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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

发展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 [1]。然而，当前

我国初步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产业经济，仍

然存在着产能过剩、技术创新不足、环境承载力

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问题，新时代下我国经

济如何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

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另一方面，根据 2016
年 11月通过的“巴黎协定”，我国制定了“承诺履

行降低碳排放强度、提高非化石能源比例、早日

达到碳排放峰值、增加森林储蓄量和碳汇”四大

减排目标[2]。
本文基于新形势下高质量经济发展和“巴黎

协定”的新要求，以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为

主要约束条件，利用 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

立包含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结构优化、效率提

高、单位GDP碳排放减少等多方面要求的投入产

出优化模型。在充分考虑技术节能和产业节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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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的条件下，本文研究了 2020—2050年中

国经济发展与 CO2排放在 3种GDP发展模式下的 3
种低碳减排情景的双目标优化，试图为推动我国

经济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提供政策建议。

1 模型建立

投入产出模型又称为“部门联系法”“产业关

联法”[3-4]，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

20世纪 30年代在《经济和统计学评论》杂志上发

表的“美国经济制度中投入产出数量关系”中首

次提出，其问世以来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青睐

和关注，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环境、能源的各个

领域。环境扩展投入产出模型 （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Input-Output，EEIO）来源于投入产出模

型，开发于 20世纪 80年代，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区
域的碳排放足迹研究[5-8]，特定产业部门的碳排放

和碳热点研究[9-11]，国际贸易或区域贸易中的隐含

碳排放研究[12]、环境约束下的经济政策分析等。

我国学者在EEIO模型的开发与应用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张金水等[13]采用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

型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研究；赵媛等[14]采用多目标

优化方法，以能源消耗最小、环境治理费用最小

为目标构建了一个能源与经济环境发展的多目标

优化模型；杨秀苔等[15]结合了能源投入产出和多目

标优化模型，同时利用灰色系统思想，建立了灰

色投入产出多目标优化模型；雒晓娜[16]在对辽宁省

能耗强度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动态投入产出方法，

建立起了以规划期内能源消耗最少和增长目标

GDP最大化为目标，以动态投入产出平衡、消费

需求、资本形成、进出口贸易平衡为约束的投入

产出多目标优化模型；中国地质大学於世为教授

团队发表了多篇投入产出多目标优化方向的论文，

以能源排放和经济发展为双目标，以动态投入产

出平衡方程和环境制约为约束建立动态投入产出

多目标优化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经济发展、

能源消耗三者之间的关系[17]。
本课题组对能源、经济、环境和CO2排放之间

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近年来开发了以投

入产出表为基础的混合能源经济模型，通过设定

不同的GDP发展速度和减排情景，对 2015—2020
年湖北省不同经济发展速度和减排场景下的能源

总消耗量、能源强度以及由能耗引起的CO2排放等

进行了预测[18]。并且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在预测

新疆经济发展、能源生产和消费、需水量和CO2排

放的基础上，对新疆在水资源约束下能源产业的

发展进行了评价[19]。本文进一步把该模型扩展成为

投入产出双目标优化模型，对我国经济在 2020—
2050年的能源消费和CO2排放进行优化和预测，对

3种经济发展模式（基准、一般高质量发展和强化

高质量发展）下的 3种低碳发展情景（基准、低碳

和强化低碳） 进行优化和预测，对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所必须采取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

节能降耗和减缓CO2排放进行模拟。

1.1 模型假设

本研究的提出基于以下假设：

1） 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假设在研究中也是有

效的，包括每个部门生产的特定同质产品，规模

收益保持不变等。

2）消费需求除了对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动态平

衡进行制约外，在模型中不作为独立的变量或者

约束。

3）研究期间的技术进步系数参考 2005—2018
年的变化规律，三大产业能源消费节约系数等外

生变量是基于历史数据趋势进行设定的。

4）我国产业经济分为 3个部门，即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部门，把 2012年 42个部门投入产出

表整理为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部门的 3部门

投入产出表。

1.2 目标函数

经济增长不是影响产业结构的唯一因素。能

源消耗和碳排放必须被考虑进去，该模型尝试为

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能源消耗方面的政策预定

提供支持。

1.2.1 经济增长函数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爬坡过坎

的关键期，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主要靠发展，而发展必须保持合理和增

速，因此保持经济增长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的重

要目标和基本要求。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具有共

同的影响和约束，本研究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

计划区间内的GDP累计总和最大化。

max G ( )x =∑
t = 1

M∑
j = 1

N

( )xj
t ( )1 -∑

i = 1

N

( )aij
t

（1）
其中：( )xj

t
是第 t年第 j部门的总产出，( )aij

t
是

第 t 年 部 门 i 对 部 门 j 的 直 接 消 耗 系 数 ，

( )xj
t ( )1 -∑

i = 1

N

( )aij
t
是第 t年第 j个部门的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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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CO2排放总量函数

能源紧缺和环境恶化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

面临的问题，调整产业结构的目标是改变我国高

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由于能源

消费和CO2排放成正比，本模型关于能源消费的目

标函数就被CO2排放总量函数所取代，在本研究中

节能减排目标设定为研究期间内 CO2排放总和

( )F ( )x 累积最小。

min F ( )x = a∙∑
t = 1

M∑
j = 1

N ( cj ) t ( )xj
t ( )1 -∑

i = 1

N

( )aij
t

（2）
其中：( cj ) t代表在第 t年部门 j的单位增加值能

源消耗量；a表示单位标准煤和CO2排放之间的转

换系数。

1.3 模型约束

1.3.1 动态投入产出平衡约束

Xt - AtXt = Qt ( )Xt + 1 - Xt + Y1t + Y2t （3）
其中：Xt = ( x1t, x2t,…, xNt )T是第 t年N个部门的

总产出所构成的列向量；Qt = ( qij ) N*N是第 t年的投

资系数矩阵，qij代表了第 i部门向第 j部门所投入的

生产性投资；Qt ( )Xt + 1 - Xt 表示第 t年资本形成的

列向量；Y1t表示第 t年的最终消费列向量，由居民

总消费和政府总消费组成；Y2t表示第 t年的净出口

列向量；At = ( aij ) tN*N表示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

系数；Xt - AtXt表示最终产量列向量。上述动态投

入产出平衡方程约束是一系列难以满足的严格等

式约束，是迭代计算的不稳定因素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动态投入产出平衡方程中引入正负偏差

变量，将动态投入产出方程模型的严格等式约束

转化为不等式约束，使得方程具有弹性，更加符

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且容易得到比较稳定

的解。本研究以正负偏差的最小和为目标，确保

总体经济平衡。因此，动态投入产出平衡方程转

化如下式（4）所示。

Xt - AtXt = Qt ( )Xt + 1 - Xt + Y1t + Y2t + D-t - D+t （4）
min D =∑

t = 1

M
eT ( D-t - D+t ) t = (1, 2,…,M ) （5）

其 中 ： D+
t = ( d+1t ,d+2t ,…,d+Nt )T， D-

t =
( d-1t ,d-2t ,…d-Nt )T分别代表了第 t年的正负偏差列向

量，e是N维单位列向量。因此，上述动态投入产

出平衡方程变为如下形式。

minD ( x ) =∑
t = 1

M

eT ( Xt - AtXt - Qt ( )Xt + 1 - Xt - Y1t - Y2t )
t = (1, 2,…,M ) （6）

1.3.2 产业扩张约束

为避免经济过大波动，投入产出表产业规模

限制在一定幅度内变动，因此得到产业扩张约束

如下式（7）所示。

P1Xt ≤ Xt + 1 ≤ P2Xt （7）
其中：P1 > P2 > 1；P1和P2代表了部门产业增

长率的上限和下限，根据往年历史数据确定。

1.3.3 能源供给约束

能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不可能无限期供应，

同时最大能源消耗量不能大于同期最大能源供应，

因此能源供给约束如下式（8）所示。

Et ≥∑
j = 1

N

( )cj
t
× ( )xj

t ( )1 -∑
i = 1

N

( )aij
t

（8）
其中：Et代表第 t年的最大能源供给量。

1.3.4 经济增长约束

在发展期间的某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应该符

合预期的增长速度，方程如下式（9）所示。

∑
j= 1

N
( )xj T1

( )1 -∑
i= 1

N
( )aij T1

≥ (1 + rt )T1 - T2∑
j = 1

N

( )xj
T2 ( )1 -∑

i = 1

N

( )aij
T2

（9）
其中：T1、T2分别代表年份， T1 > T2；rt表示

T1 - T2这段时间的GDP平均增速。

1.3.5 非负约束

所有部门的最终产出不可能为负数，其约束

如下式（10）所示。

Xt ≥ 0 （10）
1.3.6 技术进步系数设定

技术进步系数是预测年份增加值率相对基年

的变化率，引入技术进步系数可以得到预测年份

的增加值率，方程如下式（11）所示。

Zr = R∙ZbX （11）
其中：R表示技术进步系数；Zr 表示预测年

份增加值率；Zb表示基年的增加值；X为基年的

总投入。

2 模型计算

2.1 求解算法

对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求解方法，最流行的就

是进化算法，大多采用基于Pareto最优解的排序方

法。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进化算法有很多，包括

MOPSO、多目标遗传算法、多目标蚁群算法、差

分进化算法、Pareto禁忌搜索算法和NSGA-2算法。

其中以K.Deb团队开发的NSGA-2算法计算最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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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多目标优化领域发展非常成熟的一种算法，

可以处理有复杂约束的多目标优化问题。

NSGA-2采用快速非支配排序对多目标群体进

行分层排序，产生各种非劣前端，提出不同于小

生境共享函数的拥挤策略标定同一层不同元素的

伪适应度值，形成均匀分布的非劣解点，保持种

群的多样性[20]。同时引入了经验保留机制，保留优

良的个体在进化中不被破坏。这种方法可以很好

的搜索非劣解的区域，而且可以使种群很快收敛

到这一区域，因此，本研究采用NSGA-2算法对多

目标优化问题的求解进行求解。

2.2 最终结果选择

由于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求解结果是一组 Pareto
最优解组成的求解集合，而不是一个最优解，因

此对于结果的选择由决策者根据自身偏好选择较

为优秀的结果。

3 数据整理和参数设定

3.1 数据整理

3.1.1 三部门投入产出表整理

本文数据来自于 2012—2018年《中国统计年

鉴》。根据三大产业的划分规则，将 2012年中国投

入产出表中的 42个产业部门合并为三大产业，其

中三大产业的划分见表 1，从而可以把 2012年中国

42部门投入产出表转换成 2012年中国 3部门投入

产出表。

表1 产业划分

其中：S1-S42表示产业部门 1-42。按照表 1所
示的产业划分方法，将 42部门进行整理合并后，

2012年中国3部门投入产出表见表2（部分表）。

表2 2012年中国3部门投入产出表（部分表） 亿元

3.1.2 GDP增长率的设定

模型中式（9）表明了本模型需要设定经济发

展某段时间内的GDP增长速率以及各产业部门增

加值率的变化。GDP增长率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

需要提前进行设定。根据国家统计局三大产业和

GDP的统计历史资料，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情景

和产业发展趋势，设定了各阶段的GDP增长速率。

本文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情景和产业发展趋势，

设定了各阶段的GDP增长速率。三大产业的增长

率可以根据GDP的增长速率、通过模型的内生计

算进行求解，GDP的年增长率设定及其计算所得

的三大产业增长率见表3。
表3 GDP增长速率的设定 %

3.1.3 技术进步系数的设定

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同的投入会带

来更高的产出，技术进步系数在投入产出模型中

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基于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和

国家统计局历史资料的分析，根据 3大产业部门增

加值率的变化，本研究设定了常规发展模式、一

般高质量发展模式、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 3种经济

发展模式，3种模式分别基于每 10年增加值率提高

0%、每 10年增加值率提高 5%、每 10年增加值率

提高 10%；3种发展模式下的技术进步系数的设定

见表4。
表4 技术进步系数的设定

3.1.4 节能系数的设定

根据 2012年投入产出表和 2012—2016年《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2012—2016年我国三

大产业单位增加值能耗（部门能源强度），见表5。

部门编号

S1
S2-S26
S27-S42

产业内容

农业

工业和建筑业

服务业和流通部门

产业划分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年份

2015—2020
2020—2030
2030—2040
2040—2050

第一产业

3.4
3.3
3.1
2.8

第二产业

5.5
4.5
3.5
3.2

第三产业

7.6
7.2
7.1
6.8

GDP
7.6
6.2
5.6
5.1

产业部门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中间使用

合计

65 249.7
751 659.2
247 917.8

最终使用

合计

28 667.8
277 408.8
350 697.6

进口

5 118.6
106 177.1
10 731.2

其他

622.3
871.2
559.1

总产出

89 421.3
923 762.2
588 553.4

发展模式

常规发展模式

一般高质量发展模式

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

增加值率/%
0
5
10

技术进步系数

1
1.004 890 94
1.009 576 58

陈郭石等：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投入产出多目标优化

7



2019年第10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表5 2012—2016年我国三大产业能源强度 tce/万元GDP

表 5所示的能源强度均以 2012年可比价格计

算，同时 2020—2050年的各部门单位增加值能耗

的预测是基于 2005—2016年的历史资料，根据对

2005—2016年单位GDP能耗的历史数据，本文发

现能源强度呈现一定规律的线性递减趋势，这体

现了产业节能在我国持续深入。因此本研究设定

了 3个能源减排情景，分别为基本情景、低碳情

景和强化低碳情景。3种能源减排情景下的节能

率（能源强度的年递减率），即节能系数的设定见

表 6。
表6 各产业节能系数率的设定

3.1.5 CO2排放系数的计算

各产业能源消费量的数据来源是《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根据统计出来的我国三大产业终端能

源消耗量，用各产业的能源消耗总量乘以各产业

的能源CO2排放系数，就可得各产业的CO2排放量。

基于能源统计年鉴，我们能够得到每个产业对每

种能源的消费量，包括煤炭、原油、汽油、煤油、

天然气和电力等，然后再基于 IPCC提供的碳排放

因子，就可以计算出每个产业的CO2排放量。能源

CO2的排放系数估算方式为[21]

CO2排放系数（kg CO2/kg） =中国能源平均低位发热量

（kJ/kg） ×IPCC碳排放因子（kgC/GJ） ×106×碳转化率×碳转

化系数（44/12） （12）
3.2 直接消耗系数和投资系数

3.2.1 直接消耗系数的修正

在投入产出模型的建立和应用过程中，技术

进步系数起着关键的作用。技术进步系数在短期

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然而，由于技术革新、设

备更新换代、原材料代替以及科学管理等多方面

因素，都会使技术进步系数发生变化。主要通过

技术进步系数对直接消耗系数进行修正的方法有

RAS法、矩阵摄动分析法、二次规划法等。本研究

选用RAS调整方法。

RAS调整方法的基本假设是直接消耗系数的变

动来自于两个方面，即替代影响和制造影响，从

而使用这两种系数对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加以调整，

一个系数为代替乘数矩阵R，另一个为制造乘数矩

阵S，R和S分别为对角矩阵。

R = diag ( )r1, r2⋯, rn ri > 0 （13）
S = diag ( )s1, s2⋯, sn si > 0 （14）

设基期的技术进步系数矩阵为 A0 = ( a0ij ) n × n，
对于未来年份的技术进步系数矩阵 A1 = ( a1ij ) n × n ，

可由公式A1 = RA0S计算得到。

3.2.2 投资系数的计算

建立动态投入产出模型，需要计算投资系数，

在建立投资系数和直接消耗系数之间的关系时，

考虑了静态和动态投入产出平衡模型的结合。本

文所建立投资系数方程如式（15）所示。

qij = kij
∆xj =

( ∆Vij ∕∑
j = 1

N ∆Vij )∙ki
∆xj （15）

其中：kij表示第 i部门的生产性投资分配到第 j
部门的数量；∆xj表示第 j部门的总产出增加向量

（第 j部门相对去年的总产出增量）；∆Vij表示中间

使用增量矩阵，其中 ∆Vij = aij∆xj；ki表示部门 i的
投资向量；qij表示投资系数，表示 j部门增加单位

产出所需的 i部门投资量。2012年的三大产业的投

资系数矩阵见表7。
表7 2012年投资系数矩阵

以 2012年的投资系数作为基年的投资系数矩

阵。从供求的角度分析，影响投资系数的因素有

两个：一个是本部门对投资品的需求，一个是对

该部门投资品的供给。设 ri ( t )为第 i部门的供给乘

数，表示第 i部门的投资品能力变化；设 sj ( t )为第 j

部门的需求乘数，表示该部门对投资产品需求的

变化，则 qij ( t )和 qij ( t - 1 )有如下的关系。

qij ( )t = ri ( t ) qij ( t - 1 ) sj ( t ) （16）
即预测年份投资系数可由基年根据以上调整

基本情景

低碳情景

强化低碳情景

第一产业

0.96
0.95
0.94

第二产业

0.96
0.95
0.94

第三产业

0.96
0.95
0.94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0.070 515 67
0.162 386 189
0.122 201 182

第二产业

0.026 166 317
0.442 156 098
0.264 719 116

第三产业

0.004 957 939
0.197 380 892
0.589 751 88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第一产业

0.149 0
0.148 2
0.143 0
0.142 0
0.140 7

第二产业

1.409 8
1.337 2
1.266 2
1.179 6
1.135 3

第三产业

0.371 5
0.367 7
0.352 7
0.346 5
0.341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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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计算。

4 结果分析

如前所述，本文设定了 3种不同经济发展模式

下的 3种不同低碳发展情景，总共 9种情景。这 9
种情景的计算结果中，一般高质量发展模式和强

化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的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

均能符合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GDP发展要求、

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约束条件，下面将对这 9种情景

下的能源消费和CO2排放进行分析比较。

4.1 收敛判定

由于NSGA-2算法的基本思想是让多个目标的

结果尽可能小，而 Pareto最优解是指对于已有的

解，不存在比其中至少一个目标更优而使其他目

标不劣的更加好的解，不可能在其他目标不劣的

情况下优化其中的部分目标[22]，所得到的计算结果

是在综合考虑各个制约因素的条件下的最优解曲

线。因此Paroto最优解的计算结果为一条曲线，在

曲线上的所有元素之间彼此不可比较。由于本研

究计算的双目标是累计GDP最大化和能源消耗最

小化，因此为符合NSGA-2的优化目标，将GDP函
数在优化过程中取负值，计算所得的收敛曲线如

图1所示。

图1 计算结果的收敛曲线

由图 1可知，计算结果收敛曲线为一条平滑的

曲线，表示收敛结果较好，所有的解都集中在 Pa⁃
reto最优解平面附近。作为决策者，选择能源消耗

和 GDP都较为均衡的中间部分的解作为最优解

（图中的黑点附近）。

4.2 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上述技术进步系数、节能系数等参

数的设定，对 3种经济发展模式（基准、一般高质

量发展和强化高质量发展）下的 3种低碳发展情景

（基准、低碳和强化低碳）进行优化和预测，对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必须采取的技术进步、产业

结构调整、节能降耗和减缓CO2排放进行模拟，从

而提出政策建议。

4.2.1 模型校准

本模型的各项参数设定都是基于历史数据进

行预测设定的，在多目标优化模型中的已知年份

的计算数据与实际统计数据是否一致，是模型是

否准确的标准。本研究是基于 2012年投入产出平

衡表，2012—2018年的各项统计数据可以通过

《统计年鉴》获得，因此对模型的校准就是基于已

知年份的计算结果和历史数据进行的。在多目标

优化模型中已知年份的计算数据与实际统计数据

是否一致，是模型是否准确的标准。图 2表示

2012-2018年GDP计算结果对比；图 3表示 2012—
2018年能源消耗计算结果对比。通过比较，已知

年份的GDP和能源消耗的计算结果都可以与统计

数据符合的较好，因此，可认为该模型计算精度

符合要求。

4.2.2 三大产业的结构 （增加值占GDP比重） 及

GDP变化趋势

本模型以 2012年价格为基准，三种经济发展

模式下的三大产业增加值计算结果见表 8，其中一

般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的三大产业的增加值如图 4所

年份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常规发展模式

第一产业

6.98
8.18
9.74
11.28
13.08
15.16
17.54

第二产业

33.13
41.27
48.90
55.27
62.44
67.22
72.38

第三产业

50.93
73.34
107.49
151.02
211.13
282.56
375.55

一般高质量发展模式

第一产业

7.26
8.71
10.63
12.63
15.00
17.81
21.11

第二产业

34.44
43.97
53.39
61.84
71.59
78.97
87.13

第三产业

52.95
78.15
117.36
168.96
242.04
331.93
452.05

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

第一产业

7.53
9.26
11.56
14.05
17.09
20.76
25.20

第二产业

35.75
46.72
58.05
68.82
81.55
92.07
103.98

第三产业

54.96
83.02
127.61
188.04
275.72
387.00
539.46

表8 2020—2050年我国各产业部门增加值预测 万亿元

陈郭石等：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投入产出多目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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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2—2018年GDP对比

图3 2012—2018年能源消耗对比

示。在常规发展模式下，2012—2020年GDP平均

增速为 6.8%，略高于“十三五”规划中GDP年平

均增长 6.5%的目标。2012—2030年GDP平均增速

为 6.4%； 2020—2050年 GDP平均增速为 5.8%。

在一般高质量发展模式下，2012—2020年GDP平
均增速为 7.3%，2050年GDP将达到 560.30万亿人

民币，2020—2050年的 GDP的平均增速为 6.1%，

相比基准发展模式，GDP平均发展增速增长了3%。

在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下，2012—2020年GDP平
均增速为 7.8%，2020—2050年GDP的平均增速为

6.6%。通过对 3种发展模式对比，可以得到，由于

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导致单位部门增加值率的提升，

可以在低碳减排的同时大大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

图4 一般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的部门增加值

图5 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水平，我国应该坚持产业升级的发展道路。

三大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如图 5所示，

2020年我国三大产业产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比

重预测结果为 7.6∶36.3∶56.1，与 2012年三大产

业产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出比重 9.7∶38.4∶51.9相
比，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等部门） 占整体经济比

重略有下降，减少了 2.1%，这是由于我国经济整

体发展较快，第一产业比重将越来越低；第二产

业下降了 5.8%，第三产业相比有比较显著的提高，

提高了 8%。同时，2030年三大产业所占经济比重

为 5.8∶29.4∶64.8，相比较 2012年，第三产业持

续稳步发展，增长24.8%，相比较2020年第三产业

增长了 15.5%，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略有下滑。根

年份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常规发展模式

基准情景

56.72
66.65
76.70
85.29
95.67
103.7
113.3

低碳情景

52.25
58.33
63.77
67.36
71.79
73.94
76.75

强化低碳情景

48.10
50.98
52.92
53.08
53.71
52.52
51.77

一般高质量发展模式

基准情景

55.64
64.49
73.02
79.69
87.49
92.56
98.39

低碳情景

51.26
56.44
60.71
62.94
65.65
65.98
66.63

强化低碳情景

47.18
49.32
50.38
49.59
49.12
46.87
44.94

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

基准情景

54.58
62.30
69.20
73.73
78.59
80.10
81.32

低碳情景

50.28
54.52
57.54
58.23
58.97
57.10
55.07

强化低碳情景

46.28
47.65
47.74
45.88
44.12
40.56
37.15

表9 2020—2050年我国能源消耗量预测 亿t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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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模型的预测，2050年我国三大产业产出占国

民经济的比重预测结果为 3.7∶15.5∶80.8，此时我

国第三产业将占据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也符

合节能减排发展的宗旨，多数国家的能源消耗和

CO2排放的 90%来自于第二产业[24]。通过产业结构

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即可达到间接碳减排的效果。因此，在

转变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主

要是对第二产业的发展进行制约，导致第二产业

所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同时以低污染、低排

放、高收益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将得到长足稳定的

发展，这也符合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规律。

4.2.3 能源消耗和单位GDP能耗

9种情景模式下的能源消耗量见表 9。为了分

析更加直观，本研究将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的

能源消耗和能源强度并单独表示出来，如图 6和 7
所示。9种情景下的能源消耗量如图 8所示，分别

使用红色、绿色、蓝色线条代表常规发展模式、

一般高质量发展模式、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 3种经

济发展模式；同时使用方框、倒三角和圆线条表

示 3种低碳情景下的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

碳情景。

我们可以看出，在常规发展模式的强化低碳

情景下，能源消耗总量在 2040年以前缓慢上升，

在 2040年之后趋于平稳，稳定在 53亿 tce左右；在

一般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强化低碳情景下，2015—
2030年期间，由于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导致能耗效

率提升，以及低能源消耗、低碳排放的第三产业

蓬勃发展，能源消耗总量缓慢增加，并且在 2030
年达到能源消耗峰值，为 50.38亿 tce，随后能源消

耗总量逐渐下降，可以符合“巴黎协定”中 2030
年达到能源消耗峰值的目标设定。在强化高质量

发展模式的强化低碳情景下，能源消耗总量峰值

在 2030年前后到来，为 47亿 tce。其中，一般高质

量发展模式和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强化低碳情

景较好符合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在一般高质

量发展模式下的强化低碳情景中，2020年能源消

耗总量为 47亿 tce左右，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

中 2020年能源消耗总量小于 50亿 tce的目标。如图

7所示，在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的 3种低碳发展情

景下单位 GDP能耗强度均是长期呈现下降趋势，

其中，在基准情景下，2020年单位GDP能耗强度

为 0.52 t/万元，2015年单位GDP能耗强度为 0.66 t/
万元，2020年相比 2015年下降 21%，满足“十三

五”规划中单位 GDP能耗强度相比 2015年下降

15%的目标。

图6 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下能源消耗

图7 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的单位GDP能耗

年份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常规发展模式

基准情景

138.3
162.5
187.0
208.0
233.3
252.9
276.4

低碳情景

127.45
142.26
155.54
164.30
175.09
180.34
187.19

强化低碳情景

117.31
124.33
129.07
129.46
130.99
128.11
126.26

一般高质量发展模式

基准情景

135.71
157.28
178.10
194.35
213.40
225.74
239.97

低碳情景

125.02
137.65
148.08
153.51
160.13
160.92
162.52

强化低碳情景

115.08
120.30
122.88
120.96
119.80
114.32
109.62

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

基准情景

133.11
151.94
168.78
179.82
191.67
195.36
198.34

低碳情景

122.62
132.98
140.33
142.03
143.82
139.27
134.32

强化低碳情景

112.87
116.22
116.45
111.91
107.60
98.93
90.60

表10 2020—2050年我国CO2排放强度预测 亿t

陈郭石等：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投入产出多目标优化

11



2019年第10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图 8 3种经济发展模式下的3种能源减排情景的能源消耗

4.2.4 CO2排放以及单位GDP CO2排放强度

9种减排场景下的各CO2排放量见表 10、如图

11所示。同时为了更直观的显示 3种碳减排场景下

的区别，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的 3种碳减排情景

如图9所示。

从表 10可以看出，在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的 3
种碳减排情景下以及一般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强化

低碳情景下，3种情景下能源消耗先是增加，随后

在 2030—2040期间达到能源消耗的峰值，这非常

符合我国在“巴黎协定”中的减排目标，即到

2030年，我国将达到CO2排放峰值。在强化高质量

发展模式下，由于技术进步系数提高而导致能源

消耗量减少，CO2排放的拐点相较于基准发展模式

和低碳发展来的更早，CO2排放的拐点会在 2030年
左右到来，比较符合我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选

择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在基准情景下，

CO2排放总量在 2040年以前缓慢上升，在 2040年
之后趋于平稳，并稳定在 190亿 t左右；在低碳情

景下，2015—2040年期间，由于技术进步的影响

而导致节能效率的提升，以及低排放的第三产业

的蓬勃发展，能源消耗总量缓慢增加，并且在

2040年前后达到能源消耗峰值（58.9亿 tce）和CO2
排放峰值（143亿 t），随后CO2排放总量逐渐下降；

在强化低碳情景下，能源消耗峰值 （47.7亿 tce）
和 CO2排放总量峰值 （116亿 t） 在 2030年前后可

以达到，比较符合“巴黎协定”中 2030年达到CO2
排放总量峰值的目标设定。其中，强化低碳情景

与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符合的较好，根据换算，

以 2012年为基准年，2005年单位GDP CO2排放为

3.42 t/万元，2030年单位GDP发 CO2排放为 0.64 t/

万元，2030年相比 2005年下降 80%，远远超过

“巴黎协定”中 2030年单位GDP CO2排放相比 2005
年下降 60%~70%的目标。根据以上分析，在强力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条件下，提高非化石清洁能

源使用比例，同时大力发展减排技术，能够有效

实现在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能源总消

耗。

图9 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的CO2排放量

图10 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的单位GDP CO2排放量

图11 3种经济模式下3种能源减排情景的CO2排放量

从图 10我们可以看出，强化经济高质量发展

模式下的 3种低碳发展情景的单位GDP CO2排放强

度均是长期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在基准情景下，

2020单位GDP CO2排放强度为1.26 t/万元，2015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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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GDP CO2排放强度为 1.61 t/万元，单位 GDP
CO2排相比 2015年下降 19%，满足“十三五”规划

中单位GDP CO2排放相比 2015年下降 18%的目标，

这是综合考虑了GDP增加值率的增长和能耗效率

的提高。本研究在兼顾经济发展的同时，考虑了

能源、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3种经济发展模式下的 3种能源减排情景的

CO2减排量如图 11所示。分别使用红色、绿色、蓝

色代表常规发展模式、一般高质量发展模式、强

化高质量发展模式 3种经济发展情景；同时使用方

框、倒三角、圆分别代表低碳情景中的基准情景、

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在同等碳减排情景下，

强化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的CO2排放量最小，这是由

于技术进步系数的提升使得单位部门的增加值率

提升，从而导致能源消耗量相对降低，因此CO2排
放量降低。因此，追求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而不

单纯追求发展速度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达到

节能和间接碳减排的效果。

4.2.5 满意解集的优化区间

Pareto最优解为一组非劣解集，上述计算结果

分析都是基于决策者选定的最优解分析，满意解

集的单位 GDP CO2排放量优化区间见表 11，满意

解集的单位GDP能耗强度优化区间见表 12，满意

解集的产业结构优化区间见表 13。优化区间的选

取是基于计算所得的一组Pareto最优解，为一条平

滑的曲线，通过在曲线进行取点计算所得的结果

即为优化区间。优化结果波动范围不大，均是在

最优解周围上下波动。其中，第一产业波动范围

最小，由于其所占比例最低，对经济发展影响最

小；第三产业波动范围为 2%~3%，相较于其本身

比重所占比例较小。各项排放指标以基准情景、

低碳情景、强化低碳情景的顺序逐渐降低，同时

各项指标的界限有很明显的区分。

表11 满意解集的单位GDP CO2排放量优化区间

表12 满意解集的单位GDP能耗优化区间

表13 满意解集的产业结构优化区间

如表 11-13所示，优化区间的波动范围不大，

均是在最优解周围上下波动。其中产业结构的优

化结果，第一产业波动范围最小，由于其所占比

例最低，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小；第三产业波动范

围为2%~3%，相较于其本身比重所占比例较小。

5 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结果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

首先，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经济

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

期。通过对以上 9中情景模式的对比，提高行业增

加值率，即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影响因素。从长

远发展来看，其不仅有助于尽快实现经济转型，

也有助于降低排放强度、实现既定减排目标。

其次，中国在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后，

完全能够在保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十

三五”规划和“巴黎协定”中的减排目标。在产

业结构低碳转型方面，第二产业所占经济比重将

持续下降，以服务业、高附加值为代表的第三产

业为主导、以第二产业为辅助的新型产业结构将

构成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

最后，本模型所计算的结果在各个情景模式

年份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第一产业

0.06~0.08
0.06~0.065
0.055~0.059
0.051~0.054
0.045~0.050
0.041~0.044
0.035~0.038

第二产业

0.35~0.38
0.30~0.34
0.28~0.29
0.25~0.27
0.22~0.24
0.18~0.20
0.15~0.17

第三产业

0.54~0.56
0.59~0.61
0.63~0.65
0.68~0.69
0.72~0.73
0.75~0.77
0.79~0.81

年份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基准情景

0.50~0.53
0.40~0.43
0.30~0.33
0.39~0.42
0.16~0.19
0.12~0.15
0.08~0.11

低碳情景

0.47~0.50
0.37~0.40
0.25~0.28
0.17~0.20
0.13~0.16
0.09~0.12
0.05~0.08

强化低碳情景

0.44~0.47
0.30~0.33
0.19~0.22
0.14~0.17
0.10~0.13
0.06~0.09
0.02~0.05

年份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基准情景

1.23~1.28
0.95~1.00
0.72~0.77
0.52~0.57
0.40~0.45
0.30~0.35
0.22~0.27

低碳情景

1.15~1.22
0.85~0.90
0.62~0.67
0.43~0.48
0.32~0.37
0.20~0.25
0.14~0.19

强化低碳情景

1.06~1.14
0.75~0.80
0.50~0.55
0.34~0.39
0.22~0.27
0.14~0.19
0.09~0.13

陈郭石等：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投入产出多目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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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区别较大，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是单位GDP能耗强度在各个情景模式下的衰减系

数不同所导致。在实现产业结构低碳转型过程中，

不仅要合理调整中高低碳行业间的结构比例，还

应该注重产业部门的能源效率和碳排放系数等指

标。不同的节能系数对能源消耗和CO2排放的长期

趋势有巨大影响，提高产业部门能源效率是实现

CO2排放达峰的重要前提。同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

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以达到间接降低能耗和碳排

放等效果。

在模型的开发和研究方面，模型在能源结构

优化方面，只是设置了能源结构的变化系数，但

是还没有对新能源和传统能源的构成比例进行优

化，也没有包含引入CCS等直接碳减排技术，这将

是本文以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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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全球气候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如何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以抑制全球气温升高成为人类所

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8》 [1]显示，2017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长势头

强劲，较 2016年增长了 2.2%，为 2013年以来的最

快增长。此外，碳排放在近 3年几乎没有增长的情

况下，2017年全球碳排放量增长了 1.6%。中国作

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家，更加需

要针对本国的能源消费情况和能源加工转换、终

端消费过程中的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从而有所

侧重的调整国家能源政策和碳减排政策。能流图

和碳流图由于其较好的可视化效果，可以快速直

观的了解能源的供应、流通以及消费情况和二氧

化碳的排放情况。

在能流图已有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对能流图

作了单独分析，曹怀术等 [2]通过2010年能流图分析

了中国能源的生产和区域消费情况、中国在世界

能源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还有一些学者对不同年

份能流图作对比分析，樊静丽等[3]和熊念 [4]对 2013
年、2014年的能流图进行了对比分析，前者主要

分析全国煤炭、电力的区域调动情况，后者着重

分析了我国所面临的石油危机和在能源整改背景

下的煤炭改革使用情况；近年来有学者将碳流图

引入能流图的分析中，樊静丽等[5-6]通过绘制 2015
年、2016年的能流图和碳流图，了解了这两年中

国能源的生产、加工转换、消费以及碳排放的详

2017年中国能源流和碳流分析

于鹏伟 1，张 豪 1，魏世杰 1，齐子睿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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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学，山

东 青岛 266200）

摘 要：基于最新的能源统计数据，绘制了 2017年中国的能流图，研究了主要能源的供应、加工

转换和消费情况，并将其与碳流图相关联分析碳排放增长的能源因素。结果表明：2017年的能源

消费总量较 2016年增长了 2.7%，第二产业部门能源消费占了消费总量的 66%左右，第三产业能源

消费为消费总量的19%；生活消费方面，城镇与乡村的能源消费存在很大差异，乡村的能源结构优

化有很大潜力；碳排放方面，2017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为 95.77亿 t，与 2016年相比增长了 2.4%。

最后，对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参考。

关键词：能流图；碳流图；碳排放；能源消费；能源结构

中图分类号：F4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0－0015－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4193，71503249）；中国

矿业大学（北京）基本科研业务项目（2015QZ02）

Analysis on the energy flow and carbon flow of China in 2017
Yu Pengwei 1，Zhang Hao 1，Wei Shijie 1，Qi Zirui 2

（1.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ergy Policy，School of Energy and Mining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

ogy（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2.Jimo District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Qingdao 2662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latest energy statistics， the energy flow chart of China in 2017 was drawn， the supply，processing
conversion and consumption of main energy were studied，and the energy factors of carbon emission growth were understood
by linking it with the carbon flow char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2017 is 2.7% higher than
that in 2016，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sector accounts for about 66% of the total consumption，an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is 19% of the total consumption. In terms of living consumption，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nergy consumption，and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energy structure has great poten⁃
tial. In terms of carbon emission，China's total carbon emission in 2017 was 9.577 billion tons，an increase of 2.4% com⁃
pared with 2016. Finally，the policy reference was proposed for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Key words：energy flow diagram；carbon flow diagram；carbon emission；energy consumption；energ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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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情况，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在以往

的研究基础上，以最新的能源统计数据绘制了

2017年的中国能流图和碳流图，并结合《BP世界

能源统计年鉴 2018》的分析结果，分析了中国能

源供给消费变化对于世界能源消费变化的影响。

同时也对我国 2017年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的潜在原

因进行了剖析，最后通过城镇与乡村在能源消费

结构上的对比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方法与数据

1.1 桑基图

桑基图 （Sankey diagram） [7]由 Matthew Henry
Phineas Riall Sankey于 1898年首次提出，用以直观

描述蒸汽机的能源效率。它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流

程图，图中分支的宽度对应数据的大小。桑基图

具有以下特点：起始流量和结束流量相同，所有

主支宽度的总和与所有分出去的分支宽度总和相

等，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在内部，不同的线条代

表了不同的流量分流情况，它的宽度成比例地显

示此分支占有的流量；节点不同的宽度代表了特

定状态下的流量大小。通常被用于能源、材料成

分、金融等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1.2 碳排放核算

能源领域中关于二氧化碳的核算，参考

《2006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8]，不同

部门、不同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参照下式。

E =∑
i
∑
j
ACij ⋅ NCVj ⋅ CCj ⋅ Oj × 44 12 （1）

式中：E为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i为不同部门；j
为燃料品种；AC为消费的化石燃料实物量，万 t或
亿m3；NCV为各燃料的低位热值，kJ kg或 kJ m3；

CC为燃料含碳量，kg GJ；O为氧化率见表 1，44/
12为碳转换为二氧化碳的系数。

各种能源的平均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

分别出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7》和《2006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1.3 终端消费部门合并

在绘制能流图时，根据国家统计局《三次产

业分类》（2018） [10]的标准合并终端消费部门。能

源平衡表终端消费部门中的农、林、牧、渔业为

第一产业，工业和建筑业为第二产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以

及其他为第三产业，生活消费为独立于三次产业

之外的终端消费部门。

表1 氧化系数

注：数据来源“中国省级电力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及应

用”[9]一文。

1.4 能流图绘制

为了清晰地展示出一次能源在生产供应、加

工转化和最终消费环节的具体流向情况，本文根

据最新的中国能源平衡表 （标准量） 绘制了 2017
年中国能流图，如图1所示。

在绘制能流图时，为了既清晰又详细的表现

出能源的流通情况，特地将部分能源进行合理的

拆分与合并。其中，将煤炭分为原煤和煤炭制品；

石油分为原油及其石油制品；天然气和液化天然

气合并为天然气。除此之外，一次能源、二次能

源在运输、加工转换过程中存在有损失，则划归

为损失量，为了使能源在流动过程中符合能量守

能源名称

原煤

洗精煤

其他洗煤

型煤

煤矸石

焦炭

焦炉煤气

高炉煤气

转炉煤气

其他煤气

其他焦化产品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石脑油

润滑油

石蜡

溶剂油

石油沥青

石油焦

液化石油气

炼厂干气

其他石油制品

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

氧化系数

0.93
0.93
0.93
0.9
0.93
0.93
0.99
0.99
0.99
0.99
0.93
0.98
0.98
0.98
0.98
0.98
0.98
0.98
0.98
0.98
0.98
0.98
0.98
0.98
0.98
0.98
0.99

16



2019年第10期

恒定律，在能源流图中设下平衡差额。

1.5 碳流图绘制

在能源领域中，二氧化碳气体主要是在化石

能源的燃烧过程中产生的，而在能流图中，部分

加工转化和终端消费不涉及化石能源燃烧，如一

次电力生产、化石能源作原材料。因此，计算碳

排放时，只考虑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化石能

源在用于火力发电、供热以及终端消费部门时产

生的碳排放，其中在工业部门中剔除化石能源用

作原材料的部分。为了了解我国碳排放变化的内

在因素，在将相关数据进行合并整理及计算后绘

制了 2017年和 2016年的中国碳流图，以便对比

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2017年中国能流整体分析

基于 2017年中国能源平衡表（标准量） 11]绘制

的桑基能流如图 1所示。能流图横向结构分别表示

能源的供应，加工转换和终端消费环节；纵向则

表示能源结构，如能源供给端的进出口量、火力

发电和供热部门的能源结构以及能源终端消费的

产业结构等。

总体来看，2017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的生产

总量是 32.58亿 tce（电热当量计算法，下同），较

2016年 31.51亿 tce增长了 3.4%[12-13]。其中，原煤、

原油、天然气分别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 76.63%、

8.40%和 5.95%。一次电力（水电、核电和风电等）

占 6.91%，其他能源占据了 2.11%，相比于 2016年
（76.7%、9.1%、5.7%、6.7%、1.9%），其变动主要

体现在国内原油产量进一步下降，一次能源生产

向更清洁的天然气、一次电力和其他能源发展。

进出口方面，2017年中国能源呈净进口状态，

其中进口能源总量 （包括境内飞机、轮船在境外

的加油量）合计 9.83亿 tce，出口能源总量（包括

境外飞机、轮船在境内的加油量）合计 1.10亿 tce。
中国能源总体对外依存度由 2016年的 19.3%增长

至了2017年的20.98%，能源安全问题进一步加剧。

加工转化方面，2017年中国能源加工转换总投入

为 38.10亿 tce。其中，火力发电投入量为 14.04亿
tce；供热投入量为 2.18亿 tce；炼焦投入量为 5.19
亿 tce；炼油投入量为 10.06亿 tce。2017年中国能

源加工转换总产出为 28.06亿 tce，转化效率为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8）》 [10]。
注：（1）在油制品的进口量中包含境内轮船和飞机在境外的加油量，出口量中包含境外轮船和飞机在境内的加油量；（2）天然气中包含

液化天然气。

图1 2017年中国能流

于鹏伟等：2017年中国能源流和碳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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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5%，相较于 2016年 （72.3%） 有所进步。其

中，火力发电的转换效率为 40.80%，供热的转化

效率为 72.57%，炼焦的转化效率为 92.83%，炼油

的转化效率为97.39%。

从消费端来看，2017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

为 41.61亿 tce，与 2016年的 40.51亿 tce相比增加了

2.7%。其中，第一产业消费 0.82亿 tce，占能源消

费总量的 1.98%；第二产业消费 28.11亿 tce，占能

源消费总量的 67.56%；第三产业消费 7.33亿 tce，
占消费总量的 17.61%；生活能源消费占据了消费

总量的 12.85%（5.35亿 tce）。工业部门仍是我国的

主要耗能产业，这与我国以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

构密切相关。

2013—2017年一次能源在能源供给中的占比

如图 2所示，从图中来看煤炭在能源生产结构中的

占比下降速度明显低于往年，这表明 2017年国家

的能源供给侧改革和减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受挫

了。此外，石油产量在能源产量结构中的占比明

显低于 2016年，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

天然气和电力的生产量增长平稳，随着我国能源

改革力度的加大，一次电力和天然气在能源供应

结构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此外，煤炭虽然在

能源产量结构中占比逐年降低，但依旧是我国的

主要供应能源，仍要继续推进能源领域的供给侧

改革，使得国家的能源生产结构更加绿色和低碳。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8）》 [10]。

图2 2013—2017年一次能源在能源供给中的占比

终端消费部门所消耗的能源品种如图 3所示，

在工业部门中，煤炭和电力为主要的能源消耗品

种，国家应继续推行高耗能企业的整改，鼓励研

发节能生产技术，推动国家产业部门向绿色低碳

发展；在第三产业中，石油为最主要的能源消耗

种类，国家应该积极寻找石油在第三产业的替代

能源，发展新能源在交通部门的高效应用技术，

降低交通运输部门对于石油的消费需求。

注：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11]。

图3 终端消费能源品种分布

2.2 主要能源种类分析

2.2.1 煤 炭

2017年中国的煤炭总供应量 38.21亿 t，其中，

原煤生产量为 35.24亿 t，与 2016年（34.11亿 t）相

比增加了 3.3%，这是自 2013年以来的首次增长，

在进出口方面，2017年中国煤炭进口量为2.71亿 t，
对外依存度为6.8%。

加工转换过程消耗煤炭 28.14亿 t，其中用于发

电的有 19亿 t，比 2016年的 18.27亿 t增加了 4%；

供热消耗原煤 2.9亿 t，相比 2016年增长了 9.1%；

洗选煤消耗 8.45亿 t，炼焦消耗 5.89亿 t，制油消耗

0.16亿 t，制气消耗 0.16亿 t。除了洗选煤消耗略微

下降外，其余消耗与 2018年相比都有所上升。此

外，随着我国对于天然气需求的快速增长，煤制

气工艺水平也不断发展，2017年煤制气产出量为

33.13亿m³，是2018年产量的1.7倍。

2017年煤炭消费总量为 38.57亿 t，相比于

2016年的 38.45亿 t增长了 0.3%，此变化主要表现

为工业用煤的增加，为了更加详细的了解工业部

门中各个产业的耗煤变化情况，本文整理了工业

中相关产业的煤炭消费数据见表 2。从表中可以发

现工业部门主要分为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其中采掘业和制造业耗煤

量与 2016年相比是下降趋势，电力、燃气及水生

产 2017年国家煤炭消费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电力需

求的激增拉动了耗煤量的增加这一观点。

表2 工业部门主要产业煤耗对比 万t

注：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11]。

类别

采掘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016年
247 46
168 582
169 847

2017年
24 451
161 113
179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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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石油类

2017年我国的石油供给量为 5.88亿 t，比 2016
年增长了 5%。但是，中国原油生产量为 1.92亿 t，
比 2016年减少了 4%。这就导致中国的石油需求将

大部分依赖于进口。2017年中国石油进口量 4.91
亿 t，如图 4所示，比 2016年 （4.45亿 t） 增加了

10.3%，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首次突破 70%，达

到了 71.69%，创历史新高。国家能源安全较易受

到石油生产国家政治稳定性的影响，中国应当积

极探索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使得中国的石油安

全危机得以缓解。此外，可以看到中国对于石油

的消费量增速大于国家石油产量的增速，国家应

积极寻找石油制品的替代能源和新能源应用技术

在交通领域的高效应用，降低交通运输行业的石

油需求和碳排放。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 [11]。

图4 中国石油进出口、消费总量及依存度对比

从加工转换角度来看，2017年中国炼油消耗

原油 5.85亿 t，收获汽油 1.35亿 t、煤油 4 231万 t、
柴油 1.87亿 t、燃料油 4 563万 t、石脑油 5 464万 t、
润滑油 200万 t、石油沥青 2 754万 t、液化石油气

3 663万 t及其他各种石油制品1.5亿 t。
从消费端来看，2017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是

5.87亿 t，其增速从 2016年的 2.3%上升至 2017年
的 4.1%。其中，工业石油消费量占据了石油消费

总量的 33.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据了

37.8%，生活消费占据了 12.3%。工业部门和交通

运输部门的石油制品消费量相较于 2016年分别提

高了 1.3%和 2.4%，而生活消费部门则是增速降低

了 1.3%。由此可见，工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是

石油消耗最主要两个的两个部门，并且交通运输

的增速明显高于工业部门。随着中国电商的蓬勃

发展，城市间的贸易运输将变得更加频繁，新能

源汽车应用技术在长途运输方面拥有巨大的应用

潜力。并且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推

广，相信生活中石油消费将逐渐得到控制。

2.2.3 天然气

2017年中国天然气的总供应量为 2 391亿m3，
如图 5所示，相比于 2016年增长了 14.9%。其中，

2017年中国天然气生产量为 1 480亿m3，进口量为

946亿m3（包括 3 809万 t液化天然气，LNG），出

口量为 35.3亿 m3。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

38%，并且自 2015年以来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

逐年增加，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虽然我国的天然气

开采技术逐步发展，但是天然气产量增速始终赶不

上需求增速。虽然过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严重威胁

国家能源安全，但是由于天然气具有清洁、高效的

特点，随着国家“煤改气”政策的进一步推广，国

内对于天然气的需求很可能还将进一步提升。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 [11]，数据包括液化天然气。

图5 天然气进出口、消费总量及对外依存度对比

从加工转换过程来看，2017年中国天然气消

费中用于火力发电的量为 380.34亿m3，占天然气

供 应 总 量 的 16%， 这 与 美 国 （49%）、 日 本

（39.2%）相比还有很大差距[6]，大力发展低碳技术

在火力发电方面的应用以及提高光伏发电、水电、

风点和核电等新能源在电力供应方面的占比，可

以有效减少中国的碳排放总量。

从终端消费看，2017年中国天然气终端消费

总量为 2 394亿m3，较 2016年增长 15%。其中用于

第二产业 1 577亿 m3，用于第三产业 395.2亿 m3，
用于生活消费 420.3亿m3。三者分别占 2017年天然

气消费总量的 65.9%、16.5%和 17.6%，并且三者

天然气的消费量相比于 2016年各自增加了 17.7%、

10.8%、10.7%。这足以说明，随着国家四大油气

供应格局的逐步形成，天然气在未来的能源结构

中将扮演主导地位。

于鹏伟等：2017年中国能源流和碳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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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天然气包括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

图6 2016年中国碳流

2.2.4 电 力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电力生产国，电力生产量

占世界电力生产总量的 25.4%[1]。2017年，中国的

电力供应量依旧是增长状态，总的电力供应量为

64 821.0亿 kW · h。其中，火力发电量 46 627.4亿
kW · h，占整个电力生产的 71.8%；水力发电量为

11 898.4亿 kW · h，占电力生产总量的 18.3%；核

电发电量为 2 480.7亿 kW · h，占电力供应生产的

3.8%；风电发电量为 2 950.2亿 kW · h，占电力生

产总量的 4.5%。与 2016 年各项占比情况相比

（72.2%、19.4%、3.5%、3.9%），核电与风电在电

力供应中有所增加，火电与水电略有下降。

从电源结构角度分析，美国的电源供应结构

中煤炭占 30.7%，天然气占 49%，核电占 19.8%；

日本的电源供应结构中煤炭占 33.6%，天然气占

39.2%，可再生能源占 9.8%。相比之下，中国（煤

炭 67.2%、天然气 3.0%、水电 17.8%）电源结构中

煤炭占比高于日本和美国，而清洁能源天然气在

发电结构中却明显低于日本和美国。中国在电力

方面还具有很大的减排潜力。

从消费角度来看，2017年中国电力消费总量

为 64 821.0亿 kW · h，相比 2016年电力消费增长

了 5.7%。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及生活消费部门的电力消费量为 1 175.1亿 kW · h、
45 749亿 kW · h、8 825.2亿 kW · h和 9 071.6亿
kW · h（分别占电力消费总量的 1.8%、70.6%、

13.6%以及 13.9%）。第二产业中，化工、金属冶炼

及加工为最主要的电力消费部门。此外城乡电力

消费依旧是稳步增长，相比于 2016年分别增长了

8.6%和 6.7%。尽管我国的发电总量世界第一，但

是人均电力消费水平却仅仅为OECD国家的一半左

右。为了完成“十三五”电力发展规划的目标，

我国的电力供应将将进一步提升。

2.3 2017年中国碳流图整体分析

2016年、2017年，中国主要一次能源在部分

加工转化过程和终端消费部门所产生的碳排放如

图 6和图 7所示。从碳排放总量来看，2017年中国

的碳排放总量为 95.77亿 t，相比于 2016年（93.55
亿 t） 增长了 2.4%。其中，煤炭产生的碳排放为

76.44亿 t，增长 1%；石油的碳排放量为 14.35亿 t，
增长 4.4%；由于能源供给侧改革以及“煤改气”

等政策的实施，2017年中国天然气产生的碳排放

量为 4.98亿 t，增长 18.85%。天然气产生的碳排放

增长幅度最大，但由于煤炭和石油的碳排放基数

远远超过天然气，短时间内煤炭和石油碳排放在

中国碳排放来源中的占比不会大幅降低。

2015—2017年碳排放来源占比如图 8所示，煤

炭仍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这是由于我国以煤炭

为主要供应能源的现状暂时还无法改变。但煤炭

在碳排放中的占比却逐渐降低，显示出随着中国

减排政策的进一步推行，碳排放量将逐渐降低。

从加工转化和终端消费角度来看，2017年火

力发电的碳排放量是 36.67亿 t，相较于 2016年增

加了 4%；供热的碳排放总量为 5.88亿 t，同比增加

了 6.3%；第一产业碳排放量为 1.13亿 t，同比增加

了 2.7%；第二产业碳排放量为 36.82亿 t，同比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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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减少了 0.05%；第三产业碳排放总量为

10.32亿 t，比 2016年增加了 2.5%；生活消费的碳

注：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11]。
图8 2015—2017年碳排放占比

排 4.96亿 t，相比 2016年增加了 4.4%。由此可知，

第二产业 （工业部门） 的减排力度无法抵消火力

发电部门，供热部门以及生活消费部门的快速增

长，造成了 2017年国家碳排放总量的上升。进一

步证实了 2016年电力和热力需求的激增，是国家

电力生产和热力生产能力之间的不协调所造成的

暂时性回弹。国家节能减排计划减少了社会能源

供应的多样性，为了满足社会能源需求，势必会

增加对于电力、热力等能源的需求。而国家在很

多地区供电和供暖仅仅有燃烧煤炭一种方式，所

以就刺激了社会的煤炭需求，导致了煤炭消费量

的增加，进而造成了国家碳排放的增长。如何提

高清洁能源在供电、供暖等方面的利用比例，减

少中间转化部门对煤炭的依赖度是我国越来越需

要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生活消费方面的碳排放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人类的日常生活对碳排放的影响也越

来越大。城镇和乡村的能源消费结构如图 9所示，

以便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生活消费的能源结

构状况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异。由图 9可以直观的看

见中国生活消费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石油、天

然气、电力为主，热力与其他能源为辅。但城乡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城镇居民的能源

消费结构比乡村的更加多元化，居民能源消费为

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热力共同供应，乡村能源

消费则是以煤炭、电力为主，石油为辅。其次，

城镇的能源消费总量远远高于农村，这说明节能

减排的主要目标仍在城镇。此外，随着国家节能

减排政策“煤改气”“煤改电”的推行，城镇的用

煤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乡村能源结构中煤

炭、石油等高碳能源仍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并且，

天然气在乡村的能源结构中占比过低，说明节能

减排的政策在乡村仍有很大的推广潜力。政府一

方面应加大对乡村用煤的管控力度，另一方面也

应不断加强天然气供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

的控制煤炭在乡村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使得乡村

能源结构更加绿色和低碳。

注：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11]。

图9 2017年中国城镇、乡村能源结构

于鹏伟等：2017年中国能源流和碳流分析

注：天然气中包含液化天然气。

图7 2017年中国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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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 论

总体来看，煤炭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将是我国的主要供应和消费能源，国家控制了除

发电行业以外的煤炭使用量，但是在火力发电行业

中，煤炭的可替代能源还无法大规模使用。在石油

方面，我国对于石油的消费需求在不断上涨。国内

的石油生产量却不断减少，导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

存度不断打破历史记录，国家的石油安全受到了严

重威胁。2017年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占世界消费

量的三分之一。中国天然气需求的激增，推动了世

界天然气消费量的增长。社会各个行业的天然气消

费量增速均超过 10%。但是我国的天然气生产远远

不能满足本国的消费需求，2017年我国的天然气

对外依存度达到了 38%，预计未来还将进一步提

高。天然气供应危机进一步加深。除此之外，天然

气在电力生产中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3.2 政策启示

总体上，在能源供应结构优化过程中，应根据

各个地区的不同特征，充分挖掘本地区的可再生能

源利用潜力。

在煤炭方面，煤炭作为我国的主要供应能源这

一事实暂时还无法改变，但我国还应进一步推进能

源供给侧的改革力度，严格控制国内对于煤炭的供

应量，特别是乡村地区的煤炭消耗，不断优化我国

的能源供应结构。同时还应不断探索煤炭的绿色应

用与高效应用技术，减少在加工转化以及使用过程

中的煤炭使用量。

石油方面，近年来我国的石油需求稳步增长，

过高的对外依存度严重威胁着我国的能源安全。国

家应不断拓宽石油的进口渠道，努力形成多渠道石

油进口格局，减少任一其他国家对我国能源供应的

影响。此外，我国应不断寻找石油在交通运输行业

的替代品，（如天然气、氢电池和天阳能等）降低

国内对于石油制品的需求。

天然气方面，随着中国“煤改气”政策的不断

推进，中国对于天然气的消费需求还要不断提升，

这就要求我国在天然气供应方面有足够的能力。努

力提高我国的天然气开采技术，加快建设国家油气

工程的建设以及拓宽天然气进口渠道。随着中国天

然气进口管道和西气东输工程的不断建设完成，

中国天然气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

升。此外中国还应进一步推进天然气在火力发电

方面的利用，以减少火力发电方面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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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 ETS）从 2005年初

试运行至今已历时 14年，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全

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涵盖欧盟及挪威、冰

岛及列支敦士登等 30个国家，覆盖电力、钢铁、

化工等十几个行业的 1.1万个排放设备，碳排放量

交易达到碳排放量的45%。

EU ETS 已经实施到第 3 阶段 （2013—2020
年），其目标是到 2020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

降到 2005年的 21%以下，下一阶段任务是到 2050
年碳排放量比 1990年下降 80% ~90%。由于参与

EU ETS的各国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因此

采用分权化治理模式。各成员国在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分配、监督交易有很大的自主权，即先由

各个成员国制定自己排放总量和如何分配再向中

基于ARIMA模型的欧盟碳金融市场期货价格预测及启示

吕靖烨，杜靖南，沙巴·拉苏尔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欧盟碳金融市场作为全球最大、最成熟的碳排放市场，碳金融市场期货价格波动已经显现

出一定规律。我国碳金融期货市场还处于筹划阶段，探究欧盟碳期货动态变化规律，对其价格进行

预测，不仅可以丰富碳金融市场的相关理论，而且为我国碳期货市场的发展、防止碳价格过度波

动、稳定碳价格提供借鉴。ARIMA模型已广泛应用于金融领域，能较好把握时间序列动态规律，

运用ARIMA模型，选择 2013年 1月至 2018年 7月EUA期货结算价作为分析数据，对欧盟碳期货交

易价格作为期 3个月的预测。预测结果显示，在未来 3个月碳期货价格依然会有较大幅度的波动。

总结欧盟碳期货历史价格剧烈波动的原因，提出我国建设碳期货市场应从设置碳价波动区间、允许

碳配额跨期存储、加大财政补贴力度3方面着手完善碳期货市场价格稳定机制。

关键词：ARIMA模型；碳金融市场；碳期货；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X196；F8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0－0023－07

基金项目：陕西省软科学（2015KRM085，2013KRZ02-01）；陕西

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4JZ025）。

Forecast and enlightenment of EU carbon financial market futures price based on ARI⁃
MA model

LYU Jingye，Du Jingnan，Saba Rasool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A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mature carbon emission market，the EU carbon financial market has shown a cer⁃
tain pattern of fluctuations in futures prices in the carbon financial market. China's carbon financial futures market is still in
the planning stage. Exploring the dynamic change law of EU's carbon futures and forecasting its price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the carbon financial market，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arbon futures mar⁃
ket，prevent the excessive fluctuation of carbon price and stabilize the carbon price. ARIMA model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nancial field，which can better grasp the dynamic law of time series. Using ARIMA model，choosing the settlement price
of EUA futures from January 2013 to July 2018 as the analysis data， the trading price of EU carbon futures was predicted
for three months. The forecast results showed that carbon futures prices will still fluctuate significantly in the next three
months. Summarizing the reasons for the sharp fluctuations in the historical price of carbon futures in the EU，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s construction of carbon futures market should star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etting carbon price fluctuation range，
allowing carbon allowance to be stored in an interim period，and increasing financial subsidies to improve the price stability
mechanism of carbon futures market.
Key words：ARIMA model；carbon financial market；carbon futures；carbon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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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登记处登记，再制定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分配方

案。分权化管理模式体现了协调机制，成为碳排

放交易体系的典范[1]。
欧盟碳期货价格自 2005年以来经历 3次剧烈

波动，第一次是在 2006年配额核证事件后，导致

碳配额供大于求，碳价格在短期内由 30欧元/t CO2
下降到 10欧元/t CO2；第二次是 2008年金融危机爆

发，导致短期内碳价格从25欧元/t CO2下跌至15欧
元/t CO2；第三次是 2011年欧盟债务危机恶化，碳

价格从 15欧元/t CO2下降到 5欧元/t CO2。从碳价格

3次暴跌的原因看出，碳价格波动受多种因素影

响，对政策、经济发展、突发事件较为敏感。通

过对碳金融市场期货价格进行预测，可以为碳期

货市场价格稳定机制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于 2013年先后设立 9个碳排放市场试点，

截至 2018年底，CO2成交量超过 2亿 t，成交额超

46亿元人民币。《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报告》显示：

各试点省市政府对碳金融市场不断摸索，总结经

验教训，对排控企业约束力逐年增强，2018年各

试点省市履约情况超过98%；各个碳金融市场碳成

交量和交易价格均出现上涨；由于企业对减排的

认识不够，众多企业在履约期接近结束时才购买

碳配额，致使碳配额的换手率减少，降低市场价

格发现机制；各试点省市对未能完成减排任务或

未履约企业实施惩罚，包括罚款、减少碳配额、

计入失信记录、取消政策优惠等，对履约按时完

成减排任务的企业在各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2017年 12月 19日，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全面

启动，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涵盖 1 700多家企

业，并分阶段稳步推进碳金融市场建设，逐步降

低市场门槛，扩大覆盖范围。

我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国际碳期

货价格波动对我国碳期货价格有很大的影响，欧

盟碳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欧盟碳

期货价格波动相较于其他国家对我国碳期货价格

的影响最大，通过对欧盟碳金融市场期货价格的

预测，可以为我国碳期货价格形成机制提供可靠

的研究基础。

从国外学者研究来看，Jakob等[2]采用专家访谈

和详细文件的分析方式，将碳金融市场与采掘业

进行类比，评估碳定价和有针对性地利用相关收

入，是否能够共同促进秘鲁的长期气候变化缓解

目标和短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Brown等[3]以阿尔

伯塔的电力市场政策作为案例研究，利用寡头竞

争模型，模拟了国家在阿尔伯塔的电力市场施行

政策的两个阶段对电力价格、排放、单位和企业

盈利能力的短期影响，发现电力价格和碳排放因

碳定价变化，而变化机制取决于市场是否是完全

竞争或寡头垄断；Jean-Charles等[4]认为减排活动

（SVMA） 的社会价值可以为制定一套新的气候政

策打下基础，新的气候政策是对传统碳定价策略

的补充。

从国内学者研究来看，朱帮助等[5]运用EMD模

型对 2005年 4月至 2011年 9月欧洲碳期货价格进

行预测，指出欧洲碳期货价格主要由重大事件、

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组成；刘纪显等[6]运用VAR模

型，分析欧盟碳期货价格与能源股票价格之间的

相互关系，发现能源股票价格和碳期货价格的不

对称关系；齐绍洲等[7]运用GED-GARCH模型预测

了欧盟碳期货与碳现货价格，表明碳期货与碳现

货的关系呈现分割局面特征；王丹等[8]运用误差修

正模型分析欧盟碳期货与现货价格之间的长期均

衡。吕靖烨等[9-11]运用GARCH类模型检验了我国碳

排放市场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整理国内外学者对碳期货价格研究发现，

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为已经趋于成熟的欧盟碳期

货市场，对碳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或者是与能源

价格的关系的研究较多，选取的欧盟碳期货分析

数据以第二阶段数据居多，众多学者的研究使碳

期货价格理论体系日渐丰富，为我国碳期货市场

建设提供了完备的理论基础。从研究方法来看，

虽然 EMD模型能够从高频和低频两个层次对价格

进行预测，但是这种方法偏重于长期预测，且对

市场的非合意干扰因素剔除较多；以 VAR 和

GARCH族为代表的时间序列模型，虽然能够衡量

波动的非均衡性，但是对于短期预测的精度依然

无法保证。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欧盟

碳金融市场最新的第三阶段碳期货价格数据，利

用ARIMA模型进行短期分析和预测，不仅能够提

高短期预测的精度，还可以为我国建设碳期货市

场价格稳定机制提供政策建议。

1 碳价格预测理论模型

ARIMA模型是 20世纪 70年代由美国统计学家

Box G E P与英国统计学家 Jenkins创立的随机时序

模型，因此也称B-J方法，是一种短期预测准确度

较高的方法。

ARIMA模型分为自回归模型 （AR）、移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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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模型（MA）和自回归平均移动（ARIMA）模型

3种类型，ARIMA模型的前提假设是某个时间序列

是平稳序列，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不能用ARIMA
模型，只有经过处理后，形成平稳序列，处理后

平稳序列才可用ARIMA模型。

ARIMA（p，q）模型可表示为

yt = ϕ1 yt - 1 + ϕ2 yt - 2 + ϕp yt - p + εt - ω1 yt - 1 -
ω2 yt - 2 - ωq yt - q （1）

其中：ϕ1,ϕ2,ϕp是自回归系数；ω1,ω2,ωq是移

动平均系数，待估参数；εt是残差。

AR模型和MA模型都是ARIMA（p，q） 模型

的特殊形式，当系数 q为 0时，表现为 AR模型，

AR模型可表示为

yt = ϕ1 yt - 1 + ϕ2 yt - 2 + ϕp yt - p + εt （2）
当系数 p为 0时，表现为MA模型，MA模型可

表示为

yt = εt - ω1 yt - 1 - ω2 yt - 2 - ωq yt - q （3）
ARIMA模型针对的是平稳序列，对于不平稳

序列需要处理，产生的新平稳序列才可建模，具

体建模步骤可分为以下5步。

1）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序列平稳可

进行下一步操作，如果序列不平稳，需要对序列

进行处理，使序列平稳，常见的平稳性处理方式

有：取自然对数、差分或者是将二者进行组合，

使不平稳序列转化成平稳序列。

2） 通过自相关和偏相关图可初步判断 p和 q
的阶数，但最终 p和 q的阶数确定要根据AIC准则

和SC准则。

3） 利用最小二乘法确定最终确定模型的参

数，并检验序列是否需要季节调整。

4）对模型的残差做白噪声检验，观察残差序

列是否是白噪声，如果残差序列是白噪声，证明

模型建立很好，如果不是白噪声，那么证明残差

中还有未提取信息，需要进一步对序列处理。

5）利用建立的模型选择合适区间进行预测。

2 欧盟碳期货价格预测

2.1 数据来源

碳期货是碳金融市场的重要交易产品，EUA
期货合约是欧盟碳交易体系主要的期货交易合

约[9]。自 2005年欧盟碳交易体系建立以来，EUA期

货市场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全球碳

金融市场风向标，EUA期货价格被减排企业、投

资者、碳基金等相关利益者密切关注。

本研究用于分析的数据时间段为 2013年 1月
至 2018年 7月，数据来源于 wind数据库公布的

EUA月度碳期货结算价，共计67个样本。

2.2 模型建立

在建立ARIMA模型之前需对原始时间序列的

平稳性检验，因为原始数据序列通常都不是随机

序列，往往表现出具有一定的趋势，不能确定序

列是否为平稳序列，因此在建模之前需要对原始

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如果不检验其平稳性，

直接建模，可能出现伪回归，使模型结果不可

靠[12]。通常平稳性检验采用单位根检验，对原始数

据的方差分析，根据结果分析序列是否平稳。对

原数列 （TAN） 和取自然对数后 （LNTAN） 的检

验结果见表1。
表 1检验结果显示：TAN和 LNTAN在临界值

1%、5%、10%的置信水平下，ADF检验值均小于

临界值的绝对值，接受原假设，说明序列 TAN和

LNTAN存在单位根，序列不平稳，需要对数列进

一步处理。

对序列 LNTAN取一阶差分（YIJIE）ADF单位

根结果见表 2，结果显示：序列YIJIE的ADF检验

值在临界值 1%、5%、10%的置信水平下，ADF检

变量名称

原序列（TAN）
取自然对数序列（LNTAN）

ADF检验值

0.767 568
-0.408 574

临界值（1%）
-3.534 868
-3.534 868

临界值（5%）
-2.906 923
-2.906 923

临界值（10%）
-2.591 006
-2.591 006

概率值（P）
0.992 7
0.900 9

平稳性

不平稳

不平稳

变量名称

一级差分YIJIE）
ADF检验值

-6.213 079
临界值（1%）
-3.534 868

临界值（5%）
-2.906 923

临界值（10%）
-2.591 006

概率值（P）
0.000 0

平稳性

平稳

表1 序列TAN和LNTAN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 序列YIJIE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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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值小于 1%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说明YIIJIE
不存在单位根，序列平稳。可通过观察YIJIE的自

相关和偏相关图，初步确定 p和 q的阶数。

YIJIE的自相关和偏相关分析见表 3。从 k=1以
后大部分都在置信区间内，但是当 k=5时，k值在

置信区间外，因此YIJIE的自相关和偏相关不够优

化，需要进一步对序列做二阶差分，观察二阶差

分后序列（ERJIE）的自相关和偏相关结果是否比

一阶差分结果优化，见表4。
表3 序列YIJIE的自相关和偏相关分析

表4 序列ERJIE自相关和偏相关分析

表 4结果显示，经过二阶差分后，自相关和偏

相关全部在置信区间内，相比一阶差分结果，二

阶差分后的结果更优化，因此可以选取二阶差分

后的序列作为建模序列并确定 p和 q值。ARIMA模

型有 3种基本类型：AR模型、MA模型和 ARIMA
模型，根据自相关和偏相关的尾部特征确定具体

所属类型。自相关和偏相关都是拖尾应选用ARI⁃
MA模型；自相关表现为拖尾，偏相关表现为截

尾，应采用AR模型；自相关表现为截尾，而偏相

关表现为拖尾，应采用MA模型。

表 4自相关和偏相关表显示：自相关和偏相关

都表现为拖尾，说明新生成的二阶序列 （ERJIE）
适合采用ARIMA模型，自相关和偏相关都在置信

区间内，不存在季节性，初步确定 p，q的值。具

体 p，q的值还要用AIC准则和 SC准则确定。经计

算ARIMA（5，2，2）和ARIMA（6，2，2），都符

合建模模型，见表5。
表5 两种模型检验结果

表 5为 ARIMA（5，2，2） 和 ARIMA（6，2，
2） 检验结果对比表，对比显示：ARIMA（5，2，
2） 的 Adjusted R2、AIC和 SC的值均优于 ARIMA
（6，2，2），说明ARIMA（5，2，2）优于ARIMA
（6，2，2），更适合建立预测模型。ARIMA（5，
2，2）模型参数估计与检验结果见表6。

根据表 6显示：除常数项 C外，各项参数的 T
统计量概率小于规定的显著性水平（5%），检验通

过；模型的ASC和 SC值都比较小；F统计量的概

率为0.000 6%。说明模型具有统计意义。

根据表 6中各系数估计，建立ARIMA（5，2，
2）模型方程如下。
ERJIE = 0.000 620 073 175 637 +AR ( )1

= -1.440 746 376 49, AR ( )2
= -1.602 789 316 36, AR ( )3
= -1.207 346 173 21, AR ( )4
= 0.928 189 822 592, AR ( 5 )
= 0.480 166 232 588, MA ( )1
= 1.117 791 215 44, MA ( )2
=0.954 668 820 254，BACKCAST

=2013M08，ESTSMPL

= "2013M08 2018M07"
参数估计后，需要对残差序列做白噪声检验，

若残差序列不是白噪声序列，则说明序列还有有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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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相关

（AC）
0.251
-0.036
-0.131
-0.044
0.272
0.215
-0.054
0.014
-0.055
0.017
0.079
-0.031

偏相关

（PAC）
0.251
-0.106
-0.102
0.015
0.291
0.066
-0.136
0.148
-0.043
-0.051
0.012
-0.02

Q统计量

（Q-Stat）
4.353 0
4.443 9
5.667 1
5.808 3
11.251
14.709
14.934
14.949
15.188
15.212
15.722
15.804

概率值

（Prob）
0.037
0.108
0.129
0.214
0.047
0.023
0.037
0.06
0.086
0.125
0.152
0.2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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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相关

（AC）
-0.312
-0.128
-0.134
-0.119
0.231
0.155
-0.207
0.058
-0.102
0.02
0.121
-0.023

偏相关

（PAC）
-0.312
-0.25
-0.309
-0.425
-0.173
0.057
-0.169
0.009
-0.012
-0.057
-0.01
0.042

Q统计量

（Q-Stat）
6.611 5
7.750 0
9.003 0
10.015
13.873
15.636
18.86
19.12
19.923
19.953
21.137
21.18

概率值

（Prob）
0.01
0.021
0.029
0.04
0.016
0.016
0.009
0.014
0.018
0.03
0.032
0.048

（p，q）
（5，2）
（6，2）

样本决定系数

（Adjusted R2）
0.418 6
0.458 6

赤池准则

（AIC）
-1.800 5
-1.842 0

施瓦兹准则

（SC）
-1.521 3
-1.5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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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未被提取，需要进一步改进模型，若残差

序列是白噪声序列，说明有用信息已经被提取，

残差序列是随机序列。

表7 残差自相关和偏相关分析表

根据表 7结果显示：残差序列的自相关和偏相

关都在置信区间内，残差序列满足随机性假设，

序列中的有用信息已被完全提取，序列属于白噪

声序列，无需对模型进一步改进，可以对碳期货

价格进行预测。

2.3 对碳期货价格进行预测分析

利用建好的ARIMA（5，2，2）模型对欧盟碳

期货月度价格进行预测，由于碳期货价格变动比

较大，ARIMA模型对短期预测效果比较好，因此

对碳期货价格作为期 3个月的预测，预测 2018年 8
月至2018年10月3个月的碳期货结算价。

图1 预测值与实际值的部分结果对比图

图 1中 2013年 8月至 2018年 7月的拟合曲线与

实际曲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残差曲线在区间 0值
上下波动，证明模型拟合较好，预测结果的可靠

性较大。

表8 ARIMA（5，2，2）模型预测结果

表 8为ARIMA（5，2，2）模型对欧盟 2018年
8月至 10月碳期货结算价预测结果。从预测结果来

看，碳期货结算价短时间内还是处于上升阶段，

可能受碳供给关系失衡、政策导向较好、市场上

金融投机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因此，碳排控企业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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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相关

（AC）
-0.173
-0.117
-0.093
-0.157
0.098
-0.042
0.135
-0.038
-0.136
0.098
0.031
-0.064

偏相关

（PAC）
-0.173
-0.151
-0.15
-0.242
-0.034
-0.123
0.066
-0.045
-0.134
0.034
0.059
-0.091

Q统计量

（Q-Stat）
1.882 2
2.755 3
3.321 8
4.949 7
5.592 8
5.713 3
6.983 4
7.084 5
8.439 5
9.155 6
9.230 5
9.550 3

概率值

（Prob）
0.17
0.252
0.345
0.293
0.348
0.456
0.431
0.528
0.491
0.517
0.601
0.655

日期

预测值

2018年8月
18.569 540 88

2018年9月
21.047 395 12

2018年10月
23.762 078 25

变量

C
AR（1）
AR（2）
AR（3）
AR（4）
AR（5）
MA（1）
MA（2）
可决系数

调整的可决系数

F统计量的概率值

倒AR根

倒MA根

系数

0.000 620
-1.44 074 6
-1.602 789
-1.207 346
-0.928 190
-0.480 166
1.117 791
0.954 669
0.487 604
0.418 628
0.000 006
0.23+0.81i

标准差

0.005 457
0.121 356
0.189 723
0.241 628
0.186 833
0.110 160
0.069 993
0.057 666

赤池信息准则

施瓦兹准则

杜宾瓦尔森统计量

0.23-0.81i
-0.56+0.80i

-0.57+0.76i

t统计量

0.113 632
-11.87 207
-8.448 062
-4.996 718
-4.968 022
-4.358 819
15.969 96
16.555 02

-1.800 525
-1.521 279
2.344 392

-0.57-0.76i
-0.56-0.80i

概率值

0.91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1
0.000 0
0.000 0

-0.76

表6 ARIMA（5，2，2）模型参数估计与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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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者对碳价格进行预测和做相关决策时应结

合影响因素全面分析，才能得出更加准确的预测，

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

2.4 结果讨论

碳价格预测及如何稳定碳价格一直是学术界

关注的重点。碳价格短期内波动主要受供求结构

变化而波动，呈现线性和非线性两种特征。文章

利用ARIMA模型挖掘欧盟碳期货结算价变动内在

规律，对欧盟碳期货结算价实证分析表明：短期

预测模型是有效的，能够较准确的捕捉碳期货价

格变动趋势，可以达到预测效果，该模型是一种

有效的预测模型。

2013年 1月至 2018年 7月碳期货价格走势可以

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3年 1月至 2015年 11月，碳期

货价格稳步上升。

碳期货价格由 5.20欧元/t CO2上升到 8.51欧元/
t CO2，涨幅 63.4%，在这一时间段，碳期货价格走

势与上一年度碳价格走势完全相反，这一时期碳

价格稳步上涨，主要是由于 2013年欧洲议会环境

委员会修改了碳配额拍卖推迟提案，并且在 2014
年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 2030年气候目标，为碳价

格回升注入了强心剂。

第二阶段：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9月，碳期

货价格持续下跌。

从 8.28欧元/t CO2下跌到 4.31欧元/t CO2，短

短 10个月碳期货价格跌幅达 92.1%，《巴黎协

议》公布后各国未能达到既定的碳排放目标，加

之市场总体低迷，导致这一时段碳期货价格大幅

下跌。

第三阶段：2016年 10月至 2018年 7月，碳期

货价格快速上升。

由 5.70欧元/t CO2上升到 16.35欧元/t CO2，涨

幅 186.4%。在这段时期欧盟碳期货市场稳定机制

有效的减少了市场上碳配额供给，推动碳价格大

幅上涨。

结合之前欧盟碳期货 3次剧烈波动的原因发

现，欧盟政府在市场中的参与度不足、价格区间

设置缺失、期货价格稳定机制不成熟，导致碳配

额供需失衡，碳期货价格巨大波动。当前碳期货

价格大幅上涨，是因为欧盟总结 3次碳期货价格巨

大波动的原因，逐步完善碳期货市场价格稳定机

制，将碳期货价格拉回到合理区间。

3 对我国未来设置碳期货市场及碳价格波

动的启示

尽管 2017年末我国已经全面实施碳排放交易

市场，但国内碳金融市场还处于试点阶段。碳交

易市场主要是现货市场，现有的碳金融产品只有

碳排放权配额和项目减排量 2种，碳期货还在筹备

阶段。近年来，各界组织纷纷要求进行碳期货交

易试点。欧盟碳金融市场已经实施 14年，碳价格

经历的剧烈波动为我国建设碳期货市场之前设置

完备的碳期货价格稳定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欧盟有差异，通

过预测分析欧盟碳期货价格，解析其剧烈波动原

因，可以为我国政府未来实施碳期货交易、建立

完善的碳期货价格稳定机制提供借鉴。

3.1 有效设置碳价波动区间的相关机制

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纷纷拟在碳金融市场

中设置价格稳定机制[13]。欧盟碳价格经历的 3次暴

跌，证明碳期货价格激烈波动是碳金融市场存在

的突出问题之一。对于企业，碳期货价格的剧烈

上涨，一方面会造成企业减排负担加重，降低企

业的减排积极性；另一方面会加大企业的经营风

险，增加企业的风险管理。对于投资者，碳价格

的剧烈波动会增加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推迟投资

决策。

供需关系依然是碳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政

府可根据国内碳价格波动趋势和参考国外碳期货

市场经验设置价格波动区间，并占据主导地位，

当碳配额供给大于需求，价格暴跌且低于最低价

格时，以设定最低价购进碳配额；或者企业碳排

放时除抵消手中的碳配额时还需另缴纳一定的费

用，使得企业排放成本增加，倒逼价格不低于设

置的最低价格。当需求大于供给时，碳期货价格

剧烈上涨，高于设置的最高限额，政府以设置的

最高价出售碳配额，或者对超额排放 CO2的企业

罚款。

3.2 制定合理的碳配额跨期存储制度

我国碳排放试点省市由于经济发展和政策不

同导致各交易所互不相通，碳金融市场分期运行，

碳配额不能跨期持有，企业实际碳排放量不能超

过持有的碳配额[14]。根据欧盟碳期货市场经验，实

现各交易所互通难度太大，但是碳配额跨期使用

实现的难度相对较小。允许碳配额跨期存储是本

期企业的碳配额被允许在下期使用，或者是企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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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实际碳排放量超过持有的碳配额，可以预支

下期碳配额。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履约成本，而且

可以抑制碳价格过度上涨和过度下跌。

如此，不仅可以增加企业参与碳金融市场的

灵活度，而且使企业能够通过碳价格波动获得减

排和碳价格双重收益。但是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可能会导致企业在当期的碳排放量过度，透支未

来的碳配额，对将来减排不利，需要监管者根据

当下碳现货市场经验和未来碳期货市场形式制定

合理的跨期碳配额分配制度。

3.3 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企业低碳投入不足制约低碳技术的发展，加

大企业的减排难度，也增加企业的减排成本。不

仅对企业的发展不利，也对国家低碳环保大计掣

肘。我国对减排企业除了政策支持外，还应加大

财政补贴力度[15]。低碳技术之所以发展缓慢，主要

是资金不够，企业要革新低碳技术就得加大更多

的投入，因此企业的积极性也不高。如果政府可

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同时制定完善的补贴机制，

为企业发展低碳技术提供有力支撑，使企业在发

展低碳技术上更有动力，也提高企业节能减排的

积极性。

我国碳金融市场建设一直以欧盟碳金融市场

为蓝本[16]。欧盟碳期货市场价格稳定机制给我国碳

期货市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分析欧盟碳期

货价格过度波动的原因，建立完备的期货价格稳

定机制，为我国碳期货市场启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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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共识的议题

之一。我国作为世界碳排放最多的经济体，正在

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动新能源发展，

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我国地大物博，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生物

质能等新能源禀赋，同时，政府也高度重视新能

源的发展，强调将改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

源、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和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为发展的关键着力点[1]。新

能源企业作为新能源的主要实施者，其行为对新

政策冲击下的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基于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比较的视角
王艳丽，杨 帆

（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宏观经济政策会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以 2007—2017年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

研究样本，考察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投资行为及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财政

补贴政策会引发新能源企业投资过度行为，进而导致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低下；②税收优惠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新能源企业投资规模，缓解其投资不足的现象，从而提升其投资效率，且没有迹象表

明其会引发投资过度行为；③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驱动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地区新能源

企业投资行为存在差异，即相比国有企业而言，财政政策引发的投资过度以及投资效率降低的问题

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而税收政策的作用力微乎其微。相对于东部发达省份而言，财政政策和

税收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中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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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new energy enterprises under the impact of policies
——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sed on fiscal subsidies and tax preference

Wang Yanli，Yang Fan
（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Macroeconomic policies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micro-business behavior. Taking the 2007-2017 A-share
new energy listed companies as a research sample， the impact of fiscal policy and taxation policies on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new energy companies will be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①financial subsidy policy will
lead to excessive investment behavior of new energy enterprises，which will lead to low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new energy en⁃
terprises；②tax incentives will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scale of new energy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alleviate the phe⁃
nomenon of insufficient investment，thereby enhancing its investment efficiency，and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it will lead to
excessive investment behavior；③Driven by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
of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behaviors of new energy compan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at is，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investment and reduced investment efficiency caused by fiscal polic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and the role of tax policy is minimal；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ed provinces in
the east，the impact of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on 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new energy companies is even more signifi⁃
ca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new energy companies；fiscal subsidies；tax preference；investme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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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新能源企业的

发展和壮大离不开投融资活动，而投资效率是其

中的关键环节。企业的投资效率是指企业实际投

资偏离最优投资的程度，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的原

因主要有 2种表现，即企业投资不足或者投资过

度，这会导致实际投资向下或者向上偏离最优投

资，从而造成企业投资效率低下。

新能源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其资

本与技术密集性较高，资金投入、风险和回报都

比一般产业要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商业银行

一般不愿意主动为这类产业提供银行信贷。与此

同时，大多数新能源企业往往达不到直接融资的

标准，无法从资本市场中直接募集资金。这些方

面同时导致了新能源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

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指示，各级政府部门对新能源和

新能源汽车等这一类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发展的

重要位置上，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扶持，从而可以

更好地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能够促进社会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是财政补贴。

随着政府对新能源产业财政补贴力度不断增强，

新能源产业融资约束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而有利于提高新能源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是，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由于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私

人信息了解并不深入，当政府投入大量的财政补

贴后，很可能造成新能源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

从而引发新能源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降低其投

资效率。具体来说，当地方政府部门对新能源企

业的信息甄别工作不够完善时，容易造成资源错

配，从而阻碍市场机制的运行，导致投资的“潮

涌现象”[2]，最终使得新能源企业走入“以投资换

补助”的怪圈。比较典型的事情是 2016年 9月 8日
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

金专项检查的通报》，对吉姆西、金龙、五洲龙、

奇瑞万达和少林客车 5家新能源企业骗补行为进行

通报处理，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

政府的财税政策 （税收优惠、财政补贴） 能否有

效缓解新能源产业融资困难的困境或者是否会导

致新能源产业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其最终将会

如何影响新能源企业的投资效率？第二，在我国

当前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这两种政府支出手段对

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有何区别？在考虑不

同产权性质和不同区域异质性下，其影响又会有

何不同？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①以新能源产业

为研究主体，探究政府财税政策的影响。以往研

究虽然分析了政府财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但极

少考虑对新能源企业的作用。新能源企业作为能

源结构转型的主要实施者，对实现结构调整和解

决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影响。②以企业投资效率为

研究对象，结合政府财税政策，深化和丰富了产

业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大多数

研究集中于探究财税政策对企业经营、投融资和

科技创新决策方面，极少分析与投资效率之间的

关系。投资效率关系到企业的长期发展，其作用

不可忽视。③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一方面，为政府制定和完善政策实施的市场

环境提供理论依据，使其更加有利于新能源产业

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投资者利用政策信息

解读公司长期的价值创造能力，为新能源产业带

来新的资金推动力。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新能源企业所处的这一产业特点决定了其投

资行为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仅靠企业的债权

融资和股权融资很难实现这一目的。为了扶持新

能源产业的发展，也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所导

致的新能源产业投资不足的问题，政府需要利用

一些宏观调控手段来弥补该市场失灵的问题。而

最近几年，政府一般采用如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政策来实施宏观调控。近年来，政府对新能源企

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数额逐年增加，从而有

效缓解了新能源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但是，由于

信息不对称性，政府与新能源企业之间存在严重

的逆向选择问题，由于政府在实施财税激励政策

时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作为理性的政府，一般在

实施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时往往采用“一刀

切”的方式[3]。而这种“一刀切”的财税政策往往

会导致其激励效果的不确定性。

1.1 有关财税政策激励效果的研究

众多研究表明，财政补贴对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存在激励作用。在经济效益方面，可以正向

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4-7]、投资规模[8-9]、公司成长

性[9]和企业经营绩效[7-10]；在社会效益方面，可以提

高社会雇员人数[9-11]，纳税额[12-13]和捐赠额[11-13]等，

如：宋丽颖等[14]认为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规模、效

益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效果比较明显。但是，

王艳丽等：政策冲击下的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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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财政补贴对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作

用有限[15-16]，并没有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12-17]、生

产效益[18-19]和研发效率[20]，如：魏志华等[21-22]选用

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研究，研究

发现：财政补贴不仅对公司成长性和经营业绩都

不产生积极影响，也并不能有助于投资者获得更

高的市场回报率，并且这些结论并不随着公司的

产权性质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财政补贴政策

还会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对企业的有效投资产

生明显的“挤出效应”，造成投资的“潮涌现象”，

使企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23-24]。
而关于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果的研究相对较

少，学者们普遍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促进企业

的健康成长，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25-26]，促进企业

盈利能力和投资能力的提升，如：田宇[27]研究发现

所得税减免、税收返还等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增加

新能源上市公司效率。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如：高

铁梅等[28]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

整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

关于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两者激励效果

差异的研究，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补贴的激励效果

要比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更好，如：Cory[29]研
究表明，政府补贴政策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电，

而税收政策则与之没有任何显著关系。而另一部

分学者认为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更优，如：

冯发贵等[30]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财政补贴

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显

示财政补贴政策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而税

收优惠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好；张帆等[31]则利用

了一系列计量方法（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分

析和分位数回归模型） 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财政

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都能够有效地提升企

业经营绩效，但两者的激励效果存在差异，税收

优惠政策比财政补贴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经营绩

效。除了比较财税政策的直接效果外，还有一部

分学者认为，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的作用差异在

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产业特点下具有差异，如：

戴晨等[32]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都对企业创

新行为具有激励效果，但是两者的激励效果会随

着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具体表现

为，财政补贴有助于提升内资企业的创新强度，

却降低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外资企业的研发强度；

柳光强等[33]和秦夷飞等[34]研究发现税收优惠优于财

政补贴对企业利润增长的激励效应，在信息产业

领域内和中小企业当中更为显著，而对于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的上市公司来说，柳光强等[35]认为财

政补贴的激励效应比税收优惠更有效。

1.2 研究假设的提出

新能源产业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在股权融资和

债权融资方面存在明显的弱势，使得新能源产业

资金缺口巨大。因此，财政补贴政策能通过直接

弥补新能源企业资金缺口，增加企业现金流，从

一定程度上缓解新能源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约束

问题。同时，根据信号效应理论，地方政府的财

政补贴行为可以作为一种信号[3]，向其他资金提供

方，如：银行、社会潜在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

等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引导他们对新能源企业进

行投资，解决新能源企业投资不足问题。但是由

于地方政府与新能源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使得企业在获得财政补贴方面骗补行

为频发，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妨碍市场竞争[24]

等现象，从而扭曲了新能源企业投资决策。政府

财政补贴政策更有可能引起新能源企业的过度投

资，从而降低其投资效率。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财政补贴政策可能导

致新能源企业“恶意”增加投资规模，从而使得

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降低。

对于新能源产业来说，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可

以缓解一部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且还能有利

于促进企业创新和投资，从而有利于提升盈利能

力，最终达到新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需要严格

按照税法执行，并且需要国家税务总局、财政

部、国务院乃至全国人大进行审批之后，才能最

终决定是否实施。因此，相比财政补贴，税收优

惠属于普惠性质的政策，新能源企业寻租空间并

不大，且其政策的优惠力度和频率也不高，但是，

对于存在较大融资约束的企业来讲，在进行投资

时更倾向于全面、周密地比较投资成本、风险和

预期收益后再做出相对较理性的投资决策，税收

优惠会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税收优惠往

往以企业经营结果为导向，正向激励企业发展，

通过缓解企业内部资金不足和投资需求，提升投

资效率。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税收优惠政策不

仅能缓解新能源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而且能促

进企业内源式的投资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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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着产权性质差异和地区差

异。本文的产权性质差异主要分为国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两大类进行分析，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由

于其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更易获取

信贷资金；而民营企业由于经营历史较短，与金

融机构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难以获取信

贷资金。因此，民营企业对财政补贴资金比国有

企业更为敏感，从而财政补贴政策对民营企业投

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市

场化程度不同，新能源企业在不同地区对补贴资

金敏感性会有所不同。在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

较高，新能源企业获取资金的途径相对较多，融

资约束问题相对中西部地区较为缓和。因此，中

西部地区的新能源企业对财税补贴资金的敏感性

比东部地区要强烈。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相比于国有企业

来说，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对非国有企业投

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相比于东部地区来说，

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

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是来源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 5种
新能源指数（新能源、中证新能、CS新能车、CS
新能源、新能源车） 中的样本公司，所有数据均

来自 CSMAR数据库和WIND资讯。选取的时间范

围为 2007—2017年，样本起始年份选取从 2007年
开始的理由是：①在 2007年前后，作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新能源产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②财政

补贴数据在 2007年后才能获取，在初始样本的基

础上进行归纳合并，把指数里面相同的样本公司

合并，把缺少明显时间范围的样本公司进行剔除，

最后得到 152家新能源上市公司 （分别来自 23个
省，包括上海、云南、北京、吉林、四川、安徽、

山东、广东、新疆、江苏、江西、河北、河南、

浙江、湖北、湖南、福建、西藏、辽宁、重庆、

陕西、青海和黑龙江） 2007—2017年 11年期间的

非平衡数据集，共计 1 301个样本观测值。此外，

为剔除异常值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借鉴李维

安等[36]、王克敏等[37]的研究，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新增投资支出

投资效率

过度投资

投资不足

解释变量

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

主要控制变量

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账面市值比

公司资产负债率

公司规模

公司上市年限

董事会规模

独董比例

大股东掏空

inv
inv_a
inv_o

inv_u

sasset
taxp

roa
bm
lev
size
age
board
ratio_dirt
tunnel

（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 /年初总资产

Richardson模型估计残差的绝对值，该值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低

Richardson模型回归所得残差项为正值的观测确定为投资过度样本，以残差项衡量企

业投资过度程度，该值越大，投资过度程度越高

Richardson模型回归所得残差项为负值的观测确定为投资不足样本，以残差项绝对值

衡量企业投资不足程度，该值越大，投资不足程度越高

企业年报中每年收到的“政府补助”并扣除所有的税收返还，即征即退、税收减免等

税收优惠得到的实际补助/总资产

收到的各项税费返还/（收到的各项税费返还+支付的各项税费）

净利润/总资产

公司所有者权益/市值

公司总负债/总资产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观测年度-公司上市年份+1）的自然对数

董事会人数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企业其他应收款余额/年末总资产

变量描述

表1 变量定义

王艳丽等：政策冲击下的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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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缩尾处理。

2.2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针对本文研究主题和研究假设，计量模型如

下。

invt = β0+ β1sassett + β2taxpt + β3controlt - 1 +∑year +
∑ind + εt （1）

inv_at ( inv_ot, inv_ut ) = β0 + β1 sassett + β2 taxpt + β3controlt - 1

+∑year +∑ind + εt （2）
实证模型（1）主要是检验税收优惠和财政补

贴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投资的影响；实证模型 （2）
用于检验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对新能源企业

投资效率的影响。模型中所涉及的被解释变量为

企业新增投资支出（invt）、企业投资效率相关指标

（inv_at、inv_ot和 inv_ut），其计算方法分别见Rich⁃
ardson[38]和王文[39]。

主要解释变量为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其衡

量方法主要参考柳光强等[33，35]的研究成果；控制变

量的选取参考了王克敏等[37]、柳光强[35]和李维安

等[36]的研究成果，并利用逐步回归法来剔除一些具

有严重多重共线性的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从表 2可以看

出，在 1 028个观测值中，579个观测值表现为投

资不足，449个表现为投资过度，说明新能源企业

和我国整体企业一样存在投资效率不高的问题，

本文关于投资效率的结果也与吴超鹏等[40]、王维安

等[36]研究的结果相似。但是，进一步分析发现，与

整体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相比，新能源企业由

于投资过度导致效率低下的比例高达 43.67%，投

资过度行为较为严重，这与现阶段我国对新能源

产业这类新兴产业的财政扶持政策有关，由于政

府对这一产业的资金注入较多，能够有效的缓解

一部分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但也会引发企业的

过度投资。

3.2 回归分析

3.2.1 整体回归结果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投资规模

和投资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 3，其中模型

（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分别为财

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影响新能源企业投资规模、投

资效率、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回归结果。

表 3的实证结果显示，财政补贴对新能源上市

公司投资规模的回归系数为4.783，均在1%的水平

下显著，这说明财政补贴显著提高了新能源企业

的投资规模，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补贴对新能

源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和投资过度的影响系数为

1.765和 1.761，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下显著，对

投资不足的影响系数为 0.794。上述结果说明财政

补贴政策促进了新能源企业投资规模的提高，具

体而言，财政补贴政策引发了新能源企业投资过

变量名

inv

inv_a

inv_o

inv_u

sasset

taxp

roa

bm

lev

size

age

board

ratio_dirt

tunnel

样本数

1191

1028

449

579

1191

1191

1186

1189

1191

1191

1191

1187

1186

1191

平均值

0.356

0.093

0.106

0.083

0.006

0.169

0.063

0.358

0.464

22.035

2.059

8.913

0.364

0.015

标准差

0.218

0.127

0.162

0.089

0.008

0.189

0.074

0.214

0.235

1.188

0.691

1.877

0.049

0.023

最小值

0.01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263

0.037

0.051

19.340

0.693

0.000

0.091

0.000

中位数

0.325

0.064

0.068

0.059

0.004

0.106

0.051

0.313

0.466

21.908

2.079

9.000

0.333

0.009

最大值

2.272

1.569

1.569

0.919

0.123

0.921

1.093

1.505

2.841

25.267

3.296

19.000

0.667

0.385

表2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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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行为，而对于投资不足的影响并不显著，进

而导致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低下，该结果支持假

设 1。而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上市公司投资规模的影

响系数为 0.038，但是并不显著，这说明税收优惠

政策促进了新能源企业的投资规模增加。具体到

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上市公司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

的影响来看，其影响系数分别为 0.001和-0.024，
而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0.021，且上述回归系数都

不显著。综合来看，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新能源企业投资规模，缓解其投资不足的现象，

表3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投资规模和投资

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数字为 t统计值，依据White’s（1980）异方差一

致协方差来估计得到，下同。

且并没有引发投资过度行为，从而提升其投资效

率，该结果支持假设 2。系数不显著的原因有可能

在于相比财政补贴来说，税收优惠的扶持力度不

足，作用极其有限。

3.2.2 分组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考察两种财税政策对新能源企业

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本文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和

不同地区下考虑两种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

的影响差异，回归结果见表 4和表 5。在表 4中，

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类分别

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财政

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并不显著；而在非国

有企业样本中，财政补贴政策对新能源投资效率

和投资过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1.881和 2.010，且分

别在 1%和 5%的水平下显著，而对投资不足的影

响不显著，但是无论对于哪个类型的企业来讲，

税收政策对上述因素均不显著。这说明相比国有

企业来讲，财政政策引发的投资过度以及投资效

率降低的问题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而税收

政策的作用力微乎其微。在表 5中，本文将样本分

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两类进行回归，结果表

明，在东部地区样本中，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对

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均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

样本中，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与新能源投资效率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168和-0.102，均在 10%水平

下显著，财政政策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

系数虽然不显著，但是均为正，而税收政策对投

资不足的影响系数为-0.179，在 5%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相对于东部发达省份来讲，财政政策和税

收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

具体来讲，财政政策会使企业出现投资过度和投资

不足问题而导致中西部地区投资效率降低，而税收

政策则会通过激励政策降低投资不足，提升新能源

企业的投资效率。上述研究结论均验证了假设3。
3.2.3 分位数回归

本文为了有效的探讨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

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进一步影响，利用分位数

回归模型对上述回归进行再检验，即利用财政补

贴与税收优惠的多个分位点来解释新能源企业条

件分布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第 25%、

50%和 75%分位点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进行分

位数回归，基本模型如下所示。

变量

sasset

taxp

roa

bm

lev

size

age

board

dlds

ratio_dirt

tunnel

常数项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数

调整后的R2

模型1
inv

4.783***
（6.777）
0.038

（0.849）
0.430***
（5.217）
0.116***
（3.010）
-0.205***
（-5.461）
-0.041***
（-3.155）
0.194***
（7.561）
-0.039

（-1.429）
0.053

（0.732）
0.000

（0.001）
-0.516

（-0.874）
1.352***
（3.790）

控制

控制

1173
0.024

模型2
inv_a

1.765***
（3.600）
-0.021

（-0.911）
0.327***
（5.517）
0.029

（1.166）
-0.000

（-0.009）
-0.015***
（-2.909）
0.005

（0.597）
-0.003

（-0.186）
-0.014

（-0.320）
0.012

（1.288）
-0.014

（-0.040）
0.515***
（2.992）

控制

控制

1019
0.077

模型3
inv_o
1.761**
（2.138）
0.001

（0.035）
0.877***
（6.101）
0.147***
（3.070）
0.077

（1.349）
-0.043***
（-4.064）
0.016

（0.984）
0.024

（0.653）
-0.099

（-0.975）
0.028

（1.561）
0.665

（0.795）
1.027***
（2.712）

控制

控制

444
0.144

模型4
inv_u
0.794

（1.469）
-0.024

（-1.094）
0.146***
（2.833）
-0.086***
（-3.598）
-0.016

（-0.785）
0.003

（0.599）
0.001

（0.134）
-0.011

（-0.760）
0.014

（0.350）
0.006

（0.714）
-0.157

（-0.521）
0.177

（1.125）
控制

控制

575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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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

产权性质

sasset

taxp

roa

bm

lev

size

age

board

dlds

ratio_dirt

tunnel

常数项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数

调整后的R2

inv_a

国有企业

0.182
（0.118）
0.003

（0.061）
0.323*

（1.841）
-0.025

（-0.590）
-0.079

（-1.459）
-0.009

（-0.920）
0.010

（0.547）
-0.013

（-0.487）
0.032

（0.451）
-0.492

（-0.724）
-0.216

（-0.568）
0.626

（1.648）
控制

控制

309
-0.088

非国有企业

1.881***
（3.372）
-0.012

（-0.417）
0.341***
（5.041）
0.027

（0.768）
-0.001

（-0.023）
-0.020***
（-2.881）
0.010

（0.954）
-0.085**
（-2.540）
0.160*

（1.842）
-1.380**
（-2.083）
0.423

（1.584）
1.623***
（3.390）

控制

控制

714
0.092

inv_o

国有企业

-0.092
（-0.028）
0.073

（0.754）
1.137**
（2.121）
-0.046

（-0.317）
-0.299**
（-2.074）
-0.009

（-0.278）
0.088*

（1.745）
-0.102

（-1.320）
0.273

（1.257）
-2.842

（-1.368）
-0.669

（-0.650）
1.151

（1.203）
控制

控制

130
-0.100

非国有企业

2.010**
（2.280）
-0.006

（-0.123）
1.078***
（6.895）
0.174***
（2.888）
0.188***
（2.747）
-0.053***
（-4.459）
0.017

（0.896）
-0.012

（-0.158）
-0.059

（-0.286）
0.448

（0.278）
0.917*

（1.722）
1.557**
（1.990）

控制

控制

315
0.215

inv_u

国有企业

0.712
（0.660）
-0.020

（-0.745）
0.278***
（2.832）
-0.067***
（-3.043）
-0.028

（-0.923）
0.003

（0.533）
0.019*

（1.695）
-0.041**
（-2.068）
0.111*

（1.969）
-0.918**
（-2.023）
-0.011

（-0.049）
0.348

（1.391）
控制

控制

179
0.297

非国有企业

0.587
（0.865）
-0.025

（-0.825）
0.146**
（2.249）
-0.123***
（-2.954）
-0.041

（-1.425）
0.006

（0.813）
0.001

（0.134）
-0.081***
（-2.671）
0.165**
（2.087）
-1.392**
（-2.348）
0.234

（0.903）
0.652*

（1.839）
控制

控制

399
0.042

表4 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地区

sasset

taxp

roa

bm

inv_a

东部地区

1.178

（0.804）

0.015

（0.512）

0.196*

（1.886）

-0.021

（-0.637）

中西部地区

2.168*

（1.786）

-0.102*

（-1.747）

0.713**

（2.072）

0.109

（1.338）

inv_o

东部地区

1.532

（0.775）

0.031

（0.588）

0.459*

（1.804）

0.063

（0.829）

中西部地区

1.932

（1.373）

0.063

（0.573）

1.519**

（2.195）

0.226

（1.501）

inv_u

东部地区

-0.860

（-1.168）

0.001

（0.046）

0.130**

（1.970）

-0.122***

（-4.495）

中西部地区

1.774

（1.139）

-0.179**

（-2.369）

0.233

（0.872）

-0.040

（-0.717）

表5 不同地区下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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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θ ( y/X ) = X' β ( θ ) （3）
其中：y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新能源企业投

资效率）；X为解释变量（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Qθ ( y/X )为 y在X条件下的第 θ条件分位数；β ( θ )为
解释变量的第 θ分位数上的系数值。分位数回归结

果见表6。
表 6结果显示，在第 25%分位数模型和第 75%

分位数模型中，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

业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均逐渐呈上升趋势。具体

来说，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

率的第 25%分位数上的系数值分别为 0.523和 0.01
个百分点；而在第 75%分位数模型中，它们对新

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值分别上升到 1.86
和-0.025个百分点，上述研究结果中，财政补贴

的显著性水平为 10%，税收优惠不显著；而且税

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回归系数值也由

正变负；在 25%分位数上，财政补贴对新能源企

业过度投资的回归系数值为 0.729，显著性水平为

10%，在 75%分位数上，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

投资不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051。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在新能源企业过度投资水平

较低时，财政补贴政策会加剧新能源企业过度投

资的行为；而在新能源企业投资不足比较严重时，

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的缓解新能源企业投资不

足的行为。

3.2.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程度，本文从

以下被解释变量度量以及断尾特征两个方面进行

稳健性检验。

1）投资效率代理变量的替代：考虑到我国资

本市场的金融摩擦问题，本文利用销售收入增长

率作为 TobinQ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具体

衡量方式，本文参照唐雪松等[41]、韩静等[42]，将销

售收入增长率替换TobinQ，放入Richardson模型中

进行再次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见表 7。表 7显示财

被解释变量

地区

lev

size

age

board

dlds

ratio_dirt

tunnel

常数项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数

调整后的R2

inv_a

东部地区

-0.026

（-0.801）

-0.005

（-0.821）

-0.006

（-0.709）

-0.021

（-0.921）

0.049

（0.869）

-0.483

（-0.971）

0.630

（1.452）

0.349

（1.424）

控制

控制

688

-0.018

中西部地区

0.203**

（2.103）

-0.044**

（-2.168）

0.007

（0.323）

-0.005

（-0.130）

-0.034

（-0.307）

0.045

（0.060）

-0.496

（-1.097）

0.961*

（1.869）

控制

控制

335

0.147

inv_o

东部地区

-0.004

（-0.044）

-0.024

（-1.484）

-0.007

（-0.301）

0.011

（0.290）

-0.053

（-0.554）

0.204

（0.239）

1.448**

（2.019）

0.413

（1.052）

控制

控制

291

-0.048

中西部地区

0.271*

（1.943）

-0.075**

（-2.287）

0.039

（0.867）

0.063

（0.752）

-0.234

（-0.998）

1.814

（0.904）

-0.982

（-1.223）

0.808

（0.924）

控制

控制

154

0.287

inv_u

东部地区

-0.033

（-1.316）

0.007

（1.263）

0.002

（0.256）

-0.057*

（-1.849）

0.150**

（1.994）

-1.050*

（-1.721）

0.184

（0.688）

0.319

（1.284）

控制

控制

397

0.037

中西部地区

0.089

（0.862）

-0.005

（-0.345）

0.001

（0.025）

-0.016

（-0.394）

0.011

（0.090）

-0.243

（-0.304）

0.019

（0.046）

0.276

（0.652）

控制

控制

181

0.063

续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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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分位数回归结果

注：该分位数回归的bootstrap次数为300。

表7 整体回归结果（重新计算投资效率）

政补贴由于引发投资过度问题而导致新能源企业

投资效率的降低，而税收优惠会通过解决投资不

足问题而提升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但是并不

显著。前文的相关结论得到了支持。

2） 估计方式改变：由上文回归分析可以得

出，投资效率、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取值的真实

区间在[0，1.58]之间。考虑到这些被解释变量的断

尾特征，本文再次利用 tobit回归，设定模型的最

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58，对上述假设进行再检

验，结果与前文一致，具体结果见表8。
表8 整体回归结果（Tobit回归）

4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的视

角，以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为切入点，考察新能

源企业投资活动在政府财税政策作用下的影响机

理与效应。通过政府财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

实证影响进行论证，实证结果表明：由于信息不

对称的存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于新能源上

市公司投资行为及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一

方面，财政补贴政策会引发新能源企业投资过度

行为，进而导致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低下，而税

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能源企业投资规模，

被解释变量

模型

25%分位数

sasset

taxp

常数项

Pseudo R2
50%分位数

sasset

taxp

常数项

Pseudo R2
75%分位数

sasset

taxp

常数项

样本数

Pseudo R2

（1）

0.523*
（1.890）
0.010

（1.448）
0.026***
（9.940）
0.002 6

0.427
（1.507）
-0.008

（-0.864）
0.064***
（20.655）
0.001 9

1.860*
（1.893）
-0.025

（-1.512）
0.106***
（16.039）
1 124
0.008 2

inv_a inv_o
（2）

0.729*
（1.684）
0.005

（0.347）
0.027***
（6.034）
0.006 4

0.421
（0.509）
0.008

（0.524）
0.063***
（8.658）
0.001 3

2.204
（1.285）
-0.020

（-0.620）
0.106***
（8.433）
490

0.012 3

inv_u
（3）

-0.114
（-0.253）
0.011

（1.557）
0.028***
（8.810）
0.002 3

0.359
（0.722）
-0.013

（-0.843）
0.062***
（13.849）
0.001 7

0.477
（0.434）
-0.051**
（-2.203）
0.114***
（16.694）
634

0.006 7

被解释变量

模型

sasset

taxp

常数项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数

调整后的R2

inv_a
（1）
2.922**
（2.497）
-0.032

（-1.011）
0.135*

（1.783）
控制

控制

1 121
0.039

inv_o
（2）
4.191**
（2.212）
-0.050

（-0.899）
0.215

（1.389）
控制

控制

465
0.046

inv_u
（3）
0.213

（0.316）
-0.017

（-0.783）
0.105***
（3.095）

控制

控制

656
0.012

被解释变量

模型

主回归

sasset

taxp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常数项

残差项回归

方程（1）残差方差

方程（2）残差方差

方程（3）残差方差

样本数

inv_a

（1）

1.471***

（3.135）

-0.022

（-1.075）

控制

控制

控制

0.479***

（4.574）

0.015***

（23.654）

1 121

inv_o

（2）

1.783**

（2.285）

-0.018

（-0.480）

控制

控制

控制

1.267***

（5.760）

0.022***

（15.605）

489

inv_u

（3）

0.331

（0.675）

-0.021

（-1.118）

控制

控制

控制

0.080

（0.883）

0.007***

（17.749）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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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其投资不足的现象，从而提升其投资效率，

且没有迹象表明其会引发投资过度行为；另一方

面，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于新能源企业投资行

为的异质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产权性质和地区分

布，即相比国有企业来讲，财政政策引发的投资

过度以及投资效率降低的问题在非国有企业中更

为显著，而税收政策的作用力微乎其微；相对于

东部发达省份来讲，两种财税政策对新能源企业

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财政政策会使企业出

现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问题而导致中西部地区投

资效率降低，而税收政策则会通过激励政策降低

投资不足，提升新能源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上

述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应选择适当的扶持政策来推动新

能源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当新能源企业得到政府

财政政策支持后，会形成政府政策对银行的诱导

机制，使得该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但是，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

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引发新能源企业过度投资。

因此，政府采用财政补贴政策是应该注重倾向性

和针对性，采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进行

清理和规范财政补贴政策。对无效或效果不明显

的可以考虑取消，甚至实施惩罚，对效果明显的

企业要继续保留并激励。

第二，国家对于新能源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力度相对来说较小，影响作用有限。政府应该加

大对企业税收优惠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新能源

企业增加投资规模，从而缓解其潜在的融资约束

问题，提高其投资效率。同时，对处在不同生命

周期的企业实施不同的激励政策。具体来说，政

府应该采用间接式税收优惠手段 （税基式优惠）

对处在发展期的新能源产业进行宏观调控，而对

初创期企业进行直接税收优惠手段（税额式优惠）

的宏观调控，以充分发挥政策的激励效应。

第三，政府在对新能源企业实施财政补贴和

税收优惠政策时，应当尽量避免实施“一刀切”

政策。政府应根据企业产权性质以及企业所处的

区域位置，采取差别式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

策，从而有益于范围内的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提

升。新能源企业应该更好的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

政策条件和财政支持资金，缓解其内在的融资约

束问题，且应该避免过度利用国家资金支持，产

生投资过度行为，导致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和投资

效率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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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绿色发展为核心的新一轮能源转型逐步

推进，天然气作为治理改善环境问题、推动能源

转型的有效能源，其发展成为了现阶段的主要关

注点之一。科学、合理地预测中国天然气产量是

天然气开发过程中的重要任务。天然气产量预测

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预测，中、长期预测可为

制定天然气发展规划提供重要依据，而进行中长

期天然气产量预测工作的基础就是预测模型的选

择与应用。

1 预测模型文献回顾

油气资源产量预测的方法有很多种，短期预

测需要保证预测质量、提高预测精度，因此常用

产量构成法或组合模型法；而中长期预测则要着

重体现产量走势及未来变化趋势，预测的方法包

括生命旋回模型法和储采比控制法[1]，其中生命旋

回模型法的应用相对更为广泛。

生命旋回模型法包括哈伯特模型、高斯模型、

广义翁氏模型[2-5]等，这些模型通过对历史产量数

中国天然气产量中长期走势预测研究

王建良，刘 睿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2249）

摘 要：天然气产量变化曲线呈非对称状性，且可能存在多个生命旋回的现象，将一个生命旋回看

作一个产量循环，选取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作为预测模型。为消除循环个数选择的主观性对结果带

来的影响，引入F检验得到改进的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并以此模型预测我国天然气产量。结果表

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我国天然气产量峰值将于2028年到来，峰值产量约为1 858亿m3。而如果

考虑未来勘探和技术投入，我国天然气产量将保持较长时期的增长，高峰产量在 2055—2060年出

现，峰值产量为 3 982亿~4 663亿m3。通过与国际主流能源机构对我国天然气产量预测的结果对比

发现，目前的技术水平达到的储量值与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相差甚远，只有持续增加勘探投入、提高

技术水平才能持续推动天然气产量的增长，维持天然气行业的稳定发展。

关键词：天然气；预测；广义翁氏模型；产量循环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0－0041－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874201，71503264）

Prediction Study of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natural gas production in China
Wang Jianliang，Liu R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102249，China）

Abstract：The curve of natural gas production varies asymmetrically and there may be multiple life cycles， this paper chose
the Multi-cycle Generalized Weng’s model as the prediction model，if a life cycle was considered as a production cycle.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subjectivity of choosing number of production cycles on the results，an improved Multi-
cycle Generalized Weng’s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introducing F-test method，and the model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natu⁃
ral gas produc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existing technical conditions，the peak year of China’s natu⁃
ral gas production will come in 2028，with a peak production of about 185.8 billion m3. However，if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echnology was considered，China’ s natural gas production will maintain a long-term growth.
The peak production will appear in 2055-2060 at about 398.2 billion ~466.3 billion m3. A comparison of this paper’s results
with thos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energy agency showed that the estimated reserves under current technical condi⁃
tion were far from the predictions of the main energy agency. Only by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exploration investment and con⁃
tinue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natural gas production and maintain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gas industry.
Key words：natural gas；prediction；Generalized Weng’s model；production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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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拟合来完成预测。例如，Lin et al.[3]、王婷

等[4]采用逻辑斯蒂模型和高斯模型对中国常规天然

气产量峰值进行了预测；Wang et al.[5]采用广义翁

氏模型对中国常规天然气的未来储量增长和产量

变化进行了预测。这些模型不仅在常规天然气预

测中使用，还可在非常规天然气的预测中应用，

例如，Wang et al.[6]运用高斯模型对中国 3种非常规

天然气产量进行了预测；吕明晏等[7]利用广义翁氏

模型对煤层气产量进行了预测。另外，也有学者

将此类模型通过组合的方式加以使用，以求消除

单一模型中存在的缺陷。如李君臣等[8]、周芸等[9]。
然而，上述方法在预测过程中，对油气资源

产量变化的认识仍停留在一个“钟形”曲线上。

事实上，在油气生产过程中，如发现新油田、采

用新技术或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时，会使历史

产量曲线经历多个“开始—鼎盛—衰退”的生命

旋回历程，因此学者们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多个

生命旋回历程的预测上。而如果把一个生命旋回

历程看作是一个产量循环，那么就演变出了多循

环产量预测模型，并开始广泛应用于油气资源产

量预测中。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文献来看，最常

用的多循环预测模型为多循环哈伯特模型，例如：

Nashawi et al. [10]使用多循环哈伯特模型对 47个主

要产油国进行分析并预测了世界原油产量；Ebra⁃
himi and Cheshme [11]基于多循环哈伯特模型对

OPEC国家原油产量做出预测；Wang et al. [12]采用

多循环哈伯特模型，在几种不同的最终可采储量

情景下预测了中国天然气年产量。与多循环Hub⁃
bert模型类似地还有多峰高斯模型，如朱杰等[13]使
用多峰高斯模型预测了鄂尔多斯盆地的石油产量

增长趋势；王伟锋等[14]预测了鄂尔多斯盆地的天然

气产量增长趋势；方一竹等[15]预测了西南气区天然

气产量增长趋势。

在多循环模型的运用过程中，预测曲线形状

和产量循环个数对结果具有较大影响。对于曲线

形状而言，无论是多循环哈伯特模型还是多峰高

斯模型，其曲线形状都是呈对称分布的。但结合

实际来看，产量受地质、技术、经济等因素的影

响，其曲线形状往往是不对称的[16]。因此在进行油

气产量预测时，非对称曲线能够对历史产量进行

更好的拟合并做出更为准确的预测。在非对称多

循环产量预测模型中，广义翁氏模型最常用。例

如，冯连勇等[17]建立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并对

OECD和非OECD国家天然气产量做出了预测，取

得了良好的预测效果；为了进一步说明模型的有

效性，Wang et al. [18]对比了多循环哈伯特模型和多

循环广义翁氏模型的预测效果，发现多循环广义

翁氏模型对历史产量的拟合效果更佳。因此，应

当选用非对称曲线。

对于产量循环个数而言，一般情况下，新增

的循环会增加额外的拟合参数，进而提高拟合优

度。但过多的循环个数也容易造成过度拟合现象，

从而削弱模型的预测能力。因此，只有合理的循

环个数才能同时保证模型的拟合优度和预测能力。

通过观察现有研究中确定循环个数的方法，发现

基本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循环个数：一是综合考

虑产量影响因素并结合地质特点，通过已出现的

高峰来确定循环的个数，如文献[14]和[19]；二是

根据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引起的产量变化划

分循环历程，如文献[13][15]和[17]。前者对循环个

数的确定取决于作者本身对高峰的定义，后者则

取决于政治、经济等因素变化对产量影响的大小。

无论是哪一种定性判断，都有可能导致结果的不

准确，对于同样的历史数据，不同的预测者可能

给出不同的产量循环个数。因此，有必要用一个

定量的方法来确定产量循环的个数。

考虑到实际中的产量循环变化曲线形状往往

是不对称的，并且可能存在多个循环的情况，本

文将选取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在

此基础上对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进行改进，定量

确定循环个数，最后用改进后的模型对我国天然

气产量进行预测。

2 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的改进

2.1 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

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是在广义翁氏模型的基

础上将循环个数加以考虑，用以预测存在多个循

环的油气产量模型。广义翁氏模型的表达式为

Q = atb e-t/c （1）
tmax = bc （2）

Qmax = a ( )bce
b

（3）

NR = ac( )b + 1 Γ ( )b + 1 （4）
其中，Q为年产量 （单位 108m3）；t为相对开

发时间；tmax和 Qmax分别为峰值产量 （单位 108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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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峰值时间 （年）；NR 为最终可采储量 （单位

108m3）；a、b、c为参数；Γ ( )b + 1 为伽马函数，当

b为正整数时，Γ ( )b + 1 = b !。
进一步可转化为

Q = NR

1
c( b + 1 )Γ ( b + 1 ) t

b e-t/c （5）
在此基础上，将产量的循环考虑到模型中，

即有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的表达式为

Q =∑
i = 1

k é

ë
êê

ù

û
úúNR

1
c( b + 1 )Γ ( b + 1 ) t

b e-t/c

i

（6）
其中：i=1，2，3，…，k，表示循环个数。

对于模型参数的求解，以往研究主要采用非

线性最小二乘法。但对于多循环模型而言，如果

产量循环较多，则使用该方法需要耗费较多的时

间成本。为此，一些学者[2，16]提出可以用 excel中的

规划求解程序进行自动化参数求解，在求解过程

中，规划求解的目标是模型拟合程度，该拟合程

度可以用均值平方根（即RMSE）来衡量，其公式

表述如下。

RMSE = ∑
i = 1

n

( )Qactual - Qforecast

2
n （7）

其中：n为数据个数；Qactual和 Qforecast分别表示

油气的实际产量和预测产量（单位 108m3）。通过最

小化目标函数RMSE，即可获得最优的模型参数。

2.2 改进的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

一般来说，对于多循环模型而言，额外增加

产量循环个数会降低模型的RMSE，提高模型的拟

合优度。但是拟合程度好不一定代表预测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强。在曲线拟合模型中，存在“描述

能力”和“预测能力”两个概念。描述能力被定

义为模型对历史数据的重现程度，如果模型能够

很好的重现历史数据 （即模型模拟出的数据与历

史实际数据之间的差异非常小或拟合程度非常

高），则意味着其描述能力非常强。预测能力被定

义为利用模型对未来产量进行预测的可靠性或准

确性。由于描述能力是可观测的，而预测能力是

不可观测的。所以在实践中，通常认为具有较好

描述能力的模型也具有较高的预测能力。在一定

的条件下，二者确实存在着类似的关系，但需要

指出的是，二者并不一定遵从这种关系，因为如

果加入过多的产量循环，可能会出现过度拟合[20]，
进而降低预测能力。

为了解决产量循环的量化确定问题，本文借

鉴Wang et al[16]的研究，引入 F检验。本文认为，

只有当额外增加的产量循环带来模型RMSE的“显

著”下降时，这个产量循环的增加才是合理的。

而对于“显著”的判断通过F检验实现。其过程对

增加产量循环后的模型的F值进行计算。

F = RMSEbc
2

RMSEad
2
n - mad - 1
n - mbc - 1 （8）

其中：RMSEbc和 RMSEad分别是增加新的循环

前后的 RMSE值，并且通常有 RMSEbc>RMSEad；mbc

和mad分别是增加新的循环前后的自由参数数量，

通常有mbc<mad；n为预测所使用的数据个数。在给

定的显著水平下，标准的 F值为 Fα（n-mbc-1，n-
mad-1）（α表示显著水平，本文取α=0.1）。当模型

的 F值大于标准的 F值时，表明新增加循环对

RMSE的降低是“显著”的，这时才应该接受该循

环，否则应该拒绝该循环的增加。

3 中国天然气产量预测

3.1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改进的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对我国

天然气产量进行预测。为了充分反映不同类别天

然气资源对天然气总产量的贡献，本文对天然气

产量的预测包括常规气 （含致密气） 以及两种非

常规天然气，即页岩气和煤层气。从公式（6）可

以看出，模型所依赖的输入数据主要是历史产量

和最终可采储量。

中国天然气历史产量数据来源于Wang et al. [5]
和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1]的数据，年限为

1950—2017年；煤层气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官网及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年限为 1997—
2017年；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开始时间较晚，其

产量数据在 2011 年才开始统计，数据来源于

《“十二五”期间中国页岩气进展》 [22]。总产量数

据扣除了煤层气和页岩气之后，即可得到常规天

然气（含致密气）的历史产量（图1）。

图1 我国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历史产量变化

王建良等：中国天然气产量中长期走势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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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可采储量大小对预测结果也有重要的影

响。一般来说，国外成熟盆地天然气探明率一般

介于 30%和 60%之间[27]，根据我国天然气地质条

件，探明率约在 40%~50%[1]。我国煤层气的资源探

明率约 40%~50%[23]。根据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

（2018）》 [24]（以下简称《报告》）公布的数据显

示，我国 2017年常规气（含致密气）可采资源量

为 50万亿m3，页岩气和煤层气分别为 22万亿m3和
12.5万亿 m3。若均按 40%～50%的探明率进行计

算，则常规气的可采储量约为 20万亿～25万亿

m3，页岩气约为 8.8万亿～11万亿m3，煤层气约为

5万亿～6.25万亿m3。《报告》中还列明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常规气、页岩气和煤层气的剩余技

术可采储量分别为 55 220.96亿 m3、1 982.88亿

m3和 3 025.36亿m3。
由于我国油气资源量测算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与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不完全相同，因此本文在计

算最终可采储量时分为 3种情景。情景 1采用中国

天然气的剩余技术可采储量与累计产量之和作为

最终可采储量。情景 2和情景 3的最终可采储量分

别为可采资源量的40%和50%（表1）。

3.2 预测结果

本文计算结果如表 2~表 4。从表 2的结果看，

常规天然气在增加第 2个循环后拟合程度有明显提

高，且 F值明显大于 Fα值，说明可以增加第 2个
循环。同理可增加第 3个循环。增加到第 4个循环

时，RMSE仍继续下降，但此时的F值小于Fα值，

此时，将不再增加第 4个循环。因此，最终确定常

规天然气历史产量共经历 3个循环（情景 2和情景

3同理）。

不同于常规天然气，页岩气和煤层气在增加

第 2个循环时尽管RMSE有所改进，但明显程度显

然不如常规天然气增加第二个循环时所表现的结

果。并且在增加第 2个循环后就已经出现了F值明

类别

常规天然气（含致密气）

页岩气

煤层气

合计

累计产量

18 612.52
229.83
439.38
19 281.73

剩余技术

可采储量

55 220.96
1 982.88
3 025.36
60 229.20

可采资源量

500 000
220 000
125 000
845 000

情景1 NR
73 833.48
2 212.71
3 464.74
79 510.93

情景2 NR
200 000
88 000
50 000
338 000

情景3 NR
250 000
110 000
62 500
422 500

表1 3种情景下中国天然气最终可采储量 108m3

常规气

循环个数

1
2
3
4

情景1
RMSE
70.81
34.06
16.70
13.64

F检验

F
4.12
3.95
1.42

Fα
1.82
1.85
1.88

情景2
RMSE
68.71
44.46
16.48
15.27

F检验

F
2.28
6.92
1.10

Fα
1.82
1.85
1.88

情景3
RMSE
68.53
45.77
16.33
15.77

F检验

F
2.14
7.47
1.02

Fα
1.82
1.85
1.88

表2 常规天然气3种情景下产量循环个数

页岩气

循环个数

1
2

情景1
RMSE
6.93
3.11

F检验

F
1.24

Fα
5 624.58

情景2
RMSE
9.50
5.39

F检验

F
0.78

Fα
5 624.58

情景3
RMSE
9.55
2.01

F检验

F
5.64

Fα
5 624.58

表3 页岩气3种情景下产量循环个数

煤层气

循环个数

1
2

情景1
RMSE
4.33
2.60

F检验

F
2.29

Fα
3.59

情景2
RMSE
5.23
2.59

F检验

F
3.37

Fα
3.59

情景3
RMSE
5.26
2.67

F检验

F
3.20

Fα
3.59

表4 煤层气3种情景下产量循环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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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小于Fα值的情况，因此不再增加循环个数。最

终确定页岩气和煤层气的历史产量仅有 1个循环。

按照已确定的循环个数，得到 3种情景下常规和非

常规天然气的产量预测结果（图2和表5）。

从图 2和表 5可以看出，改进的多循环广义翁

氏模型对常规气、页岩气和煤层气的历史产量都

做出了较好的拟合。短期内，常规天然气和非常

规天然气仍保持增长趋势。3种类型的天然气之和

即为我国总的天然气产量。可以看出，在情景 1
下，我国天然气产量在 2028年就将达到峰值，且

峰值产量仅为 1 858亿m3，仅为 2017年产量的 1.25
倍。而在情景 2和情景 3下，我国天然气产量还将

保持较长时期的增长，峰值时间分别出现在 2055

年和 2060年，峰值产量也显著高于情景 1下的结

果，分别为 3 982亿m3和 4 663亿m3。情景 1结果

低的主要原因是该情景中的最终可采储量仅考虑

了当前技术条件下的可采储量，没有考虑额外勘

探投入和技术进步导致的储量增加。而情景 2和情

景 3均考虑了未来潜在的勘探投资增加和技术进

步。但是情景 1的结果仍然是有意义的，它提供了

未来产量的一个底线，即如果没有新的勘探与开

发投资，仅按现有条件，未来我国天然气产出增

长趋势将在未来 10年内结束，这显然不利于中国

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当前中国政府鼓励各大石油

公司加大国内勘探开发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

预期的是，未来实际的产出增长很可能会高于情

类别

情景

情景1
情景2
情景3

常规天然气

峰值

时间

2030
2052
2057

峰值

产量

1 663
2 462
2 893

页岩气

峰值

时间

2022
2059
2062

峰值

产量

148
1 069
1 240

煤层气

峰值

时间

2027
2069
2075

峰值

产量

110
512
587

全部天然气

峰值

时间

2028
2055
2060

峰值

产量

1 858
3 982
4 663

表5 3种情景下天然气预测产量峰值（108m3）及峰值时间（年）

图2 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产量预测

王建良等：中国天然气产量中长期走势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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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1，如果勘探投资和技术能够取得预期进展，则

实际产量很可能如情景2或情景3所示走势增长。

图 3和图 4展示了 3种情景下，不同类型天然

气产出及占总产出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在情

景 1中，未来天然气产量主要由常规气提供，页岩

气和煤层气占比非常小，其主要原因是在该情景

下，煤层气和页岩气的储量非常少。而在情景 2和
3中，尽管常规气在总产出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

页岩气和煤层气产量也将大幅增长，成为天然气

总产出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以 2040年为例，在

情景 2和情景 3中，页岩气和煤层气的总产量将在

该年达到 1 184亿m3和 1 265亿m3，分别占当年总

产量的34.2%和33.5%。

表6 中国天然气产量预测对比 108m3

表 6对比本文的预测结果与 BP《能源展望

2019》 [25]和 IEA《世界能源展望 2018》 [26]的预测结

果。从BP和 IEA预测结果看，未来 20年我国天然

气产量呈增长趋势，这与本文情景 2和情景 3的预

测结果变化趋势一致，与情景 1表现出的 2028年
后产量呈下降趋势存在较大差异。从预测结果来

看，本文情景 1的预测结果显著低于 BP和 IEA的

结果，情景 2的结果与 IEA的基本一致，情景 3的
结果与BP的基本一致。综上所述，中国未来的天

然气产出很可能与情景 2或情景 3相似，但正如前

所述，情景2和情景3假设的40%～50%的资源探明

率需要中国持续的天然气勘探投入和技术投入。

4 结 论

考虑到实际中产量变化曲线往往是不对称的，

且产量变化过程中经历的可能不止一个生命旋回

历程，本文首先选取了多循环广义翁氏模型作为

预测的基础模型。同时针对现有文献定性确定循

环个数的现象，通过引入F检验对传统多循环广义

翁氏模型进行改进。最后将改进的多循环广义翁

氏模型运用到中国天然气产量的预测当中。

研究结果表明，若按情景 1中目前统计的技术

可采储量进行开采，我国天然气产量将在 2028年
达到峰值产量 1 858亿 m3，这与国家 《能源发展

“十三五”规划》中要求的天然气产量在 2020年达

到 2 200亿m3的目标相差甚远。另外，据《2018年

类别

BP[25]
IEA[26]

本文情景1
本文情景2
本文情景3

2025年
2 210
2 220
1 828
2 122
2 189

2030年
2 740
2 630
1 847
2 610
2 744

2035年
3 210
3 010
1 716
3 078
3 294

2040年
3 670
3 430
1 469
3 467
3 779

图3 3种情景下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预测产量

图4 3种情景下各类型天然气预测产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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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 [27]显示，2018年中国天

然气对外依存度已增至 45.3%，成全球第一大天然

气进口国。而如果未来天然气产量按情景 1所示发

展，可以预期中国的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

增长，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

情景 2和情景 3的最终可采储量是按可采资源

量的 40%和 50%假设的。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

我国天然气产量在 2040年以前将保持持续增长态

势。情景 2和情景 3中假设结果恰好符合增长趋

势，且情景 2预测结果几乎与 IEA的预测一致，而

情景 3预测结果与 BP的预测基本一致。根据这两

个情景的预测结果，我国天然气产量峰值将在

2055—2060年出现，峰值产量在 3 982亿~4 663
亿m3之间。常规天然气约早 3年到达峰值，产量

在 2 462亿～2 893亿m3之间。可见，在这两个情

景中非常规天然气的产量将明显增多。由于我国

页岩气开始开采时间较晚，煤层气始终保持比较

缓慢的开采速度，因此在较为理想的假设中，非

常规天然气的峰值到达时间会略晚于常规天然气。

但需要指出的是，要实现情景 2和情景 3所示的产

出增长，必须持续增加勘探投资和技术研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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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

为了应对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我国

政府大力扶持经济发展，推出了 4万亿刺激经济政

策，进入了加杠杆的高负债时期。从 2011年第三

季度起，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继续上升直至

2016年四季度的 166.3%，但 GDP同比增速却从

9.4%跌至 7.0%以下。说明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

率已经超过了最优负债规模，侧面反映了资本结

构错配的问题。对煤炭企业来说，由于杠杆率是

长期经济活动发展形成的，如何有效稳定地降低

煤炭类公司的杠杆率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探

究这一问题需要充分了解杠杆率对企业盈利的影

响机制。即当前经济周期下，其去杠杆手段和速

度会对企业盈利状况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与

企业的规模有关；是否与企业的成长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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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微观因素间相互影响机制。为了解决以上问

题，本文收集了 28家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煤炭上市

企业 2011—2017年共计 7年的面板数据对以上问

题进行了研究。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综述

国家出台“三去一降一补”政策，长期来看，

能通过改变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从而改善企业的

经营状况。企业加强自身管理，调整资产结构，

通过创新等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减少无效供给，

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但在短期时间内，

一些企业由于去杠杆政策，经营状况惨淡，难以

获得贷款，无法持续经营和进行整改，出现“僵

尸企业”，甚至个别企业不得不面临破产的状况。

这也是国家实行去杠杆政策之后，本应该减少基

础货币，却采取增加基础货币去杠杆的方式，降

低社会融资成本，调整贷款流向结构，促进小企

业发展的手段，目的是为了帮助一些产能过剩企

业进行结构优化，同时扶持一些小企业的发展，

从而使整个宏观经济稳健发展，完成去杠杆的

目标。

1.1.1 影响企业杠杆率的因素

影响企业杠杆率的因素有很多，有宏观经济

因素，比如：衡量经济增长的GDP增速、通货膨

胀率、M2增速、实际利率、市场风险厌恶程度

等[1]；也有企业层面的微观因素，比如：盈利能

力、有形资产、企业成长机会、税收屏蔽效应

等[2-4]。车青玲[5]以地方代表性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

本，通过不变参数模型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

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了营业利润率

增加在短期内将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长期

则相反；同时工资、在建工程、企业规模、银行

依存度等因素的上升都将提高非金融企业的杠杆

率，但提升的幅度各不相同等。因此，地方政府

应合理对待去杠杆问题，采取多种措施，避免经

济波动幅度过大。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研究有

推进作用，但在企业杠杆率对企业发展和盈利造

成的影响方面仍存在研究不足，由于现有研究仅

从微观和宏观因素探究企业各指标对杠杆率的影

响机制，但少有从两者之间的互动视角探讨杠杆

率的降低对企业的影响，也未过多探讨当前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产能过剩企业的去杠杆手段

对相关企业造成的影响。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

需要明确企业杠杆率变动对企业形成的反馈，找

到产能过剩企业应对去杠杆政策的方式，从而使

得企业更稳更好的发展，并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

1.1.2 杠杆率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在完美资本市场假设基础上，Modigliani和
Miller提出MM理论[6-7]，成功地找到了资本结构与

公司价值以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资本

结构中负债的效应。Baxter等提出了破产成本理

论[8]，描述了破产成本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这

两个理论最终归于均衡理论 [9]，此理论提出财务杠

杆与企业价值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在边际税盾

效应大于边际破产成本时，企业增加债务资本会

增加企业价值，扩大自身规模，但当边际税盾效

应小于边际破产成本后，持续增加债务资本会降

低企业价值。存在最佳资本结构使企业实现价值

最大化，企业需要找到对自身发展最适合的资产

负债结构，去杠杆速度对于调整自身的资产结构

对企业发展和收益至关重要。王桂虎[10]选取了2000
—2015年的月度数据，使用 SVAR模型、ARCH模

型等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试图说明和解释

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杠杆率和经济增长等 3者
之间存在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非金融企

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短期内都会拖累经济

增速；如果经济增速能够维持一定程度或者有所

增加，对于降低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杠杆

率会有所帮助；而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杠

杆率在短期内是相互促进的。因此，要加大对非

金融企业债务风险的防范。其中，针对杠杆率和

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经济增速的影响，刘伟江等[11]研
究了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负债最小化权衡中

的关系，如果在国家去杠杆背景下，企业不愿意

增加债务，缺乏扩展新项目的动力，对企业的发

展和收益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企业需要在

去杠杆进程中找到最适合自身行业发展和企业结

构下的调整速度，从而实现稳健的发展和创新。

同时，针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去杠杆对其

造成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12]，所以本文需要针对不

同成长能力和规模的煤炭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和研

究，提出更合适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1.1.3 国家去杠杆政策对煤炭企业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环境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需

要协调发展，去杠杆政策必然会对实体经济造成

冲击[13]，对一些产能过剩的煤炭企业来说更是一次

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煤炭企业希望降低企业杠

贾凯威等：去杠杆、盈利状况与企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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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调整自身资本结构，增强企业持续增长动力，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找到企业创新性发展

的突破口；另一方面，这些目标的实施需要一定

的资金支持，当贷款无法获得，而持续扩大规模

造成的产能过剩无法处理时，就会导致“僵尸企

业”的产生，甚至导致一些企业因为无法应对这

样的环境而破产[14]。郑尚植等[15]基于 2003—2015年
东北地区 3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

政府干预对东北地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

作用具有两面性。适度的政府干预会为地区经济

给予政策和财政的支持；而过度的政府干预则会

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偏离市场运行规律，造成经济

的低效运行，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干预手段和速度

对煤炭企业也有不同的效果。本文通过研究不同

规模的煤炭企业杠杆率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分析

企业盈利状况影响机制，找到适合产能过剩企业

的去杠杆速度，使其能够稳健的发展，调整好企

业资产结构的同时能有缓冲的时间。

总体而言，针对产能过剩的煤炭行业探讨较

少，且存在一些遗留问题。首先，关于企业杠杆

率和企业收益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以

及存在何种性质 （线性或非线性） 的相关关系，

现有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开放式的讨论过程之中，

比如王桂虎 [10]的研究认为，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

债率和杠杆率在短期内都会拖累经济增速；如果

经济增速能够维持一定程度或者有所增加，对于

降低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会有所帮

助、但对杠杆率长期过高的煤炭行业来说，这个

结论是否依然成立仍需研究考察。随着去杠杆进

程的不断推进，是否能根据不同企业的现有数据，

找到企业适合的去杠杆方式，使其既能调整自身

资产结构，增强企业持续增长动力，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和效率，找到企业创新性发展的突破口，

又能保证过剩的产品能够清理且保证资金的充足

性和流动性，而且与企业的成长能力和规模是否

有关。鉴于现有文献的争论与不足，本文基于 28
个煤炭行业上市公司 2011—2017年的面板数据，

研究企业杠杆率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以不同

的企业规模和成长能力进行对比分析。较之已有

文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板对企业去杠杆、企

业盈利能力进行分析，以企业营运能力和企业市

场份额占有率为控制变量，研究不同企业规模和

成长能力的煤炭企业在去杠杆政策下的不同之处，

有助于产能过剩企业调整自身资产负债结构，并

与已有研究形成有效互补，也有利于国家对煤炭

产业去杠杆进行有效控制，并对国家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在产能过剩企业采取的措施提出政策建议，

以使这些企业在调整中发展和改革，促进整个宏

观经济形势稳健发展。

1.2 研究假设

1.2.1 去杠杆对企业盈利状况的影响

公司的资本结构是指不同资本在总资本中所

占的比重，通常用杠杆率（资产负债率）来表示，

企业的杠杆率对企业盈利能力有着一定的影响。

由MM理论可以得知[6-7]，税盾效应是因公司举债而

产生的省税效应，这种效应也可以称为负债税盾

效应，负债的增加会因为税盾效应而增加公司的

价值。当然随着杠杆的不断增加，公司的破产成

本也会增加 [8]，因此存在一个最优杠杆比例。煤炭

行业一直都是一个高杠杆化的行业，这与实际生

产环境有关，针对煤炭行业长期扩大生产造成产

能过剩的情况，当下需要去杠杆降低风险和破产

成本。企业去杠杆的主要途径是债转股，债转股

有利于企业减轻债务负担，Flannery等 [16]研究指

出，银行权益比率与其经营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

由于风险性加大，银行会采取改善权益比率等相

应措施来保证银行安全性。像煤炭行业这样产能

过剩、高杠杆率的企业很难再取得新的贷款[17]，所

以企业去杠杆只能从企业资本结构进行调整，同

时要保持稳健的去杠杆手段。根据均衡理论[9]，企

业财务杠杆与企业价值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

当边际税盾效应大于边际破产成本时，企业增加

债务成本会使企业价值提高，但当财务杠杆增加

使公司价值达到最大化后，杠杆水平超过最佳资

本结构，此时增加财务杠杆会降低企业价值。根

据现有研究，煤炭行业是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

现阶段大多数煤炭企业的杠杆水平已超过最佳资

本结构，所以短期内适当降低企业杠杆会对企业

价值有正面影响，较之已有文献和理论基础，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 1：短期内去杠杆会对企业的盈利能力造

成的积极影响。

1.2.2 不同成长能力的企业去杠杆对盈利状况的

影响

企业的成长能力对企业的盈利至关重要，杜

得彪 [17]在研究中表示企业成长性与企业盈利状况

显著正相关，成长性被认可就会增加企业投资的

动力，市场对企业发展前景的认可会加剧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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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行为，从而增加企业盈利。研究表明，企业

成长性与企业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基于生命

周期理论，成长能力较高的此类企业往往大多处

于成长期或创业期，处于这一阶段的公司，增加

企业杠杆对企业价值有正面积极影响，而成长能

力较弱的企业大多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企业债

务资本较高，超过最佳资本结构，财务杠杆与企

业价值呈现负相关关系，公司价值呈下行趋势 [9]，
去杠杆对这类成长能力较弱的企业影响将更为显

著。同时由于成长能力强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比

较容易调整，对资金的运用比较灵活 [10]，去杠杆

对成长能力较高的公司造成的影响可以在短期内

得到有效调整，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没有那么

大；而对于成长能力较低的企业来说，高杠杆是

企业长期运作导致的结果，企业的债务资本有较

强黏性难以降低，即使面临生产过剩的情况，也

由于很多外部条件和政策导致企业不得不继续保

持高杠杆运作。对于这类长期高杠杆企业来说，

去杠杆的反馈更为显著，较之已有文献和理论基

础，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相对于成长能力较高的企业，成长能

力较低的企业去杠杆对企业盈利状况的影响更大，

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1.2.3 不同规模企业去杠杆对盈利状况的影响

企业规模是企业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大多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企业的盈利状况呈

现正相关关系。对于煤炭行业来说，个别企业占

据市场份额很大，存在市场寡头效益，收到的资

源多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同行企业。杜得彪 [17]在研

究中指出基于预算软约束的前提，我国煤炭业上

市公司债务的相机治理效果明显大打折扣，在以

国企为主的煤炭行业尤其明显。但为了维持社会

状况的稳定，国企获得的资金支持仍然处于优势

地位。银行给予规模较大企业的贷款也多于规模

较小的企业。当这类规模较大的企业存在大量自

由现金流时，短期内去杠杆造成的影响就会降低

很多。这类企业杠杆率是长期形成的结果，资金

的结构体系较为稳定，生产的规模都很大，在短

时间内降低杠杆，可能会对企业的资金造成一定

的影响，但由于企业的发展稳定性以及资金的充

足性，短期内去杠杆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

于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由于企业信用等级较低，

获得债务资本的机会较少，成本较大，想要增大

企业规模的难度较高。债务资本在企业总资本中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由于资产结构不够稳

定，资金缓冲能力不足，企业盈利状况很快对债

务资产的减少提供负面反馈，对企业的影响更为

显著，较之已有文献和理论基础，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相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规模较小的

企业去杠杆更容易影响企业的盈利状况。

2 样本、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2.1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的研究假设，本文选取煤炭行业上

市公司微观数据和行业数据，设定计量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基于假设 1，通过对核心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初步分析变量的基本特征；基于假设 2，将

成长能力变量引入模型设定，并加上成长能力与

杠杆状况的交叉项，分析对比成长能力不同的企

业去杠杆对盈利状况的影响，并将成长能力按中

值以上和中值以下分为成长能力强弱样本组，对

不同的样本组进行研究，对回归结果进行进一步

检验；基于假设 3，将公司规模变量引入模型设

定，并加上公司规模与杠杆状况的交叉项，分析

对比不同公司规模的企业去杠杆对盈利状况的影

响，将规模按平均水平分为水平以上和水平以下

不同的样本组，对不同的样本组进行研究，对比

不同的公司规模下，去杠杆对企业盈利状况的影

响，并对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

2.1.1 变量定义

1） 企业盈利能力：被解释变量 （roa），企业

盈利能力有很多指标进行研究，考虑到企业自身

经营的能力和不同的企业的规模差异，参照多数

文献达成的共识，本文选取总资产净利率（ROA）
作为考察企业盈利能力的变量。

2） 企业杠杆水平：核心解释变量 （lev），用

企业债务资金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杠杆率，考虑

到不同企业债务资金规模大小的差异性，并结合

已有的研究经验，本文通过企业债务资金占总资

产的比值（即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企业杠杆水平。

3）企业营运能力：控制变量（ability），企业

营运能力有很多指标，基于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

资金运用能力，并且借鉴黄硕等 [18]的研究，周转

率对总资产净收益率的影响，本文选择总资产周

转率作为考察企业营运能力的变量。

4） 企业市场份额占有率：控制变量 （pati），

考虑企业的年煤炭产量数据不易获取，并借鉴乔

小乐等 [19]所研究市场份额对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贾凯威等：去杠杆、盈利状况与企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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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营业收入/全行业营业收入总额作为企业

市场份额占有率。

5）企业成长能力：对比变量（growth），企业

成长能力有不同的指标，但基于对企业盈利能力

的研究，并参考刘一楠 [20]在研究杠杆率对企业投

资影响的文献中，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作为衡

量企业成长能力的变量。鉴于本文选用衡量企业

成长能力的指标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样本中

各企业不同年份的数据变动较大，故将各企业按

照 2011—2017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进行 7年
增长率计算，得出 28家企业 7年增长率的中值，

并按照增长率高低进行排序，将中值以上的企业

分为成长能力强样本组，将中值以下分为成长能

力弱样本组进行对比验证。

6）公司规模：对比变量（size），基于以往文

献共识，以企业总资产的对数作为衡量公司规模

的变量，本文将选取的样本企业在 2011—2017年
进行企业资产平均，得出平均规模以上的企业组

和规模以下的企业组，进行分组研究，对比分析

规模不同的企业，去杠杆对企业盈利状况的影响。

2.1.2 基本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探究企业杠杆率与盈利状况之间的

关系，以此来分析在短期内去杠杆是否会影响企

业的盈利状况，同时加入行业层面和企业微观层

面的控制变量，并对行业进行控制，构建计量模

型（1），具体形式如下。
ROAi, t = β0 + β1LEVi, t + β2ABILITYi, t + β3PATIi, t +

Industry + εi, t （1）
模型（1）中的（ROA）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

盈利状况，用总资产净利率进行分析。模型 （1）
中的解释变量（LEV）表示企业的债务杠杆，选取

资产负债率指标进行研究。模型（1）中控制变量

（ABILITY）、（PATI） 分别表示企业营运能力和企

业市场份额占有率，用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
全行业营业收入总额进行衡量。另外考虑到不同

行业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本文设置了表示行业

差异的虚拟变量（Industry）。在模型（1）中，i，t
分别表示企业与年份，εi，t为随机扰动项。

2.1.3 考虑企业成长能力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

为分析企业成长能力对企业杠杆和盈利状况

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效应，构建计量模型 （2），

其具体形式如下。
ROAi, t = β0 + β1LEVi, t + β2GROWi, t + β3LEVi, t × GROWi, t +

β4ABILITYi, t + β5PATIi, t + Industry + εi, t （2）

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企业成长能力变

量（GROW）以及企业成长能力与企业杠杆的交叉

项（LEV*GROW），构建模型（2）。根据大量文献

共识，描述企业成长能力变量用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率来表示。

2.1.4 考虑公司规模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

为分析公司规模对企业杠杆和盈利状况之间

的相互影响效应，构建计量模型 （3），其具体形

式如下。
ROAi, t = β0 + β1LEVi, t + β2SIZEi, t + β3LEVi, t × SIZEi, t +

β4ABILITYi, t + β5PATIi, t + Industry + εi, t （3）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公司规模变量

（SIZE） 以 及 公 司 规 模 与 企 业 杠 杆 的 交 叉 项

（LEV*SIZE），构建模型（3）。根据大量文献共识，

描述公司规模变量用企业总资产取对数值衡量。

综上，各变量的含义以及计算方法见表1。
表1 回归变量定义及计算

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鉴于 2008年金融危机对行业造成的影响，为了保

证样本各指标的统一性和完备性，选取 2011—
2017年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剔除样本期

间内 ST、PT等异常股票，同时剔除变量的异常值

和缺失值，最终选取了 28家上市公司，共 196个
样本数据。本文行业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

站，企业数据均来自上市公司财务报表。

2.3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于模型回归系数会受样本数据中异常观测

值的影响而产生偏误，本文剔除了变量的异常值

和缺失值，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2。不

难看出，煤炭行业的杠杆率普遍较高，企业资产

负债率为 53.57%，这也是为什么产能过剩情况在

这一行业较为严重，所以研究产能过剩企业去杠

杆对盈利的影响不仅对于煤炭上市公司有审视意

义，对国家去杠杆进程也有参考价值。

本文将全样本按公司规模均值分为全样本组、

变量性质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企业盈利能力

杠杆水平

营运能力

市场份额

成长能力

公司规模

变量符号

roa
lev
ability
pati
growth
size

数据说明

总资产净利率（ROA）
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全行业营业收入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Ln 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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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规模以上公司组、均值规模以下公司组，进

行分样本统计。根据图 1统计结果可知，平均规模

以上公司的 roa要高于平均规模以下公司的 roa，杠

杆水平则没有太大差异，初步可以预测规模越小

的公司，去杠杆对企业盈利状况的影响越大。

图1 按公司规模分组 roa和 lev均值比较

本文将全样本按企业成长能力均值分为全样

本组、成长能力强公司组、成长能力弱公司组，

进行分样本统计。根据图 2统计结果可知，成长能

力强的公司盈利状况要低于全样本组公司的盈利

状况，杠杆水平则高于平均水平；成长能力弱的

公司盈利情况高于全样本组公司的盈利情况，杠

杆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初步预测成长能力弱的公

司，去杠杆对企业盈利状况的影响更大。

2.4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基于上文对研究变量的基础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研究变量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表3给出了主要研

图2 按成长能力分组 roa和 lev均值比较

究变量的相关系数表。从表 3的检验结果可知，公

司杠杆与公司盈利效果呈现较为显著的负相关，

与假设 1认为短期企业去杠杆会对企业盈利效果产

生正效应结论基本一致。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

了初步的证据，但更严格的分析还需要后续多元

回归分析结果的证明。各控制变量均与企业盈利

状况变量相关，说明本文在控制变量上的设置是

有意义的。但 PATI与ABILITY显著性较高，为了

研究两者是否存在严重共线性，接下来进一步检

验两者之间的关系。

表3 主要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对于以上可能会出现共线性的变量 PATI和
ABILITY，对这两个解释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

验，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验证了假

设1的设想。

3 实证分析与检验

3.1 变量数据的平稳性分析

本文检验回归软件使用Eviews，对变量数据进

行平稳性分析，分别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

验结果见表 4，均显示变量不存在单位根，平稳性

很好。在进行下一步模型的回归中，避免了模型

出现伪回归的现象。

3.2 企业短期内去杠杆与盈利状况关系分析

首先通过对模型 （1） 进行 F检验、B-P检验

以及Hausman检验来选择适合数据特征的面板模

型，最终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5。

变量

roa
lev
ability
pati
growth
size

均值

3.404 774
53.573 66
0.648 678
0.010 58
4.052 583
23.836 44

方差

32.524 062
195.60 885
0.219 884 2
0.000 332 6
715.004 78
1.664 974

最小值

-10.712 6
28.885 8
0.147 6
0.000 8
-32.408 5
20.229 19

最大值

25.994 6
76.542 8
2.48

0.101 89
471.249 5
27.071 82

样本量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ROA
LEV

ABILITY
PATI

ROA
1.000
-0.436
0.255
0.254

LEV
-0.436
1.000
0.023
-0.115

ABILITY
0.255
0.023
1.000
0.081

PATI
0.254
-0.115
0.08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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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变量的平稳性分析

表5 全样本模型（1）结果

由表 5可知，各变量均显著，回归效果很好。

同时可能由于企业之间异质性的存在，导致拟合

优度不太高，但结合煤炭行业个别企业占据市场

份额较大的情况，可以对这一现象进行合理的解

释。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杠杆水平 LEV显著

为负，这对假设（1）进行了很好的解释，说明在

短期内企业杠杆水平会对盈利状况造成一定程度

的影响，即杠杆率越低、企业盈利状况越好。控

制变量方面，在企业层面上，企业营运能力（abil⁃
ity）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显然，企业营运能力

越高、营业总资产利润率越高。同时，在行业层

面，企业在全行业所占份额越大，企业自身盈利

能力越强，总资产利润率也就越高。以上结论均

与经济理论相符，也符合假设（1）的猜想。

3.3 公司成长能力对企业去杠杆与盈利状况关系分析

为了进一步对企业去杠杆和企业盈利状况的

影响情况有一个更深入的研究，本文构建了模型

（2），引入公司成长能力变量以及成长能力与杠杆

水平的交叉项，研究成长能力不同的公司去杠杆

对企业盈利状况造成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全样本模型（2）回归结果

由表 6可知，各变量均显著，回归效果很好。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杠杆水平 LEV显著为负，

再一次验证了假设 （1），同时，在加入了成长能

力这一变量以及成长能力与杠杆水平的交叉项后，

回归结果显示成长能力与企业盈利状况显著为正，

企业成长能力越高，则盈利状况越好，符合经济

理论，说明此变量选取恰当。同时，成长能力与

杠杆水平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与成

长能力较高的公司比较，成长能力较低的公司去

杠杆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更显著，符合上文假

设（2）的预期。

鉴于本文选用衡量企业成长能力的指标为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样本中各企业不同年份的数

据变动较大，故将各企业按照 2011—2017年的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进行 7年增长率计算，得出 28
家企业 7年增长率的中值，并按照增长率高低进行

排序，将中值以上的企业分为成长能力强样本组，

将中值以下分为成长能力弱样本组进行对比验证。

在进行回归时，按照成长能力将企业分成了 3个
组，分别是全样本组、成长能力强样本组、成长

能力弱样本组。回归结果见表7。
由上表按照成长能力进行分类的 3个不同样本

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可以看出对比成长能力强的

企业，成长能力弱的企业杠杆水平对盈利能力的

负效应更大，说明成长能力越弱，短期内去杠杆

对盈利能力造成的影响越大，这个结果与假设

（2） 的预期一致，很好的对模型 （2） 进行了验

证，说明不同成长能力的企业需要选择的去杠杆

Name

Roa

Lev

Ability

Pati

Method
Im，PesaranandShinW-stat
ADF-FisherChi-square
PP-FisherChi-square

Im，PesaranandShinW-stat
ADF-FisherChi-square
PP-FisherChi-square

Im，PesaranandShinW-stat
ADF-FisherChi-square
PP-FisherChi-square

Im，PesaranandShinW-stat
ADF-FisherChi-square
PP-FisherChi-square

Statistic
-2.004
86.367 6
112.432
-4.062
105.316
93.531 7
-2.836
96.281 5
140.878
-2.437
95.691 7
101.014

Prob.**
0.022 6
0.005 7
0.000 0
0.000 0
0.000 1
0.001 2
0.002 3
0.000 7
0.000 0
0.007 4
0.000 8
0.000 2

Sections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Obs
140
140
168
140
140
168
140
140
168
140
140
168

Variable
C
LEV
GROW

GROWLEV
ABILITY
PATI

R-squared
AdjustedR-squared
S.E.ofregression

Coefficient
9.238 7
-0.157 9
0.116 1
-0.001 7
2.809 5
54.533 2
0.333 3
0.315 6
4.729 8

Std.Error
1.497 0
0.025 3
0.047 8
0.000 8
0.732 8
18.794 1
Meandependentvar
S.D.dependentvar
Akaikeinfocriterion

t-Statistic
6.171 6
-6.231 5
2.425 6
-2.054 7
3.833 9
2.901 6

Prob.
0.000 0
0.000 0
0.016 2
0.041 3
0.000 2
0.004 2
3.408 1
5.717 5
5.975 9

Variable
C
LEV

ABILITY
PATI

R-squared
AdjustedR-squared
S.E.ofregression
Sumsquaredresid
Loglikelihood
F-statistic

Prob（F-statistic）

Coefficient
10.005 3
-0.171 5
3.041 6
58.092 0
0.294 5
0.283 5
4.827 5

4 474.435 0
-584.658 0
26.715 4
0.000 0

Std.Error
1.474 5
0.024 9
0.740 0
19.149 3
Meandependentvar
S.D.dependentvar
Akaikeinfocriterion
Schwarzcriterion

Hannan-Quinncriter.
Durbin-Watsonstat

t-Statistic
6.785 3
-6.889 1
4.110 1
3.033 6

Prob.
0.000 0
0.000 0
0.000 1
0.002 8
3.404 8
5.703 0
6.006 7
6.073 6
6.033 8
0.86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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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速度不同，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方式也不

同，不同成长能力的企业需要选择适合企业发展

的最佳杠杆率。

3.4 公司规模对企业去杠杆与盈利状况关系的分析

为了更深入对企业去杠杆和企业盈利状况的影

响进行研究，本文构建了模型 （3），引入公司规

模变量以及公司规模与杠杆水平的交叉项，研究

不同规模的公司去杠杆对企业盈利状况造成的影

响，回归结果见表8。

由表 8可知，主要回归变量均显著，回归效果

较好。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杠杆水平 LEV显

著为负，再一次验证了假设 （1），同时，在加入

了公司规模这一变量以及公司规模与杠杆水平的

交叉项后，回归结果显示公司规模与企业盈利状

况显著为正，表明公司规模越大，盈利状况越好，

符合经济理论，说明此变量选取恰当。同时，公

司规模与杠杆水平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这一结果

表明与公司规模较大的企业比较，公司规模较小

全样本

成长能

力强

成长能

力弱

Variable
C
LEV

ABILITY
PATI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C
LEV

ABILITY
PATI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C
LEV

ABILITY
PATI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10.005 27
-0.171 504
3.041 554
58.092
0.294
0.283
4.827
9.246
-0.176
1.610
550.615
0.424 888
0.406 534
4.314 545
10.449 38
-0.203 534
3.896 842
52.139 82
0.352 57
0.331 907
4.764 223

Std. Error
1.474 545
0.024 895
0.740 028
19.149 34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2.281
0.033
1.513
98.685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2.004 706
0.036 941
0.890 5
20.237 03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t-Statistic
6.785 328
-6.889 13
4.110 05
3.033 629

4.053
-5.296
1.064
5.580

5.212 425
-5.509 67
4.376 018
2.576 456

Prob.
0
0

0.000 1
0.002 8
3.404 8
5.703 0
6.006 714
0.000
0.000
0.290
0.000

3.260 078
5.600 632
5.801 821

0
0
0

0.011 5
3.549 47
5.828 726
6.000 106

表7 成长能力样本组的回归结果分析

的企业去杠杆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更显著，符

合上文假设（3）的预期。

由于煤炭行业部分企业市场份额占有率较高，

为了比较分析不同公司规模的企业去杠杆对盈利

状况的影响，本文按照企业平均规模将企业分成

了 3个组，分别是全样本组、规模以上样本组、规

模以下样本组。表 9通过对 3个样本组的回归结果

分析，找出不同规模的企业去杠杆对盈利状况的

影响。

由上表按照公司规模进行分类的 3个不同样本

组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比规模以上的企业，

规模以下的企业杠杆水平对盈利能力的负效应更

表8 全样本模型（3）回归结果

Variable
C
LEV
SIZE

SIZELEV
ABILITY
PATI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4.300 155
-0.189 896
1.385 556
-3.98E-05
3.346 591
63.119 59
0.326

0.308 229
4.743 332

Std. Error
2.438 854
0.027 297
0.479 451
2.25E-05
0.880 391
46.069 16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t-Statistic
1.763 186
-6.956 778
2.889 881
-1.770 494
3.801 255
1.370 105

Prob.
0.079 5
0

0.004 3
0.078 2
0.000 2
0.172 3
3.404 774
5.703
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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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说明企业规模越小，短期内去杠杆对盈利能

力造成的影响越大，这个结果与假设（3）的预期

一致，很好的对模型 （3） 的回归结果进行了验

证，说明不同规模的企业需要选择的去杠杆方式

和速度不同，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期也不同，不

同规模的企业需要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最佳杠杆率。

3.5 稳健性检验

上文已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假设 1、假设 2进
行了检验，虽已通过加入企业层面、行业层面的

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减轻了内生性

问题，但为了控制因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

互为因果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接下来进行格兰

杰因果检验，表 10可以看出 lev的存在是影响 roa
的原因，这一结果证实了前文的假设。

表10 ROA与LEV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8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 2011—2017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板对企业去杠杆、

盈利能力进行分析，以企业营运能力和市场份额

占有率为控制变量，研究不同企业规模和成长能

力的煤炭企业在去杠杆政策下的不同之处。通过

对模型（1）的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短期内对企业

盈利能力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即企业杠杆越高，

盈利状况越好，则去杠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总资

产利润率。对于煤炭行业来说，企业长期处于高

杠杆水平，这可能是由于生产环境造成的，在这

样的高杠杆水平下，企业会不断的生产，使得产

能过剩情况愈发严重，所以国家出台的产能出清

和去杠杆政策都是为了调整这样的状况，结合本

文研究，短期内企业适当的去杠杆会对企业盈利

能力产生正面影响，所以企业去杠杆会使得企业

盈利情况变好，但同时企业不能盲目的降低杠杆，

在长期高杠杆水平下，企业在资产结构较为稳定，

全样本

规模以

上

规模

以下

Variable
C
LEV
ABILITY
PATI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C
LEV
ABILITY
PATI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C
LEV
ABILITY
PATI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10.005 27
-0.171 504
3.041 554
58.092
0.294
0.283
4.827
13.913
-0.207
2.387
24.393 82
0.428 564
0.408 86
3.902 544
10.340 37
-0.222 273
3.332 895
539.589 8
0.281 838
0.260 506
5.346 398

Std. Error
1.474 545
0.024 895
0.740 028
19.149 34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2.447
0.037
0.890
20.761 3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2.134 807
0.041 67
1.306 919
334.134 1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t-Statistic
6.785 328
-6.889 13
4.110 05
3.033 629

5.685
-5.650
2.683
1.174 966

4.843 704
-5.334 17
2.550 192
1.614 89

Prob.
0
0

0.000 1
0.002 8
3.404 8
5.703 0
6.006 714
0.000
0.000
0.009
0.243 2
3.548 721
5.075 778
5.604095

0
0

0.012 3
0.109 5
3.280 02
6.217 187
6.228 074

表9 公司规模样本组的回归结果分析

NullHypothesis：
LEVdoesnotGrangerCauseROA
ROAdoesnotGrangerCauseLEV

F-Statistic
2.740
2.671

Prob.
0.034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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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杠杆可能会对企业造成

严重的不良影响，所以企业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采用稳健的节奏去杠杆，在保证企业盈利状况和

多方面发展的情况下去杠杆。通过对模型（2）和

模型（3）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成长能力较高的企

业，成长能力较低的企业去杠杆对企业盈利状况

的影响更大，影响效果更为显著。这说明处在成

长期或创业期的这类成长能力较高的企业，企业

资金运用较为灵活，企业去杠杆虽然对盈利状况

有正面影响，但影响要小于成长能力较低的企业。

而对于成长能力较低的企业，可能是行业内处于

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也有可能是资金周转较慢、

成长潜力不高的小型企业或一些亏损企业，这类

企业由于高杠杆的存在，可能使得企业破产成本

较高，风险较大。所以去杠杆对企业盈利状况的

影响较大，这类企业需要掌握好杠杆的降低速度，

实现产能的转变和企业的更好发展。对于公司规

模较小、市场份额占比较少的公司来说，去杠杆

对盈利状况的影响也比规模大的企业更为显著，

由于规模较小的这类企业，企业资金不足，债务

资本对公司盈利状况的影响较为显著，所以对于

这类规模较小的企业，企业要有策略的缓慢稳健

推进去杠杆进程，保障去杠杆对企业的负面影响。

政府应该持续推进去杠杆政策实施，将公司

规模较小、企业成长能力较低的企业作为降杠杆

的主要方向。对于煤炭行业这种产能过剩行业，

杠杆长期过高，债务资金过多，资金使用低效，

要想使这些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去杠杆的目标

就一定要实现，但同时由于企业破产成本和风险

较高，不能过快的对这些企业实施去杠杆政策，

而要采取稳健的节奏，让企业有一个缓冲期和适

应期，让企业的盈利状况和发展状况逐渐走上正

轨，在调整中改变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通过优

化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对过剩产能出清，实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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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山西省正受到“资源诅咒”效应的

影响，面临着废弃矿井治理、污染物排放增加及

经济发展质量低等诸多问题[1]，加上煤炭产能过剩

及节能减排的压力[2]，使得煤炭资源型地区的能源

供给侧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如何破解煤炭资源

型地区的困境，建立符合绿色、协调发展理念的

能源供给体系是我国煤炭资源型地区迫切需要解

决的现实问题。

多能互补系统指能包容多种能源资源输入，

整合优化不同类型能源，实现能源的安全有效供

给[3]，能够有效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优化能源结

构，有利于推动节能减排，是破解煤炭资源型地

区能源供给侧改革困境的有效措施。储能系统是

制约多能互补系统发展的瓶颈之一，而废弃井巷

抽水储能系统既可以为多能互补能源互联网调峰

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刘 健 1，范家文 2，姚西龙 3，葛帅帅 3

（1.山西能源学院 经济管理系，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煤炭运销集团 晋能煤矿工程公司，山西 太原 030031；3.太原理工大

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基于煤炭、可再生能源、储能及氢能相融合的多能互补系统是实现山西省能源革命排头兵

的重要措施。分析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的发展现状及问题、开发模式及发展对策，结果表明：山西

省以煤为主的能源供给结构是多能互补系统发展的障碍，构建“可再生能源+废弃井巷抽水储能”

和“可再生能源制氢”是实现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电力辅助服务及补贴政

策，为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的快速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该研究能够为山西省能源综合改革提供一些

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能源供给；可再生能源；废弃井巷抽水蓄能；氢能；多能互补；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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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energy com⁃
plementary system in Shanxi Province

Liu Jian 1，Fan Jiawen 2，Yao Xilong 3，Ge Shuaishuai 3
（1.Department of Economic Management，Shanxi Energy College，Taiyuan 030006，China；2. Jinneng Coal Mine Engineering Company，
Shanxi Coal Transportation and Marketing Group，Taiyuan 030031，China；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24，China）

Abstract：The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y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al，renewable energy，energy storage and hy⁃
drogen energ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chieve the pacesetter of energy revolution in Shanxi Province. Through the develop⁃
ment status and problems，development model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the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y system in
Shanxi Province，the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al-based energy supply structure in Shanxi Province
is an obstac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 energy complementary system，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
waste shaft pumped storage”and“renewable energy hydrogen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alize the multi energy
complementary system in Shanxi Province. Through the power-assisted service and subsidy policy， it provides policy support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y system in Shanxi Province.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some use⁃
ful lessons for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reform in Shanxi Province.
Key words：energy supply； renewable energy；pumped storage in abandoned shafts；hydrogen energy；multi-energy comple⁃
mentary；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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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谷，降低单独储能装置的投入[4]，又可以治理废

弃井巷，避免地质灾害[5]，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废

弃矿井治理与利用方式。基于废弃井巷抽水储能

的多能互补系统开发，有利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

发展[6]，减少大气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煤

炭资源型地区由单一的煤炭产业发展模式向多能

协调发展模式转变，从而实现煤炭资源型地区能

源供给侧改革的重大突破。基于废弃井巷抽水储

能的煤炭资源型地区多能互补系统的研究，是一

个亟需开展的重点课题。

山西省煤炭产业与可再生能源、废弃矿井抽

水储能的多能互补系统存在诸多冲突。此外，受

制于废弃井巷抽水储能系统开发成本、传统能源

与新能源的供给特点及发展趋势等因素，资源型

地区多能互补系统开发，要遵循合理的发展路径。

所以，该系统开发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有效运

行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如何在考虑节能

减排及多方利益的基础上选择最优发展路径？这

些问题的科学解答对多能互补系统开发方案的制

定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基于废弃井巷抽水储能的煤炭资

源型地区多能互补系统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是

根据煤炭资源型地区发展的现实需求提炼出来、

亟需解决的问题。

1 多能互补系统相关研究综述

本系统是基于废弃井巷抽水储能的视角来探

索运行机制与路径优化，涉及废弃井巷抽水储能

及多能互补系统两大研究领域。因此，本研究分

别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述评。

1.1 多能互补系统运行机制理论的相关研究进展

多能互补系统通常指将新能源与传统化石能

源进行优化利用的能源系统，该系统能够降低新

能源吸纳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及部分新能源能量密

度低等问题，提高新能源的吸纳能力，提高了能

源系统运行的绿色绩效。按照能源供需关系不同，

可以将多能互补系统分为两大类：一是面向能源

需求侧用户冷、热及电需求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与传统能源利用系统[7]；二是面向能源供给侧的多

能互补集成系统[8]。这两类多能互补系统的划分不

是非常严格，后者也是基于前者的需要而建立，

只是在系统选址时更多地考虑了能源供给方的区

位，本文所研究的基于废弃井巷抽水储能的多能

互补系统，就属于后者，这种多能互补系统就会

建立在废气井巷的地区。面向能源供给侧的多能

互补系统通常包含新能源供给模块、传统能源供

给模块、多种能源的混合利用转化或存储系统[9]，
如基于太阳能与燃煤机组混合发电的多能互补系

统就是将太阳能与煤炭进行有机结合及利用[10]，风

光水火多能互补的电力系统就是将多种新能源和

传统火电进行优化组合利用的多能互补系统[11]，基

于储能技术的多能互补系统就是将新能源、传统

能源或多种能源与储能技术相结合而达到经济与

环境收益的最大化，风电场—抽水蓄能联合供电

的多能互补系统就属于此类系统[11]。随着抽水储能

技术的日趋完善，基于抽水储能技术的多能互补

系统发展迅速[12]。
已有的研究阐明了具有共性特征的多能互补

系统的内涵及构成要素，也充分论证了基于储能

技术的多能互补系统的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为

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是已有的研究

尚未考虑到我国煤炭资源型地区的资源优势及区

位特点。因此，煤炭资源型地区多能互补系统的

运行机制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1.2 多能互补系统发展对策的相关研究进展

多能互补系统的运行面临着诸多目标的限制，

如新能源的消纳、能源需求的响应度、经济发展

与环境优化的协同等众多目标。因此，如何在多

能互补系统可靠性基础上实现能源供给与需求的

协同发展目标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问题，研究这

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多目标的优先级或权

重，采用何种方法能够更好地求解出最优化的结

果。传统的做法是采用线性加权法将多目标转化

为单目标求解，通过设置不同的权重系数来表示

各个目标的偏重程度，进而求解出不同目标偏好

的多能互补系统优化解[13]，如考虑能源需求侧的多

能互补系统可以考虑能源节约率、碳排放及投资

回报率等指标[14]。然而这种方法求出的最优解不能

很好体现各个目标的协调，遗传算法能够通过惩

罚因子来解决这个问题[15]，但是惩罚因子是一种价

格估算，难以得到最优解；因此，有学者尝试通

过定义目标隶属度函数，将多能互补系统要实现

的目标模糊化，并采用最大满意度准则将多能互

补系统的多个目标转化为单目标，从而得出更为

精确的结果[16]，尤其是在电力生产成本、中断费用

和环境成本最小化等多目标的处理方面[17]。但模糊

满意度法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隶属度函数设

计上没有切实可循的方法。以上的这些方法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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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处理方式都是将多目标优化转为单目标优

化，因此所得出的优化方案无法满足研究对象的

实际情况变化[18]。为了解决以上这些方法的问题，

学者们将能够克服多目标优化方案单一化和偏向

性缺陷的帕累托（Pareto）最优解集概念应用于多

能互补系统优化的求解中，设计了在保证不改变

多能互补系统的多目标优先级的前提下获得 Pareto
最优解集的改进混合线性整数规划模型[19]、面向具

有兼顾多能互补系统中一定竞争关系的不同利益

群体的多目标遗传算法模型、考虑多能互补系统

生命周期成本、负荷和能量损耗问题的多目标粒

子群算法模型等众多模型[20]。以上的多目标 Pareto
优化方法兼顾了多能互补系统的不同目标的个体

差异，能够得到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客观优化结

果，这些求解方法为本项目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地关注基于能源需求

侧的多能互补系统路径优化，尤其是基于微电网

系统的路径优化研究成果较多，而基于能源供给

侧的多能互补系统优化研究则相对较少。结合能

源供给侧改革和考虑资源型地区特点的废弃井巷

抽水储能的多能互补系统优化路径研究课题，将

是煤炭资源型地区进行能源革命的主要方向之一，

也是学术界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2 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的现状与困境

2.1 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的现状

山西省的多能互补系统是包含煤炭、可再生

能源、其他形式能源及储能综合的能源供给系统，

该系统的目标是建立低碳、安全及高效的能源供

给体系，该系统已经开始发展，但发展的速度较

为缓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多能互补系统中煤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2011—2017年，山西省煤炭生产量处于较为

稳定的水平，如图 1所示，年产量在 8亿~10亿 t，

集中外运的煤炭大约为 5亿~6亿 t，山西省煤炭产

量约 70%输送到全国其他地区，山西省消费的煤

炭只占总产量的 30%左右。2015年后，受节能减

排、经济发展及工业转型的影响，山西省所占的

比例逐渐增加并维持在 40%左右。煤炭的开采造

成的矿山修复问题及矿井再利用问题非常紧迫，

如何将井下和井上协同治理，提高矿山修复的水

平是山西省在采煤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图1 山西省煤炭供给情况

山西省冬季取暖季长达 5个月，大多数地区的

供热仍然以燃煤锅炉或以热电联产为主。其中，

有一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散烧煤取暖的问题，取

暖季大气污染的防控压力巨大。部分受政策严控

且未集中供暖的城乡结合地区居民用电取暖成本

较高。

部分地区实施燃气热电联产供热，实际上并

没有提高供热的效率，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二氧

化碳及大气污染物的减排问题，不适合在山西省

大规模推广。山西省的冬季供暖问题需要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建立绿色

供热模式。

2.1.2 电力行业发展缓慢且可再生能源比例较低

电力供需如图 2所示，山西省电力生产量稳

定在 2 500亿 kWh/a左右，用电量稳定在 1 700亿
kWh/a左右，大概 30%的电力输送到全国其他地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火电

发电量/亿kWh
2 296.00
2 454.00
2 527.00
2 530.00
2 319.00
2 309.00

比例/%
97.95
96.80
96.27
95.72
94.38
91.96

风电

发电量/亿kWh
13.00
36.00
58.20
76.00
100.00
135.00

比例/%
0.55
1.42
2.22
2.88
4.07
5.38

水电

发电量/亿kWh
35.00
44.00
40.00
34.00
31.00
39.00

比例/%
1.49
1.74
1.52
1.29
1.26
1.55

光伏发电

发电量/亿kWh
0.01
0.20
0.50
3.20
7.70
27.00

比例/%
0.00
0.01
0.02
0.12
0.31
1.08

表1 山西省电力生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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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从山西省电力行业发展速度可以看出，近年

来山西省电力行业平均增长速度缓慢，2014年后

出现了小幅下降的趋势；本地电力消费量略有上

升，外部电力需求出现萎缩的状况。

图2 山西省电力供需情况

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给山西省带来了重大的

空气污染问题。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是山西省雾霾的主要排

放源。2017年，山西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

尘排放量分别达到57.31万 t、52.10万 t和43.38万 t，
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6.5%、4.1%和 5.4%，分别

位居全国第4位、6位和7位。

2011—2016年，就电力生产结构来看，山西

省以火电为主，火力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

常年稳居在 90%以上，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

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较低，尚未突破 10%（表 1）。

但是，山西省煤电发电利用率仅维持在 42%左右

（IEA，2018），煤电机组存在着严重的闲置问题，

这是由于外部电力需求减少，本省电力需求较弱

造成的。

2.1.3 多能互补系统中的储能环节发展滞后

我国已在江浙一带布局大规模电化学储能项

目，山西省尚未开展大规模的电化学储能项目，

一是因为山西省内部电力需求较小，储能参与本

地电力辅助服务的市场较小，没有形成储能发展

的内部市场；二是因为山西省外部电力需求处于

下行时期，电力供给侧的“窝电”现象非常严重，

大规模发展电化学储能的外部需求拉动力较小，

外部资金对山西省储能市场的关注程度较低。

此外，电化学储能的投资巨大，山西省能源

投资趋缓，无法支持电化学储能项目建设。山西

省水资源缺乏，水电规模较小，发展地上抽水储

能项目困难重重。因此，既不靠近需求市场，也

没有成本优势的电化学储能项目无法在山西省得

到大规模推广，这也使得山西省电力资源进一步

滞后于全国储能市场的发展。

由此可见，山西省发展电化学储能的前景并

不乐观，如何因地制宜地建立山西省的储能模式，

成为京津冀地区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储能基地，是

山西省储能发展要面对的问题。

2.2 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发展中的困境

2.2.1 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中各种能源冲突加剧

在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中，煤炭和可再生能

源的冲突是阻碍该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煤

炭和可再生能源的冲突表现为可再生能源电力直

接挤占了煤电在电力市场中的分额，导致了煤电

行业遭遇极大的经营困难。

可再生能源与储能的发展也不协调，可再生

能源电力对电网安全性及稳定性造成极大威胁，

迫切需要储能来协调，然而山西省的电化学储能

发展滞后，直接影响了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

2.2.2 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的关键技术研发能力

较低

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中储能技术研发水平较

低，不仅是光化学储能，还有其他类型的储能，

比如废弃矿井抽水储能尚未开始进入研发阶段。

氢能是未来的终极能源，山西省大同市已经

开始构建氢能产业链，但无论是制氢技术还是储

氢技术均落后全国其他地区，这是山西省多能互

补系统技术研发的重点领域。

2.2.3 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发展配套政策不完善

山西省有较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但是有关

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弱，比如关于

废弃矿山发展光伏的有关政策处于论证阶段，有

关废弃矿山光伏电站的税收减免及优惠政策还需

要因地制宜，充分降低光伏电站的投资成本。

在能源产业财政资金支持政策的力度较弱，

对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及储能行业给与充分的资金

支持力度较弱，缺乏配套的产业政策，使可再生

能源产业相关产业发展处于较低水平。

3 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的发展模式

由以上分析可知，山西省的能源供给系统仍

然以煤为主，主要表现为煤电热一体化的供能模

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远远滞

后于其他地区，这既是山西省的资源禀赋决定的，

也是山西省能源供给系统不够完善造成的，要推

动山西省的能源供给系统的完善，必须建立多元

的能源供给主体、以可再生能源为重要参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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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能互补能源供给体系，实现山西省的能源供

给革命，进而推动山西省的能源综合改革。本文

认为山西省要建立多能互补系统可以考虑构建

“可再生能源+废弃井巷抽水储能”“可再生能源+
制氢”和“可再生能源+供热”模式。

3.1 “可再生能源+废弃井巷抽水储能”模式

废弃矿井抽水储能技术将传统的抽出储能技

术与废弃矿井治理相结合，利用废弃井巷间或其

与地表的势差实现抽水储能，不仅可以获得传统

抽水蓄能电站移峰填谷、提高电网运行稳定性和

经济性，为电网提供调频、调相、事故备用等功

能，同时还具有不依赖地表地形，可以大规模节

约地面土地资源等优势。

2015年，山西省煤矿共有 1 078座，总产能

14.6亿 t/a，年增采空区约 9亿m³，废弃矿井引发的

地表裂缝及地面塌陷、采空区自燃、地下水污染

等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和环境隐患。与此同时，

废弃矿井中蕴含着巨大的地下空间资源，如何化

害为利、变废为宝是学界近年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本文将采矿工程、废弃井巷空间利用、抽水储能

技术、智能电网技术跨学科结合，通过井上下多

级水循环系统，利用生物及化学手段，推动废弃

矿井水污染治理和矿井水综合利用，在解决当前

电力系统中可再生能源波动性大、核能利用调峰

性差等问题的同时，探索废弃矿井治理和利用的

新路径。

山西省作为全国传统能源的供应基地，发展

废弃井巷抽水储能技术，将传统的煤炭能源行业

和新兴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相结合，推陈出新，在

将废弃井巷变废为宝的同时，拉动了矿业机电装

备产业向电力储能产业转型 （建设矿井储能电站

的工程技术和装备与传统矿业体系重合度很高）、

矿业人口向电力建设人口转型、矿业基地向新能

源电力基地转型。此外，由于能源需求和可再生

能源分布不重合，作为中部省份，山西省处于西

电东送的中心位置，是连接可再生能源富集区与

高能源需求地区的纽带，山西省发展抽水储能产

业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废弃井巷抽水储能为

基础，带动光伏产业、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产

业整体布局，着力推进京津冀清洁能源供应基地

和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和全球低碳创新基地建

设进程。

3.2 “可再生能源+制氢”模式

氢能是一种清洁能源，被认为是未来的终极

能源。氢能是二次能源，不能直接生成，必须经

过其他形式的能源转化，现在常用的方法有化石

能源制氢、电解水制氢、工业副产品制氢及生物

制氢等形式。化石能源制氢是主要的制氢方式，

其中煤制氢是主要的制氢技术之一，山西省具有

非常丰富的煤炭资源，也有较为成熟的煤制氢技

术，是现阶段成本最低的制氢技术产业，将会在

很长时间主导制氢产业的发展，然而需要解决煤

制氢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实现煤制氢的高效和清

洁化是煤制氢发展的方向。

山西省充分利用风光资源，将不能上网消纳

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转化为氢能，向京津冀一带输

出氢能资源，这是山西省大同市提出的“氢能之

都”战略的主要方向之一。

此外，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制氢改变山西省

能源供给方式，从以煤炭为主向多种能源产品转

化的多能供给方式转变。

3.3 “可再生能源+供热”模式

山西省可再生能源电力资源非常丰富，尤其

是冬季的风电资源更为丰富，然而山西省电力的

“窝电”问题导致很多风电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

用，尤其是夜间的风力资源更是没有得到有效利

用，如果将风电和电锅炉供热结合起来，实现

对燃煤锅炉的替代，则能够推动实现山西省节

能减排。

风电普遍存在的间歇性问题使得风电和电锅

炉联合供热的稳定性产生极大问题，可以通过引

入储能来解决风电不稳定性问题，或者协调火电

参与的电锅炉取暖模式，构建低碳安全的“火电+
风电+储能”的电锅炉取暖模式。当风力资源较小

时，可以优先考虑废弃矿井储能的电力资源，当

风电与储能均达不到需求时，则可以考虑通过火

电来实现电锅炉取暖的稳定供给。

总之，“可再生能源+供热的模式”不是单纯

的依靠风电或者光伏资源来解决供暖问题，而是

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煤电参与协调的多能互补

供热模式。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 论

本文对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发展的现状及问

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的基

本模式，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发展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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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合理改变煤炭的绝对主导地位，合理推动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实现煤炭、可再生能源、储

能及氢能的协调有序发展，实现能源供给的多元

化及低碳化，推动山西省能源综合改革。

第二，山西省多能互补的系统发展基本模式

有“可再生能源+废弃井巷抽水储能”“可再生能

源+制氢”和“可再生能源+供热”。其中，“可再

生能源+供热”模式需要通过引入储能来解决风

电不稳定性问题，或者协调火电参与的电锅炉取

暖模式，是一种多能互补式的绿色安全新型供暖

模式。

4.2 政策建议

第一，山西省应该鼓励可再生能源与储能、

氢能产业的结合，推动这些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到这些领域，加大这些产业的

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对煤制氢清洁化技术投入，

提高煤制氢的环境效益。

第二，通过减免税费，充分降低废弃井巷抽

水储能的初始成本，有效降低废弃井巷抽水储能

运行成本，通过优先采用废弃井巷抽水储能参与

电力辅助服务或增加额外补贴等方式，实现废弃

井巷抽水储能产业的良好发展。

第三，继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与制氢产业、

储能产业的关联技术开发，设立科技攻关的转向

课题，打造山西省的绿色储能基地及氢能发展战

略，实现山西省多能互补系统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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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伴随着我国近 20年的矿业经济快速发展，矿

山环境状况急剧恶化，矿山地质灾害层出不穷，

土地资源遭到破坏，水土环境污染加剧，矿山环

境保护治理与生态恢复重建工作已刻不容缓[1]。中

国 426座矿业城镇处于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落期的

比例分别为 20%、58%和 12%，其中已闭矿或即将

闭矿的矿山约 440座，面临资源枯竭的矿城约 50
处[2]。建设矿山公园是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实

现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有效举措。矿山公园是

将承载矿产地质遗迹和矿业生产过程中探、采、

选、冶及加工等活动的矿业遗迹作为主题景观进

行展示，体现矿业发展历史内涵，具有研究价值

和教育功能，可供人们游览观赏、科学考察的特

定空间地域[3]。

与一般的青山绿水景观不同，矿山公园最大

的特色是集中展现了矿山采矿历史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是工业旅游的景观代表，全国共有 61处国

家矿山公园。事实上，矿山公园承载的功能包括

对损毁生态环境的改善，即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

命共同体理念，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改善矿区

千疮百孔的风貌。另外，矿山公园还具备了传承

文化，普及矿业知识的文化功能，是一个多功能

的综合体。

中国众多矿山和矿业城市面临严重环境破坏

和资源枯竭等问题，矿山公园是促进矿业遗迹保

护的重要手段，是展示人类矿业文明的重要窗口，

对改善矿区生态地质环境、推进矿区经济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2005年 9月，自原国土

资源部批复第一批 28座矿山公园以来，已陆续有

61处矿山公园建成。但是由于地域、管理体制、

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各地的矿山公园在选址、

中国国家矿山公园建设的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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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运营阶段都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梳理国家

矿山公园建设的现状，总结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国家矿

山公园的发展历程、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规划

与工程设计、评价标准与类型、灾害防治与环境

监测预警及建设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

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1 国家矿山公园的发展历程与空间分布

1.1 国家矿山公园发展历程

1） 国家政策推动矿山公园发展。为保护矿

山遗迹和促进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一系列

国家政策的出台与相关会议的召开推进了矿山公

园的建设与发展。2004年 11月，《关于申报国家矿

山公园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 256号） 的出

台和矿山公园评审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矿山

公园建设的开始，拉开了中国促进资源枯竭型矿

山经济转型、矿山企业可持续发展、矿业遗迹资

源与环境的保护修复的序幕。2005年 8月，国家矿

山公园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审批通过了

28个国家矿山公园建设资格，标志着中国矿业遗

迹保护与开发的实施。国务院国发〔2005〕 28号
文和国发〔2006〕 4号文强调了矿山生态恢复治理

的要求，推进了国家矿山公园建设步伐；国土资

发〔2006〕 5号文中“需在两年内完成矿山公园的

建设任务”规定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

家矿山公园如期按质按量的建设；第 2批国家矿山

公园评审通过 33个；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绿

色矿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为矿山环境恢

复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12年 12月，第 3批
国家矿山公园资格评审会召开，并于 2013年 1月
公布了新增的 11处国家矿山公园。2017年 10月，

中国开启了第4批国家矿山公园的申报评审工作。

2）矿山公园学术研究发展历程。中国知网为

数据库检索“矿山公园”，发表的全部期刊、核心

期刊论文和博硕士论文数量情况。全部期刊的文

章数量出现了 3次上升两次下降，其中以 2005—
2010年上升变化率最大，2011年、2015年和 2016
年为下降变上升的拐点，2014年为 56篇达到了峰

值；核心期刊的文章数量因时间变化的比较缓慢，

文章数一般控制在 10篇/年以内，只是在 2014年增

加到 16篇；博硕士论文数量随时间呈现先增加再

下降再增加再下降的趋势，分别在 2012年（18篇）

和 2016年（20篇）达到峰值。2005—2017年的全

部期刊、核心期刊和博硕士论文的总数量分别为

468篇、86篇和 33篇，其中 SCI与EI等级文章总数

为 3篇，主要为矿山公园的工程设计[4]、生态安全

格局构建与评价[5]以及土壤有效氮的估测[6]。每年

发表的矿山公园的文章较多，但高质量文章偏少，

博硕士论文也较少，矿山公园建设研究提升的潜

力很大。今后需深度的挖掘矿山公园的研究热点，

创作出高水平的文章，提升矿山公园的科学研究

价值。以矿山公园为检索词的各年份的文章数量

关系图，如图1所示。

图1 以矿山公园为检索词的各年份的文章数量关系

1.2 国家矿山公园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随着矿山公园数量的不断增加及发展，研究

中国国家矿山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可较

好地服务于矿山公园的申报、开发、管理与保护

工作。一些学者已关注矿山公园的空间分布及影

响因素的研究，戴湘毅等[7]在基于文物保护单位的

视角分析了中国矿业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

表明其分布较广泛，集聚度高而分布不均衡。李

纲[8]对矿山公园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何小芊

等[9]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国家矿山公园的空间

分布进行探讨，并分析了矿产资源禀赋条件、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拟建地政府部门和矿山企

业的认知水平等影响矿山公园空间分布的主要因

素。黎启国等[10]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从国家矿山

公园的数量及所属地区特征总结了当前国家矿山

公园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出分布于 27个省市自治

区的国家矿山公园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即东部高

于西部、资源大省申报两极化、经济发达省份申

报较多等特征。全国 72处国家矿山公园在省域分

布具有不均衡的特点，在赣、蒙、鄂、鲁、冀、

京、黑、粤 8省市的国家矿山公园数量占全国总数

的 1/2，且多分布于中国的东部及中部，矿山公园

韩 博等：中国国家矿山公园建设的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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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址一般距区域中心城市较近。随着矿山生态

修复意识和矿山公园数量的不断增加，深入探讨

矿山公园的空间分布均衡性、与周边环境的空间

关系及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的研究，对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和矿山公园的合理布局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国家矿山公园建设与发展模式

2.1 国家矿山公园规划与工程设计

国家矿山公园的规划与工程设计是当前研究

的重点。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依托区位优势及

特色资源，确定建设的主题定位及规划布局，坚

持“立足矿山遗迹，融入地域文化，娱乐休闲体

验等动态游赏与休闲度假等静态活动搭配，提升

生态景观”的宗旨，笃信“科学保护、体现特色、

整体开发、立足实际”的规划与工程设计理念，

秉承“自然做功的生态恢复、整体视角的系统规

划、游客导向的旅游开发和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的规划与工程设计策略，积极打造具有区域稀有

性、典型性及价值考究的矿山工业旅游产品，探

索矿山遗址的利用模式，建设精品国家矿山公园。

国家矿山公园规划与工程设计的研究大都采用分

析案例的形式进行地域性的分析探讨[11-12]，如遂昌

金矿国家矿山公园通过合理规划改造利用闲置场

地、余留的矿洞、废弃的机械设备及周边的自然

环境资源，打造成了集历史、文化、科技教育和

休闲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复合型新兴旅游资源 [13-14]。
广西合山国家矿山公园以开发和保护矿山遗迹为

目的，立足区域资源特点，建成了集科普教育、

观光游览、矿业生产体验功能为主，以体育运动、

亲水旅游、民俗文化体验和丛林探险生态游等功

能为辅的矿山公园[1]。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以

主题广场为例，从工业元素重塑和空间拓展方面

探讨了主题广场的设计手法为东北地区资源城市

的工业遗址资源开发提供一定参考[15]。冯萤雪等[5]

基于景观生态学中的斑块与廊道分析模型推导出

矿业棕地生态修复的量化基准数据，量化生态红

线的划定，确定了工程设计中最佳生态/规模比斑

块大小、斑块形状指数、廊道尺度和污染源植被

缓冲区宽度等量化指标的理论依据。由于国家矿

山公园分布较广泛且地域差异性大、矿种类型不

一、开采方式与开采主题的不同，造成矿山公园

的规划与工程设计中细节的差别化，这也对矿山

公园规划与工程设计在省与国家尺度管理造成阻

碍。故集成化的国家矿山公园建设规划是今后研

究与分析的重点。如坚持“生态与景观设计，因

地制宜地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强化功能分区与

整合周边资源；打造特色、丰富、创新和鲜明的

生态旅游产品”的原则[16]；将主题定位发展成演绎

性主题定位，强化在心理引导、主题指示、景观

格调及视觉感知等方面的变化，使复杂的主观感

受能有目标地引导和空间的秩序进行旅游体验[17]。
坚持生态学原则、“乡土物种为主+外来适生物种”

原则、因地制宜原则、“仿自然修复”原则及综合

经济和多功能价值的生物环境营造原则等，较好

的提升矿山公园生态与景观服务价值。

2.2 国家矿山公园评价标准与类型

矿山公园建设的评价标准（表 1）在宏观层面

分为矿业遗迹、基础开发条件及建设规划设计 3个
方面，微观评价指标或原则是对宏观方面的深化

与细化，如矿业遗迹关注其是否具有稀有性或典

型性，科学、历史与文化价值及系统完成度如何

等；基础开发条件则侧重于区位与交通条件、土

地资源与生态环境现状及开发投资力度等；建设

规划设计以总体与生态景观规划为主。矿山公园

可基于开采矿种、开采方式及开采主题的不同而

实现分类，其中根据以往研究总结了基于开采主

题不同的矿山公园分类标准及适用条件 （表 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矿山公园的评价标准

与类型进行研究，其多以经验式案例为基础的研

究。如武强等[18]提出了可突出矿业主题与可持续发

展的国家矿山公园的评级标准及几种公园类型的

划分。倪琪等[2]在分析浙江遂昌金矿国家矿山公园

的基础上，探讨了矿业遗迹的分类及等级评价；

杨更等 [19]分析了矿业遗迹的保护模式，并以四川

丹巴白云母矿山公园为例，分析和评价了矿业遗

迹资源的特征；付梅臣等[14]在分析矿山旅游资源的

宏观方面评价

矿业遗迹

基础开发条件

建设规划设计

微观指标评价标准

稀有性；典型性；科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系统完成度

区位、交通；生态环境现状；科学研究基础工作；土地使用权属；投资开发可行性；其他景观资源

丰富程度及价值

总体规划；景观规划；绿地规划；资源保护规划；生态环境规划

表1 矿山公园建设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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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于评价标准基础上，对矿山旅游资源开发规

划的原则与程序进行了总结。

2.3 国家矿山公园灾害防治与环境监测预警

矿山公园是特殊地质条件下的旅游场地，因

地质灾害的突发性特点，须对建设、运营的全过

程加强灾害防治措施。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岩溶

与采空塌陷、地震与矿震、矿井突水及冒顶。随

着对矿山生态修复重视程度的加大，矿山公园对

地质灾害研究由重后期治理方法转为前期监测预

警系统的研发与布设。如杜青松等[20]探讨了煤矿类

矿山公园该类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对策，

有助于因地制宜地实施塌陷区治理、土地复垦和

矿井水合理利用，改善矿区地质环境；刘颖[21]在分

析开滦矿山公园地质概况基础上，对矿山公园地

质灾害类型及针对性防治对策进行了总结；何原

荣等[22]则基于 3D GIS平台开发与集成了矿山公园

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具有集成、录入与管理大气、

水、土壤及生物污染地地面调查与监测数据的功

能模块，搭载监测数据分析与模型预警通用工具，

以触屏方式面向大众体验，为矿区构建天地一体

的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及其和谐统一的环境监测格

局提供参考借鉴。阅读以往的矿山公园地质灾害，

总结出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见表3。
2.4 国家矿山公园建设发展模式

国家矿山公园的建设与开发旨在了解矿山企

业多维度开发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区域的可持续

发展，其建设发展模式与资本运作方面研究尚少。

国家矿山公园的主要建设模式为打造主题公园为

载体，展示矿业遗迹和开展科普教育活动。旅游

需求的多元化刺激了矿山公园由传统观光型向集

“观光、休闲和体验等”多元复合的发展模式。随

着国家矿山公园数量与空间的扩张，对其发展与

管理的模式不断完善，共生模式与产业化发展模

式相继应用，关注矿山公园的市场化运行方式及

组织管理机构的扁平化与弹性化发展，加强决策

阶段间的反馈与优选机制的研究，进而在恢复社

会经济与生态的综合生态系统的同时，达到废弃

矿山再利用多功能价值的开发。郑亚男等[23]以开滦

开发主题

以矿业景

观为主

重后期

旅游开发

矿业景观与后

期旅游开发并

重

分类标准

矿业遗址与遗迹、采矿设备与

工具、矿业制品

以自然景观为主，涵矿山地质

遗迹和生态环境现状；以 人文

景观为主，涵矿业开发史籍、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及矿山复垦治理；

以旅游规划设计景观为主，涵盖

总体、景观、资源保护及生态环

境规划

涵盖矿业景观、自然景观、人

文景观及旅游规划设计景观综合

开发与利用

适用条件

开采规模大与时间长 、地质条件复

杂 、采矿工艺先进、矿业制品丰富的

大型矿山

开采矿种的普通、单一和矿床规模

的限制大的矿山，挖掘其区位与区域

优势对矿山开采场地开发利用；以后

期旅游开发为主

既有大规模开采形成的地表或地下

的矿业遗迹与遗址，也有矿区独特区

位优越性和遗址的区域稀有性的矿山

相关的国家矿山公园

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矿、河北

唐山开滦煤矿及湖北黄石国家

矿山公园

广东深圳凤凰山国家矿山公

园和广东深圳鹏茜国家矿山公

园

河北任丘华北油田、江西景

德镇高岭、山东沂蒙钻石及青

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国家矿山

公园

表2 基于开发主题的矿山公园分类及适用条件

地质灾害类型

地震与矿震

岩溶塌陷与采空塌

陷

矿井突水与冒顶

防治措施

重视加强“科技实时监测+预警措施”；对正在开采的煤矿开展地震安全评价和抗震设防，对新建、改

扩建工程或遗迹的构筑物和建筑物要设防或加固抗震措施，实现“监测+防御+应急救援+恢复重建”的

全面防治措施

建立地面沉降观测网，监测并总结地面沉降规律；利用刚柔兼顾的抗变形材料与采前加固采后维护措

施；在已经形成的塌陷区构建立体修复技术或采用充填法进行土地复垦或二次开发；对正在形成的塌陷

区设置警示牌、围网封闭、危房拆除及村庄搬迁等，采用生态修复技术二次开发

在防治外来水上，应在矿区井口等位置设置防汛库和防水闸墙；建筑物建筑高度高于最高洪水位；排

查涌水通道和矿井水源，查明地段的含水性，因地制宜地实施堵水或防水措施；加强顶板与支护质量监

测，防治冒顶事故地发生

表3 矿山公园地质灾害类型及其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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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矿山公园为例，探索了矿山公园建设中的在

组织、区域及产业方面的共生模式，有效拓展企

业发展新思路，修复矿山环境及加快资源城市转

型；杨宁等[24]、张和裕等[25]在研究新兴国家矿山公

园的基础上，对矿山公园的功能分区与矿业遗迹

分析的空间组织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区域资源特

性，分析了集“食、住、行、游、购、娱、体、

会、养生、媒体广告宣传、组织及配套设施”为

一体的产业结构设计思路，探索打造自然生态修

复产业、采矿废弃地科教产业及采矿废弃地科教

产业等模式的可行性。

3 国家矿山公园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3.1 国家矿山公园建设法律法规及管理机制方面

与国家矿山公园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

较少而未形成保护体系，旅游服务和管理水平较

低是限制矿区大规模开发的重要因素，面对矿山

公园建设中涉及的环保与文化保护、保护与开发

的关系、监督管理制度与机制的不完善、采矿企

业与矿山公园开发单位间的产权权属等需要加以

重视。因此，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秉承“开发

与保护并重”的原则，健全管理机构与管理体制，

构建监督检查考核评估制度对国家矿山公园实施

奖惩或任免等动态管理制度，适度将矿区民众意

愿纳入矿山公园的规划建设中，构建国家矿山公

园相关的监督和举报网络在线平台，发现矿山公

园所面临的问题，并及时有效的进行解决；创建

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垂直的所有权、管理权和经

营权相分离的矿山公园管理机制，有效实现“政

府主导、管理协同与市场运作”的协同发展新机

制，有效地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有效地将国家矿

山公园地建设与国家战略相结合，为矿区生态环

境修复及矿产资源城市转型提供政策、法律法规

及高效管理机制的支撑。

3.2 国家矿山公园后期建设维护方面

国家矿山公园的区域发展和矿产资源类型分

布均不平衡，重申报建设而轻后期管控。因此，

在区域上限制东部地区矿山公园的申报，积极鼓

励西部地区与贫困地区申报，并对西部与贫困地

区通过审批的矿山公园提供一定的优厚政策扶持。

在矿产资源类型选择中，优先选择稀有的矿种类，

对数量多的矿种采用少选或禁选，数量少的矿种

可以适宜发展，重视矿山公园在数量与质量方面

的均衡发展，已获得矿山公园资格的单位致力于

矿山公园的建设工作部署以实现开园服务。成立

矿山公园研究机构，做好对矿业遗迹调查与登记、

评价标准的研究、旅游与科教工作的有效融合、

矿山公园线上旅游预订、咨询与意见反馈系统的

开发与维护。加强对矿山公园建设督察，对保质

保量如期建成的矿山公园建设单位实行奖励政策，

反之则实行警告批评及罚款。

3.3 国家矿山公园规划设计方面

国家矿山公园规划设计中“重总体规划，轻

分阶段详细规划”，主题定位不突出和特色不凸

显，同类型矿山公园差异不明显，矿山公园建设

中缺乏具有专业性规划设计资质的研究机构或单

位，未能较好将矿山公园特色充分合理的落实到

规划设计图中；矿区旅游资源开发力度强但开发

类型较单一，矿山产业和景观资源单一，偏重于

科普或科研。盲目套用国外改造案例和缺乏场所

精神的构建，使废弃地景观改造中重形式而失内

涵。故需加强场地精神的调查与探析，聘用具有

矿山开采与修复专业性背景的研究团队对矿山公

园建设制定合理的总体规划设计、详细的分期规

划设计、局部景观创意设计等，重视“整体系统

全面规划+阶段规划+生态与景观构见地细节规划”

的规划设计要求。基于工业元素重塑地视角深度

挖掘工业遗址改造潜力及后工业景观价值，致力

于研究适合于我国现状国情的工业遗迹保护、改

造开发与利用技术，打造精品矿山公园，并优化

典型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带。

3.4 国家矿山公园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矿山公园建设研究中多为经验式案例总结，

缺乏系统性原理的分析研究及特色化建设。因此，

需重视矿山公园建设工作中基础理论的研究，对

国外矿山公园的建设开发经验本土化，依托其矿

业类型、地理位置、矿业遗迹保护策略等因素，

融合区域文化产业、特色农产品，凸显矿山公园

区域历史文化内涵及景观特色，打造特色旅游品

牌，并完善其相关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强矿山公

园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通过完善矿

山公园景区的标识系统、改造厕所、构建语音导

游电子工程、强化医务后勤保障、合理布设游客

中心、停车场及旅游线路等工程，提高矿山公园

景区容量，打造精品矿山公园。

3.5 国家矿山公园资金来源及资本运作方面

资金投入不足，资本运作方式较单一。矿山

企业应积极拓宽融资途径，争取国家扶持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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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挖掘；提出优厚的招商引资的福利政策；加

强文化产业资本的引入。

3.6 矿山公园发展模式方面

在当前国家矿山公园建设中，还处于重视矿

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而未进入多元化发展的阶段，

发展模式仍处于基于典型案例的探索分析阶段。

故而、在研究景观改造的同时，需关注废弃地的

土壤污染、水体净化、经济活化等问题，致力于

打造“绿色生态和谐”的矿区环境。加强对多元

化、服务性、综合性和长效性发展模式的探讨与

研究，对生态基础较好的矿区实行由观光型主导

功能向“游憩+休闲+文化+娱乐+服务+绿色生态”

的综合型矿山公园旅游发展模式的转变。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国家矿山公园发展历程、空间分布及

影响因素、评价标准与类型、灾害防治与环境监

测预警及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现状研究基础上，探

讨了当前国家矿山公园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及相

应的解决对策，并对未来国家矿山公园如何较好

的开展规划、建设及管理进行分析。

均衡环境保护与吸引游客消费者间的关系，

深化权衡矿业遗迹保护、生态修复及旅游资源开

发利用间的关系，厘清矿山企业、矿山公园产权

及利益关系，协调规划好采矿区与矿山公园建设

间的关系，协调好国家级和省级矿山公园的协调

机制。矿山公园建设中矿业遗迹保护体系及矿区

立体保护网监测的研究等均是未来我国矿山公园

建设中重要的研究内容，未来要致力于推进资源

枯竭型矿业城市的产业转型、矿山生态修复规划

与技术的实施及独特性精品国家矿山公园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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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能源系统中，煤炭是上游行业，电力是与

其紧密相关的下游行业。中国约有 45%的煤炭用

于发电用途。长期以来，煤电博弈一直没有停止

过，能源市场的主动权在两者轮回中不断切换。

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

长期保持高位。近年来，煤炭作为最主要的一次

能源品种，其消费比重逐年下降，2015年降到

64%左右，但是，煤炭仍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承担

主要消费任务。根据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1]，
预计到 2020年和 203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分别为58%和50%左右。

煤电是中国最主要的二次能源，发电是最大

的煤炭消费领域，也是主要的用煤增加动力因

素。截至 2018年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189 967亿 kWh，其中煤电装机容量 114 367亿

kWh，同比增长 3%[2]。预计到 2020年，煤电装机

占我国电力总装机的比重将由 2015年的 59%下降

到55%[3]，煤电仍将居于电力产业的主体地位。

学界针对煤电领域的学术文献研究，多围绕

燃煤发电与煤炭价格动态关系、大气环境对燃煤

发电的影响、煤电联营、煤电清洁化发展和超低

排放展开。闫晓卿等[4]预测了煤电装机总量会在

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发展合理峰值在 11.5亿～

12.0亿 kW。陈梦等[5]和郭智渊等[6]分析认为煤炭价

格指数与火力发电量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和明显的

互动关系。董博等 [7]研究表明煤电并非雾霾产生的

主要因素，发展清洁化煤电才是治理雾霾的根本

手段。王树民等 [8]对比分析原神华集团近零排放改

造燃煤机组和燃气机组后发现，清洁煤电可达到

燃气发电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其售电完全

基于CiteSpace的煤电领域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郭 青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1）

摘 要：对煤电研究领域的文献信息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可以为煤电行业研究者准确把握

该领域的研究前沿热点提供理论参考。采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可视化的方法，对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 2000—2019年与煤电研究相关的期刊文献进行定量统计，从发文时间分布、发文期刊分

布、高产作者和发文主体研究机构等方面，对煤电研究领域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基于

CiteSpace 软件进行共被引分析和关键词分析，对煤电研究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科学揭示，

以期对其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提供思路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煤电；知识图谱；文献计量；可视化；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F4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0－0070－08

Analysis of research knowledge map in coal power field based on CiteSpace
Guo Qing

（China Shenhua Energy Co.，Ltd.，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The visualization of knowledge maps in the literature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coal power research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in the coal power industr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research frontiers in this field. Quantita⁃
tive statistics of journal articles related to coal power research i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19 were car⁃
ried out by means of bibliometrics and knowledge map visualization.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al-elec⁃
tricity research field was conducted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time 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 of periodicals， high-yield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the main body，and the co-citation analysis and keyword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based on Cite
Space software，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have been scientifically revealed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coal power；knowledge map；bibliometric；visualization；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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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将比燃气发电低 0.29~0.47元/kWh。黎水宝

等 [9]基于 3种煤电技术，对比分析了大气污染物减

排机制下 3类技术的经济性，结果表明，整体煤气

化联合循环发电 （IGCC） 技术的经济性最佳。李

民等[10]认为煤电联营作为解决煤电矛盾，促进煤电

行业协调发展的根本举措，需基于资源要素、能

力要素和市场要素共同提升煤炭企业竞争力。吴

亚平等 [11]在对比分析煤电一体化等 6种主要煤电联

营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国今后适宜推广

的模式。朱法华等 [12]给出煤电机组超低排放与超

超低排放的定义，其研究表明实现煤电机组的超

低排放对PM2.5的环境改善效果明显。从学者们对

煤电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未来针对煤

电的研究将更多聚焦于环境保护、大气污染物减

排、排放控制等新方向。

在学术研究中，文献信息的电子化发展使得

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方法在数据模拟和可视化分

析等方面显示出强大的功能，对于学术文献的可

视化分析、前沿热点把握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

王莉等[13]使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得出

已有的“互联网+传统行业”研究热点集中在物联

网、互联网金融和电子商务等方面；并且认为

“互联网+”研究前沿领域已经从服务业等行业逐

渐向农业和能源行业渗透。王君玲等[14]以中国知网

（CNKI）的期刊库、硕博论文数据库以及会议数据

库为基础，运用 CiteSpace工具分析了论文高产机

构、作者分布特征和关键词热点提取，展现了中

国煤矿企业应急管理研究在煤矿企业应急管理体

系、应急管理能力等方面的研究前沿和热点。谭

章禄等[15]以CNKI期刊数据库 2007—2016年文献为

样本，其研究认为基于云计算、物联网等计算机

技术助力煤矿安全的实践研究正逐渐成为领域内

的热点主题，未来煤炭行业的研究趋势将更多关

注实现煤炭企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张美霞

等[16]基于 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收录的 22种 EI
期刊中涉及微网的文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微网分布式发电技术、储能技术、检测技术、电

能质量和能源互联网 5个方面是微网领域研究的热

点技术与关注点。曹小曙等[17]对电动汽车充电站选

址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国外研究多从满足充

电需求的角度构建服务需求最大化的充电选址模

型，而国内研究则较多集中在电力领域，更多考

虑不影响电网系统均衡性下的充电站最优选址。

根据前文对煤电领域经济管理方向学术文献

的梳理以及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方法在煤电领域

的已有应用可以看出，将现有海量文献资源与电

子信息技术结合已经成为一种文本分析趋势。因

此，本研究拟通过对煤电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进

行系统梳理与科学分析，对 2019年来煤电研究的

现实发展、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

以期为后续研究的学者提供理论和思路参考。

1 研究方法和数据选择

1.1 研究方法

本文将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法

相结合，从而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前沿热点趋势分

析。在进行可视化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所获取文

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定量描述学术文献在发表

时间、学科、发文数量、作者、机构、基金支持

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形成对科学事实最基础的认

识，为文献可视化分析做准备。在文献可视化分

析中运用最为广泛的工具是陈超美[13]教授主持开发

的 CiteSpace知识可视化软件，CiteSpace能够通过

可视化的手段呈现相关学科科学知识的结构、规

律和分布情况，通过将数据库中获取的海量文献

资源构建出可视化知识图谱，客观形象地描绘分

析知识领域的总体图景、研究趋势、演化规律和

前沿热点。

本文选用 2018年 8月 31日CiteSpace 官网最新

发布的 5.3.R4版本，通过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

的文献资料进行可视化统计分析，将搜索关键词

确定为 coal-fired power（煤电）来展示煤电领域的

研究热点和前沿研究，分析 2000—2019年的研究

特征，预估未来一段时间煤电领域的研究趋势。

1.2 数据选择

Web of Science由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
ics，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 开发的信息

服务数据库平台，通过WOS平台用户可以实现跨

库和单库检索，检索有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人文等学科的文献。为了把握煤电领域的最新研

究热点，对我国煤电领域的研究动态以及发展前

沿问题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本文选用具有

一定先进性和代表性的Web of Science平台作为数

据源检索来源。考虑到期刊论文更能体现前沿研

究的特征，同时为尽量在时间维度上较为全面的

涵盖最新的研究成果，将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期

刊和会议论文，时间范围限定在 2000—2019年。

为了确保检索数据能够尽可能完整的获取，本文

郭 青：基于CiteSpace的煤电领域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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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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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
TION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
AGEMENT
ENERGIES

ENERGY ECONOMICS

ATMOSPHERIC POLLUTION RE⁃
SEARCH

中文刊名

能源

能源政策

国际温室气体控制杂志

清洁生产杂志

能源转换与管理

能源

能源经济学

大气污染研究

刊名（英文）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
AGEMENT

SUSTAINABILITY
ENERGY SOURCES PART A RECOV⁃
ERY UTILIZATION AND ENVIRON⁃

MENTAL EFFECTS
CLEANER COMBUSTION AND SUS⁃

TAINABLE WORLD
COAL COMBUSTION FACING THE

21ST CENTURY
CLEAN TECHNOLOGIES AND ENVI⁃

RONMENTAL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
TIONAL SYMPOSIUM ON COAL COM⁃

BUSTION

中文刊名

环境管理杂志

可持续发展

能源部分回收利用和环境

影响

清洁燃烧和可持续的世界

面向21世纪的煤炭燃烧

清洁技术和环境政策

第六届煤炭燃烧国际研讨

会论文集

表1 来源出版物

将检索词 coal-fired power（煤电） 限定在“主题”

字段实行精确检索，数据库限定在 SCI（科学引文

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

术人文引文索引） 这三大引文库，根据笔者研究

领域剔除了 CCR和 IC两大化学数据库的文献。文

献类型选择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剔除新闻评论、

摘要、图书等类型文献。来源出版物见表1。
来源出版物选择表 1中所列示的 15种与能源、

环境、政策、经济高度相关的期刊 （后文采用中

文刊名论述）。经过文献删选，最终得到有效检索

记录960条。

2 煤电领域研究发文情况统计分析

2.1 发文时间分布概况

文献刊出数量的年度变化和百分比变化能反

映出煤电领域的总体研究进展。从图 1可以看出，

2000—2019年文献量变化，总体趋势是呈不断上

涨，但在 2015年之前数量上涨过程中有所起伏，

说明煤电领域的研究处于探索中前进、逐步深入

的稳定发展状态。

图1 文献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国内、国际对煤电领域的相关研究在 2009年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和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

会后分别出现一个高峰，呈现总体持续上涨的趋

势，这跟近年来国际和国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

注度是分不开的。2009年和 2015年的联合国气候

大会召开，中国和国际社会针对碳减排都提出了

各自的目标约束，该信号的释放将国内和国际学

者们对于煤电的清洁化利用和清洁能源的使用关

注幅度空前高涨。学术界对于煤电的重新认识，

较大规模研究与探索由此开启。

2.2 发文期刊分布统计

本文重点选取的 15种与经济管理高度相关的

国际期刊，针对煤电领域研究的发文量见表 2。15

种国际期刊共发表与煤电相关的学术论文 960篇，

其中《能源》杂志、《国际温室气体控制》杂志和

《能源政策》杂志发文量就占到了 57%的发文量，

说明这 3大发文期刊相对比较集中的关注了煤电领

域的发展进程和最新热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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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5种期刊发文量分布综合统计

2.3 发文作者分布统计

1）煤电领域研究发文核心作者的确定。确定

核心作者，可以确定可供参考的作者最低发文量，

对于核心作者的确定主要关注以第一作者身份和

独立作者身份发文的作者情况。普赖斯定律是衡

量各个学科领域文献作者的具体分布规律，以文

献可计量方式研究科技情报学的方法之一。通过

对 2000—2019年WOS核心合集数据库煤电相关的

研究文献的作者进行统计分析，以第一作者 （含

独立作者） 最多的发文量即 NPmax为 39篇，因

此，借鉴普赖斯定律[19]确定出煤电领域研究的核心

作者候选人的最低发文量MP计算公式为

MP = 0.749 NPmax = 0.749 × 39 = 4.68
取整后，即可认为发表论文在 5篇及以上的作

者可视为核心作者，根据该原则，在本文获取的

960篇文献中，满足条件的作者共计 61人，发表文

献量共计426篇，占所选定论文总数的44.38%。根

据普赖斯定律，当核心作者论文数量占到全部论

文总量的50%左右即可认定为核心作者群[20]。
显然，本文得出的核心作者所发表的文献总

数量接近50%，但仍有差距。这可能是与选择原则

有关，因为本文只限定了经济管理领域的煤电研

究文献，剔除了化学、物理等工程类文献，仅经

济管理领域的文献占比就已经接近50%，由此可以

看出，如果加入其他工程类期刊，国际期刊对于

煤电领域的研究显然已经形成了核心作者群。

2）煤电领域研究发文高产作者分布。根据排

名靠前的作者发文情况，本文界定发文量不少于 8
篇的为高产作者，根据表 3可知，12名高产作者的

发文数量达到 146篇，占总样本量的 15.21%。其

中，前 4名发文量分别为 39篇、14篇、11篇、11
篇。发文量占高产作者发文量的 51.37%。可见，

前 4名作者在发文数量上明显构成了核心作者群，

对煤电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相当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根据高产作者统计表，绘制出高产作者分布

的柱状图，如图 2所示。由图 2可以看出，经济管

理期刊中研究煤电领域的学者们的发文量呈阶梯

状下降，除了前两名的差距明显较大之外，其余

10名学者的发文量差距不大，说明高产作者间研

究水平差距明显，排名第一的YANG YP单人发文

量就达到了 39篇，成为在经济管理范围内研究煤

电的领军式学者。

表3 高产作者统计

图2 前12名高产作者及发文数量

2.4 发文高产研究机构分布统计

统计煤电研究领域的高产研究机构的分布态

势时，将研究机构和高产作者同时做共现分析，

这样做的目的是将高产研究机构和高产作者相对

位。运用 CiteSpace软件可获得清晰简化的高产研

究机构和作者共现图谱，如图 3所示。图 3中所示

作者

YANG YP
XU G

ZHAI RR
ZHENG CG

发文量

39
14
11
11

作者

GOTO M
SUEYOSHI T
ZHAO J
LI J

发文量

10
10
10
9

作者

JIN HG
KATHER A
LIU JZ
ZHANG C

发文量

8
8
8
8

发文期刊

能源

国际温室气体控制杂志

能源政策

清洁生产杂志

能源转换与管理

能源

能源经济学

环境管理杂志

可持续发展

能源部分回收利用和环境影响

清洁燃烧和可持续的世界

面向21世纪的煤炭燃烧

清洁技术和环境政策

第六届煤炭燃烧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

大气污染研究

发文量/篇
219
171
160
97
88
59
29
25
23
21
20
13
12
12
11

占比%
22.8
17.8
16.7
10.1
9.17
6.15
3.02
2.6
2.4
2.19
2.08
1.35
1.25
1.25
1.15

郭 青：基于CiteSpace的煤电领域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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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点圆半径越大，就表示该研究机构的发文数

量越多。

图3 高产研究机构和作者共现图谱

由图 3可以看出，针对煤电领域的经济管理方

向的研究多集中于各大高校和研究院所，这与高

校及科研院所具备的强大学术资源和学术队伍、

科研设备完善、科研气氛浓厚、学术交流充分是

密不可分的。前 20名的高产研究机构发文量及占

比数据详见表4。
华北电力大学发文量最多，共计发文 87 篇，

占样本总体发文数量的 9.1%，其发文数量几乎是

清华大学的 1.8倍。之所以有如此丰硕的研究成

果，原因在于华北电力大学有着较强的电力学科

背景，作为电力领域的领头院校，其具备强大的

研究力量和频繁的学术交流。华北电力大学拥有

服务电力行业的“大电力”学科体系，优势特色

学科众多，其“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和“热能

工程”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工程学”“环境/生态

学”2个学科已进入ESI世界前 1%行列。对于企业

和政府来说，院校创新研究成果对于政策的制定

和导向性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反过来，政策

的顺利验证和推行又能够有力促进院校科研力量

的积极性和成长。

如表 4所示，发文量排名前 10的高校中，中

国占据了 5个名次，华北电力大学和清华大学在煤

电领域的研究十分出众，华北电力大学在 2000—
2019年共计发文 87篇，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

紧随其后，发文量为 49篇、30篇，占样本总体数

量的 5.1%和 3.1%。数据表明，前 20位研究机构共

发文427篇，占总体数量的44.48%，这说明针对煤

电领域的研究机构目前相对集中，单一机构的研

究成果数量占比已形成稳定的研究机构群。

3 热点及前沿研究趋势分析

文献共被引和关键词的分析是进行文献信息

分析时的主要信息，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

对文献共被引分析和高频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可

以提取到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研究热点，预测前沿

研究趋势。

3.1 文献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分析包括作者共被引分析、共被

引来源期刊分析，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判断

在所在研究领域中产生重大和关键性影响的文献、

作者和期刊，以此得出哪些文献是该领域应当重

点研究的核心文献。通过对共被引频次的高低来

判断出对该领域的研究贡献了突出力量的核心作

者，比如某作者曾就该领域提出了重大理论和创

新方法。通过对高频词共被引期刊的提取，可以

了解到对该领域进行重点研究的学术阵地。总而

言之，共被引分析是文献阅读者获取最前沿研究

方向的重要方法，能够使读者快捷锁定应当重点

发文机构

华北电力大学

清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美国能源部

中国科学院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英联邦科学工业研究组织

亥姆霍兹协会

西安交通大学

卡内基梅隆大学

数量/篇
87
49
30
28
27
26
18
16
16
15

占比/%
20.37
11.48
7.03
6.56
6.32
6.09
4.22
3.75
3.75
3.51

发文机构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波兰动力工程研究所

中国矿业大学

东南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天津大学

剑桥大学

数量/篇
14
14
13
12
11
11
10
10
10
10

占比/%
3.28
3.28
3.04
2.81
2.58
2.58
2.34
2.34
2.34
2.34

表4 高产研究机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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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核心文献、核心作者和核心期刊。

图4 文献共被引时间脉络知识图谱

通过 CiteSpace对文献共被引得可视化操作，

得到图 4。突出展示了前 8位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

和作者分布情况。前 8位作者和文献被引频次均在

10次以上，其中按被引频次排名最高的是 Abu-
zahra MRM（2007），被引频次为21次。其次是Ro⁃
chelle GT（2009） 和 Yang YP（2011），被引用次

数为19次。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分布见表5。
论文的被引频次能够充分体现该论文的质量、

影响力和被关注度。以排名第三的来自华北电力

大学的中国学者杨勇平发表在 《能源政策》 的

《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和层次分析法的燃煤电厂综

合评价》 一文为例，文章不仅考虑煤炭消耗量，

而且以用水量和污染物排放量为指标，构建了一

种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 （GRA） 与层次分析法

（AHP） 相结合的电厂多目标绩效综合评价方法，

确定了火电厂燃煤、水、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

等因素之间的关联规律，有利于在系统优化和政

策制定中综合考虑资源、经济和环境因素。综合

前 8位高被引文献可以看出，有关煤电领域的经济

管理类文献多聚焦于煤电资源—环境—经济性综

合研究。

3.2 关键词时间脉络知识图谱

可以借助 CiteSpace进行关键词的分析，即研

究热点追踪。将参数设置的节点类型选定为“Key⁃
word”，运行后，得出 2000—2019年的煤电领域研

究关键词知识图谱，如图5所示。

图5 关键词共现时间脉络知识图谱

节点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

图 5中有文字标出的关键词即为出现该时间段内频

次相对较高的关键热点词汇。将关键词的时间脉

络和现实时间段相结合，可以看出，在 2002—
2012年的煤炭“黄金十年”，大量研究煤电的相关

文献涌现，其词频频次最高的前 10个高频词均集

中出现在该时间段内，如：碳捕捉、排放、能源、

制度、燃煤电厂等，其中碳捕捉的出现频次居首

被引文献题名

发电厂二氧化碳捕获。第二部分基于单乙醇胺

的经济性能参数研究

胺洗涤二氧化碳捕获

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和层次分析法的燃煤电厂

综合评价

燃烧后的二氧化碳捕获与化学吸收

利用经验曲线来估计二氧化碳捕获发电厂的未

来成本

采用DEA环境评价方法对PJM地区和加州 ISO
地区的化石燃料发电厂进行对比研究

碳捕获和储存更新

能源与环境研究中数据包络分析的综述

被引作者

Abu-zahra MRM
Rochelle GT
Yang YP
Wang M
Davison J

Goto K
Boot-handford ME

Zhou P

被引期刊

国际温室气体控制杂志

Science
能源政策

化学工程研究与设计

国际温室气体控制杂志

能源经济学

能源与环境科学

欧洲运筹学杂志

发表年份

2007
2009
2011
2011
2007

2013
2014
2008

被引次数

21
19
19
18
15

15
14
13

表5 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分布

郭 青：基于CiteSpace的煤电领域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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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02

2003

2004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2—2012年
高频词

能源

CO2捕捉

优化

排放

发电厂

中国

系统

煤炭燃烧

技术

燃煤电厂

电厂

气候变化

碳捕捉

可再生能源

生命周期评价

环境影响

经济性分析

频次

130
146
106
82
77
87
109
63
91
68
96
13
57
48
40
13
10

中心性

0.05
0.06
0.09
0.08
0.04
0.04
0.06
0.06
0.13
0.04
0.03
0.06
0.06
0.03
0.04
0.06
0.01

时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13—2019年
高频词

能源消费

能源效率

热能

温度

生物质能

天然气

二次燃烧CO2捕获

温室气体排放

燃煤电厂

技术经济评价

太阳能

电力系统

频次

7
9
40
13
7
15
7
13
12
4
4
3

中心性

0.01
0.01
0.04
0.01
0.01
0.03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表6 各时间段出现频次前10的关键词中心度统计

位，说明学术界内研究碳捕捉及碳封存技术的讨

论十分活跃，即便“黄金十年”已经过去，该关

键词依然十分活跃。在 2013—2019年时间段内，

学术界开始慢慢关注可再生能源、煤电一体化、

生命周期评价、天然气替代、环境影响、温室气

体排放等问题，这与现实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密切相关的，说明学术界研

究煤电相关问题更注重结合实际需求，将煤电发

展和环境需求相结合。

3.3 阶段性研究热点分析

煤电领域研究的各个阶段，都与当时煤电相

关的研究热点息息相关。结合获取的统计数据和

关键词及中心度统计见表 6，基于研究时间段内煤

电发展的现实背景，可以做具体分析。

在煤炭发展较好的“十年黄金”期内，学术

界集中开展了对煤电的相关研究，伴随着环境问

题的凸显，国际社会和国内政府对环境治理力度

逐渐加大。具体可以体现为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

大会召开，相对应的 2009年学术界研究的关键词

集中于“气候变化”，并逐渐向“可再生能源”

“生命周期评价”“环境影响”等研究过度。2013
年中国发布《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能

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制”政策，学术领域

对“能源消费”“能源效率”的研究逐渐增多；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后，新的研究热点

集中于如何控制温度升高、生物质能的创新利用、

温室气体排放，此外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研究也是

研究中的突变，中心度虽不高，但对光伏尤其是

分布式光伏的利用将会是未来有效替代煤电资源，

将气候变化控制在1.5 ℃的新的研究方向。

4 结 语

本文将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法

相结合，对WOS数据库中 2000—2019年关于煤电

主题的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煤电领域年度文献发文量总体呈现不断上

涨趋势，在上涨过程中的起伏波动与对应时间段

内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件相呼应，这也印证了在

政策文件发布年份往往会集中大量出现相关研究

文献的现实。

2）在本文选取的 15种与经济管理高度相关的

国际期刊中，应当重点关注《能源》《国际温室气

体控制》和《能源政策》这 3本杂志的刊文，原因

在于这 3大发文期刊相对比较集中的关注了煤电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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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发展进程和最新热点研究。

3）通过对核心作者群、高产作者和高产研究

机构的分析可以发现，煤电领域的研究显然已经

形成了核心作者群和稳定的研究机构群。华北电

力大学、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高产煤电领域

文献，就中国学者而言，应重点关注像杨勇平等

研究煤电的领军式学者和上述 3大高产科研院校所

发表的文献。

4）对文献共被引的可视化操作，锁定了以国

外学者Abu-zahra MRM等为代表发布在《国际温

室气体控制》杂志的文献和以国内杨勇平等为代

表发布在《能源政策》杂志的文献，是当前学者

们应重点研究的核心文献。

5） 关键词共现时间脉络知识图谱分析表明，

煤电领域的研究热点从煤炭“黄金十年”聚焦于

“碳捕捉、排放、制度、燃煤电厂”等方向，逐步

紧跟时代发展和现实需求，向“能源消费、能源

效率、生物质能、温室气体排放、太阳能利用”

等新兴研究方向发展。

考虑到本文数据检索主要是以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文献资料展开的分析，并未包括研究年

份所有数据库的文献数据，因此，仅凭该文尚不

能完全解读煤电领域的前沿热点发展情况，特别

是本文剔除了相当的工程类、物理化学类科技文

献，在未来研究中，数据还需进一步完善，以期

为相关研究提供全面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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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煤矿指在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停止开采

的煤矿，按关闭原因一般分为资源枯竭性煤矿、

非法开采煤矿和政策性关闭煤矿[1]。由于开采技术

条件和采掘工艺的限制，煤矿关闭仍然有一定的

残余煤炭[2]。随着煤矿关闭后地下水自然流场的恢

复，关闭煤矿经过一定时间后都富存大量矿井水，

同时富集大量煤层气[2-4]。此外，随着煤矿的关闭，

在矿井内部和外部，还有大片的地下和地上空间

遗留下来可供开发利用[4]。关闭煤矿的大量闲置，

一方面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还会造成

一定的环境、水体污染，引发生态问题[4-6]。2018
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抚顺露天煤矿视察时指出

“要做好关闭矿区资源整合利用这篇大文章”[7]。

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煤产地，采煤历史悠久，关

闭矿井数量众多。2005年以来，山西省合计关闭

煤矿 3 829座，其中 2016年以后关闭 88座，因煤

矿山关闭和采煤新形成的可利用地下空间为 8.23
亿m3[1]。因此，实现山西省关闭煤矿资源的二次利

用，对于实现山西煤炭“减”“优”“绿”发展，

实现山西能源革命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1 山西省关闭煤矿资源利用现状

西方国家在 20世纪即开始探索废弃矿井的资

源化利用，主要利用煤矿关闭矿井建立地下水库、

山西关闭煤矿资源利用现状及开发利用建议

刘 汉 斌 1，2

（1.山西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分析山西省关闭矿井资源利用现状，山西省在关闭煤矿煤层气抽采、地下地上空间资源利

用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但也面临着资源赋存条件和赋存不清、开发利用单一、利用率不高等问

题。建议山西省首先应进行全省关闭矿井普查，摸清关闭矿井资源家底和赋存特征及开发利用条

件。开展关闭煤矿的管理和开发利用标准的政策和制度研究，建立关闭矿井资源调查、开发利用评

价体系；在开发利用上，应运用系统思维和矿井全生命周期理念，因地制宜、统筹利用煤矿关闭矿

井资源，达到资源效应、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和谐统一，并重视关闭矿坑水的处理及二次利用。

关键词：关闭煤矿 ；废弃矿井；矿井全生命周期；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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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status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n closed coal mine resources in Shanxi
Province

Liu Hanbin 1，2

（1. Institut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2. Shanxi Coal Geology Bureau，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The utilization status of the closed mine resources in Shanxi was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It has found that in re⁃
cent years， Shanxi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closed coal mine methane extra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underground ground
space resources. However， it also faced the problems of resource occurrence conditions and unclearness， sing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and low utilization rate. It is suggested that Shanxi should first carry out the general survey of closed mines
in the whole province，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osed mine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ei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carry out the policy and system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tandards of
closed mines， and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losed mine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the system thinking and the concept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mine should be used
to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make overall use of the closed mine resources， so as to achieve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resource effect，ecological effect and economic effect. The treatment and secondary utilization of the closed mine wa⁃
ter should be emphasized.
Key words：closed mine；abandoned mine；mine life cycle；Shanxi Province

78



2019年第10期

瓦斯抽采、地热电站、矿井地质旅游等[1，5]。我国

关闭矿井开发利用起步较晚，主要建设矿山公园、

地下水库、采空区煤层气抽采等[5，8-9]。山西省以往

对关闭煤矿资源二次利用主要集中在煤层气抽采

方面，但 2019年一些新的利用技术逐渐展开，比

如探索利用关闭矿井做储油储气库[10]，利用废弃煤

矿巷道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等[11]。

1.1 固气液资源

受开采方式方法及采掘技术的限制，我国煤

矿的矿井回采率仅为30%，关闭煤矿内存在大量的

剩余煤炭资源[1]。据估算，我国关闭矿井赋存的煤

炭资源高达 420亿 t[2，5]。山西省近年来关闭的煤矿，

除资源枯竭矿井外，仍有部分为政策性关闭矿井，

其中蕴藏着数量相当的煤炭资源。而即使资源枯

竭型矿井，也仍存在着薄煤层、边角煤和保护煤

柱等暂不能利用煤层。随着矿井的关闭或废弃，

这些煤炭资源又被封存在了地下。

当矿井废弃或关闭后，约有 50% 以上的煤炭

残留于井下，随着时间的积累产生大量的煤层

气[12]。全国已报废关闭煤矿中的 70%为高瓦斯矿

井[13]，其中绝大部分瓦斯经地表裂缝或自然通风逸

散到大气成为温室气体，或者在外界诱发下发生

瓦斯自燃事故。2006年，山西阳泉上社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废弃煤矿发生废弃瓦斯爆炸事故[14]。2010
年，中美《中国报废煤矿甲烷排放》项目重点对

山西沁水煤田 44个关闭煤矿煤层气排放量进行了

评估[6]。近年来，随着勘探理念的变化、环境保护

意识的提高以及资源的紧缺性，废弃煤矿采空区

煤层气抽采已成为煤层气抽采的重要一部分。截

至 2013年年底，山西省共有 4 700余处废弃矿井，

采空区面积约 5 000 km2，蕴藏大量煤层气[12]。晋

煤集团已施工 10口报废煤矿地面井，7 口井成功

产气，平均日产气量可达到 2 000 m3/口，煤层气

浓度约90%[15]。蓝焰集团2014牵头承担的山西煤基

（煤层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关闭煤矿采空区地

面煤层气抽采技术研究及示范”实施 27口关闭煤

矿采空区煤层气井建设，15口井完成设备安装运

行，单井日均产量 1 155 m3，截至 2016年年底，

累计抽采利用约 1 700万m3煤层气[16]。山西目前采

空区煤层气预测资源量约 2 100亿 m3，资源储量

巨大[17]。

水资源方面。我国约 30%的煤矿为地下水资

源丰富矿井，采煤导致地下水资源大量流失[18]。据

统计，我国煤矿矿井水的利用量仅为 25%[14]。煤矿

关闭后，由于天然流场的恢复，矿井水位迅速回

弹，产生大量采空区积水和矿井水。如阳泉荫营

矿在周边小煤矿关闭后，矿井涌水量增加 4倍[19]。

矿井水一般分为洁净矿井水、含悬浮物矿井水、

高矿化度矿井水、酸性矿井水和含特殊污染物矿

井水[20]。除洁净矿井水外，其余矿井水均遭到了不

同程度的污染，需经过专业后方可使用。合理开

发和利用采空区积水和矿井水既可有效防治水资

源浪费和污染，又可解决矿区缺水和生态恢复，

具有良好的工业和经济价值[21]。

1.2 地下空间资源

采煤巷道经采掘后除自然冒顶和塌陷外，遗

留大量地下空间。我国单个煤矿矿井地下空间平

均 60万m3[1]。2005年以来，山西省合计关闭煤矿

3 829座[10]，形成巨大地下空间资源。山西关闭矿

井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较为成熟的案例有晋华宫矿

和长平矿。同煤集团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以“煤

都井下探秘游”项目为依托，依靠悠久的采煤历

史文化和罕见的侏罗纪煤层地质奇观，2005年成

为我国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晋煤集团长平矿在井

下开发建设了集煤炭开采、现代科技、自然神奇、

探险体验的井下探秘游。综合来看，山西省对关

闭矿井地地下空间的利用目前主要是用于建立矿

井地质公园，利用单一，利用程度不高。

1.3 地上空间资源

矿井关闭后在地面上会留下大量的闲置土地

资源，其中绝大部分为采煤引发的沉陷区，部分

为工业广场用地。据统计，山西因采煤造成的采

空区面积近 5 000 km2，并且仍以每年 80多千米的

速度扩大，煤矿开采造成破坏的村庄共 2 868个[22]。

山西省对关闭矿井土地利用目前主要用来建设生

态公园与观光景区。如太原西山万亩生态园、杜

儿坪矿偏桥沟、桃花沟景区，以及依托关闭的白

家庄矿建设中的太原西山国家矿山公园。晋煤集

团长平矿在工业旧址上建设以展示工业遗迹景观

为主的工业景区，在居民区建设煤矿特色民俗文

化村，取得良好效果。

2 山西废弃矿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山西在关闭煤矿采空区煤层气抽采、

关闭矿井地下、地上空间资源利用方面取得了巨

大进步，但同时也面临着对全省关闭矿井资源赋

存条件和赋存特征不清、开发利用单一、利用率

不高等问题。此外，山西省在关闭煤矿矿井水的

刘汉斌：山西关闭煤矿资源利用现状及开发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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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利用方面仍然重视不够，部分关闭煤矿已

对区域地表水造成了污染。

2.1 剩余煤、煤层气资源可观，但地质赋存特征

不清

由于以往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和管理，很多小

煤矿和大的资源枯竭型煤矿并未经过严格的闭坑

地质报告阶段及闭坑验收，由于产权更迭，地质

资料大多凌乱不齐全，导致地下剩余煤炭资源赋

存位置不清，剩余煤炭资源量无法准确计算。众

多关闭矿井的地质构造、水文、瓦斯、开采技术

条件更是无法查实，这给后续关闭矿井的综合开

发利用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亟需对全省关闭煤

矿剩余煤炭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对其全省关闭煤

矿的数量、地理分布进行统计和分类，收集和整

理关闭矿井闭坑地质报告，对每个关闭煤矿建立

电子档案，分析评价其水文、煤层、煤质、瓦斯、

开采技术条件，研究其剩余煤炭资源分布与赋存

特征，为剩余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在关闭矿井煤层气资源方面，2018年山西省

煤炭地质局组织实施了山西省煤炭采空区煤层气资

源调查评价项目，针对全省采空区煤层气资源情况

进行摸底调查，初步估算了全省煤炭采空区煤层气

资源量[17]。但是由于采空区煤层气资源状况不清，

钻井成功率仅 50%，且采空区地面煤层气井产量普

遍衰减快、不稳定，废弃煤矿采空区煤层气勘探开

发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12]。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废

弃和关闭煤矿井下的煤层气的赋存特征和运移规

律认识不清以及对煤炭开采破坏后采空区煤层气

的组成和资源量无法准确估计引起[23]。此外，废弃

和关闭矿井煤层气的抽采技术尚不成熟[24]。

2.2 关闭煤矿矿井水污染严重

山西省下组煤含硫量普遍较高，并且大多数

煤矿在关闭矿井时将开采过程中使用的金属设施、

设备遗留井下，因此全省绝大多数关闭矿井水中

含有大量悬浮物、酸性、重金属等有毒物质，硫

酸盐、铁含量大幅度增加，对地下水造成极大污

染[8，14]。如闭坑导致煤系地下水出流地表，污染阳

泉山底河小流域[25]。太原西山牛家口煤矿老窑水污

染地表水，威胁下游晋祠泉[25] ，河东煤田柳林赵

家庄煤矿采空区积水铁、锰、硫酸根、矿化度、

铝严重超标[26]。

2.3 地下空间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开发利用不足

山西省拥有众多关闭煤矿和废弃矿井，充分

利用关闭矿井地下空间对于我国建设用地紧张和

国土资源“三深一土”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煤矿

地下空间的利用主要有建设地下储油、储气、储

水库以及地下储藏室和矿井地质旅游等。地下储

油储气库是石油、天然气战略储备和调峰保供的

重要设施，利用关闭矿井进行石油天然气存储对

缓解我国石油天然气调峰保供压力、实现关闭矿

井的资源化利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废弃矿井地

下空间利用起步较早的美国、德国、比利时[2]，目

前国内正在建设当中的中原油田地下油库群。目

前山西省布局大多是 1万~2万m3的小型储罐，总

体储气能力有限。据相关规划，到 2020年全省的

储气能力要达到 5.4亿m3[27]。加快地下储气库建设，

完善山西省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利用废弃煤矿

巷道空间等资源建设大型储油储气库，既可实现

废弃矿山和地下采空区的有效利用，又能节约建

设成本，缓解山西面临的气荒现象。

2.4 地面空间前景广阔，重视程度不够

矿井关闭后，在地面上会留下大量的闲置土

地资源，其中部分经修复治理后恢复为耕地，对

无法复耕土地，可大力发展光伏能源产业、风电

产业、旅游产业等，提高土地利用价值。长治市

屯留区崔蒙村采煤沉陷区，充分利用地表水和地

下水长期汇聚形成的矿井水，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将面积不大、易于恢复的水域进行填埋，变成了

水浇地。对面积较大的水域，改造成鱼塘或景观

湖[22]。晋煤古书院煤矿大力实施矸石山生态治理，

将矸石山覆土平整，生态造林绿化改造成白马绿

苑生态园。利用采煤沉陷区建设光伏电站，是关

闭矿井的开发利用的一种新模式。全国关闭矿井

沉陷区约为 150 hm2，其中可用于太阳能光伏发电

的面积 30 hm2，可实现装机容量 11.8万 MW[28]。

2015年大同市区开始建设国内首个采煤沉陷区 100
万 kW光伏项目，2016年建成并网发电，截至 2018
年 5月累计装机容量 190万 kW，占大同全市总发

电量比例为 20%[22]。山西省因采煤造成的沉陷区面

积约 3 000 km2，若全部实现光伏发电，可实现装

机容量1.2 MW，前景巨大。

3 山西废弃矿井开发利用建议

首先，在战略上正视关闭煤矿井资源的二次

开发利用。其次，在政府层面出台一系列关闭矿

井的标准和规程，从制度上规范全省矿井的关闭

流程和手续。再次，开展全省关闭矿井资源普查，

摸清资源家底，建立关闭矿井数据库和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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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西省关闭矿井实行动态管理和监控。最后，

重视关闭矿井矿坑水的开发利用，逐步减少并替

代深层地下水的开采。

3.1 开展关闭矿井普查，建立山西省关闭矿井数

据库、云平台

首先，应从战略层面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

2018年做好关闭矿区资源整合利用的指示，结合

全省煤炭行业“减”“优”“绿”发展契机，重视

山西省关闭矿井资源化利用工作，进行关闭矿井

普查，摸清关闭矿井资源赋存特征和利用现状，

为山西下一步关闭矿井开发利用奠定基础。同时，

根据调查结果，建立山西关闭煤矿数据库和云

平台，为全省关闭矿井的开发和规划提供数据

和决策支撑，实现关闭矿井的实时动态管理和

监测。

3.2 根据不同的关闭煤矿资源类型，设计不同的

开发利用方案

根据煤矿的关闭原因和不同的资源赋存特征

和类型以及所在区域位置，设计不同的开发利用

方案。如孟鹏飞[29]建议将关闭矿井分为高瓦斯废弃

矿井、城市附近的废弃矿井、交通便利的废弃矿

井以及其他废弃矿井。高瓦斯废弃矿井应抽尽抽，

就近发电或供附近居民生活利用。城市附近和交

通方便的废弃矿井考虑建立地下贮藏库、建立地

下购物、娱乐场所等[30]。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运用系统

思维和矿井全生命周期理念，统筹利用煤矿关闭

矿井资源，宜气则气、宜水则水、宜草则草、宜

游则游、宜建则建、宜电则电，在保证关闭矿井

安全、环保的基础上，研究关闭矿井生态修复、

土地复垦以及煤层气和矿水的资源化利用，达到

资源效应、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和谐统一。如

针对关闭矿井的井下残煤的开发利用，中国矿业

大学在重庆中梁山开展残留煤地下气化工业性试

验，日产煤层气 4万m3[31]。2018年，江苏省徐州市

对利用关闭矿井构建地下水库进行可行性评价，

开辟了城市供水水源地新途径[9]。抚顺和鹤岗矿务

局利用煤矸石填埋采煤沉陷区进行复垦和植树造

林，取得良好的生态和环境效益[9]。黄定国等[32]提

出，关闭矿井中的不可采的薄煤层、埋藏超过终

采线的深部煤层是封存CO2良好场所。

3.3 完善关闭矿井标准，建立关闭矿井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

山西省级层面上的关闭矿井验收标准和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还未建立，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关

闭煤矿关闭标准、验收流程。关闭矿井地质稳定

性评价、潜在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方案、土地修复

和恢复治理方案尚未形成一套严格标准和规

范[31，33]。关闭矿井管理、资源评价、环境和生态保

护修复和治理的相关标准、工作流程还未建立，

严重制约了山西省关闭煤矿的资源综合保护和二

次开发利用。首先应从思想上重视关闭矿井的管

理和二次开发，组织自然资源、煤矿企业、环境

保护、地质勘查等专业的专家学者开展省级关闭

煤矿的管理和开发利用标准，逐步建立完善的关

闭矿井资源调查、开发利用评价体系与相关规范

标准，统筹规范全省关闭煤矿的管理和资源的二

次开发。

3.4 加大对矿坑排水的处理及利用

近年来，我国煤炭开采产生矿井水量约80亿 t，
但利用率仅为 25%，年损失量 60亿 t[14]。如果充分

利用，大约可解决我国工农业和居民 80%的用水

需求[14]。内蒙古神东矿区已建立煤矿地下水库 35
座，储水总量 3 100万m3[9]。山东枣庄煤矿矿井废

弃水经处理后可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9]。山西省作

为缺水性省份，人均水资源量小于 500 m3[25]，属于

极度缺水地区。如何充分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长

期汇聚形成的矿井水，为工农业发展补充水源，

是山西省亟需解决的大问题。首先，应加大对关

闭矿坑排水的处理及利用，充分利用已有矿坑排

水，进行农业灌溉或用作绿化生态、景观用水。

如长治地区将采煤沉陷区积水改造成景观湖。其

次，应重视和加强地下水净化技术的研发，提高

关闭矿坑水的处理效率和处理成本。如山西省煤

炭地质 115勘查院发明的移动式智能化采空区积水

处理装置，可实现对煤矿采空区积水进行移动式

模块化、智能化处理，实现煤矿采空区积水资源

化再利用。该装置已在同煤集团塔山煤矿矿井水

的净化处理及重复利用上成功利用，日处理矿井

水 5 000 m3，处理后的矿井水可用来绿地景观灌溉

与道路洒水。最后，对已处理的矿坑排水进行回

灌，提高地下水储存量。

4 结 论

1）尽快开展山西省关闭矿井普查，摸清全省

关闭矿井资源家底和赋存特征及开发利用条件。

同时，根据调查结果，建立全省关闭煤矿数据库

和云平台，为全省关闭矿井的开发和规划提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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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决策支撑，并实现全省关闭矿井的实时动态

管理和监测。

2）开展省级关闭煤矿的管理和开发利用标准

的政策和制度研究，逐步建立完善的关闭矿井资

源调查、开发利用评价体系与相关规范标准，统

筹规范全省关闭煤矿的管理和资源的开发利用。

3）运用系统思维和矿井全生命周期理念，因

地制宜，在保证关闭矿井安全、环保的基础上统

筹利用煤矿关闭矿井资源，宜气则气、宜水则水、

宜草则草、宜游则游、宜建则建、宜电则电，达

到资源效应、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和谐统一。

4） 重视对关闭矿坑排水的处理及二次利用，

重视和加强地下水净化技术的研发，提高关闭矿

坑水的处理效率和处理成本，对已处理的合格矿

坑排水进行深层回灌，提高地下水储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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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对推

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作用，在城市

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施工企业想要有效发展，必

须重视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应用。美国安

然事件、日本旭化成建材事件等知名企业频繁曝

出丑闻，均表明了企业缺乏良好的业绩评价体系，

不仅让企业失去竞争力、减少价值，还使企业陷

入举步维艰的困境。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

时期，建筑设施需求旺盛，国家的大力推进使得

施工企业面临发展机遇和挑战，竞争也日趋激烈。

施工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有优质的工程、

良好的服务和较高的投标中标率来促进企业的平

稳快速发展。面对机遇和挑战，施工企业必须改

善经营状况，制定目标战略，提升核心竞争力，

促进企业的发展，实现股东价值和企业价值最大

化。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对施工企业的业绩评价

体系的构建和应用进行分析，以期为施工企业业

绩评价体系提供框架和参考。

1 业绩评价体系的理论演变

最早的绩效评价体系可追溯到 14世纪的复式

记账法，为单独评价各项活动提供可能。工业革

命至 20世纪初，企业规模日渐扩大，产权关系逐

渐复杂，业绩评价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一阶段

实行单一指标业绩评价体系，随着发展出现了较

为复杂的绩效评价体系。Peter.M.Drucher [1]提出施

工企业绩效评价 8项指标，以非财务指标为主，表

明企业开始关注长期发展和社会责任，利润最大

化并非唯一目标。Beatty[2]提出绩效评估体系的设

计要与战略相联系，在确定指标时，要综合考虑

与战略类型、企业文化、组织价值的联系。Beatty
的研究表明了施工企业绩效评价逐渐开始关注与

企业战略。Kaplan[3]提出了平衡积分卡的理论，从

财务、顾客、内部业务流程、学习和发展 4个层面

对公司绩效进行评价。平衡积分卡以战略为导向，

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对施工企业进

施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蒋 斌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第四地质矿产调查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当代经济迅猛发展，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单一的业绩评价工具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

要，只有系统全面的整合不同的业绩评价工具，才能更好的为企业创造价值。从施工企业行业的

现状出发，提出施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随后进行具体指标体系的构建，并以ZT企业

为例，通过计算得分评价企业经营优劣，为其他施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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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operating environment， a
singl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ool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nly by systematically integrating
differ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ools can we create value for the enterprise. Starting from the status quo of the construction in⁃
dustry，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was proposed，and t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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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绩评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Bacidore[4]提出业

绩评价内容包括为财务、竞争、服务、创新、灵

活性、资源利用6个方面。

王化成等[5]提到业绩评价有 3种模式：财务模

式、价值模式和平衡模式，主张中国企业在建立

各自的业绩评价系统时应选平衡模式。刘军荣[6]提
到建立施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要科学合理、实用。

因此他提出以绩效三棱柱为指导思想，平衡记分

卡为指导性框架的评价方法，把财务指标与非财

务指标融为一体，同时采用德尔菲法确定权数。

章海嵩[7]以建筑施工企业价值链增值为目标，通过

分析建筑施工企业价值链理论，对价值链进行优

化，从而降低成本或增加价值，促进施工企业的

发展。周萍[8]提出现代施工企业业绩评价不应只对

财务指标进行评价，还应当关注非财务指标。现

代施工企业综合业绩评价是通过综合绩效评价计

分来完成，主要采用功效系数法来完成财务业绩

定量评价指标的计分及综合分析判断法来完成管

理绩效定性评价指标的计分。王锐[9]提出单一的业

绩评价体系已无法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必须科

学整合不同的评价体系，以弥补各个管理工具的

缺陷，才能更好的为企业创造价值。EVA和 BSC
都以价值为导向，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有效弥补

各自缺陷。刘文国[10]提出要想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必须关注企业当前和

未来时期的经济发展。他主张以 EVA和 BSC为理

论基础，构建了EVA-BSC相融合的业绩评价体系。

1.1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1919年，美国杜邦火药公司首次创造了以

“权益报酬率”为核心的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从财

务角度出发，利用几种主要的财务比率之间的关

系来综合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其基本思想是将权

益报酬率逐级分解为多项财务比率乘积，从而深

入分析和比较企业经营业绩。通过几种主要的财

务指标间的关系，直观地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

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

为经营者提供解决企业财务问题的思路。但其评

价的是企业过去的经营成果，无法体现企业未来

的发展状况；利用财务指标评价，无法全面反映

企业的经营状况；未能有效考虑风险，无法正确

反映企业目标。

1.2 沃尔评分体系

1928年，美国亚历山大·沃尔在其发表的

《信用晴雨表研究》《财务报表比率分析》中提出

了信用能力指数的概念。选定 7个财务比率并结合

线性关系，再分别给定各自的分数比重，通过与

标准比率进行比较，计算各项指标得分及总体得

分，以此对企业的信用水平做出评价。沃尔评分

体系通过将各项财务指标进行权重设置，并结合

线性关系计算评分，综合评价了企业的业绩。但

未能说明选择这些指标的原因及未能证明每个指

标所占权重的合理性及某个指标产生严重异常时，

会对总体评分产生不合逻辑的重大影响。

1.3 EVA业绩考核评价体系

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是

美国思腾思特咨询公司于 1982年提出的一套以经

济增加值理念为基础的财务评价系统，它是基于

税后营业净利润和产生这些利润所需资本投入总

成本的一种企业绩效财务评价方法。EVA与传统

财务指标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充分考虑了投入资

本的机会成本，使得它度量的是资本的超额收益。

EVA业绩考核体系能有效规范企业经营者的行为，

维护企业所有者权益，缓解因委托—代理关系而

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降低管理成本。同

时，有效防止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强化风险意识。

有效完善成本管理，促进财务决策。但 EVA也存

在一定的缺陷，虽说是对杜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但仍然是以财务角度评价企业，未能考虑非财务

角度的影响。经营者都有一定任职期，因自身利

益，只关心任职期内的增加值，未能考虑未来经

济增加值的影响，缺乏投资创新的积极性。

1.4 战略业绩考核评价体系

战略业绩考评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平衡计

分卡模式。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BSC）
是 20世纪 9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全新组织绩效管理

方法。BSC把企业的使命和战略转变为目标和各种

指标，对传统战略和评估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和改进。BSC包括 4个维度：财务维度、客户维

度、内部运营维度、学习与成长维度，并通过这 4
大指标体系的设计来表明和传达企业战略，促使

个人、部门和组织的行动方案达成一致，以实现

企业价值最大化和长期发展的目标。这种考评模

式有利于将企业的战略转化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和

行动，克服传统财务评估方法的短期行为，促进

企业达成一致的方案，培养员工的核心竞争力，

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但平衡计分卡使用难度

大，企业若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管理层没有能

力和意愿，则BSC是不适合采用的。平衡计分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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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大，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经历制定指标、分

配指标、回收数据、整理考核，负担较大。

根据以上业绩评价体系的分析后可知，业绩

评价体系从以财务指标为主过渡到财务与非财务

指标相结合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完善了企业的绩

效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而施工企业作为我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

与应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2 施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

2.1 施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问题分析

首先，偏重财务指标评价传统的业绩评价体

系过分看重财务数据的影响，其结果往往只是对

过去经营结果的评价，未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企

业未来的发展，具有一定片面性。单纯的财务数

据缺乏可比性，也可能导致虚增利润的造假，不

能给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明确方向。其次，指标

体系不够完善。业绩评价体系不甚完善，往往是

出现了某个问题后进行局部改进，不能考虑全局。

施工企业对于非财务指标的应用往往以经验为标

准，没有进行量化，缺乏数据的客观性，从而不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最后，指标权重设置不合理。

当前施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采用传统的德尔菲法

来确定指标权重，该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

的主观性决定，缺乏理论支撑，根据此权重计算

的结果往往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运营状况。需要

设置科学合理的指标权重，权衡指标间的关系，

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2.2 施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

2.1部分的分析表明，目前施工企业的业绩评

价体系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若不做出调整，是不

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施工

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理论框架（表 1），该框架的

基本思路是：业绩评价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夯实

制度基础获得制度保障，应照顾行业实际进行体

系构建，应基于科学实用、全面系统、成本效益

原则进行指标选取，应从预算、行业或经验等角

度进行标准设定，应设置专门机构进行贯彻和

落实。

2.3 施工企业业绩评价指标及权重的构建

在构建相关业绩评价体系的框架后，需要对

具体评价指标进行选择。本文提出的评价模式仅

为参考，具体到每个施工企业的业绩评价时，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表1 业绩评价体系的理论框架

2.3.1 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

2.3.1.1 财务指标

1）以EVA作为财务指标的核心。

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

税后净营业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研究开

发费+政策性支出-非经常收益调整项*0.5） *（1-
25%）

资本成本=调整后资本*平均资本成本率

调整后资本=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短期借款+
平均一年到期非流动负债+平均长期借款+平均其

他非流动负债+平均长期应付款-平均工程物资-平
均在建工程-客观因素

平均资本成本率=股权回报率*平均所有者权

益/调整后资本+负债成本率*平均有息债务/调整后

资本

EVA度量的是资本利润，是企业真正意义

上的利润，所以以 EVA为财务指标的核心，将

其涉及的具体财务因素进行层层分解，具体指

标见表 2。
2）其他财务指标。其他财务指标主要以平衡

计分卡财务维度的指标为主，这里笔者选取的财

务指标有：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2.3.1.2 非财务指标

1）客户层面。平衡计分卡要求企业将使命和

项目

业绩评

价方法

业绩评

价指标

业绩评

价标准

业绩评

价组织

内容

对于施工企业来说，业绩评价方法要适合企业的发

展，要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笔者将 EVA和 BSC
两种方法相结合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同时采用排

序法量化指标权重

业绩评价指标是业绩评价体系的核心，其选择直

接影响业绩评价的结果。在选取指标时应遵循以下

几个原则：科学实用原则，全面系统原则，成本效

益原则

业绩评价指标计算结果的优劣需要评价标准来衡

量，评价标准有多种：预算标准、行业标准、经验

标准、竞争标准等。笔者选择预算标准来反映企业

的发展状况

业绩评价执行者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需要绝

对的公平意识与可信度。笔者认为应根据企业的经

营规模和评价工作量的大小来建立适合企业的绩效

考核委员会，定期对经营成果、员工、管理层等进

行评价

蒋 斌：施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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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诠释为具体与客户相关的目标和要点，企业

应当满足客户的需求。客户关心质量、服务和成

本，企业应当细化指标。客户层面的指标有：客

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业主约见法人次数。

2）内部运营层面。企业内部的运营主要涉及

生产经营过程，其指标的选择有：高端项目数量、

安全事故发生率、产值进度完成率等。

3）学习与成长层面。为提高员工技能，提升

企业竞争力，企业应增加对企业学习与成长能力

的投资，使其在未来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考

评时涉及的指标主要有：员工满意度、员工培训

情况、员工创新率等。

表2 EVA涉及的具体指标

注：资本成本率计算中，平均贷款利率按照 5%计算，股权投

资报酬率按照12%计算。

2.3.2 业绩评价指标权重的界定

合理界定各评价指标权重非常重要，传统企

业采用德尔菲法确定权重，考虑其局限性，笔者

借鉴专家提出的排序法来量化各项指标权重。由

绩效考核委员会选拔 10人进行权重分配合计，将 4
个层面的指标按照重要性程度 4、3、2、1进行打

分，计算各部分所占权重的大小，见表 3。其次是

各个层面内部具体指标分别按照上述的方法进行

打分计算，最终细化出各个指标所占的权重，由

此便能合理的进行业绩考核，再与考评标准对比，

从而评价企业经营状况并对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表3 4个层面指标所占权重大小

通过表 3可知 4个层面的指标权重分别为：财

务层面 36%、客户层面 15%、内部运营层面 26%、

学习与成长层面23%。财务层面仍然是企业评价的

主要目标，再加以非财务指标进行辅助评价，更

加科学合理的表现企业的经营状况。

3 施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在ZT企业中的应用

3.1 ZT施工企业的基本情况

ZT公司是我国唯一一家集桥梁科学研究、工

程设计、土建施工、装备研发四位一体的大型工

程公司。迄今ZT在国内外设计建造了 2 000余座大

桥，总里程 2 000余千米，修建了一大批精品名优

工程并获得多项奖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

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时代，在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对 ZT公司是一个

发展良机。在此背景下，企业应优化管理，业绩

评价也就变得举足轻重。为此引入EVA-BSC相结

合的业绩评价体系促进企业高层能更加关注企业

的战略发展，了解相关业绩评价指标并进行科学

合理的评价分析，从而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3.2 ZT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

3.2.1 评价指标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基于战略业绩考核评价

体系——平衡计分卡设定施工企业业绩评价的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指标名称

一、税后净营业利润

净利润

利息支出

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

政策性支出

非经常收益调整项

所得税率

二、资本成本

调整后资本

平均所有者权益

平均有息债务

平均短期借款

平均一年到期非流动负债

平均长期借款

平均长期应付款

平均其他非流动负债

平均在建工程

平均工程物资

客观因素影响

资本成本率

三、EVA

备注

1=2+（3+4+5-6*0.5）*（1-6）

8=9*20
9=10+11-17-18-19

11=12+13+14+15+16

20=12%*10/9+5%*11/9*（1-25%）

人员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权重/%

财务层面

4
4
4
4
3
3
4
3
4
3

36（100）
36

客户层面

1
2
3
1
1
1
1
2
1
2

15（100）
15

内部运营层面

3
3
2
3
4
4
3
1
2
1

26（100）
26

学习与成长层面

2
1
1
2
2
2
2
4
3
4

23（10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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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框架，但在其财务维度上有所创新，除了营业

收入、净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反映企

业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的指标外，还与价值创造

指标——EVA有机结合，克服了传统财务指标重

当前轻未来、重短期业绩轻价值创造的局限性，

通过平衡计分卡和EVA两大业绩评价体系的结合，

对施工企业的业绩进行合理全面的评价。

ZT企业相关指标体系的基本层面仍然是基于

平衡计分卡的 4个维度设定，但是在其财务层面纳

入 EVA这一价值创造指标，使得财务绩效的评价

更为全面。在客户层面、内部运营层面、学习与

成长层面则充分考虑了施工企业的实际情况，尤

其在内部运营层面，将高端项目、工程质量合格

率、安全事故发生率、产值进度完成率等关键的

施工行业价值驱动因素纳入评价体系。

表4 ZT企业相关指标体系

3.2.2 评价权重的设置

笔者借鉴专家提出的排序法来量化各项指标

权重，表 3已给出 4个层面的比重，但由于各个层

面内部还有细化的指标，所以再次采用排序法对

各个细化的指标进行权重的设置。通过相应的计

算得出更加完善的权重分配表，见表5。
3.3 业绩评价体系在ZT企业中的应用

3.3.1 评价指标的计算

在 ZT企业实习时，收集到 2015年经营业绩预

算指标和实际完成指标，将其该套体系中进行相

应指标计算（表 6）。实际完成目标值及以上的为

满分，低于目标值的则按规则计算，并进行 100分
制换算，再加和汇总便可以得出 ZT企业年经营业

绩指标的最终得分（表 7）。同时将企业的业绩分

为 4个档次：优为 90分以上；良为 70~90分；中为

60~70分；差为60分以下。

3.3.2 评价结果的分析

由表 6和表 7得知，ZT企业当年的 EVA值为

6.63，超过其预期目标值。再将其带入平衡计分卡

表5 完善后的指标权重分配

表6 ZT企业EVA计算值（月） 百万元

的框架中计算考评得分是 88.31分，处在良好的档

次。分析原因，首先财务层面各个指标完成比例：

营业收入 124%、净利润 104%、EVA160%、净资

层面

财务层面

客户层面

内部运营层面

学习与成长层面

指标

营业收入、净利润、EVA、净资产收

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

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业主约见

法人次数

高端项目个数、工程质量合格率、安

全事故发生率、产值进度完成率

员工满意度、员工培训费增长率、专

利技术

层面

财务层面

客户层面

内部运

营层面

学习与

成长层面

权重/%

36

15

26

23

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EVA
净资产收益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客户满意度

市场占有率

业主约见法人次数

高端项目个数

工程质量合格率

安全事故发生率

产值进度完成率

员工满意度

员工培训费增长率

员工满意度

权重/%
22
24
28
16
10
26
56
18
26
36
24
14
27
45
28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9
21

指标名称

一、税后净营业利润

净利润

利息支出

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

政策性支出

非经常收益调整项

所得税率

二、资本成本

调整后资本

平均所有者权益

平均有息债务

平均短期借款

平均一年到期非流动负债

平均长期借款

平均长期应付款

平均其他非流动负债

平均在建工程

平均工程物质

客观因素影响

资本成本率

三、EVA

财务数额

12.23
3.12
2.53
8.93

-1.36
25%
5.6
81.09
30.05
50.73
30.11
8.42
8.15
4.05

0.15

6.9%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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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ZT企业年业绩评价得分

产收益率 110%，均超过预期完成，表明企业良好

的经营水平，而应收账款周转率 92%比目标值低，

表明企业资产结构不太好。在客户层面：可以看

出 3个指标均低于目标值，表明企业还要提高市场

占有率，提升企业形象，积极满足客户的需求。

在内部运营层面：安全事故发生率达到目标值，

说明企业重视日常作业的安全性管理，避免发生

安全事故。而其他 3项指标均低于目标值，表明企

业在投标时要综合考虑工程的规模及技术要求，

争取多承包一些高端项目，以此提升企业的知名

度。同时，也表明企业要重视工程质量的监测，

提升质量合格率，企业要严格遵守工程进度的安

排，及时完成任务，提升产值进度率。在学习与

成长层面：员工满意度未达到目标值，员工培训

费用增长率和专利技术上均高于目标值，表明企

业比较重视企业员工的培训与发展，重视人才的

培养，激励员工积极创新，提升发明专利数。但

在细节上可能还存在一些缺陷，这就需要企业不

断完善规章制度、指标体系来提升员工的满意度。

4 结 论

本文以 ZT施工企业为案例介绍了企业的基本

情况，并构建业绩评价的基本框架，包括业绩评

价制度、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

组织。随后进行了评价指标的详细设计，并运用

排序法对指标权重进行量化分配。最后，将 ZT施
工企业 2015年的相关数据带入计算得出结果并进

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以EVA为财务核心指标，科学评价企业业

绩。虽然BSC本身有财务指标，但其涉及的是传统

的财务指标，笔者是以 EVA为核心进行财务指标

的设计，有效地避免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矛盾，

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共同

制约、相互渗透。

2）从计算看出，虽然ZT施工企业当年经济效

益良好，财务层面的各项指标都比较好，但是在

客户层面和内部运营层面都还有待加强，这就要

求企业管理者不仅要关注财务指标，也要关注客

户、内部运营、员工等非财务指标，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创造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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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

财务

层面

客户

层面

内部

运营

层面

学习

与

成长

层面

合计

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EVA
净资产收益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99.2*36%=35.71
客户满意度

市场占有率

业主约见法人次数

73.24*15%=11
高端项目个数

工程质量合格率

安全事故发生率

产值进度完成率

83.08*26%=20.2
员工满意度

员工培训费增长率

专利

93.25*23%=21.4
88.31

目标值

500万元

300万元

600万元

9%
3.5次

100%
45%
0

5
100%
0

100%

80%
20%
2

实际值

620万元

312万元

663万元

9.91%
3.22次

90%
40%
3

3
98%
0
70%

60%
25%
3

完成比例

124%
104%
160%
110%
92%

90%
89%
0

60%
98%
100%
70%

75%
125%
150%

得分

22
24
28
16
9.2

23.4
49.84
0

15.6
32.28
24
9.8

20.25
4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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