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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长期中老龄化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较为严重的冲击，
由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因此很有必要探寻应对老龄化的有效之策。 本文

通过构建含有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有效应

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三条机制应对老龄

化的冲击，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一是提高生产活动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从而减少生产活

动所需的劳动力，二是提高资本回报率从而促进资本积累，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数值

模拟结果进一步显示，人工智能可以较好地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而且其效

果明显优于延迟退休政策。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来应对老龄

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不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政府部门一方面需要为人工智

能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需要事先防范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失业和收入分配失

衡等问题，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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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虽然老龄化在短期内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并不明

显，但在长期中的影响不容忽视。 日本在高增长时期之后，之所以经济增速显著放缓，重要原因之

一就是老龄化给经济带来了较大冲击。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而且面临“未富先老”、“未备

先老”的局面，如果不采取有效对策，那么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严重。 在中

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而“两个一百年”等重要目标的实现都需要经济增速保持在一定水平的背景

下，很有必要深入研究如何才能有效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平稳

运行。
已有研究主要建议通过延迟退休年龄、调整生育政策、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举措应对老龄

化的影响，这些对策的本质是从供给端进一步“挖掘”劳动力。 不过，现实情况表明，从供给端“挖
掘”劳动力的难度越来越大，从需求端入手或许能够找到长期有效的应对之策。 例如，人工智能的

不断发展和推广应用，将会越来越多地实现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对劳动力的替代，从而减少劳动力

需求，理论上可以成为应对老龄化的新思路。 有鉴于此，本文将从需求端入手，研究人工智能究竟

能否有效应对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包括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生产率与技术创

新、就业、收入分配与不平等、市场结构与产业组织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曹静和周亚林，２０１８）。 之

所以人工智能引起了广泛关注，是因为它能够进行“机器学习”（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从更大范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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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 而且，各界普遍预期人工智能会成为通用技术，从而给全世界带来

深刻变革。 正如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所言，通用技术需要满足三大条件，一是能够大范围推广

使用；二是能够不断更新升级；三是能够引发与之相配套的创新活动。 人工智能所具备的学习能力

使其较好地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从而能够发展成为通用技术。
不过，到目前为止，鲜有文献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究竟能否应对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

响。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１７ａ）通过实证研究初步发现，老龄化越严重的国家，越倾向于更早、更
多地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从事生产活动。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１８ａ）基于模型和实证研究进

一步指出，老龄化将导致 ２１—５５ 岁的劳动人口数量减少，而该年龄段人群对生产活动而言是最重

要的。 为了减弱老龄化对生产活动的冲击，企业将更多地使用机器人替代劳动。 这两篇文献较早

地明晰了老龄化与人工智能应用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系统研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以及人工智能究竟是否可以有效应对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给本文研究提供了

契机。
本文通过构建含有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模型

参数进行校准，研究了人工智能究竟能否应对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 之所以选择动

态一般均衡模型而非计量分析和统计分析作为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人工智能

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相关数据较为匮乏，这会限制计量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的使用，而动态

一般均衡模型和数值模拟对数据的要求相对偏弱。 二是，本文尝试将人工智能和延迟退休政策对

老龄化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与计量分析和统计分析相比，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数值模拟实验

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三条机制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一是，提高生产的

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减弱生产活动对劳动的依赖，从而减轻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

增长的不利影响。 二是，提高资本回报率，进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减缓老龄化背景下储蓄率

和投资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三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对冲老龄化对经济

增长的冲击。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人工智能的影响，老龄化将使得 ２０３５ 年的中国经济

增速下滑至 ４ ７０％ （如果考虑国内与国外其他不利因素的冲击，经济增速的下滑幅度将会更大）。
而在本文设定的三种人工智能发展情景下，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分别比老龄化情形高出

０ ９５ 个、１ ７７ 个和 ２ ６８ 个百分点。 而且，本文对人工智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的设定相对

保守和谨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对全社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将越来越明显，从而

进一步提高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 此外，本文还发现，人工智能应对老龄化冲击的效果

明显优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效果。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等文献通过构建模型考察了

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并没有将老龄化考虑在内，本文构建了同时包含人工智能和老龄化

的模型，从而能够回答人工智能究竟能否应对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这一重要问题。
第二，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等文献主要通过理论模型对人工智能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本文在理论

建模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参数校准，并且进行了丰富的数值模拟实验，从而可以较好地

对人工智能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第三，本文还基于所构建的模型研究了延迟退休政策应对老龄

化的效果，并将其与人工智能的影响进行对比，从而进一步明确了人工智能应对老龄化的显著效

果，这有助于为政府应对老龄化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二、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的作用

本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基于理论和国际经验，概括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并探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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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是否能够减弱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下文在模型中刻画人工智能及其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机制打下基础。 考虑到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源泉，本文从这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劳动力供给层面的影响

劳动力是生产和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然而老龄化却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 这是

因为，老龄化会使得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而且伴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

会越来越低。 以老龄化率最高的日本为例，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比 １９９５ 年

的峰值减少了 １１ ８２％ 。① 而且，老龄化导致日本劳动参与率明显偏低，周祝平和刘海斌（２０１６）通
过国际对比发现，２０１３ 年日本的劳动力参与率比中国低 １２ １ 个百分点，其中接近 ８０％归咎于老龄

化。 上述两方面因素导致劳动力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减弱：ＪＩＰ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日本劳

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年间为 ３４ １７％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间已经降至 １０ ５６％ ，而
１９９０ 年以后则持续为负。

不过，人工智能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减弱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可以提高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用智能系统和设备替代劳动力，而且人工智

能对劳动力的替代比传统的机械自动化对劳动力的替代幅度更大，从而减少劳动力的需求量。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１７ｂ）利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 年间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每 １０００ 个工

人所拥有的机器人数量增加 １ 个，就会减少 ０ １８％—０ ３４％的劳动需求。 Ｃ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的预

测结果进一步表明，如果人工智能系统的表现可以达到人类的中等水平，那么在美国将会有 ５８％
的工作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完成。

（二）资本积累层面的影响

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进而降低资本积累速度，阻碍经济增长。 根据生命周期理

论，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高则储蓄率和投资率越高，老年人占比越高则储蓄率和投

资率越低。② 不仅如此，老龄化过程中劳动供给减少，会使得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影响更

加明显，进而降低投资回报率，投资率和储蓄率也就随之下行。 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老龄化的

确会降低一国的储蓄率（陈彦斌等，２０１４ａ），而储蓄率的下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投资率下滑。
以日本为例，ＷＤＩ 数据显示，日本投资率已经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４０ ９％ 下降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２ ９６％ 。
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则会提高资本回报率，从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进而减弱老龄化的冲击。

伴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提高，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会不断升高，而且越来越多的生产任

务可以用资本代替劳动加以完成，从而使得生产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变得更加重要，投资回报率

将因此而上升。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可以促进全社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具体见下一小节的分析），这同样有助于提高资本回报率。
（三）全要素生产率层面的影响

国内外已经有大量文献研究了老龄化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汪伟和姜振茂

（２０１６）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并未达成共识。 一部分研究认为，老龄

化不仅会减弱劳动者的脑力机能、影响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且还会通过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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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本文将 １５—６４ 岁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将 ６５ 岁及以上的人口定义为老年人口，将 ６５ 岁及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定义为老龄化率。
老龄化过程中，养老制度改革等因素可能会使得老龄化对储蓄率产生正向影响，不过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老龄化本身和人

工智能的发展对储蓄率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暂不考虑养老制度改革等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



政府养老支出进而挤占研发投入，因此老龄化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部分

研究则认为，老龄化促使人们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并激励一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对技术

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
尽管学术界关于老龄化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达成共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

研究人工智能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由于老龄化会通过减少劳动供给和资本积累抑

制经济增长，只要人工智能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就会减弱老龄化对经济

增长的不利影响，而不管老龄化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正是负。 考虑到人工智能本

身就是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而且人工智能还会通过“机器学习”以及激发配套创新科技等方式促

进全社会技术进步（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因此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将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从而进一步减弱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三、 基准模型构建与求解

为了研究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减轻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本文将构建含有人工智

能和老龄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模型以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为基准，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四

方面改进。 第一，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假设人口年龄结构不变，而本文需要考察老龄化的影响，因此

将老龄化引入模型。 第二，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假设储蓄率外生，然而人工智能会影响储蓄率，因此

本文模型将储蓄率内生化。 第三，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外生给定了人工智能的演进轨迹，而本文则

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函数刻画了人工智能的演进轨迹，从而为数值模拟提供了基础。 第四，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没有刻画政府部门，而本文则引入了政府部门。 究其原因，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部门的投资

活动对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而老龄化的推进则会加剧政府的财政养老负担，使得政府拉动投资

的能力越来越弱，如果不引入政府部门，很可能会低估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就无

法准确判断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应对老龄化的冲击。
（一）居民部门与老龄化

耿志祥和孙祁祥（２０１７）等文献在研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一般使用 ＯＬＧ 模型刻画居

民部门，通过出生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来刻画老龄化走势，并且重点分析居民个体在年轻时期

和老年时期的差异化行为决策。 与之不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老龄化导致全社会劳动供给总量减

少，而单一个体所提供劳动的差异以及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个体的其他行为差异并非本文关注的

重点。 如果使用两期或多期 ＯＬＧ 模型，需要对不同时期的个体进行加总，这会使得模型刻画和求

解更为复杂，但模型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并不会因此而提高。 为了简化表达，本文直接抽象出一

个“加总个体”，该个体的劳动投入量是已有文献的 ＯＬＧ 模型中所有个体提供劳动的总和。 “加总

个体”劳动投入量的变化体现的就是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伴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加总

个体”所能够提供的劳动量不断减少。①

假设“加总个体”可以无限期存活，其一生中的每一期所面临的最优化问题的形式是相同的：

ｍａｘ∑∞

ｔ ＝ ０
βｔＵ（Ｃ ｔ） （１）

其中，β 为时间贴现因子，Ｃ ｔ 为“加总个体”在第 ｔ 期的消费。 假设效用函数形式为 Ｃ１ － σ
ｔ ／ （１ － σ），

σ 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效用函数只引入了消费，而没有引入劳动与闲暇的内

生决定问题。 这是因为，本文将基于所构建的模型，模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而数值模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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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理论上，本文刻画的无限期“加总个体”模型等价于符合以下两个特殊条件的 ＯＬＧ 模型。 一是模型中的个体具有代际利

他偏好（Ｂａｒｒｏ，１９７４）。 一般而言，含有代际利他偏好个体的 ＯＬＧ 模型等价于无限期的代表性个体模型。 二是模型中的每一个个

体在年轻时期无弹性地供给一单位劳动力。 此时，“加总个体”的劳动供给恰好等于全社会劳动力的数量之和。



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外生给定老龄化过程中劳动供给量的变化轨迹。 而且，后文并没有直接使用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１７》所预测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进行数值模拟实验，而是将劳动参

与率的影响考虑在内，①这相当于在模型外间接考虑了劳动与闲暇的决定问题。
“加总个体”在每一期面临的预算约束如下：

Ｃ ｔ ＋ ＩＨｔ ＝ （１ － τ）（ｗ ｔＮｔ ＋ ｒｔＫＨ
ｔ ） ＋ ＴＲ ｔ （２）

其中，ＩＨｔ 代表“加总个体”在第 ｔ 期的投资，用于企业生产活动，ＫＨ
ｔ 为“加总个体”在第 ｔ 期所拥有的

资本存量；Ｎｔ 为“加总个体”在第 ｔ 期提供的劳动，全部用于生产活动；ｗ ｔ 为工资率，ｒｔ 为利率，ｗ ｔＮｔ

和 ｒｔＫＨ
ｔ 分别给出了“加总个体”在第 ｔ 期的劳动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τ 代表税率，ＴＲ ｔ 为政府在第

ｔ 期支付给“加总个体”的养老金。 此外，“加总个体”的资本存量变动方程可以表示为：ＫＨ
ｔ ＋ １ ＝ ＩＨｔ ＋

（１ － δ）ＫＨ
ｔ ，其中 δ 为资本折旧率。

（二）生产部门与人工智能

刻画生产部门的关键在于对人工智能进行刻画。 目前，已有研究刻画人工智能的方式主要有

两种。 第一种是基于任务式（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的刻画，假设人工智能会使得更多的任务可以实现自动化

生产，然后使用已经实现自动化的生产任务占所有生产任务的比重反映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１８ａ）。 第二种是基于资本异质性的刻画，假设人工智

能的发展使得生产函数中出现了与普通资本不同的智能资本，然后通过智能资本及其变化来刻画

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Ｌａｎｋｉｓ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Ｐｒｅｔｔｅｒ，２０１９）。 本文选择了第一种方法，这是因为，如
果使用异质性资本刻画人工智能，后续参数校准工作将面临很大的难度。 我们很难对初始时期的

普通资本和智能资本进行准确分割，而且两种资本的折旧率可能会有较大差别，但是目前仍无法知

悉智能资本的折旧率到底是多少。 相比之下，基于任务式的刻画则避免了不同资本的分割和折旧

率的区分，在参数校准时的可行性较高。
对于生产函数的形式，本文参照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所使用的 ＣＥＳ 函数进行刻画。 假设存在

无数家竞争性厂商生产最终产品，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Ｙｔ ＝ Ａｔ（∫１０ Ｘρ
ｎｔｄｎ） １ ／ ρ （３）

其中，Ｙｔ 代表最终产品的产出，Ａｔ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Ｘｎｔ代表第 ｔ 期第 ｎ 类中间品的数量。 参数

ρ ＜ ０，１ ／ （１ － ρ）给出了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下文简称为要素替代弹性）。 假设中间品要么用资

本生产，要么用劳动生产。 如果相应的生产任务实现了自动化，那么就假设该中间品全部使用资本

进行生产。 如果相应的生产任务没有实现自动化，那么就假设该产品全部使用劳动投入进行生产。
具体用下式表示：

Ｘｎｔ ＝
Ｋｎｔ 如果生产任务实现了自动化

Ｌｎｔ 如果生产任务没有实现自动化
{ （４）

　 　 进一步地，假设生产任务实现自动化的中间品占全部中间品的份额为 αｔ，实现自动化的中间

品总额为 ∫１０ Ｋｎｔｄｎ ＝ Ｋ ｔ，没有实现自动化的中间品总额为 ∫１０ Ｌｎｔｄｎ ＝ Ｌｔ。 而且，假设资本在所有实现

自动化的中间品之间均匀分配，劳动在所有未实现自动化的中间品之间均匀分配（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即每一类实现自动化的中间品生产所需的资本投入为 Ｋ ｔ ／ αｔ，每一类未实现自动化的中间品

生产所需的劳动投入为 Ｌｔ ／ （１ － αｔ）。 据此，（４）式可以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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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男性和女性的老龄化状况与劳动参与率存在明显差别，本文基于马忠东等（２０１０）预测的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

数据，分别计算了每一年的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数量，将其加总得到每一年的劳动力总量。



Ｙｔ ＝ Ａｔ αｔ
Ｋ ｔ

αｔ

æ
è
ç

ö
ø
÷

ρ

＋ （１ － αｔ）
Ｌｔ

１ － αｔ

æ
è
ç

ö
ø
÷

ρ

[ ]
１ ／ ρ

＝ Ａｔ［α１－ρ
ｔ Ｋρ

ｔ ＋ （１ － αｔ） １－ρＬρ
ｔ ］ １ ／ ρ （５）

　 　 （５）式在本质上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１８ｂ）对生产函数的刻画是相同的。 伴随着人工智

能水平的提高，原来无法用智能系统替代劳动的生产任务将越来越多地实现自动化生产，αｔ 随之

提高。 有鉴于此，可以用 αｔ 反映人工智能给自动化程度带来的变化。 由于 ρ ＜ ０，人工智能水平越

高，ＣＥＳ 生产函数中资本 Ｋ ｔ 前面的系数 α１ － ρ
ｔ 越大，这意味着资本对全社会生产过程而言变得越来

越重要，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可以用资本代替劳动加以完成。 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还会通过

“机器学习”、创造新思想、激发配套创新和技术进步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Ａｔ 的增长率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在刻画完生产函数后，要想深入考察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还要进一步确定人工智

能影响之下自动化程度 αｔ 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ｇｔ ＝ Ａｔ
·
／ Ａｔ 的函数表达式。 由于人工智能的发

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究竟人工智能对自动化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函数形式，目前

难以清晰确定。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已有文献中总结出一定的规律。 一方面，刻画 αｔ 和 ｇｔ 的函

数需要呈现出“先凸后凹”的演化趋势。 根据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的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初期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因为与人工智能相配套的技术创新和生产体系的转型升级

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 但是，长期而言人工智能将显著促进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２０１８）进一步预测了人工智能在全世界企业的普及率演化曲线，总体上呈现“先凸后凹”
的趋势，即：人工智能发展初期阶段，在企业的普及相对较慢；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普及程度

会快速升高；当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势将会趋缓。 另一方面，自动化程度 αｔ 的取

值一定处于 ０—１ 的区间内，这要求所选择的函数存在上下限。 考虑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函数同时满足“先
凸后凹”和存在上下限这两个特点，本文尝试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函数刻画人工智能对 αｔ 和 ｇｔ 的影响，具
体函数形式如下：

αｔ ＝ α０ ＋ （α － α０） ／ ［１ ＋ ｅ －ζ（ ｔ －ｈ）］；ｇｔ ＝ ｇ０ ＋ （ｇ － ｇ０） ／ ［１ ＋ ｅ －η（ ｔ －μ）］ （６）
其中，α０ 和 ｇ０ 分别代表自动化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起始值；α 和 ｇ 分别代表自动化

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极限值；ζ 和 η 分别代表自动化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

化趋势的曲率；ｈ 和 μ 分别代表自动化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化趋势由凸转凹的时间

节点。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本文模型对人工智能的刻画以生产任务的自动化为支撑，但是本文所

刻画的人工智能与传统的自动化存在根本差别。 第一，本文根据人工智能的特征，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函数刻画 αｔ，当人工智能从发展初期逐渐达到成熟阶段时，αｔ 将加速上升（“凸状”走势），这根

源于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等独有特点。 相比之下，自动化本身难以带来 αｔ 的加速上升（“凸
状”走势）。① 第二，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机器学习”以及激发配套创新科技等方式，促进全社会

技术进步，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ｇｔ，而且人工智能从发展初期逐渐达到成熟阶段的

过程中同样会使 ｇｔ 加速上升 （“凸状” 走势）。 相比之下，自动化则难以促进全社会的技术

进步。
（三）政府部门

之所以引入政府部门，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与绝大多数国家明显不同，中国的政府部门

很大程度上是增长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政府部门所拉动的投资活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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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通用技术类似，当人工智能逐渐成熟并在全社会推广使用以后，其影响将会逐渐减弱，αｔ 随之进入

“凹状”走势阶段。



非常重要的。 二是，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处于“人口红利”阶段，政府部门不需要支付太多养

老金，但是伴随着老龄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养老金缺口，需要政府部门予以补贴，
而这无疑会削弱政府部门的投资能力。 根据刘学良（２０１４）的预测，如果不采取其他应对措施，并
且使用财政资金补贴养老金缺口，那么到 ２０３０ 年财政养老补贴占 ＧＤＰ 的比重将达到 ２ ７１％ ，到
２０５０ 年财政养老补贴占 ＧＤＰ 的比重将达到 ９ ５５％ ，由此给政府部门带来的负担可想而知。 如果

不引入政府部门，将会低估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 有鉴于此，本文引入政府部门，这也是

本文与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的主要区别之一。
为了便于模型求解和机制分析，本文对政府部门进行简化处理。 具体而言，现实中政府部门除

了从事投资活动和支付养老金之外，在教育、医疗、科技、环保等方面也担负着不少责任，不过这些

活动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不再刻画政府在投资和养老之外的其他活动。 假设政府部

门的预算约束为：
ＩＧｔ ＋ ＴＲ ｔ ＝ τ（ｗ ｔＬｔ ＋ ｒｔＫＨ

ｔ ） ＋ ｒｔＫＧ
ｔ （７）

其中，（７）式左侧为政府部门的各项支出，ＩＧｔ 和 ＫＧ
ｔ 分别为政府部门的投资和资本存量，ＴＲ ｔ 为政府

部门支付的养老金。 （７）式右侧为政府部门的各项收入，τ（ｗ ｔＬｔ ＋ ｒｔＫＨ
ｔ ）是与政府投资和养老活动

相对应的税收收入，ｒｔＫＧ
ｔ 是政府投资获得的回报。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本文模型中政府征税的目的

是为投资和养老活动融资，而与教育、医疗、科技、环保等相对应的税收不在其中，因此模型中的税率 τ
将会明显低于实际经济中的宏观税负。 此外，政府部门资本存量的变动方程可以表示为：ＫＧ

ｔ ＋１ ＝ ＩＧｔ ＋
（１ － δ）ＫＧ

ｔ 。
理论上，伴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退休人数越来越多，而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数相对减少，从

而会导致财政养老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缺口变大。 再加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时间越来越长，政
府部门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总额 ＴＲ ｔ 显著升高。 在保持税率 τ 不变的前提下，政府投资总额 ＩＧｔ 将随

之降低。 当然，由于政府部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存量 ＫＧ
ｔ ，这些资本的收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延缓 ＩＧｔ 下降所出现的时间节点和下降幅度，因此老龄化推进过程中，政府投资 ＩＧｔ 不会立刻下降，而
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显现出来。

（四）市场均衡条件和模型求解

１． 市场出清条件。 模型经济体包含三个市场，均衡时需要三个市场全部出清：最终产品市场出

清要求 Ｃ ｔ ＋ ＩＨｔ ＋ ＩＧｔ ＝ Ｙｔ，资本市场出清要求 ＫＨ
ｔ ＋ ＫＧ

ｔ ＝ Ｋ ｔ，劳动市场出清要求 Ｌｔ ＝ Ｎｔ。
２． 居民部门最优化问题的求解。 通过求解（１）式中给出的居民部门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

（Ｃ ｔ ／ Ｃ ｔ －１） σ ＝ β［（１ － τ） ｒｔ ＋ （１ － δ）］ （８）
　 　 从（８）式给出的一阶条件可知，消费的增长率随着利率和时间贴现因子的提高而提高，随着税

率和折旧率的提高而降低。
３． 生产部门最优化问题的求解。 通过求解基于（５）式的生产部门利润最大化问题，可得：

ｒｔ ＝ Ａｔ［α１－ρ
ｔ Ｋρ

ｔ ＋ （１ － αｔ） １－ρＬρ
ｔ ］ １ ／ ρ－１α１－ρ

ｔ Ｋρ－１
ｔ （９）

ｗ ｔ ＝ Ａｔ［α１－ρ
ｔ Ｋρ

ｔ ＋ （１ － αｔ） １－ρＬρ
ｔ ）］ １ ／ ρ－１（１ － αｔ） １－ρＬρ－１

ｔ （１０）
其中，（９）式给出了均衡状态下投资回报率的表达式，（１０）式给出了均衡状态下工资率的表达式。
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时，αｔ 和 Ａｔ 均提高，根据（９）式可知，二者都会抬升投资回报率，全
社会的投资率和储蓄率也会随之提高。 因此，理论上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减缓老龄化所带来的储蓄

率和投资率的下滑趋势，从而对冲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４． 模型求解策略。 求解本文模型的均衡解，等价于求解由生产函数、居民部门预算约束、政府

部门预算约束、政府部门资本存量变动方程、市场出清条件，以及居民部门和生产部门最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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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条件所构成的差分方程组。 由于变量较多并且存在非线性函数，我们难以求得模型的解析解。
因此，主要通过数值模拟实验回答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四、 参数校准

本文模型经济体中的一期代表现实经济中的一年，而且接下来数值模拟实验选择的时间段是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 年。 之所以选择 ２０１６ 年作为起始时期，是为了结合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的实际 ＧＤＰ 增

速，更准确地校准出中国经济增速的走势。① 之所以选择 ２０３５ 年为终止时期，主要是因为校准人

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会用到埃森哲发布的两份研究报告（Ｐｕｒｄｙ ＆ Ｄａｕｇｈｅｒｔｙ，２０１７；Ｐｕｒｄ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中的数据，其预测的终止时期是 ２０３５ 年。

（一）人工智能相关参数的校准

如模型部分（６）式所述，本文采用“先凸后凹”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函数刻画了人工智能对自动化程度和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影响，其中参数｛α，ｇ，ζ，η，ｈ，μ｝由人工智能的演进轨迹决定，②因此需要获得

人工智能演进轨迹的信息才能校准这些参数。 Ｐｕｒｄｙ ＆ Ｄａｕｇｈｅｒｔｙ（２０１７）和 Ｐｕｒｄ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预测

了人工智能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幅度，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参考标准。 根据

他们的预测结果，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会使得美国、日本等 １０ 余个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额外提

高 １１％—４１％ ，③使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额外提高 ２７％ 。 本文基于上述测算结果对人工智能的影

响进行了三种情景分析，分别假设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额外提高 １０％ 、２０％和

３０％ 。 而且，假设在每一种情形下，劳动生产率的涨幅中都有 １０％ 归因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升，９０％归因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这与 Ｐｕｒｄｙ ＆ Ｄａｕｇｈｅｒｔｙ
（２０１７）和 Ｐｕｒｄ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的测算结果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上述情景设定是较为谨慎与合理的。 一方面，三种情景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劳动生

产率最低增幅小于上述 １０ 余个发达经济体的最低增幅（１１％ ），最高增幅也明显小于上述 １０ 余个

发达经济体的最高增幅（４１％ ）。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通用技术，未来会通过大幅加快技

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本文只将劳动生产率额外涨幅中的 １０％归因于人

工智能，这同样是较为严谨的。 将三种情景下人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幅度及其在全要素生

产率和自动化水平之间的分解纳入生产函数，并结合 αｔ 和 ｇｔ 的表达式，即可反推出相关参数的取

值。 具体校准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不同情景下人工智能相关参数的校准结果

情景设定 参数校准值

情景 １：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使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额外提高 １０％

情景 ２：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使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额外提高 ２０％

情景 ３：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使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额外提高 ３０％

α ＝ １
ｇ ＝ ０ ０５０
ζ ＝ ０ ０５５
η ＝ ０ １

ｈ ＝ １００ ０，μ ＝ ５７ ５

ｈ ＝ ８９ ０，μ ＝ ５０ ５

ｈ ＝ ８０ ０，μ ＝ ４８ ５

　 　 （二）其余参数的校准

除了上述参数，还需校准｛ β，ρ，α０ ，ｇ０ ；δ，τ，σ｝ 。 其中，｛ β，ρ，α０ ，ｇ０ ｝参照已有文献予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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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不过，后文汇报模拟结果时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即重点关注对未来的预测结果。
α０ 和 ｇ０ 与人工智能的未来演进轨迹无关，因此无需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进行校准，而是根据已有文献加以确定，具体

参见下文。
所谓额外增长，指的是考虑人工智能情形下 ２０３５ 年的劳动生产率比不考虑人工智能情形下 ２０３５ 年的劳动生产率所提高

的幅度。



定。 关于时间贴现因子 β，参照庄子罐等（２０１２） ，令 β ＝ ０ ９９。 关于参数 ρ 的取值，需要通过

要素替代弹性 １ ／ （１ － ρ）加以确定，袁礼和欧阳峣（２０１８）估算发现 １９５０—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巴
西、埃及、伊朗等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替代弹性介于 ０ ９６５ 和 １ 之间，本文选择中间值 ０ ９８５ 作

为参照，据此求得 ρ ＝ － ０ ０１５。 关于初始期自动化程度 α０ ，通过资本密集度 α１ － ρ
０ 间接校准得

到：章上峰等 （ ２０１７ ） 估算 得 出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 年 中 国 的 资 本 密 集 度 为 ０ ５ 左 右， 再 结 合

ρ ＝ － ０ ０１５，可知 α０ ＝ ０ ５１。 关于初始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ｇ０ ，参照陈宇峰等（２０１３） ，令
ｇ０ ＝ ０ ０２５。

剩余的三个参数｛δ，τ，σ｝通过模型内校准得到。 校准用到的三个矩条件分别是初始期的储蓄

率、政府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以及资本产出比。 究其原因，这三个参数与居民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

以及政府投资行为密切相关，因此会共同决定经济体的储蓄率、政府投资规模和资本产出比。 校准

结果显示：δ ＝ ０ ０５，①τ ＝ ０ ０５，σ ＝ １ １。② 而且，从表 ３ 可以清晰地看到，模型生成的三个矩条件的

数值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较为接近。 此外，模型经济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的经济增速平均为 ７ ００％ ，与
中国的实际情况（６ ７３％ ）也比较一致。 可见，本文所构建的模型经济体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的现

实经济特征，适用于本文的研究。
表 ２ 模型经济体的矩条件与现实数据的对比

初始期的储蓄率（％ ） 初始期政府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初始期的资本产出比

模型数值 ４５ ００ ９ ４０ ２ ９２

实际数值 ４７ ９７ ９ ２５ ３ １７

　 　 注：考虑到 ２００８ 年前后中国经济特征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用 ２００８ 年以来的宏观数据计算所需的矩条件。 第一，由于本文构

建的是封闭经济模型，因此模型经济体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完全相等。 ＷＤＩ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中国的储蓄率平均为

４９ ６７％ 、投资率平均为 ４６ ２６％ ，本文取二者的平均值（４７ ９７％ ）作为初始期的储蓄率。 第二，借鉴梁东黎（２０１３）的做法，通过考

察资金流量表，将政府部门资金运用去向中的“资本转移”和“资本形成总额”视为政府投资，据此计算得到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政府投

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平均为 ９ ２５％ ，并将其视为该指标的初始值。 第三，根据陈昌兵（２０１４）可以测算得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资本

产出比平均为 ２ ９７，根据柏培文和许捷（２０１８）可以测算得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平均为 ３ ２２，根据田友春（２０１６）可

以测算得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不含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数据）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平均为 ３ ３２，本文将三者的平均值（３ １７）确定为初始

期的资本产出比。

五、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基于所构建的模型，本文主要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第一，人工智能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冲

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第二，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有哪些？ 第三，当前

社会各界正在广泛讨论，试图通过延迟退休政策应对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冲击，那么人工

智能与延迟退休政策相比，谁能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为此，本文设置了多组数值模拟实

验（表 ３）。 通过对比“实验 １”和“实验 ２”的模拟结果，即可得出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

击及其影响机制。 通过对比“实验 ２”与“实验 ３”的模拟结果，即可得出不同情景下人工智能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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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资本折旧率 δ，陈昌兵（２０１４）等研究的取值为 ５％ ，本文模型内校准的结果与之一致。 不过，金戈（２０１６）计算发现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中国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与非基础设施资本的折旧率分别为 ９ ２１％ 、８ ５１％和 ９ ７３％ 。 为此，我们对折旧

率 δ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当 δ 取值 ６％ 、８％ 、１０％时，不同情景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速等的影响大小会有所变化，但是其作用

机制和方向保持不变，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陈晓光和张宇麟（２０１０）、陈彦斌等（２０１４ｂ）等对 σ 的赋值处于 １ ０—３ ５ 之间，本文模型内校准得到的结果在该范围内。

此外，还分别令 σ 取值 １ ５ 和 ２ ０ 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不同情景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速等的影响大小会有所变化，但是其作用

机制和方向保持不变，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及具体机制，进而判断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对冲老龄化带来的冲击。 通过对

比“实验 ３”与“实验 ４”的模拟结果，即可得出人工智能和延迟退休政策应对老龄化的效果孰优

孰劣。
表 ３ 数值模拟实验的情景设定和标识

编号 具体情景设定 标识

实验 １ 老龄化率保持在 ２０１６ 年的水平不变，并且不考虑人工智能的影响 ｎｏ⁃ａｇｉｎｇ

实验 ２ 老龄化率按照联合国预测的轨迹演进，并且不考虑人工智能的影响 ｒｅａｌ

实验 ３
“老龄化 ＋
人工智能”

情景 １：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使劳动生产率额外提高 １０％ ＡＩ＿１０％

情景 ２：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使劳动生产率额外提高 ２０％ ＡＩ＿２０％

情景 ３：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使劳动生产率额外提高 ３０％ ＡＩ＿３０％

实验 ４ “老龄化 ＋ 延迟退休政策”，并且不考虑人工智能的影响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一）人工智能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冲击的总体效果

图 １ 中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如果中国的老龄化率维持在 ２０１６ 年的水平，并且没有人工智能

的影响（ｎｏ⁃ａｇｉｎｇ 情形），那么中国的 ＧＤＰ 增速将逐渐下降，到 ２０３５ 年降至 ５ ４３％ 。 ＧＤＰ 增速下降

的原因在于，资本深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得资本边际产出不断下降，这与理论预期相一致。 如果中

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按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１７》的预测轨迹演进（ｒｅａｌ 情形），那么 ２０３５ 年

中国的 ＧＤＰ 增速将会进一步下降至 ４ ７０％ 。 这与陆旸和蔡昉（２０１４）等的结论是吻合的，即人口

老龄化会使得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预测结果并没有考虑国内外其他

不利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 比如，中国的资本存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住房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存量，
这些并非生产性资本，难以直接提升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 而且，中国住房的折旧率较高，伴随着

住房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折旧会越来越多，新增投资必须弥补折旧后才能形成新的资本存量，导
致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越来越弱。 如果将其他不利因素考虑在内，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的经

济增速预计还会进一步降低。
不过，从图 １ 还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将会较为有效地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冲击。 在情

景 １ 之下（ＡＩ＿１０％ ），即假设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可以使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额外提高 １０％ ，那么

２０３５ 年中国的 ＧＤＰ 增速将会达到 ５ ６５％ ，已经足以抵消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冲击。 在情景 ２

图 １　 不同情形下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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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ＡＩ＿２０％ ），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的 ＧＤＰ 增速将升至 ６ ４７％ 。 在情景 ３ 之下（ＡＩ＿３０％ ），到 ２０３５ 年

中国的 ＧＤＰ 增速更是达到 ７ ３７％的相对较高水平。 当然，这同样没有考虑国内与国外的其他不利

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 不过，由于除了人工智能和老龄化之外，所有情景下考虑的其他因素是相同

的，因此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情形下 ＧＤＰ 增速的差异来判断人工智能的影响，这也是动态一般均衡

模型下的数值模拟实验相比实证分析和统计分析所具有的显著优势之一。 通过计算可知，在三种

情景之下，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将分别使得中国的 ＧＤＰ 增速比老龄化情形（ ｒｅａｌ 情形）高出 ０ ９５
个、１ ７７ 个和 ２ ６８ 个百分点。 据此可以看出，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地发展、应用

和推广，那么它不仅能够完全对冲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较

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人工智能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冲击的核心机制

１． 人工智能可以提高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更大幅度地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从而减

轻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老龄化会减少全社会劳动力的供给数量，而人工智能则会减少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

弱化老龄化给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人工智能对冲老龄化所带来不利影响的最直接的

作用机制。 而且，由于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自我学习能力，甚至还具备越来越完善的感知能力和认知

能力，因此最新的人工智能系统对劳动的替代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机械设备和自动化系统。 这

最终体现为资本劳动比率的不断升高（见表 ４）。
表 ４ 不同情形下资本劳动比率的走势

年份
不同情形下的资本劳动比率

ｎｏ⁃ａｇｉｎｇ ｒｅａｌ ＡＩ＿１０％ ＡＩ＿２０％ ＡＩ＿３０％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１ ３４３ １ ３５６ １ ３６７ １ ３７６ １ ３９１ １ ３５３

２０２０ １ ４６８ １ ４８９ １ ５０５ １ ５１８ １ ５３９ １ ４８５

２０２５ ２ １８１ ２ ２４３ ２ ２９４ ２ ３３７ ２ ４０７ ２ １７９

２０３０ ３ ０６９ ３ １９２ ３ ３１５ ３ ４２１ ３ ５９０ ３ １１６

２０３５ ４ １８９ ４ ３８７ ４ ６６０ ４ ９０１ ５ ２７６ ４ ３２５

　 　 注：如果直接用模拟得到的 Ｋ ／ Ｌ 表示资本劳动比率，数值较大，不易于观察和比较。 为便于分析，将各种情形下 ２０１６ 年的

资本劳动比率标准化为 １，在此基础上得到其他年份的相关数值。 此外，为了节省篇幅，表中只列出了部分年份的模拟结果，下
表同。

从表 ４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所有情形下的资本劳动比率都在不断升高，这是因为中

国仍然处于资本深化的过程中。 第二，考虑老龄化（ ｒｅａｌ 情形）相比不考虑老龄化时（ ｎｏ⁃ａｇｉｎｇ
情形） ，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得反而更快，因为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而且资本投入

相对于劳动投入变得便宜（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１８ｂ） ，企业将更多地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导
致资本劳动比率被动升高。 第三，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会使得资本劳动比率更加显著地升高。
这与老龄化情形（ ｒｅａｌ 情形）背后的机理明显不同，因为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资本对劳

动的替代能力显著提升，企业会主动用人工智能系统（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而不是老龄化

情形（ ｒｅａｌ 情形）所发生的资本被动替代劳动。 模拟结果显示，到 ２０３５ 年，三种不同人工智能

发展情景下的资本劳动比例将分别比老龄化情形 （ ｒｅａｌ 情形 ） 高出 ６ ２１％ 、 １１ ７１％ 和

２０ ２６％ ；与老龄化率不变的情形（ ｎｏ⁃ａｇｉｎｇ 情形）相比，更是分别高出了 １１ ２４％ 、１７ ００％ 和

２５ 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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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人工智能可以提高资本回报率，进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减缓老龄化背景下储蓄率和投

资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并不仅仅局限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还会导致全社会投资率

的下降。 “人口红利”之所以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其本质在于劳动投入的持续增加避免了

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发生，而老龄化则会导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更快地体现出

来。 图 ２ 显示，伴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将会持续下降，储蓄率也随之下

行。 到 ２０３５ 年，老龄化情形（ ｒｅａｌ 情形）下的全社会储蓄率将会降至 ４０ ２２％ ，这比不存在老龄

化的情形（ｎｏ⁃ａｇｉｎｇ 情形）低了 １ ９１ 个百分点。 现实中，资本回报率和储蓄率的下降幅度将会

比模拟结果更大。 其一，由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面临高债务负担，而且部分地区的房地产投

资和基建投资已经相对过剩，因此现实中资本回报率将比模型经济体更低。 其二，资本回报率

的下降直接就会导致储蓄率下降，不仅如此，本文模型将政府进行了简化处理，没有考虑政府

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支出，未来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会不断提高，从而进一

步降低全社会储蓄率。 此外，由于本文构建的是封闭经济模型，因此投资率与储蓄率走势相

同，不再赘述。

图 ２　 不同情形下资本回报率和储蓄率的走势

注：由于本文所构建的封闭经济体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相等，故而不再专门绘制投资率的走势图。

相比之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则会提高投资回报率。 一方面，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自动化和智能

化程度（即模型中的 αｔ 升高），使得生产过程中资本比劳动更加重要，因此有助于提高资本回报率。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还可以促进全社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模型中的 Ａｔ 升高），从
而进一步提高资本回报率。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情景 ３（ＡＩ＿３０％ ）之下，到 ２０３５ 年资本回报率将

达到 １４ １５％ ，比老龄化情形（ｒｅａｌ 情形）高出 １ ９６ 个百分点。 在相对较高的资本回报率的支撑下，
全社会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也摆脱了老龄化所带来的下滑态势。 仍然以情景 ３（ＡＩ＿３０％ ）为例，在人

工智能的驱动下，到 ２０３５ 年全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回升至 ４２ ９７％ ，比老龄化情形（ｒｅａｌ 情形）高
出 ２ ７５ 个百分点。 在情景 １（ＡＩ＿１０％ ）和情景 ２（ＡＩ＿２０％ ）之下，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相对慢

一些，因此储蓄率和投资率比情景 ３（ＡＩ＿３０％ ）要低一些，但是与老龄化情形（ ｒｅａｌ 情形）下的表现

相比，同样有所好转。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还专门探析了老龄化对政府投资率的影响，主要目的是论证在模型中引入

政府部门的必要性。 从图 ３ 可以发现，如果保持老龄化率不变（ｎｏ⁃ａｇｉｎｇ 情形），那么政府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将会持续升高，这也是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 但是，伴随着老

龄化的加剧（ｒｅａｌ 情形），政府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则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势，尤其是 ２０２８ 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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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增速将会明显放缓，①导致在随后的年份中政府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基本稳定不变。 将

ｎｏ⁃ａｇｉｎｇ 情形与 ｒｅａｌ 情形对比可知，到 ２０３５ 年，ｒｅａｌ 情形下政府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低了 ５ ４０ 个百

分点之多。 这意味着，如果模型中没有引入政府部门，那么将会明显低估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负面冲击。 可见，在研究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的确有必要在模型中引入政府部门，也
只有引入了政府部门才能更加准确地评估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对冲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不

利影响。

图 ３　 不同情形下政府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的走势

３． 人工智能可以促进全社会的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进一步对冲老龄化对经济增

长的不利影响

遵循 Ｐｕｒｄｙ ＆ Ｄａｕｇｈｅｒｔｙ（２０１７）和 Ｐｕｒｄ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的思路，假设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主要通过

提高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额外涨幅中只有 １０％归因于人

工智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基于这一假定，本文模拟了三种情景下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参见表 ５）。 结果发现，到 ２０３５ 年人工智能将分别使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额外提升

１ ３１％ 、２ ５８％和 ３ １２％ 。 从数值模拟结果来看，至少到 ２０３５ 年为止，人工智能通过促进技术进步

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提高经济增速的效果并不明显。
表 ５ 不同情形下全要素生产率的走势

年份
不同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ｒｅａｌ ＡＩ＿１０％ ＡＩ＿２０％ ＡＩ＿３０％

２０１９ １３ ５７７ １３ ５８６ １３ ５９４ １３ ５９８

２０２０ １３ ９１６ １３ ９２８ １３ ９４０ １３ ９４５

２０２５ １５ ７４５ １５ ７８５ １５ ８２５ １５ ８４２

２０３０ １７ ８１４ １７ ９２２ １８ ０２９ １８ ０７５

２０３５ ２０ １５５ ２０ ４１８ ２０ ６７５ ２０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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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之所以政府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７ 年间仍然持续升高，是因为此前政府部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存量，这
些资本的收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政府新增投资规模收缩所出现的时间节点和下降的幅度。 因此，老龄化推进过程中，政府投

资不会立刻下降，而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显现出来。



　 　 上述设定和模拟结果并不会弱化，相反会强化本文的研究结论。 历史经验表明，一项颠覆

性的通用技术对全社会生产率的深远影响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全显现，电力和 ＩＴ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历程均是如此，人工智能很可能也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对技术进

步和生产率的影响并未显现出来，至少从统计数字来看，过去一段时期内美国等创新型国家的

生产率并没有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升高，这一现象被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称为“现代生

产率悖论”。 究其原因，一方面，具备自我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尚未得到充分

发展和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要想显著提升生产率，依赖于大量配套创新科技的问世

和应用。 由于这两方面条件尚不具备，导致目前人工智能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仍然有限。 不

过，从更长远的视野来看，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将会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三）人工智能与延迟退休政策应对老龄化的效果对比

上文数值模拟实验已经证实，人工智能可以较好地对冲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不过，有可能其他政策的效果更好，例如近年来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延迟退休政策。 有鉴于此，
本文接下来将针对人工智能和延迟退休政策应对老龄化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以探寻究竟孰优

孰劣。 关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具体方案，目前尚无定论，不过大多数研究建议的方案是逐步出台、
循序渐进。 参考刘晓光和刘元春（２０１７）等已有研究的设计思路，假设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 年中国逐步提

高退休年龄，到 ２０２４ 年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分别比 ２０１９ 年提高五岁，并在此设定下进行数值

模拟实验。
从图 ４ 可知，延迟退休政策（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情形）实施的最初几年确实能够提高经济增

速，２０２０—２０２４ 年效果最为显著，延迟退休政策平均每年使得 ＧＤＰ 增速比老龄化情形（ｒｅａｌ 情形）
提高约 ０ ４０ 个百分点。 但是，随后延迟退休政策的效果迅速衰减，２０２５—２０３５ 年只能使得经济增

速比老龄化情形（ｒｅａｌ 情形）高出约 ０ ０９ 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初期，本应退

休的劳动力不得不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与老龄化情形（ｒｅａｌ 情形）相比，劳动力供给量有所增加，从
而可以较为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劳动力达到新的法定退休年龄后还是要

退出劳动力市场。 而且，在政策实施的过渡期结束之后，延迟退休政策所带来的相邻两年内的劳动

力净增加量非常有限，也就无法显著推高经济增速。 由此可知，延迟退休政策应对老龄化的效果明

显不及人工智能。

图 ４　 人工智能与延迟退休政策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效果对比

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主要机制，进一步解释延迟退休政策的作用效果不及

人工智能的原因。 第一，延迟退休政策试图“挖掘”劳动供给，但是难以扭转老龄化背景下劳动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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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日趋减少的趋势。 与之不同，人工智能可以提升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持续不断地减少劳

动需求数量，从而使其可以长期可持续地应对老龄化的冲击。 如表 ４ 所示，延迟退休情形下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情形）的资本劳动比率与老龄化情形（ｒｅａｌ 情形）相比，略微有所降低，这归因

于延迟退休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相比之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企业可以摆脱劳动力供

给不足的束缚，用先进的、智能化的设备替代劳动力，这体现为人工智能的三种发展情景下资本劳

动比率的显著升高。 第二，人工智能可以提高资本回报率，从而驱动储蓄率和投资率升高，这同样

是延迟退休政策无法比拟的。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延迟退休政策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微乎其微，①

而人工智能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则非常显著。 第三，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全要素

生产率增速，这也是延迟退休政策难以实现的。

六、 结　 语

本文通过构建含有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寻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

主要机制，以判断人工智能究竟能否有效应对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文研究

发现，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三条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应对老龄化的冲击。 一是，人工智能可以不

断提高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越来越多地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从而减轻老龄化背景下劳

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二是，人工智能可以提高资本回报率，进而提高储蓄率和投

资率，以减缓老龄化背景下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三是，人工智能可以促进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对冲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人工智能的确可以较为有效地应对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

响。 老龄化背景下，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会下滑至 ４ ７０％ （如果考虑国内与国外其他

不利因素的冲击，经济增速的下滑幅度将会更大）。 而在本文设定的三种人工智能发展情景

下，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分别比老龄化情形下高出 ０ ９５ 个、１ ７７ 个和 ２ ６８ 个百分点。
而且，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对全社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将越来越明显，从而进

一步提高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 为了进一步评估人工智能应对老龄化的效果，本文

还专门将其与延迟退休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延迟退休只是在政策实施的最

初几年较为有效，平均每年提高经济增速约 ０ ４０ 个百分点，此后的效果将大幅减弱，平均每年

只能提高经济增速约 ０ ０９ 个百分点。 可见，延迟退休政策应对老龄化的效果明显低于人工智

能的效果。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来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不

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其一，人工智能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先进半导体、微处理器和

高性能计算技术，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微晶片高度依赖进口，部分类型的高端半导体则几乎

完全依靠进口，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面临技术难题。 其二，虽然长期而言人工智能有助

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但会带来短期失业问题。 随着某项关键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

可以在短时间内导致个别工作岗位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引发短期内的集中性失业问题。 其

三，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生产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更加重要，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更加向资本倾斜，而不利于劳动者。② 有鉴于此，政府部门既需要增加对人工智能关键技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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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延迟退休政策也会略微提高资本回报率，因为该政策少量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使得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效果略

有减弱。 囿于篇幅所限，暂不汇报具体模拟结果，感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越高，全社会资本报酬相对于劳动报酬就越高。 例如，在情景 ３（ＡＩ＿３０％ ）之下，

２０３５ 年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之比将会升至 ９６ １８％ ，比 ｒｅａｌ 情形高出 ６ ６５ 个百分点之多。 囿于篇幅所限，暂不汇报具体模拟结

果，感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域的基础性研发投入从而为人工智能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又需要未雨绸缪以防范人工智能

可能带来的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这样才能使得人工智能更加有效地应对老龄化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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