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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风险厌恶理论在分析和研究最优经济决策问题方面具有较大局限性，在许多情形下，无
法对个体的行为决策做出合理的解释。随着风险厌恶理论的不断发展，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越
来越多的研究把更加高阶的风险厌恶行为（ 特别地，风险厌恶、风险谨慎、风险节制和风险急躁分
别对应 2 阶、3 阶、4 阶和 5 阶风险分摊 ）纳入到相应的分析框架，不断完善风险厌恶理论的分析内
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传统风险厌恶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经济现实、金融行为和现象。与此同时，
在非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 , 最近发展起来的高阶风险厌恶理论急需实验证据的支撑；反过来，在实
证研究中所捕获的实验证据又为高阶风险厌恶理论提供了更加直观的解释。本文主要对当前高阶风
险厌恶理论的前沿发展、实验证据以及相关应用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有助于我们对不确定性下风险
厌恶领域的前沿发展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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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前不久刚过世的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不仅在一般均衡理
论、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而且还在现代经济学的诸多其他领域做出了富有
开创性的贡献，如风险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学以及信息经济学等。尤其是阿罗和普拉特的个体风险厌恶理
论的分析范式 a 已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现在几乎在所有国内外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金
融经济学教科书里，至少有一章的内容都致力于个体风险态度的分析 b。
自决策中风险厌恶的思想被引入以来，早期的决策风险厌恶理论便奠定了研究风险和不确定性下经济

Arrow, K.,“Yrjo jahnssonlecture notes, Helsinki: yrjo jahnsson foundation,”1965, reprinted in: Arrow, K. J.,“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Markum
a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ratt, J.,“Risk aversion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Econometrica, vol. 32, no. 12, 1964, pp. 122 — 136.
Mas-Cole11, A., M. Whinston and J. Green, Microeconomic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67 — 205; 黄有光、张定胜：
《 高级微观
b 
经济学 》
，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年，第 49 — 70 页；田国强：
《 高级微观经济学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61 — 300 页。

68

不确定性下的高阶风险厌恶理论、实验及其应用

决策问题的理论基石 a。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
个体的风险厌恶行为常常用严格凹的效用函数来刻画 b。然
而，对个体风险厌恶行为的刻画不应只局限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在更一般的经济环境中，风险厌恶被
描述为一种对保均值扩散的厌恶行为 c。即使刻画个体风险厌恶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个体对风险厌恶的本质
却出奇地一致：相比于任何均值相同的风险回报或预期，一个风险厌恶的个体总是偏好于更为确定的回报。
长期以来，人们经常使用的风险厌恶的概念（2 阶风险态度 ）
，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下的经济决策问题中占有
主导地位。
半个世纪前，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个体效用函数的高阶导数在经济决策分析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预
防性储蓄模型中，早期的文献就曾论证了个体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即未来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致使个体增
加储蓄，额外增加的储蓄称之为预防性储蓄，并且表明个体效用函数的 3 阶导数非负直接导致了个体增加
储蓄 d。然而，
当时的研究并未将 3 阶导数的符号与个体的行为偏好联系起来。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研究中，
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3 阶风险态度的术语 —— 风险谨慎（prudence）被正式引入 e。于是，风险谨慎的偏
好行为就揭示了个体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未来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并不能保证个体增加储蓄，除非该个体
是风险谨慎者，而不谨慎的个体总是降低储蓄。尽管早期的研究结果就已经揭示了预防性储蓄动机与效用
函数的 3 阶导数符号的联系，但引入 3 阶风险态度的研究却更令人关注，根本原因在于其开启了风险厌恶
向高阶风险态度研究的逻辑之门。需要强调的是，早在 3 阶风险态度被引入以前，在一些投资决策问题中，
一些实证研究结果就已意识到，一般来说个体总是表现出一种避免大起（ 高收益 ）大落（ 高损失 ）的投资
情形，个体的这种倾向性被称为下行风险厌恶 f。因而在均值和方差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下行风险厌恶的个
体更偏好于偏度较大的风险。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下行风险厌恶又与效用函数的 3 阶导数非负对应起
来，因而风险谨慎与下行风险厌恶同样刻画了 3 阶风险态度。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风险和不确
定性下的经济决策中，风险谨慎行为在风险和偏度之间的权衡上起了关键性作用 g。
类似于风险谨慎，风险节制（temperance）的概念同样在具体的经济决策问题中被引入，并且与效用函
数的 4 阶导数的符号联系起来。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在投资组合的选择模型中，当个体在面对不可避
免的风险时（ 例如，利率风险、失业风险等 ）
，相应的效用函数的 4 阶导数为负，使得个体降低了暴露在其
他独立风险中最优的投资水平，这是因为背景风险（ 不可避免的零均值风险 ）的存在，个体将变得更加厌
恶风险。为此，刻画个体 4 阶风险态度的术语 —— 风险节制被命名 h。特别是，在预防性储蓄模型的研究
中，风险节制行为正是将来劳动收入因下行风险增加以致个体增加储蓄的必要且充分条件 i。
更进一步地，在背景风险存在的情形下，通过考察个体的风险谨慎行为是否会保持的问题，从而引入

Bernoulli, D.,“Specimen theoriae novae de mensurasortis,”Comentarii Academiae Scientiarum Petropolitanae, vol. 5, 1738, pp. 175 — 192, Translated by
a 
L. Sommer, Econometrica, vol. 22, 1954, pp. 23 — 36.
u'' ＜ 0。全文假设个体的效用函数 u 是连续可微的函数，u'，u''，u''' 和 u'''' 分别表示其 1、2、3、4 阶导数；用 u(n) 表示其 n 阶导数，n 为正整数。
b 
均值相同 , 但方差更大。Rothschild, M. and J. Stiglitz,“Increasing risk: I. A definition,”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2, no. 3, 1970, pp. 225 — 243.
c 
Leland, H.,“Saving and uncertainty: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2, no. 3, 1968, pp. 465 — 473; Sandmo, A.,
d 
“The effect of uncertainty on saving decision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7, no. 3, 1970, pp. 353 — 360.
如果个体的边际效用是凸的，则称该个体是风险谨慎者，即 u''' ＞ 0 ；反之，如果 u''' ＜ 0，则称个体是风险不谨慎的（imprudent）
。Kimball,
e 
M.,“Precautionary savings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Econometrica, vol. 58, no. 1, 1990, pp. 53 — 73.
下行风险增加的一个直观描述为：一个下行风险增加的风险总可以由任一个风险通过一系列的转移概率得到而又不改变风险分布的均值和
f 
方差，但风险的偏度却变小。Menezes, C., C. Geiss and J. Tressler,“Increasing downside risk,”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0, no. 5, 1980, pp.
921 — 932.
Chiu, H.,“Skewness preference, risk aversion, and the precedence relations onstochastic changes,”Management Science, vol. 51, no. 12, 2005, pp. 1816 —
g 
1828.
个体是风险节制的当且仅当效用函数的 4 阶导数为负，即 u'''' ＜ 0；反之，如果 u'''' ＞ 0，称个体是风险不节制的（intemperance）
。Kimball, M.,
h 
“Precautionary Motives for Holding Assets,”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Money and Finance, P., Newman, M. Milgate and J. Falwell, eds. London:
MacMillan, 1992.
Gollier, C. and J. Pratt,“Risk vulnerability and the tempering effect of background risk,”Econometrica, vol. 64, no. 5, 1996, pp. 1109 — 1124; Eeckhoudt, L., C.
i 
Gollier and H. Schlesinger,“Changes in background risk and risk-taking behavior,”Econometrica, vol. 64, no. 3, 1996, pp. 683 —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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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5 阶的风险态度 —— 风险急躁（edginess）a。对于更高阶的风险态度，基于个体对货币形式的彩票（lottery）
偏好的非期望效用的分析框架，系统地刻画高阶风险态度的一个术语被提了出来，称为 n 阶风险分摊。特
殊地，风险厌恶、风险谨慎、风险节制和风险急躁分别对应 2 阶、3 阶、4 阶和 5 阶风险分摊 b。尤其，后续
的研究提供的一个对 n 阶风险分摊更加通俗的刻画方法，已经成为当今分析非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高阶风
险偏好行为的主要研究方法 c。
通过以上介绍，不难发现，风险厌恶并不能完全刻画个体的风险偏好行为，尤其在一些风险与不确定
性下经济决策问题的研究中，仅凭风险厌恶根本无法获得一致的比较静态结果。然而，随着风险谨慎和风
险节制甚至更高阶的风险态度相继被纳入相应的分析框架，不断完善传统风险厌恶理论的内容，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揭示了个体的最优决策与其风险偏好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使得大量涉及不同领域的研究开始关
注高阶风险厌恶行为。为什么更高阶的风险态度在经济决策分析、风险管理、保险和金融研究以及其他领
域变得越来越重要呢？ 通过对大量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d。
第一，在经济学甚至所有的社会科学的文献中，研究者普遍使用的效用函数绝大多数都是混合风险厌
恶的 e，也就是说，这些效用函数各阶导数的符号是正负交替的，从而基于这些效用函数刻画个体的风险偏
好不仅仅是风险厌恶，也有可能是风险谨慎、风险节制、风险急躁甚至是更高阶风险厌恶。
第二，通常用来量化风险厌恶、风险谨慎、风险节制、风险急躁等强度的绝对指标都是相应效用函数
的高阶导数的比率，当外生的冲击发生时（ 例如，收入的变化，利率的变动等 ）
，比率的含义比各阶导数符
号的含义往往更难解释。为此，对高阶风险厌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绝对和相对风险厌恶强度指标的含
义，以及在风险决策模型和市场均衡模型中，更好地解释由于高阶风险厌恶行为所导致的一些比较静态结
果及其性质。
第三，高阶风险厌恶与一个风险的（ 分布 ）高阶矩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现有的金融、经济以及管理决
策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许多经济决策问题中，个体不仅关注所面对风险的期望、方差，而且还关注风
险的高阶矩，例如，偏度、峰度等。这是因为个体的期望效用的近似表达式为：
E［u(w+ε ̃)］≅ u(w)+

K
σ 2ε ̃
u''(w)+ SKε̃ u'''(w)+ ε̃ u''''(w)+…
4!
2!
3!

其中，u(w) 表示个体关于财富 w 的效用函数；ε ̃ 是零均值的风险；σ 2ε ̃，Skε̃ 和 Kε̃ 分别代表风险 ε ̃ 的方
差、偏度和峰度。上式说明，个体的期望效用依赖于风险的高阶数字特征的大小以及各阶导数的符号。为
此，在对风险的刻画中，对效用函数各阶导数符号的合理解释，是对风险各阶矩作用的一种自然补充。
第四，最近涉及不同研究领域的大量文献都一致性地提到了效用函数的 3 阶导数的符号。在期望效用
分析框架下，自最早将效用函数的 3 阶导数引入风险决策模型以来，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效用函数的 3
阶导数的符号也只是仅仅应用在预防性储蓄模型中。然而，时至今日，在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效用函数
的 3 阶导数的符号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例如，当竞拍标的价值不确定和竞拍者是风险谨慎者时，在
拍卖中存在预防性竞拍行为 f ；个体的风险谨慎行为对其预防性努力（ 即个体通过实施行动，从而降低了不
利后果发生的概率 ）具有重要的影响 g；
在策略环境中存在讨价还价的风险谨慎行为 h；
在一个信息对称的竞
u(5) ＞ 0；反之，如果 u(5) ＜ 0，则称个体是风险不急躁的（non-edgy）
个体是风险急躁的当且仅当效用函数的 5 阶导数满足：
。Lajeri-Chaherli, F.,
a 
“Proper prudence, standard prudence and precautionary vulnerability,”Economics Letters, vol. 82, no. 1, 2004, pp. 29 — 34.
n

n

个体是 n 阶风险分摊的当且仅当效用函数的 n 阶导数满足：(-1) +1u( ) ＞ 0，其中 n 是正整数。Eeckhoudt, L. and H. Schlesinger,“Putting risk in its
b 
proper pla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6, no. 1, 2006, pp. 280 — 289.
Eeckhoudt, L., H. Schlesinger and I. Tsetlin,“Apportioning of risks via stochastic dominance,”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144, no. 3, 2009, pp. 994 —
c 
1003.
Eeckhoudt, L.,“Beyond risk aversion: Why, how and what’s next?”Geneva Risk and Insurance Review, vol. 37, no. 2, 2012, pp. 141 — 155.
d 
Caballé, J. and A. Pomansky,“Mixed risk aversion,”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71, no. 2, 1996, pp. 485 — 513.
e 
Esö, P. and L. White,“Precautionary bidding in auctions,”Econometrica, vol. 72, no. 1, 2004, pp. 77 — 92.
f 
Eeckhoudt, L. and C. Gollier,“The impact of prudence on optimal prevention,”Economic Theory, vol. 26, no. 4, 2005, pp. 989 — 994.
g 
White, L.,“Prudence in bargaining: The effect of uncertainty on bargaining outcome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vol. 62, no, 1, 2008, pp. 211 — 23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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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模型中，风险谨慎行为降低了寻租的努力 a，等等。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高阶风险厌恶行为在现代经济分析、风险管理、保险和金融等研究领域变得越
来越重要。因此，为了更好地解释现实中的经济和金融现象，也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风险和不确定
性下的经济决策问题，通过分析个体的高阶风险承担行为对具体的经济和金融决策结果的影响，有助于我
们在现实的经济决策问题中做出理性的决策。为了使我们对个体的高阶风险厌恶行为具有充分的认识，本
文就高阶风险厌恶理论的最新前沿发展、实验证据及其应用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旨在引起研究者对这一领
域的关注。

二、高阶风险厌恶的理论研究
在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领域中，个体效用函数各阶导数的符号一直倍受研究者的喜爱，对描述理
性个体的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一个通常的假设是个体是逐利的和风险
厌恶者，其效用函数满足：u' ＞ 0 和 u'' ＜ 0。
基于风险厌恶的思想，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阿罗和普拉特引入了众所周知的绝对风险厌恶和相对
风险厌恶的概念，基于这两个概念，他们不仅回答了个体是否是风险厌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也回答了
如何刻画个体风险厌恶强度的问题。为了刻画个体的风险厌恶强度，他们引入了绝对风险厌恶系数 -u''/u'
和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wu''/u'，并且为此提供了坚实的基于选择理论的基础。这样的量化指标自被引入以
来，就被广泛地应用在许多具体的风险选择模型，例如，投资组合模型、保险模型、预防性储蓄模型等。
然而，在其风险厌恶的意义下，对某些比较静态问题而言，一位个体相比于另一位个体是更加风险厌恶的
却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b。例如，在保险问题中，为了合理地规避风险，个体可通过购买一定数量的保险
（ 不是购买全额保险，而是对部分风险购买了保险 ）将部分风险转移出去。在阿罗和普拉特风险厌恶的意义
下，若个体 A 比个体 B 更加厌恶风险，并不能保证更加风险厌恶的个体 A 购买的保险数量就一定比 B 多。
为此，Ross 提出了一个更强的有关风险厌恶的概念 ——Ross 更加风险厌恶，从而弥补了之前的风险厌恶理
论的不足。
（ 一 ）高阶风险厌恶强度的理论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高阶风险厌恶强度的刻画中，在现有文献中主要存在两条研究主线。一条是基于
阿罗和普拉特的研究范式展开。在对预防性储蓄问题的研究中，为了刻画个体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
类似于绝对风险厌恶系数的构造方式，刻画绝对风险谨慎（ 或者下行风险厌恶 ）强度的指标定义为 -u'''/u''。
随后，绝对风险厌恶强度指标被推广到 n 阶绝对风险厌恶的情形，即 -u(n+1)/u(n)，其中，n 是正整数。然而，
由于绝对谨慎强度指标只是在具体经济决策问题中引入，这样的指标缺乏基于选择理论的支撑，为此，后
续的研究先后为绝对风险谨慎和 n 阶绝对风险厌恶强度指标提供了基于选择理论的基础 c。
另外的一条研究主线是基于 Ross 更加风险厌恶的研究范式展开。在研究下行风险厌恶的强度时，一
些研究者从更强的 Ross 更加风险厌恶出发，论证了下行风险厌恶强度可以由 u'''/u' 来刻画并提供了有力证
据 d。然而，对于刻画风险谨慎（ 下行风险厌恶 ）强度的这两类指标，都是在研究具体经济问题的过程中被
引入，究竟哪一个指标更好呢？ 需视情况而定。实际上，刻画绝对风险谨慎强度的两个指标 -u'''/u'' 和 u'''/
u' 之间并不是竞争而是互补关系，即 u'''/u' 适合刻画均衡价格的变化，而 -u'''/u'' 更加擅长解释需求量或者
供给量的变化。作为指标的推广，通过使用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量化 n 阶风险厌恶强度的另一组备选的
绝对指标被引入进来，即在 Ross 更加风险厌恶的意义下，n 阶风险厌恶强度的另一个备选的绝对指标为

Treich, N.,“Risk-aversion and prudence in rent-seeking games,”Public Choice, vol. 145, no. 3 — 4, 2010, pp. 339 — 349.
a 
Ross, S.,“Some stronger measures of risk aversion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 with applications,”Econometrica, vol. 49, no. 3, 1981, pp. 621 — 638.
b 
Denuit, M. and L. Eeckhoudt,“A general index of absolute risk attitude,”Management Science, vol. 56, no. 4, 2010, pp. 712 — 715.
c 
Modica, S. and M. Scarsini,“A note on comparative downside risk aversion,”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122, no. 1, 2005, pp. 267 — 271; Crainich, D.
d 
and L. Eeckhoudt,“On the intensity of downside risk aversion,”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vol. 36, no. 3, 2008, pp. 267 —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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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u(n+1)/u'，其中，n 是正整数 a。最近，基于两种风险变化的替代率，高阶 Ross 更加风险厌恶的刻画已被
推广，使得之前文献中所获得的结果都成为其特例 b。
尽管刻画绝对和相对高阶风险厌恶强度的这两类指标都很有意义，但量化高阶风险厌恶强度的绝对指
标 -u(n+1)/u(n) 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与能够很好地解释经济含义的相对指标 -wu(n+1)/u(n) 具有紧密的联系。特别
是，当我们处理一些具体的经济决策问题时，更有可能运用 n 阶风险厌恶强度的相对指标 -wu(n+1)/u(n) 来解
释和分析具体的风险选择问题，这是由于：在一些保险、储蓄以及投资组合的选择问题和市场均衡模型中，
比较静态结果都往往依赖于高阶风险厌恶强度的相对指标的数值与基准值的比较。例如，在对投资组合问
题的研究中，比较静态结果依赖于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与基准值 1 的比较 c；而相对风险谨慎的基准值为 2，若
相对风险谨慎系数小于 2，则风险资产回报的 2 阶随机占优变化增加了对风险资产的需求 d；在讨价还价的博
弈模型中，最优的策略完全依赖于相对谨慎系数与 2 的比较。在预防性储蓄模型中，当将来的利率面临一
个 n 阶风险增加的风险，个体是否增加当期的储蓄完全依赖于 n 阶相对风险厌恶强度的指标 -wu(n+1)/u(n) 是
否大于等于 ne。
（ 二 ）基于彩票对的偏好刻画的高阶风险厌恶
最近，在非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基于个体对特定的彩票对的偏好行为，最新研究对相应的高阶风险
态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风险厌恶、风险谨慎、风险节制，风险急躁以及高阶的风险偏好行为被刻画
为个体对一种简易且机会均等的彩票对的偏好行为。更重要的是，这种非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对高阶风险
态度的刻画，与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借助效用函数各阶导数的符号对高阶风险态度的刻画是等价的。特
别是，以这种方式来刻画个体风险态度的最大魅力在于其可操作性强，能够更直接、更客观地描述个体对
风险的真实态度，而无需借助效用函数及其特征间接地、主观地刻画个体的风险偏好行为。正如后续研究
对其贡献的评价中所感叹的：用彩票对刻画个体偏好行为的方法由来已久，在过去的大量文献中就已使用，
但如此简易的彩票对竟然可以解释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效用函数的各阶导数的符号，尽管其思想如此简单，
但早期的研究为什么没有发现它，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f。或许，这正是对他们研究工作的最高评价。
基于个体对彩票对偏好的分析框架，一套更加通俗的描述解释了个体的这种风险偏好行为。这种方法
不是基于损失，而是考虑不同的结果（ 或状态 ）
，在某种刻画风险变化的意义下（ 例如，风险增加或者随机
占优 ）
，在每一个彩票的两种结果中，总有一个相对好的结果，另一个就是相对坏的结果。个体通过对彩票
对中两种不同结果的不同结合（ 组合 ）方式的偏好，使得个体的风险态度被完全刻画了出来。需要强调的
是，正是基于彩票对偏好分析框架的建立，才使得高阶风险偏好行为的研究有了快速发展，并应用到经济
决策、风险管理以及实验经济学等相关的领域。
首先，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一个假设是所有个体都认为财富越多越好。此外，由于所考虑的只是具有等
可能状态的二元彩票对，我们可以用［x, y］来表示一个机会均等的彩票，即等可能地，要么收到结果 x，要
么收到结果 y。
1. 风险厌恶（2 阶风险分摊 ）。给定一个财富为 w 的个体，设 k, r ＞ 0 是两个确定的货币数量。考虑一对
彩票 {A2，B2}，其中 A2=［w, w-k-r］，B2=［w-k, w-r］。正如前面的假设，所有彩票的两个结果都是等可能
发生且在每个状态上最终财富要求都是正数。个体是风险厌恶的当且仅当对所有可能的 w，k 和 r，个体总

Jindapon, P. and W. Neilson,“Higher-order generalizations of Arrow-Pratt and Ross risk aversion: A comparative statics approach,”Journal of Economic
a 
Theory, vol. 136, no. 1, 2007, pp. 719 — 728.
Liu, L. and J. Meyer,“Substituting one risk increase for another: A method for measuring risk aversion,”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148, no. 6, 2013,
b 
pp. 2706 — 2718.
Meyer, D. and J. Meyer,“Relative risk aversion: What do we know?”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vol. 31, no. 3, 2005, pp. 243 — 262.
c 
Choi, G., I. Kim and A. Snow,“Comparative statics predictions for changes in uncertainty in the portfolio and savings problem,”Bulletin of Economic
d 
Research, vol. 53, no. 1, 2001, pp. 61 — 72 .
Eeckhoudt, L. and H. Schlesinger,“Changes in risk and the demand for saving,”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5, no. 7, 2008, pp. 1329 — 1336.
e 
Schlesinger, H.,“Lattices and lotteries in apportioning risk,”Geneva Risk and Insurance Review, vol. 40, no. 1, 2015, pp. 1 — 1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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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认为 B2 优于 A2 ；反之，则称个体是风险喜好的，即个体总是认为 A2 优于 B2。换句话说，一个风险厌恶
的个体偏好于将两个不可避免的损失分解在不同的状态上，而不是集中在同一个状态上。把这种 2 阶的风
险态度称为 2 阶风险分摊。换句话说，假设个体的财富将面临两次潜在的变化：在每次变化中，财富可能
没有损失；也可能有一个确定的损失 k 或 r。显然，对于任何个体而言，0 总是一个相对好的结果，而 -k
和 -r 总是相对坏的结果。于是，给定彩票 A2=［w+0+0, w-k-r］，B2=［w-k+0, w+0-r］，彩票 B2 就是相对
好与坏的结果（0 与 -k 和 0 与 -r）相结合的彩票，而彩票 A2 却是相对好与好和相对坏与坏的结果（0 与 0
和 -k 与 -r）相结合的彩票。为此，个体对彩票 B2 的偏好被描述为：个体更偏好于相对好与坏的结果相结
合的彩票。从而，个体是风险厌恶者，当且仅当相对于任何相对好与好和相对坏与坏的结果相结合的彩票，
个体总是偏好于相对好与坏的结果相结合的彩票。
2. 风险谨慎（3 阶风险分摊 ）。风险谨慎被刻画成一种将零均值风险和确定性损失分解在彩票的两个等可
能状态上的偏好行为。为了定义 3 阶的风险态度 —— 风险谨慎，在上述风险厌恶的定义中，将其中一个确
定性损失 -r 用一个零均值风险 ε ̃1 代替，从而风险谨慎被定义为个体都认为彩票 B3=［w-k, w+ε ̃1 ］优于 A3=
［w, w-k+ε ̃1 ］，对所有的财富水平 w 都成立。也就是说，一个风险谨慎的个体总是偏好于将一个不可避免的
零均值风险和一个确定的损失分解在彩票的不同状态，而不是集中在同一状态。相反地，若个体都认为 A3
优于 B3，则称个体是风险不谨慎的。同样地，对于彩票［-k, 0 ］
，-k 是相对坏的结果，而 0 是相对好的结
果；对于彩票［ε ̃1, 0 ］
，对风险厌恶者而言，ε ̃1 是相对坏的结果，而 0 是相对好的结果，相比于相对好与好
和相对坏与坏的结果（0 与 0 和 -k 与 ε ̃1 ）相结合的彩票，一个风险谨慎者总是偏好于相对好与坏的结果（0
与 ε ̃1 和 -k 与 0 ）相结合的彩票，即 B3 优于 A3。
3. 风险节制（4 阶风险分摊 ）。风险节制被刻画成一种将两个在统计上独立的零均值风险分解在彩票的两
个等可能的状态上的偏好行为。为了定义 4 阶的风险态度 —— 风险节制，在对风险谨慎的定义中，将另一
个确定的损失 -k 替换为另一个零均值风险 ε ̃2，其中 ε ̃1 和 ε ̃2 在统计上独立。从而，风险节制被定义为个体
都认为 B4=［w+ε ̃1, w+ε ̃2 ］优于 A4=［w, w+ε ̃1+ε ̃2 ］；反之，若个体都认为 A4 优于 B4，则称个体是风险不节制
的。同样地，对风险厌恶者而言，对于彩票［ε ̃1，0 ］
，ε ̃1 是相对坏的结果，而 0 是相对好的结果；对于彩票
［ε ̃2，0 ］
，ε ̃2 是相对坏的结果，而 0 是相对好的结果，相比于相对好与好和相对坏与坏的结果（0 与 0 和 ε ̃1 与
ε ̃2 ）相结合的彩票，一个风险节制的个体总是偏好于相对好与坏的结果（0 与 ε ̃2 和 ε ̃1 与 0 ）相结合的彩票，
即 B4 优于 A4。
4. n 阶风险厌恶（n 阶风险分摊 ）。基于相对好与坏的结果，根据个体对不同结合方式的彩票对的偏好
行为，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刻画了高阶风险厌恶行为。更加一般地，给定两组风险（ 随机变量 ）
［x ̃m, y ̃m］和
［x ̃n-m, y ̃n-m］
，n ＞ m，其中 y ̃i 是比 x ̃i 更加 i 阶风险增加的，i=m，n-m，假设所有的风险在统计上都是相互
独立。如果 y ̃i 是比 x ̃i 更加 i 阶风险增加的，则 An=［x ̃m+x ̃n-m , y ̃m+y ̃n-m］比 Bn=［x ̃m+y ̃n-m , y ̃m+x ̃n-m］是更加 n 阶风
险增加的。显然，对于一个各阶风险分摊的个体而言，对每一个 i=m，n-m，风险 x ̃i 总是相对好的结果，而
风险 y ̃i 却是相对坏的结果。因而，对于一个 n 阶风险厌恶的个体而言，相比于相对好与好和相对坏与坏的
结果相结合的彩票，总是偏好于相对好与坏的结果相结合的彩票。根据高阶风险分摊的定义可知，若个体
是 n 阶风险分摊的，当且仅当个体认为彩票 Bn 优于 An。
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风险厌恶等价于 u'' ＜ 0 ；风险谨慎等价于 u''' ＞ 0 ；风险节制等价于 u'''' ＜ 0。
更一般地，n 阶风险分摊等价于 (-1)(n+1)u(n) ＞ 0，其中 n 是正整数。需要说明的是，在非期望效用分析框架
下，将个体对特定的彩票对的偏好行为与其效用函数各阶导数的符号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正是效用溢价。
效用溢价的概念用以度量个体因风险引起的“ 痛苦 ”的程度 a，自引入以来，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其根本
原因在于效用溢价在个体之间的比较显得毫无意义，这是因为不同的个体所对应的效用函数可能完全不同。

Friedman, M. and L. Savage,“The utility analysis of choices involving risk,”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6, no. 4, 1948, pp. 279 — 30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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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用作研究单个个体的决策问题却成为最新发现的一大亮点。以效用溢价为工具，个体对彩票对的偏好
行为与其效用函数各阶导数的符号之间的等价关系为：B2 ＞ A2 等价于 u'' ＜ 0 ；B3 ＞ A3 等价于 u''' ＞ 0 ；B4
＞ A4 等价于 u'''' ＜ 0 ；Bn ＞ An 等价于 (-1)n+1u(n) ＞ 0。
在经济学的文献里，经济学家普遍使用的描述风险厌恶行为的效用函数都是递增且相继各阶导数的符
号正负交替的函数，即 (-1)n+1u(n) ＞ 0，对任意的正整数 n 均成立。这样的性质后来被称为混合风险厌恶。
混合风险厌恶个体的风险偏好完全是由其效用函数各阶导数的符号所决定的，当个体是混合风险厌恶的当
且仅当其效用函数的奇数阶导数为正，而偶数阶导数为负，也就是说，效用函数的各阶导数的符号从正的 1
阶导数开始正负交替出现。在后期的研究中，进一步表明了风险分摊的偏好行为和混合风险厌恶概念之间
的紧密联系 a。相应地，基于彩票对偏好的分析框架建立了 n 阶风险分摊与混合风险厌恶之间的联系，即混
合风险厌恶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对相对好与坏的结果相结合的彩票的偏好行为。
长期以来，基于 2 阶风险态度，个体被划分为：风险厌恶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喜好者，在期望效用
分析框架下，相应的效用函数分别表现为凹性、线性和凸性，分别对应 u'' ＜ 0，u''=0 和 u'' ＞ 0。实际上，
风险厌恶者甚至风险中性者的行为都被大量的书籍和文献所阐释和研究，但对于有关风险喜好行为的研究
却凤毛麟角，其根本的原因也许在于，在许多比较静态分析中，风险喜好者相对应的优化问题往往会导致
角点解。最近的研究发现了在以往研究中的疏忽，他们应用非期望效用的分析框架，即风险喜好者总是偏
好于相对好与好和相对坏与坏的结果相结合的彩票，通过对 3 阶和 4 阶风险态度的分析，他们惊奇地发现，
风险喜好者也是风险谨慎的，从而风险厌恶者和风险喜好者共享风险谨慎行为，并且提出了风险喜好者可
以既是风险谨慎的又是风险不节制的这一重大发现。
尤其，在经典的预防性储蓄问题的研究中，过去的研究都假设个体是风险厌恶者。如果个体是风险喜
好者，个体的储蓄水平会有何变化呢？ 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一个风险喜好且风险谨慎的个体，将来
收入的不确定性致使个体不会降低现在的储蓄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相对好与好和相对坏与坏的结
果相结合彩票的偏好行为对应相应的效用函数各阶导数都是正数，即 u(n) ＞ 0，对任意的正整数 n 均成立。
类似于混合风险厌恶的描述，这样的行为被称为混合风险喜好，其被描述成一种对相对好与好和相对坏与
坏的结果相结合的彩票的偏好行为 b。后续的研究在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混合风险厌恶行为和混合风险喜好
行为，并且设计实验检验了上述的理论结果：混合风险喜好者和混合风险厌恶者在奇数阶的风险态度上是
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偶数阶的风险态度上却存在分歧。

三、多元高阶交叉风险厌恶的研究
在早期的经济决策模型中，仅将财富作为最重要的决策变量。然而，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人们做出的
决策总是多个属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时间、健康、利率、福利，等等。自早期的研究将多元效用函
数的交叉（ 混合 ）偏导数纳入到航空保险需求的分析中以来 c，大量的文献都屡次证明了多元效用函数的交
叉偏导数的符号在风险决策分析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医疗服务需求的研究中，借助消费和健康状
态的二元效用函数，医疗服务的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效用函数的 2 阶和 3 阶的交叉偏导数的符号 d。在疾
病对医疗决策的影响分析中，效用函数的 4 阶交叉偏导数的符号在最优的决策分析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e。
最近，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强调：在一些比较静态分析中，多元效用函数的高阶交叉偏导数的符号极

Ebert, S. and H.Schlesinger,“Comparative risk apportionment,”Working Paper, 2014.
a 
Crainich, D., L. Eeckhoudt, and A. Trannoy,“Even (mixed) risk lovers are prud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3, no. 4, 2013, pp. 1529 — 1535;
b 
Ebert, S.,“Even (mixed) risk lovers are prudent: Com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3, no. 4, 2013, pp. 1536 — 1537.
Eisner, R. and R. Strotz,“Flight insurance and the theory of choi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9, no. 4, 1961, pp. 355 — 368.
c 
Dardanoni, V. and A. Wagstaff,“Uncertainty and the demand for medical care,”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vol. 9, no. 1, 1990, pp. 23 — 38.
d 
Bleichrodt, H., D. Crainich and L. Eeckhoudt,“The effect of comorbidities on treatment decisions,”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vol. 22, no. 5, 2003, pp.
e 
805 —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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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 a。
描述 2 阶交叉风险态度的术语 —— 关联厌恶（correlation aversion）
，尽管在后来的文献中被正式引入，
但其思想最早可追溯到理查德早期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查德最先将一元风险厌恶的概念推广到
二元风险厌恶的情形 b。设 (x, y) ∈ R2+表示参数的非负向量，为了便于理解，将 x 解释为财富，y 解释为健
康；假设个体都偏好较高的财富水平和健康水平。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个体的偏好可用二元效用函数
的交叉偏导数来表示。假设 u(x, y) 表示个体关于财富和健康水平的二元效用函数，用 u1(x, y) 和 u2(x, y) 分别
表示 u(x, y) 关于 x 和 y 的偏导数，同样地，u11(x, y) 和 u12(x, y) 分别表示 u1(x, y) 关于 x 和 y 的偏导数，即 2
阶交叉偏导数，依次类推，可以定义更加高阶的交叉偏导数。
在对多元高阶交叉风险态度的研究中，因受到彩票对偏好行为分析框架的启发，同样基于个体对二元
彩票对的偏好行为，后续研究定义并刻画了二元高阶交叉风险态度：关联厌恶、交叉谨慎（cross-prudence）
以及交叉节制（cross-temperance）
，并且为关联厌恶、交叉谨慎（3 阶的交叉风险态度 ）以及交叉节制（4 阶
的交叉风险态度 ）提供了具体的经济学解释 c。具体而言，若固定健康水平 y，通过应用基于彩票对偏好的
分析框架，u111 ＞ 0 和 u1111 ＜ 0 分别被解释为关于财富是风险谨慎和风险节制；同样地，u222 ＞ 0 和 u2222
＜ 0 分别被解释为关于健康是风险谨慎和风险节制。尤其，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已有的结果表明：对
任意的 x，y，个体是关联厌恶的当且仅当 u12 ≤ 0 ；个体关于健康是交叉谨慎的当且仅当 u112 ≥ 0 ；个体关
于财富是交叉谨慎的当且仅当 u122 ≥ 0 ；个体是交叉节制的当且仅当 u1122 ≤ 0。在非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
通过构造特定的二元彩票对，高阶交叉风险态度同样可以描述为个体对特定的彩票对的偏好行为，从而更
加直观地描述了个体的高阶交叉风险偏好行为，并且建立了二元彩票对的风险偏好行为与相应的二元效用
函数的高阶交叉偏导数的符号之间的等价关系，同时将单风险的有关结果以及高阶风险分摊的定义推广到
二元风险的情形 d。

四、高阶风险厌恶的实验证据
由于基于彩票对偏好的分析框架在实验室更容易操作，便于我们在实验室中寻找支撑理论结果的实验
证据。最近，大量的文献基于彩票对偏好的分析框架，在实验室中设计了相应的实验，检验和验证了个体
的高阶风险态度。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个体是否常常表现出风险厌恶行为，已经被大量文献在实证中
所研究 e。在对风险谨慎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风险谨慎的微弱证据被发现 f。最先使
用基于彩票对偏好的分析框架的研究，设计实验检验了个体的风险谨慎和风险节制行为，其实证结果为风
险谨慎行为找到了有力的证据，但对风险节制行为不太支持，却对风险不节制的行为有所支持 g。
更进一步地，后续的实验证据为风险谨慎和风险节制提供了更加确凿的支撑。在实验中所捕获的实验
证据同时也表明：风险厌恶、风险谨慎和风险节制这种 2 阶、3 阶和 4 阶风险厌恶行为更容易发生。这样的
证据与早期的研究所提供的证据完全一致。最近所获的实验证据支持了 5 阶风险态度，尽管这种支撑已经
相当微弱。同样地，对 6 阶风险态度也有微弱的支持，但是 6 阶的风险态度在统计上并不是无差异于随机

Nocetti, D.,“Robust comparative statics of risk changes,”Management Science, vol. 62, no. 5, 2016, pp. 1381 — 1392.
a 
Richard, S.,“Multivariate risk aversion, utility independence and separable utility functions,”Management Science, vol. 42, no. 1, 1975, pp. 12 — 21.
b 
Eeckhoudt, L., B. Rey and H.Schlesinger,“A good sign for multivariate risk taking,”Management science, vol. 53, no. 1, 2007, pp. 117 — 124.
c 
Tsetlin, I. and R.Winkler,“Multiattribute utility satisfying a preference for combining good with bad,”Management Science, vol. 55, no. 12, 2009, pp. 1942 —
d 
1952; Jokung, O.,“Risk apportionment via bivariate stochastic dominance,”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vol. 47, no. 4, 2011, pp. 448 — 452;
Jouini, E., C. Napp and D. Nocetti,“On multivariate prudence,”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148, no. 3, 2013, pp. 1255 — 1267.
Holt, C. and S. Laury,“Risk aversion and incentive effec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no. 5, 2002, pp. 1644 — 1655; Post, T., M. VD Assem, G.
e 
Baltussen and R. Thaler,“Deal or no deal?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 in a large-payoff game show,”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1, 2008, pp.
38 — 71.
Tarazona-Gomez, M.,“Are individuals prudent?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using lotteries,”University of Toulouse Working Paper, 2004.
f 
Deck, C. and H. Schlesinger,“Exploring higher order risk effect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7, no. 4, 2010, pp. 1403 — 1420; Ebert, S. and D.
g 
Wiesen,“Testing for prudence and skewness seeking,”Management Science, vol. 57, no. 7, 2011, pp. 334 —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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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的决策。理论上来讲，完全可以考虑任何高阶的风险偏好，但是研究者认为把具有经济含义的分析
仅仅限定在前 4 阶的风险厌恶行为是合理的。从 5 阶和 6 阶的风险态度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检验的显著
性非常弱，就参与者对彩票对的选择而言，随着刻画高阶风险态度的阶数越来越大（ 高于 6 阶 ）
，个体对风
险的偏好似乎显得越来越具有随机性，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个体的高阶风险偏好行为 a。
此外，在经济学、金融学以及决策科学领域里，几乎所有的文献都假设个体是风险厌恶者或者是风险
中性者。然而一些实验证据和实证的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喜好群体占据了研究总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最近的实验证据表明：风险喜好者占据研究总体的 15%— 20%，对于某些从事特定经济活动的群体，这个
比例甚至达到了 30%b。相对于好与坏的结果相结合的彩票，风险喜好者总是更加偏好于相对好与好和相对
坏与坏的结果相结合的彩票，风险喜好者是否的确表现出这样的行为，这是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于
是，在实验室中，最新的研究检验了风险厌恶者和风险喜好者的风险偏好行为，并且探讨了这样的行为与
更加高阶的风险态度之间的联系。最新的实验证据表明：风险厌恶者一般都表现出对相对好与坏的结果相
结合的偏好行为，而风险喜好者的确表现出对相对好与好和相对坏与坏的结果相结合的偏好行为。

五、高阶风险厌恶行为在预防性努力模型中的应用
最近，大量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文献都对风险谨慎和风险节制等高阶风险偏好行为进行了研究。在风险
和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分析中，高阶的风险厌恶行为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
预防性储蓄模型、投资组合选择模型、保险需求、拍卖理论、预防性努力模型，等等。在对预防性储蓄的
分析中，如果将来不确定的劳动收入变得更差，那么个体最优的储蓄水平完全依赖于其高阶风险厌恶行为。
具体地，当将来不确定的劳动收入面临一个保均值的扩散时，风险谨慎的个体增加其最优储蓄水平；当未
来不确定劳动收入面临一个下行风险增加的风险时，风险节制的个体增加其最优的储蓄水平。
尤其，在预防性努力模型中，研究者开始运用预防性储蓄的分析框架转向研究风险管理中的预防性努
力问题。在风险管理理论中，保险只是人们规避风险的一种工具之一，但保险并不能改变风险的本质，只
是将风险通过金融市场完全转移给保险公司或者第三方。另一种常用的规避风险的工具就是个体通过投资
或者实施预防性努力活动（ 自我保险或者自我保护 ）
。具体地，假设某位个体的初始财富为 w，将面临一个
损失为 L(0 ＜ L ＜ w) 的风险，损失发生的概率为 p(0 ＜ p ＜ 1)。为了规避风险，个体通过实施预防性努力
降低损失的大小或者损失发生的概率。当预防性努力活动仅仅降低了损失的大小但并没有改变损失发生的
概率时，称这样的预防性努力为自我保险（self-insurance）；当预防性努力活动仅仅降低了损失发生的概率
但并没有改变损失的大小时，称这样的预防性努力为自我保护（self-protection）
。在风险决策、保险需求甚
至在卫生管理和环境政策等领域中，预防性努力被大量的文献所应用和研究 c。
在单期的预防性努力模型中，个体投资的预防性努力活动和其效应是同时发生的，早期的研究结果表
明：一个更加风险厌恶的个体往往会增加自我保险活动，但未必会增加自我保护活动 d。后续的研究进一步
说明：更加风险谨慎的个体也未必会投资更多的自我保护活动，这是因为一个更加谨慎的个体总是希望通
过减少支出对冲将来的不确定性。在两期的预防性努力模型中 e，个体投资的预防性努力活动发生在现在，
而其效应却发生在将来。实际上，运用两期的模型研究个体的预防性努力活动，更加具有现实性。例如，

Ebert, S. and D. Wiesen,“Joint measurement of risk aversion, prudence, and temperance,”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vol. 48, no. 3, 2014, pp. 231 —
a 
252; Deck, C. and H. Schlesinger,“Consistency of higher order risk presences,”Econometrica, vol. 82, no. 5, 2014, pp. 1913 — 1943.
Noussair, C., S. Trautmann and G. Van de Kuilen,“Higher order risk attitudes, demographics,and financial decision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81,
b 
no. 1, 2014, pp. 325 — 355; Boussemart J.-P., D. Crainichand H. Leleu,“A decomposition of profit loss under output price uncertainty,”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 243, no. 3, 2015, pp. 1016 — 1027.
Ehrlich, I. and G. BeckerMarket,“Insurance, self-insurance, and self-protec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0, no. 4, 1972, pp. 623 — 648.
c 
Dionne, G. and L. Eeckhoudt,“Self-Insurance, self-protection and increased risk aversion,”Economic Letters, vol. 17, no. 1 — 2, 1985, pp. 39 — 42.
d 
Menegatti, M.,“Optimal prevention and prudence in a two-period model,”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vol. 58, no. 3, 2009, pp. 393 — 397. 文中将两期
e 
看作现在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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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房屋、厂房等易燃场所安装喷淋装置和报警器，降低了将来发生火灾时损失的大小；个体现在安装
质量上乘的门锁、对窗户加装防盗栏等一系列的措施，大大降低了房屋将来被偷盗的可能性，等等。相比
于单期的预防性努力模型，两期的预防性努力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将预防性努力的成本和其收益分离开来（ 即
预防性活动发生在现在，而其收益却发生在将来 ）
，从而决策的个体不得不在投资预防性努力的成本和收益
之间权衡取舍。在独立的背景风险存在的情形下，最近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对于风险厌恶的个体，风险
谨慎行为致使个体增加了预防性努力活动。然而，最新的实验结果捕获了风险喜好者也是风险谨慎的证据。
于是，后续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不管是风险厌恶者还是风险喜好者，在独立的背景风险存在的情形下，风
险谨慎行为导致个体在预防性努力方面的投资增加 a。
此外，在两期的预防性努力模型中，早期的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个体将来的财富状态空间
只有两种状态：损失要么出现，要么不出现，损失的大小完全确定。最新研究已将状态空间推广到更加一
般的情形，也就是说，个体将来的财富不止只有损失发生或者损失不发生这两种状态，而是在损失发生的
情况下，现在投资的预防性努力活动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将来的损失。对于这种损失有多个状态的情形，最
新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在一定的条件下，风险谨慎的个体增加自我保护活动；风险不谨慎的个体
降低了自我保护活动 b。总之，不管是在预防性储蓄模型中，还是在预防性努力模型中，个体的高阶风险厌
恶行为决定了个体的最优决策。

六、简要总结及研究展望
在前面几个部分，本文就高阶风险厌恶（ 在期望效用和非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 ）
、多元高阶交叉风险厌
恶、高阶风险厌恶的实验证据及其在预防性努力模型中的应用分别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希望读者对高阶风
险厌恶理论的前沿发展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需要强调的是，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下的研究中，高阶风险厌
恶理论仍然是一个相对新生的研究领域。尽管风险厌恶的思想早在二百七十多年前就已见雏形，但对高阶
风险厌恶的研究却在近十年才得到迅速发展。确切地说，正是基于彩票对偏好的分析框架的建立，为风险
和不确定下的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重新激发了研究者极大的兴趣，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高阶的风险态
度纳入其分析框架，从而揭示了决策背后的行为逻辑，并在分析中运用效用函数的相关性质传递了个体风
险承担行为的有关信息。
最近几年，对更加高阶的风险厌恶行为的刻画及相关分析等已成为风险和不确定性下研究中的一个热
点。尤其，随着非期望效用框架下的分析方法被重新发现，研究者对高阶风险态度有了新的认识，并在实
证研究中累积了个体风险厌恶行为的实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以往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所获得的
理论结果，并在许多风险和不确定下的经济决策问题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研
究的各个领域，高阶风险厌恶行为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对高阶
风险厌恶行为在决策领域中进行系统化、更深入的研究显得异常重要。可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 一 ）其他非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高阶风险偏好的刻画
由于基于彩票对偏好的分析框架并不依赖于任何模型：既不需要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也不需要非期望效
用分析框架下的任何假设，因而在其他非期望效用理论中也能够得以推广和应用。例如，对偶理论 c、预期
理论 d、Choquet 期望效用理论 e 和损失厌恶理论 f，等等。最近，正是由于受到基于彩票对偏好的分析框架的

Eeckhoudt, L., R. Huang and L. Tzeng,“Precautionary effort: a new look,”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vol. 79, no. 2, 2012, pp. 585 — 590; Wang, J. and J.
a 
Li,“Precautionary effort: Another trait for prudence,”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vol. 82, no. 4, 2015, pp. 977 — 983.
Lee, K.,“Prudence and precautionary effort,”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Forthcoming, 2017.
b 
Yaari, M.,“The dual theory of choice under risk,”Econometrica, vol. 55, no. 1, 1987, pp. 95 — 115.
c 
Kahneman, D. and A. Tversky,“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1979, pp. 263 — 292.
d 
Schmeidler, D.,“Subjective probability and expected utility without additivity,”Econometrica, vol. 57, no. 3, 1989, pp. 571 — 587.
e 
Tversky, A. and D. Kahneman,“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dependent model,”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no. 4, 1991, pp.
f 
1039 —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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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在不确定性下对个体高阶风险偏好行为的刻画已经有了最新进展，模糊谨慎和模糊节制等高阶风险
偏好行为相继提出，并用于风险选择模型和预防性储蓄模型 a。类似地，在其他非期望效用理论中 , 是否也可
以构造出相应的彩票对 , 通过个体对彩票对的偏好关系，进一步引出高阶的风险偏好行为，并由此建立与相
应的非期望效用理论之间的联系呢 ?
（ 二 ）实证研究
对于高阶的风险厌恶行为，尽管已经获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但仍然需要大量的实验证据支撑现
有的理论结果；反过来，现有的理论结果又需要这样的实验证据对个体风险承担行为提供更加直观的解释。
最近，随着对拍卖实验的实施，研究者发现了在拍卖中的确存在预防性竞标的强有力的实验证据，支撑了
早期的理论研究结果 b。受此启发，在其他的应用模型中，是否同样可以找到相应的实验证据支撑有关的理
论结果呢？ 除此之外，对于高阶交叉风险态度 —— 关联厌恶（ 关联喜好 ）
、交叉谨慎（ 交叉不谨慎 ）以及
交叉节制（ 交叉不节制 ）
，有关实验证据亟待填补。尽管最新的研究正填补这一空白，但相比理论上的研究
成果，仍然需要大量的实验证据检验和解释多元高阶交叉风险承担行为。
（ 三 ）高阶风险态度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
自最初在预防性储蓄模型中将 3 阶风险态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中以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将更加高阶的风
险态度几乎应用到一切涉及个体行为的研究领域。例如，预防性储蓄模型、保险需求、投资组合选择模型、
预防性努力模型，等等。需要提到的是，在预防性储蓄模型中，基于个体将来不确定收入的更加高阶的风
险变化，我们引入的预防性补偿的概念刻画了个体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从而补充和完善了现有文献
对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刻画方法 c。此外，最新的研究已将高阶风险厌恶引入风险决策模型，重新研究了
投资组合问题 d。在委托 - 代理模型中，委托人的高阶风险态度已经被纳入模型，用于分析最优的激励补偿
合约 e。在其他的研究领域，高阶风险态度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需要研究者们不断地去发现和尝试。
（ 四 ）风险喜好行为的研究
过去涉及风险态度的研究，只是认为一些特殊的环境和情景导致了风险喜好的行为，即风险喜好行为
并不具有普遍性，因而风险喜好行为完全被忽视了。然而，最新捕获的大量实验证据表明：风险喜好者并
不是小的完全可以忽略的群体，而是以一定的规模客观存在。因此，在经济学以往的有关研究中，那些对
个体风险厌恶的前提假设，现在看来具有局限性，从而需要重新考证。特别地，基于彩票对偏好的分析框
架，我们考虑了风险喜好者的风险谨慎行为，尤其在实证研究中，我们认为我们的结果对量化个体风险谨
慎强度的实验方案设计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f。总之，对于风险喜好行为在其他经济决策环境中的影响，
现有的文献在认识上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研究者继续探索。
（ 五 ）多元高阶交叉风险态度的研究
对于一元高阶风险厌恶强度的刻画被大量理论文献所研究，也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尽管描述多元
交叉高阶风险态度的术语已被引入，但对于多元高阶交叉风险厌恶强度的刻画却迟迟未能建立。特别地，
在一些具体的经济决策问题中，一元高阶风险厌恶强度的指标在比较静态分析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随着多元交叉高阶风险厌恶被逐渐引入相应的决策模型，目前的研究急需建立刻画多元交叉风险厌恶程度
的指标。可喜的是，最新的研究正试图跨出这一步，尽管他们已经提供了刻画关联厌恶强度和交叉谨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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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方法 a，但度量更高阶风险态度强度的方法仍然有待研究者继续研究。同样随着这些量化强度的指标出
现，如何在具体的应用中给出相应的经济解释也仍然面临挑战。
（ 责任编辑：沈 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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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Experi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Higher Order Risk
Aversion under Uncertainty
Tian Guoqiang & Tian Yougong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risk aversion has many limitations in analyzing and studying the
optimal result of decision making, and fails to make th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to individual behavior
decision in many cases. With constant progress made in the risk aversion theor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involve higher order risk aversion (particularly, risk aversion, prudence, temperance and
edginess are equivalent to risk apportionment of order 2, 3, 4 and 5, respectively) in their analysis within
an expected utility framework so that the theory of risk aversion is further enriched and its explanatory
power is enhanced to a certain degree in re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behaviors and phenomena.
Meanwhile, outside an expected utility framework, the recently proposed higher order risk aversion
theory needs the support from experimental evidences, while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s captured in
empirical study in turn provide more intuitive explanation for the theory of higher order risk attitudes.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latest theory, experimental evidences and related applications of higher
order risk aversion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overview of the frontier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risk
aversion under uncertainty.
Key word: prudence, higher order risk avers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s, precautionary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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