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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埃尔文窑罗斯和劳埃德窑沙普利因为在野稳定配置的理论和市场设计的实践冶研究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
而获得 201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遥 本文分析了两位学者获奖的理论背景袁介绍了稳定匹配和市场设计两个领域的
理论演进与实践应用袁并进行了若干有针对性的评析遥 本文认为袁这两位学者的贡献直接推动了大量重要的现实
市场的成功再设计袁该领域在未来将会持续成长并拥有广阔前景袁国内研究人员有必要加强跟踪和学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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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15 日袁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袁将

201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商学院经济与工

商管理学教授埃尔文窑罗斯渊Alvin E. Roth冤和加州

大学 洛 杉矶 分校 教授 劳埃 德窑沙 普 利 渊Lloyd S.

不满足完全竞争的传统假设遥 事实上袁在上述情形
和其他更多的情况中仍然会出现分配遥 那么袁这些
过程是如何运行的钥 又是怎样使结果更有效的呢钥
本年度两位获奖者的工作包括资源分配的理

Shapley冤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袁以表彰他们在野稳定配

论框架尧实证研究以及现实世界的相关实践袁比如

贡献遥 为此袁他们将分享 800 万瑞典克朗渊约合 120

理论 框架的基础产生于 1962 年袁 由大 卫窑盖 尔

置的理论和市场设计的实践冶研究方面所做的突出
万美元冤的奖金遥

一尧获奖的理论背景
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中袁仅依靠价格调整就能
使市场实现供需平衡遥 理论和实践证明袁市场机制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运行良好的遥 例如袁高薪能够将
劳动者吸引到特定的职业袁高的能源价格会让消费
者节约能源遥 但是袁在某些情况下袁价格体系会遭到
来自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阻力袁因此并不能完全配置

劳动市场清算和学校录取流程的重新设计等遥 这个

渊David Gale冤和劳埃德窑夏普利在他们解决特定分配
问题的数学研究中提出遥

[1]

他们考虑了一个包括两

组主体的模型袁比如工人和厂商袁即他们必须是配
对的遥 如果一个特定的工人被雇主 A 雇佣袁但这个

工人可能更倾向于雇主 B袁雇主 B 也想雇用这个工
人渊但是没有冤袁那么这个交易中尚有未开发的收益
存在遥 如果雇主 B 雇佣了这个工人袁那么他们双方
将会更好遥 据此袁盖尔和夏普利把在交易中不存在

资源遥 比如很多学校和大学都会禁止收费袁再如人

这种可开发收益的配对定义为稳定的遥 在一个理想

体器官移植在道德层面上通常会排斥货币支付遥 此

的市场中袁工人和厂商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并且具

外袁在很多市场上袁价格体系尽管能发挥作用袁但并

有完成交易的能力袁因此结果总是稳定的遥 当然袁现

收稿日期院201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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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党委书记尧副所长袁研究员袁博士生导师袁主要从事金融发展尧金融稳定等研究曰王朝阳渊1981-冤袁男袁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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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世界的市场可能在一些重要方面与这个理想市

保持袁典型例子比如熟练工市场遥 在这些市场中袁为

场有所不同遥 但盖尔和夏普利发明了一种野递延接

了能和其他人进行交易袁 参与者必须相当匹配才

受算法冶袁 这种算法易于理解并总能导出稳定的结
果遥 这个算法规定袁市场的一方渊比如雇主冤为市场
的另一方报价袁而另一方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则接受

行遥 1962 年袁盖尔和夏普利共同研究了双边配对市

要比如消费
场理论袁即一个市场中有两方参与者要要

者和销售者尧工人和厂商袁或者是学生和学校要要
要
他们为了达成某项协议必须彼此配对遥

或拒绝这些报价遥
上述理论框架的实证分析由埃尔文窑罗斯给

[1]

在这个市

场中袁他们排除了支付袁即工资渊和其他配对属性冤

出遥 在其 1984 年发表的论文中袁罗斯发现美国医生

不是转让的对象遥 按照他们的概念袁所谓稳定是指

市场在历史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市场失灵袁但是一个

不存在这样两个市场主体袁 使它们都更中意于他

集中交易所通过应用一个本质上相当于盖尔和夏

人袁胜过它们当前的匹配对象遥 夏普利和他的同事

普利的递延接受算法的进程改善了这个情况遥

[2]

在

找到了所谓的 GS 算法渊Gale-Shapley 算法冤袁这种

这篇文章中袁罗斯阐述了市场执行的目标袁并且针

方法能确保匹配稳定袁并且还限制了市场主体操纵

对市场时而运行良好时而又失灵的现象袁展示了稳

匹配过程的动机遥 沙普利所设计的方法能系统性地

定性的概念如何提供相应的组织原则来帮助我们

对两个市场主体中的至少一方有利遥

理解这种现象遥 随后袁 罗斯和他的同事运用这个框

盖尔和夏普利在一个抽象尧一般的层面上来分

架袁 联系实证研究袁 控制实验室研究和计算机模拟

析匹配遥 他们将婚姻作为他们研究的一个案例袁即

来检验其他市场的功能遥 他们的研究不仅说明了这
些市场是如何运行的袁而且在如何为市场建立更好

如何使 10 男 10 女在尊重各自偏好的情况下完成
配对遥 主要的挑战在于设计一个能引致稳定匹配的

的运行体系方面很有帮助遥 他们的研究通常是基于

简单机制袁在这个机制中袁没有伴侣会分手而且不

盖尔要夏普利算法的原型或扩展袁进而就引出了经

能通过改变配对而过得更好遥 盖尔要夏普利的野延

济研究一个新的分支院市场设计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这

期接受冶算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袁是能够直接得到

里所说的野市场冶没有假设价格体系的存在曰而且货

稳定匹配的一系列简单规则遥 简单地说袁盖尔要夏

币转移在很多重要应用中也都被排除了遥

普利算法能够通过两种途径建立院不仅男人可以向

值得一提的是袁本年度获奖者的研究工作运用

女人求婚袁而且女人可以向男人求婚遥 在后一种情

了来自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中的工具遥 如果从

况中袁这个进程开始以每个女人向她最喜欢的男人

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 3 位博弈论专家开始袁

至今已有 6 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的研究
有关遥

淤

求婚遥 每个男人在他收到的不同的求婚中渊如果有
的话冤袁保留他认为最有吸引力的渊但与接受不同冤袁

非合作博弈的出发点是对独立决策者所面

然后拒绝其他遥 第一轮被拒绝的女人然后向其第二

临的策略问题进行详细描述曰合作博弈理论的出发

偏好选择求婚袁然后男人保留最好的求婚而拒绝其

点是描述每个团体都能获利的情况袁重点是研究个

他遥 这一直持续到没有女人想做进一步的求婚为

体的集合渊或联盟冤如何通过共同协作深化他们的

止遥 然后袁每个男人接受他所保留的求婚袁这个进程

利益遥 在很多情况下袁合作和非合作博弈是互补的遥

就结束了遥 盖尔和夏普利在数学上证明了这个算法

劳埃德窑夏普利是合作博弈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的
代表人物袁 埃尔文窑罗斯则是实验经济学领域的突
于

出贡献者遥 尽管两位学者的研究是独立完成的袁但

夏普利的基础理论与罗斯的实验性实践相结合之

总会得到稳定的匹配遥
在非合作博弈论中袁夏普利的贡献包括大量的

动态博弈的创新研究遥 奥曼渊Aumann R. J.冤和夏普

利的野完美无名氏定理渊Perfect Folk Theorem冤冶显

后袁创造出一个繁荣的经济学研究领域袁并且使许

示袁任何可行的支付向量渊在这里袁每个参与者至少

多市场的表现得以大幅提升遥

得到他对自己设立的最低标准冤都可以作为一个包

二尧劳埃德窑夏普利院稳定匹配理论演进及应用

含非常有耐心的参与者的重复博弈的战略均衡的

在很多现实中的市场上袁商品是私有的且是独

支付遥 [3]这个重复博弈的理论由夏普利渊1953冤提出袁

立尧多元的袁而且完全竞争市场的传统假设也不能

他引入了随机博弈的重要概念遥 [4]在随机博弈中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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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阶段行为的选择可能都会影响未来博弈的走势袁

种修正袁同时还考虑到了特定情境的要求和伦理道

这就引起了广泛的研究遥 在进一步研究中袁夏普利

德限制袁比如避免出现转移支付的情况遥 他们的研

渊1964冤 展示了一个明确分组的动态学习渊Learning
Dynamics冤是不能达到均衡点的袁

[5]

究通常基于盖尔要夏普利算法的原型或扩展袁不仅

这个结果又引发

能够阐述这些市场是如何运行的袁而且还能够对如

了对博弈中学习的研究遥 此外袁夏普利和舒比克渊1977冤

何为市场建立更好的运行体系提供帮助遥 罗斯的这

的论文是战略市场博弈领域中很重要的研究成果遥

[6]

些研究引发了经济研究一个新的分支院市场设计遥

夏普利还是合作博弈论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者遥

在美国袁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一般先在医院当实

夏普利和舒比克渊1969冤建立了一个可转让效用市

习医生袁 他们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遥

[7]

场博弈袁得出这种博弈有非空的核心遥 可转换效用
联合博弈中单值解决方案的概念现在称为夏普利
值袁这一概念由夏普利渊1953冤[8] 引入并基于逻辑公
[9]

理的特征进行了研究遥 此后袁海萨尼渊1963冤 和夏普
[10]

利渊1969冤 扩展了夏普利值在无转换效用的博弈中
[11]

20 世纪早期袁这个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散的遥 到

1940 年代期间袁为了争夺稀缺的医学院学生袁医院
不得不提前招收实习生袁有时在毕业前好几年就开
始招收遥 换言之袁匹配在他们取得资格之前就已经
产生袁甚至在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从事哪个领域之前

的应用遥 夏普利渊1971冤 证实在凸博弈中袁夏普利值

就已经匹配遥 当一个实习生被拒绝之后袁对其他候

占有核心的中心位置遥 以此为基础袁夏普利值发展

选人来说通常已经太晚了遥 这些问题驱动的市场不

出很多应用遥 尽管起初的目的是作为对参与者期望

能产生稳定的匹配袁因为没有足够的实习机会能够

从博弈中得到的预期袁但通常被认为是对一个公平

及时被提供以保证相互获利的交易遥 为了快速提供

[12]

结果的合理解释遥 在奥曼和夏普利渊1974冤 的著作

更多的实习机会袁医院会严格要求学生对实习机会

中袁包含了无限参与者的博弈中的夏普利值的主要

的回应期限遥 这反过来迫使学生在没有弄清楚以后

理由尧解释和计算的扩展延伸袁同时还包含了埃奇

是否还有其他机会的情况下袁就过早做出决定遥

沃思的猜想院在确定的大的市场上袁夏普利值和核
心在竞争的均衡分配方面均保持一致遥 在政策分配
博弈中袁夏普利值为人所熟知的是夏普利要舒比克
[13]

权力指标渊夏普利和舒比克袁1954冤袁 它特别适用于
由投票体制变化引起的权力转换的评估中遥
三尧埃尔文窑罗斯院市场设计的理论与实践运用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袁 在 1950 年代早期建立了

一个集中的 野清算所冶袁 称为国家居民匹配项目

渊NRMP冤遥 在 1984 年的文章中袁罗斯研究了这个清

算所运用的算法袁发现它与盖尔要夏普利算法很相
似遥他然后假设袁NRMP 成功的基本原因在于产生了

稳定的配对遥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袁罗斯继续研

罗斯意识到夏普利的理论和计算可让实践中

究与此相似的英国医药市场遥 他发现不同的地区采

重要市场的运作方式变得更加清晰遥 在一系列的实

取不同的算法袁一些地区产生了稳定的配对而另一

验性研究中袁罗斯和他的同事表明袁为了认知某个

些则没有遥 那些产生稳定配对的结果被证明是成功

特定市场制度为何成功袁 研究其稳定性是关键所

的袁而其他算法则以不同的方式失效遥 尽管很成功袁

在遥 罗斯后来成功地通过系统性的实验支持了前述

结论遥 在其 1984 年发表的论文中袁 罗斯发现美国
[2]

医生市场历史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市场失灵袁但是一
个集中交易所通过应用一个本质上相当于盖尔和

夏普利的递延接受算法的进程改善了这个情况遥 在
其文章中袁罗斯阐述了市场执行的目标袁并展现了
稳定性的概念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市场运行的不稳
定性袁比如市场时而运转良好时而失灵遥 他还帮助
重新设计了现存的一些制度袁 比如帮助医生和医
院尧学生和学校尧器官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进行配
对遥 这些改良都是基于盖尔要夏普利算法并做了各

但 NRMP 仍然遇到问题袁 女医生的人数开始增长袁
而且学生夫妇在同一领域寻找职位越来越普遍遥

NRMP 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遥 1995 年袁罗斯被要求帮
助设计一个能够消除这些问题的改进算法遥 于是袁他

与艾略特窑皮纳森共同建立了一个根据申请人的提

议能够接受夫妇的算法遥 这个新的算法在 1997 年
被 NRMP 所采纳袁实践证明该算法运行良好袁并且
每年提供与申请人相匹配的岗位超过 20000 个遥 事
实证明袁罗斯的改进研究促进了这个理论的发展遥

盖尔要夏普利算法在其他应用中同样被证实

是有效的袁比如高中的选择问题遥 直到 2003 年袁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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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立高中的申请人都被要求列出他们的前五个

正风险厌恶情绪变化的定性效应的预测遥 这些检验

选择袁然后这些首选列表被送到学校袁由学校来决

通过罗斯和马罗夫渊1979冤[16] 的设计得到优化袁他们

定一个学生被录取尧拒绝或放在待定名单中遥 这个

用彩票作为激励来控制主体内生的风险厌恶情绪遥

流程在重复了两轮之后袁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的学

通过变化传递给一个主体的另一个主体支付的信

生在第三轮会通过行政程序进行分配遥 然而袁这并

息袁 这个实验显示了焦点效应和公平问题的重要

没有为申请人提供足够多的机会来列出他们偏好

性遥 欧克斯和罗斯渊1989冤[17]所做的一系列实验检验

的学校遥 因为学校更喜欢录取那些填报第一志愿的

了非合作议价模型的预测结果袁这项工作接着延续

学生袁那些不太可能被他们最喜欢的学校录取的学

到罗斯等渊1991冤[18] 所做的重要的跨文化的研究中袁

生从他们最佳利益的角度考量会将更现实的选择

这项研究调查了四个不同国家的议价行为遥 一般来

作为第一志愿袁而那些填写了他们真实偏好的学生

说袁实验研究解释的是主体随着时间如何转变他们

则遭遇了不好的结果遥 在 2003 年袁罗斯和他的同事

的行为遥 罗斯和埃尔文渊1995冤[19]创建了一个巩固学

基于一个盖尔要夏普利算法的申请人袁帮助重新设

习模型袁其参与者常常重复那些会产生好结果的选

计了这个录取程序遥 新算法被证明是成功的袁那些

择遥 这个模型在一系列实证博弈中被证明与实际行

表示没有特别择校偏好的学生的数量减少了 90%遥

现在袁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城市都在使用不同形式的
盖尔要夏普利算法遥

为是一致的遥 斯洛尼姆和罗斯渊1998冤[20]用这个模型
来解释一个简单的非合作议价博弈袁他们证明巩固
学习模型能够事前预测行为 渊而不仅仅是事后解

到目前为止袁匹配设置都是双方做出积极的决

释冤遥 这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表明袁如果将现实认知

定遥 然而袁在一些现实情况中是单方的袁在某种意义

的局限性考虑在内袁博弈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完全

上另一方完全是被动的遥 一个现实的例子是肾脏

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遥

渊或者其它人体器官冤与那些需要的病人之间的配对遥

这个配对是如何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完成的呢钥 这个
问题被夏普利与其合作者所研究袁 同样是抽象的尧
基于稳定的概念遥 他们提出的算法要要
要所谓的顶级

要实际上非常简
交易循环 渊Top Rrading Cycle冤要要

四尧简要评价

劳埃德窑夏普利推动了合作博弈论的发展袁他

的工作不仅是增强了合作博弈的理论基础袁而且提
高了该理论在实际应用及政策制定中的实用性遥 在
与其同事的合作中袁他创立了匹配市场理论遥 在该

单袁主要基于对象的初始分配和随后的交换遥 对于

理论创立之时袁盖尔和夏普利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将

人体器官的例子来说袁挑战在于肾脏和病人之间的

它应用到实际中去遥 在市场设计的文章出现之后袁

配对可能并不兼容袁这个多边交换过程可能会相当
耗时遥 因此袁日益复杂的肾脏捐献供应链的共同特

这一设想终于成为现实遥 阿尔文窑罗斯综合运用经
验的尧实验的和理论方法提高了我们对市场如何运

点是袁价格都不是这些过程的一部分遥 在基本的盖

行的认知袁并和同事一起研究了如何改善和提升市

尔要夏普利算法中袁价格机制的存在会限制它的适

场表现袁从而阐述了稳定性和激励相容这两个关键

用性吗钥 答案是不一定袁夏普利和其他人检查了将

问题遥 这些贡献直接引导了大量重要的现实市场的

价格渊在医生市场中的工资冤纳入职位提供的一部

成功再设计遥 可以预计袁这个领域将会持续成长并

分的原模型的扩展模型中袁算法包括价格以相同的

且在未来会有更广阔的前景遥

方式运行以及产生类似特征的稳定匹配遥 事实上袁
[14]

博弈论在现实中的大量运用可谓人尽皆知袁博

罗斯和索托马尔渊1990冤 早就阐述了双边配对理论袁

弈论教学和研究在我国也可谓方兴未艾遥 但总体来

包括罗斯及其合作者的很多关键成果遥

说袁稳定配置和市场设计领域的理论在国内还比较

[15]

此外袁罗斯渊1991冤 还描述了用博弈论如何使

前沿袁对相关理论的研究学习和具体运用仍有待深

实验室研究和区域观察互相作用遥 通过他自己的实

入遥 上述诸如器官移植尧学生入学等问题的研究和

验室研究袁罗斯对这个研究领域同样做出了巨大的

相关案例在国内也同样存在袁特别是袁当前国内大

贡献遥 在一系列的实验中袁罗斯和他的同事检验了

城市的就业尧入学等问题日益成为矛盾聚集的社会

合作议价理论的预测结果遥 合作议价模型被用来修

问题袁如何运用本年度获奖者的理论提出创新性的

16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何德旭，
王朝阳，张

捷：稳定配置的理论与市场设计的实践

解决方案袁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遥 但毫无疑问袁
本年度获奖者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思路遥
注 释院
淤 1994 年袁授予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窑海萨尼

渊J.Narsanyi冤尧普林斯顿大学约翰窑纳什渊J.Nash冤和德国波

恩大学的赖因哈德窑泽尔滕渊Reinhard Selten冤遥 1996 年袁
授予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窑莫里斯渊James A. Mirrlees冤

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窑维克瑞渊William Vickrey冤遥
2001 年袁 授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乔治窑阿克尔
洛夫渊George A. Akerlof冤尧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窑斯

宾塞渊A. Michael Spence 冤和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
约瑟夫窑斯蒂格利茨渊Joseph E. Stiglitz冤遥 2005 年袁授予美

国马里兰大学的托马斯窑克罗姆比窑谢林 渊Thomas Crom鄄

bie Schelling冤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罗伯特窑约翰窑奥
曼渊Robert John Aumann冤遥 2007 年袁授予美国明尼苏达大
学的里奥尼德窑赫维茨渊Leonid Hurwicz冤尧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的埃里克窑马斯金渊Eric S. Maskin冤以及美国芝加哥
大学的罗杰窑迈尔森渊Roger B. Myerson冤遥

于 控制实验室实验被频繁运用于市场设计领域遥 弗农窑史密

斯由于其在实验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分享了 2002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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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Stable Alloca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Market Design
要A Brief Remark on 2012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要要
HE De-xu1袁 WANG Chao-yang1袁 ZHANG Jie2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袁Beijing 100732,China曰2. China Investment Securities co.LTD袁 Shenzhen Guangdong
518048,China)
Abstract: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for 2012 was awarded to Alvin
E. Roth and Lloyd S. Shapley for the theory of stable alloca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market design. The paper analyzed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wo scholars, mad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y revolution and practice about the stable alloca鄄
tions and the market design, and provided some special remarks. The two scholars爷 distribution promoted lots of successful
redesign of important practical markets. We can expect that this area will continually grow up and have a good prospect. Re鄄
search fellows in China should tail after and study the theory in this area.
Key words: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stable allocations; market design

渊上接第 12 页冤

Sponsor System as an Entry Point of the IPO Reform
BA Shu-song

(Institute of Finance袁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36, China)
Abstract: Sponsor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PO reform. For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future reform, it is necessary
to gradually open up the signature sponsor rights sponsor representative, reduce the sponsor representative 野channel value冶袁 to
promote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of the sponsor institution;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pon鄄
sor organizations, to implement the classification regulation over sponsor agencies, the relative weakening of the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sponsor representative; actively to improve the sponsor representative system of examinations and the registra鄄
tion system.
Key words: sponsor representative; sponsor institution; IPO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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