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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碰巧有个经济学家朋友，而且热（zuo）心（si）地询问过他最近的研究进展如何，那你多半听到过这样
的回答：“唉，做不出来啊。”如果你碰巧又对他们这个行当有所了解，那你就心知肚明，这句回答背后的潜台
词是：“老子觉得自己这个 idea 牛X爆了，结果怎么就他喵的弄不显著呢！？”
伴随着计量技术的飞速发展，主流经济学期刊对于实证结果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统计显著性，几乎成为了实证
文章得到发表的先决条件。在回归表格里看到标志着显著性的小星星（一般来说，一颗星代表在10%水平上显
著，两颗星5%，三颗星1%），差不多是所有实证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随便翻开一篇发表在主流经济学
http://bbs.pinggu.org/thread445272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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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上的实证论文，跳到结果部分，最先跃入你眼帘的，就是数不清的星星，一颗，两颗，三颗……
好东西太多了也会惹人厌烦，星星亦是如此。学界一直有人抱怨：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星星“通货膨胀”的时
代？一个关于 MIT 的经济学家，达隆·阿西莫格鲁的著名笑话是：他的结果太显著，电脑里的星星都不够用了
（见 Acemoglu Facts，一个以黑阿西莫格鲁为主要事业的网站）。
太多的星星真的是一件坏事吗？毕竟统计显著性标志着结果的可信程度，主流期刊偏好可信程度高的研究，似
乎也无可厚非。然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期刊对于星星的重视，可能会激励学者在论文中只提及那些统计显
著的结果，甚至会利用一些统计技巧，让原本不显著的结果变得显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恐怕就不得不为经
济学家朋友们的节操感到隐隐的担忧了。
在今年最新一期《美国经济学杂志：应用经济学》（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上，四
位学者发表了一篇以《星战：实证研究的反击》（Star Wars: The Empirics Strike Back）为题的论文，对上述
可能性进行了考察。他们收集了2005到2011年间，发表于三大顶级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和《政治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共计5万多个统计检验及其作者的个人资料作为数据来源，并绘制出了这
些检验的z统计量（即标准化之后的p值）分布图（见封面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统计检验的z值呈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双峰分布：有大量检验得出了不显著的结果；随
着其z值增加，得到发表的检验数量逐渐减少；但在z值达到1.96，即5%显著性水平这一门槛附近时，又开始有
越来越多的检验被发表在三大经济学顶级刊物上。在考虑了四舍五入导致的误差，并对包含检验数目不同的论
文进行了权重调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上述的现象。
按照学界的惯例，5%及更高的显著性水平被视为较为合意的结果。因此，z值分布在1.96附近的反常，不由让
人怀疑这些检验结果遭遇了人为的操纵。不过，会不会是经济学期刊对于显著结果的偏爱才导致了双峰分布的
出现呢？四位研究者指出，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只会发现得到发表的检验数量随着z值增加而不断上升，并不
会观察到图1中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
为了精确估计期刊偏好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者们假定，一篇实证文章能否被期刊接受，取决于两方面因素：结
果的统计显著性，以及其他方面（题材的重要程度，方法的原创性等等）的质量；在其他方面的质量相同时，
期刊会愿意发表结果更显著的论文；如果不存在人为因素影响，那么论文在其他方面是否优秀的概率，应该与
其结果的统计显著性互相独立。在此基础上，给定全部投稿论文的先验质量，我们就能估算出理想状态下，期
刊上统计检验的z值应该表现出来的分布。先前我们观察到的实际分布减去这一理想分布之后剩下的残差，就是
统计检验的z值变化中，无法由期刊偏好解释的部分。
研究者们发现，上述残差在z值达到1.96之前几乎为零，在那之后则迅速上升。对于不同的投稿论文先验质量分
布和不同的研究子领域，这一结果都是稳健的。以不显著结果作为主要贡献的论文由于数量太少，也不可能是
造成双峰分布的原因。
更为有趣的是，那些未用星星或粗体字标识显著结果的论文——可能意味着作者不太在乎结果的统计显著性
——表现出了更小的残差。如果论文是基于某个理论模型或者随机实验方法，其残差会明显低于平均水平；稳
健性检验的结果则往往会有高于主要检验的残差。最后，相比于青年研究人员，较为资深、拥有终身教职的学
者发表的论文残差也会更小一些。总的来说，在那些研究者有激励，或者更容易操纵统计结果的情况下，我们
会更频繁地观察到z值不能被期刊偏好解释的异常变动。研究者们的计算显示，那些有人为操纵迹象的结果，占
了全部边际显著（marginally significant，即z值刚刚超过1.96）检验的10%20%。
当然，统计趋势并不能作为人为操纵确实存在的决定性证据。四位研究者所依赖的研究假设也远非无懈可击。
然而，这一研究至少说明，人们对统计显著性通胀的批评，似乎不能仅仅看作空穴来风。去年政治学中出现的
Lacour 丑闻（见政见之前的文章《图文详解：<科学>杂志论文数据造假现形记》），以及心理学中重复经典实
验的一再失败，迫使学者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得到的“结论”到底是对世界的真实认知，还是用统计学
小把戏变出的障眼法？在统计显著性的诱惑面前，社会科学家们的节操还能坚挺多久？
http://bbs.pinggu.org/thread445272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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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在各个社科领域之中，总还有一些节操高于平均水平的成员，在不断地默默推动着本学科在严谨性
方面的进步。本文反复提及的四位研究者本身都是经济学家，心理学中的重复实验也是由心理学家倡导发起，
Lacour 丑闻也是由政治学家David Broockman 最先揭发。为了限制对统计结果的人为操纵，新的方法和标准也
在不断被学界提出。目前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主流期刊上，公布原始数据已经成了一个基本的发表要求。很多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甚至会主动公布实证研究使用的软件代码（比如无辜中枪的阿西莫格鲁老湿）。伯克利的
经济学家 Ted Miguel，近年来不断和同事一起，倡导 “PreAnalysis Plans” 的广泛应用，即在正式开始研究之
前，学者先把既定的研究方案公布在网上，以避免事后修改初始目标或方法之类的事情出现。
由于学术界的竞争日益激烈，显著性发生通货膨胀其实并不算出人意料。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动摇对经济
学，甚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信心。毕竟，有人为操纵嫌疑的结果总是少数。随着定量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大
数据分析的逐渐普及，和学术研究透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的实证研究可以带给人们更
加客观，更加确定，更加严格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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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bbs

Back." American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8(1): 132.
经管爱问
财经新闻
项目交易
求职招聘
在线教育
投稿

服务一览

快速导航

1 提问 悬赏 求职 新闻 读书 Casey,Katherine, Rachel Glennerster, and Edward Miguel. "Reshaping Institutions:Evidence on Aid Impacts
2 经济学人
3 经济学论坛
4 工商管理论坛

Using a Preanalysis Pla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4 (2012): 17551812.
Masicampo, E.J., and Daniel R. Lalande. "A peculiar prevalence of p values just below.05."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5.11 (2012): 22712279.

5 计量经济学与统计论坛
6 金融投资论坛
7 会计与财务管理论坛
8 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

Miguel, E., etal. "Promoting Transparency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Science 343.6166 (2014): 3031.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王也 http://www.zhihu.com/people/wangye80

9 考研&考博&留学

微信原文：http://mp.weixin.qq.com/s?

10 网络课堂

__biz=MzA3NDkyNTc4Ng==&mid=402255130&idx=2&sn=f81a75417e60d9c74a96f82690143597&scene

11 站务区

=4

12 休闲区

http://bbs.pinggu.org/thread445272911.html

3/7

3/3/2016

【热门】统计显著性和经济学家的节操  学术道德监督  经管之家(原人大经济论坛)

论坛好贴推荐
CDA数据分析师系列丛书10月又出
三本新作！
2015年度论坛精彩大事盘点巡礼
2015年论坛自制图书！见者有份
2015年度论坛30大原创好贴集锦
2015年度论坛30大版主精彩发贴
2015年度论坛30大经管资源珍藏
2015年度论坛30大精彩专题汇总
2015年度论坛30大热点人气话题
2015年度计量统计40问经典答疑
查看 »

分享

收藏 6

支持 0

关闭

反对 0

相关帖子
• 求 北京市经济社会统计报告2012

• 1998-2011年中国分地区造林面积统计

• 统计专业的本科生都学哪些课程

• 求 2013年1-3月重庆市保险行业情况统计

• 统计

• 我国科技统计数据2012

• 十一五期间江西省统计年鉴

• 中国区域经济年鉴2005 可复制版本

支持楼主：购买VIP、购买贵宾

购买后，论坛将把您花费的资金全部奖励给楼主，以表示您对TA发好贴的支持

经管考试频道----国际内审师备考辅导

http://bbs.pinggu.org/thread445272911.html

4/7

3/3/2016

【热门】统计显著性和经济学家的节操  学术道德监督  经管之家(原人大经济论坛)
已有 1 人评分
remlus

经验

理由

+ 100

精彩帖子

收起

总评分: 经验 + 100 查看全部评分

经济学家, 统计
使用道具 举报

谁边 发表于 2016-3-2 22:05:47 | 只看作者

沙发

Acemoglu 不是主要做理论模型的吗？很少见他的应用文章。

使用道具 举报
hdflhj 发表于 2016-3-2 22:16:15 | 只看作者

藤椅

我收集了1949-2015年的数据，为了得出我想要的结论，我不断地play with the data, 最后发现1970-1998年这一时
间段能得到“显著”的结果，于是就用这段数据写成论文，全然不提其它时间段的failure.
我这种做法属于“统计学小把戏”, 学术不端, 或是什么其它罪名？
使用道具 举报
hdflhj 发表于 2016-3-2 22:26:32 | 只看作者

板凳

我一直有个疑问：怎么判断经济学实验的数据是不是伪造的？伪造自然科学实验的数据有风险，因为别人如果重复你
设计的实验而得不出你所说的结论，那你就被逮住了。事实上，自然科学实验数据造假被戳穿的事情，国内外经常有
发生。
伪造经济学实验数据，显然没有风险。从实验经济学诞生之日起，也没有听说谁因为伪造经济学实验的数据而被抓
的。
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经济学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呢？
使用道具 举报
终结天狼

发表于 2016-3-2 22:39:20 来自手机 | 只看作者

报纸

hdflhj 发表于 2016-3-2 22:26
我一直有个疑问：怎么判断经济学实验的数据是不是伪造的？伪造自然科学实验的数据有风险，因为别人
如果重复 ...
经济学的数据大多不是实验出来的，即便是实验出来的，只要论据和论证过程没有问题，那么结论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使用道具 举报
谁边 发表于 2016-3-2 23:16:32 | 只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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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lhj 发表于 2016-3-2 22:26

我一直有个疑问：怎么判断经济学实验的数据是不是伪造的？伪造自然科学实验的数据有风险，因为别人
如果重复 ...
最近参加了两个实验的pilot。说句老实话，经济学实验根本不需要伪造数据的。
对于那些有方向性的实验，例如关于信息不对称下的学习过程，或者配对实验，只要你实验设计得好，你就一定能得
到你想要的结果。
对于那些没有方向性的，比如测算warm glow，测算时间折扣，不论你得什么结果，都可以以此写文章，也没有伪造
的必要。
但是我读到过一些社会心理学实验造假的新闻。
使用道具 举报
hdflhj 发表于 昨天 00:05 | 只看作者

7楼

谁边 发表于 2016-3-2 23:16

最近参加了两个实验的pilot。说句老实话，经济学实验根本不需要伪造数据的。
对于那些有方向性的实验，例 ...
按你的逻辑, 自然科学家也没必要实验造假了,因为他们面临的情况也差不多(（有方向性/没有方向性). 那么为什么还有
这么多自然科学家的实验造假呢?
使用道具 举报
谁边 发表于 昨天 01:47 | 只看作者

8楼

二者面临的情况当然不同。评价标准宽严就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实验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它们在自然科学中的地
位高。
我不想诋毁从事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工作可以提供很多有趣的研究方向，有时候也会颠覆一些传统观念，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实验结果对于理论的验证作用不是那么明显。对参数的取值，也很少有经济学家使用实验结
果，而大多使用对现实数据的回归结果或者通过校准模型来得到。
使用道具 举报
hdflhj 发表于 昨天 10:04 | 只看作者

9楼

我收集了1949-2015年的数据，为了得出我想要的结论，我不断地play with the data, 最后发现1970-1998年这一时
间段能得到“显著”的结果，于是就用这段数据写成论文，全然不提其它时间段的failure.
我这种做法属于“统计学小把戏”, 学术不端, 或是什么其它罪名？
使用道具 举报
很大的小 发表于 昨天 19:39 | 只看作者

10楼

计量中的确有太多张五常说的“花招“！但是，没办法，因为计量是整个社会科学用来验证因果关系（不是因果逻
辑）的唯一方法（不看好经济学中的实验）。
使用道具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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