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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据的类型总体上说可以分为横截面数据和纵向数据。横截面数据只包括对

多个观测体在单一时期内的观测值。比如，福布斯 500 强企业在 2017 年的

销售额。纵向数据，通常也叫做长期数据，总体上说分为时间序列数据和面

板数据两种。时间序列数据是对单一的观测体进行的，长期的观测结果。比

如一个国家的 GDP 随每个季度的变化，一个人的身高随时间的变化等等。面

板数据是对多个观测体进行的长期的观测数据。比如，一百个公司在过去十

年里面每年的绩效，500 名员工过去三个月中每天的情绪表现等。面板数据

综合了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的共有属性，是管理学领域，尤其是宏观

管理学领域里面用的越来越多的数据类型，也是我们这一章节里集中讨论的

对象。 

分析面板数据时值得注意是因变量有时会是非连续型的变量，比如哑变量或

者排序的变量。由于篇幅所限，对这些非连续性变量的分析在本章节中我们

并没有涉及。也就是说，我们将集中探讨的是对连续性的因变量进行面板数

据分析的常用方法。由于面板数据在宏观管理中应用的额外多，为了方便沟

通，我们就假定我们所谈到的数据是关于企业层面的，跨年份的数据。我们

用角标 i 来代表一个具体的公司，而用角标 t 来代表一个观察的年限，而用

Yit 来代表因变量，用 Xit 来表示自变量，用  来表示 X 的回归系数，eit 来表

示残差项。当然我们所谈到的统计原理适合于分析其它层面的数据，比如说

员工、行业层面的数据，也适合其他的观察时间单位，比如说月份或者是天

数。 

由于大多数的读者可能会对最小方差二乘法都比较熟悉，所以在这个章节里

面，我们就把最小方程二乘法和常用的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对比，来阐明

面板数据分析该注意的主要问题。另外我们由于篇幅限制，就避免对各个模

型进行系统的细节性数学描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其他相关的参考书来

理解具体的数学推理。另外，为了增强这个章节的实用性，我们还会针对性

的讨论在 STATA 这个应用软件里面如何去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这个章节主要

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简要讨论使用纵向数据尤其是面板数据的优势。第二

部分回顾最小方差二乘法模型最相关的假设。第三部分探讨固定效应模型。

第四部分探讨随机效应模型。第五部分探讨一般化最小平方模型。最后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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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我们通过对一个简单的，假想的数据库的编程分析来帮助读者进一步

理解各种模型的选择和在 STATA 中的应用。 

 

一、使用面板数据的优势 

使用面板数据可以给研究人员很多的优势，然而使用面板数据时如果对分析

数据的方法掌握不当的话，也会造成错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这里不能够

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但是总体来说使用面板数据一般可以给研究人员三个

最主要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可以更加充分地考虑不同的观测体的特性对回归的影响。比如

说，当我们用横截面数据分析一百个公司的时候，我们最后只能得到适合于

一百个公司的一组回归系数，反映出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系统性关系。而当

我们有面板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允许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归系

数，截距项也可以根据每个公司的特性而有所不同。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充

分的利用信息，让我们数据的分析更有效，得出更有针对性的统计结论。 

第二个优势是面板数据可以帮我们控制一些难以观测到的因素对于结果的影

响。比如，当一个企业做决定的时候，很多决定的都是受公司的文化影响

的。可是公司的文化很难观测到，当这个公司的文化跟其他的自变量有相互

关联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进行的回归分析的结果是有偏差的。而在用面板数

据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统计的方法来控制这些缺失的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

响，达到无偏的估计。 

使用面板数据的第三个优势是可以更加好的得出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结论。在

使用横截面数据的时候，我们只能观测到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能观

测到两个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时间顺序，而有了面板数据，我们就可以观测

到原因是否发生在结果之前。 

 

二、最小方差二乘法模型的相关假设 

我们建议对最小方差二乘法还不熟悉的读者，在这里停下来先去熟悉一下这

个分析方法。因为本章的内容是基于你对它的假设非常熟悉的基础上来写

的。最小方差二乘法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假设，包括残差项的分布是符合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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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用线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存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等等。 这里面我们主要集中探讨两个非常关键的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每个自变量跟残差项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是零。当这个假设被违背的时候，通过最小方差二乘法得到的回归系数就是

有偏差的。在宏观管理研究中这个假设常常会被违背，因为组织也好，个人

也好，做出的决定很多时候都会受到一些组织和个人特有的属性的影响，而

这些属性又很难被观测。比如上面例子里面说到的企业的文化，很多时候会

影响到企业的各个方面的决策，而当这些决策作为自变量被放到模型里面的

时候，这个观察不到的企业的文化和其他的自变量之间就会有比较明显的相

关性。这就反映出残差项和自变量之间的非独立性，导致回归系数的偏差。

这种问题在使用横截面数据，尤其是二手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是没有很好的

办法解决的，但是使用面板数据的时候却有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法。这些方

法我们在稍后讨论固定效应模型和一般化最小平方模型的时候会具体讨论。 

最小方差二乘法中的第二个关键假设是关于残差项的方差。残差项代表因变

量不能够被自变量解释的部分。最小方差二乘法模型假设残差项的方差符合

独立同分布，也就是说任何两个观测点的残差项都是独立同分布的。比如，

两个不同的企业在相同时间或者不同时间的残差项都是不相关的，而同一个

企业在不同时间的残差也是不相关的。另外所有企业在所有时间残差的方差

都是一样的。当这些假设被违背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得到合适的统计结

论，也就是说在解释回归系数是不是在统计上显著的时候会犯错误。同一个

企业在不同的时间点的残差之间的相关性，通常会被叫做自回归，而不同的

企业在同一时间点残差之间也有可能有相关性，叫残差的横向相关。另外，

不同观测点的残差的方差可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会呈现出异方差的问

题。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里面会集中探讨一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

型，和一般化最小平方模型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 

 

三．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方便下面的讨论，我们先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用以下数学方

程来表达： 

固定效应模型：Yit = i + 1X1it + 2X2it + … + kXkit + 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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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效应模型：Yit = i + 1X1it + 2X2it + … + kXkit + eit 

在这里，Yit 代表公司i在年限t的因变量的观测值，i代表固定效应模型中每

个公司的截距项，i代表随机效应模型中每个公司的截距项，X1it … Xkit代表

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各个自变量，1 … k代表相应的自变量系数，最后是残差

项eit。 

可以看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关键的区别在于对截距项的处理。

固定效应模型里面每个截距项都是一个常数。而在随机效应模型里面，截距

项却被处理成为是一个随机变量。除此之外，两个模型的设定基本一模一

样。 

固定效应模型假定，每个观测体，比如说每个企业，都会存在一些固定的，

不随时间变化的属性，这些属性能够影响其他的自变量 X 或者是因变量 Y 或

者是两个都会影响。而这些观察不到的又很相关的因素，我们必须在统计上

进行控制。如上所述，当存在这些观察不到的属性时，用最小方差二乘法直

接来分析数据得到的回归系数是有偏差的，因为残差项在这种情况下包含了

与 X 相关的缺失变量（也就是观察不到的属性）。 

固定效应模型的优点 

因为固定模型假定那些观察不到的相关因素都是不随时间变化的，而且反映

了每个企业独特的属性，所以我们在统计上可以用一组代表每个企业的哑变

量来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也就是在 OLS 模型里面加上一组代表

每一个企业的哑变量，每一个企业都会有一个相应的 0、1 变量。而这代表

每一个企业的哑变量也就抓住了所有的、有关既定企业的、不随时间变化的

属性，这样就控制了那些难以观测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相关因素对回归分

析的影响，把这些因素从残差项中提出来，保证残差项与自变量间不在有想

关性，帮助研究者得到无偏回归系数。 

这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试验一下，用 STATA 里 “xtreg, fe”的指令得到的

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和用”regress” 的指令加上一组代表每个企业的哑变量的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在统计原理上分析面板数据所常用的固定效应

模型实质上就是先在模型里加入代表每个企业固有属性的一组哑变量，然后

用最小方差二乘法进行分析。当然，固定效应模型的原理还可以从其它的角

度去理解，这里不再一一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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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应模型的局限性 

第一，它只能控制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缺失变量，而不能够控制那些随时间

变化的、观测不到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第二，固定效应模型除了在控制缺失变量之外的优点之外，跟最小方差二乘

法在对残差的处理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它既不处理自回归问题，也不处理残

差横向相关的问题或异方差的问题。当然，大多数的统计软件里面是允许大

家使用稳健标准误差的，也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固定效应模型这方面的

缺陷。这个问题在下面讨论实例的时候，我们会再具体讨论。 

第三，固定效应模型需要自变量和因变量对一个观测体来说随着时间的变化

是比较显著的，当自变量或者是因变量随时间的变化非常小的时候，或者不

变化的时候，那么这个模型就不适用。比如，当一个研究人员对一位高管人

员的性别如何影响企业决策感兴趣的时候，他就不能够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因为高管人员的性别是不会随时间变化的，当固定效应模型用一个哑变量来

抓住所有的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属性的时候，高管人员的性别也就会被吸入

到这个哑变量里面（也就是说高管的性别和代表这个企业的哑变量之间会是

完全相关的，只有一个最后会留在模型里面）。这样的研究问题，就没有办

法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数据分析了。另外，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统计结

论不能够适用到样本之外的其他的企业。如上所述，回归系数只反映了对一

个既定的企业而言，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固定效应模型应用操作实例 

下面我们按照 STATA 里面的命令给出一些固定效应模型应用操作实例供读者

参考。在 STATA 界面，基本的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按以下命令执行： 

xtreg Y X1 X2 … Xk, fe 

当然在执行此命令之前，要首先指定代表观测体（例如，firmid）和时间序

列（例如，year）的变量：xtset firmid year。观测体变量需要是数值格式。

如果是字符串格式，应该先转换成数值格式：encode stringid, gen(firmid)。 

这里我们额外强调三点。一是可以在 xtreg 这个指令里面使用稳健标准误

差。STATA 指令可以写成如下： 

xtreg Y X1 X2 … Xk, fe vce(rob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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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帮助纠正异方差造成的偏差。 此外，“vce(cluster firmid)”还可以

帮助纠正自回归造成的偏差。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检验方法来首先确定

异方差和自回归的严重性。相应指令分别是 xttest3 和 xtserial。注意 xttest3

用在 xtreg 之后，而后者指令可以写作：xtserial Y X1 X2 … Xk。两者分别在

p<0.05 的情况下证明有异方差和自回归的存在。 

第二点需要强调的是固定效应模型中回归系数的解释。每个字变量 X 的回归

系数  的意思是说对于一个给定的观测体而言，当自变量 X 随着时间变化一

单位的时候，因变量 Y 增加或减少  单位。 

第三点要强调的是固定效应模型还可以进行扩展，通过加入代表时间的哑变

量来控制那些对每一个具体的时间所特有的而又很难观察到的因素对结果的

影响。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指令 testparm i.year 来确定加入代表时间哑变量

的必要性。这里的年份时间变量可以根据你具体的数据格式来更换，比如也

可以是月份（month）或者天（day）。 

 

四．随机效应模型 

如上所述，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从数学表达方式来看，最主要的区

别就是对截距项的处理。固定效应模型把截距项作为每个观测体特有的一个

常数，反映为代表每一个观测体的哑变量的回归系数。相对比而言，随机效

应模型把截距项做一个随机变量来处理。 

随机效应模型的优点 

相对比于最小方差二乘法而言，随机效应模型在对数据信息的使用上比较有

效，它既考虑了不同观测体之间的区别，也考虑了同一观测体内随时间不同

而产生的区别，从技术上讲，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回归系数相当于是对观测

体之间和观测体内分别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系数的一种加权平均。这

样的处理方法相对于最小方差二乘法而言考虑到了不同观测体之间的不同特

性，允许不同的观测体有不同的回归系数（即作为随机变量的截据项），对

信息的使用更加有效。固定效应模型只考虑了同一观测体内部随时间的变

化，而没有考虑不同观测体之间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所以，相对固定效应

模型而言，随机效应模型对信息的使用也是更有效的，它即考虑了同一观测

体内部随时间的变化，也考虑了不同观测体之间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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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相对于固定效应模型而言，随机效应模型还有两个明显的优势。

第一，在随机效应模型里面，研究人员可以系统性的检验不随时间显著变化

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固定效应模型要求自变量和因变量随时间的

变化都比较显著，当两者之一随时间变化很小的时候就不再适用，而在这方

面随机效应模型没有限制。 

第二，随机效应模型可以处理等同性的自回归问题，模型假定同一观测体不

同时间点之间的残差项之间都有相同的相关性。比如它假设一个企业今年的

残差和去年的残差之间的相关性是 a，那么这个企业今年的残差和十年前之

间的残差相关性也是 a。这种对自回归的假设虽然比较基础，但是相对于固

定效应模型而言还是一个进步，能够满足一些数据处理的要求。 

 

随机效应模型的局限 

随机效应模型里面最强的一个假设就是这个随机的截距项是和模型里面其他

的自变量之间是独立分布的，也就是说跟所有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为

零。这在统计上就要求我们模型中应该包括所有的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

因素。这个要求在很多情形下都不容易被满足。如上所述，经常有一些研究

人员观察不到的因素能够影响自变量，同时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这样的缺

失变量是很难完全的观测到和控制住的。固定效应模型能帮助大家控制那些

观察不到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由于随机效应模型对缺失变

量的假设非常强，假定模型中没有缺失变量，当缺失变量确实存在的时候，

回归的结果会出现偏差，所以很多研究人员对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抱有非常谨

慎的态度，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会更加可靠，因为它在处理缺失变量方面上的

优势。另外，随机效应模型对异方差没有进行额外的处理，必要时需要使用

稳健标准误差予以纠正。 

 

随机效应模型应用操作实例 

在 STATA 界面，基本的随机效应模型可以按以下命令执行： 

xtreg Y X1 X2 … Xk, re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强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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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xtreg 这个指令里面，选择 re 选项的时候，实际上给出的是一般化最

小平方回归模型的结果。也就是说随机效应模型是一种特殊的，一般化最小

平方回归模型。具体而言，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回归系数相当于是对观测体

之间和观测体内分别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系数的一种加权平均。 

第二，当我们担心有异方差的时候，可以在随机效应模型里使用稳健型标准

差。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本身都没有对异方差进行处理，所以使

用稳健型标准差，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合适的。 

第三，当解释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回归系数的时候，比较准确的解释方法

是，当自变量 X 随着时间和观测体变化一个单位的时候，平均而言因变量 Y

会增加或减少  单位。 

 

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到这里，我们已经介绍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一些基本概念和 STATA 指

令。下面简单总结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什么时候情况下

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来分析面板数据。 

第一，当有比较明显的不随时间变化而又很难观测到的缺失变量的时候，使

用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些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可以帮助大家得到

无偏的回归结果，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相反当对缺失变量的顾虑比较小的

时候，随机模型会更合适。 

第二， 随机效应模型假设残差项和所有的自变量之间都是不相关的，也就是

说假定并不存在主要的缺失变量。当这个假设不能够很好的满足的时候，随

机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是有偏差的，这时候，使用这个模型就不合适。 

第三，当自变量和因变量都随着时间有显著变化的时候，使用固定相模型也

比较合适；相反，当自变量或者因变量随时间变化很有限的时候，固定效应

模型就不合适。 

第四，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到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当没有很强的需要把结

论扩大到适用于样本之外的观测体的时候，固定模型也比较适宜。 

第五，当面板比较短观测体又比较多的时候，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时哑变量会

消耗很大的自由度，随机效应模型可能会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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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概念上可以判断什么时候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向模型更合适之外，在

统计分析上还经常使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它检

查的实际上就是在随机效应模型里面，残差项和其他的自变量之间是不是存

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如上所述，这也是随机性模型里面最最关键的一个理论

假设。豪斯曼检验默认的假设是，残差项和自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的情况

下，随机效应模型是合适的。当这个默认的假设被拒绝的时候，随机效应模

型就不再合适。我们将在第五部分给出了在 STATA 里面如何进行豪斯曼检验

的实例。  

 

五．一般化最小平方模型 

一般化最小平方模型是在最小方差二乘法的模型假设不能够被完全满足的情

况下，可以利用方差和协方差矩阵对原有的模型等号两边同时进行线性的转

换，通过一系列的线性转换之后使得方差和协方差矩阵满足最小方差二乘法

的要求从而得到无偏的回归系数的方法。 

一般化最小平方法在对原有的模型进行线性转换的过程中，可以对方差和协

方差矩阵的属性进行具体的假设。比如，当假设不同观测体之间的残差是相

互独立分布的，而同一观测体在不同时间的残差的相关性是相同的时候，这

个模型得到的结果也就是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结果。一般化最小平方法可以

做出更多的更复杂的假设，也就可以满足更多种情况下对数据处理的要求。

这里面只就个别较常见的情况，来进行讨论。 

第一种情况，当残差项呈现出非等同性的自回归，比如一阶二阶自回归或者

是移动自回归的时候，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都不能最好的来处理这样的情

况，如上所述，固定效应模型假定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自回归，随机效应模型

假定只存在着等同性的自回归。另外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都不能够处理具体

的异方差，而只能够依靠使用稳健型方差来部分的处理这个问题。相比而

言，一般化最小平方法却能够比较系统地处理各种形式的自回归以及相当程

度的异方差。 

上面我们给出了在 STATA 这个软件中，如何检验自回归存在的方法

（xtserial）。当使用这个指令后，我们判断数据残差项存在一阶自回归的情

况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都不是最理想的模型选择，而选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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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最小平方法却能够比较好地处理这样的数据。另外， 一般最小平方法还可

以精确的指定异方差的存在与否，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和纠正。 

相比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而言，横面的残差相关问题也可以在一般

最小平方模型里面得到更好更系统的解决。一般而言，当面板数据的长度少

于 20 到 30 年的时候，不需要特别担心横面的残差相关问题，但是当数据的

长度超过 30 年的时候，一般最小平方模型就更加适用。 STATA 里面检验横

面残差相关的方法可以通过 xttest2 或者 xtcsd 来执行。前者适用于观测时间

远大于观测体数目的情况，而后者更适用于观测体数目远大于观测时间的情

况。 

下面我们先简单列出 STATA 里面常用的一些一般化最小平方法分析的指令，

在第六部分将给出相应的具体实例分析。  

处理异方差指令：xtgls Y X1 X2 … Xk, panels(hetero) 

处理异方差和横面相关指令：xtgls Y X1 X2 … Xk, panels(correlated) 

处理异方差，横面相关和一阶自回归指令：xtgls Y X1 X2 … Xk, 

panels(correlated) corr(ar1) 

 

六．面板数据分析在 STATA 中的实例应用 

前面我们介绍了三种常用的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

型，和一般化最小平方法）并对三种方法进行了概括和对比。为了帮助读者

更直观、更深入的理解这几种方法在 STATA 中的实际应用，我们将在这个部

分围绕一个具体的、假想的数据库提供一些简单易懂而又系统的分析步骤，

并提供相应指令和运算结果。 

假设我们收集了一个关于私营企业的面板数据。在这个数据库中，总共有

595 家私营企业。对每家企业，我们每年观测一次，共观测 7 年。观测的项

目包括企业业绩（以千元为单位，并经过对数转换），企业年龄（按年份

计），员工数目，和企业创始启动资金（以十万元为单位）。这里企业业绩

可以是年收入，净收入等等。注意这只是个假想的例子，具体数据单位和数

值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所以我们不建议读者深究对以下分析结果的解释。相

反，读者应该集中精力理解各个分析步骤和如何使用相应的 STATA 指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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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表格截取了整个数据库的一部分以给读者对面板数据的直观认识。整个数

据库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下载：【这里加入数据链接】。 

 

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的第一步，要使用下面的命令先指定面板数据的观测体和

时间变量： 

 

注意 firmid 如果是字符串变量，要先转换成数值变量：encode firmid, 

gen(firmid1)，然后在上述 xtset 指令中用 firmid1 代替 firmid。否则会显示错

误信息。 

firmid year lperformance firmage employee originalfund

1 1 5.56068 3 32 9

1 2 5.72031 4 43 9

1 3 5.99645 5 40 9

1 4 5.99645 6 39 9

1 5 6.06146 7 42 9

1 6 6.17379 8 35 9

1 7 6.24417 9 32 9

2 1 6.16331 30 34 11

2 2 6.21461 31 27 11

2 3 6.2634 32 33 11

2 4 6.54391 33 30 11

2 5 6.69703 34 30 11

2 6 6.79122 35 37 11

2 7 6.81564 36 30 11

3 1 5.65249 6 50 12

3 2 6.43615 7 51 12

3 3 6.54822 8 50 12

3 4 6.60259 9 52 12

3 5 6.6958 10 52 12

3 6 6.77878 11 52 12

3 7 6.86066 12 4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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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 firmid 代表观测体，year 代表时间变量。“strongly balanced”告诉

我们数据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所有企业在所有年份都有观测数据。如果一个

企业某一年或者某几年的数据缺失，那么数据就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的面板

数据一般都可以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也可以使用很多一

般化最小平方法进行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其他资料进一步了解具体

怎样处理不平衡面板数据。  

假设我们的研究问题是企业年龄，员工数目和企业创始启动资金对企业业绩

有何影响，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 ordinary 

least squares），指令和显示结果如下： 

 

使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各个观测体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即没有面板效应。在 STATA 中可以通过 xttest0 命令来检测这个假设是否正

确。执行这个指令之前，我们要先执行随机效应模型的分析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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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我们应该拒绝这个零假设，也就是说各观测体之间确实存在重要差

异，那么这种情况下随机效应模型相比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就更适用。下面

是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结果。 

 



15 
 

我们上面讨论过随机效应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观测体的残差和自变量之间

是没有相关性的。当这个假设不成立的时候，我们应该倾向于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豪斯曼检验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的选

择。 

 

如上显示，在豪斯曼检验之前我们要先执行固定效应模型并保存估计值，然

后执行随机效应模型并保存估计值，最后在这些保存的估计值的基础上进行

豪斯曼检验。这里的结果告诉我们随机效应的假设—观测体的残差和自变量

之间是没有相关性—不成立，那么这种情况下固定效应模型就更加适用。下

面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指令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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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固定效应模型中企业创始启动资金（originalfund）的估计值被

省略掉了。这是因为企业创始启动资金在企业创始之初就是确定了的，不会

随着观测年份的推进而改变。由于固定效应模型中自变量的估计值是建基在

自变量在各观测体内部不同时间的变化而得出的，固定效应模型就没法给不

随时间变化的自变量给出估值。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我们可以同时加入时间固定效应来控制那些对每一个具

体的时间所特有的而又很难观察到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在 STATA 中我们可

以通过以下指令（testparm）来首先确定加入时间固定效应的必要性。如下

结果显示，这里加入时间固定效应确实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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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们给出异方差（heteroskedasticity），自回归（serial correlation）和

横面相关（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的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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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这个面板数据中确实存在异方差，自回归和横面相关的问题。我

们上面讨论过在异方差，自回归和横面相关存在的情况下，一般化最小平方

法相比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而言可能更适用。下面是一般化最小平

方法在 STATA 中的应用，这里通过加入“panels(correlated) corr(ar1)”选项同

时考虑到和纠正了异方差，自回归和横面相关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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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面板数据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宏观管理研究中最常见的数据。本章只介绍性地

讨论了最常见的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一般化最小平方模型。我

们讨论了在什么情况下随机效应模型会优于最小方差二乘法、什么情况下固

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以及什么情况下一般化最小平方模型更

有优势。我们最后围绕一个具体的、假想的数据库，在 STATA 里提供了一些

简单易懂而又系统的分析步骤，并提供了相应指令和运算结果。希望这些讨

论会对读者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