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能源安全新战略下的应急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文栋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能源安全直接关

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统揽

国际国内发展大局和风云变幻，提出了“四个革命、一

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并强调：“能源安全是关系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

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如何在

新时代建立健全能适应时代变化、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

能源安全和应急管理体系，推进能源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是摆在政府部门、能源行业面前的当务之急。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能源生

产使用的规模和管理水平都取得了很大发展。近年来，

能源行业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

会安全事件等的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各级各类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问责制的有效落实，使各类事件所造成的

损失和影响都得到了有效管控；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切实维护了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保障了能源的稳定供应。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和能源发展

的新格局，加快完善我国能源安全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将是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实现能源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得到了全面

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从国际

看，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

剧，沙特油田遇袭、美国原油期货跌至负值等“黑天鹅”

事件频发，地缘冲突风险明显上升，国际政治经济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日益增加；由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经

济衰退、能源需求下降，将进一步加剧能源地缘博弈和

金融博弈，我国能源供应和海外能源投资面临极大的安

全风险。从国内看，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过程中，能源领域突发事件的关联

性、衍生性、复合性和非常规性不断增强，发生系统性

风险的概率较以往显著加大。在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等

突发公共事件时，为最大程度地降低对政治经济、社会

生活的损害和影响，对能源应急保障能力、能源安全和

应急管理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是政府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国家能源安全和应急

管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推进“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和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加强我国在国际能源

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建立和完善政府储备和企业储

备相结合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安全储备体系。

从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

后恢复与重建等各方面加强能源应急能力建设。针对煤

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不同能源生产运输和存储的

特点，对可能造成能源安全和公共安全风险的重大事件、

应急状态和极端情形，建立多层次、分级别的应对策

略和应急预案。强化能源安全风险管控和安全监管，

完善不同能源品种、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应急组织和

工作协调。

二是能源企业应在政府主管部门指导下建立相应的

能源安全和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海外投资的风险

防范与管理，提升企业能源储备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

运用现代金融投资工具支持能源安全保障项目建设。严

格落实“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的要求，持续加强对煤矿安全生产、油气田勘探开采、

水电防洪度汛、核事故应急救援和石油天然气管道、高

压输电线路等重点领域、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监管、风

险管控和应急能力建设。推进供电、供气等“生命线工

程”的抗损毁和快速恢复保障能力建设。完善企业专兼

职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和公用事业保障应急队伍建设。

三是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尤其是传统能源行业院

校，应依托安全科学与工程、公安技术、公共管理、政

治学等学科建设基础，在区域与国别研究、应急管理学

科建设中，针对能源勘查、投资、建设、生产、储存、

输送、贸易、供应和使用全产业链的安全和风险开展应

用研究，尽快形成一批能源安全和应急管理基础理论、

技术工具、政策研究、应急平台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政

府主管部门、能源企业与相关院校应通力合作，加大能

源安全和应急管理人才队伍的培养力度；深化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通过合作设立研究机构，联合组织和申请研

究课题，为能源安全和应急管理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适应政府主管部门、各类能源企业的人才需求，确保能

高质量足额配备能源安全和应急管理方面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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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长期有效的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

为 3 679亿元，2017年增长到 820 754亿元，增长

了近224倍。

近年来，中国GDP增速放缓。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GDP增长速率首次低

基于面板数据的部门能源强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高奥蕾，张 华，倪昌城，乔洪洋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从产业部门角度出发，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 2008—2017年中国 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

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三次产业生产总值与部门能源强度之间的关

系，揭示三次产业的部门能源强度在能源强度曲线所处的阶段，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优化

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这 30省份中，三次产业生产总值与其部门能源强度均服从个体随机效应

模型且存在长期均衡负相关关系，即目前中国三次产业的部门能源强度均处于下降阶段，经济增长

与能源强度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行阶段。2）能源利用率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有差异，对第三产业的

影响最大。三次产业的部门能源强度每减少 1%，三次产业生产总值增加效应依次递增，分别增加

0.788% 、0.884% 、1.566%。随着我国能源消费量的增加，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下降。这意味着：我

国经济增长不再仅依赖能源消费量的增加，更需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新推动力的第三产业，降低能源依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需求也很迫切。

关键词：能源强度曲线；部门能源强度；经济增长；面板数据；能源利用效率

中图分类号：F21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6－0004－09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16GLC074）
通讯作者：张华（1983—），女，湖南衡阳人，博士，研究领域

为环境经济与政策、数量经济学。E-mail：huazhang@cugb.edu.cn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intens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panel data model

Gao Aolei，Zhang Hua，Ni Changcheng，Qiao Hong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ustry sector，a panel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
es，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excluding Tibet，Hong Kong，Macau and Taiwan）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industries reveals the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at the stage of the en⁃
ergy intensity curve， and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path fo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at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The re⁃
search results show that：1） In 30 provinces， the GDP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and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their sectors are
subject to individual random effect models and there i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negative correlation. That is，the energy inten⁃
sity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China is currently in a declining stage. Energy intensity is in the downward phase of an invert⁃
ed U-shaped curve. 2） The impact of energy utilization rate on the three industries is different，with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en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the sectors in the three industries decreases by 1%， the effect of the in⁃
crease in GDP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creases in sequence， increasing by 0.788%，0.884%，and 1.566% respectively. With
the increase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energy efficiency has declined， this means that economic growth no longer de⁃
pends only on the increase in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but also need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
my by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As a tertiary industry with the latest impetu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need
to reduce energy dependence and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is also urgent.
Key words：energy intensity curve；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economic growth；panel data；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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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7.0%。2015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回升，但依旧保

持在 10%以内。在全国 30个省份 （西藏、香港、

澳门、台湾除外） 中，尽管有部分省份如贵州省

和重庆市GDP仍保持高速增长，部分省份GDP增
速却明显放缓，如甘肃省和吉林省GDP增长速度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省GDP在 2016年甚至

出现了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以

前两位数增速的增长，已进入“调结构稳增长”

的经济新常态。

与此同时，中国能源强度下降趋势减缓。

2018年中国能源强度的降速远低于近 10年平均降

速。这主要由于传统工业占经济比重较大，从而

消耗大量的能源。根据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

2019》 [1]显示， 2018年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约

21%，同比增长 1个百分点，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更

是达到 72%，远超世界公认的 50%能源依存安全

警戒线。同时《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表明，1978
年中国能源消费量为 57 144万 tce，而 2017年增长

到了449 000万 tce，增长了近7倍。

因此，如何平衡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更少的能源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显得尤为重

要。国内外学者也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Anadon等[2]、Ang[3]、Garcia-Cerrutti等[4] 、Medlock
等[5]、董利[6]等大量学者都发现，经济增长和能源

强度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前期，能

源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而随着经济的发

展，能源强度对经济呈现抑制作用，能源强度曲

线会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

学者们也发现三次产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和

能源使用效率不相同。路正南[7]通过建立能源消费

模型，证实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直接影响能源需求

和改变能源消费结构，认为在三次产业中，第二

产业的能源消费强度最高，其次是第一产业，而

第三产业最低；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高，

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费弹性最低。刘固望等[8]从省际

视角出发对中国 18个省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关系

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省际间三次产业产出与其

能源消费存在约束关系。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以第

二产业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最低。

李天舒[9]提出用部门能源强度（产业部门单位

增加值能耗） 反映不同产业部门的能源效率，是

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水平对单位GDP能耗影响度

的具体反映。魏一鸣[10]指出产业结构之所以会对能

源需求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产

业部门单位产值需求的能源数量，即部门能源强

度差距较大。但目前，国内有关学者对经济增长

与能源强度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能源强度与经

济增长差异收敛性方面。齐绍洲等[11]分析 1997—
2006年中国西部和东部省区之间的能源强度差异

与人均GDP差异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以省区或区

域作为一个单位来研究地区经济增长和能源强度

之间的关系。赵新刚等[12]选取 1960—2009年间 9个
国家的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
模型及改进的算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与能源

强度间的关系以及确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

强度所处阶段，但未对不同产业对经济影响的差

异性进行研究。

正是因为能源强度与经济增长存在这种关系，

要实现经济稳定高速发展，应首先确定现阶段能

源强度究竟是处于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因此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确定中国三次产业的部门能源

强度阶段，以产业部门的视角，更深入地透视能

源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对中国下一步产业

结构的升级、能耗部门发展政策的制定、产业结

构的调整和确保中国经济的保质保量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数据来源及方法模型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省、市、自治区生产总值，三

次产业生产总值与生产总值指数数据 （2008—
2017），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

统计年鉴，能源消费量数据 （2008—2017） 来源

于各省统计年鉴与能源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部分省份统计年鉴数据的缺失，本文选取了

国内 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作为研究对

象。生产总值数据单位统一为亿元，能源消费量

为万 tce。在部分省份统计年鉴中，能源消费量数

据未进行分产业汇总或能源消费量单位不是万 tce，
本文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进行了处理使得

数据的统一与完整。

文中对参量进行检验前先进行自然对数交换

以此有效克服异方差。其中，参量自然对数处理

后记为Ln；三次产业生产总值记为PIND、SIND和

TIND，三次产业所对应的部门能源消费强度分别

记为 PINTEN、SINTEN和 TINTEN；省份标记采用

省份序数形式 （例如：北京第一产业生产总值记

高奥蕾等：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能源强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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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PIND，自然对数交换后数据记为Ln PIND）。

1.2 数据检验

1.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在面板数据分析中，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

对 Ln PIND、 Ln SIND、 Ln TIND 和 Ln PINTEN、
Ln SINTEN、Ln TINTEN进行平稳性检验，只有在

数据经过一阶差分后趋于平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协整检验。本文运用了 4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确

定相关变量的平稳性分别为：LLC检验、IPS检验、

ADF Fisher检验和Fisher-PP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 1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对各指标的水

平值进行检验，Ln SIND、Ln TIND、Ln PINTEN 、

Ln SINTEN 和 Ln TINTEN 的 LLC 检 验 P 值 与

Ln SINTEN的FISHER-PP检验P值小于 0.05，拒绝

不稳定的原假设；其余的检验P值均大于 0.05，接

受不稳定的原假设，即存在单位根 （各指标的水

平值不稳定）。而对各指标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

结果均表明拒绝零假设，各指标的一阶差分均不

存在单位根（即各指标的一阶差分稳定）。综合结

果，各指标序列的都是一阶单整，可进一步进行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1.2.2 面板协整检验

在 对 Ln PIND、 Ln SIND、 Ln TIND 和

Ln PINTEN、Ln SINTEN、Ln TINTEN变量的面板

检验方法

水平值

一阶差分

水平值

一阶差分

水平值

一阶差分

LLC检验

IPS检验

Fisher-ADF检验

FISHER-PP
LLC检验

IPS检验

Fisher-ADF检验

FISHER-PP

LLC检验

IPS检验

Fisher-ADF检验

FISHER-PP
LLC检验

IPS检验

Fisher-ADF检验

FISHER-PP

LLC检验

IPS检验

Fisher-ADF检验

FISHER-PP
LLC检验

IPS检验

Fisher-ADF检验

FISHER-PP

统计量（P值）

Ln PIND
2.342 93（0.990 4）
7.381 86（1.000 0）
12.315 1（1.000 0）
3.730 36（1.000 0）

-23.155 3（0.000 0） ***
-4.472 26（0.000 0） ***
169.441（0.000 0） ***
173.577（0.000 0） ***

Ln TIND
-3.119 81（0.000 9） ***
3.341 69（0.999 6）
29.948 8（0.999 6）
43.419 4（0.947 2）

-13.320 3（0.000 0） ***
-2.494 02（0.006 3） ***
124.563（0.000 0） ***
187.621（0.000 0） ***

Ln SINTEN
-2.001 08（0.022 7） **
1.728 10（0.958 0）
50.715 1（0.740 3）
85.640 1（0.010 6） **
-20.721 4（0.000 0） ***
-4.115 49（0.000 0） ***
156.358（0.000 0） ***
233.484（0.000 0） ***

Ln SIND
-2.130 69（0.016 6） **
6.076 09（1.000 0）
11.381 0（1.000 0）
22.486 7（1.000 0）

-17.757 0（0.000 0） ***
-2.6054 2（0.004 6） ***
123.973（0.000 0） ***
98.123 6（0.000 8） ***

Ln PINTEN
-2.559 06（0.005 2） ***
6.305 71（1.000 0）
41.094 7（0.970 4）
43.318 7（0.948 4）

-11.243 4（0.000 0） ***
-1.980 21（0.000 3） ***
105.528（0.000 3） ***
148.522（0.000 0） ***

Ln TINTEN
-8.643 43（0.000 0） ***
0.374 78（0.646 1）
57.250 8（0.576 8）
64.297 8（0.328 6）

-13.036 1（0.000 0） ***
-2.369 97（0.008 9） ***
117.419（0.000 0） ***
192.195（0.000 0） ***

表 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②圆括号中的数据是该统计量的伴随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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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根检验得出的都是一阶单整的前提下，将这

两个变量进行面板的协整检验，来避免变量的伪

回归。本文选用 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方法，这种

方法共有7个统计量，检验结果见表2。
结果看出， 3对变量间的大多数统计量在

10%、5%、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

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认为三次产业总产值及对应

的部门消费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

Ln PIND与 Ln PINTEN、Ln SIND与 Ln SINTEN和

Ln TIND与Ln TINTEN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1.3 方法模型

本文采用面板结构数据方法，各次产业生产

总值与其对应的部门能源消费强度的长期关系方

程表示为公式（1） -（3） [13]。
Ln PINDit = αit + βit Ln PINTENit +εit （1）
Ln SINDit = αit + βit Ln SINTENit +εit （2）
Ln TINDit = αit + βit Ln TINTENit + εit （3）

式中：i = 1, 2,…, 30表示中国省际面板中各省份；

t = 1, 2,…z, 11表示时间区间。

模型（1） -（3）是为了估计 βit和确定三次产

业产总值与其对应部门能源消费的影响关系。若

βit< 0，则产业的能源强度增大将抑制该产业总生

产总值的增长。

面板数据模型分为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

和随机效应模型，如公式（4） -（7）所示。

yit = α + βxit + uit ( )i = 1, 2,…,N, t = 1, 2,…,T （4）
yit = αi + βxit + uit ( )i = 1, 2,…,N, t = 1, 2,…,T （5）
yit = γt + βxit + uit ( )i = 1, 2,…,N, t = 1, 2,…,T （6）
yit = αi + βi xit + uit ( )i = 1, 2,…,N, t = 1, 2,…,T （7）
在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符合哪种模型时，采

用的是F检验与H（Hausman）检验。

F统计量用于检验对于一组面板数据应该建立

混合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

建立假设：

H0：αi = α， i = 1, 2,…, N。模型中不同个体

的截距相同（即混合模型）。

H1：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项 αi不同 （即个

变量

Ln PIND vs.
Ln PINTEN

Ln SIND vs.
Ln SINTEN

Ln TIND vs.
Ln TINTEN

Pedroni检验方法

组内统计量

组间统计量

组内统计量

组间统计量

组内统计量

组间统计量

统计量名

Panel v-stat.
Panel rho-stat.
Panel PP-stat.
Panel ADF-stat.
Group rho-stat.
Group PP-stat.
Group ADF-stat.
Panel v-stat.
Panel rho-stat.
Panel PP-stat.
Panel ADF-stat.
Group rho-stat.
Group PP-stat.
Group ADF-stat.
Panel v-stat.
Panel rho-stat.
Panel PP-stat.
Panel ADF-stat.
Group rho-stat.
Group PP-stat.
Group ADF-stat.

统计量值（P值）

-4.041 010（1.000 0）
-0.827 234（0.204 1）
-3.109 250（0.000 9） ***
-1.443 356（0.074 5） *
2.380 477（0.991 4）
-4.065 594（0.000 0） ***
-2.710 549（0.003 4） ***
4.351 624（0.000 0） ***
3.564 051（0.999 8）
1.334 296（0.908 9）
0.646 226（0.740 9）
5.186 999（1.000 0）
0.122 764（0.548 9）
-1.701 232（0.044 4） **
114.276 1（0.000 0） ***
2.001 137（0.977 3）
-2.026 784（0.021 3） **
1.685 060（0.954 0）
3.895 051（1.000 0）
-3.344 464（0.000 4） ***
1.642 460（0.949 8）

加权统计量值（P值）

-4.097 040（1.000 0）
-0.506 108（0.306 4）
-4.045 178（0.000 0） ***
-1.821 109（0.034 3） **

0.522 458（0.300 7）
3.333 232（0.999 6）
-0.598 285（0.274 8）
-3.383 422（0.000 4） ***

35.108 74（0.000 0） ***
2.118 487（0.982 9）
-2.041 495（0.020 6） **
2.544 231（0.994 5）

表2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高奥蕾等：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能源强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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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固定效应模型）。

F统计量定义为

F = ( )RSSr - RSSu ( )N - 1
RSSu / ( )NT - N - k

其中，RSSr表示混合模型的残差平方和，RSSu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分子对应

的自由度为N - 1。分母对应的自由度为NT - N -
k。其中N表示个体数，k表示回归系数的个数。F
统 计 量 在 H0 成 立 条 件 下 服 从 自 由 度 为

( )N - 1,NT - N - k 的F分布。

H统计量用于检验对于一组面板数据应该建立

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

建立假设

H0：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都是外生的（即个体

随机效应模型）。

H1：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都是内生的（即个体

固定效应模型）。

H统计量定义为

H = ( )β̂W - β͂RE 2

é
ë

ù
û


Var ( )β̂W

2 - é
ë

ù
û


Var ( )β͂RE

2

其中，β̂W、β͂RE分别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

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

Var ( )β̂W 、Var ( )β͂RE 分别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回归

系数的样本方差。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H统计量

渐近λ2 ( )m 分布。

若统计量F的值大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

值，则拒绝原假设，即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反

之，则为混合模型。若统计量H的值大于给定置信

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即为个体固

定效应模型；反之，则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1.4 部门能源强度与产业生产总值关系模型的设

立与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以及面板协整检验的结果分析

得出：中国 30个省三次产业生产总值与其部门能

源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以产业

GDP指标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以部门能源消费

强度指标的对数为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本文采用F统计量检验和Hausman检验方法检验在

混合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

型中样本数据符合哪种模型，从而来确定变量之

间的影响形式，选择正确的面板数据模型。

用F统计量检验应该建立混合模型还是个体固

定效应模型。分别对这两种模型进行了估计，在

每个模型估计结果得出：Ln PIND与Ln PINTEN的

残 差 平 方 和 RSSr = 1 809.334、 RSSu = 12.647 08；
Ln SIND 与 Ln SINTEN 的 残 差 平 方 和 RSSr =
22 297.63、RSSu = 16.875 78；Ln TIND与 Ln TINT⁃
EN 的 残 差 平 方 和 RSSr = 1 688.082、 RSSu =
18.030 51。

按 公 式 计 算 F 统 计 量 ， 其 中 T = 11、k =
1、N = 30，得出 Ln PIND与 Ln PINTEN的 F统计

量：F = 1 474.52 > F0.05 ( 29 301 )，则拒绝原假设，该样本

数据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同理，Ln SIND
与 Ln SINTEN 的 F 统 计 量 ： F = 13 703.60 >
F0.05 ( )29 301 ，则拒绝原假设，该样本数据也应该

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Ln TIND与Ln TINTEN的

F统计量：F = 961.37 > F0.05 ( )29 301 ，则拒绝原假

设，该样本数据也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同时，由表 3中 F 检验结果表明， Ln PIND 与

Ln PINTEN，Ln SIND与 Ln SINTEN和 Ln TIND与

Ln TINTEN的F检验和LR检验相对的统计量P值都

小于 0.05，结论是推翻混合模型的原假设，都应该

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表 3 三次产业产值与部门能源强度关系的F 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

原设。

本文使用H统计量检验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

模型还是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对这两种模型

进行了估计，在每个模型估计结果得出：Ln PIND
与 Ln PINTEN 中 β̂W = -0.779 886、
β͂RE = -0.788 009、 S ( )β̂W = 0.041 841、 S ( )β͂RE =
0.041 200； Ln SIND 与 Ln SINTEN 中 β̂W =
-1.065 089、 β͂RE = -0.884 354、 S ( )β̂W = 0.081 071、
S ( )β͂RE = 0.046 040；Ln TIND与 Ln TINTEN中 β̂W =
-1.561 362、 β͂RE = -1.566 186、 S ( )β̂W = 0.056 215、
S ( )β͂RE = 0.553 78。

变量

Ln PIND vs Ln PINTEN

Ln SIND vs Ln SINTEN

Ln TIND vs Ln TINTEN

检验方法

F检验

LR检验

F检验

LR检验

F检验

LR检验

统计量（P值）

164.987 7（0.000 0） ***
935.002 3（0.000 0） ***
177.276 8（0.000 0） ***
776.143 6（0.000 0） ***
68.901 8（0.000 0） ***
672.864 2（0.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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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公 式 计 算 H 统 计 量 ， 其 中 T = 11、k =
1、N = 30，得出 Ln PIND与 Ln PINTEN的 H统计

量：H = 1.245 < λ2 0.05 ( 1 ) = 3.8，则接受原假设，该样本

数据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同理，Ln SIND与 Ln
SINTEN的 H统计量：H = 0.680 4 < λ2 0.05 ( 1 ) = 3.8，
则接受原假设，该样本数据也为个体随机效应模

型 ； Ln TIND 与 Ln TINTEN 的 H 统 计 量 ： H =
0.250 2 < λ2 0.05 ( 1 ) = 3.8，则接受原假设，该样本数

据也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同时表 4中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Ln PIND与

Ln PINTEN，Ln SIND与 Ln SINTEN，和 Ln TIND
与Ln TINTEN的统计量P值都大于 0.05，都应该接

受原假设，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表4 三次产业产值与部门能源强度关系的Hausman 检验

结果

变量

Ln PIND vs Ln PINTEN
Ln SIND vs Ln SINTEN
Ln TIND vs Ln TINTEN

统计量（P值）

1.239 3（0.265 6）
0.687 4（0.407 1）
0.249 008（0.617 8）

综上分析，针对 30个省份的三次产业总产值

和其对应的部门能源强度关系，应该建立个体随

机效应模型。

2 研究结果

2.1 中国30省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2008—2017年，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在

2010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2017年中国GDP
规模已达到 82.7万元亿元人民币，但经济增速放

缓。如图 1所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放

图1 中国2008—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增长速率

缓，在 2010年时经济增速略有回升，但 2012年和

2015年分别首次低于 8%和 7%，2015年后经济增

长速度回升，但依旧保持在 10%以内。其原因主

要是中国进入“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新常态，

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

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

济规模最大化。

由图 1可知，第三产业已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

主导产业。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

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 45.5%，第三

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产业。2015年，中

国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 50%，

达到 50.5%，对经济增长率为 53%，贡献度超过第

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之和。

2008—2017年间，各省份间经济也呈现不同

的发展态势，如图 2所示。中国 30个省份在 2008
—2017年，10年的平均生产总值出现差异，江苏、

图2 中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平均生产总值和增长速率

高奥蕾等：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能源强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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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广东的平均生产总值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但有些省份生产总值和增长速度均较低 （如：海

南、甘肃、青海）。2016年，辽宁省的经济增长速

率为-2.5%，更是为中国的经济亮起了警示灯。

2.2 中国30省能源消费情况分析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中国能源为中国经

济发展提供了原始动力。《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

据显示，2017年，中国能源消费量为 46.7亿 tce，
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如图 3所示，2017年
能源消费增长速率为 2.98%，明显低于 10年均值，

仍是世界消费增量最大的国家。

图3 中国2008—2017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费增长速率

能源强度是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

量，不仅可作为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

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中国不

同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对能源的需求度和利用率存

在差异[10]，因此，本文采用分省份、分产业的方

式，对中国能源消费情况进行分析。是 2008—
2017年中国 30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部门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如图4—6所示。

由图4-6可以看出：

1）能源强度在不同产业间存在差异，总体而

言，第二产业的部门能源强度最高，第一产业次

之，第三产业部门能源强度最小。以能耗较大的

宁夏为例，2008—2017年间，第二产业的平均能

源强度为 3.88，第一产业的平均能源强度为 0.76，
第三产业的平均能源强度为 0.41。这一现象对于低

能耗省份也成立（如：江苏、北京等）。

2）全国 2008—2017年能源强度的平均水平为

0.657，30省中有 50%的平均能源强度大于全国平

均水平。研究发现，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差异很

大，且具有一定的规律。全国有 7个省份平均能源

强度大于 1，其中 4个省份位于西部地区，西部地

图4 中国2008—2017年30省的第一产业部门能源消费强度

图5 中国2008—2017年30省的第二产业部门能源消费

强度

区经济发展的能源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

内差异较大。东北地区能源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 10年间呈现减少趋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能源强度较低（如：北京、上海、广东），区域内

差异较小，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相对较低。中

部地区能源强度处于全国中间水平，区域内差异

较小。

10



2020年第6期

图6 中国2008—2017年30省的第三产业部门能源消费强度

3）中国能源强度下降趋势减缓。《BP世界能

源统计年鉴 （2018）》指出，2017年世界能源消

费增量的 1/3是由中国贡献的。中国能源消费的增

长提速归功于能源密集型行业产出的回弹，但大

多数省份能源消费强度较小，只有一些省份出现了

第二产业能源消费较大增长（如：内蒙古、宁夏）。

以上分析说明，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放缓、

能源消费大且能源强度下降趋势减缓的时期。因

此可以从个人和国家两方面来降低能源强度，促

进我国经济平稳发展。 首先，降低单位GDP的能

耗，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对于个人而言，应该

树立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节约能源的观念，

在现实生活中形成良好的节能习惯；对企业而言，

应做好用能规划，使得每一种能源得到充分的利

用，同时也应做好能源的回收利用工作；作为科

研单位，应该加大科研力度，推动技术的变革与

发展，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其次，国家应根据具体地区出台相应的政策

标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政府绩效考核指标

应该摒弃用经济增长总量、增长速度所构成的传

统绩效考核体系，应同时将能源强度和资源环境

行政管理归入政府的行政考核体系。也只有相关

的体制环境和制度安排相协调和匹配，“节能减

排”目标才可以实现，也能促进各级政府自觉的

落实相应的政策。

2.3 面板数据模型结果分析

从产业部门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分析，确定

中国三次产业的部门能源强度阶段，深入研究能

源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对中国未来产业结

构升级、能耗部门发展政策制定、产业结构调整，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F统计量检验和Hausman检验方法证

明，针对 30个省份的三次产业总产值和其对应的

部门能源强度应该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根据

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估算方法，可得到相关系数和

常数见表5。
表5 中国30省三次产业部门能源强度与其产值个体随机

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由表 5可知，中国 30个省份中，三次产业生

产总值与其部门能源强度均服从个体随机效应模

型，并且存在长期均衡负相关关系，即目前中国

三次产业的部门能源强度均处于下降阶段，经济

增长与能源强度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行阶段。这意

味着我国三次产业的能源消费强度均已超过倒U型

曲线的拐点，经济增长不再仅仅依赖能源消费量

的增加，相反随着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能源强度

增加（能源利用效率下降），阻碍了经济增长，目

前更多的需要依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促进经济

进一步增长。同时由于部门能源强度 （产业部门

单位增加值能耗）反映不同产业部门的能源效率，

是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水平对单位 GDP 能耗影响

度的具体反映，这也意味着能源利用效率的降低

是导致目前经济增长减缓的原因之一。

根据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估算系数可知，能源

利用率对三次产业发展影响有差异，并且各次产

业的能源利用效率 （部门能源强度） 对各次产业

生产总值的影响大小呈现“第三产业>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的顺序。三次产业的部门能源强度每

减少 1%（即能源利用效率每提高 1%），三次产业

生产总值增加效应依次递增，分别增加 0.788% 、

0.884% 、1.566%。这意味着随着单位产值的能源

消费量减少，能源强度下降 （能源利用效率提

高），经济会有一定增长，并且这种影响在三次产

业中有差异，其中能源利用效率对第三产业产值

影响最大。

变量

Ln PIND vs Ln PINTEN
Ln SIND vs Ln SINTEN
Ln TIND vs Ln TINTEN

系数

-0.788
-0.884
-1.566

t检验值

-19.126
-19.208
-28.282

常数

5.779
8.991
6.702

t检验值

35.991
62.463
50.506

DW
统计量

0.408
1.067
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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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生产函数的角度看，常数反映了各

次产业经济增长在不依赖能源消费情况下的初始

产值。常数估算结果显示第一产业的常数小于第

二、三产业，这表明与第二、三产业相比第一产

业对能源的依赖度高。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面板协整检验和面板回归模型方法，

对 2008—2017年中国 30个省面板数据进行产业生

产总值与部门能源强度关系研究，得出各次产业

生产总值与其部门能源强度的回归关系模型，并

分析各省份能源强度差异对该省份经济增长的影

响，得到如下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

1）研究发现 30省中，三次产业与其部门能源

强度关系都服从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且存在负相关

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各次产业能源强度已经

超过了能源强度曲线的转折点，处于下降阶段并

且省份之间存在差异，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已

具有了节能降耗的内在要求。需要从个人和国

家等多方面来降低能源强度，促进中国经济平

稳发展。

2）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第一产业的部门能源强

度每增加 1%，该产业总产值减少 0.788%；第二产

业的部门能源强度每增加 1%，该产业总产值减少

0.884%；第三产业的部门能源强度每增加 1%，该

产业总产值减少 1.566%。并且 30个省份的各次产

业的能源利用效率 （部门能源强度） 对各次产业

生产总值的影响大小呈现“第三产业>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的顺序。由此看出，能源利用效率对

三次产业的影响不同且对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影

响最大。因此，应加快各省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速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的新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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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山西省作为国家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地位被进

一步明确，确立为我国第一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文，明确要求山西省

要在能源产消、能源体制上革新突破，探索适合

绿色低碳发展的新的体制机制，肩负着从“煤老

大”变成“排头兵”的历史重任；作为能源革命

山西省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基于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
王恒旭，王 娇，薛 晔

（太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0）

摘 要：山西省是我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能源赋存与消费都以煤炭为主，通过实证分析

研究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利于明确两者的因果方向，针对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进

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切实保障经济发展，具有理论与实际意义。以 1995—2017年山西省

终端煤炭消费总量与地方生产总值两个指标为样本研究两者的关系，依次采用ADF检验法、EG两

步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两变量序列的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因果性进行验证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在消费意义上，山西省为非煤炭依赖型经济，存在由地方生产总值到终端煤炭消费的格兰杰成

因，且两者的长期均衡回归方程表明山西省第 t年的地方生产总值每变动 1%，第 t年的终端煤炭消

费将会随之变动1.071 326%。因此，应以散煤治理为核心严控不合理煤炭消费，稳步有序实现消费

侧的去煤化；增强绿色能源消费观念、增加绿色能源公共产品投入，以引导增加绿色能源消费。

关键词：煤炭消费；经济增长；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6－0013－06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2017314）；山西省软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7041025-2）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l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Wang Hengxu，Wang Jiao，Xue Y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nzhong 030600，China）

Abstract：Shanxi Province is the first pilot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energy revolution in China，and energy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are dominated by coal.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l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it is helpful to clarify the causal direction of the two，to tak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measures，and to en⁃
su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energy revolution，which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aking the two indicators of total terminal coal consumption and local GDP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1995 to 2017 as samp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as studied， and ADF test，EG two-step method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were used to verify and analyze the stability，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of the two-variable sequence. The re⁃
sults show that，in the sense of consumption，Shanxi Province is a non-coal-dependent economy with Granger causes from lo⁃
cal GDP to terminal coal consumption. And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he two shows that for every 1%
change in local GDP in the t-th year of Shanxi Province， the terminal coal consumption in the t-th year will change by
1.071 326%. Therefore，unreasonable coal consumption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with loose coal governance as the core，
and decoalization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should be achieved steadily and orderly，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green energy
consumption，increase the input of green energy public products，and guide the increase of green energy consumption.
Key words：coal consumption；economic growth；stationarity test；cointegration analysis；Granger causality；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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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头兵，探讨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保证

地方经济稳定发展，适应新常态，具有较强的现

实意义[1]。山西是煤炭大省，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下进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首先要解决煤炭行

业存在的问题，但考虑到煤炭在山西省的重要地

位，能源改革的同时也要注意处理好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确保不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基于此，本文借助计量工具，对山西省煤炭消费

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

能源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可追溯到 20世纪 70年
代，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不同地区或同一地

区不同时期的数据得出的两者关系可能存在差异。

20世纪 70年代，Kraft[2]与Akarca[3]选取不同时段的

数据研究美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

不同结论，前者认为美国是非能源依赖型经济，

后者认为美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不存在因

果关系；20世纪 80年代，Yu[4]选取不同国家的时

间序列数据得出两者间的不同关系，研究认为波

兰、美国和英国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而在菲律宾、韩国则是单向因果关

系。针对我国的大量研究也表明选取样本不同时，

两者间关系可能呈现差异，韩智勇[5]以我国 1978—
2000年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我国两变

量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刘星[6]以 1985—2003年间

的数据进行研究时则认为我国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而Hao[7]通过 1995—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得出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由能源消费到GDP的单向

因果关系。两变量在国内不同省份间的结论亦不

相同，Yang[8]发现我国台湾省的GDP和能源消费之

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李玮[9]发现山西省具有由

GDP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近年来的相关

研究则聚焦于具体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试图

研究具体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Hamit[10]
探究了保加利亚可再生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孟扬[11]探究了我国GDP和煤炭消费、天然气消费之

间的关系，龙梓童[12]探究了我国GDP与电力消费的

关系。本文亦属于研究具体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通过选取 1995—2017年的相关数据，研究山

西省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对于煤炭行业

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对于引导

能源消费侧转变消费倾向具有根本的支撑意义。

1 山西省煤炭消费的现状分析

山西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虽未改变，

但未来的煤炭消费呈下降趋势，且在能源综改与

低碳发展的双重要求下，未来也必将削减对煤炭

消费。

从总量规模来看，在煤炭“黄金十年”期间，

煤炭消费总量规模以不断扩大为主基调，但自

2013年以后，煤炭消费量持续下降，未来消费呈

下降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山西省2000—2017年煤炭消费总量

在能源消费占比方面，山西省自 2000年以来，

煤炭占能源总消费的比例一直为最高，但自 2014
年开始，能源总消费中煤炭消费所占比例显著呈

现下降趋势，且占比第一的地位不太稳定，有被

电力消费超过的趋势，如图2所示。

图2 山西省2000—2017年各主要能源消费所占比例

山西省煤炭消费占全国煤炭消费比例与其地

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不相匹配。山西

省煤炭消费占比始终高于其地区生产总值占比，

这表明山西省生产单位GDP所耗煤炭消费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如图3所示。

综上，在能源消费方面，山西省以煤炭为主

的能源现状仍未改变，但总量规模有所下降，未

来消费呈下降趋势；且较高的煤炭消费比例与低

碳发展的大环境相违背，这也要求山西省逐步降

低煤炭消费。煤炭消费下降既是发展趋势又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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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背景下的合理要求，但要理清煤炭消费与经济

增长间的关系，保证煤炭消费的下降对区域经济

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就需要精准施策，

根据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因果关系，采取不

同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要求。

图3 山西省2000—2017年煤炭消费与GDP占全国煤炭

消费与GDP的比重

2 山西省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选取 1995—2017年间山西省相关数据对

山西省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煤

炭消费（CC）的统计数据来自山西省统计局统计

年鉴，以山西省煤炭终端消费指标为代表。经济

增长用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表示，考虑

要消除经济指标因为通货膨胀的存在而产生的不

科学性，本文将 1995年视为基期计算出实际GDP。

同时，基于计量经济方面的考虑，为降低时间序

列的异方差影响，在对煤炭消费和实际GDP这些

时间序列进行研究时提前进行对数化处理，处理

后分别记为 lnCC和 lnGDP。
2.2 lnCC和 lnGDP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研究不平稳序列得出的回归分析式并不具有

现实的社会经济意义，需要对平稳性序列进行研

究，并且序列的稳定性结果对于Granger检验得出

的因果关系而言十分重要[13]，因此首先需对序列的

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检验过

程中根据Akaike Info Criterion定阶法则来自主规定

滞后阶数 k，由于选定的时间序列长度的限制，所

以最大滞后量 （Maxiumlags） 取 4；且本文在进行

该步单位根检验时，回归方程为同时含有截距系

数和时间趋势因素的形式。

进行单位根检验时，若给定α = 0.05时，意味

着当检验 t值的绝对值小于α = 0.05时的边界值时，

在置信区间 1 - α里可以接受原假设；而当 t值的

绝对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即序列为平

稳的。本文有关该检验的 t值均与 α = 0.05时的边

界值比较。本文 lnCC和 lnGDP的检验结果见表1。
由结果可知， lnCC和 lnGDP序列均为非平稳

序列，需要采取差分法处理两变量序列重复上述

检验，由结果可知 lnCC和 lnGDP序列均为二阶单

整的类型，结果见表2。
由表 1、表 2可知：lnCC和 lnGDP原序列非平

稳，在 95%以上显著性水平下为二阶单整序列。

序列

lnCC
lnGDP

检验 t值

-1.686 162
-1.890 278

α = 0.1
-3.254 671
-3.261 452

α = 0.05
-3.632 896
-3.644 963

α = 0.01
-4.440 739
-4.467 895

判断结论

非平稳

非平稳

序列

lnCC一阶差分

lnCC二阶差分

lnGDP一阶差分

lnGDP二阶差分

检验 t值

-3.468 689
-5.310 037
-3.225 548
-4.132 024

α = 0.1
-3.261 452
-3.297 799
-3.261 452
-3.277 364

α = 0.05
-3.644 963
-3.710 482
-3.644 963
-3.673 616

α = 0.01
-4.467 895
-4.616 209
-4.467 895
-4.532 598

判断结论

非平稳

平稳

非平稳

平稳

表1 lnCC、lnGDP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 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

εt1

检验 t值

-2.910 767
α = 0.1

-1.608 175
α = 0.05
-1.957 204

α = 0.01
-2.674 290

判断结论

平稳

表3 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王恒旭等：山西省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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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Engle [14]得出协整理论，认为虽然序列可能

不具稳定性，但可以通过线性组合达到抵消趋势

项影响的效果变成稳定的变量序列，这种可抵消

趋势项影响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因此可

以通过协整分析来判断两个处于非平稳状态下的

序列是否可以用来解释经济生活中长期平稳的经

济关系。但可以继续进行协整分析的前提要求是

非平稳序列均为同阶单整的单位根过程，本文的

lnCC和 lnGDP序列在进行相同次数的差分后具有

了平稳性，满足继续分析协整关系的条件，所以

可研究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2.3 lnCC和 lnGDP的协整性检验

常用EG两步法和 Johnson检验法对变量序列间

可能具有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分析，Johnson检验

法一般在多变量间关系的检验时才使用，本文研

究分析山西省 lnCC和 lnGDP两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时选用EG两步法。

对 lnCC和 lnGDP形成的回归方程提取残差序

列εt1，对εt1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 3可知，检验 t值的绝对值大于 α = 0.05

时临界值的绝对值，拒绝原假设，所以 εt1为平稳

序列，表明山西省 1995—2017年 lnCC和 lnGDP序

列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此，使用Granger检验变

量间的因果关系与方向才有现实的经济意义，对

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序列不需要研究其因果

关系与方向，因为即使计量结果表明显著的因果

关系，也无任何经济意义。

2.4 lnCC和 lnGDP的长期均衡关系

由于 lnCC和 lnGDP序列间存在协整性，因此

两变量序列可通过某种线性组合来表示长期稳

定的经济关系。通过逐步剔掉回归方程自变量

侧的不显著项变量，得出回归方程结果如式

（1） 所示。

ln CCt = 1.135 216 lnGDPt
( 439.057 7 ) （1）

----
R2 = 0.917 DW = 0.826

由式（1）可知，回归方程的系数具有较高的

显著性，且具有较为显著的拟合优度
-
R2，但方程

式 （1） 的 DW = 0.826，偏离一般统计量数字 2，
明显较小，所以猜测可能是残差具有一定的自相

关性问题。回归方程式（1）的样本容量为 23，解

释变量为 1，通过查询 DW分布表可知 dL = 1.257、
dU = 1.437， 0.826落入在 0 ≤ DW ≤ 1.257区间内，

可知该回归方程存在正的自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广义差分法改进式（1）存在的自相

关问题。由式（1）可得残差序列 εt2，并根据 εt2 - 1
和 εt2得出回归方程式（2），根据式（2）可得出自

相关系数 ρ。

εt2 = 0.511 153εt2 - 1 （2）

由式 （2） 得 ρ̂ = 0.511 153，进行广义差分回

归 后 得 到 如 式 （3） 所 示 方 程 ， 其 中 lnCC∗t =
lnCCt - 0.511 153lnCCt - 1， lnGDP ∗

t = lnGDPt -
0.511 153lnGDPt - 1：

lnCC∗t = 0.227 571 + 1.071 326lnGDP∗t
Se = ( 0.428 712 )( 0.116 897 ) （3）
-
R2 = 0.804 DW = 1.748

查 DW 分 布 表 可 知 dL = 1.239、 dU = 1.429，
1.748落入 1.429 < DW < 2.571区间内，可知回归方

程式（1）存在的正自相关问题已被修正，无自相关

问题。

由 差 分 方 程 （3） 可 知 β̂t = 0.227 571
1 - 0.511 153 =

0.465 5，可得 lnCC和 lnGDP变量间的长期均衡方

程如式（4）所示。

lnCCt = 0.465 5 + 1.071 326lnGDPt （4）
式（4）仅为可能的方程，还需进行单位根检

验以确保存在该长期的经济关系。提取式（4）的

残差εt3，并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长期均衡方程残差的单位根检验

由表 4所示，检验 t值的绝对值大于 α = 0.05
时临界值的绝对值，拒绝原假设，所以 εt3为平稳

序列，因此可以确定 lnCC和 lnGDP变量间存在长

期的经济关系，且由式（4）表明的长期均衡关系

可知，山西省第 t年的GDP会显著影响第 t年的煤

炭消费，具体来说，第 t年的地方生产总值每变动

1%，第 t年的煤炭消费将会随之变动1.071 326%。

2.5 lnCC和 ln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

两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只在数值上表明两

者间存在的关系，但并不能确定因果关系一定存

在，且即使存在也不能指出两变量间的因果方向，

无法确定山西省煤炭消费增加导致的GDP增长还

是由于GDP增长导致的煤炭消费增加。以两变量

X、Y为例的序列间的因果关系一般是指，变量 X

序列

εt3

检验 t值

-2.679 512
α = 0.1

-1.608 175
α = 0.05
-1.957 204

α = 0.01
-2.674 290

判断结论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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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动导致变量Y产生变化，一般默认前提条件是

两变量的数据是处于同一时期下的数据，不包含

其历史数据信息。而在研究时间序列时，其序列

本身涵盖变量的历史数据信息，在分析变量间的

因果关系时，代入时间序列数据，不能满足数据

处于同一时期下这一传统意义上因果关系的条件。

所以在经济含义上，通过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经济

变量的关系不可能按照传统意义的因果关系进行

分析说明问题，因此，本文在研究分析山西省

lnCC和 lnGDP间因果关系时，采用Granger检验法

分析两者的因果关系与方向。

本文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与方向检验时，分

别选取滞后阶数为 1和 2进行因果关系研究，得出

的检验结果见表5。
表5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由表 5可知，无论滞后期为 1或是 2，因果检

验的结果都符合：在 0.0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CC”，故具有由

lnGDP到 lnCC方向的格兰杰原因；同理，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下，不拒绝“lnCC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故不具有 lnCC到 lnGDP方向的格

兰杰原因。因此，1995—2017年山西省的 lnCC和

lnGDP序列因果关系表明只具有地区生产总值的变

动会导致煤炭消费变动的因果关系，而不具有煤

炭消费变动会导致地区生产总值变动的因果关系。

结合回归方程式（4）的长期均衡方程可知，山西

省第 t年的地方生产总值每变动 1%，会导致第 t年
的煤炭消费变动1.071 326%，反之则不成立。

2.6 计量结果分析

由表 1、表 2可知，山西省 1995—2017年间煤

炭消费总量与实际的对数序列均为不平稳序列，

但符合二阶单整的单位根过程，是二阶单整序列，

因此考虑到伪回归问题，两变量原序列不能直接

通过最小二乘法得出关系式，不具有经济学意义，

但具备协整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协整分析作进一

步研究。

由表 3可知，山西省 lnCC到 lnGDP序列之间具

有长期的协整性，其线性组合能够当作一组平稳

的序列，满足计量意义的回归方程可以用来衡量

两者间长期的经济关系，且具有现实意义。同时

由于两变量序列通过了协整检验，使得研究山

西省两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与方向具有了现实经

济意义。

由表 5可知，山西省只具有单边的格兰杰关

系，即只有当地区生产总值变动时才会导致煤炭

消费的变动，而煤炭消费变动并不会引起地方生

产总值的变动，表明在能源消费的意义上，山西

省为非煤炭依赖型经济，由此可知，山西省煤炭

产业节能降耗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将会比较有限，煤炭消费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节能

降耗空间。

结合式（4）与表 5可知，从长期均衡的角度

来看，山西省第 t年的GDP变动显著影响第 t年的

煤炭消费，且第 t年的地方生产总值每变动1%，第

t年的煤炭消费将会随之变动1.071 326%。

3 政策建议

1） 以散煤治理为核心，严控不合理煤炭消

费，稳步有序实现消费侧的去煤化。由于山西省

存在由经济增长到煤炭消费的单边格兰杰原因，

因此长期来看山西省减少煤炭消费对经济发展没

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表明在煤炭消费侧，山西省

存在一定的节能降耗空间，可以引导能源消费侧

用低碳能源替代煤炭，适应低碳的发展新态势，

如有倾向性的降低煤炭消费，减少如散煤利用等

效率低、污染大的煤炭消费方式，并以散煤治理

为核心逐步实现电力、天然气替代终端零散煤炭，

创新能源消费方式，以升级能源消费结构、逐步

扩大能源终端利用种类，严控能效低、污染大、

碳排放高的不合理煤炭消费；但不可一刀切式降

低煤炭消费，仍可进行煤炭的集约化利用，暂时

保留煤炭节约化和集约化利用的使用方式，为山

西省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逐步去除煤炭消费提供

时间和条件，过程中要发展煤炭的深加工、全利

用技术，引导煤炭消费向深发展，摒弃过去粗犷

的煤炭利用方式，在利用方面减少煤炭的燃料属

性，加强其材料属性。需要说明的是，降低煤炭

消费并不代表减少煤炭生产，一段时期内山西省

仍扮演着国家能源供给者的角色，因此，须确

保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为国家调结构提供时间

和条件。

2）增强绿色能源消费观念、增加绿色能源公

原假设（Null Hypothesis）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CC
lnCC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CC
lnCC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观察数值

22
22
21
21

F值
8.384
0.077
4.605
0.712

P值
0.009 3
0.785 1
0.026 3
0.505 4

王恒旭等：山西省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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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品投入，多措并举引导增加绿色能源消费。

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山西省经济增长会带动煤炭

消费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地区生产总值增

加时能源消费侧仍有一定倾向消费煤炭，因此在

低碳化背景下，政府要引导能源消费侧向绿色能

源方向倾斜，加强消费侧的绿色能源意识，使得

地区生产总值和收入增长后，要优先选择绿色能

源进行消费；同时要辅以一定措施，这就要求政

府施策降低绿色能源的使用成本，如加大绿色能

源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资助绿色能源瓶颈技术

的突破等从而降低绿色能源供给侧的成本，逐渐

完善省内能源消费结构，适应发展新常态，从根

本上降低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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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整体社会经济产生巨大

冲击。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20年第一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6.8%。煤炭作为我国的

主要能源，其市场也受到较大程度影响，显露出

疲软的市场态势：从需求端看，一季度电力、钢

铁、建材及化工等主要耗煤产业消费量都有所下

降，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一季度

全国煤炭消费量 8.7亿 t左右，同比下降 6.8%。与

煤炭需求下降形成对比的，是煤炭产业供给端表

现出的韧性：我国煤矿复工复产率在 3月初恢复到

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全国在产煤矿产能 34.31亿 t/
a，产能复产率达到 83.4%，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

煤炭企业原煤生产完成 8.3亿 t。煤炭市场供过于求

的矛盾，最终导致国内煤炭价格明显下降，4月底

北方港口现货市场部分 5 500 kcal成交价跌至 470
元/t。国内煤炭市场受疫情这一突发事件影响而发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NR2020007）

后疫情时期我国煤价不确定性变化及其应对策略

张言方，赵北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南京 210016）

摘 要：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能源供给产生强烈冲击，煤炭价格波动也表现

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基于此，运用GARCH族模型对煤炭价格不确定性进行测度及趋势分析，并采

用脱钩指数对比分析其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动态耦合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煤价波动不确定性

产生的影响作用要明显强于市场自发调节，疫情对煤价波动不确定性的影响要远小于 2016年政府

去产能政策的作用，我国煤炭市场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同时，经济增长和煤价波动不确定性存在

“强耦合”状态，因此在疫情全面控制的乐观估计下，国内经济快速回暖短期内会对煤炭价格的下

行压力产生一定缓解作用。最后提出了强化底线思维、坚持控价保供、科技赋能行业新生等应对

建议。

关键词：新冠疫情；煤价不确定性；经济增长；耦合关系；GARCH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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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 changes of China's coal prices during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 and its coun⁃
termeasures

Zhang Yanfang，Zhao Beiche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The COVID-19 epidemic that broke out in 2020 had a strong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supply
in China，and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also showed strong uncertainty. Based on this， the GARCH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coal price uncertainty， and the decoupling index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ynamic coupl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croeconomic growth.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n the uncertainty of coal price fluctua⁃
tions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e spontaneous adjustment of the market. And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epidemic on the
uncertainty of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s capacity reduction policy in 2016，and
China's coal market shows strong resilience. At the same time，the current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uncertainty of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are“strongly coupled”. Therefore，under the optimistic estimation of full control of the epidemic，the rapid recov⁃
ery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will have a certain relief effect on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coal prices in the short term. Final⁃
ly，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bottom line thinking， insisting on price control and supply
guarantee，and enabling new students in th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industry.
Key words：COVID-19 epidemic；coal price uncertainty；economic growth；coupling relationship；GARC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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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幅波动，使煤价波动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对我国能源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威胁。为响

应中央提出的“六稳六保”，降低宏观经济环境的

不确定性，本文聚焦于后疫情时期煤炭价格的波

动变化，旨在保障煤炭上下游产业稳定发展，提

升我国能源系统韧性水平。

1 煤价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据 IMF预测，全球经济将从 2020年进入深度

衰退的通道，而不断变化的疫情形势又给国民经

济恢复带来较大阻力。同时，各地防控疫情的措

施对能源系统、尤其是煤炭市场产生冲击，煤价

波动不确定性引发的潜在经济运行风险也需要引

起重视。

1.1 煤炭价格不确定性

市场价格预期通常为市场主体提供行为决策

依据，而预期价格与真实价格的偏差，又形成煤

炭价格的不确定性。由此可知，煤价不确定性本

质上源于煤炭价格形成过程中无法估计的不确定

因素。不确定性在大国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中起

到重要作用，因此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这一问题上，最早是由Bernanke[1]提出油价不确

定性会导致公司成本和盈利水平都难以预期，进

而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随后，Ferderer[2]利用

无条件标准差来定义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并指出

油价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不仅因为油价水

平增加，还受油价波动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Kuper等 [3]提出价格波动率越高，在可预见的未来

一段时间内能源价格变化逆转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即能源价格不确定性越高，并采用条件标准差来

测度能源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这一做法得到韩

国高[4]和邹绍辉等[5]学者的支持。此外，Basu等[6]还
采用隐含股市波动率来描述该变量，而Punzi[7]则利

用能源价格预测误差的时变标准差来刻画不确定

性水平。

1.2 影响煤价不确定性的因素

结合我国煤炭价格波动特征可知，煤价不确

定性本质上源于煤炭价格形成过程中供给侧与需

求侧的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国内学者侯乃堃等[8]通
过GARCH模型得出供给与需求量的预期变化会影

响油价波动不确定性的结论，证实了这一观点；

同时，林伯强[9]指出由于能源之间存在可替代性，

各种能源产品的价格波动具有联动性，即能源价

格波动会受到能源替代关系的影响；邹绍辉等[5]则

运用GARCH模型发现煤价具有随机波动特征，并

指出外部冲击会对煤价波动率产生直接影响；

Zhang等[10]发现煤炭价格具有明显的趋势特征，且

其波动会受到政策干预的随机影响。基于此，可

推断出煤炭能源替代品的价格波动、经济政策、

类似疫情爆发的突发性事件等外部因素，均会对

煤价波动不确定性产生传导影响。

1.3 煤价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工具，

在当前定价机制下，煤炭价格不确定性波动与宏

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热点。Hamil⁃
ton[11]提出能源价格变化会引发资本和劳动力资源

重新配置，进而对实际产出、就业、投资等产生

影响。林伯强[9]对煤炭价格和通货膨胀进行相关性

分析，指出国际油价上涨会带动近期国内煤炭价

格走高，PPI的较快抬头会进一步传导至 CPI，得

到了能源价格波动会影响社会物价的结论；韩国

高[4]采用标准差测算能源价格不确定性水平，实证

得出能源价格不确定性会对企业投资产生抑制作

用的结论。俞剑等[12]采用GARCH模型，实证发现

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增加不仅会直接抑制我国的产

出水平，还会通过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来间接降低

总产出。

综上所述，煤炭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特征已

得到许多有益的探索，且会从多方面对社会经济

产生影响。基于前人研究基础，本文将采用

GARCH族模型测算我国煤价不确定性水平，并分

析其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以此对后疫情时期

煤炭价格波动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研判，从

而为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保证能源安全与推

动经济健康增长提供实证依据和实用建议。

2 煤炭价格不确定性的测度

2.1 GARCH族模型介绍

为了描述条件方差的波动集群性，Engle[13]提
出了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该模型主要用

于对模型主体的随机扰动项建立模型。模型如下：

ht = ω + α1ε2t - 1 + ... + αqε2t - q （1）
Yt = Xtθ + ht （2）

其中，Yt表示经济变量，Xt表示外生变量，θ
为回归参数向量， ht 为扰动项 εt 的条件方差。

ARCH模型虽然简单，但在处理阶数 q较大的问题

时较为复杂，且需要较多参数才能将波动过程描

述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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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 Bollerslev[14]在 1986 年提出的

GARCH模型，同样是对回归模型的随机扰动项进

行建模[14]，具体模型如下。

ht = ω +∑
i = 1

q

αiε
2
t - i +∑

j = 1

p

βiht - j （3）
为描述好消息和坏消息对资产价格冲击的非

对称性，更好的捕捉市场回报变动引起的“杠杆

效应”，Zakoian[15]在 1994年提出了 TARCH模型，

它具有如下形式的条件方差：

ht = a0 +∑
i = 1

q

αiε
2
t - i + φε2t - 1dt - 1 +∑

j = 1

p

βjht - j （4）
其中，dt为虚拟变量，当 εt大于等于 0时，dt

为0，否则dt为1。
只要ω ≠ 0就存在非对称效应。φε2t - 1dt - 1称为

非对称效应项。方程表明，ht依赖于前期的残差平

方 ε2t - i和条件方差的大小。如果 φ > 0，说明存在

杠杆效应，非对称效应的主要效果是使得波动变

大。如果 φ < 0，非对称效应的作用是使得波动

减小。

为提高模型精度，Nelson[16]在 1991 年提出

EGARCH模型可以反应刻画数据可能存在的非对

称效应，即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对波动的影响程

度不相同，模型如下。

logh t = ω +∑i=1
q
α i

ε t -i
h t -i

+∑k=1
r
γk

ε t -k
h t -k

+∑
j = 1

p

βj loght - j （5）
其中，γk是 EGARCH模型的非对称系数，当

γk显著不为０时，表明非对称效应显著。当 γk > 0
时，表明正向因素对波动的影响程度大于负向因

素的影响程度；当γk = 0时，表明两种因素对波动

产生的影响程度相同；当 γk < 0时，表明负向因素

对波动的影响程度大于正向因素的影响程度，即

杠杆效应。

考虑到市场主体趋利避害的行为决策也会对

煤炭价格的走向产生影响，即对煤炭价格预期的

不确定性也会影响煤炭价格，引入GARCH—M模

型。均值方程和条件方差方程分别如下。

Yt = Xtθ + εt + τlog ( ht ) （6）
ht = α0 +∑

i = 1

p

αiε
2
t - i +∑

j = 1

q

βjht - j （7）
为提高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本文选

择周数据用于评估煤炭价格的不确定性值，选取

秦皇岛港大同优混 （Q5 800 K） 的现货价格作为

国内煤炭价格研究对象，变量样本时间范围是

2010年 4月 19日到 2020年 6月 1日，考虑到煤价单

日变化较小的特点，按等差数列方式从 2010年 4
月 19日起每 7天选取一次数据，构成周度数据时

间序列，最终得到529个样本数据。

2.2 实证分析

2.2.1 平稳性检验

由于自然对数变换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

所以本文对煤炭价格取自然对数，并进行一阶差

分处理。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煤炭价

格波动时间序列偏度大于 0，峰度远大于 3，存在

右偏态特征的“尖峰厚尾”现象，J-B统计量显

著，P值为 0.000 0，拒绝该序列服从正态分布的

假设，因此进一步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见

表 1。
由表 1可知，在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下，煤

价取自然对数的序列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

设，因此序列非平稳。 进而取煤价一阶差分序列

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 t值和相伴 p值表示该时

间序列是平稳的，适合进一步分析。

表1 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lnCP
D（lnCP）

ADF值
-1.933 774
-7.600 295

1% level
-3.442 578
-3.442 578

5% level
-2.866 826
-2.866 826

结论

非平稳

平稳

注：lnCP表示煤炭价格的自然对数，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均

是MacKinnon协整检验临界值。

2.2.2 模型选择

对煤炭价格波动时间序列建立 ARMA模型。

通过对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是否存在拖尾

或截尾现象进行判断，选取最大可能滞后阶数，

依据 AIC最小值准则选择出最优模型 ARMA（1，
1），通过检验得知该模型的残差不服从正态分布，

具有尖峰厚尾特征，对残差采用ARCH-LM检验，

发现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但存在自回归条件异

方差，即存在ARCH效应，故建立GARCH模型进

行分析。同时，为了得到更加准确的油价波动不

确定性值，本文采用GARCH，TARCH，EGARCH
3种模型处理此问题，比较选择最优结果。

在最优模型选择过程中，先根据 ARMA模型

残差的ARCH-LM检验，确定GARCH族模型的自

回归和移动平均可能阶数，再根据对数似然值、

AIC值、SC值、系数约束性条件和显著性指标综合

判断，最终得到 GARCH（3，1） 模型，TARCH
（3，1）模型，EGARCH（3，2）模型，以上模型

估计得到的煤炭价格波动的条件标准差即为煤价

张言方等：后疫情时期我国煤价不确定性变化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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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值，结果如图1-3所示。

图1 2010.1—2020.6我国煤价波动不确定性水平

（GARCH模型）

图2 2010.1—2020.6我国煤价波动不确定性水平

（TARCH模型）

图3 2010.1—2020.6我国煤价波动不确定性水平

（EGARCH模型）

2.2.3 结果分析

对比以上 3个模型得到的煤炭价格波动的条件

标准差图，可以发现GARCH、TARCH和EGARCH
模型条件标准差折线图走势形状基本一致，

GARCH模型得到的结果纵坐标数值单位更小，波

动幅度精度表现更好，更利于对比不同时期煤炭

价格波动不确定性值变化的幅度。EGARCH时间

精度更优，细微波动呈现的较为清晰，呈现的波

动频率更高，更有利于了解样本时间内波动发生

的次数，且波动趋势与前两者基本一致。鉴于此，

本文提出 EGARCH模型在煤价波动不确定性测算

方面优于 GARCH和 TARCH模型的结论。进一步

研究发现，EGARCH（3，2） 模型的 γ为-0.022
017，这表明我国煤炭价格波动存在杠杆效应，即

短期内负向冲击对煤价波动的影响大于正向冲击，

这符合我国煤炭市场的基本特征。

从图 3看出，当煤炭价格突然发生上涨或下跌

时，煤价不确定性也随之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2010—2012年煤炭行业仍处于“黄金十年”阶段，

整体处于卖方市场，煤炭产量、需求量、价格以

及煤炭行业利润和发展空间都处于上升阶段，而

煤价不确定性在 2011年初和 2012年下半年均出现

较大幅度的波动。结合我国煤炭工业经营情况可

知，2011年一季度随着国际煤炭市场价格整体进

入下降通道，国内产能释放加快，煤价整体小幅

回落，但进入 4月份后，受大秦铁路检修、国际煤

价上扬、用煤企业淡季储煤及运输因素的影响，

煤价又出现快速上涨，不确定性水平也攀升高位。

2012年以后，国内煤炭市场的供需宽松的态

势逐渐显露，煤炭工业整体进入结构性产能过剩，

煤炭价格也开始一路下行，2012—2015年期间煤

价不确定性一直处于较低幅度的周期性波动。但

是由于煤炭行业资本收益率仍然较高，加之外部

资本涌入的“羊群效应”和“资本锁定效应”，煤

炭行业过度投资问题进一步显现，且超前建设的

产能在 2016年得到了集中释放，直接导致煤炭价

格进一步下滑，大批煤矿濒临破产倒闭。为摆脱

此困境，2016年 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煤炭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公布

了我国煤炭过剩产能的治理目标及任务分解。随

后煤价也发生触底并快速反弹，从图 3中也可看出

煤价波动不确定性水平在 2016年表现出高频率波

动，且通过对比 2012—2015年的最大波幅，本文

发现，相较于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政府干预对

煤价波动不确定性产生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重点关注 2017—2020年煤价波动不确定性的

波动情况。图 3显示 2017—2018年煤价不确定性

水平逐渐下降，秦皇岛港山西优混动力煤平仓价

基本稳定在 650元/t，2019年后煤价波动不确定性

又出现了明显的升高，究其原因：一是 2019年上

半年受季节性因素影响，煤炭市场呈现出先供给

紧张后供需相对平衡的态势，市场供需变化带来

了较高的不确定性；二是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

炎疫情的爆发对整体国民经济和煤炭行业都带来

了较大冲击，煤价波动不确定性也表现为高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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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震荡。从需求侧来看，1—2月煤炭消费同比下

降 6.5%，3月份扩大到 7%，直到 4月下游复产率

的逐步提高拉动煤炭消费量开始反弹；从供给侧

来看，2020年一季度我国煤炭产量约 8.3亿 t，同

比下降 0.5%，在疫情最严重的 1—2月，煤炭企业

复产延迟和道路交通管制影响了煤炭的正常供给，

3—4月由于上游复产率高于下游，导致煤炭市场

供需阶段性失衡，供过于求的矛盾逐渐凸显。基

于以上测评结果的分析可得出，本文测算的煤价

波动不确定性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我国煤炭工

业现状相符。

本文进一步比较了 2016年和 2020年煤价波动

不确定性的最大波幅，结果显示 2016年不确定性

值最高达到 0.04，而新冠疫情对煤炭价格的冲击所

带来的不确定性值最高约为 0.016，明显小于前者。

由此，本文得出结论：疫情对煤价波动不确定性

的影响要远小于 2016年政府去产能政策的影响，

国内煤炭市场表现出较强的韧性。政府在后疫情

时期推进能源安全供给和下游产业复工复产时，

应强化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发挥市场主体的支

撑作用。

3 后疫情时期国内煤炭市场的价格表现

3.1 煤价波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为科学预判后疫情时期国内煤炭价格的短期

走势，本文还对上述得到的煤价不确定性值进行

降频处理，并对比其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如

图 4所示。从图中可看出 2010—2019年期间煤价

不确定性与GDP增速存在“耦合—脱钩”的动态

变化关系。

图4 2010—2019国内生产总值与煤价不确定性的长期波

动趋势

本文借鉴 Vehams等[17]和 Zhang等[18]学者的做

法，计算出煤价不确定性与GDP增速的脱钩指数，

见表 2。并按照脱钩程度划分为 （2011—2016年）

和（2016—2020年）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虽然 GDP年均增速仍保持在 10%
的速度，但由于缺乏新动能、新业态的支撑，GDP
增长率出现明显的下降，对应的煤价波动不确定

性在 2011—2014年底呈现出逐年攀升的态势，两

者表现出显著的强耦合关系，但 2015年大中型煤

炭集团的减产及停产措施使得市场供需失衡情况

得到缓解，两者又表现出较强的脱钩状态。

第二阶段：进入“十二五”后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GDP增长步入减速换挡期，年均增

速降至 8%左右，但仍表现出良好的增长趋势。相

对地，随着强有力的产能治理政策，煤价不确定

性从 2016年的高点（0.024 1%）出现断崖式下降，

且下行速度快于 GDP增长率下行速度，2016—
2019年初，两者表现出消退性脱钩效应。

表2 2011—2020脱钩指数情况 %

但是，这种脱钩关系在 2019—2020年被打破，

两者又出现了“强耦合”的状态，原因在于疫情

后全球经济开始进入深度衰退通道，据 IMF预测，

在疫情得到全面有效控制（乐观情况）的情景下，

2021年我国GDP增长可恢复至 9.2%，呈V型反弹

趋势[19]。本文认为 IMF的乐观估计情景更符合短期

内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因此，在“强耦合”的状

态下，为有效规避经济恢复对煤价波动的消极影

响，建议在后疫情时期，煤炭企业可加快先进产

业链转型升级，并继续推进中长期合同签订，避

免煤炭市场供需缺口的进一步拉大；从政府层面

而言，一方面要注重煤炭能源的托底作用，另一

方面应以市场自发调节为主旋律，进一步完善煤

炭价格异常波动的监测和预警响应机制建设，避

免陷入“价格波动失常—政府强制干预”的不良

循环。

时间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GDP增长率

18.40
10.38
10.10
8.53
7.04
8.35
11.47
10.49
7.79

煤价不确定性

0.007 0
0.008 8
0.009 9
0.015 1
0.014 1
0.024 1
0.008 7
0.002 7
0.003 0

脱钩指数

34.21
-28.27
-27.65
-70.82
25.60
-33.62
55.15
42.81
-15.85

脱钩程度

消退性脱钩效应

强耦合

强耦合

强耦合

强脱钩

扩张性耦合效应

消退性脱钩效应

消退性脱钩效应

强耦合

张言方等：后疫情时期我国煤价不确定性变化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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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煤炭价格的短期走势预测

从供给侧来看，后疫情时期，我国煤矿产能

复产率超过 90%，日产量稳定保持在 1 000万 t左
右的水平。煤炭产业转型中的“总量性去产能”

阶段已经基本结束，落后产能大多遭到淘汰，而

在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产能阶段，先进产能

逐步推进释放，未来产能将不再是制约煤炭供给

升级的限制因素，2019年我国原煤产量增幅达到

4.2%，总量达到38.5亿 t，2020年一季度产量约8.3
亿 t，虽较 2019年有同比下降，但随着夏季传统旺

季的来临，加之两会的顺利闭幕和大秦线检修的

结束，从生产和运力两个方面支撑住煤炭市场的

保供能力，后疫情时期国内煤炭供给能力依然有

保障。此外，我国是世界煤炭进口量最大的国家，

2020 年 1—4 月，我国煤炭进口总量同比增长

26.9%，进口煤作为国内煤炭供给的重要部分，为

维持能源安全起到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政策进

行总量控制，为促进国内煤炭市场平稳运行，保

护国内煤炭企业，后期煤炭进口可能受到进口管

控措施影响，但政策管控力度受疫情趋势影响，

需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从需求端来看，煤炭下游产业中，电力行业

煤炭消费占总量的 54%，2019年全国发电量达

75 034.3亿 kW · h，其中，火电发电量占 69.6%，

同比降低 2.4%。截至 2019年底，重点煤炭企业存

煤 5 385万 t，全国统调电厂存煤 1.35亿 t，社会整

体库存保持高位运行状态，2020年 5月，六大电厂

存煤比 4月末下降 10.4%，存煤天数减少 7天，供

求宽松局面受季节性因素影响有所缓解，但在未

来，由于国内房地产销售速度增速同比降幅收窄，

商品房成交面积下降，房地产开发不确定性攀升；

政府提出的“两新一重”虽然涵盖范围较广，但

受财政支出力度和结构影响，对于煤炭行业需求

的拉动也较为有限；而在后疫情时代，整体经济

还未恢复往年正常水平，疫情在境外扩散影响严

重，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煤炭需求增长乏力。

下游企业或将综合考虑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及

进口煤等多重因素影响，预计消费者可能根据对

煤价的下行预期而对市场保持观望态度，煤炭需

求整体保持平稳，反映到煤炭市场价格或将呈现

窄幅下降走势。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自 2017年起，煤炭供

需双方签订煤炭中长期合同，使用“基准价+浮动

价”的动力煤定价机制，长协煤价格对国内煤价

走势起到重要引导作用，而六大电厂的长协煤价

格又更为关键。沿海电厂市场是国内煤炭市场的

核心地区，当前沿海地区疫情有一定程度的反复，

但并未严重影响生产，沿海电厂通过内贸煤和进

口煤渠道补充电煤，进口煤更为优惠，2019年进

口煤与国内煤价差达到 76元/t，使得进口煤数量创

下 3.2亿 t新高，但由于疫情影响波及全球，进口

煤供应不确定性升高，到 2021年 6月，电价的变

动和政府进口煤政策的走向会对沿海煤价走势构

成主要影响，2019年自产煤长协价、外购煤长协

价和现货价分别为 555元/t、592元/t、585元/t[20]，
如果全球疫情得到较为良好的控制，煤炭进口总

量或将整体继续延续增长趋势，则预计到 2021年
中旬，秦皇岛港 5 500 kcal动力煤的平仓价将围绕

长协价格上下波动，差距缩小，价格小幅震荡下

行，但振幅收窄整体平稳运行，如图 5所示；如果

全球疫情出现反复和进一步恶化的现象，则进口

煤会受到严格的政策限制，国内煤价存在上涨条

件。2020年东北地区煤炭产能大量退出，且区域

煤炭资源含量不足，受疫情影响煤炭调运受到一

定程度制约，而区域内陆续有电厂和化工厂投产，

整体供需结构偏紧，存在价格上涨潜力，但具体

变动幅度仍然由协议双方协商结果决定。随着

2019年浩吉铁路的开通，华中地区能够接收到更

多来自陕西、内蒙等煤炭主产区的煤炭，而区域

内“两湖一江”城市隧道等设施建设有力支撑煤

炭需求，可能出现供需两增的市场形势，预计价

格会逐步向沿海城市靠拢。西南地区主要受煤炭

资源禀赋、山川环绕地形等影响，火电企业燃煤

成本较高，且受到疫情影响，交通运力一定程度

受到制约，进一步抬高成本，而相比之下风能、

太阳能等新能源资源条件良好，电煤价格指数预

计也会受到下行压力。

图5 2018—2020年初我国煤炭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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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对策略

1）底线思维，坚定信心渡过难关。面对突发

的疫情冲击和国民经济发展进入减速换挡的局势，

煤炭企业应回归自身，积极寻找内部优势，强化

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做足应对长期行业下行压

力风险的准备；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控制非生产性支出，结

构性降低运行成本；稳定订单和价格，做好现金

流规划，严格监控带息债务规模增长，强化动力

煤销售和售后跟踪力度，加大资金回款率，以提

升企业生存能力。

2）勇挑重担，做足准备应对转变。新冠疫情

给国内外环境带来的较高不确定性，国民经济与

煤价不确定性又表现出强耦合关系，加之煤炭进

口量和对外依存度有所上升，因此，保障能源安

全、发挥煤炭托底作用是当前保供工作的重中之

重。煤炭企业应做好重点用户保供应工作，统筹

预测疫情未来局势根据需求稳定生产，坚持发挥

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和“基础价+浮动价”的定价

机制的“压舱石”作用，积极应用多种煤炭价格

指数等指导定价，推动人为定价向指数定价过渡，

进而保障供需均衡和价格稳定，为支撑国民经济

回暖提供能源安全保障。

3）总结经验，变局之中开创新局。后疫情时

期，疫情带来的连锁反应仍将持续，“黑天鹅”现

象出现频率或将提高，煤炭企业应吸取疫情带来

的教训。接下来 1~2年内，煤炭企业应更注重产业

协同效应，合理运用动力煤期权等工具，以完善

能源产供销体系；推动健全相关内控和风险管理

机制，注重煤价异常波动监测；积极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实现行业间、组织间煤炭生产、

加工、运输、储存到消费的信息联通机制，形成

联动的上下游协同风险预警和响应系统，增强行

业抗风险能力和供应链韧性。

4）长远规划，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在长期发

展战略上，应注重根据企业技术、人才、地域优

势，探索产业横向布局发展的可能。在企业内部，

推动传统煤炭企业粗放型的运营模式革新挖掘市

场变化规律，提供量化科学决策支持，实现精细

化系统化管理，推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创新。在

行业内部，深化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

销协同化，开展煤炭定制化生产业务；促进以煤

炭品种、区域和产业链为主导，资本为纽带，通

过兼并重组等方式促进企业集团化，提高产业集

中度，进一步完善上下游协同发展机制，提高抗

不确定性风险能力。

5）技术创新，科技孵化行业新生。加强行业

人才队伍培养建设，健全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科

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在生产端，纵深化对于煤炭

开采领域的研究，构建煤层原位、流态化、环境

微扰动、安全高效可控的新式煤炭开采理论；把

握煤炭产业推进智能化煤矿新基建、加强煤炭储

备的全产业链配套建设的机遇。在运输端，可以

依托大数据平台，联通煤炭产运需各方信息畅通，

促进煤炭生产、商品煤质量和用户需求、储运物

流有效对接，提高供应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进

而提高煤炭行业整体稳定性，降低煤价不确定性

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5 结 语

结合我国煤价历史数据测算出，煤炭价格不

确定性受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影响随之增高，但

波动程度整体小于 2015-2016年政府去产能政策带

来的影响。同时，根据当前煤炭工业形势，预测

未来煤炭价格短期内继续下行的可能性较高，但

宏观经济增长与煤价不确定性的强耦合关系会起

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基于此，在后疫情时期，政

府应继续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回暖，保持煤炭市场

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态势，进而发挥煤炭托底保

供的作用。从煤炭行业发展来看，面对后疫情时

期的挑战，煤炭企业应树立底线思维，坚定信心，

稳定订单和价格，提高资金回款率，渡过疫情负

面冲击带来的困难时期；统筹预测疫情未来走向，

落实需求，稳定生产，重点发挥煤炭中长期合同

制度和“基础价+浮动价”的定价机制的“压舱

石”作用；总结疫情时期经验，制定行业上下游

联动的风险预警及响应机制；在推进智能煤矿等

科技创新项目的同时，推动传统煤炭企业粗放型

运营模式革新，多途径为煤炭企业发展注入新动

力，为经济复苏发展提供强有力能源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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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8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 27.4亿 tce，占全国

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59%[1]，这说明煤炭资源在我

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且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动摇，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

能源的长远规划，导致供需矛盾明显，这严重阻

碍了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由于影响煤炭需求量

的因素众多，所以对于煤炭需求的预测具备一定

的复杂性，在预测过程中要合理的考虑影响煤炭

需求的因素以确保煤炭需求预测的准确性，准确

的预测煤炭需求量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针对于煤炭需

求量预测的研究也较为成熟，但预测精度有待考

究，本文旨在提高煤炭预测精度，使预测结果更

加贴合实际，符合发展规律。

常用的预测方法有情景分析法、灰色预测法、

神经网络预测法、支持向量回归预测法等，高俊

莲[2]、陈睿[3]、吕涛[4]、J.A.Nieves[5]运用 LEAP模型

进行预测，但该模型对相关数据的预期过于依赖

专家的主观臆断，可信度不高；侯运炳[6]、孙相

博[7]、宋宇宁[8]、Althea Dianne La Foucade[9]运用改

进灰色预测模型进行预测研究，但该模型只适用

于中短期预测，对波动较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差；

王克杰[10]、马晟翔[11]、陈深进等[12]利用改进的神经

网络预测模型进行预测，但该模型需要训练大量

数据且训练时间较长，易陷入局部最优；刘昕玥、

宋长利[14]、宋鹏[15]、张和杰等[16]利用支持向量回归

预测方法进行预测，虽然预测精度比较高，但其

未考虑影响因素，预测结果容易偏离实际。因此

在建立模型时应该考虑影响因素，使预测结果更

加贴合实际；单一的预测模型自身往往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需要将其改进或建立组合模型来弥补

基于Markov-GNNM的煤炭需求量预测模型研究

吴 东 隆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煤炭资源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准确预测煤炭的需求量对我国经济发

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大意义，针对传统煤炭需求量预测单一预测方法的缺陷，建立了组合灰色

神经网络模型，为进一步提高模型精度，选用马尔科夫模型缩小预测残差范围来修正组合模型，进

而建立了Markov—GNNM组合模型，旨在为准确预测煤炭需求量提供模型依据。选取 2000—2018
年我国煤炭需求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预测结果表明该模型预测精度高，适用于煤炭需求量预测。

关键词：煤炭需求量；灰色关联度；灰色神经网络；马尔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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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orecasting model of coal demand based on Markov-GNNM
Wu Dongl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China）

Abstract：Coal still occupy a dominant position in China 's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and accurate prediction of coal dem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in China.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coal demand forecasting single forecast method，a combined gray neural network model was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the Markov model was selected to narrow the prediction residual range to modify
the combined model， and then the Markov-GNNM combined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a model basis for accurately
predicting coal demand. The data of coal demand from 2000 to 2018 in China is select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and the pre⁃
dic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has high prediction accuracy and is suitable for coal demand forecasting.
Key words：coal demand；grey correlation；grey neural network；Mar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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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进而提高预测精度，只有准确预测煤炭

需求才能真正做到为我国制定能源战略、促进经

济良性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依据。

1 预测模型的构建

1.1 灰色关联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分析各个影响因素对

于结果的影响程度，是对一个系统发展态势定量

描述的方法，通过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求

各个比较数列对参考数列的关联程度并依据相关

度的大小得出结论。灰色关联分析过程如下。

第一步：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

列记为Y = { }Y ( k ) | k = 1, 2,…,n ；比较数列记为

Xi = { }Xi ( k ) | k = 1, 2,…,n ; i = 0, 1, 2, …, m
第二步：无量纲化处理。选择均值化处理方

法对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变

换后记为

xi ( )k = xi ( k )-xi
, k = 1, 2…n ; i = 0, 1, 2, …, m

第三步：计算每个子序列中各项参数与母序

列对应参数的关联系数，公式如下。

ξi( )k =
min
i
min
k
|y ( )k - xi ( k ) | + ρ maxi max

k
|y ( )k - xi ( k ) |

|y ( )k - xi ( k ) | + ρ maxi max
k
|y ( )k - xi ( k ) |

（1）
其中，ξi ( )k 为第 i个子序列的第 k个参数与母

序列的第 k个参数的关联系数；ρ为分辨系数 ρ越

小，分辨力越大，通常取 ρ = 0.5。
第四步：计算关联度。关联系数是比较数列

和参考数列在不同时刻的关联度，求各个比较数

列在不同时刻的关联系数的平均值即为比较数列

和参考数列的关联度。公式如下。

ri = 1n∑k
n ξi ( )k , k = 1, 2,⋯,n （2）

1.2 灰色预测模型

灰色GM（1，N）模型是通过对变量建立微分

方程，将序列进行累加累减，从而弱化系统中的

未知关联因素，强化已知的影响，建立微分方程

并对其参数进行求解，从而达到预测作用。建模

过程如下。

设 有 N 个 原 始 序 列 ： X ( )0
i =

( )x( 0 )i ( )1 , x( 0 )i ( )2 ,⋯, x( 0 )i ( )n ；对 X ( 0 )
i 做累加生成 1 -

AGO 序 列 X ( 1 )
i = ( )X ( )1

i ( )1 , X ( )1
i ( )2 ,⋯,X ( )1

i ( )n , i =
1, 2,⋯,N； X ( )1 的 均 值 生 成 序 列 Z( 1 )， Z ( 1 )1 ( )k =

1
2 [ ]X ( )11 ( )k + X ( )11 ( k - 1 ) , k = 2, 3,⋯,n。

综 上 建 立 GM （1， N） 模 型 ， X ( )01 ( )k +
aZ ( )11 ( )k =∑

i = 2

N

bi X ( )11 ( k )； 记 u = [ ]a, b1, b2,⋯, bN T
，

Y = { }X ( )01 ( )2 ,X ( )01 ( )3 ,⋯,X ( )01 ( )n
T
，

B =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ú

ú
-Z( )1 ( )2 X ( )12 ( )2 ⋯ X ( )1

N ( )2
-Z( )1 ( )3 X ( )12 ( )3 ⋯ X ( )1

N ( )3
⋮ ⋮ ⋮ ⋮
-Z( )1 ( )n X ( )12 ( )n ⋯ X ( )1

N ( )n

由最小二乘法求解灰参数 û，则 û = [ ]â, b̂ T =
( BTB )-1BTY，将灰参数带入微分方程得到预测结

果，公式如下。

X̂ ( )01 ( )k = -aZ ( )11 ( )k +∑
i = 2

N

bi X̂
( )11 ( k ) （3）

1.3 灰色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灰色预测模型优点是不需要大量的数据，它

可以将无规律的原始数据生成规律性较强的序列，

短期预测效果好；缺点是只适用于中短期预测和

指数增长的预测，对于波动较大的信息处理能力

较差。BP神经网络具有较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

拥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缺点是需要大量的数据，

需要较长的训练时间。本文建立组合灰色神经预

测模型能够将两者的优点相互融合，利用单个模

型的有效信息提升预测精度，使得预测结果更加

贴合实际。

根据 1.2得到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残差，首先将

残差划分为训练集、测试集和验证集，建立一个

网络结构为 3×5×1，期望误差为 0.001，迭代次数

1 000次的神经网络模型；然后将灰色预测模型预

测结果与运用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后的残差结果进

行组合得到预测值。灰色神经网络预测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1 灰色神经网络预测流程

1.4 对灰色神经网络模型的改进

马尔科夫模型可以根据时间状况预测未来各

个时刻变动状况，预测对象是一个随机变化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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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它能够缩小预测区间，对于长期预测和

波动较大的序列预测结果较好。因此运用马尔科

夫模型修正灰色神经网络组合模型，不仅能够揭

示原始数据变化的趋势，还能够得到预测区间状

态变化规律，从而使模型预测精度更加贴合实际，

得到更加优化的结果。改进过程如下。

第一步：划分状态区间。将原始序列中的实

际值与预测模型得到的预测值相比得到相对值F =
Y

Ŷ
； 由 步 长 S = Fmax - Fmin

n
合 理 划 分 状 态 区 间

[ ]Fi,Fj ，其中 n为状态区间个数，根据状态区间比

对各年所处的区间。

第二步：构建状态转移矩阵。原始数据由状

态Ei经过 k步转移到另一状态Ej的概率为Pij，将所

有的的转移概率排列成为一个矩阵。

P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
p11 p12 ⋯ p1j
p21 p22 ⋯ p2j
⋮ ⋮ ⋯⋮
pi1 pi2 ⋯ pij

第三步：计算经马尔科夫修正后的预测值。

用马尔科夫状态转移矩阵预测灰色神经网络所处

的状态区间，以状态区间的中值作为修正值得到

改进后的预测值 Ŷ。公式如下。

Ŷ = ( Fi + Fj )2 Y （4）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

由于煤炭需求量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简单的对煤炭需求量这一复杂的系统进行预测其

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在模型建立之前首先

对影响煤炭需求的相关因素进行筛选，影响煤炭

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增长、国家政策、

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煤炭价格、城镇化水

平、居民生活水平、煤炭供给量等，由于一些数

据难以获取和量化，所以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

上，再考虑指标的量化问题，选取煤炭供给量、

能源消费结构、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产

业结构 5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中所需数据均

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1]，选取 2000—2018年
的19年数据进行分析，见表1。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煤炭需求量/万 t

100 670.34
105 771.96
116 160.25
138 352.27
161 657.26
189 231.16
207 402.11
225 795.45
229 236.87
240 666.22
249 568.42
271 704.19
275 464.53
280 999.36
279 328.74
273 849.49
270 207.78
270 911.52
273 760

煤炭供给量/万 t

131 894.5
139 554.7
146 644.8
174 691.8
205 294.2
235 507.7
251 336.3
265 543.5
275 061.1
301 283.8
355 577.6
360 561.5
418 654.4
425 014.8
411 833.5
397 073.8
378 494.3
382 093.8
385 897.4

能源消费

结构/%
68.50
68.00
68.50
70.20
70.20
72.40
72.40
72.50
71.50
71.60
69.20
70.20
68.50
67.40
65.60
63.70
62.03
60.40
59.00

国内生产

总值/亿元

100 280.1
110 863.1
121 717.4
137 422
161 840.2
187 318.9
219 438.5
270 092.3
319 244.6
348 517.7
412 119.3
487 940.2
538 580
592 963.2
641 280.6
685 992.9
740 060.8
820 754.3
900 309.5

城镇化水平

36.22
37.66
39.09
40.53
41.76
42.99
44.34
45.89
46.99
48.34
49.95
51.27
52.57
53.73
54.77
56.10
57.35
58.52
59.58

产业结构

一产增加值

比/%
14.70
14.00
13.30
12.30
12.90
11.60
10.60
10.20
10.20
9.60
9.30
9.20
9.10
8.90
8.70
8.40
8.10
7.60
7.20

二产增加值

比/%
45.50
44.80
44.50
45.60
45.90
47.00
47.60
46.90
47.00
46.00
46.50
46.50
45.40
44.20
43.30
41.10
40.10
40.50
40.70

三产增加值

比/%
39.80
41.20
42.20
42.00
41.20
41.30
41.80
42.90
42.90
44.40
44.20
44.30
45.50
46.90
48.00
50.50
51.80
51.90
52.20

表1 原始数据

吴东隆：基于GNNM-Markov的煤炭需求量预测模型研究吴东隆：基于GNNM-Markov的煤炭需求量预测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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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灰色关联度分析

把煤炭供给量、能源消费结构、国内生产总

值、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作为比较数列，煤炭

需求量作为参考序列，借助Matlab分析软件分析各

影响因素对煤炭需求量的关联程度，分析结果见

表2。
由表 2可知，煤炭供给量>城镇化水平>产业结

构中三产增加值>产业结构中二产增加值>能源消

费结构>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中一产增加值。

这是因为煤炭供给量的变化势必会导致煤炭需求

的波动；城镇化水平提高间接影响了产业结构调

整和能源消费结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

中的比重逐渐缩小，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

不断增加，进而导致煤炭需求量的波动。

2.3 GM（1，N）模型预测

根据 2.2分析得到 4个影响较大的因素与煤炭

需求量建立原始时间序列并构建 GM（1，N） 模

型，借助Matlab分析软件对建立的GM（1，N）模

型求解得到煤炭需求量的拟合值及相对误差见表

3。预测值中存在奇异值，模型仍然存在改进的空

间，如图2所示。

2.4 灰色神经网络模型预测

根据GM（1，N）拟合值得到的残差序列，将

2000—2009年十组残差数据划分为训练集，将

2010—2014年四组残差数据划分为测试集，将

2015—2018年三组残差数据划分为验证集，建立

网络结构为 3×5×1，期望误差为 0.001，迭代次数

1 000次的神经网络模型得到残差拟合值，将残差

拟合值与灰色预测模型拟合值累加得到组合模型

的拟合值，拟合结果见表3。
由表 3可知，组合模型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0.039 0，要明显高于单独GM（1，N）的相对误差

0.074 0，因此灰色神经网络模型适用于做煤炭需

求量预测。

2.5 马尔可夫模型修正灰色神经网络模型

为了进一步提高预测精度，使预测结果更接

近实际值，我们采用马尔科夫模型修正灰色神经

网络模型，根据组合模型得到的相对值（表 3）划

分 3 个 状 态 区 间 ， E1 [ 0.964 8, 1.038 1 )，
E2 [1.038 1, 1.111 4 )， E3 [1.111 4, 1.184 7 )，根据划

分的状态区间可得各年所处的状态区间，见表4。
表3 基于不同模型的煤炭需求量拟合值

根据各年相对误差所在的状态区间，构建状

态转移矩阵 P =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ú

ú

13
14 0 1

14
1 0 0
0 1
3
1
3

，根据公式可得修正后

的拟合值及相对误差见表4。
由表 3可知，经马尔科夫模型修正后的组合模

型平均相对误差为 0.019 2，相比对于组合模型误

差又大幅降低，因此修正后的组合模型精度更高，

与实际值更加接近，更加适合煤炭需求量的预测。

指标

ri

煤炭供给量

0.882 1

能源消费结构（煤炭占比）

0.675 1

国内生产总值

0.631 9

城镇化水平

0.812 9

产业结构

一产增加值比

0.582 9
二产增加值比

0.679 6
三产增加值比

0.749 3

表2 关联度分析结果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MAPE

GM（1，N）
预测值

100 670.3
19 782.2
115 177.2
151 059.6
179 760.4
203 626.7
219 784.6
230 079.5
233 753.4
244 645.7
244 543.9
269 922.4
282 297.8
288 977.0
285 573.6
281 922.7
265 181.1
260 912.4
273 034.4
0.074 0

灰色神经网络

预测值

93 064.7
98 057.1
123 956.7
149 274.8
184 947.1
202 885.5
221 816.0
234 261.4
242 448.0
242 735.1
263 726.6
269 219.6
272 926.2
284 355.4
283 848.7
272 264.7
272 658.0
275 686.1
101 653.4
0.039 0

马尔科夫-灰色神经网络

相对值

0.990 3
1.136 5
1.184 6
1.116 1
1.083 0
1.023 2
1.022 3
1.017 9
0.978 6
0.992 7
1.028 2
1.030 2
1.023 2
1.029 6
0.982 3
0.964 8
0.992 4
0.993 6
0.993 0
-

预测值

101 800.8
106 842.9
112 574.4
142 308.5
160 433.0
185 215.2
203 179.7
222 137.6
234 601.0
242 799.6
243 087.1
264 109.0
269 610.0
273 321.9
284 767.8
284 260.3
272 659.5
273 053.4
276 085.9
0.019 2

30



2020年第6期

年份

所处的状态区间

年份

所处的状态区间

2000
E1
2010
E1

2001
E3
2011
E1

2002
E3
2012
E1

2003
E3
2013
E1

2004
E2
2014
E1

2005
E1
2015
E1

2006
E1
2016
E1

2007
E1
2017
E1

2008
E1
2018
E1

2009
E1

表4 各年所处的状态区间

图2 模型拟合程度对比

3 结 论

本文根据煤炭需求量具有波动性较大和非线

性强的特点，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筛选出对煤

炭需求量影响较大的因素并带入到预测模型中，

从而避免了预测值呈线性增长的缺陷；采用灰色

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煤炭需求量进行预测，弥补

了灰色模型对于波动信息处理较差和BP神经网络

模型容易陷入局部最优的缺点；运用马尔科夫模

型通过缩小预测区间来提高对于波动较大序列的

处理能力的优点来修正组合模型，进一步提高了

模型预测的精度，通过研究可以得到本文提出的

预测模型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经实证研究确定模

型的实用性和可行性，能够为煤炭需求量预测提

供重要的模型依据。

通过选取 2000—2018年煤炭需求量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得到经马尔科夫修正的灰色神经网络

模型平均相对误差为 0.019 2，而单独的 GM（1，
N）和组合模型相对误差分别为 0.074和 0.039，由

此可见经马尔科夫修正后的组合模型拟合效果好，

预测精度更高，预测值更加贴合实际值，适用于

煤炭需求量的预测。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利

用本文建立的马尔科夫改进的灰色神经网络模型

对未来煤炭需求量进行预测，既能为我国煤炭生

产行业去产能、创收、创新发展方式提供重要的

借鉴作用。也能为我国制定能源战略、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煤炭资源的依赖程度、

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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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创新，就是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

种从未出现过的生产要素及生产条件实现“新的

组合”并引入到生产体系里来。简单来说，就是

通过利用现实存在的资源去创造新的东西，促进

经济的发展。区域能源创新指的是对区域能源的

生产体系内进行创新。当前，区域创新能力是区

域经济发展中较为重视的指标。比如：区域能源

经济创新是指在陕西省有计划、有区别的区域能

源经济范围内的创新，即在由一定的生产秩序和

内部关系组成的整体上增加新的构成内容，或者

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完成新组合的必要内容，

然后用新的、形式化的方法来完成新产品的创

造[1]。因此，本文以陕西省为勘探数据对象，收集

整理了区域能源与经济协调观测结果中的原始数

据，主要对陕西省 2017—2019年更新状况指数观

测结果中的原始数据进行探索和研究，通过深入

分析，对陕西省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结

构的优化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陕西省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结构优化研究

崔 豫 泓 1，2，3

（1.煤科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2.煤炭资源高效开采与洁净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13；3.国家能源煤炭

高效利用与节能减排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13）

摘 要：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成为部分省份经济发展的重点。随着经

济的发展，区域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区域创新是区域能源经济发展

的动力源泉，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与此同时，区域能源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创新能力的

提高提供经济支撑以及创造更好的环境，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通过介绍陕西省区域能源经济

的发展现状，分析区域能源创新与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的互动作用机理，对该省区域能源经济协

调发展的评价与结构优化展开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区域能源经济；区域创新；发展评价；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06－0032－05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energy economy coor⁃
dinated development in Shaanxi province

Cui Yuhong1，2，3
（1.Coal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Efficient Mining and Clean Utilization of
Coal Resources，Beijing 100013，China; 3.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High-Efficiency Coal Utilization，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nergy econo⁃
m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me provinc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regional innovation
has played a hug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m， regional innovation is the source of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nergy economy，which can promote the upgra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
ture. At the same time，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nergy economy can also provide economic support for the im⁃
prove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create a better environment. The two interact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By
introduc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egional energy economy in Shaanxi Province，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re⁃
gional energy innovation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nergy economy， the evaluation and structural optimiza⁃
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nergy economy in the province was researched，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
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regional energy economy；regional innovation；development evaluation；structural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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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理论基础

1.1 区域能源创新

区域能源创新指的是对区域能源的生产体系

进行创新。从本质上讲，区域能源是由一定的秩

序与内在联系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有组织、制度

化的网络体系。它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不可模仿的

区域能源特征，与区域能源资源密切相关。此外，

区域能源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是由一定的秩序

和内在联系构成的，它可以促进区域能源创新绩

效提升、协调发展评价的影响因素以及更新现状。

本质上要实现新技术、新理论在区域能源中循环

应用的目的，就必须建立先进的区域能源创新体

系，只有将一定的秩序和内在联系结合起来才能

实现循环应用的目的。

区域能源创新绩效的主观存在和发展评价的

影响因素是指区域能源创新体系建立的各种创新

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区域能源创新与协调不断进

步的基础上，产业集群更新了现有的区域能源知

识和技术[2]，包括区域能源创新系统知识应用主体

的存在与发展评价，分析了区域能源创新系统从

技术到服务的主观存在与发展评价因素。

1.2 区域能源经济发展评价

区域经济发展评价受到能源生产内外部因

素的影响。各地区能源与经济协调不断推进、

更新现状受到的因素包括发展评价影响因素、

技术性能源经济政策、社会能源与经济生存发

展评价影响等。以自然因素为例，降水、日照

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度和程度对区域能源与经济

协调发展的不断进步和更新有一定的影响，甚

至有严重影响。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看，如果

区域能源、劳动力、资本等更高层次的必要内

容投入，也会影响区域能源经济的协调、更新

现状。此外，能源与经济的协调将不断进步，

不断更新现状，这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进

行应对。从地理学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区域能

源经济是能源经济不断进步和更新的综合协调

概念。它反映了区域能源与经济协调的不断进

步，更新了资源利用的现状和存在的缺陷，即

资源利用是否科学。它主要反映生产力布局是

否科学，综合效益是否达到 [3]。因此，区域能源

经济协调的效果不仅体现在能源经济指标上，

还应充分考虑全社会的能源经济效益。

2 陕西省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现状

2.1 陕西省区域能源创新能力的现状

根据收集到的文献考证研究资料，将陕西省

区域能源创新能力划分成 3个方面，分别是：创新

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以及创新支撑能力。在

此基础上，对陕西省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中区

域创新能力现状做进一步的讨论分析。

1）创新投入能力现状。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

点省份之一，陕西省近几年来在科技方面的投入

不断增加，呈逐年上升趋势。具体数据为：2017
年投入 342.7亿元，2018年投入 366.8亿元，2019
年投入 393.3亿元。陕西作为人力资源的培养和

开发基地，区域能源类高校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具体数据为：2017年高等院校共有 79所，2019
年高等院校数量增加到 82所。陕西省政府对科

研活动的财政支持也在逐年增加， 2017—2019
年，陕西省政府对科研活动的财政支持分别为 1
630万元、2 249万元和 2 600万元 [4]。近年来科研

经费不断提高，使得陕西省内从事相关科技活动

的人员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综上所述，近年陕西省创新投入的能力水平是不

断提高的。

2）创新产出能力现状。随着陕西省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与自贸试验区协调工作的不断推进，

以及全区域内能源工业的总产值、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销售收入和出口创汇额不断提高，都反映了

陕西省区域能源技术市场的现状是在不断完善和

更新协调的。此外，近些年的区域能源技术市场

合同交易数量及金额都在持续增长。2017—2019
年，陕西省技术市场合同成交数量的增长速度迅

猛，具体数据表现为：从 2017年的 639.98亿元增

长到 2019年 802.74亿元，形势非常乐观[5]。因此可

以得出结论，近年来，陕西省创新产出能力的现

状非常好，呈不断上升趋势。

3）创新支撑能力现状。陕西省区域能源创造

绩效的主观存在和发展评价影响因素 （区域能源

创新能力） 主要是指区域能源范围内的金融业、

基础设施、中介机构、文化及市场等大环境提供

的响应程度与保障力度。近几年，陕西省的基础

设施和文化环境都得到了不断改善和提升。陕西

省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量、手机用户数及等级公路

里程都在逐年增加。另外邮电业务的收入也有大

的增长，具体数据为：由 2018年的 347.67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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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 2019年的 378.96亿元。创新性金融支持被体

现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及实际利用的外资金

额中，具体数据为：18 837.2亿元、21 760.75亿元

和 23 921.75亿元，这分别是 2017—2019年陕西省

区域能源范围内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6]。通过观察

数据，能够粗略判断，陕西省近年来创新支撑能

力是在不断提升。

2.2 陕西省区域能源经济的发展现状

根据陕西省区域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现

状，以及通过整理大量相关文献并结合前人的理

论和客观实际，研究发现，区域能源与经济实力

是当前区域能源与经济协调水平内在构成的必要

内容。只有两者共同进步，区域能源与社会协调

才能不断进步，更新现状。以下是对陕西省近年

来现状进行的具体探索，分别从区域能源经济实

力以及区域能源的社会协调发展的现状展开。

1）区域能源经济实力分析。通过整理 2017—
2019年陕西省区域能源经济实力的相关指标数据，

对陕西省区域能源经济实力简单分析，见表 1，近

年来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进出口总额是逐

年增加的。地方财政收入略有波动，工业生产总

值呈下降趋势，说明能源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升

级。整体上表明，近年来陕西省能源综合实力和

区域能源社会经济实力呈不断增强的趋势。

表1 陕西省2017—2019年区域能源经济实力指标值

数据来源：陕西省统计局官网、陕西经济网。

2）区域能源社会协调发展分析。陕西省区域

能源经济与社会经济协调的现状是指在社会整体

的角度来提高、更新区域能源协调发展情况。它

是区域能源与经济协调不断进步和更新的最大外

部力量见表 2。近年来，陕西省区域能源范围内

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年末的金融机构存

款余额均在逐年增长，可以充分地说明近几年陕

西省区域能源的社会协调发展能力不断提升，现

状水平不断提高，且能源与经济协调不协调的区

域能源现状更新的氛围令人满意，创造了良好的

环境。

表2 陕西省2017—2019年区域能源社会协调不断进展更

新现状指标值

年份

2017
2018
2019

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额/亿元

18 289.15
19 752.68
22 151.28

城镇居民人均

支配收入/亿元

24 521
27 582
29 211

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亿元

5 689.58
6 758.11
7 412.89

年末金融机构存

款余额/亿元

29 521.28
3 358.36
36 125.38

数据来源：同上。

3 区域能源创新与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

的互动作用机理

3.1 区域创新推动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

1）为区域能源经济协调不断更新现状提供新

的增长。在能源经济协调升级的初期，区域能源

在自然资源、产业、分工等方面的优势完全可以

对能源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然而，如

果着眼于未来的协调和不断进步，可能会出现资

源枯竭和产业老龄化，协调的不断推进将受到阻

碍。在能源经济的协调发展评价和更新过程中，

良好的区域能源创新环境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可

能。在区域能源协调不断进步和更新的良好形势

下，企业的创新绩效是可以培养的，它能够胜任

某项任务的主观存在和发展评价。同时，也意味

着可以从技术知识方面促进其他企业的协调，从

而更新现状，实现区域能源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促进能源经济协调发展评价，将现状更新到一个

新的目标[7]。
2） 促进区域能源产业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

区域能源创新可以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生产技

术水平和效率，引领劳动资本密集型企业转型升

级。当产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产业协调不断

推进、更新的现状遇到困难，企业将要被迫自主

创新，或者吸收其他创新成果，从而推动产业的

协调发展，转变趋势，从原来的传统产业转型到

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产品的数量、质量

以及附加值，同时质量与效益也能够被最大程度

有机结合。因此，区域能源创新可以使产业能源

结构优化调整布局成为现实，并完成了进一步的

优化和提升。

3.2 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反哺区域创新

1）区域能源经济协调是区域能源创新的物质

基础。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加速，设备和资金的

投入将更加复杂，其中人才在创新能力中的作用

年份

2007
2018
2019

GDP/亿元

17 759.94
18 189.86
19 099.39

工业生产

总值/亿元

8 088.39
7 541.19
7 389.63

地方财政

收入/亿元

1 900.98
2 061.87
1 797.93

进出口

总额/亿元

1 753.53
1 910.66
1 8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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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逐渐增加。区域能源与经济协调性不断提高

和更新，当前水平高度发达，不只是可以引导更

多科技创新人才集聚。区域能源资源还可以不断

更新，区域能源教育可以进一步推进。区域能源

与经济协调不断推进，更新现状可以为区域能源

创新提供巨额资金、高端装备等创新资源。因此，

所谓区域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现状就是不

断进步和更新，为区域能源创新提供物质基础和

保障[8]。
2）为区域能源创新提供环境支持。无论是对

内还是对外，区域能源都可以为区域能源创新与

协调的不断进步和更新提供有用的信息和资源。

因此，内外部支持都能更好地实现区域能源创新。

区域能源经济协调的不断推进和现状的更新，可

以促进区域能源组织体系更加完善和合理，为创

新创造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引导创新主体激发

自身的创新意识，为其提供创新能力机会。同时，

与其他区域能源资源的创新能力交流与共享，相

当于不断改善区域能源创意的外部环境。区域能

源内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善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进而提高了区域能源创新绩效，这是一

项任务主观存在和发展评价的影响因素。

综上，从陕西省的区域创新能力与区域能源

经济发展的水平关系来看，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

值不断上升，相对应区域能源经济发展的水平也

不断提高[9]。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非

常密切。如果当前区域能源水平继续提高，区域

能源经济将得到改善，成本投资必然增加，人才

数量和培训水平也将加快，从而提升区域能源竞

争力。可以看出，区域能源创新与能源经济协调

更新状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是相互关联、

相互支持、共同进步的。

4 优化陕西省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与结构的对策与建议

结合前文陕西省区域能源创新以及区域能源

经济的发展水平具体情况看，相对应的指标值分

别是在不断提升的，表明整体上区域内的经济效

益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然而，陕西省区域能源

经济要想长远协调发展，需根据其发展现状作出

相应的优化对策。结合本文的研究分析，从三个

方面对陕西省提出优化建议，其内容主要包括：

完善全省创意学科网络，提高创意资源利用率；

加强专利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区域能源市

场秩序，理顺内部关系。具体展开内容如下。

4.1 完善创新网络，充分利用创新资源

随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不断进步和更新，大

量的创新资源仅仅是理论探索和论文发表，还没

有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10]。因此，陕西省应促进创

新主体间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即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要实现最大限度的结合，在大学生与其他学

科之间建立一个完整、有序、内在联系的结合体，

技术人才是创新的主体。为避免资源浪费，必须

加快实施科技利用战略。

4.2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专利意识

陕西省专利产出和投入情况不容乐观。从产

业能源结构优化协调不断推进和现状更新的角度

看，相对落后地区往往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无

法实现研发和投资的合理配置。从陕西省区域能

源专利数量来看，与区域能源经济的不断进步和

现状的更新明显不相称[11]。与发达地区相比，陕西

省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与相关法律秩序和内部关

系的整体结合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我

国区域能源创新主体的专利意识相对薄弱，需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知识产权管理薄弱。因此，政

府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鼓励区域能源行

业的科研机构和企业重视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

4.3 完善区域能源市场秩序，理顺内部关系

从对陕西省区域能源创新指数观测结果的相

关数据来看，陕西省在科技以及资金等多方面与

发达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原因体现在 3个方面。

第一，区域能源创新主体没有足够的创新热情和

主动意识，被动地参与各种创新活动。第二，区

域能源市场对必要内容流动的引导作用还存在缺

陷[12]。只有在特定的媒介下，区域能源创新主体才

能进行深入的交流。第三，政府政策的落实和完

善、企业新产品的创造、科研成果的转化是与区

域能源市场密切相关的。因此，要把区域能源创

新的主观存在和发展评价因素提高到一个新的高

度，就必须优化和完善陕西省区域能源市场的秩

序和内部关系。

5 结 语

区域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区域经济发展为区域创新提供更加良好的

环境，二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为了分析陕西

省区域能源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本文基于查阅

大量文献及考证研究，根据陕西省近年来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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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一步探讨了区域能源创新与能源经济协

调发展的关系，并对选取的观测结果中的原材料

进行探讨。主要包括陕西省区域能源经济的发展

现状，并分析区域能源创新与区域能源经济协调

发展的互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区域能源创新

与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现状不断改善，

表现与更新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由于陕西省区

域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持续推进，更新形势

不平衡，因此，结合现状对该省区域能源经济协

调发展的评价与结构优化展开研究，并提出相应

的对策与建议，具体包括：完善全省创意学科网

络，提高创意资源利用率。促进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等创新主体间的交流与互动，即要实现最大

限度的结合；加强专利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政

府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鼓励区域能源行

业的科研机构和企业重视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

完善区域能源市场秩序，理顺内部关系。即优化

和完善陕西省区域能源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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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全球变暖被

认为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之一[1]。大量人为温室

气体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并带来严重自然灾害

的重要原因。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签署到《京都协定书》的实施，再到哥本哈根气

候大会上的艰难谈判，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挑战中逐渐认识到，解决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

在于节能减排[2]。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的气候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碳交易驱动机制及区域协同路径研究

方国昌 1，2，何 宇 1，张 悦 1

（1.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财经大学 绿色发展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一直是当今世界备受瞩目的问题，碳交易被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重

要手段之一。碳交易对于新能源及碳排放的影响不容忽视，碳交易的区域协同也有利于低碳经济

的发展。综合能源经济与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基于碳交易、新能源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复杂关

系，构建碳交易驱动下的新能源系统，并基于现有模型分别建立北京、上海两个新能源系统。在

获取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研究碳交易对于新能源、碳排放的驱动机制，并对北京—上海碳交易市

场的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情景分析，得出两地碳交易协同发展的最优路径。研究表明，碳交易对

于新能源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驱动作用，也可以通过碳交易—新能源—碳排放这一传导机制，实现

对碳排放水平的有效抑制；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有利于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协同，但要注意合理控制

新能源发展规模，以免对碳交易的区域协同产生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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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imate warming and the energy crisis have always been high-profile issues in the world today，and carbon trading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impact of carbon trading on new energy and carbon
emissions cannot be ignored，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of carbon trading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low-carbon
economy. Comprehensive energy economy and nonlinear dynamic system theory，based o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
bon trading，new energy and carbon emissions，a new energy system was built driven by carbon trading，and based on the
existing models，two new energy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On the basis of obtaining statistical data，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carbon trading for new energy and carbon emissions was studied. A scenario analysis of the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Shanghai carbon trading market was carried out，and the optimal path for the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of carbon trading between the two places was obtained. Research shows that carbon trading has a strong driving ef⁃
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and can also effectively suppress carbon emission levels through the carbon trading-
new energy-carbon emissi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is conducive to the coordina⁃
tion of the regional carbon trading market，but the development scale of new energy must be controlled rationally，so as not
to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of carbon trading.
Key words：carbon trading；new energy；driving mechanism；regional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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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3]。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向

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 60亿 t，占到全球碳排

放总量的27%，即使是人均碳排放量也超过世界水

平的 40%[4]。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

构，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当务之急[5]。
实施碳交易被认为是解决气候问题的重要途

径 [6]。碳交易作为最有效率的市场手段之一，不仅

可以有效推动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

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7]。我国自 2013年 6月以

来，相继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

交易所等 8个碳交易试点[8]，并于 2017年年底正式

启动中国碳排放交易系统 （ETS） 的建设[9]。相关

研究表明，碳市场的建立有助于抑制碳排放水平，

推动减排目标的达成[10]。另一方面，碳交易是一种

有效的调控手段，能够运用市场供求关系提高传

统能源的使用成本，加快新能源行业的发展[11]。与

此同时，区域间碳交易的协同性必须引起重视，

不同地区或阶段的政策冲突会带来不必要的经济

损失[12]。
现有研究认为，我国碳交易的发展受到诸多

内外部因素的影响[13]，包括国际碳价的波动[14]、碳

排放交易机制[8]、政策选择倾向[15]、评价体系有效

性[16]等。相关文献较多考察内外部环境及制度政策

等因素对于碳交易的影响，少有关于碳交易与其

他低碳要素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因此，本文从

新能源系统出发，探讨碳交易对于新能源、碳排

放两个要素的驱动机制，从全局角度考虑碳交易

的发展，将有利于拓展碳交易的研究框架。基于

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本文建立了碳交易驱动下

的新能源系统演化发展模型，分析了新能源、碳

排放和碳交易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

系，深入探究碳交易对于低碳经济的驱动机制；

并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北京和上海两个区域，将区

域间碳交易的演化路径可视化，分析了区域间碳

交易协同发展的最优路径，为全国范围内碳交易

的协同发展和统一碳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和现实依据。

1 理论模型

1.1 模型建立

碳交易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

与其他低碳要素协同作用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碳交易、碳排放和新能源作为低碳经济中的关键

要素，三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能源消耗带

来的过量碳排放会推动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17]，也

会催生碳交易市场；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抑

制碳排放水平[18]，由此引发的碳配额过剩或将导致

碳市场的萎缩；碳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碳价格

的上涨是发展新能源的有利条件[19]，也会形成对碳

排放的有力约束。由此可见，碳交易对于碳排放

和新能源的驱动作用是通过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和

制约的关系来体现的。

为了探索碳交易对于碳排放和新能源的驱动

机制，描绘三者的演化路径，本文基于三者之间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构建碳交易驱

动下的新能源演化发展模型为

ì

í

î

ï
ï

ï
ï

ẋ = a1 x ( )y - M + a2 z ( z/N - 1 )
ẏ = -b1 x + b2 y ( )1 - y/C - b3 z
ż = c1 z ( )y/E - 1 - c2 x

（1）

其中，x ( t )表示随时间变化的新能源产能；

y ( t )表示随时间变化的碳排放量；z ( t )表示随时间

变化的碳交易额，系统参数 a1, a2, b1, b2, b3, c1, c2
及M, N, C, E为正的常数，t ∈ I, I为一个经济时期。

各系统参数的具体含义见表1。
表1 系统各参数的含义

其中，M表示碳排放 y ( t )对新能源 x ( t )影响的

转折点，当 y < M时，新能源的发展速度缓慢，当

y > M时，碳排放会推动新能源加速发展。N表示

碳交易 z ( t )对新能源 x ( t )影响的转折点， z/N < 1
时，碳交易对新能源的驱动效果不显著；当 z > N，
即 z/N > 1时，表示碳交易发展成熟，对新能源有

很好的驱动作用。C表示一个经济时期内碳排放量

y ( t )的峰值，在峰值C到来之前碳排放量 y ( t )的发

展速度很快（y < C, 1 - y/C > 0），峰值到来之后碳

排 放 量 y ( )t 的 发 展 速 度 渐 渐 变 缓

（y > C, 1 - y/C < 0）。E表示碳排放 y ( t )对碳交易

z ( t )影响的转折点，当 y > E时，碳排放会推动碳

参数

a1
a2
b1
b2
b3
c1
c2

含义

x( t )的发展系数

z ( t )对 x( t )的影响系数

x( t )对 y ( t )的影响系数

y ( t )的发展系数

z ( t )对 y ( t )的影响系数

z ( t )的发展系数

x( t )对 z( t )的影响系数

意义

新能源的发展速度

碳交易对新能源的影响程度

新能源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碳排放的增长速度

碳交易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碳交易的变化速度

新能源对碳交易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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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发展，反之当 y < E时，碳排放水平的提升

难以对碳交易起到促进作用。

模型（1）中，用新能源的产能来表示新能源

的发展程度[20]；节能减排效率通过碳排放量的高低

来体现[21]；碳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市场机制，在一个

发展成熟的碳交易市场中，交易价格可以衡量碳

交易市场的发展程度。但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之间

差异较大，不同碳交易市场之间并不流通，信息

不对称使得碳交易价格不能对市场供求做出及时

的反馈，因此，本文考虑用交易额来代替碳价格。

碳交易市场中，碳价格与交易额往往由供求关系

所决定，当碳价格上升时，企业考虑到排放成本，

会降低碳排放量，碳配额的剩余导致碳市场交易

额增加；反之，碳价格下降将导致碳交易量的减

少。由此看来，碳交易额的变动某种意义上可以

反映碳价格的变动趋势，因此用碳交易额来代替

碳价格是合理的。

模型 （1） 具有较强的普适性[22-23]，可以用于

研究不同区域低碳经济的演化发展情况。为了能

够更好地研究碳交易对于碳排放和新能源的驱动

机制，探索区域协调的碳市场发展路径，本文基

于模型 （1），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北京和上海两个

区域，同时建立两个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

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市场，是基于这两个市场

在碳交易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诸多差异。

相似之处在于，北京与上海的碳交易市场成立时

间较为接近且所占份额相差不大，两个市场有较

多的共同点，皆为我国经济金融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因此实现跨区域碳交易统一的可能性较大。

差异之处主要在于两地碳市场的碳价，北京大多

维持在 40~80元，而上海一般维持在 20~40元（图

1、图 2），碳价差异是碳交易协同中需要解决的主

要问题之一。两个市场间碳交易的协同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它们的协同进程会给全国性碳交易协

图1 北京碳交易市场日交易量与价格

同提供必要的经验。

图2 上海碳交易市场日交易量与价格

我国的规划是构建全国统一的碳市场，但这

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进行有计划性的分

步行动，积累经验，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

碳市场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考察各地区碳交易市

场的差异，探索区域间碳交易的协同是必要一环。

从重点地区的碳交易协同中可以管中窥豹，找出

现阶段碳交易工作的不足并加以改进，为统一碳

市场的建设提供参考。北京、上海两座重点城市

既相似又有差异，将北京与上海作为指标，研究

不同系统间的协同问题，在探索适合北京和上海

的碳交易发展路径的同时，也可以为我国建立统

一的碳交易市场提供理论依据，具有理论和现实

的双重意义。

为了方便分析，假设A区域代表北京，B区域

代表上海，且除了两个区域的新能源、碳排放、

碳交易发展程度 （a1、b2、c1） 不同之外，其他系

数都相同。由此，建立以下模型。

A区域的新能源系统为

ì

í

î

ï
ï

ï
ï

x1
. = a1 x1 ( )y1 - M + a2 z1 ( z1 /N - 1 )
y1
. = -b1 x1 + b2 y1 ( )1 - y1 /C - b3 z1
z1
. = c1 z1 ( )y1 /E - 1 - c2 x1

（2）

B区域的新能源系统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x2
. = a1 ' x2 ( )y2 - M + a2 z2 ( z2 /N - 1 )
y2
. = -b1 x2 + b2 ' y2 ( )1 - y2 /C - b3 z2
z2
. = c1 ' z2 ( )y2 /E - 1 - c2 x2

（3）

其中，x1 ( t )、x2 ( t )分别表示 A区域和 B区域

随时间变化的新能源使用量；y1 ( t )、y2 ( t )分别表

示 A 区 域 和 B 区 域 随 时 间 变 化 的 碳 排 放 量 ；

z1 ( t )、z2 ( t ) 分别表示 A区域、B区域随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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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e1
. = a1 ( )x2 y2 - x1 y1 + γ1a1 x2 ( )y2 - M + a2e3 [ ( z1 + z2 ) /N - 1] - a1Me1 + r1 ( t )
e2
. = b2e2 [1 - ( y1 + y2 ) /C ] + γ2b2 y2 ( 1 - y2 /C ) - b1e1 - b3e3 + r2 ( t )
e3
. = c1 ( y2 z2 - y1 z1 ) /E + γ3c1 z2 ( y2 /E - 1 ) - c1e3 - c2e1 + r3 ( t )

（5）

的碳交易额。由于两个区域自身发展存在一定差

异，因此各变量的发展系数是不相等的，这里

a1、b2、c1分别表示A区域的新能源、碳排放、碳

交易的发展程度， a1 '、b2 '、c1 '分别表示 B区域的

新能源、碳排放、碳交易的发展程度。

1.2 系统同步

为了分析不同系统之间碳交易的协同机制，

探究区域间碳交易协同发展的最优路径，假设模

型 （2） 为驱动系统，模型 （3） 为响应系统，对

响应系统施加相应的控制项 ri ( t )，使得两个系统

达到同步，这里的控制项 ri ( t )受到A、B两区域新

能源、碳排放和碳交易的多重制约，是一个复杂

的多元函数。施加控制项后的响应系统如下。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x2
. = a1 ' x2 ( )y2 - M + a2 z2 ( z2 /N - 1 ) + r1 ( t )
y2
. = -b1 x2 + b2 ' y2 ( )1 - y2 /C - b3 z2 + r2 ( t )
z2
. = c1 ' z2 ( )y2 /E - 1 - c2 x2 + r3 ( t )

（4）

其中， r1 ( t )、r2 ( t )、r3 ( t )分别表示对 B区域

新能源发展速度、碳排放发展速度、碳交易发展

速度的控制。

其中，
ì

í

î

ïï

ïï

a1 ' = a1 + γ1a1
b2 ' = b2 + γ2b2
c1 ' = c1 + γ3c1

， γi（i = 1、2、3）为常

数，定义系统的状态误差为 e1 = x2 - x1，e2 = y2 -
y1，e3 = z2 - z1。

则驱动系统 （2） 与施加控制项的响应系统

（4）之间的误差系统为

此时，两系统的同步问题便转化为误差系统

（5） 在原点的渐进稳定性问题，只要选取适当的

控制系统，驱动系统和相应系统就能实现同步。

选取如下的控制系统。

ì

í

î

ïï

ïï

r1 ( )t = -a1 ( )x2 y2 - x1 y1 - γ̂1a1 x2 ( )y2 - M - a2e3 [ ( z1 + z2 ) /N - 1]
r2 ( t ) = -γ̂2b2 y2 ( 1 - y2 /C ) + b1e1 + b3e3
r3 ( t ) = -c1 ( y2 z2 - y1 z1 ) /E - γ̂3c1 z2 ( y2 /E - 1 ) + c2e1

（6）
其中， γ̂1、γ̂2、γ̂3 为 γ1、γ2、γ3 的估计值，令

γ͂i = γi - γ̂i（i = 1、2、3），参数的估计律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γ͂1
.
a1 = -x2 ( )y2 - M e1

γ͂2
.
b2 = -y2 ( 1 - y2 /C ) e2

γ͂3
.
c1 = -z2 ( y2 /E - 1 ) e3

（7）

将控制系统（6）带入误差系统（5）得：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e1
. = γ͂1a1 x2 ( )y2 - M - a1Me1
e2
. = γ͂2b2 y2 ( 1 - y2 /C ) + b2e2 [1 - ( y1 + y2 ) /C ]
e3
. = γ͂3c1 z2 ( y2 /E - 1 ) - c1e3

（8）

从式（8）可以看出，系统的稳定性与响应系

统的参数无关，只要误差系统稳定，就能实现两

个参数不同的新能源演化模型的混沌同步。

构造的非线性动力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

统，仅使用定义来判定系统的零解稳定性是远远不

够的，用Lyapunov方法来证明误差系统的稳定性。

首先，构造Lyapunov函数：

V = ( e1 2 + e2 2 + e3 2 ) - 2 + ( γ͂1 2a1 2 + γ͂2 2b2 2 + γ͂3 2c1 2 ) - 2
（9）

显然，函数（9）是正定的，且：

V̇ = e1 e1. + e2 e2. + e3 e3. + a1 2 γ͂1 γ̇͂1 + b2 2 γ͂2 γ̇͂2 + c1 2 γ͂3 γ̇͂3
（10）

已知定理：在原点的领域Ω内，存在一个正定

函数V ( x )，并且沿其解的导数 dV/dt是负定的，则

系统在原点是渐进稳定的。式（9）已经确定是正

定的，那么只要式（10）是负定的（即 V̇ < 0），就

可以证明误差系统是稳定的。将式（7）和式（8）
代入式（10）可得：

V̇ = γ͂1a1 x2 ( )y2 - M e1 - a1Me1 2 - γ͂1a1 x2 ( )y2 - M e1 +
γ͂2b2 y2 ( )1 - y2

C
e2 + b2e2 2 é

ë
êê

ù

û
úú1 - y1 + y2

C
-γ͂2b2 y2 ( )1 - y2

C
e2+

γ͂3c1 z2 ( y2 - E - 1 ) e3 - c1e3 2 - γ͂3c1 z2 ( y2 - E - 1 ) e3
= -a1Me1 2 + b2e2 2 [1 - ( y1 + y2 ) - C ] - c1e3 2

（11）
从 式 （11） 可 以 看 出 ， 当 y1 + y2 > C 时 ，

V̇ < 0；当 y1 + y2 < C时， V̇ > 0。也就是说当 y1 +
y2 > C时，误差系统是渐进稳定的。由此可以得

证，在适当的控制下误差系统可以达到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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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驱动系统（A系统）和响应系统（B系统）能

够达到同步。

基于表 1，可知C代表的是一个经济时期内碳

排放量的峰值。从实际情况来看，北京和上海短

期内不会同时达到碳排放的峰值，也就是说必然

有 y1 + y2 < 2C。因此在适当的控制系统下，并且

满足 C < y1 + y2 < 2C时，A、B两个系统可以达到

同步状态。

2 数据获取与参数识别

模型（1）是基于碳交易对于新能源和碳排放

的驱动机制以及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

复杂关系建立的，参数的确立对于碳交易驱动机

制以及系统间协同的研究至关重要。为了使系统

中的参数更为准确，以便于后续分析，本文收集

了近年来与新能源、碳排放、碳交易相关的官方

数据，基于这些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算法计算

出系统参数值。

关于新能源的产能，用一段时间内新能源的

发电量来近似表示。我国新能源的发电量主要来

源于水力、风力、核能、光伏，但现阶段光伏发

电占比很低，光伏产业还不够成熟，存在诸多乱

象，并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都不是光伏产业的

重点区域，因此，本文中新能源的使用量为水力、

风力、核能这 3项发电量的加总。碳排放的主要来

源是各个行业对能源的消耗，能源消费可以通过

特定系数转化为碳排放。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耗最

大的部门，工业增加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能

源消耗的增长幅度。由于能源消费只有年度数据，

利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这一指标将能源消耗

总量按月拆分。新能源与碳排放的相关数据均来

自于国家统计局。碳交易额即碳交易市场中成交

量与成交价格的乘积，月度碳交易额为国内各碳

交易所网站月度数据的加总。

本文以 2014年 12月的数据作为基期数据，将

2015年 1月至 2018年 12月的相关数据进行归一化

处理，处理后的具体数据见表2。
在运用BP神经网络计算参数前，首先将模型

时间

2015-01
2015-02
2015-03
2015-04
2015-05
2015-06
2015-07
2015-08
2015-09
2015-10
2015-11
2015-12
2016-01
2016-02
2016-03
2016-04
2016-05
2016-06
2016-07
2016-08
2016-09
2016-10
2016-11
2016-12

x

0.926 3
0.773 3
1.072 3
1.106 5
1.194 3
1.492 7
1.545 6
1.484 3
1.514 2
1.447 3
1.201 9
1.115 4
0.949 8
1.147 2
1.245 0
1.263 5
1.466 4
1.595 7
1.783 3
1.624 6
1.425 8
1.451 9
1.358 2
1.197 1

y

1.233 2
1.100 6
0.968 1
1.020 0
1.054 6
1.175 5
1.037 3
1.054 6
0.985 4
0.968 1
1.071 7
1.020 0
1.052 0
1.102 9
1.153 7
1.018 0
1.018 0
1.052 0
1.018 0
1.069 0
1.035 0
1.035 0
1.052 0
1.018 0

z

0.642 9
0.491 8
0.930 7
1.072 3
4.056 5
2.878 8
0.016 7
0.016 2
0.110 8
0.007 9
0.033 5
0.084 0
0.053 1
0.088 8
0.336 3
0.539 5
3.431 9
7.144 7
0.059 8
0.173 8
0.008 3
0.002 0
0.204 6
0.923 7

时间

2017-01
2017-02
2017-03
2017-04
2017-05
2017-06
2017-07
2017-08
2017-09
2017-10
2017-11
2017-12
2018-01
2018-02
2018-03
2018-04
2018-05
2018-06
2018-07
2018-08
2018-09
2018-10
2018-11
2018-12

x

1.082 2
1.124 0
1. 305 0
1.345 0
1.507 7
1.620 7
1.865 4
1.779 2
1.734 6
1.698 8
1.550 9
1.382 7
1.222 7
1.294 2
1.337 1
1.402 4
1.625 5
1.723 0
2.012 5
1.944 9
1.828 6
1.824 5
1. 600 1
1.532 5

y

1.054 1
1.140 2
1.226 2
1.048 8
1.048 8
1.226 2
1.032 7
0.968 1
1.064 9
1. 000 4
0.984 3
1.000 4
0.873 0
0.958 6
0.909 9
0.857 2
0.888 2
0.892 5
1.027 2
1.042 3
0.857 8
0.822 1
0.917 5
1.081 7

z

1. 655 7
0.466 7
0. 901 6
2. 095 4
2.764 0
11.262 0
0. 322 1
0.036 3
0.011 4
0.060 1
0.207 1
0.232 8
0.627 2
0.217 4
0.747 8
0.791 9
3.389 4
3.599 1
9.898 4
0.769 7
0.600 3
0.355 4
0.850 4
0.666 7

表2 新能源、碳排放和碳交易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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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散化，得到以下差分方程为

ì

í

î

ïï

ïï

x ( )k + 1 = x ( )k + T { a1 x ( k ) [ y ( )k - M ] + a2 z ( k ) [ z ( )k - 1] }
y ( )k + 1 = y ( )k + T { -b1 x ( )k + b2 y ( )k [ ]1 - y ( k ) /C - b3 z ( )k }
z ( )k + 1 = z ( )k + T { c1 z ( )k [ ]y ( k ) /E - 1 - c2 x ( )k }

（12）
将表 2中的前 n-1组数据作为输入数据，后 n-

1组数据作为输出数据 （表 2中共 48组数据，n=
48），通过 BP神经网络算法可得到实际的系统参

数。具体参数值见表3，此时误差 e <0.000 297 82。
表3 实际系统参数

通过参数辨识获取了实际的系统参数，这组

参数对驱动系统和响应系统都是同样适用的。但

从实际情况来看，北京与上海两地的碳交易、新

能源以及碳排放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以 2018年
为例，我国各大碳交易市场中，上海碳交易额占

比为 7.8%，而北京的占比为 6.8%，因此上海碳交

易市场的发展水平要高于北京。根据国家统计局

相关数据，上海在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上的消

耗量皆远大于北京，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就是化

石能源的使用，可以合理推断上海碳排放水平高

于北京；从比例上来看，2018年上海单位GDP能
耗为 0.433 tce/万元，北京仅为 0.337 tce/万元。单

位生产总值能耗越小，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区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程度越高，由此可以推得北京新能

源的发展水平要高于上海。基于上述分析，将参

数分别按碳交易占比、碳排放水平及新能源发展

水平的比例拆分，得到 A系统 （北京） 和 B系统

（上海）的一组仿真参数，见表 4和表 5。这里的按

比例拆分是指按两个地区碳排放水平、碳交易占

比及新能源发展水平的比例对表 3中相应数据进行

拆分。比如上海碳交易额占比为 7.8%，而北京的

占比为 6.8%，那么 c1 ' /c1就等于 7.8/6.8， a1、a1 '和
b2、b2 '同理。这样基于现实情况获得的参数不仅符

合实际，也有助于更好地描绘碳交易对于新能源、

碳排放的驱动机制，探索区域协同的碳交易演化

路径。

表4 实际系统参数（北京）

表5 实际系统参数（上海）

3 情景分析

经过前文的研究，已经厘清了碳交易、新能

源及碳排放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

关系，基于已获取的数据辨识出实际的系统参数，

并选取我国碳交易代表性的两个重点区域进行参

数拆分。本文基于表 3已获取的参数研究碳交易对

于新能源、碳排放的驱动机制，并将碳交易的驱动

机制可视化，使得分析结果更加形象和可以接受。

3.1 碳交易的驱动机制研究

根据模型（1）可知，系统参数 a2表示碳交易

对新能源的影响程度。固定其他系统参数值见表 3
所示，令 a2的取值逐渐增大，可以描绘出参数 a2
逐渐增大时的新能源演化路径，如图 3所示。其

中 ， 曲 线 一 、 二 、 三 分 别 表 示 参 数

a2为0.509 7、0.609 7、0.709 7时新能源随时间的演

化发展路径。图中纵轴表示新能源的发展程度，

横轴代表时间 t，以年为单位。

从图 3中可以看出，碳市场发展的前期，3条
曲线基本重合，说明碳交易对新能源的驱动作用

并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碳市场不断发展

完善，碳市场对于新能源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凸

显，碳交易对新能源的影响程度（a2）越大，新能

源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有

效的调控手段，能够运用市场供求关系提高传统

能源的使用成本，从而对企业研发和利用新能源

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因此，碳交易市场对于新

能源行业的发展存在较强的驱动作用。从这一方

面来看，我国大力发展碳交易市场的决策无疑是

明智的。

a1
0.724 3
M

0.672 3

a2
0.509 7
N

0.188 3

b1
0.069 8
C

0.096 2

b2
0.808 8
E

0.095 2

b3
0.165 2

c1
0.626 9

c2
0.022 4

a1

0.724 7
M

0.672 3

a2

0.509 7
N

0.188 3

b1

0.069 8
C

0.096 2

b2

0.781 9
E

0.095 2

b3

0.165 2
c1

0.584 1
c2

0.022 4

a1 '

0.723 9
M

0.672 3

a2
0.509 7
N

0.188 3

b1
0.069 8
C

0.096 2

b2 '

0.835 7
E

0.095 2

b3
0.165 2

c1 '

0.669 8
c2

0.0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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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参数a2逐渐增大时的新能源演化路径

碳交易的发展同样有利于抑制碳排放水平。

但对于现阶段尚未成熟的碳交易市场而言，很难

对于碳排放起到直接的抑制作用。根据前文的研

究，碳交易市场对于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存在较强

的驱动作用，通过碳交易—新能源—碳排放这一

传导机制，观察碳交易是否能对碳排放水平的降

低起到驱动作用。

根据模型（1）可知，参数 b3表示碳交易对碳

排放的影响程度。固定其他系统参数值见表 3，令

b3的取值逐渐增大，可以描绘出参数 b3逐渐增大时

的新能源演化路径，如图 2所示。其中，曲线一、

二、三分别表示参数b3为0.165 2、0.565 2、0.965 2
时新能源随时间的演化发展路径。

图4 参数 b3逐渐增大时的新能源演化

从图 4中可以看出，随着 b3逐渐增大，新能源

的产能也随之稳步提升。显然随着碳交易对于碳

排放影响系数的增强，碳排放企业迫于减碳压力

会积极探索新能源的研发与利用，从而对新能源

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再次固定其他系统参数值见表 3，令 a2的取值

逐渐增大，可以描绘出参数 a2逐渐增大时的碳排

放演化路径，如图 5所示。其中，曲线一、二、三

分别表示参数a2为0.509 7、0.609 7、0.709 7时碳排

放随时间的演化路径。

如图 5所示，可以发现随着参数 a2逐渐增大，

碳排放水平受到的抑制作用也逐步增强。显然随

着碳交易对于新能源影响系数的增强，碳交易更

快地带动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广泛运

用则有效降低了碳排放水平。结合图 4及图 5，可

图5 参数a2逐渐增大时的碳排放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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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碳交易的发展可以形成对新能源发展的

驱动作用，并间接降低了碳排放水平。通过碳交

易—新能源—碳排放这一传导机制，碳交易实现

了对碳排放的有效抑制作用。

3.2 碳交易路径的区域协同

经过前文的研究已经得出结论：即使两个区

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程度大相径庭，仍然可以对

这两个区域施加一定的控制 （在模型中加入控制

项），使得两个区域最终实现协同发展。A、B两区

域碳交易的协同情况可以通过驱动系统 （北京）

和响应系统 （上海） 之间的系统误差 （e3） 来表

示。基于表 6、表 7的参数把两个区域碳交易的协

同情况可视化，探索两地碳交易市场协同发展的

最优路径，既能为我国统一碳市场的建设提供思

路，也能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碳交易的发展速度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碳交易市场自身的发展程度（c1）和新能源对碳交

易的影响程度（c2）。上文中已经确定了这两个区

域各自的碳市场发展系数（c1），因此，在碳交易

路径的政策协同研究中，主要考虑新能源对碳交

易的影响程度（c2）对碳交易市场协同发展的影响。

固定其他系统参数，改变参数 c2的取值，可以

得到不同参数状态下的系统误差 e3随时间变化的演

化趋势，如图 6所示。系统误差 e3表示一定时期内

响应系统的碳交易额与驱动系统的碳交易额之间

的差额。为了更好地分析参数变化所带来的系统

误差的变化，在图 4中加入基准线。从图 4中可以

看出，不同参数下的系统误差演化趋势是一致的，

最终系统误差都会趋近于零。

本文的新能源演化模型以 2014年 12月为基

期，“十三五”能源规划的时间结点为模型的第 6
年，因此，在图 6中加入基准线，以便更直观地分

析计划结点时不同地区的协同发展情况，其中基

准线的时间点恰好为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末年

（2020年年末）。整体来看，不同参数状态下系统

误差 e3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也就说参

数的变动不会影响两系统最终达到同步，但会对

两系统达到同步的速度造成影响。

初始状态下，曲线一（c2 = 0.022 4）离 0轴最

远 （即纵坐标为 0的横轴，下同），而曲线三

（c2 = 0.072 4） 离 0轴最近，说明新能源的发展对

碳交易的区域协同有一定促进作用。新能源的开

发与利用会使得低碳企业拥有更充足的碳配额，

不仅能活跃本地区的碳市场，在当前鼓励跨区碳

交易的政策背景下还能推动其他地区碳市场的发

展，加快碳市场的统一进程。图中基准线与系统

误差曲线 e2的交点不在 0轴，意味着在 2020年年

底，两系统并不会实现同步发展。从误差曲线的

图6 参数 c2逐渐增大时系统误差 e3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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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来看，曲线三（c2 = 0.072 4）一直是离 0
轴最近的曲线，但这并不能说明新能源的发展对

碳交易市场是长久有利的。从长远角度看，结论

又会有所不同。将系统误差的演化时间延长，得

到系统误差趋势如图7所示。

图7 参数 c2逐渐增大时系统误差 e3的变化（30～50年）

从图 7可以看出，较长时间轴上，曲线一和曲

线二的趋势大致相同，但曲线三的后期波动较大，

系统误差 e3的值很不稳定。这说明，新能源发展速

度的提升虽然能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促进区域间碳

交易路径的协同，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促进

作用是不持久的，甚至会带来负面效应，影响全

国碳交易市场的统一。这是因为新能源领域投入

的大量资源会挤占碳市场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

新能源的广泛运用会大幅降低碳排放，使得碳市

场中可交易的配额日渐减少，碳市场日益萎缩。

区域间新能源发展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负面效

应，不利于碳市场的协同发展。因此，在考虑用

新能源促进碳交易市场协同发展的同时，要注意

把握新能源的发展限度，使得资源在新能源领域

和碳交易市场得到合理配置，充分发挥新能源对

碳交易市场协同发展的积极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碳交易与新能源、碳排放之间的复

杂关系，结合能源经济学理论与非线性动力学理

论，建立碳交易驱动下的新能源演化发展模型，

并借助模型进一步研究碳交易对于新能源、碳排

放的驱动机制以及北京、上海间碳交易市场的协

同情况。基于BP神经网络算法和实际数据获取参

数，进行情景分析，从而探索两地碳交易市场协

同发展的最优路径，为全国范围内碳交易的协同

发展提供思路。

碳交易作为最有效率的市场手段之一，对于

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驱动作用。另一方

面，碳交易也可以通过碳交易—新能源—碳排放

这一传导机制，实现对碳排放水平的有效抑制。

因此我国积极开展碳试点工作，对于低碳经济和

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要

注意到，我国碳交易市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区

域间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

象，区域间碳交易难以实现协同发展。应当加快

重点区域碳试点建立，完善市场机制，合理配置

碳配额，加强国际和地区间交流合作，提高信息

披露程度；积极探索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推动区域碳交易

的联通以及碳价的协同，从而加快全国统一碳市

场的建设进程。

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对于区域碳市场的协同

发展可以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新

能源的发展需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长远

来看，新能源的过度发展或将抑制碳交易市场的

协同发展。我国的能源产量依旧小于能源消耗量，

因此，发展新能源仍然是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重

中之重，不能因噎废食，错过新能源发展的宝贵

机遇。同时，也要注意到新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骗

补、倒卖项目等乱象，不应让新能源挤占其他要

素的生存空间。各地应因地制宜，做到统一规划

和合理引导，建立健全新能源发展的协调机制，

加强技术指向和创新导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碳排放峰值是各地区控排的重要指标，也是

实现系统间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各地碳排

放水平尽早达到峰值有助于区域碳市场的协同发

展。各省市应根据实际情况尽快设立碳排放达峰

目标，并采取相应措施来推动达峰目标的实现，

主要包括加快产业低碳转型、促进服务业发展、

强化节能管理、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减排、优化能

源消费结构、开展各领域低碳试点和行动、增加

森林碳汇等。另一方面也可以积极探索推动碳排

放达峰的新思路和新举措，如推动建立以峰值目

标倒逼碳减排的新机制，以大数据支撑碳排放管

理，主动开展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建设等。

本文将新能源、碳排放、碳交易三者之间的

复杂关系融入到非线性系统中，分析了碳交易对

于新能源、碳排放的驱动机制，并结合中国的实

际情况，探究了区域间碳交易市场的演化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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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为未来区域间碳交易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思路。

事实上，经济变量与新能源、碳排放、碳交易的

关系也十分密切。本文未考虑经济增长因素与这

三者关系的协同，如何建立一个四维模型并探索

经济协同发展的最优路径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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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全球平均气温在 1981—1990年间比 100年前

上升了 0.48%，焚烧化石燃料，如石油、煤炭等，

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

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温室

气体就是CO2。在此背景下，1992年联合国专门制

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来阻止全球持

续变暖的趋势。该公约主要约束发达国家释放到

大气层中的CO2及其他“温室气体”，已有197个国

家正式批准了上述公约。2015年 11月 29日至 30
日，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巴

黎大会”，并做出了中国将在 2030年左右使CO2排
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的承诺。然而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仍需要不断发展经济，与许多发

达国家一样，在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跨

越的过程中，避免不了大量能源的消耗与CO2的排

放。因此，中国似乎陷入了“既要发展经济，又

要实现节能减排”的两难困境。在此背景下，本

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分解

——基于LMDI模型

李江元，丁 涛
（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061）

摘 要：在引入指标分解和扩展的Kaya恒等式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将我国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

分为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以及能源结构效应 5个部分。通

过测算建立了我国长时间序列碳排放数据（2004—2016年），并从国家级、区域级和省市级 3个层

面分别探讨了各驱动因素的碳排放变动效应。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效应是促进我国碳排放增长最

主要的驱动因素；而产业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是抑制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两个驱动因素；人口

规模效应促进了我国碳排放的增长，能源结构效应抑制了我国碳排放的增长，但这两个驱动因素

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此外，利用混合回归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了检验，验证了分析的合理性。最

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用于解决我国的碳排放问题。

关键词：碳排放；能源消耗；Kaya恒等式；驱动因素；回归检验；LMDI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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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factors for the growth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LMDI model

Li Jiangyuan，Ding Tao
（School of Economics，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6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ndex decomposi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Kaya identity analysis framework，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change are divided into five parts，including population size effect，economic devel⁃
opment effect，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ect and energy structure effect. Through calculation，a long-
term series of carbon emissions data（2004—2016） is established in China，and the effects of various drivers on carbon emis⁃
sions were discussed from three levels：national，regional，and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lev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
nomic development effect is the most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for promoting China’s carbon emission growth，while the industri⁃
al structure effec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ect are the two driving factors for inhibiting China’s carbon emission growth.
And the population size effect promotes the growth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the energy structure effect suppresses the
growth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s，but these two driving factors have relatively little influence. In addition， the above re⁃
sults were tested using a mixed regression model to verify the rationality of the analysis. Finally，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
sults，targete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solving China’s carbon emission problems.
Key words：carbon emissions；energy consumption；Kaya identity；driving factors；regression test；LMDI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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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过研究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以

明确各种驱动因素在碳排放增长过程中发挥的

作用和地位，并通过研究结果提供一些合理的

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政府更好的破解“两难

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也不断

增加，如图 1所示，我国能源总消耗从 2000年的

146 964万 tce，增长至 2018年的 464 000万 tce，增

长幅度为 215.72%。与此同时，我国各主要能源的

结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其中，2000—2018年，

煤炭的占比从 68.50%下降至 59.00%；石油的占比

从 22.00% 下降至 18.90%；天然气的占比则从

2.20%提升至 7.80%；水电、核电、风电的占比从

7.30%提升至 14.30%。这一能源结构的改变降低了

我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同时提高了清洁能源

的使用力度，有利于我国碳排放量减少。

图1 我国能源结构图

1 文献综述

分解分析法作为分析事物变化特征和其作用

机理的一个方法，被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广泛采用。

分解分析法中最为主要的方法有结构分解分析法

（SDA）和指标分解分析法（IDA）。结构分解分析

法（SDA）是由Chang和Lin[12]提出的。该方法是以

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渐

解决了分解残值等诸多问题。结构分解分析法的

相关因素分解较为细致，以结构分解分析（SDA）
为基础开展的实证研究也比较多，如马晓微[16]、廖

明球[17]、陈琳[19]、Wang等[2]、Cansino[1]、Zeng等[6]。
然而，投入产出表缺乏长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

所以这种方法的应用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指数分解分析法 （IDA） 起源于 20世纪 70年
代，主要包括两种方法：Laspeyres指数分解分析

和Divisia指数分解分析。Divisia指数主要包括算术

平均Divisia指数法（AMDI）和对数平均Divisia指
数法（LMDI），其中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法（LM⁃
DI） 的分解结果最为稳健，应用也最为广泛。与

LMDI相比，AMDI有两个缺点：一是在某些情况

下会产生较大的残差项，二是不能解决数据集的

零值问题。LMDI方法[9]因其优良的特性，已被广

泛运用在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等方面的分解中。

本文主要采用的方法是结合扩展的Kaya恒等

式，采用 LMDI加法分解模型，将我国 2004—2016
年的碳排放分解为 5个驱动因素：人口规模效应、

经济发展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以

及能源结构效应，并从国家级、区域级和省级 3个
层面进行分析。本文的主要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现有文献对能源结构效应关注

较多，而对产业结构效应却缺乏考虑。其次，众

多学者有关我国碳排放的分解一般是将全国作为

一个整体，本文则考虑到了地区差异性，对于各

区域、各省市也做了碳排放的分解，从而进行横

向比较。此外，本文利用混合回归对分析结果进

行检验，验证了研究的合理性。

2 数据和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测算

本文主要使用的数据为 2004—2016年全国各

省市的人口（P）、地区生产总值（Y）、工业总产

出（IO）、能源消耗总量（E）以及碳排放量（C）。

由于一些数据不可获得，选取除西藏、香港、澳

门以及台湾这几个地区外的其余 30个省市地区的

数据。以下分别介绍这些数据的来源和测算方法。

2.1.1 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出

以上 3种数据均来自 2004—2016年国家统计

局的各省统计年鉴。其中，人口主要是统计各地

区年末常住人口数据。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

出均通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0—2016年的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折算为2000年基准价格。

2.1.2 能源消耗总量、碳排放量

能源消耗总量以及碳排放量的数据均通过测

算全国各省市的主要能源得出。全国各省市的主

要能源的数据来自 2004—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各

省统计年鉴。本文所考察的主要能源数据包含原

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以

及天然气这 8种能源的消费量。由于少量省份的部

分能源数据缺失，故本文计算得出的数据与真实

数据依然存在一些偏差，测算的数据仅可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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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较为合理的估算值。其中，能源消耗总量的

数据是通过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折算成标准

煤，碳排放量的数据则通过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

数折算统计而成。本文采用《IPCC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指南》（2006）中的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C t =∑i = 1
n etiFi = 1244∑i = 1

n etiVi fi （1）
式中：Ct为在 t年工业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总量；

eit为第 i类能源在 t年的终端消费量；Fi为第 i类能

源的碳排放系数；Vi为第 i类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

量； fi为第 i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12/44为碳在

CO2中所占的比例。本文所使用的主要能源及折算

系数见表1。
表1 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以及折算标准煤系数

注：①碳排放系数数据来自 《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2006）》，②折算标准煤系数数据来自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8）》，③天然气的折算标准系数选取 1.100 0~1.330 0的平均

值，④煤炭的折算系数均使用原煤代替。

2.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全国层面上来看，我国人口、地区生产总

值、工业总产出、能源消耗总量以及碳排放量随

时间变化的趋势如图2所示。

从图 2可以看出，2004—2016年我国能源消耗

量与碳排放量的增长趋势非常相似，曲线接近平

图2 2004—2016年我国能源消耗量、碳排放量、人口、

GDP及工业总产出图像

行，说明能源消耗量与碳排放量存在着稳定的密

切的相关关系，但是，碳排放量的逐年增长速度

是略微低于能源消耗量的增长速度的。此外，我

国能源消耗量与碳排放量均存在一个拐点，图像

的拐点发生在 2011年，自 2011年后，我国能源消

耗量与碳排放量的增速明显放缓，甚至曲线显示

出慢慢持平的趋势。2011—2015年为我国“十二

五”计划时期，而“十二五”计划中包含了要转

变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转型升级，提高

产业核心竞争力等内容，毫无疑问，我国能源消

耗量与碳排放量均受该计划的一系列科学政策的

影响。然而，我国GDP的增速反而在 2011年后有

所提高，似乎并未明显受到能源消耗量与碳排放

量增速减缓的抑制，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

宏观调控的成效以及新型发展理念、发展方针、

发展道路的优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工业总产出

受能源及碳排放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产出曲线

与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曲线趋势相近。相对

以上其他变量而言，我国人口规模的增长显得

比较平缓。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地理位置以

及技术水平的一些差异，为了更好的研究我国碳

排放量的各种驱动因素的影响，将我国 30个省市

行政区主要依据地理位置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3
个地区。各区域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2.3 方法模型介绍

2.3.1 Kaya恒等式及扩展的Kaya恒等式

Kaya 恒等式将碳排量的影响因素分解为人口

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利用效率以及能源结

构4个因素，具体表现如式（2）所示。

C = P × GDP
P

× E
GDP

× C
E

（2）
式中：C表示碳排量；P表示人口规模；GDP表示

地区生产总值；E表示能源消费量。

考虑到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主要来源

于工业排放，故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从一定程度

上影响碳排放量的变化。所以本文额外引入了工

业总产出 （Industrial Output） 这个变量，简记为

IO。故Kaya恒等式可以扩展为式（3），如下所示。

C = P × Y
P
× IO
Y
× E
IO
× C
E

（3）
其中，C表示碳排量；P表示人口规模；Y表

示地区生产总值；IO表示工业总产出；E表示能源

能源名称

原煤

焦炭

原油

燃料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天然气

碳排放系数/（kg碳/kgtce）
0.755 9
0.855 0
0.585 7
0.618 5
0.553 8
0.571 4
0.592 1
0.448 3

折算标准煤系数

0.714 3 kgtce/kg
0.971 4 kgtce/kg
1.428 6 kgtce/kg
1.428 6 kgtce/kg
1.471 4 kgtce/kg
1.471 4 kgtce/kg
1.457 1 kgtce/kg

1.100 0~1.330 0 kgtce/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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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式中，P用来衡量人口发展规模；经济发

展水平 （economic development） 用人均 GDP来衡

量，记做：ED=Y/P；产业结构 （Industrial struc⁃
ture） 用工业总产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

示，记做：IS=IO/Y；能源利用效率（energy usage
efficiency）用能源消耗量与工业总产出的比值来表

示，即单位工业产出所消耗的能源数量，记做：

EF=E/IO；能源结构（energy usage structure）用碳

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的比值来表示，即单位消源

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记做：ES=C/E。
故式（3）可以改写为式（4）所示。

C = P × ED × IS × EF × ES （4）
2.3.2 LMDI分解模型

LMDI 模型是在 IDA 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

究得出的，具有加法和乘法两种形式，本文主要

采用加法形式进行计算，并将其与扩展后的Kaya
恒等式结合。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ΔC = C t - C t - 1 = ΔCp + ΔCed + ΔCis + ΔCef + ΔCes
（5）

式中：Ct为 t年的碳排放总量；Ct-1为 t-1年的碳排

放总量；ΔC 为 t-1至 t年的碳排放增量；ΔCp指由

人口规模变化导致的碳排放的变化量，记做人口

规模效应；ΔCed指由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导致的碳排

放的变化量，记做经济发展效应；ΔCis指由产业结

构变化导致的碳排放的变化量，记做产业结构效

应；ΔCef指由能源利用效率变化导致的碳排放的变

化量。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主要将其归结于技

术进步，故记做技术进步效应；ΔCes指由能源结构

变化导致的碳排放的变化量，记做能源结构效应。

其中，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效应、产业结构

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以及能源结构效应的计算如

式（6）—（10）所示，其中 i是指第 i个省市，t指
时间，Pit表示第 i个省市在时间 t的人口，其余变

量以此类推。此外，把各个驱动因素导致的碳排

放量的变化与碳排放总增量的比率称为该驱动因

素的贡献率。

ΔCp =∑i = 1
n ( )Cti - Ct - 1i

( )lnCti - lnCt - 1i

ln Pti
Pt - 1i

（6）

ΔCed =∑i = 1
n ( )Cti - Ct - 1i

( )lnCti - lnCt - 1i

ln ED i t

EDi
t - 1 （7）

ΔC is =∑i = 1
n ( )Cti - Ct - 1i

( )lnCti - lnCt - 1i

ln IS i t

ISi
t - 1 （8）

ΔCef =∑i = 1
n ( )Cti - Ct - 1i

( )lnCti - lnCt - 1i

ln EF i t

EFi
t - 1 （9）

ΔCes =∑i = 1
n ( )Cti - Ct - 1i

( )lnCti - lnCt - 1i

ln ES i t

ESi
t - 1 （10）

3 实证分析

3.1 国家级层面分析

2004—2016年全国碳排放量分解如图 3所示，

区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省份

天津、海南、辽宁、上

海、江苏、北京、山

西、福建、河北、山

东、浙江、广东

内蒙古、江西、吉林、

河南、黑龙江、湖北、

湖南、安徽

青海、重庆、贵州、云

南、陕西、甘肃、四

川、宁夏、广西、新疆

变量

人口

地区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能源消耗

碳排放量

人口

地区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能源消耗

碳排放量

人口

地区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能源消耗

碳排放量

单位

万人

亿元

亿元

万 tce
万 t
万人

亿元

亿元

万 tce
万 t
万人

亿元

亿元

万 tce
万 t

观察值个数

156
156
156
156
156
104
104
104
104
104
130
130
130
130
130

描述性统计

最小值

818.00
780.36
195.74
737.05
436.11
2 393.00
2 895.27
1 188.42
4 166.37
3 019.99
539.00
443.75
201.55
925.32
605.06

最大值

10 999.00
55 908.13
24 277.01
58 326.50
40 134.09
9 717.00
27 984.72
13 328.50
30 130.15
22 445.40
8 262.00
22 772.99
9 985.44
20 852.67
14 503.50

均值

4 045.50
14 355.85
5 947.05
18 163.04
12 350.71
5 142.50
9 886.56
4 763.74
12 152.49
8 819.05
3 258.50
4 671.87
2 020.14
7 967.59
5 738.59

标准差

3 078.15
12 728.97
6 314.11
12 237.05
8 876.73
2 163.43
5 686.54
2 917.16
6 321.73
4 721.84
2 106.88
4 616.72
2 228.33
4 527.96
3 151.53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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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中可以看出，人口规模效应是导致我国碳排

放量的增加，但并不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

其对于碳排放量的增长作用是较为微弱的，但从

2011年开始，其增长效应在不断加强。经济发展

效应则是碳排放量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最

稳定的因素。此外，经济发展效应对于碳排放量

的增长作用自 2010年后是逐渐减弱的，但在 2015
—2016年又有小幅度的提升。产业结构效应的作

用则随着时间变化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影响。根据

其作用，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时间段：①2004
—2011年为第一个阶段，除 2008—2009年外，其

对于我国碳排放的增加都具有促进作用。2008—
2009年其对于碳排放量的减少效应，主要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影响；②2011—2016年，产

业结构效应则是抑制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

其中，2011—2015年，这种抑制效应总体趋势是

逐年增加的，2015—2016年，这种抑制效应有所

减弱，但仍是最主要的抑制因素。技术进步效应

的作用也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其中，

2004—2014年，技术进步效应对于我国碳排放的

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尤其在 2004—2011年 （除

2008—2009年外），技术进步效应均为最主要的抑

制因素，而 2011—2014年，逐渐过渡到第二重要

的抑制因素，产业结构效应慢慢成为最主要的抑

制因素。然而在 2014—2016年，技术进步效应却

成为促进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也许表明

在此期间，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下滑，但从图中

看出，技术进步效应对于碳排放量增长的促进效

应是在逐渐减弱的。能源结构效应似乎对于碳排

放量的增长具有微弱的促进或者抑制效应，从逐

年累加值看，能源结构效应对于碳排放量的增长

仍是具有抑制作用的，但相对其他因素而言，能

图3 2004—2016年我国碳排放量分解图像

源结构效应显然不是抑制我国碳排放量关键、有

效的因素。2004—2016年，我国累积的碳排放增

量为 178 602.389万 t，其中，人口规模效应累积的

碳排放增量为 23 241.959万 t，贡献率为 13.01%；

经济发展效应累积的碳排放增量为307 581.287万 t，
贡献率为 172.22%；产业结构效应累积的碳排放增

量为-47 288.193万 t，贡献率为-26.48%；技术进

步效应累积的碳排放增量为-99 458.660万 t，贡献

率为-55.69%；能源结构效应累积的碳排放增量

为-5 474.004万 t，贡献率为-3.06%。

3.2 区域级层面分析

从图 4（a）可以看出，3个地区的碳排放增量

均是随时间逐渐减少的。且较为明显的是，在大

部分时间里，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增量是 3个地区中

最高的，是我国碳排放量增加的关键地区。此外，

在 2004—2011年 （除 2008—2009年外），中部地

区的碳排放增量均高于西部地区，而在 2011—
2016年（除 2014—2015年外），西部地区的碳排放

增量均高于中部地区。2004—2016年，东部的碳

排放增量为 88 306.488万 t，中部的碳排放增量为

47 317.315万 t，西部的碳排放增量为42 978.586万 t，
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增量约为中部地区碳排放增量

的 1.86倍、西部地区碳排放增量的 2.05倍，因此，

东部地区对于减少全国的碳排放量具有着巨大的

潜力。

如图 4（b） 所示，东部地区的人口规模效应

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在 3个地区最强，西部次之，

中部最弱。在研究期间，累积的人口规模效应在

东部地区的贡献率为 20.38%，在中部地区的贡献

率仅为 3.70%，在西部地区的贡献率为 8.12%。可

见，人口规模效应对于碳排放量的增加作用在东

部地区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而在中部的作用

是微弱的。从上图中的曲线来看，人口规模效应

在西部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在东

部的影响力似乎有减弱的迹象，在中部地区的影

响力也在逐渐增加，但明显弱于西部地区。东部

地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口规模效应在多个时

间段存在着反向对应关系，较为明显的例如2008—
2010年、2014—2016年。这种反向对应关系，也许

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流动现象。

图 4（c） 体现的是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的

经济发展效应，从图中看，三者的曲线趋势近乎

一致。大体上，2004—2008年，3个地区都增强

了，2008—2009年，3个地区都增有很大幅度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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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而在 2008—2011年，都有回升的现象，在

2011—2016年，总体上仍然是下滑趋势。在 2004
—2008年期间，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各种产业

与贸易都得到了发展，这种扩大的生产规模自然

而然带来了对能源需求以及碳排放量的增加。而

2008—2010年的波动则是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2011—2015年是我国的“十二五”计划时期，在

此期间，我国政府提倡新的发展方式，对我国的

发展速度有要求，更提出了对发展质量的要求。

在一系列的政府调控下，我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

但能源消耗量与碳排放量的增长在 2011年后明显

有放缓趋势。而图 4中，东部地区的曲线最高，中

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这种现象也对应了

我国 3个地区的发展水平的影响，综合来看，我国

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

区最弱。2004—2016年，经济发展效应为东部增

加了 143 604.104万 t碳排放，贡献率为 162.62%；

为中部增加了 92 984.537万 t碳排放，贡献率为

196.51%；为西部增加了 70 992.646万 t碳排放，贡

献率为 165.18%。可见，经济发展效应是各个地区

注：（a）碳排放增量图像；（b）人口规模效应图像；（c）经济发展效应图像；（d）产业结构效应图像；（e）技术进步效应图像；（f）能源结构

效应图像。

图4 2004—2016年我国各区域碳排放量分解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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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从贡

献率来看，经济发展效应在中部地区的影响力度

最大，但从绝对的碳排放增量来看，经济发展效

应为东部地区增长的碳排放量是最多的。

图 4（d）描述的是我国 3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效

应的影响。与经济发展效应的曲线趋势类似，我

国 3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效应也保持着协同的变化趋

势，且东部地区的变化与其他地区相比，显得更

显著，更敏感。从产业结构效应的作用来看，其

在 3个地区的作用先是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加，然

后从 2011年后对于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正在慢慢

转型升级，更加高级化与合理化，意味着我国的

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性在慢慢减少。再从横向

对比来看，产业结构效应在研究期间，总共为东

部地区减少碳排放量 37 079.370万 t，贡献率为

-41.99%，是东部地区碳排放最主要的抑制因素

（其作用大于技术进步效应的-36.07%贡献率）；总

共为中部地区减少碳排放量 5 025.872万 t，贡献率

为 -10.62%； 总 共 为 西 部 地 区 减 少 碳 排 放 量

5 182.950万 t，贡献率为-12.06%。可见，产业结

构效应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力是远大于中部和西

部的，而产业结构效应在中部和西部的影响力较

为接近。

图 4（e） 展示的是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

区的技术进步效应。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

尤其是能源利用技术的改进，我国单位工业产出

的能耗会逐渐减少。这种效应很好的体现在图 4
中，2004—2014年，技术进步效应始终在不断减

少我国各地区的碳排放。但技术进步效应的作用

在 2014年后反而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加，但这种

促进作用随时间得到了很快的减弱。再来看看 3个
地区的横向对比，技术进步效应在 2004—2016年
期间，总共为东部地区减少碳排放量31 851.971万 t，
贡献率为-36.07%；总共为中部地区减少碳排放量

41 725.374万 t，贡献率为-88.18%；总共为西部地

区 减 少 碳 排 放 量 25 881.315 万 t， 贡 献 率 为

-60.22%。技术进步效应是东部地区减少碳排放量

第二重要的因素，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减少碳排

放量首要的因素。技术进步效应尤其在中部地区

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图 4（f） 展示的是 2004—2016年能源结构效

应在我国 3个地区的效果。虽然从历年的累加效果

看，能源结构效应总共为东部地区减少碳排放量

4 365.487万 t，贡献率仅为-4.94%；为中部地区减

少碳排放量 667.242万 t，贡献率仅为-1.41%；为

西部地区减少碳排放量 441.275万 t，贡献率仅为

-1.03%，但从上图可以看出，能源结构效应对于

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是慢慢加强的，主要体现

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这意味着，改善我国的能源

结构有利于减少我国碳排放量的增长，尤其在东

部，优化能源使用结构对于减少碳排放量的作用

不可忽视。

3.3 省级层面分析

考虑到各省市的大小、人口、经济规模等差

异性，为了更好的横向对比我国 30个省市地区碳

排放增量的变化，以碳排放年均增速对各省份进

行对比分析。将 2004—2016年全国 30个省市地区

依据碳排放年均增速大小分为 4档：第一档为碳排

放年均增速在-1%~0%之间的地区，仅包含北京 1
个地区；第二档为碳排放年均增速在 0%~5%的地

区，包含上海、云南、山西等 11个地区；第三档

为碳排放年均增速在 5%~9%的地区，包含河南、

贵州、广东等 11个地区；第四档为碳排放年均增

速在9%~15%的地区，包含剩余的山东、青海、内

蒙古等 7个地区。由分类结果可知，拥有高年均增

长率的地区主要在偏北地区，拥有中等年均增长

率的地区主要在中部地区，而南方地区除了海南

外，大多数拥有较低的年均增长率。

各省市 2004—2016年碳排放分解图像如图 5
所示，从图 5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效应是推动我

国各省市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的因素，而人口规

模效应只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区对于碳排放

的增加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其他地区产生

的影响较为微弱。以上地区大部分是我国经济较

为发达、经济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产业结构效

应同人口规模效应相同，其在我国不同地区产生

的影响差异性也比较大。产业结构效应在北京、

天津、河北等地区，发挥着较为明显的抑制碳排

放增加的作用，而在其他地区则表现为微弱的促

进作用。技术进步效应则是另外一个抑制各地区

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从图 5可以发现，技术进

步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当

产业结构效应在某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时，技术进

步效应则成为该地区抑制碳排放增加的活跃因素。

如图 5所示，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等产业结

构效应影响较弱的地方，技术进步效应对于抑制

碳排放增加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而能源结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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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4—2016年我国各省市碳排放分解图像

应除了在北京、山西、上海、福建等地区发挥着

较为明显的抑制碳排放增加的作用，在大部分地

区都仅有微弱的抑制作用，有些甚至可以忽略不

计。总体而言，能源结构效应仍然发挥着抑制碳

排放增长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比较微弱。

3.4 混合回归检验

为了增强实证研究的可信度与科学性，本文

采取计量回归的方法，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验

证。在此节选取的变量仍旧与前文相一致且单位

不变，但命名稍微做了一点调整，分别为碳排放

量 （CES）、人口 （POP）、经济发展水平 （ED）、

产业结构（IS）、能源利用效率（EF）与能源结构

（ES）。采用的估计方法是 Panel Least Squares，即

面板最小二乘法，采用的回归模型为混合回归模

型 ， 即 CESit = β0 + β1POPit + β2EDit + β3 ISit +
β4EFit + β5ESit + uit。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采用的

检验方法是Fisher-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 3可知，除了变量 EF和 ES是一阶单整

外，其余变量均为二阶单整。因此，对以上变量

进行了计量回归，结果如下。

CESit = -26 760.59 + 2.590 281POPit + 2 830.632EDit +
268 356.18ISit + 2 165.123EFit - 2 847.725ESit + uit

t= （ - 6.049 377***）（28.338 19***）（20.155 86***）
（8.971 745***）（17.459 83***）（-0.391 470）

R2=0.783 308 R̄2=0.780 487 F=277.620 5***
可见，模型的可决系数 R2与修正样本决定系

数 R̄2较高，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且 F统计量

的值为 277.620 5，非常显著。此外，可以看出，

上述模型中各变量（除ES外）的系数除的 t检验结

果均为十分显著，然而 ES的系数却非常不显著。

表3 变量的Fisher-ADF检验结果表

注：* 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

著；***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因此，认为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对各

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做检验，其结果见表4。
其中，变量ES与变量ED、IS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0.416 471与0.559 402，即存在较强的相关关

系，变量 ED与变量 EF的相关系数为-0.408 242，
即也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结合上述回归模型，

选择直接剔除不显著变量ES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修

正，结果如下。

项目

水平统计量

一阶差分

二阶差分

变量

CES
POP
ED
IS
EF
ES

D（CES）
D（POP）
D（IS）
D（ED）
D（EF）
D（ES）
D2（CES）
D2（POP）
D2（IS）
D2（ED）
D2（EF）
D2（ES）

Statistic
51.641 3
52.676 9
26.129 0
31.446 0
38.712 2
29.903 4
77.345 4*
62.737 7
56.254 8
64.030 7
109.932 0***
85.437 4**
150.813 0***
135.004 0***
148.802 0***
113.279 0***
141.810 0***
176.880 0***

P值
0.770 4
0.737 7
1.000 0
0.999 1
0.985 1
0.999 6
0.065 3
0.379 5
0.613 3
0.337 0
0.000 1
0.017 2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是否平稳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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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

CES it = -28 391.80 + 2.576 882POPit +
2 843.645EDit + 26 215.52ISit + 2 148.749EFit + uit
t= （- 19.135 99***）（30.437 39***）（20.863 75***）
（10.340 98***）（18.426 68***）

R2=0.783 222 R̄2=0.780 970 F=347.752 1***
可见，修正后的模型，无论是在拟合优度、

模型的F检验以及变量的 t检验上，显著性都得到

提升。故可见模型的修正效果较好。最后选择对

模型的残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验证各解释变量

与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表5 残差（U）的单位根检验

由表 5可知，残差（U）通过了 4种检验中的 3
个，故认为，残差（U）为平稳时间序列，即模型

的被解释变量CES与解释变量POP、ED、IS和EF
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

综上，根据修正的模型可知，在其他变量不

变的情况下，人口（POP）每增加 1万人，碳排放

量平均增长 2.576 882万 t；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

收入每增加 1万元，碳排放量平均增长 2 843.645
万 t；产业结构，即第二产业占国民总产出的比值

每减少 1%，碳排放量平均减少 26.215万 t；能源利

用效率，即单位工业产出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每减

少一个单位，碳排放量平均减少 26 215.52万 t；而

能源结构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能源结构的变动，

综合来看对于碳排放量的变化影响并不明显，是

相对次要因素。而从系数上来看，主要的影响因

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

这 3个变量所对应的前文的效应为：经济发展效

应、产业结构效应与技术进步效应。此结果是与

上文的研究结果相吻合的，也证实了研究结果的

可靠性。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 论

1）从整体来看，我国碳排放增速大致可以分

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为 2004—2011年，该阶

段我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长速度较快；第二个

时段为 2011—2016年，该阶段我国能源消耗和碳

排放增长速度较慢。

2）在国家级层面，促进我国碳排放增长的最

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经济发展效应，另一个驱动因

素为人口规模效应。且从时间趋势来看，经济发

展效应的促进作用在 2011年后逐渐减弱，而人口

规模效应的促进作用在 2011年后在慢慢加强。而

抑制我国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包含产

业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能源结构效应。但

这 3个驱动因素的作用并非是稳定持续的，会随时

间变化。技术进步效应在 2004—2014年，发挥着

关键的抑制作用，而在 2014—2016年，技术进步

效应对于我国碳排放的增加却发挥着重要作用。

产业结构效应与能源结构效应在 2004—2011年主

要发挥促进作用，而在 2011—2016年，发挥着抑

制作用。相对而言，能源结构效应对于碳排放的

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其并不是减少我国碳排放的

关键因素。

3）在区域级层面，与国家级层面类似，促进

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是经济发展效应与人

口规模效应，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仍是经济发展效

应；而抑制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包含产业

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能源结构效应，主要

的因素为产业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但这些

因素在各区域的影响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东部地

区的重要驱动因素包含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

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而中部和

西部的重要驱动因素包含经济发展效应与技术进

步效应。

4）在省级层面，具有碳排放高增速与高增量

的省份主要分布在我国靠北的地区；中部地区省

份碳排放增量差异性较大，但大部分地区都拥有

一个中等的碳排放增速；南部地区省份大部分是

低增速与低增量。此外，在不同地区，各个驱动

因素的重要程度有较大差别，总体而言，经济发

展效应是所有省份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最稳定

的驱动因素，而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似

检验方法

Levin，Lin & Chu
Im，Pesaran and Shin

Fisher-ADF
Fisher-PP

Statistic
-5.209 5***
-0.270 6
83.541 6**
148.589 0***

P值
0.000 0
0.393 4
0.024 0
0.000 0

是否平稳

是

否

是

是

POP
ED
IS
EF
ES

POP
1

ED
-0.077 043

1

IS
0.334 784
-0.151 814

1

EF
-0.399 122
-0.408 242
-0.139 752

1

ES
0.375 507
-0.416 471
0.559 402
0.192 37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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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表现为互补关系，他们均主要发挥着抑制碳排

放增加的作用，但一般而言在产业结构效应影响

力较弱的省份，技术进步效应则非常显著与活跃，

反之亦然。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在发展水平较高

的地区，产业结构效应影响力似乎较强。

4.2 政策建议

1）经济发展效应仍是最主要的促进碳排放增

加的驱动因素，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碳排放

增加的效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我国 2011年
后经济发展效应促进作用逐渐减弱的现象可以得

出，这种效应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减少其影响，

而最主要的措施就是转换发展思路，改变发展理

念，选择一条更适合我国国情和能够长期稳定发

展的模式。

2）由于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应对我国不同

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例如，在我国东部产业结

构效应是显著的减少碳排放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

但在中部和西部不是关键的因素，因此可以进一

步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使其发挥着更

大的作用。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效应显

然是抑制碳排放量增加的最有效的驱动因素，可

以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技术水

平和能源利用效率，以及进一步发展能源节约技

术等。

3）能源结构效应虽然不是抑制碳排放增加的

主要驱动因素，但长期来看，能源结构效应仍然

为我国碳排放的减少做出了一定贡献，这表明优

化能源结构也是一种抑制碳排放增长的有效措施。

例如，可以更多的使用清洁煤代替原煤，更多的

使用风能、水电、地热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以减少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依赖性，从而

减少我国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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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资源型城市是围绕地区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并形成对资源高度依赖的产业结构城市类型。从

资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出发，可以将我国

262个资源型城市划分为增长型城市、成熟型城

市、衰退型城市和再生型城市[1]。资源型城市的发

展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利用，这种发展方式使

得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结构不合理，未

来城市的转型和发展缺乏动力。同时，随着资源

枯竭和产业衰退，城市社会矛盾加剧。失业人口

增多、贫富差距增大，因资源开发引起的利益矛

盾等对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基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国从 2001年
开始，不断下发有关资源型城市的纲领文件，如

图 1所示。由此可见，在我国追求生态经济共同发

展的条件下，资源型城市未来的发展始终是关键。

1 文献回顾

对于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起始于发达的工业国

家，德国、美国、法国等。Huberty[2]率先以资源型

城市为例，分析了矿产资源的加工利用情况，认

基于RBF神经网络的资源型城市系统协同演进

——以临汾市为例

温丽琴，陈子鉴，周 璇
（中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摘 要：以山西省临汾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协同理论和RBF神经网络对临汾市生态经济系统进

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2008—2019年，临汾市经济系统得到长足发展，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水平

不高，生态系统成为制约临汾市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RBF神经网络对于城市复合系统协

同状态的拟合程度较高，可应用于资源型城市；从研究结果来看，临汾市生态系统落后于经济系

统，致使复合系统协同度下滑。因此，需在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以促进临

汾市生态经济系统协同发展。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协同理论；RBF神经网络；临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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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evolu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y system based on RBF neural network
——Taking Linfen City as an example
Wen Liqin，Chen Zijian，Zhou X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 030051，China）

Abstract：Taking Linfen City of Shan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ic theory and RBF neural
network are used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of Linfen C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08 to
2019， Linfen City's economic system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conomy is not high. The ecosystem has become the main factor restric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Linfen compos⁃
ite system，and the RBF neural network has a high degree of fitting to the coordinated state of the urban composite system
and can be applied to resource-based cities.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the ecosystem of Linfen City lags behind the econom⁃
ic system，resulting in a decline i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composite system.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ecologi⁃
cal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economy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in⁃
fen’s eco-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resource-based city；ecological economic system；synergy theory；RBF neural network；Linf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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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矿区的产业发展具有“铃”型分布的特点。由

于 20世纪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忽

略了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刘世丽[3]提出政府应将资

源型城市作为 21世纪重大而又特殊的问题认真对

待，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以资源型城市为对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3个方

向：一是城市三大产业关系；二是城市发展的预

测与分析；三是城市的转型发展。在这 3个方向

上，我国学者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杨柳等 [4]利
用DEA模型及数据回归方法，验证了资源型城市

工业对农业的虹吸效应；杨显明等[5]通过对以淮南

市同攀枝花市的比较，认为单一资源型城市的

“锁定效应”要强于复合资源型城市；吴艳霞等[6]

运用 SDI模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生态安全预警指标

体系；窦睿音等[7]等利用系统动力学，以鄂尔多斯

为例，衡量了资源型城市 6种转型模式的优劣，认

为循环协调的发展模式能够很好的实现去自然资

源化；熊彬[8]运用了DEA模型及ESDA法对资源型

城市转型的效率进行了研究。

城市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多个系统共

同作用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进程，传统的评价方法

很难揭示资源型城市系统未来的发展变迁。对于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研究，有必要从系统的观点入

手进行研究。其研究方法主要有：能值分析理

论[9]、TOPSIS熵权评价[10]、耗散结构理论[11]、协同

理论[12]等。

协同理论是研究开放系统的理论方法，Nor⁃
gaard[13]率先将协同理论运用于社会文化及生态经

济领域。本文根据协同理论思想，将资源型城市

系统划分为生态、经济系统，以两个互有关联的

子系统来对整个系统进行描述。并通过RBF神经

网络模型，以临汾市为例，研究城市系统未来的

协同演进状况，为今后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提供对

策，促进资源型城市的良好转型。

2 研究区域概况

临汾市坐落于山西省西南部，属温带大陆性

气候，是山西省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基地，全市总

面积 2.027 5×104 km2，市区建成面积 96.05 km2。截

至 2017年底，全市常住人口 4 481 500人，居住有

回、满等 27个少数民族。临汾市旅游资源丰富，

2017年旅游人次达到 5 251万，创收 484.5亿元。

区域 GDP从 2008年的 749.6亿上升至 2017年的

1 320.1亿，增长了 60%。临汾市具有丰富的矿产

资源，现已确定拥有量达到 38种以上，矿产资源

综合优势度为 0.73，居于山西全省 11个城市中的

第 2位，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煤炭是全市第一大

矿产资源，已探明储量 398亿 t，占全省的 14%，

图1 资源型城市发展历年政策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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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三大优质主焦煤基地之一。

2017年，临汾市原煤产量为 6 322万 t，较

2008年提高了 53%，煤炭资源的大量利用，对生

态环境造成了更大的负担。临汾市特殊的地理环

境，加上煤焦冶电等资源性产业较为集中，产生

了大量的空气污染物，SO2指数于 2017年 1月 3次
破千。如何统筹生态与经济并使之协同发展，是

临汾市目前面临的难题。

3 研究方法

3.1 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也称“协同学”，由Hermann [14]于 20
世纪 70年代提出。主要研究在存有外界能量交换

和物质传递的前提下，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开放系

统，如何通过自身的协同作用，实现自组织的目

的。生态经济系统协同如图2所示。

图2 生态经济系统协同

我国学者利用协同理论对复合系统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协同

度模型[15-17]。该模型包含有子系统有序度模型，能

够通过获得子系统的有序度，进而得出总体的协

同度。可以分析复杂系统中子系统的协同变化规

律及状态，并广泛应用于系统评价。

3.1.1 熵值法确定权重

假定对某一城市的m年城市状况展开研究，评

价体系中有n个指标，由此可以构成A=（Aij）的n×
m阶矩阵。

将第 j个指标的信息熵值以 zj来表示：

zj = -k∑
i = 1

n

tij lntij ; tij = aij

∑
i = 1

n

aij

, k = 1/ ln n （1）

第 j项指标的熵值ωj为
ωj = cj /∑

i = 1

n

cj （2）
其中，cj=1-zj，为第 j项指标的变异系数。

对于负值或极值的指标，在参与运算之前需

要进行一定的变换。

逆向指标：aij=（max{αij}-αij） /（max{αij}-min
{αij}）

正向指标：aij=（αij-min{αij}） /（max{αij}-min
{αij}）

为了消除零值，需要将数据进行一定的平移，

令变换后的矩阵为 Z，则 Zij=x+aij，其中，x一般

取 1。
3.1.2 构建有序度模型

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复合系统，可表示

为 C=（C1，C2，…，Cn），设子系统 Cj对应的序

参量为 hj1，hj2，…，hjn，其中，n≥1，αji≤hji≤βji（i=
1，2，…，n），βji、αji分别为系统处于平稳状态下

的 hji的上下限（为原有指标上下限的 1.05倍）。各

项序参量按照对有序度的作用方向划分为正向或

逆向：①hj1，hj2，…，hjk序参量对有序度有正向作

用（j∈[1，k]）；②hj（k+1），hj（k+2），…，hjn对系统有

序度有逆向作用 （j∈[k+1，n]）。有序度公式如下

所示。

μ ( )hji =
ì

í

î

ï
ï

ï
ï

hji - αji
βji - αji
βji - hji
βji - αji

（3）

其中，μ（hji） ∈[0，1]，反映了对于子系统的

影响程度。μ（hji）越大，表示该指标在对应系统

中的影响力度就越高。

子系统内部的发展状况关键在于多个序参量

的综合作用，其作用程度不仅与数值大小有关，

还取决于组合的方式。常用的组合方式有几何平

均法和线性加权法，选用线性加权法来综合测度

多个序参量的共同作用。

μj ( )hj =∑
i = 1

n

ωi μ ( )hji ,ωi > 0,∑
i = 1

n

ωi = 1 （4）
其中，μj（hj）为多个参量综合作用下的子系

统的有序度，μj （hj） ∈[0，1]，μj （hj） 的值越大，

该系统的有序度越高。

3.1.3 构建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设系统有序度在 t0时刻为 μ（hj），j=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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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 t1时刻为 μ（hj）， j=1，2，…，n，在 t0-t1内
的复合系统协同度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DS = φ |
|
|

|
|
|∏j = 1

n é
ë

ù
ûμ0j ( )hj - μ1j ( )hj （5）

其中，ϕ = min [ μ1j ( hj ) - μ0j ( hj ) ≠ 0 ]
|min [ μ1j ( hj ) - μ0j ( hj ) ≠ 0 ] |

其中，DS的取值范畴为[-1，1]，其值大小反

映了协同程度的高低。-1<DS<0时，系统处于失调

状态；0<DS<1时，系统处于协同状态。公式中 φ
的值为1或-1，这取决于子系统的协同程度。

3.2 RBF神经网络模型

RBF神经网络是一种 3层的神经网络，包括有

输 入 层 （Input）、 隐 含 层 （Hidden） 及 输 出 层

（Output）。RBF神经网络的基本理念是：隐含层空

间由径向基函数（RBF）形成，在不涉及权重计算

的情况下，可以实现输入层与隐含层之间数据的

传递，如图 3所示。由于隐含层矢量与输出层矢量

的线性关系，最终结果可表示为隐含层输出的加

权求和，此处比重为可变参数。采用这种方法，

权重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解方程组获得，极大提

高了学习的速度。

图 3 神经网络结构

3.2.1 RBF神经网络的激活函数

函数可表示为

R ( )xp - ci = exp ( - 1
2σ2  xp - ci 2 ) （6）

其中，ci为函数中心向量；σ为宽度向量，应

用域呈现局部性，函数值 xp因远离σ而变小。

3.2.2 RBF神经网络学习过程

学习过程主要可以归纳为无监督学习过程和

有监督学习过程。

第一步，无监督学习过程。

该阶段主要获取基函数的中心及方差。采用

K-means聚类对输入样本进行聚类分析，得到整体

样本的聚类中心，最终得到隐含层基函数的中心

及方差。方差由以下公式可得：

σi = Cmax
2h , i = 1, 2,…,h （7）

其中，Cmax为所选取中心点之间的最大距离。

第二步，有监督学习过程。

1）首先，归一化处理；其次，运用径向基函

数计算隐含层的输出值；最后，求解输出层的输

出值。

计算公式为

Yj =∑
i = 1

n

Wij exp ( - 1
2σ2  xp - ci 2 ) （8）

其中，Yj为最终输出，Wij为相对应隐含层与输

出层的权重，指数函数部分为隐含层的输出值。

设 d为样本的预期输出值，则采用最小二乘法

的损失函数可以表示为

δ = 1
p∑j

m ||dj - yj*Ci||2 （9）
2）计算输出层误差∆Yj。

∆Yj = Yj ( )1 - Yj ( yi - Yj ) （10）
3）对权重不断调整，直至符合误差要求。

∆ω = ε*∆Yj ( )1 - Yj ( )yi - Yj ; ω'j = ωij + ∆ω （11）
其中，ε为学习速率；ω'

j为调整后的权重。

4）效果检验。

RMSE = MSE = ∑
i = 1

T ( yit - Yjt )2
T

（12）
其中，RMSE被称为神经网络的均方根误差，

可由均方误差 （MSE） 开平方获得。T表示样本

数，yit以及 Yjt表示 T个样本下，第 j个神经元的实

际值与输出值。当RMSE<0.04，可以认为该神经网

络的学习状况良好。

3.2.3 RBF神经网络预测过程

假设该神经网络具有 n个输入，单个输出（复

合系统协同度），那么学习样本中的数据有 n+1个。

当采用RBF神经网络进行预测时，需要确保在上

述多次学习中的学习状况良好，即精度符合要求。

在此基础上，采用滚动预测，以得到预测年份的

期望输出值，见表1。
表 1 滚动预测

序号

1
2
…

m

样本输入值

X1，X2，X3，…，Xn
X2，X3，X4，…，Xn+1

…

Xm，Xm+1，Xm+2，…，Xn+m-1

样本输出值

Xn+1
Xn+2
…

X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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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指标选取

本文以典型的煤矿资源型城市临汾市为研究

对象，结合近年来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文件，

综合原有文献对于资源型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的指

标选取[18-19]，根据指标选择的简便操作性和科学

性，构建复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评价指标

4 实证分析

4.1 协同度确定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9—2019年《临汾市

统计年鉴》《临汾市环境公报》、2019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公报及互联网文章和少数期刊文献。

指数的权重由熵值法确定，结果见表3。
由表 3权重占比可以看出，工业废水排放量和

环境治理占GDP比重，在生态系统中所占权重较

大；在经济系统中，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和人均GDP的权重较大。

原始数据经由 SPSS Statistics19无量纲化处理，

采用 z-score方法标准化，将经处理后的数据代入

公式 （3），可得各项序参量的有序度。经由公式

（4），可以实现数据的线性汇总，获得各个子系统

有序度，见表4、表5。
通过公式（5）实现对各个子系统有序度的计

算，可以确定临汾市生态经济系统的协同度，结

果见表6。
本文借助廖重斌[20]提出的划分方法，将协同度

等级划分为10个区间，见表7。

评价

目标

生态

经济

协同

系统

子系统

生态

系统S1

经济

系统S2

序参量

单位GDP水耗/（万m³/亿元）

原煤产量/万 t
原煤产量增长率/%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 t
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m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环境治理投资占GDP比重/%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人均GDP/元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R&D经费占GDP的比重/%

编号

h11
h12
h13
h14
h15
h16
h17
h18
h21
h22
h23
h24

指向性

逆向

逆向

逆向

逆向

逆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生态系统序参量权重

h11
0.13

h12
0.11

h13
0.11

h14
0.15

h15
0.10

h16
0.13

h17
0.15

h18
0.12

经济系统序参量权重

h21
0.32

h22
0.27

h23
0.21

h24
0.20

表 3 序参量权重

年份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h11
0.952
0.945
1.000
0.914
0.886
0.980
0.956
0.925
0.818
0.797
0.135
0.000

h12
0.118
0.191
0.000
0.241
0.183
0.340
0.196
0.366
0.404
0.700
1.000
0.598

h13
0.637
0.644
0.480
0.821
0.603
0.670
0.412
0.665
0.267
0.000
1.000
0.920

h14
0.824
0.561
0.848
0.956
0.441
0.000
0.116
0.185
0.607
1.000
0.742
0.747

h15
0.709
0.678
0.632
0.666
0.651
0.763
0.676
0.389
0.000
0.915
0.999
1.000

h16
0.858
0.731
0.622
0.828
1.000
0.715
0.529
0.389
0.435
0.291
0.065
0.000

h17
0.382
0.410
1.000
0.437
0.063
0.134
0.063
0.063
0.028
0.000
0.085
0.225

h18
0.306
0.335
0.000
0.257
0.571
0.514
0.771
0.543
0.257
0.771
1.000
0.943

线性加权求和

0.606
0.571
0.604
0.649
0.541
0.499
0.447
0.426
0.363
0.553
0.589
0.526

表4 生态系统有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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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经济系统有序度

表 6 生态经济系统协同度

结合表 7可知，2009—2019年临汾市生态经济

系统基本上属于弱度失调或弱度协同状态。

表 7 协同等级划分

4.2 建立函数模型

为探讨地区生产总值同生态经济协同度的关

系，以 C-D生产函数为基本模型，以临汾市 2009
—2019的地区生产总值（Y）作为被解释变量，以

固定投资额（K）、从业人数（L）和生态经济协同

度（S）为解释变量[21]。其中，变量Y和变量K，均

选用经由价格指数换算后的实际值参与模型计算。

lnY = lnA + β1 lnK + β2 lnL + β3 lnS （13）
其中，β1、β2、β3分别为上述变量的相对应系

数，A为自然资源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临汾市统计年鉴》。

在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

检验，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运用 Eviews8.0，
并选用 LLS、IPS、Fisher ADF、Fisher PP4种方法

对上述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 5%显

著水平下，变量均为平稳序列。运用 Eviews8.0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8。

表 8 协同度回归分析

在 1%显著水平下，实证结果表明：生态经济

协同度对地区生产总值有正向作用；固定资产投

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效果不显著；从业人数

对地区生产总值有正影响，影响水平最高。由此

表明，生态经济协同度对城市经济发展有着一定

的促进作用。

4.3 协同演进预测

对于 RBF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层及输出层确

定，本文选取输入层为 4个神经元，输出层为 1个
神经元。运用到协同理论中来，即是以预测生态

经济系统的协同度作为最终的输出层。考虑到预

测的准确程度，本文选择 2008—2019年生态经济

系统的各项数据进行分析。以生态子系统为例，

2008—2018年有序度数据作为神经网络预测环节

的输入数据，以滚动预测的方式实现对 2012—
2019年的生态系统有序度进行预测，预测步长取

一年；由于样本较少，所有 8组输入数据都用作学

习样本，样本数据见表 9。神经网络的设计通过

MATLAB编程实现，其学习效果如图4所示。

协同

等级

1
2
3
4
5

协同度

-1.0~-0.8
-0.8~-0.6
-0.6~-0.4
-0.4~-0.2
-0.2~0.0

协同状态

极度失调

高度失调

中度失调

低度失调

弱度失调

协同

等级

6
7
8
9
10

协同度

0.0~0.2
0.2~0.4
0.4~0.6
0.6~0.8
0.8~1.0

协同状态

弱度协同

低度协同

中度协同

高度协同

极度协同

因素

Ln K
Ln L
Ln S
Ln A

系数估计值

0.273 653
0.790 517
0.359 387
-2.225 520 1

标准差

0.470 742
0.085 748
0.037 701
8.930 942

T
0.581 324
9.219 079
9.532 483
-0.252 516

P
0.582 2
0.000 1
0.000 1
0.360 0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生态系统

有序度

0.526
0.589
0.553
0.363
0.426
0.447
0.499
0.541
0.649
0.604
0.571
0.606

经济系统

有序度

0.202
0.368
0.495
0.378
0.425
0.560
0.557
0.504
0.614
0.683
0.685
0.695

生态经济系统

协同度

—

0.102
-0.068
-0.149
0.054
0.053
-0.012
-0.047
0.109
-0.056
-0.008
0.019

年份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h21
0.980
0.838
1.000
0.940
0.833
0.482
0.196
0.089
0.042
0.262
0.345
0.000

h22
0.903
0.861
1.000
0.792
0.709
0.825
0.860
0.867
0.707
0.232
0.000
0.022

h23
0.334
0.482
0.145
0.180
0.000
0.272
0.530
0.554
0.825
1.000
0.273
0.274

h24
0.341
0.414
0.315
0.308
0.231
0.615
0.769
0.231
0.000
0.692
1.000
0.692

线性加权求和

0.695
0.685
0.683
0.614
0.504
0.557
0.560
0.425
0.378
0.495
0.368
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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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生态系统样本数据

图 4 生态子系统学习效果

以同样的方法，运用神经网络模型，以输入

层为 4、输出层为 1，以经济子系统有序度数据构

成输入数据，构建 8个学习样本，样本数据见表

10，经济子系统学习效果如图5所示。

表10 经济系统样本数据

图5 经济子系统学习效果

在上述生态经济系统中，两个子系统的学习

效果较好，RMSE均小于 0.04，见表 11，可信程度

比较高。因此，可以利用该模型对临汾市生态经

济系统的协同演进趋势进行预测。

表11 生态、经济子系统RMSE指数

以 2008—2018年的各项子系统数据为学习样

本，可以借助 2016—2019年的各项子系统数据，

预测 2020年的各项数据。依次类推，可以获得直

至 2024年的数据。同时，将预测后的数据带入公

式 （5） 中，可以获得未来 5年协同状况的预测。

预测结果如图6—8所示。

图 6 临汾市生态子系统有序度预测

图7 临汾市经济子系统有序度预测

图 8 临汾市生态经济系统协同度预测

样本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对应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样本输入

0.526
0.589
0.553
0.363
0.426
0.447
0.499
0.541

0.589
0.553
0.363
0.426
0.447
0.499
0.541
0.649

0.553
0.363
0.426
0.447
0.499
0.541
0.649
0.604

0.363
0.426
0.447
0.499
0.541
0.649
0.604
0.571

预测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期望

输出

0.426
0.447
0.499
0.541
0.649
0.604
0.571
0.606

系统

RMSE
生态子系统

0.024
经济子系统

0.015
是否符合精度要求

符合

样本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对应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样本输入

0.202
0.368
0.495
0.378
0.425
0.560
0.557
0.504

0.368
0.495
0.378
0.425
0.560
0.557
0.504
0.614

0.495
0.378
0.425
0.560
0.557
0.504
0.614
0.683

0.378
0.425
0.560
0.557
0.504
0.614
0.683
0.637

预测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期望

输出

0.425
0.560
0.557
0.504
0.614
0.683
0.637
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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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城市系统结果分析

1）生态子系统预测结果分析。2008—2019年
有序度呈波动发展，以趋势线来看，呈缓慢增长

的态势。2010—2011年变化显著，下降幅度高达

39.2%，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并综合权重考

虑废水、废气排放量的攀升和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的下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自 2011年开始，工业

废水、废水排放量开始逐年下降，煤炭增长率有

所减缓，生态有序度得到了平稳的发展，表明城

市生态系统正在逐渐改善。2016—2019年，生态

系统有序度虽有一定程度下滑，但仍保持在 0.55
以上。从预测的角度来看，2020—2024年间生态

系统有序度总体上呈波动发展；以 2016—2024年
有序度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城市生态系统发展趋

于稳定，有利于城市的良好发展。

2）经济子系统预测结果分析。以 2008—2019
年的经济系统有序度数据来看，发展状况良好，

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表明临汾市在不断推进环境

改善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以预测的

角度来看，2020—2024年间经济系统有序度呈上

升的趋势；结合生态子系统的预测结果考虑，城

市发展方式逐步转变，生态、经济系统趋于协同。

因此，未来仍应着重于促使生态经济系统的协同

发展。

3） 生态经济系统预测结果分析。结合图 6-8
可知，单个子系统有序度的改进不会促进总体系

统协同度的改善。2008—2010年临汾市经济系统

有序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而生态系统有序度于

2009—2010年下滑，导致 2010年临汾市生态经济

系统处于弱度失调的状态。2010—2011年生态系

统及经济系统有序度进一步下滑，致使生态经济

协同度跌至谷底。2012年、2013年较 2011年协同

度有较大的提升，处于弱度协同的状态。2014—
2015年，经济系统有序度出现了一定的滑坡，导

致生态经济系统协同度下滑。2015—2019年经济

系统有序度持续上升，2016年、2019年保持了协

同的状态，且 2016年达到了协同发展水平的最大

值；而生态系统有序度在 2017—2018年降低，致

使 2017年、2018年生态经济协同度处于失调状态。

结果表明：临汾市生态和经济的发展不相匹配，

复合系统总体上处于弱度失调或弱度协同的状态。

从预测的角度来看，2020—2024年预测曲线趋于

平稳，波动范围远远小于往年，表明未来临汾市

生态经济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

以协同度的峰值来看，未来临汾市生态经济系统

的协同发展水平较差，未能达到良好的协同水

平，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促使生态、经济系统

相协调。

综合现状与预测的情况，参考趋势线来看，

临汾市生态子系统的发展相较往年有所提高，经

济子系统的发展态势良好，复合系统协同情况趋

于稳定。表明近年来在我国绿色发展的理念指导

下，临汾市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生态经济系统

的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效。

5 结论及建议

5.1 结 论

基于协同理论的思想，运用 RBF神经网络，

本文根据 2008—2019年临汾市生态系统、经济系

统有序度及两个系统之间的复合协同度，对今后 5
年城市复合系统的协同演进情况进行了分析。研

究结果表明：2009—2019年临汾市生态经济系统

协同程度较低，协同度最大值为 0.109，经济系统

的发展态势良好，生态系统成为影响复合系统协

同发生的主要因素；RBF神经网络能够很好的实现

对城市系统协同情况的预测，拟合情况较好，泛

用度较高，能够运用于其他的资源型城市。未来

几年，临汾市生态经济协同度平稳发展，生态系

统的发展趋于稳定，经济系统发展态势良好。

5.2 建 议

鉴于临汾市城市系统的发展状况，本文从理

念建设、制度制定、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1）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临汾市必须

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进一

步优化发展方式，着重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将

制度建设同环保理念建设并行推行，以制度为保

障，以理念建设来提高人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促

进生态与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

2）构建资源利用约束体系。以税收作为保护

资源的重要手段，按照资源条件、采矿贫化率、

开采回采率和综合利用率以及矿区污水的排放量

实行差别税收。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研

究制定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政策，加快对

“年老”矿区的淘汰与重组，进一步退出煤炭产

能；提高对煤矿企业资质的要求，合理的选择采

矿地点，遴选高效合理的综采技能和机械；加强

管理，完善矿产监督体系，从严审查矿山的设计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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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用；鼓励多方面创新，设置创新基金，引导

资源型行业的创新氛围。

3）保障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单个子系统有序

度的改进不会促进总体系统协同度的改善。因此，

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要确保社会经

济的平稳增长。为了实现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的

继续发展，可以广泛利用国内外经验。一是可以

走集约型道路，提高资源利用率，如法国的洛林

地区实施“工业转型”，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实

现了经济的增长。二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由

单一产业转变为多元产业，发展新的“龙头产

业”，如辽宁阜新市将农产品加工业列为四大优势

产业之首，构筑了多元产业。三是要大力引进新

兴产业，落实优惠政策，如日本的九州地区，通

过兴办现代开发区，吸引了大批企业落户。四是

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的恶化阻碍了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要基于“利益相关者补偿”的原则，

改善生态环境，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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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能源化工产业是关键的基础性产业，对国民

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1]。近年来，随着全球经

济增速减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世

界能源化工产业同时面对挑战和机遇[2]。在此大背

景下，能源化工产业必须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逐步推进产业的高端化和差异化发展，加快步入

价值链高端的速度，是能源化工产业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的必然途径。

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障碍因子诊断

——以陕西省为例
王喜莲 1，2，宋远扬 1

（1.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2.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 能源经济与管理中心，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高端化是促进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迈向高端产业链的关键路径。从产业规模、产业创

新、产业环保、产业效益和产业结构 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用障碍度模型诊断陕西能源化工产

业高端化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阻力主要有 7
个，包括能源加工业占比、化工业占比、有效发明专利数、新增固定资产、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废

气排放量、废弃物排放量，这些阻力主要是来自产业结构、产业创新、产业环保和产业效益。根据

研究结果，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能源化工新技术的研发速度、建立绿色循环产业链、积极开

展市场调研等对策建议。对能源化工进一步高端化发展以及政府制定能源化工产业政策、规范能源

化工产业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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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of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nd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Taking Shaanxi as an example
Wang Xilian 1，2，Song Yuanyang 1

（1.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2. Energ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enter，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High-end is the key path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 and to
the high-end industrial chain. An indicator 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industrial scale， industrial innova⁃
tion，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obstacle degree model is used to di⁃
agnose the obstacles to the high-end development of Shaanxi's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7 main obstacl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nd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in Shaanxi Province. Includ⁃
ing the proportion of energy processing industry，the proportion of chemical industry，the number of effective invention patents，
the number of new fixed assets，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jects，exhaust emissions，and waste emissions. These resistances
mainly come from industrial structure，industrial innovation，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benefits. Accord⁃
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counter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accelerat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
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in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ies，establishing a green recycling industry chain，and actively carry⁃
ing out market research and other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fur⁃
ther development of high-end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s formulation of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 policies and regulation of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
Key words：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high-end；obstacle factors；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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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文献还较少，

我国仅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 3个方面。一是能

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方向。代表性观点包括：

中国石化未来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是高分子材料，

同时要抓住人类共同的需求开发高端产品[3]；煤化

工应该不断延长产业链条，追求高端化、高附加

值化[4]。二是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问题。主要

观点包括：陕西能源化工产业上下游产业结构配

置不合理，导致其产业的附加值低[5]。三是能源化

工产业高端化发展具体路径。主要观点包括：要

多渠道集中筹备建设资金[6]；能源化工产业应当调

整完善产业布局体系，推进重点领域创新示范，

加强项目管理，完善配套设施，加强安全管理，

强化绿色发展，提升园区管理服务水平[7]。
综上所述，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研究

主要是从发展方向、发展问题和发展路径这 3个角

度展开的。这些研究为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

指明了方向，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并

未从定量角度找到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障

碍因素，其次，对产业的发展主要提出的是宏观

建议，根本无法找到有意义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政

策建议[8-9]。

1 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因子障碍度测算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

产业创新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的重中之重，本文用R&D经费内部支出、R&D研

究人员、有效发明专利数、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4个
二级指标来反映[10]。产业效益反映了可持续发展水

平，高产业效益有助于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

里选用利润总额、新产品销售收入、新增固定资

产、人均新增固定资产 4个二级指标来反映[11]。产

业规模越大体现产业发展越成熟，越具有静态规

模优势带来的高附加值，且越容易产生创新性成

果，产业高端化水平越高，包括产值、就业人数、

企业单位数和固定资产4个指标[12]。
因为能源化工产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消

耗、环境破坏等问题。所以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

评价指标体系中必须出现衡量产业环保的指标，

包括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废弃物排放量 3个
指标[13]。能源化工产业产品结构矛盾突出，精细化

工产品及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品种少，产业结构

协调化指标反映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性和优化升

级的程度[14-15]。因此这里选用包括能源开采业占

比、化工业占比、能源加工业占比、能源开采业

与化工业比值、能源加工业与化工业比值 5个指标

来反映。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指标体系

1.2 指标因子障碍度测算方法

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通过指标数值

本身的意义来确定该指标占综合评价体系的比重。

熵值法计算过程简单，具体步骤如下。

1）对相关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公式具有差异性。其中，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

别作如下处理。

正向指标处理公式为

X ` ij= Xij - min{ }Xj
max{ }Xj - min{ }Xj

（1）
负向指标处理公式为

Xij
`= max{ }Xj - Xij
max{ }Xj - min{ }Xj

（2）
式中：Xij（i=1，2，...，m；j=1，2，...，n）为第 i

年第 j个评价指标的值；max{ }Xj ，min{ }Xj 分别为

第 j 个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计算指标权重，首先算计算第 j个评价指标

能

源

化

工

产

业

高

端

化

一级指标

A：产业规模

B：产业创新

C：产业环保

D：产业效益

E：产业结构

二级指标

A1：产值

A2：就业人数

A3：企业单位数

A4：总资产

B1：R&D经费内部支出

B2：R&D研究人员

B3：有效发明专利数

B4：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C1：废水排放量

C2：废气排放量

C3：废弃物排放量

D1：利润总额

D2：新产品销售收入

D3：新增固定资产

D4：人均新增固定资产

E1：能源开采业占比

E2：化工业占比

E3：能源加工业占比

E4：能源开采业与化工业比值

E5：能源加工业与化工业比值

指标性质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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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熵 ej，即

e j=-k∑
i = 1

m

( )Yij × lnYij （3）
式中： k=1 / lnm，且 k > 0， ln为自然对数； Yij=
Pij ∑

i = 1

m

pij假设 Yij = 0时，Yij lnYij = 0。其次，计算

第 j个评价指标的差异性系数的d j，即

d j=1 - ei （4）
最后，计算第 j个评价指标的权重wi，即

w j=dj ∑
j = 1

n

dj （5）
本文引入障碍因素研究，进一步分析阻碍陕

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主要因素。障碍

因素研究的计算方法是采用“指标偏离度”和

“障碍度”来对研究对象进行诊断[16]，步骤如下。

3）指标偏离度Aij。

Aij = 1 - xij （6）
4）因子障碍度Bj。

Bj = wj × Aij /∑
i = 1

20
( )wj × Aij × 100% （7）

2 指标因子障碍度实证研究

2.1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 （2012—
2018）》《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陕西能源化工产

业相关资料及数据。根据模型评价步骤，首先对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运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进行

赋权，最后按照步骤计算陕西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

发展具体指标的因子障碍度，结果见表2。

指标

产值

企业单位数

就业人数

总资产

R&D经费内部支出

R&D研究人员

有效发明专利数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废水排放量

废气排放量

废弃物排放量

利润总额

新产品销售收入

新增固定资产

人均新增固定资产

能源开采业占比

化工业占比

能源加工业占比

能源开采业与化工业比值

能源加工业与化工业比值

2011年
4.082
3.509
3.123
4.699
5.619
4.495
8.315
6.242
5.709
5.194
0.745
0.253
8.942
6.633
0.000
5.249
7.405
8.790
5.261
5.733

2012年
2.729
2.298
1.409
4.287
6.177
4.518
9.426
5.878
5.827
3.806
1.061
0.000
10.003
7.168
0.714
4.731
8.313
10.369
5.258
6.028

2013年
2.194
1.921
5.600
4.180
4.568
1.354
8.568
5.659
5.066
8.230
2.756
1.147
8.772
0.000
7.377
4.008
8.140
10.624
4.503
5.332

2014年
1.757
2.783
2.403
3.474
4.737
0.000
10.175
0.000
4.885
4.417
4.979
4.958
12.330
4.372
6.656
6.082
8.206
9.548
3.975
4.262

2015年
4.326
2.011
0.000
2.607
2.886
1.958
10.892
8.362
5.407
5.736
8.625
11.520
12.709
3.051
7.455
0.487
3.593
5.533
1.175
1.667

2016年
8.805
2.393
4.676
2.535
6.722
3.010
3.185
23.878
0.510
0.000
0.000
21.675
0.000
9.932
12.214
0.465
0.000
0.000
0.000
0.000

2017年
0.000
0.000
6.141
0.000
0.000
1.491
0.000
16.314
0.000
16.259
17.802
7.006
2.389
18.563
3.920
0.000
2.975
4.960
0.848
1.332

表2 陕西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具体指标的因子障碍度

2.2 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因素

2.2.1 一级指标障碍度的演变

在每个指标障碍度的基础上，本文计算了陕

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各一级指标的障碍

度。2011—2017年，各个一级指标的障碍度平均

值分别是：产业规模 11.99%、产业创新 23.48%、

产业环保 15.28%、产业效益 27.10%、产业结构

22.12%。这说明产业创新、产业效益、产业结构

是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2017年，各一级指标的排序情况分别是：产业规

模 6.14%、产业创新 17.80%、产业环保 34.0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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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效益 31.87%、产业结构 10.11%，反映出目前

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渐出，

但是对产业环保应该给予更加充分的重视。`
表3 陕西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具体指标的因子障碍度

但是，从 2011—2017年整个评价周期来看，

各一级指标对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造

成的影响明显不同。产业规模的障碍度在 2011—
2015年比较稳定，在 2015—2016年忽然上升，又

在 2016—2017年出现下降。产业规模障碍度都在

20%以下，所以产业规模不是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

高端化发展的主要阻力。产业结构由 2011年的

32.43 %下降到 2016年 0.46%，仅在 2017年出现小

幅回升，进一步证明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结构和

产品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环保的障碍度在波动中

上升，说明产业环保是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

化发展的主要阻力。产业效益一直是陕西省能源

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其障碍度在

2011—2016年期间逐年上升，在 2016—2017年有

小幅下降，说明产业效益逐渐成为了陕西省能源

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主要阻力。产业创新障碍

度在 2016年上升到 36.79%，成为陕西省能源化工

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第二大阻力。

2.2.2 具体指标障碍度的演变

由于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涉及的指标数量较多，因而本文对各具体指标障

碍度作进一步处理，分别是：统计各具体指标成

为主要障碍因素（同年障碍度排名前 9位的指标）

的次数，如图 1所示。列出 2011—2017年陕西省

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见表4。

图1 2011—2017年各具体指标成为主要障碍因素的次数

在具体指标中，2011—2017年障碍度平均值

排名前 9 位的因素依次为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9.47%、新产品销售收入 7.87%、有效发明专利数

7.22%、能源加工业占比 7.11%、新增固定资产

7.10%、利润总额 6.65%、废气排放量 6.23%、化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2011年
新产品销售收入

能源加工业占比

有效发明专利数

化工业占比

新增固定资产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能源加工业与

化工业比值

废水排放量

R&D经费内部支出

2012年
能源加工业占比

新产品销售收入

有效发明专利数

化工业占比

新增固定资产

R&D经费内部支出

能源加工业与

化工业比值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废水排放量

2013年
能源加工业占比

新产品销售收入

有效发明专利数

废气排放量

化工业占比

人均新增固定资产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就业人数

能源加工业与

化工业比值

2014年
新产品销售收入

有效发明专利数

能源加工业占比

化工业占比

人均新增固定资产

能源开采业占比

废弃物排放量

利润总额

废水排放量

2015年
新产品销售收入

利润总额

有效发明专利数

废弃物排放量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人均新增固定资产

废气排放量

能源加工业占比

废水排放量

2016年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利润总额

人均新增

固定资产

新增固定资产

产值

R&D经费内部支出

就业人数

有效发明专利数

R&D研究人员

2017年
新增固定资产

废弃物排放量

新产品

开发项目数

废气排放量

利润总额

就业人数

能源加工业占

比

人均新增

固定资产

化工业占比

表4 陕西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指标

产业规模

产业创新

产业环保

产业效益

产业结构

2011年
15.413
24.672
11.649
15.828
32.438

2012年
10.724
25.998
10.694
17.886
34.698

2013年
13.896
20.148
16.052
17.296
32.607

2014年
10.417
14.912
14.282
28.316
32.074

2015年
8.944
24.099
19.768
34.735
12.454

2016年
18.409
36.795
0.510
43.821
0.465

2017年
6.141
17.806
34.061
31.878
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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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占比 5.51%、人均新增固定资产 5.47%，共计

62.67%。由图 1可知，7年里出现次数大于或等于

4次的具体指标共有 9个，有 8个与障碍度平均值

排名前九位的指标相同。

表 4说明，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

主要障碍因素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但 2011—
2014年主要障碍因素集中于产业创新、产业结构

和产业效益；2015年集中于产业创新、产业效益

和产业环保；2016年集中于产业创新、产业效益

和产业规模；2017年集中于产业结构、产业效益

和产业环保。

新产品销售收入在 2011年、2014年和 2015年
是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第一障碍因

素，2016年和 2017年该指标并未成为主要障碍因

素，说明新产品销售收入显著提升，有效地提升

了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水平。

能源加工业占比在 2011年成为陕西省能源化

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第二障碍因素，2012年和

2013年是第一障碍因素，2014年下降到第三障碍

因素，然后到 2015年继续下降到第八障碍因素，

2016年不再成为主要障碍因素，但是在 2017年又

成为第七障碍因素。结合前文可以发现，能源加

工业占比共计 6次成为主要障碍因素，仅 2016年
不是主要障碍因素，说明该指标长期对陕西能源

化工高端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值得密切注意。

有效发明专利数在 2011年、2012年、2013年
和 2015年是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第

三障碍因素，在 2014年成为第二障碍因素，在

2016年下降至第八障碍因素，2017年不再成为主

要障碍因素。结合前文可以发现，有效发明专利

数共计 6次成为主要障碍因素，仅 2017年不是主

要障碍因素，说明该指标长期对陕西能源化工高

端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值得密切注意。

化工业占比在 2011年、2012年和 2014年是陕

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第四障碍因素，

在 2013年是第五障碍因素，在 2015年、2016年不

再成为主要障碍因素，在 2017年又成为第九障碍

因素。说明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的下游化工产业

的比重逐步改善，但是仍然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

仍然是主要障碍因素。

新增固定资产在 2011年、2012年是陕西省能

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第五障碍因素，在 2013
年、2014年和 2015年不再成为主要障碍因素，在

2016年成为第四障碍因素，在 2017年成为第一障

碍因素。说明新增固定资产的情况得到一定改善

后又开始恶化。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在 2011年是陕西省能源化

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第六障碍因素，然后在 2012
年下降至第八障碍因素，随后在 2013年又上升至

第七障碍因素，2014年不再成为主要障碍因素，

2015年成为第五障碍因素，2016年又上升至第一

障碍因素，2017年又下降至第三障碍因素。新产

品开发项目数在近年波动很大，仍然是陕西省能

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阻力。

废气排放量在 2011年、2012年、2014年和

2016年不是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障

碍因素，在 2013年成为第四障碍因素，在 2015年
成为第七障碍因素，在 2017年成为第四障碍因素。

说明废气排放量近年来已经成为陕西省能源化工

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

废弃物排放量在 2011年、2012年、2013年和

2016年不是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障

碍因素，在 2014年成为第七障碍因素，在 2015年
成为第四障碍因素，在 2017年成为第二障碍因素。

说明废弃物排放量仍然是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

端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综上所述，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

过程中遭遇的阻力主要有 7个，能源加工业占比、

化工业占比、有效发明专利数、新增固定资产、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废气排放量、废弃物排放量，

这些阻力主要是来自产业结构、产业创新、产业

环保和产业效益。

3 结论和建议

3.1 结 论

文章首先从产业规模、产业创新、产业环保、

产业效益和产业结构 5个方面选取指标，并对陕西

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诊断障碍因子。主要结

论如下：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过程中

遭遇的阻力主要有 7个，能源加工业占比、化工业

占比、有效发明专利数、新增固定资产、新产品

开发项目数、废气排放量、废弃物排放量，涵盖

了产业结构、产业创新、产业环保和产业效益 4个
方面。

3.2 建 议

高端化是促进陕西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

关键路径。建议从以下 4个方面促进陕西能源化工

产业高端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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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产业结构，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前

提下，合理布局能源化工下游精细化产业，重点

开发能源化工高端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建设

涵盖整个能源化工产业链的现代化园区。重点摸

排能源化工产业发展布局体系，避免同质化和无

序化发展。

2）加快能源化工新技术研发速度，加大能源

化工新技术的研发投入，走引进和自主研发相结

合的道路。引进掌握新技术的人才，重点培养新

技术的人才，走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道路。加强

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同时打造产学研

一体化平台，在企业建设技术创新实验室。

3）要建立绿色循环产业链，以废弃物零排放

为目标实现产品链、价值链、技术链的融合，经

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共同提高[17]。煤矿企业必须要

对矿渣、矿井水、矿区废弃物和垃圾进行资源化

利用；煤化工企业要对废水、废气、废渣、垃圾

进行资源化利用。

4）积极开展市场调研，摸清市场需要的具有

高收益的能源化工产品，真正实现以市场需要为

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同时通过技术

改造来降低生产成本。政府应该对能源化工产业

进行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延伸加工产业

链，推动能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高经济效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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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8年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首

次低于 60%，降至 59%； 2019年进一步下降至

57.7%。与此同时，我国煤炭消费量波动幅度已

经连续 5年保持在 1%以内，表明我国煤炭消费

进入平台期 [1]。平台期意味着我国煤炭工业的努

力方向不再是解决煤炭供应不足的问题，煤炭工

业也不能再维持此前规模和数量型增长的发展轨

迹。发达国家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前后就已进入

煤炭消费平台期，发达国家在平台期呈现的发展

趋势和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煤炭行业

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深入分析发达国家煤炭消

费进入平台期的典型特征，提出可供我国借鉴的

发展经验。

1 发达国家进入煤炭消费平台期的背景和

历程

发达国家的煤炭消费轨迹与工业化进程保持

了基本一致的变动趋势。在工业化进程中，煤炭

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原材料，工业化后期

随着能源消费由生产侧转向消费侧以及其他能源

的替代，各国逐步实现了煤炭减量化。

1.1 英 国

早在 16世纪，英国就开始进行煤炭的开采和

使用，但是受技术限制，直到 18世纪后期蒸汽机

的出现，煤炭才开始被大规模的开采[2]。第一次工

业革命刺激了煤炭的需求，1853—1913年，英国

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近 3倍。20世纪上半叶，煤炭

消费量和制造业产值先后到达峰值（图 1），20世
纪 40年代至 60年代，煤炭消费进入平台期，消费

量变动幅度始终保持在 10%以内。随后，煤炭消

费和制造业发展呈下降趋势，并持续到今。

消费平台期煤炭行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

陈 茜，任世华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我国煤炭消费量趋于平稳，预示着煤炭进入消费平台期。发达国家早于我国 50~100年进

入消费平台期，他们在煤炭消费平台期呈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煤

炭工业未来发展的方向。选取了英国、德国、美国和澳大利亚 4个典型国家作为案例，分析各国在

法律、安全、科技、国际化方面的发展特征，并提出我国进入煤炭消费平台期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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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al consumption has stabilized in China，indicating that coal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consumption platform. Devel⁃
oped countries entered the consumption platform period earlier 50~100 years than China. Their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harac⁃
teristics during the coal consumption platform period largely represen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al industry in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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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

图1 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煤炭消费轨迹

1.2 德 国

19世纪中期德国工业化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1850—1870年，德国蒸汽机的动力由 26万匹马力

增加至 248万匹马力，煤炭产量由 670万 t增加至

3 400万 t，到 20世纪初，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

在世界占比为 16%，仅次于美国[3]。20世纪 50年代

之后，德国的煤炭消费水平开始缓慢下降并进入

平台期，1957年，石油产量的持续增长使得煤炭

产量过剩并最终导致了萨尔危机，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16座萨尔煤矿被关闭[4]。此后，随着制造业

的萎缩以及系统能源效率的大幅提升，煤炭消费

大幅下降并最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图2）。

数据来源：BP、WWF。
图2 德国煤炭消费轨迹

1.3 美 国

19世纪 7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第二次工

业革命出现的许多新兴科学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

工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870—1920年，美国生

产的工业产品价值增长近 10倍，煤炭消费增长近

16倍，煤炭占能源消费结构的比重长期保持在

80%以上。随着石油和天然气的蓬勃发展，煤炭消

费量大幅下降且波动幅度较大，20世纪 30年代，

石油取代煤炭成为最主要的能源资源，60年代天

然气取代煤炭成为第二大能源[5]。20世纪 60年代，

煤炭消费进入短暂的平台期，70年代两次石油危

机之后开始回升，直到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煤炭

消费再次回落（图3）。

数据来源：EIA，BP。
图3 美国煤炭消费轨迹

1.4 澳大利亚

1901年联邦政府正式成立后，澳大利亚的工

业水平才开始逐渐提高。1903—1950年，制造业

劳动力占比从 17%提升至 27%，产值占GDP的比

重则提高了 15%[6]。煤炭一直是澳大利亚国内交

通、制造业的重要支撑，煤炭消费在 20世纪稳步

增长，从 1965年到 21世纪初期，煤炭消费增长了

3倍多[5]，煤炭消费占比保持在 45%上下 （图 4）。

进入 21世纪后，受替代能源的影响，煤炭消费开

始缓慢下降并进入平台期，占能源消费结构的比

重也下降到30%以下。

数据来源：BP。
图4 澳大利亚煤炭消费轨迹

2 发达国家进入煤炭消费平台期的法律法

规变化

2.1 法律体系和内容更加健全完善

发达国家相关立法历史悠久，早在 13世纪德

陈 茜等：消费平台期煤炭行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分析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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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就有简单的矿业安全立法。经过前期工业化的

高速发展，在宪法和矿产资源法等基本法的基础

上，各国相继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煤炭专属的法

律、规章、条例和政令，引导和规范行业健康发

展（图5）。

这一时期补充和完善的法律涵盖矿山安全、

环境保护、科技创新、能源安全等众多内容。作

为能源消费大国，20世纪 8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

了《物资和矿物原料国家政策、调查和开采法》，

作为制定一系列矿产安全供应政策的主要依据。

美国洁净煤计划总投资 52亿美元，政府占 34%，

通过众多项目的实施，解决了煤炭利用中的许多

关键技术问题[7]。20世纪 50中期后，澳大利亚各州

和领地分别颁布了各自的矿产资源法律，尤其是

在矿产资源占据重要地位的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

兰州，始终保持对法律法规的定期修订，以保证

法律在不断发展的矿业中发挥作用。

2.2 法律法规更加细密严苛、操作性强

相较于前期较为抽象笼统的法律规则，消费

平台期颁布的各项法律更加具体、严格。英国有

关矿山环境的专门法案最早出现在 1949年，通过

不断细化，20世纪 90年代形成成熟的矿山环境保

护与治理的法律体系：1951年英国通过了《矿业

工作法案》，允许政府以吨为单位收取生产者和矿

图5 消费平台期颁布的主要法律

权所有者恢复当前矿山作业造成影响的费用；20
世纪 70年代颁布《城乡规划法》在矿山开发许可

证上设立矿山复垦条件，首次明确矿山经营者在

矿山复垦上的责任；相继颁布涉及矿区废弃物处

理的《河流法》《清洁空气法》《海上倾废法》等

法律；1990年在《环境保护法》中首次将污染行

为定义为犯罪；1995年在《环境法》中明确了地

方政府和矿山经营者在废弃矿山环境治理中相应

的责任[8-9]。至此，英国的矿山环境法律“严格且

得力”。

美国在 20世纪中后期的矿山法律条款明确、

操作性强。1977年颁布的《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

法》规定：矿工进行医疗检查，费用由经营者支

付，矿工由于工作环境造成健康或工作能力受到

损害，则必须从这种环境中调走，并重新分配工

作，其工资数不得低于在调走时其他同种矿工的

正常工资[10]。
2.3 更加注重对职业安全和环境的保护

矿山安全一直是各国的立法重点，这一时期，

各国更加重视采矿安全和保护矿工的职业健康，

除制定法律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安全规程或实

施细则。以德国为例，针对较差的地下开采条件，

1970年在《联邦矿业法》的基础上颁布《煤矿安

全管理条例》，并于 1984年进行了修订；1983年颁

布了适用于硬煤煤矿的《矿业 （有关防止井下气

候影响职工健康）条例》。

20世纪中期以来，发达国家更加重视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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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英国出台《煤矿业（塌陷赔偿法）》，对由

采矿造成的地质灾害进行规范。1977年，美国针

对复垦专门立法《露天开采治理与复垦法案》，详

细规定了原有煤矿和新建煤矿的作业标准和程序

以及复垦技术标准与目标，要求土地要恢复到原

用途要求的环境。1980年，美国《环境扰动、赔

偿与责任综合法》规定了逆向责任追究制度与连

带责任制度。通过立法，发达国家建立了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保证金制度、环境许可证制度、环

境监督和检查制度的全生命周期监管制度[11]。

3 发达国家进入煤炭消费平台期的煤炭行

业发展特征

消费平台期煤炭行业在集中消费、安全防护、

科技进步、国际扩张各方面取得快速进展，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新特征。

3.1 煤炭消费快速向电力集中

在各国工业化起飞阶段，煤炭作为燃料在生

产和生活中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随着工业化过

程的完成和能源替代，煤炭的终端用户由多样化

转向单一化，由交通运输、工业、家庭用户向发

电用户集中。

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煤炭消费分为煤矿自用、

铁路用煤、燃气用煤、家用等 9种用途。20世纪

60年代，煤炭消费在经历近 50年的反复波动之后

开始持续下降，此时煤电占比快速增加，70年代

电力用户用煤超过煤炭消费结构一半（图6）。

数据来源：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

图6 英国煤炭消费结构变化

20世纪 50年代之后，美国发电用煤大幅增长，

与煤炭消费的增长趋势保持一致（图 7）。1959年
发电用煤仅占煤炭消费的 40%，1969年超过 60%，

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超过 90%。进入 21世纪，

居民、交通运输用煤全部为零，商业用煤几乎为

零，仅有工业用煤占比不到10%。

数据来源：EIA。
图7 美国煤炭消费结构变化

3.2 安全生产水平明显提高

各国的煤炭开采安全状况在平台期前后都呈

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得益于前期

密集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标准等强制性规

定，以及矿井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

图8 美国煤炭生产安全情况

20世纪 30年代到 70年代，美国煤炭开采的死

亡率和受伤率在波动中下降。进入 80年代，二者

持续下降，尤其是受伤率下降幅度较大，在不到

10年的时间内 （1991—1999） 由 10.18%下降到

6.44%。进入 21世纪，死亡、伤亡率保持在较低

水平。

19世纪末英国煤炭消费量大幅增长，这一时

期也是煤炭安全事故的高发期，1880年，百万吨

死亡率高达 11%。进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煤炭开

采的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率持续快速下降，

1930年百万吨死亡率下降至 4%左右，1960年降至

2%左右，70年代末百万吨死亡率已低于0.5%。

3.3 先进技术与装备迅猛发展

20世纪 80以来各国的开采技术和设备发展迅

速，井工开采以长壁采煤为主，采煤机、液压支

架等设备的设计概念、结构和性能都有重大改进，

陈 茜等：消费平台期煤炭行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分析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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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一代强力高产高效综采设备[12]。
1990年澳大利亚的长壁工作面个数为 20个，

1994年增加到 26个，到 1995年长壁开采的产量占

到井工矿总产量的 70%（表 1） [12]。英、美两国的

煤炭生产效率都是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快速

提高（图 9、图 10），1994年美国固本煤炭公司恩

露福矿创造了 810万 t高产记录，是当时美国产量

最大、效益最高的井工矿。

表1 美国和澳大利亚不同开采方式的煤炭产量 Mto

数据来源：EIA。
图9 1949—2015美国煤炭生产效率情况

数据来源：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

图10 1873—2018英国煤炭生产效率情况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外综采各项设备向大

功率、高安全、高可靠方向快速发展。1993年，

美国 84个综采工作面中有 75个使用电牵引采煤

机，最大功率达 1 380 kW。澳大利亚戈登斯通矿

通过引进英国安德森Electra1000 s型采煤机，首创

澳矿井年产 400万 t的记录。德国韦斯特伐利亚公

司生产的输送机，用3台电机驱动，总功率1 125 kW，

供电电压 2 400 V，最大运输能力达到 3 260 t/h。
此阶段各项设备的监测控制系统已比较成熟，各

国都制定了“一体化采煤工作”的计划，目标是

实现采煤工作面自动化[13]。
3.4 国际扩张步伐加快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国主要煤炭公司通过

国内外投资、并购等资本运作方式在全球范围内

配置优质煤炭资源，迅速成长为大型跨国集团，

在生产规模和效益规模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水平

（表2）。

表2 20世纪中后期国外大型煤炭公司主要并购活动

兼并重组是国外煤炭公司提高竞争力、优化

产业组织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企业不断扩张规

模的主要途径。皮博迪能源公司在美国和北美以

外大量收购优质煤矿、建设新矿，包括在美国波

德河煤田的煤层厚 100英尺且含硫量极低，在佛吉

尼亚州盛产炼焦煤的煤矿，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优

质动力煤煤矿等，使其成为 20世纪末世界第一大

煤炭企业。

除煤炭资源外，煤炭公司积极开展与其他矿

产、能源企业、上下游企业的股权合作、直接投

资项目，拓展了多元化业务，最终成为综合性能

源服务商。皮博迪能源投资了日本的贸易公司，

发展煤炭贸易和运输业务，在亚洲、欧洲多国设

有办事机构；在澳大利亚投资金属矿和煤电项目；

20世纪 90年代致力于洁净煤技术研究，建立了高

国家

美国

澳大利亚

年份

1991
1992
1994
1995

露天开采

528
529
130
136

井工开采

长壁开采

107
115
35
39

总计

367
366
54
57 公司名称

皮博迪

能源公司

（Peabody
Energy
Corp）

阿齐煤炭

公司

（Arch
Coal， Inc）

必和必拓

集团公司

（BHP Billi⁃
ton）

国别

美国

美国

澳大

利亚

国内外并购大事件

1955年，与辛克雷公司合并；

1962年，分别收购日本三井贸易公司和

澳大利亚蒂斯建筑公司部分股权；

1968年，收购肯尼科特铜矿公司；

1987年，收购东部燃气和燃料公司的 7
座煤矿；

1993年，收购澳大利亚3座煤矿

1998年，收购美国西部里奇菲尔德煤田

的3座煤矿、峡谷燃料公司65%的股权；

2004年，收购峡谷燃料公司剩余 35%股

权和崔顿公司一座煤矿；

2009年，收购力拓公司雅各布牧场煤矿

1984年，BHP公司收购犹他国际公司获

得在昆士兰州的多座煤矿；

2001年，BHP与Billiton公司合并；

2005年，分别收购南非和美国新墨西哥

州的动力煤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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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低排放能源站来应用最新的洁净煤技术。必和

必拓公司于 2001年合并重组后，业务板块不仅有

煤矿，其铜矿、铁矿石、石油项目分布于世界各

地，成为全球第一大矿业集团公司。

4 新时代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启示与经验

借鉴

4.1 制定和实施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标准

严格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能够切实推动

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经历前期行业快速发展

后，各国政府更加注重行业发展的质量，颁布法

律和政策的密度和强度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

因此产生了正面效应：消费结构集中的速度、科

技水平、安全生产水平提高的速度都大幅加快，

甚至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好水平。我国煤炭行业

面临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坚持走科技

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

安全有保障的发展道路，就必须加强立法，完善

相关内容，建立健全行业标准体系，覆盖开采、

运输、利用、治理各环节。

4.2 坚持把科技发展作为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

在煤炭消费平台期，科技对行业发展的作用

更加突出。在政府、行业和企业持续加大科技投

入的努力下，发达国家在消费平台期实现了采煤

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效率和伤亡率较前期

显著改善。新时代催生新技术，以人工智能、大

数据、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第四次工业

革命纵深发展，我国煤炭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与机遇，科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地

决定着行业的发展前景，因此，融合新技术步入

煤矿智能时代是未来行业发展的重大趋势。

煤炭科技创新型企业在煤炭消费平台期将发

挥更重要的科技创新领军作用，国家应对煤炭科

技创新型企业予以政策支持，促进其全面转型为

知识密集度、资本密集度、研发强度高的“三高”

型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继续提高研发支出占销

售额的比例，做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最有效的

实验基地，成为新技术的探路者。

4.3 在全球范围内统筹煤炭资源开发、配置和利用

我国煤炭行业兼并重组进入快车道，企业趋

于大型化、集中化、多元化，下一步应大力开拓

国际市场，发展成为国际化的大型煤炭企业。我

国绿色煤炭资源量可采年限仅为 40~50年[14]，未来

非绿色煤炭资源赋存区开采势必导致安全、经济

和环境问题面临巨大压力，因此，利用多种资本

运作手段迅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优质煤炭资源应

成为开拓国际市场的重中之重。此外，相较于 20
世纪国外煤炭公司，我国煤炭企业的分工更加细

化，专业化程度更高，煤炭企业应开拓多种合作

模式发展全产业链国际合作，在国际舞台上争取

更多的煤炭“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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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是我国主体能源，近年来，我国煤炭工

业取得了显著进步，安全生产水平、资源回收率、

机械化程度等显著提高，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提

供了可靠的能源供应。面对煤炭行业产能相对过

剩以及能源需求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变化，低成本

战略对于煤炭企业显得尤为重要。低成本是企业

应对低迷市场形势的必然选择，是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煤炭行业的特殊性，煤

炭生产成本影响因素特别多，成本构成也比较复

杂，若要实现在成本科学管控的基础上，尽可能

降低成本，必须对煤炭生产成本进行系统的研究。

关于煤矿成本预测模型，国内外学者进行了

大量研究。张维丽等[1]深入分析了影响煤炭生产成

本的因素，对空间影响因素采用模糊评判法、对

时间影响因素采用灰色理论设计了煤炭生产成本

的预测方法；邰晓红等[2]、何银银[3]、蔡振禹等[4]应
用粗集-支持向量机理论建立了煤炭生产成本预测

模型，用于预测煤炭开采成本；侯运炳等[5]、杨米

会等[6]、秦佳等[7]、孙金龙等[8]、潘洋洋[9]利用灰色

理论建立了成本预测模型，并应用于某矿的原煤

成本预测；宁贝贝等[10]通过遗传优化灰色神经网络

的方法对吨煤生产成本进行研究；张拥军[11]采用多

元回归分析法应用于煤矿成本预测；王乐等[12]用

MRA-RBF经网络组合算法预测煤矿的材料成本；

陶金颖[13]基于粒子群与支持向量机建立了煤矿材料

成本预测数学模型；任海芝等[14]基于Adaboost集成

BP网络建立了原煤生产成本预测模型。上述成本

预测模型与方法在预测煤矿生产成本方面，均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从各类研究来看，目前还尚

无针对露天煤矿生产成本预测的模型，因此有必

露天煤矿生产成本预测模型研究

郝 秀 强
（国家能源技术经济研究院，北京 102211）

摘 要：近几年来，诸多学者对煤矿生产成本预测模型进行了研究，但目前还尚无针对露天煤矿生

产成本的预测模型。分析了露天煤矿生产成本构成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所建立的露天煤矿生产成本

数据库为基础，根据露天煤矿生产成本不同科目的类型，分别建立了费用计算模型、费用计提模型

及类比预测模型，对露天煤矿生产成本进行了预测，并进行了案例验证，验证结果表明该模型预测

的生产成本是较为准确和可信的，从而为相关露天煤矿生产企业科学管控煤炭生产成本提供了参考

和依据。

关键词：露天煤矿；生产成本；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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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pen pit coal mine production cost forecast model
Hao Xiuqiang

（CHN Energy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2211，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many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coal mine production cost，but there is no pre⁃
diction model for the production cost of open pit coal mine. The production cost composition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pen pit coal mines were analyzed，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production cost database of open pit coal mines，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costs of open pit coal mines，a fee calculation model，a fee accrual model and an analog
prediction model we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and the production cost of open pit coal mines was predicted and case verifica⁃
tion was carried out.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tion cost predicted by the model is more accurate and credi⁃
ble，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the relevant open-pit coal min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o scientifically control
the coal production cost.
Key words：open pit coal mine；production cost；predi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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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露天煤矿生产成本进行系统研究，建立露天

煤矿成本预测模型，为相关露天煤矿进一步提高煤

炭生产成本的科学分析和管控水平提供一定参考。

1 露天煤矿生产成本构成及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
1.1 露天煤矿生产成本构成

我国原煤生产成本计算一般采用制造成本法，

即按照经济用途核算产品的成本费用。根据《企

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成本费用的开支

范围包括制造成本和期间费用 （包括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销售费用） 两部分。从煤炭生产企业

实际成本统计分类来看，完全成本包括生产成本、

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 3项，其中生产成本又分为

直接成本和制造费用，税金及附加主要包括资源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期间费用

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煤炭建设

项目设计估算总成本时，一般采用费用要素法，

即将分布于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中名称和性质相

同的要素进行适当归并，按归并后的各要素逐一

估算成本费用，费用要素一般可划分为材料费、

燃料及动力费、职工薪酬、修理费、地面塌陷赔

偿费、折旧费、维简费、井巷工程费、安全费用、

摊销费、利息支出和其他支出等。煤矿生产经营

管理口径完全成本及设计口径完全成本对比见表1。
露天煤矿完全成本构成与表 1相同，主要包括

生产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3部分。

1）生产成本。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

制造费用。直接生产成本包括材料费、人工成本

和电力 3部分。制造费用主要包括折旧费、维简

费、安全费、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运输费及其他支出等。

2）税金及附加。税金及附加是指煤矿经营活

动应负担的相关税费，包括营业税、消费税、资

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含地方教

育费附加） 等。其中，煤炭销售过程中并不发生

消费税，营业税也已调整为增值税。

3）期间费用。期间费用是指在一定期间发生

的无法直接归属原煤生产成本的费用，包括销售

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在发生时直接计入

当期损益。

1.2 露天煤矿生产成本主要影响因素

1）整体影响因素。影响露天煤矿生产成本主

要因素有地质条件 （包括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

表1 生产经营管理口径及设计口径完全成本对比

质条件等）、剥离及采煤工艺、剥采比、剥离物及

毛煤平均运距、煤矿运营模式、煤矿所在地区等。

以地质条件为例，地质条件越复杂的露天煤矿其

生产成本越高，如剥离物硬度高，会增加材料费

中的火工用品成本；地质构造复杂，会增加边坡

治理成本；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则会增加排水成

本，直接反映就是增加直接成本中的电费。

2）分项成本影响因素。由于开采条件、开采

工艺、经营模式 （穿爆、剥离、采煤外委情况）

存在不同，露天矿各项成本所占比例也存在较大

差异。以直接生产成本中的材料费为例，影响露

天矿材料费的主要因素有采煤及剥离工艺、年度

爆破总量、爆破方式、机械配件、大型运输车轮

胎及燃料等。此外，由于穿爆、剥离、采煤自营

比例的高低，即露天矿所采用的经营模式对材料

费影响也较大。

2 露天煤矿生产成本预测模型的建立

2.1 生产成本数据库

露天煤矿生产成本数据库是建立生产成本预

经营管理口径成本

序号

一

1
1）
2）
3）
2
1）
2）
3）
4）
5）
6）
7）
8）
9）
二

三

1
2
3

成本科目

生产成本

直接成本

材料

人工成本

电力

制造费用

折旧

维简费

井巷折旧

安全费

矿务工程费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运输费

其他支出

税金及附加

期间费用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项目设计口径成本

序号

一

1
2
3
4
5
6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费用名称

经营成本

材料费

燃料及动力费

职工薪酬

修理费

地面塌陷赔偿费

其他支出

折旧费

井巷工程费

安全费用

维简费

摊销费

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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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模型的基础和大数据支撑，露天煤矿生产成本

数据库系统包括所调研的各露天煤矿历年生产、

成本数据以及与成本相关的税费标准数据、成本

属性数据等。生产成本库包括露天煤矿的基本信

息、生产、成本数据，为预测新建项目成本提供

数据支撑。成本属性库是包含露天煤矿每个成本

科目中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所占比例的数据库，

该数据库与生产成本库相结合，为分析固定/变动

成本和预测新建项目成本提供支撑。税费标准库

包括露天煤矿生产经营活动中计提的各类税费、

职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主要材料价格、银

行贷款利率等，这些数据相对固定，用数据库存

放方便维护、灵活性强，能够方便计算新建露天

煤矿相关科目成本费用。数据库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生产成本数据库基本结构

2.2 模型构建方法

露天煤矿完全成本主要包括生产成本、税金

及附加、期间费用 3部分，针对完全成本中不同类

型的科目，本文在构建露天煤矿生产成本预测模

型时，采用了费用计算法、费用计提法、类比预

测法及单位指标法相结合的建模方法。

1）费用计算模型。采用数学计算模型计算的

费用科目有人工成本、电力成本、折旧及摊销、

税金及附加、财务费用，主要根据露天矿项目的

人工成本单价、用电量及电价、土建、设备及安

装费投资、无形资产情况、贷款总额及利率按照

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计算。露天矿剥离费根据预

测项目输入的采煤、穿爆、剥离外委比例及单价

计算。

2）费用计提模型。维简费、井巷折旧、安全

费采用费用计提模型计算，根据拟预测项目所在

省区、开采方式等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提取。

3）类比预测模型。露天矿分科目类比预测项

目包括生产成本中的材料费、运输费、其他支出

以及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中的修理费、税费、其

他费用。类比预测模型主要以数据库中所调研的

相关露天煤矿生产数据库和成本数据库中的数据

为基础。

为了预测上述科目成本，需要建立相关输入，

以输入的相关内容和数据与数据库中类似的露天

矿成本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取数据库中的数据进

行类比计算，以输入的拟预测项目的所在矿区、

所在省份、建设规模、采煤工艺、剥离工艺、剥

采比、运距等主要基本特征为基础，在生产和成

本数据库中检索条件相近的样本，通过类比预测

和相关计算得到相应科目的成本，根据所参照数

据范围的不同，类比预测模型分为默认参照、参

照某露天煤矿、参照某矿区 3类。类比预测流程包

括数据检索和数据处理等过程，如图 2所示。数据

检索是以拟预测项目的所在矿区、省份以及设计

选用的采煤工艺、剥离工艺等输入条件为类比基

础，在生产数据库和成本数据库中查找确定参照

样本的过程。数据处理是以数据库检索出的样本

数据为基础，计算相关单位指标，并进行加权平

均，以默认参照为例，主要流程如图2所示。

① 数据检索及异常数据筛选。查询数据库中

每一个露天煤矿近 5年（年度可不连续，若数据不

足 5年，则提取 3年数据）的生产及成本数据，读

取设计生产能力、核定生产能力、采煤工艺、剥

离工艺、剥采比、爆破方式、运距、生产经营模

式（穿爆、剥离、采煤自营比例）、原煤产量、商

品煤产量、成本性质、材料费、运输费、其他支

出、修理费等数据，每个矿每一年的数据作为一

个样本，形成临时表单。对于查询到表单中的每

条样本记录，以原煤产量/核定生产能力（若无核

定生产能力，则除以设计生产能力） 进行筛选，

如果比值小于 0.6或大于 1.5，则表明该矿本年生产

异常，该条数据为异常数据，应去除。

经过有效性筛选后，若临时表单中样本数量

不为 0，则进入后续筛选，若临时表单中样本数量

为 0，则表示数据库缺少合格样本数据，无法采用

该方法预测成本，并提示相关信息。否则，进入

后续筛选。

②确定拟参照样本。以筛选出的临时表单为

基础，按照拟预测项目的“矿区”“省份”“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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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剥离工艺”进行匹配，若临时表单记录中

样本的“矿区”“省份”“采煤工艺”“剥离工艺”，

有任何一个字段值与拟预测项目不一致，则认为

该样本不可参照；在可参照的样本中，筛选出核

定生产能力 （或设计生产能力） 在拟预测项目设

计生产能力±200范围以内的样本，若符合条件的

样本≥5个，则数据筛选结束，进入数据处理；若

符合条件的样本数量＜5个（不等于 0），则以 100
为步长，逐步放大生产能力范围进行循环检索；

若满足“矿区”“所在公司”“省份”“采煤工艺”

“剥离工艺”5个条件的样本数量为 0，或通过放大

步长将临时表单中所有记录均检索一遍后，符合

条件的样本数量仍＜5个，则简化类比条件，依次

按照“矿区+省份+采煤工艺+剥离工艺+生产能力

浮动区间”“矿区+采煤工艺+剥离工艺+生产能力

浮动区间”“采煤工艺+剥离工艺+生产能力浮动区

间”“生产能力浮动区间”4个层次逐步判断，直

到从临时表单中找到拟参照的样本。若最终经过

筛选后符合条件的样本数量为 0，则表示数据库缺

少合格样本数据，无法采用该方法预测成本，并

提示相关信息。

③ 数据处理及计算。针对检索出的参照样本

各项成本数据，逐一计算材料费中各项费用及修

理费的单位采剥量指标，如果计算式中的“分母”

为 0，则各项费用及修理费的单位采剥量指标为 0，
计算公式见表2。

表2 材料费及修理费单位采剥量指标计算公式

将材料费中各项费用及修理费单位采剥量指

标的计算结果加权平均，即可得出可参照计算的

单位指标，加权平均时，若“成本性质”=“原

煤”，则将各项成本按原煤产量进行加权平均，若

成本

科目

材料

费

修理

费

单位采剥量指

标（元/m3）
火工产品

大型材料

机械配件

专用工具

大型运输车轮

胎

燃料

油脂

其他材料

修理费

计算公式

火工产品×原煤产量÷（年度爆破总量×穿爆

自营比例）

大型材料÷（生产剥采比×剥离自营比例 + 采

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

机械配件÷（生产剥采比×剥离自营比例 + 采

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

专用工具÷（生产剥采比×剥离自营比例 + 采

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

大型运输车轮胎÷（生产剥采比×剥离自营比

例×剥离物运距 + 采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
毛煤运距）

燃料÷（生产剥采比×剥离自营比例×剥离物

运距 + 采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毛煤运距）

油脂÷（生产剥采比×剥离自营比例×剥离物

运距 + 采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毛煤运距）

其他材料÷（生产剥采比×剥离自营比例 + 采

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

修理费÷（采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 + 生产剥

采比×剥离自营比例）

图2 露天煤矿成本预测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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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性质”=“商品煤”，则将各项费用×商品煤

产量÷原煤产量，然后再按原煤产量进行加权平

均。根据表 2计算得出的单位采剥量指标，拟预测

项目的材料费及修理费计算公式见表3。
表3 拟预测项目材料费及修理费计算 元/t

对于运输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中的税费

和其他 4项成本的数据处理和计算的逻辑是相同

的，以检索出的样本进行加权平均，加权平均时，

若“成本性质”=“原煤”，则将“运输费”按原

煤产量进行加权平均；若“成本性质”=“商品

煤”，则将“运输费”×商品煤产量÷原煤产量，然

后再按原煤产量进行加权平均。

对于其他支出，首先将符合条件的样本逐一

计算用于类比的“其他支出”，其他支出类比 = 其

他支出 - 征地及补偿费 - 露天矿剥离费。然后，

将其他支出类比按运输费的方法计算加权平均值，

再与计算的露天矿剥离费和征地及补偿费相加即

可得到其他支出。其中：

露天矿剥离费=外委穿爆费+外委剥离费+外委采煤费；

外委穿爆费=外委穿爆单价×爆破总量×外委穿爆比例÷
建设规模；

外委剥离费=外委剥离单价×剥采比×外委剥离比例；

外委采煤费=外委采煤单价×外委采煤比例。

4）露天煤矿完全成本。依据前文所述，根据

露天煤矿成本不同类型的科目，汇总费用计算模

型、费用计提模型及类比预测模型的计算结果，

即可得到露天煤矿完全成本。

3 案例验证

为了验证露天矿成本预测模型成本预测结果

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选取某露天煤矿作为实际案

例，参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相关设计参数

作为输入条件，进行成本预测，并与可行性研究

报告中的成本进行对比。

该露天煤矿设计投资为 213 865.15万元，设计

规模为 10.0 Mt/a，商品煤折合原煤售价为 232元/t
（不含税），露天矿探矿权价款实际发生 3 500万
元。露天矿采用按采剥工程全外包，煤炭生产系

统自营的经营模式，该模式下露天矿劳动定员为

325人，人员平均工资为 9万元/人年。根据该露天

煤矿的基本情况，依据费用计算模型、费用计提

模型及类比预测模型的计算结果预测得出该露天

煤矿的单位生产成本，该成本与可研报告设计成

本对比见表 4，模型预测的露天煤矿单位生产成本

与可研报告设计成本误差为 2.07%，表明模型的预

测结果是较为准确和可信的。

表4 可研报告设计成本与模型预测成本（达产年）对比

元/t
序号

1
1.1
1.2
1.3
1.4
1.5
2
3
4
5
6
7

总成本费用

科目名称

经营成本

材料费

燃料及动力费

职工薪酬

修理费

其他支出

折旧费

摊销费

井巷工程费

安全费用

维简费

利息支出

可研报告设计成本

138.24
2.87
4.59
3.52
2.32
124.94
7.07
0.36
2.50
5.00
6.00
9.72
168.89

模型预测成本

141.11
0.00
2.38
3.82
0.00
134.92
6.08
8.50
0.00
5.00
8.50
9.30
170.36

4 结 论

面对当前煤炭行业产能相对过剩以及能源需

成本

科目

预 测

项 目

材 料

费

预测项目修理费

吨煤成本

火工产品

大型材料

机械配件

专用工具

大 型 运 输

车轮胎

燃料

油脂

其他材料

计算公式

单位采剥量火工产品 ×年度爆破总量×穿爆自

营比例÷建设规模

单位采剥量大型材料×（平均剥采比×剥离自

营比例+采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

单位采剥量机械配件×（平均剥采比×剥离自

营比例+采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

单位采剥量专用工具×（平均剥采比×剥离自

营比例+采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

单位采剥量专用工具×（平均剥采比×剥离自

营比例×剥离物平均运距+采煤自营比例÷毛
煤容重×毛煤平均运距）

单位采剥量燃料×（平均剥采比×剥离自营比

例×剥离物平均运距+采煤自营比例÷毛煤容

重×毛煤平均运距）

单位采剥量油脂×（平均剥采比×剥离自营比

例×剥离物平均运距+采煤自营比例÷毛煤容

重×毛煤平均运距）

单位采剥量其他材料×（平均剥采比×剥离自

营比例+采煤自营比例÷毛煤容重）

单位采剥量修理费×（采煤自营比例÷毛煤容

重 + 平均剥采比×剥离自营比例）

82



2020年第6期

求增速放缓的新形势，为提高煤炭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由于煤炭生产

成本影响因素多，成本构成也较为复杂，因此在

对煤炭生产成本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准

确预测，以实现对煤炭生产成本的科学管控。但

从目前相关学者的各类研究来看，目前还尚无针

对露天煤矿生产成本预测的模型，因此有必要对

露天煤矿生产成本进行系统研究，建立露天煤矿

成本预测模型，为相关露天煤矿进一步提高煤炭

生产成本的科学分析和管控水平提供一定参考。

根据计算口径的不同，本文分析了露天煤矿

生产成本的构成，从整体及细项成本方面，分析

了影响露天煤矿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基于露天

煤矿成本调研数据，建立了露天煤矿生产成本数

据库，结合露天煤矿成本构成分析及影响因素分

析，根据生产成本不同的科目类型，分别建立了

费用计算模型、费用计提模型及类比预测模型，

对不同类型的成本科目进行了预测，并结合实际

案例，对模型预测的露天煤矿生产成本与可研报

告设计成本进行了对比，对比结果表明该模型的

预测结果是较为准确和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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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人力资源管理是煤炭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企业各部门的协调运作都需要具备高素质人才来

实现，通过人力资源的保障能够增强企业的竞争

实力，达到更高的经营水平，这也是一个企业在

行业竞争下取得优势的关键。行业竞争压力的不

断增大，企业员工的素质和提升对于企业发展具

有重要的意义。企业员工的素质会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这也导致了煤炭企业在人力管理中存在

着一定的风险。因此，煤炭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管

理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目前，煤炭企业往往更加

关注财务风险、经营风险以及交易中的信用风险，

却对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风险没有给予足够的

重视，煤炭企业在当前环境下若想获得发展，就

需要正视这些风险和挑战，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

风险和管控，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很多学者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进行了研

究，秦品德[1]指出企业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过程

中，盲目重视培训、招聘等工作，忽略了风险管

理，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顾梦娅[2]借鉴行业内先

进的人力资源风险管理理论和知识，对过往人力

资源风险管理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提出建立集

团公司人力资源风险管理体系的战略管理理念；

曹珍[3]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归纳总结，从共享经济下

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化、平台化和市场导向的特

点入手，分析了潜在的风险，并针对风险提出相

关对策建议；陈益云[4]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外

包业务存在的风险进行分类，认为其主要存在 5种
风险类别，分别是经营成本扩大、外包关系处理

的风险、外包商选择的风险、经营效率低下以及

经营安全上的风险；蒋新等[5]以企业常见的人力资

源管理风险为主题进行分析，根据风险类别和规

避的顺序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常见风险展开论述，

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骆 文 琼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在分析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

构建的流程，构建了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体系，包括人员规划及岗位设置、人员招录与

流失、员工培训及开发、绩效薪酬等，并提出完善人员招聘计划、制定科学公正的人才配置制度、

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薪酬管理制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机制、增强

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等规避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的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体系；防范；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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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isk index system in coal

enterprises
Luo Wenqiong

（China Coal Energy Group Co.，Ltd.，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isks in coal enterprises，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risk indicators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oal enterprises is studied，and a risk indicator system for hu⁃
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oal enterprises is constructed. Including personnel planning and job setting，personnel recruit⁃
ment and loss，employe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performance compensation，etc. An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managing
risk are proposed such as improving the personnel recruitment plan， formulating a scientific and fair talent allocation system，

assessment standards and a matching salary management system， establishing a risk warning mechanism and a risk manage⁃
ment mechanism，and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rporate employees to avoid human resources.
Key words：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risk；index system；prevention；coal enterprise

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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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制度以及决策 3个方向提出规避对策；张

德荣[6]基于人力资源危机、管理以及风险源 3个方

向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展开分析，基于国内

外研究动态的梳理基础上，采用实证的方式进行

研究；魏光兴等[7]选择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基于

富士康企业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为基础，对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风险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根

据案例提出造成企业人力资源风险的 3个主要因

素，对这些指标因素进行了模型的建立，为验证

模型的科学性，还和法国电信事件进行了对比，

最终得出减少企业发生人力资源风险的建议；李

焕荣等[8]从系统观的角度对招聘风险进行分析，为

企业提供了理解并回避、控制招聘风险的新思路；

缪小明等[9]通过对企业人力资源外包业务中各种风

险进行分析，提出了规避风险的措施；魏钧等[10]研
究了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经理胜任力模型，利用

团体焦点访谈法、关键行为事件访谈法，以及多

元统计分析方法，对风险经理胜任力模型进行了

深入研究。罗凯平[11]分析了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存在的风险，并提出进行风险和评估的方法，最

后论述如何改进人力资源管理；刘续涛[12]通过阐述

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的内涵特征，分析人力资

源管理法律风险，对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防范

策略展开探讨。

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相关成果，结合人力

资源管理以及相关理论，本文对人力资源的风险

管理体系进行构建，并提出优化对策。通过研究

对煤炭企业存在的人力资源管理风险进行辨析，

并提出建议将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为煤炭企

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1 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人员配置不合理。企业管理部门、机关部

门人员设置存在不合理的问题，人员数量冗杂且

超标，煤炭企业基础开采部门人员缺失，并且人

才流失率较大，员工流动性也比较大。煤炭企业

的开采生产主要是在井下进行，与这种环境配套

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如今煤

炭企业已经由传统的半机械化生产向智能化生产

转变，如果缺乏高素质人才，虽然技术上煤炭企

业已经实现了很大转变，但是与技术相配套的人

才不能适应煤炭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与这一严峻

环境相对应的是由于煤炭企业生产环境较为恶劣，

大部分专业人才特别是应届大学毕业生自身不愿

去一线工作，从而造成高素质人才的缺乏。此外，

在煤炭企业平均员工素质低的同时，有一定技术

的人才更愿意到机关领导岗位，因此，煤炭企业

如何将专业技术人员在基层工作又能充分发挥才

能成为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

2）不能满足产业人才需求。经过煤炭企业资

源的整合，全国大部分煤炭企业已经从单一业务

向大集团复合型业务转变，围绕煤炭开采、洗选

加工、煤炭运输等发展多项业务，但是，新的产

业部门需要相应的专业人才，煤炭企业大部分人

员仍以从事煤炭生产专业为主，造成新的产业部

门专业人才缺乏。另一方面，煤炭企业复合型业

务管理层往往是传统业务的部门领导，由于专业

认识不足，对行业的认知有限，从而造成人员结

构不合理。

3）缺乏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绩效考核作为

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只有有效的绩效

考核制度才能激发员工的热情，使员工认识到自

身的不足，改善员工工作现状，最大限度的提高

员工的积极性。但是，煤炭企业的绩效管理存在

很大缺陷，一方面绩效管理作为煤炭企业日常管

理的重点，大部分绩效考核制度是由管理者制定，

如不能与员工充分沟通协调，则该绩效管理制度

不能作为有效的机制起到激励作用。煤炭企业员

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相差不

大，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制度，员工的满意

度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另一方面，煤炭企业绩

效考核是以员工生产产量为基础，这种考核存在

很多缺陷，比如绩效考核只关注生产缺乏全面性，

单一指标缺乏科学性，考核简单造成执行力效果

不大，从而使员工的绩效考核与员工薪酬不能匹

配，不能真正起到激励和惩罚的作用，使煤炭企

业绩效管理得不到根本改善，对于提高煤炭企业

核心竞争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2 煤企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体系构建

2.1 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构建流程

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构建需要具

备一定的科学理论性特点，应该建立在国内外企

业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以

及企业自身经营的实际情况，这些也是评价风险

的根本指导内容，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是煤炭企业

重要的风险方面，需要企业高级管理层、人力资

源部门和其他产业部门共同分析，利用专家系统

骆文琼：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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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结合煤炭企业管理层的实践经验，共

同对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进行筛选，

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构建流程包括收

集历史资料、企业调查、整理相关资料和专家评

议。在以上工作完成以后，组织相关专家对以上

材料进行分析，评估煤炭企业现存的人力资源管

理风险，从而对人力资源管理风险进行防范。

2.2 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内容中对煤炭企业风险流程的

分析，得出企业主要在技术、管理意识以及制度

方面存在风险，主要包括人员规划及岗位设置、

人员招录与流失、员工培训及开发、绩效薪酬 4大
类，并根据专家分析认真归纳整理，对 4大板块中

可能存在的具体风险一一研究得出其可能产生的

风险，最终得出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因素

及其后果，具体见表1。
1）人员规划及岗位设置。人员的合理规划能

够使企业的人力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是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企业的人才只有配

备在合适的岗位上，才能够将人才的作用发挥大

最大功效。检验人才的重要标准就是实践，通过

特殊的岗位设定，对专业人才进行技术培训并进

行实践检验，才能够认识到人才的价值。若人才

在岗位上存在不匹配的情况，人才的价值也难以

实现，从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等各方面的问题产

生，甚至影响整个企业的经营效益。

2）人员招录与流失。人员招录是企业人才资

源管理的重要环节，决定企业人才的整体素质。

煤炭企业人才的招录与流失需要在适当的时间进

行，通过合适的时机对员工进行提拔、任免，可

实施阶段

人力资源发

展规划和岗

位设置

人员招录与

流失

员工培训及

开发管理

绩效与薪酬

风险

人力资源规划

组织机构

及岗位设置

年度用工计划

人员招录

劳动用工及管理

试用期管理

人员退出

劳动用工合同

人才激励

职业发展建设

年度培训计划

绩效考核指标

绩效考核结果确认

绩效考核结果应用

薪酬分配管理

福利与保险

风险因素

存在人力资源缺乏或过剩

组织结构不能扁平化，各个岗位设置不清晰，

存在职责不清现象

人力资源数量与煤炭企业实际需求不符

招聘需求与煤炭企业实际需求数量和种类不符

合

劳动用工不符合煤炭企业规范，违背人员招聘

的规定，增加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

试用期不按照企业规定进行绩效考核

员工辞职程序和后续处置不当

没有按照劳动法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存在法律

合同风险

面对外部环境人才竞争和企业的实际工作环

境，缺乏必要的激励措施

阻挡了员工晋升通道，打击员工工作积极性，

职称晋升条件设置不科学

培训目的与煤炭企业发展战略不匹配，增加了

无效培训成本

绩效考核标准办法不明确

绩效考核信息沟通不畅

机制或执行不到位

薪酬结构不合理、统筹不当

福利与保险的计提与发放不符合国家或地区要求

风险后果

对煤炭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造成影响

由于组织层级较多，存在政令不通现象，职责不

清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影响工作效率

使煤炭企业人力资源成本过大，增加煤炭企业成

本压力，对煤炭企业发展有影响

使煤炭企业导致人浮于事，降低煤炭企业的运营

效率

对煤炭企业造成很多的法律争议，影响煤炭企业

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形象造成一定的影响

正式录用人员的素质不符合煤炭企业需求，影响

煤炭企业业务发展

可能导致煤炭企业引发劳动争议和法律诉讼，对

煤炭企业的企业文化和公司形象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煤炭企业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增加企业运营成

本

造成企业核心技术人才流失，影响企业关键技术

的研发

造成人才流失，不能有效的激励员工积极性

导致人才素质不足，影响发展战略的如期实现

导致员工无法确立与企业战略相一致的业绩目

标，或就考核问题发生争议，影响员工满意度

影响员工满意度或绩效考核的公平性

可能导致绩效考核流于形式

不利于员工激励与公司效益稳健增长

可能导致劳资纠纷或经济损失

表1 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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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需要企业管理者对

企业员工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如果缺乏深入的了

解会导致企业决策者在关键岗位上任免人才出现

失误，造成较大的人才资源管理风险。

3）员工培训及开发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需要结合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结合企业自身特点，

基于企业原有的人才管理特点，制定新的人才培

训制度。培训要尽量全面具体，要考虑到人才成

长，将人力资源管理内容尽量细化，既能满足于

员工的合理职业成长培训需求，也要给予企业员

工一定的约束力。

4）绩效与薪酬。企业的绩效考核评价是否合

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员工对工作的态度。

绩效考核应该秉承公平、合理的原则，如果不能

做到透明公开就会让一些员工失去对工作的热情，

整个企业环境中缺乏竞争意识，人才流失率增大。

薪酬管理关乎每一个员工的生活工作需求，所以

薪酬管理应该与绩效内容相匹配。

3 煤炭企业防范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的对策

与建议

1）完善人员招聘计划。首先，对岗位进行科

学的设计与分析，以员工的工作为核心进行岗位

的设置。坚持权责统一的原则，防止权利的过度

倾斜。制定详尽的招聘计划和流程，严格按照招

聘制度及规则进行人员选聘，整个招聘过程要公

正公开。其次，要编写具体的岗位职责说明书，

对岗位的工作内容以及要求准确详细的进行描述，

让招聘者能够正确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进行应聘。

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发生，提高人才招聘的有

效性。最后，招聘面试人员应该选取经验丰富者

担当，能够使入选者更加符合企业的岗位、文化

需求，同时也能为应聘者的专业技术能力有更准

确的判断。

2）制定科学公正的人才配置制度。人才配置

制度主要是根据人才自身的发展经历和专业实践

能力对应不同的部门岗位的过程。人才配置主要

强调人才能够在相应的岗位上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按照人才的经验能力设置岗位，减少人才的浪费，

从而为企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作为传统

能源的煤炭企业，更需要更新人才管理理念，吸

引高素质人才，促进企业的转型现代化发展，打

造学习型、创新性企业，吸收不同类型的人才，

让他们能够积极投入到实践工作中去，从而为煤

炭行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3）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薪

酬管理制度。可以从整个行业的薪酬管理以及绩

效考核现状出发，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员工

的岗位说明书为参照，进行详细的考核评价。在

员工的薪酬管理方面，应该将企业发展利益和员

工的利益结合起来，使员工在企业发展中实现自

身的价值。

4）制定科学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这也

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结合企业发展

实际情况的同时，还要以国家法律为参照。尽可

能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工作，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包

含的内容较多，如绩效管理、人事档案、违纪处

分等，这些内容都应该尽量详尽，有利于发生问

题及时问责处理。

5）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机制。企

业各部门应该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意识，

具备及时发现风险的预警能力。企业决策者重视

人力资源风险，就能够在企业日常管理经营中严

格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若缺乏相关意识，

且不具备风险预警能力，在发生人力资源管理风

险时，就会束手无策，导致人才的过度流失，难

以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等问题。其次，应建立严格

的风险管理预警机制和事中防控制度。在人力资

源发生风险时，应有一套明确的、规范化的流程

迅速解决危机。再次，应该建立完善的风险处理

机制，在风险发生后，能够及时的处理，将负面

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6）增强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煤炭企业员工

综合素质的提高能够帮助企业实现长远的发展，

尤其是煤炭企业对安全技术等方面的要求较高，

更需要具备高素质的人才工作配合才能够实现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应该采用科学的测试方

法对员工的专业知识能力、文化水平以及技能等

方面进行检测，将检测的结果和企业的要求进行

对比。最终发现人才素质薄弱项，进行重点培训，

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提高。煤炭企业风险性较高，

且人员流动性比较大，企业的人力资源文化意识

对员工的工作态度起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

员工的思想态度指导和培养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

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员工之间的差异性较大，对

于员工的思想态度指导和培养的方式也没有统一

的标准且较为多元。也可以通过寻求员工对公司

管理方法的意见以及改进煤炭工作的作业方法等

骆文琼：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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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式，掌握公司职员对企业的重视及关心程

度，也可以采用定期调查访谈等方式了解企业员

工对工作的态度。根据以上建议内容，都可以对

企业员工工作态度的变化以及工作状态有一定的

了解，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对人才进行更好的培养，

促进人才在煤炭企业经营中实现自身价值。

4 结 论

综合来看，实现人力资源的风险管理主要有

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促进我国煤炭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提升，实现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各个环节的高效运转。另一方面是使得我

国煤炭企业战略实施具备人力资源保障，实现企

业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契合，将人力资本转化

为企业竞争资本，从而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市场

不断开拓提供坚实基础。本文通过分析煤炭企业

人力资源风险管理现状，总结了煤炭人力资源风

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煤炭企业人力资源风险

管理指标体系，为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风险

提供了借鉴。由此，得到以下结论。

1）煤炭企业人力资源风险管理需要改进。人

力资源作为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由

于煤炭企业特殊的作业环境，造成煤炭企业对人

才吸引力不够，并且我国大部分煤炭企业属于国

有企业，人力资源机制不灵活，因此，我国煤炭

企业应重视人力资源风险管理。

2） 煤炭企业应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风险防范。

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煤炭企业管理的重要方面，应

在人员规划及岗位设置、人员招录与流失、员工

培训及开发、绩效薪酬等方面防范煤炭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风险，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实现煤炭企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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