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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１９８８~２０１３年的微观数据通过 DFL收入分布分解技术,分析了婚配中的教育匹配行为对

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婚姻市场在各种不同的教育水平上都有较强的婚姻正向匹配现象,虽

然婚姻的教育匹配程度在不同教育水平上表现出不同的长期趋势,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婚姻教育匹配行为在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从截面上看,如果不存在教育匹配,样本期内的基尼系数将下降０５％~

５５％;从时序上看,如果教育匹配保持１９８８年的模式不变,样本期内的其余各年收入差距会下降３％~５％.这

些结果说明,以往研究有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婚姻的教育匹配行为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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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婚姻作为连接个人和家庭的纽带,对收入不平等以及整个宏观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１][２].那

么中国居民的婚姻匹配模式对家庭间的收入差距及其演变产生着怎样的作用呢? 本文试从婚姻的教

育匹配视角探讨这一话题.教育是重要的人力资本,夫妻间的教育同质性匹配程度增加有可能降低

家庭内部的收入差距,进而扩大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为了检验上述逻辑在中国是否成立,不少学者研究了婚姻中的教育同类匹配对中国收入差距的

影响,发现教育同类匹配大约导致中国家庭间的收入基尼系数上升了９．３％~１７．９％[３][４].然而,中
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不仅经历了婚姻中的教育匹配行为变化,还经历了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提升和教

育回报率上升等重要变化.这些变化给我们精确识别婚姻中的教育匹配行为本身对中国收入差距的

影响带来障碍.原因是,即便婚配过程中的教育匹配行为没有变动,上述变化也会导致我们观察到的

教育匹配结果发生变化[５],进而引起收入分布的变化.可见,精确地识别教育匹配行为本身对中国收

入差距的影响需要解决两种基本问题:一是控制居民整体教育水平提高这一基本事实的干扰,精确地

度量婚姻过程中的教育匹配程度;二是控制教育回报率提升这一基本事实的干扰,精确地估算教育匹

配对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
为精确地估计教育匹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利用Eika等的测度方法准确有效地刻画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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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匹配行为模式及其变迁特征[６],并借助DiNardo等的收入分布分解方法分离出教育匹配行为对

收入分布的影响[７].具体而言,我们用 Eika等提出的相对教育匹配概率反映居民的教育匹配程

度[６].与以往研究使用的绝对匹配概率相比,相对匹配概率更加充分地考虑了社会总体教育水平提

升的变化,能更好地反映居民的教育匹配程度.在准确度量教育匹配程度之后,我们利用 DiNardo
等的反事实收入分布构建技术构建出“保持教育匹配程度不变”的反事实收入分布,通过对比反事实

收入分布与真实收入分布的差距,分离出教育匹配行为对收入分布的影响,进而估算教育匹配行为对

收入差距的影响[７].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居民在婚姻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正向教育匹配行为,而
传统的相关性统计或频率分布统计均不能充分反映教育匹配行为变迁的关键特征;第二,婚姻的教育

匹配行为使得各年的收入基尼系数提高０．５％~５．５％;第三,教育匹配行为的变化也是收入差距上升

的因素之一;第四,如果不考虑劳动市场的一般均衡效应,教育资源的扩张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与以

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结论仍然支持了婚姻中的教育匹配行为扩大了家庭间收入差距这一结论.但

是本文的估算结果显示,教育匹配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像以往研究给出的那么大.

二、文献评述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必然引起居民的婚姻匹配模式发生质的变化.自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婚姻匹配模式正在演绎这一过程.大量关于中国居

民婚姻匹配模式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传统婚配中所看重的“先赋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的作用

不断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自致性特征”[８][９][１０].“先赋性特征”主要是指家庭背景,以此为主的婚姻匹

配模式即为“门当户对”式的婚姻匹配.“自致性特征”主要是指男女双方的个人特征(主要为教育、职
业、身高及长相等),以此为主的婚姻匹配模式即为“郎才女貌”式的婚姻匹配.而教育是所有“自致性

特征”中最受关注的个体特征,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反映一个人发展潜能的重要指标之

一.李煜利用２０００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教育程度相同的夫妻占全部夫妻总数的

５４％,妻子比丈夫教育程度低一级的占比为３０％[８].可见,中国居民在婚姻选择中的教育匹配行为

呈现出男女教育程度相同或“男高女低”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男女教育程度相同或“男高女低”
的教育匹配模式有明显的上升趋势[８].

学术界对婚姻市场中的匹配行为给出了多种解释.Becker借助家庭生产模型从理论上证明,如
果男女的某些个体特征在家庭生产中是互补品,人们便会在婚配过程中选择那些与自己特征相似的

人为结婚对象[１].对于夫妇双方特征相似的另外三个更为直观的解释为:特征相似的男女在婚姻市

场中相遇的机率更大;人们选择配偶时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价值观、兴趣爱好及生活习惯等相似的对

象,这必然导致个体特征相似;人们在婚配时倾向于追求对方潜在经济能力的最大化,均衡的结果是

特征相似的个体结为夫妻[９].而对婚姻过程中“男高女低”的教育匹配模式,Chiappori等和沈新凤分

别从教育投资回报(包括市场回报和婚姻回报)和内生家庭谈判能力的角度对这种教育匹配模式进行

了理论解释[１１][１２].
婚姻匹配行为在很大程度影响着经济资源在不同家庭间的配置以及家庭内部的配置情况,进而

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学者们从生育决策、储蓄决策以及劳动供给决策等角度对婚姻

匹配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大量理论分析[１３][１４].其中,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婚姻匹配行为对收入差

距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Fernandez等从理论上证实,由于后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依赖于父母掌握的

经济资源,因此,在不存在完备的资本市场时,同类婚姻匹配必然会导致无效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较

高的工资差距和较低的人均产出[２].大量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上述Fernandez等的理论.一方面,同
类婚姻匹配确实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１５].另一方面,大量经验研究发现,同类婚姻匹配程

度越强,具有相似社会经济特征的夫妻越多,夫妻双方的收入相关性越高[１６].夫妻双方收入相关性

提高意味着高收入男性更有可能与高收入女性组成家庭,低收入男性更有可能与低收入女性组成家

庭,这会导致家庭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针对欧美国家的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婚姻匹配中表现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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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匹配的确加剧了收入不平等[２][１７][１８][１９].

三、分析方法

(一)教育匹配测度

假定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水平分别用xm 和xf 表示,均可取e１,,eJ,即有J种不同的值.借鉴

Eika等的做法,夫妻教育水平分别为ei 和ej 的匹配程度sij计算方法如下[６]:

sij＝
Pr(xm＝ei,xf＝ej)

Pr(xm＝ei)Pr(xf＝ej)
(１)

式(１)中,分子是男性和女性教育水平分别为ei 和ej 的夫妻占总样本的比例,分母是教育水平为

ei 的男性占比和教育水平为ej 的女性占比的乘积.如果人们在选择婚配时关于教育水平是随机的,
则sij＝１.sij＞１表明,同随机匹配相比,人们在选择婚配时更倾向于达成xm＝ei,xf＝ej 的夫妻组合.
与教育匹配频率(Pr(xm＝ei,xf＝ej))和教育相关性(Cor(xm,xf))等常用的夫妻教育匹配程度指标相

比,本文使用的指标(Sij)更加真实地反映人们的教育匹配行为[２].例如,在教育不发达的年代,接受

高等教育的人非常少,即便是其中的男性和女性均结成夫妻,这类高教育水平的夫妻组合在样本中的

占比Pr(xm＝ei,xf＝ej)仍然很小,但用相对值sij则可以准确地反映出这类人群的教育匹配程度很高

这一事实.
(二)反事实分布构建

为量化婚姻的教育匹配与截面收入差距的静态关系以及与时序收入差距变化的动态关系,我们

借助DiNardo等的分布分解方法(简称DFL方法)构建反事实收入分布[７],分离出婚姻的教育匹配行

为对收入分布的影响.每个家庭都可表示成一个向量(y,x,t),其中,y为家庭总收入的对数,x＝
(xf,xm),t为年份.(y,x,t)服从收入、教育以及时间的联合分布F(y,x,t).给定年份t,该时点上收

入和教育的联合分布可记为F(y,x|t).分布F(y,x|t)还与婚姻匹配程度参数st 有关.因此,可进

一步将第t年的收入和教育的联合分布记为F(y,x|t;st).我们关心的是每年的家庭总收入分布,其
密度函数ft(y)可以通过对联合分布F(y,x|t;st)的密度函数关于教育水平x积分得到① :

ft(y)＝ ∫
x∈Ωx

dF(y,x|ty＝t,tx＝t;st)＝ ∫
x∈Ωx

f(y|x,ty＝t)dF(x|tx＝t;st)＝f(y;ty＝t,tx＝t,st)(２)

式(２)中,Ωx 表示夫妻双方教育水平的取值范围.f(y|x,ty＝t)为给定教育水平x的条件下,t年

的收入分布核密度,它由t年的教育回报率以及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决定.F(x|tx＝t;st)为第t年

的教育组合x＝(xf,xm)的分布(联合分布),它取决于男性教育水平xm 的分布(边际分布)、女性教育

水平xf 的分布(边际分布)以及t年的婚姻匹配程度参数st.按照DFL方法,教育匹配模式保持为t０

年的模式,t１ 年的反事实收入分布核密度如式(３)所示.

f(y;ty＝t１,tx＝t１,st０)＝ ∫
x∈Ωx

f(y|x,ty＝t１)dF(x|tx＝t１;st０)

＝ ∫
x∈Ωx

f(y|x,ty＝t１)ψs(x)dF(x|tx＝t１;st１) (３)

其中,ψs(x)＝
dF(x|tx＝t１;st０)
dF(x|tx＝t１;st１)

＝
Pr(x|tx＝t１,st０)
Pr(x|tx＝t１,st１)

.

估计f(y;ty＝t１,tx＝t１,st０)的关键环节是权重函数ψs(x).我们用随机模拟方法估计Pr(ei,ej|
tx＝t１,st０).估计出ψs(x)之后,f(y;ty＝t１,tx＝t１,st０)可以利用加权的核密度估计方法得到.核密

度估计的重要一步是选择带宽,本文按照DiNardo等的建议选择带宽[７].

四、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１９８８~２０１３年进行的５轮截面调查中的城镇家

庭样本.该调查数据有以下几个优点使得它比较适合本文的研究.第一,CHIP的每轮调查覆盖了

我国至少８５％的省份,样本量较大.第二,CHIP是截面数据并且时间跨度较长,能够反映不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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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匹配特征.第三,每一轮的CHIP都比较详细地询问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工作、收入以及其他人

口统计信息.
家庭收入是本文考查的核心变量之一,按照同类研究的标准做法[６][１６],本文将家庭收入定义为

夫妻双方的个人收入总和.其中,个人收入定义为个人月平均收入,包含月平均工资收入和个人月平

均经营性净收入之和.我们剔除了夫妻双方至少有一个人的个人收入数据缺失和夫妻双方收入均为

０的家庭.另外,遵循已往文献的常用方法[６][１６][１８][１９],我们仅保留夫妻双方的年龄均在２０~６０岁之

间的家庭.
本文的另一核心变量是受访者的教育程度.我们将受访者的教育水平划分为四类,分别是初中

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和本科及以上.我们剔除了至少有夫妻一方的教育信息缺失的家庭.
表１是样本主要信息的基本统计结果.从表１中可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都

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男女的教育差距也表现出缩小的趋势.从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看,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间的基尼系数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但２０１３年的基尼系数比２００７年的略低.
这一点和大部分有关中国收入差距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２０].值得说明的是,我们估计的城镇家庭收

入基尼系数与现有的研究给出的结果略有差异,这是因为本文的家庭收入实际上是夫妻双方的收入

总和,而且我们根据夫妻双方的个人收入是否缺失对家庭样本进行了一些删减,最终保留在样本中的

家庭与相关的收入差距研究文献所使用的样本略有差异.
　表１ 样本主要统计特征

年份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家庭总收入(元) ６９７．０８ １２１２．００ １８１０．９０ ３５６６．００ ４５２６．１０
男性月收入(元) ３８９．１６ ６８６．１０ １０６９．６０ ２３１２．５０ ２７８２．５０
女性月收入(元) ３０７．９２ ５２５．９２ ７４１．２９ １２５３．４０ １７４３．６０
男性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０．４９６４ ０．３５３７ ０．３３１０ ０．２５９９ ０．１７５６
高中/中专 ０．３１５３ ０．３６１８ ０．３５３９ ０．３５８５ ０．４２５０

大专 ０．０８９２ ０．１７７２ ０．２０６４ ０．２０２９ ０．１９３０
本科及以上 ０．０９９１ ０．１０７２ ０．１０８６ ０．１７８７ ０．２０６３

女性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０．６１７６ ０．４６３５ ０．３８７９ ０．３０６７ ０．２１２１
高中/中专 ０．３１０４ ０．３８５３ ０．４１０１ ０．４０３５ ０．４４８０

大专 ０．０４３０ ０．１０７４ ０．１５３７ ０．１８１３ ０．１７８３
本科及以上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４８３ ０．１０８５ ０．１６１６

基尼系数 ０．１８９８ ０．２６２５ ０．３１６６ ０．３８６０ ０．３４８８
样本量 ７２８５ ５５４１ ５８１８ ３４２０ ４１３４

　　注:所有收入均为以２００２年为基年进行CPI调整后的值;基尼系数计算的是家庭总收入不平等情况.

五、经验结果

(一)教育匹配模式及其变迁

我们首先考察教育匹配的模式及其变化情况.每年的教育匹配模式由１６个教育匹配程度参数

sij来反映,可以用一个４×４的矩阵来表示,矩阵的对角线元素表示具有相同教育程度的男性和女性

结成夫妻的相对概率,即同类(正向)教育匹配程度.当然,同类教育匹配仅仅是整个社会婚姻教育匹

配的一部分特征.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同样是值得关注的部分.
表２是１９８８年和２０１３年的教育匹配程度sij的估计结果.１９８８年估计结果的对角线元素均大

于１,说明在这一时期内具有相同或相近教育水平的男性和女性结成夫妻的实际概率比随机匹配下

结成夫妻的概率高得多.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匹配程度.初中及以下的男性和女性结成

夫妻的可能性比随机匹配高１．３１７４倍.虽然１９８８年的总样本中接受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人群很少,
但这些高教育水平的人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教育水平相近的人结婚,因此本科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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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匹配程度高达７．７１０３.２０１３年的教育匹配程度矩阵中对角线元素也均大于１.２０１３年的样

本中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夫妻占比较低,但由于总样中本这类人群占比也大幅下降,所以这类人群

的教育匹配程度有所上升.此外,可以看出,教育水平反差较大的男性和女性(如本科女性和初中及

以下男性)结为夫妻的可能性比随机匹配下的可能性小得多.
　表２ １９８８年和２０１３年的教育匹配程度

女性教育类型

男性教育类型

１９８８年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２０１３年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１．３１７４ ０．５５６９ ０．２５１０ ０．０９５０ ３．５９０５ ０．４５２０ ０．１３９１ ０．０６８２
高中、中专 ０．７８３９ １．５１４９ ０．７９０３ ０．４０３９ ０．７０２９ １．６４４０ ０．５１７２ ０．１３７４
大专 ０．５９２９ １．３２３５ ４．７２６６ ０．６８７３ ０．３０１３ ０．８００１ ２．４２５０ ０．８９９６
本科及以上 ０．４６４２ １．２８９７ ２．０６３１ ７．７１０３ ０．０６０８ ０．３２７１ １．３９４１ ３．６６３８

从教育匹配程度的变化上看,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教育匹配程度变化趋势有着明显差异.图１
绘制了各年教育匹配程度矩阵的对角线元素和反对角线元素变化情况.从图１(a)的正向教育匹配

结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高中(中专)和初中及以下这两类人群的教育匹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而大专

和本科及以上这两类人群的教匹配程度有下降的趋势.图１(b)表明,本科及以上男性配初中及以下

女性和大专男性配高中/中专女性这两种男性向下错层匹配的现象快速减少,本科及以上女性配初中

及以下男性和大专女性配高中/中专男性这两种女性向下错层匹配的现象也有所减少,但下降的幅度

相对男性而言较小② .

（ ）#$%&'(a （�）)*%&'(（+,-.）b

0

2

4

6

8

1988 1995 2002 2007 2013
0

0.5

1

1.5

1988 1995 2002 2007 2013
/0 /0

12345(6) ——8934:(;)
<=(6)——>9 \ 9=(;)
>9 \ 9=(6)——<=(;)
8934:(6)——12345(;)

8934:
>9、9=
<=
12345

!
"

#
$

!
"

#
$

图１　教育匹配模式的主要变化趋势

以往的研究多用夫妻间的教育相关性统计反映教育匹配情况,表３汇报了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和

多分格相关系数这两种常用的相关系数统计结果,不难发现,夫妻间的教育相关性不断增加,这和其

他相关研究结论是一致的[３][８].但图１和表２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关性统计难以充分反映居民教育

匹配模式变化的复杂过程,而本文的教育匹配程度矩阵可以反映更丰富的信息,因此为更精确地识别

教育匹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基础.另外,我们的结论可以包含以往研究给出的结论.为了说

明这一点,我们用每一年中具有相同教育类型的夫妻数(家庭数)为相对权重将四个对角线上的教育

匹配程度加权平均,得到正向教育匹配程度总指标.类似地,利用反对角线上的元素和对应类型家庭

的占比,得到反对角线上的错层教育匹配程度的总体指标.由表３结果可见,正向教育匹配有上升趋

势,而反对角线上的错层教育匹配有下降趋势,这两种趋势是夫妻教育相关性增加的主要原因.
(二)DFL分解结果

接着利用DFL分解方法进一步量化教育匹配对家庭间收入差距的影响.DFL分解的关键在于

构建反事实的收入分布.我们采用两种反事实收入分布构建方法.第一,我们假定人们的婚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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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关于教育水平是随机的,构造随机教育匹配情形下的反事实收入分布.第二,我们假定各年的教

育匹配程度保持为１９８８年(或２０１３年)的教育匹配程度,构造１９８８年(或２０１３年)的教育匹配情形

下的反事实收入分布.通过对比真实收入分布与反事实收入分布的差别,我们可以判断教育匹配程

度的变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其中,第一种反事实收入分布构建方法可以回答“如果不存教育匹配行

为,各年的收入差距将是多少?”,并且这一内容可以反映教育匹配对收入差距的静态影响.第二种反

事实收入分布构建方法可以回答“如果婚姻的教育匹配模式回到１９８８年(或２０１３年)的模式,其余因

素保持不变,其他各年的收入差距将会是多少?”,并且这一内容可以反映教育匹配对收入差距变化的

动态影响.
　表３ 夫妻双方的教育相关性及教育的正向匹配、错层匹配

统计量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０．４９３３ ０．４７５１ ０．５３３７ ０．６５３６ ０．７３９３
多分格相关系数 ０．５５４０ ０．５２３２ ０．５７９８ ０．６９１４ ０．７７３３
正向匹配 １．７１１１ １．８００２ １．８８８６ ２．１７４０ ２．５２１２
错层匹配(反对角线部分) ０．９１１２ ０．９５４８ ０．８７３４ ０．７７９３ ０．６７１９

１．教育匹配对截面收入差距的影响

教育匹配是随机的,意味着对任意的i和j都有sij＝１,因此可利用上文介绍的反事实分布构建方

法回答该问题.我们首先观察婚姻教育匹配对整个收入分布的影响.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种影响,
我们在图２中绘制了两个核密度的差值大小.图２中的实线为真实分布的核密度与反事实分布核密

度的差值,实线在０以上表明实际分布在对应位置上的核密度更大;垂直虚线为各年收入的众数位

置.从核密度差距的大小上看,(a)(b)(c)３图的差距较小,差距的绝对值小于０．０６,(d)(e)２图的差

距稍大,说明后两年的收入分布受教育匹配的影响会大一些.另外,我们还可以借助 Kullback和

Leibler提出的散度统计量反映两个核密度的“距离”[２１]③ .“距离”越大说明两个核密度偏离的越多,
例如,１９８８年的真实核密度与随机匹配的反事实核密度之间的“距离”为０．００１４,偏离较少;而２０１３
年两个核密度之间的“距离”为０．０２０１,偏离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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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真实核密度与随机匹配模式下的核密度之差

图２表明教育匹配行为确实会导致整个收入分布发生变化,为量化这种变化对收入差距造成的

影响,我们利用核密度的估计结果估算反事实分布的基尼系数.由于总收入v＝exp(y),所以总收入

的基尼系数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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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１－２∫
¥

０
L(v)g(v)dv

其中g(v)为总收入的核密度,L(v)为洛仑兹曲线.我们通过模拟方法估计的是对数收入y的核

密度f(y),它与总收入的核密度g(v)之间有如下关系:

g(v)＝f(y)/v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同时估计了泰尔指数.通过核密度估计结果估算泰尔指数的方法

如下:

T＝∫
¥

０
ln v

μ
æ

è
ç

ö

ø
÷
v
μ
g(v)dv,

其中,μ＝∫
¥

０
ξg(ξ)dξ

表４汇报了教育随机匹配下的反事实收入分布不平等估计结果④ .为了避免因估计方法不同所

导致的结果偏差,真实分布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也用真实分布的核密度估计结果估算.从表４基

尼系数的３列结果可以看出,婚姻选择过程中的教育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庭间的收入差距.
但在不同时期,婚姻匹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不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婚姻的教育匹配对整个社

会的收入差距影响较小,尤其是１９８８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婚姻的教育匹配仅使得基尼系数增加了不

到１个百分点.但２０００年以后,婚姻教育匹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力增强了,教育匹配导致基尼系数

增加了４~６个百分点.泰尔指数的估计结果反映出的情况与基尼系数相似.１９８８年,婚姻的教育

匹配导致泰尔指数增加了１．４４个百分点,１９８８年以后,婚姻的教育匹配导致泰尔指数增加了５~１２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婚姻的教育匹配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根据现有的研究

文献,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改革开放以后,择偶过程不再受政治因素影响,人们的自

主性增加,而“铁饭碗”被打破、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促使人们在择偶过程中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

潜力,最终导致潜力大的男女相互选择,而潜力小的男女只能在潜力小的人群中选择自己的婚配

对象.
　表４ 随机匹配模式下的收入差距与真实收入差距

年份

基尼系数

真实 随机匹配
变动
(％)

泰尔指数

真实 随机匹配
变动
(％)

１９８８ ０．１８８１ ０．１８６９ －０．６５ ０．０７６０ ０．０７４９ －１．４４
１９９５ ０．２６３６ ０．２５７６ －２．２９ ０．１３０８ ０．１２３５ －５．５２
２００２ ０．３１９６ ０．３０６３ －４．１７ ０．１７９５ ０．１６３９ －８．６９
２００７ ０．３９０５ ０．３６８８ －５．５４ ０．２７８７ ０．２４６４ －１１．５８
２０１３ ０．３５００ ０．３３５２ －４．２２ ０．２２６８ ０．２１４９ －５．２５

２．教育匹配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以某一年的教育匹配模式为比较基础,这一反事实分布的构建也要利用式(３)进行,
对应的权重ψs(x)同样借助随机模拟的方法进行估算.具体的过程与上文类似,即先估计反事实收

入分布的核密度,再根据核密度估计结果估算反事实分布对应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表５的估计

结果表明,如果婚姻的教育匹配程度回到１９８８年的水平,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３年的基尼系数分别

下降１．８５％、２．３３％和１．７７％,泰尔指数会分别下降４．０７％、４．６８％和２．９４％.比较表４与表５的结果

可以发现,教育匹配模式的变化对１９８８年与２００２年、１９８８年与２００７年、１９８８年与２０１３年的基尼系

数上升分别解释了４．４９％、４．５０％和３．８３％.这些结果都表明,如果教育匹配模式保持为１９８８年的

模式不变,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３年的收入差距都会缩小,即教育匹配模式的变化是推动收入差距

扩大的原因之一.１９９５年的结果比较特殊,从基尼系数的估计结果看,婚姻的教育匹配变化是导致

１９９５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但作用的程度非常小;从泰尔指数的估计结果看,婚姻教育匹配的变

动不仅不是１９９５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反而会导致１９９５年的收入差距缩小.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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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基尼系数对分布的中部变化非常敏感,泰尔指数对分布的右尾变化非常敏感⑤ .由于真实收入

分布与反事实分布的的差别非常小(KL散度值仅为０．０００１),因此两个收入分布对应的收入差距差

异也非常小,这导致收入差距的估算结果受测度指数的敏感性影响较大.而我们的结果说明,１９９５
年的反事实分布在众数附近比真实分布更集中,而在右尾处比真实分布更分散,从而导致基尼系数和

泰尔指数的结果出现差异.为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以２０１３年的教育匹配程度为基础估计其他

年份的反事实分布,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收入差距估计结果表明,当教育匹配模式与２０１３年相同时,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这也说明,１９８８~２０１３年的收入差距

变化确实有一部分是教育匹配模式变化导致的.
　表５ 真实收入差距与按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１３年匹配模式调整后的收入差距

年份

按１９８８年的教育匹配模式

基尼系数
变动
(％) 泰尔指数

变动
(％)

按２０１３年的教育匹配模式

基尼系数
变动
(％) 泰尔指数

变动
(％)

１９８８ ０．１８８１ — ０．０７６０ — ０．１９１８ １．９５ ０．０８０７ ６．２４
１９９５ ０．２６３６ －０．０１ ０．１３１４ ０．４９ ０．２７３０ ３．５４ ０．１４３９ １０．０４
２００２ ０．３１３７ －１．８５ ０．１７２２ －４．０７ ０．３２７６ ２．５０ ０．１８７６ ４．５４
２００７ ０．３８１４ －２．３３ ０．２６５７ －４．６８ ０．３９８８ ２．１４ ０．２９７９ ６．８８
２０１３ ０．３４３８ －１．７７ ０．２２０１ －２．９４ ０．３５００ — ０．２２６８ —

　　注:此表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均为反事实收入分布的不平等估计值,实际分布的不平等估计结果与表４相同.

虽然匹配模式的变动涉及匹配程度矩阵中的１６个元素,但我们可以用对角线和反对角线元素对

表５的结果进行大致的解释.首先,图１表明高等教育类型的匹配程度不断下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

条件下,这会导致这类人群的家庭间教育差距缩小,进而会缩小收入差距.相反,初等教育类型的匹

配程度变动对收入差距有提升作用.但在我们的样本期内,中初等教育类型的人群占据了绝大部分,
直到２０１３年这类人群的占比仍超过６０％.因此,总体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初等教育类型的匹配程度

变动对收入差距有提升作用.其次,错层匹配缩小家庭间的差距,使收入差距的缩小.图１表明,几
类主要的错层教育匹配程度都有下降趋势,因此对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不断下降.最后,表３说明教

育的正向匹配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这种上升趋势会扩大收入差距.
(三)其他讨论

从理论上讲,按照DiNardo等的分析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教育结构以及教育回报率的

变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但这些分解以及我们对教育匹配效应的分解都建立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之上.
我们就这些假定的合理性及结论的可靠性加以讨论.

１．教育结构变化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

分析男性和女性的边际教育分布变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需要构造反事实核密度f(y;ty＝t１,tx＝
t０,st１),其含义是保持t０ 年的教育边际分布不变,t１ 年的反事实收入分布的核密度.

f(y;ty＝t１,tx＝t０,st１)＝ ∫
x∈Ωx

f(y|x,ty＝t１)ψxdF(x|tx＝t１;st１) (４)

式(４)中,ψx(x)＝
dF(x|tx＝t０;st１)
dF(x|tx＝t１;st１)

＝
Pr(x|tx＝t０;st１)
Pr(x|tx＝t１;st１)

,式(４)依赖的隐含假定是教育的边际分

布变化不影响f(y|x,ty＝t１),故当我们改变dF(x|tx＝t１;st１)时,只需要利用ψx(x)进行权重的调整.
虽然这一假定在许多收入分布分析的研究中较为普遍,但在本文的研究中这一假定是很难成立的.

f(y|x,ty＝t１)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是教育回报率,整个劳动市场上的教育构成发生变化时,必然会通

过劳动市场的一般均衡效应改变教育回报率[２２].上述假定忽略了一般均衡效应的作用,相应的结果

只能是不存在一般均衡效应下才适用.为了尽可能避免实际发生的一般均衡效应对反事实分布的影

响,我们考虑如下反事实分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按照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３年

的教育边际分布,１９８８年的收入分布是什么?”.这些反事实收入分布的特点是收入分布实现在前,
而教育结构实现在后,因此即便是收入分布包含一般均衡效应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和以后的教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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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所以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般均衡效应影响的问题.
表６是利用核密度估计结果估算的收入差距.表６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且不考虑

一般均衡效应的情况下,按照其余各年的教育构成情况,１９８８年收入差距将有所缩小.这可能是由

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开始推行的义务教育改革和９０年代末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等教育改革措施,
在提高居民教育水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间、性别间的教育差距.而在教育匹配和教

育回报率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差距的缩小会导致收入差距缩小.
　表６ １９８８年的真实收入差距及按其他年份教育结构调整后的收入差距

１９８８年分布
１９８８年反事实分布(按以下各年教育结构计算)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３年

统计量 估计值 估计值 变动比 估计值 变动比 估计值 变动比 估计值 变动比

基尼系数 ０．１８８１ ０．１８４６ －１．９０ ０．１８２７ －２．８８ ０．１８２３ －３．１１ ０．１８２５ －２．９７
泰尔指数 ０．０７６０ ０．０７２３ －４．７６ ０．０７０６ －７．０５ ０．０６９０ －９．２１ ０．０６８５ －９．８５

２．教育回报率及其他因素变化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

为了分析教育回报率的影响,我们构建如下反事实核密度:

f(y;ty＝t０,tx＝t１,st１)＝ ∫
x∈Ωx

f(y|x,ty＝t０)ψydF(x|tx＝t０;st０) (５)

式(５)中,ψy(x)＝
dF(x|tx＝t１;st１)
dF(x|tx＝t０;st０)

＝
Pr(x|tx＝t１;st１)
Pr(x|tx＝t０;st０)

,f(y;ty＝t０,tx＝t１,st１)的含义是,保持t１

年的教育构成和教育匹配模式不变,按照t０ 年的教育回报得到的反事实核密度.由于tx 和ty 并不

在同一时点上,所以式(５)与式(４)相同,也忽略了一般均衡效应的影响.利用式(５)分析教育回报率

变化对收入的影响还要假定条件核密度f(y|x,ty＝t０)能够真实反映教育回报.由于存在其他与教

育相关的家庭特征也会影响收入分布,上述假定通常也难以成立.因此,将f(y|x,ty＝t０)视为包含

教育回报率在内的其他影响收入分布的因素更为合理.为了考查除教育结构和教育匹配之外的其他

因素变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估计了教育结构和教育匹配模式分别保持为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３年的情形下,１９８８年的反事实分布,具体结果如表７所示.从表７的估计结果中我们

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虽然上文的分析表明教育匹配模式变化扩大了收入差距,教育结构变

化缩小了收入差距,但二者的综合结果仍然表现为收入差距缩小.这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

时,婚姻的教育匹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相对有限,甚至低于教育结构变化的影响.第二,从收入

差距变化量上看,教育结构和教育匹配模式二者的综合作用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仍然比较小.这

说明,１９８８年到其他各年的收入分布变化主要是由教育结构和教育匹配模式之外的因素所导致的.
总而言之,虽然我们证实了婚姻中的教育匹配确实加剧了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程度,但我们认为,教
育匹配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像以住研究给出的那么大.
　表７ １９８８年的真实收入差距及按其他年份教育结构和教育匹配模式调整后的收入差距

１９８８年分布
１９８８年反事实分布(按以下各年教育结构和教育匹配模式)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３年

统计量 估计值 估计值 变动比 估计值 变动比 估计值 变动比 估计值 变动比

基尼系数 ０．１８８１ ０．１８４９ －１．７１ ０．１８３４ －２．４９ ０．１８３８ －２．３３ ０．１８３９ －２．２３
泰尔指数 ０．０７６０ ０．０７２３ －４．８３ ０．０７０９ －６．７０ ０．０７００ －７．８６ ０．０６９７ －８．２２

３．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虽然忽略一般均衡效应使得我们无法可靠地分析教育结构以及教育回报对收入差距变化的

影响,但我们认为,本文关于教育匹配行为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分析是可靠的.这是因为教育匹配

效应的分解所利用的是式(３),得到这一结果只需要假定教育匹配与条件密度f(y|x,ty＝t１)无关.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效应对教育回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构成,而改变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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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女性间的教育匹配模式只是改变了家庭教育的联合分布并没有影响其边际分布,因此教育匹

配效应的分解不受一般均衡效应的限制.当然,教育匹配模式的变化有可能间接影响劳动市场中

的教育构成情况.例如,当夫妻双方的教育组合变化时,有可能会影响夫妻双方的劳动参与情况,
进而导致劳动市场的教育构成情况发生变化,但我们认为这种间接作用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非

常小.首先,对已婚的女性而言,丈夫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其劳动参与率的解释力非常小,女性的劳

动参与率更多地取决于客观的就业形势[２３],是否有子女需要照顾以及是否有老人协助家务等其他

家庭结构特征[２４].因此,仅改变男性的教育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作用非常小.其次,从本

文的样本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虽然略有下降,但始终保持在８０％~９０％,而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更

是维持在９５％左右的高水平.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一般均衡效应对本文的教育匹配效应分解

影响较小,本文的分析是可靠的.

六、结论、展望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１９８８~２０１３年的微观数据,探讨了居民在婚姻选择过程中的教育匹配行为对收入差距

及其演化的影响.我们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在婚姻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正向教育匹配行为,即具有

相似教育背景的男性和女性结成夫妻的可能性比随机匹配下结成夫妻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受教育水

平不同的人群表现出不同的教育匹配变迁特征.运用DFL方法进行收入分布分解发现,教育匹配导

致每年的收入基尼系数提高５％左右.从收入差距变化的角度看,教育匹配行为的变化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虽然本文认为以往的相关研究有可能过高地估计了教育匹配对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但这

种扩大效应确实是存在的.这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我国

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以个人为单位,忽略了不同家庭间的收入与负担的总体差异.因此,适时引入

纳税人家庭特征、家庭负担、夫妻双方收入等信息,有可能是未来进一步完善税前扣除标准、优化税率

结构以及促进税收公平可借鉴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受到劳动市场的一般均衡效应影响,本文无法精确分析

教育结构变化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但我们发现,如果不考虑劳动市场的一般均衡效应,教育资源

的扩张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由于无法将教育回报率和其他影响收入分布的因素区分开,本文也没有

分析教育回报率变化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但我们认为,总体上的收入差距变动主要由包含教育

回报率在内的其他因素所决定.考虑到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分析教育结构

变化和教育回报率变化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本
文的结论并不能作为教育匹配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解释.这一点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是其他利

用反事实分布构建技术进行分布(或分布特征)分解研究的不足之处.当然,虽然经济学中的分解方

法不能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两个变量背后的机制和因果关系提供帮助,但通过分解,它向我们指明了

哪些变量之间的关联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

注释:

①这里我们隐含了一个假定是教育匹配模式是通过最终的教育影响家庭收入,而其自身不直接影响收入.
②表２只汇报了１９８８年和２０１３年的教育匹配模式矩阵,图１只汇报了教育匹配模式矩阵对角线元素和反对角线元素的变化趋

势,其他年份的教育匹配模式矩阵及其他非对角线元素变化趋势可向作者索取.

③KL散度的计算方法为∫
¥

０
[f(y)－g(y)][ln(f(y))－ln(g(y))]dy.

④我们没有直接用随机配对的夫妻总收入估计基尼系数,这是因为该方法无法有效地考虑婚配对内生劳动供给行为产生的影
响.事实上,通过这种方式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更大,１９８８~２０１３年的反事实基尼系数分别为０．１６４５６、０．２２４４９、０．２７９３３、
０．３４９１９和０．３０１３２,这比表６中的结果要更小.

⑤泰尔指数是参数α＝１时的广义熵指数GE(α),参数α可取所有实数,α越小广义熵指数对左尾变动越敏感,越大对右尾变动越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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