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能源互联网助力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伯强

人类长期使用化石能源带来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

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由需求端

对绿色低碳能源的迫切需要所带来的能源革命正在席卷

世界能源市场。中国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却并不容易。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要求大幅度减少煤炭消费占比，提高

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目前看来，减煤的难

度和压力都很大，减少煤炭消费需要充足的可再生能源

进行替代，以满足经济快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另外，

中国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之路也需要同时兼顾成本、安

全和效率问题，否则将难以实现。在当前形势下，能源

互联网被认为是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途径。

当前是信息的时代，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信息数字化，

促进了信息的流通，使得信息的价值得以展现。能源互

联网是能源系统和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产物，但我们往往

难以对其下一个合适的定义。这是因为能源互联网不仅

仅是能源与互联网的简单结合，还涉及到社会行业各层

的衔接，它可以打破行业的壁垒。在实践中，各种新的

能源技术、服务、商业模式和发展模式往往会不断刷新

我们对能源互联网的认知。

能源互联网的出现是带有它的使命的，那就是营造

一种开放共享的能源生态，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

和整体能源的利用效率，促使化石能源低碳化和清洁化

改革。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大约58%，其中

大约50%用来发电。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20%和7%，但是

其对外依存度达到72%和43%。这就决定了兼顾低碳和能

源安全，中国不能通过大量使用石油和天然气替代煤炭

以降低碳排放。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CCUS技术（碳

捕获、利用与封存），提高煤炭利用的清洁化率。另一个

就是提高煤炭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协同互补，以支持可

再生能源发展，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和整体能源的利

用效率。

促进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电力行业是关键。能源

互联网就是以电力为核心，通过打破不同发电类型行业

的壁垒，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信息的共享和集成。由于

电力特殊的能量属性，其他形式的能量可以在能源互联

网中通过电力的形式相互转化、存储和调剂，实现多能

互补。另外，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不稳定性和间歇性，

随着其发电比例的不断提升，无论出于技术上，还是商

业利益上，又或者是思想观念上，其并网的难度和成本

很大。能源互联网希望可以打破传统电网的垄断，例如

通过微电网和分布式能源的有机结合，“风光水火储”多

能互补，“源-网-荷-储”互动运行。这种以能源互联网

为核心和纽带的互补合作运行模式，将会极大促进能源

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在技术层面，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突破使得成本不断下降，以光伏为例，

中国制造使得光伏组件成本10年间下降了90%。信息技

术的发展，包括物联网，大数据，5G技术的突破，为能

源互联网的运行提供了信息支撑。在政策层面，“新基

建”的出台推动了能源的数字化革命，2060年达到“碳

中和”的目标迫使煤炭必须清洁化和低碳化，清洁能源

的比重必须持续上升。电力市场化改革，售电端的放开

有助于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更多的企业通过能源

互联网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市场层面，随着能

源服务市场壁垒的降低，互联网企业和新能源企业等市

场新兴竞争势力的进入将会促进能源互联网建设。在用

户市场层面，得益于中国能源用户较强的互联网属性，

能源互联网也迎合了用户的需求。

作为碳中和目标提出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十四

五”规划将会备受关注。在当前的政策目标下，整个世

界都在期待中国在减排方面的具体行动。只有加快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才有可能在未来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推动以能源互联网为核心和纽带的能源互补运行模式，

将是支持经济增长、实现环境的可持续、保障能源安全

和普遍能源服务的关键途径。由于能源互联网还处于探

索期，首先需要政府健全市场机制，完善法律法规，积

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产业投资方向。其次，还需要持

续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与信息共享相关的数

字化基础设施、移动数据网络和云平台建设。最后，技

术创新是能源互联网发展的关键，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

都要加大对相关领域技术创新的投入。

针对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问题，能源互联网带给我们

的是一片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未来能源技术和能源服

务，商业模式和发展模式都是未知的，但可以预见的是

能源互联网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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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

度调整，能源格局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一方面，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和不断升级，中美能源合

作不断减少，博弈不断加剧，中美能源关系发展

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2020年爆发的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

经济展望》 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急剧收缩

4.9%[1]，比 2008全球金融危机时更为严重，经济的

下行压力导致能源需求急剧下降，加剧了能源变

革和能源转型市场震荡、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和恶

性价格竞争。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机和国内外不确定挑

战，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疫情防

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能源行业发挥了特

别的兜底保障作用[2]。自新冠疫情以来，以新一代

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异军突起，成为对冲

疫情影响、促进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力量，数字

化浪潮加速到来[3]。依靠能源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现代能源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王 国 法 1，2

（1.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采设计事业部，北京 100013；2.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开采研究分院，北京 100013）

摘 要：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强有力的能源保障。柴薪、煤炭、油气、新核能，伴随

每一次能源时代更新换代的是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作为上层建筑的治理体系也在不断的运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正成为实现现代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技术支撑。系统阐述构建我国现

代能源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分析我国能源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生产能力、生产要素、生

态环境约束、资源配置模式、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建设现代能源治理体系的主要因素。

从能源治理过程角度出发，构建了现代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指标体系，最终提出了基于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现代能源治理体系初步构想。

关键词：现代能源治理体系；新一代信息技术；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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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new genera⁃
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ang Guofa 1，2

（1. Mining Design Division of Tiandi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13，China；2. Mining Research Branch of 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
tute，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re inseparable from strong energy guarantees. Diesel fuel，
coal，oil and gas，and new nuclear energy are accompanied by a huge leap in productivity in every energy era. The gover⁃
nance system as a superstructure is also constantly mov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becoming the core
technical support for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modern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 signifi⁃
cance of constructing China's modern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is expounded systemically， the main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
ing in China's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are analyze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nergy gover⁃
nance system a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ion capacity，production factors，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aints，re⁃
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s， and macro-control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ergy governance process， a modern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index system were constructed，and finally a preliminary idea of a modern ener⁃
gy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as proposed.
Key words：modern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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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源区块链等新的能源技术，彻底革新能源与

矿业治理体系，探索能源数字经济新模式，成为

未来能源与矿业转型发展的主基调。

1 现代能源治理体系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

我国煤炭、石油、电力、天然气等能源领域发展

迅猛而全面，能源消费结构改革、清洁能源发电

量、油品质量升级、煤矿开采技术、高压输电等

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果，我国已经成为具备完整

能源工业体系的能源大国[4]。但是也应看到我国经

济总量是在高能源消耗、高环境消耗的基础上快

速增长。在能源消耗长期保持在近 9%的增速背

后，是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

点所形成的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并由此造

成了诸多问题[5]：化石能源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生态

环境破坏，资源禀赋不高导致的能源资源瓶颈，

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过高带来的能源安全危

机等。随着全球能源格局和治理体系加快重塑，

清洁低碳发展成为大势所趋，以煤炭为主的能源

结构不断与低碳清洁的能源发展大潮碰撞，原有

的能源系统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能源发展逐步进入方式转变、动力转换的攻

关期[6]。1978—2019年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增长率

如图1所示。

为了应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发展的新

常态，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改革战略全局的治本之策，

是中国完成国家转型的关键，而能源革命是中国

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基础，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7]。中央财经小

组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即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

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以及“一

带一路”能源合作[8]。《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全

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推进能源革命，构建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能源治理体系

是国家治理体系在能源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国家

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以国家治理体系

为指导，同时体现能源与矿业自身发展规律和发

展实际。推进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建设，将为中

国能源革命带来新的能源科学技术、能源体制机

制、能源法律体系，进一步推动能源新战略的落

实，对保障国家经济能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2 我国能源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正经历了飞

速发展，推动了能源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革命。在

此过程中，我国能源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9]。在政府管理方面，政府逐步减少投资

项目审批的干预行为，行政审批效率提高明显。

同时，能源领域重大问题议事平台与监管机构基

本形成并不断完善。在能源市场化改革方面，确

定了能源企业的市场主导地位，煤炭企业、电力

企业、油气企业等培育并形成多元竞争的市场格

局。此外，传统能源行业与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所

图1 1978—2019年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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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改革成效显著，民间资本及非公有经济比重

提升。在能源社会治理方面，以政府培育和非公

经济行业组织为代表的能源社会治理机构的作用

日益凸显，如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能源研究

会等和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能源社会治理听

证会等[10]，但是我国能源治理体系距离治理能力与

现代化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1）能源应急管理制度尚不完善。我国推行的

能源应急管理主要侧重于自身发生安全事故后的

应急处置与管理[11]，国家和区域层面都缺乏应对重

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能源安全应急管理制度与办法，

不利于及时有效协调解决特殊时期全国或区域能

源行业运输、调度与保供问题，在能源供给安全

应急保障方面存在较多不足。

2）能源市场有序引导作用弱。我国已初步建

立起统一竞争有序的现代能源市场体系，但仍然

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12]。虽然煤炭和

原油价格已经由市场形成，但电力、天然气和成

品油价格仍由政府制定，导致能源价格难以反映

国内供求关系，市场调节供需、提高能效的作用

不能充分发挥，价格杠杆还不能很好地引导资源

配置。

3）能源交易监管不透明，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不足。虽然部分地区已开展能源交易信息平台建

设，但信息平台建设目标不清晰、架构不完善，

且不同区域能源交易平台难以实现互联互通，“信

息孤岛”凸显，难以满足行业间、区域间及国际

化能源矿业公平透明交易的需求；其次，国家对

各类能源资源的存量、交易及消费情况缺乏统一

监管和引导，难以支撑国家能源、矿业资源的高

效调配。

4）能源数据统计能力严重不足。我国能源生

产、运输、存储、贸易和销售规模庞大，但能源

信息统计统筹力度和基础投入不足，能源领域信

息的获取途径主要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等行业协

会和国家电网等国有企业承担，资源与技术投入

不足，工作力度较弱，能源相关信息的共建共享

程度较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公众关于能

源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致使能源治理手段和

能力有限，相关主体难以根据能源信息做出有效

决策。

5）数据与信息管理体系不健全，信息安全问

题凸显。我国能源生产、交易、消费等数据标准、

规范缺失，数据采集质量参差不齐，跨行业、跨

部门之间信息资源开发与共享利用程度较低，数

据壁垒现象突出，制约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能源矿

业领域的应用[13]。随着信息采集量、利用率的逐年

大幅增加，数据安全、信息安全事件时有发生，

严重制约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6） 能源领域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

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市场上虽有较强竞

争力，但一些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值得关

注[14]。多项尖端技术仍被国外垄断，很难通过以前

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进行追赶，高端芯片、基

础软硬件、开发平台、核心算法、基础材料等瓶

颈依然存在；产业链粘合力不强，上下游联合攻

关动力不足，协同创新短板仍然突出。

3 现代能源治理体系建设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能源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因素主

要包括生产能力、生产要素、生态环境约束、资

源配置模式、宏观调控方式几个方面。

1）在生产能力方面。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以煤炭开采、炼油等为代表的能源领域

正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15]。在供给侧持续改革

的背景下，通过财政支持、人员安置等政策制定

与倾斜，缓解了生产能力过剩的程度。在能源现

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继续将生产能力因素作

为影响其治理效果的主要因素。

2）在生产要素方面。在能源行业，能源产品

与劳动力作为主要生产要素，能够反映社会经济

增长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作《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中，明确指出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从生产要

素视角分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保障供给、深化

改革等能源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影响机理，对于

构建现代能源治理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具有重要

意义。

3）在生态环境约束方面。自十九大之后，党

中央和各级政府对生态保护问题越来越重视，甚

至将环境治理与官员升迁挂钩，这对环境问题治

理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对粗放型能源生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能源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

中，需要考虑生态环境约束，并将其纳入到政府

评估与监督等部分。

4）在资源配置模式方面。能源行业是中国国

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国家的支柱行业[16]。在中国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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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行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通过税收优惠、

财政补助、融资支持、政府采购等要素进行资源

配置，助力国家经济建设，但也存在资源配置扭

曲现象。在能源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

关注资源配置模式方面的影响。

5）在宏观调控方式方面。政府主要通过政策

制定和行政审批等方式对能源行业进行宏观调控。

首先，政策的适时制定与合理制定对于能源行业

宏观调控的效率与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

对现代能源的建设方向起到引导作用。其次，在

能源治理领域，中央已经通过各种方式简化行政

审批环节，但以能源价格为代表的主要矛盾仍未

能由市场调控，政府对于能源领域的简政放权程

度是影响行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4 现代能源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

构建

构建现代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指标体系，

表征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有

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为能源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方向[17]。针对能源领域现状、特

征及存在问题，在现代能源治理体系影响因素分

析的基础上，从能源治理过程角度出发，本文认

为能源治理体系涵盖规划和决策体系、支持体系、

评估体系、监督体系 4个方面。首先，规划和决策

体系是现代能源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

一体系决定了能源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与手段。现

代能源规划与决策体系应该具有战略性与前瞻性，

通过法律、政策及制度等方式予以构建。其次，

现代能源支持体系是指政府对于能源行业的资源

支持，包括财政支持、简政支持、定价等放权支

持等。再次，现代能源评估体系是指政府、媒体、

社会等主体对能源治理状况的评估。通过社会调

查研究、5G技术、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技术等进

行信息采集、信息加工、信息分析、信息提炼等，

对能源治理状况进行总体考察，判断能源系统的

治理现状及治理方向。最后，现代能源监督体系

包括行业内部监督、政府监督、媒体监督、社会

监督等部分组成。监督体系的存在保障了现代能

源治理体系的问题识别与持续改善，在此过程中

需要保证行业内部、政府部门、媒体及社会等监

督主体的信息获取与表达的权力。

能源治理体系的构建为能源现代化建设搭建

了实现基础，而现代能源治理能力是实现治理实

效的目的与关键。现代能源治理能力体现在能源

治理的全过程，通过治理能力的控制与调节来实

现能源行业的战略目标。现代能源治理能力建设

指标体系包括合法化能力、规范化能力、一体化

能力、危机响应能力和管控能力 4个方面。首先，

合法化能力是实现能源现代化的首要能力，是获

取社会与行业认可、支持与肯定的前提。因此，

现代能源治理能力的首要问题是完善能源领域的

法律体系，使法律体系与行业现代化发展相匹配，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获得合法性支持。其次，现

代能源治理规范化能力是在能源行业现代化战略

目标下，政府部门、能源行业按照权责分配各司

其职，形成统一合力，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包

括：政府对能源行业的规范能力以及能源行业的

自身规范能力，体现在监督、约束、控制、规制

等方面。再次，一体化能力是能源治理现代化过

程中一项重要能力。能源行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

的利益诉求表征为多元性和无限性，而政府制定

法律与政策规定能源行业的活动范围与权限是有

限的。当政府不能依据行业变化与发展需要制定

治理纲领，能源行业的一体化能力就会受到削弱，

从而引起治理危机。最后现代能源行业的危机响

应和管控能力，危机是任何行业、组织及个体均

会面临的问题，是常态化的现象，对危机的响应

及管控能力是能源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

能力。现代能源危机响应与管控能力至少应该包

括危机识别能力、危机评估能力、危机预警能力、

危机控制能力，通过持续运行的危机闭环管理系

统使得危机迅速响应及应对，尽快恢复能源领域

的常态化治理[18]。

根据上述指导原则，可以将能源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指标体系构建，见表 1。其

中，规划和决策体系、支持体系、评估体系、监

督体系、合法化能力、规范化能力、一体化能力、

信息化与公众服务能力、危机响应能力和管控能

力为 9个一级指标及 33个二级指标，通过构建指

标体系对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建

设方向。

5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现代能源治理体

系初步构想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其

与能源领域的融合应用也在不断深化，从最初的

王国法：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现代能源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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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能源与

矿业治理体系

现代能源与

矿业治理能力

一级指标

规划和决策体系

支持体系

评估体系

监督体系

合法化能力

规范化能力

一体化能力

信息化与公众服务能力

危机响应与管控能力

二级指标

战略性

协调性

适应性

有效性

财政支持

简政支持

放权支持

技术支撑

政府评估

社会评估

内部监督

政党监督

行业监督

社会监督

信息获取权

信息表达权

法律体系完整度

法律体系匹配度

监督能力

约束能力

控制能力

规制能力

行业变化预测能力

政策动态调整能力

社会参与及协同能力

标准化能力

信息化能力

智能决策能力

社会服务能力

危机识别能力

危机评估能力

危机预警能力

危机控制能力

表1 能源与矿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指标体系

特定领域、特定场景逐渐泛化到更多的行业和场

景。从目前成功的试点应用来看，单一的信息技

术对垂直行业的正向推动作用非常有限，通常都

是某几种技术的相互结合和优势互补才能带来全

新的行业应用和根本性变革[19]。而现代能源治理体

系既涵盖政府层面的宏观治理，也涉及企业的微

观治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场景和范围将大

大延伸。因此，将物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相互融合与协同推

进，才能建立对现代能源治理有效的支撑体系，

带来全新的管理机制、体制和模式的创新。

首先，物联网技术建立能源物理世界与信息

世界的基本通道[20]，通过传感器感知物质世界的运

行状态，收集能源产业链各环节的信息，对现代

能源领域治理所需要的存储、生产、消费等各类

信息进行全面感知。其次，5G技术一方面将泛在

的大规模传感器及时连接入网提供了支撑，并将

各种异构海量数据传入云计算平台，另一方面将

云平台发出的控制类信息传递到各类执行器或者

物理对象上，为能源信息在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

的流通打通了最底层的传输通道。再次，云计算、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现代能源治理体系的

“大脑”。云计算将物理信息基础设施抽象为云化

虚拟信息基础设施，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实施

提供物理运行环境；大数据对物理世界中送入到

云平台的海量数据进行有效的过滤、处理与存储，

为现代能源管理提供科学的支撑；人工智能利用

各种智能算法对大数据进行深入挖掘，通过不断

深化学习，形成对当前状态的指令反馈，形成闭

环控制，为政企提供科学决策，对人、机、物及

环境提供精准管控，并推动物理对象进行精准策

略执行的目的。最后，区块链技术保障能源信息

的源头可信，对信息流通的整个环节、设备算力

以及人、机、物、环境等的数据进行可信记录，

达到对支撑能源管理体系的信息、基础设施以及

物理对象达到精准管控的目标。

现代能源治理体系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政府、企业从宏观到微观的现代化治理提供强有

力的手段，在能源生产环节，智能化、无人化带

来能源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在能源供给与消费

环节，面向能源消费终端客户的能源供给实现精

准化、定制化；在能源交易环节，能源交易更加

安全透明，推动能源供给向用户中心化转型，倒

逼能源开发利用高效化；在能源监管环节，政府

部门通过精准数据，科学合理的对能源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进行宏观调配，保证能源安全的同时，

实现能源绿色高效利用。最终，从根本上颠覆传

统能源矿业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推动能源开发利

用向着更为绿色环保、高效智能、个性定制化的

方向发展，有效支撑能源矿业领域的现代化治理

以及国家能源战略转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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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耦合机理探讨及影响因素识别

方国昌 1，2，王 丽 1，高征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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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源互联网和能源转型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依据 2010—2017年的相关数据建立耦

合协调模型，探讨了两者之间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关键影响因素，并利用灰色预测模型进行预测

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能源互联网建设与能源转型发展之间紧密相连但协调不足；预测结果显示

2018—2025年两者之间协调度越来越高，2020年达到勉强协调，2025年达到完全协调。能源互联

网建设和能源转型发展仍然面临煤炭消费比重高，地区发电量差异大，人均电力消费不足等问题。

要转变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的发展现状，需要加大对能源工业的投资，鼓励清洁能源消费，逐渐

用电力替代化石能源，利用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能源转型；耦合协调；灰色预测

中图分类号：F416.2；F0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1－0010－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774077、71690242）；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JS20190401）；江苏省

“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项目（JNHB-026）

Discussion o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energy internet and energy transition and iden⁃
tific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ang Guochang1，2，Wang Li1，Gao Zhengye1
（1.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2. Gree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T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nergy intern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transition，a coupling co⁃
ordin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2010 to 2017，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
tween the two developments and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discussed，and the gray forecasting model was used for predic⁃
tive analysi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ergy intern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transi⁃
tion are closely connected but insufficiently coordinated. The foreca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will
become higher and higher from 2018 to 2025， and it will reach barely coordination in 2020 and complete coordination in
2025.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internet construction and energy transition is still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a high
proportion of coal consumption， large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power generation，and insufficient per capita power consumption.
To transform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energy internet and the energy transition，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he energy industry，encourage clean energy consumption，gradually replace fossil energy with electricity，and use the construc⁃
tion of energy internet to realiz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Key words：energy internet；energy transition；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grey prediction

本刊策划——能源互联网与绿色低碳转型

编者按：“十四五”是我国加快能源转型的关键期和窗口期，将从能源生产、消费、市场等环节协同发力，转变

以煤、油、气为主体的能源格局，打造清洁主导、电为中心、互联互通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我国能源互联网，

开辟绿色、低碳、可持续的能源发展新道路。《煤炭经济研究》杂志第11期推出“能源互联网与绿色低碳转型”专题

策划，通过探究能源当前利用形势，系统梳理了我国能源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低碳化引起的技术革新，分析了能

源互联网背景下应从电力需求响应、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进行实践研究，认为我国中长期能源

低碳转型要立足能源资源禀赋条件和现有能源电力系统基础设施，着眼长远进行变革性、战略性技术储备，提出适合

我国国情能情特点的能源低碳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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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能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工业革命

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强有力支撑。

在能源使用初期，以开采大量化石能源来满足经

济发展的需要，却忽略了长期过度开采能源所带

来的一系列问题。化石能源的使用所造成的诸如

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以及自然资源枯竭

等问题[1]，已经严重阻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

此，必须建设以清洁能源供应为主、转变能源消

费模式的新型能源体系，而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是

能源革命的关键[2]。
2015年，中国提出建设“能源互联网”的倡

议，为解决全球性能源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

国方案。能源互联网建设是推动能源转型的重要

手段，对破除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发展路径依赖，

加快清洁能源发展和电能替代，构建互联互通的

现代能源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2020年全球

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发布《新发展理念的中

国能源变革转型研究》报告中，将中国能源互联

网总结为“以清洁主导转变能源生产方式，以电

为中心转变能源消费方式，以电网互联转变能源

配置方式，加快技术创新和市场建设，建设能源

技术和体制革命，以实现安全、清洁、高效、低

碳发展的目标”。破除能源发展困局、推动能源变

革转型的关键是建设能源互联网。

能源转型与能源互联网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

有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大、能源利用效率不高[4]、能

源消费结构不合理[5]和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例

如，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464 000万 tce，
其中，化石能源消费总量 397 648万 tce，比重达到

85.7%；2019年中国原油、天然气进口量分别为 5
亿 t和 1 333亿 m3，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 72%和

43%。此外，还有电力市场体制落后、电网基础支

撑技术薄弱、互联网与能源融合的技术问题[6]等。

为扭转化石能源消费增长势头，亟需实现煤电规

模达峰和布局优化，让新增能源需求主要由清洁

能源替代；建立完善的电力体制机制和成熟的市

场模式可以进一步推进能源转型，转变能源消费

现状。

本文基于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之间的相互

作用，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及灰色预测模型。通过

实证分析明确影响能源互联网建设和能源转型的

具体指标及其权重系数；根据综合发展评价值刻

画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的发展现状；通过耦合

协调度观察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的相互协调程

度；利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未来能源转型与能源

互联网之间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优化发展现状的

方向，为进一步推进能源互联网建设提出切实可

行的建议。

1 理论模型

能源互联网建设与能源转型相互作用，为探

索两者之间的发展协调度，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

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耦合协调模型可

以测量能源互联网和能源转型的内在关联发展状

况，清晰描述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影响程

度，反映系统的整体结构功能，进而分析系统中

各要素对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7]。
为避免指标数据存在量纲和数量级差异，选

用极值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正向指

标与负向指标具有一致性，评价指标具有可比性。

正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同理可得负向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公式

X *ij = Xij - mj

Mj - mj
+ 0.001 （1）

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系数，利用公

式Pij = X *
ij

∑
i = 1

8
Xij

依次计算第 j项指标下，第 i个年份的

贡献率 Pij；再根据公式 ej = -k∑
i = 1

8
Pij ln ( Pij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其中，k > 0，ej > 0，令常数 k =
1

ln ( n )使得 0 ≤ ej ≤ 1，即 ej 的最大值为 1，由于 Xij

对于所给的 j全部相等，则 Pij = 1n，令 gj = 1 - ej，
若 gj越大，则说明该指标的差异系数越大。最后确

定指标的权重系数，计算公式为

wj = 1 - ej
∑
i = 1

18 ( 1 - ej )
（2）

根据熵值法计算的以上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

分别构建两个系统的综合效益评价函数，即用各

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与其相对应的指标权重系数

相乘得到每一年的综合发展评价值，能源互联

网系统公式如下所示，同理可得能源转型系统

公式

方国昌等：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耦合机理探讨及影响因素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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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x ) =∑
i = 1

8 ∂ i*X *ij （3）
计算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公式为

C = F ( x ) *G ( x )
[ F ( x ) + G ( x ) ] ^2 （4）

其中，C ∈ [ 0, 1 ]，C的值越大表示两者之间的

发展方向和结构越协调；由于耦合度无法客观反

映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因此本文同时结合

协调模型计算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公式为

T = ∂F ( x ) + βG ( x ) （5）
D = C*T （6）

根据耦合协调模型的结果，运用灰色预测模

型对 2018年以后的相关数据进行预测。灰色预测

模型即通过少量的、不完全的信息，建立数学模

型并做出预测的一种预测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检验处理数据：

σ ( i ) = x
( 0 ) ( i - 1 )
x( 0 ) ( i ) ∈ ( e -1

n + 1 , e 1
n + 1 )( i = 1, 2, 3,⋯, n ) （7）

所有数据需满足以上条件后，则通过一次累

加生成数列、求均值数列建立GM ( 1, 1 )模型，其相

应的白化微分方程为

dx( 1 )

dt
+ ∂x( 1 ) = μ （8）

用最小二乘法求参数估计 a、b，给出累加时

间数列预测模型：

x
∧ (1 ) ( k + 1 ) = [ x( 0 ) ( 1 ) - μ

a
] e-ak + μ

a
, k = 0, 1, 2,⋯, n

（9）
做差，得到原始预测值：

x
∧ ( 0 )

( k + 1 ) = x
∧ (1 )

( k + 1 ) - x
∧ (1 )

( k ) = ( x( 0 ) ( 1 ) - b
a
) *( e-at + e-a( k - 1 ))

（10）
用残差检验方法检验预测值 C ∈ [ 0, 1 ] ，若

ξ ( k ) < 0.2，则达到一般要求；若 ξ ( k ) < 0.1，则说

明预测效果好。

灰色预测模型适用于中长期预测，可以根据

比较少数据量，较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发展状况，

本文选用各项指标 2017年以后的数据缺失严重，

因此选用灰色预测模型对 2018—2025年的两个系

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分析两个系统未来的

发展趋势。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水力发电年鉴》，

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前后两年数据的均值进

行补充。模型中各参数的含义，见表1。

表1 模型中各参数的含义

2 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之间的作用机理

2.1 能源使用现状

能源互联网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优先，以电力

能源为基础，多种能源协同、供给与消费协同、

集中式与分布协同，大众广泛参与的新型生态能

源系统。能源转型即用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是能量系统中的重大

结构变化，这种变化有助于改善消费化石燃料所

带来的空气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能源互联网

的建设必将带来电网技术和生产模式变革，并强

有力地支持能源转型。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在推行

能源转型，近年来我国要实现的能源转型目标，

见表2。
表2 能源转型目标中各种能源占比 %

2010—2017年煤炭、石油、天然气、一次电

力及其他能源的消费速度增长情况，如图 1所示。

图中明显可以看出 2010—2011年间电力、煤炭以

及天然气的消费增长速度达到峰值，这是由于

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带动了全球能源消费强劲增

长；但 2010年全球石油供需失衡导致油价大幅上

涨，使得石油消费增长速度降到谷值。此外，电

力与天然气的消费增长速度远超过其他资源，而

符号

Xij/Yij
X *ij /Y *ij
Mj/mj

F ( x )/G ( x )
∂ i/βi
C

T

D

∂
μ

含义

能源互联网/能源转型各项指标原始数据

能源互联网/能源转型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各项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大/最小值

能源互联网/能源转型系统综合效益函数

能源互联网/能源转型系统指标的综合评价权重系数

耦合度

综合评价指数

耦合协调度

发展灰数

内生控制灰数

能源名称

煤炭

天然气

清洁能源

温室气体减排

（相比2005年）

2020年
<58
10
15

40～50

2030年

15
20

60～65

2050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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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种类型能源消费增长速度

煤炭消费自 2011年后增速逐渐放缓，一方面是能

源战略由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调整为节约、清

洁的发展模式，强化煤炭质量标准，另一方面则

是环保政策对煤炭产业发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8]；
虚线位置为“十三五”开始时期，“十三五”规划

中提出坚持发展非化石能源和清洁高效利用化石

能源并举；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天然气

和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因此，2015年以后电力

和天然气消费增长速度逐渐上升，而石油消费增

长速度开始逐渐下降。

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开放、共享、

合作且与互联网技术相融合的能源互联网，其核

心是大力发展电力。选取 2010—2017年各个地区

的发电量，并将其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

南、西南、西北 6个区域，分析区域发电量及目前

能源共享所遇到的问题，如图 2所示。结果表明各

地区发电量均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地区的上升程

度各不相同，其中，华东地区电力发展最好，而

东北地带发电量最低，一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影响，

另一方面则是生产技术的影响，为了实现各个地

区的电力共享，需要进一步完善电网的跨地区交

互。

图2 各地区发电量变化

人均能源消费的需求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

源互联网的发展。人均电力消费与煤炭消费的对

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煤气的消费情况，如

图 3所示。其中，煤炭和液化石油气以千克为单

位，天然气和煤气以立方米为单位，电力以千瓦

小时为单位。图 3中反映了 2010—2017年人均能

源消费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其中，2010年以来电

力消费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其消费量远超过煤炭

消费量，而煤炭消费整体上变化不大且有略微下

降的趋势；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煤气三种能源

的使用明显远低于电力和煤炭的消费；图 3中交点

是因为 2010年“十二五”能源规划提出要优化能

源结构，调整能源产业布局，提高清洁能源消费

比重和煤炭减产、整合，因此天然气和液化石油

气的消费量逐渐增加而煤气的消费量逐年递减。

此外，根据 2020年全球电力报告数据显示，中国

电力消费量占全球 27.8%，而中国人口约占全球

19%，虽然人均电力消费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人

均电力消费量仍然较低。

图3 人均能源消费量变化

2.2 能源互联网发展和能源转型之间的耦合作用

机理

能源转型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可

以通过能源互联网的建设进一步推进。传统能源

领域以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为主要燃料，

现阶段必须转变能源传统发展模式，用清洁能源

替代化石能源所产生的作用，但 2018年煤炭等化

石能源的消费仍占我国主要能源消费的 80%左右，

这种能源消费格局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因此，

不仅要利用科学技术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时所产生

的污染气体，更要推行能源互联网的实施，让清

洁能源的使用惠及世界的每个角落。能源互联网

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更与电网的发

展紧密相连，且电力是能源转型的核心，2020年，

方国昌等：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耦合机理探讨及影响因素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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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发布的《新发展历年的

中国能源变革转型研究》中勾勒了“三步走”的

中国能源互联网建设路径，指出要“加速存量化

石能源的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加速煤电退出，

使清洁能源和电能成为生产侧和消费侧的第一大

能源”。因此，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是相辅相

成、互相促进的。

一方面，能源互联网支撑能源转型；能源互

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对多种能源的协调和高效消纳，

且具备灵活接入能力，可支撑大规模可再生能源

接入；此外，能源互联网还具备优化配置能力和

开放互动特征，可以实现大范围电力能源优化配

置，也可以满足用户多样化能源需求，对清洁能

源的再分配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实现能源

转型就必须发展好能源互联网，加快能源互联网

核心技术的发展。

另一方面，能源转型为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提

供契机；我国能源转型面临的挑战主要是能源消

费结构中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耗比重大、清洁能源

的消费比重小且能源分布不均匀。要改变传统能

源消费现状，必须通过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来解决，

以此实现大范围清洁能源优化配置，满足全国各

地人民对能源消费的需求。由于我国地理环境差

异大，每个地方所蕴含的矿产资源均不相同，所

以需要能源互联网的建设了解每个地区的实时能

源情况，进行能源再分配，能源互联网与能源

转型之间相互关联、彼此耦合，作用机理如图 4
所示。

图4 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之间的耦合作用机理

3 实证研究

3.1 指标选取与发展评价

为综合反映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之间的相

互作用，以全面、可行及科学为原则确定了能源

互联网和能源转型的 6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能

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

对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发展现状的分析结合研

究现状成果发现，能源互联网发展的制约主要是

电网企业发展带来的，而电网企业的发展主要是

依靠技术支持、政府投资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融合

来实现。要发挥好能源互联网对能源转型的促进

作用，首先要着力于改进生产技术，针对该问题，

本文选择技术、投资和电力发展状况 3个维度的 10
个相关指标对能源互联网建设进行综合评价；而

能源转型问题主要是需要通过发展现状、实施情

况等体现，因此，选取清洁能源、市场规模和发

展现状 3个维度的 8个相关指标对能源转型进行综

合评价分析。建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3，其

中作用方向“正向”用“+”表示，“负向”用

“-”表示。

表3 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公式 （1） — （2） 对 2010—2017年各项

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计算指标权重系数，

处理结果见表4。

子系统

能源互联网

能源转型

一级指标

技术

投资

电力

发展现状

清洁能源

市场规模

具体指标

R&D人员

R&D经费支出

发明专利

R&D经费支出与

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政府资金

电力投资

能源工业投资

发电量

人均使用量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电力

消费量

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核电

风电

环境治理投资

清洁能源投资额

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

单位

万人

亿元

件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kWh
kWh

tec/万元

亿kWh
亿kWh
亿元

作用

方向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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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中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发现在能源

互联网系统中R&D经费支出、政府资金、能源工

业投资以及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电力消费量对其综

合发展评价值影响最大，而在能源转型系统中清

洁能源消费占比，核电、非化石能源发电以及清

洁能源投资额对其综合发展评价值的影响最大，

为促进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的进一步发展，就

必须增加技术和能源工业的投入，促进清洁能源

的生产和消费。

表4 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权重

系数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权重系数

0.107 2
0.130 0
0.126 7
0.107 8
0.141 0
0.130 7
0.254 8
0.101 4
0.123 1

变量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X10

权重系数

0.164 5
0.127 3
0.098 0
0.189 3
0.143 3
0.207 5
0.173 5
0.151 1
0.214 6

根据公式（3）对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的综

合发展评价值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5。
表5 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的综合发展评价值

将数据带入公式得到能源互联网的综合评价

值F ( x )以及能源转型的综合发展评价值G ( x )，结

果显示，2010—2017年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的

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且能源互联网的综合发展

评价值在 2015年之前高于能源转型，而 2016年以

后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有下滑趋势。一部分是能源

转型是响应国家号召，全民行动，且有能源互联

网的推动作用，另一部分则是能源互联网面临着

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发展的速度略微有些缓

慢。只要在政府支持下不断完善关键技术，加强

各项技术融合，能源互联网一定会迎来全新的发

展状态。能源互联网在 2014年左右达到峰值，一

方面是因为 2013年年末国家电网首次提出“智能

电网”，要将新能源技术、网络技术等与智能电网

相结合即建设能源互联网，另一方面是能源互联

网与能源转型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2015—2016
年能源互联网发展呈下降趋势，并在 2016年降

到谷值，而能源转型平稳发展，主要受全国电力

需求增速放缓的影响，加之国家采取有力措施减

缓煤电建设节奏，电源投资完成 3 408亿元，创

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比 2015年下降 13.4%，如

图5所示。

图5 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的综合发展评价值

3.2 耦合协调模型的相关分析

为了评价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之间的相互

影响水平，借助公式 （4） — （6） 对两个系统的

耦合度、综合评价指数和额耦合协调度进行计算，

选定∂ = 0.4，β = 0.6[9]，计算结果见表6。
表6 耦合协调模型计算结果

表 6中协调等级是根据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

准确定，计算结果表明，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

之间的协调度逐渐升高，从 2010年极度失调逐步

发展到 2017年轻度失调，这表明能源转型与能源

方国昌等：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耦合机理探讨及影响因素识别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F（x）

0.044 4
0.085 4
0.137 1
0.208 7
0.259 0
0.260 2
0.217 3
0.236 8

G（x）

0.033 4
0.048 3
0.086 2
0.143 2
0.204 2
0.239 9
0.237 0
0.272 5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耦合度C
0.495 0
0.480 3
0.486 8
0.491 3
0.496 5
0.499 6
0.499 5
0.498 8

综合评价指数T
0.004 2
0.012 4
0.034 6
0.086 2
0.149 9
0.175 1
0.144 4
0.181 4

耦合协调度D
0.045 7
0.077 1
0.129 8
0.205 8
0.272 8
0.295 8
0.268 6
0.300 8

协调等级

极度失调

极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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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建设是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

3.3 灰色预测结果

根据耦合协调模型计算结果发现，能源互联

网与能源转型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递增的

趋势。为了解 2018年及以后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

的发展情况，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对 2018—2025年
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见表 7。此外，为进一步

判断指标变化对两个系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分

别选择两个系统中指标权重系数较高的两个指标，

通过指标数据的改变所造成的结果的改变对其影

响程度进行判断，D1为改变年能源互联网系统中

能源工业投资额、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电力消费量

两个指标的结果；D2为改变能源转型系统中非化

石能源发电量、清洁能源投资额的结果，D3为 4
个指标数据同时变动时的结果。

表7 2018—2025年灰色预测结果

图6 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

各种情形下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的耦合协

调度逐渐升高，在 2020年达到勉强协调，基本于

2025年达到优质协调；能源互联网系统或者能源

转型系统中指标数据的增加使得各自综合发展评

价值以不同程度提高，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也

越来越好，如图 6所示。此外，同时改变两个系统

指标所带来的变动程度最大，即提升能源互联网

与能源转型的协调度需要同时促进两个系统进步，

增加能源工业投资和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是关键。

进一步推动能源互联网建设主要是加大对能源工

业的投资力度，鼓励电力消费代替化石能源的消

费。调整电力结构，转变消费方式是增加万元国

内生产总值电力消费量的重要手段，而能源转型

的发展主要通过增加对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

等清洁能源的投资额，促进其逐渐发展增加发电

量，代替煤炭等化石能源。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之间的相互

关系，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并对 2010—2017年我

国能源互联网和能源转型的耦合等级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能源互联网系统中R&D经费支出，政府

资金，能源工业投资以及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电力

消费量对其发展影响最大，而在能源转型系统中

清洁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发电以及清洁能

源投资额等与其综合发展程度密切相关，证实了

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紧密关联却协调不足的发

展现状。通过灰色预测发现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

型未来的发展形势较好，在 2020年可以达到勉强

协调，2025年达到优质协调。因此需要进一步改

善生产技术，增加能源工业投资，鼓励清洁能源

替代化石能源消费，形成低碳发展的新型能源消

费之道，进一步推动两者的共同发展。

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推

动着能源转型进一步向前发展，而能源转型为能

源互联网提供发展契机，两者互相促进，紧密相

连。能源互联网建设与能源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有

跨省跨区输电通道不足且现有通道利用率不高、

电价政策与辅助机制不健全、能源工业投资不足、

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率低及煤炭等化

石能源的消费比重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

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建立健全新能源政策体

系，逐渐完善电力市场，建立辅助服务机制，设

计合理价格机制与有效的激励模式，引导用户用

电能等清洁能源代替化石能源；此外，能源转型

必须从源头出发，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快速增长，

确保煤电为清洁能源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全民

参与全民行动，能源问题与生活生产息息相关，

治理好能源消费问题才能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

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可以解决我国由于地理环

境、自然资源分布不均等造成的能源资源配置不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D

0.389 7
0.451 4
0.522 7
0.605 4
0.701 1
0.811 9
0.940 4
1.089 0

D1
0.386 7
0.450 6
0.525 0
0.611 7
0.712 7
0.830 4
0.967 6
1.127 4

D2
0.390 5
0.456 8
0.534 2
0.624 8
0.730 7
0.854 6
0.999 6
1.169 1

D3
0.397 1
0.464 1
0.542 5
0.634 0
0.741 0
0.866 0
1.012 1
1.18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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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问题。充分利用能源互联网优化资源配置

的能力，通过共享经济使得闲置资源得到最大化

应用，增加电力供应主体，实现能源跨时区、跨

地区配置等，最终得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能源互

联网与能源转型的发展重要且紧迫，需要推动两

者迅速发展为解决现有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

做出应有的贡献。本文利用耦合模型发现了影响

能源互联网以及能源转型的重要因素，但还有很

多问题尚待解决，如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各种因素

如何作用于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并推动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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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总量让

世界为之震撼，堪称奇迹。长江经济带凭借着其

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优美的

居住环境等优势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带，它的

发展质量甚至会影响整个中国的发展质量。但是，

“三高”问题使得长江经济带各投入要素出现大量

冗余，且致使长江经济带引以为傲的生态环境正

在被破坏，环境风险越来越大，环境功能退化严

环境规制、互联网普及率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王向前，刘晓蝶，夏咏秋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以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为研究对象，运用 SBM-Malmquist-Luenberger方法测度其绿色全要

素能源效率，随即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讨论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二者的协同对效率的影

响。研究发现：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均值为 0.567，呈现出下游地区

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低的空间分布特征；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每年增

长 7%，技术效率指数EC平均值为 1.06，技术进步指数 TC平均值为 1.01；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

率以及二者的协同都有利于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对长江

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为负，科技创新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都对长江经济带

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起正向促进作用。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SBM-Malmquist-Luenberger；环境规制；互联网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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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and gree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an example
Wang Xiangqian，Liu Xiaodie，Xia Yongq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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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aking 9 provinces and 2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SBM-Malmquist-
Luenberger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its gree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and then a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is estab⁃
lished to discuss the synerg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ternet penetration on efficiency influences. The study found that
from 2007 to 2017， the average gree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as 0.567，showing
the highest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ower reaches，followed by the middle reaches，and the lowest in the up⁃
per reaches. The green al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7%，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index EC is 1.06，and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technical progress index TC
is 1.01.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s， as well as their synergy， a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green al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green al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The level of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urbanization and education a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een al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Key words：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energy efficiency；SBM-Malmquist-Luenberger method；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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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物排放过高，这些严重制约了长江经济

带乃至中国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

政府陆续颁布了众多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

环境相关的政策措施，比如《“十三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规划》《长江经

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的相继出台，“低碳发

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节

能是第一能源”理念的提出与不断深化，都表明

了国家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修复和要素驱动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视，对于建设能源强国的坚

定决心。然而，由于信息传递会存在滞后性、信

息本身也存在不对称性，加之其他因素的制约，

政府无法对经济行为进行完全监督，导致环境政

策的实施结果不一定符合预期。互联网技术的飞

速发展，不仅提高了政府监督职能水平，还帮助

社会公众参与到节约环保型社会的治理之中。近

年来，政府越来越关注互联网在能源转型、环境

保护、低碳发展等领域的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在

能源安全新战略中特意指出要加快我国的能源互

联网建设。此外，一些环境污染事件，如太湖水

污染事件、大连新港原油泄漏事件、云南曲靖铬

渣污染等均通过互联网得到及时有效地披露。

为此，有必要将互联网普及率纳入分析框架，

考察互联网影响下环境规制对中国能源环境的

作用效果。

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是通过多投入多产出分

析框架，综合考虑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来评估经

济体的绿色发展效率。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与绿

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张华等[1]

将 SO2和CO2纳入分析框架，构建绿色全要素能源

效率评价模型，利用GMM方法验证了“波特假说”

在能源领域是存在的；李斌等[2]以中国工业为研究

对象，测算其静态能源效率和动态能源全要素生

产率，在此基础上检验不同的环境规制方式对中

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差异化影响；杨慧慧[3]基于 2000
—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PVAR模型探讨

环境管制与能源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史丹等[4]以
2003—2017年中国 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

象，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对绿

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路径。也有一些学者意

识到了互联网在能源环境领域的应用。郭志达[5]研
究发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环境污染治

理工作具备网络化和智能化，进而能够推进环境

污染治理；张彦博等[6]研究互联网背景下环境规制

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此外，程思佳、刘琛

等[7-9]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探究环

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及效应，为

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大多忽视了互联

网的普及在节能环保中的应用，关于环境规制和

互联网普及率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研究更是

少见。因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为研究

对象，收集 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首先运用

SBM-Malmquist-Luenberger方法测度长江经济带的

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随即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讨论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二者的协同对

效率的影响，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在考虑互联网信

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利用环境规制手段与

互联网平台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提供重要的

参考依据。

1 研究模型和数据

1.1 SBM模型

传统的DEA模型，如 CCR模型、BCC模型等

都是径向的，在测算效率的过程中忽视了环境污

染物对效率值的影响。为此，Tone[10]在 2001年提

出了能够处理非期望产出的 SBM方向性距离函数

模型。在本研究中，假设有 n个 DMU（决策单

元），每个决策单元在投入m种生产要素之后可以

获得 s种产出，投入向量X = ( )xij ∈ Rm × n，产出向量

Y = ( )yij ∈ Rs × n，那么设定如下模型为

minρ =
1 - 1

m∑i = 1
m
s-i /xi0

1 + 1
s∑i = 1

s
s+i /yi0

s.t. x0 = Xλ + s-, y0 = Yλ - s+
λ ≥ 0, s- ≥ 0, s+ ≥ 0 （1）

式中：Xλ为生产前沿上的投入量；Yλ为生产前沿

上的产出量；s-和 s+分别为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的

松弛量。SBM模型能够避免径向和角度选择不同

导致的效率差异，可以比较准确的衡量效率。

1.2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首先，定义相邻两个不同时期的方向性距离

函数：

Dt + 10 ( )xt, yt, bt ; g = sup{ }β: ( )yt, bt + βg ∈ pt + 1 ( )xt （2）
再者，关于 t期到 t + 1期的ML生产率指数为

王向前等：环境规制、互联网普及率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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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ML指数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

指数 MLEFFCH t + 1
t 和技术变化指数 MLTECH t + 1

t 的

乘积，进行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的原因分析，

函数表达式为

ML + MLEFFCH t + 1
t × MLTECH t + 1

t （4）
MLEFFCH t + 1

t = 1 + Dt0 ( )xt, yt, bt ; yt, -bt
1 + Dt0 ( )xt + 1, yt + 1, bt + 1 ; yt + 1, -bt + 1 （5）

MLTECH t + 1
t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Dt + 10 ( )xt, yt, bt ; yt, -bt
1 + Dt0 ( )xt, yt, bt ; yt, -bt × 1 + Dt + 10 ( )xt, yt, bt ; yt, -bt

1 + Dt0 ( )xt + 1, yt + 1, bt + 1 ; yt + 1, -bt + 1
1/2

（6）
式（4）—（5）中，MLEFFCH t + 1

t 测度的是从

t时期到 t+1时期技术效率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改变，

MLEFFCH t + 1
t = 1时，代表技术效率对绿色全要素

能源效率增长无贡献；当MLEFFCH t + 1
t > 1时，代

表技术效率上升并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有

贡献；当MLEFFCH t + 1
t < 1时，代表技术效率下降

并阻碍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MLTECH t + 1
t

测度的是从 t时期到 t+1时期生产技术变化情况或

技术创新程度，当MLTECH t + 1
t > 1时，表示技术进

步并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有贡献；当

MLTECH t + 1
t < 1时，表明技术退步并阻碍了绿色全

要素能源效率的增长；当MLTECH t + 1
t = 1时，表明

技术不变并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增长无贡

献[11-12]。
1.3 投入产出指标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为研究对象（包括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

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

省），基于数据可得性和相关研究[13-16]，本文的考

察期为 2007—2017年，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投

入产出变量界定见表1。
表1 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投入产出指标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GDP均使用对应

的价格指数将其平减为 2007年不变价，消除价格

变动对于效率值的影响。所有投入产出指标数据

都来源于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

鉴》、国家统计局及地方统计网站。

通过以上方法获得了 2007—2017年长江经济

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所需要的关键指标和

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统计，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样本投入产出变量描述性统计（2007—2017年）

1.4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是一个可以反映经济发

展过程中能源和环境消耗的重要指标，国家制定

一系列法律和环保机制试图提高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此外，

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也正在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应用，

为此，本文探究环境规制能否与互联网形成合力

共同促进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

本文根据相关研究和数据可获取性[6-7，17]，选

取以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所有数据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

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及各

地方政府网站，各变量名称和计算方法见表3。
本文基于 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

的面板数据，引入环境规制与互联网普及率的交

互项，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

互联网普及率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

模型如下：

SGTFEEit = a0 + a1X1 it + a2X2 it + a3X1 it × X2 it +
a4X3 it + a5X4 it + a6X5 it + a7X6 it + a8X7 it + μi + λt + εit

（7）
式中： i和 t分别表示省市和时间，并满足 i =

指标

劳动力投入/万人

资本投入/亿元

能源投入/万 tce
经济产出/亿元

环境代价/万 t

极小值

1 053.24
1 864.50
4 706.65
3 021.57
1.85

极大值

4 872.00
53 277.00
31 430.41
82 960.24
123.57

平均值

3 226.29
15 158.46
13 586.70
21 314.14
62.55

标准差

1 134.33
8 066.18
5 024.71
10 999.05
20.52

（3）MLt + 1t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 )1 + D t + 10 ( )xt, yt, bt ; yt, -bt
( )1 + D t + 10 ( )xt + 1, yt + 1, bt + 1 ; yt + 1, -bt + 1 × ( )1 + D t0 ( )xt, yt, bt ; yt, -bt

( )1 + D t0 ( )xt + 1, yt + 1, bt + 1 ; yt + 1, -bt + 1
1/2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动力投入

资本投入

能源投入

经济产出

环境代价

年末从业人员数/万人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能源消费总量/万 tce
GDP/亿元

SO2排放量/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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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t = 2007, 2008,…,2017；SGTFEEit 是被

解释变量，由 SBM模型测算得到的静态绿色全要

素能源效率；X1 it代表环境规制；X2 it代表互联网

普及率；X1 it × X2 it是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的

交互项；X3 it、X4 it、X5 it、X6 it和X7 it分别代表产业

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创新水平、城镇化水

平和受教育水平；a0是常数项；a1,a2,…,a8是估计

参数，a3是本研究的核心估计参数，用来衡量环境

规制是否和互联网普及率形成合力共同提升 SGT⁃
FEE；如果 a3大于 0，则说明环境规制能够和互联

网普及率形成合力共同提升 SGTFEE，反之，如果

a3小于 0，则说明二者无法形成合力共同提升 SGT⁃
FEE；μi和λt分别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

应；εit是随机误差项。

表3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变量解释

2 环境规制、互联网普及率对绿色全要素

能源效率的影响分析

2.1 静态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SGTFEE）
基于 SBM模型测算出 2007—2017年长江经济

带静态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结果见表 4。研究期

内，上海市的 SGTFEE最高，实现了DEA有效，是

长江经济带表现最好的城市。表现次好的是江苏

省和浙江省，它们的 SGTFEE均值分别为 0.832和
0.828，远高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此外，考察

期内 SGTFEE表现最差的省份是贵州省，历年均值

仅为 0.326，远远低于流域平均水平。通过分析发

现，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 SGTFEE最高，并且下

游地区 3个省市的 SGTFEE一直高于整体水平，其

次是中游地区，上游地区最低。下游地区是长江

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并且拥有优越

的地理位置，便携的交通运输条件，生态环境也

较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使得下游地区

在开展经济活动时以较少的能源消耗和较轻的环

境污染获得较多的经济产值。中游地区是我国重

要的能源基地，经济发展水平略低于下游地区，

能源资源丰富，大部分城市一直以资源和环境为

代价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 SGTFEE不高。上

游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较不完善，生态环境脆弱，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生产技术的引进和普及较慢，

并且无法获得较多的投资，致使 SGTFEE较低。从

动态发展趋势来看，长江经济带的 SGTFEE呈现出

波动式上升的状态，由 2007年的 0.557上升到 2017
年的 0.570，江苏省、湖北省和重庆市的 SGTFEE
变动状态与整个流域一致，其他省市则表现出相

反的态势。下面将进一步考察长江经济带绿色全

要素能源效率变化状态的背后原因。

2.2 动态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DGTFEE）
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源

效率平均每年增长 7%，这表明在研究期内长江经

济带的经济投入产出规模比例越来越优，如图 1所
示。由计算结果得知，在考察期内技术效率指数

EC平均值为 1.06，技术进步指数 TC平均值为

1.01，说明了 2007年以来，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

产效率的提高共同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

能源效率提升。总体而言，除 2007—2008年外，

其他时间段长江经济带的DGTFEE都大于 1，但是

每一阶段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都不相同，

并且增长原因也存在差异。2007—2008年，EC大

于 1，TC小于 1，表明 2007—2008年技术进步速度

下降。2008—2011年，EC均小于 1，TC均大于 1，
表明这一时间段的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不断地实

现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动情况与之相反。

2011—2016年，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均

大于 1，二者协同促进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提

升。2016—2017年，EC小于 1，TC大于 1，资源

配置效率增速放缓，不过技术进步速度加大，因

而DGTFEE大于1。
限于篇幅原因，本研究以 2007—2008 年、

2010—2011年、2013—2014年和 2016—2017年 4
个时间段为例，分析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的 DGT⁃
FEE特征及变化原因。可以看出，11个省市的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

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

（SGTFEE）
环境规制（X1）

互联网普及率（X2）
产业结构（X3）

对外开放程度（X4）

科技创新水平（X5）

城镇化水平（X6）

受教育水平（X7）

计算方法

基于SBM模型的效率值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
的比重

上网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

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占GDP
的比重

R&D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

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总

人口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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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静态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

年份

图1 长江经济带动态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分解

DGTFEE均显示出正向增长，但增长存在明显的差

异性。江苏省是其中 DGTFEE增长速度最快的地

区，其峰值出现在 2012—2013年的 1.47，即DGT⁃
FEE当年增长 47%，并且其 DGTFEE的增长依靠

TC和 EC的双重推动。浙江省的 DGTFEE增速次

之，但EC年均增速小于 1，其余省市的EC均值都

表现出正向增长。此外，研究还发现，除了上海

市以外，其余 10个省市的 DGTFEE均在 2008—
2017年大于 1，且上海市的 DGTFEE年均增速最

慢。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ML
指数及分解指数变化，如图2所示。

2.3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5。在表 5中，

第一列是仅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时环境规制对 SGT⁃
FEE的影响回归结果；第二列是仅控制地区固定效

应时环境规制、互联网普及率和控制变量的估计

结果；第三列是仅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时环境规制、

省市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均值

省市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均值

2007年
1.000
0.701
0.730
0.457
0.531
0.500
0.513
0.467
0.454
0.362
0.415
0.557
2013年
1.000
1.000
1.000
0.449
0.519
0.454
0.465
0.546
0.445
0.307
0.369
0.596

2008年
1.000
0.709
1.000
0.449
0.508
0.500
0.502
0.472
0.445
0.352
0.409
0.577
2014年
1.000
1.000
1.000
0.454
0.522
0.512
0.520
0.554
0.451
0.323
0.374
0.610

2009年
1.000
0.701
1.000
0.441
0.482
0.482
0.479
0.478
0.413
0.344
0.397
0.565
2015年
1.000
1.000
0.676
0.449
0.507
0.515
0.517
0.555
0.494
0.329
0.375
0.583

2010年
1.000
0.674
0.695
0.427
0.476
0.449
0.457
0.508
0.397
0.329
0.355
0.524
2016年
1.000
1.000
0.667
0.441
0.498
0.514
0.514
0.568
0.489
0.338
0.363
0.581

2011年
1.000
0.672
0.685
0.436
0.492
0.442
0.445
0.507
0.402
0.294
0.344
0.520
2017年
1.000
1.000
0.651
0.431
0.482
0.505
0.498
0.562
0.474
0.327
0.342
0.570

2012年
1.000
0.696
1.000
0.443
0.515
0.443
0.455
0.531
0.409
0.283
0.340
0.556
均值

1.000
0.832
0.828
0.443
0.503
0.483
0.488
0.523
0.443
0.326
0.371
0.567

图2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ML指数及分解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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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普及率、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

项以及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四列是控制地区

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时，环境规制、互联网

普及率、环境规制、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以及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本文主要根据第四列的回

归结果分析环境规制、互联网普及率对 SGTFEE的

作用。

根据表 5第四列的结果，环境规制 X1的估计

系数为 0.009，说明环境规制的提高有利于长江经

济带 SGTFEE的提升。互联网普及率 X2的回归系

数是 0.219，说明互联网的普及能够对 SGTFEE产

生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

X1×X2的估计系数为 0.343，说明环境规制能够和

互联网普及率形成合力共同提升 SGTFEE。一方

面，互联网的普及拓展了社会各界参与环境治理

的方式和渠道，另一方面，也为政策的执行提供

了监督方式，促使相关部门将环境规制落到实处，

采取更多更有效的措施治理环境污染。控制变量

中，产业结构 X3对 SGTFEE的估计系数为-0.003，
工业是能源消耗的主体之一，并且在发展过程中

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物，阻碍了长江经济带SGTFEE
提高。对外开放程度X4对 SGTFEE的作用在 1%的

表5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水平下显著为负，可能是由于外商投资使得地区

经济竞争越发激烈，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不得不通

过加大能源资源投入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引起

更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科技创新水平 X5、
城镇化水平X6和受教育水平X7都对 SGTFEE起正

向促进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 0.036、 0.003和

11.055。大多数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不显著，可能

由于各因素本身对 SGTFEE的直接影响力弱，需要

各因素之间的配合作用。

3 结 论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基

于 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首先运用 SBM-
Malmquist-Luenberger方法测度长江经济带的绿色

全要素能源效率，随即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讨论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二者的协同对效率

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的

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均值为 0.567，呈现出下游地

区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低的空间分

布特征；②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

素能源效率平均每年增长 7%，技术效率指数EC平

均值为 1.06，技术进步指数 TC平均值为 1.01，二

者共同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提

升；③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以及二者的协同

都有利于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

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

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为负，科技创新水平、城镇化

水平和受教育水平都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

源效率起正向促进作用。

为了更好地运用互联网技术，借助政府的环

境规制措施推进长江经济带节能降排，本文根据

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扩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引导企业有效

利用外资，加强环保技术创新，积极实施绿色转

型。加强环保理念推广，继续发挥科研人才的创

造性，促进教育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动力。加大

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产业的融资力度，优化环

境规制的实施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

作用，保障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渠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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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电力行业作为能源消耗巨大的行业，其节能

减排效果对各国的低碳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伴

随新能源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新能源政策的扶持，

光伏发电产业也因此得到了迅猛发展。太阳能在

新能源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不仅孕育着巨大的

潜在经济利益，也是各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选择[1]。根据当前国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形势，国

家发改委能源所发布了《中国 2050年光伏发展展

望 （2019）》 [2]。为增强光伏发电的国际竞争力，

政策重点指出“十四五”规划期 （2020—2025）
是中国光伏启动加速部署期，其中技术的持续进

步是光伏成本下降的最大推力。

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为代

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标志着信息技术完

全进入新的时代[3-6]。如同当初 IT改造传统产业一

样，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快速融合，已是大势所

趋，而且其所能创造的价值也将不可限量。2016
年 2月，我国正式发布《关于推进“互联网+”智

能源互联网光伏系统全寿命成本核算方法研究

王永利，高铭晨，陶思艺，周泯含，韩 煦，姚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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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发布的《中国 2050年光伏发展展望 （2019）》

报告预计“十四五”规划期（2020—2025）是中国光伏启动加速部署期，光伏作为“能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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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系和作用机理，考虑环境外部性对核算光伏发电成本的具体影响，并将环境外部性成本、全寿

命周期成本（LCC）理论和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概念深入贯彻光伏发电成本核算中，从而构

建了测度模型。最后，以中国某光伏发电项目为例测算了光伏发电的LCC-LCOE，测算通过对比关

键因素对光伏发电成本的影响程度，从而提高光伏系统在能源互联网这一大背景下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光伏发电；平准化度电成本；环境外部性；全寿命周期成本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1－0025－08

基金项目：北京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8GLB034）

Research on the life cycle cost accounting method of energy internet photovoltaic system
under low carbon background

Wang Yongli，Gao Mingchen，Tao Siyi，Zhou Minhan，Han Xu，Yao Su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a low-carbon economy，the“China’s 2050 Photovoltaic Development Outlook（2019）”report is⁃
su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predicts that the“14th Five-Year Plan”period（2020—2025） will
be a period of accelerated deployment of photovoltaics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ergy Internet”，it has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numerous applications.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Considering the specific impact of envi⁃
ronmental externalities on the accounting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costs，and the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 cost，life cy⁃
cle cost（LCC） theory and levelized cost of energy（LCOE） concept are thoroughly implemented in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
tion cost accounting，thus constructing a measurement model. Finally，taking a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in China
as an example， the LCC-LCOE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s measured，and the impact of key factors on the cost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s calculated by comparing the key factors，thereby improv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photo⁃
voltaic system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nergy internet.
Key words：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levelized cost of energy；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life cycle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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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将互联网理念、

先进信息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

技术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变革、促进节能减

排，提升能源综合效率。由于中国特色的能源互

联网是以特高压为核心的坚强智能电网，如何接

纳光伏分布式电源的发展则成为中国能源互联网

建设和能源转型的重要内容 [7]。
从工程特性角度出发，光伏发电可以分为多

个阶段，但是由于建设的连续性，每个阶段密不

可分，使得在光伏发电项目决策初期就应当考虑

整个生命周期并引入全寿命周期成本理论，以实

现光伏发电长远利益最大化，达到降本增效的目

的[8-9]。一些学者认为在现行的价格体制中，发电

成本的构成对环境外部性的考虑较为欠缺，但全

寿命周期理论考虑了光伏发电项目与环境的协调，

因此该理论可以保证光伏发电健康、持续和快速

的发展[10-11]。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电力生产的生

命周期中，发电企业的成本核算只包括建设成本、

资金成本、燃料成本、员工福利、运行维护成本

等，环境对于社会的负外部性一直未能较明确地

在核算中体现[12]。一些学者在研究燃煤发电的完全

成本时，将环境外部性成本和资源耗减成本纳入

发电完全成本核算体系中，并分析了太阳能等清

洁能源替代的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13]。太阳能

等其他清洁能源的生产成本核算体系也没有考虑

全部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14]。
随着光伏发电行业竞价上网政策的实施，传

统的内部收益率 （IRR）、净现值 （NPV） 等财务

指标已经难以适用于光伏发电的前期经济评价，

因此平准化成本的应用应运而生[15]。在国内，平准

化成本这一概念的初步探索是在核能产业反复出

现，这同时为评价太阳能等其他新能源系统经济

性提供重要指标[16]。国内一些学者基于全寿命周期

的角度，利用LCOE进行风电场可研时的机型比选

并评价不同风电站的竞争力情况[17]。一些学者甚至

大胆指出LCOE还可应用于太阳能、风电、核能和

其他发电技术的综合竞争力分析[18]。虽然平准化成

本在不同评价方法中都有涉及，但国内普遍针对

某一方法进行尝试，对指标的具体计算过程、参

数的选择等这些影响计算结果的关键内容多有忽

视[19]。因此一些学者在引入 LCOE概念的基础上，

对LCOE进行敏感性分析，即是对某些不确定因素

发生变化时对 LCOE的波动进行全面、系统的分

析，估测LCOE对不确定因素的敏感程度[20-21]。

光伏发电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而

电价政策也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

施竞价上网政策的背景下，用于经济评价的传统

财务指标已无法适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光伏

发电的LCOE测度研究尤为必要。一些学者在进行

光伏发电的成本测度时引入了全寿命周期理论，

但并未考虑环境外部性带来的影响，同时忽略了

LCOE敏感性分析的重要性。本文创新之处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梳理了按时间阶段划分和

按费用构成划分的光伏发电的全寿命周期成本，

研究了环境外部性对光伏发电的影响；②整理了

光伏发电环境外部性成本的构成和测度方法，构

建了考虑环境外部性的光伏发电 LCC-LCOE模型，

提出不同计算时点对 LCC-LCOE模型的影响；③
利用中国河北省某地的光伏发电项目的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分析了光伏发电环境外部性测度结果，

为考虑环境外部性的光伏发电 LCC-LCOE模型提

供理论支持。

1 全寿命周期视角下光伏发电外部性分析

1.1 低碳背景下的光伏成本分析

1.1.1 时间阶段划分

1）初始投资阶段。决策设计阶段可以细分为

决策阶段和设计阶段。决策阶段是整个光伏发电

项目的开始阶段，也是全寿命周期成本的始端。

主要任务是从前期规划设计费用、项目建议书阶

段费用和可行性研究阶段费用角度进行相关测度，

进而保证光伏发电项目成本的合理性。设计阶段

的成本主要包括勘测阶段费用、设计方案制定费

用、政府审批费用等。在全寿命周期成本中，虽

然设计阶段本身发生的成本比重较小，但是其对

光伏发电项目的全寿命周期成本影响非常大，设

计质量不仅影响光伏发电的使用功能，也直接影

响光伏发电项目的成本和收益。

施工建设阶段是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重要阶

段，建设项目的设计在这一阶段得以实现并形成

工程实体。施工建设阶段同时也是劳动力、材料、

设备消耗的主要阶段，针对光伏发电的设备采购

及安装等阶段需要集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

2）运营维护阶段。运营维护阶段是光伏发电

项目全寿命周期历时最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运营维护方案的不同会对光伏发电项目整个全寿

命周期的成本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应该基于全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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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成本最小的原则，将运行维护阶段的成本

进行细分。

1.1.2 费用构成划分

当光伏发电的 LCC按费用构成划分时，对于

融资前的光伏发电项目 LCC主要包含项目静态初

始投资与项目运行维护成本两部分。其中，静态

初始投资包括设备及安装工程费用、建筑工程费

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等，运营维护成本包括工

资及福利费用、修理维护费用、材料费用、保险

费用及其他费用等。我国光伏发电目前常用的融

资方案为债务融资和融资租赁，因此在考虑融资

后，光伏发电项目 LCC需要考虑融资成本：项目

初始投资时要考虑建设期利息，在运营期付现成

本中需要考虑财务费用。

1.2 光伏发电外部性分析

光伏发电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包含两个方面：

用外部收益表示的正外部性和用外部成本表示的

负外部性。一方面光伏发电为社会带来了良好的

化石燃料节约、污染物减排、就业及财税增加等

多种正外部性；另一方面对附近居民、鸟类栖息

以及植被等造成一定的环境影响，产生一定的环

境外部性成本，同时对电力系统中的参与者也造

成了一定的外部成本损失。因而可归纳出光伏发

电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主要作用于环境、社会、电

力市场参与者。就社会层面而言，光伏发电能给

社会带来正外部性；就电力市场参与者而言，无

论电网企业、常规火电企业，还是电力用户，光

伏发电均给它们带来了负外部性；就环境层面而

言，光伏发电既能带来正外部性又能带来负外部

性，如图1所示。

图1 光伏发电外部性分析

1.2.1 光伏发电的社会正外部性分析

光伏发电项目一方面为所在地区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增加地区就业率；另一方面光伏发电

项目的运行能够为地区提供财税收入，主要表现

为向地区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从而地区财

税收入会因光伏发电项目运行而增加，增加的财

税收入为地区社会福利投资的增加提供可能，因

而使社会受益。

1.2.2 光伏发电的市场负外部性分析

在国家鼓励和支持光伏发电的政策指导下，

光伏发电项目的经济性差及出力随机波动性等缺

陷，会给电力系统中的相关参与者：电网企业、

常规火电机组以及电力用户带来一定的负外部成

本损失。

1）电网企业负外部成本分析。光伏发电项目

的上网电价高于常规火电机组，电网企业优先全

额收购光伏发电项目的发电量，光伏发电价格和

费用分摊管理办法规定：光伏发电价格高于当地

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差额部分，在全国

省级及以上电网销售电量中分摊。电网企业收购

光伏发电量后不得不承担差额部分，从而增加电

网企业的购电成本。当销售电价处于管制的情况

下，电网企业购售电利润将减少。同时为保证电

力系统可靠运行，针对光伏发电出力波动特性，

电网企业不得不增加备用辅助服务的购买量。

2）常规火电机组负外部成本分析。由于光伏

发电项目被优先调度发电，优先承担了系统的部

分负荷，常规火电企业的部分发电容量被闲置，

从而挤占了常规火电机组的部分发电量，使得常

规火电机组发电效益下降，同时增加了常规火电

机组的启停机调峰次数，增加了启停机成本。火

电机组较为频发的启停机增加了机组损耗，机组

检修计划将会调整，检修次数将增加，从而增加

了常规火电机组的检修费用。

3）电力用户负外部成本分析。地区购入光伏

发电项目发电量，其上网电价中高出当地脱硫燃

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差额部分需要在全国销售

电量中分摊，因而地区电力用户会因地区的光伏

发电项目而不得不增加购电支出。对于光伏发电，

其出力的随机波动性使得运行后，容易出现谐波

及电压波动等问题，往往会降低地区的电能质量，

一般通过装设滤波装置和静止无功补偿装置

（SVC）等设备可以有效降低谐波污染并维持电压

稳定。

王永利等：能源互联网光伏系统全寿命成本核算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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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光伏发电的环境外部性分析

1）光伏发电的环境正外部性分析。从光伏发

电的整个生命周期角度出发，使用光伏发电替代

燃煤发电可以极大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明显地

改善大气环境。而且光伏电站仅依赖于太阳能发

电，不需要有形燃料，对水资源的消耗也很少，

可忽略不计，充分发挥了光伏发电的节能减排

效益。

2）光伏发电的环境负外部成本分析。一是空

气质量破坏。在建设初期，生产太阳能电池会对

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光伏发电产业所使用的光

伏电池仍然以多晶硅为主。在多晶硅的生产过程

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进行提纯，这些电能则

主要来源于传统化石能源，此高耗电的过程会排

放大量的CO2、SO2和NOX。此外，多晶硅的提纯过

程也会排出一定量的有毒气体，对人体的健康造

成威胁。在施工阶段，首先对用于施工的建材不

施加围挡等防护措施，将会十分容易产生二次的

尘土飞扬。其次，对建筑材料的运输过程中不做

足掩护掩盖措施，也十分容易把尘土散播到空气

中，影响周边空气质量。再次，对建筑物的结构

施工过程中，在搅拌施工所需的凝土材料时，也

会产生部分尘土对外排放。另外，在打扫建筑垃

圾时同样会产生许多灰尘。在退役处置阶段，光

伏系统元件如逆变器和蓄电池在报废回收的过程

中，会泄露大量有毒物质，同样对环境造成极大

的破坏。

二是生态环境破坏。对鸟类栖息和植被的破

坏主要出现在施工阶段。建设光伏电站势必会对

场地中的土地结构进行整改，期间还会破坏当地

的土层和地表结构，对植被等生物造成破坏。

三是安全事故频发。光伏电站常见的安全事

故和风险主要包括接地失效和绝缘失效。首先，

如果光伏方阵没有可靠接地，可能导致组件边框

带有高压，人员或动物靠近时，有触电的危险。

其次，汇流箱和逆变器外壳没有可靠接地，容易

使维护人员带电操作，有人身安全的风险。再次，

位于屋顶面积巨大的光伏方阵在没有接地的情况

下，雷雨天气时就会成为一个大型引雷场，容易

引起雷击，造成设备损坏深知组件及线路的燃烧。

另外，如果光伏方阵边框和线缆绝缘电阻过低，

在长时间的高压大电流和高温高湿的使用环境下，

容易造成绝缘层失效，从而导致电气短路和打弧。

2 计及低碳环境外部性的光伏发电 LCC-
LCOE测度模型构建

2.1 光伏发电环境外部性成本测度模型构建

根据全寿命周期视角下光伏发电环境外部性

的分析，本文从环境污染预防成本、空气质量成

本、鸟类栖息与植被破坏外部成本和安全事故破

坏成本 4个角度出发，深入探索成本的构成和测量

方法。在此基础上，研究并构建光伏发电环境外

部性成本测度模型。

CE = CEPP + CA + CBV + SC （1）
式中：CE为环境外部性成本；CEPP为环境污染预防

成本；CA为空气质量破坏成本；CBV为鸟类栖息与

植被破坏外部成本；SC为安全事故破坏成本。

1）光伏发电的环境污染预防成本构成。本文

将光伏发电所需的环境污染预防成本分为临时措

施成本费用、植物措施成本费用、工程措施成本

费用和管理措施成本费用。例如根据光伏电站的

地理位置，施工现场量身定制的彩色、定型钢板、

砖、混凝土砌块等为防止周边环境水土流失的围

挡，以及围挡的安砌、维修拆除成本费用等措施

即为临时措施成本费用；施工现场搭设绿植等可

以减少扬尘的植物措施即为植物措施成本费用，

这些措施降低了员工发生呼吸系统疾病的概率，

也减少了企业给员工的医药补偿；在工程项目成

本形成的过程中为实现光伏发电项目的成本目标，

本文将所消耗的人力资源、物质和费用开支设定

为工程措施成本费用；建造光伏板生产的污水处

理厂并采取相关管理措施，可以减少因污水排放

不符合标准而缴纳的罚款等，此类费用被称为管

理措施成本费用。

2）光伏发电的空气质量破坏成本构成。根据

生命周期的理论，将光伏电站的生命周期分为以

下几个阶段：原料获取阶段、厂房建设阶段、运

行维护阶段和废弃处置阶段。其中，原料获取阶

段又包括光伏电池板的生产和运输，光伏组件耗

材的生产和运输，建材、水泥、铁、铝、钢等建

筑原料的生产和运输。厂房建设阶段又包括电厂

及辅助设施建造、厂房的建设以及相关设备的安

装。本文选取CO2、SO2、NOX以及粉尘的排放量进

行光伏发电空气质量破坏成本研究。

3）光伏发电的鸟类栖息与植被破坏外部成本

分析。本文在研究光伏发电造成的鸟类栖息与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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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破坏外部成本不应仅仅只关注成本的测度，因

为光伏发电从建设到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

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样会涉及到很多领域的问题，

不仅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利益，并

且还会涉及到光伏发电企业、政府、人民大众以

及其他相关方的利益，和光伏发电供应链上下游

的相关利益。

4）光伏发电的安全事故破坏成本构成。安全

事故破坏成本主要由直接安全成本、间接安全成

本和安全风险成本构成。其中，直接安全成本分

成安全工程费、安全措施费。间接安全成本分成

安全暂列金、安全管理费、安全规费和其他安全

费用。安全风险成本则由显性损失和隐性损失构

成。

2.2 考虑环境外部性的光伏发电 LCC-LCOE测度

模型构建

2.2.1 光伏发电LCC-LCOE模型成本构成

测度光伏发电的LCOE过程要考虑到其他因素

对LCOE的影响。由于我国光伏发电可以分为多个

阶段且每个阶段密不可分，使得在测度光伏发电

LCOE 的基础上应考虑光伏发电的 LCC，记为

LCOELCC，也可表达为 LCC-LCOE。LCOELCC 的构

成主要包含项目的环境外部性成本、项目初始投

资成本和运行维护成本 3个部分，基本计算公式

如下：

LCOELCC =
CAPEX +∑n = 1

N OPEXn
( 1 + r )n + CE

∑n = 1
N AEPn
( 1 + r )n

（2）

式中：CE 为光伏发电项目的环境外部性成本；

CAPEX为光伏发电项目的初始投资成本，包括设

备及安装工程费用、建筑工程费用、其他费用及

建设期利息等；OPEX为光伏发电项目运营期的付

现成本，包括工资及福利费用、修理维护费用、

材料费用、保险费用、财务费用及其他费用等；

AEP为光伏发电项目年发电量；N为光伏发电项目

运营寿命；n为光伏发电项目运行年份（1，2，3，
…，n）；r为折现率，其中折现率由光伏发电的权

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计算可得。

由公式 （2） 可知，影响光伏发电 LCOELCC的

主要因素为光伏发电全寿命周期各阶段的成本和

发电量，同时公式 （2） 包含了 LCOELCC受时间影

响的概念，但是该公式仍不能直接适用于我国光

伏发电项目。

鉴于我国光伏发电可以享有固定资产增值税

抵扣的优惠政策，因此，在构建 LCC-LCOE模型

时还需要考虑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的影响。此外，

回收资产残值的影响也应该被考虑在 LCC-LCOE
模型中。以上两个因素都会对光伏发电项目成本

产生影响，在计算光伏发电成本时应予以考虑，

因此，在原有计算公式（2）上作修正。

LCOELCC =
CAPEX -∑n = 1

Tvat VATn
( 1 + r )n +∑n = 1

N OPEXn
( 1 + r )n -

V
( 1 + r )N + CE

∑n = 1
N AEPn
( 1 + r )n

（3）
其中，VAT为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额；Tvat为

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年限；V为回收资产残值。在

公式（3）中，对由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部分予以

扣除。此外，公式（3）还考虑了回收资产残值回

收部分。对比公式（2），公式（3）对光伏发电项

目成本的考虑更加合理。

2.2.2 不同计算时点对LCC-LCOE模型的影响

在上文中，虽然已经对光伏发电 LCOELCC的测

度公式作了修正，公式（3）关于成本构成考虑已

经更为合理，但是该公式仍然忽略了建设期计算

时点的问题。在平准化过程中，CAPEX、OPEX和

公式中其余指标的计算选取年限并不统一，相差

了建设周期的时长。

按照我国电网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以及工程

经济学中的假设，投资发生在建设期期初，而销

售收入、经营成本与残值回收发生在运营期的期

末。如直接依据公式（3）进行计算，则存在项目

初始投资在建设期期初计算、而其余的所有指标

均折现至运营期期初计算的问题，各个参数的计

算年限并不统一。而且，若初始投资分年支付，

则也需要对不同年限的投资进行平准化，不能在

建设期初用总初始投资一概而论。因此，在式

（3） 的基础上，公式还需要作进一步修正。假定

某电网工程年初开工建设，关于 LCOELCC的计算时

点可以有以下两个选择：①LCOELCC计算时点选为

建设期期初；②LCOELCC计算时点选为首个运营期

期末。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下，需要对 LCOELCC计算

公式予以不同的修订。

1） LCOELCC计算时点选为建设期初。

王永利等：能源互联网光伏系统全寿命成本核算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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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OELCC =
∑t = 1

T CAPEX
( 1 + r )t - 1 -∑n = T + 1

T + Tvat VATn
( 1 + r )n

∑n = T + 1
N + T AEPn

( 1 + r )n
+

∑n = T + 1
N + T OPEXn

( 1 + r )n -
V

( 1 + r )T + N +∑t = 1
T CE

( 1 + r )t - 1
∑n = T + 1

N + T AEPn

( 1 + r )n
（4）

式中：T为建设周期； t为建设年份 （1，2，3，
…，t）；其他符号的意义同式（3）。

2） LCOE计算时点选为首个运营期期末。

LCOELCC =
∑t = 1

T CAPEX
t
∗(1 + r )T - t + 2 -∑n = 1

Tvat VATn
( 1 + r )n - 1

∑n = 1
N AEPn
( 1 + r )n - 1

+

∑n = 1
N OPEXn
( 1 + r )n - 1 -

V
( 1 + r )N - 1 +∑t = 1

T C
E
∗(1 + r )T - t + 2

∑n = 1
N AEPn
( 1 + r )n - 1

（5）
式中：T为建设周期；t为建设年份 （1，2，3…，

t）；其他符号的意义同式（3）。

3 实证分析

3.1 实证算例介绍

河北某地近光伏电站示范项目装机容量 4.95
kW，电站年发电量 5 318.28 kWh。建设总工期 5
个月，运营期 25年。计算 LCOELCC时的主要输入参

数，见表1。
3.2 考虑低碳背景下的光伏发电环境外部性测度

结果

按照光伏发电环境外部性成本的环境污染预

防成本、空气质量破坏成本、鸟类栖息与植被破

坏外部成本和安全事故破坏成本 4个方面展开核

算，实地调取数据进行测度。光伏电站项目环境

外部性成本核算，见表2。
3.3 考虑低碳环境外部性的光伏发电LCC-LCOE

模型测度结果

3.3.1 成本测度结果

模拟 1 000次的 LCOELCC 计算结果及其分布，

如图 2所示。LCOELCC均值为 0.566 7元/kWh，标准

差为 0.036 5元/kWh，离散系数为 0.064 4，最小值

为 0.470 1 元/kWh， 最 大 值 为 0.689 9 元/kWh，
LCOELCC值小于0.645 6元/kWh（税前上网电价）的

概率是98.24%，如图3所示。

表1 光伏电站项目输入参数

序号

Ⅰ
1
2
3
4
5
6
7
Ⅱ
1
2
3
Ⅲ
一

1
2
3
4
5
6
二

1
2
Ⅳ
Ⅴ
一

1
2
3
4
二

输入参数

光伏发电站参数

光伏电站装机量（kW）

组件安装倾角（度）

日照小时数（h）
电站系统效率（PR）
电站年发电量（kWh）

电站每瓦年发电量（kWh/W）

布置面积（m2）
时间参数

投资回收期（a）
项目运营期（a）
折旧年限（a）

建设投资及运维成本

建设投资成本

单位造价（元/kW）

电站总价（万元）

电网电价（元/度）

补贴（元/度）

年发电量收益（元/度）

每度电造价（元/度）

运维成本

年运维成本（元）

单位年运维费用（元/W）

环境外部性成本（元）

财务参数

折现率（%）
权益资本成本（%）

权益占资产比重（%）
债务资本成本（%）

债务占资产比重（%）
企业所得税率（%）

数值

4.95
85
1 343
0.8

5 318.28
1.01
54.945

16.2
25
25

6 275
12.375
1
0.52
1.54
0.64

108
0.04
38 000

4.58
6.70
30.0
4.90
7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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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外部性成本核算

图2 计算结果及其分布

考虑本示例的具体情况，建设投资已经确定，

主要分析利用小时数、年运维成本、权益资本成

本、债务资本成本等不确定性因素对 LCOELCC计算

结果的综合影响。经再次模拟计算，计算结果如

图3所示。从图3可见，LCOELCC均值为0.466 0元/kWh，
标准差为 0.030 7元/kWh，离散系数为 0.066 0，最

小值为 0.380 8元/kWh，最大值为 0.564 4元/kWh，
LCOELCC 指标值小于 0.645 6元/kWh（税前上网电

价）的概率100.00%。

图3 综合影响计算结果及分布

3.3.2 不同计算时点对模型的影响结果

选择不同的时点进行计算分析，LCOELCC结果

并不统一。我国光伏发电项目在进行经济性评价

时选用 LCOELCC指标作为评价标准还较少，并且在

计算时所选取参数以及折现时点也不相同，这些

因素都会导致同一光伏发电项目的 LCOELCC结果并

不统一，分析 LCOELCC时不仅要注意选取参数的一

致性，也要明确计算的折现时点。

根据考虑环境外部性的光伏发电 LCOELCC测度

模型计算，光伏发电在折现时点分别为建设期期

初、首个运营期期末时所对应的 LCOELCC 分别为

1.984 8元/kWh、2.008 3元/kWh。
由输出结果表明，不同的计算时点具有不同

的应用范围。当起始年限选择为建设期初时的

LCOELCC可以适用于光伏发电可研时的太阳能电池

型号比选，评价不同光伏电站的竞争力情况，未

来还可以应用于不同发电技术的综合竞争力分析。

当计算时点选择为首个运营期末时的 LCOELCC除了

上述应用之外，在当前光伏发电竞价上网的政策

下，可以将输出的 LCOELCC与上网电价相比较，以

评价项目的盈利情况。

4 结 论

本文首先分析了全寿命周期视角下光伏发电

的外部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计及环境外部性的

光伏发电 LCC-LCOE测度模型，总结了低碳经济

大背景下光伏发电成本的构成及核算方法，以达

到提高光伏发电竞争力的目的。本研究可以得出

准则层

环境污染预

防成本

空气质量破

坏成本

鸟类栖息与

植被破坏外

部成本

安全事故破

坏成本

临时措施成本费用

植被措施成本费用

工程措施成本费用

管理措施成本费用

二氧化碳（CO2）
二氧化硫（SO2）

排氮氧化物（NOX）
碳粉尘

鸟类栖息地破坏成本

植被破坏成本

直接安全成本

间接安全成本

安全风险成本

指标层

实物计量指标

安砌成本费

维修成本费

拆除成本费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
-

排放量

排放量

排放量

排放量

鸟类栖息地破

坏面积

植被破坏面积

安全工程费

安全措施费

安全暂列金

安全管理费

安全规费

显性损失

隐形损失

货币价值

核算指标

排放成本

排放成本

排放成本

排放成本

生态服务

损失成本

生态服务

损失成本

金额

（元）

2 000
2 000
1 000
3 000
500
500
1 000
-

2 700
2 000
2 000
1 300

1 750

2 250

2 000
1 900
1 500
2 100
500
1 834
1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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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1）鉴于光伏行业竞价上网政策的实施，传统

财务指标已难以适应光伏发电的前期经济评价，

因此光伏发电企业在未来可以引入 LCOE的概念、

LCC理论和分析环境外部性来测度光伏发电成本，

并通过研究不同计算时点对光伏发电成本核算的

影响，以实现精准评价光伏发电项目经济性。

2）利用小时数是建设光伏发电项目考虑的首

要因素。敏感性分析和情景分析结果表明，利用

小时数越低，对 LCOELCC的降低越显著。随着“十

四五”期间光伏装机量的迅速增长，光伏发电企

业提高利用小时数、降低成本、减少弃光、促进

光伏消纳重要性凸显。

3）降低单位千瓦建设投资成本和合理控制年

运维费是光伏发电 LCC-LCOE降低的重要来源。

受光伏产业技术进步和光伏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

响，未来光伏组件价格降幅较为可观，初始投资

阶段和运行维护阶段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有利

于促进光伏发电LCOELCC不断下降。

参考文献：

[1] Murat Kenisarin，Khamid Mahkamov. Solar energy storage using
phase change materials [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2007，11（9）：1913-1965.

[2] 国家发改委 .《中国 2050年光伏发展展望（2019）》 [EB/OL].
（2020 - 01 - 17） [2020-10 - 11]http：//www. hydropower. org. cn /
showNewsDetail.asp?nsId=26788 . .

[3] 薛禹胜，赖业宁 .大能源思维与大数据思维的融合：（一）大数

据与电力大数据[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6，40（1）：1－8.
[4] 薛禹胜，赖业宁 .大能源思维与大数据思维的融合：（二）应用

及探索[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6，40（8）：1－13.
[5] 李立浧，张勇军，陈泽兴，等 .智能电网与能源网融合的模式

及其发展前景[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6，40（8）：1－9.
[6] 彭小圣，邓迪元，程时杰，等 .面向智能电网应用的电力大数

据关键技术 [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15，35（3）：503 －

511.
[7]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

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16〕 392号） [EB/OL].（2016-02-29）
[2020-10-11]http：//www.nea.gov.cn/2016-02/29/c_135141026.
htm.

[8] 乌云娜，贾卫兵，郭晓鹏，等 .基于LCA的光伏组件供应链生

态—经济效益优化研究[J].生态经济，2019，35（8）：61-66.
[9] 于志强，马文会，吕国强，等 .改良西门子法和冶金法生产太

阳能级多晶硅对环境负荷影响的比较[J].过程工程学报，2016，
16（6）：1009-1015.

[10] 赵若楠，董 莉，白 璐，等 .光伏行业生命周期碳排放清

单分析[J].中国环境科学，2020，40（6）：2751-2757.
[11] Macknick J，Meldrum J，Nettles-Anderson S，et al.生命周期

用水用于光伏发电：文献估计的回顾和统一[C]//光伏专家会

议 .IEEE，2014.
[12] Tong F，Hendrickson C，Biehler A，et al.Life cycle ownership

cost and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 of alternative fuel options for
transit buses[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2017（57）：287-302.

[13] Zhao X，Cai Q，Ma C，et al.Economic evaluation of environ⁃
mental externalities in China’ s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J].
Energy Policy，2017，102：307-317.

[14] Aikema D，Simmonds R. Electrical cost savings and clean ener⁃
gy usage potential for HPC workloads[C]//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ustainable Systems & Technology. IEEE，2011.

[15] Ouyang X，Lin B. 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LCOE） of re⁃
newable energies and required subsidies in China[J]. Energy Pol⁃
icy，2014（70）：64-73.

[16] Tran T T D，Smith A D. Incorporating performance-based glob⁃
al sensitivity and uncertainty analysis into LCOE calculations
for emerging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J]. Applied Energy，
2018，216：157-171.

[17] Li C T，Peng H，Sun J. Life cycle cost analysis of wind power
considering stochastic uncertainties[J]. Energy， 2014 （75）：

411-418.
[18] Nian V，Sun Q，Ma Z，et al. A Comparative Cost Assessment

of Energy Production from Central Heating Plant or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Plant[J]. Energy Procedia， 2016， 104： 556-
561.

[19] Campbell M，Blunden J，Smeloff E，et al. Minimizing utility-
scale PV power plant LCOE through the use of high capacity
factor configurations[C]// Photovoltaic Specialists Conference
（PVSC），2009 34th IEEE. IEEE，2009.

[20] Kapsali，M，Kaldellis，J.K，Anagnostopoulos，J.S.Investigat⁃
ing the techno-economic perspectives of high wind energy pro⁃
duction in remote vs interconnected island networks[J]. Applied
Energy，2016，173：238-254.

[21] Jing R，Wang M，Brandon N，et al.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
of solid oxide fuel cell based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
er（SOFC-CCHP） applications for public buildings in China[J].
Energy，2017，141：273-289.

作者简介：王永利（1980—），男，河北石家庄人，博士，博

士生导师，副教授，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

究方向为综合能源系统、电力经济管理、电力需求侧管理、电力

规划、电力市场、电力负荷预测、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价等。E-
mail：wyl_2001_ren@163.com

责任编辑：柳 妮

32



第40卷第11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Vol.40 No.11
2020年 11月 Coal Economic Research Nov. 2020

0 引 言

世界能源发展的大趋势，是以清洁能源为主

导、以电力为纽带，在生产、输配、消费各环节，

不断实现多品种能源的深度互换、互联、互动，

最终形成高效化、智能化、低碳化的智慧能源体

系，而能源互联网是实现这一智慧能源体系的重

要途径。能源互联网是在原智能电网发展的基础

上，充分融入除电力外其他品种的一次能源和二

次能源，以更先进的自动控制、信息处理、网络

通讯技术为支撑，连接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开放式

能源生态系统。该系统的特征主要是各品种能源

与动力之间，通过信息数据的传导与感应可形成

正反之间的互感互联互动，包括能源供应方的互

联互动、能源需求方的互联互动、供需双方的互

联互动。从现阶段能源互联网发展情况来看，电

力需求响应技术是率先解决能源互联网互感互联

互动的关键技术，以电力响应技术为核心的能源

互联网，使得电力供、需、储、运各环节变得更

加密切与互动，能源系统的综合利用效率得到进

一步提高、新能源利用比例不断提升。充分挖掘

和投资于电力需求侧资源，是许多国家和国际大

型能源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传统的电力需求侧

“负荷”已成为一种既具弹性、又具价值、还可以

调节的重要电力资源。因此，无论是从国家层面，

还是行业与企业层面，积极开发和利用电力需求

侧资源，推进电力需求响应机制的实施，对节约

电能电力、保护环境、提高电力系统科技水平和

能源互联网下开展电力需求响应的措施与建议

刘 虹，赵晓东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能源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 要：电力需求响应是能源互联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电力需求响应技术为核心的

能源互联网构架，使得各种能源系统的供需储运各环节变得更加密切与互动，能源系统的综合利

用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充分挖掘和投资于电力需求侧资源，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大型能源企业

的战略发展方向，传统的电力需求侧“负荷”已成为一种既具弹性，又具价值还可以调节的重要

电力资源。重点回顾和介绍了我国电力系统开展电力需求响应的基本情况，在总结分析部分先行

示范省份开展需求响应实践的基础上，指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对我国开展电力需求响应提出

具体措施与建议。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电力需求响应；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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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power demand response under the energy internet

Liu Hong，Zhao Xiaodong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China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s，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Electricity demand respon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ergy internet. The energy internet ar⁃
chitecture with power demand response technology as the core has made the supply，demand，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links
of various energy systems closer and interactive， and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energy system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Fully mining and investing in power demand-side resources has become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any larg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nergy companies. The traditional power demand-side“load” has become an impor⁃
tant，flexible，valuable，and adjustable power resources. Focusing on reviewing and introduc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power de⁃
mand response in China’s power system，based on the summary and analysis part of the pilot demonstration provinces carry⁃
ing out demand response practices，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are pointed out.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specif⁃
ic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demand respons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energy internet；electricity demand response；suggeste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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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水平、深化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促进能源互

联网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国内外电力需求响应实践与发展回顾

需求响应是能源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电力需求响应技术为核心的能源互联网，使得

各种能源系统的供需储运各环节变得更加密切与

互动，能源系统的综合利用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考虑发电资源的同时，合理而充分利用需求侧

资源，实施综合资源规划，不仅节约电力和电能，

还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电力系统科技水平和

管理水平的提升，促进我国能源互联网的发展。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美国加州出现严重的电

力危机，人们意识到，建设高效稳定的电力市场，

必须让电力需求方和供应方共同参与，也因此引

发人们对电力需求响应机制的研究与实践。电力

需求响应机制是指通过技术、经济、行政、法律

等手段鼓励和引导电力用户主动改变用电方式、

科学合理用电，以促进电力资源优化配置，保证

电力系统安全、可靠、经济运行的管理工作。电

力需求侧响应机制是在负荷高峰时段，确保消费

者能根据市场上电价信号权衡自己的用电时间和

用电成本，进而做出满足自身需要的消费选择，

并且将这一选择有效地传输到电力批发市场，使

得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重新达到平衡，最终实现

消费者减少用电成本、电力供应者减少电力装机

投资、提高电力系统可靠性的一种行为方法。

在电力需求响应机制提出之前，电力需求侧

管理方法已在电力系统实施多年，但是两者在电

力负荷控制理念方面有一定的区别。电力需求侧

管理是指为提高电力资源利用效率，改进用电方

式，实现科学用电、节约用电、有序用电所开展

的相关活动。而需求响应更加强调电力用户直接

根据市场情况，即市场价格信号对自身的负荷需

求或用电模式做出主动的调整，从而对市场稳定

和电网可靠性起到促进作用。电力需求响应的基

本理念已经得到电力行业的广泛接受和认同，许

多国家从能源战略高度将需求响应资源与发电侧

资源置于同等甚至优先的地位。

对于电力需求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国际上

许多国家和知名能源企业，已从能源发展战略高

度，将其置于与发电侧资源同等甚至优先的地位。

需求侧资源中，如各种电力弹性负荷、分布式电

源、电动汽车、储能等，可通过对电力系统价格

信号的使用信息响应，实现削峰填谷、追踪可再

生能源出力、为系统提供调频辅助服务等功能。

电力供应方与需求方对增加的电力负荷采取深度

调峰、配置储能等来调节系统平衡，比单纯增加

电力供应设施的投资相比成本更低、效果更好，

因此除了电力公司以外，许多传统的能源企业也

开始向需求侧资源进行投资，以抢占电力需求资

源价值市场的先机。比如：道达尔在 2018年收购

了欧洲电池制造商 Saft后，投资了微电网开发商

Go Electric。西班牙石油巨头雷普索尔 （Repsol）
收购了安培（Ampere），安培是一个家用存储设备

开发商，也通过虚拟电厂管理电池提供灵活性服

务。壳牌 （Shell） 收购了英国的聚合器和虚拟电

厂供应商Limejump。
2 我国电力需求响应先行示范情况与特点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

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5〕
9号），我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电力

市场有序发展，电价改革不断深入，为电力需求

响应机制的实施打下了良好基础。实际上，我国

电力需求响应实践活动始于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

之前，主要是从配电和需求用户入手，解决电力

系统合理用电的痛点，引导电力节约与高效发展。

在实践初期，由于发用电价格受到管制，市场化

竞争仍不充分，电价难以反映市场供需，响应补

偿成本往往通过电网企业或政府部门专项列支相

关预算作为资金来源，参与主体的类型和规模相

对有限。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 8个
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区域已完成多次试运行、可开

展连续不间断试运行条件的情况下，实施电力需

求响应机制基本具备运行条件。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经过 5年的深入探索，我

国电力市场出现了交易比重不断扩大、交易机制

日趋成熟、价格机制逐步理顺、可再生能源消纳

大幅提升、售电市场蓬勃发展、市场交易逐步规

范等多个方面的可喜变化。自“十二五”期间首

次开展电力需求响应试点以来，我国有关主管部

门针对电力需求响应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在

部分省市积极开展试点示范，推动技术创新，培

育活跃市场，探索商业模式，取得显著成果。部

分典型省份开展电力需求响应机制的基本情况和

特点[3-6]见表1。
从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份开展电力需求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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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机制的成果和经验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

特点。

1） 电力市场更加开放，准入门槛进一步降

低。电力需求响应对市场主体的要求相对较低，

除要求必要的计量和管理系统外，允许包括居民

负荷在内的电力用户参与需求响应。鼓励新兴市

场主体，如售电公司、负荷聚合商、储能、充电

桩等主体参与，提高了需求响应资源市场参与者

的热情和积极性，资源潜力有望得到更好的挖掘。

2）因地制宜，补偿机制和标准形式多样。从

典型省份的补偿标准形成机制可以看出，各省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基本在单边竞价、单边竞价和

定额补偿混用以及单纯定额补偿 3种方式中选择补

偿标准。

3）激励多样，补偿资金来源各有不同。各省

需求响应补偿资金来源差异较大，一般按照购电

侧价差资金池、售电侧价差资金池、超发超用形

成的盈余空间以及输配成本统筹考虑。

4）实施内涵和形势更加丰富。电力需求响应

在我国的应用源于有序用电机制，实践初期的意

图大多基于削减高峰负荷。近年来，伴随可再生

能源渗透率的不断提高、用能终端多类型用电设

备的使用，如分布式微网、电动车的介入，系统

峰谷差持续增加，通过用电低谷时段增加用电，

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也被大多数省份所接受，同

时在需求服务的品种设计中，采取了区别考虑的

补偿和交易机制。

3 实施电力需求响应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3.1 资金补偿成本疏导机制有待细化和完善

为保证电力需求响应的顺利开展和实施效果，

激活用户参与电力需求响应的积极性，补偿资金

支持显得尤为重要。示范省份需求侧响应均采取

了单独列支补偿成本、单独出清成交以及单独运

营监管的实施模式。从典型省份的电力需求响应

方案中可以看出，各省采取的方案大多遵循了统

筹协调、共同承担的基本原则。以利用省间现货

价差资金池的方案为例。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补偿成本向全市场用电主体直接疏导，但对参

与主体的补偿表现为省级电力市场的场外补偿，

采用的是网间购售价差的待分配资源，难以体现

“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以尖峰电价增收或季

节性电价差的方案为例。尽管遵循了受益者负担

的运营原则，但是在尖峰电价运行时段，随着系

项目

参与方式

响应类型

市场主体

补偿标准

资金来源

山东省

紧急型（容量申报）

经济型（电量申报）

削峰、填谷

电力用户（含试点居

民）、负荷聚合商

通过单边竞价，边际

出清形成

容量价格不高于 1元/
kW，电能量价不高于日

前价格出清价格

紧急型计入供电成本

经济型暂从电网跨省区

可再生能源现货市场试

点形成的资金空间支出

江苏省

约定需求响应

实时需求响应

削峰、填谷

电力用户（含试点居

民）、负荷集成商，鼓励

储能、充电桩

可中断负荷：小于

等于 60 分钟， 10 元/
kW；60~120分钟，12
元/kW； 大 于 120 分

钟，15元/kW
临时填谷：谷段消

纳 可 再 生 能 源 5 元/
kW，平时段8元/kW

尖峰电价增收资金

浙江省

日前需求响应

实时需求响应

（仅削峰）

削峰、填谷

具有完善负荷管理终

端的用户，鼓励中央空

调、储能等主体和负荷

集成商参与

削峰日前需求响应：

采用单边竞价，边际

出清形成，不高于 4
元/kWh

填谷日前需求响应：

固定补偿1.2元/kWh
实时需求响应：固

定补偿4元/kWh
上一年度跨区域省

间富余可再生能源电

力现货交易购电差价

盈余部分

河南省

约定需求响应

实时需求响应

削峰

凡响应能力 500 kW及以上的

工业用户，和响应能力 200 kW
及以上的非工业用户，设备接

入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

统，可由售电公司或电能服务

机构集中管理参与

约定需求响应：60~120分钟，

6元/kW·次；大于 120分钟，9
元/kW·次

实时需求响应：30~60分钟，

12 元/kW·次； 60~120 分钟，

18元/kW·次

纳入输配电价核定

表1 部分省份开展电力需求响应机制示范

刘 虹等：能源互联网下开展电力需求响应的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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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再生能源渗透率发生动态变化，特别是光伏

装机占比的增加，正在抑制传统午时高峰或平段

用电时段的系统最高负荷，系统负荷曲线由传统

的“双驼峰”向“V字形”转变，尖峰电价执行时

期的多用电者极有可能是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

助力者，是否仍对其征收尖峰电价值得商榷。

3.2 需求响应实施规则与电力市场协同机制有待

进一步厘清

我国电力市场仍以中长期交易为主，现货市

场处于试运行阶段，辅助服务市场采取发电侧零

和博弈的运行机制，独立于电能量市场之外开展

交易。由于需求响应按照单独列支的模式起步，

其实施的效果应以虚拟电厂模式体现在辅助服务

市场中，还是以需求侧资源储备体现于中长期交

易中，或者以用电侧的自主用电行为调整体现在

现货市场的博弈中，均需要进一步研究并明确权

责。对此，有关主管部门在此前的实践基础上已

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

合发布的《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发改能源

规〔2020〕 889号）明确参与需求响应产生的中长

期用电偏差应由参与主体自主承担，进一步规范

市场主体的权责；山东省《2020年全省电力需求

响应工作方案》（鲁发改能源〔2020〕 836号） 已

就与电力现货市场协同进行了尝试，采取参照现

货日前、实时出清价格决定补偿标准。

3.3 交易组织、市场运营与交易制度仍待统筹规划

需求响应相关工作和电力市场的建设，均归

属省发改、经信和能源局等相关部门，但是具体

到交易组织、市场运营与交易制度并不一致。一

是在交易组织方面，市场化交易均在电力交易平

台开展，交易对手方为多种类型的市场主体之间；

需求响应申报通常需要在专门的需求侧管理平台

开展，交易对手方为电网企业。二是在市场运营

方面，电力市场运营均由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市场

管理委员会共同负责，需求响应相关工作通常暂

由省级电网企业市场营销部门负责。三是在交易

制度方面，电力市场交易依据电力交易相关法规

执行，并依据信用评价机制、信息公开披露机制

等共同开展，需求响应目前主要依据电力需求侧

管理相关办法开展有关工作，暂未就信用评价和

信息披露工作做进一步的明确要求。

4 电力需求响应机制发展的措施与建议

今后，电力需求响应机制的发展要顺应即将

开局的“十四五”发展规划，着眼于更加长远的

能源中长期发展目标，紧紧依托电力体制改革和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深度挖掘需求侧潜力，加快

与电力市场耦合协调，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促

进我国能源转型优化和可再生能源应用、为实现

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碳中和”目标发挥

积极的作用。

4.1 措 施

一是完善市场化补偿定价机制，要进一步完

善我国电力价格的形成机制和电力需求响应补偿

价格标准体系，细化需求响应相关的资金补偿机

制，以市场化的补偿定价机制满足各类参与方的

心理预期，提升需求响应的执行效果和响应能力。

二是推动市场运营机构与规则的协同一致。

从国外实践来看，需求响应与电力市场均在同一

交易平台开展交易，并遵循共同的市场交易和监

管机制。从推进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的角度来说，

推动需求响应与电力市场同台交易，共同运营监

管，有助于进一步挖掘需求响应的潜力，有利于

“源-网-荷”的协同运作。

三是研究需求响应资源纳入容量回收机制的

方式。面对可再生能源的高速发展和系统灵活性

资源稀缺的情况，探索建立容量回收机制，对于

保证电力系统充裕度具有重要意义。将需求侧纳

入容量回收机制的范畴，可以有效缓解大量建设

灵活性电源的迫切程度，降低系统容量成本，避

免终端用能成本的大幅提高。

四是探索需求响应与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

场联合出清机制。基于成熟运作的现货与辅助服

务市场，研究需求响应主体参与日前、实时和辅

助服务市场的交易规则、出清机制，以试点形式

推动部分现货市场开展需求响应主体参与现货、

辅助服务市场的实践，以变动价格信号引导需求

侧资源自主调整用电行为。

五是研究引入金融衍生品工具。对于活跃电

力市场，除采用中长期交易手段以外，引入必要

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有助于市场主体降低交易风险。

对于需求侧资源而言，既要考虑作为平衡责任主

体收获为系统注入柔性的补偿，也要顾虑作为终

端用电主体保证用电价格的稳定。通过金融衍生

品工具，可以在不影响电力系统安全性的情况，

从场外保障市场主体的经济收益，提升需求侧资

源在电力市场中的参与响应意愿。

36



2020年第11期

4.2 建 议

一是加大电力市场改革力度，完善价格形成

机制和电力需求响应激励机制，在制度上形成有

利于需求响应机制发展局面。首先，要还原电力

产品的商品属性，实现用户与供应方对电力资源

信息的公平对接与互动；其次，在制度建设上明

确各级有关政府对电力市场的监督作用和具体职

责，政府监督机构应成为需求响应机制实施方案

与政策的制定者；最后，要完善有关激励需求响

应机制资金支持的财税激励政策。

二是要根据我国电力市场改革的具体情况，

尽快研究制定我国需求侧响应机制实施规划与实

施监督细则，充分汲取国内外示范与实践过程中

的成功经验，分批分阶段逐步推进。现阶段政府

可在推进分时电价和尖峰电价的基础上，大力支

持建立实时电价机制，并开展试点工作，加快先

进的计量系统和智能电网通信系统建设，为实时

电价和基于激励需求侧响应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物

理基础，需求侧响应机制实施规划应放入到我国

智慧电网建设发展、电力发展规划、能源互联网

建设中统一考虑。

三是构建更加合理的电价结构体系。需求侧

响应资源是以价格为主要驱动，通过更加宽松和

优惠的市场环境，大幅提升需求侧资源的参与意

愿和执行效果。针对我国现阶段具体情况，可采

用基于供电侧成本核算和监督的定价机制，区分

成本在不同用电时间上的差异以及建立动态电价

调整机制的探索，根据需求侧响应导致的供应侧

成本的变化定期动态调整电价，从而实现对供应

侧和需求侧的兼顾，形成多元化的电价灵活机制，

如在已实行的工商业峰谷分时电价、居民峰谷电

价、阶梯电价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实际合理引入

尖峰电价、蓄冷电价、风电供暖电价、可中断负

荷电价、高可靠性电价等多种形式，形成以用户

为核心的价格竞争机制和电价谈判机制，鼓励更

多的电力用户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市场。

四是加大电力信息技术与智能电网技术的研

发创新和推广力度。需求响应技术涉及先进计量

技术、电力负荷管理技术、远方通信技术和智能

控制技术、数字传输技术、智能电网技术等。当

前国际性的自动需求响应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

广仍然在探索过程当中，在我国更是处于起步阶

段。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试点工程，但客观上我国

需求响应应用的技术条件还较为缺乏，有关自动

需求响应技术的应用极为有限。另外，需求响应

实现的技术模式和方法尚未标准化，无法解决需

求响应技术、产品或系统之间的通用和互换问题，

增加了实施需求响应项目的成本，不利于自动需

求响应技术的推广。国家应加大科研投入，扩大

试点范围，在推进智能电网的建设中，带动需求

响应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

五是提高电力需求响应大数据分析和应用能

力，打破数据壁垒，实现需求响应资源的智能调

控和适时透明。通过广泛部署用户信息、电网信

息与发电信息等数据采集终端，打破“源-网-荷-
储”数据壁垒，整合系统运行、市场交易和用户

用电数据，实现需求响应资源的共享和智能调控，

满足参与方获取智能计量数据、动态定价和其他

信号数据的需要。各级地区可结合地方情况，在

广大电力用户中普及电力需求侧响应的基本知识，

向市场传递明确的积极价格信号和进入通道，促

进需求侧资源有效汇集，使得电力用户、技术和

服务商、资源聚合商、储能用户等共同参与需求

响应工作，引导电力用户优化用电方式，使得需

求响应变成一种社会自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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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下，中国

确定了 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对中国的长期

深度脱碳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9年，电力

行业碳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 40%以上，在长期脱

碳转型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了实现能源电力系统

深度脱碳，必须在发电侧大幅提升风光等非化石

能源发电比重，并在终端利用侧进一步提高电气

化水平。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探讨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的方式

满足全球的电力需求；2016年国家发改委、能源

局和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

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国在 2019—2025年
间着力推进能源互联网的多元化、规模化发展。

能源互联网的规模化发展在助推电力部门脱碳，

以及中国全经济社会系统长期深度脱碳方面都具

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中长期能源低碳转型路径的综合比较研究

姜 大 霖
（国家能源集团 技术经济研究院，北京 102211）

摘 要：《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各缔约方国家及早制定并提交面向 2050年的中长期低碳转型战略。

在当前形势下，能源互联网被认为是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途径。综述了国内外能源低碳转

型战略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中国通过可再生能源结合储能技术、煤基能源结合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

术均可实现能源系统大规模碳减排。同时，构建了“安全-经济-环境持续”三角+公众认可度的分

析框架，综合分析不同转型路径在技术成熟度、产业影响、成本效益、政策需求等方面的特点。研

究认为，中国中长期能源低碳转型应当立足国家能源资源禀赋条件和现有能源电力系统基础设施的

同时，着眼长远进行变革性、战略性技术储备。此外，还需加大对不同路径间具有耦合潜力的关键

技术，如碳捕集与利用技术、新能源制氢等的前瞻评估。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储能；CCUS；产业影响

中图分类号：F416.21；F4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1－0038－06

A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s medium and long-term energy and low-
carbon transition path

Jiang Dalin
（National Energy Group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Beijing 102211，China）

Abstract：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requires all contracting countries to formulate and submit a medium and long-
term low-carbon transition strategy for 2050 as early as possible.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internet of energy is consid⁃
ered to be a strategic way to realize energy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i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energy low-carbon
transition strategies in current researches, then proposed that China can achieve larg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goal in the en⁃
ergy system by applying renewable energy combined with storage technology, and applying coal-based energy combined with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an analysis framework combining the triangle with saf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and public recognition was constructe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 paths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maturity, industrial impact, cost-effectiveness, and policy require⁃
ments. It is believed that China's medium and long-term energy and low-carbon transition should be based on China's energy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existing energy and power system infrastructure, and focused on long-term transformational and strate⁃
gic technological reserves.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forward-looking assessment of key technologies with cou⁃
pling potential between different paths, such as carbon capture and utilization technology, and new energy hydrogen production.
Key words：energy internet；climate change；energy transition；energy storage；CCUS；industri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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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实现稳健而公正的能源转型，还

必须重视在未来 30～40年的时间尺度上，如何推

进煤炭能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稳步退出。煤炭

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呈现下降趋势，2019年中

国煤炭消费占比从 2016年的 62%下降到 58%，但

与世界平均水平（27.62%）及美国（14.86%）、德

国 （21.28%） 日本 （26.40%） 等发达国家相比，

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仍然占据着相当重要

的位置。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

煤炭消费碳排放量约为 74亿 t，约占全国总排放量

的 80.4%，中国碳减排仍面临众多的挑战，为了更

平稳的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协调可再生能源规模

化发展替代与煤基能源有序退出的节奏，寻求中

国未来低碳转型优化路径十分必要。本文针对可

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和化石能源低碳化转型这两

大类能源系统脱碳路径，在技术成熟度、产业影

响、成本效益、政策需求等方面进行综合对比分

析，旨在提出更加适合中国国情能情特点的能源

低碳转型路径。

1 文献综述

能源互联网是以清洁主导、电为中心、互联

互通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是清洁能源大规模开

发、大范围配置、高效利用的基础平台，实质就

是“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1-2]。多元

化、分布式作为能源互联网的主要特点，可以解

决可再生能源资源分布分散的问题，更好地将能

源需求侧与供给侧快速匹配起来。在气候变化的

压力下，各个国家纷纷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纳入

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德国、美国分别将着重发展

可再生能源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核能共

同构成的清洁能源体系作为自身能源转型的方向。

BP、IEA等能源机构报告均指出可再生能源在未来

能源使用中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可再生能源

存在发电不稳定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先进储能、

直流电网、能源转换、需求侧管理等能源互联网

发展关键技术来解决[3]，其中，储能技术在可再生

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

基础上，能源互联网作为分布式、多元能源在不

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互联互通的重要模式，储能

技术的有效利用不仅能够有利于解决可再生能源

的间歇性和波动性等问题，保障大规模可再生能

源更稳定地接入电网，而且有利于提高可再生能

源的消纳水平，进而推动能源转型。欧盟与日本

出台了诸多政策、法律鼓励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

面的储能发展。在需求侧的储能 （如电动汽车的

使用等）方面，德国自 2011年建立储能启动基金，

并相继推出家用光储补贴计划，自德国之后，瑞

典、法国等欧盟国家也纷纷出台用户侧储能激励

政策[4]。日本更是为装设锂电子电池的家庭和商户

提供 66%的费用补贴。在供给侧的储能方面，日

本将储能技术的开发作为实现日本下一步电力系

统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要求电网公司

在输电网上安装电池来稳定频率，储能产业是可

再生能源大规模商业化发展的前提。

除了加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化石能源的减

排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但仅靠提高化石能源的

效率不足以实现减排目标，二氧化碳捕集、利用

与 封 存 （Carbon Dioxide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 技术被认为是实现化石能源减排

的关键性技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评估报告指出，在不考虑 CCUS技术的情

况下，绝大多数气候情景都无法实现深度减排的

目标，大大降低了温升控制在 2℃以内的可能性，

而且减排成本比考虑 CCUS技术的情况下高出了

138%[5]。不同国家能源使用的特点决定了低碳转型

路径的多样化，在借鉴国外低碳转型路径的同时

需要考虑中国自身的特点。当前中国的能源结构

还是以煤炭为主，且煤电机组较发达国家设备新

且规模大，在储能技术短期无法迅速提升、高质

量发展的情况下，煤炭结合CCUS技术也符合中国

能源电力系统低碳化发展的阶段性需要。

鉴于此，需要对这两种不同的路径做进一步

的评估分析，本文构建了不同转型路径综合对比

分析框架，并将可再生能源结合储能技术、煤基

能源结合CCUS技术这两条路径放在构建的框架中

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中长期低碳路径的选择提

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2 不同转型路径综合对比的框架及方法

能源安全、能源经济性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被称为能源的“不可能三角”（energy trilemma），

即同时能够达到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能源价格低

廉以及清洁环保低碳目标的能源改革方案是不存

在的，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必然会以牺牲第三个

目标作为代价，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冲突不可避

免[6]。当前减排和能源价格低廉不可兼得的问题在

中国仍然存在，在既定的减排目标和能源“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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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三角”的分析框架下，能源改革方案的确定需

要在经济性、安全性及环境可持续性 3个方面进行

权衡取舍。在新技术进行推广过程中，往往面临

“邻避效应”的压力，公众的反对情绪会阻碍新技

术、新设施的发展，这与公众对技术的认知度密

不可分，评估低碳转型路径也需要考虑公众认可

度。基于此，本文初步构建了“安全-经济-可环境

持续”三角+公众认可度的分析框架（图1）。

图1 能源转型的“稳定三角”

国际能源署 （IEA） 将能源安全分为可靠性

（不间断性）、可获得性（可用性）、可承受性（竞

争性） 3个维度，其能源安全纳入了能源的经济

性。能源安全性本文采用更狭义的定义[7]将能源安

全和经济性区分开来，本文的能源安全指能源的

持续性供应能力。国内能源资源的禀赋条件、能

源的对外依存度等均可以反映能源在长期内持续

供给的能力；电力系统的稳定性等则可以反映短

期内能源的稳定持续供给能力。能源的经济性主

要指价格合理的能源供应，在评价能源改革方案

中还应考虑能源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即能源的经济性需要同时考虑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成本主要是由其技术的成熟度、产业基础及周期、

政策等方面决定的，一般可以用单位发电成本进

行衡量；收益主要是由于能源改革对社会经济发

展的其他方面，比如就业等产生的积极影响。环

境的可持续性主要指能源在使用过程中避免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8]。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气候变

化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从路径本身来看，温室

气体排放、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及其他环境问题

（如 CO2地质封存风险）等都需要在环境可持续性

框架下进行考虑；从技术角度来看，需要考虑技

术本身的特点 （如源头治理、末端治理等） 带来

其他能耗的增加及其他风险。

3 可再生能源结合储能的低碳发展路径评估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我国实现碳达峰

和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战略之一。为进一步控制碳

排放强度，各国在节能减排、绿色能源等方面相

继制定了能源战略和政策指引，中国作为全球可

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国，不断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能源结构的清洁低碳转

型。当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不断增加，根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中国可再

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758.6 GW，约占电力

总体装机的39.5%，其中全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210
GW，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204.3 GW。

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的扩张，可再生能

源消纳问题导致的弃风、弃光等资源浪费现象大

范围显现，储能系统的应用将为这一问题的有效

解决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储能技术主要分为物

理储能、电化学储能以及其他储能方式，截至

2019年年底，全球已经投运的储能项目累计规模

达到 184.6 GW，其中，中国已投运的储能项目累

计规模为 32.4 GW，约占全球装机总量的 17.6%。

在此基础上，中国电化学储能技术近年来不断提

高，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大幅提高，从 2015
年累计装机规模为 0.164 GW增加到了 2019年的

1.710 GW，约占全球装机总量的 18.0%。随着能源

低碳发展路径的进一步推进，储能技术作为促进

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关键技术，高安全、

高回报和易回收是该技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同时在技术、政策、市场、监管等方面有待进一

步完善。

3.1 安全性评估

中国水热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较为丰富，加上

具备较为充裕的锂矿等资源，在未来可再生能源

结合储能这一转型路径的模式下，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能够有效降低中国对于油气等化石能源的外

部依存度。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有利于

能源供应自给率的提升。

随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入，配电系统中

分布式电源的比例大幅增加，因而对维持电力系

统稳定性的要求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水热风

光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具有较强的数量不确定性

和时间波动性，其大规模接入电网对电力系统的

稳定性有较大的挑战，而提高电化学储能等储能

技术、实现电力调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既有利

于构建更为稳定高效的电力系统，也可为基于多

能互补和能源梯级利用的综合能源系统提供基础。

因此，通过储能技术的提升对发电端、用电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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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各部分进行合理调度，能够有力保障高

比例可再生能源下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3.2 经济性评估

可再生能源发电路径是多元的，导致其在经

济性层面存在结构性特征。一方面，对于应用已

经较为成熟的水力发电而言，其经济性足以应用

于日常生活及工业发电之中，且由于较为稳定持

续的发电特征，并不通过水电结合储能这一模式

削峰填谷，因此，对于水电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

而言，只要条件允许，有可能实现局部用电自给。

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大范围装机但尚未独立供电

的风电和光电而言，出于削峰填谷考虑，未来实

现独立并网或需借助于风光电结合储能这一模式，

但就发电端而言其经济性已经可以与火电相媲美，

未来的降成本重点在于储能环节。

就储能技术而言，抽水蓄能、铅蓄电池和磷

酸铁锂电池已经实现商业化，其中，根据BNEF报
告，锂电价格成本在不断下降，中国作为 2019年
锂离子电池组价格最低的国家，成本为 127美元/
kWh，并且预计在 2030年电池组平均价格能够进

一步降至61美元/kWh[9]；就结合可再生能源的储能

系统而言，在评估其经济性的过程中，成本方面

除了系统技术成本外，还需要考虑功率转换、土

地建设、运营维护以及回收等成本。根据BNEF发
布的储能系统成本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完成安

装的 4小时电站级储能系统的成本范围在 300～446
美元/kWh，户用储能系统成本则更高，2019年达

到 721美元/kWh[10]。现有的储能技术尚未达到能够

容纳超大规模能源储备的基础，并且储能产业发

展尚未成熟，产业集中度较低，未来随着大规模

储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随之而来的是规模性储

能成本的降低，可再生能源结合储能这一模式的

经济性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

3.3 环境可持续性评估

可再生能源具有环境保护的特性，相比于传

统的化石能源，其全生命周期内产生的CO2等温室

气体极少，能较好地降低碳排放、减缓全球变暖

的进程。但是，在可再生能源发电结合储能的模

式下，大规模储能还面临着较大的技术瓶颈，除

抽水蓄能等物理蓄能方式外，未来可以大规模应

用的储能技术仍将以电化学储能为主，由于其储

能原理多是基于电化学反应，现有的储能物质多

是化学产品，如全钒液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

储能系统具有电压高、容量大的特点，使得储能

产品在运输安全、用户操作、电磁安全等面临较

大的安全隐患。以锂电池为例，近年来电动汽车

用动力锂电池失火爆炸现象多有发生，工业界对

于锂电池热管理技术仍有一些不足。可再生能源

发电多呈现分布式发电特征，这对可再生能源发

电结合储能模式下的安全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

随着储能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储能系统将朝着低

污染多循环的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行业标准

严格把控也将大幅降低这方面的隐患。综合来看，

可再生能源结合储能的转型路径在环保性方面具

有绝对优势。

此外，从社会认可度方面来看，政策制定

者、产业界以及社会公众对于大规模发展可再生

能源的合理性有着较为广泛的认知共识，国家产

业政策也明确向可再生能源等低碳可持续能源显

著倾斜。

4 煤基能源结合CCUS技术的低碳发展路

径评估

中国作为富煤国家，能源结构长期以化石能

源为主体。在支撑经济发展、保障能源安全与应

对气候变化的多重目标下，碳捕集、利用及封存

（CCUS）技术是基于特定国情禀赋实现中国大规模

深度减排的必然选择[11]。截至 2019年年底，中国

共开展了 9个捕集示范项目、12个地质利用与封存

项目，其中包含 10个全流程示范项目，所有CCUS
项目的累计二氧化碳封存量约为200万 t[12]。

CCUS技术作为减缓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性方案，与煤电、煤化

工等固定排放源具有巨大的耦合潜力和应用空

间。目前二氧化碳捕集主要集中在煤化工行业，

其次为火电行业等。煤基能源体系为 CCUS技术

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无论从捕集份额、难度、

成本等各维度来看，煤基能源都是 CCUS技术最

主要的应用领域。CCUS技术通过实现煤炭的清

洁低碳利用，以达成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安

全性） 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环保性） 的双重目

标。但正如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所言，目前

CCUS技术的发展仍然受到经济成本 （经济性）

的制约。

4.1 安全性评估

CCUS为煤炭的清洁低碳化利用提供技术选

择。煤炭是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基础，将在

中国能源结构中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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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目前所占比重较小，难以在能源消费

增长的同时实现对煤炭的快速替代。中国庞大的

能源消费量和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决定了

社会难以承受短期内煤炭的大规模退出所带来的

冲击。CCUS技术能够支撑传统煤基能源产业继续

有效使用煤炭这一优势资源，并为可能成为沉没

成本的煤基能源生产、供应、转换利用全链条基

础设施投资提供低碳和环境友好的发展路径，避

免因减排而造成的化石能源资产“贬值”。

CCUS技术与煤基能源体系呈现出相互契合、

协同互补的耦合发展态势。一方面，CCUS技术的

应用，有利于中国煤基能源体系低碳可持续的合

理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中国重点建设的大型煤

炭能源基地大多位于西北部，煤炭开发利用向西

部集中的趋势明显。大型和集中化的煤炭能源基

地的西移有利于CCUS区域管网布局建设，有利于

CCUS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由于咸水层地质

构造、石油资源在中国西北部也分布广泛，CO2排
放源和封存地在地域上的重合为实现CCUS源汇匹

配、缩短输送距离，减少运输成本、全流程低成

本运行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煤化工是中国煤基能源体系的特色产业，煤

制油、煤制气等战略产业未来将成为减少油气对

外依存度，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重要方向之

一。煤化工行业尾气中CO2的浓度较高，对于实施

碳捕集而言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已经成为中国

发展CCUS技术的早期优先领域，低成本的碳源对

于推动CO2利用技术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具有显著的

提升作用。

4.2 经济性评估

过高的经济成本依然是制约中国CCUS产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在CCUS捕集、输送、利用与封存

环节中，捕集是能耗和成本最高的环节。根据能

源系统与CO2分离过程集成方式的不同，CO2捕集

技术可分为燃烧后捕集、燃烧前捕集和富氧燃烧

捕集。作为目前最成熟的捕集技术手段，第一代

燃烧后捕集技术的成本约为 300~450元/tCO2，能耗

约为 3.0 GJ/tCO2，发电效率损失 10~1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第一代燃烧前捕集技术的成本约为

250~430元/tCO2，能耗约为 2.2 GJ/tCO2，发电效率

损失 7~10个百分点。第一代富氧燃烧捕集技术的

成本约为 300~400元/tCO2，发电效率损失 8~12个
百分点。

除捕集环节外，运输及封存环节也会产生相

应的成本。CO2陆路车载运输和内陆船舶运输的成

本分别约为 1.10元/t · km和 0.30元/t · km。陆上咸

水层封存成本约为 60元/tCO2，海底咸水层封存成

本约为 300元/tCO2，枯竭油气田封存成本约为 50
元/tCO2。

根据相关测算结果[13]，中国当前的二氧化碳捕

集成本为 300~900元/tCO2，罐车运输成本约为 0.9~
1.4元/t · km。驱油封存技术因技术水平、油藏条

件、气源来源、源汇距离等不同，成本差异较大。

CO2-EOR可以提高石油采收率，有效补偿 CCUS
的成本，原油价格在 70美元/桶的水平，基本就可

以平衡 CCUS驱油封存成本。总体而言，现阶段

CCUS技术能耗与成本偏高，暂不具备较强的经济

性实现大规模推广应用。

4.3 环境可持续性评估

在强碳减排的政策环境下，CCUS技术作为大

幅减排CO2的唯一可选路线，为煤基能源体系避免

“碳锁定”制约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但是碳捕集

环节由于额外能耗有可能会增加导致大气污染的

污染物排放，吸附溶剂使用后的残留废物也有可

能造成二次污染；封存环节如果工艺选择或者封

存场地选址不当，可能发生二氧化碳的突发性或

缓慢性泄露，从而引发低下水污染、土壤酸化、

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CCUS技术本质上是化石能源在低碳转型压力

和约束下的被动选择和过渡性技术路径，作为一

种末端治理技术，是非化石能源无法短期大规模

替代的备选路线。从伦理层面来看，CCUS技术部

分依附于化石能源工业体系，也是工业文明思维

模式下必然产生的解决方案，由于会产生额外能

源资源消耗、降低能源电力系统效率并可能产生

附加环境安全风险，所以也是一项“两害相权取

其轻”的选择。由此，在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公

众认知和认可度方面，CCUS可能都不会被视为优

先发展的低碳技术路径。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 论

中国当前工业结构以煤基能源为主导，因而

实现煤基能源体系的碳减排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首

要切入点，但煤炭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也决定了未

来经济系统不能继续过度倚重于某个单一传统能

源发展。为实现碳排放和碳中和目标，可再生能

源的快速发展十分必要。但为了保证电力用户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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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性，因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技术等问题，煤

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未来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在精准匹配需求侧和供给侧

的同时，也需要煤电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不确

定性作出迅速的反应。可再生能源结合储能技

术路径与煤基能源结合 CCUS技术路径为相辅相

成的关系。

5.2 展 望

两种路径在技术发展的成熟度、成本、效益

及社会影响方面均有所差异。从安全性方面来看，

虽然煤炭资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储量均非常丰富，

但长期来看煤炭资源不可再生，而可再生能源发

电供应能力的稳定性较差，其分布式的特点更加

符合未来能源互联网的特点；从经济性方面来看，

当前煤炭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较低，但CCUS和
储能技术的成本相对来说较高，现阶段仍都不具

备较强的经济性；从环境可持续性来看，两条路

径均可实现低碳排放的目标，但储能产品在当前

技术水平下面临较大的安全隐患，而对于煤基能

源+CCUS路径来说，非源头治理的方式有可能会

带来额外的能耗和风险；从公众认知的角度看，

由于公众对可再生能源利用缺乏足够的认知，容

易造成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邻避效应。

由于不同路径的特点不同，其在不同时期的

地位会有所差别。在短期内，煤基能源+CCUS的
路径占据主导地位更加有利于中国能源结构从煤

炭能源为主平稳向可再生能源为主平稳过渡。未

来储能技术及CCUS技术成熟度和成本将是两种路

径是否可以大规模产业化的决定性因素。从气候

变化下的社会公平转型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视角来看，化石能源结合CCUS技术更是一种传统

工业文明范式下集中化、规模化的解决路径，可

再生能源结合储能技术则可以实现集中式与分布

式并举，有利于电力系统从刚性硬连接转向柔性

软连接，更加符合能源互联网思维中的去中心化、

多元化的解决路径。总体而言，中长期能源低碳

转型应立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条件和现有能源电

力系统基础设施的同时，着眼长远进行变革性、

战略性技术储备。此外，还需加大对不同路径间

具有耦合潜力的关键技术，如碳捕集与利用技术、

新能源制氢等开展前瞻评估。

本文仅对两条路径进行了定性研究分析，未

来研究需要通过细化评价指标以加大定量评估分

析，明确技术水平的优势劣势，以提高决策者和

公众的认知。同时，在面对中国快速脱碳的压力

下，两种技术如何进行协同布局，需要未来研究

在时间和空间、以及微观层面上对两种技术进行

更为细致的分析。未来中国如何协同有序地安排

各种技术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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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能源互联网对于调整我国能源结构、保障能

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动我国能源转型的

根本途径，但电力行业的低碳转型不是一朝一夕、

一蹴而就的事，不仅要正确认识转型过渡阶段化

石能源地位的变化，调和低碳转型中的诸多矛盾，

而且要系统把握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内涵。在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气候风险水平持续上升

的大背景下，电力供应安全和稳定受到严峻挑战，

亟需厘清气候变化对电力行业的潜在影响，将

“减缓”和“适应”两种措施纳入考量，探究电力

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框架。同时，鉴于气候

变化对我国粮食安全、水资源、环境、能源、经

济发展、社会安全等诸多领域构成的严峻挑战，

探究“水-土-粮-能”耦合系统气候变化减缓和适

应方案及策略，以提高我国资源综合管理能力

和协同管理水平，推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区域

战略和政策的完善及实施，是未来的一个重要

研究方向。

1 双碳目标约束下我国电力行业压力剧增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不

仅威胁着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也给各国经

济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与此同时，因疫情

影响而产生的行为和观念转变，为各国政府采取

更积极的行动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减少化石

燃料使用扫清了障碍，为全球能源产业的低碳转

型提供了新的契机。

2020年 9月 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75届

能源互联网背景下电力行业气候变化应对之策

武 传 宝
（山东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摘 要：阐述了能源互联网背景下电力行业低碳转型面临的困惑，明确了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从供给侧、电网设备和需求侧 3个层面分析了气候变化对电力行业的潜在影

响，重点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着重从政策体系构建、技术研发和电力系统脆弱性评价 3个方面提

出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框架，以期为电力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同时，鉴于气候变化对我国

粮食安全、水资源、环境、能源、经济发展、社会安全等诸多领域构成的严峻挑战，提出了“水-
土-粮-能”耦合系统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方案及策略研究这一重要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电力行业；气候变化；减缓；适应；“水-土-粮-能”耦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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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for climate change in the power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ergy internet
Wu Chuanb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590，China）

Abstract：The confusion faced by the power industry in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was explain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ergy internet，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the power industry’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was clarified，and the poten⁃
ti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power industry was analyzed from the supply side，power grid equipment and demand
side. Focusing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power sector，a strategic
framework was put forward for the power industry to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from three aspects：policy syste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ower system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t the same time， in view of the severe
challenges that climate change poses to China’s food security，water resources，environment，energ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of study on the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chemes and
strategies for "water-land-food-energy" coupled system.
Key words：energy internet；power industry；climate change；mitigation；adaptation；“water-land-food-energy”coupl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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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中

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

策和措施，CO2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习主席的庄严承诺

在引领中国和全球加速能源转型、实现气候目标

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以此为背景，2020年 10
月 28日，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表

示，为实现我国日前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两个阶

段性目标，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控制化石能

源消费，特别是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包括合理控

制煤电发展规模。同时，将以更大力度推动非化

石能源发展，特别是加大力度发展可再生能源，

构建能够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工业。在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大背景

下，这对我国的能源电力行业提出了更高标准和

更高要求。

2 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任重道远

针对能源电力行业面临日益趋紧的化石能源

资源和气候环境约束，早在 2015年 9月 26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了题为《谋

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倡

议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

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能源互联网将互联网思维及技术与智慧能源

系统有机融合，是清洁主导、电为中心、互联互

通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实质就是“智能电网+特
高压电网+清洁能源”[1]。众所周知，以太阳能、

风能、水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

上通常存在天然不均衡性、随机性、波动性。能

源互联网可以将其转化为电能，并依托互联电力

系统实现大范围配置。不仅如此，作为清洁能源

大规模开发、高效利用的基础平台，能源互联网

将有助于我国从根本上扭转化石能源增长势头，

对于调整我国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也是推动我国能源转型的根本途径[2]。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清洁低碳、绿色转型

引领我国电力行业发展，根据电力结构调整步伐

加快，电源结构不断优化。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8年，尽管火电装机

从 100 554万 kW增加到 114 367万 kW，但其在总

装机容量中的比重却从 65.9%下降到 60.2%；以水

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为代表的清洁能

源装机从 51 973万 kW增加到 75 600万 kW，上升

趋势明显，发展潜力较大。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化石能源发电在

我国的电力供应体系中占比逐年降低，可再生能

源装机占比不断提高，但现在谈论“化石能源退

出历史舞台，清洁能源成为主导”还为时尚早。

以 2019年为例，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数

据，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为 201 066万 kW。其中，

火电装机占 59.2%，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

电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分别为 17.7%、 2.4%、

10.4%、10.2%。火电仍然占据我国电力装机的半

壁江山。

“十四五”是我国能源转型的关键期和窗口

期，加快建设我国能源互联网刻不容缓。当前，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对能

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过去单纯强调

能源的增长速度转向注重提高效率、节能减排、

绿色低碳等。电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温度

计，其低碳转型备受期待和关注，但又不得不面

对我国电力装机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居高不下的

尴尬现实。尽管化石能源为主的发展方式难以为

继，但电力行业的低碳转型不是一朝一夕、一蹴

而就的事，不仅要正确认识转型过渡阶段化石能

源地位的变化，调和低碳转型中的诸多矛盾，而

且要系统把握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内涵：转型不是

在供给侧将化石能源简单替换为可再生能源，而

是生产、消费、运输以及生产模式、消费方式的

系统转型。当前气候变化形势严峻，在碳达峰与

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任重道远。

3 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要注意的问题

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不仅有渐进、缓慢的气

候演化 （温度与年降水量的变化、季节性降雨模

式的变化等），更有灾难性极端事件发生频率的增

高和灾害损失的增大。

3.1 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之一

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的《中国气候

变化蓝皮书（2019）》 [3]指出，1901—2018年我国

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近 20年是 20世
纪初以来的最暖时期。1961—2018年，我国各区

域年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异明显；

平均年降水量呈微弱的增加趋势，年代际变化特

征明显，降水变化趋势区域差异明显；平均年降

水日数呈显著减少趋势，而年累计暴雨站日数增

武传宝：能源互联网背景下电力行业气候变化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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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平均风速和日照时数呈下降趋势，≥10℃的年

活动积温呈显著增加趋势；平均相对湿度和总云

量均高于常年值，平均风速较常年值偏小；极端

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极端低温事件显著减少，

极端高温事件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明显增

多；北方地区沙尘日数呈显著减少趋势；松花江、

长江、珠江、东南诸河和西北内陆河流域地表水

资源量总体表现为增加趋势，辽河、海河、黄河、

淮河和西南诸河流域则表现为减少趋势。1980—
2017年，我国沿海海平面呈波动上升趋势，上升

速率为3.3 mm/a。
上述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表

明，气候系统变暖趋势进一步持续，我国极端天

气事件趋多趋强，气候风险水平呈上升趋势，这

给电力供应安全和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是电

力决策部门的重要考量，严重影响着电力行业的

健康、有序发展。

3.2 厘清气候变化对电力行业的潜在影响

当前各界对“十四五”时期电力行业发展争

议较大，尤其是伴随着碳排放目标的更新，电力

规划更加重视新能源发展。然而，随着风电、光

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电网规模不断

扩大，覆盖越来越多拥有复杂气象因素的区域，

导致电力系统对气象因素的变化越来越敏感[4]。气

候变化对电力生产、传输、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影

响正受到电力企业的高度关注。

3.2.1 供给侧

气候变化对电力行业供给侧的影响是业界关

注的焦点。本文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对燃煤发电、

燃气发电、核电、生物质发电、水力发电、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主要发电技术的潜在影响[5-7]。
1） 燃煤发电、燃气发电和核电。气温上升、

水温上升会导致设备效率及有效发电容量降低，

而后者还会增加机组超过热排放限制的风险；可

利用水资源量减少不仅会降低机组的有效发电容

量，而且会影响煤炭、天然气和核燃料供应链；

洪水强度及频率增加会增大内陆设备物理性损毁

和毁坏风险。

2）生物质发电。气候变化会延长作物的生长

期，进一步增加作物的灌溉需求和极端高温事件

导致的风险损失；洪水强度和频率增加则会导致

作物减产，影响发电原料供应。

3）水力发电。高温、降水、大风等会影响水

电站的工程建设和发电运营；降水和积雪的变化

会降低机组的有效发电容量并影响机组的运行状

态；洪水强度和频率增加则会增大发电设备的物

理性损毁风险。

4）风电。风场类型变化会进一步增加风能资

源潜力的不确定性；台风、雷电及盐雾等则会显

著降低风电机组的机械性能和运行稳定性。

5）太阳能发电。气温上升会严重影响太阳能

电池的电性能，进而影响光伏发电功率；云量、

日照时间、相对湿度、能见度等的变化则会影响

光伏电站出力。

3.2.2 电网设备

电网设备完备与否事关气候变化条件下电力

供应的安全和稳定。气候变化对电网设备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

1）供电损耗增加。传输损耗及配电系统（初

次配电线路、配电变压器和二次配电线路） 损耗

是电力系统损耗的重要部分，约占总电量的 13%。

据统计和测算，气温每增加 2℃，线路和变压器的

电量损失约增加0.8%。

2）设备老化及物理损坏风险增加。变压器是

输电线路网络中的关键设备。温度的升高可能会

导致变压器的温度超过额定温度，加速变压器的

老化。此外，输电线路大多暴露在大气环境中，

易受极端气象事件如雷电、台风、覆冰、舞动、

暴雨、污闪、山火等的影响，增加了线路的物理

性损坏风险。

3.2.3 需求侧

气候变化对电力行业需求侧的影响通常表现

为气象因素对电力负荷的影响，主要是指对温度

和降雨有明显反应的电力负荷，如采暖和降温负

荷、灌溉和排渍负荷等。此外，随着极端高温事

件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舒适度要求的提高，电力负

荷峰值不断攀升，且通常具有季节变化特征。这

也是我国部分地区夏天频繁停电的主要原因之一。

4 减缓和适应措施要“双管齐下”

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统筹考虑“减

缓”和“适应”两种方式。其中，“减缓”是指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进而降低气候变化的速率和范

围。对于“适应”，IPCC将其定义为自然或人类系

统为应对现实的或预期的气候刺激或其影响而在

生态、社会或经济体系等方面所作出的调整。电

力行业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能够降低电力行业对

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从而最终降低由气候变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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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脆弱性。

我国现阶段针对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开展

的研究[8-12]、颁布的政策 （如煤电落后产能淘汰、

火电机组“上大压小”、电能替代）、出台的规划

（如《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

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推广的技术

（如火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碳捕集与利用）、制定

的法律法规 （如 《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

法》、《电力监管条例》） 等更多地侧重于节能减

排以减少电力行业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气候

变化的趋势。

“减缓”是一项相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

“适应”则更为现实、紧迫。相对于减排，电力行

业更迫切地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

策略框架。因此，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电力

行业不仅要继续探索节能减碳的技术进步路径，

而且要注重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并完善适应气候

变化的研究工作。

4.1 政策体系构建

4.1.1 强调思路转变

长期以来，以风电、太阳能发电等为代表的

新能源发电技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青睐。高额的

新能源发电补贴吸引了大量投资，但带来的减排

效果却远远不及预期。此外，尽管火电机组节能

改造、能效提升工程以及电力行业碳捕集与利用

示范工程等持续推进，但减排效果不太理想。在

气候变化的后果越来越明显、呈现速度越来越快

的背景下，电力决策部门应转变工作思路，从目

前强调并鼓励新能源发展、注重气候变化减缓技

术的政策体系转变为减缓和适应技术并重的政策

体系。

4.1.2 注重顶层设计

政策制定者要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并将极端天气对输配电设备及系统稳定性和安全

性的影响、气温异常情况下电力需求的波动以及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预测误差长尾等问题纳入能

源投资和布局、发电技术选择与政策框架设计中。

例如，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时应综合考虑旱季可利

用水资源量、潜在极端天气发生概率等；在权衡

大电网和分布式模式时，应将气候变化条件下发

电和输配电系统的稳定和安全纳入决策。此外，

应针对地下输电、分布式应急供电体系等提升电

网应急能力的相关技术开展成本降低策略研究并

设计补贴方案。

4.2 技术研发

政策制定者应当重视并加大电力系统适应气

候变化的研究和技术研发投入。例如，为充分应

对旱季水冷问题，除提高冷却设备效率、改进建

筑围护结构外，发电站应考虑冷却水回收利用设

计；沿海地区的电力系统在设计时应考虑极端天

气事件 （如飓风、洪水等） 的发生概率，可采用

分布式供电以便于维护、重新设计或替换。

此外，电力部门一方面应注重同其他部门开

展协作，实现气候变化 （温度、降水及极端天候

事件等） 与终端用电量及负荷、配电网损耗及发

电厂冷却水使用量等数据的信息共享，另一方面

要加强系统研发力度，通过数据的实时调用，实

现电力系统对气象参数变化的实时响应。

4.3 电力系统脆弱性评价

为降低未来气候变化条件下电力系统的风险，

分析电力系统的脆弱性并进一步提升其适应能力

是实现电力行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步。同时，

应该注意到，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气候变

化趋势 （气温上升、城市热岛效应增强、降水减

少、雾霾日数增加等） 不尽相同。因此，开展电

力系统脆弱性评价工作，应充分把握各区域气候

变化特点，明确不同区域电力供需的薄弱环节，

并考虑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功能定位、管理水

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此外，电力部门应注重开展电力系统脆弱性

指标体系的构建工作 （明确突出和系统性指标）

以加强电力基础设施的脆弱性评价，同时设置相

应资金，提高电力系统处理紧急、波动和突发事

件的能力以及电力基础设施的恢复能力。

5 结论及展望

5.1 结 论

电力行业是国家的民生行业，事关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在新冠肺炎疫情阴霾未散、碳减排

压力重重之际，能源互联网为电力行业低碳转型

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电力行

业的低碳转型是生产、消费、运输以及生产模式、

消费方式的系统转型，易受到气象因素及极端

天气事件的扰动，严重威胁着电力供应的安全

和稳定。

本文首先从供给侧、电网设备和需求侧 3个层

面分析了气候变化对电力行业的潜在影响，其次，

武传宝：能源互联网背景下电力行业气候变化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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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了我国现阶段为降低电力行业温室气体排放

而采取的“减缓”措施，最后，重点考虑气候变

化适应性，着重从政策体系构建、技术研发和电

力系统脆弱性评价 3个方面探究了电力行业应对

气候变化的策略框架，以期为电力部门提供决策

参考。

5.2 展 望

值得注意的是，电力行业不是气候变化的唯

一“受害者”。大部分电力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水

（冷水），而未来反常气候频发容易造成能源资源

生产和供给能力下降，如干旱频发导致水电发电

能力下降、水资源稀缺导致火电紧张，反过来又

会影响电力生产和供应。这不仅会让能源行业面

临更高的事故风险，还会造成能源系统、水资源

系统和全社会能源、水资源消费之间的混乱。

以此为背景，水资源、能源又跟土地和粮食

两种要素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关联互动：水资源

开发利用的各环节如取用、输送、处理、再生回

用等均需能源作为支撑；土地是人类经济社会活

动的基础和场所，而水资源和能源是土地开发利

用的基本保障；粮食产量主要取决于耕地面积，

而粮食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等的过度使用会引

发土壤污染进而导致土壤质量退化，但其可以为

能源生产提供生物质原料；能源的开采、加工、

转换等离不开水资源的清洗、冷却和传导作用。

四种关键要素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支撑，但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可

持续发展的一大掣肘。以我国为例，2018年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919 281.1亿元，比2017年增长6.6%。

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年总用水量达 6 015.5亿m3，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达 64.3万 hm2，粮食种植面

积为 11 703.82万 hm2，粮食产量为 65 789.22万 t，
能源消费总量达 46.4亿 tce。资源的大量消耗及无

序、过度开发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温室气体

排放和生态破坏问题，加剧了经济发展与人口、

资源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危及人类生存和发

展。

由此可见，气候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粮

食安全、水资源、环境、能源、经济发展、社会

安全等诸多领域构成严峻挑战，气候风险水平极

高。因此，考虑气候变化条件下水资源、土地、

粮食、能源的互动关系，开展多要素耦合协调度

及影响因素分析，开发针对多尺度“水-土-粮-
能”耦合系统的决策支持工具，探究耦合系统气

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方案及策略，不仅有利于提高

我国资源综合管理能力和协同管理水平，促进经

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而且对于推动我国

应对气候变化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完善及实施，进

而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我国的智慧和力量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未来的一个

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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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能源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能源安全在国家发展计划

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当前，我国已走入能源

转型的“十字路口”，未来十年是经济发展重要的

十年，是顺利实现“两个百年”计划和“工业现

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重要阶段[1]。同时，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变

化，实行低碳经济政策与方针、以互联网与智能

化技术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全球产业变革越演越烈，

能源与互联网的相互作用，低碳与智能化技术的

相互发展，在能源生产、运输、储存、利用等各

个环节深度融合。当前甚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

内，煤炭仍然是我国的主导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技术（如煤基多联产能源系统技术、CCUS 等）成

为我国重点关注的技术领域[2]。随着经济全球化和

全球产业变革及低碳政策的影响，煤炭企业利用

互联网技术建设一系列能源监控网络管理系统、

能源数字化开采等，深化煤炭开采与利用技术，

促进煤炭低碳发展。而“低碳化”进程中所涉及

到的技术革新、产业变革、设备创新、材料变化、

网络介入是否会对事故安全应急救援造成影响，

煤炭能源低碳化对应急救援管理的影响分析

张景钢 1，项小娟 1，2

（1．华北科技学院 安全工程学院，北京 101601；2.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能源与矿业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为了探讨我国能源转型过程中煤炭能源低碳化发展对国家与企业应急救援管理能力的影

响，根据我国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报告中指出的“要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

设，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政策指引、“低碳经济”的发展情况，通过

探究煤炭能源当前利用形势、我国能源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低碳化引起的技术革新和危险因素

变化，明确我国应急管理能力受煤炭能源形势变化的影响，提出了传统能源应急控制应转向新型能

源应急控制、提升天然气应急管理能力、提高污染物处理能力、加强应急管理系统智能化建设、提

升新技术引发危险因素应急救援方案和演练能力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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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low-carbon coal energy on emergency rescue management
Zhang Jinggang 1，Xiang Xiaojuan 1，2

（1. School of Safety Engineering，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101601，China；2. School of Energy and Min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coal energy on the emergency rescue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the country and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energy transition，According to policy guidelines of the
government report in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effective
investment，focus on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two new and one major”，comprehensively promote“Internet +”，and cre⁃
ate“new advantages of digital economy”，and the development of“low carbon economy”. Through exploring the current utili⁃
zation situation of coal energy，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s energy transition， and the change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isk factors caused by low-carbonization，it is clear that China’s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
ties are affected by changes in the coal energy situ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raditional energy emergency control should shift
to new energy emergency control，improve natural gas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improve pollutant handling capabili⁃
ties，strengthen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s，and improve emergency rescue plans and drill
capabilities for dangerous factors caused by new technologies.
Key words：low-carbon；emergency management；Internet+；coal energy；ha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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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后对煤炭等能源企业事故控制、安全管理等

方面的挑战。

1 当前煤炭能源利用形势分析

纵观世界能源史的变化，世界使用能源经历

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 19世纪初，生物质能

转型为煤炭；第二次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石油

替代煤炭、核能等新能源应用增加[1]。如今，第三

次能源转型变革正在发生，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

能源的程度越来越深（图1）。

图1 世界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历史及趋势

根据世界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历史及趋势，煤

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使用高峰期已过，正在逐

步被蓬勃发展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新

能源替代。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化石能

源的主要地位和作用不会改变，非水能等可再生

能源的产业发展还需一段很长的时间[3]。但煤炭等

高碳能源在使用时释放大量二氧化碳所引发全球

变暖等灾害性变化已是世界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

的阻碍，发展以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

的低碳经济是应对该项挑战、推动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必然选择[4-5]。
世界很多国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纷纷展开

了相应的新型能源政策：美国的页岩气等可再生

能源技术，日本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战略、增加

天然气使用的占比，英国的 《可再生能源路线

图》，选择关闭煤矿发展多元化新型能源战略等[6]。
在我国可燃冰开采技术有了重大提升，风能、光

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率逐步提高，CCUS技术应用

逐步成熟。

2 煤炭能源转型过程中的问题

新型能源产业完全规模化、完全替代传统高

碳能源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转型的过程中，

暴露出来的先进与落后技术间的衔接问题也是应

急管理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我国煤炭赋存条件对能源转型造成阻碍。

我国的化石能源是典型的富煤、缺油、少气的赋

存条件，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也

意味着能源转型路线选择有限、发展受制。高硫、

高灰煤比例占比大，处理技术困难，在处理过程

中易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在采煤、

分选、加工、利用等全过程中都存在直接或间接

的碳、硫排放和烟尘污染[7-8]。要实施低碳化政策，

需要思考如何从排放源头中处理这类污染排放。

2）我国煤炭行业平均耗能利用率低于全国平

均耗能利用率[9]。煤炭生产占我国一次能源生产的

70%以上，而该行业的能源利用率却普遍低于全国

行业平均耗能利用率。这源于开采技术过程中耗

能浪费、煤炭处理加工过程资源浪费、煤炭开采

附属能源资源利用不足、污染物处理耗能较大。

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问题主要

出现在如何减少耗能和利用地热等附属能源上。

3） 高速发展的社会需要足够的能源支持。

为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当前煤炭传统能源需求

依旧很大。随着新能源的发展，在新能源与旧能

源的过渡中，企业如何调配内部、外部资源用以

生产和开发利用、如何调配安全资源倾斜和应急

能力的提高？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所引起的危

险源变化需要企业随时对自身应急管理能力做出

调整。

4）瓦斯排放、矸石等污染物的处理技术越发

重要。2009 年我国煤矿释放的瓦斯总量超过 150
亿 m3，约 2/3的瓦斯直接排入大气，瓦斯气体造

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1倍，在浪费大量宝

贵能源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大气污染[7]。低

碳化进程中必然需要加快煤层气的开发、矸石利

用等技术，这类新技术新设备也会引发新的安全

隐患。

4）转型过程中技术壁垒的突破依旧关键。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报告中指出要扩大有效投

资，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全面推进“互

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为我国推进电力

化、能源低碳化、基础设备数字化做出了重大的

引领作用。但关键是突破促进该发展的技术壁垒，

使能源发展与互联网的联系更加紧密，使煤炭开

采过程更加安全。通过推进井下数字无人化开采

技术，可减少井下人员危险可能性，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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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证井下设备在无人控制下顺利工作、安全

开采也是应急管理的一部分。

3 低碳化引发的技术革新和危险隐患变化

由能源利用低碳化的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问

题入手，为建设“低碳经济”，减少污染、提高资

源利用率，将会引发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和危险源

重要性变化。

1） 煤炭等高碳化石能源能耗利用率不够高、

资源更容易被浪费、工业水平有待提高，在不进

行煤炭能源创新利用的前提下，难以继续走低碳

之路。首先涉及的是瓦斯气体的排放和污染，为

限制这类污染，煤层气开发利用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我国的《煤层气开发利用“十二五”发展规

划》就对此做出了重大规划。我国煤层气开采主

要由勘探和增产两方面内容，煤层气勘探技术主

要是地球化学法则、地质分析和选区综合技术、

地球物理法则和地面钻探法则[10]。这些勘探技术相

对成熟，但依旧勘探难度大、受地质条件约束。

煤层气开采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勘探过程，否则

会因勘探失误而导致煤层气开采失败、产能预估

失败、杂质聚集、有毒有害物质富集甚至爆炸、

坍塌等事故[11]。煤层气地上钻井经济型增产技艺常

利用水力压裂法对煤层气开采进行增产，这类技

术尚有较大弊端、无法监控开采情况、无法精准

控制增产开采强度，使用不当易造成水资源浪费、

裂隙扩大失控、带有化学物质的水大量渗入地下

造成水资源污染、煤层破裂等情况。

露天堆积的矸石易因自燃和雨水冲刷造成大

气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等，对此采用的矸石回填技

术和流化床燃烧技术矸石发电也面临相应的危险

隐患。尤其是矸石发电技术，需要面对这类发电

过程中可能因粉尘、气体等引发的燃烧爆炸和其

他危险源导致的伤害。

2）天然气是低碳化的重要阶段。在能源需求

不断提高的形势下，从“固态能源”“液态能源”

转向“气态能源”，是现在乃至未来发展的必然选

择。经过计算产生相同单位热量，天然气排放的

二氧化碳为石油产品的 67 %，煤的 44 % ；与煤

排放的污染物比，灰分为 1∶148，二氧化硫 1∶
2 700，氮氧化物为 1∶29[3]。而且天然气资源储量

丰富，根据《2020—2026年中国天然气行业运营

模式分析及未来前景规划报告》 披露的数据，

2002—2018年 20年内天然气储量走势基本呈上升

趋势[11]，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2002—2018年全球天然气储量走势

根据 《BP 世界能源展望 2019》 报告显示，

2018年年底常规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 196.9万亿

m3，比 2017 年年底 196.1 万亿 m3 增加了 4.1%，

2018年年底全球天然气储采比为 50.9年。天然气

剩余储量，中国占第七位（表 1），而非常规天然

气储量依旧十分丰富，随着技术的革新，页岩

气、可燃冰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技术难题会被

一个个攻破，在开采、储存、加工、利用这类非

常规气体所要面对的危险隐患也是应急管理的重

要内容。

同时，我国具备引进国外天然气的有利条件。

国内而言，国家高度重视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十

四五”计划推动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建立了一系

列的天然气基础设施。纵观世界，天然气利用正

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变，如中国、印度、

南美洲和非洲等，天然气管网建设速度飞快，

LNG 和海运的技术及输送体系加速了天然气能源

的全球化。

表1 2018年天然气剩余储量储量主要国家排名

3） CCUS技术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技

术之一。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Carbon Cap⁃

张景钢等：煤炭能源低碳化对应急救援管理的影响分析

排序

1
2
3
4
5
6
7

世界总量

国家

俄罗斯

伊朗

卡塔尔

土库曼斯坦

美国

委内瑞拉

中国

剩余储量/万亿m3

38.9
3.19
24.7
19.5
11.9
6.3
6.1
196.9

占全球份

额/%
19.8
16.2
12.5
9.9
6.0
3.2
3.1
100

储采比/a
58.2
133.3
140.7
316.8
14.3
190.7
37.6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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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 是一种把生产

过程中原本废弃排空的 CO2 进行提纯，作为原料

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加以循环再利用[13-16]。
CCUS是 CC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碳捕获

与封存） 技术的又一革新，将收集到的二氧化碳

重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循环利用而非原本简单

地封存，这一技术将二氧化碳资源化，产生经济

效益、减少温室效应，可将资源化的二氧化碳利

用技术合成高纯一氧化碳、可降解塑料等。该项

技术十分环保，其制造的材料可在很多领域代替

原本不环保、高污染的材料[15]。但该项技术仍在发

展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危险隐患未有前例遵循，

除了要对二氧化碳进行应急管理，对二氧化碳捕

获过程、捕获成果和封存、利用结果同样要做出

仔细的应急准备。

4） 对光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研究的偏

向，影响应急救援方向。风能、光能使用过程中

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在广泛使用该类能源的地方，

需要做好停电及停电影响的应急准备；核能发电

技术成熟，但这类事故发生概率小但事故后果影

响严重，对于应急管理同样是一个极大挑战。

4 应急管理能力受煤炭能源形势变化的影响

4.1 传统能源应急控制转向新型能源应急控制

煤炭等传统高碳能源涉及到井下开采、运输、

加工、储存和运输等多方面的危险因素，在井下

根据地质条件情况需要分别对冒顶片帮、透水、

瓦斯突出、冲击地压、火灾爆炸、瓦斯中毒等多

类危险事故进行事前预防、事中管理、事后处理

等多项应急处理，做好防火防爆、通风排气、紧

急疏散等要求。对于风能、光能等新能源，应急

管理的重点偏向又有所不同。

1）风力发电的危害主要涉及到地质条件的破

坏、环境的改变、辐射的影响及发电机组的事故

危险。面对因建设风力发电设备而造成的水土流

失、地质条件破坏等，应对该类后果进行固沙、

固水等处理，同时要对周围受此影响的人、物、

环境做出及时的应急处理，并对因此而可能造成

的事故做出预案准备，尤其要应对由于风力能量

的消耗所引发的周围山谷、海面的气候变化有所

预测和准备。风力发电设备具有高、大、重等特

点，针对风力组件要做好物体打击、高处坠落、

触电、机械伤害、机组着火等事故应急管理。风

力发电会产生许多电磁辐射，会造成电磁干扰和

损害人体健康，理应对辐射伤害进行严格管理做

好防护措施。

2）核能发电的技术越发成熟，但对这类事故

后果严重的能源，需要有极其严格的安全管理、

完善的事故控制手段和应急疏散能力。不仅要在

日常对各类物体打击等基础伤害进行管理，更要

对设备设施检查、物料控制、人员安全管理、防

爆防泄漏手段等各类活动进行严格监控，还要做

好人员疏散、污染物控制等应急管理准备。

4.2 需提升天然气应急管理能力

该天然气是狭义的从能量角度解释的定义，

意为蕴藏于地下的烃类和非烃类气体，是一种清

洁能源，不属于新型能源，能够减少煤和石油的

利用量，改善环境。随着常规天然气的利用和非

常规天然气的开采技术发展，天然气在世界能源

使用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对世界能源安全造成的

影响越来越大、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在天然气的

开采、储存、加工、搬运、利用的过程中同样会

涉及到许多危险有害因素，其有易燃、易爆、易

扩散的性质表明天然气的利用过程中必须加强对

天然气产生火灾爆炸事故、中毒事故的应急管理

能力。

对于管道内天然气的电加热保温带的温度控

制需要十分严格，以免因为天然气的热膨胀性使

管道承压过大引发管道爆炸。对于天然气管道铺

设道路的安全控制和防爆控制能力需要严格管理，

并做好相应的疏散、减灾等事故应急处理能力。

随着天然气使用程度和影响范围的加深和扩大，

完善天然气各处理环节的系统关系和提高其事故

应急管理能力十分必要。

4.3 煤炭污染物处理能力升级

随着煤炭清洁化发展进一步加深，对于煤炭

污染物处理的技术也在逐步发展，同时为加大煤

炭资源的利用程度、减少能耗，相应的新技术应

运而生，为更好地适应新技术的使用与发展和增

大产能提高效率的要求，安全效益也需要随之提

升，针对升级的污染物处理技术和设备需要作出

相应的应急管理规划。为增大煤层气的产能，煤

层气地上钻井经济型增产技艺中的水力压裂法使

用过程中化学物质污染、水资源污染等均需做好

防护准备和提高事故处理能力。

4.4 加强应急管理系统的建设

能源开发、利用和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是

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在能源的开采、储存、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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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运输、使用等环节，均需考虑到整体与部分

间的关系。当前我国能源管理现状的问题体现在：

能源计量不足，应急管理环节孤立；生产流程线

过长，标准化管理尚不完善，缺乏有一定技能水

平的管理与分析人员；大系统与各小系统之间的

联系有待加强[8]。为更好地实现能源转型和低碳经

济的建设，需要加强应急管理系统的建设、互联

网技术和智能化开采技术的发展、数字监控与维

护系统的建设，使信息采集、能耗与开采监控、

优化配给、能耗预警、设备设施危险状态预警、

人员事故风险反馈和系统反馈等形成有效的整体，

事故预防、事中管理、事后控制环环相扣，顺利

度过能源转型的过渡期。

4.5 加快新型能源等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随着新技术的产生，新设备、新厂房的建设，

企业要制定详细的应急管理措施，对新技术使用

期间可能遇到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系统安全评价，

制定相应的防护措施和安全管理规章以外，还需

要编制相应的事故应急预案，尤其企业员工原来

没有接触过的新危险源、新事故类型，要进行培

训。编制的应急预案需要按规定组织员工进行演

练，使员工明确事故发生时应该如何逃生，使事

故发生场地的相应工作人员明白如何控制事故后

果，以减轻和控制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 结 语

随着能源经济的转型，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社

会和发展低碳经济，煤炭能源技术改进和新能源

的开发势头已锐不可当。构建能源“互联网+”，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推进我国能源低碳化和应

急管理系统智能化建设，将为我国能源安全与未

来发展作出巨大贡献。随着CCUS技术的发展、天

然气的利用、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风电及核能

等新能源的利用发展，国家及行业的应急管理能

力也需要随之提升，以便更好地面对能源转型过

程中技术革新和危险隐患变化所带来的危险。将

传统能源应急控制转向新型能源应急控制、提升

天然气应急管理能力、加强处理煤炭污染物能力、

加强应急管理系统的建设、加快新型能源和新技

术、新设备、新厂房使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与演

练，构建应急管理系统智能化和数字化建设，促

进煤炭开采利用储存过程中危险因素的监管与控

制，可更加顺利地渡过能源转型过程中遇到的事故

处理问题和提高安全经济效益、促进企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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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是我国最主要的一次能源，占我国一次

能源消费总量的 70%以上，煤炭资源开采时间长，

开采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多，制定煤炭开采项目最

优投资决策规则时，投资者需要根据各阶段资源

价格、资源赋存及各种相关机制等因素，做出加

速 （或延迟） 投资、扩大 （或减少） 生产量、暂

停开采或者放弃开采等决策，以实现项目整个开

发过程的价值最大化，煤炭价格在决策过程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煤炭价格通常高度波动[1-2]，
煤炭现货价格指数 （CCPI） 数据显示，2009年、

2010年我国煤炭价格大涨，2011年年底煤价创下

历史纪录，2012年价格开始连年下行，进入 2016
年以后，受益于国家供给侧改革去产能、限产等

政策，动力煤开始触底反弹，2017年、2018年煤

炭价格有所回升，但 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煤炭价格跟着下跌，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煤

炭价格持续下跌。煤炭价格的波动受煤炭产量、

运输成本、国家政策、替代能源价格、国际经济

形势等多种因素影响，如何描述包括煤炭价格一

直是资源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1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研究中常用随机模型来描述能源价格变动。

第一种是几何布朗运动模型（GBM），Brennan等[3]

运用GBM模型描述石油价格波动；王喜莲等[4]建立

并求解煤炭GBM模型，用递推法对陕西未来十年

煤炭价格进行预测；邹绍辉[5]证明几何布朗运动在

正常情况下可较好拟合我国煤炭价格变动，当存

在突发事件时，需改用风险中性跳跃－扩散模型

才能较好地拟合我国煤炭价格的变动过程。

第二种是均值回归MR（mean-reverting）模型，

Schwartz[6]提到经济逻辑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应该倾向

于长期运行，由新产品的边际成本和替代品价格决

定，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石油、煤炭等能源价格的

基于机制转换模型的煤炭价格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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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波动可以化为几何布朗运动，但长期来看，能

源价格的变动应遵循Ornstein-Uhlenbeck过程，该

过程也称均值回归过程。Pindyck[7]通过建立了能源

价格长期波动性 O-U测量模型，对煤炭、石油、

天然气价格进行了预测。Chen等[8]用O-U模型对天

然气价格进行了预测。王锋等[9]利用O-U模型预测

了中国煤炭价格长期趋势。

第三种是带“跳”（Jump）的随机模型，由于

诸如战争、自然灾害以及金融危机等一些离散形

式的突发事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Merton[10]指出应

将泊松过程 （通常所说的“跳”模型） 引入能源

价格模型，才能很好地解释能源价格活动，虽然

对“跳”事件发生的时间无法进行准确预测，但

可以通过历史数据推算出泊松过程的频率，从而

对能源价格波动幅度进行合理估计，将“跳”效

应引进石油价格模型的有Dias等[11]，Larsson 等[12]。
第四种是ARCH/GARCH类（自回归条件异方

差/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 模型，Morana[13]利用

油价波动的 GARCH特性预测了短期石油价格；

Byun等[14]运用GARCH模型预测了能源期货市场的

波动性；张艳芹等[15]用 GARCHA模型实证分析了

我国煤炭价格波动；张言方[16]分别利用 GARCH、
TARCH和 EGARCH模型度量了煤炭价格不确定

性。ARCH模型必须取很大值，这意味着参数的数

量较大，估计较困难，而且模型所有系数要求也

有问题。GARCH模型假定条件方差是滞后残差平

方的函数，因此残差的符号不影响波动，即条件

方差对正的和负的价格变化的反应是对称的，

GARCH模型不能解释非对称现象。这些缺点限

制了ARCH/GARCH模型在能源定价领域的应用。

第五种是机制转换模型 （Regime-Switching
Model）。机制转换模型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法，用于

捕捉随价格而来的随机过程的非恒定漂移和波动

条件。Hamilton[17]最先提出这个方法，该方法直观

理解是商品价格的繁荣和萧条时期可能被认为是

由于不同的价格机制，每一个都以一个独特的随

机过程为特征。Chen等[18]建立天然气价格的机制

转换模型，与单因素均值回归（MR）模型进行了

比较，证明机制转换模型拟合优度更佳，并在此

基础上研究了天然气储存操作中的最优决策。Ins⁃
ley等[19]建立木材价格机制转换模型研究了最佳采

伐树决策。Insley[20]用一个机制转换过程建立石油

价格模型研究了最佳采油决策。Sapio[21]、Gyamerah
等[22]使用机制转换模型研究了电力价格。

研究中尚未有文献利用机制转换模型研究煤

炭价格波动，因此本文尝试建立我国煤炭价格机

制转换模型，并与传统的单因素均值回归模型进

行比较，旨在引进一种新的描述煤炭价格的模型。

2 煤炭价格理论模型及参数校准方法

2.1 机制转换模型

类似 Chen等[18]，Chen等[19]，Insley[20]，建立煤

炭价格机制转换模型如下：

dP = δjt ( P̄jt - P ) dt + δjtPdZ +
∑
jt = 0

1
P ( ξjt → 1 - jt - 1 ) dqjt → 1 - jt （1）

其中，P表示价格，t表示时间。jt代表 t时刻

煤炭价格所处的机制状态，这里假设只有两种机

制，jt是一个两步连续马尔可夫链，取值为 0或 1。
δjt表示机制 jt下均值回归速度，P̄jt是机制 jt下长期

价格水平，σjt表示机制 jt下价格波动性。dZ表示维

纳过程的增量。ξjt → 1 - jt为一个常数，表示当发生机

制转化时，价格水平会从P跳到Pξjt → 1 - jt。

这里 dqjt → 1 - jt表示一个泊松过程，决定机制之

间的转换。

P ( dqjt → 1 - jt = 1 ) = λjt → 1 - jt dt， P ( dqjt → 1 - jt = 0 ) = 1 -
λjt → 1 - jt dt （2）

当一个机制发生变化时，价格上升到一个新

的水平，这样转换到一个新机制只需要新的漂移

和波动条件。如果均值回归的速度相当高，那么

转换到一个新的机制将导致价格水平的变化，此

时价格被拉向新的长期均值。

调节式（1）中参数值，可得到不同类型的机

制转换模型。

1） MRMR 型。当式 （1） 中 P̄jt > 0， δjt > 0，
jt = 0, 1时，两种机制下价格模型都为均值回归

（MR） 过 程 ， 即 dP = δ0 ( P̄0 - P ) dt + σ0PdZ，
dP = δ1 ( P̄1 - P ) dt + σ1PdZ。

2） MRGBM型。当式 （1） 中 P̄0 > 0，P̄1 = 0，
δ0 > 0，δ1 < 0时，一种机制下价格模型为均值回归

（MR） 过程，即 dP = δ0 ( P̄0 - P ) dt + σ0PdZ；另

一种机制下为几何布朗运动 （GBM） 过程，即

dP = -δ1Pdt + σ1Pdt。均值回归过程反映了正常的

煤炭价格变动，几何布朗运动可以认为是反映了

外生事件使得煤炭价格突然上升或下降。

3） GBMGBM 型。当式 （1） 中 P̄0 = P̄1 = 0，
δ0 < 0，δ1 > 0时，两种机制下价格模型均为几何布

李 媛等：基于机制转换模型的煤炭价格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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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运动 （GBM） 模型，即 dP = -δ0Pdt + σ0Pdt，
dP = -δ1Pdt + σ1Pdt。
2.2 单因素均值回归模型

为了和机制转换模型结果作比较，建立传统

的单因素均值回归（MR）模型如下：

dP = δ ( P̄ - P ) dt + σPdZ （3）
式 （3） 中参数含义与式 （1） 中相同，只是

这些参数均为不依赖机制的常数。

2.3 参数校准方法

令Fjt ( P, t,T )表示 t时刻机制 jt下模型计算的煤

炭期货价格，jt ∈ { 0, 1 },F ( t,T )为 t时刻煤炭市场期

货价格，T表示期货合约到期时间。模型计算的煤

炭期货价格 Fjt ( P, t,T )可以表示为 t时刻煤炭现货

价格P的风险中性预期。

Fjt ( P, t,T ) = Eℚ [ |P (T ) P ( t ) = p, jt ] （4）
应用伊藤（Ito’s）引理得到关于期望价格的

两个耦合的偏微分方程，每个机制一个。

( Fjt ) t + δjt ( P̄jt - P )( Fjt ) P + 12 ( σ
jt )2P2 ( Fjt ) PP +

λjt → 1 - jt ( F1 - jt - Fjt ) = 0 （5）
边界条件为Fjt ( P,T,T ) = P
这些耦合偏微分方程的解形式如下：

Fjt ( P, t,T ) = ajt ( t,T ) + bjt ( t,T ) P （6）
将这个结果代入方程（5）可得下面常微分方

程组：

ì
í
î

ï

ï

( ajt ) t + δjt P̄ jtbjt + λjt → 1 - jt ( a1 - jt - ajt ) = 0
( bjt ) t - δjtbjt + λjt → 1 - jt ( b1 - jt - bjt ) = 0 jt ∈ { 0, 1 }

（7）
( ajt ) t ≡ ∂a

jt

∂t ，( b
jt ) t ≡ ∂b

jt

∂t
将边界条件Fjt ( P,T,T ) = P代入方程（6）得

ajt (T,T ) = 0，bjt (T,T ) = 1，jt = 0, 1。
令 θ 表 示 一 系 列 要 估 计 的 参 数 θ =

{ }δ0, δ1, P̄0, P̄1,λ0 → 1,λ1 → 0 。方程组 （7） 中没有出现

σjt，σjt需要单独估计机制参数 jt。另外，需给出机

制参数 jt。Chen和 Forsyth，Chen和 Insley通过最小

二乘法估计机制参数 jt。本文假设两种机制下价格

是独立的，机制参数 jt可以通过聚类分析获得。

通过最小化模型计算的期望价格 F̂ ĵt 和市场期

货价格F之间的误差平方和来进行参数估计，即

min
θ ∑

t
∑
T
( )F̂ jt ( P ( t ), t,T,θ ) - F ( t,T ) 2 （8）

约束条件为

δmin ≤ δ0, δ1 ≤ δmax, P̄min ≤ P̄0, P̄1 ≤ P̄max,λmin ≤ λ0 → 1,λ1 → 0 ≤ λmax
（9）

这里 F̂ jt通过（5）和（7）来计算。

方程 （8） 和 （9） 代表一个受约束的非线性

优化问题，可能有许多局部最小值。为获得有意

义的结果，对参数值范围设置经济上合理的限制。

3 我国煤炭价格预测拟合对比分析

3.1 数据描述和参数校准结果

估计参数需要输入煤炭现货价格，我国动力

煤现货价格交易基本上以环渤海平仓价格为合同

签订的参照标准，而环渤海平仓价格产生的依据

是素有“煤炭价格风向标”之称的环渤海现货平

仓价格指数。考虑到环渤海现货平仓价格指数每

周发布一次，煤炭期货交割至少需要 1个月，所以

本文利用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发布的动力煤期货

价格进行参数估计。数据观察开始时间为动力煤

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时间 2013年 9月 26日，截

至时间为2020年2月28日。目前市场上有12种动力

煤期货合约，较活跃的是动力煤2005，2007，2009，
2011 和 2101这 5种合约。本文选用代表市场上最

活跃合约的动力煤连续期货价格做为研究对象，

以月为单位观察，每次连续观察 13个月的合约交

割价格，在参数校准中将观察到的 13个月数据中

的第 1个数据作为煤炭市场现货价格的代理，其余

12份合约的交割价格数据作为市场期货价格，这

样共计有64个月的现货价格，768个期货价格。

通过聚类分析，得到煤炭现货价格在不同时

期的状态 （表 1），从表 1中可以看出，18个月对

应机制0，47个月对应机制1。表1中的N/A对应缺

失的数据。参数校准和计算结果见表2。
表1 煤炭现货价格在不同时期的状态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月
N/A
1
1
0
1
1
1
1

2月
N/A
1
0
0
1
1
1
N/A

3月
N/A
1
0
0
1
1
1
N/A

4月
N/A
1
0
0
1
1
1
N/A

5月
N/A
1
0
0
1
1
1
N/A

6月
N/A
1
0
0
1
1
1
N/A

7月
N/A
1
0
0
1
1
1
N/A

8月
N/A
1
0
1
1
1
1
N/A

9月
N/A
1
0
1
1
1
1
N/A

10月
1
1
0
1
1
1
1
N/A

11月
1
1
0
1
1
1
1
N/A

12月
1
1
0
1
1
1
1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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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σjt 衡量煤炭价格的不确定程度，必须

单独校准。本文参考张莹[23]的方法计算波动率σjt。

首先分别计算出两个机制状态下价格的增长率时

间序列值 Ki, i = 1, 2, ...,N，然后根据 Ki计算其平均

值 K̄及标准差σ，标准差即历史波动率的估计值。

计算公式如下：

K̄ =∑
i = 1

N Ki
N
，σ = ∑( Ki - K̄ )2

N - 1 （10）

表2 模型参数校准结果

表 2给出了MR模型以及MRMR和MRGBM模

型的参数校准值。参数校准结果中初始值采用

MRMR或MRGBM格式，校准后的参数保持相同的

格式，且拟合数据与实际数据可以较好的吻合。

但GBMGBM格式的参数校准过程不收敛，得到的

校准参数值始终与设定的初始值相同，故舍弃GB⁃
MGBM格式的模型。

在MRMR模型中，结果显示了两个截然不同

的机制，机制 0的长期平均价格为 382，均值回归

速度为 0.319；机制 1的长期平均价格为 571，均值

回归速度为 0.7，将机制 1作为“高价格机制”，机

制 0为“低价格机制”。同样，在MRGBM模型中，

机制 0代表“低价格机制”，机制 1代表“高价格

机制”。

对比MR模型与MRMR模型中的参数，二者均

值回归速度和波动率几乎相等，不同的是长期均

衡价格，MR模型的均衡价格介于MRMR模型两种

机制对应的均衡价格之间。对比MR模型与MRG⁃
BM模型中的参数，也有类似的结论（GBM模型中

的均衡价格可以看做趋向+∞）。

表 2展示的风险中性参数不一定与现实世界 P
测度下对应的参数一致。表 2中MRMR模型显示煤

炭价格大概 61%的时间处于机制 1，MRGBM模型

显示大概 42%的时间煤炭价格处于机制 1。而现实

中煤炭价格 73%以上的时间处于机制 1（表 1）。煤

炭风险中性价格在机制 1中停留的时间比实际价格

短，这个观察结果与Q测度比P测度悲观一致，即

煤炭投资者厌恶风险，煤炭价格合约显示出投资

者对未来煤炭价格持悲观看法。

3.2 煤炭价格预测拟合对比分析

利用校准好参数的模型对 2013年 10月至 2020
年 2月的煤炭期货价格进行预测拟合，并与实际价

格进行对比，结果如图1所示。

图 1（a）为MR模型预测拟合价格与实际价格

对比图，拟合标准误差为 13.95元，平均绝对误差

为 99.38元，用百分数表示的平均绝对误差为

19.5%。图 1（b）为MRMR模型拟合价格与实际价

格对比图，拟合标准误差为 4.16元，平均绝对误

差为 24.59元，用百分数表示的平均绝对误差为

4.95%。图 1（c）为MRGBM模型拟合价格与实际

价格对比图，拟合标准误差为 6.73元，平均绝对

误差为 41.63元，用百分数表示的平均绝对误差为

8.78%。无论是MRMR机制转换模型还是MRGBM
机制转换模型，拟合效果都优于传统的MR模型。

待估参数

δ ( δ0 )
P̄ ( P̄0 )
λ0 → 1

δ1

P̄1

λ1 → 0

σ ( σ0 )
σ1

参数含义

均值回归速度（机制0的）

长期均衡价格（机制0的）

从机制0到机制1的跳跃强

度

机制1的均值回归速度

机制1的长期均衡价格

从机制1到机制0的跳跃强

度

波动率（机制0的）

机制1的波动率

MR
0.408
500
——

——

——

——

0.14
——

MRMR
0.319
382
0.195
0.7
571
0.127
0.12
0.3

MRGBM
0.283
380
0.106
-0.423
0

0.144
0.12
0.3

图1 煤炭价格预测拟合对比

李 媛等：基于机制转换模型的煤炭价格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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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启示

4.1 结 论

根据我国 2013年 10月至 2020年 2月的煤炭期

货价格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参数校准结果发现，

不同时期的煤炭价格要么遵循均值回归（MR）过

程，要么遵循几何布朗运动 （GBM） 过程，这样

产生了MRMR和MRGBM两种类型的煤炭价格机制

转换模型。在MRMR型机制转换模型中，两种机

制下煤炭价格都服从均值回归过程；在MRGBM型

机制转换模型中，一种机制下煤炭价格服从均值

回归过程，一种机制下服从几何布朗运动过程。

模型中两种随机过程呈现出不同的均值回归速度，

分别反映了煤炭市场两种价格状态，本文将其描

述为“高价格机制”和“低价格机制”。同时还校

准了传统的煤炭价格均值回归（MR）模型，用于

对比研究。利用校准好参数的 3种模型分别对煤炭

期货价格进行预测拟合，结果发现，相对于传统

的均值回归模型，机制转换价格模型 （MRMR和

MRGBM）拟合标准误差和平均绝对误差更低，能

更好地拟合煤炭市场价格的动态变化。

4.2 启 示

煤炭价格波动受多种随机因素的影响，单因

素机制转换模型可以不用考察具体影响煤炭价格

的各种因素，而是通过参数校准的方法，较好地

拟合煤炭价格随机波动情况，反映价格所处的不

同状态，在未来研究中，这种模型可以很容易地

纳入煤炭资源开发投资项目价值评估研究。该模

型的一个缺点是，参数校准所用的数据是煤炭期货

数据，其合约期限最长是一年，校准的参数是否适

合长期煤炭开发投资估值，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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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中国

资本市场竞争力综合排名已升至全球第五位。机

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最主要参与者，也得到

了飞速发展。虽然我国机构投资者起步较晚，但

自证监会 2001年提出“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

的政策方针以来，相关部门相继发布一系列政策

法规，致力于为机构投资者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积极地参与到资本市场中；

2018年 10月证监会发布的声明中提到要发挥保险、

社保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

入市；2019年 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取消QFII/

RQFII投资额度限制。在国家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共

同作用下，机构投资者的数量迅速增加。根据中

金公司的统计，机构投资者持股在自由流通市值

中的占比从 2014 年的 27.6% 上升到 2018 年的

47.5%。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的持续增加，机

构投资者在我国资本市场和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促进了我国资本市场

的多元化发展，也为企业融资提供了规范化的平

台和专业化的指导。机构投资者的介入不仅有助

于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而且有利于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降低代理成

本，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企业价值。因此，

引入机构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机构投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

行大量的研究。McConnell[1]运用 Tobin Q衡量企业

价值，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衡量机构投资，构

机构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煤炭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王思薇，薛培艳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为研究机构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收集我国 20家煤炭业上市公司 2011—2019年的相关

数据，建立统计分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机构投资者持股、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

与煤炭业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煤炭业上市公司企业价值之间

的相关性不显著。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和煤炭业上市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机构投资对企

业价值的积极促进作用。

关键词：机构投资；企业价值；煤炭业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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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on enterprise valu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oal industry

Wang Siwei，Xue Peiyan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on corporate value，relevant data of 20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coal industry from 2011 to 2019 was collected，an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institutional investor holdings and independent institutional investor holdings are signifi⁃
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rporate valu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oal industr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on-inde⁃
pendent institutional investor holdings and corporate value of listed coal companies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relevant depart⁃
ments and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oal industry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institu⁃
tional investment in promoting corporate value.
Key words：institutional investment；corporate value；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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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数理统计分析模型实证检验机构投资与企业价

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与 Tobin Q显著正相关，因此，机构投资对企业价

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石美娟等[2]以 2005—2007
年已股改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机构投资者持

股比例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机

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主要原因是机构投资者参股之后通过

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促进企业价值的提

升。张先治等[3]以 2007—2011年社保基金持股的上

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为解

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保基金持股

比例与企业价值之间显著正相关。冯芳等[4]以我国

生物医药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收集

各样本 2010—2014年的相关数据，以机构持股比

例之和为解释变量，运用 Schwartz-Moon实物期权

模型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后建立模型进行实证研

究，结果表明：机构持股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

李合龙等[5]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收集其 2010—2016年的相关数据，以机构投资者

持股比例之和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

机构投资者通过提高公司会计稳健性促进企业价

值的提升，并且当公司会计稳健性水平较高且机

构持股比例较高时，机构投资者通过影响会计稳

健性水平，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

张丽艳[6]以我国新三板市场的企业为研究样本，收

集各样本 2014—201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后得出以下结论：长期持股的战略型机构投资者

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而交易型机构投

资者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主要原因是

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的短视投资策略，促使其一旦

完成符合预期的短期盈利目标就会转让所持股份

并寻找下一个目标企业，其投资风格更具投机性，

缺少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赵钰桓等[7]以我国A股

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收集其 2012—2017年的相

关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

者和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价值之

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而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

股与企业价值之间显著正相关，主要原因是压力

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之间不存在商业

联系，独立性较强，并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乔琳

等[8]以 2012—2017年持有A股上市公司股票的QFII
为研究样本，以QFII网络中心度为解释变量进行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QFII网络关系可显著促进

企业价值的提升，且在 QFII 长期持股的公司及投

资者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赵玉珍等[9]以高

碳排放行业的煤炭开采、洗选和电力业上市公司

为样本，收集各样本 2013—2017年的有关数据，

将机构投资者分为独立机构投资者和非独立机构

投资者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独立机构投资

者可显著加强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促进

作用，而非独立机构投资者弱化碳信息披露对企

业价值的正向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机构

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期限

较短，结论的可靠性有待提高；二是鲜有学者以

煤炭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机构投资对企

业价值的影响。因此，本文以煤炭业上市公司作

为研究对象，收集2011—2019年的相关数据，将机

构投资者分类为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和非独立型机构

投资者，实证研究机构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1 研究假设

根据“股东积极主义”理论，机构投资者持

股比例越高，其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越高，对

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作用也越强，有利于提

高其决策的科学性、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促进

企业价值的提升。其次，机构投资者的介入不仅

可以为被投资公司提供资金，使被投资公司债权

结构和资本成本得以优化，同时还可以发挥积极

的公司治理效应，提高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与

经营绩效，进而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再次，基

于委托代理理论，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

在“一股独大”的现象，使得小股东很难监督或

抑制大股东损害公司整体利益的行为，而机构投

资者持股可有效监督和制衡大股东，缓解大股东

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最后，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机构投资者的介入可降低

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由

此，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 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煤炭业上市公

司企业价值正相关。

机构投资者的资金规模、投资策略、投资目

的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有

所不同。本文参考Brickley的研究方法，根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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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商业关系，将

其分为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和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

独立型机构投资者与被投资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

商业关系，主要包括基金、QFII、社保基金，其注

重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与未来投资价值。基

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独立型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

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动机较强。

同时，由于其与被投资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商业

关系，独立性较强，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经营决

策的科学性，促进其盈利能力的改善与企业价值

的提升。由此，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 2：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煤炭业

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正相关。

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与被投资上市公司之间

存在商业关系，主要包括券商、信托公司、保险

公司，其为了保持与被投资上市公司的业务往来

和长期合作关系，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较弱。并

且，由于相关法规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存在为

了自身利益而与被投资公司大股东合谋侵害其他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企业

价值。由此，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 3：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煤炭

业上市公司企业价值负相关。

2 实证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煤炭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收集

其 2011—2019年的相关数据，在剔除了 ST、金融

类、数据异常及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后，最终以

我国 20家煤炭业上市公司作为实证研究样本。研

究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2.2 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托宾Q值衡量企业价值，以机构投资

者持股比例、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非独

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以公司

规模、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机构

投资对煤炭业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各变量

定义见表1。
考虑到内生性的影响，在构建模型时以机构

投资者持股比例、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

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滞后一期作为解释

变量，因此建立以下模型：

模 型 Ⅰ ： Yi, t = C0 + C1X1i, t - 1 + C4X4i, t +
C5X5i, t + εt

模 型 Ⅱ ： Yi, t = C00 + C2X2i, t - 1 + C3X3i, t - 1 + C6X4i, t +
C7X5i, t + εt

其中，Yi, t为 2011—2019年各煤炭业上市公司

第 t年的托宾Q值；X1i, t - 1为各煤炭业上市公司的机

构投资者持股比例；X2i, t - 1为各煤炭业上市公司的

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X3i, t - 1为各煤炭业上

市公司的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X4i, t为各

煤炭业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X5i, t为各煤炭业上市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C1、C2、C3、C4、C5、C6、C7
为非随机变量，其含义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

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

股比例、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公司规

模、资产负债率分别变化一个单位，将导致企业

价值变化的系数。此外， t为时期序号， t=1，2，
…，9；C0、C00代表常数项，C1、C2、C3、C4、C5、
C6、C7为待估计的参数；εt为回归残差。

表1 变量定义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的结果见

表2。
被解释变量托宾 Q值的平均值为 1.178 0，说

明样本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值高于公司总资产的账

面价值；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0.734 9 、3.270 2，
标准差为 0.363 3，说明样本上市公司之间企业价

值的差异较大。

解释变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

0.084 7，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仍处于较低水

平；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 0.000 4、1.604 4，标

准差为 0.184 0，说明机构投资者对各样本公司的

变量

被解释

变量

解释

变量

控制

变量

变量名称

托宾Q值

机构投资者持

股比例

独立型机构投

资者持股比例

非独立型机构

投资者持股比

例

公司规模

资产负债率

变量

符号

Y

X1

X2

X3

X4
X5

变量说明

（流通股股数*股价+非流通股

股数*每股净资产+负债的账

面价值） /期末总资产

年末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数

量/流通股股数

（基金持股数量+QFII持股数

量+社保基金持股数量） /流通

股股数

（券商持股数量+信托公司持

股数量+保险公司持股数量） /
流通股股数

年末总资产的对数

年末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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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的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 0、0.805 0，平均值

为 0.052 1，标准差为 0.089 6，说明各个样本公司

的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存在较大差异。非

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最小值、最大值分

别为 0、 1.421 9，平均值为 0.032 2，标准差为

0.126 5，说明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水平

较低，且各个样本公司的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

股比例存在较大差异。

控制变量公司规模的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

20.229 2、27.098 7，标准差为 1.232 8，说明各样

本的公司规模差距较小。资产负债率的最小值和

最大值分别为 0.255 8、0.849 1，标准差为 0.131 6，
说明样本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存在较大差异。

3.2 共线性检验

为确保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有意义，因此需对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通常认

为方差膨胀因子即VIF超过 10且平均的VIF大于 1
时，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当把 X1、X2、X3
放在同一模型中时，X1、X2、X3的VIF值均远大于

10，且均值远大于 1，而当按照前文的方式建立模

型时，X1、X2、X3的VIF值均小于 10，表明各变量

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3 平稳性检验

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特征会造成“伪回归”，

所以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应先测试数据序列的平

稳性。检验结果见表 3，模型Ⅰ和模型Ⅱ的 P值均

等于 0，均小于 0.1，说明该序列通过平稳性检验，

可进行回归分析。

表3 单位根检验结果

3.4 Hausman检验

为了建立合理的回归分析模型，在回归分析

前需进行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 4，
模型Ⅰ和模型Ⅱ的P值均为 0，均小于 0.1，所以均

应选择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指标

托宾Q值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公司规模

资产负债率

平均值

1.178 0
0.084 7
0.052 1
0.032 2
24.134 6
0.514 1

标准差

0.363 3
0.184 0
0.089 6
0.126 5
1.232 8
0.131 6

最小值

0.734 9
0.000 4
0
0

20.229 2
0.255 8

最大值

3.270 2
1.604 4
0.805 0
1.421 9
27.098 7
0.849 1

观测数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Test Summary

Cross-section random

模型Ⅰ

Chi-Sq.Statistic

61.927 316

Chi-Sq.d.f.

3

Prob.

0

模型Ⅱ

Chi-Sq.Statistic

64.827 134

Chi-Sq.d.f.

4

Prob.

0

表4 Hausman检验结果

Method

Levin，Lin & Chu t*
Im，Pesaran and Shin

W-stat
ADF - Fisher Chi-

square
PP - Fisher Chi-square

模型Ⅰ
Statistic
-16.084

-5.480 74

306.213
418.126

Prob.**
0

0

0
0

模型Ⅱ
Statistic
-52.498 3

-12.992 5

428.853
514.766

Prob.**
0

0

0
0

3.5 回归分析

实证分析的结果见表 5和表 6。根据表 5可以

得到以下结论。

C1=0.203 972，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机构

投资者持股比例每增加 1%，则样本公司的托宾Q
值将上升 0.203 972%，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

煤炭业上市公司企业价值之间显著正相关。原因

为：①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其参与公

司治理的意愿逐渐增强，有利于约束管理层行为

并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②随着机构投

资者持股比例提高，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得以优化，

从而有利于抑制“一股独大”现象，进而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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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提升企业价值。

表5 模型Ⅰ回归分析结果

注：*表示在 10%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根据表6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C2=0.895 645，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独立

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每增加 1%，则样本公司的

托宾Q值将上升0.895 645%，即独立型机构投资者

持股比例与煤炭业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其原因为：由于独立型机构投资者与被

投资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商业关系，可以充分有

效履行自身职责，独立参与公司治理，促进公司

治理效率的提高和公司治理能力的提升，从而有

利于企业价值的增加。

C3=-0.202 368，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

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煤炭业上市公司

的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假设 3不成立，

其原因为：①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往往与被投资

上市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其独立性较弱，难以发

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较小；②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尚不完善，存在非独立

型机构投资者为了自身利益而与上市公司管理层

或控股股东合谋攫取公司利益的现象，但是根据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较低，因此对企业价值的负向作用不显著。

表6 模型Ⅱ回归分析结果

注：*表示在 10%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本文以我国 20家煤炭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收集各样本 2011—2019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独立型机构投资者

持股比例与煤炭业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

2）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煤炭业上

市公司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4.2 建 议

为了充分发挥机构投资对企业价值的积极促

Variable

C1

C2

C3

X5

Effects Specification
Cross-section fixed（dummy variables）

R-squared
Adjusted R-
squared

S.E.of regression

Sum squared resid

Log likelihood

F-statistic
Prob（F-statistic）

Coefficient

13.302 76

0.203 972

-0.503 673

0.027 018

0.626 56

0.574 231

0.237 064

8.823 27

15.991 85

11.973 45
0

Std.Er⁃
ror
1.025
51

0.109
195
0.044
922
0.283
936

Mean depen⁃
dent var
S.D.depen⁃
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
rion
Hannan-

Quinn criter.
Durbin-Wat⁃
son stat

t-Statis⁃
tic

12.971
85***
1.867
96*
-

11.212
28***
0.095
157

Prob.

0

0.063 6

0

0.924 3

1.177 962

0.363 311

0.077 868

0.485 857

0.243 29

1.407 889

Variable
X1

X2

X3

X4

X5

Effects Specification
Cross-section fixed（dummy variables）

R-squared
Adjusted R-
squared

S.E.of regression
Sum squared re⁃

sid
Log likelihood

F-statistic
Prob（F-statistic）

Coefficient
13.398 69

0.8956 45
-0.202
368

-0.510
122

0.098 685

0.651 205

0.599 78

0.229 841

8.240 999

22.136 24

12.663 2
0

Std.Error
0.994 659

0.233 741

0.162 093

0.043 594

0.276 119

Mean dependent var

S.D.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Hannan-Quinn criter.

Durbin-Watson stat

t-Statistic
13.470
64***
3.831
787***

-1.248 473
-11.701
64***
0.357 4

Prob.
0

0.000 2

0.213 7

0

0.721 3

1.177
962
0.363
311
0.020
708
0.446
436
0.193
323
1.549
36

王思薇等：机构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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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我国相关部门和煤炭业上市公司应采取

以下措施。

1）继续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充分

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效用，改善被投资上

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2） 持续规范机构投资者的监督作用，抑制

“一股独大”现象，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加大对独立型机构投资者的关注度，保证

其应有的独立性不受干涉。

4）以政策法规形式有效规范非独立型机构投

资者与被投资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使非独立型

机构投资者的独立性不受影响，充分发挥非独立

型机构投资者对被投资上市公司的监督作用。

5） 我国应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资

本市场，规范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合理

规避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对公司可能产生的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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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是我国主要消费能源，我国对煤炭资源

长期存在着高度的依赖[1]。我国有诸多资源型城市

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开始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多以

国有或国有控股形式为主，存在产业结构单一、

生态矛盾突出、经济增长乏力、发展路径锁定等

问题[2-3]。从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规律看，受到资源

开发周期性约束，资源型城市必然经历“建设—

繁荣—衰退—转型—振兴或消亡”的过程。一方

面，矿区多分布于中西部、东北部等偏远地区，

区位条件较差，很难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转型；另

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剧了资源生命周期

的缩短，2020年我国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战略，国内经济发展循环要从要素

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基于上述两点，资源型城市

需要提前布局，加快主动转型，避免陷入资源枯

竭、创新乏力的困境。

可持续发展和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是世界性

难题[4]。随着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总体

要求的提出，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

济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已经迫

在眉睫[5]。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

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将资源型城

市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 4种类

型，明确各类城市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从政

府主导的转型路径来看，资源城市转型主要是培

育壮大优势替代产业、积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

的产业、大力发展特色服务业等。转型路径以转

智能矿山建设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路径影响研究

李 梅 1
， 孙振明 2

（1.北京大学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北京 100871；2.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能源与矿业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采矿业正在面临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挑战和洗礼，传统煤矿正在转型为智能矿山，同时信息

化技术也会对资源城市转型产生积极影响。重点分析了矿山新基建、安全生产与监管、矿区生态环

境保护等智能矿山建设进展，并提出智能矿山建设会积极促进所在的资源型城市转型，转型路径在

于采用信息化手段积极改造传统产业，产生一系列新兴信息化产业集群，提升资源城市及其周边中

心城市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促进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智能矿山；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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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mining industry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aditional coal
mines are being transformed into intelligent mines，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ransfor⁃
mation of resource c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ine construction is analyzed such as new infrastructure of mines，
safe production and supervision，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mining area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
gent mines will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source-based city.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lies in： adop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industries，generating a series of emerging information industry clusters，improving the inno⁃
vation capabiliti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resource cities and surrounding central cities.The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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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调整产业结构，积

极改造传统产业，延伸加工产业链，提高产品附

加值，发展新兴产业集群，提升资源城市的中小

企业创新能力，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资源型城市转型可以从产业演进维度、生态

环境维度、科技创新维度等来分析。从科技创新

维度来看，资源城市的发展转型可以采用升级式

路径。从企业端，主要是采用智能化、信息化技

术改造传统采矿行业，实现矿山的减员增效和绿

色生产；利用原有主业基础，进行产业升级，向

产业链高端延伸；建立现代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使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负

面影响降至最低。从政府端，改善创新创业环境，

发展以矿山智能化信息化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动资源型工业基地产

业转型。

随着信息革命、能源革命的到来，以信息技

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大大改变了矿山的技术水

平和装备水平，矿山劳动生产率和信息化水平有

了极大的提高，我国传统采矿业正在面临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挑战和洗礼。从 2016年至今，政府、

企业、科研院所从各个角度联合发力，开展智能

矿山建设[6-9]。本文重点分析智能矿山建设进展，

探讨智能矿山建设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影响，并

提出资源城市发展转型路径供读者参考。

1 智能矿山建设进展

在煤炭工业“两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随

着企业的兼并整合、安全标准的提升、煤矿投资

的增长和开采规模的加大，智慧化、精细化的生

产方式将逐渐成为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快速发展的

重要手段。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互联

网+等新技术将逐渐进入传统的采矿行业，智能/少
人/无人开采、风险双预控与应急管理、矿区生态

环境保护三大主题已经成为矿山高质量转型的主

要抓手。

1.1 煤矿智能化应用

煤矿智能化是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技

术支撑，煤矿智能化建设已成为行业广泛共识。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最近指出，2015年全国只有 3
个煤矿智能化工作面，2018年发展至 80多个，

2019年达到 275个，2020年年底预计达到 377个以

上，呈加速增长态势，力争 2022年采掘智能化工

作面达到 1 000个以上[10]。2020年 10月 10日，中

国煤炭学会发布了 《智能化煤矿 （井工） 分类、

分级技术条件与评价》。根据矿井主采煤层赋存条

件、开采技术条件等对矿井的智能化建设条件进

行分类，确定了三类智能化煤矿评价指标体系。

对上述三类煤矿的智能化建设依据效果又划分为

高级智能化煤矿（I类）、中级智能化煤矿（II类）、

初级智能化煤矿 3个等级，其中，I类矿井 85～100
个，II类矿井70～85个，III类矿井70个[11]。

国家能源集团、陕煤化集团、山东能源集团、

兖矿集团、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等下属煤矿已经成

功开展了煤矿智能工作面研究与应用，智能工作

面将通信、控制、定位、地质、测绘、大数据和

工业物联网等技术集成起来，联合攻关基于 5G、
高精度导航定位、透明化管控平台和利用 3D动态

地质模型实现自适应割煤的智能开采技术，推进

5G网络全矿井覆盖，通过机械化换人、智能化减

人、机器人巡检、辅助系统集中控制，不断降低

生产成本、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实现

安全高效发展[12-14]。此外，很多企业联合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纷纷开展智能矿山建设顶层设计，

针对煤矿智能化发展战略、顶层设计与关键技术、

矿山 5G+系统研发、矿山大数据、矿山智能安控技

术与装备、智能地质信息保障技术、智能化开采

模式、智能掘进关键技术与装备、煤矿机器人技

术、智能化矿山管理、智能+绿色矿山建设等方面

开展科研攻关和项目工程建设，全力推进“智能

矿山”建设。

1.2 智能化产业进展

在智能化产业方面，已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煤

矿领域创新联盟：“智慧矿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创新中心”“中国智慧

矿山协同创新联盟”“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智慧

矿山与机器人研究院”“煤矿机器人协同推进中

心”“山东省煤矿智能开采工程实验室”“煤矿智

能化创新联盟”等。这些煤矿创新联盟的相继建

立，将为我国煤炭行业智能化开采技术推广和智

能化矿井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在煤炭工业“两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随

着能源行业的兼并整合、安全标准的提升、煤矿

投资的增长和开采难度的加大，智慧化、精细化

的生产方式将成为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快速发展的

重要手段。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矿山行业，实

现智慧化的矿区生产、智慧化的矿区安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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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矿区经营、智慧化的矿区生态和智慧化的矿

区管理。然而，智能矿山建设投资规模大、周期

长，引进高新技术以及技术投产后的后期维护、

发展、创新工作等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

需将智能化改造和企业效益结合起来。根据一些

大型集团智能化改造的经验，单个煤矿信息化建

设投资在 2～6亿元，新建矿井投资超过 10亿元。

2019年，兖矿集团对其在山东省内的 7个矿井进行

了智能化改造，单采掘智能化方面的投入就高达

10亿多元，以核定产能 600万 t/a的鲍店煤矿为例，

7302智能综放工作面包括液压支架改造和电气设

备升级，总投资 7 370余万元（仅为改造费用，不

含基础设备投资），对该矿的主干网络、巡检岗位

监测的投资在 2 000万～3 000万元。2020 年 4 月，

天地科技开采设计事业部与陕西延长石油巴拉素

煤业有限公司合作新建智能化示范煤矿，该项目

研究、设计及部分系统建设经费预计超过 5 000万
元，矿方后期配套智能系统建设总投资预计超过

10亿元。

1.3 智能化政策进展

从政策层面看，近两年关于矿山智能化建设

的政策发展迅速。2016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发布《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
2030年）》提出，到 2030年，重点煤矿基本实现

工作面无人化，全面建成安全绿色、高效智能矿

山技术体系，实现煤炭安全绿色、高效智能生产。

2019年，国家煤矿安监局发布《煤矿机器人重点

研发目录》。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应急管理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煤

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推动智

能化技术与煤炭产业融合发展，明确了 10项具体

任务，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标准引领、推进

科技创新、加快生产煤矿智能化改造、提升新建

煤矿智能化水平、建设智能化示范煤矿、实施绿

色矿山建设、推广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探索服

务新模式、加快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山东、贵

州、陕西、河南、内蒙古、陕西、宁夏等省纷纷

发布了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方案，推进智能化煤

矿示范矿井建设。

2 智能矿山三大技术进展

资源开采、安全生产、生态保护是矿山企业

发展转型的三大主题，也是资源型城市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智能矿山建设除了开展企业信息化

平台建设，同时也需要积极配合政府，开展相关

智能城市建设工作。主要表现在提升煤矿、煤化

工、工业园区信息化应用的质量和数量的基础上，

为智能城市管理提供信息化基础，从而实现资源

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相关主题的专题技术突破、

通用技术集成、支撑平台搭建和技术示范。下面

主要从3个方面介绍。

2.1 矿山新基建进展

2020年 4月 20日，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

上首次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新型基础设

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

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

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

施体系。在煤矿领域，“新基建”不仅仅是指传统

意义上的先进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

施，还应拓展大数据服务、云计算服务、物联网

及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传感器、煤矿机器人等

各类智能装备[15]。
1）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中的泛

在网是指以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为基

本特征，以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

任何物都能顺畅通信为目标的基础性网络。在矿

山领域，通过工业网、办公网、互联网、专网、

5G网等统一汇聚物联数据资源，接入物联网共性

平台，打造泛在的感知矿山。使用高速宽带无线

技术覆盖矿区地上地下，向用户提供利用无线终

端或无线技术获取信息的服务，提供随时随地接

入和速度更快的无线网络。

2） 云平台与大数据平台建设。通过虚拟技

术，将不同类型和性能的服务器、存储、网络等

资源纳入云平台，形成企业私有云平台；构建私

有云及云管理可视化平台，提供镜像服务、计算

服务、存储服务、网络服务、认证用户管理服务、

计量管理服务、数据库服务、消息服务等所需的

云平台服务；针对部分高并发、计算密集的需求，

实现私有云与公有云的混合云动态扩展技术。在

大数据平台方面，建立数据汇聚中心，研究基于

物理机和虚拟机的大数据集群部署方法，主要包

括集群设计构建、HDFS组件设计集成、MapRe⁃
duce/Yarn、HBase、Oozie、作业设计器、统一数据

库接入组件、Web 数据库浏览组件、集群任务调

度、集群任务监控、集群配置管理等内容。建立

基于MapReduce、Hive、Spark等技术的分布式大

数据处理框架；实现基于大数据平台的专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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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统一的设备信息集成、数据集成、系统集成，

能够支持多种数据源之间的灵活、快速、无侵入

式的数据集成和数据共享，实现企业与外部协作

单位的数据和消息交换，实现矿山核心多业务系

统的融合互通和协同工作。

3）智能管控平台建设。煤矿安全生产管控平

台包括 3个层次，利用ERP（企业资源计划）等系

统实现对人、财、物的一体化管理；利用 MES
（生产执行系统）、分布式协同一张图系统、安全

生产大数据分析系统等，实现对煤矿安全生产全

业务流程信息的处理和服务；利用DCS（自动控制

系统） 实现智能化采、掘、机、运、通的自动化

控制系统。其中，管控平台以一张图为核心，集

成了遥感、地形、采掘、地质、机电、通风、安

全、运输、安全监测监控、综合自动化等数据，

与生产技术管理中的地测、设计、调度、掘进、

回采、运输、物资、培训等业务系统叠加，实现

对煤矿安全生产运营情况“看得见、管得了、控

得住”和“一盘棋、一张网、一张图、一个库”

的高科技矿山的管理目标[16]。
4） 煤矿智能/少人/无人综采综掘装备。在综

采设备方面，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利用长壁自动化控制 （LASC，Longwall Automa⁃
tion Steering Committee）技术能够实现采煤机位置

高精度定位、工作面矫直和工作面水平控制。近

年来，国内回采工作面采煤技术与装备水平大幅

提高，部分地质条件较好的矿井已实现回采工作

面的一键启停、无人操作和智能规划截割等技术。

2020年，北京大学、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集团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煤

科工集团上海有限责任公司等联合研发了透明化

智能综采工作面系统，结合透明化三维动态地质

模型生成的采煤截割线、俯仰采基线，并应用惯

性导航、测量机器人、数字孪生、5G等关键技术，

实现基于大地坐标的自适应截割和推溜移架等远

程可视化管控。在掘进装备方面，国内外已有 10
多家厂商正在开展掘锚机组的研制工作，已开发

出 30余种机型[17-19]。国外有山特维克的MB670-1
掘锚机、美国 Joy的EBM掘锚一体机，已实现推进

方向和断面监控、电机功率自动调节、离机遥控

操作等机电一体化功能。国内主要有中国煤炭科

工集团太原研究院的 JM340型掘锚机、山东天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天河 EBZ系列掘锚机、辽

宁通用重机公司研制的KSZ-2800 型掘锚神盾掘进

机等。但目前国内掘进工作面智能化建设还处于

探索和初步应用阶段，仍存在机械化、自动化水

平低，掘进效率跟不上回采速度、采掘失衡的矛

盾比较突出。未来一段时间，掘进机智能化截割、

综掘巷道装备一体化技术等将成为国内外掘进装

备研究的主要趋势。

5）订单式产运销计划智能决策系统。智能工

厂会基于订单系统和客户关系等，按照当前需求

开展智能生产计划编制，自动将订单分配到工单。

煤炭企业地理分布范围广，采掘业生产条件复杂、

不可预见因素多，煤矿开采、运输、洗选、销售

的物流过程是不连续的，订单式生产的工单分配

难以像制造业等行业那样精准。智能矿山系统将

通过专家库、辅助决策系统等帮助，在输入多个

不同参数的前提下给定多个生产计划优化方案，

在确保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原煤质量分析

与优化、洗选加工分析优化、产品效益测算优化

等智能化方案。

2.2 矿山安全生产管理与政府安全监管

煤矿生产环境复杂，主要灾害有冒顶、瓦斯、

水灾、火灾、冲击地压等。在这十年间，我国煤

炭行业的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死亡

率均呈现每年递减的趋势，安全状况有了极大的

改善，2019年百万吨死亡率首次降到0.083。
2010年，国家煤矿安监局要求强制安装安全

避险“六大系统”：监测监控、人员定位、紧急避

险、压风自救、供水施救、通信联络，矿山的安

全监控系统及其监测联网已经相当普遍，构建了

完善的灾害监控和预测预警体系，达到了对矿井

瓦斯、水害、火灾、冲击地压等事故的防控。

2015年，国家煤矿安监局提出通过“机械化换人、

自动化减人”示范企业 （矿井） 建设，建立较为

完善的“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标准体系，

推动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花

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大幅提

升，要求到 2018年 6月底，实现高危作业场所作

业人员减少 30％以上，大幅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

平。2020年 10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

联合发布 《“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行动计划

（2021—2023年）》，提出了工业企业、重点园区

将数字孪生技术应用于安全生产管理，实现关键

设备全生命周期、生产工艺全流程的数字化、可

视化、透明化。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安全

生产管理和政府安全监管水平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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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安全生产管理与政府安全监管在如下技

术方面有新进展。

1） 数据采集、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处理技

术。基于RFID标签和读写器、NFC近场通讯、超

宽带UWB、5G、工业视频等技术，各类智能摄像

头、测量传感器、人员定位传感器等在矿山安全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智能图像视频分析，

可以监测火灾等物的不安全因素，发现违法违章

作业等人的不安全行为。此外，在煤矿生产过程

中，不同空间分布的危险源状态始终处于动态变

化过程中。这些危险源数据种类繁多、体量巨大，

不同传感器监测的风险数据之间具有一定的时空

相关性。深度挖掘海量历史数据里存在的潜在规

律对风险的预测预警意义重大。此外，在应急救

援方面，融合多源在线监测数据、专家决策知识

库进行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结合数值计算和知

识库等，将实现基于GIS的空间分析技术，实现设

备、线路和通风网络系统的故障诊断、水和瓦斯

危险区采掘报警等关键技术；基于GIS空间分析结

果，实现应急预案和救援方案的自动生成和动态

更新。

2）精准探测与透明地质研究。精细物探手段

多种多样，包括三维地震、高密度电法、瞬变电

磁、槽波探测、地质雷达、微震监测等。还有定

向钻、井下地质编录等技术，通过这些方法能够

获得精细化的解释数据，并建立高精度的三维地

质模型。通过对现有钻探资料、测井数据、三维

地震勘探及其他物探数据、建井实际揭露资料等

进行深度挖掘和精细解释，通过对地层架构、地

层年代、沉积相、亚相及微相等沉积建造，以及

褶皱、断层、节理、层理、不整合等地质构造的

精细划分，考虑地层岩性、结构、沉积相等相关

参数，重新对井田范围内的地质体进行精确控制

和精细刻画，建立矿井全地层真三维精细地质模

型，为矿井地质预测预报与地质条件分析输出各

类图件，为安全管理提供数据支撑[20-21]。
3）数字孪生虚拟仿真技术研究。结合透明地

质 、 GIS、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VR等技术，建立可动态生成、更新的全矿井三维

地质模型、巷道模型和机电设备模型、开采环境

模型及矿井采、掘、机、运、通各专业子系统仿

真模拟系统，实现多部门、多专业、多层面空间

业务数据、机电设备运行状态实时数据的集成与

可视化展示，构建真实地理空间、高精度、透明

化的矿山数字化场景及应用环境，并集成安全监

测、人员定位、视频监控、供电、排水、通风、

压风、皮带运输、工作面系统等实时工况数据，

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与更新，与空间物理状态保

持一致，形成高精度、透明化的智能化工作面，

为智能开采、智能矿山建设提供支撑[22-24]。
4） 智能设备故障诊断与全生命周期管理平

台。建立大型煤机设备的状态识别模型、预测模

型、维护决策分析模型，研究基于人工智能的健

康评估模块、寿命预测、远程辅助维修、维护策

略等。将精益生产、TPM（Total Productive Mainte⁃
nance）、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新技术与维护决策理论相结合，应用于煤矿装

备全寿命周期管理，实现设备计划、设计、采购、

安装、调试、使用、状态监测、故障诊断、维护、

大修改造、直至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理，

优化机电设备管理业务流程，实现数据驱动的智

能决策，实时为管理层、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决

策支持，促进设备维修策略、保养过程、维修过

程管理的持续优化、改进。通过持续对设备健康

管理、运维过程的预测、监控和考核，将传统的

“被动式业务管理”演变为“主动式预测预防管

理”，为企业安全管理提供信息保障[25-26]。
5）风险双控及应急管理企业云平台研究。从

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响应等多个环节进行

企业安全全生命周期管理。从“人、机、环、管、

法”的角度，分析煤矿安全与应急管理过程中的

重要安全影响因素，制定煤矿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充分利用煤矿生产数据的大数据特征，通过聚类

算法对不同指标项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发现煤矿

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为查找漏洞、解决问题提

供保障，实现对煤矿安全风险的综合评价；基于

大数据分析的矿山安全生产智能动态诊断系统，

利用云服务平台汇集的监测监控、综合自动化、

生产采掘接续、安全管理等数据，研究大数据分

析处理技术及矿井水害、火灾、冲击地压、职业

风险健康评估等预警模型，通过数据挖掘和决策

支持，实现对安全管控流程和存在问题的智能诊

断，建立隐患排查、预案管理、应急响应等信息

系统[27-28]。
6）政府监管部门的安全监管云研究。在企业

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上，政府实现安全数据

的接入、系统集成，形成安全监管云平台。具体

包括：安全监管云端数据集成、云端协同智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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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能移动监察；构建煤矿安全态势智能研判

模型和执法研判模型自学习模型的集成，实现安

全生产形势以及安全生产可能存在的问题预测并

给出相关对策；研究重大风险监测时空模型集成，

基于煤矿一张图云服务，实现全国、省、区域安

全态势可视化；煤矿安全事故舆情研判演化模型

及应对策略研究，通过微博、微信等互联网通讯

工具接口，主动搜集与煤矿安全事故相关的舆情，

分析、研究、判断安全生产热点、焦点及其传播

和演化规律，为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提供安全生产

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决策服务；并将安全监管预警

推送和决策信息，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社会

化媒体APP、公众订阅号等实现跨媒介展示[29]。利

用“安全公众云”提供线上搭桥、云中诊断式专

家服务，充分发挥安全生产专家咨询参谋、智力

支持的作用，采用线上搭桥 （通过“安全云”将

安全生产专家信息、企业需求发布），云中诊断

（专家对问题进行远程会诊），过程跟踪 （对专家

的会诊过程和企业反馈情况全程跟踪、到期提醒）

的方式为政府部门、中介机构、专家、企业牵线

搭桥，提供安全生产技术咨询服务。

2.3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煤矿矿区经过大规模、高强度的开采，矿区

必然在部分区域内存地质灾害 （崩塌、滑坡、地

面塌陷），以及地下水的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

坏、地表水污染与土壤污染等多种问题，给资源

城市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从而影

响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和各地政府十分重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治理，出台了一系列矿山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

2017年 1月，国土资源部提出了两案合一，即矿山

企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和土地复

垦方案合并编，同时明确采矿权申请人申请办理

采矿许可证时，应当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治理恢复方案》，并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

证金。有些省份还加入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将三个方案合为一个方案编制，简称为“三

合一”方案[30]。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

重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作逐步加强，生

产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有效治理，历史遗留矿山地

质环境明显改善。国有大型矿山环境治理成效显

著，而一些民营矿山不重视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

问题，矿山的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并不到位。

2020年 6月，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印发《全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

（2021—2035年）》明确，到 2035年，通过大力实

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全面加强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全国森林、草原、荒漠、

河湖、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实现根本

好转，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显

著提高，生态稳定性明显增强，自然生态系统基

本实现良性循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基本建

成，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

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基本绘就。

在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和土地复垦

监管方面，已经初步构建国家和地方相协同的

“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监管平台和生态保护红

线监管平台。自然资源部已经通过卫星遥感监测、

航空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生态红线划定、流域

生态治理等工作。在陕北、内蒙古等地方政府也

积极采用遥感、物探和现场勘查结合的手段开展

常态化地质环境调查和综合治理，并且对矿山环

境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对矿山的发展进行

动态评估[31-34]。除此之外，煤矿企业在信息化建设

中也逐渐在应用无人机、物探等手段自纠自查，

在矿产开发和能源生产的同时，有效地监测评估

矿产开发导致的地裂缝、地表塌陷、地下水等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主动防范生态环境事故或者降

低事故的影响，这部分信息化研究和应用还有巨

大的潜力。

综上，矿山智能化建设对整个资源型城市的

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巨大的经济价

值。政府可以结合智能矿山建设成果，充分利用

土地、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安全等地理大

数据，综合分析和模拟区域土地与生态资源的利

用过程，从物资流、能源流、消费流等角度评价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格局的社会与环

境效应，响应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

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建设资源型城市发展转

型提供依据。

3 智能矿山对资源型城市发展转型的影响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转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采矿业是资源型城市的支柱性产业，

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领域。全国的矿业

企业在探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同时，也正在践

行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化路径。一方面，智能矿山

建设带来的新技术使得传统产业优化结构、转型
70



2020年第11期

升级，推进矿山企业转型发展；另一方面也对资

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向产业链高端

延伸。智能矿山已经成为促进资源型城市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笔者认为，当前的智能矿

山建设对资源城市转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产生

影响。

3.1 智能矿山建设推动传统采矿业向智能制造改

造和转型

未来的智能矿山建设与信息技术有着密切的

关系，无论是智能/少人/无人开采、安全风险管控

与应急还是生态环境保护，都广泛地应用信息技

术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以计算机为主

体的信息技术影响着矿山生产的各个方面，从发

展上看，煤矿的采、掘、机、运、通对信息技术

产品的依赖性与日俱增。普遍认为信息技术的投

入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行效

率，显著促进社会的经济增长。从鲁尔区和洛林

区的转型经验可以看出，信息化改造传统矿山产

业是一条稳健的道路。

3.2 智能矿山建设推动新兴技术园区建设

2020年 2月 25日，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应急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

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组建煤矿

智能化创新联盟和区域性创新机构，充分发挥各

自专业领域优势，实现协同创新、跨界融合发展，

为煤矿智能化建设提供支撑。资源型城市应该以

此为抓手，本着先行先试的原则，积极与工信部、

科技部、发改委、能源局等部委和省级部门沟通，

突出产城融合、绿色生态等特点，申请国家级、

省级智慧矿区或者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基地。积

极申请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申请加大对吸纳

就业、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中央预

算内投资专项支持项目，从而保障传统行业改造

升级的人才、资金、政策持续性。同时吸引高端

人才，鼓励创办相关企业、人才落地到园区。

以高新技术园区为基础，为智能矿山的研发、

生产、管理、贸易、信息流、资金流和现代物流

等全方位创造现代化环境，使老工业区在改造转

型后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和空间，特别是更有利于

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园区建设中，

制定促进智能矿山、绿色矿山的优惠政策，按照

互利共赢的原则出台推进。同时，提出配套的产

权制度、数据共享制度、开放营商环境、市场运

作机制等。

3.3 智能矿山建设催生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

国际经验表明多元化经济结构非常重要，要

大力推动资源型城市由传统的单一经济结构发展

模式，向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变。直接

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也是推动资

源城市产业转型成功的重要动力。例如，鲁尔区

提出产业转型从重工业向“微型”产业转变，也

就是向微电子、微细加工和信息服务等产业方向

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该区已成为德国最大

的信息、媒体基地。

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是创新的活力源泉，资源

型城市应该以智能矿山建设为契机，主动邀请国

内外领先的科研机构、互联网、高校、以及投资

机构联合创办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资金和政策扶

持，吸引人才和技术，逐渐沉淀到本地，形成具

有活力的产业。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可以在解决

大规模就业、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创新能力、提

高产业多元化、促进市场竞争等方面起到举足轻

重的作用。然而，由于资源性行业壁垒较高，权

利寻租现象较为严重，因此中小企业是否能够真

正落地地方城市发挥作用还需要更多的实践。

3.4 智能矿山建设释放数据红利

智能矿山建设为更深入的数据共享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未来区域经济发展从粗放的资源要素

发展变成知识经济发展，政府一旦探索出大数据

中的数据价值，就能够释放数据红利。基于开放

的数据共享策略能够实现区域内部更广泛的数据

互通，使得矿区的生产和消费更集中、更大规模、

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

4 结 论

综上所述，结合智能矿山建设过程，资源型

城市转型路径为：多元化的中小型高新企业落地

开发区，并服务于区内企业智能矿山建设，将科

学与智慧的能量赋能传统产业发展内核，助力产

业高效升维，引进培养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

高端人才，产生一系列新兴信息化产业集群，并

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带动相关产业规模。智能矿

山技术将煤矿企业竞争力从资源依赖、路径依赖

塑造成以技术、人才和创新为合力的企业可持续

竞争力，同时也提升资源城市及其周边中心城市

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和内生

动力，促进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智能矿山技

术一旦形成了成熟和标准的开发利用服务模式，

李 梅等：智能矿山建设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路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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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矿业基地继续向新疆、一带一路等地方转移，

积极将技术推广到区外，辐射全国智能矿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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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煤炭企业的生存

与发展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能源安全的

保障及工业原料的供给。因此，煤炭行业的发展

一直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然而我国煤炭市场

体制机制不健全，迫切需要中央政府出台相关的

行业规划及产业政策以促进其平稳发展，进而导

致我国煤炭行业发展具有“以市场为主导，政策

为手段”的特殊性。党的十九大以来，在生态文

明建设、温室气体减排、低碳城市与净零碳乡村、

打赢蓝天保卫战等多重生态环境约束的条件下，

我国正在经历以单一化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能源综

合发展的能源革命。这些都为煤炭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带来了新的竞争与挑战。其中，煤炭企业利

润锐减与转型升级所需资金支持之间的矛盾日益

凸显，而家族煤炭企业的财富管理研究是缓解这

一矛盾的有效途径。我国家族煤炭企业的财富管

理问题受到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特殊性影响，也

极具中国特色。在政府GDP考核导向、预算软约

束、市场供给不足的背景下，家族煤炭企业积累

了大量财富，但随着环境治理、产能过剩、煤价

断崖式下跌、资源枯竭等问题的影响，家族煤炭

企业财富管理的缺失，导致了企业接续困难、发

我国家族煤炭企业财富管理研究

——以山西、内蒙古家族煤炭企业为例
孙 志 伟

（山东工商学院 煤炭经济研究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 要：从我国煤炭家族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困境入手，以财富管理基金研究为理论基础，选取家族

煤炭企业相对集中的山西、内蒙古等地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家族煤炭企业财富管理的特点与瓶颈，

发现大部分家族秉持传统的中国式财富观，缺乏财富管理的系统认识与需求，且存在财富管理模式

陈旧、服务机构缺失的状况。在厘清企业资产与家族财富界限的前提下，通过设立系统化的跨代基

金、稳定基金，以及家族产业基金、发展基金、公益基金等家族财富管理基金，促进财富管理弹性

化及家族财富管理生态圈的构建，使得家族煤炭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煤炭行业发展趋势。

关键词：家族煤炭企业；财富管理；山西省；内蒙古；转型升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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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wealth management of family coal enterprises in China
——Take Shanxi and Inner Mongolia family coal companies as examples

Sun Zhiwei
（Co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ifficulties of coal family companies in China，based on the theo⁃
retical basis of wealth management fund research，selecting Shanxi and Inner Mongolia where family coal companies are rela⁃
tively concentrated as research cases，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ottlenecks of family coal companies’ wealth man⁃
agement， it is found that most families adhere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ealth concept， lack the systematic knowledge and
needs of wealth management，and have the situation of outdated wealth management models and lack of service institutions.
Under the premise of clarify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corporate assets and family wealth，the flexibility of wealth manag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y wealth management ecosystem were promoted by establishing systematic cross-generational
funds， stability funds， and family wealth management funds such as family industry funds， development funds， and public
welfare funds. This enables family coal companies to better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al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family coal enterprise；wealth management；Shanxi Province；Inner Mongolia；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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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受阻。因此，家族煤炭企业如何结合我国煤炭

行业发展的特殊情况，发挥财富管理在家族煤炭

企业中的重要作用，解决当前融资难、负债率高

的问题，是新时代背景下煤炭企业乃至行业亟待

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内蒙古、山西省是我国重

要的煤炭生产大省，也是家族煤炭企业的聚集区。

因此，本文选取内蒙古、山西省的家族煤炭企业

为研究对象，通过企业与家族治理下的互动效应

维度进行财富管理研究。

1 家族财富管理的挑战

大多数家族企业所有者和财富创造者都有一

个重要的愿景：使企业代代相传的财富永存。在

这种情况下，财富不仅意味着集体金融资产，而

且还意味着诸如家庭关系 （世代之间） 的和谐及

参与之类的无形资源。为了促进财富的连续性，

许多家族财富创造者制定了结构、计划和程序，

包括遗产计划、继任计划、治理结构/战略等。在

理论上，这样建立的系统组成部分似乎可以保护

家族财富。但实际上，对于许多家族来说，系统

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财

富的可持续性不适用于许多家庭[1]，部分原因是未

能在第一时间进行计划。尽管大多数人希望他们

的公司和相关资产世代相传，但大多数人尚未制

定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在大量的富裕客户中，

有 70％的房地产计划失败了，这主要是由于家庭

冲突或沟通问题所致[2]，进一步表明家族制定的详

尽计划不一定能够实施成功。

总而言之，许多正式和非正式方法在理解家

族财富问题上多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所有家庭

都是以既有的、类似的能力为基础，制定和实施

财富管理计划[3]。本文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把家庭及其他可能干扰财富管理计划的特质

因素排除在外。而上述假设存在是有约束条件，

那就是将财富交由正规的信托机构以基金的形式

去管理。

2 我国家族煤炭企业发展现状及困境

煤炭资源区域分布的不均衡使得山西省、内

蒙古等地成为煤炭产品的重要输出地，由此也诞

生了众多家族煤炭企业，并且凭借起初的政策优

势以及凝聚力强、管理成本低等，有些家族煤炭

企业已经发展壮大为我国重要的能源产业集团，

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积累了巨大的家族财

富。在经过煤炭“黄金十年”的飞速发展之后，

随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三去一降一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我国家族煤炭企业面临诸

多发展困境。

2.1 技术升级难，转型压力大

以“云大物移智”为特色的第四次产业革命

使得高、精、尖技术与煤矿生产紧密结合，智能

矿山、自动化开采等技术的研发利用是煤炭企业

必然的发展趋势。然而，除了大型煤炭企业集团

尤其是国有企业能够实现以技术升级带动企业向

生产规模化、管理智能化发展以外，家族煤炭企

业普遍面临技术升级压力大、生产及管理的智能

化设备配套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影响煤

炭资源开采的成本与安全，另一方面也导致煤炭

企业结构转型难度大，比如缺少深加工的循环产

品、非煤产业项目竞争力不强、煤炭就地转化不

足、产品附加值不高等[4]，阻碍了煤炭企业向技术

密集型、精准开采型的高质量方向发展。

2.2 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对煤炭市场冲击大

随着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与践行，

大气污染防治尤其是煤炭燃烧带来的氮氧化物和

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诸多城市环境工作的重点。

火电、水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受到的关注也逐

渐增多，因此，不少城市划出禁煤区，煤炭的清

洁利用成为改善环境的焦点。能源消费结构调整

所带来的煤炭市场需求大幅萎缩与市场萎缩疲软

共同作用，导致了煤炭需求侧锐减，企业间竞争

加剧。虽然国家淘汰了相当数量的落后产能与过

剩产能，但总体上对提振煤炭市场信心作用有限，

企业间拼抢资源、运力和市场的现象越来越明

显[5]。市场困境造成很多家族煤炭企业生产成本高

涨、资金紧张，加之销售款的拖欠，极大地影响

了煤炭企业的正常运营。

2.3 家族煤炭企业融资难

201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要求煤炭企业淘汰

落后产能，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行

业受市场形势及政策影响，享受不到银行贷款优

惠政策，企业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这对家族煤

炭企业的冲击尤为明显，多数家族企业贷款资金

仍依赖于传统银行信贷，在银行金融政策优势不

复存在的情况下，其综合授信额度难以核增，甚

至出现授信额度核减现象，企业银行贷款率降低。

与此同时，煤炭企业还面临产业转型的发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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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转型发展项目投入不得不依靠发债资金等非

标资金解决，融资成本高、利息负担重，企业经

营领域难以拓宽，新型煤化工等煤炭相关产业发

展慢，约束较强，加之收紧的煤炭需求市场，有

些煤炭企业因资金问题已处于半停产状态，煤炭

企业维持完整的资金链渴求愈发迫切。

2.4 财富管理缺失，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

家族煤炭企业在煤炭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凭借资源禀赋及地方政府的有利政策，其财富积

累总值在富豪榜上赫赫有名。受国家宏观政策及

煤炭行业形势的影响，家族煤炭企业的巨额财富

管理面临诸多难题，比如对财富管理的保险、基

金等理解不透、运作不足。大部分家族煤炭企业

高层管理者为家族内部成员，缺乏先进的财富管

理理念及专业知识，其财富观往往体现出重积累

轻传承的特点，在由创业到守业的过程中，家族

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产配置如何在金融市场

短期波动中实现财富长期、跨代的保值和增值。

家族财富管理缺失在面临瓶颈时缺乏有力的资金

支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 家族煤炭企业财富管理的理论研究

3.1 财富管理需求层面的特殊性

与其他类型的家族企业不同，煤炭家族企业

有着财富管理的特殊需求，中国煤炭家族企业在

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其财富的积累不

仅受资源的约束，更有产业政策的影响，极具中

国特色。从政策角度看，在政策及市场环境优越

时期，家族煤炭企业财富积累的速度及数量都非

常可观。而在政策收紧、市场萎缩时期，煤炭企

业往往受到巨大打击，财富的保值增值压力急剧

增大。从资源角度看，煤炭作为不可再生资源，

不可能被家族世代永续利用，随着煤炭资源枯竭，

由于资源诅咒导致的单一化产业结构和人才技能，

削弱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家族煤炭企业的巨额

财富势必需要科学有效的财富管理来保障。鉴于

财富管理政策及资源两方面的特殊需求，家族煤

炭企业应将煤炭生产与金融产品有机结合，利用

金融创新工具对财富进行合理化配置，有效缓解

及规避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促进家族财富的可

持续发展。

3.2 财富管理供给层面的基金运作

财富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集

稳定性、风险性、投资性于一体，旨在构建家族

财富福祉和幸福生活，并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灵

活运用金融工具助力家族实现精神财富和物质财

富的健康传承。财富管理基金是财富获得可持续

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全球资源型企业较多使用

的财富管理手段，其中跨代基金、稳定基金、投

资基金的组合模式可满足不同用户意愿与要求，

利用基金组合对家族财富进行总体规划与管理，3
种基金形式的优势如下。

首先，跨代基金是将资源收益进行长时间配

置的长线基金，目的是使家族财富能够在不同代

际之间得以传承与分享。具体是将一定比例的家

族财富以多元化资产形式进行储存，以基金收益

作为子孙后代的财富来源之一，特别是在资源枯

竭及政策环境收紧时期，可为家族转型经营提供

资金支持。凯恩斯—拉姆齐准则指出社会对代际

不平等关注的越多，越要减少当前的消费，为未

来消费留下更多的财富[6]。而从永久收入假说角度

看，资源消耗的越快，其收益下降的就越多，永

久收益与当前收益的差距就会越大，因此，家族

以跨代基金模式预留当前收益便尤为必要。

其次，稳定基金是为对冲煤炭价格波动风险

而设立的，我国煤炭价格受政策环境影响较大，

稳定基金运作原理主要是提前构建预防性风险缓

冲基金，在煤炭价格受到正向冲击时，提取额外

收益作为稳定基金，此部分基金亦可进行其它平

稳性投资，但不作为企业常规预算支配；而当煤

炭价格受到负向冲击时，稳定基金发挥其缓冲作

用，平抑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从而保证煤炭企

业经营稳定。需要注意的是稳定基金要根据煤炭

基准价格进行比例储存，而煤炭基准价格需要以

较长时期的历史价格均值或价格趋势线做出科学

判断，以保证稳定基金储蓄量合理，届时可以发

挥缓冲作用。除了在煤炭价格下降时保证企业平

稳运行以外，在煤炭价格高涨时稳定基金的提取

还可以起到限制家族企业盲目扩大生产的作用，

避免未来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现象。

最后，投资基金是专门设立的投资发展基金，

主要用于家族企业投资、家族成员的发展投入以

及家族社会关系的维护等。其具体运作过程为：

第一，设立家族产业基金以控股企业，通过企业

资本运营，获得家族财富增长。家族产业基金既

将家族财富与家族企业效益相关联，又保持了二

者一定的独立性。第二，设立家族发展基金，用

在家族成员教育培训、职业生涯发展、医疗、住

孙志伟：我国家族煤炭企业财富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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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条件改善等方面。煤炭产业的初级化特点导致

企业员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且家族煤炭企业

主要管理人员大都为家族内部成员，唯亲是用的

用人机制严重影响了企业素质的提高[7]。家族发展

基金可通过促使家族成员教育培训的程序化、规

范化，提高成员的业务能力及管理能力，有效解

决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短缺问题。投资基金也可设

立家族公益基金，将公益作为投资的一种，提高

家族社会影响力，维护家族社会关系。投资基金

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可能会出现吸收约束问题，导

致基金收益时限长、见效慢，这就需要在具体运

作中对每个项目进行科学评估，优先选择投资效

应较高的项目。

4 山西省、内蒙古家族煤炭企业财富管理

特点与问题

4.1 财富管理兼具家族企业与资源型企业的双重

特点

山西省、内蒙古地区家族煤炭企业数量多，

规模类型多样，在财富管理方面兼具家族企业与

资源型企业的双重特点。作为资源型企业，要在

货币资本管理的同时兼顾资源产业转型，保住产

业资本；作为家族企业，除了有形货币财富的管

理以外，家族人力资本以及人脉圈子等社会资本

的管理与传承也很重要，这种双重特点使得煤炭

家族企业财富管理更加复杂化。家族煤炭企业除

了要顺应政策形势，面对剧烈的煤炭价格波动，

确保企业资本稳定运行以外，还要注重家族财富

的风险隔离、代际传承与保值增值。此外在煤炭

资源日益枯竭的背景下，在家族二代、三代子孙

规模扩大的张力下，在企业从新生、成长、成熟

与衰落的生命周期压力下，家族煤炭企业更要懂

得将家族管理与企业管理相结合，为家族财富与

企业资产的双重资本保驾护航。

4.2 缺乏对家族财富管理的系统化认识与需求

我国家族企业普遍缺乏对财富管理的系统认

识，也没有明确化的系统需求。山西省、内蒙古

地区很多煤老板虽然注重财富创造，但对已有财

富如何进行科学管理缺乏准确认识，很多只停留

在“朦胧”状态，即觉察到财富管理的必要性，

仅停留在点状和表层需求上，对家族财富管理的

复杂性与艰巨性认识不足，进而在财富管理的需

求上也表达不清晰[8]。加之我国尚缺乏家族财富管

理的高端专业化服务机构，无法对这些煤炭家族

企业财富进行有效规划与指导，两方面的原因导

致山西省、内蒙古地区煤炭家族企业实际尚未真

正实施系统化的家族财富管理。

4.3 传统的中国式财富观影响财富管理效应

山西省、内蒙古地区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带，

文化相对封闭传统，很多家族煤炭企业仍秉持根

深蒂固的中国式传统财富观。主要表现为高度重

视财富的保密性，注重隐私和面子，财富的透明

度较低，对财富管理专业机构的信任度不高[9]。有

关财富管理的重大决策多由家族企业的“家长”

们来制定，较少依赖于财富管理专业机构的建议，

且偏爱投资回报率较高的短期投资策略。根据数

据显示，我国家族财富交给专业机构来管理的比

例不足其财富总额的 5%，而这一比例在欧美发达

国家已达到 40%~60%，足见我国家族企业普遍缺

乏财富安全感，这种传统的中国式财富观极大地

影响了家族煤炭企业财富管理效应的发挥。

4.4 财富管理模式陈旧，专业化服务机构缺乏

财富管理机构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信托机构以及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等。

山西省、内蒙古家族煤炭企业的财富管理尚处于

起步阶段，管理机构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商业银行

及证券公司，较少涉及家族办公室等现代财富管

理模式，对跨代基金、稳定基金、投资基金等家

族基金组合模式缺少系统规划。同时，山西省、

内蒙古作为中国能源金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长

期以来围绕煤炭工业形成了较为单一化的区域产

业结构，区内金融、会计、法律、财税等现代服

务业配套不完善，创新型金融工具缺乏，专业化

财富管理服务机构更是极少。虽然区内家族煤炭

企业众多，且不乏规模宏大、实力雄厚者，但整

个区域尚未形成财富管理的环境氛围，也未构建

出较为成熟的财富管理生态圈。

5 山西省、内蒙古家族煤炭企业财富管理

的对策建议

5.1 厘清企业资产与家族财富界限，隔离风险

现阶段大部分煤炭家族企业都基本完成了创

业期的财富积累，家族财富以现金、房产、股权

等形式留存下来。要使现有财富得以有效传承，

前提便是厘清企业资产与家族财富的界限，在家

族财富与企业资产之间划分一条隔离带，以致任

何一方出现的资产风险都不至于相互传递、波及

整体。家族财产用于企业的款项一定要以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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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流程进入企业，不可随意贴补[10]。山西省、

内蒙古地区有些煤老板仍简单认为自家企业不分

你我，为企业发展，家族全力支持，毫无保留，

极大增加了企业及家族财富风险。此外，在煤炭

企业资产方面，要完善风险防范制度体系，严格

财务制度，做好投资及财产规划。

5.2 设立系统化的煤炭家族财富管理基金

根据前述基金运作原理及优势，以跨代基金、

稳定基金、投资基金为基本框架，设立系统化的

煤炭家族财富管理基金。跨代基金用于长线收益，

保障财富能够跨代传承；稳定基金应对产业政策

带来的煤炭价格剧烈波动，投资基金具体下设家

族产业基金、家族发展基金和家族公益基金 3个子

项目。随着家族成员规模扩大、子孙分支增多，

使家族体系越来越复杂，因此应将各类基金以不

同比例搭配组合，制定明确且严格的基金运作规

则，将家族成员责任义务与个性化需求相结合，

同时将企业管理与家族管理相结合，既满足不同

家族成员的意愿与需要，提高基金运作的效率，

又可兼顾企业大盘运行稳定。家族财富管理基金

的类型结构见表1。
表1 家族煤炭企业财富管理基金结构

5.3 把握产业政策，注重财富管理的弹性化

中国特色的家族煤炭企业财富积累受政策影

响很大，因此财富管理也不应脱离政策环境，要

把握产业政策，注重财富管理的弹性化，善于利

用国家或省政府对于煤炭行业发展的金融政策，

比如国家煤炭整合基金等，促进煤炭产业转型升

级及家族财富稳定增长。在不同政策时期，采取

多样化财富管理方案，紧随国家导向，抓住机遇，

在政策倡导支持的煤炭领域，加大多元化风险性

投资，增加企业资本运转，适当运作回报率高的

短线基金，增加家族产业基金投入，促进家族财

富增值；而在煤炭政策收紧时期，应采取保守型

财富管理方案，增大家族发展基金投入，注重家

族成员教育培训以及家族社会关系的维护，积蓄

力量，寻找转型出路，注重长久收益。

5.4 激发系统化财富管理需求，构建家族财富管

理生态圈

打破中国式传统财富观念，适应时代要求，

激发家族煤炭企业更加系统化的财富管理需求，

从财富管理供求两方面构建家族财富管理生态圈。

煤炭家族将更大比例财富交由专业服务机构打理，

制定财富管理中长期规划方案，开发现代多样化

的管理模式。一方面煤炭企业家族要建立家族治

理体系，家族内部就财富管理目标、规范、资源

及非资源型基金结构等达成一致。另一方面，财

富管理服务机构要做到协同合作，除银行、证券、

信托、保险等传统机构服务外，家族财富管理还

应包括煤炭行业咨询、法律咨询、财会服务、税

务服务、慈善组织等各类专业机构服务。这些机

构的有效协作与较为完善的家族治理体系一起，

共同构成家族财富管理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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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

跨代基金

稳定基金

投资

基金

家族产业基金

家族发展基金

家族公益基金

基金功能与特点

财富跨代传承，长线收益，以备资源枯竭、

经营不善等后辈不时之需

平抑产业政策带来的煤炭价格剧烈波动，盈

时留存，亏时提取，保障煤炭企业经营稳定

家族以产业基金实现企业控股，参与企业决

策，通过企业资本循环，获得家族财富增长

满足家族成员教育培训、职业生涯发展等内

在发展需求，基金收益有较强的滞后性

进行公益性投资，获得企业形象、声誉、社

会关系等无形资产，间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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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集团公司商业模式的构建，需要通过跨

界经营，不断推动大市场、大系统、大资本和大

资源融合，最终打造企业跨界运营发展的生态链。

该生态链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的，以煤炭、

煤电等多种主导产业为核心，具有较强市场竞争

力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多层次立体产业体系。

跨界运营发展大格局的构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

态大系统的构建。需要树立符合当今经济发展特

征的大资源、大市场观念，并构建出与之相适应

的大资本运作系统、大数据收集分享系统[1]。

1 煤炭集团公司宏观层面打造跨界运营生

态链

跨界经营是其构建企业生态圈的重要方式之

一。通过中观层次“产业协同、产业延伸和产业

融合”，实现企业的产业升级，打造“煤-电-化
工”等多条产业生态链，形成企业内部资源最优

化流动、各产业板块协同融合良性发展的生态链。

在煤炭集团公司内部，产业生态链的构建应

从产业布局和产业间关系两个方面展开。产业布

局涉及产业选择问题，产业间关系则需要从资源

配置、产业结构调整两方面进行[2]。此外，科学高

效的信息管理系统也对产业生态链的构建有着重

要作用。

打造跨界运营生态链，应把握 4条原则即，效

率与效益原则、需求主导型原则、整体协调性原

则和创建特色模式原则。

1.1 坚持效率与效益原则

资源配置是目的性很强的活动，煤炭集团公

司资源配置必须围绕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企业

煤炭集团公司打造跨界运营生态链的对策研究

牛 克 洪
（中国能源研究会，北京 100045）

摘 要：煤炭集团公司商业模式的构建，需要通过跨界经营，不断推动大市场、大系统、大资本和

大资源融合，最终打造企业跨界运营发展的生态链。阐述了煤炭集团公司从宏观层面打造跨界运营

生态链的必要性，分析认为煤炭集团公司产业板块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应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人

才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建立各产业板块之间的资源管理层次和秩序。最后，提出煤炭集团公司

宏观层面产业结构调整方式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跨界运营；生态链；产业融合；煤炭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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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of coal group corporation to build cross-border operation

ecological chain
Niu Kehong

（China Energy Research Society，Beijing 100045，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al group company's business model requires cross-border operations to continuously pro⁃
mote the integration of large markets， large systems， large capital and large resources， and ultimately create an ecological
chain of cross-border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necessity of the coal group company to build a cross-bor⁃
der operation ecological chain was explained from the macro level. The analysis believes that the coal group company's indus⁃
trial sector resource optimization allocation mechanism should establish the level and order of resource management among vari⁃
ous industrial sectors from the aspe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resource structure， talent structure，and technical structure. Fi⁃
nally，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the macro-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method of the coal group company are proposed.
Key words：cross-border operation；ecological chain；industrial integration；coal group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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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为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资源配置优

化。煤炭集团公司要充分考虑资源的实用性，对

各产业板块生产经营和管理有较大实用价值的资

源重点提升。同时，兼顾资源的经济性，以较少

的配置成本获取最大化的效益增长。

1.2 坚持需求主导型原则

实现各产业板块资源配置的结构优化，依据

各产业板块的定位及资源需求，以及各产业板块

在煤炭集团公司战略中的产业布局，确定各产业

板块同类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顺序。根据各产业板

块资源需求的一般规律和特点，确定各产业板块

正常经营应配置的资源数量、内容、质量和形式。

在明确产业板块资源配置顺序及配置资源数量、

内容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资金结构、物资结构、

人才结构和技术结构等，并制定煤炭集团公司资

源配置的规划、方案和标准，然后付诸实施，并

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对煤炭集团公司资源结构进行

优化调整。

1.3 坚持整体协调性原则

煤炭集团公司各产业板块资源配置是一项较

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各要素之间、系统与外

界之间等都有一定的联系。因此，煤炭集团公司

资源配置需要充分考虑各产业板块的整体协调性。

一要加强各类资源的相互协调，包括资金结构、

物资结构、人力资源结构、技术结构、信息资源

结构等的协调；二要加强各产业板块之间资源配

置的协调，根据各产业板块的定位、相互依存关

系和制约关系，统一规划各产业板块资源的配置；

三要加强煤炭集团公司各产业板块资源微观配置

与资源宏观配置之间的协调，充分考虑一个地区

和全国范围内资源配置对煤炭集团公司及各产业

板块资源配置的影响 [3]；四要加强煤炭集团公司

资源配置与资源开发协调，做好资源的充分开发

利用。

1.4 坚持创建特色模式原则

坚持因企制宜、因地制宜，引导不同产业板

块、不同区域、不同经营领域的权属单位，结合

单位实际，把握业务发展规律，自主建立各具特

色、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并根据时代发展变化

动态调整、持续创新，形成与国有企业功能定位

相适应的运营模式与盈利模式，构建多种模式并

行发展、多形式增值创效的商业模式创新格局，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2 煤炭集团公司宏观层面建立产业生态链

的资源配置机制

煤炭集团公司产业板块资源优化配置机制，

应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人才结构、技术结构

等方面来考虑，建立各产业板块之间的资源管理

层次和秩序，构建资源优化配置机制的标准。

2.1 推动产业链条整合，降本提效

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施过程中，各产业板

块部分业务关联部分资源要进行充分整合，以便

降低成本、提高整体运作效率。上游产业业务放

弃部分收益，使得下游产业业务成本降低；下游

产业业务规模扩大，进而反哺上游产业业务发展，

煤炭集团公司总体效益即达到较之前更高程度的

水平[4]。以煤炭、煤电、煤化工 3大板块为例，煤

电和煤化工板块长期存在内部煤炭原料供应价格

高于外部煤炭采购价格的反差，生产成本较高；

煤炭板块内部供煤原则上可放弃部分利润空间，

从而既能促使煤电、煤化工等板块成本降低、经

营效益提升、生产规模扩大，进而形成导致煤炭

需求增加的良性循环。此外，在各大产业板块运

营过程中，对成本高、利润率低的业务采取抛弃

或外包的方式，减少低效率资源利用，将优质资

源投放到为煤炭集团公司带来更多效益的产业及

产品上。

2.2 推动构建多产业、多平台经营体系

多产业分散发展不利于煤炭集团公司产业协

作和融合发展，需要构建多产业运营的煤炭集团

公司管控体系，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基

于大多数煤炭集团公司为综合能源煤炭集团公司

的发展状况，煤炭集团公司在未来发展过程中，

还要充分整合煤炭集团公司内外部资源，构建多

平台运营的资源管理体系。推进对所从事业务领

域进行系统梳理，确定本单位重点投向的价值创

造环节，实施内外部资源整合，优化业务链，提

升价值链，创新业务经营方式，推动资源向价值

创造能力强、市场竞争能力优、持续发展能力足

的项目聚集，促进企业转型升级高效发展。

2.3 推动实业与金融产业融合发展

产融结合既是煤炭集团公司资源优化配置的

客观要求，也是煤炭集团公司做大做强的必然趋

势。煤炭集团公司实业与金融的资源需要实现充

分互动，在实业采购、销售等涉及资金的环节中

都可以利用金融产品的特殊性，构造出实业除了

牛克洪：煤炭集团公司打造跨界运营生态链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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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外的利润环节，从而实现煤炭集团公司实业

由单一利润点向多利润点的升级[5]。
2.4 着力增加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比例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形势下，煤炭集团公司

虽然对战略新兴产业在发展方向上形成了共识，

但对其资源配置的倾斜程度还不够。战略新兴产

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下一个支柱型产业，煤炭集

团公司必须逐渐减少在煤炭等传统的、污染较严

重的能源产业投资，增加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比例，

加速实现煤炭集团公司产业产品结构升级，抢占

发展的先机与盈利高地。

2.5 深化改革推进机制转换

坚持市场导向，结合煤炭集团公司发展战略

规划的实施，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机制。根据企

业发展实际，构建全面市场化管理的运行机制、

内外部合作的协同发展机制、“分配靠效益、收入

靠贡献”的薪酬激励机制、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

容错机制、科学公正的考核监督机制、灵活高效

的选人用人机制，形成市场化运营的制度体系。

3 煤炭集团公司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

方式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为核心、以合作

为路径，自主创新，形成符合企业实际的商业模

式。在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主要采用 4种方式

即，各产业协同发展、产业延伸与融合发展、产

业升级发展和产业变型发展。

3.1 各产业板块协同发展

产业协同的效果是企业整体创造的价值大于

企业各独立组成部分创造价值的简单总和。产业

组合能够出现产业协同效应，需要企业战略资产

与业务之间存在战略性资产上的相关性，以比竞

争对手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形成核心竞争力。

煤炭集团公司要达到产业协同发展，需要关注产

业组合设计、绩效与利益分配机制和协同策划决

策机制[6]。
依据产业选择原则、市场发展趋势和煤炭集

团公司发展现状，进行产业组合选择和设计，为

煤炭集团公司各产业间协同发展提供必要载体；

而各产业板块间的绩效考核机制、利益分配机制，

则是协作双方获得双赢、实现长期协作、稳定发

展的必要条件；共同策划和决策机制，则是减少

和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例如，煤炭-煤电-煤化

工板块可通过联合运作等方式，解决煤炭、煤电

及煤化工板块市场及（燃料）原料等问题，实现 3
个产业板块的协同共赢发展。

3.2 产业融合与产业延伸

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

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

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路径大致分

为 3类，分别为高新技术渗透融合、产业重组融合

和产业延伸融合。

一是高新技术渗透融合。即高新技术及其相

关产业向其他产业渗透、融合，并形成新的产业。

如煤炭集团公司战略新兴产业板块中的电子信息

技术产业可向物流贸易板块渗透而形成电子商务

与物流业等新型产业。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不断

渗透，成为提升和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

性因素。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传统产业的发展水

平，加速了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

二是产业重组融合。重组融合主要发生在具

有紧密联系的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之间，是

指原本各自独立的产品或服务在同一标准元素或

集合下，通过重组完全结为一体的整合过程。对

于煤炭集团公司而言，则是各产业板块内部资源

与组织架构的整合，将同一板块下的多个部门和

相关部门进行统一管理与经营[7]。
三是产业延伸融合。即通过产业间的互补和

延伸，实现产业间的融合，这类融合赋予原有产

业新的附加功能和更强的竞争力，形成融合型的

产业新体系。一般表现在第三产业向第一产业和

第二产业的延伸和渗透，对煤炭集团公司而言，

以产融结合为发展方向，发挥金融产业对煤炭、

电力及煤化工等板块的作用，构成煤炭集团公司

新型产业体系。

3.3 产业升级发展

一是通过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实现产业升级。

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和提高运营的质量与效益，

实现由粗放式投资型向效益型转变。煤矿由劳动

密集型向自动化、智能化、智慧化的技术密集型

转变，为了实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采煤清洁化、稳定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大

力推进数字矿山、智能矿山、智慧矿山建设，推

进煤矿生产经营管理集约化，分离煤矿生产辅助、

生活服务，实行模块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管理。

二是通过转变煤炭用途实现产业升级。着眼

扩大煤炭需求，一方面培育和扩展国内外市场需

求，通过创新营销模式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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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调整与转变煤炭用途，实现由燃料为主向燃

料与原料并重方面转变。

三是通过优化业务板块结构实现产业升级。

加强企业内部业务板块结构优化调整，进行业务

结构调整，剥离部分低效和无效业务板块，将更

多的人财物要素资源优先配备在能够带来效益和

发展潜力的业务板块上。要通过科技创新、管理

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企业创新要以集约、安全、

高效、清洁化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方向。

3.4 产业变型发展

产业变型及煤炭企业对其产业布局有4个取向。

一是由“长变园”——由拉长煤基产业链向

园区化、集中化、专业化和循环利用转变，在园

区内通过煤基产业链循环将煤炭“吃干榨净”，既

消化有害物、气，又提高附加值。

二是由“单一变综合”——由煤炭单一产业

企业向煤电、煤油、煤化、煤气和传统能源与新

能源并重等综合能源企业转变。

三是由“高变低”——由高碳能源向低碳能

源、清洁能源、绿色能源转变，使煤炭变成零污

染能源。

四是由“重变轻”——由重资产企业向重资

产企业与轻资产企业并举发展转变，降低企业固

定资产比重和负债率，提高资产运营收益率。

4 煤炭集团公司宏观层面实施产融结合

煤炭集团公司通过构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打造以各条产业生态链为核心内容的企业产业体

系，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发现并利用各类资源，依

托资本运作，为煤炭集团公司转型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4.1 明确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的基本原则

大资本模式主要是指，煤炭集团公司吸纳产

业发展资金及利用煤炭集团公司闲置资金进行产

业规模扩张、外部行业投资等的管理机制，核心

是对煤炭集团公司资金资源的整合利用，提高资

金利用率。煤炭集团公司构建综合性金融服务平

台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金融产业与实体产业融合发展的原

则。积极运用金融工具和资本运作的方式发展实

体产业，切实增强金融对实体产业的支持力度，

实现金融产业与实体产业的深层次融合。

二是坚持金融资本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的

原则。大力发展产业金融，发挥金融资本在产业

结构调整中的主动性。充分利用金融资本，引导

煤炭集团公司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和科学。

三是坚持短期与长期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产业与项目投资注重获得稳定的、持续的、长期

的收益，为了平衡融资成本、健康发展，关注企

业短期的投资收益也必不可少。

四是坚持加快发展与防范风险相统一的原则。

保持煤炭集团公司投融资平台净资产与负债、投

入与产出、现金流相对平衡，防止因过度投资或

融资带来的风险。

4.2 构建煤炭集团公司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

构建煤炭集团公司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应着

力从机制、平台、能力、方式和国际化等方面推

动金融服务建设。

一是构建统一投融资管理机制，强化金融服

务功能。整合煤炭集团公司金融板块资源，有序

整合煤炭集团公司和产业板块参控股金融企业，

提高管理效率，强化金融服务功能。发挥金融板

块的重要作用，促进煤炭集团公司健康有序发展。

二是完善投融资平台，推进融资渠道多样化。

积极拓展上市平台，坚持“资产资本化、资本证

券化”方向，加大培育力度，形成煤炭集团公司

多层级、多类型上市公司并存的发展格局，推动

上市公司再融资。建立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披露

信息体系，提升上市公司的管理素质和经营业绩，

维护上市公司品牌和市场形象。创新多种样式的融

资题材，积极开展多种方式的再融资活动，持续提

升上市公司价值，实现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三是强化资本运营能力，推进产业购并整合。

创新运用资本运营策略，稳健推进产业购并整合。

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产业

重组并购，优化资本要素配置，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和新型产业高效发展。推进煤炭集团公司

内部产业重组整合，坚持专业化管理、模块化运

营，持续推进煤炭集团公司的产业整合，发挥产

业协同效应，增强市场竞争优势。重点在推动内

部产业重组及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发挥主导

作用，上市公司及区域公司重点推动本产业、本

区域的购并整合。

四是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步伐。按照技术、

管理、市场、资金等需求定位，优选战略合作对

象，灵活选择兼并收购、增资扩股、合资合作等

方式，有序推进煤炭集团公司战略合作和混合产

牛克洪：煤炭集团公司打造跨界运营生态链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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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改革。

五是借助“一带一路”，优化国际化区域发展

布局。全面诊断分析意向投资国的政治、经济、

资源、市场、法律、人文等情况，按照风险程度

情况比较选择优先顺序投资国，积极开发和利用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着力优化资源配置，积

极推进合作开发海外市场。

4.3 基于多产业协调融合发展的跨界经营

企业跨界经营是煤炭集团公司实现发展模式

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跨界经营是企业通过进入

与原有主体业务体系无紧密联系的行业，使企业

涉及行业突破原有产业体系的范围。通过产业协

同、延伸和融合的方式进行跨界运营，主要是对

煤炭集团公司内部现有各产业板块进行跨界经营，

并以此创新产品和服务，包括实业产业之间和金

融与实业产业之间的融合经营，跨界经营的构建

是煤炭集团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内容。跨界

经营的实现方式有两类。一是通过对煤基产业链

等现有产业链的协同、延伸和融合，实现领域内

的上下游融会贯通，形成行业内互为依托的生态

系统，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来填补市场空白，扩

大市场份额；二是依托煤炭集团公司多年积累的

品牌与实力加以跨行业延伸，为新业务领域保驾

护航，快速创造新产业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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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煤炭行业的逐步复苏，开采规

模的扩张对于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

响。2010年，《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

意见稿）》发布，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环境保

护责任。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修订通过，首次将环保议题提升至法律高度。

近 5年间，煤炭企业上市公司在所披露环境信

息的深度与广度上都有较大改观，已有研究证明，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于煤炭企业价值的影响可通

过分析师预测水平进行正向传导[1]。相反的研究则

认为良好的经营绩效能够为企业提供充裕的经济

资源，促使其有能力对已造成的环境污染开展有

效治理，从而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环境信息披露水

平[2]。另有部分学者则聚焦于媒体关注水平在环境

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指出企业在经营不佳时更倾向于通过提高环境信

息披露质量纾解营运困境[3]。
分析上述观点可知，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环境

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向关系，而基于分析师预测、媒体关注等视角的

分析，并未揭示出该影响最终传导至经营绩效的

直接中介因素。基于此，笔者选取我国沪深两市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基于债务融资成本的中介效应
孙恺祈，杨子江

（中国矿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以我国沪深两市 29家煤炭企业 2015—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引入债务融资成本用以解释实际影响的传导过程。

研究表明：煤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经营绩效的增长，而债务融资成本作为中介变

量对该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强化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推动煤炭企业积极披露更高质量的环境信

息，塑造企业绿色品牌形象，符合国家构建生态金融体系的要求，也为企业管理者统筹债务融资成

本提供有别于传统思路的创新决策路径。

关键词：环境信息披露；经营绩效；债务融资成本；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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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al enter⁃
pris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based on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Sun Kaiqi，Yang Zij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The data of 29 coal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2015 to 2019 was used as sample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coal companies，and debt financing cost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was introduced to explain the actual impact conduc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evel of coal enterprises contributes
to the growth of operating performance，and debt financing cost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trength⁃
ening effect on this impac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will help promote coal companies to actively disclose higher-quality envi⁃
ronmental information，shape the corporate green brand image，and meet the n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an ecological
financial system. It also provides an innovative decision-making path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hinking for corporate
managers to coordinate debt financing costs.
Key words：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operating performance；debt financing costs；co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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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家煤炭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环境信息

披露水平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引入长

期债务融资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以期探明环境

信息披露水平对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经营绩效

长期以来，上市公司报表中所披露的非财务

信息质量参差不齐，普遍缺乏统一的披露规范，

造成外部报表使用者对该类信息的误读误判，一

定程度上扭曲了对外披露信息的价值。《上市公司

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发布以后，煤炭企业环境信

息披露得到了较大改善。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信

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企业投资吸引力的同

步提升，在改善企业筹资环境与加快资金周转效

率方面也具有较强的正面作用。同时，较高的信

息披露水平也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

称的僵局，通过强化外部约束推动企业整体向前

发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委托代理理论为企业带

来的负面影响。基于以上推理，作出如下假设：

H1：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经

营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1.2 债务融资成本的中介效应

超额的交易成本通常会在企业内外部信息不

对称的情况下得到进一步放大，因此有效提高企

业信息披露水平有助于债权人全面了解企业运营

状况。事实上，较高质量的环境信息能够反映企

业积极投入污染治理、有效提升内部管理水平、

年内零环境违法处罚的优质品牌形象，提振债权

人与外部信贷机构对于企业的信用评价水平，从

而帮助企业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并进一步传导至

整体经营绩效的正向增长。基于以上推理，作出

如下假设：

H2：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通过企业

债务融资成本正向传导至整体经营绩效，债务融

资成本在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

经营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2003—2012年，煤炭企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的

“黄金十年”，之后的三年间，早期过度扩张带来

的经营与财务风险在市场行情不景气的情况下被

迅速放大，导致煤炭行业进入连年亏损的历史低

谷。自 2015年起，经过有效调整经营战略的一批

煤炭上市公司实现了扭亏为盈，公司业务回归正

轨。本文选取 2015—2019年间沪深两市 29家典型

煤炭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少量财务数据

缺失的条目，最终取得 29家煤炭上市公司的 142
条非平衡面板数据。各企业各年份的环境信息披

露水平由自制表格测度得出，其余数据均来自CS⁃
MAR数据库，分析过程采用Stata15.0软件。

2.2 变量定义及指标刻画

变量定义及指标刻画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沿用现有研究中多采用的总资产净利率

（ROA）作为测度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该指标能

够测度公司运用全部资产获取利润的水平，较为

综合地反映企业资产运营效率与管理水平的高低。

2.2.2 解释变量

采用内容分析法[4]，定量测度煤炭上市公司

2015—2019年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为确保量

化标准的科学性，参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

指南》，将环境信息分为强制性披露信息与自愿性

披露信息两大类，并分别针对定性与定量披露情

况进行赋分，以期制定出一套依照政策文件要求

且贴合企业现实实践的规范化环境信息披露指标

体系，具体量化指标见表2。
2.2.3 中介变量

选取当年财务费用与平均长期负债比率作为

衡量煤炭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指标。考虑到煤炭

企业财务费用的波动主要受到其利息费用变化的

影响，该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煤炭上市公司长期

债务融资成本的变化。

变量性质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经营绩效

环境信息披露

水平

长期债务融资

成本

企业规模

企业价值

企业发展能力

企业营运能力

变量符号

ROA

EDI

FCANCL

SIZE

TobinQ

Growth

TAT

变量描述

净利润／总资产余额

环境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全部

评分加总

财务费用/平均长期负债

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市值／总资产

（总资产期末值—期初值）

／总资产期初值

营业收入/平均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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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环境信息披露测度

2.2.4 控制变量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企业规模、企业价值、企

业发展与营运能力会对公司整体经营绩效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本文在中介效应模型中纳

入企业总资产自然对数、托宾Q值、企业总资产增

长率、企业总资产周转率4个控制变量。

2.3 模型构建

为检验假设H1，也即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煤

炭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构建模型（1）。

ROAi，t=α0 + α1EDIi，t + ∑Controli，t + ∑Year +εi，t （1）
为检验假设H2，也即债务融资成本对于环境

信息披露水平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中介效

应，构建模型（2）与模型（3）。

FCANCLi，t=β0 + β1EDIi，t + ∑Controli，t + ∑Year + εi，t

（2）
ROAi，t=η0 +η1EDIi，t +η2FCANCLi，t + ∑Controli，t + ∑Year

+ εi，t （3）
式中：i为企业；t为年度；α、β、η为回归系数；

εi，t为误差项；Control为控制变量。

针对上述 3个模型，若回归得出α1显著，则表

明模型（1）成立，即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煤炭企

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在模型（1）成立

的前提下，若 β1、η2显著，则说明债务融资成本的

中介效应成立；若 β1、η2显著、且η1显著，则说明

债务融资成本对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煤炭企业

经营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作用；若 β1、
η2显著，而η1不显著，则说明债务融资成本对于环

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中介

效应为完全中介作用。

3 实证检验及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企业经营绩效

（ROA） 的最小值为-0.226，最大值为 0.130 1，样

本企业数据差距适中；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EDI）
的均值为 5.595 1，标准差为 1.567 5，最大、最小

值分别为 11与 1，说明样本企业间信息披露质量差

距较大；在中介变量方面，债务融资成本（FCAN⁃
CL）的均值为 0.178 0，最大、最小值之间存在较

大差异，基本符合假设预期，其余各控制变量均

在合理范围内。

表3 描述性统计结果

3.2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4。企业环境信息

披露水平（EDI）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ROA）之

间的相关系数为0.487，在1%水平显著正相关，表

明EDI越高，煤炭企业ROA越高，符合假设H1；企

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EDI） 与债务融资成本

（FCANCL）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75，在 5%水平

显著负相关，表明EDI越高的煤炭企业债务融资成

本越低，与假设H2基本相符。同时，各变量之间的

相关性均小于0.6，初步排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为进一步检验多重共线性对于模型的影响，

对各变量进行VIF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见表 5。
VIF均值为 1.21，最大值为 1.56，均远小于 10，进

一步证明该研究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变量

ROA

EDI

FCANCL

SIZE

Growth

TobinQ

TAT

样本数

142
142
142
142
142
142
142

均值

0.027 6
5.595 1
0.178 0
24.110 3
0.201 7
1.057
0.460

标准差

0.052 8
1.567 5
0.332 7
1.160 6
1.790 4
0.263 8
0.230 8

最小值

-0.226
1

-0.74
21.194
-0.189 7
0.734 9
0.118 5

最大值

0.130 1
11

2.883 6
27.098 7
21.335 0
2.466 3
1.782 1

内容

强制性

披露信息

自愿性

披露信息

重大环境问题发生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制

度执行情况

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一般工业固定废物和危险废

物依法处理处置情况

总量减排任务完成情况

依法缴纳排污费情况

清洁生产实施情况

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运

行情况

经营者的环保理念

环境管理组织结构及环保

目标

环境管理情况

环境绩效情况

环境公益项目

赋值

未披

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定性披

露

1
1
1

1

1
1
1
1
0.5
0.5
0.5
0.5
0.5

定性定量结

合披露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孙恺祈等：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85



2020年第11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40卷

表4 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表5 VIF膨胀因子检验

3.3 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1）（2）（3）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见表

6。在 ROA 模型 （1） 中，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EDI） 在 1%水平上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 （ROA）
正相关，回归系数 α1为 0.013 8，表明煤炭企业环

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增

长，假设H1得到验证。

在 FCANCL模型 （2） 中，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EDI） 在 5%水平上与煤炭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FCANCL）负相关，回归系数 β1为-0.027 3，表明

煤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其债务

融资成本的下降。

在 ROA模型 （3） 中，债务融资成本 （FCAN⁃
CL）在 1%水平上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ROA）负

相关，回归系数η2为-0.019 1，且在该模型下环境

信息披露水平（EDI）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ROA）
在 1%水平上显著相关，可知债务融资成本对于环

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中介

效应为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

3.4 稳健性检验

1）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EDI） 的重新定义。

依照环境信息披露测度表计算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得分占满分比重，从而取得“环境信息披露指数”

（SEDI），计算公式为（EDI/21） *100。
表6 多元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t值。

2）企业经营绩效（ROA）的重新定义。构造

指标“总资产净利率行业差”（△ROA），即企业自

身总资产净利率与企业所处细分行业平均总资产

净利率之差，计算公式为ROA-AVRROA。
替换核心变量之后的稳健性分析结果见表 7。

在替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后，三个模型依

然显著，符合假设H1、H2的要求，证实了本文所

研究中介效应模型的稳健性。

表7 稳健性分析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为 t值。

指标

ROA

EDI

FCANCL

SIZE

Growth

TobinQ

TAT

ROA

1.000
0.487***
0.022
0.235***
-0.108
-0.097
0.408***

EDI

1.000
-0.175**
0.299***
-0.106
-0.175**
0.149*

FCANCL

1.000
-0.222***
0.015
0.015
0.029

SIZE

1.000
-0.034
-0.531***
0.103

Growth

1.000
-0.003
-0.046

TobinQ

1.000
-0.142*

TAT

1.000

Variable

FCANCL

EDI

SIZE

TobinQ

TAT

Growth

Mean VIF

VIF

1.09
1.14
1.56
1.43
1.04
1.01

1.21

1/VIF
0.919 418
0.874 083
0.641 489
0.699 397
0.959 873
0.986 832

变量名称

EDI

FCANCL

SIZE

Growth

TobinQ

TAT

_cons

ROA模型（1）
0.013 8***
（4.71）

0.005 6
（1.40）
-0.001 3**
（-2.05）
0.017 8
（1.00）
0.078 9***
（6.37）
-0.239 1**
（-2.21）

FCANCL模型（2）
-0.027 3**
（-2.08）

-0.075 7**
（-2.49）
-0.001 0
（-0.31）
-0.176 1*
（-1.66）
0.079 8
（1.65）
2.309 1***
（2.62）

ROA模型（3）
0.014 3***
（4.87）
-0.019 1***
（3.57）
0.007 0*
（1.72）
-0.001 3**
（-2.08）
0.021 2
（1.16）
0.077 3***
（6.27）
-0.283 1**
（-2.53）

变量名称

SEDI

FCANCL

SIZE

Growth

TobinQ

TAT

_cons

△ROA模型（1）
0.289 7***
（4.71）

0.005 6
（1.40）
-0.001 3**
（-2.05）
0.017 8
（1.00）
0.078 9***
（6，37）
-0.239 1**
（-2.21）

FCANCL模型（2）
-0.574 1**
（-2.08）

-0.075 7**
（-2.49）
-0.001 0
（-0.31）
-0.176 1*
（-1.66）
0.079 8
（1.65）
2.309 1***
（2.62）

△ROA模型（3）
0.300 6***
（4.87）
-0.019 1***
（3.57）
0.007 0*
（1.72）
-0.001 3**
（-2.08）
0.021 2
（1.16）
0.077 3***
（6.27）
-0.283 1**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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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4.1 研究结论

基于沪深两市 29家煤炭上市公司 2015—2019
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水

平（EDI）对于煤炭企业经营绩效（ROA）的影响，

并进一步证实了债务融资成本（FCANCL）对上述

二者关系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环境信息披露水

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企业信誉，为企业塑造良好

的品牌形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

的超额交易成本，并进一步提振外部债权人与信

贷机构对于该企业的信用评价水平，降低企业的

债务融资成本，并最终反映到公司经营绩效的增

长。因此，主动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帮

助煤炭企业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为公司筹资决策

与经营战略的制定提供有别于传统方案的路径。

4.2 相关建议

4.2.1 政府层面

1）完善披露规范，出台规章制度。根据本文

所测度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 （SEDI） 可知，我国

煤炭行业整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依然偏低。由于

环境信息披露的形式与内容仍然缺乏强制性规范，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进行披露时拥有较高的自主选

择权，导致企业在年报“重要事项”中自愿披露

的污染物排放情况、环保投资等信息质量参差不

齐，迫切需要政府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进而引

导企业从年报披露向环境独立报告转变。

2） 加大监管力度，构建奖惩机制。研究表

明，在一定范围内环境监管压力越大，企业环境

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监管部门应积极落实监管，

严格执行法规。政府应健全对企业环境绩效的评

估体系，对不同环境绩效的企业采取对应的奖惩措

施，从而引导企业有效披露环境信息，降低企业非

财务信息内外部不对称所引发的市场信用风险。

4.2.2 企业层面

1）规范信息披露，创新筹资决策。依照传统

筹资决策思路，企业管理者降低资本成本的路径

中极少涉及到对于非财务信息披露方向的考虑。

而本研究所揭示的债务融资成本在煤炭上市公司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中所发

挥的中介效应可以为公司降低长期资金使用成本

提供一条新的管理思路。

2）响应政府政策，履行社会责任。结合本研

究结果，煤炭企业应增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硬

性披露，减少含糊笼统的定性披露，真正提升环

境信息披露质量与透明度。公司应密切关注减排

工程实施情况以及清洁生产状况，针对环境保护

政策建立内部控制机制，对环境信息披露过程实

行全面管理，进而将环保观念渗入企业文化。

4.2.3 投资者层面

多数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着重通过财务

指标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

等内容，对环境等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却关注较

少。未来投资者应格外关注企业环境绩效对于企

业整体信用风险的影响，审慎调整对于煤炭企业

的资金投入，提高自身投资效率。与此同时，市

场分析师也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结合企业所出

具的相关环境报告正确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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