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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问题线上沙⻰第六期
统计性歧视和“⾊盲”的科学研究



推荐: OSU18_Masterminds_TrevonDLogan https://vimeo.com/273723902



“硬核理性”的区别对待



Former NYC Mayor Bloomberg:

• 关于种族归纳执法 (racial profiling)


• “95 percent of murders, murderers, 
and murder victims” were “male 
minorities 16 to 25” and that one 
could “take the description, Xerox it, 
and pass it out to all cops. We put all 
the cops in minority neighborhoods. 
Yes, that’s true. Why do we do it? 
Because that’s where all the crime is. 
And the way you get guns out of the 
kids’ hands is to throw them up 
against the wall and frisk them.”                     
- circa 2015



• “The world was thinking wrong 
about race, because it didn’t 
know it. The ultimate evil was 
stupidity.” —W. E. B. Du Bois



主要内容

• 统计歧视的理论基础


• 实际应⽤当中的常⻅误区


• ⻓远的政策影响


• 纠正偏⻅过程中种族意识 (racial awareness) 的必要性



加⾥·⻉克尔的⼆分法 (Becker 1957)
school segregation ruled unconstitutional in 1954

• 解释性理论


• 基于偏好的歧视  (the racist racist)                          
taste-based discrimination


• 统计性歧视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 歧视作为⽬的/⼿段


• 实证归因



统计性歧视的理论
Phelps 1972, Arrow 1973

• 基本前提：信息⾮常有限且获取成本⾼ 

• 经典范例：就业歧视


• 企业⽆从知晓求职者的实际⼯作能⼒，所以不得不依靠易观测难以造假的特征
来作出统计推断（⽐如学历、种族、性别）并据此决定是否雇⽤


• 在特定情况下，这可能导致同⼯不同酬，或者⾮裔或者⼥性在同等资历的情况
下不被优先考虑


• 同样的逻辑也被推⼴到教育、⾦融、执法等语境

参考阅读: David Autor, Lecture Notes: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https://economics.mit.edu/files/553

https://economics.mit.edu/files/553


现实涵义

• 统计歧视是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化的⾏为⼈/组织所能选择的最优解


• 不同于基于偏好的歧视，统计歧视即便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也不会消失


• 公平和效率的权衡 (equity/efficiency trade-off)


• 违反⺠权法案 (Civil Rights Act) 中相关条款，但是往往难以证明



问题：在现代社会，在剔除其他明显易得的特征影响之后，种族标签还含有多少信息量？

参考阅读: Mackenzie and Pearl, The Book of Why: The New Science of Cause an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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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情况下如果圈中的变量都可观测，再将种族标签加

⼊统计推断（回归分析）⾮但不能提⾼决策质量，反⽽

还会引⼊本不存在的偏差

Y = β′�X + αZ + e
𝔼[Y |X, Z]







数据产⽣过程 (Data Generating Process) 中内含的偏⻅

• 测量偏差 (bias in measurement)


• 基于偏好的歧视所导致的统计性歧视 (selection bias)


• ⾃我实现 (self-fulfilling) 的歧视


• 数据质/量上的明显差距


• etc…

即便悬置道德判断，使⽤种族进⾏统计歧视也不是理性的决策⽅式。



那，是不是抛弃种族标签就万事⼤吉了呢？



NO



不严谨的社科研究：从理论到实践
破窗理论和截停搜查

• 起源：1969年斯坦福⼤学⼼理学家                                                                       
Philip Zimbardo的弃⻋实验


• 普及：1982年犯罪学家 Kelling 和 Wilson                                                               
在⼤⻄洋⽉刊 (The Atlantic) 上发表⽂章                                                             
《破窗》，将津巴多的实验结论应⽤到警                                                              
察执法。建议警⽅防范于未然，专注于减
少社区内的轻度犯罪。

参考阅读: NPR, How A Theory Of Crime And Policing Was Born, And Went Terribly Wrong



不严谨的社科研究：从理论到实践
破窗理论和截停搜查

• 尝试：破窗理论的推出恰逢其时。90年代的纽
约市犯罪率⾼企，新上任的市⻓Giuliani亟须恢
复治安的良策，决定从清理地铁系统开始打击
犯罪。


• 推⼴：调查⼩偷⼩摸帮助警察搜集关于更严重
犯罪的线索，于是NYPD将措施推⼴到全市，
刻意提⾼了轻罪的逮捕率。


• 成功: 同时期犯罪率和谋杀率急剧下降。⾼犯罪
率 - ⾼密度出警 - 更⾼幅度的犯罪减少  
(Kelling and Sousa 2001) 



不严谨的社科研究：从理论到实践
破窗理论和截停搜查

• 升级：2001年起，Bloomberg 治下防范性执法
的逻辑进⼀步升级，盘查逮捕的范围扩⼤到可疑
⼈物或者扰乱社会秩序者


• “Racial profiling doesn’t exist, but it works.”


• 转折：2013年⼋⽉ Floyd v. City of New York裁
决判定 S&F 违宪 (第四修正案)。


• 尾声：新任市⻓ DeBlasio 庆祝 S&F 政策的终
结，但并没有抛弃破窗理论。


• Eric Garner (1979-2014)



事后政策评估

• 纽约的犯罪率在Giuliani上任并采⽤破窗理论指导警务之前就已有明显下降趋势


• ⾄今仍没有很好解释的全国/全球现象，且存在LA这样的反例


• 90年代可能有限的社会效益 (Manski and Nagin 2017)


• 初始犯罪率最⾼的街区下降幅度也最⼤ - 均值回归 (Harcourt and Ludwig 2006)


• ⾼犯罪率街区的⼤部分搜查没有产⽣显著效果 (MacDonald, Fagan, and Geller 2016)


• 300万起S&F案例中，有40%发现武器的统计概率不⾜1%；存在简单易⾏的标准使
得警⽅能够仅依靠6%的盘查量就能得到同样的效果 (Goel, Rao, and Shroff 2016)

参考阅读: The New Yorker, The Statistical Debate Behind the Stop-and-Frisk Verdict 



反思

• 这个错误经过三⼗年才得到部分纠正，只是因为决策者受的统计训练不⾜吗？


• 从1993年起关于警察不当⾏为的投诉/和解案例数就迅速上升


• 理性的政策决策需要同时考虑收益与成本，但是很⻓时间的公共讨论和学术研
究当中对抗性执法导致的社会成本远不如其可疑的收益显眼


• 中性的统计谬误和制度性的歧视互为因果



⾊盲 (Color-blindness) 的世界观 vs. 种族意识 (Racial Awareness)

• “I don’t see color. I just see people as unique individuals.”


• 两者差别在于是否承认种族因素会系统性影响个体因为⾃身优点所得到的奖励


• 前者常⽤于⽀持种族中⽴的政策议程


• 后种族主义的政治正确


• 有实例证明种族意识的提升有助于规避偏⻅提升决策质量 (Pope et al. 2014)


• 积极平权 (affirmative actions) 所⾯临的批评和挑战

参考阅读: Neville et al., Construction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Color-Blind Racial Attitudes Scale



乌云背后的⼀线光明

• 差别对待与差别影响 (disparate treatment/impact) 的问题被算法放⼤


• 技术问题的技术解决⽅案


• 决策者和研究者意识到规避统计决策中的偏⻅符合他们⾃身的利益


• 分类问题 (⽐如⼤学录取，企业招聘) 中有可能实现公平的积极平权 “fair 
affirmative actions”

参考阅读:  Barocas and Selbst, Big Data’s Disparate Impact

Dwork et al., Fairness Through Awareness



总结

• 当社会处于帕累托最优的情况下，公平和效率必然存在⽆可回避的冲突。


• 但是，我们所在的社会中充溢着低效的判断和决策。有意识地消除偏⻅追求更
准确的观念往往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