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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based on the influences of relative income consumption theory, social embedded factors and multilevel statistical model, establishes a model of the influences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It solves
problems of the influential path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and the accuracy of how embedded variables affect residents’ spending. Using the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current expenditure of per urban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28.79% of the differences are caused by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Consumption desire, consumption habits, foreign-trade dependence and urbanization rate are all positive and direct factors; in
addition, the structure of regional output value has indirect and positive effect. So when analyzing
consumption structure, we should consider social embedd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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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基于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影响因素、社会嵌入性因素和多层统计模型，建立了社会嵌入性视角下，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影响因素模型。解决了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问题以及社会嵌入性变量对
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精确性问题。利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居民人均当期
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整体差异中，有28.79%是由社会嵌入性因素的不同所造成。消费
欲望、消费习惯、外贸依存度和城市化率均为正向直接影响因素；另外，地区的产值结构对当期消费支
出有间接促进作用。因此在分析居民消费结构时需要考虑社会嵌入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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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环节，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需求侧角度来说，消费能够拉动一
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也是经济活动的起点。在我国，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
用愈发重要。但在 2007 年，随着美国的“次贷危机”的爆发，全球的“金融危机”也随之而来，全球经
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此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依靠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三架
马车”的拉动也呈现出疲软的态势。我国幅员辽阔，消费结构各不相同，通过对各省的消费函数分析，
寻找出不同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作为调整区域消费的发展策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对实现国民经
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消费函数理论综述
消费函数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工具，自 1936 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将消
费函数作为其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以后，消费函数一直被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研究、探索和完
善。学者们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
第一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以“绝对收入假说”(Keynes, 1936)与“相对收入假
说”(Duesenberry, 1949)为代表。
凯恩斯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其一，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二，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也就是“消费之增加不如收入增加之甚”[2]。这一理论被视为“绝对收入假说”。
杜森贝里在研究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消费者的数据时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并在《收入、储蓄
和消费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居民消费存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示范
效应”是一种攀比倾向，居民消费会受周围其他人的消费行为影响；“棘轮效应”是说居民的消费不仅
与当期收入有关，还会受过去收入影响，如果当期的收入低于过去达到的最高收入，人们倾向于保持已
经形成的消费习惯[3]。
第二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以“生命周期假说”(LCH) (Modigliani, 1986)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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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假说”(PIH) (Friedman, 1957)为代表。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居民的消费行为不仅仅取决于当期收入，而且取决于他整个生命周期里的
收入，消费者在每一次的消费时都想使得效用最大化，从而得到一生最大的满足，但是其消费水平仍然
于一生中所获得的总收入所决定。“生命周期理论”的贡献在于它发现了家庭的收入变化在一个人的生
命周期内是有规律的[4]。
“持久收入假说”与“生命周期假说”均认为消费会受未来的影响，但“持久收入假说”中所考虑
的变量是过去获得的实际收入，没有考虑未来收入，两者分别出现了“瞻前”和“顾后”的问题[5]。
第三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通过对 LCH-PIH 模型的不确定性分析得到的以“随机游走假
说”、“流动性约束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为代表。
“随机游走假说”认为，居民的消费是一个类似随机游走的过程，与收入无关。“流动性约束假说”
认为，消费者无法通过借贷维持已经形成的较高收入水平上的消费；“预防性储蓄假说”则认为，消费
者通过储蓄来应对未来出现的风险。
自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消费水平一直是被众多学者研究。由于我国社会体制和国情的
原因，国内学者对于我国消费函数的分析主要还集中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等方面。臧旭恒(1994)认为西
方的消费理论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学者应该探索符合国情的消费函数[6]。
余永定和李军(2000)在研究居民消费函数时发现，居民的消费支出安排存在显著的阶段性[7]。廖成
林和青雪梅(2005)运用协整理论时发现，从 1978~1991 年和 1992~2002 年两个时间段内消费与收入均存
在协整关系[8]。陈亮(2012)基于非理性行为的分析，发现收入的作用至关重要[9]。他们所运用的模型是：

Ct =β 0 + β1Yt + ut
其中 Ct 为城镇居民消费， Yt 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β 0 为自发性消费， β1 为长期的边际消费倾向。该
模型实际上符合绝对收入假说，主要说明了当期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
李锴等(2010)在分析浙江省居民消费函数时，使用了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设，其模型表达式是：

Ct =β 0 + β1Yt + β 2Ct −1 + rt
其中， Ct 代表城镇居民当期实际消费支出， Yt 代表城镇居民当期收入， Ct −1 代表城镇居民前一期消费水
平， rt 是随机误差项[5]。
黄卫挺(2011)着眼于中国国情，归纳了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在我国不同的发展时期，虽然决定居民
消费水平的因素在变化，但当期收入与前期支出一直是两个最主要的因素[10]。

3. 社会嵌入性视角下消费函数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的建立
3.1. “社会嵌入性”概念
格兰诺维特是最早将嵌入性概念提出并运用于经济分析的学者，他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
问》一文中指出“我们研究的组织及其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把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是一
个严重的误解”[12]。在此基础上，格兰诺维特提出了新经济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认为对于经济领域的
研究，社会嵌入是必不可少的。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因为条件的不同，所建立的模型的参数也应随
之不同。但在多数文章中并没有考虑参数不同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消费函数时，运用嵌入社会
视角非常必要。基于社会嵌入性视角可将影响消费的因素重新划分为：内部因素和社会因素。根据国内
学者对于消费函数的分析，本文采用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设模型，所以内部因素由当期收入、前期支
出组成。依据 Granovetter、Gulati、Zukin 和 Dimaggio 等人对于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社会场景因素可分
为认知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等五大方面的嵌入[11] [12] [13]。本文将结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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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函数模型对五大嵌入进行具体说明。
3.1.1. 认知嵌入
认知嵌入是指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对于一件事情的认识程度，即“群体思维和群体认知”[14]。
全国各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同，人们对于消费的认知也有所不同。这些群体思维和群体认知会影响消费者
的消费偏好。
3.1.2. 关系嵌入
关系嵌入是指单独一个地区可以看作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网络关系可以影响居民消费支出。我
国各省的地理环境、发展状况不同在外贸交易方面有不同的优势，这种关系网络会影响居民最终消费。
3.1.3. 结构嵌入
结构嵌入是指在长期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稳定的制度结构、资本结构等网络结构，经济网络结构产
生的比较优势和超额价值(包括信息和资源优势)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比如，代表着各省经济规模的
产值结构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会产生相应的规模效应[15]。
3.1.4. 文化嵌入
文化嵌入是原本指传统价值观、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
各省在价值观、宗教信仰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同时由于各省城市化进程不同，文化对居民的消费行为
影响也大不相同。
3.1.5. 政治嵌入
政治嵌入是指各地方政府出台的不同政策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会因地制宜采
取适合于本地方发展的政策。比如，每个省的财政政策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和规模也不同，从而间接影
响居民消费水平。

3.2. 嵌入性视角下消费函数的理论模型
3.2.1. 适合嵌入视角的多层统计模型
对于具有嵌入性特征的影响因素，多层统计模型较为合理的将其与基本因素结合在一起。在上世纪
70 年代，Lindley 和 Smith (1972)在研究贝叶斯线性模型时提出了嵌套结构的数据；Dempster, Laird 和 Rubin
(1977)所推导出的 EM 估计法为多层线性模型的估计技术提供了决定性突破；Goldstein (1987)系统地总结
了多层统计模型，并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多层统计的著作[16]。在我国，陈家慧等(2007)采用多水平 Poisson
回归模型分析交叉设计数据，可以解决层次结构的问题[17]；王济川(2008)认为分析具有个体嵌套在更高
水平单位里的分级结构数据(Hierarchical structured data)或多层数据(Multilevel data)的适当方法是多层统
计模型，它能够同时分析微观和宏观效应以及其跨层交互作用，并且能正确处理模型参数问题[18]；刘殿
国(2009)在对香蕉产业组织绩效评价和泛珠三角地区区域经济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多层统计模型适合处
理具有嵌套结构的小样本数据[16]。沈洁等(2009)利用多水平 Logistic 回归模型发现将残差分解到各个层
次上，计算结果更加精确[19]。
由于影响消费的因素具有嵌入性特征，我们选择适合于一般嵌入性分析的多层统计模型作为分析消
费函数的数理模型。基于多层统计模型处理具有嵌入性特征问题的做法，本文的一层变量为当期收入和
前期消费；二层变量是认知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
3.2.2. 影响消费函数因素理论模型
层一： ln Cij =+
β 0 j β1 j ln Yij + β 2 j ln Ci−1, j + r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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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0 j =+
γ 00 γ 01VCOE j + γ 02VRE j + γ 03VSE + γ 04VCE j + γ 05VPE j + u0 j ,
层二： β1 j =
γ 10 + γ 11VCOE j + γ 12VRE j + γ 13VSE j + γ 14VCE j + γ 15VPE j + u1 j ,

β3 j =
γ 30 + γ 31VCOE j + γ 32VRE j + γ 33VSE j + γ 34VCE j + γ 35VPE j + u3 j
其中， i = 2001, 2002, , 2015 ， j = 1, 2,3, ,31 ，代表全国的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外)。层一中， Cij 表示在第 j 个地区，i 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最终消费支出； Yij 表示
在第 j 个地区，i 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Ci−1, j 表示在第 j 个地区，i-1 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最终
消费支出； rij 表示在第 j 个地区，i 年的随机误差。层二中，VCOE j , VRE j , VSE j , VCE j , VPE j 分别表示消费
支出在第 j 个地区的认知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 uij 误差项。
当对 β 0 j , β1 j , β 2 j 进行卡方检验并显著时，表明城镇居民当期消费支出与基本因素之间的关系在不同
省份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当 β 0 j 卡方检验显著时，说明城镇居民当期消费支出的平均值在各省份间存在
显著性差异；当 β1 j , β 2 j 卡方检验显著时，说明收入弹性与消费习惯在不同省份间有显著性差异。层二
模型表明，社会嵌入性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期消费支出增长差异形成的原因。
理论模型从结构上和方法上区分了直接影响因素和间接影响因素，并且还研究了社会嵌入性变量影
响消费支出的精确性问题。当嵌入性变量对 β 0 j ，以及收入弹性和消费习惯对消费支出有显著性影响时，
这些因素对消费支出有直接影响；当嵌入性变量对需求的收入弹性、消费习惯有影响时，影响因素对消
费支出有间接影响。因此社会嵌入性变量对消费支出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在实证分析时，通常
将模型分为两层：第一层变量，由影响消费支出的基本因素来解释；第二层变量，由嵌入性变量来解释。
当第二层变量 γ ij 显著时，系数的具体数值体现了嵌入性影响因素对消费支出间接影响的精确性。

4. 多层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4.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4.1.1. 变量与指标选取
基于嵌入性视角下的消费函数理论模型：当期消费支出 Ct 不仅受当期收入 Yt 和前期消费 Ct −1 影响，
还会受消费活动所嵌入的社会环境影响。
层一变量：选取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城镇居民当期人均最终消费支出 Ct 作为第一层的被解释变量。
第t年城镇居民最最消费支出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Yt 和城镇居民前一期人均最终
其中， Ct =
第t年城镇总人口数
消费支出 Ct −1 作为第一层的解释变量，其中 Ct −1 的计算方法与 Ct 一样。居民的收入与支出按照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换算成 2000 年的不变价。
层二变量：认知嵌入采用王海珍等(2016)对泛珠三角地区经济的研究中所采用的认知嵌入[17]，使用
百度指数(BI)衡量不同地区人们对于“消费”的认知程度；关系嵌入使用各地区的外贸依存度(DFC)，即
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结构嵌入使用各地区的产值结构(GDS)，即地区 GDP 与全国 GDP 的比值；
文化嵌入用各地区的城市化率(UR)表示，即各省城镇总人口数占各省年末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政治嵌入
用各地区财政支出规模(FSD)表示，即当地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地 GDP 的比重。
4.1.2. 数据来源
层一数据：城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城镇总人口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来自于各
地区统计年鉴，选取了 2000~2015 年的数据，并且对所有消费与支出的数据都进行了取对数处理，以消
除异方差。
层二数据：百度指数来自于百度公司对关键词“消费”的搜索趋势指数查询，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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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求年平均值使用；外贸依存度、产值结构、城市化率和财政支出规模的数据是通过对《中国统计年鉴》
和各地区的统计年鉴从 2000~2015 年的数据计算整理得到，并取年平均值。

4.2. 实证分析
4.2.1. 零模型
使用零模型将消费支出的方差分解，由层一基本因素和层二社会嵌入性因素两个部分解释，通过计
算组内相关系数( ρ )决定是否使用多层统计模型。
层一模型： ln C
=
β 0 j + rij
ij
层二模型： β=
γ 00 + u0 j
0j
其中，Cij 表示合并后的第 j 个地区的第 i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j = 1, 2, ,31 ，i = 1, 2, ,16 ，ε ij
表示一层随机误差， u0 j 表示二层随机误差。该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知，每个地区“城镇居民当期人均最终消费支出”的平均值在各地区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
0.10293
由社会嵌入性因素解释的差异程度，可用组内相关系数
=
ρ
≈ 28.79% 。表示约有 71.21%
0.10293 + 0.25455
的差异可以用当期消费支出内部因素解释，而剩余的大约 30%无法由单层模型来解释。这表明各地区人
均当期消费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仅仅考虑内部因素是不够的。因此，在研究当期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
时，社会嵌入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
4.2.2. 随机相应系数模型
将内部因素 Yt 和 Ct −1 引入当期收入与前期消费支出中，进行随机效应系数分析：
层一模型： ln Cij =+
β 0 j β1 j ln Yij + β 2 j ln Ci−1, j + rij

β=
γ 00 + u0 j
0j
层二模型： β=
γ 10 + u1 j
1j

β=
γ 20 + u2 j
2j
其中，层一模型中的解释变量都用组中心化后的数据参与运算的，运算结果见表 2。
Table 1. Explaining result of the variance of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表 1. 居民消费支出方差的分解结果
随机效应

标准误

方差成分

自由度

卡方值

p-值

层二, u0

0.32082

0.10293

30

211.95591

<0.001

层一, r

0.50453

0.25455

Table 2. Random effect coefficients’ regression result of inner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表 2. 居民消费支出内部因素的随机效应系数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检验

方差成分和显著性检验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检验

方差成分

卡方值

6.938762**

0.061179

113.417

0.11579**

875.55316

0.470529**

0.101743

4.625

0.29895**

244.26075

0.422290**

0.015692

26.912

0.00189

19.77000

截距 1, β0
截距 2, γ00
lnYij 斜率, β1
截距 2, γ10
lnCi-1,j 斜率, β2
截距 2, γ20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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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中可知，ln Yij 为正向显著影响城镇居民当期人均最终消费支出。回归系数为 0.320872，表明 Yij
每增加 1，即居民当期收入增加 e 元(e 为自然常数，其值约为 2.72)， ln Cij 会增加 0.320872，即当期收入
对当期消费呈现出正相作用。但 ln Ci−1, j 的卡方检验的值为 19.77，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0.1 的卡方检验，
故该项不存在随机变量，是个常数，应该作为固定效应系数处理。上述影响符合绝对收入假说对于消费
函数的分析。
同时，由表 2 可知，需求的收入弹性 β1 j 在各个地区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值小于 0.001)。这说明 ln Yij
与 ln Ci−1, j 的回归系数是随机的，ln Cij 对 ln Yij 的影响随着地区的不同而显著不同。对于这种不同，在 ln Yij
中引入社会嵌入性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解释。
4.2.3. 全模型
为研究嵌入性如何影响第一层基本变量对当期消费的影响，即跨层交互作用，需要将嵌入性变量引
入随即系数 β 0 j , β1 j , β 2 j 中。为尽可能增大二层变量之间的方差，使之更易被分解，本文的“外贸依存度”、
“产业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所代表的数据均为原始数据的做倒数。其运算结果见表 3。
层一模型： ln Cij =+
β 0 j β1 j ln Yij + β 2 j ln Ci−1, j + rij

β0 j =
γ 00 + γ 02VRE j + γ 04VCE j + u0 j ,
层二模型： β1 j =
γ 10 + γ 13VSE j + u1 j ,

β3 j = γ 30
由表 2 与嵌入变量对消费函数回归系数的影响的随机效应结果表可计算出嵌入性变量对 β 0 j , β1 j , β 2 j
的方差成分解释程度，见表 4。
由表 4 可知，嵌入性变量对 ln Yij 与 ln Cij 之间关系的变异解释较好。当期收入 ln Yij 对当期消费影响的
变动有 50.01%是由嵌入性变量“产值结构”(GDS)来解释。层二模型的具体分析由表 3 中可知。
关系潜入和文化嵌入对城镇居民人均当期消费支出由直接影响，而结构嵌入对当期消费支出由间接
影响。
Table 3. Result of influences of social embeddedness
表 3. 社会嵌入变量影响效应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 检验

自由度

p值

截距 1, β0
截距 2, γ00

6.938762

0.044654

155.391

28

<0.001

VRE, γ02

0.476377

0.080824

5.894

28

<0.001

VCE, γ04

0.366354

0.193575

1.893

28

0.069

截距 2, γ10

0.584887

0.091932

6.362

29

<0.001

VSE, γ13

0.505967

0.171041

2.958

29

0.006

0.322859

0.018537

17.417

402

<0.001

lnYij 斜率, β1

lnCi-1,j 斜率, β2
截距 2, γ20

Table 4. Variance components and rates from the explaining of embeddedness variants
表 4. 嵌入性变量所解释的方差成分和比例
随机效应

加入嵌入性变量前

加入嵌入性变量后

解释程度

截距 1,u0

0.06156

0.06068

50.36%

lnYij 斜率, u1

0.34193

0.34178

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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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的具体表现为，关系嵌入，即外贸依存度对居民人均当期消费由正向显著性作用，其回归
系数为 0.476377，表明外贸依存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城镇居民人均当期消费( Cij )大约增加 61.02%，即外
贸依存度越高，其消费支出就会增加。文化嵌入对当期消费为正向显著性影响。文化嵌入的回归系数为
0.366354，这表明文化嵌入，即城市化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城镇居民人均当期消费增加 44.25%；城市化
率越高说明城市化建设越快，越来越多的购物商店及消费场所的建设增加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 ln Yij 对 ln Cij 的影响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而这种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社会
嵌入性变量来衡量。
ln Yij 的斜率， β1 方程中，结构嵌入(VSE)有正向显著性影响。结构嵌入，即产值结构每增加一个单

位， β1 就会增加 0.505967，结构嵌入对城镇居民人均当期消费支出的影响增加 65.86%；这表明，当地
GDP 对全国的 GDP 贡献越大，城镇居民人均当期消费支出越大。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视角，对已有的消费函数进行总结归纳，分析了消费函数的嵌入性因
素，并将其与多层统计相结合，建立了多层消费函数的理论模型。
运用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 2000~2015 年的消费函数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多层消费函数模型，并分析
了城镇居民人均当期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嵌入性变量里，关系潜入和文化嵌入对居民消
费支出具有显著性直接影响。城镇居民人均当期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前期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人均当期
消费支出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居民当期收入对当期消费支出的影响受到社会嵌入性变量的调节：产值结
构加强了居民当期收入对居民当期消费支出的影响效果；而居民前期消费支出是固定效应系数，与社会
嵌入性无显著性关系。
多层消费函数模型的实证分析，将大数据(消费百度指数)作为一个视角，虽然这项嵌入性变量对于居
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该模型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居民对于消费的看法。
依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在分析居民消费模式时，既要考虑传统的基本因素，又要社会嵌入性因素。
只有优化消费结构、合理使用社会嵌入性因素的发展，才能使得居民消费显著性提高。具体策略为：
1) 维持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当居民的收入维持现状或有所提高之后，才会选择按照个人意愿在原
有的消费习惯上进行完善，从而提高消费支出。
2) 外贸依存度对城镇居民人均当期消费支出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加强对外贸易交易，尤其是进口境
外商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
3) 各个地区的城市化率对城镇居民人均当期消费支出有直接影响。城市化率的提高可以，将更多的
农村地区纳入城市，加强城乡结合部的建设，增加商场等消费性场所的建设，可以直接促进居民消费的
支出。
4) 各省市的产值结构对城镇居民人均当期消费支出有间接影响。产值结构能够促进当期收入对当期
消费支出的影响。因此，加强区域经济的增长，使得城镇居民在购物、消费时有更多的选择，从而促进
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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