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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前，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从供给主体和受益对象上看，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本文概述了公共产品理论

及博弈模型中的经济学原理，综述了动物疫病防控中的公共产品问题研究现状，对于提高动物疫病防控决策科
学性和防控措施有效性提供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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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possesses the attribute of public goo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pply main bodies and beneﬁciary objects. In this article，economic principles existing in public goods
theory and game model were summarized，the research status of public goods issues in anim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s analyzed，which would provide research direction for enhancing the scientiﬁcity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effectiveness of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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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是指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有数

行病学与经济学研讨会在英国伦敦召开，这标志着

据显示，我国每年由重大动物疫病导致的直接经济

动物疫病防控中统计学、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的应用

[1]

损失约 1 000 亿元 。此外，人兽共患病还给人类

开始形成体系。目前，供需关系、生产理论、市场

健康和公共安全带来重大威胁。动物疫病种类繁多，

调控机制等经济学理论在动物疫病防控研究中应用

[2]

[4]

发生因素复杂、波及面广 ，因而动物疫病防控工

较多，且主要应用于后效评估阶段 。但是，动物

作难度极大。有学者对目前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中存

疫病防控是动态变化的 ，如何利用经济学理论或

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提出，传统动物疫病防控的知

模型实现防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预测和模拟，是

[3]

识和技术无法满足当前的防控需求 。
随着社会资源的不断整合，多学科交叉的创

[5]

提高动物疫病防控决策科学性和防控措施有效性的
重要研究方向。

新，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是研究公共投入与市场关系的

和方法开始在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得到应用，动物

经济学理论，而公共产品博弈是探讨人类行为的重

卫生经济学应运而生。1976 年，首届国际兽医流

要经济学模型，对于其在动物疫病防控中应用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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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进行研究十分必要。本文概述了公共产品理论
及博弈模型中的经济学原理，综述了动物疫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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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公共产品问题研究现状及其应用。
1
1.1

1.3

公共产品问题的经济学原理

“囚徒困境”
“ 囚 徒 困 境”

[10]

最 早 是 美 国 数 学 家 Albert

tucker 编出来的一个故事，目的是解释什么是博弈

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指能被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
[6]

论。这个故事随后成为博弈论中最经典的案例：两

用的产品或服务，如国防、教育、公共福利等 。

个嫌疑犯作案后被抓，根据警方政策，嫌犯会有以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通常是政府或社会团体，特点

下三种结局：两人都坦白罪行（各自判 8 年），一

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一些人对公共产品的

人坦白、一人拒绝坦白（坦白者释放，拒绝者判

消费或利用不会影响和排斥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

10 年）和两人都拒绝坦白（因证据不足各判 1 年）。

[7]

这个局面就是两个嫌犯的博弈。从量刑结果看，选

[8]

品两类 ，其中准公共产品亦称为“混合产品”，

择合作即两人都拒绝坦白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可

通常是指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表现不充分的公共

能出于不信任，整体获益最佳的方案不一定被选择。

产品，例如教育和公共交通。

这也是博弈论中个体理性带来的集体非理性。

或利用 。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

在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投入具有公共产品特

1.4

“理性人假设”与非理性回归

征：一方面，动物疫病防控投入有共享性，整个社

经济学理论中，“理性人假设”是博弈论的

会成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国家疫病防控获得

公设，即假设博弈局中人都是在博弈过程中有判断

的效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有效供给，政府在动

和决策能力，目的是达到自身获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物疫病防控中扮演责任人的角色。但是，受限于资

但是，在人类行为中，实际影响决策的非理性因素，

源总量、区域发展水平等条件，动物疫病防控的非

诸如心理状态、文化程度、社会准则等复杂多变，

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有时表现得并不充分。因此，可

并且局中人的选择偏好可能会随着与其他人的互动

将其归类为准公共产品。

而不断变化

1.2

经济行为的研究出现了非理性回归。与传统经济学

博弈论
博弈论

[9]

又被称为对策论（Game theory），

[11]

。考虑到这些客观存在，对于人类

不同的是，行为经济学完善了对人类决策行为的描

主要是将激励机构间的相互作用公式化，研究具有

述，并关注其变化轨迹

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是现代经

1.5

[12]

。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又称为非合作

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博弈论基本概念中包括
局中人、行动、信息、策略、收益、均衡和结果等，

博弈均衡，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术语。纳什均衡

其中局中人、策略和收益是最基本要素，而局中人、

是一种策略组合，使同一时间内每个参与人的策

行动和结果被统称为博弈规则。博弈论模型重点研

略是对其他参与人策略的最优反应。纳什均衡达

究局中人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目的是优化策略。

成时，并不意味着博弈双方都处于不动状态，在

按照收益分配方式、信息了解情况和博弈参

顺序博弈中这个均衡是在博弈者连续的动作与反
[13]

与者行动顺序等不同，博弈论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

应中达成的

作博弈，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静态博

到了一个整体的最优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最

弈和动态博弈。在动物疫病防控中，探讨局中人即

优策略才可以达成纳什均衡，严格劣势策略不可能

动物及其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消费各个环节的

成为最佳对策，而弱优势和弱劣势策略是有可能达

参与者，在面对政府投入公共产品时的行为和对策，

成纳什均衡的

有利于提高国家动物疫病防控效果。以养殖主体为

1.6

例，其在公共产品利用中的各方博弈多属于不完全
信息、静态非合作博弈。

。纳什均衡也不意味着博弈双方达

[14]

。

帕累托最优
[15]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也称为帕
累托效率（Pareto efﬁcienc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
63

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

病防控投入作为准公共产品进行研究时，不可避免

从一种分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在没有使任何

地要思考如何实现政府 - 市场 - 自愿供给方式的最

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

优组合。

托最优状态

[16]

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

的余地，也就是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
路径和方法。

2.2

公共产品博弈实验
传统经济学对于公共产品博弈的研究方法主

要集中在理论研究上，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从本质上来讲，公共产品博弈是涉及多名参
与者的囚徒困境博弈，其中的帕累托最优即是所有
人都捐献最大值，即选择合作

[17]

有利于论证经济学假设并完善其理论体系

[22]

。公

共产品博弈实验，尤其是对于公共产品提供“搭便

。但根据标准经

车”行为的经济学实验研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公

济学的纯粹利己假定，均衡即是什么也不捐赠，即

共产品博弈理论的发展。现将近年来国内外开展的

选择背叛。

公共产品博弈实验做简要介绍。

2

动物疫病防控中公共产品问题研究现状

2.1

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王霄等

[23]

将 32 名高校学生作为公共产品投

资实验的实验样本，以资源治理方式（惩罚和激

供给问题是经济学家在研究公共产品时所关

励）和社会网络（朋友和陌生）作为影响因素，研

注的重点内容。按照供给主体分类，公共产品供给

究博弈参与者搭便车指数和自我意识情绪的变化，

分为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自愿供给

[18]

。公共产

提出社会资本对于博弈局中人的合作意向具有正向

品的特征尤其是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提供公共产

作用，而局中人自我意识情绪负向影响“搭便车”

品的必要性，特别是国防、教育、交通等产品。提

行为。Tavoni 等

出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理论依据是公共产品的可分

模拟博弈局中人（较富裕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国家）

割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某些庞大的国家工程

在气候谈判中的投入意向和决策行为，发现在保护

建造或消费进行选择，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利用

全球气候行动中，较富裕国家如果早期倡导并采取

程度

[19]

。政府供给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

[24]

纳入 240 名学生为样本，实验

[25]

适当的协调机制，有利于气候保护。Fischbacher

为政治过程，出现的成本昂贵等问题被视为是“政

将 44 个受试者对于公共产品的贡献决策总结为“有

府失误”。加强竞争可能会提高效率，于是私人自

条件的合作”“搭便车”“驼峰型”三种类型，计

愿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必要性。同时，“选择性进

算平均贡献水平对于参与者决策的影响并试图解释

入”“科斯的灯塔”等，则从理论和经验角度，论

几乎在所有公共产品博弈实验中都会出现的局中人

证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

[20]

。值得注意的

是，由自愿提供的公共产品多为准公共产品。

贡献意向下降的现象。Kurzban 等人

[26]

设计了样

本量为 72 的实验，旨在分析合作中的个体差异，

另外，影响公共产品集体供给和自愿供给的

通过量化参与者的“贡献”及他们自身观察到的“总

因素也是目前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于实现

体价值”，将参与者分成了“完全搭便车者”“有

市场供给的影响

[21]

，主要来源于公共产品特性、

条件的合作者”和“积极合作者”，并提出人格
[27]

市场供求关系和国家政策影响等；对于自愿供给的

维度得分与参与者类型有关。同时，Kurzban 等

影响，则主要来源于个体收入水平、税率、社会捐

开展了两个公共产品行为实验，用 50 名参与者对

赠体系的成熟程度等。

于 5 美元的投入决策验证经济学假设：博弈局中人

总的来说，公共产品的最佳供给方式是动态

对于公共产品的投入常常受到其他人投入意愿的影

变化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理论体系的成

响；另外，不公平是公共产品博弈中影响局中人投

熟，不同供给主体单个或组合的供给效率逐渐成为

入的重要因素。Szolnoki

建立供给体系的选择依据。因此，当我们将动物疫

分析在公共产品博弈中，合作、背叛和惩罚三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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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设计循环 5 人小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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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动态变化是如何影响博弈局中人投入决策的。
Tan 等

[29]

研究非理性人假设下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的研究是通过 144 名参与者在公共产品

很成熟的方法之一就是设计行为实验，即公共产

博弈中的决策行为，分析激励与竞争对参与者团队

品博弈实验。对比专家座谈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

合作及投入的影响。

法，行为实验能够剔除其他因素，创造出特定的

2.3

环境，能够比较真实地提取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

动物疫病防控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动物疫病防控的研究主

因素。在动物疫病防控行为的研究中，使用这种

要侧重于经济影响评估，如估算某种疫病给农业生

研究方法，能够为动物疫病防控决策提供比较有

产带来的经济损失

[30]

。从疫病防治行为角度的分

说服力的数据。

析较少：国外涉及动物疫病防治行为的研究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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