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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宏观经济学》教学大纲 
 

授课教师：                杨有智 

                          答疑时间：周三：13:00—14:00 或事先预约 

                          办公室：经济学院 721 

                          E-mail：yang.youzhi@mail.shufe.edu.cn 

 

助教：                    孙浩鹏 

答疑时间：TBA 

办公室：TBA 

E-mail: sunhaopenghappy@yeah.net 

 

课程类别：                必修课 

 

课程对象：                大学本科二年级 

 

课程安排说明：            2018 年 9 月 10 日—12 月 5 日 

                          周一上午 10:05—11:45；周三下午 15:25—17:05 

                          教室：三教 401 

                          课程调整：中秋节，国庆节休假，课程内容顺延。  

                          期终考试时间：  

 

教学课时数：              4 × 12 ＝ 48 课时 

 

教学学分：                3 学分 

 

课件网址：                 

 

教材和参考书目： 

指定教材： 

[1] 格列高里∙曼昆，《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 9 版，ISBN：

9787300230382。 

 

参考书目： 

[1] 《西方经济学》编写组，西方经济学 下册（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第

1 版。 

[2] Robert J. Barro, Macroeconomics: A Modern Approach,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 

2007, first edition. 

（中文版：罗伯特∙J.巴罗，《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 版。）  

         

 

预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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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为宏观经济学的中级课程，需要具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作为学习的基础，学生必

须自行修读初级教材的基本知识。 

 

课程教学目的  

本课程将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分析框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 

1. 理解宏观经济中的基本事实和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及相互关联 

2. 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了解宏观经济建模分析的基本思路方法 

3. 能够运用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工具解释、分析实际宏观经济现象和问题 

4. 能够针对典型的宏观经济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同时能理解和阐明其局限性 

 

课程考核形式 

课程考核分为：课堂参与和随堂表现、作业、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等四部分。每部分

所占比例如下： 

课堂参与      10 % 

作业          20 % 

期中考试      20 % 

期末考试      50 % 

 

习题课要求 

助教将安排 4 次习题课，主要讲解习题以及布置的讨论；习题课时间与教室待定。 

 

学术诚实 

    涉及学生的学术不诚实问题主要包括考试作弊；抄袭；伪造或不当使用在校学习成绩；

未经老师允许获取、利用考试材料。对于学术不诚实的最低惩罚是考试给予 0 分。其它的惩

罚包括报告学校相关部门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教学要点 

 

第一篇：导言 

第一章：宏观经济学科学 

第一节：宏观经济学家研究什么 

第二节：经济学家是如何思考的 

第二章：宏观经济学的数据 

第一节：衡量经济活动的价值，国内生产总值 

第二节：衡量生活成本：消费者价格指数 

第三节：衡量失业：失业率 

第四节：结论：从经济统计数字到经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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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重点难点：中级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之间的关系，

中级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应用程度，宏观经济学家建立模型的方法，宏观经济的

数据特征。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理解宏观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掌

握宏观经济数据的测度方法。 

第二篇：古典理论：长期中的经济 

第三章：国民收入：源自何处？去向何方？ 

第一节：什么决定了产品与服务的总生产？ 

第二节：国民收入如何分配给生产要素？ 

第三节：什么决定了产品与服务需求？ 

第四节：什么使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 

本章重点难点：产品和服务市场供求均衡机制，金融市场供求均衡机制，国民收入分配。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古典经济中的生产函数；掌握产品和服务市场、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

掌握要素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第四章：货币系统：它是什么？如何起作用？ 

第一节：什么是货币？ 

第二节：银行在货币系统中的作用 

第三节：中央银行如何影响货币供给 

本章重点难点：货币的职能，百分之百准备金银行制度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银行资本、

杠杆和资本要求，中央银行如何影响货币供给。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银行在货币系统中的作用；了解中央银行如何影响货币供给。 

第五章：通货膨胀：起因、影响和社会成本 

第一节：货币数量论 

第二节：货币铸造税：从发行货币得到的收益 

第三节：通货膨胀与利率 

第四节：名义利率与货币需求 

第五节：货币通胀的社会成本 

第六节：恶性通货膨胀 

第七节：结论：古典二分法 

本章重点难点：货币需求理论的演变、货币供给的机制。 

本章教学要求：了解货币形式的演变；掌握信用货币体系下的货币供给过程；理解费雪效应

的经济意义；掌握货币需求理论；了解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与起因。 



4 

 

第六章：开放的经济 

第一节：资本和产品的国际流动 

第二节：小型开放经济中的储蓄与投资 

第三节：汇率 

第四节：结论：美国作为一个大型开放经济 

本章重点难点：开放经济中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贸易余额与实际汇率的关系。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开放经济中的均衡机制；掌握政策影响贸易余额的机制；掌握贸易余额

与实际汇率的关系；了解预算赤字与贸易赤字之间的关系；理解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宏观经

济影响；理解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的决定。 

第七章：失业 

第一节：失去工作，需找工作，以及自然失业率 

第二节：工作搜寻和摩擦性失业 

第三节：实际工资刚性与结构性失业 

第四节：劳动市场经验，美国 

第五节：劳动市场经验：欧洲 

本章重点难点：自然失业率；摩擦性失业的形成；结构性失业的形成；不同国家间失业率差

异。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自然失业率的内涵；理解工作搜寻影响摩擦性失业的方式；理解实际工

资刚性导致结构性失业的方式；了解不同国家间失业率差异的原因。 

第三篇 增长理论：超长期中的经济 

第八章 经济增长Ⅰ：资本积累与人口增长 

第一节：资本积累 

第二节：资本的黄金率水平 

第三节：人口增长 

本章重点难点：资本的稳态机制，黄金律的经济意义。 

本章教学要求：掌握资本稳态的动态形成机制，掌握黄金律稳态的经济意义，掌握资本向黄

金律稳态过度中的经济效应，掌握人口增长对资本稳态的影响。 

第九章 经济增长Ⅱ：技术、经验和政策 

第一节：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 

第二节：从增长理论到增长经验研究 

第三节：促进增长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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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超越索洛模型：内生增长理论 

本章重点难点：有效工人的涵义，技术进步嵌入到索洛模型中的方式，技术的内生化。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有效工人的内涵；掌握技术进步下的索洛模型稳态；掌握技术进步的经

济效应；了解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理解经济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了解技术的内

生机制。 

第四篇 经济周期理论：短期中的经济 

第十章 经济波动导论 

第一节：关于经济周期的事实 

第二节：宏观经济学的时间范围 

第三节：总需求 

第四节：总供给 

第五节：稳定化政策 

本章重点难点：宏观经济中总需求的引入。 

本章教学要求：了解经济周期中经济变量的特征；理解宏观经济中总需求的引入方式；理解

短期向长期转换中的价格调整方式；理解经济中的冲击以及稳定化政策。 

第十一章 总需求Ⅰ：建立 IS-LM 模型 

第一节：产品市场与 IS 曲线 

第二节：货币市场与 LM 曲线 

第三节：结论：短期均衡 

本章重点难点：凯恩斯交叉、流动性偏好理论。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凯恩斯交叉的涵义；掌握产品市场均衡基础上的 IS 线以及政策涵义；

掌握货币市场均衡基础上的 LM 线以及政策涵义。 

第十二章 总需求Ⅱ：应用 IS-LM 模型 

第一节：用 IS-LM 模型解释波动 

第二节：作为总需求理论的 IS-LM 模型 

第三节：大萧条 

本章重点难点：财政政策与短期均衡、货币政策与短期均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短期均

衡的共同作用机制，从 IS-LM 推导总需求曲线。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凯恩斯交叉的涵义；掌握产品市场均衡基础上的 IS 线以及政策涵义；

掌握货币市场均衡基础上的 LM 线以及政策涵义；理解短期和长期 IS-LM 模型均衡的过度

机制；了解大萧条原因的假说。 

第十三章 重访开放经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与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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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第二节：浮动汇率下的小型开放经济 

第三节：固定汇率下的小型开放经济 

第四节：利率差 

第五节：汇率应该浮动还是固定？ 

第六节：从短期到长期：价格水平变动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本章重点难点：开放经济下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与短期均衡、

财政政策与短期均衡、贸易政策与短期均衡、从短期到长期均衡的变化机制。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开放经济中的产品市场均衡与 IS 线；理解开放经济中的货币市场均衡

与 LM 线；掌握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对经济均衡的影响；了解汇率与

利率的关系；掌握开放经济中短期经济向长期经济的过度方式。 

第十四章 总供给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取舍 

第一节：总攻击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通货膨胀、失业率和菲利普斯曲线 

本章重点难点：总供给的粘性价格模型，总供给的不完备信息模型，含有预期形式的菲利普

斯曲线。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总供给的价格粘性模型；了解不完备信息理论；理解卢卡斯总供给曲线；

掌握通过短期总供给曲线推导出菲利普斯曲线；理解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与通货膨胀的形

成机制；掌握菲利普斯曲线。 

第五篇 宏观经济理论专题 

第十六章 理解消费者行为 

本章重点难点：消费跨期决策、生命周期假说、永久收入假说。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凯恩斯消费理论；理解生命周期假说；理解永久收入理论；掌握消费动

态决策机制。 

第十七章 投资理论 

本章重点难点：股票市场与托宾 q 值、企业投资决策依据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投资的决策机制；了解股票市场与托宾 q 值。 

第六篇 宏观经济政策专题 

第十八章 关于稳定化政策的不同观点 

本章重点难点：政策的时滞、卢卡斯批判、政策规则、政策相机决策。 

本章教学要求：理解政策实施和效应的时滞；了解自动稳定器；了解卢卡斯批判；理解政策

规则和承诺；理解时间不一致性与相机抉择；理解货币政策规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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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政府债务和预算赤字 

本章重点难点：债务的衡量、李嘉图等价的基本原理，平衡预算与最优财政赤字。 

本章教学要求：了解债务的规模及其衡量；掌握传统的政府债务观点；掌握李嘉图学派的政

府债务观点；理解平衡预算与最优财政政策的优劣；了解货币政策与政府债务的关系；了解

国际债务。 

 

 

 

 

 

 

 

 

 

 

 

 

 

 

 

 

 

 

 

 



8 

 

上海财经大学 2018－2019 学年第 1 学期教学进度表   

（两次课/周） 

开课院系：经济学院          课程名称 （中级）宏观经济学         

总课时 48 （其中讲课 48  课时，实验    课时） 

讲课教师 杨有智   辅导教师：N.A. 多媒体 □实验 □全英（若‘是’则在方框中打） 

周次 月/日 讲课内容 阅读 作业 

1 
9/10 宏观经济学的数据 第 1，2 章  

9/12 国民收入 第 3 章  

2 
9/17 货币系统 第 4 章  

9/19 通货膨胀 第 5 章  

3 
9/26 开放的经济 第 6 章  

9/29 失业 第 7 章 作业 1 

4 
10/8 经济增长Ⅰ 第 8 章  

10/10 资本积累与人口增长   

5 
10/15 经济增长Ⅱ 第 9 章  

10/17 技术、经验和政策  作业 2 

6 
10/22 期中考试   

10/24 经济波动导论 第 10 章  

7 
10/29 总需求 第 11 章  

10/31 建立 IS-LM 模型   

8 
11/5 应用 IS-LM 模型 第 12 章  

11/7 应用 IS-LM 模型  作业 3 

9 
11/12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第 13 章  

11/14 汇率制度   

10 
11/19 总供给模型 第 14 章  

11/21 总供给与通货膨胀和失业   

11 
11/23 消费者行为 第 16 章  

11/28 投资理论 第 17 章  

12 
12/3 关于稳定化政策的不同观点 第 18 章 作业 4 

12/5 政府债务和预算赤字 第 19 章  

  期末考试（时间、范围待定）   

阅 

读 

材 

料 

教材：曼昆，《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 9 版。  

讲义：见课程资料网站。 

参考书 1：《西方经济学》编写组，西方经济学 下册（第一版），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2，第 1 版。 

参考书 2：罗伯特∙J.巴罗，《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格致出版社、上海人

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 版。 

习题课要求：由助教讲授 4 次习题课，主要讲解习题以及老师布置的讨论；具体时间待定。 

备注：逢国庆假期根据学校通知调整上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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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宏观经济学》教学设计 

课程总体特色 

目前国内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视角单一，课程乏味。教学手段多以口述为主，这种教学方式忽略了

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往往会导致学生为了应对考试而学习。此外，宏观经济

学中存在大量的数学推到和图表分析过程，而教师们往往采取口授的方式，使得

原本艰涩难懂的推导变得更加无趣，影响学生学习兴趣。 

第二，切合中国实际的案例非常少。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的特点是逻辑严

谨，思路清晰，教材安排也比较适合本科阶段的需要。但是该教材采用的多是美

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案例，缺乏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探讨。这样使得学生

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仅仅停留在理解的程度，导致学生对课程缺乏直观感受，认

为课程抽象而脱离实践，与生活联系不紧密，甚至认为只要期末突击复习就能获

得好成绩，因而无法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第三，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做的不够。宏观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是从实践

中抽象出来的，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只是理解它的数学推导或者计算公式就足够

了，更重要的还在于学会运用这些理论知识去分析和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存在

的实际问题。 

本课程拟通过教学创新，克服上述问题，实现如下目标： 

第一，教师要多元化教学手段，在口授的基础上，多多加入于学生互动的环

节，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另外，根据我校的财经类特色，以经济学为主体，结合

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历史学等学科，从不同视角多维度地论述中

级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增强学习兴趣； 

第二，增加对中国实际问题的阐述，使学生能够运用深层次的理论看待中国

宏观经济问题，体现出教学和教师的价值。并且，尝试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学术

前沿思想融入到教学中来，让本科生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学术观点； 

第三，增加运用性和计算性问题，适度增加课程难度和深度，并加强对学生

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宏观经济现实问题的能力。 

教学设计节段 1：导言 

1． 教学目的 

本次课（2 学时）的教学目的包括：第一，学生能够在学习后了解什么是宏

观经济学;第二,学生能够对宏观经济学的数据有所了解;第三，使学生了解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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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拓宽学生的视野。 

2． 教学思想 

教学总体思想：宏观经济学的第一篇导言部分是一个重要的引导性课时，在

一开始就必须引起学生对于这门课的兴趣。为此，本课程首先对宏观经济学这门

学科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之后过渡到具体的宏观经济学的数据，其间不断穿插

各种有趣的日常生活中的宏观经济现象，加入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探讨，提高

学生对宏观经济学这门课的参与兴趣和学习兴趣。 

教学思路和教学过程：首先对宏观经济学这门学科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之

后过渡到具体的宏观经济学的数据，其间不断穿插各种有趣的日常生活中的宏观

经济现象，加入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探讨。 

3． 教学分析（内容、重难点） 

本次课的教学内容包括：第一，什么是宏观经济学；第二，介绍宏观经济

学的数据，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价格指数，失业率。  

本次课教学的重点：中级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高级宏观经

济学课程之间的关系，中级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应用程度，宏观经济

学家建立模型的方法，宏观经济的数据特征。 

本次课教学的难点：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理解宏观经济学

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掌握宏观经济数据的测度方法。 

4． 教学方法和策略 

本次课的教学方法包括：第一，讲授法，即通过教师讲述使学生了解宏观

经济学发展过程；第二，提问法，即在若干环节，教师通过提问启发学生思考，

如让同学们思考宏观经济学的相关问题。  

本次课的教学策略包括：第一，历史回顾。通过对历史的介绍可以增强课

程的趣味性，能够循序渐进的将学生引入到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中来；第二，图

文并茂。图文并茂可以从多感官增强对学生的刺激，更有利于学生记忆和掌握知

识；第三，多视角多学科交叉。通过融合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

各种知识，能够为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充分体现宏观经济学的特色和魅力。 

5． 教学安排 

本次课的教学安排如下：约用时 20 分钟，通过各种案例讲述什么是宏观经

济学，之后开始用 50 分钟的时间介绍主要的宏观经济学的数据及其测算方法，

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失业率。最后用 20 分钟的时间于学生探

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合计 9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