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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经济学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物。法经济学在我国已有三十年多年的历
史，经历了缓慢发展、井喷发展和高速稳定发展三个阶段。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的数据为基础，收集了 1993—
2018 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收录期刊发表的法经济学研究文献，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法经济学文献的发表
时间、发表期刊、发表作者、发表单位和发表成果学科分布情况。我国法经济学要立足于中国的法治实践，实现外来资源
的本土化；法学家应该积极发挥在法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贡献，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法经济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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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法学流派。有的学者认为法经济学是经济学帝国主

义的一种体现，是经济学入侵法学研究领域的必然产物。还有学者认为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
融合交叉的产物，把法经济学归入边缘学科的范畴。目前美国大多数法学院都开设了法经济学课程，法经

济学不仅在美国法学和经济学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也深深影响了美国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司法裁判
的形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法经济学早已超出美国本土，在世界各国经济学界和法学界产生了巨大影
响。以科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立场的法经济学把法律、政策、制度看作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形成了
“经济—法律—经济”的研究范式，构成了法经济学的逻辑进路。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学家立场的法经济
学则是利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解读法律问题，形成了“法律—经济—法律”的研究范
式，构成了经济分析法学的逻辑进路。法经济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或者思潮从 20 世纪 80 年代传入我国①，
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近年来，法经济学逐渐成为国内的显学，不仅大量的法理学学者开始涉足法经
济学的研究，而且越来越多的部门法学者也开始利用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解读法律制度的变迁。目前，许
多高校不但集合法学和经济学学科背景的学者设立了专门的法经济学研究机构，招收法经济学硕士和博士
研究生，而且从 2003 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法经济学年会，并且连续出版了《制度经济学研究》学术辑刊。由

此可见，国内的法经济学学术共同体逐渐形成。文献计量法是利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对已有研究文献的各
种特征数量进行分析，描述、评价和预测某项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方法[1]。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
法，基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收录的核心期刊发表的有关法经济学研究文献，梳理法经济学研究的发
展脉络，
揭示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研究方向，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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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数据的获取途径及局限性分析
（一）数据收集
数据源选取策略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文献研究的质量。不同的文献数据库在数据的表现形式、收录范
围、主题表达、数据加工程度上都有所差别。本文有关法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数据来源为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中国知网 CNKI）检索平台。进入高级检索页面，在期刊单库检索里面把检索条件进行如下设置：首先，来

源类别设置为 CSSCI 来源期刊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之所以把数据来源设置为各种核心期刊，是因为核心期
刊发表的法经济学学术论文质量相对较高，可以确保检索文献的学术性价值，比较具有代表性，能够更好地

体现法经济研究的发展轨迹和发展态势；其次，把篇名检索关键词设置为“法律经济学”、
“经济分析法学”、
“法经济分析”和“ 法和经济学”，四个检索词之间以逻辑检索技术中的“或含”为检索算符，进行“模糊检
索”；
再次，
把时间跨度设置为 1993—2018 年②。
（二）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局限性说明

首先，本文选定的数据分析样本限于全国中文核心来源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

《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第一版是 1992 年，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检索则只能检索 1998 年以来的文献，因此 1993 年以前的法经济学相关研究文献则被排除在研究样本之
外。如西南政法大学的种明钊教授在《现代法学》1983 年第 2 期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与法

经济学的建立》尽管是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核心期刊的评价体系而被排除在研究样本
之外[2]。其次，在检索研究样本时，笔者尽管设置了“法律经济学”、
“经济分析法学”、
“法经济分析”和“ 法和
经济学”等多个关键词进行检索，但是仍然不能涵盖法经济学研究的全部范围，因为有些论文尽管在篇名上
没有体现法经济学的字眼，但内容是典型的法经济学研究成果，其中还不乏经典之作。如苏力的《海瑞定理
的经济学解读》[3]、桑本谦的《疑案判决的经济学原则分析》[4]、吴元元的《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
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5]等。上述 3 篇文章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截至 2018 年 6 月 7 日，
《海瑞定理的
经济学解读》一文被下载 6974 次，被引 186 次；
《疑案判决的经济学原则分析》一文被下载 3921 次，被引 74
次；
《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一文被下载 13028 次，被引 278 次。这表

明上述 3 篇论文在法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影响非常大，遗憾的是因为篇名中未包含“法律经济学”、
“经济分析
法学”
、
“法经济分析”和“ 法和经济学”而未能作为研究样本。

二、中国法经济学研究数据的统计分析
（一）文献发表时间统计分析
运用上述检索方法，从中国知网共检索到 1026 篇法经济学研究文献（详见图 1），根据法经济学研究的发

展轨迹，笔者认为法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缓慢发展阶段（1993—2001）、井喷发展阶段
（2001—2008）和高速发展阶段（2008 至今）。2001 年之前为缓慢发展阶段，年均发表量在 10 篇以下，这表明

前十年我国法经济学一直处于低速发展阶段，当时的法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国外法经济学理论的引荐
或评述。如顾培东在《中国法学》发表的《效益:当代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兼评西方法律经济学》[6]、
张乃根在《社会科学》上发表的《科斯的法律——经济学理论剖析》[7]、蒋兆康和田培炎在《中外法学》发表的

《作为一种法哲学的法律经济学——它的历史、基础和方法》[8]，这 3 篇文献是本研究样本库的前 3 篇文献，均

发表于 1992 年，都属于法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引荐和评述范畴。当时也有部分学者利用法经济学的原理对市
场经济或者经济法进行了分析，如张守文的《经济法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9]、蒋兆康的《市场经济及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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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3—2018 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法经济学研究成果总体趋势

需求与供给——一种法律经济学分析》[10]等。
2001 年之后，法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井喷阶段。从 2001 年到 2008 年，法经济研究成果逐年增长，并且

增幅很大，2008 年达到了顶峰，全年在各种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法经济学论文达到了 96 篇，占 26 年来全部法

经济研究成果总数的 9.35%。笔者认为出现法经济研究成果井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首先，随着我国市

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经济与法律的紧密关系进入到越来越多的
学者研究视野；其次，21 世纪初学科的融合发展，特别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逐步扩张，促进了法学和经济学

的联姻；再次，我国学者在大量翻译国外经典法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推出了结合中国实践的法经济学著
作，初步形成了中国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最后，国内法经济学学科的建立、法经济学年会的定期召开，法经
济学硕士、博士教育体系的完善,法经济学学术刊物的创办等相关因素推动了法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2008 年以后，法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十年来，各种核心期刊法经济学论文发表总数为 649 篇，年均发
表量为 64.9 篇，占 26 年来研究总数的 63.25%。这表明我国法经济的研究进入了高速稳定的发展阶段。

科学文献数量的增长变化可反映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的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和趋势。普赖斯提出科学

知识按指数规律增长的理论，其主要依据就是科学文献是按指数增长的。研究文献的增长规律是以文献积
累数据为依据的[11]。作为法经济学这一知识领域的文献，研究 1993—2018 年间的增长规律时，也采用文献
积累数据。表 1 列出 1993—2018 年法经济学研究论文的详细数据，其中 A 为本年非累积论文数，B 为论文数
累积和。
年度
A 非累积数
B 累积和
年度

A 非累积数
B 累积和

1993

1994

1995

表1

1993—2018 年法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收录情况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5

12

4

5

7

14

8

13

9

18

30

43

59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5

71

288

17
76

364

21
96

460

26
82

542

33
73

615

47
75

690

55
62

752

68
59

811

77
50

861

85
52

913

115
48

961

158
41

1002

217
11

1013

表 1 中数据显示，CNKI 的数据库收录法经济学研究论文的数量随年份呈增长趋势，其中文献发文量最

多年份 2008 年（96 篇）是最少发文量年份 1995 年（4 篇）的 24 倍。根据表 1 中 A 行和 B 行数据绘制出论文增
长变化曲线图，如图 2 所示。

（二）中国法经济学发表期刊分析
按照期刊发文数量进行排序，选择发文数量前 20 位的核心期刊（如图 3 所示）。其中，
《广东财经大学学

报》发文数量居所有期刊之首，为 29 篇；随后依次是：
《经济研究》发文数量 17 篇，
《河北法学》发文数量 16 篇，

《商业研究》
《生产力研究》
《现代法学》发文量均为 15 篇，
《法商研究》发文数量 13 篇，
《法律科学》
《法学杂志》
发文数量 11 篇，
《浙江社会科学》
《学术论坛》
《政法论坛》发文数量均为 10 篇，
《法学研究》
《法制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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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18 年法经济学文献增长的累积与非累积分布

期刊名称
图 3 1993—2018 年前 20 位期刊法经济学研究成果发文数量

《法学论坛》
《求索》
《学术月刊》发文数量均为 9 篇，
《学术探索》
《商业经济研究》
《思想战线》发文数量均为 8

篇。在以上 20 个期刊中，法学类期刊为 9 个，占期刊总数的 45%；经济学期刊 4 个，占期刊总数的 20%；综合

类期刊 7 个，占期刊总数的 35%。这表明尽管经济学类的《广东财经大学学报》是发文数量最多的期刊，但是
从整体来看，法学类期刊仍然是法经济学成果展现的最主要平台。
（三）中国法经济学文献作者分析
通过对前十位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分析，法经济学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李树教
授，他共发表 16 篇相关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论文。随后依次是中山大学的周林彬教授（13 篇）、宜宾学院的刘
廷华教授（10 篇）、山东大学的魏建教授（9 篇）、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教授（9 篇）、中国人民大学冯玉军教授（7

篇）、天津财经大学冯博副教授（7 篇）、浙江大学熊丙元教授（5 篇）、西南大学的时显群教授（5 篇）、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喻中教授（5篇）。在前十位学者中，
法学专业背景的学者有6人，
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学者有4人，
这表明
目前国内基本形成以法学家立场为主的法经济学研究现状，法学家在法经济学中的话语权地位得到提高。
根据普莱斯定律，当核心作者撰写的论文数量达到总论文数的一半时，核心作者群才算形成。根据公
式 M=0.749（Nmax）1/2 ,M 为论文篇数，发表论文数在 M 以上的称为核心著者，Nmax 为统计年段内最高产的作
者的发文量[12]。本文中以第一作者发文量最多为 16 篇，则 Nmax = 16，得出 M = 2.996，取近似整数为 3。因

此，发表法经济论文在 3 篇以上的第一作者本文视为法经济学研究文献的核心作者。根据图 4 的统计结果，
在核心期刊发表 3 篇及以上的作者有 43 名，共计 197 篇，仅占论文发表总数的 20.91%，由此可见，法经济学
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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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
图 4 1993—2018 年法经济学论文 3 篇以上核心作者群

（四）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状况

根据图 5 的统计可知，文献发表量居前 20 位的机构合计发表期刊文献 461 篇，占期刊文献总数的

44.9%；在期刊文献中，西南政法大学最多，共 52 篇，占 11.27%；其次是山东大学 47 篇、浙江大学 38 篇、吉林
大学 30 篇、中国人民大学 29 篇、中山大学 27 篇、中国政法大学 24 篇、南京大学 24 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1

篇、厦门大学 20 篇、上海财经大学 17 篇、重庆大学 17 篇、复旦大学 17 篇、北京大学 16 篇、西北大学 14 篇、天
津财经大学 13 篇、湖南大学 12 篇、华东政法大学 12 篇、武汉大学 12 篇。从上述论文发表机构来看，法经济

学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法理学学科实力较强的高校和注重经济学和法学交叉研究的高校，前者如西南政法
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后者如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天津财经
大学等，这些高校往往都设立了专门的法经济学研究中心，形成了法经济学核心作者群，每年都有一定量的
法经济科研成果产出。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 3 所、上海 3 所、天津 2 所、重庆 2 所、湖北 2 所、山东 1 所、浙江 1

所、吉林 1 所、广东 1 所、江苏 1 所、福建 1 所、陕西 1 所、长沙 1 所。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成为法

经济学研究者的聚集地。北京仍然是法经济学研究的学术高地，中国政法大学设立的法与经济学研究院、
北京大学设立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的冯玉军法律经济学网、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
集刊《法律和社会科学》都推动了北京法经济学的发展。以上 20 所研究单位分布在 13 个省，占全国的
41.9%，
这表明法经济学研究的区域化和集中化比较明显，还没有形成全国百花齐放的局面。

作者单位

（五）法经济学成果的学科分布

图5

法经济学文献发表量居前 20 的机构

通过图 6 可以看出，法经济学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法理学和法史学领域，共 314 篇，占研究成果总量的

30.6%，而在部门法领域或者具体法律问题领域相对较少。这是因为法经济作为一种法学流派、一种交叉学

科或者研究方法最先是从国外的法经济学理论引荐和翻译开始的，而作为法学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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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具有先天性的优势。法理学学者苏力不但翻译了大量的波斯纳的法经济学著作，
而且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分
析了海瑞定理，阐述了海瑞定理背后的经济逻辑。法理学学者喻中则从西方法经济学思想的视角解读了科
斯、波斯纳、卡拉布雷西、布坎南、奥尔森、威廉姆森等人的法律经济学思想[13]。法理学学者冯玉军则建构了
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14]。法经济学逐步实现了从理论到实务、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型，学者们不但对民商法、
经济法、行政法、诉讼费、刑法、国际法等部门法中的具体制度进行了经济分析，而且对金融、投资、经济体制
改革、财政税收、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人才学与劳动科学、工业经济等多个领域展开了法经济学的研究。

图6

学科分布
法经济学文献发表学科分布情况

三、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现状的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上述法经济学文献发表时间、发表期刊、文献作者、文献作者单位和区域、文献学科分布等文献
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第一，法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缓慢发展、井喷发展、高速稳定发
展三个阶段。法经济学发展受到国际社会大背景的影响，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还与学科
的整合发展存在关联。法经济学的发展要实现国外理论引介到理论本土化的转型，立足中国的法治实践，
建构中国特色的法经济学学科体系。第二，学术期刊是法律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与交流的平台，目前法经
济学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法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和综合性社科期刊上，国内尚没有专门的法经济学学术期
刊，不利于法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构建。第三，法经济学研究者既包括法学学科背景的研究
者，也包括经济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还有法学和经济学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从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来看，
具有经济学学科背景的学者由于对经济分析工具的熟练掌握，尤其是对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运用，使得
数据建模、假设检验等定量分析广泛在法经济学研究领域使用，增加了法经济学的数学美感。纯粹法学学
科背景的学者由于不能熟练掌握经济分析工具，进入法经济学研究相对较为困难，他们主要是利用经济学
的原理对法律制度的需求与供给、法律制度的变迁进行宏观的分析。第四，目前国内法经济学研究者单位
和地域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地方高校法经济学研究相对不太集中，这表
明法经济学研究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存在较大的关联。第五，从法经济学学科分布来看，法经济
学逐步实现从理论法学到多学科领域的扩散发展，但是目前法理学仍然是法经济研究的集中学科领域。
根据以上研究，笔者认为中国法经济学的研究应当坚持以下方向：首先，立足于中国的法治实践；其次，
实现外来资源的本土化；再次，法学家积极发挥在法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贡献；最后，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
法经济学学科体系[15]。
注

释

① 我国第一位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法经济论文的学者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种明钊教授，其文《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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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的建立》发表在《现代法学》1983 年第 2 期。

② 因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第一版出版时间为 1992 年，
所以本文数据起始年限设置为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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