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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tail price index and consumer price index
with the structural vector auto regression (SVAR) model when it was 2000 to 2012 monthly. With the VAR
model we have the unit root test, in which we get the long-term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variables in
the model analysis. With their own pre-impact, the retail pric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nsumer price (which affects coefficient of 0.44). On this basi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we make (SVAR) model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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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深入分析了 2000 年到 2012 年月度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应的单位根检验，在 VAR 模型的基础上做出 SVAR
模型，由此获得了该模型中两变量长期稳定的关系，分析得出，二者受自身前期影响较大，且上期商
品零售价格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有明显的正相关影响(影响系数为 0.44)。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脉冲响应
函数，继而做出了(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关键词：SVAR 模型；商品价格；居民消费；脉冲响应

1. 引言

响，研究结果的检验等。

物价作为市场供求关系的重要因素，其上下波动

自 Sims(1980)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来，

对居民消费水平有一定的直接影响。研究物价水平与

该模型已被广泛地应用到经济政策效应的测度研究

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关性，使我们能够清楚认识二者之

中。但是，由于其缺乏经济理论基础，模型的预测误

间的关系，从而为我们的生活做出合理的消费决策。

差无法被识别为结构性冲击，且无法考虑变量间的当

从整体看，国内有关商品零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二

期 影 响 ， 因 而 在 研 究 领 域 中 也 倍 受 指 责 。 SVAR

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1,2]。

(Structure Al Vector Auto Regression Model)模型则是

但是，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理论模型支持的力

在 VAR 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学理论设定约束条

度，数据变量选择的合理性，数据受自身滞后期的影

件，并通过放松变量当期影响为零的假定，全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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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滞后变量以及其他变量当期与滞后期对主要研

据为平稳性的结论。后做变量 DX, DY 的格兰杰因果

究对象的影响，从而对模型进行识别，一定程度上弥

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互不为对方的格兰杰原因。然后

补了 VAR 模型在理论上的欠缺。

做 DX, DY 两变量的 VAR 模型，
并得到两变量的 VAR

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的商品零售价格与居民消
费价格二者之间影响的分析方法中向量自回归模型

模型的脉冲响应。在此基础上做相应的 SVAR 模型，
并得到相应的 SVAR 脉冲响应，
最后做出相对的比较。

(VAR)是被研究者们广泛应用的一种方法，但它有自

物价对消费影响的具体测算为进一步量化测定

身的局限性，即不考虑经济理论，产生的脉冲响应因

整体居民消费与物价之间存在的联系，我们选取

为信息不能被识别为内在的结构误差，因而无法给出

2000 年以来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Y 和商品价格指

任何结构性解释。为了弥补此种不足本文应用结构自

数 X 分别代图消费和物价，从而构建消费–物价函

回归模型 SVAR 方法，通过对 VAR 模型施加基于经

数，研究消费与物价的互动关系。从两项指标曲线图

济理论的限制性条，可获得商品零售价格与居民消费

观察，呈现明显的波动特征，不具备平稳性，但具有

价格二者滞后期与当期的互动关系，同时获得二变量

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将原始数据进行处理，首先将

之间的经济关系。

指数调整为定基指数以增强数据序列的平稳性，其次
取自然对数消除异方差性，在研究商品价格对居民消

2. 数据选取与理论方法

费水平的冲击时，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是学者们广

鉴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特点和是否可获取，本
文选取 2000~2012 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

泛采用的方法，但是 VAR 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新息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直接的经济含义不明

价格指数二者之间的影响经济变量的月度数据 进行

确，产生的脉冲响应不能识别出结构性的冲击，不能

商品价格波动和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其中商品零售

对结构性的冲击做出解释等等。为此 Blanchard and

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二者的数据下载于中

Quash(1989)创立了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方法(SVAR)，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并选择数据属

以克服 VAR 模型存在的上述缺陷。一个包含 n 个内

性为前期累计数值 = 100。

生变量的 P 阶 VAR 模型[4]为：

[3]

首先假设 2000~2012 年的月度商品零售价格与居
民消费价格分别为 X 和 Y(如图 1)。运用计量经济学的
Eviews 软件对两变量 X, Y 进行了各自的单位根平稳性
检验，在不平稳的情况下做两变量的一阶差分处理，
假设获得差分结果为 DX 和 DY，进而得到一阶差分数

Yt = A0  A1Yt 1    ApYt  p + t

其中，Yt 是 t 期 n 个内生变量的列向量，p 为滞后阶
数，A1、A2…Ap 为参数矩阵，εt 代图 n*1 维的向量白
噪音(vector white noise)。SVAR 模型为：

BYt = Г 0  Г1Yt 1  Г pYt  p  t
其中，B 为对应的系数矩阵并且可逆。Г 0、Г 1…Г p
图示 i 阶滞后内生变量的系数矩阵；μt 为服从均值为
零的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向量。假如建立的是五
变量的 SVAR 模型，即 n = 5。在结构式模型可识别的
情况下，由 B 矩阵的可逆性，可以简化为 VAR 模型：
Yt = B –1 Г 0  B 1 Г1Yt 1    B 1 Г pYt  p  B 1 t

由上式可见，也就是说，简化式冲击 εt 是结构式
冲击的线性组合，即代图的是一种复合冲击。所以在

SVAR 模型中，通过对矩阵 B 中的系数做出约束并估
计系数值，就可以得到可识别的结构冲击。因此，运
Figure 1. Consumption level index and commodity price index
图 1. 消费水平指数和商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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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VAR 模型，不但可以发现变量之间的当期相互影
响关系，还可以通过脉冲反应函数发现新信息冲击的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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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路径，这是传统的 VAR 模型所不具备的。

3. 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首先做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民消费水平 y 的 t 统计结果–2.06 大于–2.88，由此显
示两变量为非平稳时间序列，由于 SVAR 模型要求变
量的时间序列必须为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在此基础上
做出两变量的一阶差分处理，并用二者的一阶差分数

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两变量各自的单位根 ADF 检验，

据做出各自的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结果显示变

用于判断这两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由于是月度数

量 DX, DY 的 ADF 值都小于传统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

据，可以设定最大的滞后期数为 12，图 2 和图 3 显示

(5%)的标准值(如图 4，图 5 所示)，所以我们认为差分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两变量的单

后的时间序列为平稳序列。

位根 ADF 检验结果。
如图分析有，在传统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5%)，
商品价格指数 x 的 t 统计为–1.94 大于–2.88，同时居

基于理论框架建立的叙述，我们利用 Eviews 估
计出商品价格指数 DX 和居民消费水平 DY 两平稳序
列的 VAR 模型[5]的结果，如图 6。

Figure 2. Augmented dickey-fuller unit root test on X
图 2.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 ADF 检验

Figure 4. Augmented dickey-fuller unit root test on D(X)
图 4.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差分后的 ADF 检验

Figure 3. Augmented dickey-fuller unit root test on Y
图 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 ADF 检验

Figure 5. Augmented dickey-fuller unit root test on D(Y)
图 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差分后的 ADF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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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第一期时受自身冲击最大为 6，然后到第二期
急剧减弱，后到第七期缓慢减弱，从第七期往后趋于
平稳。居民消费水首先受物价水平的正向冲击，在第
二期达到最大值 0.5，然后缓慢减弱，从第四期往后
趋于平稳。而居民消费水平对物价的冲击在第一期时
最大为 5.8，后来到第二期之前急剧减小，从第二期
到第七期缓慢减小，后来趋于平稳。消费水平在第一
期受自身影响最大为 2.6，到第二期之前急剧减小到
负值，然后在第三期增大到 0.4，之后缓慢减小，后
来趋于平稳。

Figure 6. Vector autoregression estimates
图 6. 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

图 6 显示，建立相关的 VAR 模型为：
 y1t  0.029   0.009 0.217   xt 1 
 



 y2t   0.01   0.443 0.210   yt 1 
 0.053 0.156   xt  2  1t 

 

 0.096 0.022   yt  2   2t 

分析有，居民消费水平 DY 明显受上一期物价水
平 DX 影响，影响系数为 0.44，即上期物价水平增长

1，则居民消费水平增长 0.44。另外，居民消费水平
DY 受上一期自身影响为负，即上一期增长 1，则该
期增长为–0.2。同理分析有，物价水平受上期居民消

Figure 7. Structural VAR estimates
图 7. 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

费水平影响为 0.2，呈正相关关系。而其它变量相互
影响较弱。
进一步，我们采用 SVAR 模型中的 AB(AB 为正
交因子分解矩阵 (orthogonal factorization matrices) 模
型来构建相应的 SVAR 模型，首先假设：A 为下三角
矩阵且主对角线元素为 1，而约束 B 为对角矩阵，如
下所示：
 1 0
A

 NA 1 

 NA 0 
B

 0 NA

基于此做出 SVAR 模型，如图 7 所示得
0
 1
A

 –0.94 1 

0.61 0 
B
0.25
 0

要比较全面地获知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我
们继续进行 SVAR 脉冲响应分析。如图 8 所示，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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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Response to structural VAR estimates
图 8. SVAR 估计的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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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 2000 年到 2012 年月度商品零售价
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分析得
出物价水平和居民消费有着明显的双向关系。商品价
格提高直接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变化，物价上
涨促使居民消费水平同步提高，继而进一步推动商品
零售价格的提高，二者存在相互推动的关系。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是编制财政计划、价格计划，
制定物价政策、工资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是反
映城市、农村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的一种经济指数
[1]

。商品零售价格的调整升降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生

活费用节约或多支，直接关系国家财政的收支，直接
影响居民购买力和市场商品供需平衡，还影响消费和
积累的比例。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是编制财政计划、价
格计划，制定物价政策、工资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
合理的物价水平和公平的分配制度有助于经济的平
稳增长，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1) 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抑制商品价格不合理上
涨。物价上涨与居民消费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

费能力，逐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提高经济承受力。

4) 建立与低收入家庭消费价格指数相挂钩的补
贴机制[7]。对实行市场调节价且价格波动较大的居民
生活必需品，制定政府补贴预案，当这些商品价格超
过一定水平时政府给予相应的补贴。

5) 积极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深化
资源性商品价格改革绝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资源性商
品价格，更主要的目的还是通过资源性商品价格改
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进资源行业改革和市场体
系建设，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在当前深化资源性商品价格改革的形势下，首先，要
积极推进资源行业的管理体制改革、运行机制改革和
生产经营企业改革，在资源行业引人竞争机制和加强
监管，强化成本约束，促进公平竞争，防止社会财富
过多地向垄断行业和企业集中。其次，要在资源行业
积极推行资产化管理。确立明确、清晰的责权利，杜
绝对资源开发应用的短期行为，确保自然资源的国家
所有者权益，使国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在经济上能得
到充分的体现。

物价的上涨，居民的消费水平会越来越高。因此，防

从当前居民消费价格加快上涨的形势看，我国资

止物价过快上涨，已经成为政府部门亟需解决的难

源性商品价格市场化改革不宜全面铺开、急速推进。

题。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的生

首先，在条件、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全面改革可能

活，想方设法尽量减轻这一部分人的生活负担。由上

会引发过热的资源开发、投资扩张，破坏宏观经济调

述分析得出，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有着深刻的影响，

控的成果，短期内会直接导致作为经济源头和基础的

促使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增加居民经济负担。考虑商

资源性商品价格上涨，增加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压

品价格上涨自身复杂的原因，对于抑制物价不合理暴

力，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其次，通过价格传导提高

涨的政策措施也应该有其针对性。应该采取结构性的

其他消费品的价格，增加居民在公共资源产品上的支

调控措施，逐步消除物价上涨的根本诱因，进而达到

出，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不仅直接降低国内的总需

稳定物价的作用。

求水平，而且也会降低消费者的实际生活水平。因此，

2) 加快促进收入平等，大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资源性商品价格改革应采取分类进行，在居民的经济

促进收入平等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经

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及企业的承受能力范围

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建立健全劳动者权利保障机制，

内，逐步调整到位。

着力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二次分配更

6) 资源性商品价格改革必须把握住方向，警惕出

加注重公平。着力提高适龄劳动者就业水平，增加就

现过度市场化改革。我国的资源市场存在开发程度

业岗位，提高劳动者报酬。

低、供应商单一、制度法规不完善等问题，还处于产

3) 差异化地对待低收入群体。物价上涨对居民的

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竞争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推

消费冲击存在结构性差异，不同群体对此反应不一，

动资源性商品价格市场化改革容易出现垄断行业损

然而低收入者受物价上涨的冲击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结果。因此，我国资源性商品价格

[6]

。因此，针对此现象，相关部门应采用针对性的通

改革一定要与我国资源行业发展现状相适应，如果偏

过差异化手段补贴该群体，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

离经济发展特点而强行进行价格改革，最后结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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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某些行业部门的资源垄断，这样的市场化改革就

[3]

偏离了正确方向，与改革的初衷和目的背道而驰。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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