6 苹果 

如果你是一个苹果客户，你会注意到在 iTunes 和应用商店购物会遇到这种情况：要过

几小时甚至几天后，购买凭证才会发到邮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苹果为了减少交换

费，在批量处理信用卡交易。但这也能为苹果带来额外的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延迟减少了

支付的痛苦。 

想象一下，你拥有一间餐厅，你计算出一道主菜 20 美元，能吃 20 口，一口一美元。但

要是你规定：允许顾客每吃一口付 50 美分，没吃过的不收钱。这个交易听起来不错，但这

样吃饭不会有什么乐趣，所以大多数人宁愿按正常定价支付，由于支付和消费同时发生，我

们获得的满足感相对较少。苹果应用商店的模式有点像上面说的按吃了几口付费。但整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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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机制，钱自动从信用卡扣除，购买凭证要稍后才能拿到。这种把支付和消费分离的措施减

少了支付的痛苦。 

虽然延迟收钱对苹果有好处，但它在定价上已经犯了错误：应用卖得太便宜了。有一种

经济现象称为锚定，指的是消费者愿意出的钱是有限的，或是说框限在第一次给他们的报价

之内。一旦价格定了，就很难再被动摇。许多应用的开发耗费了大量时间，但是在应用商店

内，这些应用的预期价格不能超过 4.99 美元，很多都是 0.99 美元。 

苹果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对于新人来说，应该不允许向他们开放免费应用。哪怕应用

价格低到 10 美分也好。实行免费的政策太过激进，会减弱人们购买的欲望。 

3.2 在线教育 

在线教育已经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领域，在线教育平台除了 TED-Ed，还有未获投资就营

收 7000 万美元的 Lynda.com 和针对特定领域的 Khan Academy 和 Open English 等。他们利

用不同面向和特点吸引用户学习，就像现实中教着同样课程的不同大学那样。除了一些非盈

利教育平台，如何在线上教育中盈利也是在线教育领域正在探索的问题。 

3.2.1 Knowmia——众包视频平台 

在智能手机兴起之前，Flip Video 这一摄像产品曾经引起一股视频拍摄热潮，并在 2009

年被 Cisco 收购。在 Flip Video 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时候，联合创始人 Ariel Braunstein 和

Scott Kabat 依旧钟情于视频并开始将他们的目光投向线上教育。随着视频技术的成熟，人们

的学习方式也开始转变。而真正的学习也不仅是看看公开课这么简单。 

要建一个在线教学视频平台，一定要考虑学习者和教学者的需求，对于学习者来说，教

学内容的聚合和审核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平台中视频的质量。而对于教学者来说，

平台需要考虑视频个人供应商的能力，应该帮助教学者让视频制作或教学计划的制定更简

单。两位 Flip Video 创始人推出的学习应用 Knowmia——众包视频平台，就旨在帮助老师找

到或创造线上视频课并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综合考虑了学习者和教学者的需求。 

Knowmia 软件可以帮助全世界老师组织和制作视频课程，并提供给用户（学生）更个性

化、有效和便宜的网上教学。这个平台目前提供了超过 7000 堂的免费课，包括一系列不同

的科目，如代数、化学、美国文学、语言学习。Knowmia 上视频的长度大多从 1 分钟到 10

分钟不等，目前主要来自 YouTube 和 Vimeo。为了提升平台中视频的质量，Knowmia 不仅

集合现场视频，还聘请了自己专属的老师，对存在的视频内容做审查，同时还为教学内容添

加数据，包括加入一些笔记、板书以及测验，而且老师还会根据视频内容对视频进行关键词

标签标记，根据内容及所需的能力级别对视频进行分类。 

他们的目标显而易见：提供一个教学视频内容的集中地，就像 YouTube 教育频道或者

Khan Academy 最新的 CS 教育门户网站那样，让用户可以通过具体的关键词搜索到更符合

自己目标的教学视频。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TED 新的教育平台，它让老师和教育工作者

可以利用网站自身的视频内容制定独特的课程计划。相比起来，Knowmia 看起来更主流一

些，通过老师群体的“编委会”审核，平台可以阻止一些质量差的教学内容流入网站。因为

对于教育网站——尤其对于众包教育视频网站，如果教学内容出错会很容易误导别人，就像



 

33 

Wikipedia 那样。 

两位创始人计划对平台视频内容保持免费，但网站可能会对它的补充型学习工具进行收

费。例如它即将推出的“Mini Courses”功能，配合视频课程包括教师评价及测验反馈的功

能，这也会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衡量教学进度并保留材料。而参与 Mini Courses 的教师会从

中获得一定的提成。 

对于教学者来说，除了可能在收费项目中获利外，Knowmia 还努力降低教师制作视频

或教学内容的门槛。Knowmia 推出了针对教师的教学材料制作平台：Knowmiai Pad 应用。

通过这个应用，教师可以简单地制作与教学内容有关的视频和 PPT 材料，作为学习内容或

辅助工具。只要按下录制键并对内容进行编辑和拖拽转动，有关原子运动或者有顺序的教学

内容就能很快制作出来，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傻瓜式的。团队将这个 app 称为“针对教师的

iMovie 软件”，能让教学工作者创造交互性强的多媒体教学内容。 

3.2.2 易趣课堂 

国内易趣课堂引入行为经济学的另类商业模式。益趣课堂提供的课程中有些可以直接免

费学习，另一些则需要预付学费。例如，我想学习《密码学入门基础》这门课程，就需要先

按课程时长预付 38、58 或 78 元的课程费用。在选定课程时长后，页面会显示该课程的结束

时间。如果在计划时间内完成课程，那么你预付的学费将被返还，反之将被扣除。 

怎样判定你是否完成学习目标呢？益趣课程采用了在很多游戏中常见的关卡解锁模

式，只不过游戏关卡被换成了待学内容的章节。只有学完前面的章节并完成配套测试后，

下一章节的内容才会被“解锁”。同时每个章节都有最短学习时长，如果你想打开页面后马

上关掉，试图以此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 

将这种模式引入在线学习是益趣课堂中最大的亮点，但内容则可能成为其当前的软

肋。目前益趣课堂提供的所有课程内容都是利用网络搜集整理而成，并且以传统“文字+

图片”的形式呈现，也有部分课程包含视频内容。如果传统的学习方式是让你产生惰性的

诱因，那你在益趣课程可能会交不少学费。不过懒惰所致的扣费，也正是该服务的主要收

入来源。 

从长远来看，在线教育平台只有给学习者带来更多的实际价值，才可能构建起良性发

展的生态系统。所以可以考虑在该服务中引入两个机制：一是像Udemy所做的那样，让公

众来创建富媒体内容，使课程更加丰富；二是设立捐赠机制，让真正有收获的学习者自愿

把预付的学费捐赠出来。最后平台与第三方的内容创建者再把所有收入拿出来按比分成即

可。 

3.2.3 MOOC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即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2012 年，美国的顶尖

大学陆续设立网络学习平台，在网上提供免费课程，Coursera、Udacity、edX 三大课程提供

商的兴起，给更多学生提供了系统学习的可能。MOOC 平台之所以能够收到广泛的欢迎，

与其充分融入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的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MOOC 知识点视频长度符合心理学节奏。其教学将课程内容细分为若干知识点，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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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视频长度为 10 分钟以内或 10-15 分钟，从教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长度相

比于传统课堂教学的每节课 45 分钟，更有利于学生能够充分集中注意力，不至于产生疲倦

感，从而有效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同时也可以赋予同学更多的自主决定权，选择属于自

己的路线和速度。 

MOOC 教学充分考虑网络学习者的学习习惯，让学习者感同身受。提供课程的老师需

要根据学科特点和学习需求来设计开发课程，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体验。大多数课程在课程

开始之前会开展前测问卷，并且对学生的动态观察贯穿课程的始终。以随时满足学生在不同

学习阶段的不同需求。MOOC 会根据课程科目定位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如理工科课程中

编程类课程会偏重于操作式的学习方式，在操作中增加学生的学习趣味，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文科课程则偏重于情景式的学习，让学习者感同身受。另外，对于每一阶段的教学视频，

MOOC 会嵌入相应的测验题目，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使得学习者投入学习的热情大大

增加。 

3.3 共享交通 

3.3.1 Uber 供给端运营 

Uber 利用了不少行为经济学的技巧来运营“供给端”，具体如下。 

2017 年 3 月，遭遇多方危机的 Uber 曾召开记者会宣称，公司在改变自己的文化，再也

不会容忍那些个人能力很强、但不善于团队协作的人。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声明自己

也会改善和司机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此之前，Uber 公司曾因支付问题和管理太过随意，导

致司机们极为不满。但实际上，这家公司在背后正进行一套行为科学实验，驱动司机们配合

公司一起成长。 

在企业管理模式上，Uber 带来了巨大创新，这个平台上的司机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独立经营者，而不再是按时间表工作的传统雇佣工。但是，平台对这些劳动力缺乏掌控。所

以，Uber 不惜招聘几百位社会科学家和数据科学家，试图解决这样一个矛盾：如何在减小

用工成本的同时，尽可能保障司机的驾驶热情？ 

（1）同理心的增长 

2016 年初，大概由 100 人组成的 Uber 小队专门负责司机的注册事务，让他们更多地上

路接单，完成从“需求端增长”到“供给端增长”的变化。 

但是，光靠增加司机数量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已经很难行得通，于是 Uber 团队最

终选择了一个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给司机发广告。Uber 开始在 App 界面内，通过广告的

形式请司机到 Uber 即将覆盖的地方去。如果你以为只是发发小广告，那你还是太小看这个

平台了。在部分地区，有些男性运营人员甚至会用女性口吻编写这样的催促短信，因为他们

发现这样做效果更好。原因也很简单，Uber 的司机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不过这样的日子没

过多久，Uber 官方开始担心这些小伎俩会使司机反水，去到竞争者 Lyft 那里，毕竟 Lyft 在

司机中的口碑更好。于是，Uber 软化了那种“要求式”的语气，也减少了推送信息的频次，

此后的信息更多只是一种单纯的正向鼓励。 

但是几乎就在同时，Uber 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新司机做不长久就开始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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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新司机在完成 25 个订单之前就离开平台。于是，Uber 设定 25 单之后新司机会获得

额外奖励。有些城市为了阻止这种趋势，也开始给司机推送一些简单的鼓励：你快要完成一

半的任务了，加油！ 

关于同理心的探索并没有到此为止。在心理专家和电子游戏设计师的帮助下，Uber 改

变了鼓励机制。这次的改变起源于竞争对手 Lyft，2013 年，Lyft 雇佣了一个咨询公司，试图

寻找一种方法去刺激更多的司机“跑起来”。这家公司组织了一批新注册的司机充当志愿者，

实验结果发现，与其告知司机们已经赚到了多少，还不如刺激他们其实少赚了多少。 

（2）期望理论 

当司机尝试注销的时候，这个 App 会马上告诉他们，距离赚到某个金额只差一笔小钱

了。这些信息利用了另外一个广泛适用的行为模式去驱使司机驾驶更长时间——期望理论。 

其实 Uber 发送给司机的那条短信，其精妙之处在于，这些司机并不需要在脑内先形成

一个精确的收入目标。这样的目标是在行进中不断变化的，而且总是比当前的结果高一点点。 

不论什么时候，Uber 都会在 App 内向司机展示他们在当前一周完成了多少单，赚了多

少钱，登入了多长时间，乘客评分是多少。所有这些数值都在刺激着司机完成这场游戏。

（Uber 为了鼓励司机上路所发的一条信息，内容是“你距离赚到 40 美元只差 6 美元了。确

定还要注销登录吗？”）“这就像电子游戏”，一位在芝加哥地区的老司机说，“我有时候在瞥

到自己的数据后，甚至因为想达成目标，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再干一会儿”。 

（3）预先派单 

Uber 司机在结束当前订单之前，会被预先派发新的订单，“预先派单”缩短了乘客的等

待时间，所以乘客不需要等 10 分钟路程以外的司机，而是会被在 2 分钟左右路程、送走上

一波乘客的司机接单。如果你不是一个司机，你可能不会认为这样的创新有多大意义。但你

一定用过视频 App 观看节目，想想看，如果一个节目刚刚播放完毕就马上自动加载下一集，

你要多大的克制才会主动停下来。司机也一样，他们对“持续派单”就有类似观看电视剧根

本停不下来的感觉。而且 Uber 给司机设置的“默认状态”，恰好都是“持续接受预先派单”，

即便你不想这样接单，也只能暂停这个功能，而没法完全关闭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Uber

产品经理起到和社交游戏开发者同样的作用。 

3.3.2 滴滴打车 

（1）用户画像 

滴滴快的“土豪式”补贴背后，其实也有着它自己的精打细算。随着两家公司的合

并，行业已经从粗暴的跑马圈地走入了精耕细作的时代，要花更少的钱获取更多的用户。

精准营销的前提是对用户的清晰认知。以简单的代金券发放为例，滴滴和快的的历史数据

呈现出两大类四种不同的消费习惯。代金券敏感型：发代金券才用、发代金券用的更多；

代金券不敏感型：发不发都用，发代金券也不用。在滴滴和快的的用户画像系统中，上述

四种群体会被分别冠以屌丝、普通、中产、土豪的标签。针对四类客群的运营策略也会全

然不同，最直接的就是代金券的刺激频率以及刺激金额，而对“代金券”免疫的土豪群体，

则更多地需要在服务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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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场景中，影响乘客对应用软件使用黏度的因素要远比代金券复杂得多，在这种

情况下，滴滴快的对用户的“贴身跟踪”就能及时发现薄弱环节，因此从用户打开软件到

退出使用，其间的每一步情况都被快的记录在案：哪一天退出的，哪一步退出的，退出之

后“跳转”到什么软件等等。 

据此，滴滴快的也实现了用户另外一个纬度的归类，分清哪部分是忠实用户，哪部分

可能是潜在的忠实用户，哪些则是已经流失的；更进一步来看流失的原因：因为代金券没

有了流失？软件体验不好流失？还是等车时间太长而流失？——这些都是下一步精准营销

的依据。对于滴滴快的而言，用户分析不仅仅是针对乘客，也包括司机、出租车公司的所

有相关方。尽管基础信息大同小异，都包括人的基本信息、信用、行为信息等，也有一些

通用的刺激手法，比如积分、礼物等。不过，不同的用户画像对应了不同的刺激程度，并

且结合不同的场景，还是有许多特殊的营销安排。 

杭州市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基于司机的地理位置信息，滴滴快的发现每天中午

或者是每天晚上10点以后，司机都会聚集在一些固定的地点，可能休息或者就餐。所以滴

滴快的就会在这些场所提供一些工作餐或者是优惠食品，通过线下的活动来提升司机和滴

滴快的的合作关系。 

（2）更精确地匹配供需 

维护好用户只是一个基础，最终目的是为了打通供需，生成更加优化的服务和产品。

这也正是数据之于打车软件此类O2O行业的重要性所在。数据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供需

双方的智能匹配。 

其实很容易理解，公交、出租车、地铁都是对不同出行人群不同需求的对号入座，不

过这种被称之为“粗暴式”的分类法应用起来效率低下，以一个司空见惯的打车场景为

例，在路边拦车，可能许久都没有空车经过，或者是好不容易等到车，司机问了地址之后

还可能拒载，呈现一种杂乱无章的状态。 

而在海量的数据基础之下，出行的需求可以被不断细分，而且是实时匹配。例如一个

乘客下单之后，需求方的用户图像和需求同时被识别，结合供方的车辆条件和位置地图进

行第一轮筛选，不过这个看似正常的订单却不一定符合实际，因为有一些订单发出来是司

机不愿意接的，比如高峰时段的拥挤路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进行订单评估和内部调

节，结合历史数据制定一些刺激措施、叠加“乘客自行出的小费”来诱导司机，这样一个

符合供需双方胃口的“合理”订单就生成了，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实时调度，要考虑当时的

交通情况、车的朝向、车速、附近是否有突发性事件等因素，选择最为优化的方案。 

完成了以上的步骤之后，滴滴快的才会把用车需求和奖励方案推送给经过层层筛选之

后的出租车，这样居民打车的成功率大大提升了，而且所用的时间更短。“这是以前所有的

产品做不到的，因为不能洞悉消费者的心理。在大数据应用下，消费者和供给方能够省略

中间环节直接议价，这是一个模式上的变革性的突破”。而最终海量的议价数据将提炼成为

一种“商业情报”，来推动新的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出，比如智能定价系统，以从机场到望

京这一段司机不愿意接的单为例，可能70%的乘客额外加了20块钱，少数人加了3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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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的只愿意加10块钱，那么系统整合分析以后会得出21元钱是一个更合适的议价，那么

最终的定价可能消费者和司机双方都可以接受。 

以这样的逻辑推导生成的产品才更能有的放矢，因为其生成不是来自于企业对市场的

臆断，而是直接提炼于供需双方的心理预期和真实需求。 

“回程单”的产品创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最初是滴滴快的的数据分析发现一个

异常的数据现象：司机的抢单意愿率在某一个时点会骤然下滑，过一段时间又会反弹，日

日如此。通过对这个特殊节点分析，滴滴快的得出一个司机运营的特殊场景，即司机收工

的时间，接下来就是针对性地解决，因为不管司机是交班还是回家，肯定有一个固定的方

向—这一点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分析出来。那么滴滴快的要做的就是把同样去往这个方向的

乘客分配给对应的司机。这样做是否就一定见效？所以下一步就要评估效果，看回程单是

否真正提高了司机的抢单意愿，确定之后才能作为常规产品推出。 

产品的细分应用场景将会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分析，从数据中洞察需求与商机，再结

合大数据提供应用解决方案，将变成未来产品迭代的常规运作模式之一。这也是滴滴快的

产品的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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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趋势篇 

4.1 关注热点 

图 5 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趋势热度 

4.2 整体趋势 

整体来看，未来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有以下趋势。 

一是行为经济和行为金融理论的构建。人类行为是复杂的，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理论

本身的构建也是复杂的，构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理论体系时，理论的适用性、合理性，

理论的模型化，理论应用的局限性、敏感性，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度等都是今后研究的关键。 

二是行为经济学研究将促进心理学传统和实验经济学的融合。经验证据表明，特定的心

理现象，例如有限理性、受限理性、受限的自利行为和不完全自我控制，是一系列市场化结

果背后的重要因素。目前，虽然行为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理论还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其发展，

最终有可能取代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些要素。 

三是行为经济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认知科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结合已经引起经

济学家的高度关注，这也是今后行为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其发展过程中，行为经济学

将广泛运用到政治、法律和经济等领域，逐步形成比较成型的行为决策理论、行为金融学等

等。 

4.3 交叉创新笛卡尔智能分析 

首先，我们选取 Behavioral Economics 领域近期热度，全局热度最高，相关性最强的 9

个相关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 

1.Behavioral Economics 

2.Decision Theory 

3.Social Choice Theory 

4.Behavioral Finance 

5.Economics Effect 

6. Neuro Economics 

7.Voting Behavior 

8.Risk Aversion 

9.Prospect Theory 

其次，我们选取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领域近期热度，全局热度最高，相关性最强的 11

个相关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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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Neural Networks 

3.Machine Translation 

4.Machine Learning 

5.Modeling and Simulation 

6.Deep Learning 

7.Nature Language Process 

8.Planning and Scheduling 

9.Computer Vision 

10.Control Methods 

11.Data Mining 

通过对人工智能领域和行为经济学的知识图谱的计算，再对两个领域的细分子领域进行

笛卡尔乘积进行热点挖掘，本报告挖掘了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预测两部分内容。其中历史数

据主要探讨最近 10 年（2007 年至今）的研究状况；趋势预测仅以未来 3 年为周期来探讨。 

领域较差热力值由交叉研究的论文的 citation 等数据加权计算得出，热力值越高，表明

这两个交叉子领域交叉研究越深入和广泛。 

每个交叉热点中的研究学者，发表论文，中外学者和论文对比等数据均可以获得。用作

展示时，研究学者和论文分别按照交叉领域研究影响度和论文相关度作为默认排序。 

学者研究影响度由交叉领域内论文量，h-index 等计算得出；论文相关度由交叉领域内

论文的关联程度和引用数量等计算得出。 

 

图 6 人工智能和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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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和行为经济学历史交叉领域前五位分别为： 

1.Decision Theory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Decision Theory & Date Mining 

3.Decision Theory &Neural Networks 

4.Decision Theory & Machine Learning 

5.Economics Effect & Neural Networks 

根据 AMiner 数据预测分析，Decision Theory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Decision Theory & 

Machine Learning 和 Decision Theory & Date Mining 将会持续期研究热度，Economics Effect 

& Neural Networks 和 Economics Effect & Date Minings 研究热度也会有所增加。 

2017 年行为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引起轰动，毕竟在之前的多年来，其都不被

主流的经济学家所认可和接受。由此也可以预期到行为经济学的未来繁荣趋势。就本质而

言，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在于理性人的假定。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或市场总是完

全理性的，不会受到认知偏差情绪等因素的影响，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成立。这就是理论

决策和实际决策产生差异的地方，也是行为经济学之所以值得研究的地方。即便是在人工

智能时代，我们生活中存在的让人不易觉察的非理性行为，都无法完全避免，这就是行为

经济学的立足所在。 

人工智能会代替未来很多人的工作，能解决一些结果不确定性的问题，即引用各种模型

来帮助进行判断和决策，提高原来判断的准确性。但是，人工智能不会替代人的思考，人的

思考会考虑到自身的所有权，因此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势必要融入行为经济学的因素，以

谋求更精确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邹薇, & 代谦. (2001). 彼得·戴蒙德经济学术思想评介——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学术贡献评介系列.经济学动态, (9), 82-86. 

［2］ 郭其友, & 张晖萍. (2001).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经济学思

想述评. 

［3］ 张华新. (2017). 个体决策行为的经济和心理学分析——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研究成果述评.上海经济研究, 12, 012. 

［4］ 闫健. (2005).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家. 经

济社会体制比较, (6), 131-134. 

［5］ 高其法. (2003). 行为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的先驱——丹尼尔·卡尼曼, 弗农·史密斯.

国防科技, (2), 95. 

［6］ 袁艺,李宗卉.博弈论的新发展:行为博弈论[J].生产力研究,2009(02):7-9+13. 

［7］ 综合考虑学习者、教学者需求，创业公司Knowmia推出众包，

http://roll.sohu.com/20120815/n350703183.shtml 

［8］ 6大巨头Amazon Apple Netflix Groupon Facebook等网络营销行为经济学分析，

http://www.wangchao.net.cn/it/detail_313759.html 

［9］ Uber的行为经济学实验，http://www.sohu.com/a/134964614_114778 

［10］ 补贴之外，滴滴打车背后的技术体系，http://www.woshipm.com/pd/152130.html 

  

http://www.sohu.com/a/134964614_114778


 

 

版权声明 

AMiner 研究报告版权为 AMiner 团队独家所有，拥有唯一著作权。AMiner 咨询产品是

AMiner 团队的研究与统计成果，其性质是供用户内部参考的资料。 

AMiner 研究报告提供给订阅用户使用，仅限于用户内部使用。未获得 AMiner 团队授

权，任何人和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体上（包括互联网）公开发布、复制，且不得以

任何方式将研究报告的内容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

“AMiner.org”，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与修改。 

AMiner研究报告是基于AMiner团队及其研究员认可的研究资料，所有资料源自AMiner

后台程序对大数据的自动分析得到，本研究报告仅作为参考，AMiner 团队不保证所分析得

到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不承担任何投资者因使用本产品与服务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1 概念篇
	1.1 行为经济学产生背景
	1.2 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学
	1.3 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阐述
	1.3.1 对传统经济学的有力质疑：有限理性
	1.3.2 理论的核心基础：前景理论
	1.3.3 理论的内核：启发式认知偏向与框架效应
	1.3.4 理论的具象：损失厌恶、锚定效应与过度自信
	1.3.5 理论的衍生：行为博弈论

	1.4 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

	2 人才篇
	2.1 行为经济学专家迁徙及分布
	2.2 行为经济学代表专家
	2.2.1 领军人物
	2.2.2 中坚力量
	2.2.3 领域新星


	3 应用篇
	3.1 网络营销中的行为经济学
	3.1.1 亚马逊
	3.1.2 Netflix
	3.1.3 Groupon
	3.1.4 Zynga
	3.1.5 Facebook
	3.1.6 苹果

	3.2 在线教育
	3.2.1 Knowmia——众包视频平台
	3.2.2 易趣课堂
	3.2.3 MOOC

	3.3 共享交通
	3.3.1 Uber供给端运营
	3.3.2 滴滴打车


	4 趋势篇
	4.1 关注热点
	4.2 整体趋势
	4.3 交叉创新笛卡尔智能分析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