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国际大宗能源商品市场形势回顾与展望：V形震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王永中

2020年，受新冠疫情、沙特和俄罗斯价格战、国际

地缘政治事件、冬季寒潮频发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大宗

能源商品价格大幅震荡，走出了一波V形过山车式行情。

由于旅行禁令、居家隔离等防疫措施对交通部门冲击大，

对电力、取暖和炼钢等行业的影响小，从而，原油需求

受疫情冲击最大，天然气居中，煤炭最小；在成品油中，

航空煤油需求受疫情影响最大，汽油居中，柴油最小。

国际油价的震荡最为剧烈，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

是1月初美国刺杀伊朗将领引发油价短暂上涨，短暂突

破71美元/桶，随后快速回落至事件发生前的水平；二是

新冠疫情叠加价格战，导致全球原油需求崩溃，原油供

给泛滥，油价在2-4月断崖式下降，WTI 5月合约结算

价格首次跌入负值区域，达-37.6美元/桶；三是随着防

疫措施的放松和经济活动的恢复，油价在5-6月快速反

弹，在7-8月高度稳定，在9月因欧洲爆发第二波疫情而

徘徊下行；四是冬季全球疫情加重，但疫苗批准上市、

较为乐观的经济预期和异常寒冷的天气，支撑油价升至

50美元/桶。沙特宣布在2021年2-3月额外减产100万桶/

天，推动油价反弹至55美元/桶。

天然气价格大致与油价同方向变动，上半年跌至历

史低位，下半年强劲反弹，且天然气市场呈现出区域性

特征，美国亨利中心价格波动较小，欧美市场价格较为

接近，亚洲市场溢价明显。欧洲、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先

后在5月、6月跌至谷底，分别为1.58美元/百万英热单

位、1.61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比2019年末下跌66.0%、

28.1%，而日本进口的 LNG到岸价滞后于油价的变动，

至9月才跌至5.88美元/英热单位的低点，比2019年末降

低41.4%。12月，寒冷天气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攀升至

5.86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月度环比上涨21.1%，比2019

年同期上涨26.7%。

煤炭价格也走出了上半年下跌下半年反弹的行情，

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原油和天然气。煤炭价格在第二季度

下降20%，在第三季度趋于稳定，在第四季度明显上涨。

12月，受中国工业生产高速增长和冬季低温寒流的叠加

影响，煤炭消费需求超预期增加，加之煤炭产量受疫情

和环保因素影响出现下降，导致短期供需偏紧，煤价大

幅上涨28.9%，达83.0美元/t，同比增长25.5%。

能源具有商品、金融和政治三重属性，价格走势显

然会受到需求、供给、金融和地缘政治的影响。能源需

求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取决于疫情的控制程度。疫苗

上市是一个重大利好，2021年疫苗可能得到广泛接种，

预计2021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和能源需求会实现强劲反

弹，但尚难以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疫情将改变经济主

体的行为，对石油需求产生长期影响，如远程会议和居

家工作将减少原油需求。欧洲、中国的碳达峰与碳中和

目标的提出及推进将抑制煤炭需求增长，加快可再生能

源和天然气替代煤炭的进程。

能源供给受制于投资和OPEC+的产量政策。低价将

导致油气投资下降，限制未来产能增长。多家大型石油

公司向绿色低碳能源公司的转型将抑制其对化石能源的

投资，短期会支撑化石能源价格。美国页岩油气产量对

价格的反应较具弹性，价格上涨会导致投资和产出上升。

在油价上涨的情形下，俄罗斯和多数OPEC成员国增产

意愿较高，以增加财政和出口收入，缓解经济困难，这

有助于抑制油价上涨。

弱势美元和宽松财政货币政策将助推能源价格上涨。

美国的疫情控制不力、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公共债务大

幅攀升以及美联储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汇率

处于下行通道。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措施将

会提高通货膨胀预期，鼓励资金流入能源等大宗商品领

域，对能源价格构成支撑。

最重要的潜在地缘政治事件是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若拜登政府逐步解除对伊朗原油出口的制裁，将导致国

际原油日供给量增长150-250万桶，但时间尚不确定，

取决于伊朗事务在拜登政府议事日程上优先次序。中东

地缘政治风险犹存，一些诸如产油国石油设施遇袭或石

油运输通道受阻等事件有可能爆发。

总体上看，国际大宗能源商品价格在2021年可能维

持上涨态势。天然气产量因前期投资下降而受限，难以

跟上需求回升速度，价格上涨压力最大。OPEC+的增产

意愿、美国页岩油供给较大的价格弹性和对伊朗制裁的

解除，制约着油价的上涨空间，预计油价将有一个温和

的回升。中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政策的实施将会抑制煤

炭消费需求，而煤炭产能恢复将会改变供给不足状况，

煤炭价格下降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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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受到经济调整、国家大力推行节能

减排、煤炭企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因素的影响，

煤炭价格的波动趋势比较剧烈。秦皇岛动力煤价

格从 2015年 9月 21日的 370元/t增长至 2017年 3月
27日的 650元/t，增长了 75.7%；随后煤炭价格开

始下跌，2020年4月30日煤炭价格跌到467.50元/t，
下降了 28.1%，如图 1所示。煤价大幅波动导致供

应链中的煤炭企业以及用煤企业均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进而使此类企业的经营风险剧增，也不

我国煤炭价格波动风险研究

吕靖烨，史家荣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选取我国煤炭市场中最具代表性的秦皇岛动力煤 5 500 kcal现货日价格作为样本，利用

GARCH族模型测度我国煤炭价格波动特点，构建 GARCH-VaR族模型估算 VaR值，并对比

GARCH-VaR模型和 TGARCH-VaR模型刻画风险的准确度。研究结果表明：煤炭价格波动具有强

聚集性以及长期记忆性，而煤炭市场则具有非对称效应，利空消息对煤炭价格波动的冲击远远小于

利好消息对其的冲击，运用VaR模型发现，风险的波动幅度较大，并且无显著的趋势。通过对比

GARCH-VaR（1，2）模型和TGARCH-VaR（1，2）模型得出，GARCH-VaR（1，2）模型实际损

失天数小于预期损失天数，说明该模型高估了煤炭市场的风险，而 TGARCH-VaR（1，2）模型对

煤炭市场的风险测度准确合理，能够较好的刻画波动风险。

关键词：煤炭价格；波动风险；GARCH族模型；VaR
中图分类号：F4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2－000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BJY076）；博士后启动基金

（8250119003）。

Research on China's coal price fluctuation risk
LYU Jingye，Shi Jiarong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Selecting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Qinhuangdao thermal coal 5 500 kcal spot daily price in China’s coal market as
a sample，using GARCH family models to meas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in China，GARCH-VaR fami⁃
ly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stimate VaR value，and GARCH-VaR model and TGARCH-VaR model are compared to describe
the accuracy of risk.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have strong clustering and long-term memory，
while the coal market has an asymmetric effect. The impact of bad news on coal price fluctuations is much smaller than that
of good news. Using the VaR model，it is found that the volatility of risk is large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trend. By com⁃
paring the GARCH-VaR （1， 2） model and the TGARCH-VaR （1， 2） model，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actual number of
days lost in the GARCH-VaR（1，2） model is less than the expected number of lost days. It shows that the model overesti⁃
mates the risk of the coal market，and the TGARCH-VaR（1，2）model measures the risk of the coal market accurately and
reasonably，and can better describe the volatility risk.
Key words：coal price；fluctuation risk；GARCH family model；VaR

本刊策划——能源风险管理与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能源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从国际看，能源合作步伐不断加快，战略

博弈持续深化，国际油价低位震荡运行，未来能源安全面临的风险因素将进一步增加；从国内看，碳达峰、碳中和政

策加快能源结构转型，能源供给制约较多，疫情叠加导致能源价格不断波动。《煤炭经济研究》 杂志于第 12期推出

“能源风险管理与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构建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体系，展开相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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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煤炭价格

波动，测算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可以为煤炭

相关企业提供风险控制的参考依据，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在煤炭价格问题方面已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

了研究。在煤炭价格形成机制方面，刘劲松[1]基于

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煤炭价格形成机

制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王新利[2]则通过建立资

源外部性背景下煤炭成本构成模型，对煤炭价格

形成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煤炭价格

存在不完全成本的现象并提出了相关建议。针对

煤炭价格波动特征问题，李晓明等[3]建立 GARCH
类模型，对秦皇岛和澳洲两个市场的煤炭价格波

动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国内外煤炭价格变化具有

类似的市场特性；雷强等[4]也得出了相似的观点；

刘满芝等[5]则是利用VAR-GARCH模型研究了国内

外煤价的动态互动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强

动态互动关系；张华明等[6]使用HP滤波法对煤炭

价格波动特征和未来价格波动的长期趋势进行了

研究。在煤炭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Zhang
等[7]通过 GMM方法分析了价格政策对煤炭价格波

动的影响；而Wang等[8]运用差异模型验证了去产

能政策对煤炭价格有积极影响；刘畅等[9]则构建五

变量的 SVAR方法，对影响煤炭价格变动的因素进

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煤炭供给与经济需求的冲击

具有长期记忆性，他们对煤价分别会产生负面影

响和正面影响；吕靖烨等[10]认为煤炭进口价格与经

济下行都会对煤炭价格产生显著的影响；王延伟

等[11]利用灰色综合评价法分析煤炭价格的影响因

素，指出经济增速是影响煤炭价格变化的主要原

因。在煤炭价格预测方面，朱美峰等[12]为预测煤炭

价格利用灰度理论建立了相关预测模型，发现该

模型对煤价可以进行更高精度的预测，也可以对

煤价中长期走势进行较好的拟合；Marta等[13]则认

为ARIMA-GRNN模型可以对煤炭价格进行更准确

的预测；Zakaria等[14]建立了 LSTM-DNN模型对煤

炭价格进行预测，结果发现该模型要比其他模型

更能准确的预测煤炭价格的长期波动。

通过研究前人的成果可以发现，学者们在煤

炭价格形成机制、煤炭价格波动特征、煤炭价格

影响因素、煤炭价格预测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学

术成果，但是学者们对煤炭价格波动的微观风险

研究相对欠缺。鉴于此，本文利用GARCH-VaR族

模型来测算煤炭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选取了

秦皇岛动力煤平仓价（5 500kcal）作为研究对象，

旨在为政府和煤炭相关企业进行风险控制时提供

参考依据。

1 数据与模型构建

1.1 数 据

本文选取了2015年9月21日至2020年10月16

图1 2015年9月21日至2020年10月16日秦皇岛动力煤

价格变化情况

日的秦皇岛动力煤平仓价 （5 500 kcal），共计

1 324组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因

为价格的金融数据是非负的，故对这些煤炭价格

序列做对数预处理，以便更准确地体现数据的性

质。然后利用Eviews 8.0软件进行分析，得到煤炭

价格收益率序列见表1、如图2所示。

rt = lnpt - lnpt - 1 （1）
由表1得出，煤炭价格收益率的偏度为2.595 661，

呈现右偏情形，说明该序列的数据分布不均匀；

峰度为 23.796 92，大于 3，说明了煤炭价格收益率

的分布存在较强的波动集群性，并且具有瘦峰态

特征和肥尾分布；JB统计量为 25 346.97，远超其

边界值，说明了煤炭价格收益率序列 rt拒绝服从正

序列

rt

样本量

1 324

最大值

0.043 485

最小值

-0.026 202

均值

0.000 332

标准差

0.005 220

偏度

2.595 661

峰度

23.796 92

JB统计量

25 346.97

表1 煤炭价格收益率序列rt统计结果

吕靖烨等：我国煤炭价格波动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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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分布。

从图 2中可以看出，价格收益率在出现小幅波

动之后又出现了一些较小的波动，在大幅波动之

后会出现一些较大的波动，这也说明了煤炭价格

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波动聚集性。

1.2 模型构建

价格的收益率往往存在着瘦峰态特征和肥尾

分布的特征，这使得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得到广泛应用，并且在以往的研究中GARCH族模

型一般都被用以测度波动情况。在险价值VaR则

是用来衡量风险价值的重要方法之一。因此，本

文利用GARCH族模型来检验煤炭价格的波动性以

及煤价波动是否具有非对称效应和长期记忆性等，

然后把VaR方法和GARCH类模型结合在一起对煤

图2 秦皇岛动力煤（Q5 500）价格收益率

炭价格波动造成的市场风险进行研究。以下是对

基本模型的简要介绍。

1.2.1 GARCH族模型

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eneralized Au⁃
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Model）
由 Bollerslev等人于 1986年提出，该模型对 ARCH
模型的条件方差做了进一步的改进，让滞后阶数

变得更加灵活，使其能够适用于波动率的分析与

预测。GARCH（p，q）模型的均值和方差方程的

数学表达式为

yt = c +∑
i = 1

n

yt - i + εt （2）
σ2 = ω +∑

i = 1

p

αiu
2
t - i +∑

j = 1

q

βjσ
2
t - j （3）

其中，yt代表各个序列的观测值；ut代表残差

序列；σ2代表随机变动方差；ω＞0，αi＞0，βj＞
0；α是 ARCH项的系数；β为 GARCH项的系数。

但是普通的GARCH模型无法刻画非对称效应，为

了解释资本市场中利好消息与利空消息对价格冲

击的不对称性， Zakoian 于 1994 年通过对经典

ARCH模型进行修改，提出了TGARCH模型，该模

型使得杠杆效应的成因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式

（4）是T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的数学表达式：

σ2 = ω +∑
i = 1

p

αiu
2
t - i +∑

j = 1

q

βjσ
2
t - j +∑

k = 1

r

θk u
2
t - kdt - k （4）

其中，dt-k相当于一个虚拟变量，θk（ut-k） 2dt-k
是TGARCH项，θk为杠杆参数，θk=0时，说明了市

场没有杠杆效应，即利空消息和利好消息具有相

同的影响；只要 θk不为 0，当 ut-k＜0，dt-k=1时，

TGARCH模型就存在非对称效应。

1.2.2 在险价值VaR
在险价值 VaR（Value at Risk） 是由 G30集团

于 1993年提出的一种测度市场风险的方法，它是

指在一定的置信度下，某一项资产价值在未来某

段时间内可能发生的最大损失量。一般而言，VaR
值可以通过历史模拟法，方差—协方差法和蒙特

卡洛模拟法进行测算。本文所采用的是方差—协

方差法，可以借助GARCH模型对VaR进行更好的

测算。传统的VaR方法很难测度瘦峰态特征和肥

尾分布以及具有波动聚集效应的资产收益，因此，

构建了GARCH-VaR模型，用来衡量价格的波动特

征以及所带来的风险。

VaR = zασPt - 1 （5）
式中：Zα为价格收益率在某种分布下置信水平的

分位数；σ为GARCH类模型计算的标准差；Pt-1表
示在 t-1时刻的价格。

2 实证分析

2.1 ADF单位根检验

建立GARCH族模型的必要条件是要保证序列

的平稳性，因而对价格收益率进行ADF单位根检

验。本文以 rt代表秦皇岛动力煤Q5 500 kcal现货价

格的对数收益率，见表2。
表2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由表 2可知，ADF的统计量为-7.517 312，均

比三个水平值要小，并且 P值为 0，说明了该价格

收益率序列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本文

所选取的时间序列为平稳序列，可以对该序列建

立时间序列模型。

ITEM
rt

ADF test statistic
-7.517 312 ***

1%level
-2.566 723

5%level
-1.941 065

10%level
-1.616 537

Prob.
0.00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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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残差项ARCH效应检验

在图 2中可以发现，价格收益率序列有明显的

波动聚集特征，说明本文选取的数据有可能存在

异方差性，因而对序列进行ARCH效应检验，具体

结果见表3。
表3 ARCH-LM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从表 3中可以知道，滞后 5阶后，残差序列在

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即说明残差序

列具有 ARCH 效应，所选择的数据可以采用

GARCH族模型进行分析。

2.3 收益率序列的GARCH族模型选取

为了研究煤炭价格的波动情况以及考虑到金

融时间序列具有非对称效应和杠杆效应，本文首

先构建了 GARCH（p，q）、TGARCH（p，q），将

p，q的参数取值定为 1和 2，最终组合一共有 4种。

然后分别选择两种GARCH模型的最优组合进行分

析，见表4。
根据 AIC、SC信息准则，可以选择出最优的

GARCH组合。从表 4中可知，GARCH（1，2）的

AIC是-8.146 644，SC是-8.123 118，均为 4种组

合中的最小值，并且所有系数都显著，因此，选

择GARCH（1，2）模型对序列进行测算。从表中

也可以看出，ARCH项系数与GARCH项系数都在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两者相加后为 0.976 512，
非常接近于 1，说明煤价以往的波动和外部的冲击

对煤炭价格具有持续的影响。GARCH项系数 β大
于ARCH项系数α，说明煤价波动主要受其以往价

格波动的影响。

ω
α1
α2
β1
β2
AIC
SC

（1，1）
6.54E-07***
0.072 767***

——

0.903 226***
——

-8.062 469
-8.042 864

（2，1）
6.67E-07***
0.050 340***
0.024 562**
0.900 749***

——

-8.061 685
-8.038 158

（1，2）
1.25E-06***
0.175 691***

——

-0.039 330***
0.840 151***
-8.146 644
-8.123 118

（2，2）
1.19E-06***
0.172 145***
-0.003 057
-0.036 467***
0.841 555***
-8.144 876
-8.117 428

表4 GARCH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性。

Item
F-Statistic
Probability

Obs*R-Squared
Probability

GARCH（1，2）
0.370 710
0.542 7
0.371 168
0.542 4

TGARCH（1，2）
0.358 052
0.549 7
0.358 497
0.549 3

吕靖烨等：我国煤炭价格波动风险研究

表5 TGARCH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表示在 5%的

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性。

同 理 ， 根 据 AIC、 SC 信 息 准 则 ， 选 出 了

TGARCH（1，2）模型来对序列的波动情况进行测

算，见表 5。由表 5中可知，TGARCH（1，2） 模

型的非对称项系数为-0.097 832，小于0且在1%的

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说明煤炭市场存在风险

杠杆效应，利空消息对煤炭价格波动的冲击远远

小于利好消息的冲击。

综上，分别对 GARCH （1， 2） 和 TGARCH
（1，2）模型再次进行ARCH效应的检验，检验结

果见表6。
表6 模型的ARCH-LM检验结果

滞后期数

F统计量

P值
滞后期数

F统计量

P值

1
0.574 483
0.448 6
5

55.997 96 ***
0.000 0

2
0.347 248
0.706 7
6

48.824 67 ***
0.000 0

3
0.231 417
0.874 5
7

41.862 20 ***
0.000 0

4
0.234 661
0.918 9

ω

α1
α2
θ

β1
β2
AIC

SC

（1，1）
6.76E-05***
0.091 540***

——

-0.039 549***
0.900 737***

——

-8.067 111
-8.043 585

（2，1）
7.00E-07***
0.061 273***
0.033 670**
-0.040 801***
0.897 221***

——

-8.066 946
-8.039 498

（1，2）
1.44E-06***
0.199 942***

——

-0.097 832***
-0.032 492***
0.824 899***
-8.158 440
-8.130 992

（2，2）
1.60E-06***
0.217 901***
-0.008 092***
-0.119 027***
-0.029 791***
0.830 498***
-8.153 643
-8.122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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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结果显示，F统计量和LM检验统计量的P
值都大于 0.05，说明两个模型均通过ARCH-LM检

验，模型拟合结果较好。但从相关检验指标上来

看，两个模型的差别不大，所以，需要进一步进

行VaR的测度，来比较哪个模型测度风险最优。

2.4 VaR值的测算与回测检验

根据式（5）可知，影响VaR值的主要因素是

t-1时刻的价格，标准差和服从某种分布下的分位

数。分别利用 GARCH （1，2） 模型和 TGARCH
（1，2）模型可以计算出我国煤炭价格收益率序列

的方差序列 σ2，然后利用式 （5），可以得到不同

置信水平下煤炭市场的在险价值VaR，具体结果见

表7。
表7 各模型估计的风险价值VaR统计结果

从表 7中可以看出，GARCH（1，2） 模型在

95%的置信水平下，平均损失为 4.242 014，说明

每日由市场风险导致的损失有 95%的概率在 4.242
014以内。在相同的模型中，VaR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的差距较大，表明煤炭市场存在较大的

风险。在相同的置信水平下，GARCH（1，2）模

型的 VaR估计均值和标准差均大于 TGARCH（1，
2） 模型，说明用 GARCH（1，2） 模型测度的市

场风险要大于 TGARCH（1，2） 模型测度的市场

风险。

由于公式（5）测算出的VaR值是一个动态序

列，估计误差会对其准确性造成很大的影响，因

而需要进行回测检验。本文采取Kupiec失败率检

验方法，该方法中M为VaR值的天数，N为失败天

数，即实际损失超过VaR值的天数，失败率为N/
M。似然统计量是用于检测失败率与显著性水平的

差异，具体公式如下：

LR = -2ln éë ù
û( )1 - p M - N

pN + 2ln{ }[ ]1 - ( )N M
M - N

( )N M M

（6）
分别测算两种模型在 95%和 99%的置信水平

下，VaR值的回测结果，具体结果见表8。

表8 VaR值的回测检验结果

由表 8可知，对于 GARCH-VaR （1， 2） 模

型，在 95%和 99%的置信水平下的失败率都远远

小于 5%和 1%，即实际损失的天数要小于预期损

失的天数，并且 LR值在 95%的置信水平时也拒绝

了原假设，这说明该模型高估了煤炭市场的风险。

对于 TGARCH-VaR（1，2） 模型，他的失败率非

常接近置信水平 5%和 1%，并且 LR值也都在 95%
和 99%这两个置信区间，这说明该模型对VaR值

的风险评估准确合理，即该模型可以较好的刻画

煤炭市场的风险。

GARCH族模型可以较好的测算波动情况，通

过对模型 （1，1）、（1，2）、（2，1）、（2，2） 进

行对比，发现选择模型 （1，2） 是最优的。但是

对于煤炭价格波动风险测度，TGARCH（1，2）模

型比GARCH（1，2）模型测算出的波动风险更为

准确，对于风险的刻画能力也更强。

3 结 论

本文选择了从 2015年 9月 21日至 2020年 10月
16日的秦皇岛动力煤平仓价（5 500 kcal）作为研

究对象，采取ADF单位根检验与ARCH-LM检验，

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然后运用GARCH-VaR方法

测度我国煤炭价格波动风险，并对GARCH族模型

刻画波动风险的能力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

煤炭价格收益率序列存在着瘦峰态特征和肥尾分

布，并且还具有较强的波动聚集性。通过GARCH
模型可以得出，煤炭价格以往的波动和外部的冲

击对煤炭价格具有持续的影响，即煤炭价格的波

动具有长期记忆性，并且煤价以往的波动对未来

价格波动的影响更显著。通过 TGARCH模型可以

得出，煤炭市场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效应，利空消

息对煤炭价格波动的冲击远远小于利好消息对其

的冲击，这一点又不同于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冲击

效应，这个结论与雷强等[4]得出的结果相似。这是

由于煤炭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能源，即使在市

模型

GARCH
（1，2）
TGARCH
（1，2）

置信

水平/%
95
99
95
99

均值

4.242 014
5.999 580
4.144 075
5.861 063

最大值

19.347 75
27.363 98
20.182 25
28.544 23

最小值

0.056 752
0.080 265
0.153 223
0.216 706

标准差

2.598 820
3.675 572
2.550 511
3.607 248

模型

GARCH
（1，2）

TGARCH
（1，2）

置信水

平/%
95
99
95
99

分位数

1.644 85
2.326 35
1.644 85
2.326 35

失败天数

39
10
62
15

失败率/%
2.95
0.76
4.68
1.13

LR值

15.230 7
4.762 5
1.634 8
0.56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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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低迷的情况下，人们对煤炭的需求量也不会降

低太多，所以面对利空消息的冲击，煤炭市场要

比金融市场受到的影响更小。通过VaR模型可以

得出，风险的波动幅度较大，并且无显著的趋势。

一般的 VaR方法不能准确的估计风险价值，

本文把 GARCH模型和 VaR模型相结合，并对比

GARCH-VaR模型和 TGARCH-VaR模型测算的风

险价值，认为 TGARCH-VaR（1，2）模型测算出

的波动风险更准确。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

本文所采用的 TGARCH-VaR（1，2）模型更适合

于对煤炭价格波动风险进行研究。

因此，通过上述对煤炭价格波动风险的实证

研究可以看出，一方面要加强煤炭市场的监管力

度。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力求有关部门对现有

市场信息进行整合并加大监管力度，紧抓企图控

制煤炭价格的“市场黑手”，以防其散布的虚假信

息导致煤炭价格的异常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另一

方面应当提高煤炭相关企业的风险管控能力。煤

炭相关企业在分析煤炭市场时要重视对煤炭以往

价格波动的研究，从而加强对未来风险的管控能

力，以期有效的降低由煤炭价格波动的长期记忆

性所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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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能源消费与风险防范

刘自敏，韩威鹏，张 娅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 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消费空间关联关

系及其角色演变进行考察。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合作对网络内各国间能源消费联系的促进

作用仍然较弱；但从时间趋势看，沿线国家能源消费网络关联性逐年增强，在网络中的地位渐趋

平等，网络稳定性得以提升，这有利于减少沿线能源贸易的不确定性，降低能源风险。②卡塔尔、

俄罗斯、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中国处于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地位，对其他国家

有较大影响。③“一带一路”合作部分打破了以往板块间“各自为营”的局面，各板块间能源消

费联系增强，能源风险随之下降。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化，爱沙尼亚、白俄罗斯、波兰等东欧

国家由“双向溢出”角色变为“净溢出”角色，而其他板块原有属性得到加强。④“一带一路”

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增强各国在网络内地位的平等性和降低网络效

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沿线整体能源强度的下降，提升沿线能源消费的空间公平性。本研究对

于厘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消费空间关联性及其角色演化，提升对沿线能源风险防范能

力，以推动未来能源合作走深走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及理论价值。

关键词：一带一路；能源消费；社会网络分析；空间关联关系；角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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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consump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along the“Belt and Road”
Liu Zimin，Han Weipeng，Zhang Y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role evolution of energy con⁃
sump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Belt and Road”from 2013 to 2017. The research found that：①The current“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still has a weak effect on promoting energy consumption links among countries in the network. Howev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trends， the relevance of energy consumption network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ir status in the network has gradually become equal，and network stability has been improved. This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the uncertainty of energy trade along the route and reducing energy risks. ②Qatar，Russia，Egypt，Pakistan，Bangla⁃
desh，and China are at the core of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other
countries.③The“Belt and Road”cooperation partly broke the previous situation of“separate business”among the sector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links between the sectors have been strengthened，and the energy risk will decrease accordingly.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Estonia，Belarus，and Poland have changed
from a“two-way overflow” role to a “net overflow” role，while the original attributes of other sectors have been strength⁃
ened. ④The“Belt and Road”energy consumption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has obviou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Enhancing
the equality of the status of countries in the network and reduc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network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pro⁃
mote the decline of the overall energy intensity along the route and improve the spatial equity of energy consumption along
the route. This resear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for clarifying the spatial relevance and role
evolu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prevent energy risks along
the route，and promoting future energy cooperation.
Key words：the“Belt and Road”；energy consumption；social network analysis；spatial correlation；role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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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提出打造“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

称“一带一路”） 的倡议，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

响应。能源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能源合作是降低能源风险的重要途径，是实

现“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往来和共同发展的重点

领域和动力支撑。2017年 5月，中国发布《推动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

景与行动》，旨在深化沿线各国在能源领域的合

作，构筑能源合作利益共同体，推动中国深度融

入全球能源体系。2019年 4月，中国与巴基斯坦、

土耳其、蒙古等 30余个国家正式建立能源合作伙

伴关系，与此同时，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

织发布《“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互联网研究报告》

和 《全球能源互联网落实“一带一路”发展报

告》，全面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以期与沿线各

国共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互联网。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涵盖了俄罗斯和中亚地

区在内的各能源大国，油气储备丰富，各国互补

性强。2019年 BP能源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

线的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为 1 338亿 t、155
万亿m3，占世界份额的 57%和 78%，这预示着沿

线国家拥有广阔的能源合作前景。据全球能源互

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测算，通过对能源基础设施的

投资，到 2050年，沿线国家可新增就业岗位 2亿
个，基本实现“人人都享有可持续能源和现代电

力服务”的目标。然而，“一带一路”也是高风险

区域。以中东地区为例，地缘政治博弈与经济波

动的风险双重交织，使各主要产油国的能源出口

与能源价格充满不确定性，为中国、印度等高度

依赖能源进口的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潜

在能源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囊括了众多国家，

地理范围广阔，能源海陆运输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各国

能源结构不尽合理，能源利用水平总体较低。据

国际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显示，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总额占

全球 1/3左右，而能源消耗在全球能源消耗总量比

例却将近 1/2。最后，“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大

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可能对沿线能源、环境造成

巨大压力[1]。因此，加强能源合作和技术交流，以

增强对能源风险的防范能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并推进能源转型是沿线能源合作的重点任务。

随着“一带一路”辐射范围的逐步扩大，成

员国逐渐增加，各国间的能源合作也不断向广度

和深度拓展，使得搭建区域性能源互联网逐渐成

为可能。这不仅是打造全球能源互联网的一次实

践和创新，更是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

措[2]。与此同时，各国能源政策日益呈现出交织错

杂的态势，不再仅限于本国，而是相互关联相互

影响。因此，在各国亟需探索建立不同于以往的

能源政策协同机制和相关组织机制的背景下，从

整体上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能源消费的空

间关联及其在能源合作网络中的角色属性，对深

化沿线国家能源合作、发挥各国协同效应，促进

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能源贸易结构优化，进

而降低沿线能源风险、推进能源转型，以实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和

不确定性，为沿线业务往来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合

作平台[3]。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众多学

者基于不同角度对沿线能源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

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1）“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存在的经贸联系。

孔庆峰等[4]经对比测算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可

显著增进区域内的贸易往来、提升贸易便利程度。

Du等[5]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区域

内的跨国投资水平。胡振绅[6]指出“一带一路”沿

线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效应和溢

出效应。具体到能源领域，邹丽霞等[7]利用网络分

析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天然气的贸

易形势，发现各国间天然气贸易关系在样本考察

期内逐渐增强。Zhao等[8]测算了沿线各国间的能源

依存度，发现各国间存在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

姜璐等[9]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发现沿线国家在能

源生产、消费以及能源强度方面具有较强的空间

关联性。

2）沿线国家能源差异的量化分析是众多学者

研究中的重点方向，主要涵盖沿线国家能源效率、

能源强度及能源消费三项内容。在能效方面，Han
等[10]发现沿线各国能效差距在考察期内逐步扩大；

且从总体上来看，各国能效在样本期间内呈波动

上升趋势[11]。Zhang等[1]经测算发现，“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总体能效较低，但节能潜力巨大。在能

源强度方面，Huang等[12]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通

刘自敏等：“一带一路”沿线能源消费与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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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升沿线各国贸易水平，可以加速沿线国家能

源强度的趋同；Qi等[13]进一步发现，贸易的规模效

应与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加速各国能源强度的收敛。

在能源消费水平方面，Hafeez等[14] 利用熵方法对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各国能源消费进行了测量，

发现东亚地区的能源消费不平等指数最高，而中

亚地区则由于油气资源丰富而具有最低的能源不

平等指数。

3）“一带一路”沿线经济—环境—能源的协

调发展。Rauf等[15]等学者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

认为区域合作和能源消耗会加剧环境恶化，“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要注重经济发展、能源开发与环

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石莹等[16]认为沿线环境危机产

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

矛盾，各国可以通过完善环保机制、健全能源保

护激励措施和优化能源合作方式等途径规避环保

风险。Liu等[17]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消

耗、经济增长与CO2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能源进口

型国家人均GDP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之间存在长期

因果关系，该类国家在开发可再生能源方面拥有

足够的动力，这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是

对于能源出口型国家而言，并没有足够的动力研

发新能源。

通过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上述研

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贸往

来以及能源现状进行了分析，为中国“因地制宜、

一国一策”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提供了多

方面的建议。但是上述研究大多基于传统视角，

或从单个国家或者总量视角出发，无法体现各国

间能源消费实际存在的相互关系；此外，现有研

究中缺少对沿线国家能源消费的量化研究，难以

精确刻画各国能源消费属性。基于上述问题，本

文利用 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

关数据，从“关系”出发，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对沿线国家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进行分析，

并运用块模型对沿线各国进行聚类分析，以考察

各个国家在能源合作中地位和角色的演变，为发

挥各国协同效应、深化沿线国家能源合作以实现

共同发展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可能的贡献与创新点在于：①从全新

的“网络视角”审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

消费的空间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测度了网络整

体特征以及各节点特征，有利于从空间关联角度

厘清沿线国家能源消费及合作的重点与支柱；②

通过块模型对比分析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前后的角色演变，为各国深化“一带一路”能

源合作、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能源政策提供有益

借鉴；③对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空间溢

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为降低沿线区域能源强

度、增强能源消费的空间公平性提供了新思路。

1 研究方法及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对沿线各国能源消费

的空间关联性以及各国在网络中的角色演变进行

了深入考察。社会网络分析法 （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 认为，世界由各种网络构成，因

此它是对网络内不同行动者之间“关系”以及由

此产生的一系列网络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范

式，是社会学家根据数学的图形理论导演出的一

套方法[18-19]。社会网络分析法重视网络节点间的关

系，包括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在经济学领域最

早被应用到劳动经济学研究中[20-21]。
1.1 模型构建

社会网络分析的第一步是确定关系的有无[22]。
根据已有研究，确定关系的标准主要有两种：一

是向量自回归VAR Granger Causality检验方法[23-24]；
二是引力模型[25-26]。由于VAR方法对于滞后阶数的

选择十分敏感，而且难以通过短时间内的截面总

量数据逐年考察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因此，本

文借鉴孙亚男等[26]、刘军[27]的做法，采用引力模

型，将各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引入模型当中进行

修正来确定各国能源消费关联关系，如（1）所示。

yij = kij PiEiG i PjEjG j

( )Dij
ei - ej

2 ，kij = Ei
Ei + Ej （1）

其中，j 表示国家；yij表示国家 i能源消费对国

家 j 的引力值；P、E、G分别指代该国人口总量、

能源消费总量、实际 GDP，三者乘积表示该国的

“质量”；Dij表示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为了考虑到

两国的“经济距离”，加入 e表示该国的人均温室

气体排放量； kij表示国家 i能源消费总量在 i和 j两

国中的占比。根据上述定义计算出各国之间能源

消费引力矩阵，矩阵中各引力值大于所在行的平

均值则取 1，表示该行国家对该列国家的能源消费

存在关系，否则取0，表示无关。

1.2 网络特征指标

社会网络分析法通常利用各项网络特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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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刻画网络的结构性质，包括整体网络特征指标

和个体网络特征指标。整体网络特征指标通常包

括网络密度、网络关联性 （网络关联度、网络效

率、网络等级度）。网络密度是对网络中各节点紧

密程度的反映，密度越大则表示各节点联系越紧

密。网络关联度反映了网络结构的稳健性，其含

义是网络中各节点在多大程度上可达，关联度越

高表明网络中越多的点之间存在直接或者间接联

系。网络等级度则是对网络等级结构的反映，等

级度高表明网络结构存在较强等级性，少数节点

对其他节点具有较高支配性。网络效率的含义是

网络中多余关联的存在比例。较低的网络效率表

明各国间存在较多的关系，联系较为紧密，但是

过多的关系数量会增加网络承载压力，抑制能源

要素的流动。

个体网络特征指标通常包括度数中心度、中

间中心度以及接近中心度等中心性指标。度数中

心度反映网络中某一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间存在

多少直接联系，度数中心度越高表明该行动者越

是处于网络中心位置；中间中心度则反映了网络

内某一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位于其他行动者之间，

中间中心度越高表明该行动者越能控制其他行动

者间的相关关系；而接近中心度越高则表明该行

动者越能控制网络内其他行动者的行动。各种特

征指标具体测算方法参见文献[27]。
1.3 聚类分析

本文采用块模型方法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参

照Wasserman等[28]评价内部关系的指标，并借鉴刘

华军等[26]对板块的称谓，将沿线国家分为 4个板

块：双向溢出板块、净受益板块、净溢出板块、

经纪人板块。Wasserman等[28]认为：对于位置 B来

说，假设位置B内部有 gb个成员，整个网络有 g个

成员，位置 B各成员可能存在的所有关系数量为

gb ( g - 1 )，其中来自位置B内部的最大关系数量为

gb ( gb - 1 )， 位 置 B 的 期 望 内 部 关 系 比 例 为

gb ( gb - 1 ) /gb ( g - 1 ) = gb - 1/g - 1。根据上述指

标划分4个板块见表1。
表1 块模型划分

2 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一带一路”亚欧大陆沿线与太平洋、

印度洋沿岸参与国为研究对象，由于部分国家数

据缺失及现有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各数据库仅

更新至 2017年等原因，本文选取 2013—2017年
“一带一路”沿线 36个国家作为样本数据进行能源

消费空间关联网络研究，将各国与中国签署一带

一路合作备忘录或发表共同声明作为加入“一带

一路”经济带的标志，具体见表2。
表2 各国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时间点

如表 2所示，在 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后，36个沿线国家逐渐加入到“一带一路”倡

议中。鉴于下文块模型分析主要是为了对比分析

沿线各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前后角色的变化，

因此在变量描述性统计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为36个。

本文的相关数据指标来源于多个数据库。其

中，人口（P）、地区生产总值（G）来源于世界银

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按照 2011＝100进行平

减；各国能源消费量 （E） 数据来源于 BP世界能

源统计年鉴，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e）相关数据

则来源于 IEA数据库，两国间地理距离以两国首都

的球面距离替代，通过ArcGIS计算得到。相关数

据描述性统计见表3。
由表 3可以看出，各国人口总量与能源消费总

量逐年稳步提升，而地区实际生产总值和人均温

室气体排放量则处于上下波动态势。此外，由于

地理、发展水平等因素，沿线国家在人口、能源

消费、生产总值和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等方面存

在巨大差异，因此标准差十分巨大。除温室气体

排放量之外，各国其他数据标准差在逐步扩大，

这表明沿线国家发展差距在逐步扩大，而“一带

位置内部关系

比例

≥gb - 1/g - 1
＜gb - 1/g - 1

位置接收到的关系比例

≈0
双向溢出板块

净溢出板块

>0
净受益板块

经纪人板块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新增参与国

白俄罗斯、泰国、乌兹别克斯坦、中国

卡塔尔、科威特

阿塞拜疆、巴基斯坦、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

韩国、捷克共和国

罗马尼亚、南非、斯洛伐克、土耳其、土库曼斯坦、

匈牙利、以色列

埃及、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马来西亚、孟加拉、

斯里兰卡、伊朗

爱沙尼亚、克罗地亚、立陶宛、塞浦路斯

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乌克兰、新西兰、越南

刘自敏等：“一带一路”沿线能源消费与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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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倡议的提出，则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提升沿线整体发展水平。

3 实证分析

先绘制了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可视图，再

对整体网络特征指标和个体网络特征指标进行了

测度，同时运用块模型方法对各国在网络中的角

色变化进行考察。

3.1 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

为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能源消费空

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本文通过绘制 2013年与

2017年相关国家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可视图进

行具体分析，如图1所示。

由图 1可知，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

始，由于网络内国家数量过少以及其效应无法即

时显现，网络中仅存在一条泰国对中国的能源消

费溢出，白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为孤立点；到

2017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

合作，能源消费空间关联关系数不断增多，呈较

为密集的网络结构形态，其中，卡塔尔、沙特阿

拉伯、俄罗斯三国处在网络中相对中心的位置。

3.2 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具体特征

根据 1.2中所介绍的各项常用社会网络特征指

标，基于对具体网络特征指标的测度展开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的具体分析。

3.2.1 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整体特征

一方面是网络密度。2013—2017年，“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的密度值及

相关指标变化趋势，如图 2所示。2013—2017年，

网络内关联关系总数持续增加，由 1上升到 237；
网络密度在 2016年出现小幅上升后持续下降，除

2013年外始终高于沿线所有国家的整体密度。可

能的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合作加强了网络内各

国的能源消费联系，促进了各国之间的能源贸易

往来，降低了沿线能源流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由于各国加入“一带一路”后相关政策的实施以

及项目的推进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使得“一带一

路”倡议对各国能源消费联系的增强作用较为微

弱，而后续加入的国家能源消费空间关联大多较

为松散，关系数较少，又降低了“一带一路”能

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密度；2016年，能源

消费空间网络内原有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框

架下逐渐加强能源合作，新加入的国家如马来西

亚、孟加拉与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国之间原有能

源消费关联较为紧密，使得 2016年网络密度少许

上升。

尽管整体网络密度在后续各国加强能源合作的

过程中仍有上升趋势，但是从总体看网络密度仍

然十分偏低，各国能源消费联系较为松散，存在

较大的能源风险。因此，各国之间在推进能源领

域合作、降低能源风险、促进能源流动以及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仍有非常巨大的潜力。

另一方面是网络关联性。由图 1可知，2013年
网络中存在 2个孤立点，无法构成一个关联网络；

经计算，2014—2017年的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

关联度均为 1，这表明各国能源消费间存在直接或

变量

P

E

G

e

2013年
最大

13.57
2 634
9 771
77.44

最小

0.01
3
24
1.12

均值

0.74
144
548
13.01

标准差

2.22
435.14
1 634.32
12.87

2014年
最大

13.64
2 655
10 509
90.43

最小

0.01
3
23
1.15

均值

0.75
145
556
13.18

标准差

2.23
438.78
1 738.01
14.53

变量

P

E

G

e

2015年
最大

13.71
2 654
11 000
99

最小

0.01
3
20
1.22

均值

0.75
146
530
13.41

标准差

2.24
438.13
1 799.84
15.81

2016年
最大

13.79
2 656
11 109
66.59

最小

0.01
3
21
1.21

均值

0.76
147
528
12.54

标准差

2.25
438.69
1 816.27
11.12

2017年
最大

13.86
2 707
11 823
68.95

最小

0.01
3
22
1.25

均值

0.77
150
556
12.56

标准差

2.27
446.98
1 935.75
11.18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注：人口、能源消费量、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单位分别为：亿、百万吨油当量、十亿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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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沿线网络密度

间接联系，网络内不存在孤立点。2013—2017年的

网络效率与网络等级度测算，如图3所示。

网络效率在考察期间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

图3 网络效率与网络等级度

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能源消费联

系增多，多边合作机制逐渐发挥作用，网络稳定

性增强；网络等级度大幅下降，由 2014年的 0.75
下降到 2017年的 0.16，这说明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推进，传统“金字塔”式网络等级结

图1 2013年与2017年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

刘自敏等：“一带一路”沿线能源消费与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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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逐步被打破，许多国家在能源网络中的地位渐

趋平等，这有助于发挥各国在能源交流与合作过

程中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网络等级度过高造成的

潜在不确定性和风险。

综合以上 3个指标可以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

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合作当中，网络内各

国的能源合作伙伴数量增加，国家间的能源消费

联系愈加紧密，网络内各国地位渐趋平等，这有

利于降低各国在能源合作中的风险，提高网络内

能源流动效率并增强网络稳定性。

3.2.2 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个体特征

本文计算了 2014—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

各国的中心性指标，具体结果见表4至表7。
表4 2014年网络内国家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指标

表5 2015年网络内国家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指标

续表5

表6 2016年网络内国家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指标

国家

卡塔尔

科威特

中国

白俄罗斯

泰国

乌兹别

克斯坦

均值

度数中心度

点入度

5
1
1
0
0
0
1.667

点出度

2
1
1
1
1
1

中心

度/%
70
20
20
10
10
10
23.33

排名

1
2
2
4
4
4
—

中间中心度

中心

度/%
40
0
0
0
0
0
6.67

排名

1
2
2
2
2
2
—

接近中心度

中心

度/%
100
56
56
56
56
56
63

排名

1
2
2
2
2
2
—

国家

卡塔尔

俄罗斯

土耳其

科威特

波兰

中国

巴基斯坦

捷克共和国

罗马尼亚

匈牙利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乌兹别

克斯坦

度数中心度

点入度

18
10
8
8
5
5
4
2
3
3
1
0
1

点出度

6
5
3
2
4
3
4
6
4
4
5
5
3

中心

度/%
63.16
39.47
28.95
26.32
23.68
21.05
21.05
21.05
18.42
18.42
15.79
13.16
10.53

排名

1
2
3
4
5
6
6
6
9
9
11
12
13

中间中心度

中心

度/%
26.32
22.69
2.02
0.61
18.10
9.06
2.22
10.09
1.41
14.08
0.05
0
0.07

排名

1
2
8
10
3
6
7
5
9
4
12
13
11

接近中心度

中心

度/%
95
67.86
61.29
61.29
59.38
57.58
59.38
57.58
59.38
55.88
55.88
55.88
54.29

排名

1
2
3
3
5
8
5
8
5
10
10
10
13

国家

白俄罗斯

土库曼斯坦

韩国

以色列

泰国

阿塞拜疆

南非

均值

度数中心度

点入度

0
0
2
1
0
0
0
3.55

点出度

4
4
1
2
3
2
1

中心

度/%
10.53
10.53
7.89
7.89
7.89
5.26
2.63
18.70

排名

13
13
16
16
16
19
20
—

中间中心度

中心

度/%
0
0
0
0
0
0
0
5.34

排名

13
13
13
13
13
13
13
—

接近中心度

中心

度/%
54.29
54.29
38.00
51.35
54.29
51.35
50.00
57.71

排名

13
13
20
17
13
17
19
—

国家

卡塔尔

科威特

俄罗斯

埃及

巴基斯坦

波兰

土耳其

中国

孟加拉国

罗马尼亚

捷克共和国

匈牙利

土库曼斯坦

白俄罗斯

乌兹别

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泰国

马来西亚

斯洛伐克

伊朗

保加利亚

拉托维亚

以色列

韩国

阿塞拜疆

南非

斯里兰卡

均值

度数中心度

点入度

25
19
16
12
8
7
9
9
6
5
4
4
3
1
3
2
2
3
2
5
1
1
3
4
0
0
0
5.70

点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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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度/%
63.46
48.08
44.23
30.77
30.77
26.92
25.00
25.00
25.00
21.15
21.15
19.23
19.23
19.23
17.31
17.31
17.31
15.38
15.38
13.46
13.46
13.46
11.54
9.62
9.62
9.62
9.62
21.94

排名

1
2
3
4
4
6
7
7
7
10
10
12
12
12
15
15
15
18
18
20
20
20
23
24
24
24
24
—

中间中心度

中心

度/%
19.57
6.38
24.51
2.09
12.62
5.19
0.72
13.70
8.78
8.92
2.61
1.94
1.53
0.18
0.57
0.71
0.31
0.74
0.04
0.02
0.05
0.05
0.00
0.00
0.00
0.00
0.00
4.12

排名

2
7
1
10
4
8
14
3
6
5
9
11
12
18
16
15
17
13
21
22
19
19
23
23
23
23
23
—

接近中心度

中心度

/%
96.30
78.79
72.22
63.41
61.90
61.90
60.47
60.47
61.90
56.52
57.78
56.52
59.09
59.09
55.32
57.78
57.78
56.52
55.32
54.17
55.32
55.32
52.00
41.94
54.17
55.32
55.32
59.73

排名

1
2
3
4
5
5
8
8
5
15
12
15
10
10
18
12
12
15
18
24
18
18
26
27
24
18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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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17年网络内国家中心性指标

从度数中心度来看，36个国家度数中心度均

值为 0.188，高于这一数值的有卡塔尔、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等 10个国家，这些国家大多位于中东

地区，能源储备丰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高，与

其他国家的能源消费联系较为密集；低于均值的

有 26个国家，大多位于东欧地区，这些国家由于

经济发展规模、地理位置等原因与其他国家能源

消费关联较少。此外，高于平均值的 10个国家点

入度均大于点出度，是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中

关系的接收主体；而在低于这一均值的国家当中，

点出度大于点入度，是关系的发出主体。换言之，

度数较高的国家能源储备较丰富，国内能源相对

价格较低，而度数较低的国家能源自给能力较弱，

依赖高度数国家的能源出口，向高度数国家发生

“能源消费溢出”。

从中间中心度来看，36个国家的中间中心度

均值为 0.047，高于这一均值的有俄罗斯、卡塔尔、

巴基斯坦、中国等 12个国家，这些国家能在较大

程度上控制其他国家之间的能源流动，其中，俄

罗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大量的能源出口，

中间中心度远超其他国家；而低于这一均值的 24
个国家之间的能源交流在较大程度上受上述 12个
国家的影响。其中，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新

西兰等 7个国家的中间中心度为 0，这说明这些国

家完全无法控制其他国家间的能源流动。需要说

明的是，前 12个国家的中间中心度总和为 1.443，
占总数的 84.88%，这些国家或为交通要道，或拥

有向其他国家出口能源的能力；而后 12个国家的

中间中心度总和仅占 0.8%，这些国家或地理位置

较为边缘，或本国经济规模较小，不具备控制其

他国家间能源消费联系的能力。这说明“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中，各国的能源出口能力、能源

消费量、地理位置等因素对能源消费空间关联关

系的变化具有较大影响。

从接近中心度来看，36个国家的接近中心度

均值为 0.585，高于这一均值的有卡塔尔、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等 10个国家，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的

直接联系较多，更多地位于网络的中心地位，这

些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能源流动量较大，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的能源消费，与其他

国家间的能源交流效率更高。其中，卡塔尔的接

近中心度为 0.972，远高于第二名以及其他国家，

另外，卡塔尔的度数中心度以及中间中心度分别

是第一和第二，这表明卡塔尔在整个网络中占据

中心地位。接近中心度最低的后 10个国家分别是

国家

卡塔尔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埃及

科威特

土耳其

巴基斯坦

中国

波兰

孟加拉

捷克

罗马尼亚

泰国

匈牙利

马来西亚

白俄罗斯

土库曼斯坦

爱沙尼亚

哈萨克斯坦

越南

伊朗

斯里兰卡

新西兰

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

坦

斯洛伐克

克罗地亚

拉脱维亚

保加利亚

韩国

立陶宛

阿塞拜疆

南非

以色列

斯洛文尼亚

塞浦路斯

均值

度数中心度

点入度

34
22
22
16
14
14
10
12
9
8
6
6
5
6
5
3
3
2
3
3
6
2
0
4
2
3
2
2
1
6
2
1
0
2
1
0
6.583

点出度

7
8
3
6
7
5
9
5
8
9
7
7
8
6
7
9
9
10
8
8
4
8
10
5
7
5
6
6
7
1
5
6
7
4
5
5

中心

度/%
58.6
42.9
35.7
31.4
30.0
27.1
27.1
24.3
24.3
24.3
18.6
18.6
18.6
17.1
17.1
17.1
17.1
17.1
15.7
15.7
14.3
14.3
14.3
12.9
12.9
11.4
11.4
11.4
11.4
10.0
10.0
10.0
10.0
8.6
8.6
7.1
18.8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

中间中心度

中心

度/%
16.1
34.3
0.7
5.6
3.0
2.7
14.4
13.6
5.1
12.3
7.5
10.8
1.8
2.0
4.5
8.8
5.2
0.6
2.4
0.4
0.1
0.4
0
10.5
0.6
0.2
3.0
1.7
0
0
1.4
0.2
0
0
0
0
4.7

排名

2
1
22
10
15
16
3
4
12
5
9
6
19
18
13
8
11
23
17
26
29
25
32
7
24
27
14
20
31
32
21
28
32
32
30
32
—

接近中心度

中心

度/%
97.2
74.5
72.9
63.6
63.6
61.4
61.4
61.4
60.3
61.4
56.5
56.5
58.3
56.5
56.5
56.5
57.4
57.4
56.5
57.4
55.6
57.4
58.3
53.8
55.6
53.8
53.8
53.8
54.7
42.7
53.0
53.8
55.6
52.2
53.0
53.0
58.5

排名

1
2
3
4
4
6
6
6
10
6
17
17
11
17
17
17
13
13
17
13
23
13
11
27
23
27
27
27
26
36
32
27
23
35
32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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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以色列、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等，这些

国家由于经济规模小、能源来源单一等原因，在

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外围地位。

3.3 “一带一路”能源消费空间聚类分析

利用块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 36个国家的

能源消费情况进行了空间聚类分析，通过对比

2013年与 2017年的能源消费空间聚类情况，考察

沿线各国加入“一带一路”合作前后的角色变化。

通过块模型 CONCOR法，本文将沿线 36个国

家分为 4个板块，如表 8所示。进一步计算得出

2013年与 2017年各个板块内部以及各个板块之间

发送和接收关系的数量，见表 9，以此判断板块在

能源消费网络中的角色。

表8 2013与2017年各板块成员

2013年，沿线各国均未加入“一带一路”倡

议，板块一的实际内部关系比例略大于期望内部

关系比例，且该板块向其他板块的溢出数量与接

收数量大致相等，因此，板块一为“经纪人”板

块。对于板块二和板块三来说，其实际内部关系

比例远高于期望内部关系比例，且内部关系数量

与向其他板块溢出的关系数量大致相等，因此，

板块二与板块三均为“双向溢出”板块；类似地，

板块四为“净受益”板块。

2017年，沿线各国均加入了“一带一路”倡

议，板块一与其他板块间的能源消费关系数量相

较板块内有明显增加，仍为“经纪人”板块，这

说明板块一的“桥梁”作用更加明显。板块二内

部的能源消费溢出几乎为 0，由“双向溢出”角色

转变为“净溢出”角色；板块三内部能源消费溢

出数量降低，对外溢出增加，仍为“双向溢出”

板块；而板板块四则接受了更多能源消费溢出，

保持“净受益”板块不变。

表9 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板块划分

从板块关系数来看，2013年的全部关系数量

为 247，其中，板块内部关系数量为 109，占全部

关系数量 44.13%，板块间关系数量为 138，占全部

关系数量的 55.87%；2017年，板块内部关系数量

比例下降到 24.89%，板块间关系数量比例上升至

75.11%。对比发现，2013年各板块内部的能源消

费实际比例均高于期望比例，2017年各板块内部

关系比例均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下降。这表明“一

带一路”合作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板块间“各

自为营”的局面，板块之间的能源消费联系得以

增强，这有利于减少能源供给与区际运输的不确

定性，降低沿线整体能源风险，保障能源安全。

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推广，相当多国家的

角色发生改变。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与爱沙尼亚、

白俄罗斯、波兰、捷克分别由原来的“经纪人”、

“双向溢出”角色转变为“净溢出”角色；拉脱维

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由

“双向溢出”角色转变为“经纪人”角色；而以色

列、俄罗斯、韩国则跻身“净受益”板块之中。

从地理空间上看，沿线各国在加入“一带一

路”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经纪人”属性得到

强化，正在逐渐成为中东地区与欧洲各国能源消

费“桥梁”，预计该角色属性在西欧各国加入“一

带一路”合作之后会更加显著；而白俄罗斯、捷

板块

一

二

三

四

2013年
阿塞拜疆、埃及、土耳

其、乌克兰、罗马尼亚、

以色列、保加利亚、塞浦

路斯

爱沙尼亚、白俄罗斯、

波兰、捷克共和国、克罗

地亚、拉托维亚、立陶宛、

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

文尼亚、俄罗斯

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孟

加拉国、南非、斯里兰卡、

泰国、乌兹别克斯坦、新西

兰、越南、中国、韩国

特阿拉伯、卡塔尔、科

威特、土库曼斯坦、伊朗、

哈萨克斯坦

2017年
阿塞拜疆、埃及、土耳其、

乌克兰、罗马尼亚、拉脱维

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匈牙利、立陶宛

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捷克

共和国、波兰、塞浦路斯

保加利亚

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孟加

拉国、南非、斯里兰卡、泰

国、乌兹别克斯坦、新西兰、

越南、中国

沙特阿拉伯、韩国、卡塔

尔、科威特、土库曼斯坦、伊

朗、以色列、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

年份

2013

2017

板块

板块一

板块二

板块三

板块四

合计

板块一

板块二

板块三

板块四

合计

成员

数量

8
11

11
6
36
11
6
10
9
36

接收

关系数

内

11
44

39
15
109
7
1
32
19
59

外

33
21

13
71
138
50
20
15
93
178

发送

关系数

内

11
44

39
15
109
7
1
32
19
59

外

38
36

40
24
138
55
45
46
32
178

期望内部

关系比

例/%
20
29

29
14
—

29
24
26
23
—

实际内

部关系

比例/%
22
55

49
38
—

11
2
41
37
—

板块

特征

经纪人

双向

溢出

双向

溢出

净受益

经纪人

净溢出

双向

溢出

净受益

18



2020年第12期

克、波兰等东欧国家由原来的“双向溢出”角色

变成“净溢出”；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仍然

保持“双向溢出”角色。上述变化可能是由于

“一带一路”合作的不断推进，东亚国家作为能源

消费密集区域，与其他各国的能源合作得到加强，

有效提升了能源流动效率，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

能源消费联系，而东欧各国则相对被“边缘化”。

俄罗斯作为能源出口大国，由“双向溢出”

角色变为“净受益”角色，这说明“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搭建多边合作平台降低了俄罗斯能源出

口的不确定性，为俄罗斯提供了广阔的能源市场，

减少了俄罗斯对外能源消费溢出。值得一提的是，

以色列、韩国作为能源短缺国家，分别由“经纪

人”角色和“双向溢出”角色变为“净受益”角

色，这说明“一带一路”平台为两国带来了更多

能源合作机遇，减少了两国能源消费溢出，使两

国在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中受益。

此外，为进一步揭示各板块间能源消费的空

间关联关系及其变化，本文根据板块密度矩阵来

构建像矩阵。通常采用的方法是 α-密度指标，α
指的是临界密度值，为整体网络密度或密度矩阵

每一行的平均密度值，将密度矩阵中大于此临界

值的结果记为 1，表明板块间存在能源消费空间关

联关系，小于该临界值的结果记为 0，表明板块间

不存在能源消费空间关联，最后得出像矩阵。以

行平均值作为临界值计算像矩阵，结果见表10。
表10 2013年与2017年板块密度矩阵与像矩阵

年份

2013

2017

板块

板块

一

板块

二

板块

三

板块

四

板块

一

板块

二

板块

三

板块

四

密度矩阵

板块

一

0.196

0.205

0.034

0.25

0.064

0.47

0.027

0.162

板块

二

0.136

0.4

0.066

0.015

0.288

0.033

0

0.019

板块

三

0

0.017

0.355

0.167

0

0

0.356

0.167

板块

四

0.542

0.242

0.439

0.5

0.364

0.259

0.478

0.264

均值

0.21
9
0.21
6
0.22
4
0.23
3
0.17
9
0.19
1
0.21
5
0.15
3

像矩阵

板块

一

0

0

0

1

0

1

0

1

板块

二

0

1

0

0

1

0

0

0

板块

三

0

0

1

0

0

0

1

1

板块

四

1

1

1

1

1

1

1

1

相应的，为更直观地显示了四大板块间的关

联关系及其变化，转化为更直观的图像形式，具

体如图4所示，图中数字为溢出关系数。

图4 2013年与2017年板块间关联关系

结合表 10和图 4可知，2013年“一带一路”

沿线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板块关系属于较为典

型的核心—边缘结构。板块四处于核心位置，接

收其他所有板块的能源消费溢出，说明中东地区

各产油国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能源

以获取其他板块的能源消费溢出，是“一带一路”

合作的“能源中心”。由于与板块一能源交流往来

较多，能源消费联系较为密切，板块四在接收板

块一成员能源消费溢出的同时也向板块一成员发

生溢出。此外，板块二与板块三在自身内部存在

能源消费关系的同时，向板块四溢出关系，但溢

出关系数量小于内部关系数量，这说明板块二与

板块三成员在自身能源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向

刘自敏等：“一带一路”沿线能源消费与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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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源密集的板块四成员进口能源。

另一方面，图 4表明，2013年板块一、板块二

与板块三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能源消费联系，即东

欧地区与东亚地区只能通过板块四发生能源联系，

板块四发挥着“中心媒介”的作用。这意味着

2013年板块间网络等级结构性较强，呈现出极不

稳定的态势，区域间能源流动极不畅通，能源贸

易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蕴含着较高的能源风险。

到 2017年，在板块四仍然作为核心的情况下，

板块间关联关系变多。板块一与板块二之间出现

双向关系，无需再通过板块四发生能源联系，板

块一“经纪人”属性得到加强，板块三与板块四

之间由单向关系变为双向关系。这说明“一带一

路”倡议深化了中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亚国

家与中东各国的能源合作，板块间能源流动效率

得到提升，能源贸易风险得以下降。

综合以上分析，从区域角度看，“一带一路”

倡议增强了各板块之间的能源消费联系，降低了

各国能源贸易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中东地区加深

了与东亚各国之间的能源贸易与合作，其“净受

益”属性得到加强，但与欧洲各国的能源消费联

系相对减弱；东亚地区以其巨大的能源进口与消

费量向中东地区发生了最多的能源消费溢出；巴

尔干半岛各国“经纪人”属性得到加强，与东欧

其他国家和中东各国的能源消费联系增强。

从个体角度看，以色列与韩国、俄罗斯分别

由“经纪人”“双向溢出”角色变为“净受益”角

色；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则由“经纪人”角色变

为“净溢出”角色；爱沙尼亚、白俄罗斯、波兰、

捷克由“双向溢出”角色变为“净溢出”角色；

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与匈牙利由“双向溢出”角色变为“经纪

人”角色。

3.4 整体网络结构溢出效应

社会网络分析法认为，数据结构决定数据属

性。已有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

结构、经贸往来与基础设施方面具有明显的空间

溢出效应[6]。为分析“一带一路”能源消费空间关

联网络结构对沿线整体能源消费的溢出效应，本

文在刻画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

上，以 2013—2017年沿线 36个国家整体能源强度

和能源强度标准差为被解释变量，对各年网络整

体网络特征指标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11。
在对能源强度的回归中，网络等级度和网络

表11 整体网络特征指标回归

变量

网络密度

网络等级度

网络效率

R2

能源强度

（1）
0.040

（0.07）

—

—

0.001

（2）

—

0.113**
（3.73）

—

0.822

（3）

—

—

0.301*
（2.60）
0.692

能源强度标准差

（1）
-0.151

（-0.26）

0.022

（2）

0.117*
（4.14）

0.851

（3）

0.295
（2.29）
0.636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效率分别通过了 5%、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拟合

度较好，而网络密度并不显著，表明能源消费网

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对沿线整体能源强度存在显

著影响。网络等级度和效率的下降会显著降低包

括网络外国家在内的沿线整体源强度。造成这一

结果的原因在于：①网络等级度下降意味着越来

越多的国家之间从单向联系变为双向联系，打破

了某些国家在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中的“支配

者”地位，网络内许多国家摆脱了原来的被支配

地位，主动性得到增强，加强了同网络外国家的

能源合作，这有利于降低沿线整体能源强度。②
网络效率的下降意味着网络内各国间能源连线的

增多，网络内技术、资金、人才得以加速流动，这

进一步又促进了网络内国家与网络外国家的能源、

技术合作，有效降低了网络外国家的能源强度。

能源强度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消费的

空间公平性[26]。在对能源强度标准差的回归中，网

络等级度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拟合度较

好，这意味着网络等级度的下降可以有效提升沿

线国家能源消费的整体公平性，而网络密度和网

络效率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①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在发展水平、能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巨大

差异，能源强度差异较大，网络效率虽然对沿线

整体能源强度有显著影响，但是在促进各国能源

强度趋同、降低能源消费不平等方面作用微弱。

②能源消费网络等级度的降低可以优化能源网络

结构，使网络内各国话语权增强，这可以有效增

加同网络外国家能源消费之间的相互牵制，从而

缩小能源强度差距；此外与网络连线数量相比，

网络内各国地位渐趋平等可以更加有效发挥各国

主动性，增加同网络外国家的能源交流，从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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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能源强度趋同，提升能源消费的空间公平性。

“一带一路”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明显

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表现在网络本身等级度和效

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沿线整体能源强

度的降低，提升沿线能源消费的空间公平性，进

而降低沿线能源贸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一效

应预计在更多的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能源合

作倡议后更加明显。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借助修正后的引

力模型，构建了 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分析了网络的整体

特征和个体特征，运用块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各国

在能源消费网络内角色的演变，最后对各项整体

网络特征指标的结构效应进行了考察，以期为我

国加快“一带一路”沿线能源合作、降低沿线能

源风险，打造能源利益共同体、共建能源互联网

提供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机制促进了沿线

各国之间的能源流动，加强了各国间的能源消费

联系，这有利于减少沿线能源贸易的不确定性，

降低能源风险。但是该作用在短时间内比较微弱，

有待显现。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

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引领作用。从各项整

体网络特征指标来看，网络内各国能源消费联系

与未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各国相比较为紧密，

网络关联性增强，网络的等级结构逐步被打破，

各国在网络中的地位渐趋平等，网络稳定性增强，

但是网络关联关系数量仍然较低。中国要积极建

立并完善相关合作平台与机制，例如，共建“一

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定期会晤机制等，为

各国之间以及各板块间的能源合作提供更广阔的

平台，破除阻碍能源跨区域流动的政策机制，保

障沿线区域能源安全。应避免局限于以往“点对

点”的能源合作关系，要着眼于能源消费整体网

络结构特征，用“一盘棋”的思维优化能源消费

网络结构，协调各国能源贸易往来，促进各国能

源政策的协同，提升空间联动效应，提升能源跨

区域流动效率。

其次，卡塔尔、俄罗斯、埃及、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中国、波兰 7个国家的三项中心性指标

均高于平均水平，7个国家在网络中可以起到“中

心枢纽”的作用。在推进沿线区域能源合作、应

对沿线能源风险、共建能源互联网时，要重视能

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的个体特征，考虑到各国在

能源消费网络中所处位置和能源消费溢出情况，

做到“有的放矢”：对于高度数中心度国家而言，

要注重保持同网络内其他国家的能源消费联系，

稳定能源供给，减少不确定性；对于高中间中心

度国家而言，要把握战略机遇，完善能源基础设

施，增强同网络内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切实发

挥中介与桥梁的作用；对于高接近中心度国家而

言，要发挥好自己的位置优势，通过各国能源政

策制定者定期会晤机制，加强同低接近中心度国

家的能源联系，以保证能源贸易的畅通。

再次，“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倡议增强了板块

间的能源消费联系，区域间能源贸易风险得以下

降，但是部分板块间联系较弱，要采取各种措施

加强板块间能源消费联系，保障能源贸易安全，

增强网络稳定性。其中，“经纪人”板块与中东、

中亚地区以及东欧地区的能源消费联系增强；东

亚地区作为“双向溢出”板块与中东各国的能源

消费联系增强，但是与欧洲地区的能源消费联系

并不显著，在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中地位较为

“孤立”。中国作为发起国和东亚地区能源消费大

国，应采取对欧能源资源投资、能源贸易、能源

基础设施共建等多元化措施，加强同板块一与板

块二的能源消费联系，提升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

络的稳定性，优化能源布局，构建全方位、多层

次的能源合作格局，保障自身能源安全。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机制改变了相关国家在

能源消费网络中的角色属性。网络内成员国在推

进沿线能源合作时要充分认识到各地区在能源消

费网络中的角色及其变化，从各国国情出发制定

差异化的合作战略。爱沙尼亚、白俄罗斯、波兰

等东欧国家由“双向溢出”角色变为“净溢出”

角色，以色列与韩国、俄罗斯分别由“经纪人”、

“双向溢出”角色变为“净受益”角色；巴尔干半

岛地区和地中海东岸的“经纪人”属性增强；中

东各国作为沿线能源中心，“净受益”属性得到增

强。必须因地制宜制定不同能源合作战略，对于

“净受益”板块而言，要充分发挥能源核心的作

用，把保障能源供给、稳定能源价格作为主要任

务；对于“净溢出”板块而言，要加大资本投入，

完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技术合作，优化产

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消费溢出。

最后，能源消费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明显空间

刘自敏等：“一带一路”沿线能源消费与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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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效应，网络等级度与网络效率的降低可以显

著促进沿线整体能源强度的下降、提升能源消费

的空间公平性，进而减少能源供给与运输的不确

定性，保障沿线能源安全。因此，可以从两方面

降低能源强度、提升能源消费空间公平性：一是

通过能源领域开放、互惠合作等方式增强网络内

各国之间的能源消费双向联系，努力降低网络等

级度，增加网络连线，发挥能源消费网络的溢出

效应，降低沿线整体能源强度。二是积极吸纳更

多国家加入能源合作倡议中，当前能源消费网络

成员国仍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积极吸收西欧各

发达国家，从而创造更多的能源联系，在降低网

络等级度、网络效率的同时，更有助于优化网络

结构，推动先进技术、清洁能源在网络内的流动，

降低能源价格，提升能源消费的空间公平性。

参考文献：

[1] Zhang Y J， Jin Y L，Shen B.Measuring the energy saving and
CO2 emissions reduction potential under China’ 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J].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2020， 55 （4）： 1095-
1116.

[2] 李海石，徐向艺，张 磊 .“一带一路”背景下全球能源互联

网运行机制构建[J].山东大学学报（工学版），2017，47（6）：

134-142.
[3] Nalbantoglu C.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New route on china’

s change of course to growth[J].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7，5（1）：87-99.

[4] 孔庆峰，董虹蔚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

贸易潜力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5（12）：158-168.
[5] Du J，Zhang Y.Doe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Chi⁃

nese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8，47：189-205.

[6] 胡振绅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联的空间效应及

影响因素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9.
[7] 邹丽霞，张书莞，吴亚平，等 .“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贸易

形势分析 [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20
（6）：36-45.

[8] Zhao Y ， Liu X ，Wang S ， et al. Energ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energy resources and interdependence rela⁃
tionships[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9，
107：133-144.

[9] 姜 璐，余 露，邢 冉，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地

理格局及空间特征分析 [J].辽宁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0，47（1）：26-33.
[10] Han L，Han B， Shi X， et al. Energy efficiency convergence

across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
tive[J].Applied Energy，2018（213）：112-122.

[11] 宋雅琼 .“一带一路”国家能源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D].兰州：兰州大学，2019.
[12] Huang Z，Zhang H，Duan H.Nonlinear globalization threshold

effect of energy intensity convergence i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

[13] Qi S Z，Peng H R，Zhang Y J.Energy intensity convergence i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countries：What role does Chi⁃
na-BRI trade play？[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

[14] Hafeez M，Yuan C，Khelfaoui I，et al.Evaluat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nequalities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eg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J]. Energies， 2019， 12 （7）：

1358.
[15] Rauf A，Liu X，Amin W，et al.Does sustainable growth，en⁃

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 challenges matter f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eat？A novel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
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0.

[16] 石 莹，何爱平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能源合作与环境风险应

对[J].改革，2015（2）：115-123.
[17] Liu Y，Hao Y.The dynamic links between CO2 emissions，en⁃

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
ment，2018，645：674-683.

[18] White H C.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J].Advances in Strate⁃
gic Management，1981，87（3）：517-547.

[19] Burt R S.Structural Hole：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20] 罗家德 .社会网络分析讲义[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1] 徐振宇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进展[J].经济学动

态，2013（10）：62-72.
[22] Scott J. Social network analysis[J]. Sociology， 1988， 22 （1）：

109-127.
[23] 刘华军，何礼伟 .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

——基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的再考察[J].财经研究，

2016，42（2）：97-107.
[24] 李 敬，陈 澍，万广华，等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

联及其解释——基于网络分析方法[J].经济研究，2014，49
（11）：4-16.

[25] 刘华军，刘传明，孙亚男 .中国能源消费的空间关联网络结

构特征及其效应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5）：83-95.
[26] 孙亚男，刘华军，刘传明，等 .中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关联

性及其效应研究——基于 SNA的经验考察[J].上海经济研究，

2016（2）：82-92.
[27] 刘 军 .整体网分析讲义：UCINET 软件实用指南[M].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8] Wasserman S，Faust K.Social network analysis：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作者简介：刘自敏（1981—），男，四川德阳人，博士，教授，

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规制与竞争。E-mail：ziminliu@126.com

责任编辑：宋晓波

22



第40卷第12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Vol.40 No.12
2020年 12月 Coal Economic Research Dec 2020

0 引 言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更好地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

协定，碳市场在我国开始发展起来。2013年，深

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率先启动，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广东、湖北等地区相继开展了碳交易

的试点工作。截至 2020年 8月底，我国试点碳市

场已覆盖电力、水泥等 20多个行业，近 3 000家企

业参与市场交易，累计成交量 4.06亿 t，累计成交

额约 92.8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配额成交量的碳

市场[1]。
随着试点碳市场的平稳运行，我国逐步启动

了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工作。2017年 12月 18日，国

家发改委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

（发电行业）》，指出在发电行业率先启动全国碳

碳市场风险对煤电经济性的影响研究

赵长财 1，杨晓文 2，袁家海 2

（1.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92；2.华北电力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2206）

摘 要：为实现气候变化目标，推动能源转型，我国提出了 2030年碳排放达峰和 2060年碳中和的

目标，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工作，全国碳市场有望于 2021年开始运行。煤电作为二氧

化碳排放量最多的行业，首先被纳入碳市场的运行中，而碳市场的变动风险将对煤电经济性造成

很大的影响。首先对煤电参与碳市场的风险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大多数类型的机组参与碳市场

会带来项目运营成本的增加。基于此构建了基于煤电项目的碳风险压力测试模型，通过结合VaR
（风险值）和情景分析，以 600 MW超临界煤电机组为例，测算了不同情景下煤电参与碳市场的成

本损失与度电成本的变化。结果表明：碳市场运行初期对煤电项目经济性的影响较小，中长期内

则会极大地增加发电成本，极端的碳价风险将会进一步扩大损失。最后对电力企业与金融机构参

与碳市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碳市场风险；煤电项目；VaR；压力测试；碳中和

中图分类号：F4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2－0023－09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arbon market risk on the economics of coal power

Zhao Changcai 1，Yang Xiaowen 2，Yuan Jiahai 2
（1. China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Beijing 100192，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chieve climate change goals and promote the energy transition，China has proposed the goal of peak⁃
ing carbon emissions by 2030 and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which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ar⁃
bon market，and it is expected to start operation next year. As the industry that emits the most carbon dioxide，coal power is
first included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arbon market，and the risk of changes in the carbon market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economics of coal power. First， the risk of coal power participating in the carbon market was calculated，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most types of generating units in the carbon market in China would increase project operating
costs. Based on this，a carbon risk stress test model based on coal power projects was constructed. By combining VaR （val⁃
ue at risk） 9and scenario analysis，taking a 600 MW supercritical coal power unit as an example，the cost loss of coal pow⁃
er participating in the carbon market and the change in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per kilowatt-hour are measured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arbon market has a small impact on the economics of coal-fired pow⁃
er projects.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it will greatly increase the cost of power generation. At the same time，extreme
carbon price risks will further increase losses. Finally，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power companies and fi⁃
nancial institu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rbon market.
Key words：carbon market risk；coal power project；VaR；stress test；carbon ner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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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交易体系，逐步扩大参与碳市场的行业范围，

增加交易品种，不断完善碳市场。2020年 9月 22
日，我国政府提出二氧化碳排放争取在 2030年达

峰，在 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进一步推动了

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工作。11月，生态环境部先后

发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2]

和《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

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等文件[3]，对全

国碳市场的配额发放、交易主体、交易方式、履

约管理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与说明，全国碳市场

的建设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望于 2021年年底开

始运营。

发电行业作为我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经济

体，拥有较为公开透明的排放数据，首先被纳入

碳市场的运行范围内，从而促进电力行业的低碳

转型。煤电作为发电行业中二氧化碳排放的主体，

参与碳市场将给其自身的经济性带来很大风险。

首先，参与碳市场将进一步增加煤电项目的运营

成本。随着国家碳减排目标完成的紧迫性，煤电

项目的配额缺口将逐渐扩大，项目的履约成本提

高，在未来有偿分配比例逐渐提高的基础上，履

约成本还会进一步提高[4]。其次，碳市场中涉及到

的配额拍卖价格、市场交易价格以及核证减排量

交易价格等都具有一定的市场波动性，进一步影

响煤电项目参与市场的经济性。此外，碳市场运

行后，新能源项目可以通过获得核证减排量

（CCER） 来参与市场交易，从而获得一定收益，

这将削弱煤电项目在电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碳风险压力测试模型通过将碳市场因子纳入

风险值模型中，在给定的情景和置信度下，估算

投资组合或企业可能因碳风险所造成的最大风险

损失。本文通过设置不同情景，引入碳风险值模

型对各种情景下碳价的变动进行分析，得到不同

情景下煤电参与碳市场的风险损失及其度电成本。

将碳风险值模型纳入电力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决策

中，不仅可以直观地量化煤电项目参与碳市场可

能造成的风险损失，降低企业或金融机构的损失；

还能够推动企业或金融机构将投资转向更加清洁

绿色的项目或技术之中，加速电力行业低碳转型

的进程。

1 煤电参与碳市场的风险分析

1.1 全国碳市场

与股票和债券市场一样，碳市场也分为一级

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配额发放市场，负

责确定碳排放权配额和项目减排量两类基础碳资

产。碳配额的发放主要通过政府免费分配和市场

拍卖两种途径，项目减排量的产生则需要经过项

目审定、监测核证、项目备案和签发减排量等一

系列程序。二级市场则是对一级市场产生的碳资

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进行交易的市场，也是

整个碳市场的枢纽。二级市场又分为场内交易和

场外交易。场内交易是指在集中的交易场所 （如

经认可的交易所或电子交易平台） 进行的碳资产

交易，具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和交易时间，公开透

明的交易规则，是一种规范化、有组织的交易形

式，交易价格主要通过竞价等方式确定；场外

交易又称为协议交易，指在交易场所以外进行

的各种碳资产交易活动，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

2020年 11月，我国生态环境部先后发布了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与发电行业配额总量分

配与设定的征求意见稿，对全国碳市场的交易运

行做了基本的规定。我国碳市场由生态环境部负

责监管和管理，市场运行初期在发电行业展开，

凡在 2013—2018 年任一年排放达到 2.6 万 t二氧化

碳当量的企业均为纳入 2019—2020年碳市场配额

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生态环境部根据 2018年的

供电 （热） 量对重点排放企业分配配额，企业根

据自身的碳排放量与配额的差距来参与碳市场。

对于排放量高于配额的企业需要在市场中购买相

应的配额差值；而排放量低于配额的企业则可将

多余配额在市场中售出来获益。碳市场交易分为

强制减排市场和自愿减排市场。强制减排市场中

各类企业根据自己的配额进行交易，低于 10万 t的
交易通过竞价交易来达成；高于 10万 t配额则通过

协议交易达成。自愿减排市场中重点排放企业可

以通过购买相应的CCER来抵消自身的排放量，可

再生能源、碳汇、甲烷利用等减排项目通过国家

核证可以获得CCER证书，如图1所示。

1.2 煤电参与碳市场的成本分析

在研究煤电参与碳市场的成本之前，首先需

要对我国煤电项目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所获配额之

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本文仅考虑供电机组。

根据我国发布的配额分配意见征求稿，煤电项目

碳排放配额的计算公式为

碳排放配额=机组供电配额量+机组供热配额量

机组供电配额量=机组供电量*机组所属类别的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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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值*机组冷却修正系数*机组供热量修正系数*地区

供电配额修正系数*机组出力修正系数

机组供电量=装机容量*利用小时数*（1-厂用电率）

机组供热配额量=机组供热量*机组所属类别的供热基

准值*地区供热配额修正系数

其中，不同类型机组的供电/热基准值见表 1；
水冷机组的冷却修正系数为 1，空冷机组的冷却修

正系数为 1.05；机组供热量修正系数为 1-0.22×供
热比；地区供电配额修正系数为小于 1的系数，由

地方部门进行设定；机组出力修正系数根据机组

出力系数见表 2，利用小时数选取 2019年火电机组

的平均利用小时数4 293 h[5]。
表1 不同类型机组的供电/热基准值

表2 机组出力修正系数

煤电机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计算公式为

机组 CO2排放量=机组发电量供电煤耗*折算标煤含碳

量*折算系数*44/12

其中，供电煤耗的数据见表 3，折算标煤含碳

量本文统一使用烟煤数据，即 79.45%，折算系数

取0.95。
表3 2019年火电机组供电煤耗与厂用电率统计数据[6]

数据来源：中电联 2019年火电机组能效水平对标结果，标*数
据为未找到实际披露数据，通过推算而确定。

通过上述计算公式得到平均水平与先进水平

机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排放配额的对比数据，

如图 2所示。可以看出平均水平机组中除 1 000
MW级超超临界纯凝湿冷机组外，其余类型机组所

获得的排放配额均低于机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先进类型的机组中 600 MW级超临界纯凝湿冷机

机组类型

300 MW 等级以上常规燃

煤机组

300 MW 等级及以下常规

燃煤机组

燃煤矸石、水煤浆等非常

规燃煤机组（含燃煤循环

流化床机组）

燃气机组

供电基准值/
（tCO2 · MWh-1）

0.877

0.979

1.146

0.392

供热基准值/
（tCO2 · GJ-1）

0.126

0.126

0.126

0.059

机组类型

常规燃煤纯凝

发电机组

其他机组

机组出力系数 f
f≥85%

80%≤f＜85%
75%≤f＜80%
f＜75%

1

修正系数

1
1 + 0.0014 × ( 85 - 100f )
1.007 + 0.0016 × ( 80 -

100f )
1.015(16 - 20F )

图1 全国碳市场的交易结构

机组

序号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机组类型

1 000 MW级超超临界纯凝

湿冷机组

1 000 MW级超超临界空冷

机组

600 MW级超超临界湿冷

机组

600 MW级超超临界纯凝

空冷机组

600 MW级超临界纯凝湿

冷机组

600 MW级超临界纯凝空

冷机组

600 MW级亚临界纯凝湿

冷机组

600 MW级亚临界空冷

机组

300 MW级亚临界纯凝湿

冷机组

300 MW级亚临界纯凝空

冷机组

供电煤耗/
（g · kWh-1）
平均

水平

275.37*

302.27*

286.94

298.65

300.74

314.69

311.8

322.83

322.79

344*

先进

水平

270.37

297.27

270.45

295.25

292.11

296.12

300.28

316.08

312.01

335.91

厂用电率/%
平均

水平

3.07%

5.21*

4.11

5.20

4.74

6.29

5.45

7.20

5.60

7.01

先进

水平

2.57

4.71

2.45

4.61

2.95

3.65

4.93

5.81

5.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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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600 MW级亚临界纯凝湿冷机组和 600 MW级

亚临界空冷机组的碳排放量也明显高于所获配额，

其余类型机组所获配额虽然高于二氧化碳排放量，

但差距不大。因此，我国现有大多数机组类型在

参与碳市场时会增加运营成本，仅有少部分先进

水平机组和大容量机组可以从中获益。

煤电参与碳市场的成本由配额支付成本、核

证减排量交易成本以及市场交易成本三部分构成。

配额支付成本指企业为获得一定配额所需支付的

成本，市场运营初期配额采取免费分配制，即这

部分成本为 0，然而随着市场的稳定运行，有偿配

额比例逐步提高，企业为获得相应的配额将需要

支付越来越多的成本。核证减排量交易成本为企

业通过购买核证减排量来抵消排放量所需支付的

价格。核证减排交易主要是为鼓励企业通过增加

新能源等的方式进行自愿减排，相应的交易比例

将逐渐提升。全国碳市场运营初期规定核证减排

交易量不能超过企业经核查排放量的 5%。市场交

易成本为企业通过出售多余/购买不足配额所需支

付的成本。碳市场运行初期，配额基准线制定较

高，部分先进水平机组的碳排放量会低于所获得

得配额，企业可以通过有偿竞买方式公开出售配

额来获得收益，而一些落后机组则需要通过竞价/
协议交易的方式来获得不足的配额。随着碳市场

的发展，国家为达成相应的气候目标，配额基准

线将逐渐收紧，越来越多的机组需要为不足的配

额支付相应的成本。因此煤电参与碳市场的成本

函数可以表示为
Y = X1 ⋅ N1 + X2 ⋅ CCER + X3 ⋅ [ M - ( N + CCER ) ]
N1 = λ ⋅ N
CCER = β ⋅ M （1）

式中：Y为煤电参与碳市场需要付出的成本；M为

煤电项目的碳排放量；N为煤电项目所获得的碳配

额；λ为有偿配额比例；N为有偿配额；β为核证

减排量抵消占比；CCER为核证减排抵消量；X1为
配额拍卖价格；X2为核证减排量交易价格；X3为
市场交易价格。

煤电项目在参与碳市场时的成本变动过程，

如图3所示。

1）当M < N时，项目可以通过售出多余的配

额来获利。配额免费分配时煤电项目的收益为面

积 A，有偿分配时收益为面积（A-S1）。M = N时，

参与碳市场成本为 S1。随着市场配额线的收紧，M
将逐渐大于N。

2）当M > N时，项目需要购买一定配额来满

足自身排放量。配额免费分配时，参与碳市场的

成本为 S2+S3，有偿分配时，碳市场成本将扩大为

S1+S2+S3。
3）随着配额线的进一步收紧，碳配额在市场

中成为稀缺资源，碳价随之提高。所获配额降低

至N'，碳价提高至X' 1 、X' 2 、X' 3。此时碳市场成

本扩大为 S1+S2+S3+S4（图中黄色面积）。随着碳市

场成本的不断提高，煤电项目只有两条可发展路

径：路径一为企业加大技术投入，使用碳捕获与

封存等技术来降低项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碳市场成本，但同时需要增加技术投入成本；路

径二为企业直接关闭相应的煤电项目，将投资转

向新能源项目。从企业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电

力企业应该选择路径二，不仅可以规避碳市场的

变动风险；同时还能抓住市场机会，通过投资新

能源项目获得CCER来在碳市场中获得收益。

图 3中为了明确划分不同阶段的碳市场交易，

对 3种碳价进行了区分，并不代表实际市场中 3种
碳价的大小关系如图所示。因这 3种碳交易价格均

由市场交易所驱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

并没有明确的研究表明这几类碳价之间的大小关

图2 参与对标机组碳排放量与可获配额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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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此本文不考虑因 3种碳价大小关系变动而导

致的市场风险，假设这 3种碳价保持一致，并维持

在同一变动水平上。

2 研究方法

2.1 LCOE模型

LCOE作为一个量化的经济指标，常被用于比

较和评估不同发电技术 （光伏，风能，燃煤、天

然气，大型水力电站等）的经济效益。LCOE指的

是发电项目在建设运营期内每 kWh的发电成本。

计算发电项目的LCOE的关键变量包括初期投资成

本，融资成本、运维成本，财税及政策投入成本

以及发电能力等[7]。
本文将利用LCOE模型，通过计算发电系统从

初建到运营的总成本费用支出的折现值与其在寿

命周期内能量产出的经济时间价值的比值，得到

发电项目的平准化贴现成本（度电成本），其推导

过程如下。

已知未来各期的价值（F）较现期的价值（P）

低，用折现率（r）来衡量这一差别，即

P = F ( 1 + r )-i （2）
而净现值 （NPV） 则是多期的价值 （PV） 的

集合，通常指一个项目寿命周期内的所有期间。

对 LCOE的定义来自于收入（Revenues）的净现值

等于成本（Cost）的净现值这一恒等式，即

∑
i = 0

n Revenuesi
( 1 + r )i =∑i = 0

n Costi
( 1 + r )i （3）

NPV =∑
i = 0

n

PV = 0 （4）
∑
i = 0

n ( LCOEi ) × ( Ei )
( 1 + r )i =∑

i = 0

n Costi
( 1 + r )i （5）

LCOE = (∑
i = 0

n Costi
( 1 + r )i ) / (∑i = 0

n Ei
( 1 + r )i ) （6）

基于上述公式，推导出度电成本LCOE的完整

计算公式为
LCOE =

( )∑
i = 1

n (CAPEXi + OPEXi + TAXi )
( 1 + r )i ( )∑

i = 1

n (C × H × (1 - ou ) ) i
( 1 + r )i

（7）

图3 煤电项目参与碳市场交易的成本变动分析

赵长财等：碳市场风险对煤电经济性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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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为上网电量；CAPEXn为初始投资成本的

年值，包括自有资金、贷款以及折旧；OPEXn为运

维成本的年值，包括保险费用、修理费用、劳动

成本等；TAXn为电厂每年应纳税额，包括营业税、

增值税、土地税等；C为装机容量；H为年利用小

时数；Ou为厂用电率；n为电厂运营年限；角标 i
表示电厂运营的第 i年。

2.2 碳风险压力测试模型

风险值（VaR）作为金融领域的一种风险度量

模型，常用来度量给定时间范围和置信度下，某

一投资组合或企业因市场波动造成的最大可能损

失，计算公式为

P ( ΔY > VaR ) = 1 - α （8）
其中，ΔY为在某一投资组合在一段时间内的

可能损失，α是置信水平。置信区间的选择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投资者对风险的不同偏好，置信

水平越高表明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越小，希

望能够得到准确性较高的预测结果。

近年来，风险值模型逐渐被引用到环境风险

的度量研究中。Dietz等[8]应用风险值模型评估了气

候变化对全球金融资产市场价值的影响。Irene等[9]

引入VaR构建了第一个气候压力测试方法，并使

用该方法评估了中国两家主要政策性银行海外能

源项目组合的气候风险。国外部分机构也开展了

碳风险值模型的创新应用。施罗德开发了气候进

展仪表和碳风险值模型工具，帮助投资者分析更

高目标的气候政策和碳价下公司的利润损失风险，

解决了投资者无法衡量气候变化对公司利润的影

响问题。MSCI ESG Research 开发了气候风险值模

型，以衡量投资组合中与气候相关的潜在风险，

帮助投资者识别低碳投资机会。在此基础上，中

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开发了以风险值

为核心的环境压力测试方法，将碳风险、环保处

罚风险、水风险等环境因子纳入风险值模型中，

结合敏感性分析评估环境因素对投资组合的影响，

并计算在极端环境风险下投资组合可能带来的最

大风险值（VaR） [10]。现有的气候风险模型在衡量

碳市场风险的影响中，多数只考虑了碳价变化所

带来的影响，然而从我国现有的市场环境来看，

除碳价外，碳配额基准线、有偿分配比例、核证

减排量占比等均会对企业的利润产生较大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针对煤电项目的气候风险压

力测试模型。

煤电项目参与碳市场会受到各种市场风险因

素的影响，这些风险通过配额基准线、有偿配额

比例、核证减排量交易比例以及碳价等因素直接

传导到项目的碳市场成本中，进而增加项目的运

营成本和度电成本。本文将VaR引入碳价的变动

风险分析中，结合情景分析，计算不同情景下碳

市场的风险成本与度电成本值，并通过计算碳价

的最大可能值得到风险成本与度电成本的最大风

险值，对应的模型框架如图4所示。

3 案例分析

由图 2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600 MW级超临

界机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所获配额的差值较大，

受碳市场发展的影响较大。因此本文选取平均水

平 600 MW级超临界湿冷机组为例进行碳风险压力

测试分析，项目涉及的基本参数设置见表4。

图4 碳风险压力测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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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项目基本参数

基于上述情景可以计算得到项目不参与碳市

场时的LCOE为0.286元/kwh。
3.1 压力测试情景设置

考虑到未来碳市场的发展，本文分别设置了

轻度、中度、重度 3种情景来分析计算煤电机组参

与碳市场的成本损失，相应的情景设置见表5。
表5 压力测试情景设置

配额基准线：随着市场的稳定运行，在实现

气候目标的压力下，配额基准线将逐步降低，基

于此，本文参照工商银行的压力测试分析设定了

对应的基准线[11]。
有偿配额比例：市场运行初期，配额免费分

配，但随着市场的运行配额将引入有偿分配，且

有偿分配比例将逐步提高。以欧盟碳市场运行为

例，第一阶段时有偿配额比例为 5%，第二阶段提

高到 10%，第三阶段中扩大到 20%，甚至还会逐步

扩大该比例，到 2027年将实现 100%拍卖[12]。国内

广东省试点碳市场交易政策中也提出 5%的碳配额

需要有偿获得。

核证减排量占比：我国碳市场交易规则中规

定核证减排交易占比不能超过所核查排放量的5%，

随着碳市场的运行，配额线逐步收紧，将会有越

来越多的排放配额通过购买核证减排量来抵消，

该比例将呈现上升趋势。

碳价：随着碳市场的运行，配额将成为稀缺

资源，价格将逐步提高。根据我国 7大试点碳市场

交易现状来看，除北京试点外，其余试点碳市场

的交易价格均维持在 25元/t左右，北京试点碳市场

的交易价格相对较高，在 80元/t左右，而在运行较

为成熟的欧盟碳市场，该交易价格则超过了 200
元/t。轻度、中度和重度情景下，本文分别选择使

用广东、北京、欧盟的碳价交易数据来进行分析。

3.2 碳价的变动风险分析

碳市场中的风险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碳价的波

动而造成的。碳价包括拍卖市场、现货市场和

CCER三种市场下的配额成交价格。其中，以广东

碳市场交易价格为例进行分析，广东省于 2020年 4
月 27日举行了 2019年度碳排放配额第一次有偿竞

价拍卖活动，政策保留价为 25.84元/t。经统计，

共有 28家控排企业、新建项目单位及投资机构参

加本次竞价，最高申报价为 32.00元/t，最低申报

价为 25.84元/t。最终有 8家控排企业、新建项目单

位及投资机构竞价成功，成交价为 28.20元/t[13]。
而广东省 2019年的现货市场交易价格也基本维持

在 25元/t左右，与拍卖市场维持在统一水平内。

而对于我国的 CCER市场来看，协议转让成交价

格并不明确，因此，本文假设 3种碳价保持一致

的变动水平。

为计算不同情景下碳市场的波动风险，本文

分别选取了 2019年 1月 2日至 2020年 10月 9日广

东和北京试点碳交易价格数据、2018年 3月 26日
至 2020年 11月 9日的欧盟碳交易价格数据进行分

析，并通过引入VaR来计算 3种情景下碳价的在险

价值，从而来衡量极端碳价下对煤电项目造成的

风险损失值。通过统计分析得到 3种情景下碳价的

概率分布图，如图5所示。

图5 三种碳价的概率分布直方图

从图 5可以看出，广东和北京碳市场的价格波

动幅度较小，欧盟碳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较为符合市场发展运行的阶段特征，市场运行初

赵长财等：碳市场风险对煤电经济性的影响研究

指标

利用小时数/h
厂用电率/%

供电煤耗/（g · kWh-1）
发电投资成本/（元·kW-1）

煤价/（元·t-1）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 · MWh-1）

取值

4 293
4.74
300.74
3182
493.88
0.832

指标

电厂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tCO2 · MWh-1）

配额基准线/（tCO2 · MWh-1）
有偿配额比例/%

核证减排量占比/%
碳价/（元·t-1）

轻度情景

0.832
0.877
0.00
5.00
25

中度情景

0.832
0.85
5.00
8.00
81

重度情景

0.832
0.8
10.00
10.00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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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主要由政府进行监管，价格较为稳定；随着

市场的发展，政府的监管力度逐渐变小，市场价

格由市场中的供需变化来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

多，价格波动风险增大。

根据几种碳价的概率分布，可分别计算得到

99%、95%、90%置信度下的碳价和碳价的平均

值，见表6。
表6 不同情景下的碳价及VaR值 元/t

情景

北京

广东

欧盟

平均值

25.47
81.16
175.95

VaR
99%
30.16
98.18
227.80

95%
29.73
94.00
221.59

90%
29.00
91.89
210.14

3.3 结果分析

分别计算 3种情景下煤电项目的碳市场成本与

LCOE，如图6和图7所示。

图6 不同情景和置信度下的碳市场成本

图7 不同情景和置信度下的LCOE

由图 6和图 7可以看出，轻度情景下煤电项目

需要支付 280万元的碳市场成本，度电成本增加至

0.287元/kwh，项目经济性受到的影响较小；中度

情景下煤电项目需要支付 2 379万元的市场成本，

度电成本增加至 0.295元/kWh，项目受到较大的影

响；重度情景下碳市场成本增加至 8 339万元，将

近中度情景下成本的 4倍，度电成本增加至 0.319
元/kWh，对煤电项目的经济性造成极大的影响，

将导致煤电在市场中失去竞争力。

从不同置信度下的计算结果来看，随着置信

水平的提高，煤电项目的风险损失逐渐增大。轻

度情景下煤电项目几乎不会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

影响，而在中度和重度情景中极端的市场价格风

险将进一步扩大煤电参与碳市场的经济损失。在

99%的置信水平下，中度情景和重度情景分别因为

极端碳价风险造成将近 500万元和 2 000万元的风

险损失。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随着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

碳市场有望于 2021年开始运行，煤电作为首批参

与碳市场的行业，碳市场风险将会对其造成很大

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研究了碳市场风险对煤电经

济性的影响。首先对煤电项目参与碳市场的风险

及成本损失进行了分析计算，然后通过结合风险

值和情景分析，构建了基于煤电项目的碳风险压

力测试模型，并以典型煤电机组为案例对煤电参

与碳市场的成本与LCOE的变化进行测算，最终得

出如下结论。

1）结合全国碳市场的配额分配方法和煤电机

组 2019年的运行数据来看，我国大多数机组在参

与碳市场时需要支付多余的成本来获得足够的排

放配额，只有部分先进机组和 1 000 MW等级的

大容量机组能通过出售多余的配额来在碳市场中

获益。

2）随着我国碳市场的运行，配额基准线将进

一步收紧，有偿配额比例、核证减排交易比例和

碳价均会有所提高，煤电参与碳市场的成本显著

提高。企业为减少煤电项目的碳市场损失，短期

内可以通过加大技术投入来减少自身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从碳市场中获得一定的收益，此时企业

需要衡量技术投入成本与碳市场成本之间的经济

性。而从长远来看，企业应该逐步关停煤电机组，

同时将投资转向可再生能源等清洁项目中，从

CCER市场中获得一定的收益，企业需衡量好煤电

关停损失与可再生能源项目收益间的关系。

3） 从对 600 MW级超临界湿冷机组的案例分

析结果中可以看出，短期内碳市场风险对煤电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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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经济性的影响较小，而在中长期内碳市场风险

将极大地增加煤电的运营成本，降低项目的度电

成本，使煤电项目在市场中失去竞争力。从碳价

的波动风险来看，短期内受政府管控的影响，极

端碳价风险影响较小，而在成熟的市场中，极端

碳价风险将使煤电项目承受上千万的成本损失。

4.2 建 议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我国电力企业与金

融机构参与碳市场提出如下的建议。

1）电力企业应充分认识到碳市场风险对企业

影响，提前做好参与碳市场的准备。首先，将碳

成本纳入企业的战略规划中，帮助电力企业管理

碳成本变动风险和发掘新的发展机遇；其次，企

业应将碳约束纳入投资决策体系中，做好碳风险

下的压力测试计算，严格防控未来可能受到的风

险；最后，电力企业应抓住碳市场发展带来的市

场机遇，将投资转向清洁能源项目，尽快实现电

力企业的清洁转型；电力企业应加大储能、碳捕

捉与封存等技术的研发投入，帮助电力企业实现

近零排放。

2）金融机构同样应认识到碳市场风险对资产

的影响，有效管理风险，做好资产配置工作。在

进行投融资决策时应要求企业披露相应的碳排放

数据，将碳风险纳入风险管理与资产配置体系中；

加大对清洁技术和新能源的投资，推动电力企业

的转型；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进入碳市场，

金融机构应继续开发研究适用于多行业的碳风险

度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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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化石能源，煤炭占全球

能源使用量的三分之一。与其他传统化石能源相

比较，煤炭在储量、分布和价格方面都具有明显

优势[1]。“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

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体，但由于人口众多及工业

化的快速发展等原因，2009年我国开始由传统煤

炭出口国转为煤炭进口国。我国存在煤炭资源分

布与经济发展地区供需不匹配、煤炭运输任务艰

巨、开采难度大等问题，必须重视煤炭的进口和

储备工作[2-4]。
印尼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其海岸线长，具

有铁路运距近、内河运输便利等优越条件[5]，加上

印尼占据着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有利的战略性地

理位置，对我国的能源运输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

响。因此，出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及维持煤炭供

应稳定的考虑，开展与印尼的煤炭贸易是我国的

必然选择。印尼是我国第一大煤炭进口来源国，

由于印尼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社会波动较

大、市场环境不够规范、贸易规则不尽完善，并

时常受到国际煤炭价格波动、汇率波动等因素的

影响，我国在与印尼开展煤炭贸易的过程中面临

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市场风险通常是开展国际贸

易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我国与印尼开展煤炭贸

易面临的市场风险程度如何？本文基于这一问题

开展市场风险识别，并提出化解双边煤炭贸易风

险的对策。

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的识别与化解研究

刘志雄，刘馨彤
（广西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 要：印尼是我国第一大煤炭进口来源国，但在双边煤炭贸易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市场风险的产

生。在分析两国煤炭贸易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的市场风险综合指标体系，基

于 2000—2019年两国煤炭贸易年度数据，利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过程中

的市场风险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2000—2019年间两国煤炭贸易的市场风险呈波动下降趋

势，市场风险中所占比重由大到小依次为供需风险、价格风险和外汇风险。根据所得结论，从政

治、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提出了化解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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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dentifying and resolving the market risks of co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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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donesia is China's largest source of coal imports，bu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ccurrence of market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bilateral coal trad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co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a com⁃
prehensive index system of market risk is constructed for China-Indonesia coal trade. Based on the annual data of co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2000 to 2019， the time seri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market risk in the coal trade process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and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rket risk of co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howed a fluctuating downward trend from 2000 to 2019. The proportion
of market risk in descending order is supply and demand risk，price risk and foreign exchange risk.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btained，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from political，economic，social and technical aspects.
Key words：coal trade；market risk；risk identification；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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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文献回顾

1.1 能源贸易中的市场风险

国内外学者关于市场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金融、投资等领域，对能源领域的市场风险尚没

有明确定义，而重点聚焦于对市场风险影响因素

的研究。在价格方面：贾海涛[6]认为由于煤炭产品

结构单一、异质度较小，价格波动直接影响煤炭

的需求量；郑保国[7]研究了石油贸易商构成的巨大

市场风险。在供需方面：李媛媛[8]认为经济增长、

人口规模、法律政策以及贸易收支等因素均会直

接或间接导致市场风险。经济增长是贸易增长的

前提，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经济低迷导致需

求下降。张志新等[9]研究发现，中国在与“一带一

路”沿线西亚国家的贸易中，西亚人口规模扩大

会推动消费需求。张业松[10]认为出口国的出口关税

和其他能源政策对能源供应有重要影响。梁敦仕[11]

认为一国的贸易收支情况也会影响能源供需进而

带来市场风险，如 2018年印尼政府为平衡贸易赤

字，提出增加 1亿 t煤炭出口。王震[12]认为汇率贬

值的压力给某些经济结构单一资源国的经济稳定

性带来严峻挑战，并直接影响我国对应的项目。

1.2 风险识别的方法

关于风险识别的研究多基于定性与定量两类

方法。胡忆楠等[13]与郭莉等[14]以案例分析、文献研

究等方法，展开对PPP项目风险及电网项目海外投

资风险因素的识别。孙福兵等[15]采用德尔菲法和固

定效益模型对风险影响因素进行有效性检验，并

利用 Probit模型识别出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

贷风险影响因素。柯宇立[16]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建

立 Logistic模型，分析得出违约债券的财务预警因

素，进而构建债券发行人的风险识别模型。张栋

等[17]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识别“一带一

路”沿线主要国家投资风险。满向昱等[18]采用Las⁃
so-Logistic模型对影响中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的关键

指标进行识别。周知等[19]运用功能赋权法和差异赋

权法对影响重要资产的威胁要素进行重要性识别。

孟庆斌等[20]运用齐次和非齐次马氏域变方法建立了

风险识别模型和预警模型。

1.3 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中的风险研究

现有学者研究中国与印尼双边经贸合作面临

的风险多集中于政治领域。梁孙逸等[21]认为印尼国

内族群政治、两国政治互信薄弱、域外大国的干

扰、南海问题成为影响双边煤炭贸易的主要政治

因素。印尼政权结构高度分散，1998年苏哈托

“新秩序”政权垮台后，地方权力的大幅提升和多

党派的内部斗争严重影响印尼的政治稳定性，进

而制约了中印尼双方经贸合作的开展。赵春珍[22]认
为中国与印尼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印

尼对中国的发展仍存疑虑，担心中国的不断强大

会给他们造成潜在威胁。高鹏等[23]、韦红[24]认为印

尼佐科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摇摆表态对中印尼两

国的经贸合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吴崇伯等 [25]认
为印尼对华贸易逆差逐年递增，使得印尼部分

人士质疑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担心会影响其

国家经济安全。此外，美、日等域外大国和干扰

利益集团的博弈将是中印尼贸易中一个不可忽略

的因素[26-27]。
综上可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我国与印尼

煤炭贸易中存在的风险进行了详细研究，但仍存

在一定不足。一方面，已有文献对煤炭贸易中风

险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风险领域，对于市场风险

的研究较少；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多是规范性的

理论研究，关于能源市场风险识别方面的相关研

究多倾向于对影响因素的分析，而缺乏比较缜密

的数据分析，定量方法的使用较少，以上问题为

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印尼作为我国的全面战略

伙伴，与印尼煤炭贸易中的市场风险直接影响到

我国国家安全。本文以中印尼煤炭贸易中的市场

风险为研究对象，拟运用详实的数据分析和主成

分分析方法进行识别与衡量，具有一定的研究创

新性。

2 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的现状

2.1 双边煤炭贸易发展迅速

随着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特别是 2010年中

国—东盟自贸区的正式启动、2013年中印两国建

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煤炭贸易已经成为中

国与印尼间重要的商品贸易，在双方商品贸易中

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中国与印尼双边煤炭贸易总

额从 2000年的 1 257万美元增加到 2019年的 69.6
亿美元，双边煤炭贸易快速发展，2010年以来，

煤炭贸易额占双边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了 10%。

2019年，中国自印尼进口和出口煤炭达到 67.9亿
美元和 1.7亿美元，分别是 2006年的 831倍和 39
倍，双边煤炭贸易跨上了新的台阶。

2.2 我国自印尼煤炭进口规模占比突出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印尼是我国第一大

刘志雄等：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的识别与化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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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进口国，2019年我国进口印尼煤炭 1.38亿 t，
占当年煤炭进口总量的 45.9%。除印尼外，2019年
我国自其他主要煤炭供应国进口的煤炭分别为澳

大利亚 0.77亿 t、蒙古 0.36亿 t、俄罗斯 0.32亿 t、
菲律宾 0.09亿 t，上述五国进口量之和所占比重高

达 97.6%。可见，我国煤炭进口结构单一，印尼为

最主要的供应国，我国对印尼的煤炭需求不断增

长，印尼进口煤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我国对印尼

煤炭愈加依赖。

2.3 双边煤炭产业内贸易水平低

2000—2019年我国与印尼煤炭产业内贸易G-
L指数非常低（研究方法略，结果见表 1），自 2006
年以来G-L指数始终小于 0.1，表明这一时期双边

煤炭产业间贸易处于主导地位。2000—2012年双

边煤炭贸易G-L指数呈现逐年递减趋势，说明两

国煤炭产业间贸易愈加显著；2012—2019年 G-L
指数微弱增长，两国煤炭产业内贸易处在缓慢的

发展过程中。除 2004年外，2000—2019年间我国

与印尼煤炭产业内贸易Bruelhart指数始终小于 0.1，
说明两国煤炭贸易增长主要依靠产业间贸易的拉

动，与G-L指数的测算结果大致相同。

表1 2000—2019年中国与印尼煤炭产业内贸易G-L指数

和Bruelhart指数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G-L指数

0.693 4
0.227 0
0.125 3
0.365 8
0.291 6
0.149 4
0.048 8
0.014 2
0.023 8
0.007 8

Bruelhart指数

—

0.027 2
0.046 1
0.057 2
0.215 5
0.085 5
0.037 0
0.001 2
0.042 4
0.008 4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L指数

0.001 9
0.000 7
0.000 6
0.003 0
0.012 7
0.021 3
0.027 0
0.044 8
0.047 0
0.048 8

Bruelhart指数

0.002 5
0.001 2
0.000 6
0.016 8
0.028 3
0.002 5
0.046 9
0.088 2
0.057 2
0.025 6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根据原始数据计算

得到。

产业间贸易主导着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的发

展，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国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水

平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煤炭表现出资源分布与

经济发展地区供需不匹配、运输任务艰巨、开发

困难、需求量大等特点，而印尼拥有的煤炭资源

丰富且自用量相对较小、运输条件便利、开发成

本低，这就直接影响到双边的煤炭贸易，形成我

国煤炭出口少而进口多的局面。我国对印尼煤炭

的进口量大大超过出口量，对印尼煤炭进口的依

赖性增强，直接导致我国与印尼煤炭产业内贸易

水平低。

3 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的识别

本文将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中的市场风险定

义如下：由于市场性因素变动引起中印尼煤炭贸

易的价格、供需、外汇发生的异常变化。本文利

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定量测度中国与印尼煤炭贸

易过程中的市场风险及各子类别风险，以进行风

险识别。

3.1 市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上述定义，本文从价格风险、供需风险

和外汇风险 3个方面构建市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来

刻画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中的市场风险。

表2 中国—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价格风险子系统：价格风险是市场风险的重

要组成部分，煤炭价格的剧烈频繁波动将直接影

响煤炭贸易市场中买卖双方的购买成本与销售利

润。在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过程中，价格风险主

要表现为价格的波动，包括煤炭自身的价格波动

及其替代品 （原油、天然气） 的价格波动。为刻

画价格波动，利用煤炭及其替代品价格增长率绝

对值来反映价格波动情况。由于国际能源市场存

目标

中国—

印尼煤

炭贸易

市场风

险综合

评价指

数

一级指标

价格风险

供需风险

外汇风险

二级指标

迪拜原油价格波动X11

煤炭亚洲标记价格波动X12

煤炭西北欧标杆价格波动X13

英国天然气价格波动X14

中国煤炭产量X21

印尼煤炭产量X22

中国经济增长率X23

新能源使用率X24

中国人口增长率X25

印尼进口煤炭占我国煤炭进口总量之比X26

印尼进口煤炭占我国煤炭消费比X27

中美汇率波动X31

印尼—美元汇率波动X32

印尼基准利率X33

美国联邦基准利率X34

类型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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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不同地区能源价格存在

差异，由此选择亚洲与欧洲两个市场进行分析。

价格风险中的二级指标分别为迪拜原油价格波动、

煤炭亚洲标记价格波动、煤炭西北欧标杆价格波

动及英国天然气价格波动 （煤炭亚洲标记价格与

迪拜原油价格同属亚洲市场，煤炭西北欧标杆价

格与英国天然气价格同属欧洲市场）。

供需风险子系统：供需风险主要表现在由于

供需的大幅变动导致我国利益受损的情况。从供

给的角度来看，供过于求易导致产能过剩，造成

资源浪费，不利于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改革与

优化；供不应求则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此，将供给风险集中表现为中印两国煤炭产量

的变动。在需求层面，我国经济增长率、新能源

使用率、人口增长率以及我国对印尼进口煤炭的

依赖程度都将对煤炭贸易的需求产生影响。其中，

我国对印尼煤炭的依赖主要表现在印尼进口煤炭

占我国煤炭进口总量的比重和印尼进口煤炭占我

国煤炭消费比重两个方面。

外汇风险子系统：外汇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两国汇率与利率的变动情况。汇率的波动和调

整直接影响结售汇的成本支出，我国企业作为买

方，人民币的贬值会增加采购成本；作为卖方，

人民币升值将抬高产品的销售价格，缩小产品在

市场上的价格竞争空间。可见，汇率波动不利于

市场各方利益主体，会导致市场风险的发生。本

文采用汇率变动幅度即增长率绝对值来刻画汇率

风险。在利率方面，利率提升会带来企业融资成

本上升。利率变动也会对汇率产生影响，如一国

利率的上升将导致国外资本的流入，外汇市场上

对本币需求增加，从而引起汇率的上升，进而产

生外汇风险。

3.2 市场风险识别

3.2.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基于构建的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对 2000
—2019年我国与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进行定量

分析，形成综合评价指数。本文采用两步法进行

主成分分析，即先对 3个子系统分别进行一轮主成

分分析，得到各子系统的评价结果，进而对各子

系统的评价结果再进行一轮主成分分析，得到综

合评价结果。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总体风险与各

子类风险的影响关系，进行风险识别，并借助时

序分析法绘制序列图来反映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

总体市场风险及各子类别风险变化情况。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BP能
源统计年鉴》、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UN Comrade
数据库及Wind数据库。

3.2.2 市场风险综合评价指数构建

1）数据处理。指标体系中的X21、X22及X24是
负向风险指标，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与一

致性，通过取倒数的方法将负向指标正向化，进

而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量级和量

纲的影响。无量纲化后的统计数据用ZXij表示，代

表第 i个子风险的第 j项指标。

2）数据检验。本文分别对 3个子系统样本数

据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KMO值分别为 0.597、
0.736和 0.560，Bartlett检验的 Sig值均为 0.000，小

于0.05，数据符合主成分分析要求。

3）对各子系统提取主成分。为了保证提取的

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统计数据的主要信息，根据

累计贡献率一般大于 70%的原则，分别从价格风

险提取 2个主成分、供需风险提取 2个主成分、外

汇风险提取 2个主成分，并将提取的主成分分别命

名为F11、F12、F21、F22、F31、F32。
4）主成分分析。运用 STATA15.0软件进行主

成分分析，得出各子系统评价指标相关系数矩阵

的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和特征值。根据成分矩阵

以及特征值计算各主成分的特征向量 Aij，计算公

式如下：

Aij = Bij /SQR ( λij ) （1）
式中：Aij 表示第 i个子系统的第 j个主成分的特

征向量；Bij 表示第 i个子系统的第 j个主成分的

成分矩阵；λij 表示第 i个子系统的第 j个主成分

的特征值。

将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得出主成

分表达式：

Fij = AijZXij （2）
式中：Fij表示第 i个子系统提取的第 j个主成分。

各子系统评价模型如下：

Fi = a1Fi1 + a2Fi2 + ⋯ + ajFij （3）
式中：Fi代表第 i个子系统评价值；aj代表第 j个主

成分的贡献率占所提取主成分累计贡献率的比例。

在得出各子系统评价结果后，对三个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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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再进行一轮主成分分析，得出相关系数

矩阵的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和特征值，见表 3。利

用上述公式可得到价格风险、供需风险、外汇风

险及总体市场风险评价模型，分别为

表3 市场风险主成分分析初始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

献率及特征向量

F11 = 0.731 6ZX11 + 0.5730ZX12 + 0.571 3ZX13 + 0.497 1ZX14
（4）

F12 = 0.712 1ZX11 - 0.462 6ZX12 - 0.362 4ZX13 + 0.3841ZX14
（5）

F1 = 0.710 8F11 + 0.289 2F12 （6）
F21 = 0.406 3ZX21 + 0.432 4ZX22 + 0.199 6ZX23 + 0.357 8ZX24+0.369 9ZX25 - 0.385 4ZX26 - 0.441 4ZX27

（7）
F22 = -0.330 2ZX21 - 0.224 3ZX22 + 0.721 8ZX23 + 0.454 8ZX24-0.325 8ZX25 - 0.030 5ZX26 - 0.075 1ZX27

（8）
F2 = 0.774 9F21 + 0.225 1F22 （9）

F31 = -0.685 2ZX31 + 0.614 2ZX32 + 0.435 3ZX33 +
0.008 5ZX34 （10）

F32 = 0.110 2ZX31 - 0.299 2ZX32 + 0.574 2ZX33 + 0.754 1ZX34
（11）

F3 = 0.540 7F31 + 0.459 3F32 （12）
F = 0.39F1 + 0.51F2 + 0.33F3 （13）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各子系统得分、综合评价

得分，见表4。
表4 中国—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历年得分

3.2.3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市场风险识别

1）市场风险的测算结果。总体市场风险主要

由价格风险、供需风险及外汇风险构成，根据主

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3，在市场风险中，供需风险

占比最大，其次为价格风险，最后是外汇风险，

比重分别为 51%、39%和 33%。说明在我国与印尼

的煤炭贸易中，应对引起供需及价格变动的因素

加大重视力度。

具体来看，各年份市场风险具体的表现特征

存在差异，如图 1所示。2008年以前，市场风险更

多表现为供需风险，而后供需风险程度逐渐降低，

价格风险重要性逐渐提升。这表明中国与印尼的

煤炭贸易市场已由原先的供需不匹配转向为价格

波动下的供需动态均衡，这也表明我国与印尼煤

炭贸易市场风险逐渐下降。

2）市场风险的变动分析。在完成对市场风险

一级

指标

价格

风险

供需

风险

外汇

风险

市场

风险

成分

1
2
3
4
1
2
3
4
5
6
7
1
2
3
4
1
2
3

初始特征值

数值

2.498 8
1.016 3
0.392 7
0.091 4
4.679 2
1.359 7
0.427 7
0.260 1
0.182 5
0.085 0
0.005 4
1.709 1
1.451 6
0.436 4
0.402 7
1.712 8
1.086 7
0.200 4

贡献

率/%
0.624 7
0.254 2
0.098 2
0.022 9
0.668 5
0.194 2
0.061 1
0.037 2
0.026 1
0.012 2
0.000 8
0.427 3
0.362 9
0.109 1
0.100 7
0.571 0
0.362 2
0.066 8

累计贡

献率/%
0.624 7
0.878 9
0.977 1
1.000 0
0.668 5
0.862 7
0.923 8
0.961 0
0.987 1
0.999 2
1.000 0
0.427 3
0.790 2
0.899 3
1.000 0
0.571 0
0.933 2
1.000 0

二级

指标

X11
X12
X13
X14
X21
X22
X23
X24
X25
X26
X27
X31
X32
X33
X34
F1
F2
F3

特征向量

1
0.371 6
0.537 0
0.571 3
0.497 1
0.406 3
0.432 4
0.199 6
0.357 8
0.369 9
-0.385 4
-0.441 4
-0.658 2
0.614 2
0.435 3
0.008 5
0.044 1
0.712 2
0.700 6

2
0.712 1
-0.462 6
-0.362 4
0.384 1
-0.330 2
-0.224 3
0.721 8
0.454 8
-0.325 8
-0.030 5
-0.075 1
0.110 2
-0.299 2
0.574 2
0.751 4
0.948 1
0.191 3
-0.254 2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价格风险

-1.118 696
-1.027 631
-0.051 150 1
1.456 815
1.255 156
-1.106 6

-0.201 081 7
2.745 187
1.527 033
0.327 536 1
0.531 707 4
-1.506 357
-1.513 656
-1.178 387
0.370 232 9
-0.724 216 6
0.326 634 5
-0.041 782 8
-0.070 744 5

供需风险

1.522 007
1.585 477
2.019 58
1.934 369
1.643 493
1.433 545
1.382 153
0.558 522 1
-0.101 125 7
-0.305 938 4
-0.391 811 3
-1.353 955
-1.410 717
-1.510 503
-1.548 603
-1.631 573
-1.620 17
-2.309 641
-2.778 857

汇率利率风险

1.627 497
1.324 381
0.792 559 6
0.166 946
1.013 168
0.590 493 4
-0.013 732 6
-0.692 824 8
-0.276 807 5
-0.092 325 9
-1.095 486
-0.669 508 5
-0.244 011
-0.148 974 3
-0.393 633 4
-1.653 988
-0.946 748 5
-0.709 993 2
-0.218 319 5

市场风险

0.871 514
0.839 82
1.271 391
1.617 064
1.668 329
0.488 945 7
0.620 979 8
1.140 474
0.460 199 6
-0.057 139 4
-0.351 355 3
-1.506 46
-1.397 872
-1.284 982
-0.773 501 5
-1.664 027
-1.009 76
-1.428 786
-1.517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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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子系统风险识别的基础上，利用时间序列法，

以综合评价结果和各子系统评价结果为基础构建

中国—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综合评价指标变化

趋势图及 3个子系统指标变化趋势图，如图 2、图

3所示。

图1 市场风险主成分得分

图2 中国—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综合评价指标变化趋势

由图 2可知，2000—2019年间，中国—印尼煤

炭贸易市场风险综合评价指标总体上呈波动下降

趋势，我国与印尼煤炭贸易中的市场风险得到较

大程度的缓解，尤其是在 2005—2006年及 2008—
2012年内，中国—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综合评

价指标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05年，两国共同

发表中印尼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从宏观层面

推进两国贸易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印

尼煤炭贸易中的市场风险。2009年，我国将印尼

煤炭进口关税下调至 0%，大大降低了中国与印尼

煤炭贸易的市场风险。

图 3表示各子系统对中国—印尼煤炭贸易市场

风险综合评价指标产生的影响。市场风险主要体

现为价格风险的波动，2006—2008年间，国际煤

炭价格飞速上涨，两年内煤价翻了近 2.5倍，同期

价格风险评价指标飙升，综合评价指标涨幅也较

为明显。近年来，在总体市场水平下降的情况下，

价格风险又呈上升趋势，因此，应加大对价格风

图3 中国—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各子系统评价指标变

化趋势

险的防控力度。从供需风险子系统来看，供需风

险评价指标基本上呈逐年递减的变动趋势，与市

场风险的变动趋势整体一致。供需风险在市场风

险的构成中所占比重最大，供需风险的降低说明

中印两国的煤炭贸易已由原先的供需不匹配逐步

转为供需的动态平衡。从外汇风险子系统来看，

外汇风险评价指标呈整体下降的变动趋势。相较

于价格风险和供需风险而言，外汇风险的变动具

有一定的规律性。在整体下降的趋势中，分别于

2004—2005年、2008—2010年、2011—2014年以

及 2016—2019年产生小幅度的风险上升，根据已

有数据可知，印尼在前三段时期的汇率波动均超

过 10%，而在 2016—2019年间，中国汇率变动频

繁且波动较大，由此导致外汇风险的上升。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

险情况，研究将综合指数转变为百分制。由图 4可
以看出，2002—2005年期间，市场风险明显高于

预警线，由上述分析可知，在此期间主要由供需

风险及外汇风险引起市场风险的上升。随后，

2007—2008年，市场风险再次超过风险预警线，

其原因是价格风险的急速飙升引起了市场风险的

显著变化。自 2009年后，市场风险逐步降低，虽

然在 2012—2015年及 2016—2017年有所上升，但

上升幅度较小且总体仍然保持下降的趋势。

4 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防控的应

对措施

4.1 深化中国与印尼的政治互信

安全与稳定的能源贸易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保障，而实现煤炭深度合作的前提是双方的政

治互信，针对导致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中市场风

险的政治原因，我国应进一步强化与印尼的政治、

刘志雄等：中国与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的识别与化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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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印尼煤炭贸易市场风险得分情况

外交、防务、海上等对话合作机制，抓住“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全球海上支点”战略的重

要契机，提升战略互信。我国企业在进行煤炭贸

易过程中，可与印尼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项目。

目前，印尼政府致力于通过改善营商环境以大力

吸引外资，我国可趁此有利时机，积极投资印尼

基础设施建设、援建城市轨道交通、捐资助学等；

扩大直接投资规模，丰富印尼煤炭产业结构；进

一步实现企业本土化，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承

担社会责任。努力让印尼政府、企业及人民意识

到我国的友好态度以及强大国力，为其经济发展

带来机会，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

4.2 平衡双边煤炭供需矛盾

1）深化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我国煤炭

产量的波动主要受到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

响，由于煤炭行业仍处于不断优化变革的过程中，

煤炭的供应和需求无法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进而产生了煤炭的供需风险。我国应该继续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要素生

产率，扩大有效供给，从而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所导致的供需风险亦将随之降低。

2）实现煤炭进口多元化。印尼进口煤在我国

煤炭总进口中占比过大，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导

致我国过度依赖印尼的煤炭资源，不利于进口风

险的分散。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

与，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其中能源贸易是合

作的关键领域[28]。我国应该扩大煤炭的进口来源，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煤炭合作，加大

引进越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的煤炭，以

降低我国对印尼煤炭的高度依赖，进而降低两国

的煤炭贸易风险。

4.3 进一步扩大双边人文交流

首先，鼓励两国学者互访，建立煤炭合作论

坛，邀请双方专业人士为两国煤炭合作的发展建

言献策，定期举办研讨会作为宣传媒介；其次，

我国应进一步欢迎印尼的游客，使其切身感受我

国的旅游文化和风土人情，建立对我国的良好印

象和民意基础；最后，双方媒体应不断扩大对彼

此国家和双边关系的正面积极报道，巩固中印尼

友好的社会舆论基调。

4.4 加强两国煤炭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合作发展

在全球能源结构正在向低碳转型的背景下，

煤炭高效利用和新能源的开发使用是各国采取的

必要措施。一方面，印尼能源使用效率相对于国

际水平来说提速较慢，急需引进节能减排系统技

术和管理方案[29-30]。在极为严峻的碳减排形势下，

我国应加深与印尼煤炭技术的合作，将我国在发

展低碳经济、清洁煤炭技术和提高节能效率上积

累的丰富经验传递给印尼煤炭企业。另一方面，

印尼在地热能、太阳能、风电以及生物燃料等领

域拥有丰富的资源，且近年来印尼将新能源的利

用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我国可借此时机为印尼

提供发展新能源所需的大量资金、人才和技术，

大力拓展两国在水电、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

地热能等新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有助于我国减

轻对煤炭资源的依赖，从而降低中印尼之间的煤

炭贸易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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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化石燃料

所提供的能源极大的推动了传统工业的发展，为

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巨大动力[1]。伴随着化石能源

的大量开采和使用，全球性的大气污染和温室效

应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如何在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控制和降低

碳排放成为能源经济发展的热点话题。2020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上，提到“要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的目标，这对我国碳排放理论和技术的发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煤炭是我国主要的一次能源，

煤炭产业的发展与我国的发展息息相关，煤炭工

业低碳发展的研究和实践对我国早日实现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有重大意义。

本文旨在探究煤炭产区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种类和

作用强度，选取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的相

关统计数据，使用Kaya模型对碳排放指标进行拆

分，通过 LMDI的加法模型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

分解，获得煤炭产区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

影响程度，用以深入挖掘煤炭产区各项分解指标

对碳排放量的作用，探究我国煤炭工业实现低碳

化的治理着力点，为煤炭产区低碳发展和区域碳

我国煤炭产区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改进的LMDI模型

方 宇 衡
（安徽财经大学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选取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 4个煤炭生产省份，使用改进的Kaya恒等式和LMDI加法

模型对影响我国煤炭产区碳排放的因素进行分解，得到影响我国煤炭产区碳排放的主要因素。通

过对分解结果的分析得出，在我国煤炭产区的碳排放影响因素中，人均GDP效应、产业结构效应、

能源利用效应较强，其中产业结构效应对碳排放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在各影响因素的时间序列研

究中发现能源利用效应和煤炭消费比重效应治理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协同效应。由此提出在碳

排放治理的过程中，应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能源利用水平、降低工业能源利用强度，在保证

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更好的降低碳排放的建议。

关键词：煤炭产区；碳排放；因素分解；Kaya恒等式；LMDI模型

中图分类号：F4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2－0040－06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s coal production areas

——Based on the improved LMDI model
Fang Yuheng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China）

Abstract：Four coal-producing provinces，Inner Mongolia，Shanxi，Shaanxi，and Xinjiang are selected，and the improved Ka⁃
ya identity and LMDI additive model are used to decompos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s coal-producing
areas，an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s coal-producing areas are obtain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composition results，it is concluded that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my country's coal-produc⁃
ing areas，the per capita GDP effect，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and energy utilization effect are relatively strong，and the in⁃
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At the same time，in the time series study of var⁃
ious influencing factors，it is found that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of energy utilization effect and coal consumption proportion
effect may produce synergistic effect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arbon emission control， China's coal production areas
should deepen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improve energy utilization level，reduce industrial energy utilization inten⁃
sity，and better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while ens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coal-producing areas；carbon emissions；factor decomposition；Kaya identity；LMDI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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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治理研究和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使我国的气候

变化研究和治理进入了新篇章[2]。世界范围内的学

者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治理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其

中，多位学者论证了温室气体对不同行业有着不

同程度的负影响。Pearce Alicia[3]研究了气候变化对

澳大利亚就业的影响，得出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

的不同领域就业增长和下降的结论；J Chikaire[4]对
气候变化与非洲农业的影响分析表明，更深程度

的气候变暖会对农业部门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

响世界粮食供应；陈亚宁等[5]通过对我国西北干旱

地区 50年来水资源变动的研究，证实了全球气候

变暖不仅会加大极端气候自然灾害的发生，还会

给西北内陆的水资源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论

从当前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或保证人类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温室气体的治理都刻不容

缓。在气候变化治理的研究中，聂晓培[6]对生产性

服务业与制造业进行了减排评价；周朝波[7]探究了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碳排放的作用。这些研究都依

赖于可靠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和测算，如

Krishna[8]分析了气候变化问题中农业生产所产生的

影响因素及治理；Veysel等 [9]探究了海上运输对环

境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潘安等[10]研究了我国进出

口和碳排放的关系并探讨了相关原因，证实了行业

结构低碳化的变化趋势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增长。

在探究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日本学者

Kaya提出的碳排放因素分解恒等式[11]被广泛应用，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结合 LMDI模型[12]对碳排放影

响因素进行定量分解，并证实了该方法在各领域

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相关研究中起到很好的效果。

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梁大鹏等[13]综合金砖五国的

情况分析了五国CO2排放成本关键影响因素，认为

技术水平、工业减排机制、能源结构是影响CO2排
放量和排放成本的重要因素。刘满芝等[14]对中国主

要大气污染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了技术

效应和结构效应对各省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较大；

苏永乐等[15]对山西省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表

明了能源强度、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因素显著

影响山西省的碳排放。

通过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在不同地域范围、

不同温室气体种类的研究中，科技进步和能源利

用对碳排放的影响都非常显著。作为能源消费大

国，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与能源尤其是煤炭息息

相关，因此本文选取我国煤炭产区经济发展、煤

炭工业以及碳排放的相关数据，基于Kaya恒等式

和 LMDI模型进行因素分解，研究我国煤炭工业发

展过程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强度，并对

研究结果加以分析，得出符合煤炭产区特性的碳

排放治理策略。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

2.1.1 基础模型

在影响因素分解的研究中，日本学者于 1989
年提出了Kaya模型。该模型提出后被广泛应用在

碳排放、能源消耗等领域。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利

用 Kaya模型从经济水平、森林覆盖、工业产出、

人口密度等多个方面分析了CO2 排放的影响因素。

本文对我国煤炭产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

是基于Kaya恒等式的[11]基础，其原始表达式为

C = P × GDP
P

× ENG
GDP

× C
ENG

（1）
表达式中各变量的解释见表1。

表 1 Kaya恒等式各变量

2.1.2 改进的Kaya恒等式

为了更好对煤炭产区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研究，本文针对煤炭产区的特点对Kaya恒等

式进行改进，引入煤炭利用强度和工业化水平因

素，增加煤炭消费比重和产业结构效应影响。基

于Kaya模型的改进碳排放影响效应分解如下：

C = P × GDP
P

× IOV
GDP

× ENG
IOV

× MT
ENG

× C
MT

（2）
其中，MT表示煤炭主产区的煤炭消费量；

IOV表示工业总产值。通过式（2），碳排放量被分

解为 6个组成部分，即 6个影响碳排放的因素：人

口（P），人均GDP（Ḡ），产业结构（IS），能源的

利用效率（E），煤炭的利用强度（M），表示单位

煤炭消耗对应的碳排放量（S），具体表达式如下。

Ḡ = GDP
P

， IS = IOV
GDP

， E = ENG
IOV

，M = MT
ENG

， S = C
MT

（3）

变量

C

GDP

ENG

P

变量含义

碳排放总量

生产总值

能源消耗量

人口规模

单位

万 t
亿元

万 t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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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人口和人均GDP能够客观地反映当地经济

发展和社会状况，是在研究我国煤炭产区中不可

忽视的变量；IS为产业结构，表示的是工业总产值

与区域GDP的比重，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工业化水

平。E表示单位工业产值消耗的能源量，反映了能

源的利用效率；M为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总消费量的

比重，表示煤炭的利用强度；S表示单位煤炭消耗

对应的总碳排放量。

2.1.3 我国煤炭产区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LMDI模型

在对Kaya恒等式进行改进后得到适用于我国

煤炭产区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基于上述

恒等式，运用 LMDI因素分解方法建立碳排放影响

因素分解模型，运用加法分解法得到：

ΔC0t = C t - C0 = ΔP0t + ΔḠ0t + ΔIS0t + ΔE0t + ΔM0t + ΔS0t
（4）

式中：ΔC0t表示基准年到第 t年碳排放的总效应；

Ct 表示第 t年的碳排放量；C0表示基准年的碳排放

量；ΔP0t 表示基准年到第 t年的人口水平效应；

ΔḠ0t表示基准年到第 t年的人均GDP效应；ΔE0t表
示基准年到第 t年的能源利用效应；ΔIS0t表示基准

年到第 t年的产业结构效应；ΔM0t表示基准年到第 t
年的煤炭消费导致的碳排放的变化，记作煤炭消

费比重效应；ΔS0t表示基准年到第 t年的单位煤炭

能耗总碳排放效应。

根据 LMDI加法模型[12]的计算方法，得到各影

响因素作用效果计算公式为

ΔP0t =∑ C t - C 0
lnC t - lnC0 ln ( )P t

P0
（5）

ΔḠ0t =∑ C t - C 0
lnC t - lnC0 ln ( )Ḡ t

Ḡ0
（6）

ΔIS0t =∑ C t - C 0
lnC t - lnC0 ln ( )IS t

IS0
（7）

ΔE0t =∑ C t - C 0
lnC t - lnC0 ln ( )E t

E0
（8）

ΔM0t =∑ C t - C 0
lnC t - lnC0 ln ( )M t

M0
（9）

ΔS0t =∑ C t - C 0
lnC t - lnC0 ln ( )S tS0 （10）

上式中，对ΔP0t来说，公式右侧的 ln ( )P t P0

表示第 t年的人口规模相较于基准年人口规模的对

数比重；分母表示第 t年的碳排放量相较于基准年

碳排放量的对数比重；分子表示第 t年的碳排放量

与基准年碳排放量的差值。整个公式表现的是基

准年到第 t年的总碳排放中的人口水平效应影响所

产生的碳排放量。同理，ΔḠ0t，ΔIS0t，ΔE0t，ΔM0t，
ΔS0t 分别表示基准年到第 t年的总碳排放中人均

GDP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利用效应、煤炭

消费比重效应和单位煤炭能耗总碳排放效应。

在上述分解方法下式（5）到式（10）将碳排

放增量拆分为各类效应，通过公式计算可得到影

响因素的效应，效应数值表示对应地区碳排放量

增量中该因素所构成的影响大小。当结果为正值

时表现该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有促进作用，即增加

碳排放量；当结果为负值时表示该影响因素对碳排

放有抑制作用，即降低碳排放量，绝对值越大影响

效果越强，各个效应的总和为碳排放总量。

2.2 数据收集与处理

2.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0—
2017分省年度数据、煤炭数字图书馆年度数据。

其中，碳排放量和GDP不变价格通过折算系数进

行核算，碳排放折算系数来自《中国可持续发展

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

2.2.2 参数核算

1）碳排放折算。依据不同的目的与标准，存

在不同的核算方法，在文献阅读研究过程中发现，

许多学者针对化工行业、发电行业选取不同的核

算方式。而在能源领域，较多选择能源消费结构

对碳排放进行核算，本文是针对煤炭产区的碳排

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选取能源消费结构进

行碳排放的核算更为准确。参考《中国能源统计

年鉴》中煤炭、石油、燃气三种能源的消费量计

算煤炭主产区的CO2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C =∑
i = 1

3
ci EiC （11）

式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ci表示煤炭、石油

或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E i表示煤炭、石油或天然

气的消费量。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

参考Hu[16]的研究成果进行选定。

2） GDP不变价格折算。GDP数据以基准年的

不变价格进行折算，例如，2010年的某省国民生

产总值为 G0，指数为 p0，2011年该省的国民生产

总值为 G1，指数为 p1，则 2011年该省份的国民生

产总值折算为
G1 = G0 ÷ p0 × p1

按此方法将所有GDP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不受

价格变化影响、能真实反映经济增长的GDP数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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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炭产区各省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3.1 我国煤炭产区基本情况

我国煤炭资源赋存相对集中在西北部，其中

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四省 （区） 的煤炭资

源约占全国总量的 81.3%[18]。煤炭产区最明显的特

征在于能源结构高度倾向于煤炭。

对 2010—2017年四省能源消费数据进行平均

处理，得到我国煤炭产区煤炭消费占比 （图 1）。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煤炭产区的能源消费

结构更倾向于煤炭，根据 2010—2017年数据计算，

我国煤炭产区的煤炭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占比均

在 85%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其他省市平均煤炭在

总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图 1 我国煤炭产区2010—2017年平均煤炭消费占比

3.2 煤炭产区各省碳排放影响因素及效果分析

3.2.1 我国煤炭产区各省2010—2017年碳排放量

碳排放量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被解释变量，但

并不能通过统计直接测算，本文通过能源消费结

构进行碳排放核算。使用《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

暨碳排放情景分析》提供的折算系数进行折算后

得到我国煤炭产区各省 2010—2017年碳排放量

（表2）。

表 2 我国煤炭产区各省2010—2017年碳排放量 万 t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内蒙古

21 097.90
26 801.39
28 239.54
27 047.83
28 266.46
28 493.77
28 707.75
30 136.51

陕西

9 577.85
10 858.35
12 764.32
13 927.97
14 773.56
14 908.41
15 945.07
16 218.37

山西

23 164.19
25 837.46
26 636.09
28 216.50
28 981.39
28 699.26
27 601.35
33 102.00

新疆

7 268.80
8 569.45
10 284.63
11 958.25
13 581.70
14 259.21
15 348.62
16 325.72

分析表中数据可以看出，2010—2017年 4个省

份的碳排放量均表现出逐年增长趋势，且内蒙古

和山西碳排放量基数和增幅均较大。

3.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公式（4）对 4个省份碳排放影响因素进

行测算，各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6，各表中分别展示了每个省份相应影响因素

的描述性统计量。

表3 内蒙古2010—2017年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解结果描

述性统计值

指标

△P
△G
△IS
△E
△M
△S

极小值

67.89
1 048.86
-3 314.96
-4 145.56
-242.81
-262.48

极大值

104.87
3 089.61
3 669.10
2 047.92
364.74
201.03

均值

89.42
2 180.18
-762.52
-217.42
-2.62
4.20

标准差

13.30
681.51
2 408.74
2 204.01
203.52
152.50

在内蒙古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中，人口水平

效应、人均GDP效应和单位煤炭能耗总碳排放效

应为正，能源利用效应、煤炭消费比重效应和产

业结构效应为负。其中，人均GDP效应的促进作

用最大，产业结构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大。

表4 山西省2010—2017年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解结果描

述性统计值

指标

△P
△G
△IS
△E
△M
△S

极小值

126.22
754.25
-7 264.05
-3 565.58
-137.29
-157.15

极大值

163.97
2 861.68
3 213.52
10 629.88
215.77
82.58

均值

139.19
1 777.53
-2 590.48
2 095.77
20.72
-23.05

标准差

12.68
769.66
3 614.22
4 818.70
128.15
90.18

表5 陕西省2010—2017年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解结果描

述性统计值

指标

△P
△G
△IS
△E
△M
△S

极小值

21.83
1 048.49
-905.80
-1 193.43
-187.05
-95.05

极大值

92.52
1 398.54
1 113.04
-36.97
127.79
136.24

均值

54.06
1 227.93
48.23
-386.45
33.87
-28.99

标准差

27.10
142.75
655.58
405.46
107.79
78.51

在山西省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中，人口水平

效应、人均GDP效应、能源利用效应和煤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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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效应为正，单位煤炭能耗总碳排放效应和产

业结构效应为负。其中，能源利用效应的促进作

用最大，产业结构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大。

在陕西省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中，人口水平

效应、人均GDP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煤炭消费

比重效应为正，能源利用效应和单位煤炭能耗总

碳排放效应为负。其中，人均GDP效应的促进作

用最大，能源利用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大。

表 6 新疆2010—2017年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解结果描述

性统计值

指标

△P
△G
△IS
△E
△M
△S

极小值

86.31
803.31
-3 156.55
-575.74
-93.48
-380.95

极大值

370.52
1 025.37
947.53
2 502.98
538.2
36.41

均值

206.461
900.996 3
-793.710 7
920.707 5
246.311 1
-186.919 6

标准差

105.304 82
94.441 68
1 560.739 37
1 155.535 5
194.807 62
128.732 08

在新疆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中，人口水平效

应、人均GDP效应、能源利用效应和煤炭消费比

重效应为正，产业结构效应和单位煤炭能耗总碳

排放效应为负。其中，能源利用效应的促进作用

最大，产业结构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大。

3.2.3 面板数据分析

1） 截面数据分析。运用 LMDI分解模型，得

到内蒙古、山西、陕西和新疆四个省份的碳排放

影响因素数据绘制折线图，如图2所示。

图2 我国煤炭产区各省2010—2017年碳排放影响因素均

值折线图

从图 2中可以看出，由 LMDI 分解模型得到的

6个影响因素均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

GDP效应、能源利用效应以及产业结构效应作用

较强。人均GDP效应和能源利用效应作用效果值

为正，对碳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效应

则出现明显负值，即产业结构效应对碳排放量增

加具有较强抑制作用，这种情况在山西省体现的

尤为明显，这与山西省的工业生产发展与能源消

费结构相吻合。

综合 4个省份来看，人均GDP效应在 4个省份

中都产生了大致相同的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效

应、能源利用效应在各省份之间却产生了差异，

这部分差异很可能来源于各省份的产业结构和能

源利用效率的不同。

2）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将内蒙古、山西、陕

西、新疆四个省份的数据混合，以 1年为时间跨度

计算得到我国煤炭产区 2010—2017年总碳排放影

响因素折线图。

图3 我国煤炭产区2010—2017年总碳排放影响因素堆积

折线图

从图 3中可以看出，人口水平效应和人均GDP
效应一直很稳定，政策变化对其影响较弱。除此

之外分解得到的 4个影响因素均在 2014—2016年
产生较大波动，其中，产业结构效应出现的波动

幅度较大且出现了明显的由正转负情况，反映出

2015年后 4个省的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作

用由抑制转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改变以

及结构变动是否合理都直接影响着能源的使用与

消费，进而对碳排放的波动产生影响。在分解得

到的因素中，能源利用效应和煤炭消费比重效应

的时间序列趋势相同，说明这两个因素在发展上

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在治理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

协同效应。除此之外，2010—2017年煤炭消费比

重效应波动较小，原因在于煤炭依旧作为主要的

消费能源，消费量大，在总能源消费中占比变化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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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1）在我国煤炭产区的碳排放影响因素中，人

均GDP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利用效应显著。

根据对内蒙古、山西、陕西以及新疆的数据因素

分解分析，在影响碳排放的所有因素中，人均

GDP效应、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效应明显大于人

口水平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单位煤炭能耗效应

的影响。

2）产业结构效应对碳排放影响明显。产业结

构效应在所有效应中占比最高，山西省产业结构

效应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最强。这说明调整产业

结构将成为控制碳排放的最有利手段，一方面调

整产业结构可能促进碳排放的增加，另一方面又

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抑制碳排放。

3）能源利用效应和煤炭消费比重效应治理的

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协同效应。能源利用效应和煤

炭消费比重效应的时间序列趋势相同，这两个因

素可能存在较大相关性。

4.2 政策建议

1）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在碳排放治理的过程

中，要深入考虑地区的产业结构，结合地区特点

进行治理。对高耗能产业在所有产业中所占比重

较高的地区来说，引进先进技术，淘汰落后产能，

建立绿色新产业不仅可以降低碳排放，还可以迅

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2）提高能源利用水平、降低工业能源利用强

度。能源利用效率作为影响 4个省份碳排放的重要

因素，不仅受宏观经济水平的影响，还受工业发

展所产生的能源消费影响。降低工业能源消费水

平，通过技术革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将很大程度

上降低碳排放，促进节能减排进程。

3）节能减排需要保证经济发展。在进行碳排

放治理的过程中，始终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前提，

虽然人均GDP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始终表现为促

进作用，但其一直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受低碳政

策影响较小，同时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前提，不能矫枉过正，影响到正常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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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我国，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在全

国的碳排放总量和能源消耗总量中，该产业所占

的比重分别超过了 80%与 70%，远在农业和服务

业之上。因此，若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顺利

实现碳排放达峰、碳中和，应当首先将工业领域

内的节能减排工作落到实处。虽然与碳排放效率

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总体来看学者们在论

著中主要阐述了 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影响碳排放

效率的主要因素；二是如何客观评价碳排放效率；

三是碳排放效率的测算方法。苏永乐等[1]对陕西省

工业部门 2009—2017年的能源消费数据进行统计，

这些数据不仅由电力、采矿、热力、制造、燃气

等工业提供，而且还来自于供应业与水生产行业。

以此为根据对陕西省的工业碳排放量进行计算，

并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为目的而

构建了模型。孙振清等[2]对工业面板数据进行了采

集，这些数据涉及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计 30
个。这些学者谈到了碳交易的效应，其一为绿色

效应，其二为经济增长效应，在计算工业绿色发

展效率时，他们不仅选择了ML指数而且在公式中

引入了 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另外，他们还指出

为了便于对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验证，既

要构建DID模型还要运用 PSM-DID方法。对于如

何度量碳排放强度，平新乔等[3]认为应当将GDP每
达到 1万元时所消耗的二氧化碳为依据。通过采用

这种测算方法，这些学者发现 1997年中国的碳排

放量高达 3.68 t/万元，到了 2017年这一指标值则

降低至 1.19 t/万元。王乃举[4]对合肥市 2007—2017
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关注，选取直接碳排放

系数法计算这十年间的地均碳排放强度、人均碳

排放强度、工业GDP碳排放强度以及工业碳排放

总量，并运用 Pearson相关系数法分析了这些因素

对合肥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该市若要实

现可持续发展，控制工业碳排放强度尤为重要。

中国工业碳减排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赵 阳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 100013）

摘 要：在分析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现状基础上，构建工业行业碳减排效率评价的 SBM模型，对

其碳减排效率进行评价，利用面板计量模型分析影响因素，最后提出相应的结论，包括从整体上

来看我国工业行业的节能减排空间较大，碳排放效率亟待进一步提升；对于 1%的显著性检验，只

有企业规模这一变量未能通过，在其他几个变量中，技术创新可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而对工业行

业碳排放效率发挥促进作用。

关键词：工业；碳减排；效率评价；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4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2－0046－05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Zhao Yang

（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an SBM model is construct⁃
ed for evaluat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iciency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evaluating it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icien⁃
cy，and using panel measurement models to analyze influencing factors. Finally，the corresponding conclusion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hat China's industrial industry has a large room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on the whole，and
the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urgently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For the 1% significance test，only the variable of firm
size failed，among several other variabl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be affected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Key words：industry；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efficiency evaluation；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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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王乃举还评价了该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为

保证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该学者构建了

耦合模型和 PSR模型（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前

者既需要借助综合指数法也要运用物理学容量。

袁晓玲等[5]以八大细分行业和整个工业部门为研究

对象，基于深入分析指出了碳排放的驱动因素，

然后以此为基础运用岭回归模型估测了高耗能、

基准以及低碳环境下的碳排放峰值。郭玉晶等[6]认
为降低工业碳强度有必要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并运用面板分位数对技术进步与工业碳强度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表现出“凹陷”点

的分位数达到了50%，因而产生了显著且为负值的

技术进步系数。另外，技术进步可对城市化以及

对外开放发挥显著的负面作用。

尽管针对碳排放效率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研

究工作，但该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之处却是不可

忽视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进行实证

研究时大多数研究者都以地区或国家为视角，而

没有分析碳排放效率提高与工业细分行业之间的

关系；二是研究方法还不够完善，由于分析碳排

放效率的影响因素时未能考虑到时间维度，故而

测算结果的准确性不高；三是有的学者指出碳排

放效率会受到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的影响，而有

的学者针对工业碳排放效率的测算选择了 SBM方

法，这两方面内容都涵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基于此，本文将工业细分行业作为研究视角，将

时间维度确定为影响碳排放效率的重要因素，对

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时选择了 SBM模型，并在此

基础上探究了技术进步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

产生的作用，这样不仅可获得较为精确的测算结

果，还有助于完善碳排放效率的理论研究体系，

期望能够为我国工业较好地把握节能减排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平衡点提供有益的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EBM模型对选取的研究对象的碳排

放效率进行了测算，以期通过 EBM模型获得更接

近实际值的效率值，提高数据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为研究结果提供更可靠的依据。建立规模收益不

变假设下投入导向的EBM模型（EBM-I-C），如下

式所示。

γ∗ = minθ - εx∑
i = 1

m w-i s-i
xik

subject to：∑
j = 1

n

xijλj + s-i = θxik, i = 1,⋯,m

∑
j = 1

n

yrjλj ≥ yik, r = 1,⋯, s
λj ≥ 0, s-i ≥ 0

其中，γ∗代表 EBM模型的最佳效率值，满足

0 ≤ γ∗ ≤ 1；xik和 yik分别表示第 k个决策单元的第 i

种投入和第 r种产出；下标 k表示被评价的 DMU；
m和 s分别表示投入、产出数量；λ为决策单元的

线性组合系数；θ为径向部分的规划参数；s-i 表示

第 i个投入要素的松弛量；w-i 表示各项投入指标的

相对重要程度，并且满足∑
i = 1

m

w-i = 1( )w-i ≥ 0 ；εx是

一个联系径向和非径向松弛条件的关键参数，并

且满足 0 ≤ εx ≤ 1，表示效率值计算中非径向部分

的重要程度：取 0时相当于径向模型，取 1时相当

于SBM模型。

1.2 面板计量模型

所构建的面板计量模型如下：

Ln ( )TEit = β0 + β1Ln ( )HJGZit + β1Ln ( )SCRLit +
β2Ln ( )SYZJGit + β3Ln ( )BFJGit +
β4Ln ( )QYGMit + ui + vit

Ln ( )TEit = β0 + β1Ln ( )HJGZit + β2Ln ( )JSCXit +
β3Ln ( )SCRLit + β4Ln ( )SYZJGit + β5Ln ( )BFJGit +
β6Ln ( )QYGMit + ui + vit

Ln ( )TEit = β0 + β1Ln ( )HJGZit + β2Ln ( )JSCXit +
β3Ln ( )HJGZit × JSCXit + β4Ln ( )SCRLit +
β5Ln ( )SYZJGit + β6Ln ( )BFJGit +
β7Ln ( )QYGMit + ui + vit

式（1）至式（3）中：TE为测算出的工业行业碳排

放效率年均值，此变量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HJGZ 为环境规制； JSCX为技术创新；HJGZ ×
JSCX表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两者的交互项；

SCRL为行业市场容量；SYZJG为行业所有制结构；

BFJG为禀赋结构；QYGM为企业规模。其中，

HJGZ、JSCX二者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余

变量为控制变量。另外，βi为待估系数，ui为非观

测效应，vit为误差项，下标 i，t为工业的不同行业

以及年份。本文综合考虑了变量数据有可能会存

在着异方差性，为避免造成回归结果的不准确，

减小异方差，对数据变量均取对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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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指出，自 2014年起统计数据必须

以新的行业划分标准为依据。基于此，一些工业

行业的划分类别出现了变化。比如，2015—2011
年的行业分组中，塑料制品业与橡胶制品业均具

有独立性，但新行业划分标准却将二者进行了合

并。不仅如此，新标准还对部分行业进行拆分，

比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被拆分为 5个行业，除

了航空航天业与铁路行业之外，还包括船舶业、

汽车制造业与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了防止统

计数据因合并或重新拆分而出现较大的误差，因

此本文选用了新标准并对 2014—2016年的相关数

据进行了采集。另外，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开采辅

助业、金属制品业、设备修理业、机械行业以及

其他采矿业的数据极不全面，因此对这些行业不

予考虑，最终确定了 30个工业细分行业。本文选

取的投入指标主要有 3个，资本是其中之一，其他

两个为能源消费总量和劳动力。对资本投入进行

描述时理应选择资本存量，因现有统计年鉴中的

数据未涵盖这一指标，所以应考虑单位为亿元的

固定资产净值；然而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产价格

指数却又未涉及到工业行业，因此只能对工业品

出厂价格指数进行折算，使其转化为 2014年的固

定资产价格指数。能源消费总量以万 tce为单位。

劳动力是指规模化发展的工业企业平均每年所拥

有的员工数，由于工业细分行业 2014年的员工数

在现有统计年鉴中查询不到，本文为了较为准确

地估测数据采用了线性插值法。对于大规模发展

的工业企业来说，非期望产出指标、期望产出指

标分别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主营业务收入。

2 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效率及其变动情况

本文将时间跨度确定为 2014—2018年，所选

择的 30个工业细分行业分布于港澳台之外的我国

31个省，先借助MAXDEA8.3模型对碳排放效率、

每个年度的平均碳排放效率以及工业行业平均水

平进行了测算，然后对所有工业细分行业的年均

碳排放率进行排序，见表 1。总体来看，我国工业

行业 2012—2016年间的碳排放效率表现出“下降

→上升→下降→上升”的态势，虽然波动幅度不

大但却具有不稳定的特性，所产生的年均碳排放

效率仅为0.589 1，可见水平较低。

碳排放效率年平均值超过 0.8的行业除了通信

业、烟草制造业以外，还包括计算机与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等。其中，烟草制造业的年均碳排放

效率排在首位，说明其不稳定状态得到明显改善。

排名位居第二的不仅包括通信业与计算机业，还

包括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且三者的发展态势逐

年增加。年均碳排放效率仅次于以上 4个行业，具

有低耗能、低排放量、技术创新意识较强等特征。

洗选业、煤炭开采业等行业的年均碳排放效

率还不足 0.4，与行业平均水平相差较大。水生产

与供应业在列表中排名倒数第一，该行业的年均

碳排放效率没有出现明显改进，多年介于 0.2~0.3
之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造纸与纸制品业等行业的碳排放效率年平均值均

未达到行业平均水平。上述这些行业之所以排名

靠后，主要与其耗能高、能源利用率不理想、对

生态环境影响大等方面有关。

总体而言，工业行业不同其碳排放效率也明

显不同，而效率值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差值则达

到了 0.757。不可否认，我国工业行业必然要克服

种种困难才能尽快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而这也

说明其节能减排的空间比较大。

3 工业行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3.1 变量选取

首先梳理和学习关于碳排放效率的文献史料，

然后调查并分析了当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

形势，最后将两者相结合确定了碳排放效率的影

响指标，即模型中的 6个变量；一是环境规制，该

变量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获知能源消费总量与企业

的主营业收入，然后求出后者与前者的比值。二

是技术创新，该指标值为企业研发经费在主营业

务收入中的占比。三是行业市场容量，实际上就

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数目。四是行业所有制

结构，该指标值是两种类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之比，即规模以上国有和国有控股型。五是禀赋

结构，即工业企业资本与劳动相比后的结果。六

是企业规模，依次确定企业的主营业收入与企业

数目，然后计算出前后两者的比值。

文中所有数据均由关于中国能源、中国环境、

中国工业的统计年鉴（2015—2019）提供。

3.2 实证分析

为了得出影响工业行业碳排放效率的主要因

素，本文通过操作 stata15.2软件进行测算，见表2。
由于随机效应、固定效应这两种模型均包含在面

板数据模型之中，对于随机效应模型来说，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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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得不到模型 （1） 至模型 （3） 的支持，基于此

本文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表 5给出了该模型的回

归结果，从中可知，对于模型（3）而言，最大的

R2值、最大的固定效应对数似然比分别为 0.976 2
与 285.821 4，因此该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所选样

本。故而，最终回归结果即为该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工业行业碳排放效率与环

境规制显著正相关，且后者可促进前者的提高。

另外，环境规制的显著性检验达到了1%，当企业

的主营业务收入与能源消费总量之比每增加 1%

时，工业行业碳排放效率则相应产生了 0.639%的

涨幅，这是因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环境治理工作

发挥督促作用。尽管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都通过

了 1%的显著性检验，但前者却与工业行业碳排放

效率负相关，原因可能与工业企业没有提供充足

的R&D 经费有关，从而导致其技术创新工作有所

滞后，未能对工业行业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的正

面影响。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交互关系，

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企业的节能减排意识明显

增强，技术创新的力度有所加大，有助于改善工

工业子行业

烟草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家具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纺织业

食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工业行业整体

2014年
0.857 3
0.876 2
0.737 6
0.713 8
1.006 8
0.709 8
0.706 9
0.687 1
0.678 2
0.665 3
0.647 5
0.612 8
0.608 9
0.533 6
0.563 3
0.562 3
0.539 6
0.544 5
0.533 6
0.512 8
0.524 7
0.503 9
0.496 0
0.495 0
0.445 5
0.453 4
0.414 8
0.392 0
0.408 9
0.368 3
0.593 0

2015年
0.848 4
0.932 6
0.750 4
0.707 9
0.721 7
0.701 9
0.702 9
0.699 9
0.671 2
0.663 3
0.648 5
0.614 8
0.611 8
0.542 5
0.553 4
0.561 3
0.541 5
0.543 5
0.529 7
0.510 8
0.524 7
0.501 9
0.464 3
0.453 4
0.415 8
0.449 5
0.413 8
0.392 0
0.428 7
0.364 3
0.582 1

2016年
1.061 3
0.968 2
0.764 3
0.737 6
0.684 1
0.707 9
0.717 8
0.700 9
0.670 2
0.670 2
0.648 5
0.631 6
0.615 8
0.589 1
0.539 6
0.562 3
0.560 3
0.545 5
0.527 7
0.509 9
0.512 8
0.500 0
0.477 2
0.463 3
0.447 5
0.438 6
0.419 8
0.395 0
0.430 7
0.327 7
0.594 0

2017年
0.971 2
0.988 0
0.763 3
0.767 3
0.608 9
0.702 9
0.715 8
0.698 9
0.663 3
0.674 2
0.636 6
0.600 9
0.615 8
0.595 0
0.578 2
0.563 3
0.540 5
0.543 5
0.531 6
0.506 9
0.475 2
0.457 4
0.477 2
0.440 6
0.470 3
0.440 6
0.424 7
0.389 1
0.316 8
0.303 9
0.582 1

2018年
1.170 2
1.053 4
0.762 3
0.797 9
0.622 7
0.705 9
0.690 0
0.697 0
0.679 1
0.659 3
0.633 6
0.622 7
0.608 9
0.611 8
0.576 2
0.566 3
0.548 5
0.530 6
0.539 6
0.500 0
0.485 1
0.413 8
0.462 3
0.473 2
0.485 1
0.438 6
0.420 8
0.391 1
0.304 9
0.258 4
0.590 0

均值

0.981 1
0.963 3
0.755 4
0.745 5
0.728 6
0.725 7
0.706 9
0.697 0
0.672 2
0.666 3
0.642 5
0.616 8
0.611 8
0.574 2
0.565 3
0.563 3
0.546 5
0.541 5
0.532 6
0.507 9
0.504 9
0.475 2
0.475 2
0.465 3
0.452 4
0.444 5
0.418 8
0.391 1
0.378 2
0.324 7
0.589 1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表1 2014—2018 年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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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业碳排放效率，当两者的交互项每增加 1%
时，工业碳排放效率就会产生0.058%的增长幅度。

表2 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1.*、**、*** 分别表示在 10%、5%、1% 条件下的显著

性水平；2. t 值为括号内表示的值。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本文以工业为研究对象，涉及到的细分行业

为 30个，对其 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统

计，基于对非期望产出的考虑，在测算工业行业

碳排放效率时选择了 SBM超效率模型，通过分析

表明不同的工业细分行业其碳排放效率存在显著

差异，最后对影响工业行业整体碳排放效率的关

键因素进行了探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一是从

整体上来看我国工业行业的节能减排空间较大，

碳排放效率亟待进一步提升；二是对于 1%的显著

性检验，只有企业规模这一变量未能通过，在其

他几个变量中，技术创新可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

而对工业行业碳排放效率发挥促进作用。

4.2 建 议

一是对环境规制高度重视，并完善相关的规

章制度，以提升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为目的，

促使企业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同时大力培育和引

进优秀人才。目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技术创

新能力明显偏低，这也是导致工业行业整体碳排

放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制度得到健全

以后，可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有助于工业行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节能减排目

标。

二是国有企业不仅要继续深化改革，还应当

不断增强绿色环保意识，依托升级改造走绿色可

持续发展之路。尽管我国的工业子行业较多，但

碳排放效率普遍处于低水平，为改善这一状况，

有必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对二氧化碳排放量

较大的行业应适当提高市场准入门槛，而传统工

业应加快绿色升级改造的速度。

三是积极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促进其快

速发展、培育新型支柱产业为宗旨，出台各类利

好政策。目前，碳排放效率达到中等或以上水平

的传统工业非常少，大多具有投入较多、产出较

少、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等特性。因此在发展过程

中，既要注重优化工业结构也要优先发展能源消

耗量低、经济效益突出的新兴产业，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务必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应用新材料、

新技术、新设备以及新型管理模式，只有这样才

能确保工业行业整体的碳排放效率在短期内得到

显著提高，才能使工业行业在我国环境治理层面

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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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

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技术

创新

市场容量

所有制结构

禀赋结构

企业规模

常数项

P值
Log-likelihood

R2

模型（1）
0.244***
（2.49）

0.337***
（4.02）
0.148***
（3.49）
-0.125***
（-2.66）
0.058

（0.36）
-1.254***
（-4.15）
0.001

275.770 5
0.961 3

模型（2）
0.168**
（2.62）
0.058

（1.01）

0.154***
（3.67）
0.264***
（4.11）
-0.105***
（-3.66）
0.056

（0.74）
-2.356***
（-3.68）
0.001
267.046
0.961 5

模型（3）
0.639***
（5.31）
-0.235***
（-4.21）
0.058***
（3.97）
0.253***
（2.89）
0.135***
（2.89）
0.111***
（-3.64）
0.005

（0.05）
-2.601***
（-4.78）
0.002

285.821 4
0.97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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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脱碳加氢和清洁高效是世界能源系统科技发

展与进步的大趋势。2020年 9月 22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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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进一步推动煤炭行业

低碳化进程，必将影响煤炭开采业发展布局。根

据“我国煤炭资源高效回收及节能战略研究”和

BNEF预测，2030年我国关闭矿井数量将超过 1.7

万处，2050年化石燃料发电约占中国总发电量的

25%，碳中和目标下 2060年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

中的比重将缩减至 20%左右，煤炭行业将持续淘

汰落后产能和置换先进产能，煤矿关闭/废弃数量

将持续增加。

关闭矿井中仍赋存大量可利用资源，关闭后

不进行二次开发和管理，不仅是对资源的极大浪

费，还有可能诱发后续的安全、环境等问题。据

国土资源部门初步估算，全国主要沉积盆地距地

表 2 000 m以内储藏的地热能就达 73.61×1020J，相

当于 2 500亿 tce煤热量。截至 2016年年底，全国

累计探明煤层气地质储量 6 869.12亿m3，主要分布

在山西、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等。根据中国工程院

预测，2030年我国废弃煤炭矿井产生的地下空间

二次矿山管理的科学内涵与构想

王 兵，刘朋帅，邓凯磊，裴向前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能源与矿业学院 可持续发展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摘 要：在碳中和的背景下，煤炭行业高质量低碳化发展势在必行，这对矿业工程经济与管理学科

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与挑战。随着煤炭去产能政策的实施，我国关闭矿井数量不断增加，矿井关闭

后弃之不用，不仅对资源浪费，还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和安全问题。开展关闭矿井二次开发和利用

的战略研究迫在眉睫。从二次矿山管理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实施路径 3个方面出发，结合“两

山”理论和矿业开发新技术，总结得出了相应的技术清单、管理清单和人才清单，为二次矿山科学

管理提供了科学的构想及战略路径。

关键词：二次矿山管理；E-REST体系；矿井全生命周期；管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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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conception of secondary mine management
Wang Bing，Liu Pengshuai，Deng Kailei，Pei Xiangqi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ergy Policy Research Center，School of Energy and Min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

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arbon neutrality，high-quality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is imperative，
which brings hug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ining engineer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al capacity reduction policy，the number of closed mine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After the mines are
closed， they are not only a waste of resources，but may also cause serious environmental and safety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strategic research on the secondar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losed mines.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theoretical basis，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econdary mine management，combining the
theory of “two mountains”and new technologies of mining development， the corresponding technology list，management list
and talent list are summarized，which provides a scientific concept and strategic path for the second mining scientific manage⁃
ment.
Key words：secondary mine management；E-REST system；mine life cycle；management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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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90亿m³。此外，我国关闭矿井剩余煤炭资源

亟待妥善处理，关闭矿井水资源开发利用尚处于

起步阶段，开发潜力巨大。矿井关闭后可能会遗

留大量土地资源和建筑物，如工业广场用地、采

煤塌陷区和露天矿坑等。废弃矿井的开发利用不

仅能够变废为宝，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

展和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并有助于提高我国煤

矿全生命周期管理水平。因此，在我国能源结构

调整及去产能背景下，关闭矿井再利用意义重大。

我国二次矿山开发利用面临许多工程技术难

题，缺乏系统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机制。首先，我

国阶段性关闭矿井数量较多，由于煤矿地质条件

复杂，难以照搬国外模式，需开辟一条符合中国

特点和国情的二次矿山综合利用之路。其次，关

闭矿井资源开发利用缺乏国家层面上的整体战略。

我国二次矿山资源开发利用的相关研究整体起步

较晚，基础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关键技术尚未

成熟。最后，关闭矿井资源开发利用缺乏相关政

策的支持。这一现实条件迫切需要开展关闭/废弃

矿井二次开发和利用的战略研究。二次矿山管理

构想如图 1所示，从研究思想、研究分类和研究策

略的视角全面凸显了二次矿山工程与管理学科的

系统架构。

图1 二次矿山管理构想

1 二次矿山管理的科学内涵

1.1 二次矿山管理的战略意义

关闭/废弃矿井的二次开发和利用，即二次矿

山的科学管理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

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发展问题，与先进矿山建

设、矿业可持续发展、矿山全生命周期管理紧密

相连，与生态文明建设、煤矿安全、环境保护、

社会就业、资源节约等社会热点问题密切相关[1]。
二次矿山管理以系统工程、管理学、经济学、矿

业科技等学科知识为理论基础，对矿山全生命周

期的矿后管理阶段关联的自然、经济、社会、环

境、安全等要素开展科学规划、分类示范、技术

储备、前端反馈、标准制定等一系列管理活动，

丰富矿山全生命周期理论，实现矿业可持续发

展[2-3]。二次矿山管理不仅是采矿业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利用与修复并重发展理念的重

要方向，也对矿井关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

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1.2 二次矿山管理的理论框架

二次矿山管理体系需从顶层设计、中间管理、

底层支撑 3个方面开拓思维，依照目标、过程、方

法的逻辑关系建立理论框架，如图 2所示。顶层设

计方面，二次矿山管理的战略目标是在坚持科学

性、社会性、资源性、安全性、持续性、经济性

“六大特性”基础上，实现二次矿山科学布局和战

略利用，最终实现二次矿山从矿后管理到矿前建

设和矿中活动的矿业管理新思想，推动矿业活动

始终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4]。在中间管理方面，通过技术管理、风险管

理、成本管理、资产管理、信息管理、人员管理

等，实现煤炭行业内部产能优化和行业外部扰动

最小。在底层技术、方法、理论支撑方面，加强

二次矿山科学管理理论构建、技术研发、数据支

撑，从能源化、资源化、功能化 3个利用维度开展

交叉研究、工程示范、产业推广。

图2 二次矿山管理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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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二次矿山管理的原则

二次矿山管理的系统性理论架构是基于 E-
REST体系的科学准则，以促进、结合、适应、统

一、协调为指导，开展二次矿山利用模式分类、

度量、识别、匹配、决策、风险评估、技术经济

评价等全流程科学决策体系。E-REST体系以高效

开发二次矿山剩余资源为主旨，“E”代表二次矿

山开发的经济性（Economy），“REST”体现二次矿

山剩余资源的二次利用，分别表示二次矿山的资

源性 （Resource）、二次矿山开发的环境友好性

（Environment）、二次矿山开发的安全性（Safety）、

二次矿山开发的技术因素 （Technology）。二次矿

山管理需坚持五个“相”指导原则：分类管理和

分级利用相促进原则、典型示范与稳步推广相结

合原则、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原则、安全

优先和成本效益相统一原则、立足长远和科学布

局相协调原则[5-6]。

2 二次矿山的理论基础

2.1 矿井全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是指一个生物体从出生到成长、衰

老至死亡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和整个过程[7]。生命周

期评价是一种评价产品、工艺过程或活动从原材

料的采集和加工到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回

收、养护、循环利用和最终处理整个生命周期系

统有关环境负荷的过程。

以矿井为例，其全生命周期主要包括规划建

设、生产运营和弃置处理 3个阶段[8]。规划建设期

主要进行矿井的勘探、设计和建设等活动；生产

运营期主要进行原煤的开采和煤炭的洗选；当矿

井进入弃置处理期时，生产活动停止，塌陷区治

理开启。矿井生命周期与煤炭全生命周期密切相

关。煤炭全生命周期是指煤炭从原煤的开采到最

终废弃物处理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和整个过程。因

此，煤炭开发环节的管理依赖于矿井生命周期管

理。煤炭开发相关的环境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 3个
方面：一是煤炭开发活动的环境影响及评价，二

是煤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矿井水、煤矸石等废弃

物的综合利用，三是煤炭开采矿后管理[9-10]。我国

对关闭矿井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

理论研究薄弱，关键技术不成熟，且存在煤矿地

质条件复杂、阶段性关闭矿井数量大等特殊条件，

因此，我国关闭矿井资源利用必须秉承矿井全生

命周期管理的思路，以矿业活动的智能精准开发

实现我国矿后资源的精准开发与利用。以矿井生

命周期理论为基础进行二次矿山科学管理，有助

于预先考虑矿井各种情况，对其科学建设、合理

开发、达成发展目标、日常管理以及后续有条不

紊地关闭具有重要意义。

2.2 二次矿山与“两山”理论

矿山地区面临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一系列

问题，亟待进行经济转型和二次矿山的修复，也

面临着困难与挑战。因此，将二次矿山管理与

“两山”理论相结合，促进资源的二次利用与社会

的发展，是顺应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响应和落

实习总书记“两山”理论，推进矿业生态文明发

展的重要举措。

将“两山”理论应用于矿山上，对许多矿山

地区来说，最大的资源就是矿山资源，努力将矿

山修复治理工作与土地开发整理、工业旅游、农

业产业开发相融合，力求将二次矿山真正转变为

绿水青山。对于二次矿山，开拓矿山二次利用模

式，结合相关的技术手段，使二次矿山的再利用

重新绽放光辉。

“两山”理论明确了兼顾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的目标要求，要求探索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方式[11]。
一方面，绿水青山本身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也

具有很高的机会成本，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或

者恢复的成本非常高。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民生需求进入

发展阶段，绿水青山已经成为民生需求的重要组

成部分。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让人民呼吸到

新鲜的空气，喝上清洁的水。践行“两山”理论，

需求真务实。推进“两山”理论在二次矿山管理

中的实践创新，需秉持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科

学态度，立足于矿业资源转型过程中实际问题，

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

创建绿色矿山作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对二次矿山管理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3 矿业开发新思想

国家历来重视矿山企业信息化的整体建设，

寄希望于引入新的创新技术和科技手段，来提升

矿业技术装备水平，提高生产作业安全管理水平，

改善我国矿山资源在开发采掘与矿山二次利用过

程中的综合质量和效率，从而促进矿山企业进行

管理变革，增强与国际市场的高产、高效、高质

量、低成本的矿产品的内在竞争能力[13]。矿山管理

王 兵等：二次矿山管理的科学内涵与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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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智慧矿山、数字矿山、绿色矿山、精准开

采等 4个方面，加强矿井安全、绿色、智能、高效

“四型”矿井建设，坚持用科技创新助力安全生

产，不断加快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三化融

合”建设步伐，全力打造智慧矿山大格局。

2.3.1 智慧矿山

智慧矿山就是对生产、职业健康与安全、技

术和后勤保障等进行主动感知、自动分析、快速

处理的无人矿山。智慧矿山系统包括了 3个方面，

分别为智慧生产系统、智慧职业健康与安全系统、

智慧技术与后勤保障系统。

智慧生产系统主要包括采煤工作面的智慧化

和掘进工作面的智慧化，对于煤矿来讲，就是以

无人值守采煤掘进技术为代表的智慧综采工作面

和无人掘进工作面。

智慧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系统包括智慧防灭火

系统、智慧爆破监控系统、智慧洁净生产监控系

统、智慧冲击地压监控系统、智慧人员监控系统，

智慧通风系统、智慧水害监控系统、智慧视频

监控系统，智慧应急救援系统，智慧污水处理

系统等。

智慧技术保障系统是指地、测、采、掘、机、

运、通、调度、计划、设计等的信息化、智慧化

系统等，智慧化的矿山管理后勤保障系统，是指

针对矿山的智慧化 ERP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

物流系统、生活管理、考勤系统等。

2.3.2 数字矿山

数字矿山是以矿山系统为原型，以地理坐标

为参考系，以矿山科学技术、信息科学、人工智

能和计算科学为理论基础，以高新矿山观测和网

络技术为支撑，在矿山企业生产活动的三维尺度

范围内，对矿山生产、经营与管理的各个环节与

生产要素实现网络化、数字化、模型化、可视化、

集成化和科学化管理，使矿山企业生产呈现安全、

高效、低耗的局面。数字矿山主要包括地质建模

技术和开采技术数字化、矿山各种生产作业系统、

各职能部门的信息化管理。基于数字信息的煤炭

精准开采是将煤炭开采扰动影响、致灾因素等因

素数字化，并将其统筹考虑到煤炭无人 （少人）

智能开采与灾害防控一体化的未来采矿技术。数

字矿山的建设有利于为关闭矿井的管理提供全面

的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为二次矿山利用提供强有

力的数据支持。

2.3.3 绿色矿山

绿色矿山是指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既要严格

实施科学有序的开采，又要对矿区及周边环境的

扰动控制在环境可控制的范围内[14]。绿色矿山建设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代表了一个地区矿业

开发利用总体水平、可持续发展潜力以及维护生

态环境平衡的能力。其标准为：①矿山资源开发

利用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矿产资源

规划、地质环境保护规划；②矿山建设项目按规

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地质灾害评估，制定相应

的保护方案；③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采用先进的生

产技术和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生产方式；④矿山开

采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有一定的处理措施，

确保达到国家和省的有关标准；⑤闭坑矿山应实

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从绿色矿山的

建设标准来看，其从规划、环境、技术、三废和

闭坑等管理维度强化了矿山管理的内涵，对于二

次矿山工程与管理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3 二次矿山管理的实践路径

二次矿山科学管理需要从科学、持续、经济、

社会、资源、安全 6个方面开展工作。聚焦二次矿

山管理的科学性，发展适用于二次矿山综合利用

的工程科学技术，开展基于大数据的二次矿山工

程、管理、经济等多领域交叉研究。聚焦二次矿

山管理的持续性，建立和完善二次矿山长效工作

和协调机制，制定二次矿山综合利用长期规划。

聚焦二次矿山管理的经济性，出台二次矿山利用

的专项财政金融政策，完善现有矿井建设的矿后管

理规定。聚焦二次矿山管理的社会性，矿山修复应

与当地人文地理相匹配，促进关闭矿井人员安置与

工人再就业。聚焦二次矿山的资源性，开展专项可

行性研究和示范工程建设，普及典型示范经验。聚

焦二次矿山的安全性，开展二次矿山安全普查和安

全资料库建设，制定二次矿山建设安全标准。

二次矿山管理体系的逻辑结构简述如下：在

二次矿山管理目标的驱动下，以一系列与二次矿

山工程管理相关的理论与技术支撑，综合运用各

种管理手段对二次矿山工程全生命周期过程的相

关要素及工程内外部环境进行管理，以实现对二

次矿山工程的科学、系统、高效的管理。因此，

二次矿山工程管理体系框架由 3部分组成，即顶层

的目标管理、中层的管理活动以及底层的管理理

论和技术支撑，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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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为目标层，一切管理活动都应围绕相应

的管理目标而展开。二次矿山工程管理基于目标

驱动，其核心是通过成功实施二次矿山工程，达

到二次矿山的开发和利用，从而实现对矿山资源

的再利用，促进社会发展。中间层为管理活动，

在二次矿山工程管理目标驱动下，通过一系列管

理活动对二次矿山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进行管

理。底层为二次矿山管理理论和技术支撑，二次

矿山工程管理离不开相关理论和管理技术的支撑，

从理论支撑来看，由于二次矿山工程的特殊性，

对其开展科学管理不仅需要掌握相关管理学、工

程学、经济学、系统工程知识，还要对岩石力学、

地下建设工程基础等与二次矿山相关的学科有充

分的把握。

我国关闭矿井战略利用路径，如图 4所示。按

关闭矿井不同资源的利用形式，将其划分为关闭

矿井能源化利用、功能化利用、资源化利用。其

中，能源化利用包括煤炭地下气化、煤层气抽采

利用及新能源开发利用；功能化利用主要针对关

闭矿井上下空间，其利用形式有：油气存储、抽

水蓄能、仓储物流，生态开发，工业旅游等；资

源化利用主要针对矿井水和地热等资源的利用。

但是也应指出，关闭矿井不同利用方式多对应的

资源形式往往存在一定的交叉。例如，抽水蓄能

既涉及到井下空间又包含了矿井水资源。关闭矿

井中各类资源的利用在不同时期存在各自的战略

重点，关闭矿井不同利用方式发展速度并不相

同[15]。
3.1 技术清单

二次矿山开发利用可以根据其所利用资源类

型分为能源化利用、资源化利用、功能化利用，

各资源类型利用的技术路径如下。

1）残留煤炭利用主要技术路径。关闭矿井剩

余煤炭开发利用主要技术路径是煤炭地下气化[16]。
煤炭地下气化过程主要是在地下气化炉的气化通

道中实现的，煤炭地下气化过程是通过地下汽化

炉、地下气化工艺、气化控制工艺来实现。要建

立地质评价模型，对气化煤层从地质条件、煤层

情况、煤质情况、水文条件、环境影响和安全条

件进行评价。

2）关闭矿井剩余煤层气开发利用主要技术路

径。我国矿井地面煤层气开发以抽取生产矿井的

未采或卸压煤层中煤层气为主。根据各矿区自身

的煤层赋存状况，应采取相应的瓦斯抽采方法，

图3 二次矿山工程管理体系框架

王 兵等：二次矿山管理的科学内涵与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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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穿层钻孔抽采、顺层钻孔抽采、高位走向钻孔

抽采、地面钻井抽采、上向高位穿层拦截钻孔抽

采、采空区埋管抽采等[17-18]。
3） 关闭矿井水资源开发利用主要技术路径。

基于地热水作为水资源和热能源的特点，我国矿

井地热能利用的主要方向为工作区、生活区供暖

（制冷）、井口防冻等，利用方式主要为空气源热

泵、水源热泵等。在设计矿山地热水梯级利用模

式时，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应系统的进行设计

研究。其中梯级利用的技术包括地热管网设计技

术、水源热泵技术、地热水回灌技术等。

4）关闭矿井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主要技术路

径。常见的空间功能开发模式有以抽水蓄能为主

导、以文化娱乐为主导、以物资储存为主导、以

处理废弃物为主导、以科学研究、养殖或疗养为

主导的 5种开发模式。尤其以抽水蓄能技术最为

成熟。

5）关闭矿井生态开发及工业旅游的主要技术

路径。关闭矿井生态开发模式是一种需要与周边

城市发展水平和发展规划统筹考虑，且与城市的

相对位置密切相关的发展模式。关闭矿井生态开

发模式包括都市型工业模式、接续替代型工业模

式、复合型旅游+农业模式、生态修复+景观再造

模式4种模式[19]。
工业旅游开发模式是立足于区位条件、资源

禀赋、产业和地域特征，整合矿业遗产、周边自

然生态、传统文化、特色乡村等旅游资源，拓展

关闭矿区休闲空间，形成多功能、跨行业的旅游

综合体。此外，依托于完整工业遗产，可将多个

具有相似或相关文化背景的工矿废弃地进行整合

成特色工业区旅游功能区，发挥工业遗产保护和

旅游开发的整体效应、共生效应和互补效应。

3.2 管理清单

1）推动二次矿山的分类与分级管理。对于矿

山关闭机制确立前形成的二次矿山，以治理、修

复为主，宜用则用；对于矿山关闭机制确立后形

成或者未来要形成的二次矿山，建议在关闭前统

筹考虑矿井所在地的经济发展、人文、地理位置、

交通条件等因素，以确定二次矿山的利用途径。

2）建立服务于二次矿山利用的财政金融体系

及政策法规。第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设立专

项资金用于二次矿山的资产处置、塌陷区治理、

新产业引导等。第二，建设二次矿山开发的投资

金融体系，鉴于二次矿山利用需要大量投资进行

工程建设和修复，投资回报期较长，构建投资金

融体系对于二次矿山管理至关重要。

图4 我国关闭矿井战略利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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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二次矿山各类资源综合利用的国家标

准。全方位制定不同资源类别的二次矿山综合利

用的国家标准，有助于二次矿山综合利用的模式

选择和工程验收。

4）建立矿山安全资料库，开展安全普查，设

立安全标准。安全性是二次矿山综合利用的基础，

可以借鉴现有矿井的安全管理条例设立二次矿山

利用的安全标准。

5）建立国家级二次矿山信息大数据平台。收

集关闭矿井技术参数、周边经济发展水平、能源

消费、本地就业、交通便利度等相关数据，建立

关闭矿井大数据平台，有助于为未来二次矿山科

学开发管理提供全面的数据信息支撑。

3.3 人才清单

二次矿山工程与管理是一门涉及矿业工程、

环境工程、资源开发规划与设计、工业工程、管

理科学与工程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二次矿

山管理需要不同领域的高素质人才储备，建立人

才建设与学科交流平台。

1）采矿工程。矿井关闭后能还残留一部分资

源，剩余煤的开采、矿井的生产设计、对二次矿

山地下空间测算、围岩支护稳定性评估等都需要

采矿工程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参与。

2）环境工程。矿井经过开发后会对生态造成

不同程度的破坏，二次矿山管理需要考虑矿井关

闭后的生态修复问题，包括塌陷地恢复、水资源

污染、植被恢复等，这些都需要环境工程相关人

才实施。

3）资源开发规划与设计。资源开发与规划针

对矿产等非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矿山生产废弃

物资源再利用等方面，研究资源系统开发规模、

地区布局、结构调整、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整体规

划、资源利用产业化、资源生产优化模型、资源

合理利用模型、资源开发利用工程优化与管理等

问题，对于二次矿山的开发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4）矿业经济与管理。二次矿山的管理归根到

底属于管理问题，项目实施前要做好可行性分析

和经济效益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也需要随时监

控进度及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经济管理相关人才

不可或缺。

3.4 多学科交叉

二次矿山管理涉及工程、管理、经济等学科

领域，发展适用于二次矿山开发利用的工程科学

技术，建立数据平台，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有助

于促进二次矿山的科学利用[20]。首先，工程设计应

充分考虑地下空间利用的要求。建议自矿山工程

建设之始，矿业开发者需结合政府对于矿井关闭

后的要求，充分考虑地下空间利用的问题，在设

计方案中增加二次矿山利用等矿后管理相关章节，

并进行安全等配套设计。其次，要注重产学研结

合，强化科技支撑。二次矿山综合利用是一项涉

及采矿工程、生态修复、资源开发与规划、经济

管理、人文地理等多个学科和技术集成的问题。

因此，在加强技术研究的同时，也应加强关闭矿

井资源综合利用模式的战略选择、经济评价、运

营管理等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

4 结 论

在碳中和背景下，在减少产能过剩、经济新

常态和能源转型的政策推进下，我国煤炭消费需

求下降，煤炭行业持续淘汰落后产能，一大批灾

害严重、煤炭资源枯竭的煤矿陆续关闭退出。关

闭矿井资源开发利用缺乏国家层面上的整体战略，

基础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关键技术尚未成熟，

需要开展关闭矿井二次开发和利用的战略研究。

本文对二次矿山的科学管理思路从研究思想、研

究分类、研究策略 3个维度进行剖析，从研究思想

上，任何矿山退出生产后即可进入再开发利用的

二次矿山新阶段；研究分类上，依据二次矿山的

剩余矿产资源划分为不同的利用类型和发展模式；

研究策略上，根据其自身特性和模式进行二次矿

山开发的综合决策。

二次矿山的科学管理体系从顶层设计、中间

管理、底层支撑三个方面，依照目标、过程、方

法的逻辑关系建立理论框架。坚持科学性、社会

性、资源性、安全性、持续性、经济性，实现二

次矿山科学布局和战略利用，推动矿业活动始终

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二

次矿山管理的系统性理论基于E-REST体系的科学

准则，以促进、结合、适应、统一、协调为指导，

开展二次矿山利用模式分类等全流程科学决策。

以矿井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进行二次矿山科学管

理有助于预先考虑矿井各种情况，对其科学建设、

合理开发、达成发展目标、日常管理以及后续有

条不紊地关闭具有重要意义。

二次矿山管理从持续性、科学性、经济性、

社会性、资源性、安全性 6个方面开展工作，在二

次矿山管理目标的驱动下，从技术清单、管理清

王 兵等：二次矿山管理的科学内涵与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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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才清单、多学科交叉等四方面具体路径，

以一系列与二次矿山工程管理相关的理论与技术

支撑，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对二次矿山工程全

生命周期过程的相关要素及工程内外部环境进行

管理，以实现对二次矿山工程的科学、系统、高

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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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层气作为一种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是一种

优质、高效、清洁的能源，在我国能源转型过程

中，能够与可再生能源形成良性互补。同时，煤

层气也是我国煤矿开采的主要致灾因素，科学有

效的利用煤层气资源是防范和遏制煤矿重特大事

故的重点。受地质条件影响，我国煤矿区煤层气

抽采主要面临着瓦斯富集区探测难、碎软低渗煤

层成孔和压裂难、多煤层排采效率低、破碎煤岩

层钻井难等困境。精确预测煤矿煤层气抽采量，

是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煤层气资源的前提与基础，

也是近年来煤层气开发利用的重点工作之一。

1 煤层气概况

煤层气是煤炭生成过程中的共伴生物，也是

重要的清洁能源。我国煤层气 （煤矿瓦斯） 资源

量约为 36.81万亿m3，与常规天然气资源相当，据

有关分析数据，全国煤矿区煤层气资源量超过 16
万亿m3，占我国煤层气总资源量的40%。

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煤矿区煤层气开发利

用规模显著提高。“十二五”以来，国家在财政资

金、税费优惠和科技创新等领域上先后出台一系

列政策，大力扶持煤层气开发利用。2017年，我国

煤层气抽采量 178亿m³，其中井下抽采 128亿m³，
地面开发 50亿m³；我国煤层气利用量 93亿m³，其

中井下利用量 49亿 m³，地面利用量 44亿 m³。与

2010年相比，我国煤层气抽采量增加 96%，利用

量增加 158%[1]。地面煤层气抽采量和利用量的快

速增长，见表 1，表明我国煤层气开发和利用技术

水平有了显著的进步。

表1 2010—2017年我国煤层气抽采情况 亿m3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地面抽采量

15
23
23
29.3
37
44
45
50

井下抽采量

76
92
100.3
108.9
118
136
134
128

灰色时间序列组合模型的煤层气抽采量预测研究

秦 容 军 1，2

（1.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 100013；2.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在梳理我国煤层气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对煤层气抽采的重要性、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构建了煤层气抽采量灰色时间序列组合预测模型，实证研究了模型的误差，以期为提高煤层气抽采

量预测精度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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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status of coalbed methan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coalbed methane extraction are analyzed. And a combination forecasting model of Gray Time Series of coalbed
methane drainage volume is constructed，the error of the model is empirically studied，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im⁃
proving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coalbed methane drai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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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煤与煤层气协调开发的理念已成为

行业共识，煤炭企业以产学研的方式结合我国的

煤层地质条件和煤炭开采的特点，加大在煤矿区

煤与煤层气协调开发方面的科研投入，开发了井

下抽采、地面井开发等煤层气规划化抽采装备与

技术，形成了煤与煤层气协调开发模式与技术体

系[2]。其中，以晋城矿区为代表的三区联动井上下

立体煤层气抽采模式，将煤矿区划分为生产规划

区、开拓准备区和煤炭生产区，针对各区采煤、

采气特点，攻关并实践煤层气高效抽采关键技术，

较好的协调了采煤与采气的时空关系，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煤与煤层气协调开发模式与技术体系；

两淮矿区形成了煤层群条件下上下立体抽采的煤

与煤层气协调开发模式；松藻矿区形成了三区配

套三超前的井下煤层气综合抽采的煤与煤层气协

调开发模式。在煤层气开发利用方面，开发了煤

层气利用工程评价软件，实现了煤层气利用工程

在技术、经济、环境方面的评价，编制完成煤层

气利用技术路线图。

2 煤层气抽采的重要性

煤矿瓦斯抽采是我国煤层气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式，且主要以井下抽采为主，受矿井建设、井

下掘进和采煤工程的制约，煤矿区煤层气资源化

开采还没有完全实现。

我国 80％以上的煤矿都是井工开采，井下作

业人员众多，而煤矿瓦斯是煤炭生产过程的重要

危险因素，一旦发生瓦斯事故，极易诱发群死群

伤事故，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

严重威胁。根据我国煤矿事故分析相关统计，

2017年，从较大及以上事故总量看，瓦斯事故最

为突出，较大及以上瓦斯事故共发生数量 16起、

死亡人数 86人，两者均占全国煤矿较大及以上事

故数量和死亡人数的一半[3]。因此，瓦斯事故是防

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重点，而煤层气的抽采也

严重制约着我国煤炭的安全生产。

可见，煤层气抽采是煤层气开发利用研究的

基础，科学精准的预测煤矿区煤层气抽采量，对

于提前规划我国煤矿区煤层气的开发与利用，增

加能源供给，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煤矿安全生产，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随着煤矿区煤层气

开发利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政府、企业层面对

于煤层气抽采量预测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建立基

于多方面数据的煤层气抽采量预测模型，将为全

面采集、综合分析、统筹规划我国煤矿区煤层气

开发利用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名称

灰色系统模型

神经网络

多元回归分析

适用范围

适用于部分信息

已知、部分信息未

知的小样本，贫信

息不确定性系统

对模糊信息的推

理及分类

适用于多因素模

型分析

特点

1.不同于传统的黑色系统和白色系统，创

新性的灰色系统概念对不确定问题的研究更

具实际意义；

2.仅利用较少的或不确切的表示灰色系统

行为特征的原始数据序列，经过数据变换，

就能用以描述灰色系统内部事物连续变化的

过程，对样本数据的要求较低

1.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并行处理的

能力；

2.能够快速识别模糊、变形和不完备信息；

3.在处理信息时，与人脑的自学习功能类

似，具有同人脑类似的特点[5]

1.回归分析可以准确地计量各个因素之间的

相关程度与回归拟合程度的高低，提高预测

方程式的效果；

2.算法简单方便

缺陷

1.基于指数率的预测没有考虑系统

的随机性，中长期预测精度较差

2.对历史数据有很强的依赖性，并

且灰色模型没有考虑各个因素之间的

联系

需要大容量学习样本，初始化样本

不易选择，黑箱结构难以解释

1.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

2.回归方程假设严格，理论上需要

知道引起因变量改变的所有解释变量

的因素，否则回出现伪回归等问题，

假设检验不过关

表2 现有煤层气抽采量预测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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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层气抽采量灰色时间序列组合预测模型

在煤层气抽采过程中，煤层气抽采量的变化

受水文地质条件、储层透气性、开采深度、瓦斯

含量、煤矿安全状况、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诸

多因素影响，上述因素均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导致煤层气抽采数量存在很大的随机性。为了提

高预测煤层气抽采量的准确度，降低这种不确定

性所带来的影响，在煤层气抽采量预测方面，国

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数值模拟预测研究，主要

预测方法主要包括灰色系统理论、回归分析、模

糊神经网络等多种[4]。各种方法的比较见表2。
在以上各种预测方法中，由于灰色预测模型

预测精度高，所需原始数据少，不需要考虑复杂

因素的影响等特点，更适用于预测历史数据较少

的煤层气抽采量。但仅用灰色模型进行预测，并

不能考虑抽采量变化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在预测

中并不能达到精度方面的要求。ARIMA模型是常

用在预测时间序列的一种模型，其观测样本的数

据长度越长，精确度越高。因此，本文基于大量

的抽采量数据以及影响抽采量的相关信息，并利

用灰色时间序列组合模型预测煤层气抽采量，以

提高煤层气抽采量的预测精度。

3.1 灰色预测模型方法原理

灰色系统理论创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该理

论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系统为研究

对象。灰色预测模型是灰色系统理论研究中最活

跃的领域之一，也是灰色系统理论的主要内容之

一[6]。灰色模型记号是GM（M，N），M表示常微分

方程的阶数，N表示变量的个数，一般情况下以

GM（1，1）最为常见，建模过程如下。

1） 级比检验。设原始序列为： x（0） =（x（0）

（1），x（0）（2），…，x（0）（n）），首先对序列做级

比检验判断是否可直接用于GM（1，1）模型：

对于原始序列 x（0），其级别数列为 λ（0），对于

绝 大 多 数 级 比 λ ( k ) = x( )0 ( k - 1 )
x( 0 ) ( k ) ， k=2， 3， 4，

…，n，是否满足，λ ( )k ∈ ìí
î
e
æ

è
ç- ö

ø
÷

2
n + 1 , ü

ý
þ

e
æ

è
ç

ö
ø
÷

2
n + 1 ，如不能

满足则需要进行数列变换。

2） 建立模型。为增加序列的光滑性，对 x（0）

做一次累加（AGO）生成新序列 x（1）：
x（1）=（x（1）（1），x（1）（2），…，x（1）（n））。

定义GM（1，1）灰微分方程为一阶线性灰分

方程：

x（0）（k） +az（1）（k） =b （1）
其中，参数 a称为发展系数，参数 b为灰作用

量，灰色 GM（1，1） 模型的背景值公式 z（1）（k）
= x( )1 ( )k + x( )1 ( )k - 1

2 ，k=2，3，4，…，n。

由此，建立矩阵B=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z( )1 ( )2 1
… …

-z( )1 ( )n 1
，

令 Y= （x（0） （2）， x（0） （3）， … ， x（0）

（n）） T，可由最小二乘法求出参数 a，b的值为 u=
（a，b） T=（BTB） -1BTY，对微分方程 （1） 进行白

化处理之后变成如下形式：

dX ( )1

dk
+ax（1） =b，对模型求解得到 GM（1，1）

的具体数学表达式：

x（1）（k+1） =( )x( )0 ( 1 ) - b
a
e-ak+

b
a

，对其进行一

次累减，还原成原始数列的预测模型：x（0）（k+1）
=x（1）（k+1） -x（1）k，k=1，2，3，…，n。

3）模型检验。GM（1，1）常规检验分为相对

误差Q，方差比 C，小误差概率 p三种方式灰色模

型精度检验对照见表3，一般三级为合格。

表3 灰色模型精度检验对照

3.2 ARIMA模型方法原理

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ARIMA） 创立于

20世纪 70年代初，是由 Box和 Jenkins提出的时间

序列预测方法。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根据时

间序列模型的识别规则，建立相应的模型，其中，

p为自回归项，AR代表自回归；q为移动平均项，

MA为移动平均，d为时间序列转变为平稳序列所

做的差分次数[7]。
假设 ωt为时间序列在 t时刻的观测值，令 ωt=

（1-L） dyt，其中，yt是 d阶单整序列，ωt为平稳序

列，则ARMA的一般模型可以表示为

ωt=φ1ωt-1+φ2ωt-2+…φpωt-p+θ1εt-1+…+θqεt-q （2）
式中：φ1，…，φp为自回归阶数；θ1，…，θq为移

秦容军：灰色时间序列组合模型的煤层气抽采量预测研究

等级

Ⅰ
Ⅱ
Ⅲ
Ⅳ

相对误差

＜0.01
＜0.05
＜0.10
＞0.20

方差比

＜0.35
＜0.50
＜0.65
＞0.80

小误差概率

＞0.95
＜0.80
＜0.7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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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平均项数。

设L为滞后算子，则Lωt=ωt-1，LPωt=ωt-P
式（2）用滞后算子表示为

φ（L）ωt=θ（L） εt
其中，φ（L） =1-φ1 L-φ1 L2-…φpLP， θ（L） =

1+θ1 L+θ2 L2+…+θq Lq
经过 d阶差分变换后，式 （2） 表示的 ARMA

（p，q）模型变为ARIMA（p，d，q）
φ（L） =（1-L） dyt=θ（L） εt，式中，εt是均

值为0、方差为σ2白噪声过程[8]。
具体建模过程如下。

1）根据序列的散点图、偏自相关函数图和自

相关函数，ADF单位根检验法等对序列的平稳性

进行识别，对于非平稳序列，需要对其进行差分

平稳化处理，使其变为平稳序列，即确定d的值。

2）模型定阶。通过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

数这两个统计量对模型的类型进行识别，建立相

应的模型[9]。模型识别可根据平稳序列的偏相关函

数和自相关函数图，识别规则见表[10]。

表4 ARMA模型ACF和PACF的一般特征

通过 AIC最小信息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从

低到高列出模型阶数，分别计算其AIC值，AIC值

最小的阶数就是模型的最佳阶数。AIC函数定义

如下。

AIC=nlogσ2+2（p+q+2），式中 n为平稳序列的

样本数，σ2为拟合残差平方和，p，q为参数。

3）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 ARMA模型进行参数

估计。

4）模型检验。对模型的合理性进行检验，一

是检验模型参数的估计值是否具有显著性；二是

检验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否为白噪声。其中参数估

计值的显著性检验通过 t检验完成，模型残差序列

采用Q检验。检验方法如下。

设检验零假设是H0：ρ1=ρ2= ,…,ρk即模型的误

差项是一个白噪声过程。Q统计量定义为Q=T（T+
2）近似服从 x2（k-p-q）分布，其中，T表示样本

容量，k表示自相关系数的个数，p表示模型自回

归部分的最大滞后值，q表示移动平均部分的最大

滞后值。用残差序列计算Q统计量，显然若残差序

列不是白噪声，残差序列中必含有其他未被模型

提取的成分，自相关系数不等于零。则 Q值将很

大，反之Q值将很小。若Q≤x2（k-p-q）则接受H0，
反之则拒绝H0[11]。
3.3 灰色时序组合模型的建立

组合模型主要由灰色GM（1，1）模型和改进

的ARIMA模型共同构成。首先根据煤层气抽采量

的灰色性，使用GM（1，1）模型对抽采量进行预

测，然后基于预测误差的确定性，构建误差序列

的ARIMA预测模型，最后将两种模型的预测值求

和构成煤层气抽采量预测值[12]。组合模型表达式为

Y（0）（k） =x（0）（k） + E（0）（k），k ∈（1，2，…，n）

组合模型的预测流程图如图 1所示，具体的预

测步骤如下所述。

图1 组合模型的建模过程

1） 设 x（0） = （x（0）（1）， x（0）（2），…， x（0）

（n））为原始数据序列，建立灰色GM（1，1）模

型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拟合，得到拟合序列 x（0），
并对其进行精度检验。

2） 求出预测序列 x（0） 的相对误差序列 E（0），
E（0）（n） =（ x（0）- x（0）） =（E（0）（1），E（0）（2），

E（0）（3）…E（0）（n））。

3）对误差序列进行修正，令E1（0）（n） = E（0）

（n） + | E【1，min】 |，得到修正后的序列E1（0）（n）。

4） 判断序列 E1（0）（n） 的平稳性，对非平稳

序列进行差分处理。

模型类别

ACF图
PACF图

AR（p）
拖尾

滞后p阶后截尾

MA（q）
滞后q阶后截尾

拖尾

ARMA（p，q）

拖尾

拖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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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自相关和偏自相关函数图确定 ARIMA
模型类别，并用AIC最小值准则确定 p，q值，得到

预测序列 E1（0）（n），还原预测序列得到误差预测

序列E（0）（n）。

6）对模型预测结果进行白噪声检验，若未通

过检验，则重新回到步骤（4）和（5），直到得到

最优模型。

7）将GM（1，1）预测结果 x（0）与误差预测序

列 E（0）（n）相加，得到最后组合模型的预测数据

Y（0）（k）。

4 实证研究

4.1 原始收据收集

本文收集山西某矿近十年的抽采量数据，样

本数据具体情况见表5。
表5 某矿2009—2018年年抽采量 万m3

4.2 灰色GM（1，1）模型预测

设原始序列为：x（0）=（2 350，2 835，2 654，
2 838， 3 232， 3 193， 2 832， 2 906， 3 417，
3 203），灰色预测过程如下。

1）级比检验。计算序列级比判断是否可用于

GM（1，1） 进行预测。对于原始序列 x（0），其级

别数列为λ（0），对于绝大多数级比为

λ ( k ) = x( )0 ( k - 1 )
x( 0 ) ( k ) ，k=2，3，4，…，n，是否

满足，λ ( )k ∈ ìí
î
e
æ

è
ç- ö

ø
÷

2
n + 1 , ü

ý
þ

e
æ

è
ç

ö
ø
÷

2
n + 1

λ（0）=（0.828 9，1.068 1，0.935 1，0.878 0，
1.012 2，1.127 4，0.974 5，0.850 4，1.066 8） 大

部分值均能落入，（0.833 7，1.199 4）范围内，则

适用于GM模型。

2）模型构建。对原始序列做一次累加，生成

新序列为

x（1）=（2 350，5 185，7 839，10 677，13 909，
17 102，19 934，22 840，26 257，29 460）

定义GM（1，1）灰微分方程为一阶线性灰分

方程：

x（0）（k） +az（1）（k） =b （3）
其中， z（1）（k） = x( )1 ( )k + x( )1 ( )k - 1

2 ， k=2，
3，4，…，n

令Y=（x（0）（2），x（0）（3），…，x（0）（n）） T

= （2 835， 2654， 2 838， 3 232， 3 193，
2 832，2 906，3 417，3 203） T，u= （a，b） T ，

B=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z( )1 ( )2 1
… …

-z( )1 ( )n 1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3 767.5 1
… …

27 858.5 1
则式（3）可写成矩阵的乘法形式，即 Y=Bu，

可由最小二乘法求出a，b的值为

u=（a，b） T=（BTB） -1BTY，运用matlab计算，

得到 a=-0.001，b=2 712.9，根据GM（1，1）数学

表达式：

x（1）（k+1） =( )x( )0 ( 1 ) - b
a
e-ak+

b
a

，对其进行一

次累减，还原成原始数列的预测模型：x（0）（k+1）
=x（1）（k+1） -x（1）k，k=1，2，3，…n

经matlab计算，

x（1）（k+1） =1.0e+04 *（2 350，5 185，7 839，
10 677， 13 909， 17 102， 19 934， 22 840， 26
257，29 460），一次累减后得：

x（0） =（2350 2785 2839 2895 2951 3008 3067
3127 3188 3249）

3）精度检验。对模型进行检验，相对误差Q=
0.049 3，方差比C=0.585 4，小误差概率 p=0.600 0
对照表3，模型精度属于Ⅲ级，精度一般。

4） 残差序列修正。计算残差序列 E（n） =
（0， 50， - 185， - 57， 281， 185， - 235， - 221，
229，-46），找出序列中最小负数E【1，min】，令E1=E
（n） +| E【1，min】 |，得到非负数列。通过 SPSS专家建

模器，得到阶数 p， q最优模型 ARIMA （2， 0，
2），得到拟合序列 E2= （234， 234， 233， 160，
444，375，5，77，405，206） 对序列进行还原，

对原始序列的拟合序列 E2=（-1，-1，-2，-75，
209，140，-230，-158，170，-29），将其与灰色

预测结果相加，则组合预测序列=（2 349，2 784，
2 837， 2 820， 3 160， 3 148， 2 837， 2 969，
3 358，3 220），平均相对误差 1.8%，远优于单一

灰色模型进行预测的平均误差。组合预测效果如

图2所示。

序号

1
2
3
4
5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抽采量

2 350
2 835
2 654
2 838
3 232

序号

6
7
8
9
10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抽采量

3 193
2 832
2 906
3 417
3 203

秦容军：灰色时间序列组合模型的煤层气抽采量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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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组合预测效果

5 结 语

本文通过对灰色系统模型、神经网络模型、

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的特点和缺陷的比较，创新的

采用灰色时间序列组合模型，GM-AR组合模型根

据煤层气抽采量的灰色性，首先使用GM（1,1）模

型进行预测，然后基于预测误差的确定性，构建

误差序列的ARIMA预测模型，最后将两种模型预

测值求和进行组合预测，进而避免单一预测模型

预测过程中因模型的局限性所带来的相对误差结

果较大，影响预测结果的精度。通过对山西某矿

近十年的抽采数据进行模型预测，与单一模型模

拟结果相比较，将原始序列拟合后与灰色预测结

果相加所得的组合预测序列平均相对误差只有

1.8%，远优于单一灰色模型进行预测的平均误差，

组合预测效果具有更高的精度，为煤层气抽采量

预测精度的提高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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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层气 （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是增加清洁能

源供给、保障煤矿安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必

然选择，“十三五”期间面临高突矿井陆续关闭退

出、深部和西部复杂条件煤层气开发难度大、低

品质分散性煤层气利用率偏低等新挑战，对煤层

气 （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实施情

况尚未形成客观统一认识，对产业发展潜力与深

层次问题也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根据准确把握煤

层气 （煤矿瓦斯） 发展进程和客观评价发展潜力

的实际需要，亟需开展煤层气开发利用“十三五”

规划实施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研究。

1 煤层气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

1.1 煤层气资源勘探稳步推进

我国煤层气产业经过十多年发展，煤层气探

明地质储量由“初步发展阶段”和“快速持续增

长”阶段逐步发展到“稳步持续增长”阶段，从

追求煤层气探明储量的增加逐步转变成为追求探

明储量的动用程度（品质）。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

数据显示，2016—2019年全国煤层气新增探明地

质储量 892.06亿m3。截至 2019年年底，全国煤层

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为 7 545.61亿m3，比 2005年
增长了约6.5倍，如图1所示。

煤层气开发利用规划实施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

赵路正，吴立新，管世辉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煤层气开发利用具有能源、环境、社会等综合效益，但伴随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

产能向深部和西部转移等新挑战，发展面临开发条件更趋复杂、利用率未达期望等问题。通过全面

评估煤层气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挖掘煤层气产业发展面临的新要求与新形势，剖析

煤层气产业发展存在问题与影响因素，从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体制机制、项目督查和科技攻关等

方面提出了推动煤层气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关键词：煤层气；煤矿瓦斯 ；规划实施；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41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20） 12－0065－05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albed methane de⁃
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Zhao Luzheng，Wu Lixin，Guan Shihui

（Coal Industry Planning Institute Co.，Ltd.，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albed methane has comprehensive benefits such as energy，environment，and
society. However，with new challenges such as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coal supply side and the transfer of coal produc⁃
tion capacity to the deep and western regions，development is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more complex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lower utilization rates.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
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al-bed methane，the new requirements and new situations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 are explored， and the proble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BM industry are analyz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 in terms of policy
support，capital investment，institutional mechanisms，project supervision，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Key words：coalbed methane；coal mine gas；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factor analysis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2016ZX05045-007）；中国煤

炭科工集团科技创新创业资金专项项目（2020-MS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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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历年全国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

“十三五”前两年，受全球经济下行、能源价

格低迷等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导致煤层气资源勘

探投资少、工程量不足且分散，但新增探明地质

储量仍取得较大进展，中石油、中海油 （中联公

司）、中石化、晋煤集团等企业完成勘探投资 24亿
元，施工煤层气勘探井 471口。沁水盆地和鄂尔多

斯盆地依然是煤层气勘探开发的重点地区，占全

国新增探明地质储量的94%；四川筠连、新疆准噶

尔等地实施了勘探开发一体化的勘探，实现了小

区域开发示范；贵州西部地区、内蒙古二连盆地、

河北大城等地区也陆续取得勘探突破。

1.2 煤层气产业化地面开发持续增长

自 2007年国家出台一系列煤层气产业扶持政

策以来，沁水盆地的潘河、潘庄、成庄、樊庄、

郑庄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保德等项目建设投产，

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大煤层气产业基

地初步建成。我国地面煤层气开发从无到有，

2005年实现零的突破，2019年全国地面煤层气开

发产量为59亿m3，如图2所示。

图2 历年全国地面煤层气产量

“十三五”期间，我国煤层气地面产量主要来

自中石油、中海油（中联公司）、晋煤集团、中石

化等煤层气开发企业，4家企业煤层气产量占全国

总产量的98%。此外，新疆科林思德等其他企业占

比2%。

1.3 煤矿瓦斯抽采量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我国煤矿瓦斯井下抽采始于 20世纪 50年代

初，经过 60多年发展，已由最初的保障煤矿安全

发展到采煤采气一体化的综合开发。随着国家加

强对煤矿瓦斯抽采管理、煤炭产量增长以及抽采

技术进步，煤矿瓦斯井下抽采量逐年上升。2019
年，煤矿瓦斯井下抽采量 133亿m3，比 2005年增

长了4.8倍，如图3所示。

图3 历年全国煤矿瓦斯井下抽采量

“十三五”期间，煤矿瓦斯井下抽采目标均如

期完成。煤矿瓦斯抽采量达到 5亿m3的省份有山

西、贵州、安徽、河南；煤矿瓦斯抽采量达到 1亿
m3的省份有重庆、陕西、四川、黑龙江、辽宁等

12个省份。

1.4 煤层气（煤矿瓦斯）集输和利用成效显著

“十三五”期间，煤层气（煤矿瓦斯）利用产

业链得到大力发展，鼓励通过民用、发电、CNG/
LNG槽车汽运、CNG/LNG加注、浓缩、乏风瓦斯

氧化等方式，探索煤层气 （煤矿瓦斯） 制燃料、

化工等新途径，实现煤层气 （煤矿瓦斯） 安全利

用、梯级利用和规模化利用。2019年，地面煤层

气利用量54亿m3，利用率约91.4%；煤矿瓦斯井下

抽采利用量56亿m3，利用率约42.5%，如图4所示。

图4 历年煤层气（煤矿瓦斯）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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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末，全国煤层气管道总长 4 300余
千米，输气能力 235亿m3。利用量在 5亿m3以上的

省份主要有山西、贵州；利用量在 1亿m3以上的省

份主要有安徽、河南、重庆和陕西等。利用率在

35%以上的省份主要有河北、山西、安徽、重庆、

四川、云南、宁夏和江西等。

1.5 环境、安全、社会效益持续显现

2016—2019年，累计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

393.9亿m3，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7 000多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 5.9亿 t。2019年，全国煤炭发生瓦斯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比 2015年下降 40%、

45%，如图5所示。

图5 历年全国煤层气（煤矿瓦斯）产量与瓦斯事故人数

情况

2 煤层气产业发展面临的新要求与新形势

2.1 能源供应安全保障对煤层气产业发展提出新

需求

在经历了 2017—2018年“煤改气”“油改气”

强力推动、天然气消费高速增长后，2019年，尽

管政策推动力度有所减弱，国内天然气消费仍保

持了较快增长，全年天然气消费首次超过 3 000亿
m3，表观消费量 3 067亿m3。2019年我国天然气产

量 1 762亿 m3，供不应求带来对外依存度不断攀

升，2019年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 43%，如图 6所
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问题对天然气提出了新需

求，而煤层气作为国内最现实可靠的非常规天然

气资源，其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空间和增长动力。

2.2 生态文明建设对清洁能源需求保持持续增长

态势

十九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全新战略

高度，要求绿色、环保和安全等高质量发展，为

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难得机遇[1]。伴随环

图6 历年天然气产量和对外依存度

境保护约束力增强，国家提出 2020年国内生产总

值二氧化碳排放较 2005年下降 40%~45%，力争

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对于井工开采的煤炭生产企业

来讲，主要碳排放来源之一为煤层气（煤矿瓦斯，

主要成分甲烷） 的逃逸排放量，即为井工开采、

露天开采和矿后活动甲烷逃逸排放量之和，减去

甲烷的火炬燃烧或催化氧化销毁量和甲烷的回收

利用量[2]。加大煤层气开发利用，不断提高利用

率，可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大气环境。

2.3 煤炭去产能深入推进对煤层气产量提高带来

挑战

我国煤炭去产能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8年已提前两年完成了“十三五”8亿 t的煤炭

去产能目标，2019年，全国煤矿数量从 2015年
12 000处减少到 5 300处左右。《2020年煤炭化解

过剩产能工作要点》要求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

上，持续推动结构性去产能。随着煤炭去产能的

推进，以及煤矿数量的大幅缩减，对煤矿瓦斯抽

采量的提高形成了约束[3]。据调研，淮南、龙煤等

10家煤矿企业瓦斯抽采量占全国比例为 35%，“十

三五”期间退出矿井 90个，涉煤产量 6 500万 t，
退出前矿井瓦斯年抽采量4.1亿m3，如图7所示。

图7 “十三五”部分重点煤炭企业矿井退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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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深部与西部复杂条件对煤层气开发技术要求

更高

虽然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但成煤条件多样、

成煤时代多期、煤变质作用叠加，地质条件与技

术瓶颈成为制约煤层气产业发展的客观挑战。煤

层赋存条件复杂，整体保存条件较差；煤矿开采

的近半数煤层不具备保护层开采条件，瓦斯抽采

效果差。此外，我国煤层渗透性也普遍较差，据

统计，构造煤、超低渗、深部以及低阶煤等难采

资源量占我国煤层气资源总量的 2/3以上。常规油

气技术和国外常规的煤层气开发技术，也不适用

我国难采的煤层气资源。我国中东部矿井前部资

源逐渐枯竭，已转向深部高应力、高瓦斯含量区，

部分矿井开采深度达到或超过 1 000 m；煤炭开采

逐步向西部低变质、特厚煤层区转移，煤层气抽

采条件改变，抽采难度加大。东部煤矿采深加大、

煤产能向西部转移，给深部、西部复杂条件矿井

煤层气开发技术带来挑战[4-5]。

3 煤层气产业发展存在问题与影响因素

虽然我国煤层气 （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取得

一定进展，但总体上仍处在产业起步阶段，规模

尚小，与“十三五”规划目标还有较大距离，制

约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3.1 矿业权面积局限制约了规划目标的实施

据国土资源部全国煤层气资源动态评价结果

显示，全国埋深 2 000 m以浅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为 30.05×1012 m3[6]。与我国丰富的煤层气资源量相

比，煤层气矿业权设置面积严重不足。据 2017年
油气矿业权图册资料显示，全国现已登记的各类

煤层气矿业权面积 （探矿权和采矿权面积之和）

为 4.8万 km2，仅占全国煤层气资源赋存区域面积

的 12.87%，仅相当于陆上油气矿业权面积的

1.40%。其中，探矿权面积仅占全国煤层气赋存区

域面积的 12.34%；采矿权面积占全国煤层气赋存

区域面积的 0.53%。全国的煤层气矿业权登记面积

非常有限，严重制约了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同

时，还面临着煤层气勘探投入不足，资金短缺问

题。

3.2 对外合作项目进展缓慢影响了规划目标的实施

煤层气开发经历了 20多年的对外合作，除潘

庄和成庄等个别项目外，绝大多数的对外合作项

目勘探进展缓慢，迟迟未进入开发阶段，对外合

作项目对我国煤层气产业的贡献率相当有限。据

不完全统计，2017年对外合作区块的实际产气量

只有 7.93亿m3，产量贡献率为 15.86%，单位面积

贡献率 4.66万m3/km2，远低于全国煤层气矿业权单

位面积贡献率 10万m3/km2。在煤层气对外合作项

目中，缺乏对外合作者进入门槛，致使外国合作

者良莠不齐；同时，中方企业对项目运作不够规

范和缺乏有效对策[7]。
3.3 抽采利用关键技术、装备有待突破

经过多年科技攻关，煤层气抽采利用取得重

要进展，但仍面临抽采量增长乏力、利用率徘徊

不前的困局，存在碎软低渗透煤层开发难度大、

地面工程成功率低、单井产气效果差等问题，如

何通过技术装备创新挖掘煤层气开发利用潜力成

为当务之急。煤层气赋存、运移和抽采理论问题、

煤与瓦斯突出机理仍未完全掌握；深部低透气性

煤层瓦斯抽采关键技术、多次开采扰动及采动破

碎带等特殊条件下地面井钻护井技术、碎软低渗

煤层增量上产技术、提高井下抽采钻孔成孔率技

术、瓦斯抽采增透技术、低浓度瓦斯发电、提纯

等先进技术亟待突破与提升；煤层气专用钻机、

煤矿瓦斯经济利用等关键装备亟需研制与升级[8-10]。
3.4 扶持政策激励效应趋于弱化

一是煤层气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尽管国家

出台政策放宽煤层气价格管制，但因煤层气在燃

气市场的份额较小，销售遇到煤层气价格天花板，

民用瓦斯因受地方物价部门制约，价格严重背离

成本；“同质不同价”现象突出，由于产量规模

小、上产速度慢、供气条件差的特点，同质量的

煤层气价格往往低于当地一般天然气价格[11]。
二是部分企业未充分享受到税费优惠政策。

煤矿瓦斯抽采难以和矿井生产分别核算，导致部

分企业未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众多小煤矿抽采

利用瓦斯尚未完全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瓦斯

抽采积极性不高。

三是瓦斯发电优惠上网电价缺乏吸引力。煤

矿瓦斯发电上网电价与企业外购电价相比优惠极

小，且煤矿瓦斯发电企业负责投资建设电厂至公

共联结点的接入系统工程，因瓦斯发电的不稳定

性，对电网系统稳定存在冲击风险，电网企业无

支持瓦斯发电上网的积极性，部分煤矿瓦斯发电

企业只能自发自用。

此外，近年来随着物价上涨及生产资料、人

工等费用快速增长，煤层气开发成本逐年上升，

多种因素削弱和冲抵了煤层气税费减免、财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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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等政策的扶持效果。

4 煤层气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结合新时代煤层气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与

新需求，严格目标管理，加大政策引导扶持，推

进科技创新，强化指导督查，加大煤矿瓦斯防治

工作力度，加快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建设，大力推

进煤矿瓦斯抽采利用，提出5方面对策建议。

4.1 落实完善扶持政策

一是研究制定鼓励甲烷浓度大于 30%的煤矿

瓦斯抽采利用政策（包括提浓至 30%以上），对提

高煤矿瓦斯抽采浓度的煤矿企业在财政补贴、税

收减免、抽采利用工程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调动煤矿企业在提高瓦斯抽采浓度的积极性。二

是探索研究制定电网企业负责瓦斯发电运营的政

策和方案。

4.2 加大多元资金投入

一是设置煤矿废弃矿井、煤矿瓦斯抽采利用

示范工程，并挂牌，引导企业、社会加大对煤矿

瓦斯抽采利用投入。二是完善国家、地方和企业

多元投入机制，设立中央预算内煤层气开发利用

专项基金，支持提高瓦斯抽采浓度、提高瓦斯利

用率相关建设项目；地方政府设立专项配套资金，

用于提高瓦斯浓度的抽采工程和利用工程建设以

及技术推广等工作；督促煤炭企业足额提取煤炭

生产安全费用，其中一部分用于煤层气勘查开发

和抽采利用项目。

4.3 深化产业体制机制

一是对长期勘查投入不足的探矿权人，依法

逐年核减其矿业权面积；对不按产品分成合同实

施煤层气资源风险勘探开发的对外合作项目，依

法终止合同；对具备开发条件且已获探明储量备

案煤层气区块，限期矿业权人完成产能建设。二

是建议实施“煤成 （层） 气”独立矿种，支持煤

层气矿权人全面实施“探采一体化”，支持煤炭采

矿权人在其矿业范围内实施煤矿瓦斯地面抽采和

井下抽采及抽采全覆盖[12]。
4.4 加强规划项目督察

一是开展对外合作项目专项督察，发挥对外

合作项目潜力。重点督查对外合作项目的产品分

成合同执行情况；合作项目外国合作者权益交易

的合法性；合作区块煤层气勘探开发投入及融资

情况；合作区块勘探开发成效等。根据督查情况

对对外合作项目进行优化处理。二是开展典型煤

矿瓦斯抽采规模化矿区、抽采利用示范工程、示

范矿井项目建设督察，挖掘抽采利用潜力。

4.5 加大科技攻关力度

一是加大基础理论研究，建立适合我国不同

煤阶类型煤层气地质理论体系。加强勘探开发技

术攻关，形成适合我国不同类型煤层气勘探开发

核心技术及配套技术系列。二是开展废弃（关闭）

矿井、采动区煤层气开发技术攻关、难抽煤层井

下增渗关键技术攻关、煤层气 （煤矿瓦斯） 梯级

利用关键技术攻关，为煤层气 （煤矿瓦斯） 开发

量的提升和利用率的提高提供强大技术装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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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全球能源领域新兴产业迅速发展，能源新技

术已深刻影响全球的能源格局。根据《中国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 2021》 数据显示，2019年，

全球页岩油气产量高速增长，美国页岩油日产量

突破 900万桶；全球共运行 433台核电机组，装机

容量达到 392.1GW，发电量 2 586 TWh；全球可再

生能源投资额 2 899亿美元，装机 25.3亿 kW，新

增装机 1.8亿 kW；全球氢能产业得到爆发式发展，

燃料电池出货量达到 1.1GW，新增 83座加氢站，

共有 432座加氢站。近年来，能源领域新兴产业依

靠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提升了技术引领产业发展

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是应对未来绿色发展、实现

碳中和目标等的关键。能源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

合理布局与高质量发展，必须着眼于全球各国产

业政策与行动计划，瞄准长远发展和前沿技术研

究方向，因此，开展政策信息与技术知识图谱分

析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根据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项目提出的能源新

技术内涵[1]，其范畴不仅包括核能与可再生能源，

还涵盖了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以及能源

综合服务。根据当前产业发展规模和技术成熟度

的综合研判，本文梳理的全球能源新技术领域主

要包括先进燃煤发电、非常规油气开发利用、核

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与氢能，其中，非水电可

再生能源领域可细分为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与

光热发电、生物质能等子领域。为研究全球能源

新技术及产业发展态势，本文拟系统分析全球主

要国家的技术发展政策与行动计划，以Web of Sci⁃
ence 核心数据库相关研究文献为研究基础，依托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智能支持系统，通过知识图

谱辨识全球能源新技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全球能源新技术领域产业政策与研究态势

张蕾欣 1，管世辉 2，侯家萍 3，孙旭东 3

（1.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北京 100029；2.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3.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

100083）

摘 要：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终端用能等创新技术被快速应用推广，氢能、核能及可

再生能源规模不断扩大，全球能源产业进入快速转型期。系统分析和梳理全球相关技术领域的发

展政策、行动计划，并基于文献的知识图谱辨识全球能源新技术研究热点与演变趋势，有助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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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clean and efficient use of traditional fossil energy and end-use energy have
been quickly applied and promoted. The scale of hydrogen，nuclear and renewable energy continues to expand，and the global
energy industry has entered a rapid transition period.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action plans in related technical fields around
the world are analyzed and sorted out systematically，and based on the knowledge map of the literature to identify the global
new energy technology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 trends，it is helpful to carry out strategic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and judg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utur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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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新技术领域全球政策与行动计划

1.1 先进燃煤发电

全球先进燃煤发电技术产业发展主要依托于

全球洁净煤政策的引导，全球洁净煤技术[2]早期发

展以污染物减排、提升发电效率为主，主要推动

政策包括美国的洁净煤技术规范计划 （CCTDP）
和洁净煤计划（CCPI）、欧盟的第五框架计划和第

六框架计划、日本的“21世纪煤炭计划”等；后

期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视温室气体减排，

聚焦到CO2减排（CCS/CCUS）和超超临界、IGCC、
IGFC等颠覆性先进发电技术发展，本阶段代表性

发展政策有美国的《清洁电力计划》和《碳排放

标准》、英国的《气候变化法案》、欧盟的第七框

架计划以及 2015年日本制定的“IGFC发展规划”

等。我国最早在 1997年制定了洁净煤技术的发展

指导文件[2]，“十一五”时期将洁净煤技术列入了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十三五”

期间逐步进入高速推动发展期，先后颁布了《煤

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关于促进煤炭安全

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能源技术革命

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中国制造 2025-能源

装备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与行动计划，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被列入我国科技创新2030重大工程。

1.2 非常规油气开发利用

美国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页岩油气国家，早

在 1978年《能源税收法案》中将页岩气归类为非

常规天然气。其扶持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减免和

补贴激励，1980年的《原油暴利税法》对 1979—
1993年钻探的非常规油气和 2003年之前生产和销

售的页岩气和致密气实施税收减免[3-4]。此外，美

国还出台了《美国能源法案》《能源政策法》《气

候变化行动计划》《税收分配综合协调法案》等多

项激励政策[4]。我国从《“十一五”规划纲要》开

始，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推进非常规油气资源

的勘查工作，并从 2006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煤层

气优惠扶持政策，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

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关于出

台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的通知》《页岩气发展

规划（2011—2015年）》《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年）》《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年）》等。

1.3 核 能

经过日本福岛事件后，全球核能政策发展思

路出现分歧。一方面，日本于 2014年先后推出

《能源白皮书 2014》和《能源白皮书 2017》，其发

展思路是保障核电利用安全；以核电消费为主的

法国，2014年通过《能源过渡法案》，计划到 2025
年关闭 24座反应堆，大规模逐步缩减核能份额；

德国《能源转型计划》中提出将在 2050年实现全

面弃核。相反，美国则主张复兴核能产业，先后

通过了《核能创新与现代化法案》《先进核能技术

法案》《美中民用核能合作政策框架》《先进堆开

发与部署愿景和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政

策[5]；我国也属于推动核能发展的国家，先后颁布

了《国家核电发展专题规划（2005—2020）》《核

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能源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2014—2020）》等一系列行动计划，

预计到 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 5 800万 kW，

发电占比提升至4%。

1.4 非水可再生能源

美国 2005年通过《国家能源政策法》，以减税

等手段鼓励风、光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快速

推进太阳能与风能发电产业发展。2009年，欧盟

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策文件《促进可再生

能源使用的指令》，提出到 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

占比达到 20%；2011年美国发布国家海上风电战

略《创建美国海上风电产业》 [6]，提出到 2030年海

上风电发展目标。2012年日本提出了《可再生能

源特别措施法案》，要求电力公司必须购买分布式

光伏电站所生产的电力，并提出了针对上网电价、

安装环节的补贴政策[7]。德国同样重视太阳能光伏

发电产业的发展，2000年颁布并实施了《可再生

能源法》，规定电网公司全额收购光伏发电电量以

及上网电价补贴等内容[8]，并在 2011年《能源转型

计划》提出，在 2020年将包括太阳能在内的可再

生能源渗透率提升至35%，2050年则达到80%[9]。
2006年我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

能源法》，基于此，不断完善光伏发电产业的价

格、补贴、税收、并网等多个层面政策框架。

2013年出台了具有代表性的指导文件《国务院关

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6年 9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国家能源局关于建设太

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太阳

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同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发布了光热示范项目电价（1.15元/kWh），为今

张蕾欣等：全球能源新技术领域产业政策与研究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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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光热发电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根据

《太阳能发展“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

到 2020年光伏和光热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1.05
亿 kW和 500万 kW。在风电领域，我国先后出台了

《风力设备制造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关于规范风

电设备和发电机质量标准化的通知》《关于海上风

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政策，基本建立

了规范化的市场环境，2019年提前一年完成了

《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风电累计并网装机

容量的规划发展目标。总体上，非水可再生能源

发电已进入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关键期，

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已基本具备与煤电等传

统能源平价的条件，根据 2019年《关于完善风电

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2021年我国陆上风电将全

部取消中央财政补贴；此外，根据 2020年 3月最

新下发文件《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增海上风电和太阳能热发电

项目也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

在生物质能领域，美国、欧盟和巴西是全球

最主要的发展生物质能的国家或地区。2007年，

美国以《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强制性的法律形

式，规定到 2022年必须生产和使用 1.08×108 t生物

燃料[10]；同年，欧盟发布长期战略《可再生能源路

线图—21世纪的可再生能源》，计划到 2050年欧盟

用于电力生产的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占比

15.8%。巴西具备生物质资源优势，2010年生物质

能生产已经达到了 5.4 GW，并颁布了 《2010—
2019年能源扩张十年计划》《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奖

励计划》等政策，旨在加快生物质能技术创新与

产业规模化发展。我国在《生物质能发展“十二

五”规划》推动下，不断加强生物质能开发研发

与利用，“十三五”已逐步建立起原料供应的保障

体系[11]，根据 2016年发布《生物质能发展“十三

五”规划》，提出到 2020年生物质能基本实现商业

化和规模化利用，生物质能年利用量达到约 5 800
万 tce。
1.5 氢 能

从 2004年开始，美国能源部先后发布《氢能

技术研究、开发与示范行动计划》《先进能源倡

议》《氢立场计划》等氢能政策与行动计划，是全

球最早布局氢能技术的国家之一，并将氢能与燃

料电池长期列为优先的发展战略方向。2019年，

欧盟燃料电池和氢能联合组织发布了《欧洲氢能

路线图：欧洲能源转型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出

了面向 2030年与 2050年的氢能发展路线图，确定

了欧洲大规模部署氢能的发展目标，到 2030年欧

盟将拥有 370万辆燃料电池乘用车和 50万辆燃料

电池轻型商用车。日本同美国一样，是较早且长

期重视氢能利用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 2017年出

台的《氢能基本战略》，明确提出了“氢社会”发

展目标。2019年，日本政府公布了《氢能利用进

度表》，指出到 2030年建成 900座加氢站，实现氢

能发电具备经济性。

自 2018年以来，我国氢能迎来新发展，特别

是 2019年氢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2020年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指出“氢能被列为能源

范畴”，这是中国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氢能属于能

源。同年，《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

知》提出中央财政将对新技术示范应用以及关键

核心技术产业化应用给予奖励，争取用 4年左右时

间逐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构建完整的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链。截至 2020年 7月，我国累计推

广燃料电池汽车超过 7 200辆，建成加氢站约 80
座。特别是社会资本投入和地方城市氢能发展的

积极性明显提高，截至 2020年 12月，共有 23个省

及直辖市出台各级氢能规划和行动计划共 116项，

预示着氢能在中国的示范及产业化推进速度将进

一步加快。

2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的能源新技术研究

态势

2.1 整体趋势与热点

以能源新技术产业名称为主题检索词，以

1998—2019为研究期，通过Web of Science 核心数

据库检索文献共计 41 889篇。从图 1可以看出，能

源新技术领域发文数整体保持增长趋势，从 1998
—2005年处于小幅增长期，2006—2017年进入到

高速增长期，例如，2007年和 2010年的年度增长

率分别为 32.56%和 29.63%。2016年以来，全球年

平均发文量超越 4 000篇。在产业快速规模化发展

和能源绿色低碳利用的背景下，能源新技术已成

为全球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全球能源新技术最受关注的关键词如图 2所
示。“smart grid”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共计

3 752次，智能电网不仅是能源传输的介质，更是

实现能源综合服务的复杂系统，储能、智慧管理

及调配优化问题成为其研究的关键方向。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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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wable energy”（1 912 次）、“wind energy”
（1 583次）、“solar energy”（1 494次）、“hydrogen”
（1 165次） 是研究最关注的能源领域方向；而

“system”、“optimization”、“design”、“simulation”、
“efficiency”等是最重要的研究形式与方法，研究

期内出现次数都超过了1 000次。

图2 全球能源新技术领域论文热点关键词

2.2 研究分布与国际合作

美国和中国在能源新技术领域的发文量遥遥

领先于其它国家，如图 3所示，发文量分别为

10 536和 6 626篇，其中，美国发文数量远高于中

国，主要由于其较早布局能源新技术相关领域的

研究，而研究期的中后阶段，中国新增的发文数

量和增长率均为最高，中国成为最重视能源新技

术领域研究的国家。排在第 3-7位的是印度、德

国、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发文量分别为 2
737、2 498、1 871、1 784和 1 775篇。整体上，

可以发现在发文量前 20名的国家中有 9个欧洲国

家，说明欧盟对推动全球能源新技术发展起到了

重要作用。

全球能源新技术领域国际间不同国家的合作

情况，如图 4所示。其中外圈大小表示总发文量，

连线粗细表示两个国家合作研究的程度。在全球

图3 全球能源新技术领域发文量排名

能源新技术领域，合作关系最密切的 5组国家分别

是美国与中国、美国与加拿大、美国与印度、中

国与英国、中国与澳大利亚，发现美国是全球发

文量最大、合作研究最活跃的国家，而中国合作

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盟国家；

此外，合作较为密切的国家还集中在意大利和瑞

士、意大利和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之

间。总体上，在能源新技术领域开放合作研究比

较活跃的国家主要有美国、中国、英国、意大利、

德国、加拿大、法国、日本和韩国，尽管印度和

西班牙发文量较大，但是国际合作与开发创新具

有局限性。

2.3 研究机构与发文期刊

全球能源新技术领域发表论文主要来自高校

和研究机构，如图 5所示。研究期中主要发文贡献

有 729篇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华北电力大学、清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印度技术学院、俄罗斯科

学院的发文量分别为 294、282、278、274和 260
篇。从发文机构的区域归属看，中国科学院、华

北电力大学、清华大学等研究单位处于技术研究

图1 全球能源新技术领域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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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先地位，在具体的能源新技术领域方向上具

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同时，通过对能源新技术

领域发文期刊的梳理，研究发现专业类期刊“IN⁃
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
GY”、“ABSTRACTS OF PAPERS OF THE AMERI⁃
CAN CHEMICAL SOCIETY”处于发文量前 2位，

分 别 为 1032 篇 和 793 篇 。 其 次 ，“ENERGY”、

“ENERGIES”、“ENERY POLICY”等能源综合类

期刊的发文量都在 500篇以上，说明综合期刊对能

源新技术的研究也十分关注。

3 结 论

本文在能源新技术的范畴[1]与综合研判的基础

上，分析了煤炭清洁高效发电产业、非常规油气

图4 全球能源新技术领域论文国际合作网络

图5 全球能源新技术领域论文所属机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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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产业、核能产业与非水电可再生能源产

业、氢能产业 5大新兴领域的全球产业政策与行动

计划，给出了全球能源新技术领域文献研究总体

情况与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先进燃煤发电技术产业政策早期主要依托

于洁净煤政策的引导，现阶段更加关注碳排放发

电技术的发展；非常规油气产业中岩油气、煤层

气发展主要显现了中美两国优惠政策支持效果；

核能全球发展方向不统一，中美等国家采取了积

极发展策略，而法德等欧洲国家以退出策略为主；

非水可再生能源产业、光伏发电和风电产业发展

迅速，全球诸多国家发布了较为系统的、最有雄

心的行动计划，生物质能产业受区位优势影响严

重，且政策扶植依赖强于其它可再生能源；氢能

产业在中国引领发展下，可能会带动全球氢能产

业的高速发展。

2） 基于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主题检索

相关能源新技术产业名称，以 1989—2019年为研

究期，以 41 889篇文献为基础，研究结果显示能

源新技术研究已逐步成为全球热点问题，中国、

美国、印度以及德国、法国等多数欧盟国家积极

参与能源新技术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国的高校与

研究机构是能源新技术领域研究的主要引领者，

而能源新技术领域发文广泛分布在相关的专业类

与能源综合类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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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我国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以“科技创新”

代替“要素投入”，依靠科技创新打造发展引擎，

增强内生动力。新时期下必须持续加强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增强持续

创新能力。

作为创新骨干的科技型企业集团，在科技创

新中的关键性、重大性和战略性作用日益突显。

然而，这些企业集团在绩效考核中评价导向发生

偏离，更多的关注经济效益，技术引领作用不强，

协同创新明显不足。国资委自 2003年公布《央企

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以来，逐步对科

技进步要求高的企业加强了研发投入、科技成果

产出和转化等指标的考核，引导科技型企业集团

不断优化绩效考核机制、激发科技创新动力，实

现科技型企业集团高质量发展，加快成为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科技型企业集团。

1 科技型企业集团绩效考核概述

1.1 发展现状

科技型企业集团是有较强的依靠科技进步的

意识和有力措施，形成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

一体化的企业运行机制，并通过现代化管理手段，

取得较好效益的企业。科技型企业集团一般具有

高知识密集度、高技术投入、研发与市场相结合、

科技型企业集团绩效考核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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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后发优势等特点。

在绩效管理方面，科技型企业集团利用多种

绩效考核办法积极引领集团发展方向，确定了

“战略导向、分级管理、分类考核、全员覆盖、突

出短板、积极创新、注重实效”的全员业绩考核

制度建设原则，选择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绩效考核

指标体系：基本指标包括利润总额和经济增加值，

分类指标包括科技创新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在

研/编国家/省部级以上科研和重要标准规范项目数

量、成本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比重，指标的选择

既突出了价值管理的核心作用，又体现了集团作

为科技型企业的专项考核。

综合考虑企业集团的战略管理、价值创造、

自主创新以及所有者权益要求，科技型企业集

团建设了二级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体系。该考

核体系与国资委考核体系基本一致，经营业绩

考核指标由基本指标和分类指标构成，其中，

基本指标有利润总额和经济增加值；分类指标

有科技创新收入占比 （科技创新收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 或者资产负债率、成本费用总额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和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周转率。根据

国资委考核的变化和集团整体管理需求，集团公

司不断修订《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暂行

办法》，考核指标逐步完善，并将企业的预算管

理、应收账款管理、人工成本管理等纳入考核范

畴，形成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企业

集团也对科技创新、安全生产、企业管理、内部

贡献等方面进行年度考核，分别由集团公司相关

部门归口负责。

1.2 存在的问题

1.2.1 绩效考核体系与发展战略目标脱节

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在不同业务单元层

面并没有得到有效分解，企业集团二级企业涉及

多种不同的业务板块，每个业务板块在企业集团

整体战略发展中的定位和具体竞争战略并不相同。

企业集团现有的二级公司绩效考核体系主要是根

据国资委对集团公司的考核内容进行设置的，上

级单位根据历史数据下达考核目标值，并没有与

企业的业务板块、发展态势、经营情况等实际情

况相结合，导致企业集团的考核体系与战略目标

不一致，缺乏整体性和针对性。在这种传统绩效

指标的分配方式下，二级公司被动接受上级单位

下达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些绩效考核目标，被考

核单位会出现一些短期行为。

1.2.2 绩效管理体系侧重财务指标的考核和评价

企业集团绩效考核体系中设置了较多的财务

指标，用以评价二级公司的业绩情况，但是财务

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全面、真实的反映

企业情况，容易造成短视行为[1]。作为科技型企业

集团，在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基础上，促进行

业科技进步是企业的使命，而技术创新和成本管

控是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方面，因此企业集团需

要加大对所属公司全方位的考核，如科技创新能

力、组织结构、员工培训和学习能力等，这些因

素都影响着科技型企业集团的绩效管理效果。

1.2.3 考核指标较多，重点不突出

在实际操作中，为了提高考核准确性，一般

是多选指标，倾向于指标越多，考核质量越高。

实际上，绩效考核不是越细越好，考核指标也不

是越多越好。一方面指标数量与考核质量并不是

正相关；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指标相关性较强，

独立性较差，过多的考核指标易造成考核失真，

且过多的考核指标加大了考核工作量。因此，精

准考核的重点是选准指标。

1.2.4 员工参与绩效考评工作程度不够

企业集团未采用由上而下或者其他方式征求

员工意见，而是直接以下达目标的方式进行绩效

考核，不少员工不清楚业绩考核真正意义，而是

单纯的认为是下达任务，认为这是企业督促员工

完成任务的一种手段。一个比较好的绩效管理模

式或者方法应该使得员工完全参与进来，真正了

解公司整体发展情况和绩效考核的全过程。企业

集团应提高员工的参与度，通过员工的全程参与，

让员工全方位的了解公司发展方向以及绩效考核

的目的，从而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

率。

2 科技型企业集团绩效考核优化设计

科技型企业集团绩效考核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依据考核重点和关键性原则，本文以企业集团二

级企业负责人为研究对象，以二级企业负责人年

度绩效考核为研究问题进行优化设计。二级企业

负责人绩效考核是对考核对象工作业绩的评价，

这种评价是以实现企业目标为基本目标；同时，

通过考核达到强化管理团队的思想建设、作风建

设、组织建设，提升凝聚力，提升企业竞争力、

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力的目的，为企业集团

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

王志刚等：科技型企业集团绩效考核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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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绩效考核优化设计过程中，坚持紧密结合

实际、做到设计切实可行；贯彻绩效考核优化设

计目标，强化目标导向；贯彻科学、公正、客观

原则，确保考核的准确性；贯彻全面绩效考核[3]；
拓宽绩效考核的作用边界[4]；建立绩效考核的长效

机制；指标选择依据 SMART[5]等原则，注重把握绩

效考核工作导向、强化绩效考核的针对性[6]、构建

与优化体系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做到强化组

织领导、强化理念推广、强化协调推进、加强绩

效考核结果的应用[7]。
依据企业集团二级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的目

标、原则和要求，构建如下的绩效考核流程，如

图1所示。

图1 二级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流程

2.1 任务绩效考核

依据企业特征和集团目前绩效考核办法，任

务绩效考核采用目标考核方式，即主要考核二级

企业完成集团公司分配到该二级企业的目标任务

完成情况[8]。
依据目标的重要性，将目标划分为考核目标

和考查目标。考核目标类指标具有综合性、全面

性、代表性，考查目标类指标依据与可持续发展

关联性较强，具有职能性、业务性和局部性特点

的指标。

采用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确定考核类绩

效考核指标为利润额 （RW11） 和经济增加值

（RW12）两个指标（以生产经营类二级企业为研究

对象，对其他类企业可依据相同的程序和办法进

行指标选择） [9]。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两

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0.35），按指标完成比例

计算分值，按下式计算。

RW11 = (1 + 实际完成利润额 - 目标利润额

目标利润额
) × 30 （1）

注：当RW11超过35时取35；

RW12 = (1 + 实际完成经济增加值 - 目标经济增加值

目标经济增加值
) × 30
（2）

注：当RW12超过35时取35；
RW1 = RW11 + RW12 （3）

采用座谈、问卷等方式确定选取劳动生产率、

科研投入比重和关键岗位人才增长率 3个指标为考

查类绩效指标，3个指标的合计权重为 0.3，单个

指标权重为0.1，同上按指标完成比计算分值。

RW21 = (1 + 实际劳动生产率 - 目标劳动生产率

目标劳动生产率
) × 8 （4）

注：当RW21超过10时取10；
RW22 = (1 + 实际科研投入比率 - 目标投入比率

目标投入比率
) × 8 （5）

注：当RW22超过10时取10；
RW23 = (1 + 关键岗位人才增长率 - 目标增长率

目标增长率
) × 8
（6）

注：当RW23超过10时取10；
RW2 = RW21 + RW22 + RW23 （7）

考核类和考查类指标考核分数之和，即为考

核对象任务绩效考核初始值。

RW = RW1 + RW2 （8）
2.2 周边绩效考核

周边绩效考核是对任务目标考核的重要补充，

是对考核对象素质、能力、情商的考核，表现为

企业完成目标任务与个人努力程度的关联度。

借鉴周边绩效理论，从 5个维度考核被考核对

象的周边绩效，即主动地执行不属于本职工作的

任务；在工作时表现出超常的工作热情；工作时

帮助其他人并与其他人合作工作；坚持严格执行

组织的规章制度；履行、支持和维护组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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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各个指标的重要性程度，采用个别

座谈，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搜集了大量信息，利

用层次分析方法，确定各个指标权重，具体结果

如图 2所示。周边绩效考核由考核管理部门，组织

被考核对象所在企业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发

放测评问卷进行考核。

图2 周边绩效考核指标及流程

2.3 综合绩效考核

综合绩效是无权重考核指标，综合绩效考核

主要包括安全生产、节能减排、社会效益、企业

文化建设等方面。集团公司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

考核，不确定考核指标，只说明考核所包含的具

体职能，采用评分方式进行。评分汇总处理后计

入目标绩效考核分数，该项指标分数取值为 0-10，
考核以100分计，将平均分转化为10分制。

2.4 奖罚考核

奖罚考核是无权重考核指标，该项列入考核

体系的原因是对考核体系设计时，未能顾及到或

顾及不够的事项的补充处理。该项考核由集团高

层完成，分数为-5~5。具体操作是由集团公司高

层管理团队分别对被考核对象赋分，取均值计入

考核成绩。

2.5 考核结果计算

在上述各环节考核结束后，即可计算被考核

对象的考核成绩，第 i位被考核者考核分数按下式

计算。

Wi = RWi + ZBi + ZHi + JFi （9）
式 中 ： Wi 为 第 i 位 被 考 核 对 象 的 考 核 分 数 ；

RWi、ZBi、ZHi、JFi分别为第 i为被考核者任务绩

效考核分数、周边绩效分数、综合绩效考核分数

和奖罚考核分数。

2.6 确定被考核对象的考核级别

确定被考核对象的考核等级，见表1。
表1 考核等级划分

等级

分数

优秀

95~115
良好

75~95
称职

60~75
不称职

60以下

注：考核对象的考核满分为115分。

3 科技型企业集团绩效考核配套管理措施

3.1 建立完善的组织保障体系

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必须结合企业、岗位的

实际情况才能有效的展开，必须得到公司高层管

理者强有力的支持，绩效考核方案要顺利在企业

集团和所属公司开展，需要得到集团领导的认同

和支持。

建立相应的组织保障体系。一是制定和修订

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体系。绩效考核的

顺利开展离不开制度的规范，通过制度来增强业

绩考核的严肃性；二是组建由公司各职能部门的

负责人组成的绩效考核实施团队，将绩效考核指

标与各个部门有机结合，随时发现并解决绩效考

核工具在实施过程中与战略目标不相符的问题；

三是积极引入专业的咨询机构，借助第三方力量

有效的构建全方位评价指标，同时对业绩考核相

关知识进行专业培训，帮助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掌

握绩效考核精髓，获悉绩效管理的前沿信息，进

而提高绩效考核团队的专业能力和应变能力。

3.2 增强全员绩效管理意识

绩效管理在企业集团应用效果不理想，重要

的原因就是下属公司及其员工对绩效管理考核评

价体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和专

业培训，让员工更清晰地认知绩效考核方案各部

分之间的内部联系[10]。
在员工培训方面，需要注意以下事项：一是

明确绩效管理目的。通过培训，让员工深入了解

绩效管理，挖潜员工能力，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

力；二是明确绩效评价实施的公平性。绩效管理

评价是依据可靠的数据以及确认的事实展开的，

绩效管理评价的基本原则就是公正；三是明确绩

效评价实施的科学性。对员工进行绩效管理评价

是为了帮助员工提升业绩以及发挥个人能力，员

工是绩效管理评价的重要客体。四是明确流程和

王志刚等：科技型企业集团绩效考核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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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程序实施的导向性。员工只有对绩效考核的

原理和优越性进行充分认识，才能真正的将工作

与业绩考核结合起来。

3.3 动态修正考核指标

进行绩效管理考核的过程中，需不断修正考

核指标，对绩效考核的有效性进行校验，使其与

集团公司的发展方向相符合并能够反映二级公司

和员工绩效的实际水平，实现绩效考核与战略目

标相一致。绩效检验除了追踪监督绩效计划分解

后的指标，还要求能够披露二级公司及其员工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员工能够及时完善相关技能

或纠正自己的行为，为实现企业目标做出应有的

贡献。总之，通过绩效沟通和绩效辅导，解决二

级公司及其员工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同时根据

整体战略目标，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引导。

3.4 绩效考核的信息管理

绩效考核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要确保获取

绩效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绩效考核

信息是绩效评估的依据，主要来源于考勤、生产

记录、日常观察等多种渠道。信息质量直接影响

考核结果。因此在绩效管理过程中，要加强信息

管理，不仅要保证记录和收集渠道的正规性，还

应关注信息收集的科学性，诸如加强对客户投诉、

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其他关键事件等方面信

息的搜集。同时，企业集团要大力推进员工对绩

效信息搜集的参与度，在接受考核结果的同时，

不断提高和突破绩效考核目标，促进企业绩效管

理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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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各企业业务往来的增多以及自

身业务的扩张，部分企业“两金”占比不断攀升，

尤以国企、央企为甚。与民营企业不同，国企和

央企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参与的业务大多投

入资金量巨大、投资回收期较长、资产流动性较

低，大量资产以“两金”的形式滞留在资产负债

表上[1]。所谓“两金”，是指债权和存货类两项资

产，包括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其他应收款、

预付账款、存货等会计科目，其中，最主要当属

应收账款和存货。应收账款和存货在资产中比重

过高，且长期无法周转，意味着该企业资产流动

性较差，抵御风险和偿债能力都有所欠缺，影响

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由此可见，通过合理的方

式压降“两金”规模，释放企业资产活力势在必

行[2]。尤其对国企央企而言，释放其资产流动性也

意味着提高整体经济的韧性和发展动力，更应得

到重视。

在此背景下，自 2015年开始，我国政府部门

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降“两金”的政策，如《关

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增收节支工作有关事项的

通知》《关于中央企业开展两金占用专项清理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

束的指导意见》等，旨在通过行政或立法手段指

导企业压降“两金”规模。2017年 10月 18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性，提出深化供给侧改革的调控思路。

其中，去杠杆的指导要求与降“两金”密切相关：

一方面企业“两金”规模下降后会释放出大量流

动资金，减轻企业负债端的压力；另一方面，企

业能够自发去杠杆，仰仗其自有资金的规模，降

“两金”无疑会提高企业自有资金的水平。

然而，在压降“两金”的过程中，仍有些困

难亟待解决。本文认为，管控“两金”的两个突

出的难点在于：第一，妥善处理稳增长与降“两

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产品对于降“两金”效果研究

任 晓 霞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101）

摘 要：论述降“两金”、去杠杆政策的必要性及其面临的困境，以应收账款为切入角度，通过梳

理降“两金”常用工具总结资产证券化的比较优势，最后通过某企业借助ABS实现资产出表的成

功案例来为上述理论提供实践支持。研究发现，资产证券化是国企、央企资产出表最有效的方式，

该结论为国企降“两金”、去杠杆以及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降“两金”；去杠杆；资产出表；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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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accounts receivable asset securitization products on reducing

the“two funds”
Ren Xiaoxia

（Guodian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Ltd.，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Combining the current background to discuss the necessity of reducing the“two funds” and deleveraging policies
and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counts receivabl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asset securitization
are summarized by sorting out the commonly used tools to reduce the “two funds”. Finally，a successful case of an enter⁃
prise using ABS to achieve asset out of the table provides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above theor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s⁃
set securitization is currently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release their assets， this conclusion pro⁃
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reduce the“two funds”，deleveraging and the formulation of supporting
policies.
Key words：lowering the“two golds”；deleveraging；assets out of the table；asset securi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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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关系；第二，在降“两金”的同时兼顾

去杠杆或稳杠杆的指导要求。近年来逐渐兴起

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为解决以上两个难题提供了

新的思路。

国有企业资产端中存货、应收款项堆积，严

重制约国有企业的发展。将这些长期滞留在资产

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打包，作为资产证券化产品

发行，实现在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应收账款在

会计报表中转化为货币资金，不仅符合国家推行

降“两金”、去杠杆的政策要求，还能为国有企业

提供一种新型融资渠道[3]。
某电力企业通过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

务，有效加快资金周转、优化债务结构，增强存

量资产流动性，为央企在降“两金”、去杠杆方面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成功案例。

本文梳理降“两金”、去杠杆的必要性，降

“两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和现有

降“两金”、去杠杆工具，从实体企业的角度出发

分析并总结出相对有效的方式方法，最后，结合

上述案例，对这一方法的实际应用做检验陈述。

1 降“两金”、去杠杆的必要性及突出问题

1.1 降“两金”、去杠杆的必要性

1） 压降企业资金占用，减少债务堆积。“两

金”属于暂时不可变现的资金，如果“两金”在

企业的资产中占比过高，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资金

被占用，没有充裕的现金流来实现经营活动，最

终导致企业陷入资金链紧张、甚至资金链断裂的

困境。当“两金”规模大到严重占用资金，从而

影响企业周转时，企业为了解决当前经营生产活

动中的资金短缺，就需要在资本市场融资，使得

大量债务恶化企业财务状况 [4]。如果企业长期处

于借债经营、资金紧张、高风险运营状态，就难

以施行扩张性的业务决策，使企业经营缺乏发展

动力。

2） 提升偿债能力，降低运营风险。“两金”

压降能够增加企业的资金存量，使得企业的偿债

能力持续增强。应收款项的压降可以帮助企业回

收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可以用来偿还企业的到

期负债和较高利率的债务，降低有息负债，有利

于企业降低运营风险。而存货的压降可以变现长

期存于企业仓库中的商品，成为支付应付款项、

减缓资金支付压力的重要保障。

“两金”对应营运能力中两个重要指标——存

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当“两金”占比过

高，这两个重要指标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能力：

存货周转率过低，说明存货的流动性极差，企业

拥有长期堆积于仓库的难以变现资金；而应收账

款周转率过低，则说明企业回款能力出现问题，

应收账款变现能力很差。随着时间延长，存货需

要计提大量存货跌价准备、应收账款将出现巨大

坏账风险，使得资产端出现大幅减值，企业运营

风险加剧。压降“两金”占比可有效防范企业运

营风险。

3）加强内部管控，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一些

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到位，会导

致“两金”长期滞压在资产端，得不到清理。内

控环节没有实现真正的互相分离制约，内部监督

管控机制匮乏，也会出现内部腐败的情况——账

款已交付、但仍将应收账款长期挂账，内外串通、

故意拖欠债务等，都将导致企业资金被占用、甚

至被转移使用，最终危害企业的经营状态[5]。因

此，开展“两金”压降，确保存货和应收款项内

部管控机制的有效施行势在必行。

另外，应收款项的回收能力和期限设置也体

现了企业与采购方的博弈能力。加强“两金”压

控，能够帮助企业提升自身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

力，不断帮助企业维系与客户的稳定关系。通过

内部管控能力的提升，企业能够更好地将市场需

求与客户需求相结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

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1.2 降“两金”、去杠杆的突出问题

1）妥善处理稳增长与降“两金”的关系。如

前所述，国企、央企除自身经营的需求外，还要

兼顾更多的社会责任，如创造就业机会、稳定经

济增长等[6]。国企、央企的业务稳定在一定程度上

对宏观经济有支撑作用。为帮扶上下游企业的核

心业务板块，或促进产业链快速升级，部分国企、

央企可能会通过大量应收款项或存货购入让利上

下游企业。这一做法虽然对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

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过多的应收款项和存

货无法短时间变现，会在企业内部和产业链上积

聚大量风险[7]。
可见“两金”规模占比与企业业务增长及其

上下游企业的稳定增长关系密切，如若采取一刀

切的方式严格限制国企、央企应收款项和存货的

金额，必然会冲击其主营业务，也必然会波及到

上下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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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降“两金”要兼顾去杠杆或稳杠杆的指导

要求。降“两金”政策与去杠杆政策相辅相成。

二者虽然一个针对企业流动性资产，一个针对企

业整体的资产负债水平，但核心要义均是促使企

业的风险整体可控。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表明，一

种合理的降“两金”方式是可以服务于企业自发

去杠杆行为。

因而，如何在降“两金”的同时兼顾企业去

杠杆或稳杠杆的指导要求，是在考虑制定和执行

降“两金”具体方法措施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2 降“两金”、去杠杆工具梳理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这一部分将梳理当下较

为流行的降“两金”、去杠杆金融工具，分析利

弊，从理论层面找到一种最适合国企、央企降

“两金”的金融工具。

2.1 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

2014年 11月，ABS开启备案制时代。2017年
12月，《企业应收账款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

指南》和《信息披露指南》发布，应收账款 ABS
成为企业融资和应收账款会计出表的一把“利

器”。通过精细的产品结构设计，在满足控制测

试、资产转移测试、过手测试、风险报酬转移测

试的情况下，ABS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应收账款会计

出表。尤其是国企、央企，因其资信情况优良，

在减少差额支付及担保义务、次级出售、应收账

款资产质量等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从而提升了用

ABS出表的筹码。

在降“两金”的同时，出表型 ABS作为一种

资产负债表“左侧融资工具”，应收账款转化为货

币资金后，可用来置换银行借款和其他“双侧融

资工具”，也能够实现去杠杆的效果。

2.2 应收账款保理

应收账款保理是企业将未到期的应收账款转

让给保理商（商业银行或商业保理公司），以获得

流动资金支持，加快资金周转的一种手段。按债

权人是否继续承担应收账款的回款风险，保理可

以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仅在无追

索权保理时，企业将应收账款的风险和报酬全部

转让给保理商，实现了金融资产的销售转让，能

做到应收账款出表。

2.3 应收票据贴现

应收票据贴现是指国企央企与下游企业开展

业务的时候，与下游商定以银行承兑汇票或者商

业承兑汇票的方式结算货款或服务款，国企央企

在拿到票据后去银行贴现，从而实现了压降应收

账款的作用。

2.4 工具评述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中，保理商对于应收账款

的债务人和债权人要求均较高，过程伴有相当大

的违约风险和审计风险；应收票据贴现过程繁琐，

且为达到上下游统一，经常需要企业适当让利，

本质上仍然会损失一部分流动性。因而，理论上

看，应收账款的资产证券化在将企业应收账款打

包出售的过程中，既分散了风险，又可以置换大

量流动性资金，不会为企业整体杠杆带来额外的

负担。这种方式能够实现应收账款在会计报表上

终止确认、转化为货币资金，并可通过将货币资

金偿付既有负债，从而实现杠杆率以及表内应收

账款账面金额双降，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降“两

金”、去杠杆金融工具。

3 电力资产证券化

3.1 ABS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

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结构安排，对资

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转换成为

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的流通证券的过程。简言

之，就是将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出售给独立

的专门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特殊目的机构

（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以资产为支撑

发行证券，并用发行证券所募集的资金来支付购

买资产的价格。其中，最先持有并转让资产的一

方，即需要融资的机构，称为“发起人”（origina⁃
tor），资产证券化全程都是由其发起。购买资产支

撑证券的人称为“投资者”。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

中，为减少融资成本，在很多情形下，发起人往

往聘请信用评级机构（rating agency） 对证券信用

进行评级。同时，为加强所发行证券的信用等级，

会采取一些信用加强的手段，提供信用加强手段

的人被称为“信用加强者”（credit enhancement）。

在证券发行完毕之后，往往还需要服务机构负责

收取资产的收益，并将资产收益按照有关契约的

约定支付给投资者，这类机构称为“服务者”

（servicer）。

3.2 电力行业资产证券化背景及意义

电力行业在投资上具有以下特点：①电力所

需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长，对应的投资回收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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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电力资产专用性较强，很难在短期内将存量资

本转化为现金流，缺乏一定的灵活性；③电力企

业基本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控股，电力改革主要

由政府调控推动，正亟待一些市场化的方式带来

新的改革动力。结合前文资产证券化隔离风险、

置换流动性以及融资效率高的特点，其正在成为

电力行业融资的新选择。

电力企业应收账款属于专用性较强的存量资

本，变现能力较差，电力投资项目周期较长，短

时间内也很难回收；但这些应收账款属于稳定、

充裕的低风险资产。因此，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

式，以电力企业应收账款为基础，发行ABS产品

短期融资，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能够缓解电力

企业的流动性压力。

4 某电力企业通过ABS产品设计实现出表

4.1 ABS主要内容及流程

该企业将专项资产委托给受托银行，开展ABS
业务，共涉及认购人、托管银行及管理人等参与

方，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4.2 取得的主要效果

该电力企业发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绿

色债ABS产品，共压降“两金”19.9亿元，降低资

产负债率 0.94个百分点，节约财务费用 6 750万
元。专项计划的发行，实现了快速的资金回笼，

降低了资金占用。在“两金”压降的同时，应收

账款可转化成货币资金，在获得新增融资的情况

下并不增加企业杠杆率。

图1 主要参与各方及流程框架

5 未来发展方向

5.1 加强国企央企资产证券化政策引导

本文的理论分析以及案例分析证明，应收账

款的资产证券化是理论上效果较好的资产出表方

式，且已有部分企业将之付诸实践。

近年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法律跟进国企和

央企资产结构情况，促进改革顺利进行。资产证

券化在我国属于新型融资手段，尚在探索阶段，

存在着法律、信用评级等多方面问题，需要依

靠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来进行有效管控，保

障国企央企、第三方机构以及投资者等各方的

合法利益 [8]。

国企央企在抓住资产证券化红利的同时，也

需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将表内滞压的应收款项转

化为企业日常经营所需的现金流，逐步推动企业

资产证券化的普及性和合规性，最终实现“两金”

占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国企、央企“两金”占

比降低能够释放自身资金流动性，在降低经营风

险、流动性风险和偿债风险的同时，盘活上下游

企业的业务，推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5.2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国企央企资产证券

化市场机制建设

某电力企业的应用案例表明，国企、央企资

产证券化改革是解决降“两金”、去杠杆的重要途

径。如何在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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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尽快将国企、央企资产证券化融入金融体制，

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强有力的资源配置功能，成为

了最大的挑战。

首先，要建设完善的信用体系。我国信用体

系建设不健全，企业资产缺乏可信的信用记录数

据，导致大量资产无法有效定价，也无法将其打

包证券化。良好的信用体系能够减少资产转移风

险、降低交易成本，也能完善金融体系的定价功

能，使更多优质资产可以被证券化[9]。因此，我国

应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资产证券化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降低因信用问题造成的资产证券化产

品发行失败。

其次，要健全中介体系。中介机构是连接企

业和投资者的桥梁，也是参与资产证券化产品设

计、定价、发行的重要主体。一个完善的中介体

系能够有效地规范中介机构提供尽职尽责、符合

法律法规的服务，从而保证市场中发行的资产证

券化产品高质量、定价合理、策略积极。

最后，要完善会计和税收制度。税务部门应

明确在会计环节参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如何进行

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在税收环节如何把控资产

科目的税率设置，做到有效监管、调控市场的同

时，积极推动国企央企资产证券化发展[10]。企业也

应该积极与税务部门沟通，自觉接受税务部门的

监督和管理。

5.3 电力行业资产证券化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资产

标准

通过对某电力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进行分

析，可知相比于其他行业，电力行业应收账款所

对应的电力消费属于正常性消费，具有保底销

量，因此，该基础资产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较

低。针对这一类特殊的基础资产，我国需要进一

步拓展基础资产标准的边界，加强基础资产认

定，以便客观合理地对电力行业的基础资产进行

有效定价。

6 结 语

以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路径践行企业降杠杆

任务部署，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杠杆等

要求的落实贯彻，也符合当前经济转型期的客

观要求。

通过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能使企

业在实现融资的同时，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加

快资金周转；此外，资产证券化系标准化产品，

融资成本相对可控。该电力企业在“降两金”、

“去杠杆”方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成功案例和宝贵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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