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评述1 

——以拉沃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基础》为例 

 

 骆桢 

摘  要  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以拉沃的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基础》一书为例，结合相关文献，本文总结并展示了

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基准模型及其所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后凯恩

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有很深的渊源，对宏观经济的分析有很多相似之处。相

较而言，后凯恩斯经济学更突出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各部分缺乏一贯的逻辑联系，

理论发展碎片化；而马克思经济理论则基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一般性分析，更加

系统和深刻。两个理论的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具有很好的基础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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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凯恩斯经济学已成为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中较为成熟的

体系，并综合了马克思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异端流派的部分理论。

拉沃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基础》一书全面地总结并展示了后凯恩斯经济

学在各领域的发展现状，除了方法论以及对西方流行理论的批判外，还包括微观

经济行为分析（包括消费者选择、生产理论、成本和就业理论等）以及宏观经济

学的多个领域，是后凯恩斯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 

在拉沃的书中，对宏观经济学问题的探讨集中在第六章《积累与产能》、第

七章《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和第八章《通货膨胀理论》。本文将在该书内容

基础上，结合其他后凯恩斯经济学文献，突破原有章节顺序，总结后凯恩斯宏观

经济分析的主要问题和研究现状，并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立场对其进行评述。后

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存在着若即似离的关系，一方面，后凯恩斯经济学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马克思理论的生产力进步测度、产出变动分解与经济增长研究》（项目

编号 19BJL0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孟捷教授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骆桢 ，男 ，重庆万州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马克思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 电子

邮箱：luozhen@scu.edu.cn。 

 



的代表性学者都曾受马克思理论的影响，他们的理论本身也融合了部分马克思的

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却并不像马克思的理论那样从本质层面系统地、整体地把

握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碎片化。 

总体上来看，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者之间基本达成以下共识： 

（1）劳资分配决定总储蓄（总消费），因为劳资之间的储蓄率存在差异。 

（2）需求或利润份额等决定投资，常见的决定投资的变量包括产能利用率、利

润率、利润份额等。 

（3）需求决定供给，虽然这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存在过剩产能时的短期现象，但

是也有相当的学者提出长期中也存在该因果关系，比如卡尔多-凡登法则。 

（4）货币内生，这里指的是货币供给也是由需求所引致的，央行和外部市场只

能影响资金价格（利率），不能任意决定货币流通量。 

（5）劳资博弈决定通胀。既然货币内生，那么就不存在货币超发导致通胀这一

机制，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转而通过将价格变动分解为各部分成本和利润的变动，

并通过劳资博弈来解释价格水平的变化，并提出通胀是货币超发的原因而非相反。 

    以上基本共识不同于西方流行宏观经济学的惯常看法，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提供了系统的宏观经济分析的替代性选择。这样一套理论体系主要讨论的宏观经

济问题包括： 

（1）经济增长的性质，包括增长体制是利润引导型（profit-led）还是工资引导型

（wage-led），工资引导型在拉沃的书中也被称为“成本悖论”。 

（2）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这涉及到经济系统偏离均衡后的调整机制。 

（3）经济增长的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协调问题，这也涉及到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

期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进步与失业的变动等。 

（4）开放宏观经济分析，包括汇率与国际收支，及其对一国和多国经济增长的

影响等问题。 

（5）通胀理论，即通货膨胀的阶级分析视角。 

（6）债务问题，尤其是企业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在大部分研究中，为了方便分析，有些问题仅在一个实际经济模型中讨论，

比如增长和债务。而另一些问题必须涉及价格总水平，比如通胀、汇率和国际收

支等。本文将先介绍实际经济模型下的相关研究，然后通过引入内生货币理论，



进一步讨论通胀、国际收支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问题。 

 

二、资本积累的基本模型和经济增长的性质 

和西方主流理论类似，后凯恩斯宏观分析的基本模型也是增长模型。但是，

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的主动性融入到模型中。达特

（dutt,2017）将后凯恩斯基本模型总结为两个会计恒等式和三个闭合方程。两个

会计恒等式为： 

Y = C + �̇�                       （1） 

其中，Y 是实际产出，C 是实际消费，K 是实际资本存量，�̇�表示 K 随时间

的变化，即实际投资的真实水平。 

Y =
𝑤

𝑝
L + rK                     （2） 

其中，w/p 是实际工资，L 是就业，r 是利润率。这两个会计恒等式的含义很

简单，就是产出既可以按照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润，也可以按照其用途分为消费和

投资。 

进一步，我们令劳动产出比固定，为𝑎0 = 𝐿 𝑌⁄ ，单位产出所需的最小资本𝑎1

也是固定的，显然有𝑎1 ≤ 𝐾 𝑌⁄ 。用 Y 除两个等式，我们得到： 

1 = c𝑎0 +
𝑔

𝑢
                     （3）  

1 =
𝑤

𝑝
𝑎0 +

𝑟

𝑢
                     （4）   

其中，c = 𝐶 𝐿⁄ 是消费-劳动比（包括资本家消费）；𝑔 = �̂�，表示资本的增长

率2；u = 𝑌 𝐾⁄ ，代表产能利用率。在“资本产出比”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增长率也

就是经济增长率了。上述方程是由五个变量（c，g，u，w/p 和 r）组成的方程组。

要想使系统“闭合”，还需要另外三个独立的方程。根据不同理论对另三个方程的

假定，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古典-马克思（CM）模型 

    该模型假定只有资本家储蓄（利润的储蓄率𝑠𝑝 < 1），于是资本增长率等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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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率和资本储蓄率的乘积，即“剑桥方程”3（𝑔 = 𝑠𝑝𝑟）；收入分配比例外生；完全

产能或者产能利用率外生给定。 

该模型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分析几乎彻底抛弃掉了，但是保留了所谓

“均衡增长”的性质，包括向右下倾斜的线性的工资-利润率曲线；（外生的）劳资

分配决定利润份额（利润率）和增长；经济增长率和利润份额正相关，属于利润

引导型的增长体制。 

（二）新凯恩斯（NK）模型 

该模型的思想来源于罗宾逊（Robinson，1956；1962），由马格林（Marglin，

1984）等人给出形式化表达。模型同样假定产能利用率外生给定（完全或正常产

能利用率），并使用“剑桥方程”来描述储蓄视角下的资本增长率，被称为储蓄方

程（𝑔𝑆 = 𝑠𝑝𝑟）。同时，引入投资视角下的资本增长率函数，称作投资方程，记作：

𝑔𝐼 = ∆K/K = I/K = 𝑔(𝑟)。均衡的时候投资等于储蓄，于是，均衡条件为𝑔𝑆 = 𝑔𝐼 =

𝑔，这意味着下列方程组就内生决定了利润率： 

{
𝑔 = 𝑔𝑆 = 𝑠𝑝𝑟

𝑔 = 𝑔𝐼 = 𝑔(𝑟)
                   （5） 

和 CM 模型相比，通过引入投资函数，在投资等于储蓄的均衡关系中内生决

定了利润率。而利润率可以分解为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的乘积除以资本产出比

4，所以，当技术不变（资本产出比不变）且产能利用率为外生的时候，利润率的

变化取决于劳资分配的变化，因此均衡条件𝑔𝑆 = 𝑔𝐼需要依靠劳资分配的变化来

实现。这和马克思的逻辑是相反的，因为马克思认为劳资分配决定利润率从而决

定资本积累。虽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包含着投资（需求）对利润率的影响机

制，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5，但是，剩余首先是生产出来的，然后才有实现

问题。纯粹从数学建模上讲，该模型无法讨论影响利润率的各因素变动，减弱了

 
3 不考虑折旧，令为 П 利润，利润率为 r=П/K，因为 S=I=ΔK 且 S=spП，所以 g=ΔK/K= spП/K= spr，得剑

桥方程。 

4 利润率𝑟 =
Π

𝐾
=

Π

𝑌
∗

𝑌

𝑌∗
∗
𝑌∗

𝐾
= 𝜋𝑢/𝑣，其中 Y*为潜在产出，v 为资本-产出比，Π为利润总额。 

5 孟捷（2001）基于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同样得出了类似的关系：𝛼𝑆1 + 𝛼𝑆2 = 𝑆1𝑐 + 𝑆2𝑐 + 𝑆1𝑣 + 𝑆2𝑣，

其中 S 代表剩余价值，下标 1 和 2 代表第一、二部类，α 是剩余价值的积累率（储蓄率），于是等式左边

就是总储蓄，等式右边的下标 c 和 v 则代表剩余价值中用于追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于是等式右

边就是总追加投资（总投资），只有等式成立的时候剩余价值实现才能顺利完成。该关系刻画出资本家的

资本积累行为对剩余价值实现的重要性。然而，在马克思这里，剩余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结果，而且生产中

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同样影响着剩余价值的实现。 



模型的分析能力。 

在 r-g 的平面上，均衡点就是代表以上两式的曲线的交点。考虑偏离平衡点

之后的调整机制，比如投资取决于预期利润率，而预期利润率等于上一期利润率

（𝑟𝑒 = 𝑟𝑡−1），该平衡点的稳定性条件是，均衡点处投资增长率曲线的斜率小于

储蓄增长率曲线的斜率。这意味着，在该点处投资对利润率的反应程度小于储蓄，

这被称为“凯恩斯稳定性条件”。如下图所示： 

 

假定投资增长函数也是线性的𝑔𝐼 = 𝛾 + 𝛾𝑟𝑟，根据（5）式求得均衡解。容易

证明
𝜕𝑔∗

𝜕𝑠𝑝
< 0，资本家越是减少消费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率越低，这被称为“节俭

悖论”。这是否意味着资本家可以通过控制储蓄率获得任意的经济增长呢？对此，

罗宾逊（Robinson，1956；1962）提出，均衡要依赖劳资分配的被动调整来实现。

但随着经济增长，失业率下降会使得劳动者的议价力提高，劳动报酬占比难以下

降。此时，劳动者议价能力提高会引发工资-价格螺旋，出现通货膨胀，货币当局

被迫紧缩，使投资增长率公式中表示“动物精神”的截距项变小，恢复经济平衡。

这样的观点被称为“通货膨胀壁垒”，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情形。 

（三）后卡莱斯基模型 

后卡莱斯基模型包含很多子类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卡莱斯基-斯坦德尔（KS）

模型。该模型思想来源于卡莱斯基（Kalecki，1971）和斯坦德尔（Steindl，1976）

等人，简化版本由阿曼德尔（Amadeo，1986）提出。 

首先，该模型假定劳资分配外生给定。这是因为给定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比例，

劳资分配和价格加成率是一一对应，于是，该模型认为，短期内，给定市场竞争

gI      

g
S     g     

r    



或者阶级斗争状态，劳资分配就是外生的6。其次，假设企业拥有过剩产能，且根

据需求调整产出，u 变成了一个内生变量，且成为影响投资的重要变量。在简化

版本中，直接假定： g𝐼 = g(u)。因为给定加价率 z，意味着给定劳资分配比例不

变，若技术不变，利润率只受需求影响。 

若给定投资函数形式为线性函数：𝑔𝑖 = 𝛾 + 𝛾𝑢(𝑢
𝑒 − 𝑢𝑛)    （6） 

其中，ue 是预期产能利用率，un 为自然产能利用率，γ 和 γu 是非负系数。 

加上剑桥方程——利润率分解为利润份额 π、产能利用率 u 和产出-资本率 v

的组合：𝑔𝑠 = 𝑠𝑝𝑟 = 𝑠𝑝(𝜋𝑢/𝑣)             （7） 

利用均衡条件——储蓄增长率等于投资增长率（gs=gi）以及预期产能利用率

等于实际产能利用率（u=ue），可得均衡的增长率 g*和产能利用率 u*:  

{
𝑢∗ =

(𝛾−𝛾𝑢𝑢𝑛)𝑣

𝑠𝑝𝜋−𝑣𝛾𝑢

𝑔∗ = 𝑠𝑝
𝜋

𝑣
𝑢∗

        （8） 

同样，令𝑢𝑒 = 𝑢−1，可得相应的凯恩斯稳定性条件：𝑠𝑝𝜋 > 𝑣𝛾𝑢。其含义仍然

是储蓄比投资反应要敏感，只不过这时候是对产能利用率的反应而不是利润率。 

根据均衡结果，易证“节俭悖论”仍然成立，
𝜕𝑢∗

𝜕𝑠𝑝
< 0。除了节俭悖论，这里还

有一个“成本悖论”（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利润份额的提高，反而导致均衡利

润率的下降，
𝜕𝑟∗

𝜕𝜋
< 0。但是，这两个结论都依赖于前面的凯恩斯稳定性条件。因

为模型中只有产能利用率影响投资，所以才有了该凯恩斯稳定性条件。换句话说，

如果资本份额也影响投资，凯恩斯稳定性条件就会变化，以上结论并不一定成立。 

引入利润份额对投资的影响，就得到了巴杜里-马格林（BM）模型（Bhaduri 

and Marglin，1990）。和 KS 模型相比，区别是投资函数为g𝐼 = g(𝜋，u)。该函数

弱化了 u 的影响，并不能直接得出工资份额变化的明确后果。因此，根据不同参

数，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可以被划分为工资引导型（wage-led，利润份额与经济增

长率成反比）或者利润引导型（profit-led，利润份额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 

因其较强的分析能力和优越的扩展性，后卡莱斯基模型逐渐成为后凯恩斯宏

 
6 将价格设定为劳动成本上的加价，即p = (1 + 𝑧)𝑤𝑎0。其中，z 是外生给定的宏观加成率。于是，实际

工资为
𝑤

𝑝
=

1

(1+𝑧)𝑎0
。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比就是劳动报酬份额，可见宏观加成率和劳动报酬份额之间

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观经济分析的主流模型。卡莱斯基模型的后续发展产生了很多子类型，包括增加

工资的净储蓄（Amadeo，1987；Taylor，1990；Sarkar，1993；Mott and Slattery，

1994；Blecker，2002），这并不改变模型的逻辑，但是原有结论成立的条件发生

了变化。此外，投资函数也有各种尝试，主要包括，引入利润率、利润份额或者

“正常利润率”7等（Bhaduri and Marglin，1990）。模型的进一步发展还包括引入管

理层的收入分配和储蓄行为；引入自发增长的消费；讨论变量或者参数的长期、

短期变动；以及考虑不同部门之间的异质性等。 

（四）线性函数下基准模型性质及稳定性条件 

考虑到模型的一般性，我们选取考虑工资净储蓄的 BM 模型为例子，并将所

有函数关系设为线性函数。设工资储蓄率为 sw，储蓄增长率为： 

𝑔𝑠 = 𝑠𝑝 (
𝜋𝑢

𝑣
) + 𝑠𝑤[(1 − 𝜋)𝑢/𝑣] = [(𝑠𝑝 − 𝑠𝑤)𝜋 + 𝑠𝑤]𝑢/𝑣    （9） 

其中，利润的储蓄倾向是大于工资的储蓄倾向的。 

投资函数引入利润率的影响：𝑔𝑖 = 𝛾 + 𝛾𝑢𝑢 + 𝛾𝑟𝑟 = 𝛾 + (𝛾𝑢 + 𝛾𝑟
𝜋

𝑣
)𝑢  （10） 

于是，均衡产能利用率为：𝑢∗ =
𝛾𝑣

(𝑠𝑝−𝑠𝑤−𝛾𝑟)𝜋+𝑠𝑤−𝑣𝛾𝑢
       （11） 

易见，节俭悖论仍然成立，但是，这一改变使得“成本悖论”不一定成立： 

𝑑𝑢∗

𝑑𝜋
= −𝛾𝑣(𝑠𝑝 − 𝑠𝑤 − 𝛾𝑟)/𝐷

2        （12） 

其中，D 为原均衡产能利用率的分母。该式的符号取决于具体参数，这意味

着，一个经济体可以是工资引导型（wage-led）和利润引导型（profit-led）。奥纳

兰等（Onaran and Galanis，2012）总结了大量经验研究，认为大部分国家不考虑

外部需求的话都是工资引导型增长体制。 

关于稳定性问题，除了凯恩斯稳定性条件之外，还哈罗德稳定性条件。凯恩

斯稳定性条件针对的是投资增长率与储蓄增长率的斜率，讨论的是储蓄行为和投

资行为给定的前提下，增长率和产能利用率偏离均衡后收敛的要求。而哈罗德稳

定性条件则针对的是作为投资增长率函数截距的 γ 变动导致的稳定性问题。它假

设 γ 的变动是产能利用率 u 和正常产能利用率 un 之间差额的函数，虽然对此存

在多种经济解释，但是其数学结构和凯恩斯稳定性条件所针对的问题并没有差别。

考虑到一般情形，Bruno（1999）和 Bhaduri（2008）提出了数量调整和价格调整

 
7 引入以正常产能利用率为基础的正常利润率，是为了凸显投资是出于长期考虑而非短期。 



同时作用的双重机制。其中，价格调整主要指的是通过价格变化影响劳资之间的

分配关系。该机制的简单方程为： 

{
�̇� = 𝜇(𝑔𝑖 − 𝑔𝑠)

�̇� = 𝜙(𝑔𝑖 − 𝑔𝑠)
          （13） 

将该方程组线性化以考察其稳定性： 

(
�̇�
�̇�
) = (

𝜇(𝛾𝑢 −
𝑠𝑝𝜋

𝑣
) 𝜇(𝛾𝜋 −

𝑠𝑝𝑢

𝑣
)

𝜙(𝛾𝑢 −
𝑠𝑝𝜋

𝑣
) 𝜙(𝛾𝜋 −

𝑠𝑝𝑢

𝑣
)
) (

𝑢
𝜋
)    （14） 

该线性系统的系数矩阵 J 的行列式为零（上下两行线性相关），存在零根。

稳定性取决于该矩阵的迹𝑡𝑟𝐽 = 𝜇 (𝛾𝑢 −
𝑠𝑝𝜋

𝑣
) + 𝜙(𝛾𝜋 −

𝑠𝑝𝑢

𝑣
)。一般而言，需求增长

超过供给增长，产能利用率会提高，所以𝜇 > 0没有什么争议。但是，𝜙的正负号

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需求增长超过供给会增强劳动者议价力降低利润份额，

所以符号为负；但也有学者认为需求增强的直接效应是价格上升，工资短期内刚

性，所以实际工资会下降，资本份额会上升，符号应为正。因此，一旦偏离均衡，

即使在产能利用率可以收敛的情况下，利润份额的变动如果不收敛，则根据经济

增长的体制（工资引导型还是利润引导型）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动态规律。 

 

三、长期增长取决于需求还是供给？ 

后凯恩斯增长模型最大的问题是均衡条件中缺少供给侧，尤其是技术变化的

影响，在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均衡条件中决定了均衡的增长率。如果没有技术进步

的支撑，劳动生产率不变，经济增长仅依靠就业增长来实现，总会遇到劳动力约

束。此外，即使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但是如果跟经济增长的决定体系毫无关系，

就会出现失业率的单方向持续变动。劳动生产率等于产出除以就业 L，所以有就

业增长率�̂�等于产出增长率𝑔𝑞减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λ，即�̂� = 𝑔𝑞 − 𝜆。类似地，

令自然（潜在产出）增长率𝑔𝑛等于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λ。易证，失业率的变动�̇� ≈ �̂� − �̂� = 𝑔𝑛 − 𝑔𝑞。易见，若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

不相等，失业率就会持续增加或降低。 

那么，供给侧和需求侧在长期增长中是如何协调的呢？一部分学者构建了需

求侧相关参数进行调整以靠近供给侧的机制。比如，杜梅尼尔和列维（Duménil 



and Lévy，1999）讨论了均衡产能利用率和正常产能利用率的关系，构建了内生

均衡产能利用率收敛于外生正常产能利用率的机制，并认为长期中外生均衡产能

利用率决定着增长率，这也被称为“短期的凯恩斯主义，长期的古典主义”；有

的学者（Dutt，2006）则认为投资方程中的截距 γ 受失业率变动的影响，并推动

总需求向潜在产出靠拢；也有学者（Lavoie，2009）认为失业率变动会影响通胀

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从而使总需求向潜在产出靠拢；还有学者（Stockhammer，

2004）提出，失业率与利润份额正相关，一定条件下也可实现上述结果，这也被

称为“马克思效应”。 

除了需求向潜在产出靠拢的机制外，有学者提出了潜在产出向需求靠拢的机

制，被称为“卡尔多-凡登法则”（Kaldor-Verdoorn’s Law）。该法则一开始是一个经

验法则，其最初的形式为λ = 𝜆0 + 𝜆𝑔𝑔𝑞，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产出增长

率的增函数（𝜆𝑔为参数），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等人的市场扩大导致分

工深化和技术的内生进步。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供给能否伴随需求增长而增长的

问题。  

在后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还有学者加入了人均资本变动率（Michl，1985），

或者实际工资变动率（Storm and Naastepad，2012； Marquetti，2004），以及资

本份额（Cassetti，2003；Hein，2012）等因素。一旦需求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产

生影响，那么就业变动和需求的关系就变得复杂了，并且和劳动引导型-利润引

导型体制的划分存在密切关系，可以组合形成更多类型的经济增长体制。 

 

四、债务与增长 

受明斯基影响，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重视对债务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在存

量-流量一致模型（SFC 模型）中。债务分为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其中，对企业

债务的分析集中于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对家庭债务的分析还包括对收入分

配和贫富分化的影响。 

对企业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在卡莱斯基模型中引入债

务来实现的，即储蓄方程和投资方程都受到债务及其导致的利息支付的影响。首

先假定家庭仅持有两种资产，银行存款和股票。股票价值为𝑝𝑠𝑠，其中 s 为股票



数量，𝑝𝑠是每一股的价格，存款为 D。于是，家庭的财富为V = D + 𝑝𝑠𝑠。若只有

企业存在借贷，这也就是企业的市场价值，因为存款 D 等于贷款 B。令企业的市

场价值与资本的比为𝑣𝑟 =
𝑉

𝐾
=

D+𝑝𝑠𝑠

𝐾
，卡尔多（Kaldor，1966）称其为资产估值比

率。并假定存款和股票分别占家庭财富 V 的比例为𝜅𝑑和𝜅𝑠，𝜅𝑑 + 𝜅𝑠 = 1。于是，

家庭持有的存款为D = 𝜅𝑑𝑣𝑟𝐾，持有的股票为𝑝𝑠𝑠 = 𝜅𝑠𝑣𝑟𝐾 = (1 − 𝜅𝑑)𝑣𝑟𝐾。 

令企业的债务比率为𝑙 =
𝐷

𝐾
=

𝐵

𝐾
，我们将𝑝𝑠和𝑣𝑟表达为下式： 

𝑝𝑠 = (
1−𝜅𝑑

𝜅𝑑
)(
𝐷

𝑠
)                （15） 

𝑣𝑟 =
𝐷

𝜅𝑑𝐾
=

𝑙

𝜅𝑑
                （16）  

储蓄分为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企业将支付利息后的利润的𝑠𝑓比例作为企业

留存，这就是企业储蓄。假设家庭收入由工资，分红和利息收入构成，其储蓄倾

向为𝑠ℎ。于是，后卡莱斯基模型中基于储蓄的增长率方程为： 

𝑔𝑠 = 𝑠𝑓(𝑟 − 𝑖𝑙) + 𝑠ℎ[(
𝑢

𝑣
− 𝑟) + (1 − 𝑠𝑓)(𝑟 − 𝑖𝑙) + 𝑖𝑙] − 𝑐𝑣𝑣𝑟   （17） 

其中，𝑐𝑣是财富的消费倾向。投资函数除了考虑利息的支付外，还引入了“明

斯基效应”，即“资产估值比率”影响投资： 

𝑔𝑖 = 𝛾0 + 𝛾𝑢𝑢 − 𝛾𝑙𝑖𝑙 + 𝛾𝑣𝑣𝑟              （18） 

根据（16）（17）（18）式，求得均衡产能利用率： 

𝑢∗ =
𝛾0+[𝑠𝑓(1−𝑠ℎ)−𝛾𝑙]𝑖𝑙+[(𝑐𝑣+𝛾𝑣)/𝜅𝑑]𝑙

[𝑠𝑓(1−𝑠ℎ)𝜋+𝑠ℎ]/𝑣−𝛾𝑢
          （19） 

泰勒（Taylor，2004）类比于工资引导型和利润引导型，称产能利用率与企

业债务率正相关的情况为“债务引导型”需求体制，负相关则称为“债务负担型”需

求体制。我们也可以求解出𝑔∗，以区分两种债务增长体制。 

此外，基于该模型设定我们还可以得到企业债务率变动的动态方程，从而分

析影响企业负债的各因素。如果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经济活动导致更高的债务比

率，则称该经济体为“明斯基体制”，如果导致更低的债务比率，则称其为“斯坦德

尔体制”。 

在家庭债务模型中，后凯恩斯经济学关注的是其再分配效应及其对增长的影

响。比如，达特（Dutt，2006）构建了一个 KS 模型，假设工人借贷，并存在一

个由工人自己或银行设定的债务-收入比，资本家除了从生产中获得利润外，还



以固定利率获得利息收入。该模型显示，尽管短期内借贷对经济增长是扩张性的，

但由于债务的增加，使得收入从欠债的工人再分配给具有更高储蓄倾向的债权人

资本家，从而导致总消费下降，进而可能降低增长。米希尔（Michl，2009）也认

为，资本家作为政府债务的主要持有者，会导致收入分配随时间更加不平等。但

是，也有学者提出，如果债务带来的支出对经济起扩张作用，会使得就业增加和

经济增长，也可能改善不平等。（You and Dutt，1996；Taylor，1991） 

 

五、内生货币、汇率与国际收支 

前文介绍的文献基本是不涉及价格和货币因素的实际经济模型，但是，一旦

涉及到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就不得不面对汇率和国际收支，因而必须分

析货币和价格。后凯恩斯经济学在分析国际收支失衡和宏观经济政策时，贯穿其

中的是内生货币理论，即信贷和货币量是需求引致的内生变量（货币供给也是需

求引致的）。这意味着，国际收支失衡不会对流通中的货币量产生影响，只会改

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同时，中央银行有能力制定国内利率（甚至实际

利率），当然这会受到其调控目标和经济结构的限制。 

这会导致一些有趣的结论，比如，对外赤字并不会导致国内流动性下降和利

率的提高（Godley and Lavoie，2007），央行为了避免外汇储备流失可能会提高利

率，但这是货币政策所致而并不是市场供求本身的结果；或者，贸易盈余并不必

然带来货币量的增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这些结论要得以成立，需要两个理论前提，一个是“抵消理论（compensation 

thesis）”，一个是资产异质性。其中，抵消理论是内生货币理论中的“回流原理

（Reflux Principle）”在开放经济中的运用。内生货币理论认为，在一个信贷货币

体系中，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与供给出现差额时，总能够减少或者增加货币供给，

从而与货币需求相匹配，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尤其如此。因为银行信贷并不是

量入为出，放贷和吸储是彼此独立的，放贷部门主要考虑的是贷款的质量而不是

银行是否有剩余资金。于是，在法定准备金率的约束下，就会出现“赤字银行”和

“盈余银行”以及银行间的货币拆借市场。此外，现代银行除了吸储和放贷业务之

外，还持有其他的资产以优化其资产组合。那么，当货币供给过多，银行并不必

需增加信贷，尤其是信贷业务不具有吸引力的时候，比如利润率过低导致贷款风



险过大。此时，银行可以减少其对央行的负债，调节其资产负债表对冲扩张的货

币。当货币供给过少，银行会向央行进行透支或者贴现以获得流动性，否则会导

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过高，并迫使央行被动投放流动性。当然，这个过程中，央

行对利率是有控制力的，可以通过利率影响货币的需求，但并不能直接决定流通

中的货币量。 

国际收支造成的货币冲击就如同央行的数量型政策一样，不会直接影响货币

流通量。这在经验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比如，马瑟利（Marselli，1993）的研究

发现，外汇储备的变化并不与额外的银行贷款协整，外汇储备变化和私人银行持

有的证券是正的协整关系。拉沃和王（Lavoie and Wang，2012）发现，外汇储备、

中央银行债券和对政府及银行的债权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

之间没有这种关系。 

要使前文的逻辑能够成立，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国内利率和国际利率不一

致会导致套利资金的大规模进出，从而抵消掉央行政策的效力。这也是利率平价

理论的基本机制。然而，在现实中，各国利息率总是存在着差异，资金的跨国流

动也并未消除这些差异，这是因为不同国家资产的异质性。拉沃（Lavoie，2014）

提出，有必要区分“资本完全流动”和“资本完全可替代”，并认为，只要存在资本

异质性，即使是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由于各国的资产和资本不能完全替代，套

利行为也不会使得各国实际利率均等化。换句话说，即使存在利差，也不必然引

起大规模的资金流动来平抑利差。这意味着利率平价的套利机制在现实中作用是

极其有限的。8 

如果利率平价在短期内不成立，那么短期汇率是如何决定的？后凯恩斯经济

学认为，国际资本流动除了追求生息资产之外，还有权益类资产。前者受利息率

影响，后者则关注投资经济体的基本面和经济运行。这也对应于两类行为人，一

类被称为“技术分析者”（chartist），一类被称为“基本面分析者”（fundamentalists）。

汇率运动和资本流动由这两类人的比例及其信念的强度决定。拉沃和戴格尔

 
8 然而，抛补的利率平价在经验研究中却非常稳健。后凯恩斯经济学对此认为，抛补的利率平价公式并不

是一个汇率决定公式，而是一个远期汇率的计算公式，这被称为“兑换商观点”（Coulbois and Prissert，

1974；1976； Lavoie，2000；Smithin，2004）。其基本看法是，银行作为远期汇率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并不

会通过持有外汇头寸进行投机，而是在对客户的买价和卖价之间制定一个利润边际来盈利。如果有客户向

银行购买远期汇率，那么银行就会在即期市场上购买足够的外汇为到期支付做准备。于是，考虑到持续期

的利息收入和成本，那么远期汇率的计算公式为：𝐹𝑡 = 𝑆𝑡
1+𝑖𝑑

1+𝑖𝑓
  ，其中，𝐹𝑡为汇率远期，𝑆𝑡为直接标价法

的即期汇率，𝑖𝑑和𝑖𝑓分别为国内和国外的利率，该公式恰好就是抛补利率平价的均衡公式。 



（Lavoie and Daigle，2011）证实了，由基本面分析者所评估的基本面会影响到

经济将要收敛到的实际汇率水平。当技术分析者过度占优时，由预期导致的汇率

的周期性变化将不会收敛，贸易基本面与汇率之间的关系也将不存在。 

以此为基础，我们会得出很多和传统 IS-LM-BP 模型不同的结论。比如，传

统看法认为，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是失效的。因为财政扩

张带来国内利率上升，会使得资本流入，本币升值，于是净出口下降，直至国内

利率等于外国利率。但是，在后凯恩斯的模型中，因为利息率可以保持不变，则

财政扩张带来总需求和产出的增加，并不会带来利率上升，只会带来贸易赤字和

本币贬值，这又会导致 BP 曲线右移和 IS 曲线进一步右移，产出进一步上升。于

是，在后凯恩斯的模型中，资本完全流动的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也是有效的。

同理，在固定汇率制下，考虑到资本的异质性，利息率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动并不

会引起超大规模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也是可以有效的。因此，扩张的货币政策

体现为利息率的下降，只要资本外流并没有耗尽外汇储备，低利率就可以持续维

持，并且外汇储备的变动本身会被冲销掉，在这的过程中并不会影响国内的货币

量。当然，若外汇储备无法维持低利率，固定汇率也就无法维持，最终会导致本

币贬值和 IS 曲线的右移。 

 

六、瑟尔沃法则和开放条件下的卡莱斯基模型 

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分析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主要使用两类模型——哈罗

德模型和卡莱斯基模型。 

哈罗德模型主要分析了在收支均衡约束下，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扩张的依赖，

这也被称为“瑟尔沃法则”。 令 M 为进口，X 为出口，Y 为实际 GDP，μ 为进口

倾向，在内部均衡（I=S）的前提下，外部均衡为：X = M = μY。稍作变形，有：

𝑌 = 𝑋/𝜇    （20） 

1/𝜇被称为哈罗德外贸乘数，这意味着，均衡产出水平由出口决定。将以上

关系动态化，我们有：
∆𝑌

∆𝑋

𝑋

𝑌
=

∆𝑌

∆𝑀

𝑀

𝑌
      （21） 

令 g 为经济增长率，ε 为进口的收入弹性。将上式变形，得： 

𝑔 =
∆𝑌

𝑌
=

∆𝑋

𝑋
(

∆𝑌

𝑌
∆𝑀

𝑀

) =
∆𝑋

𝑋

1

𝜀
=

�̂�

𝜀
      （22） 



该关系被看作是“卡尔多增长理论的基本运动方程” （Setterfield，2012），在

经验研究中也被称为 “瑟尔沃法则 ” （Davidson ， 1982 ； McCombie and 

Thirlwall,1994;Tirlwall,2011）。该关系可以放在一个更一般的模型框架下来考虑，

戈德利等人（Godley and Cripps,1983;Godley and Lavoie,2007）进一步将政府收支

加入该模型，可以得到两个重要指标——财政态势和贸易绩效比。可以证明，当

财政态势小于贸易绩效比时，经济处于双盈余状态，公共债务占收入的比例将下

降，并积累外国资产；反之，则经济处于双赤字的情况。该模型和主要结论还可

以扩展成一个两国版本。 

和卡莱斯基模型供给侧和需求侧协调问题类似，由瑟尔沃法则决定的均衡增

长率和技术决定的“自然增长率”一旦出现不相等，就会出现失业的持续上升或者

持续下降。对此，帕利（Palley，2002）认为，实际增长率低于自然增长率时，

过度的产能增长会降低进口的收入弹性，进而提高增长率。这表面上看起来，长

期中增长率从新回到供给侧决定。但是，这里的自然增长率是由卡尔多-凡登法

则决定的。因此，长期增长率可以看作是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作用的结果。赛特

菲尔德（Setterfield，2012）提供了另一种方案，即劳动生产率会受到失业的影响。 

卡莱斯基模型则更擅长分析收入分配的影响。为了把卡莱斯基模型推广到开

放条件（Hein and Vogel，2008；Blecker，2011），我们令 TB 为贸易余额，tb 为

贸易余额与资本存量的比例，下标 f 表示外国，有： 

𝑡𝑏 =
𝑇𝐵

𝐾
=

𝑋−𝑒𝑅𝑀

𝐾
= 𝛽0 + 𝛽𝑒𝑒𝑅 − 𝛽𝑢𝑢 + 𝛽𝑢𝑓𝑢𝑓       （23） 

其中，𝑒𝑅为实际汇率，所有系数都为正数，这意味着更高的产能利用率，及

更高的需求水平会增加进口，减少贸易余额。同时，假定本币贬值（实际汇率上

升）会改善国际收支余额，即马歇尔-勒纳条件满足。于是，在简化的封闭模型的

基础上9，考虑漏出项的均衡条件为𝑔𝑠 = 𝑔𝑖 + 𝑏𝑡。解之，得： 

𝑢∗ =
(𝛾+𝛾𝜋+𝛽0+𝛽𝑒𝑒𝑅+𝛽𝑢𝑓𝑢𝑓)𝑣

𝑠𝑝𝜋+(𝛽𝑢−𝛾𝑢)𝑣
                （24） 

易见，利润份额变动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同样是不确定的。但是，稳定性条

件变得更宽松，因为产能利用率提高会增加进口，阻碍需求进一步增长。此外，

因为价格本身是成本加成的结果，这和利润份额又存在着对应关系。因此，开放

 

9 基于前文的变量符号，简化的封闭模型为：{
𝑔𝑠 = 𝑠𝑝𝜋𝑢/𝑣

𝑔𝑖 = 𝛾 + 𝛾𝑢𝑢 + 𝛾𝜋𝜋
 



条件下，分析利润份额变动的最终影响需要叠加实际汇率和价格这一间接机制的

作用。 

考虑到收入分配变动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高的利润份额或者更低的工资

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有助于解释经验研究中一国经济属于工资

引导还是利润引导的不同结果（Hein and Vogel，2008；Blecker，2011）。但是，

在两国的卡莱斯基模型中，如果各国都实施竞争性削减工资的策略以获得竞争优

势，则会出现“宏观经济悖论”——所有国家的总需求都下降（Capaldo and Izurieta，

2013）。因此，基于经验研究，大多数国家国内经济属于工资引导，应该存在国

际合作的空间（Lavoie and Stockhammer, 2013）。 

 

七、通胀的阶级冲突视角 

    对通胀的流行看法认为其只是一个货币现象，因此，大部分政策建议都是针

对货币政策提出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则认为货币是内生的，现代银行信用体系会

冲销多余的货币，也就不存在货币超发导致通胀的机制。因此，在后凯恩斯经济

学中对通货膨胀原因的解释主要是基于成本视角，或者说收入分配视角。简单来

说，令 y 为人均净产出，p 为总体价格水平，w 为劳动成本（名义工资），有恒等

式：𝑦𝑝 = 𝜅𝑤          （25） 

这里𝜅是价格在单位劳动成本上的平均加成率。取自然对数再对时间求导，

写成增长率形式：�̂� = �̂� + �̂� − �̂�      （26） 

由此可见，价格变动率可以分解为加成率变化，加上工资变化，减去人均产

出变化。给定人均产出不变，通货膨胀既可以是因为工资提高导致的，也可以是

因为加成率提高，也就是利润的增加导致的。因此，后凯恩斯经济学对通胀原因

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工资和利润的变化上。 

将该式拓展到开放条件，考虑从外国进口中间投入品，则式子变为： 

𝑝 = 𝜅(1 + 𝑗)(𝑤/𝑦)        （27） 

其中，j 为单位原料成本与单位劳动成本的比例。令 J=(1+j)，可得： 

�̂� = �̂� + �̂� − �̂� + 𝐽         （28） 

于是，产生通胀的原因还可以包括进口原料成本的上升，即输入型通胀。若

名义工资不变，输入型通货膨胀提高价格 p，降低实际工资 w/p，利润份额会因



此提升。 

回到封闭情形，假设在一个不完全竞争（异质性产品）的市场下，价格是企

业制定的，工资是由劳资博弈决定的。首先，工会对货币工资增长率的目标取决

于实际工资和目标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并引入上一期的通货膨胀率代表预期的

影响。令实际工资𝜔 = 𝑤/𝑝，工人实际工资目标为𝜔𝑤，Ω1和Ω2为非负参数，有：

�̂� = Ω1(𝜔𝑤 − 𝜔−1) + Ω2�̂�−1    （29） 

对于价格的变化而言，在一个完全（或正常）产能利用水平下，通货膨胀率

取决于产品的过度需求；而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则取决于实际工资超过企业的

目标实际工资的量，以维持企业的实际加成率（Dutt，1990），或者说，当成本

提高的时候，企业希望提高价格转嫁成本。简便起见，令企业对价格的调整取决

于实际工资和其目标之间的差额，并引入上一期的名义工资变动率代表预期的影

响。令𝜔𝑓为企业实际工资目标，𝜓1和𝜓2为非负参数，有： 

�̂� = 𝜓1(𝜔−1 − 𝜔𝑓) + 𝜓2�̂�    （30） 

均衡时�̂� = �̂�且𝜔−1 = 𝜔，将（29）、（30）式联立，求出均衡的实际工资增长

率：𝜔∗ =
Ω𝜔𝑤+𝜓ω𝑓

Ω+𝜓
         （31） 

其中，Ω =
Ω1

1−Ω2
、𝜓 =

𝜓1

1−𝜓2
。代入此前的式子可得均衡的通胀率： 

�̂� = �̂� =
Ω𝜓(𝜔𝑤−ω𝑓)

Ω+𝜓
     （32） 

从（32）式可以看到，均衡的通胀率最终取决于工会和企业对实际工资的目

标及其参数，这体现了劳资博弈双方的力量大小。如果工人的谈判力与产出增长

率和就业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么经济活动的增加就会伴随通货膨胀的增加，

从而通货膨胀是顺周期的。但是，如果企业地位改变，原意接受更低加成率和更

高的实际工资，这会导致更低的通胀和更高的实际工资。如果该经济还是一个工

资引导型的，就会出现低通胀伴随高增长。因此，通胀也可以是逆周期的。此时，

如果企业加成率目标上升，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即增长率更低的同时，通胀率

更高，也就是滞胀。当然，这些结论都是基于工资引导型经济。 

企业改变加成率目标的原因很多，除了企业权力的变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比如利息率的上升（Dutt and Amadeo，1993；Hein，2008）。工会的实际工资目

标通常被假定与剩余劳动负相关。达特指出（Dutt，1992），若工人的实际工资目



标取决于失业水平，可能会出现复杂动态。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在短期内，存在

一定范围，失业率和产能利用率的变动并不引起价格水平变动，只有超过这个范

围，实际工资才会对此做出反应（Hein，2002，2008；Fontana and Palacio Vera，

2007；Kriesler and Lavoie，2007；Hein and Stockhammer，2011）。 

 

八、基于马克思理论视角的评述 

基于以上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后凯恩斯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和马

克思经济学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比如都关注总需求与

劳资分配的关系；都拒绝边际分配，并认为劳资分配是一个社会过程而非理性优

化的结果；都反对过度抽象的理性人假定等。这为马克思经济学与后凯恩斯经济

学的相互交流与借鉴提供了基础。但是，两者还存在着不少差异。除开劳动价值

论等方法论层面的差异外，马克思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是嵌入到一个关

于人类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性分析之中的，因此，马克思经济学有一

个完整的图景，而不是像后凯恩斯经济学那样由零散的研究聚合而成。 

    首先，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本质性分析，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叙事逻辑，在这

个过程中本质会展开为多样化的现象。比如，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企业的资本积

累行为，是为了生产和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利润最大化，

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下，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占有背后是对劳动和劳动过

程的支配。利润是这种权力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因此，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从本

质上看，是对这种权力关系的巩固和再生产，这也是自发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再生产中重要的一环。于是，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企业的唯一目标，尤其是在根

本不确定性的竞争环境中。10为了维持该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企业除了利润，还

会关心诸如工人是否服从管理，投资的安全性以及利润边际、利润率、产能利用

率、利润份额、融资条件、流动性指标等。因此，在马克思理论视野下，后凯恩

斯投资理论所引入的越来越多的变量，仅仅是不同条件下，资本权力再生产逻辑

的众多表现而已。 

其次，在马克思理论中资本积累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运动，而不仅仅

 
10 根本不确定性是一个后凯恩斯常用的概念。但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确定性的分析早已存在于马

克思的理论中，既有来自于总需求的，也有来自竞争的，还有技术进步带来的。（Shaikh，1980；Crotty，

1993；孟捷，2004） 



是宏观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对于个别资本而言，在剩余价值实现之前，还有剩

余价值生产过程。从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角度来看，某些企业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准

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就是另一些企业剩余价值的实现。剩余价值是生

产出来的，同时又必须在流通中得以实现。这意味着，基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

来考虑资本积累必须考虑生产的效率、劳资的分配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需求）。

而这三个因素恰恰是经验研究中利润率分解的结果11。这似乎和后凯恩斯经济学

对投资函数的设定异曲同工，但是，两个理论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的

认识却并不一致。后凯恩斯经济学更强调需求，也就是产能利用率对投资的作用，

虽然也将利润分额引入投资函数，但是，通常将利润份额视作外生给定的参数。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则强调劳资分配是劳资博弈的结果，并内生于劳资之间的力

量对比。比如，其他条件不变，劳动报酬占比与失业率负相关，这也被后凯恩斯

经济学称为“马克思情形”或“马克思效应”。 

因为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性分析，所以后凯恩斯认为“马克思情形”是

一种特例，并认为无任何约束地添加独立变量才是更一般的做法。然而，缺乏劳

资分配的内生性，又总会面临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比如短期的稳定性问题和长期

中的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协调问题。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后凯恩斯经济学也常常会

引入“马克思情形”，比如，罗宾逊的“通货膨胀陷阱”，双重调整过程中的所谓“价

格机制”，在内生产能利用率向正常产能利用率收敛问题中有斯科特（Skott，1989）

等人提出的“高利用率恐惧”，在总需求向潜在供给收敛机制上有斯托克哈默

（Stockhammer，2004）提出的利润份额与失业率的正向关系等。 

若马克思情形才是资本主义一般情形，则意味着，随着资本积累，增长体制

终究会变成利润导向（Bowles and Boyer，1988）。这不仅可以解决短期和长期的

稳定性问题，还能通过曲线移动说明经济增长体制在工资引导和利润引导之间转

换的机制。但这也可能会产生多重均衡和复杂动态（Dutt，1992；Assous and Dutt，

2013），为经验研究带来了困难。 

    此外，后凯恩斯经济学对劳资关系重视不足的问题在分析技术进步中也有所

体现。比如，卡尔多-凡登法则在早期研究中过分强调了需求扩大对技术进步的

拉动作用，后期虽然引入实际工资等变量，仍然没有将技术变动纳入劳资博弈的

 
11 对应于前文中利润率分解的资本生产率、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 



框架中。而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技术变动是资本的选择，内生于对剩余价

值的追求和劳动过程的控制，并受到竞争的影响。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仍然可以

解释凡登法则的统计现象，因为需求的增长会带来失业的减少和工资上升，资本

会通过机器替代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减少扩大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借

以维持资本的权威和博弈优势。 

    由此可见，在宏观经济分析上，除两者的大量共同点外，马克思经济学是更

加全面和深刻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而后凯恩斯经济学则在数学建模、经

验研究上有着深厚的积累，两者的结合是经济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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