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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炭作为基础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长期以

来在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煤炭是高碳能源，

因而煤炭发电造成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世界

自然基金会（WWF）就曾预言，“即便把所有的煤

电厂都改造为最高效率的技术，其所排放的二氧

化碳也必然大大超过《巴黎协定》控制全球温度

上升 1.5℃目标的碳排放空间，煤炭已经没有未

来”。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各国

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煤炭转型之路。许

多国家已经积极制定气候应对政策开始逐步“弃

煤”进程，使用经济及税收政策加速煤电厂的关

闭，将淘汰传统的燃煤发电作为节能减排的重点

领域以满足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

摒弃煤炭，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但是，

“弃煤”并非立刻停止各领域的煤炭利用，而是在

重点以煤炭作为能源利用的领域，从“控煤”“去

煤”向“弃煤”逐步迈进，以可持续和包容的方

式逐步淘汰煤电。目前，全球范围内电力行业的

去煤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煤电发展也出现史无

前例的“急刹车”，这说明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

清洁能源发展的全球共识下，弃用煤炭发电已成

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到了转

型绿色低碳经济的艰巨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

“弃煤发电”进程，以期在能源转型路径和节奏上

占得先机。

1 弃用煤炭发电联盟的成立及其主要目标

1.1 弃用煤炭发电联盟的成立

2017年 11月，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3） 在

德国波恩召开，英国、加拿大、法国等 20个国家

与美国的 2个州等 5个地区的代表们签署了一项协

议，宣布组成“弃用煤炭发电联盟”（The Power⁃
ing Past Coal Alliance，以下简称“联盟”）。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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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是首个主要以国家政府为成员主体的国际性反

对煤炭组织，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同和支

持[1]，旨在逐步减少燃煤发电量，并支持在政府和

企业政策中使用清洁能源。在 20个原始签署国中，

主要成员国来自欧洲地区，包括奥地利、比利时、

英国、丹麦、芬兰、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墨

西哥、荷兰、葡萄牙和瑞士；其余为非洲、北美

洲、大洋洲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包括安哥拉、加

拿大、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马绍尔群岛、新

西兰、斐济和纽埃。此外，还有包括美国的华盛

顿州和俄勒冈州，加拿大的亚伯达、安大略和魁

北克 3个省也加入了这个联盟。截至 2018年 12月，

联盟成员数量已由成立时的 20个增加到 80个，包

括 30个国家政府、22个地方性政府和 28个企业或

组织。

由加拿大和英国发起的发电弃用煤炭联盟，

提出到 2030年减少经合组织国家煤炭的使用，到

2050年减少全球煤炭消费量。作为联盟的发起者

和推动者，英国以“减煤”为主的能源转型效果

显著，成为了全球“弃煤”先锋[2]。2019年 5月 5
日，英国实现连续 114 h不使用煤炭发电，创工业

革命以来的最高纪录。截至 2019年 5月，英国煤

电使用量比 2018年同期减少近三分之二，无煤

发电总时长超过 1 000 h。此外，英国政府还计划

2025年关闭最后一批燃煤发电厂，以减少碳排放。

作为联盟另一倡议国，加拿大得益于自身丰富的

水电和可再生能源资源而积极支持“弃煤”政策。

加拿大政府已经宣布 2030年淘汰煤炭的目标，安

大略湖等地区已经率先实现放弃煤炭发电的任务，

阿尔伯塔省等传统煤炭基地也正积极准备在 2020
年左右淘汰现有燃煤电站，转为燃气发电。

相比之下，德国的能源转型过程则充满着不

确定性。煤炭在德国电力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

因而未来德国“弃煤”之路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政府政策因此而偶有摇摆[3]。2019年 1月 26日，德

国煤炭退出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宣布，

将在 2038年前关闭所有煤炭火力发电厂。2019年
1月 22日，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阿尔特迈尔在出席

一个能源行业会议时还表示，德国到 2030年将保

留一半煤电产能，德国无法做到同时不生产核电

和煤电，因此“必须讨论一个更长的时间表”。据

悉，退出煤电使用，会使德国主要的能源巨头公

司受到严重影响，此前，由能源集团提出的补偿

金额是 600亿欧元，但在委员会达成的方案中，政

府原则上只愿意提供 400亿欧元作为弥补。尽管如

此，德国总理默克尔仍在达沃斯举办的 2019年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承诺，德国将逐渐停止以煤炭

作为电力来源，并将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比重从现

在的 38%提升至 2030年的 65%。这一计划与德国

和欧盟在气候减排方面的承诺有关。根据德国此

前公布的气候行动目标，德国承诺将在 2020年前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 1990年排放水平的 40%，

并在2030年实现55%的减排目标[4]。
美国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在“弃煤”问题上

出现了较大差异，更与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

黎协定》的立场和“让煤炭再次伟大”的政策针

锋相对。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加州为代表的部

分州已经加入了联盟，并制定了“弃煤”时间表

（表1）。

表1 美国部分州煤电占比及“弃煤”时间

注：截至2017年7月。

一方面，煤炭在全球能源系统中仍占据核心

地位，由于价格实惠、储量丰富、便于运输等特

点，煤炭仍然是很多国家的主体能源。特别是在

中国、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煤炭提供了基础能源

安全保障，支撑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但另一方

面，欧盟 28国淘汰煤炭的步伐逐步推进，淘汰政

策已经在欧洲国家广泛发布并实施。为了落实

《巴黎协定》中的节能减排目标，欧洲各国政府相

继列出放弃煤电的时间表：英国决定在 2025年前

关闭所有煤电设施；法国计划到 2021年关闭所有

燃煤电厂；芬兰计划到 2030年全面禁煤；西班牙

电力集团计划到 2020年完全关闭燃煤电厂；荷兰

计划从2030年起禁止使用煤炭发电。

1.2 “联盟”主要目标和对煤炭的质疑

联盟的反煤炭倡议是由英国、加拿大、马绍

尔群岛共和国发起，明确提出在 2030年之前逐步

淘汰燃煤发电，旨在推动清洁能源取代煤炭能源，

促进减排技术共享，以及鼓励更多国家减少使用

州

加利福尼亚州

马萨诸塞州

纽约州

俄勒冈州

康涅狄格州

夏威夷州

华盛顿州

煤电占比/%
0
7
4
4
4
7
3

“弃煤”时间/年
2014
2017
2020
2020
2021
2022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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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联盟成员承诺制定详细的煤炭淘汰目标与

实施计划，同时不再对国内外煤炭发电进行投资。

联盟成员们表示将与企业、民间组织和政府合作，

提供技术和实际性的帮助，加速全球能源供应格

局向远离煤炭转型。联盟加快自身淘汰燃煤发电

进程的同时，还向世界表明煤炭的时代已经过去，

并启发其他国家效仿。

联盟对于煤炭行业的质疑和批评主要针对碳

排放和环境污染问题。据统计，煤炭消费占全球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40%以上，在《巴黎协定》所

明确的 2 ℃温控目标下，减少煤炭消费是大幅降低

全球碳排放的主要途径之一。该联盟认为，煤炭

是最污染的发电方式，全世界每年有近 100万人死

于燃煤造成的空气污染，减少全球的煤炭消耗应

该成为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重中之重。

1.3 达成目标的主要措施和手段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天然气在能源结

构中的比重，是联盟主要成员国能源结构去煤化

的主要路径。从具体政策操作层面看，则是采用

能源市场化竞争机制和政府规制引导结合的方式。

以英国政府为例，提出设置 450 g/kWh的发电碳排

放强度标准来约束燃煤电厂继续运营。从技术层

面说，如果煤电厂采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S），

在捕集率为 60%左右的情况下，碳排放强度可能

满足上述标准。但是，目前CCS技术和示范项目发

展进程缓慢，英国曾经计划长期开展的CCS示范项

目，因为各种原因被取消或搁浅。按照目前的发

展趋势，在 2025年以前 CCS技术的成本难以与其

他发电技术竞争，燃煤发电也将被英国电力市场

所淘汰。

2 联盟成立的背景分析

2.1 能源技术进步是提出弃煤的根本原因

随着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和普及 （图 1），新

能源技术不断成熟并带来成本的大幅下降 （尤以

风电为典型代表），促进了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在

电源结构方面的重大变化和调整。按照国际可再

生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2016年陆上风电和海上

风电的发电成本区间接近传统化石能源发电，而

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成本也逐步进入化石能源发

电的成本区间范围（图2）。

资料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2016）。

图1 2000—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变化

由于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大力发展，2017年在

欧洲一些国家相继出现了“无煤发电日”和

“100%可再生能源发电日”，这一现象在全球能源

转型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未来随着储能技

术和智能电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可再生能

注：1.发电成本均以2016年当年美元价计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中国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7.5%，世界其他地区为10%；

2.资料来同上。

图2 主要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成本变化及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区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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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并网和消纳水平将进一步大幅提高。这些现

象再次表明，能源技术的革新依旧是全球能源和

工业革命的最根本推动力之一。

2.2 能源资源禀赋条件是弃煤的客观条件

客观分析弃煤联盟中不同成员的能源结构特

点，特别是资源禀赋条件可以看出，煤炭在其能

源来源方面并不占据主导地位。首先从全球煤炭

资源赋存量方面来看，联盟成员所占比重较低，

20个弃煤发电联盟成员国合计的储量占全球总探

明 储 量 不 足 2%， 除 新 西 兰 （0.7%）、 加 拿 大

（0.6%）、墨西哥 （0.1%） 外，其他国家占比均小

于 0.05%，或者未达到 BP能源数据统计对象的纳

入门槛。资源禀赋的差异是这些国家选择能源发

展和转型道路的根本依据。

1）英国能源转型已取得显著效果，煤炭资源

濒临枯竭，加速去煤化进程。英国作为第一次工

业革命和能源革命的发源地，煤炭在其经济和能

源结构中曾长期发挥突出作用。但自“伦敦雾”

事件以来，英国政府开始了以“去煤化”为主要

特点的能源转型之路。而从自身能源供应结构看，

英国的煤炭储量和产量都不断下滑（图 3）。据BP
公司 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年底，英

国剩余煤炭资源探明储量仅有 7 000万 t，2016年
开采总量 420万 t，储采比（储量和产量之比） 小

于 2017年。产量逐年递减的原因还在于长期开采

所带来的开采条件不断恶化和成本大幅增加。无

论从环境和气候治理目标出发，还是从对能源保

障安全和经济性方面考量，去煤化对英国而言都

是一个合理的路径选择。

数据来源：BP全球能源统计（2017）。

图3 英国煤炭产量变化趋势

2） 加拿大以水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丰

富，自身煤炭消费比重较低。地理条件赋予加拿

大丰富的水力资源，发电成本更具有竞争力，因

此，煤炭在其现有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较低（图 4）。

2016年，加拿大煤炭消费总量为 1 870万 toe，而

水电消费量达到 8 780万 toe，分别占其一次能源消

费的 5.7%和 26.6%，按照目前发展趋势，煤炭在

加拿大的电力来源中会逐渐降低，完全放弃燃煤

发电对其能源结构的影响较小。而联盟成员中的

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水力发电和其他可再

生能源等清洁发电都占据本国电源结构中的主

导地位。

数据来源：同上。

图4 2016年加拿大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3）以非洲国家安哥拉为例，其石油、天然气

资源储量巨大，水资源潜力丰富，水力发电量占

该国总发电量的 75%，其余 25%来自火力发电

（以燃油和燃气为主）。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使得

安哥拉“弃煤”之路较为顺畅。由此可见，资源

约束或优势是各国选择能源转型路径的核心考量

因素和客观依据。

2.3 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是小岛国跟从“弃煤”的

内在出发点

马绍尔群岛、斐济和纽埃等太平洋岛国也加

入了联盟，但他们的人口数量、经济总量、能源

消费量相对很小，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极

为微弱。由于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和暴露度高，

这些小岛国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一直追随

英国等气候问题“引领国”的立场，他们加入

“弃煤发电联盟”更多的是想要表达自身对于气候

变化风险的担心，给煤炭消费大国施加减排压力，

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援助。

3 中国煤炭发电的潜在外部影响

3.1 气候变化与碳排放问题的现实挑战

气候变化问题与工业化革命以来大量煤炭等

化石能源的广泛使用密切相关。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缓解当前严峻的气候安全形势已经成为全球

国家的共识[5]。在 2019年 9月 23日举办的联合国气

初冬梅等：弃用煤炭发电联盟成立的背景、影响及应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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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号召各国加

大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提升《巴黎协议》中

的气候变化承诺以及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

立的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一直以

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并积极履行在应对气

候变化及减少碳排放中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虽然

是煤炭利用大国，但中国近年来在清洁高效利用

煤炭和降低煤炭行业的排放规模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绩。据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表示，

近 10年来，中国共淘汰了约 1.7亿 kWh装机容量的

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火电机组，煤炭占一次

能源的比重也已经从 72%下降到 59%，这也显示

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控制煤炭消费的决心

和措施的有效性。

然而现实挑战是，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内，煤炭仍是中国最主要的一次能源和碳

排放来源[6]。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成

为中国履行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实现温室气体减

排目标、控制总体减排成本的重要技术路径之前，

煤炭清洁化、无碳化发电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7]。
3.2 能源（电力）脱贫与生态气候的平衡

亚洲地区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电气化

的双重挑战。首先，全球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的 10个国家中有 6个在亚洲。气候变化加剧了因

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风险，全球环境表现排名垫

底的 5个国家中有 3个来自亚洲。其次，“一带一

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电气化水平

和人均用电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亚洲地区尤

甚。东南亚仍有 5亿人口缺少电力供应，1.2亿人

口生活在没有电力的环境中，占世界人口的 20%。

因此，以可承受的价格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

同时控制碳排放增速，是亚洲国家需要思考的问

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在亚洲

地区的对外投资活动日益增加。在中国投资行为

活跃的大环境下，气候风险管理对于投资所在国

落实其气候可持续发展目标十分重要。

4 中国煤电发展的有关思考

弃煤发电国际联盟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于各

国政府，其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以及外交运作能

力都要显著高于此前提出过反对煤炭立场的国际

非政府组织（NGO）。中国煤炭消费占据全球消费

总量的 50%左右，“弃煤联盟”的成立将在多个层

面对中国产生直接和潜在影响。首先，中国能源

转型的压力和承担国际碳减排责任或将加大；其

次，煤炭行业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与地位受到的影

响和质疑加大；再次，对中国企业海外煤炭能源

行业投资合作产生潜在不利影响。鉴于此，建议

采取以下4方面的应对措施。

1）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战略研判煤炭在未来全

球和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从资源的属性来看，

煤炭资源储量仍然巨大，且分布广泛，在大多数

国家仍是发电最具有经济性的燃料和生产原料之

一，且煤炭在绿色开采、高效低碳转化方面已经

取得了诸多公认的改进和变革。本轮全球能源转

型是以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对传统

化石能源规模化替代为主旋律，但是同样不能排

除和无视传统能源通过技术革新而实现绿色清洁

低碳提升的潜力、作用和意义。未来在世界和中

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战略定位有待进一步综

合研判。

2）需要更加全面综合把握中国能源转型路径

选择和进程，肯定中国能源转型成就的同时更要

深刻认识转型的紧迫性。在世界能源结构以及全

球环境和气候治理机制进入深度转型期的背景下，

坚定中国能源转型路径“道路自信”的同时，在

能源转型进程和节奏的把握方面需要更加全面审

慎以及更具前瞻性。需要进一步分析预判《巴黎

协定》明确的 2 ℃甚至 1.5 ℃温升目标和集体行动

机制的深远影响，从全球层面明晰未来中国碳排

放空间和能源发展的碳排放约束。

3）继续加大煤炭绿色低碳开发利用相关科技

研发与示范，加快实施煤炭重大工程战略。按照

清洁化、低碳化的能源转型方向和目标，继续依

托科技创新支撑和提升煤炭开发、利用与转化的

绿色低碳化水平，加快实施煤炭重大工程，构建

符合中国国情的安全稳定清洁高效的绿色能源体

系，以科技支撑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硬实力。

4）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引领开展

煤炭行业全球治理和公众宣传。政府和企业需要

更好地定义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和逻辑，

通过中国的能源转型实践，树立高碳能源可以实

现绿色低碳转化利用的意识和理念，提高各界对

煤炭行业绿色化发展的信任度和认可度[8]。中国企

业在“走出去”开展涉煤能源投资合作中，要研

究分析并回应好国际社会对于煤炭行业的质疑，

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煤炭行业宣传，减少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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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潜在风险[9-10]。
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应

把投资战略与《巴黎协定》长期气候目标紧密结

合起来，将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纳入“一带一

路”合作的战略规划层面。基于中国低碳发展过

程中在机制建设、政策规划、资金与技术方面积

累的经验与教训，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

家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落实 《巴黎协定》

的长期目标，构建“绿色”丝绸之路。尽管印度

尼西亚、越南和巴基斯坦计划大规模新增煤电装

机，但“一带一路”电力投资应有选择性地投资

新增煤电项目，并确保采用高效低排的煤电技术，

且将CCUS技术纳入考量。中国具有煤电清洁技术

的优势，可以通过产能合作，采用高效低排的最

新煤电技术，以更高的煤电技术标准满足其新增

电力需求，最大程度控制新增煤电带来的碳排放

增幅。新建煤电项目也需将未来应用 CCUS技术

对煤电厂规模和建设场地的要求纳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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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气候变化是关系人类生存和长远发展的重大

挑战，《巴黎协定》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共同应对气

候变化的政治共识和温控目标，实现低碳发展日

益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工业革

命以来，人类对化石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是大气

中温室气体浓度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煤炭、石

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排放的CO2等温室气体，分

别占全球 CO2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70%和 60%[1]，
能源低碳化已成为新一轮能源变革的主流方向。

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

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1/4，面临的碳减排压力

日趋增大[2]。从发展阶段看，我国仍处于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能源消费总量仍将上升，经

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有效控制碳排放量、探索低碳

化发展路径是我国重要的政策导向。我国积极推

进碳排放管控，在单位GDP能源消费强度、单位

GDP的碳强度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2005—
2015年，我国以年均 5.1%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国民经济年均 9.5%的增长，全国GDP增长 1.48
倍，碳排放强度下降 38.6%，但同期的碳排放总量

仍上升了52.3%。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要成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

者[3]。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关乎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更是我国履行国

际承诺、体现大国责任的重要载体。能源结构优

化是实现长期碳减排目标、推进我国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于碳约束条件下能源结构优化以及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的相关研究较少，亟待以多维度、长

碳约束条件下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战略研究

张 凯 1，2，李全生 1，2

（1.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11；2.煤炭开采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09）

摘 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减排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巴黎协定》形成了以“国家

自主贡献+全球盘点”为主的集体减排行动模式。阐述了我国能源结构与碳排放现状，针对煤炭行

业，从开发、利用和转化 3个方面分析了碳排放的现状与发展难题，并分析了煤炭行业碳排放的发

展趋势。提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战略和政策建议，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支撑。

关键词：碳约束；能源结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能源与气候管理

中图分类号： F407.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1－0010－05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研究项目（2016-ZD-07）

Strategic research on clean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al in China
under carbon constraint conditions

Zhang Kai 1，2，Li Quansheng 1，2

（1.National Energy Investment Group Co.，Ltd.，Beijing 100011，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Mining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Beijing 102209，China）

Abstract：Actively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and controll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
al consensus. The Paris Agreement has formed a collective emission reduction action model based on “national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 + global inventory”. The energy structure and carbon emission status of China are elaborated. For the coal indus⁃
try，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carbon emission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development，uti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coal industry was analyzed. The strategy and policy rec⁃
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for clean and efficient use of coal to provide support for building a clean，low-carbon，safe and
efficient energy system.
Key words：carbon constraint；energy structure；clean and efficient use of coal；energy and climat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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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的视角，系统分析比选和优化未来适合我国

国情的煤炭转型发展路径。

1 我国能源结构与碳排放现状

1.1 我国能源结构现状

2017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 44.9亿 tce，其中，

煤炭消费 27.1亿 tce，石油消费 8.4亿 tce，天然气

消费 3.2亿 tce，非化石能源消费 6.2亿 tce。化石能

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86.2%，是我国能源消费

的主体[4]。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相比，我国煤炭消

费占比高达 60.4%，远高于 27.6%的世界平均水

平。与其他化石能源相比，煤炭碳排放系数为

2.64 t CO2/tce，在所有化石能源中的碳排放系数最

高 （石油为 2.08 t CO2/ tce、天然气为 1.63 t CO2/
tce），是典型高碳能源，大规模的煤炭利用是我国

碳排放总量较高的主要原因。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

过程中，能源消费总量仍将增长[5-6]。由于我国能

源资源禀赋“富煤、贫油、少气”、煤炭开发利用

成本相对较低以及非化石能源发展存在瓶颈等因

素，决定了化石能源特别是碳排放强度更高的煤

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仍将占据

主导地位。

1.2 我国碳排放现状

我国碳排放量在 2003年超过欧盟，2006年超

过美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2017年，

全球来自化石能源燃烧的CO2排放总量为 334.4亿 t
（图 1），其中，我国排放量约为 92.33亿 t，占比

27.6%，是美国的1.8倍，欧盟的2.6倍[7]。

图1 中国、美国、欧盟1965—2017年CO2排放量变化

我国历史累计排放量接近欧盟，人均CO2排放

量高于全球平均值。1965—2017年，我国累计排

放量约为 1 879亿 t，欧盟为 2 162亿 t，仅相差 283
亿 t。全球人均CO2排放量约为 4.0 t/人，我国人均

年 CO2排放量为 6.7 t/人，远高于全球人均碳排放

水平，甚至已经超过欧盟的人均值[8-9]。
1.3 化石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体

化石能源燃烧导致的CO2排放是最主要的温室

气体排放源。据 IPCC第 5次评估报告，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中，CO2 排放量约占 76%、甲烷约占

16%、氧化亚氮约占 6%、氟化气体约占 2%。CO2
排放来源包括化石能源燃烧、工业过程、森林和

土地利用变化、农业等，其中，化石能源燃烧导

致的 CO2排放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约占 85%[10]

（图2）。

图2 2017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和CO2排放结构

优化能源结构是减缓碳排放的关键。我国以

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能源系统的碳排放强度

较高，2017年，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费所

产生的CO2排放分别占当年总排放量的 76%、19%
和 5%，能源结构优化对我国长期碳减排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

2 我国煤炭产业碳排放现状与难题

2.1 煤炭开发

近年来，在去产能背景下，煤炭产业结构加

快调整，发展质量不断提高。2017年，大型煤炭

企业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 97.1%，接近发达国家水

平，部分特大型煤矿的技术面貌和效率处于世界

张 凯等：碳约束条件下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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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水平，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改善。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煤炭开发吨煤能耗、吨煤瓦

斯排空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使得碳排放总量及强

度下降趋势明显（图3）。

图3 煤炭开发环节的历史碳排放量和强度

虽然煤炭开发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但仍存在

不少问题，主要是一些煤矿高耗能及老旧设备多，

一些煤矿采掘系统不合理、地面系统能耗高等，

煤矿瓦斯抽采率和利用率依然较低，排空量依然

较大。

2.2 煤炭利用

2016年，我国煤炭消费 27亿 tce，煤炭利用行

业 （煤电、供热、工业用煤、民用散煤） 煤炭消

费 25.3亿 tce，约占煤炭消费总量的 93.7%。其中，

燃煤发电耗煤量 11.6亿 tce，相应碳排放量约为

30.6亿 t；供热用煤 1.9亿 tce，相应碳排放约为 5.0
亿 t；工业用煤 9.5亿 tce，相应碳排放量约为 25.1
亿 t，其中，钢铁用煤 4.4亿 tce，碳排放 11.7亿 t，
建材用煤 2.0亿 t，碳排放 5.3亿 t，钢铁、建材行业

用煤约占工业用煤总量的 67.4%；民用散烧煤消费

量2.3亿 tce，相应碳排放量6.0亿 t（图4）。

图4 2016年中国煤炭利用行业煤炭消费及碳排放

煤炭利用行业节能减排也取得重要进展，单

位发电量CO2排放量下降显著，2016年我国单位发

电量CO2排放量比 2005年下降 31%。但我国煤炭利

用总量大，先进技术应用比例相对较低，替代落

后技术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时间，煤炭能源利用的

能耗高、污染重、碳排放量大等问题仍然有待解

决。“十三五”规划所限制的煤炭消费总量上限、

CO2峰值与非化石能源占比，使得我国煤炭利用面

临巨大的碳减排压力。

2.3 煤炭转化

2017年，煤化工耗煤量 （不包括焦炭） 达到

2.42亿 t，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 6.3%。我国煤化

工 CO2排放为 2.86亿 t，同比增长 1.4%，占全国

CO2排放总量的 3.1%。传统煤化工CO2排放自 2015
年以来持续减少，2017年，仅为 1.57亿 t，占比相

比 2010年下降 30.6%。2017年现代煤化工CO2排放

达到1.28亿 t，占比达到44.9%。

3 我国煤炭产业碳排放趋势分析

3.1 煤炭开发

未来，我国煤炭开发碳排放将继续下降。一

方面，煤炭开发继续向晋陕蒙新集中，煤炭资源

开采条件相对较好、瓦斯含量相对低，适合建设

大型、特大型现代化煤矿。集约化生产将使吨煤

能耗降低，随着瓦斯抽采和利用率提高，吨煤瓦

斯排空量也将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煤炭

产量达峰后，将呈下降趋势，煤炭开发能耗总量

和瓦斯排空总量相应下降。

3.2 煤炭利用

清洁、高效、低碳是煤炭利用的发展趋势。

通过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积极推进清洁高效燃煤

发电技术、工业锅炉节能降耗以及低碳技术的研

发和应用，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加大力度淘汰落

后工业产能，大力推进民用散煤替代，煤炭利用

碳排放也将进一步下降。

3.3 煤炭转化

随着我国油气能源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

发展现代煤化工对能源安全更具有战略意义。《煤

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指出，未来

短期内将重点发展煤制油、煤制天然气、低阶煤

分质利用、煤制化学品与煤炭和石油综合利用，

一批在建示范项目将陆续投产。更有大批示范项

目处于前期规划阶段，发展现代煤化工的意愿较

强烈，碳排放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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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煤炭产业低碳发展战略举措

4.1 战略思路

4.1.1 秉持担当，兼顾实际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下，中国应在国际社会树立正面的、负责任的大

国形象。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关系人类社会共同

发展，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是碳减排的主要领域，但是转型发展既要考虑到

碳减排、生态环境约束等，也要兼顾国情和资源

实际。能源转型是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必须服

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能源结构优化有

其自身的科学规律和发展惯性，需要综合考量资

源赋存、技术条件、经济效益、环境影响、社会

成本与效率等多种因素。碳减排与能源发展是相

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协同过程，合理确定碳排放

空间和优化能源结构是积极履行大国责任的前提，

也是促进新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

4.1.2 节能优先，低碳引领

始终坚持节能是最大减排、低碳是长期方向

的发展理念。把节能作为推进减排和提高效益的

最大着力点，逐步构建以系统节能为统领，以工

业、建筑、交通和居民生活为关键节能领域的节

能体系，在技术节能、设备节能、管理节能的持

续创新基础上，重点加强系统节能优化研究与推

广，对重点工业领域、能源系统加强能量流、物

质流的耦合以及供应侧、需求侧的协同，持续提

升能源综合利用水平和科学用能水平。加快推进

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转

型的导向，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4.1.3 系统优化，创新协同

能源结构与政策导向、产业结构、资源条件、

科技水平、用能习惯等密切相关，需要统筹协调

多方关系。从能源供给侧看，提高化石能源清洁

高效供给，提升非化石能源规模和效益是推进供

给侧结构优化的重点；从能源需求侧看，加大终

端用能科学化水平和清洁能源用能比例，引导良

好的用能消费习惯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

出创新和驱动发展的引领作用，重点加强关键共

性领域、“卡脖子”工程的科技攻关，重点加强现

代能源服务体系、新型商业模式的管理创新，推

动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双轮驱动发展，大力提高

能源系统、经济系统、环境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

4.2 战略举措

4.2.1 坚持节能优先

全面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和“最大减排”

的发展理念，提升能源系统综合效率。将节能提

效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探索建

立市场机制，激励引导企业绿色节能产品生产和

居民消费，贯彻强制性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逐步扩大绿色建筑标准强制执行范围，落实阶梯

电价和差别电价相关价格政策，定期开展能源审

计、能效诊断，发掘节能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

技术、新能源材料、新能源系统与现代高性能绿

色建筑设计和建造深入融合发展。

4.2.2 加快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一是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发展煤炭开发安

全高效技术，促进煤炭安全智能精准开采；发展

煤矿瓦斯逸散减排技术，鼓励煤与瓦斯共采，支

持发展煤矿瓦斯抽采、利用、提纯及运输等环

节的适用性关键技术，提高煤矿瓦斯抽采和利

用水平。

二是严控燃煤发电装机规模以及下游钢铁、

建材等产能过剩行业发展，实行产能置换机制，

加大淘汰落后工业产能，严控散煤燃烧规模，有

序推进电能替代，全面提升煤炭行业清洁高效利

用水平。

三是有序推进煤化工项目建设，对于重大关

键共性技术和重大装备，积极开展科技攻关，积

极拓展煤化工高浓度CO2的资源化利用途径，优化

产业布局，按照“量力而行、量水而行、量环境

承载能力而行”的布局要求，推进煤化工“产业

园区化、装置大型化、生产柔性化、产品多元化”

发展。

4.2.3 加快推动低碳能源利用技术创新

加快发展低透气性煤层强化抽采技术、井上

下联合抽采技术、低浓度瓦斯利用技术等适用性

关键技术；推进 700 ℃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锅炉与汽

轮机、节能型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新型煤气

化炉等重大能源装备的自主开发和煤分级转化综

合利用技术研发。

加快以可再生能源供电技术模式创新，重点

加强未来非化石能源配套低成本高效电池储能、

氢能储能等系统技术研究。加快推进能源技术和

信息技术全面融合，加强能源互联网与能源系统

耦合技术创新，通过能源智能管理系统对分布式

能源、微网和储能装置等进行协调控制，全面促

张 凯等：碳约束条件下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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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智能交通、智能建筑和智能生产的快速发展。

4.2.4 逐步完善能源与气候管理体系

突出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进一步通过碳定价机制理顺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

源的价格竞争力关系。继续深化能源、电力行业

市场化改革，完善电力调度、市场化交易和辅助

服务等系列机制，建立科学合理、区别对待的市

场化调度机制。通过碳税和碳交易市场协调补充，

逐步使不同电力、能源品种的碳排放成本反应在

定价体系中，通过市场手段形成对非化石能源发

展的长期激励机制。

适时建立中长期国家碳排放总量预算管理制

度，碳排放管控方式逐步由强度管理向总量管理

转变，设定阶段性与长期性碳排放总量约束目标，

为能源和电力企业提供明确、透明的政策导向和

政策环境。

稳步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发展，逐步用碳市

场统一各类绿色能源政策。适时扩大碳市场纳入

行业，丰富碳排放与碳减排核算方法标准，引导

企业构建内部碳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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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

平高低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炼焦煤作为

钢铁工业基础能源和主要原料，高质量且持续稳

定供应的炼焦煤必然成为钢铁工业蓬勃发展的基

础。纵观世界煤炭资源，炼焦煤所占硬煤比例不

足 10%[1]。我国作为煤炭储备大国，但炼焦煤资源

不足，仅占我国煤炭资源储量的 18.9%[2]。同时，

炼焦煤中气煤占47%，优质的焦煤和肥煤所占比例

还不到 10%[3-8]。优质炼焦煤矿区已基本开发完毕，

很难再有大规模完整的炼焦煤煤田，炼焦煤资源

出现不同程度的浪费，加剧了炼焦煤的整体产出

受限和优质炼焦煤的稀缺程度[9]。近 10年来，国内

4 000 m3级巨型高炉发展较快，截至 2015年 10月，

4 000 m3以上级高炉已有21座。未来几年，我国计

划将继续新增高炉产能。大型高炉所要求的原燃

料质量要比中小高炉高，但是提高焦炭质量的最

好方法是提高炼焦的主焦煤配比[10-12]。因此，利用

钢铁需求量预测炼焦煤需求量，对保护炼焦煤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3-15]。

1 预测方法选择与理论基础

时间序列分析法就是将经济发展变化等同变

数的一组观察值，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构成统

计的时间序列，然后运用一定的数字方法使其向

外延伸，预计市场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确定市

场预测值。该方法承认事物发展的延续性，应用

过去数据，针对能推测事物的发展趋势，考虑事

基于我国GDP发展的钢-焦炭-炼焦煤需求预测分析

吴玉程 1
，王雪峰 2

，包研科 3
，邓存宝 2

，陈 曦 2
，金铃子 4

（1.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2.太原理工大学 安全与应急管理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理学院，辽宁 阜新 123000； 4.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 阜新 123000）

摘 要：为了保护炼焦煤资源，从国家宏观经济预测的钢铁需求量出发，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法，通

过时间序列的基指数与环比指数对我国的GDP发展进行预测，再通过钢铁发展与GDP发展态势几

乎吻合的特性，通过GDP与生钢之间的关联性分析，预测未来生钢需求量，利用预测的生钢需求

量与关联性分析法对生铁需求量进行预测，由于高炉炼铁工艺对焦炭的需求是其本质属性，可以通

过预测生铁需求量对炼焦煤 2040年前需求量进行预测，从而为制定炼焦煤资源保护政策提供重要

的数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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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 analysis of steel-coke-coking coal demand based on China's GDP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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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protect the coking coal resources，starting from the state's macroeconomic forecast of steel demand，the
time series analysis method were used to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DP through the time series' base index and the
ring index. Thr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eel development and GDP development，the demand for future steel production was
predic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inkage between GDP and raw steel. Then using the predicted raw steel demand and cor⁃
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demand for pig iron was predicted. Finally，because the demand for coke in the blast furnace
ironmaking process is its essential attribute， the demand for coking coal by 2040 can be predict through predicting the de⁃
mand for pig iron，which is an important numerical basis for formulating the policy of coking coal resource protection.
Key words：GDP；time series；correlation；coking coal；raw steel；pig iron；demand

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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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发展的随机性。任何事物发展都可能受偶然因

素影响，为此要利用统计分析中加权平均法对历

史数据进行处理。该方法简单易行，便于掌握，

时间序列预测一般反映 3种实际变化规律：趋势变

化、周期性变化、随机性变化。根据系统观测得

到的时间序列数据，它一般采用曲线拟合和参数

估计方法 （如非线性最小二乘法） 进行。以 GDP
为宏观经济指标的多因素叠加分析中，各个因素

的随机性扰动远大于GDP本身。特别是中长期预

测分析中，由于各个因素的“惯性”和“弹性”

较差，通过结构模型传递给宏观的 GDP，往往导

致GDP预测结论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对GDP
进行中长期预测分析，应直接采用时间序列分析，

预测的结论更可信赖[16-17]。

2 炼焦煤需求量预测分析

我国炼焦煤的消耗数量与钢铁工业的发展水

平和生产能力密切相关，而钢铁的生产和消费能

力又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以及发展阶段密切相

关。因此，要做出我国宏观经济对炼焦煤资源的

需求分析，首先要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做出预

测，在此基础上，还要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

阶段对钢铁的需求以及钢铁对炼焦煤需求的规律，

做出GDP与粗钢产量的关联性分析、粗钢产量与

生铁产量的关联性分析、生铁产量与焦炭量的关

联性分析以及焦炭与炼焦煤需求量的关联性分析，

通过这一系列的关联分析，构成钢铁工业对炼焦

煤资源的需求分析，资源性产品产量之间的关联

性是由供需关系决定。2001—2016年，我国GDP、
粗钢产量和生铁产量等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

参考我国第 5个宏观经济周期上行期经济增长

速度的变化特征，同时也参考了美国大规模基础

建设时期基建投资对GDP贡献问题的研究，采用

模型（1）为

当 t=2017，2018，2019时：

GDP年增长率 = 1 - y ( )t - 1
y ( )t

当 t>2019时：

GDP年增长率 =
( )1 - y ( )t - 1

y ( )t
× ( )1 + 0.025exp ( )0.065 ( )t - 2020 （1）

对GDP年增长速度进行预测，模型参数的确

定参考不同研究对我国GDP发展下限的估计，也

参考了科技创新和广义第三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

发达国家GDP年增长速度的平均值，计算出我国

GDP发展预测结果，见表2。
2.1 基于GDP预测的粗钢需求量

对变量之间关联性的分析，最基本的方法，

一是考察两个变量的联动性，二是考察两个变量

趋势的一致性或变异性。考察变量之间联动关系

常用的统计指标是环比指数，考察两个变量趋势

的一致性或变异性常用的统计指标是定基比指数。

首先，定义两个环比指数序列的动态相关性。设

单位时间间隔 [ t, t + 1 )，称为时间窗口。设序列 1
的窗口变化速率为 k1 ( )t ，序列 2的窗口变化速率为

k2 ( )t ，定义窗口相关系数，如式（2）其绝对值的

大小反映两个序列的窗口“同态性”，即同增同减

且变化幅度相近的态势。

r ( )t = 1 + k1 ( )t k2 ( )t
1 + k21 ( )t 1 + k22 ( )t

（2）

σ ( )t = 1 - k1 ( )t
k2 ( )t

（3）
另外，定义两个定基比指数序列的趋势变异

性。在时间窗口 [ t, t + 1 )上，定义窗口变异系数，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亿元

110 863
121 717
137 422
161 840
187 319
219 439
270 232
319 516

粗钢产量

/万 t
15 103
18 225
22 234
27 279
35 579
42 102
49 490
50 049

生铁产量

/万 t
14 541
17 075
20 231
25 185
33 041
40 417
46 818
46 765

焦炭产量

/万 t
13 131
14 280
17 776
20 619
26 512
30 074
33 105
32 314

炼焦原煤

产量/万 t
53 100
40 700
78 100
85 500
89 600
55 500
95 600
100 300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GDP
/亿元

349 081
413 030
489 301
540 367
595 244
643 974
689 052
744 127

粗钢产量

/万 t
56 784
65 000
69 500
71 654
78 179
81 568
79 739
80 667

生铁产量

/万 t
54 583
57 500
63 448
66 507
70 673
70 873
69 154
69 518

焦炭产量

/万 t
35 744
38 658
43 433
43 832
48 179
47 981
44 823
44 912

炼焦原煤

产量/万 t
111 000
95 300
122 500
131 500
133 300
127 300
124 500
109 600

表1 2001—2016年我国GDP、粗钢产量和生铁产量等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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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式（3）其绝对值的大小反映两个序列演化趋势

的窗口背离程度。符号的正或负反映窗口变化速

率的相对快慢。由于定基指数往往具有指数趋势，

数据围绕趋势线波动，因此窗口变异系数可以理

解为凸性变量，即窗口观测值的增大代表整体关

联性下降。GDP、粗钢、生铁、焦炭、炼焦原煤产

量的环比指数、定基比指数如图 1、图 2所示，5
条折线的变化具有较强的“同态性”，表明在 2001
—2016年期间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 GDP、粗钢、

生铁、焦炭、炼焦原煤产量之间存在较强的联动

关系。

图1 GDP、粗钢、生铁、焦炭、炼焦原煤产量环比指数

图2 GDP、粗钢、生铁、焦炭、炼焦原煤产量定基比指数

表 3 GDP与粗钢产量的窗口相关系数与窗口变异系数

观察表 3相关系数，存在 6个负值，表明国民

经济运行在这些年份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观察

2001—2016年的窗口相关系数的均值为 0.58，反

映这个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对钢铁行业的发展

具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性，由于窗口相关系数的值

介于-1和 1之间，整体观察GDP与粗钢产量的联

动在逐渐趋于理性。所以基于GDP的粗钢需求量

与观测数据见表4。
研究表明，无论是由环比指数评价的动态相

关性还是定基指数评价的趋势变异性，GDP与粗

钢产量之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这是基于GDP预
测进行粗钢需求量预测的客观依据。为简便和直

观，这里采用式（4）。

cg ( )t = r ( )t •gdp ( )t （4）
作为粗钢需求量预测模型，其中，gdp ( )t 为 t

年的GDP值；cg ( )t 为 t 年的粗钢产量；r ( )t 为关联

年份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相关系数

0.998 6
0.944 9
0.721 9
-0.833 0
-0.765 3
-0.477 0
0.990 2
-0.981 7

变异系数

-1.111 3
-0.873 8
-0.516 6
-1.391 2
-0.490 7
-0.067 7
0.916 7
-0.672 1

年份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均值

相关系数

0.783 4
-0.017 2
0.991 3
-0.107 9
0.965 5
0.853 7
0.875 5
0.58

变异系数

0.056 9
0.566 9
0.690 4
0.127 2
0.489 5
1.297 8
0.876 3
-0.01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GDP指数

424.2
453.9
485.7
519.9
552.4
585.3
618.7
653.3
689.1
728.2
768.0
809.7

GDP增长率/%
7.0
7.0
7.0
6.8
6.4
6.1
5.9
5.8
5.7
5.8
5.7
5.6

GDP值/万亿元

79.65
85.23
91.43
97.67
103.76
109.93
116.21
122.70
129.40
136.70
144.16
152.00

年份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GDP指数

853.1
895.4
938.6
981.5
1 024.3
1 069.7
1 115.4
1 164.1
1 214.9
1 267.7
1 320.8
1 374.9

GDP增长率/%
5.5
5.2
5.0
4.9
4.7
4.7
4.6
4.6
4.6
4.6
4.6
4.5

GDP值/万亿元

160.13
168.07
176.17
184.39
192.41
200.90
209.47
218.57
228.06
237.92
248.10
258.23

表2 我国GDP的发展预测值

吴玉程等：基于我国GDP发展的钢-焦炭-炼焦煤需求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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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表示每亿元GDP的粗钢产量支撑度（单位：

万 t/亿元）。建模的关键是给出具有较好的拟合优

度的 r ( )t 模型。r ( )t 的模型观测数据由 2001—2017
年的粗钢产量和GDP的比值给出，见表 5。经反复

比较和筛选，确定GDP的粗钢支撑度匹配模型为

组合模型，如式（5）。

r1 ( )t = A1e-B1 || t - 2006

r2 ( )t = A2e-B2 ( )t - 2006 2 + C2
r ( )t = M1r1 ( )t + M2r2 ( )t （5）

在模型拟合时，引进如下约束条件：图像过

观测数据的峰值点 （2006，0.218 5） 和预测原点

（2017，0.104 4），即模型拟合满足条件。

A1 = 0.218 5
A2 + C2 = 0.128 5
A1•e

-11B1 = 0.104 4

M1 + M2 = 1 （6）
拟合参数A1，B1，A2，B2，C2和 M1，M2。拟

合计算考虑了国家“十三五”粗钢产能规划的要

求，2020年粗钢产量控制在 7.5亿～8亿 t的水平，

取中值折算GDP的粗钢支撑度，拟合计算添加数

据点（2020，0.079 55）。

模型拟合结果为

A1 = 0.218 5 B1 = 0.067 1 A2 = 0.203 5 B2 = 0.006 8
C2 = 0.015 0 M1 = 0.787 8 M2 = 0.212 2
即

r ( )t = 0.172 1e-0.067 1 || t - 2006 + 0.043 1e-0.006 8 ( )t - 2006 2 + 0.003 1
模型拟合残差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2.8%，建模

数据和拟合计算结果见表5。
2018—2040年粗钢需求量暨产量预测结果见

表6。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GDP值
/亿元

110 863
121 717
137 422
161 840
187 319
219 439
270 232
319 516
349 081

粗钢产

量/万 t
17 553
21 096
25 632
31 319
40 681
47 942
56 122
56 520
63 859

粗钢

支撑度

0.158 3
0.173 3
0.186 5
0.193 5
0.217 2
0.218 5
0.207 7
0.176 9
0.182 9

粗钢产量

模型值

18 035
21 120
25 360
31 675
38 780
47 946
55 945
62 534
64 420

相对

误差/%
2.7
0.1
1.1
1.1
4.7
0.0
0.3
10.6
0.9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GDP值
/亿元

413 030
489 301
540 367
595 244
643 974
689 052
744 127
796 500

粗钢产

量/万 t
71 531
78 282
81 180
90 894
90 541
88 127
88 246
83 173

粗钢

支撑度

0.173 2
0.160 0
0.150 2
0.152 7
0.140 6
0.127 9
0.118 6
0.104 4

粗钢产量

模型值

71 669
79 600
82 172
84 369
84 847
84 184
84 124
83 178

相对

误差/%
0.2
1.7
1.2
7.2
6.3
4.5
4.7
0.0

表5 粗钢产量模型拟合结果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GDP值
/亿元

110 863
121 717
137 422
161 840
187 319
219 439
270232
319 516
349 081

粗钢（统计

值） /万元

15 103
18 225
22 234
27 279
35 579
42 102
49 490
50 049
56 784

粗钢产量

（修正值） /万 t
17 553
21 096
25 632
31 319
40 681
47 942
56 122
56 520
63 859

粗钢表观消费量

（修正值） /万 t
15 900
19 200
24 300
27 900
33 100
36 700
41 200
42 810
53 134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GDP值
/亿元

413 030
489 301
540 367
595 244
643 974
689 052
744 127
796 500

粗钢（统计

值） /万 t
63 874
70 197
73 104
82 200
82 231
80 382
80 837
83 173

粗钢产量

（修正值） /万 t
71 531
78 282
81 180
90 894
90 541
88 127
88 246
83 173

粗钢表观消费量

（修正值） /万 t
58 627
64 120
66 010
77 000
73 920
69 854
70 900
72 500

表4 2001—2017年我国GDP、粗钢产量和消费量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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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粗钢需求量预测值 万 t

2.2 基于粗钢产量预测生铁产量

2.2.1 粗钢产量与生铁产量的关联性分析

粗钢产量与生铁产量的关联性是“高炉—转

炉”长流程炼钢工艺的自然属性。由图 1可知粗钢

产量与生铁产量环比指数之间的动态演化特征，

粗钢产量与生铁之间存在极强的联动性。从图 2中
可以看出，在 2009年之前，粗钢产量和生铁产量

的趋势过程几乎一致，自 2010年后，虽然二者趋

势过程的态势相似，进一步观察环比指数的相关

系数和定基比指数的变异系数，计算结果见表7。
表 7中，2011—2016年环比指数之间相关系数

的均值为0.916 6，定基比指数弱变异系数为0.188 7。

环比指数之间事物强相关性和定基比指数弱变异

性为利用铁钢比关系，由粗钢产量预测生铁产量

奠定了客观基础。

2.2.2 基于炼钢装备现状的年生铁产量预测

采用铁钢比模型作为生铁需求量预测模型，

如式（7）。

st ( )t = r ( )t •cg ( )t （7）
其中，st ( )t 为 t 年的生铁产量；cg ( )t 为 t 年的

粗钢产量；r ( )t 为关联系数，表示冶炼每吨粗钢的

生铁支撑度（单位：%）。建模的核心是选择合适

的模型拟合 r ( )t 的统计观测数据。

对 2001—2017年的“生铁产量/粗钢产量”数

据散点图进行反复观察实验，确定模型如式（8）。

r ( )t = Ae-B ( )t - 2001 （8）
模型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为 A = 0.862 1，

B = 0.002 5，生铁产量预测原始数据和模型拟合计

算结果，见表8。
模型拟合的平均相对误差约为 2.7%。由于在

模型拟合过程中，粗钢产量数据是在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统计数据基础上，参考了殷瑞钰院士在

2018年 3月“第 9届钢铁发展论坛”所做报告中关

于“地条钢”表外产量后的修正值，所以表 8中粗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需求量

823 00
812 00
798 00
782 00
764 00
745 00
727 00
711 00

年份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需求量

69 600
68 200
67 000
65 700
64 500
63 200
61 900
60 700

年份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需求量

59 500
58 300
57 300
56 300
55 300
54 400
53 400

年份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相关系数

1.000 0
0.993 2
0.695 3
0.999 8
0.999 6

变异系数

0.157 0
0.182 3
-0.019 9
0.016 9
-0.174 5

年份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相关系数

0.728 1
1.000 0
0.999 8
-0.646 3
-0.946 3

变异系数

0.100 1
1.098 5
-0.205 7
0.631 2
-0.372 9

年份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相关系数

0.997 1
0.903 9
0.999 2
0.979 6
0.999 2

变异系数

-0.475 0
0.336 9
0.938 7
0.023 8
0.592 6

表7 粗钢产量与生铁产量的窗口相关系数与变异系数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粗钢产

量/万 t
175 53
210 96
256 32
313 19
406 81
479 42
561 22
565 20
638 59

生铁产

量/万 t
145 41
170 75
202 31
251 85
330 41
404 17
468 18
467 65
545 83

生铁

支撑度

0.828 4
0.809 4
0.789 3
0.804 1
0.812 2
0.843 0
0.834 2
0.827 4
0.854 7

模型

拟合值

145 01
173 84
210 69
256 79
332 72
391 13
456 72
458 81
517 09

相对误

差/%
0.3
1.8
4.1
2.0
0.7
3.2
2.4
1.9
5.3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粗钢

产量/万 t
715 31
782 82
811 80
908 94
905 41
88127
882 46
831 73

生铁

产量/万 t
575 00
634 48
665 07
706 73
708 73
691 54
695 18
710 76

生铁

支撑度

0.803 8
0.810 5
0.819 3
0.777 5
0.782 8
0.784 7
0.787 8
0.854 6

模型拟

合值

57 777
63 072
65 244
72 868
72 404
70 298
70 217
66 015

相对

误差/%
0.5
0.6
1.9
3.1
2.2
1.7
1.0
7.1

表 8 生铁产量预测原始数据和模型拟合结果

吴玉程等：基于我国GDP发展的钢-焦炭-炼焦煤需求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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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产量与生铁产量的差值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

国内粗钢冶炼过程中废钢铁循环利用的水平。假

定未来粗钢冶炼的主流工艺仍为“高炉+转炉”的

长流程工艺，对 2018—2040年生铁需求量暨产量

进行预测，结果见表9。
2.3 基于生铁产量预测焦炭、炼焦煤需求量

2.3.1 生铁产量与焦炭、炼焦煤产量的关联性分析

高炉炼铁工艺对焦炭的需求是其本质属性，

焦炭由炼焦煤而来，2001—2016年生铁、焦炭和

炼焦原煤产量统计数据，见表10。
若忽略 2002年、2006年和 2010年炼焦煤产量

的异常收缩，由表 9可见，生铁、焦炭和炼焦煤产

量的动态演化特征是极其相似的。生铁与焦炭产

量环比指数的相关系数均值为 0.965 8，表明在二

者的时序演化特征具有较高的统计可靠性；定基

比指数的变异系数均值为-0.72，表明生铁冶炼中

焦炭的消耗在下降，二者的趋势变异已经存在。

为更直观的展示这种变异趋势，引进“宏观焦比”

指标，按钢铁工业消耗焦炭的宏观比例 85%折算，

定义生铁冶炼宏观焦比，如式（9）。

宏观焦比 = 0.85 ×焦炭产量/生铁产量 （9）
通过计算焦炭和炼焦煤环比指数的相关系数

和定基比指数的变异系数，均值分别为 0.971 8和
2.820 0。相关系数均值为 0.971 8，表明焦炭和炼

焦煤产量的波动有极强的同态性，（趋势）变异系

数均值为 2.820 0，表明定基比增速炼焦煤远大于

焦炭。为进一步判断炼焦煤特质应用的状况与演

化特征，定义炼焦煤的特质应用系数，如式

（10）。

特质应用系数 = 焦炭产量

炼焦原煤产量
（10）

2.3.2 焦炭与炼焦煤的需求量预测

在钢铁冶炼工艺流程与装备不发生结构性变

化的条件下预测焦炭与炼焦煤的需求量。预测模

型的统计观测数据，见表10。
2.3.2.1 基于生铁需求量的焦炭需求量预测

2001—2016年生铁产量与焦炭产量通过表 1可
知，采样“宏观焦铁比”和“入炉焦比”两种方

法预测焦炭需求量。

1）宏观焦比模型，如式（11）。

焦炭需求量 = 1.176 5 ×宏观焦比 ×生铁预测产量

（11）
其中，宏观焦比拟合模型，如式（12）。

R( )t = 0.244 9e-0.158 0 ( )t - 2001 + 0.525 1 （12）
2）入炉焦比模型，如式（13）。

冶金焦炭需求量 = ( )1 + σ ×入炉焦比 ×生铁预测量

（13）
其中，α 为焦炭装炉前综合耗损率，根据调研

信息在计算中取σ = 0.35；入炉焦比拟合模型，如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生铁产量

14 541
17 075
20 231
25 185
33 041
40 417
46 818
46 765

焦炭产量

13 131
14 280
17 776
20 619
26 512
30 074
33 105
32 314

炼焦原煤产量

53 100
40 700
78 100
85 500
89 600
55 500
95 600
100 300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生铁产量

54 583
57 500
63 448
66 507
70 673
70 873
69 154
69 518

焦炭产量

35 744
38 658
43 433
43 832
48 179
47 981
44 823
44 912

炼焦原煤产量

111 000
953 00
122 500
131 500
133 300
127 300
124 500
109 600

表10 2001—2016年我国生铁、焦炭和炼焦原煤产量统计数据 万 t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生铁

65 200
64 100
62 900
61 400

年份

2022
2023
2024
2025

生铁

59 900
58 300
56 700
55 300

年份

2026
2027
2028
2029

生铁

54 000
52 800
51 700
50 600

年份

2030
2031
2032
2033

生铁

49 500
48 400
47 300
46 300

年份

2034
2035
2036
2037

生铁

45 200
44 300
43 400
41 700

年份

2038
2039
2040

生铁

41 700
40 900
40 000

表9 生铁需求量预测值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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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4）。

J( )t = 0.084 × e-0.031 3 ( )t - 2016 + 0.321 （14）
模型计算结果见表11。

2.3.2.2 基于焦炭需求量的炼焦煤需求量预测

炼焦煤需求量预测采用常模转换方法，如式

（15）和式（16）。

炼焦精煤需求量 = 焦炭需求量

炼焦焦炭产出率
（15）

炼焦原煤需求量 = 炼焦精煤需求量

洗煤回收率 ×原煤入洗率
（16）

根据调研信息，在计算中原煤入洗率取 0.70，

洗煤回率取 0.55，炼焦焦炭产出率取 0.76，据此进

行 2018—2040年我国炼焦煤需求量预测，计算结

果见表12。
3 结 论

根据预测模型进行预测，截至 2030年，GDP
年增长率从 7.0%降至 5.5%，粗钢年需求量从 8.3
亿 t减少到 6.5亿 t，生铁年需求量从 6.3亿 t减少到

5.0亿 t，焦炭年需求量从 4.2亿 t减少到 3.1亿 t，炼

焦煤年需求量从 15亿 t减少到 11亿 t。2030—2040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宏观需求量

精煤

54 700
53 600
52 400
50 900
49 500
48 000
46 700
45 400
44 300
43 300
42 200
41 300

原煤

142 200
139 100
136 000
132 300
128 500
124 700
121 300
117 900
115 200
112 400
109 700
107 300

冶金煤需求量

精煤

46 800
46 300
45 300
44 200
42 900
41 600
40 300
38 900
37 800
36 700
35 700
34 700

原煤

121 700
120 300
117 600
114 800
111 400
108 000
104 600
101 200
98 100
95 400
92 600
90 200

年份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宏观需求量

精煤

40 400
39 500
38 600
37 800
36 800
36 100
35 400
34 600
33 900
33 300
32 500

原煤

104 900
102 500
100 100
98 100
95 700
93 600
91 900
89 900
88 200
86 500
84 400

冶金煤需求量

精煤

33 800
33 000
32 100
31 200
30 400
29 600
28 900
28 200
27 500
26 800
26 300

原煤

87 800
85 800
83 400
81 000
78 900
76 900
75 200
73 100
71 400
69 700
68 400

表11 焦炭需求量预测值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宏观焦比

（焦炭需求）模型

焦比/
（kg · t-1）
0.542
0.539
0.537
0.535
0.534
0.533
0.532
0.531
0.530
0.529
0.529
0.528

需求量/
万 t
416 00
407 00
398 00
387 00
376 00
365 00
355 00
345 00
337 00
329 00
321 00
314 00

入炉焦比

（冶金焦炭需求）模型

焦比/
（kg · t-1）
0.400
0.397
0.395
0.393
0.391
0.388
0.386
0.384
0.382
0.381
0.379
0.377

需求量/
万 t
356 00
352 00
344 00
336 00
326 00
316 00
306 00
296 00
287 00
279 00
271 00
264 00

冶金焦

占比/%

0.86
0.86
0.86
0.87
0.87
0.87
0.86
0.86
0.85
0.85
0.84
0.84

年份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宏观焦比

（焦炭需求）模型

焦比/
（kg · t-1）
0.528
0.527
0.527
0.527
0.526
0.526
0.526
0.526
0.526
0.526
0.526

需求量/
万 t
307 00
300 00
293 00
287 00
280 00
274 00
269 00
263 00
258 00
253 00
247 00

入炉焦比

（冶金焦炭需求）模型

焦比/
（kg · t-1）
0.375
0.374
0.372
0.370
0.369
0.367
0.366
0.365
0.363
0.362
0.361

需求量/
万 t
257 00
251 00
244 00
237 00
231 00
225 00
220 00
214 00
209 00
204 00
200 00

冶金焦

占比/%

0.84
0.84
0.83
0.83
0.83
0.82
0.82
0.81
0.81
0.81
0.81

表12 2018—2040我国炼焦煤需求量预测 万 t

吴玉程等：基于我国GDP发展的钢-焦炭-炼焦煤需求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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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GDP年增长率从 5.5%降至 4.5%，粗钢年

需求量从 6.5亿 t减少到 5.4亿 t，生铁年需求量从

5.0亿 t减少到 4.0亿 t，焦炭年需求量从 3.1亿 t减
少到 2.8亿 t，炼焦煤年需求量从 11亿 t减少到 8.5
亿 t。

2012年之后，我国的钢铁工业已经完成了从

GDP的拉动因素到重要支撑因素的转变，随着炼

焦技术的提升，对炼焦煤的需求量仍有较高要求，

但我国炼焦煤资源有限。因此，遏制消费速度就

成为化解资源枯竭风险的主要措施。但是，简单

地遏制消费速度必然会影响与炼焦煤消费有关的

各项工业的发展，因此，从“煤—焦—钢”产业

链入手，提高炼焦煤资源生产质量、扩展资源供

给渠道、优化炼焦煤资源的消费结构才是化解风

险的可行措施，用以防止由炼焦煤的稀缺性对我

国钢铁工业及其相关行业潜在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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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加

剧，碳排放量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据

2017年世界气象组织发布 《全球温室气体公报》

显示，空气中的CO2浓度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已

达到过去 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因此，减少碳排

放并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方向。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

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首先，

中国的能源格局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中

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能源消费国、最大石油进口

国以及第二大的液态天然气进口国。根据国际能

源署的数据，2017年，全球化石燃料的年度碳排

放量已达 363亿 t，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其

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一

系列能源消耗与环境问题，面临巨大的碳减排压

力[1]。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组织要求中国承担更

多的碳减排的责任与义务。对此，中国政府承诺

到 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

60%~65%，同时将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

早达峰。这不仅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坚定承诺，

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在碳减排方面面临着巨大而紧迫的挑战，

但这也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实

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步，对中国乃至世界各

国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

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总量进行测定，并分析影

影响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因素分析

——基于LMDI分解模型

张 京 玉
（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摘 要：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明确中国能源消耗造成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指出制定碳减排

政策的关键点。一个国家的碳排放情况由该国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水平、人口规模等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通过LMDI因素分解模型，对我国 2000—2015年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呈增长趋势，其中碳排放正向驱动力是经济效应，其次是人口规

模和能源结构效应，负向驱动力是技术效应。最后，根据上述结论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出了相

应的政策与建议。

关键词：能源消耗；碳排放；LMDI模型；驱动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1－0023－06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LMDI decomposition model
Zhang Jingyu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arbon emissions
bring about by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and lay the key points on in formulat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A
country's carbon emissions are determined by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such as the country's energy structure，energy intensity，
economic level，and population siz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through the LMDI
factor decomposi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a's aggregate carbon emissions caused by energy consumption is in⁃
creasing，and the positive driving force of carbon emissions was the economic effect，followed by the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energy structure effect， the negative driving force was the technical effect.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corre⁃
sponding policies and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ow carbon economy.
Key words：energy consumption；carbon emissions；LMDI model；driving factors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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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中国能源消耗造成碳排放的因素，以确定制定

碳减排政策的关键点。

结 构 分 解 分 析 （SDA） 和 指 数 分 解 分 析

（IDA） 是研究能源环境问题中常用的方法，在碳

排放因子分解中应用广泛[2-4]。SDA由印度学者

Debesh于 2006年首次提出，旨在解决投入产出结

构分解问题。Shang and Jiang[5]将 SDA引入了中国

能源消费结构的分解。随后，SDA被广泛用于中国

碳排放的结构分解和分析中。但是 SDA需要基于

投入产出数据，而中国通常每 5年编制一次投入产

出表，因此不利于深入研究。而 IDA是基于部门汇

总数据，适用于时间序列建模分析，在实际应用

中更为广泛。Ang[6]2004年首次提出了基于 IDA的

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LMDI）分解方法，并将其

引入能耗分解中。该方法可以分解多个因子，分

解结果也解决了残差项问题。因此，它被广泛用

于碳排放分解模型的建立和分析[7-8]。基于LMDI分
解方法，可以在国家，地区和行业各级研究碳排

放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

国际上，Ang等和Wang C[9]使用 LMDI方法进

行因子分解，发现经济增长是碳排放主要正向驱

动因素，而能源强度是碳排放的主要负向驱动因

素。Ramachandra和 Shwetmala分析了印度高水平

的能源消耗与较低的人均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

果表明低能效和政策薄弱是增加总排放量的主要

因素[10]。其他一些学者如 Mousavi[11]和 Chong[12]将
LMDI应用于欧盟、伊朗、中东国家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以追踪和分解其碳排放。国内外学者

对碳排放因素分解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

段玉婉[13]和程叶青[14]等研究了影响与能源有关的碳

排放的因素，并论证了碳排放的总体情况和潜在

的驱动力。使用类似的方法，王丽丽[15]发现经济增

长是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而能源强度具有抑制作

用。许士春[16]、范丹[17]和戴小文[18]分别使用 SDA、
LMDI、LMDI扩展模型分解分析了中国碳排放驱动

因素情况，研究均表明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最大。

全球有关碳排放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各位

学者从各个角度、分行业、分部门进行研究，分

析方法也层出不穷，但在以下方面仍存在一些不

足：①绝大多数学者在研究碳排放时，未将煤炭

与原煤数据区分开，因此煤炭数据的使用会导致

数据收集和计算产生错误结果；②在印度、巴西

和中国等高耗能国家中，此类研究还没有完善，

但是这些高耗能国家是全球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

需要进一步研究能源消耗产生碳排放的原因。因

此有必要建立更全面科学的分解碳排放影响因素

分解模型，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计算 2000—2015年中国能源消耗的碳排

放量，并建立了 LMDI分解模型，以分析主要驱动

因素 （即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产出和人口

规模） 如何驱动中国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最后

提出了碳减排的政策建议。量化碳排放的驱动因

素这项工作不仅对其他高耗能发展中国家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今后世界范围的发展建设

具有现实意义。

1 原理与方法

1.1 LMDI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Ang等提出的 LMDI模型对中国的碳

排放量进行了因素分解。LMDI因素分解方法具有

如下优势：①LMDI因素分解结果中解决了残差项

问题；②乘法分解方法计算的结果具有加法的特

性，即： lnDtot = lnDx1 + lnDx2 + ⋅ ⋅ ⋅ +lnDxn；③加

法分解和乘法分解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对于所有

的 k，都有 ΔVtot /lnDtot = ΔVxk /lnDxk。所以利用不同

方法得到的结果可以进行相互转化。LMDI方法具

体实现步骤如下。

设 V为被分解量，n为影响 V变化的因素，可

以用来分析结构变化。指数分解可以定义为 V =
x 1x2 ⋅ ⋅ ⋅xn，其中 0时期总量的变化为 V 0 = x01x02 ⋅ ⋅ ⋅
x0n，t时期总量的变化为 V t = xt1xt2 ⋅ ⋅ ⋅xtn，利用加法

分解，将变化差分解为

ΔV tot = V t - V 0 = ΔVx1 + ΔVx2 + ⋅ ⋅ ⋅ +ΔVxn （1）
在上述 LMDI方法中，第 k个因素的效应可以

表示为

ΔVxk = V t - V 0
lnV t - lnV 0 × ln

xtk, i
x0k, i

（2）
通过 LMDI因素分解模型，中国碳排放量可以

用以下基本公式来表示

C = ( )C E × ( )E Y × ( )Y P × P （3）
其中，C为碳排放量；E为能源消费量；Y为

实际GDP；P为人口总量。令 S = C E，表示能源

消耗的碳排放强度，取决于能源消费结构：T =
E Y，表示能源强度，即生产单位GDP的能源消费

数量，取决于技术进步水平；A = Y P，表示人均

实际 GDP，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式 （3） 可以

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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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S × T × A × P （4）
相对于基期排放量第 t期的碳排放量的变化可

以表示为下式：

ΔCtot = Ct - C0 = ΔCS + ΔCT + ΔCA + ΔCP （5）
其中，ΔCS为结构效应，反应能源结构改革对

碳排放的驱动作用；ΔCT为技术效应，表示能源强

度变化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而能源强度一般取

决于技术进步情况；ΔCA为经济效应，表示经济发

展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ΔCP为人口效应，表示人

口规模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根据 LMDI因素分解

方法，令W = lnCt - lnC0
Ct - C0 ，因素分解结果如下。

ΔCS = W ln S
t

S0
；ΔCT = W ln T

t

T 0；

ΔCA = W ln A
t

A0
；ΔCP = W ln P

t

P 0 （6）
1.2 数据来源

在环境统计工作中，通常用排放系数法、物

料衡算法、CGE模型等方法来估算气体排放量。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规定，可以通过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方法来测量能源

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如式（7）所示。本文采用

表面能源消费量估算法来进行中国 2000-2015年碳

排放量的估算。

C t =∑
i = 1

9
Eitηi （7）

其中，C t为第 t年的碳排放量；E it为第 t年第 i
种能源消费量；η i为第 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标

准煤系数和碳排放系数见表 1（能源种类划分为下

表9类，并将煤炭划分为原煤来进行计算）。

表1 各种能源的计算系数

资料来源：标准煤系数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6》、碳排

放系数来自 IPCC（1995）。

本文选取了 2000—2015年我国的相关数据进

行分析。使用的原始数据包括人口、GDP和能源

方面，其中，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

鉴》，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能

源消费量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由于能源

消费的原始数据为实物统计量，本文将其折算为

标准统计量，碳排放量根据上述方法测算出来。

2 模型分析及结果

2.1 描述性统计

2002—2015 年，我国碳排放、能源消费、

GDP和人口数量，如图 1所示。我国 2000—2015
年，碳排放量呈明显上升态势，并以 2007年为节

点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我国碳排放量为 48.79
亿 t，2015年碳排放量增至 198亿 t，较 2000年增幅

为 400%。将碳排放量划分为两个增长阶段：其中

2000—2007年为第一阶段，增长速度较快；而

2007—2015年为第二阶段，则呈现增长逐渐放缓。

碳排放上升走势与我国经济发展呈同步上升情况。

第一阶段期间，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内生

产总值从 2000年的 1.00万亿元增长为 2015年的

68.91万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9.69%，其中第一

阶段年均增长速度为 10.51%。第二阶段年均增速

为 9.43%。我国能源消费数量也明显增加，2000年
为 14.70亿 tce，2015年增至 43亿 tce，年均增速为

12.84%，其中第一阶段年均增长速度为 15.99%，

第二阶段年年均增速为 4.76%。这也表明，由于近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低

于总碳排放量，导致持续存在高碳排放强度和严

重的环境污染。

图1 2002—2015年我国碳排放、能源消费、GDP和人口数量

进一步，可计算出能源碳排放系数、能源强

度和人均GDP，如图 2所示。从能源碳排放系数来

看，2000—2015年我国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总

体呈现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 2000—2002年呈上

能源

原煤

焦煤

原油

柴油

燃油

汽油

煤油

天然气

电力

标准煤系数 tce/t
0.714
0.971
1.429
1.457
1.429
1.471
1.471
1.33
0.123

碳排放系数

1.900 tCO2/t
2.860 tCO2/t
3.020 tCO2/t
3.096 tCO2/t
3.171 tCO2/t
2.925 tCO2/t
3.018 tCO2/t

1.790 kg CO2/m3
2.213（kw · h）

张京玉：影响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因素分析

25



2019年第11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图2 2000—2015年我国能源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和人

均实际GDP

升趋势，2002—2005年呈下降趋势，2005—2015
年呈明显上升趋势。2000年为 3.32 tCO2/tce，2015
年为 4.62 tCO2/tce，说明多排放 1.30 tCO2/tce，增幅

为 39.1%。能源强度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2000年
为 1.47 tCO2/万元，之后一直下降到 2015年的 0.62
tCO2/万元。说明与 2000年相比，2015年碳排放要

比 1996年降低 0.84 tCO2/单位GDP。2000—2015年
人均实际GDP均复合增速达 13.1%，增长速度与碳

排放总量走势高度一致。

2.2 LMDI模型分解分析

将我国 2000—2015年碳排放总量进行LMDI因
素分解，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经济效应、

人口效应4部分，结果见表2。
表2 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结果 Mt CO2

2001—2015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情况，如 图 3所示。由表 2和图 3可知，2000—
2015年间，能源强度变动总体来说对碳排放有抑

制作用，减少碳排放 115亿 t，说明能源强度变动

对我国碳排放有负向驱动作用；而能源结构调整

导致碳排放增加 45.41亿 t，占比 17.16%；经济增

长导致 （排放增加 210.04亿 t，占比 79.34%）；人

口规模导致碳排放增加 9.26亿 t，占比 3.50%，说

明我国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经济增长，

而能源结构调整变动影响较小，人口变动的影响

次之。

图3 2000—2015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2.2.1 总效应

从我国历年碳排放量的总效应看， 2000—
2007年碳排放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而 2008—2015
年碳排放量存在较大的波动，但向下的趋势明显。

2000—2015年，我国碳排放量累计增加了 149.71
亿 t。
2.2.2 结构效应

从结构效应看，2000—2015年间，结构效应

几乎均为正（除 2002—2004年）。2000—2008年累

计增加碳排放 45.41亿 t。这说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的变动并没有降低碳排放，碳排放系数反而波动

上升，如图 4所示。2000年我国能源消费的碳排放

系数为 3.32 tCO2/tce，2015年为 4.62 tCO2/tce，增

幅 39.16%，这表明 2015年比 2000年多排放 1.3
tCO2/tce。我国加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可避免地

导致了对能源的过度需求，从而导致了能源消耗

的快速增长，特别是煤炭的消耗。我国能源消费

中，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仍占较大比重。

这表明，如果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则中国煤

炭的比例消耗将直接决定碳排放量。

2.2.3 技术效应

能源强度是衡量能源系统的投入产出特征的

时间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01—2015

碳排放

总量

381.89
542.16
912.51
1 036.6
1 004.28
1 205.06
1 324.81
625.62
828.61
1 589.63
1 708.94
939.36
1 774.19
655.67
441.28
14 970.58

结构效

应△CS
94.25
64.8
-26.72
-87.62
-39.71
348.11
437.9
289.14
246.31
637.61
637.52
307.91
1 130.08
252.98
248.9
4 541.48

技术效

应△CT
-220.79
-38.95
180.97
-56.89
-161.34
-622.16
-1 322.24
-1 606.2
-508.17
-1 322.23
-1 499.01
-1 006.98
-1 082.49
-1 098.55
-1 135.64
-11 500.67

经济效

应△CA
473.21
480.65
720.72
1 138.7
1 156.76
1 429.78
2 154.32
1 883.75
1 030.48
2 209.47
2 497.75
1 556.68
1 638.74
1 401.94
1 230.68
21 003.64

人口效

应△CP
35.22
35.66
37.54
42.4
48.57
49.33
54.83
58.92
59.98
64.78
72.68
81.75
87.85
99.29
97.34
9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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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能源排放系数S

单位，以GDP能耗为单位，反映了能源和经济活

动的整体效率。从理论上讲，能量强度的降低表

示能量效率的提高，这通常是技术进步所致。如

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则能源强度的下降会对碳

排放产生负面影响，如图 5所示。技术进步对碳排

放影响呈现阶段性变化特征，只有 2002年技术效

应为正，其余年份技术效应都为负值。2000—
2015年能源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技术进步实现

了碳排放量减少 115.01亿 t。2015年比 2000年能耗

降低约 0.84 tce。结果表明，技术效应对碳排放具

有负向驱动作用。技术进步是提高能源消耗效率

的最有效方法[19]。此外，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开发和

应用包括生物质能、生物能、风能和太阳能，都

可以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20]。

图5 能源强度T

2.2.4 经济效应

人均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生产和服务

能力的综合衡量，不仅反映了经济增长，还反映

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中国的人均生产能力持续提

高。能源是生产的最基本要素，支持经济发展，

而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发展会加剧能源

消耗和碳排放量。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

碳排放量的增长。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

驱动因素中，经济增长效应是推动碳排放增长的

关键原因，即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碳排放放量增长

的最主要驱动力。2000—2015年经济效应累计增

加碳排放 43.18亿 t。2000—2015年间，除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以外各年均为明显的正值。2000—
2011年，经济效应导致碳排放迅速上升，尤其

2011年碳排放增加量高达 24.98亿 t，这主要是因

为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导致能源

消耗居高不下，碳排放随之上升。2011—2015年，

碳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这是由于近几年我国经

济进入下行期，导致碳排放量也随之下降。

2.2.5 人口效应

从人口效应看， 2000—2015年人口规模从

12.67亿人增加到 13.75亿人，共累计增加碳排放

9.26亿 t。这说明随着人口规模增长，我国碳排放

也有所增加。人口规模对碳排放是正向驱动作用。

原因可能是中国城市化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

这对碳排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1]。例如，城市化是

推动大规模建造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水泥需求

增长的主要因素，这可能导致更多的碳排放。另

外，人口的增加导致对能源消耗的需求增加，从

而导致碳排放[22]。中国近些年人口增速开始放缓，

但仍然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预计今后的 15年，

我国人口仍将以每年 800万~1 000万的速度增长，

这将会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 论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定驱动中国碳排放的主

要因素，为碳减排提供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本

文通过 LMDI因素分解，由于能源消耗而产生的碳

排放被分解为能源结构、技术进步、经济产出和

人口效应。分解结果表明：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

总量呈增长趋势。其中：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强

度对碳排放有显著的影响；能源结构变动、经济

发展和人口增长正向驱动了碳排放量；能源消耗

强度负向驱动了碳排放量。

3.2 政策启示

基于前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1）从分解效应的角度来看，技术效应即能源

强度效应对中国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

驱动效应；能源结构效应、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

对中国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具有正向驱动效应。因

此，发展低碳经济、构建低碳能源体系的关键路

张京玉：影响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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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是加大技术创新，从而降低能源强度。

2）从经济发展依赖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的

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能源消耗。因

此中国经济产出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了能源消耗，

从而碳排放量不断增加。所以决策者应考虑在不

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制定改善能源

发展战略。比如天然气消耗产生的污染少，但是

中国的天然气储量有限，而煤炭储量却很大。因

此，决策者应促进工业和运输部门的天然气利用，

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碳排放。此外，大力发展煤层

气和气液技术，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从而减少

我国对化石能源消耗的依赖。

3）从能源消费部门的角度来看，中国能源消

费中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工业，居民消费部门和交

通运输行业的消费比重也较高。同时，第三产业

在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面对这些挑

战，有必要严格控制碳排放量。首先，促进工业

领域的碳捕集，并清退落后产能；其次，调整产

业结构布局，发展低碳农业，改善水和肥料管理，

控制农作物秸秆燃烧以减少农业中的温室气体排

放；此外，我国政策应倡导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

逐渐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变，强化居民心中低碳

理念，最终居民实现合理消费和绿色消费，国家

实现低碳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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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煤层气是储存在煤层中的伴生矿产资源，主

要成分是甲烷的烃类气体，吸附在煤基质颗粒表

面，部分游离于煤孔隙中或溶解于煤层水中，是

一种非常规天然气，是 21世纪在国际上崛起的洁

净、优质能源和化工原料，俗称“瓦斯”。在我

国，煤层气已被纳入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

重要载体，煤层气资源作为一钟新兴清洁能源，

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具有强大的开发潜力。所以

改变煤层气沉寂的发展态势，清理煤层气产业制

度障碍，将其发展成为重要的新兴能源产业是发

展煤层气产业的主要任务[1]。
我国学者对煤层气的研究成果丰硕。从宏观

煤层气产业角度，穆福元等[2]通过调查研究、战略

决策和地质评价等方法，从产业现状、机遇与挑

战、探明储量、战略风险评估与风险规避等方面

研究了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战略。为了促进煤层

气产业实现绿色发展，放开矿权准入，白振瑞等[3]

研究了煤层气专业公司与煤矿的关系，根据不同

类型油气的综合开发利用法规，针对中国特点应

深化对煤层气跨部门联合发展，以求逐步降低开

发成本。从煤层气开发角度，吴巧生等[4]运用系统

动力学理论与方法，构建了从量补贴提升、页岩

气竞争和国际油价影响 3个情景，模拟和预测了不

同情景下的中国煤层气规模化开发情况。为了精

细监测和了解排采过程煤储层参数的动态变化，

李萍等[5]提出了一种基于BP神经网络补偿算法，对

未来一定时期的产气、产水量进行了预测，为排

采工作制度提供依据。

基于ARIMA模型的全国煤层气产量预测研究

纪 培 红
（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100011）

摘 要：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迅速，煤层气地面开发取得重大进展，勘探开发利用规模也呈逐年增

长趋势。对未来煤层气产量进行预测，对煤层气产业发展成为新型能源产业提供政策起到了，通过

构建ARIMA（1，0，5）模型，预测了我国2019—2025年全国煤层气地面产量，预测结果表明未来

5年煤层气产量持续增长，且增长速度持续加快。建议不断增强煤层气开发技术，深化煤层气体

制改革，加强煤层气产业的创新驱动力，从而更好的将煤层气产业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型能源

产业。

关键词：煤层气产业；煤层气地面产量；ARIMA模型；产量预测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1－0029－04
National coalbed methane production forecast based on ARIMA model

Ji Peihong
（China Coal Energy Group Co.，Ltd.，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 China's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albed methane ground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The scale of coalbed methan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also increased year by year. Forecast⁃
ing the future coalbed methane prod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vi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 By constructing the ARIMA（1，0，5）model，this paper predicts the national coalbed methane
ground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2019 to 2025. The foreca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albed methane production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next five years，and the growth rate will continue to accelerate.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of coalbed methane，deepen the reform of coalbed gas system，and strengthen the driving force of in⁃
novation in the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so as to better develop the coalbed methane industry into an important new energy
industry in China.
Key words：coalbed methane industry；coalbed methane ground production；ARIMA model；production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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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煤层气产业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开发技

术水平较低，体制机制较为滞后等，已无法满足

煤层气产业的快速发展，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应用计量经济学ARIMA模型，对未来我国煤层气

产量进行预测，为我国未来煤层气产业的发展提

出政策建议。

1 模型理论基础

ARIMA模型全称为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
简记 ARIMA），是博克思 （Box） 和詹金斯 （Jen⁃
kins） 提出的时间序列预测方法[6]，所以又称为

box-jenkins模型、博克思-詹金斯法。ARIMA（p，
d，q）模型是针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所建立的模型。

根据时间序列是否平稳以及回归中所含部分的不

同，可分为如下几个过程。

1）自回归过程（AR）。

AR是自回归，p为自回归项，如果时间序列满

足

Yt = β1Yt - 1 + β2Yt - 2 + ⋅ ⋅ ⋅ +βpYt - p + εt （1）
其中，εt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且满

足

Varεt = σ2ε > 0 （2）
E ( )ε t = 0 （3）

则称时间序列Yt为服从 p阶的自回归模型。

2）移动平均过程（MA）。

MA为移动平均，q为移动平均项数，如果时

间序列满足

Yt = εt + α1εt - 1 + α2εt - 2 + ⋅ ⋅ ⋅ +αqεt - q （4）
则称时间序列Yt为服从 q阶的移动平均模型。

3）自回归移动平均过程（ARMA）。

如果时间序列满足
Yt = β1Yt - 1 + β2Yt - 2 + ⋅ ⋅ ⋅ +βpYt - p + εt +

α1εt - 1 + α2εt - 2 + ⋅ ⋅ ⋅ +αqεt - q （5）
则称时间序列Yt为服从（p，q）阶的自回归滑

动平均混合模型。

4）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过程（ARIAM）。

ARIMA（p，d，q） 模型是 ARMA（p，q） 模

型的改进。如果一个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则在

建立模型过程中，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差分，直

到差分后的时间序列为平稳序列，d为时间序列达

到平稳时所做的差分次数。

2 实证分析

2.1 样本数据选取

选取历年全国煤层气地面产量，数据来源为

《中国国家统计年鉴》《煤层气 （煤矿瓦斯） 开发

利用“十一五”规划》《煤层气 （煤矿瓦斯）“十

二五”规划》《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

三五”规划》。构建了全国煤层气地面产量预测模

型ARIMA模型，运用Eviews8软件，对未来中国煤

层气地面产量进行预测分析。

2.2 样本数据分析

首先，借助于Eviews8软件得到 2009—2018年
全国煤层气地面产量时间序列 （记为 CBMt） 图，

如图1所示。

图1 2009—2018年全国煤层气产量时间序列

我国煤层气地面产量总体有比较明显的增长

趋势，2015—2017年的数据波动较大。根据该时

间序列图初步判定是一个非平稳序列，并且存在

异方差。为了消除异方差，得到平稳序列，首先

对煤层气产量取对数序列，得到序列 LnCBMt，通

过Eviews8软件对CBMt和 LnCBMt序列进行单位根

检验 （Augment Dickey-Fuller test，即 ADF检验）

并判断序列平稳性[7]，结果见表1。
表1 ADF检验结果

表 1说明，CBMt序列的 ADF统计量均大于

1%、5%、10%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故是非平

稳的；对数序列 LnCBMt的 ADF检验统计量为

-3.218 517，小于 5%、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

值，因而可以在 95%的置信度下拒绝原假设，认

为序列LnCBMt不在单位根，为平稳的时间序列。

项目

原序列CBMt
对数序列LnCBMt

ADF统计量

3.488 245
-3.218 517

1%临界值

-2.847 250
-4.420 595

5%临界值

-1.988 198
-3.259 808

10%临界值

-1.600 140
-2.771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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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型的确定

为了确定模型的阶数，采用自相关分析法对

对数序列 LnCBMt进行分析，通过 Eviews8软件得

到序列的自相关图和偏自相关图，如图 2所示，由

图可知，样本的偏自相关系数在一阶截尾，自相

关系数拖尾，故 p=1。为了确定模型的阶数，以及

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检验，根据AIC准则，见表

2，当 （p，q） 选择 （1，5） 时模型的误差最小，

故模型的阶数（p，q）定为（1，5），模型确定为

ARIMA（1，0，5）。

图2 LnCBMt的自相关和偏自相关

表2 不同 p、q的AIC值

2.4 模型拟合和预测

运用 ARIMA（1，0，5） 对煤层气产量预测，

要对模型进行拟合。首先，通过Eviews8软件得到

模型残差的自相关图和偏自相关，如图 3所示。由

图可知，残差的Q检验的P值全部高于 0.05，所以

模型的残差序列可以判断为白噪声序列[8]。

图3 残差序列自相关和偏自相关

其次，运用该模型向前预测时间序列，即预

测出已经得到年份的煤层气产量，将预测结果与

实际结果进行对比，得到 2008—2018年煤层气产

量的预测值，见表 3。模型的拟合图，如图 4所示。

由此可知，模型预测出的煤层气与实际产量较为

贴近，模型拟合效果较为理想，所以确定ARIMA
（1，0，5）模型可以进行未来煤层气产量预测。

图4 2009—2018年全国煤层气产量实际值与估计值拟合

运用ARIMA（1，0，5）预测2019—2025年全

国煤层气地面产量，得出预测数据见表4。
表3 2009—2018年全国煤层气地面产量实际值与预测值

亿m3

表4 2019—2025年全国煤层气地面产量预测值 亿m3

p
1
1
1
1
1

q
1
2
3
4
5

AIC
-0.144 352
-1.267 598
-1.269 308
-1.385 704
-2.147 942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预测值

104.356 4
115.945 2
130.645 2
142.021 1
151.841 2
168.284
178.547 1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实际值

10.17
15.17
20.17
25.73
29.26
37.00
44.00
44.95
70.20
72.60

预测值

9.962 969
15.001 892
19.023 102
23.844 991
29.235 495
36.332 069
44.758 057
45.270 060
70.172 379
72.571 434

绝对误差

0.207 031
0.168 108
1.146 898
1.885 009
0.024 505
0.667 931
0.758 057
0.320 060
0.027 621
0.028 565

相对误差

0.020 4
0.011 1
0.056 9
0.073 3
0.000 8
0.018 1
0.017 2
0.007 1
0.000 4
0.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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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及政策建议

3.1 结 论

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及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利

用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尤其是地面钻井开采方面，

一直以来都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合理利用率较低。

本文建立的 ARIMA（1，0，5） 模型，对 2009—
2018年的数据进行拟合，结果显示拟合程度好，

并且对模型的误差进行了分析，提高了模型的准

确度，预测结果可靠，所以本文建立的 ARIMA
（1，0，5） 模型对于未来短期煤层气产量是一种

很好的预测方法。

3.2 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煤层气资源存量丰富，但赋存条

件较为复杂，对于煤层气的开发技术要求高，而

煤层气赋存量较多的地区往往伴随着艰难的地质

条件和落后的开采技术，并且存在煤层气利用率

低的问题， 2015 年全国煤矿瓦斯利用率仅为

35.3％[9]。所以，提高开采技术，使煤层气地面钻

井开采技术满足煤层气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增

加煤层气的利用率，是煤层气产业发展亟待达成

的目标。对于已开发的区域，提高技术，增加单

井产量，尽量降低开发成本。广泛推广并加强煤

矿与瓦斯共采技术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工艺，升级

瓦斯开采的技术装备等，都能有效的加快煤层气

产业发展。

第二，煤矿安全生产，尤其是瓦斯安全事故

的防治依然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安全标准和

要求越来越高，国家强力推进“先抽后建、先抽

后采、应抽尽抽”的原则，各地煤矿企业都要严

格执行这个原则，不但可以增加煤层气开采量，

也可以减少煤矿瓦斯安全事故的发生，加快煤层

气 （煤矿瓦斯） 抽采利用，有利于从根本上预防

和减少煤矿瓦斯事故。另一方面，煤矿企业要严

格按照程序申请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其煤层气抽采系统的运行，要配合地方的煤矿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同时，煤层气项目的设

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等工作，要严格按照煤矿安全

监察机构监督的程序进行，提高煤矿开采企业对

煤层气开采过程的严格性和完备性，有利于增加

煤层气开采的安全度。

第三，我国煤层气资源分布同煤炭分布类似，

晋陕蒙地区煤层气蕴藏量最为丰富，占全国煤层

气资源总量的 54.83%，尤其山西煤层气蕴藏尤为

丰富。但是，山西省煤层气和煤炭矿权分置存在

冲突一直是外界所关注的问题[10]。在同一个矿区，

煤层气采矿权与煤炭采矿权出现了重叠的情况，

采气权在央企手中而采煤权在地方企业手中，这

会引发煤炭和煤层气共同开采过程中出现很多矛

盾。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对煤气共采的相关

法律法规，来制约双方权利主体，以实现更好的

配合，尽快将煤层气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各种权利

统一规划，统一开采，有法可依才能依法行事，

更好地加快煤层气开发速度。

第四，要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国家要着力

建立多元的供应体系，从而提高非化石能源和天

然气的消费比重，促进能源生产和供应向安全、

清洁、绿色、高效的方向发展。要加强天然气管

网管理体制改革，为煤层气提供更加广阔和公平

的市场，增强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减少煤炭

过剩产能，关闭部分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利用废

弃矿井残留瓦斯，提高煤层气的开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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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带来的环境问题

同样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全球

的气候问题，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形势严峻，对

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温室

气体的过量排放，是全球气候问题中最大的挑战。

电力行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煤炭资

源丰富，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以能源消耗和物质

资源消耗为主。出于对技术成本和资源禀赋的考

量，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发电方式仍以火力发电为

主，电力行业作为碳排放量最大的部门，约占总

碳排放量的42%，致使二氧化碳排放在温室气体的

比重不断攀升，对生态平衡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

“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电

力、化工、钢铁等高污染的行业，减少碳排放量，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绿色发展

和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本文旨在提升各省的全

要素碳生产率，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1 碳排放效率测定及俱乐部收敛研究概况

Kayay和Yokoborik[1]最早从单要素生产角度定

义了碳生产率的概念，即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

GDP产出，这一概念把经济水平与环境联系了起

来，但是单要素碳生产率未考虑资本、劳动、能

源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替代性和综合效应，有一定

的局限性。本文运用全要素生产率，以能源消耗

的效率评价为切入点，探索是否有地区及省域存

在俱乐部收敛，以期为各能源部门进一步落实绿

色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中国火电行业碳生产率评价及俱乐部收敛研究

薛玉连 1，叶 旭 2，邓晓强 2

（1.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2.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00100）

摘 要：基于DEA—Malmquist生产指数法，测算中国 30个省份（直辖市、省会、自治区） 2007—
2016年的全要素碳生产率；然后将全国分为华北、华东等 7个地区，探究各区域碳生产率的俱乐部

收敛。研究发现，30个省的全要素碳生产率指数基本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均值逐年升高，标准

差先下降后增加。东北、华东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其他地区则不存在。据此，提出各省应建立

有效的碳排放效率奖惩机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碳排放效率。

关键词：火电行业；全要素生产率；DEA—Malmquist生产指数；俱乐部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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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arbon productivity evaluation and club convergence of thermal power indus⁃
try in China

Xue Yulian1，Ye Xu2，Deng Xiaoqiang2
（1.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Fuzhou 350001，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DEA Malmquist production index method，the total factor carbon productivity of 30 provinces （municipal⁃
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provincial capitals，autonomous regions） in 2007-2016 was calculated. Then the
whole country was divided into seven regions，including North China and East China，to explore the club convergence of car⁃
bon productivity in each reg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of 30 provinces basically shows a trend of
gradually increasing，with the averag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decreasing first and then increasing.
Club convergence exists in Northeast and East China，but not in other region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each province
shoul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for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and improve carbon emission ef⁃
ficiency throug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Key words：thermal power industry；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DEA-Malmquist production index；club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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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效率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通过

DEA模型或者随机前沿分析模型 （SFA），Rein⁃
hard[2]认为 SFA可以进行假设检验，但单调性假设

在某一规范上容易被拒绝，而DEA则可以在所有

规范上测算效率。在使用DEA方法研究碳排放效

率评价方面的国内外研究主要有：喻葩[3]在分析广

东省各地级市的碳排放效率时，分别选取固定资

本、劳动力和能源的使用率作为生产投入，以广

东省的生产总值和二氧化碳总消耗量作为产出值

（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利用DEA模型得出碳

排放效率在各地级市中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广东省的碳排放效率超过 0.8，环境治理效果较好。

张普伟[4]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向距离函数和

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各省份、自治区、

直辖市 2005—2016年的建筑业碳生产率，结果发

现，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呈现上升的趋势，但

是各省份的标准差逐渐扩大，即DCP的差距总体

呈现扩大的趋势。查建平[5]通过 3类碳排放效率模

型来研究中国省级工业碳排放效率的静态水平与

动态变化，这 3类模型分别是通过非参数序列DEA
方法、方向性距离函数以及碳排放影子价格来构

建的。实证结果表明，全要素碳排放综合效率的

动态变化和静态变化都呈现阶梯性差异，这 3类碳

排放效率都不存在绝对收敛。因此，实施环境管

制政策需因地制宜。

经济收敛性假说主要是为了分析经济较落后

的地区和发达地区间的差距，假设两地区间存在

收敛现象，说明经济差距在逐渐缩小。大部分学

者均认为经济存在收敛性有助于各区域的经济建

设，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区域的收敛性主要分

为 3类，即α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俱乐部

收敛是指所考察的全部地区不存在收敛现象，但

是其中的个别区域收敛，此收敛的区域即为一个

俱乐部收敛。

收敛性的实证研究在 20世纪 80年代得到较快

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6]通过实证较早的研

究地区间的收敛现象，利用横截面回归方法研究

欧洲 7个工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发现这 7个国

家存在收敛现象。魏后凯[7]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收

敛性，分析各地区产出差距和部门差距的收敛情

况，发现中国各地GDP的收敛速度约为 2%，分为

两阶段研究得出，1978—1985年人均GDP收敛速

度较快，而 1985—1995年则没有发生较为显著的

收敛。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俱

乐部收敛趋势。李桂娥等[8]认为我国 1978—2008年
期间存在东部和中部的俱乐部收敛，且生产率和

劳动资本都是推动收敛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就国家层面的收敛性研究来看，

国内外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这

主要与选取的样本以及采用方法有关。

2 全要素碳生产率测算

2.1 测算方法

数据包络模型 （DEA） 作为一种线性规划模

型，表示为产出对投入的比率，较好的反映出该

领域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位的生产或者经营

绩效。本文基于DEA模型分析火电行业的碳生产

率水平，以中国大陆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

火电行业生产系统作为分析对象（即DMU），最重

要的是选取投入与产出的多个指标。

首先，选取投入指标。本文把“容碳空间”

作为火电行业生产的投入要素，传统经济学家们

在处理全要素碳生产率时，以该要素的稀缺性为

主要判别方式，而容碳空间已经成为比资本和劳

动还要稀缺的资源。容碳空间在数量上等于火电

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由于相关资料缺乏统一

口径下连续时间段的各省份电力行业的相关能源

消耗数据，以往文献中大多采用将各省份的工业

碳排放来代替火电行业产生的碳排放量，但此种

做法可能会严重夸大火电行业的碳排放量，因此

我们采用火电行业的发电标准煤耗与电力行业单

位煤耗的碳排放系数相乘的结果来粗略估算中国

30个省份（直辖市、省会、自治区）火电行业的

碳排放，火电行业的发电标准煤耗与电力行业单

位煤耗的碳排放系数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电力

年鉴》。

其次，选取投入与产出指标。投入指标分为

能源投入和非能源投入，本文采用煤炭消耗量即

能源消耗来表征能源投入指标，煤炭消耗由各省

份 （直辖市） 的火力发电量乘以发电标准煤耗计

算得到（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力年鉴》）。非能源

投入包括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劳动力投入一

般指企业所雇用工人的劳动时间总量，但是官方

数据中没有关于电力行业劳动时间的表述，也没

有电力行业就业人数的单独统计数据，故本研究

采用与电力行业高度相关的电力、热力生产与供

应就业人数来表征劳动力投入指标 （数据来源于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资本投入可看作固定资
34



2019年第11期

产投资，由于电力行业的特殊性，本研究采用各

省分 （直辖市） 的火力装机容量来表征资本投入

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力年鉴》）。

产出指标分为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期望

产出指的是企业生产运行过程中带来的“好”的

产品，为组织目标所期望实现的通常以工业总产

值或工业增加值等指标来衡量。发电量被视为电

力行业最重要的产出指标，它能反映电力部门的

运行效率。因此本研究选择中国 30个省份（直辖

市、省会、自治区） 的火力发电量为期望产出

（数据来自《中国电力年鉴》）。

为了衡量火电行业的动态全要素碳生产率的

变化趋势，本文使用了Malmquist生产指数法，其

中Malmquist全要素生产指数可用公式表达为

M0 ( xt, yt, xt + 1, yt + 1 )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Dt + 10 ( )xt + 1, yt + 1
Dt + 10 ( )xt, yt

× D
t0 ( )xt + 1, yt + 1
Dt0 ( )xt, yt

1
2

（1）
式中：Dt0 ( )xt, yt 表示在 t时期的当期技术为参照的

距离函数；Dt + 10 ( )xt + 1, yt + 1 表示在 t+1时期的当期技

术为参照的距离函数；Dt0 ( )xt + 1, yt + 1 和 Dt + 10 ( )xt, yt
则分别表示生产部门在混合期同生产前沿面比较

的投入差异。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以及

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

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因此，可将全要素生产率

指数的公式改写为各项乘积的形式。

M0 ( xt, yt, xt + 1, yt + 1 ) = St0 ( )xt, 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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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t0 ( )xt, yt

St0 ( )xt + 1, yt + 1
表示规模效率的变化，

Dt0 ( )xt, yt
Dt0 ( )xt + 1, yt + 1

表 示 纯 技 术 效 率 的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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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示技术进步的

变化，三者的乘积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当综合效率提高时，全要素生产率会大于 1；
降低时会小于 1。当企业技术改进时，所测得的技

术进步指数大于 1，相反，退步时小于 1；企业投

入规模改进会导致规模效率大于 1，相反，若规模

小于 1，则说明投入规模改变导致了效率的降低；

企业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效率提高，纯技术效率就

会大于 1，当纯技术效率小于 1，则表示资源配置

低效。

区域

北京

天津

河北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2007年
0.899
1.000
0.995
0.926
0.934
0.897
0.884
0.967
1.000
0.977
0.970
0.932
0.940
0.930
0.904
0.902

2008年
0.900
1.082
1.057
1.015
0.999
1.019
1.071
0.951
0.972
0.997
1.035
1.021
1.091
1.040
0.911
0.977

2009年
1.018
1.027
1.018
0.978
1.047
1.131
0.983
0.988
0.975
0.976
0.966
0.971
0.984
0.944
0.985
0.972

2010年
0.966
0.961
0.940
0.976
0.988
0.971
0.967
0.969
0.906
0.974
0.971
0.971
0.949
0.934
0.983
0.968

2011年
1.014
0.955
0.968
0.975
0.972
0.967
0.969
0.982
0.922
0.975
0.963
0.952
0.951
0.967
0.983
0.971

2012年
1.004
1.023
1.027
0.978
0.975
0.972
0.968
0.988
0.948
0.979
0.980
0.978
0.992
0.965
0.989
0.993

2013年
0.980
0.990
0.992
1.004
0.987
0.998
0.978
0.995
1.150
0.992
1.004
0.998
0.967
0.975
0.993
0.969

2014年
0.995
1.014
1.033
0.995
0.986
0.965
0.978
1.027
1.020
0.994
1.009
1.004
1.001
1.002
1.009
1.006

2015年
0.896
0.963
1.034
1.046
0.997
0.999
1.018
0.989
0.992
0.979
1.002
1.035
1.027
0.947
1.002
1.013

2016年
0.998
1.022
1.872
2.371
1.525
1.034
1.161
1.199
2.296
1.990
1.868
1.407
1.167
2.801
2.114
1.341

表1 中国火电行业的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指数

薛玉连等：中国火电行业碳生产率评价及俱乐部收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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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DEAP2.1 软 件 ， 得 出 中 国 30 个 省 份

2007—2016年火电行业的全要素碳生产率指数，

见表 1。
2.2 结论分析

2007—2016年，新疆的碳排放效率最低，广

东省的碳排放效率最高。东部沿海地区的全要素

碳生产率要高于西部地区，江苏、浙江在 2016年
分别达到 2.3和 2，而甘肃、青海在 2016年则是 1.1
和 0.8。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碳生产率相对较低，没

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尤其是江西、湖南等地，近

几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升高，环境保护问题形势

严峻。

总体来看，30个省的全要素碳生产率指数基

本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各省在二氧化碳的排放、

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30个省的全要

素碳生产率指数的均值基本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

从 2007年的 0.977增长为 2016年的 1.366，说明我

国火电行业的碳排放利用效率逐渐提高。中国各

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指数的标准差主要表现为先

降低后升高的态势，说明近几年各省份碳排放效

率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3 俱乐部收敛检验

3.1 俱乐部收敛方法

本文将 30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区）按照地

理位置分为 7个区域，分别是东北、华东、华北、

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划分的依据是各

区域的地理位置，最初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

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相近，有利于检

验中国火电行业的俱乐部收敛情况。选取 2007—
2016年做为研究区间，以 Sala-I-Martin模型为基

础，对东北、华北等七大地区进行实证研究，其

检验方程为

γi, t = α1 - α2•ln ( )yi, 0 + δi, t （3）
式中：γi, t为 2007—2016年 7个地区与内部各省份

（自治区、直辖市） 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增长率水

平；yi, 0为初期（即 2007年）各省份（自治区、直

辖市）全要素碳生产率；α1,α2为待定系数；δi, t为
随机扰动项。

利用 Eviews8.0软件对该部分进行实证分析，

见表2。
3.2 结论分析

东北地区的拟合优度为 0.914，自变量对因变

量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并且自变量系数为负，通

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东北地区存在俱乐部

收敛。华东地区的拟合优度为 0.714，自变量对因

变量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自变量系数为负，通过

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华东地区存在俱乐部收

敛。其中华北、华中、华南、华中和西北这 5个地

区的自变量系数为正，表明这些地区不存在俱乐

部收敛。而东北和华东地区的各省份间火电行业

区域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各省均值

各省标准差

2007年
0.929
1.000
0.907
0.869
0.980
0.875
0.839
0.899
0.892
0.891
0.816
0.891
0.726
0.917
0.058

2008年
1.035
2.912
1.045
0.954
1.187
1.075
1.029
1.112
1.080
1.023
0.928
1.041
0.988
1.058
0.338

2009年
0.966
0.978
0.946
0.983
0.960
0.941
0.870
0.860
0.954
1.144
0.964
1.107
1.004
0.986
0.059

2010年
0.970
0.973
0.858
0.956
0.936
0.944
1.024
1.037
0.944
0.930
0.982
1.047
1.018
0.966
0.036

2011年
0.957
0.972
0.986
0.960
0.896
0.972
1.049
1.000
0.947
0.948
1.050
0.827
1.000
0.967
0.039

2012年
1.017
0.982
1.045
0.973
1.108
0.970
0.977
1.016
0.951
0.966
0.998
1.012
0.953
0.990
0.031

2013年
0.970
0.992
0.958
0.970
0.972
0.989
0.983
0.989
0.995
1.016
0.930
0.984
0.936
0.987
0.035

2014年
1.004
0.997
1.040
0.973
1.023
0.989
1.036
1.052
1.017
1.011
1.050
1.029
0.969
1.008
0.022

2015年
1.053
0.988
1.118
1.056
1.173
1.093
1.035
1.015
1.078
1.026
1.262
1.039
0.955
1.025
0.067

2016年
1.107
2.322
0.956
1.031
0.744
0.815
1.343
0.771
1.396
1.100
0.873
1.346
1.875
1.366
0.535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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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全要素碳生产率的俱乐部收敛检验

碳排放效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有利于该区域火

电行业的发展。东三省早期以发展重工业为主，

火电行业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环境污染严重。

环境的破坏反作用于经济，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冲

击，为落实环境保护的政策，东北地区借鉴以往

经验，近几年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各省份间的

碳排放效率的差距逐渐缩小，为东北老工业基地

的振兴提供了保障。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处

于较高水平，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此外，欠发

达地区 （如安徽） 与发达地区的碳排放效率的差

距逐渐缩小，有助于整个区域的协调稳定发展。

华中、华南等 5个区域均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其碳

排放效率的差距逐渐扩大。相对落后的地区应在

火电行业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提高能源的利用

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碳排放效率。

4 政策建议

4.1 各省建立有效的碳排放效率奖惩机制

火电行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政府可以

从税收、法律法规等方面对其进行严格的要求，

控制总二氧化碳排放量。建立完整的企业激励机

制，当完成既定的目标时，可以奖励企业资金完

善火电行业的机器设备，或者颁发企业荣誉证书

提高其社会声誉。

政府应提高办事效率，减少繁琐的办公步骤，

关于环境污染问题的文件应尽快落实，把提高碳

排放效率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并且这一职责纳

入到政绩考核中，从实质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一方面减少政府的监督成本，提高办事效率，有

利于政府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另一方面鼓励企业

自主创新，通过高新技术来提高碳排放效率，大

大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

为建设生态文明健康的社会，中国已出台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

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是涉及二氧化碳

排放、提高碳排放效率等细节的法律法规较少，

而且相关企业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惜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政府应制定更多关于碳排放的法

律政策，加强火电行业的监督管理，对环境污染

超标的企业进行严格的惩罚，把法律法规落实到

实处。不仅仅是火电行业，其他污染环境较严重

的行业也要多加监管，比如造纸行业、制革行业、

钢铁行业等，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早日

实现发展绿色经济、提高环境质量的目标。

4.2 依据各省自身情况制定环境保护方案

从DEA—Malmquist生产指数法测算出 30个省

份的碳排放效率的结果可以看出，东北地区的碳

排放利用效率相对较低，西部地区空气质量相对

较好，造成了中国各地区的环境质量水平参差不

一的现象。东北一直作为中国的老重中工业基地，

致力于发展工业，这一产业对环境的污染异常严

重。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更高，以长江三角洲

为核心的区域对周边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和辐射

带动作用，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环境质量

仍有待提升，因此可借鉴西方国家遇到环境污染

采取的措施，例如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以发展高

科技创新型产业来避免环境的污染，进一步制定

符合本地区的保护方案。西部地区的云南、贵州

等地，碳排放效率低，火电行业后劲不足，缺乏

活力，应借鉴东部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例如政

府对企业可以适时地采取宽松的政策，调动员工

的积极性。而北京、天津应在带动技术梯度提升

方面发挥辐射中心的作用，增强发达地区对于先

进技术的吸纳与技术溢出的消化。

4.3 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碳排放效率

技术进步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西部地区，

各行业利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提高能源的

利用效率，发展经济的同时，把对环境的污降到

最低[9]。通常来说，能源利用效率越高，碳排放效

区域

东北

华东

华北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变量

α1
α2
α1
α2
α1
α2
α1
α2
α1
α2
α1
α2
α1
α2

系数

-0.099
-2.238
-0.032
-2.197
0.088
0.276
0.276
2.248
1.816
13.799
0.214
-0.105
0.067
-0.794

T检验

-3.265
-1.33
-3.534
-1.064
0.496
2.378
0.921
1.211
3.534
4.709
-1.241
20.592
-2.184
4.308

Prob.T
0.189
0.41
0.017
0.336
0.654
0.099
0.526
0.439
0.176
0.133
0.34
0.002
0.117
0.023

R2

0.914

0.714

0.075

0.459

0.926

0.435

0.613

F值

10.666

12.491

0.245

0.849

12.489

1.541

4.768

Prob.F

0.189

0.017

0.654

0.526

0.176

0.34

0.117

薛玉连等：中国火电行业碳生产率评价及俱乐部收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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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越高。但是对中西部地区，虽然能源资源丰富，

但碳排放效率较低，政府应对火电行业给予一定

的财经补贴，通过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来提高企

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

虽然我国对如何提高碳排放效率的探索已经

取得了一些成果[10-11]，但是仍处于初级阶段，各方

面的做法还不成熟，对此可以借鉴英美等发达国

家的先进经验。美国早在 2009年就提出了“到

202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相较于 2005年下降

17%，建立了全面的碳排放效率的指标体系、完善

的数据收集”的目标，熟知各州的具体情况之后，

制定符合各州自身情况的政策。中国幅员辽阔，

七大区域地理位置相差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

尽相同，制定政策应结合各区域现状。例如再利

用清洁能源时，西北地区可以利用太阳能、风能

发电，东部沿海区域利用水力、风能、海洋能发

电等。

5 结 语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一直存在，不可能在短

时间内解决，为改善环境需要各级政府、各类企

业付出相应的成本。“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环境

质量水平取得了显著性的成果，尤其是在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中，政府处理的更为均衡，例如近

20年我国新增植被覆盖面积约占全球新增总量的

25%，居全球首位。发展绿色经济应从我们身边做

起，以环境保护为己任，经济方能不断的保持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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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煤炭开采行业兴起以来，煤矿安全是学者

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煤

炭开采大都经历过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的阶段，中

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家，煤炭消

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60.4%[1]，煤炭资源量占国

内化石能源总量的 95%[2]，中国“富煤、贫油、少

气”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

内，煤炭仍将是国内重要的战略资源，煤矿安全

生产问题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备受关注。我国对

于煤矿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近几年我国煤

炭工业一直在加强安全工作，但是煤矿事故仍时

有发生[3]，而在经济发达国家采矿业已成为较为安

全的行业之一[4]。为更好借鉴发达国家的优秀经

验，清晰把握煤矿安全的研究历程、现状、热点

和趋势，有效解决煤炭安全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笔者利用引文空间 （Cite Space） 可视化软件，从

全球范围内提取煤矿安全权威核心文献，选取

Web of Science（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作为数据

来源，对国内外煤矿安全领域 1983－2019年发表

的 1 109篇高水平权威文献的高产作者、研究机构

1983—2019煤矿安全研究现状与热点前沿可视化分析

——基于WOS核心合集数据库的Cite Space图谱呈现

朱俊奇 1，吕 杨 2，杨 力 1，胡燕君 3

（1.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2.皖北煤电集团 临汾天煜恒昇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临汾

041000；3. 安徽理工大学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为宏观把握全球范围内煤矿安全研究现状和热点前沿，借助 Cite Space分析工具，选取

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对国内外煤矿安全领域 1986－2019年之间

发表的 1 109篇高水平权威文献关键词、作者、研究机构进行热点挖掘、文本统计和图谱呈现。结

果表明我国在此领域研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该领域研究人员和机构间仍需要进一步开展跨地

域、跨部门的广域合作。深部煤开采多灾种耦合评价成为该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

关键词：煤矿安全；Cite Space；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可视化图谱

中图分类号：F42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605（2019） 11－0039－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971003）；安徽省高校

人文社科重大项目（SK2019ZD09）；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

金（gxyq2017010）。

Coal mine safety research status and hot spot frontal visualization analysis in 1983-2019
——Cite Space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WOS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Zhu Junqi 1，LYU Yang 2，Yang Li 1，Hu Yanjun 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China；2. Linfen Tianyuhengsheng
Coal Industry Co.，Ltd.，Wanbei Coal and Electricity Group，Linfen 041000，China；3.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An⁃

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grasp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hot frontier of coal mine safety research in the global scope，with the
help of city space analysis tool，web of Science （WOS）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is selected as the data source to conduct
hot spot mining， text statistics and Atlas presentation for 1109 high-level authoritative literature keywords， authors and re⁃
search institution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coal mine safety between 1986 and 2019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a's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s reached the world's advanced level. There was still a need for further cross-regional
and cross-sectoral wide-area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Coupling evaluation of multi-hazard
species in deep coal mining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this field.
Key words：coal mine safety；Cite Space；keyword co-occurrence；cluster analysis；visualization map

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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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键词进行聚类和可视化，分析煤矿安全领域

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关注。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Cite Space是着眼于科学分析中蕴含的潜在知

识，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

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本文运用陈

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 Space，对检

索得到的数据进行聚类和可视化分析，直观呈现

所研究学科的过往、当前研究热点领域和未来研

究趋势。Cite Space可视化软件主要功能是对输入

的文献数据生成可视化分析矩阵，进一步得到关

键词、作者、机构等共现矩阵[5]。
1.2 数据来源

为保证研究数据的权威性与代表性，本研究

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界面中设置

主题词为“coal mine safety”，文献类型设置为

“article”，年限设定为 1983—2019年，通过检索共

得到该主题文献 1 219篇。剔除会议记录等关联性

不大的文献，然后利用Cite Space软件自带的去重

功能剔除无关文献及重复文献，人工复查后最终

得到可用于分析的有效文章1 109篇。

2 领域内研究力量分布

为更清晰地揭示煤矿安全研究的发展状况，

笔者利用Cite Space生成该领域不同国家、研究机

构和高产作者分布的空间网络图，并对网络图空

间特征展开分析。

2.1 研究者及研究机构分布

将文献数据导入Cite Space软件中，在参数设

置中，时间跨度设为“1983—2019”（年份），

time slice 设为 1，将Node Type设置为Author和 In⁃

stitution，阈值设置为T50，其余选用默认值，得到

研究者及研究机构分布（图 1）。在该图谱的网络

结构中，圆圈颜色和厚度表示被引时间以及当年

被引频次，节点的大小表示被引频次，节点越大

代表发表文献数量越多。

图1 煤矿安全研究者及研究机构分布

从运算得到的图谱中可知，自 1983年以来，

全球范围内发文量前 5位的机构分别为中国矿业大

学（China Univ Min & Technology）、美国国家职业

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山东科技大学（Shan⁃
dong Univ Sci & Technol）、河南理工大学 （Henan
Polytech Univ） 和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它们发

文量依次为 293、74、42、39、31。TOP 16 煤矿

安全研究机构发文频次分布见表 1。其中，中国拥

有 9所研究机构，中国矿业大学对煤矿安全的研究

时间较早，研究成果较其他机构多；美国国家职

业安全卫生研究所，也是较早涉及此领域研究的

权威机构之一。此后，太原理工大学、安徽理

工大学、西安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始在此领域发

力，这从侧面反映中国煤矿安全问题尚属主流

研究领域。

机构

中国矿业大学

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山东科技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重庆大学

中国科学院

太原理工大学

年份

2008
2007
2011
2009
2011
2010
2013
2015

频次

293
74
42
39
31
26
21
19

机构

Cent Min Inst
昆士兰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

维吉尼亚大学

印度理工学院

西安科技大学

西里西亚工业大学

伍伦贡大学

年份

2009
2013
2016
2010
2009
2017
2008
2012

频次

15
14
13
13
10
10
10
10

表1 煤矿安全研究机构发文频次分布 （To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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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Cite Space运算得到的各国煤矿安全研究

现状（图 2）可知，世界范围内的煤矿安全研究主

要集中在中国、美国、波兰、澳大利亚、印度等

国家，且几大主要研究国家之间的研究网络结构

相对密集，由图中节点之间连线的交错程度可以

看出，机构间研究主要围绕在中国、美国、澳大

利亚、波兰和印度等国，各国研究起始时间和发

文频次状况同样可以印证这一结果（表 2），这表

明煤矿安全主要研究机构多隶属于这5个国家。

图2 各国煤矿安全研究现状分布

从作者分布情况来看 （图 3），煤矿安全研究

作者分布相对分散，各国学者有待于进一步突破

地域限制，加强大规模机构合作和跨国合作，形

成较为稳定的研究群体和交流合作圈。

表2 煤矿安全研究各国发文频次分布

2.2 高被引文献统计

将Node Type设置为 cited reference，阈值设置

为T50，其余选用默认值，得到煤矿安全领域前 10
篇高被引文献（表 3），这 10篇论文是 1983—2019
年煤矿安全领域的重要核心，10篇论文中 6篇涉及

煤矿瓦斯，一篇关于人因事故分析，一篇关于煤

矿底板突水，一篇关于煤层自燃，一篇关于井下

人体健康风险。可见煤矿瓦斯问题是煤矿安全领

域的最核心地带，美国学者Karacan CO于 2011年
发表的“对有利于采矿安全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煤矿瓦斯捕获和利用实践综述”被引频次为 54
次，是煤矿瓦斯问题的重要研究基石。该文章从

全球范围审查CMM排放、捕获和利用活动，回顾

煤矿瓦斯捕集技术，强调和阐述影响井下煤矿瓦

斯积聚的主要因素，以及捕获煤矿瓦斯的煤矿安

全效益[6]。这 10篇文章中，有 2篇来自美国，1篇
来自伊朗，其他 7篇出自中国，这表明中国在煤矿

国家

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波兰

印度

英格兰

南非

年份

2007
2007
2007
2008
2009
2008
2008

数量/篇
606
201
86
81
59
27
20

图3 煤矿安全研究领域作者合作关系

朱俊奇等：1983—2019煤矿安全研究现状与热点前沿可视化分析

41



2019年第11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安全领域有着极大的贡献，研究成果已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如何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生产中，

是中国煤炭行业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

3 关键词分析

3.1 研究热点自然聚类

关键词体现了文章的重点和核心内容，对关

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可以更好的发现某一时间段某

研究领域研究热点。将参数Node Types选择为Key⁃
word，每个时间切片选择 Top50，连线强度选择

Cosine，其他设置默认，次的节点在未经关键词聚

类的自然聚类下，得到煤矿安全研究热点知识图

谱 （图 4），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为 coal
mine （煤矿）、 coal seam （煤层）、Underground
mining（地下采矿）、Numerical simulation（数值模

拟）、China（中国）、model（模型）、safety（安

全）、working face（工作面）、Occupational safety
（职业安全）、Spontaneous combustion（自燃） 等。

关键词具体出现频次见表 4，煤矿安全研究集中在

煤矿开采、煤层分析层面，伴随新的分析技术，

这一领域里 Numerical simulation （数值模拟）、

model（模型）利用最为普遍；研究区域China（中

国） 作为高频热点词出现，代表中国作为煤矿安

全问题高发地区，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直注重煤矿

安全研究；研究目的旨在探究煤矿灾害致灾机理

和耦合规律，寻求相应的预测预警和风险评价机

制。研究方向上传统研究热点有Underground min⁃
ing（地下采矿）、safety（安全）、working face（工

作面）、Spontaneous combustion（自燃） 等，自燃

是对煤矿工人健康和安全、经济和生产力产生不

利影响的主要危害之一，自燃产生的高温烟雾和

有毒气体对地下矿工构成严重威胁[13]，因此其相关

研究始终在这一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Occupa⁃
tional safety（职业安全）研究伴随着煤矿工人职业

化成为煤矿安全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随着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对作业环境和职业健康提

出更高要求，煤工尘肺、矿工心理疏导、煤矿职

业管理制度体系建设等职业健康问题逐步受到社

会关注，在煤矿安全事故中，人为因素占 94.09％，

其中，故意违规、管理不善和设计缺陷分别占

35.43％、55.12％、3.54％[8]，这表明如何提高煤矿

工人职业化水平是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标题

Coal mine methane： A review of capture and utilization practices with bene⁃
fits to mining safety and to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6]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coal mine methane emissions and responding strate⁃
gies in China [7]
Research on 10-year tendency of China coal mine accidents and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human factors [8]
An analysis of fatal gas accidents in Chinese coal mines [9]
Risk assessment of floor water inrush in coal mines based on secondary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10]
Mining-induced strata stress changes， fractures and gas flow dynamics in
multi-seam longwall mining [11]

A fully coupled hydro-thermo-mechanical model for the spontaneous combus⁃
tion of underground coal seams [12]
Human health and safety risks management in underground coal mines using
fuzzy TOPSIS [13]

An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deformation of overlying
coal seams above double-seam extraction for controlling coal mine methane
emissions [14]
Reservoir simulation-based modeling for characterizing longwall methane emis⁃
sions and gob gas venthole production [15]

作者

Karacan CO

Cheng YP

Chen H
Wang L
Wang Y

Guo H

Xia TQ
Mahdevari S

Liu YK

Karacan CO

国籍

美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伊朗

中国

美国

来源

INT J OF COAL GEOL

INT J OF GREEN GAS CON

SAFETY SCI
SAFETY SCI

INT J ROCK MECH MIN

INT J ROCK MECH MIN

Fuel

SCI TOTAL ENVIRON

INT J OF COAL GEOL

INT J OF COAL GEOL

表3 煤矿安全研究领域前10篇高被引文献 （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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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研究文献关键词词频分布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再利用 Cite
Space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 11个聚

类，并对生成聚类绘制 Timeline 图谱 （图 5）。

Timeline图谱可以表现各个聚类之间的关系以及聚

类中文献的时间跨度。在图谱中，相同聚类的文

献被放置在同一水平线上，文献的时间置于视图

的最上方，越向右时间越近。聚类中文献越多代

表所得到的聚类领域越重要，还能够得到各个类

中文献的时间跨度以及某个特定类聚研究的兴起、

繁荣及衰落的过程，进一步来探究类聚所反映研

究领域的时间特征。为了使Timeline图谱能够更加

频次

253
128
122
121
85
82
82
76

关键词

Coal mine
Coal seam
Coal mining

Underground mining
Mine

Numerical simulation
China
Model

频次

66
60
59
51
50
48
45
45

关键词

Safety
Working face

Occupational safety
Coal

Mining safety
Mining industry

Underground coal mine
Spontaneous combustion

图4 煤矿安全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图5 煤矿安全研究共词分析时间线视

朱俊奇等：1983—2019煤矿安全研究现状与热点前沿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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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显示重要信息，删去了离散或节点数少的

聚类#13 maceral composition（煤岩组分）。

聚类 0为 addressing mining hazard（解决采矿

危害），初现时间在 2006年，此后采矿危害在煤矿

安全领域每年都会受到关注。该研究方向较为宽

泛，包含地面塌陷、泄出瓦斯爆炸、水淹、自燃

以及吸入粉尘和各种有毒气体等[16]。此外露天采矿

危害也是近十几年的研究热点，近些年来，煤炭

安全领域的DDA模型为开采爆破振动的危害提出

一种新思路 [17] 。
聚类 1为 heading machine （掘进机），其在

2006—2019年受到持续关注。中国煤矿主要掘进

设备与国外技术存在一定差距[18]，但改革开放以

来，掘进机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积累了许多有

益经验 [19]，在现代化采矿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

安全、环境与采煤的协调开采技术有待研发[20]。
聚类 2为 coal mine methane emission（煤矿瓦

斯排放），初现时间为 2006年，该研究内容在 2006
—2015年具有较高的关注度。煤矿瓦斯排放量最

多的国家是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乌克兰、印

度和俄罗斯[6]，瓦斯排放在煤矿安全领域面临着瓦

斯利用与瓦斯爆炸两个主要问题。世界各国关于

煤矿瓦斯的利用现状不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的税收补贴政策激励了企业对煤层气开发，而国

内的相关政策不完善且激励效果不明显[21]，瓦斯爆

炸等大型恶性事故，一方面产生大量人员伤亡和

国家财产的损失，另一方面事故的产生原因是多

方面的[10]，必须通过资助和实验证明煤矿瓦斯捕获

和利用对改善采矿安全有重要作用，加强政府部

门、私营机构合作和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改善

和解决瓦斯和温室气体减排。

聚类 3为 coal mining sector（采矿行业），初现

时间为 2008年，该研究内容时间跨度较大，2013
—2015年处于高峰期。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水平与

国外先进采煤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管理方面由于

煤矿事故多，死亡人数多，造成了我国煤矿的百

万吨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与先进采煤国家的差

距很大[22-23]，因此采矿行业在安全问题仍需着力

解决。

聚类 4为 power supply system（供电系统），是

2007—2008年间的热门研究方向。当前煤炭供电

系统正朝着智能控制化发展，尽管关键技术尚未

成熟，但智能化供电系统是煤矿供电系统的重要

发展趋势之一[24]，由于传统供电系统存在弊端，智

能供电系统必将得到极大发展，随着供电监控系

统智能化的发展，在防越级跳闸和故障诊断、预

测方面也将有更强的功能[25]。
聚类 5 为 dump stability（倾卸稳定性），主要

是针对矿用自卸车倾卸受力和举升机构的研究。

伴随着自卸车普遍应用，发生侧翻也逐渐成为一

个重要的安全问题，自卸车倾翻卸货过程中稳定

状态的标准在国内尚未统一，自卸车制造企业通

常借鉴设计经验进行计算和设计 [26]。王宝国等通

过物料堆积模型和岩土摩擦理论，对矿用自卸

车倾卸过程进行受力分析 [27]，对倾卸稳定性设

计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统一行业标准，优化机

构设计是改善矿用自卸车倾卸稳定性面对的主

要问题。

聚类 6为 hard coal mining technologies（硬煤开

采技术），初现时间在 2007—2008年，硬煤开采往

往伴随着产煤率低，投入成本高，开采风险大等

问题，研究表明提高顶煤回收率是实现综放高产

高效开采的关键，硬煤分层的厚度影响顶煤冒放

性，随着硬煤厚度增加，顶煤回收率受到严重影

响[28]，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以提高硬煤开采技术是

过去乃至未来一段时间里的研究前沿。

聚类 7为 wear-out winding hoist wire rope（卷

扬钢丝绳磨损），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出现在 2014—
2016年，卷扬机主要通过卷扬钢丝绳来提升牵引

重物，而卷扬钢丝绳的磨损问题是造成煤矿安全

问题的重要来源之一，研制高强度耐磨卷扬丝是

解决煤矿安全问题的另一重要任务。

聚类 8为 coal worker pneumoconiosis（煤工尘

肺），初现时间在 2007年。研究发现导致煤矿工人

尘肺病的主要原因是接触性粉尘[29]，尘肺往往伴随

着高死亡率，导致煤工尘肺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是尘肺并发症，不同矿区由于煤质、煤田地质构

造等不同，其煤工尘肺病死率亦不同 [30] 。过去十

年煤矿安全事故，有 94.09%来自人为因素[8]，因

此，在矿工职业化进程中，解决煤矿工人安全问

题是解决煤矿安全问题中人为失误的重中之重。

聚 类 9 为 passive seismic velocity tomography
（被动地震速度层析成像），在 2011年初现，该聚

类的研究方向为地震波层析成像。地震波透射层

析成像是根据地震波速度与地质体的对应关系，

进行岩体的分类和评价，同时利用地震波对于地

质体的透射投影，来重新构成地质体内部地震波

速度的分布形态[31]。 通过层析成像技术得到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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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物性参数分布图像，已在不同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数据采集方法和处理手段也比较成熟[32]。
聚类 10 为 coal mine goaf（煤矿采空区）。对塌

陷区进行综合治理是煤矿采空区面临的主要问题。

煤矿采空区带来积水、自燃等一系列安全问题，

煤矿安全领域常采用数值模拟法、声呐探测和瞬

变电磁法等途径对采空区进行勘探，通过填充、

加固、崩落和封闭等方式来处理采空区，然而这

些方法最终都会带来土地资源浪费。如何通过

综合治理，避免采空区带来的自然危害，加强

土地资源再利用，始终是这一领域不可回避的

研究主题。

3.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利用突现词共现词频，可以揭示煤矿安全领

域研究热点和前沿。研究热点是指一段时期内被

领域内广泛关注且共同探讨的研究主题，对关键

词共现知识图谱中聚类的词频和中心性进行分析，

可以把握学科领域研究热点，有助于研究者掌握

领域内研究方向。近年来关于煤矿安全研究热点

主要集中在 Coal mine（煤矿）、China（中国）、

Model（模型）、Safety（安全）、System（系统）、

Numerical simulation（数值模拟）方面（图6）。

图6 煤矿安全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研究前沿是指某领域研究中最为前沿、最具

潜力的研究主题，追踪研究前沿有助于把握研究

方向，为未来研究提供指导。因此，本文在共被

引分析的基础上继续运行Cite Space，通过Burst进
行突变率检测，突现性指一段时间内节点频次突

然发生巨大变化，研究关键词突现性及其所在聚

类可揭示相关领域的前沿及趋势。利用突现率检

测，按照突现率进行排序，得到突现率高于 3.5的
关键词 （表 5）。结果显示，mechanism（机械装

置）、Safety（安全）、evolution（演变）、mixture
（混合） 和Drainage（排水） 是未来煤矿安全领域

的研究前沿。目前煤矿典型灾害主要包括自然发

火、顶板灾害、煤与瓦斯突出、瓦斯爆炸、冲击

地压、热害、水害、巷道围岩变形等。近年来，

随着优质浅埋藏煤层开采的逐步枯竭，山东、河

南、安徽和河北等中东部省区多地国有重点煤矿

将逐步进入深部煤开采阶段。多灾种耦合是深部

矿井的一个新特征，在统计的深部矿井中，很多

矿井同时存在 3种以上灾害，如江苏省三河尖、张

双楼煤矿热害与冲击地压灾害都很突出，河南省

平顶山矿区多个煤矿热害和煤与瓦斯突出共存，

山东省多个煤矿热害和冲击地压共存，河南平顶

山、辽宁阜新等地煤矿出现冲击地压和煤与瓦斯

突出复合的复杂特征。由于我国深部煤层地质赋

存条件复杂，深部煤矿多灾种安全风险共生并存、

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复合纠缠、耦合叠加在一

起，在高采动应力影响和深部隐蔽致灾因素探查

不清的不利情况下，使得矿震与瓦斯爆炸、冲击

地压与煤与瓦斯突出、煤自燃与瓦斯灾害共生等

复合型灾害频繁出现的几率更大，灾害严重程度

和群死群伤事故风险几率比单一灾害更大，极大

危及矿工生命和煤矿安全生产[10]，因此，深部煤矿

多灾种安全评价与管理具有广泛的现实需求。现

有煤矿安全评价方法多是对浅部煤矿单一灾种的

评价，深部煤矿多灾种安全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

科学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对煤矿多灾种耦合

问题进行风险评估，在未来长时间里会成为煤矿

安全领域的研究热点。

表5 研究前沿文献关键词词频突现分布

关键词

Mining
Mechanism
Safety

Coal mining
Evolution
Mixture
Coal mine
Drainage

频次

41
35
66
39
13
9
13
12

突现率

6.87
5.14
4.87
4.37
4.09
4.01
3.78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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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借助Cite Space软件，基于WOS核心数据

库对 1983—2019年间国内外煤矿安全领域权威核

心文献高产作者、重要研究机构、关键词进行聚

类分析和图谱呈现，了解该领域研究概况，凝聚

该领域研究热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突发性检测，

得到该领域未来研究趋势，并得出如下结论。

1） 我国煤矿安全研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世界范围内煤炭安全研究机构主要来自中美两国，

中国虽然在该领域起步较晚，但是研究水平有赶

超之势。中国在煤矿安全领域的研究成果多出自

高校专项研究，且研究内容趋向多元化、高频化，

国外发达国家相关产业配套已经日趋完善，该领

域研究呈现少而精的态势。

2）煤矿安全研究人员和机构间仍需要进一步

开展跨地域、跨部门的广域合作，煤矿安全领域

大力投入研究的国家主要集中于中国、美国、波

兰、澳大利亚、印度等，且几大主要研究国家之

间的研究网络结构相对密集，但未呈现全方位合

作趋势，从煤矿安全研究者分布情况来看，煤矿

安全研究作者分布相对分散，这与各个国家煤矿

开采现状，以及煤矿安全领域研究侧重点有关。

如何提取共性，合力攻克此领域的重点难题是未

来各国、各研究机构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在差

异化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各方经验，进一步加

强国际交流合作是各个国家解决本国煤炭安全领

域难题的必要途径。各国学者有待于进一步突破

地域限制，加强大规模机构合作和跨国合作，形

成较为稳定的研究群体和交流合作圈。

3）煤矿深部开采多灾种耦合评价成为该领域

关注的重点问题。通过对 1983—2019年煤矿安全

研究领域的高被引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自然灾害

和人为因素是过去一段时间里的核心研究方向。

随着煤矿逐步进入深部煤开采阶段，受深部高地

应力、高地温、高瓦斯、高围压等复杂环境的交

互影响，深部煤层地质力学特征之间的联系更为

复杂，在高采动应力影响和深部隐蔽致灾因素探

查不清的不利情况下，深部矿井发生灾害的可能

性、关联性及灾害程度表现出比浅部更为复杂的

特征，相应深部开采多灾种耦合评价问题成为煤

矿安全研究热点。深部煤矿多灾种评价是个复杂

巨系统，安全评价的关键在于通过合理的数值模

拟和模型构建，正确处理深部煤矿多灾种评价系

统中复杂的多源次衍生不平衡样本数据问题、不

同致灾因子重要性差异问题和训练集样本模糊不

确定性带来的未确知信息评价问题等。国内对煤

矿单灾种危险源、演化规律、预测预报、应急救

援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多灾种安全风险评价尚处

于起步阶段，深部煤多灾种安全风险综合评价的

研究深入性，交叉性、系统性、原创性还有很大

空间。因此运用前沿理论和方法，提出一套紧密

结合深部煤矿情景的多灾种安全评价方法体系，

全面提高数据处理的智能化水平、提升评价模型

的评判精度和泛化能力，实现深部煤矿安全风险

数据的整合、融通和共享，成为今后煤矿安全领

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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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区煤层气 （俗称“煤矿瓦斯”） 主要成

分为甲烷 （CH4），指生产煤矿井田范围内煤储层

赋存的煤层气资源，开发方式主要包括结合煤炭

生产布局而开展的地面预抽、井下预抽、采煤过

程中抽和采煤后抽等系列活动[1-2]。我国具有丰富

的煤矿区煤层气资源，据预测，我国 14个大型煤

炭基地的煤层气原地资源量为 12.17万亿m3，技术

可采资源量为 5.94万亿m3[3]。自 2008年国家油气重

大专项煤矿区煤层气项目启动实施以来，攻克了

一批煤矿区煤层气开发利用核心关键技术和重大

装备，推动了煤矿区煤层气抽采利用量的大幅提

高。2018年我国煤层气抽采量 184亿m3，比 2007
年年底增长了 3倍；煤层气利用量 102亿 m3，比

2007年年底增长了 6倍；煤层气利用率也由 2007
年的 30.6%增长到 2018年的 55.5%。煤矿区煤层气

井下抽采利用率虽有增长，但增幅缓慢，一直低

于40%，与规划目标、社会期待都有较大差距，如

何通过科技手段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已经成

为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

1 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面临多重机遇

1.1 煤矿区煤层气利用成为清洁能源保障的重要

补充

过去，煤矿生产以开采煤炭资源为主，没有

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的科技方向研究

赵 路 正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 要：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是增加清洁能源供给、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产业发展的现实

选择。近年来，尽管煤矿区煤层气抽采利用量大幅提高，但仍面临抽采利用率不高困境，存在抽

采浓度低、抽采量和浓度不稳定、关键技术待攻关、经济效益差等难题。结合国内外煤矿区煤层

气科技发展趋势，分析了理论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面临多重难题，并从地面采动高效优质抽

采、井下智能提浓高效抽采、全尺度浓度梯级利用等方面提出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的未来科

技方向。

关键词：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科技趋势；科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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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rection of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coal mine methane

Zhao Luzheng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al Industry Co.，Ltd.，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coal mine methane is the realistic choice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clean energ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lthough coal mine methane extrac⁃
tion and utilization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recent years，it still faces difficulties in extraction utilization，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ow extraction concentration，unstable extraction and concentration，key technologies to be tackled，and poor
economic returns.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al mine methane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the multiple
problems of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coal mine methane by theory. From the aspects of high-efficiency and high-quali⁃
ty extraction from the ground，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extraction under the well，and full-scale concentration cascade utiliza⁃
tion，the fu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rection we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coal mine methane.
Key words：coal mine methane；utilization rate；technology trend；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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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伴生在煤层中的煤层气作为能源资源进行开发，

而是作为煤矿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进行抽放和管理，

防止因煤层气的涌出而发生窒息、爆炸、煤与瓦

斯突出事故，确保煤矿生产安全。随着国民经济

的发展，对能源、环境等提出更高要求，清洁能

源的需求量大增。根据国家相关规划，2020年天

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费比例将由 2018年的 7.8%
提高到 10%，天然气产量将由 2018年的 1 603亿m3

提高到 2 070亿 m3，表观消费量将由 2018年的

2 808亿m3提高到 3 600亿m3，天然气需求缺口将

不断扩大，煤矿区煤层气开发与利用已成为清洁

能源保障的重要补充。

1.2 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有利于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十九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全新战略

高度，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联

合国《温室气体减排计划》、我国《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等重大政策，绿色发展战略和美丽中

国建设等行动，都将助推煤层气事业发展。煤层

气 （甲烷） 是一种严重的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

是二氧化碳的 21倍。据统计，煤炭开采过程中的

甲烷排放量占全国总甲烷排放量的21%，提高煤矿

区煤层气利用率有助于减排二氧化碳，改善大气

环境。经测算，2016—2018年，我国累计利用的

煤层气（煤矿瓦斯）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4.3亿 t。
1.3 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有利于推动煤层气

产业发展

煤矿区煤层气产业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

长点，实现煤层气抽采规模化、利用产业化，有

利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煤矿区煤层气利

用还处在发展阶段，利用率普遍偏低，2010—
2018年井下抽采煤层气利用率年均为 35.2%，2018
年井下抽采煤层气利用率为 40.9%，首次突破

40%。大力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推动投资建

设抽采利用工程和配套管网、生产抽采利用设备，

有效带动钢铁、建筑施工、装备制造、运输及相

关服务业发展，促进投资需求扩大和就业增加。

2016—2018年中央财政拨付煤层气抽采利用补贴

资金累计 5.7亿元[4]，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百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近百万个。

2 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面临多重难题

2.1 抽采浓度低，无法满足综合利用条件

我国约 80%的井下抽采煤层气，多采用卸压

抽采和采空区抽采。根据对 74对矿井样本统计[5]，

甲烷浓度在 30%以上的煤层气抽采量占抽采总量

的 44%，利用率为 60%；甲烷浓度 10%~30%的煤

层气抽采量占比 29%，利用率为 27%；甲烷浓度低

于 10%的煤层气抽采量占比 27%，利用率为 1%。

由此看出，低浓度煤层气 （甲烷浓度低于 30%的

煤层气）抽采量占比 55%以上，利用率低于 30%，

低浓度煤层气未得到有效利用是导致抽采煤层气

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2.2 抽采量与抽采浓度不稳定、波动大

随着煤层气井下抽采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煤

矿企业对煤层气抽采观念正逐步转变，但仍需深

化。为保障煤矿安全生产，无论煤层气量大小、

煤层气浓度高低都必须进行煤层气抽采，降低煤

层气含量，导致抽采出的煤层气浓度波动大，抽

采量不均衡，不利于下游利用。以煤矿区煤层气

发电为例，抽采浓度波动和抽采量不稳定导致未

能满足发电机组运行需要，有时候机组满负荷运

行时煤层气尚有富余，有时候开机率不足40%。低

浓度煤层气发电机组设计利用煤层气浓度为 8%，

有时候抽采浓度降至 6%及以下，造成无法开机或

勉强开机后低效率运行。

2.3 抽采和利用关键技术亟待突破

科技是煤矿区煤层气产业发展的基石。在煤

矿区煤层气“提浓、增产、提效”方面，还有许

多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需要加大研究，部分新技

术还需大力推广。煤层气赋存、运移和抽采理论

问题、煤与瓦斯突出机理仍未完全掌握；深部低

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关键技术、多次开采扰动及

采动破碎带等特殊条件下地面井钻护井技术、碎

软低渗煤层增量上产技术、提高井下抽采钻孔成

孔率技术、煤层气抽采增透技术、低浓度煤层气

经济高效提纯技术、小规模煤层气分布式利用技

术、乏风利用技术等都需要加大攻关与突破力度。

例如，《煤层气 （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十三五”

规划》 中“新建 2.5万 t /a LNG瓦斯液化项目”，

因煤层气液化技术 （重点是提纯工艺） 和产品市

场制约而终止，可见煤层气提纯技术仍需进一步

突破。

2.4 利用工程初期投资大，经济效益差

煤矿区煤层气抽采利用效果主要体现在安全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仅单纯从经济效

益方面考虑，基本处于亏损状态[6-8]。如果缺乏政

府正确支持与引导，将严重削弱煤矿企业 （特别

赵路正：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的科技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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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方煤矿） 开展煤层气利用的积极性。乏风利

用方面，由于经济高效的乏风氧化装置尚未成熟

开发，乏风利用短期内经济性差，项目推进难度

大[9]。同时，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煤层气利

用优惠政策，但随着物价上涨及生产资料、人工

费用等快速增长，多种因素削弱和冲抵了煤层气

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的扶持效果。

3 国内外煤矿区煤层气科技发展趋势

3.1 关闭（废弃）矿井煤层气开发利用将呈蓬勃

发展态势

自 20世纪中叶，欧洲国家相继开展了关闭煤

矿的煤层气抽采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例如英国，

关闭的 300座井工煤矿中 30座煤矿进行了煤层气

开发，关闭煤矿煤层气装机容量约 60 MW；凯灵

利煤矿作为英国关闭的最后一个井工煤矿，于

2015年关闭，2018年煤层气抽采浓度约 84%，流

量 2 000 m3 /h；曼斯菲尔德煤矿于 1988年关闭，

2014年煤层气抽采浓度约 41%，2006—2014年累

计利用关闭矿井煤层气 1.07亿m3[10-11]。随着欧美发

达国家环保制度的落实，很多欧洲国家将全面停

止煤炭开采，有大量的煤矿将被关闭，关闭矿井

煤层气开发利用活动将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欧洲国家借助地质条件简单、煤炭开采条件

有利于井巷系统不漏风、闭坑政策有利于井巷系

统的独立性等有利因素，通过简单的处理，就可

以实现关闭矿井煤层气商业化抽采利用[12]。随着我

国关闭矿井增多，关闭矿井煤层气抽采将快速发

展，但受地质条件复杂、关闭矿井资料不完整、

矿井闭坑措施不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关闭

（废弃）煤矿煤层气资源评价技术、开发利用技术

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13]。

3.2 开发高效的采前地面煤层气抽采技术已经成

为必然

我国 《煤矿安全规程》（2016年版） 明确提

出，有突出危险性煤层的新建矿井必须进行地面

钻井预抽，做到先抽后建，且要求对首采区突出

煤层预抽率应达到 30%以上。近年来，随着煤矿

开采强度加大，工作面瓦斯涌出量大幅度增加，

例如大同塔山煤矿，瓦斯含量较低，但综放工作

面绝对瓦斯涌出量高达 65 m3/min，高强度开采势

必对煤矿区煤层气抽采提出更高要求，增加抽采

难度。

新建矿井提出“先抽后建”的要求是要从源

头上消除矿井建设期间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保

障煤矿建设安全和高浓度煤矿区煤层气开发利用。

开发高效的采前地面煤层气抽采技术已经成为必

然，如何在碎软低渗煤层煤体破碎、渗透率低的

复杂地质条件下实现煤层气高效经济采前地面开

发是攻关难点[14]。

3.3 自动化、智能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外先进的全液压坑道钻机具有自适应钻进

功能，配套开发了准确性较高的压裂模拟软件及

诊断系统、钻孔煤层气抽采多参数监控系统，实

现抽采设计参数的自动设计和提取、抽采管路的

自动设计和抽采过程的自动监控。煤矿区煤层气

井下抽采钻进将逐步发展为多机协作和闭环控制

的智能化自适应钻进，增渗方式向区域化增渗和

无人化智能化增渗方向发展。

我国经过多年研究和实践，煤矿区煤层气井

下抽采技术与装备取得了长足进展，形成了适应

于我国煤矿区复杂地质条件的钻探技术装备，为

进一步促进煤矿区煤层气高质量开发和利用，践

行“无人、少人则安”理念，煤矿井下煤层气抽

采工作智能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15]。

3.4 小型分散低品质气源向分布式气源规模化提

纯利用方向发展

一方面，通过采用浓缩提纯等方式提高低浓

度煤层气品质，是煤矿区煤层气利用未来发展趋

势之一。变压吸附法、膜分离法、低温液化法提

纯分离煤层气已有完成工业示范和推广应用，而

吸附-水合耦合法、溶液吸收法、化学合成生产化

工成品技术大都处于研究开发阶段，距离商业推

广还有一定距离[16]。

另一方面，研发全尺度浓度煤层气梯级利用

技术，实现不同浓度特别是低浓度煤层气经济高

效利用。完善升级发展中的煤矿区低浓度煤层气

高效快速利用技术及装备，实现智能化运行调配，

分布式、撬装式、可移动式利用，促进煤层气利

用的集约式发展。

4 提高煤矿区煤层气利用率的科技方向

4.1 实现煤矿区煤层气优质高效抽采的技术措施

针对煤矿区煤层气抽采浓度低、抽采量规模

小、浓度和抽采量波动大等问题，重点在地面采

动区抽采、关闭 （废弃） 矿井地面井抽采、井下

智能提浓抽采方面进行科技攻关，从抽采源头上

保障气源品质。
50



2019年第11期

1）采动区煤层气优质高效抽采。采动区赋存

大量煤层气，据测算，采动区煤层气资源量约

500亿~800亿m3/a，而现有采动区煤层气年抽采量

不足 1亿m3。采动区抽采煤层气浓度高，高达 90%
以上，有利于煤层气利用。

亟需研发提高采动区煤层气高效抽采的理论

和技术，包括地面采动定向井稳定持续抽采技术

及装备、地面井“排抽一体”煤层气连续开发

技术、待建矿井碎软突出煤层煤层气地面高效

抽采技术、薄煤层难采煤区煤层气地面抽采关

键技术等。

2） 关闭 （废弃） 矿井煤层气优质高效抽采。

关闭 （废弃） 矿井多为中高瓦斯矿井，据预测，

关闭（废弃）矿井煤层气资源量 2035年将达 2万~
3万亿m3。我国在关闭矿井煤层气抽采方面的优势

主要体现在对煤矿的地质认识较深、抽采相关技

术齐全。短板主要体现在现有关闭矿井煤层气资

源评价技术不能满足需要、现有成熟抽采技术不

能适应关闭矿井的实际条件，没有形成成套的安

全高效抽采技术。

亟需研发关闭矿井煤层气资源评价及“甜

点”优选技术、关闭矿井煤层气探测开发技术及

装备等。

3）煤矿区煤层气井下智能提浓高效抽采。我

国井下抽采钻孔管理粗放，智能化程度低；抽采

系统均存在漏点、堵塞等问题，抽采过程中的钻

孔优化设计、钻孔封孔、抽采系统缺乏智能调控

手段；煤层渗透率低，缺乏大面积高效致裂技术

和装备，且增渗煤体内煤层气解吸与渗流时空演

化机制尚不清楚，增渗过程不可控，缺乏有效的

智能监控评价手段和设备；缺乏井下提浓理论、

技术与装备；欠压煤层气的强力抽采，尚无相关

成熟的理论与技术。这些都为我国煤矿区煤层气

智能化抽采提出新期待。

亟需研发井下钻孔机器人自适应钻进及封孔

技术、井下大面积智能分段压裂增透技术、井下

煤层气抽采钻孔全生命周期智能管控技术、井下

煤层气物理萃取提浓技术与装备等。

4.2 实现煤矿区煤层气全尺度浓度利用的技术措施

针对煤矿区煤层气气源位置偏、分布散、量

小、浓度低等特点，重点在分布式利用和提浓

利用方面进行科技攻关，实现煤矿区煤层气梯

级利用。

1）低品位气源分布式利用技术及装备。研究

多能互补基础理论，研发煤层气发电、地热、太

阳能、风能多能互补技术与装备，对示范矿井的

多能互补示范，在煤矿区推广应用。开发微型短

流程可移动式煤层气利用技术与装备；开发小规

模分散式低浓度煤层气安全储运技术与装备，实

现工业示范和规模化应用。

2）分布式煤层气资源混配技术及装备。研究

低浓度煤层气与抽采管路内高浓度煤层气、煤制

气管网内气体及其他可配高浓度气体的智能混配

技术及装备，保证抽采低浓度煤层气充分利用。

3）低浓度煤层气大通量快速分离提浓技术及

装备。研究解决吸附材料分离效率不高、分离工

艺复杂、投资成本及能耗高等问题，提高新型吸

附剂对煤层气的吸附能力，优化变压吸附分离工

艺和分离效率，降低成本能耗。研究高分离系数、

低成本的新型膜材料，优化复合膜材料的结构、

极性、磁性等属性，开发多属性复合膜法提浓技

术及装备；从宏观和微观尺度研究CH4运移规律和

水合物生成热力学机理，研制水合反应器，开发

吸附-水合耦合分离提纯工艺技术及成套装备。

5 结 论

煤矿区煤层气开发利用是一项大有可为的事

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按照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的总体规划和我国低碳清洁能源的需求，面对

煤炭集约化开采、西部特厚煤层高效开采、东部

深部资源安全开采、关闭退出矿井大量增加等新

形势，迫切需要解决煤矿区低浓度煤层气抽采占

比高、束缚利用率长期低迷的问题，以“稳量、

提质、智能、增效”为指导思想，开发适应现代

采煤技术的煤与煤层气协调开发技术、井下智能

化无人化抽采技术、关闭矿井煤层气抽采技术，

研究不同浓度煤层气梯级利用技术、低浓度煤层

气提浓技术、区域气网集约与整装利用技术等突

破性技术，进一步提高煤矿区煤层气资源的开发

质量与利用率。

1）以强化地面井安全、连续、精准抽采优质

煤矿区煤层气资源为主线，实现地面井抽采产量

大幅提高，为后续利用供给高浓度 （CH4浓度在

90%以上）优质原料和燃料。

2） 以突破钻孔-增渗-封孔-抽采系统智能化

调控为主线，实现井下智能提浓高效抽采，为后

续利用供给中高浓度（CH4浓度在 30%以上）优质

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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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快速提升煤矿区煤层气梯级利用技术链

条可靠性为主线，实现不同浓度特别是低浓度煤

层气（CH4浓度低于 30%）和极低浓度煤层气（矿

井乏风，CH4浓度低于 1%） 利用量的提高，提高

低浓度和极低浓度煤层气利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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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广西是全国 8个边境省区之一，与越南接壤边

境线长 696 km，中越边境线上有口岸 12个，陆上

边境县 （市、区） 共有 8个，分别是防城港东兴

市、防城区，崇左市凭祥市、宁明县、龙州县、

大新县，百色市那坡县、靖西市。

广西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属于“缺煤、

少油、乏气”的能源资源匮乏地区，90%左右的煤

炭和几乎全部的石油天然气依靠外省或者进口，

能源对外依存度长期保持在 70%左右。在广西边

境贫困地区，由于能源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又没

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农村居民生活用能仍主要依

靠传统生物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能源开

发对环境的影响认识不足。广西边境地区的社会

用能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依据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

结合经济结构调整、能源发展战略等要求，综合

广西电力、新能源、煤炭、油气等各专项规划，

以提高能源普遍服务水平为目标，实施强基固边、

民生安边、产业兴边、生态护边战略，着力实施 8
个边境县 （市、区） 能源惠民工程，总体提高边

境能源保障能力，为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提高边

防能力提供坚强可靠的能源保障[1-2]。

广西边境能源发展规划研究

李小伟 1，陶毅刚 1，黎 敏 1，陈 楚 1，李镕耀 1，赵春阳 2

（1.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23；2.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北京 100120）

摘 要：广西边境能源的发展规划对保障国土安全、推进边境地区能源建设、增强边境地区经济

发展和提高边境人民生活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分析广西边境能源发展基础，结合广西边境地区

能源需求预测结果，对广西边境能源的发展规划战略布局进行研究。研究提出了广西边境能源的

发展思路，包括发挥特色能源产业优势、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能源可靠供应、促成对外

能源合作发展等，并归纳了稳边固边、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军民融合、边境贸易等重点任务。

广西边境能源的优化布局符合我国边境地区能源发展规划的基本方针，满足能源安全、边防安全、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保障的要求，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边境能源；能源安全；优化布局；精准扶贫；边境贸易；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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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uangxi border energy development planning
Li Xiaowei1，Tao Yigang1，Li Min1，Chen Chu1，Li Rongyao1，Zhao Chunyang2

（1. Planning and Research Center，Guangxi Power Grid Co.，Ltd.，Nanning 530023，China；2. Electric Power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plan of Guangxi border ener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afeguarding homeland security，promot⁃
ing energy construction in border areas，enhanc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order areas，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people on the border. The energy development base of Guangxi border was analyzed，and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ener⁃
gy demand forecast in Guangxi border area，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Guangxi border energy development planning was studied.
The study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Guangxi's border energy，including giving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char⁃
acteristic energy industry，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infrastructure，ensuring reliable supply of energy，and promot⁃
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nergy cooperation. It also summarized key tasks such as stability and solidification，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and border trade. The optimal layout of Guangxi border en⁃
ergy is in line with the basic policy of energy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China's border areas，and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nergy security，border security，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people's live⁃
lihood security.
Key words：border energy；energy security；optimized layout；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border trade；the Bet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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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边境能源发展基础

1.1 能源资源现状

广西煤炭累计探明储量 25.72亿 t，不足全国总

量的 0.2%，2017年产量占全国比重仅为 0.13%；

已探明的陆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极少，2017
年石油产量占全国比重为0.23%。

防城港市南面临海，中部有十万大山横贯东

西，受海洋季风气候影响，十万大山山脉以南至

沿海区域风资源较丰富，尤其是十万大山一带，

年平均风速达到 8 m/s以上，风功率密度在 200~
400 W/m2。崇左市风资源主要分布在离河谷稍远高

山上，南部宁明县风资源相对丰富，平均风速在

7 m/s以上，北部大新县部分区域风速也达到 6 m/
s，区域风功率密度在 200~400 W/m2。百色市风资

源主要分布在右江河谷两岸的高山上，南部那坡

县、靖西县风资源相对丰富，平均风速在 6 m/s以
上，那坡部分区域达到7 m/s。

防城港市属于广西太阳能一级资源丰富区，

上思县周边年太阳总辐射量在 5 000 MJ/m2以上，

其他区域年太阳总辐射量在 4 700～5 000 MJ/m2。
崇左市属于广西太阳能二级资源丰富区，宁明县

年太阳总辐射量在 4 700～5 000 MJ/m2之间，其他

区域年太阳总辐射量在 4 400～4 700 MJ/m2。百色

市属于广西太阳能二级资源丰富区，大部分地区

年太阳总辐射量在4 400~4 700 MJ/m2。
广西是水资源较为丰富的省区，根据资料，

宁明县、大新县、龙州县、靖西市、那坡县拥有

可以开发的水能资源。

1.2 能源需求现况

广西共有 8个陆上边境县（市、区），能源消

费总量约为 186.7万 tce，其中，原煤 55.6万 t、油

品22.6万 t、天然气0.9万m3、用电量36.4亿kWh。
1.3 能源供给现况

靖西市、那坡县、宁明县、凭祥市、防城区、

东兴县通高速公路，龙州县、大新县通国道，靖

西市、宁明县、凭祥市、防城区通铁路，宁明县、

龙州县通 5级航道，可以有效保障煤炭、石油等能

源输送需求。8个县（市、区）中只有凭祥市、防

城区、东兴县有天然气消费，其中，凭祥市、东

兴县以 LNG储罐方式满足消费需求，防城区则已

经建成天然气管道。8个县（市、区） 220 kV及以

上电网连入广西电网主网，110 kV及以下电网由 2
家供电公司供电，其中，凭祥市、防城区、东兴

县由广西电网公司直供电，其余 5个县配电网由广

西水利电业公司运营及供电。

1.4 能源结构存在的问题

1） 资源匮乏。广西边境地区能源资源匮乏，

除宁明县存在少量煤炭储量外，无其他化石能源

资源，水资源利用规模有限，仅风、光有一定的

发展潜力。根据广西能源局提供边境地区能源建

设资料的函，广西边境 8个县（市、区）规划新增

风电装机 559.5 MW，光伏规划新增装机 310 MW，

但是受土地资源限制预期发展潜力不大，有少量

生物质项目。

2）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多数边境电网没

有大的地方电源支持，现有的电站多为径流式或

水库蓄水发电的水电，受季节、气候影响大，调

节性能差，大量电力需要广西主网供给，对主电

网依赖性强。部分地区电网的建设速度跟不上经

济发展的要求，输变电设施容载比较低，变电站

负载率比较大，存在主变过负荷运行的情况；部

分电网不满足N-1准则要求。天然气管道或 LNG
分输站没有覆盖边境地区，居民消费天然气的能

力有待提高。

3）能源清洁利用水平低。受经济发展水平所

限，部分边境地区用能方式较为落后，依然使用

低质量煤、柴油、未经处理生物质等能源类型，

非化石能源年消费占比不足20%，低于全区平均水

平，已不能满足现代化能源发展的理念与要求，

是推广清洁用能、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的重

点攻坚地区[3]。

2 能源需求预测

广西边境用能种类主要以煤炭、石油、天然

气和电力为主，各类能源需求走势判断如下。

2.1 煤炭、石油需求走势判断

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受清洁化发展影

响，中长期来看该类能源消费总量必然受到严控，

但是考虑到煤炭、石油是保障边境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的基础能源，其作用不可被轻易取代[4]，长期

来看，广西边境煤炭、石油消费总量总体稳中有

增，消费占比有所下降。

2.2 天然气需求走势判断

根据《广西“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十

三五”期间广西政府将推广天然气消费作为重要

目标之一，规划全区天然气年均消费增长率约

46%，2020年天然气消费量增长至 50亿m3。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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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段时间广西边境地区天然气消费量将快速

增长，消费占比上浮较大。

2.3 电力需求走势判断

电力需求增速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密不可分。

广西边境地区处于全区发展末端，经济增长动力

有限，特别是在部分边远地区依然存在用电不便

利的情况，因此电力需求量不会出现跨越式增长，

消费占比变动不大。

以《广西“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的消费

预测结果为基础，结合广西 8个陆上边境县（市、

区）的发展定位，预测 2020年、2025年广西边境

地区能源消费结构，见表1和表2。
根据表 1、表 2的预测结果，2020年广西边境

8个县（市、区）能源消费达到 175.7万 tce，其中

经济能源煤炭占比 29%，石油占比 26%，天然气占

比 7%，电力占比 38%。煤炭、石油消费占比“十

二五”期间有所下降，天然气占比大幅度提升，

电力消费占比变化不大。

2025年广西边境 8个县（市、区）能源消费达

到 229万 tce，其中经济能源煤炭占比 26%，石油

占比 24%，天然气占比 12%，电力占比 37%。能源

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较 2020
年提升了4个百分点。

3 广西边境能源发展思路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大边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固边的指导意

见》（中办发 〔2017〕 53号） 的指示精神，根据

《关于开展边境地区能源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的通

知》的有关要求，从特色能源优势、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能源供应可靠性、能源对外合作 4个方面

分析广西边境地区能源发展思路。

3.1 特色能源产业优势发展思路

如何发挥边境地区特色能源产业优势一直是

国家能源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5-6]，规划布局了多

项重点工程，有效拉动了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和能

城市

崇左

防城港

百色

总量

县

（市、区）

凭祥市

宁明县

龙州县

大新县

东兴市

防城区

那坡县

靖西市

消费总量/
万 tce
7.9
17.2
17.9
19.8
17.9
36.2
14.4
44.4
175.7

煤炭/万 t
消费量

0.0
5.7
5.1
5.1
12.2
24.5
6.7
11.4
70.7

占比/%
0
24
20
18
49
48
33
18
29

石油/万 t
消费量

1.4
2.8
5.5
5.5
0.3
0.6
2.8
12.4
31.2

占比/%
26
24
45
41
2
2
28
41
26

天然气/万m3
消费量

560
720
480
800
880
4 000
960
960
9 360

占比/%
9
5
3
5
6
14
9
3
7

电力/万kWh
消费量

41 600
66 000
45 000
57 000
62 500
103 200
35 200
136 000
546 500

占比/%
65
47
31
35
43
35
30
38
38

城市

崇左

防城港

百色

总量

县

（市、区）

凭祥市

宁明县

龙州县

大新县

东兴市

防城区

那坡县

靖西市

消费总量/
万 tce
10.4
22.5
22.2
24.8
25.9
46.6
18.6
58.0
229.0

煤炭/万 t
消费量

0.0
6.9
6.1
6.1
14.6
29.4
8.1
13.7
84.9

占比/%
0
22
20
18
40
45
31
17
26

石油/万 t
消费量

1.7
3.3
6.6
6.6
0.3
0.7
3.3
14.9
37.4

占比/%
23
22
44
39
2
2
26
38
24

天然气/万m3
消费量

1 520
1 440
1 040
1 760
2 400
6 400
2 000
5 440
22 000

占比/%
19
8
6
9
12
18
14
12
12

电力/万kWh
消费量

48 500
88 000
55 000
68 400
96 200
132 900
44 000
156 400
689 400

占比/%
57
48
30
34
46
35
29
33
37

表1 2020年广西边境地区能源消费结构预测

表2 2025年广西边境地区能源消费结构预测

李小伟等：广西边境能源发展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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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系统的发展。例如，新疆哈密、伊犁，内蒙古

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等地利用资源优势重点开发

煤炭基地，新疆准格尔、塔里木，内蒙古鄂尔多

斯等地设法扩大油气生产能力，并充分利用既有

资源就近开发能源加工转化产业基地；在水资源

丰富地区有序推进试点基地建设，扩大边境地区

水电资源消纳范围，调动清洁能源参与经济发展

地区能源消费[7-8]。
但是广西边境资源禀赋匮乏，从能源资源分

布来看，仅宁明县有少量的煤炭资源，无油气资

源，只有部分可再生能源可以利用。所以，从发

挥能源特点角度来看，在广西边境开发大规模能

源设施是不现实的，可以因地制宜开发分布式能

源站、新能源微电网、多能互补工程等就地消纳

能源设施。

3.2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思路

边境地区位置特殊，是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

但同时也担负对外交流的责任，所以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需兼顾扶贫及交流两项任务，具有一定的

特殊性。根据国家层面对边境地区能源发展的部

署安排，常见的两种发展模式，一是推进边境地

区与周边国家油气、电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

源禀赋较好的边境地区，可以组织富余电力向国

内或国外输送，积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电力

贸易，增加边境居民收入；二是为解决边境地区

用能困难，通过“宜管则管、宜罐则罐”等方式，

着力打通天然气利用“最后一公里”，完善边防部

队和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缩小城乡供电服务

差距[9]。

从实际出发，广西边境地区与越南接壤，而

越南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禀赋单一，能源系统发展

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建设大型跨境能源基础设

施的必要性，所以广西边境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主

要是解决边防部队和边境人口的用能问题。

从用能结构预测结果来看，电力和天然气是

未来广西边境地区能源消费的主要增长点[10]，对于

电网工程，要以全面解决边境部队和农村用电困

难为目标，主动运用电力新技术新方式，以更高

的供电标准进行电网优化升级改造，努力清除电

网建设的薄弱点，解决边境地区用电不安全、电

能质量不合格等问题，为提高边境能源普遍服务

水平夯实基础。

对于天然气，边境偏远地区建设管道天然气

既不经济，利用率也不高，建设一定的 LNG/CNG

气站满足需求即可。煤炭、石油等其他能源品种

增长有限，现有运送通道能力（铁路、高速公路、

省道等）可以满足运输需求。

3.3 保障能源可靠供应思路

与内陆地区能源发展思路不同，对于大部分

边境地区，首要需要解决的是能源“有无”问题，

多样化能源供应方式，提高偏远边境地区能源供

应的可靠性。但是在解决能源可靠供应的同时，

也应该按照绿色、清洁、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

发展思路开展工作，而不是延续单纯依靠化石能

源快速扩大供应规模的老思路，否则边境能源系

统建设依旧原地踏步，不会有质的突破。同时，

边境地区受地理位置所限，能源运输条件有限，

所以因地制宜发展清洁的分布式能源，是保障边

境能源供应的重要发展方向。

在偏远离网地区，通过建设太阳能、风能、

生物质能等分布式能源，综合探索发展边境能源

利用新模式。促进光伏与土地种植、林业栽培等

产业有机融合。在边境地区拓展太阳能热利用方

式，推广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照明、太阳灶、

阳光大棚等太阳能热多元化利用方式。在有机废

弃物资源丰富的边境地区，加强农林废弃物、生

活垃圾、畜禽粪便等生物质燃料、沼气发电、耦

合发电、热电联产等的综合利用。

与此同时，军民融合工程也是提高边境能源

供应可靠性的重要抓手之一。围绕对边境部队打

造的高质量能源供给工程，增强基础设施军民共

用的协调性，同步提高边境地区部队及边民能源

保障能力。

广西边境地区没有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

石能源，但是具有一定的风电、光伏发电的开发

条件，因此广西边境地区可以开展以风、光为主，

搭配储能、柴油发电机等备用的微电网工程，解

决边境无电、缺电地区的用电需求，切实提高边

境地区部队及边民电力保障能力[11]。
3.4 对外能源合作发展思路

广西与越南接壤，广西通过陆上口岸与越南

开展煤炭贸易，近年来越南经济快速增长，煤炭、

石油、天然气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越南已经成为

了能源净进口国，广西与越南能源贸易方面不具

备合作的潜力。

越南经济增长迅速，工业快速发展，能源特

别是电力的需求巨大。由于水电大部分已经开发

完毕，未来越南只能大规模发展火电。越南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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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长，具有很长的海岸线，煤炭进口条件便利。

越南利用地理优势规划 2025年前投产一定数量的

沿海大型煤电厂，以满足近期电力增长需求。

2025年后，越南规划重点建设风电、太阳能等清

洁能源，实现清洁化转型。

我国在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力技术、装备

和工程服务方面经验丰富，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

平。因此，广西边境地区为响应“一带一路”国

家级合作倡议，更好更快的发展广西边境地区，

可以充分利用越南能源资源，共同开发利用，填

补广西边境能源资源匮乏短板的同时，促进双边

经济社会有序发展，达到稳边固边的效果。因此，

有必要利用大力发展边境能源系统的契机，推动

边境电网互联互通，提高联网工程的优化利用效

率，同时找到合理利用越南能源资源与电力资源

的方式方法，通过电力合作促进双边经济社会有

序发展。

3.5 广西边境能源发展思路总结

通过上述特色能源优势、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供应可靠性、能源对外合作 4个方面分析，广

西边境地区未来能源发展以电力、天然气消费增

长为主，配合稳定的煤炭、石油供给，可以满足

大部分情景下边境地区的能源需求。因此，2025
年前广西边境地区能源发展主要是以电力、天然

气发展为主。

边境地区电力发展应遵守因地制宜、实事求

是的原则，对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相对较好

的地区，主动运用电力新技术新方式，以更高的

供电标准进行电网优化升级改造，努力清除电网

建设的薄弱点，有效提高该地区供电可靠性；对

于基础设施条件不好、负荷需求较少的地区，可

以先建设分布式能源站、新能源微电网、多能互

补工程等电力设施，通过风、光、储能、柴油等

微电网工程，解决边境无电、缺电地区的用电需

求，待负荷形成规模后再加强与主网的联系，切

实提高边境地区部队及边民电力保障能力。

同时，为提高边境能源供给可靠性，可大力

发展军民融合工程，围绕对边境部队打造的高质

量能源供给工程，增强基础设施军民共用的协调

性，同步提高边境地区部队及边民能源保障能力。

对于边境能源合作，广西边境应响应“一带

一路”国家级合作倡议，与越南共同开发利用境

外资源，促进双边经济社会有序发展，达到稳边

固边的效果。优化存量跨境联网工程的利用效率，

找到合理利用越南能源资源与电力资源的方式方

法，通过电力合作促进双边经济社会有序发展。

4 广西边境能源发展重点任务

4.1 稳边固边

崇左、百色、防城港等边境偏远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能源基本建设投入总体不

足，是广西作为边境区的短板。为保障边民正常

的生产生活，保持边境社会稳定，有必要进一步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实现能源不间断供

应，为稳边固边打造坚定的基础，主要发展内容

如下。

1）扩大能源生产设施建设规模。在保护生态

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

电，积极推进宁明县、那坡县、防城区等风电场

前期工作，积极推进龙州县、靖西市、那坡县、

东兴市等光伏电站前期工作，支持边民自建分布

式电源，至 2025年末新增风电装机 560 MW，新增

光伏发电装机 310 MW。充分利用宁明县等生物质

丰富地区利用产业优势，发展生物质发电项目及

生物质燃料生产项目，建立高效可持续发展的能

源供需体系。支持离网缺电贫困地区小水电开发，

研究建立水电开发边民共享利益机制。

2）进一步提高供电可靠性水平。继续完善宁

明县等中心城区的主干电网建设，着力解决电力

设备重载、电压不达标等常见配电网问题，保证

用户用电电压质量，2020年全部 35 kV及以上线路

满足“N-1”运行方式，城镇供电可靠性提升至

99.9%，乡村供电可靠性提升至 99.81%。2020年边

境城镇用户年均停电时间不高于 8.5 h，边境乡村

用户年均停电时间不高于 17 h。2020年边境城镇

综合电压合格率不低于 98.79%，边境乡村综合电

压合格率不低于97%。

3）完善天然气供给体系。广西边境地区仅凭

祥市、东兴市、防城区存在天然气消费，消费总

量仅 0.9万 m3，天然气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几乎为

零。“十三五”期间，为支撑建设面向东盟国家的

南宁—防城—东兴—芒街边海联动经济合作带、

南宁—崇左—凭祥—同登沿边经济合作带、南宁

—百色—靖西 （那坡） —茶岭 （朔江） 沿边经济

合作带以及边境口岸经济合作圈，预计 2020年广

西边境县天然气消费从零增长至 9 360万m3，2025
年增长至 2.2亿 m3。为满足天然气需求，2018—
2025年，8个边境县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必然大跨

李小伟等：广西边境能源发展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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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前进。根据“宜管则管，宜罐则罐”的原则，

采取梯级过度的天然气供应方式：用气负荷较大

地区采取输气管道供应方式；分散偏远地区或投

资不经济地区，采取 LNG或 CNG供应方式。建议

2020年前防城区通管道气，凭祥市、龙州县、东

兴市建成LNG气化站，宁明县、大新县、那坡县、

靖西市开通 CNG瓶组供气；2025年边境地区供气

方式保持不变。

4） 稳定传统化石能源供给。“十三五”期间

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约 60%，“十

四五”期间其占比仍超过 50%，因此，稳定煤炭、

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供给依然是 2025年前重要的

能源发展任务之一。充分利用百色“屯屯通”公

路、防城港“1小时”快速交通体系等建设契机，

发挥崇左河运、高速公路、铁路、国道等立体交

通格局功能，通过崇左至爱店高速公路、崇左至

水口高速公路、崇左至靖西高速公路、百色至柳

州铁路、南宁至昆明铁路、防城港—崇左—百

色铁路、边境线二级公路改扩建等交通工程的

新增运力，全方位、多方向保障煤炭、石油的

稳定供给。

4.2 精准扶贫

从贫困居住地实际资源条件出发，在边境全

境推广易维护、低运营要求的村级或户用分布光

伏发电等扶贫工程，配套提升农村电网承载能力，

简化分布式电站并网手续，保障光伏等发电扶贫

工程优先调度与全额消纳。在贫困居住地推广以

电为主的用能方式，与扶贫电源工程有机结合降

低边民用电成本。在保障生态完好的前提下，科

学开发宁明县、大新县、龙州县、靖西市、那坡

县扶贫小水电工程；因地制宜开发宁明县、那坡

县、防城区扶贫分散式风电工程。

4.3 乡村振兴

综合考虑守土固边需求和具备发展条件两方

面因素，以广西沿边地区小城镇、中心村为重点，

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全面解

决供电容量低、安全隐患多、电压不达标、不通

动力电等问题，提升边境地区电力普遍服务水平，

力争到 2020年，电网覆盖全部边境村并达到小康

水平。创新边境地区农网发展模式，加大融资力

度，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农网投资多元化，鼓励

农网运营商与有资质的第三方资本共同农网建设。

鼓励电网通信“共享铁塔”，减少建设投资，高效

节约土地资源。

支持沿边乡村建设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

地热能等分布式能源站，探索发展能源利用新模

式、新业态。依托土地种植、林业栽培等，推广

“光伏+”综合利用模式，促进光伏与其他产业有

机融合。在边境地区拓展太阳能热利用方式，推

广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照明、太阳灶等太阳

能热多元化利用方式。充分利用广西丰富的生物

质资源，加强农林废弃物、生活垃圾、畜禽粪便

等在生物质燃料、沼气发电、耦合发电、热电联

产等的综合利用。

4.4 军民融合

从解决用能问题角度出发，充分在边境能源

发展中贯彻军民融合的理念，利用为保障部队用

电建设的高质量供电设备，就近解决边境农村电

力供应，同步为边境农村电力供应优化升级。鼓

励发展军民融合电力工程，2020年全面解决部队

营区单电源供电问题，切实提高边境地区部队电

力保障能力，并将优质电网辐射至周边居民点，

降低用能成本。鼓励军地联合开发、共建共享模

式，协同开发以风、光、水为主，储能、天然气、

柴油为备用的多能互补示范工程，完成国家对边

防哨所的通电任务，为边境地区部队及边民提供

清洁、高效、智慧的能源供应。大力支持在电网

未覆盖的边防哨所、海岛，通过可再生能源微电

网解决用电问题。

4.5 边境贸易

支持企业通过参股、控股、提供设施、技术

合作等方式，进入境外资源勘探开发和深加工领

域，深化与越南矿石资源的开发合作，围绕凭祥

口岸等打造以进口资源加工和境外加工为主的特

色跨境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有序开发沿边县（市、

区）水电和新能源，增加沿边变电站与电源布点，

从低压配网入手，将 35 kV及以下村级电网延伸至

越南边境地区，将越南边境农村用电纳入广西电

网供电范围内，有效提高双边居民的生活质量，

推动双边边境地区和平稳定。提高广西与越南 110
kV联网工程利用率，积极与越南开展电力贸易，

为中越双边电网主网互联互通打下坚实基础。

5 政策建议

广西边境地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是“缺

煤、少油、乏气”能源资源匮乏地区。本文通过

对广西边境地区能源发展水平、供需现状进行分

析，指出了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能源清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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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平低等发展制约因素，更是 2020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从煤炭、石油、天然

气、电力等主要能源品种利用现况入手，预测

“十四五”广西 8个边境县（市、区）各能源品种

的消费趋势和需求量。其中，煤炭、石油消费量

稳中有增，消费占比有所下降；天然气消费受自

治区大力推广等罂粟影响，广西边境地区天然气

消费量将快速增长，消费占比上浮较大；电力需

求量稳中有升，消费占比变动不大。

结合广西边境地区能源需求预测结果，本文

以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清洁利用水

平等为导向，参考国内其他边境地区能源发展思

路，从发挥特色能源产业优势、推进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保障能源可靠供应、促成对外能源合作

发展等方面对广西边境能源的发展规划布局进行

了研究。结合实际情况，研究提出了 2025年前广

西边境能源主要是以发展电力、天然气为主，在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开展电

网优化升级改造，提高供电可靠性，完善天然气

管网建设；在基础设施条件不好、负荷需求较少

的地区，可以通过分布式能源等多种形式解决用

电难问题，待负荷形成规模后再加强与主网的联

系，切实提高边境地区部队及边民电力保障能力。

与此同时，大力建设居民融合工程，与越南共同

开发电力资源，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最后，根据规划目标，本文提出了稳边固边、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军民融合、边境贸易等 6项
重点任务。为广西边境能源发展提出了可参考的

新能源、供电可靠性等量化发展指标，提出了可

大力促进天然气消费的管道气、LNG气化站、CNG
瓶组供气的布局方案，提出了适合边境军民可实

施操作的能源发展模式，提出了电力跨境合作初

步设想。

总体来看，广西边境能源发展建设是广西自

治区经济社会增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从发展现状

入手，结合需求预测和能源发展趋势，为广西边

境地区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发展建设，可以满

足能源安全、边防安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保

障的要求，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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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能源发展进入新

阶段，能源消费增长换档减速，保供压力明显缓

解，供需相对宽松，但在供求关系缓和的同时，

结构性、体制机制性等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

生态环境承载力脆弱，技术水平亟需突破，成为

制约能源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看，“十三

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国

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新一轮能源革命蓬勃

兴起，应对气候变化进入新阶段，围绕能源市场

和创新变革的国际竞争仍然激烈。

能源革命是推进新形势下老矿区转型发展的

重大战略。当前，东北工业经济地位下降，亟需

多元化转型发展。在 20世纪 50年代，东北地区以

占全国 8%的人口和地域面积创造了全国 25%以上

的工业产值，然而在此后 20年该比例发生了明显

的下降[1]。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东

北地区的经济成长逐渐失去制度性优势，并需要

承受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改革与体制转换成本，其

经济地位不断下降[2]。东北经济在产业结构、产品

结构、技术结构、需求结构、发展模式上都存在

着不平衡性，对东北经济的发展有着严重的制约。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东北地区进入了转型

发展的关键时期。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

和老工业基地，在认真履行全国能源基地责任的

过程中，因煤而兴、因煤而困的矛盾始终挥之不

去。由于长期以来高强度、粗放式、大规模的煤

炭资源开发，导致山西省产业单一、生态环境破

坏严重，煤炭资源型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日益突出，严重地制约着山西省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3-4]。

能源革命推动老矿区转型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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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的决议，将区域发展战略提升到了新高度，

赋予了新内涵，部署了新任务，突出了“四大板

块”＋“三大战略”相互呼应的特点，区域协调

发展新格局更加完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离不开能源的支撑保障与协调发展。

由于各区域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差异较大，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现状也不尽相同，因此，

在国家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必须与区域发展

战略有机结合，重点突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协调。通过开展能源革命推动老矿区

转型发展研究，为增强区域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

方式根本性转变提供科学咨询支撑。

1 老矿区开展能源革命的必要性

1.1 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产业依赖过重

东北地区生产总值中，能源生产行业和能源

密集型行业所占比例大，化石能源消费比例高

（图1）。

图1 2016年东北能源相关行业及能源密集型产业GDP占比

近年来，矿产资源密集型产业集群的衰退降

低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利润，迫切要求该地区

的产业转型升级和接续产业的发展。以鸡西为例，

2013年全市煤炭采掘和洗选业实现产值 169.1亿
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是 52.1%，煤炭行业实现税

收 14亿元，占全市税收比重 31%；2015年煤炭产

量比 2014年下降 12.8%，产值下降 33.5%，整个煤

炭行业税收下降52.8%[5]。
山西省煤炭开采洗选业的增加值占全省工业

增加值的比重常年稳居在 50%左右（图 2） [6]，与

煤炭开采、化石能源加工、金属冶炼、电力生产

等有关的产业是山西省的主导产业，非煤产业发

展滞后。

图2 山西省煤炭开采洗选与工业增加值

1.2 化石能源产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东北老工业地区化石能源消耗量占比较大，

能源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风、光、生物质等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受到限制，污染物排放问题

严重，单位产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排放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量废弃煤矿塌陷区破坏

地表植被、耕地等问题凸显；水土流失和土地荒

漠化加剧；煤矿开采对地表水及地下水造成污染。

山西空气污染严重，2017年，山西省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粉尘排放量分别达 57.31万 t、
52.10 万 t、 43.38 万 t，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6.5%、4.1%、5.4%（图 3），2016年碳排放量为

3 195.421万 t[7-8]。

图3 山西省近年来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1.3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不足

老工业基地具有较为丰富的风光资源，但受

制于电力本地消纳和外输通道限制，在电力生

产结构中燃煤火电的比例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或

存在浪费。

1.4 老矿区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突出

体制机制落后是制约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

整体市场化程度低；制约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根

源是观念滞后，把转型调整单纯看作是国有企业

于志永等：能源革命推动老矿区转型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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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忽视了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的发展；人

才机制不健全是制约能源转型的重要因素，人口

自然增长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且远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图 4） [9]，人才流失和浪费现象并存，缺乏

完善的人才激励政策。

图4 东北和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全国对比

2 老矿区能源革命的战略定位

2.1 能源革命战略定位

山西和东北等老矿区具有共同的转型需求，

即：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和效益、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建设生态文明，

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根

本性转变，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而与此同时，山西、东北又存在差异化的资源禀

赋和转型发展基础：山西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具

有配套完整的煤炭工业体系和能力，控制煤炭产

能和清洁高效利用已成为发展重点；东北则具有

发展非常规油气、生物质、风能、太阳能的优势

资源条件，同时地处东北亚核心区，具备显著的

区位优势、配套完善的工业体系和重大装备制造

能力，有利于推进能源通道建设和装备产业发展。

因此，需要从整体和部分的层次来阐述能源革命

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战略定位。

1） 整体战略定位。打造“山西—蒙东—东

北”能源经济走廊，一方面增强区域内能源、技

术、产业和人才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包括：依

托山西、蒙东的能源资源优势，向东北地区供应

能源；依托东北地区的制造、技术优势，向山西、

蒙东地区提供装备；立足能源经济走廊，辐射京

津冀，为区域提供高质量清洁能源。另一方面使

“能源经济走廊”形成有机整体，开展国际合作和

人才交流，依托东北地区的区位优势，将东北地

区打造为能源经济走廊对外合作的窗口，如：从

俄罗斯进口油气，向朝鲜等国家和地区输出装备。

2）区域战略定位。山西要找准“煤+火电+绿
电+绿电装备+绿电装备技术服务商”的转型方向，

实现传统煤炭和煤电企业的“绿电+绿电技术服

务+技术装备”产业模式的升级开发，做大煤炭经

济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将山西打造成煤炭绿

色开发、循环及高效利用、清洁转化、减量化消

费的引领者；煤炭、煤层气、新能源与储能多元

互补的能源供给基地；煤炭、新能源、储能技术

协同创新基地；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供需

市场体系示范区。

东北地区要发挥油气和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

优势，延伸传统石油产业链，加快推进陆相页岩

油革命，建立可再生能源的多元化消纳机制，做

大油气产业经济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将东北

老工业基地打造为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基地，可

再生能源多元化利用基地，油气中转、加工、储

备基地，陆相页岩油开发基地，清洁煤电生产基

地，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发展的示范区。

2.2 能源革命战略目标

根据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定位，结合其资

源禀赋和未来能源需求，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能

源革命的目标。东北地区 2035年、2050年一次能

源消费总量分别达到 5.8亿 tce和 5.5亿 tce，煤炭占

比分别下降到 53%和 44%。2035年、2050年发电

量分别为 7 002亿 kW · h和 7020亿 kW · h，其中，

风、光发电量合计分别为 1 888亿 kW · h和 3 122
亿kW · h，火电占比下降到58%和37%（图5）。

图5 东北地区发电量构成目标

山西 2035年、2050年的煤炭产量分别为 8.24
亿 t和 7.46亿 t，煤炭科学产能占比分别达到 85%
和 100%。2035年、2050年发电量分别为 5 808亿
kW · h和 5 988亿 kW · h，其中，风、光、水发电

量合计分别为 1 277亿 kW · h和 1 915亿 kW · h，
火电占比下降到78%和68%（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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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山西地区发电量构成目标

3 能源革命推动老矿区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

首先，要使能源结构由高碳转为低碳；其次，

能源产业由低附加值转变为高附加值；最后，能

源企业由单一能源形态开发利用向多元方向深度

调整。

3.1 推进煤炭资源绿色开发

深刻认识能源革命带来挑战的严峻性、新常

态下行业发展的速度与结构变化的紧迫性，树立

煤炭行业发展由数量速度粗放型向质量效益集约

型转变、由传统的机械化向信息化和智能化转变、

由劳动密集型向人才技术密集型转变、由单纯生

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的理念，培育行业发展新

业态、新产业，培育行业发展新优势。以煤矿的

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建设为抓手，建立严格

的煤矿准入、建设和管理标准。

加强矿区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科

学规划矿区开发规模和开发强度；坚持以最小的

环境扰动获取最大的资源收益原则，实现生产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并重；拓展煤矿生

态环保治理修复再造方式，推动资源综合利用产

业化，形成煤炭绿色低碳发展格局。

3.2 建设废弃矿井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未来二三十年，随着中国能源低碳转型，将

出现大量退役矿井，如何实现废弃资源再利用已

经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开展废弃矿井资源综合

利用研究，符合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东北老工业

基地振兴的需求。

利用东北地区的废弃矿井，以多种模式开发

可再生能源，建立一批拥有先进技术和经济效益

的示范工程。具体来看，借助东北煤矿去产能闲

置的大量矿区土地以及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发展

光伏发电。开发东北地区众多废弃矿井的地热资

源，发展地热发电。结合具有高位差和地下水资

源的废弃巷道、矿坑，配套建设抽水蓄能系统承

担调峰、备用等任务，建设光伏发电与抽水蓄能

相结合的多能互补综合利用示范工程。此外，对

废弃矿井产生的煤层气、矿井水等资源进行综合

利用也是值得考虑的开发方向。

3.3 燃煤电厂智能化发展

在国家严格控制产能的背景下，东北地区火

电装机的增长已经得到了明显控制，但是仍然有

相当规模的存量火电装机。截至 2018年上半年，

辽宁、吉林、黑龙江火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3 185
万 kW、1 858万 kW、2 211万 kW。考虑到东北地

区火电冗余压力较大的局面以及吉林、黑龙江等

地以热电联产机组为主的影响，东北地区火电设

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增速短期内难以有较大幅度提

升，系统调峰能力、火电盈利状况都将受到严峻

挑战。在此背景下，火电企业通过智能化发展，

加强自我管理、提升调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已

成为解决上述困境的必由之路。

3.4 传统装备制造业和新兴高技术产业协同发展

推进装备制造业振兴发展，东北地区要发挥

存量优势，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促进工业

结构优化升级，开拓国际市场，加大东北地区装

备制造业“走出去”步伐。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

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产业体系较为完善，自我

配套能力强，发展中要发挥存量优势，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创新驱

动力，促进产学研结合，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基

地，优化发展能源工业。提高装备制造业自主创

新能力，结合国家“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加

大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步伐，拓宽东北地

区装备制造业发展空间。

3.5 推动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利用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主要依靠火电供应调峰，风电消纳问题突出。

以吉林省为例，2016年该地区弃风电量为 29亿
kW · h，弃风率高达 30%，其中，冬季供暖期（1
—4月、11—12月） 弃风总量 20亿 kW · h，占总

弃风量的 68.97%，而此时恰是供热取暖的高峰和

用电负荷的低谷时段。利用在低谷时段的富余风

电供热能够增加用电负荷，并间接降低热电联产

出力下限，是解决风电消纳难题的有效途径。

发展多能互补技术，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推

广多能互补、建设多能互补工程已成为国家大力

推广的能源战略。东北地区具备丰富的风光可再

生能源资源，但利用程度尚不足。近期应充分利

于志永等：能源革命推动老矿区转型发展研究

63



2019年第11期 煤 炭 经 济 研 究 第39卷

用能源互联网等新型技术，推动能源产业的信息

化、智慧化，联合电网企业，在电网侧开展分布

式能源管理平台建设，利用多种储能技术和需求

侧响应，消纳低谷电、工业余热和弃风弃光，发

展多能互补。

4 政策建议

1）支持资源型地区有序转型。加快装备制造

业、化石能源行业等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优化产

品结构，引导企业产品向高端化发展，调整高新

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工程，开展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

造等关键技术攻关。

2）支持废弃矿井的综合利用。设立废弃矿井

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专项基金，

对可利用废弃油气藏、煤矿井巷资源进行摸底调

查，建立相关数据库，创新废弃矿井能源资源安

全智能精准开发利用模式，制定废弃矿井开发利

用标准体系与政策。

3）支持化石能源的原料化利用。加大对煤制

油项目和煤制精细化学品项目的科研资金投入，

建立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直接面向产品市场化的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缩短产品市场化量产的周期。

建议出台鼓励煤化工发展的税收政策。

4）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并落实人才激励政策机

制。探索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制定并落

实人才培育及引进政策，完善人才激励机制[5-7]。
加快“双创”平台建设，制定优惠待遇政策，实

现人才供给的不断优化。强化对科技、管理人才

的激励，建立健全体现智力劳动价值的分配机制。

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建立科技人才信息

网络体系，实现区域科技人才信息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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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支撑国家繁荣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基础。随着我国人口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

逐步提高，能源消费量也越来越大，自 2010年起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的供给

和消费带来的相关问题逐步凸显，传统的能源生

产、消费方式不可持续。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

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量仍将持续增长，如何在能源

消耗绝对量增加的同时，通过调整经济结构、转

变发展方式、提高能源效率等方式，减少能源生

产和利用过程中对资源、生态、环境等的破坏，

减少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实现能源的清

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我国面临的紧迫而严峻

的现实问题[1-4]。2014年 6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

国能源安全战略，就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这

一长期战略提出 5点要求，强调要推进能源消费革

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

作为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革命是能源革命

的主导力量，需要着重解决在能源革命背景下煤

炭如何实现革命，煤炭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实现煤炭革命需要什么理念和机制，技术革命如

何支撑煤炭革命等科学问题。而煤炭行业的从业

人员是行业的基础，煤炭革命就需要要求相关从

业人员的改革[5-8]。

1 煤炭行业与人才现状分析

1.1 基本情况

我国煤炭行业人才基本情况如图 1所示，根据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数据，全国煤炭行业从业

人员 527万人，人才总数 59.4万人，人才占从业人

员的 11.27%。其中，从业人员中新兴、紧缺行业

人员 32 754人，占 0.62%，担任技术负责人的

8 508人，占 0.16%，从事国际合作的 1 479人，占

0.03%[9-10]。说明我国此类行业人才储备相对较少，

在煤炭行业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紧缺现象，人才结

构不合理，战略新兴产业人才、关键技术人才以

及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才严重缺乏。充分的人才储

备、合理的人才结构是煤炭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尤其在能源革命、煤炭转型发展的当

下，人才的断层和流失非常不利于我国煤炭工业

我国矿业人才培养与战略研究

李 杨，王建鹏，王明琛，李承昆，具展奇，杜金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能源与矿业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煤炭行业的从业人员是行业发展的基础，煤炭革命需要结合煤炭行业与人才现状，通过

分析煤炭行业人才结构，对比美国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结构，综合考虑国内外煤炭员工培训机制，

分析煤炭行业科研人员及投入，提出了煤炭革命战略与方向的人才战略构建，为实现煤炭工业 3.0、
4.0、5.0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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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图1 我国煤炭行业人才基本情况

1.2 人员素质情况

我国煤炭行业人员学历情况如图 2所示，其

中，博士研究生 3 030人，占 0.06%，硕士研究生

20 490人，占 0.39%，而大专以下 4 381 699人，

占 83.13%。从学历分布情况看，全国煤炭行业中

高学历人才极少，多数为大专以下学历[11-12]。

图2 我国煤炭行业人员学历情况

我国煤炭行业人员职称情况如图 3所示，其

中，正高级职称最少，仅有 3 688人，占 0.74%，

初级职称最多，有 222 783人，占 44.93%[13]。从专

业技术人员看，从业人员中，多数为初级职称，

高级职称人数缺乏，且仍有近20%人员无职称。

图3 我国煤炭行业人员职称情况

我国煤炭行业人员技能等级情况如图 4所示，

其中，无技能职称人数高达 2 791 159人，占

64.23%，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

技师相应递减。从技能人员看，具有技能等级的

从业人员仅占 35.77%，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员相

对缺乏。从业人员技能等级反映行业的整体技术

水平，行业整体技能人员数量仍需进一步提升。

图4 我国煤炭行业人员技能等级情况

1.3 人才结构情况

我国煤炭行业人员人才结构情况如图 5所示，

其中，复合型人才 46 718人，占 7.87%，高端技术

人才 176 110人，占 29.65%，专门人才 371 153人，

占 62.49%。全国煤炭行业从业人员多数为专门人

才，其次是高端技术人才，复合型人才最少。这

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人才培养注重专门人才，相

对忽视高端技术人才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图5 我国煤炭行业人员人才结构情况

适应未来煤炭工业的发展趋势，必须着重培

养复合型人才。只有复合型人才满足技术人才与

专门人才的综合需求，才能有利于行业的整体

发展。

1.4 人才分布情况

我国煤炭行业人才分布情况见表 1，从机构类

型上看，煤炭行业人才主要分布于煤炭研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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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和地质勘查机构，高等院校煤炭专业、煤

炭企业、行业协会和学会。各机构类型人才数所

占 比 重 分 别 是 ： 48.19%、 73.45%、 10.92%、

59.16%。其中，煤炭企业人才分布占比最低[14-16]。

表1 我国煤炭行业人才分布情况

从地域分布上看，全国产煤的 26个省 （市、

自治区）中，从业人数前十位的是：山西、河南、

山东、黑龙江、安徽、四川、贵州、湖南、河北、

辽宁。

人才数前十位的是：山西、山东、河南、安

徽、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贵州、陕

西[17]。

2 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结构分析

2.1 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分析

我国煤炭行业各集团人员结构见表 2，神东生

产人员的 37.2%为合同工[18-20]，并无农民工和流动

工分类，合同工中学历及技能水平均处于较低水

平，为方便研究，本研究将神东合同工统一归为

农民工和流动工。

表2 我国煤炭行业各集团人员结构 %

开滦集团生产人员的 14.3%为农民工，近几年

逐渐减少，根据合同法达到8年转为正式工。

鹤壁集团基本上完成了农民工转编辞退，但

还有8.2%熟练协议工不愿签正式合同。

同煤集团与潞安集团井下生产人员均不允许

有流动工，正式员工必须持证上岗。同煤集团地

面后勤服务人员有1万员工为非正式。

晋煤集团 2006年均完成了农民工改编，农户

技校工具备高级技能与农户轮换工具备中级技能

满足8年工龄可转换为正式工，不满足条件辞退。

枣矿集团在 2013年完成了流动工转正式工，

根据合同法达到8年转为正式工。

2.2 我国典型矿井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调研神东矿区上湾煤矿、补连塔矿、布尔台

矿及开滦集团吕家坨矿人员结构，见表3。
表3 神东矿区各矿人员结构

从表 3可以看出，流动工无论从技能等级、职

称、学历均处于较低水平，反映了流动工存在素

质水平较低的问题。而流动工年龄偏低，以初级

工为主，90%为高中以下学历，在技能等级与学历

水平方面存在问题，并很难获得相应提升。

各矿流动工占比相对较高，这会导致流动工

拉低了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水平。

3 美国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结构分析

3.1 美国井工矿井概况

2015年，美国在生产的井工矿共 295个，井工

矿从业人员共 3.6万人，产量约为 2.4亿 t，占美国

煤炭总产量 30%左右。美国年产量 200万 t以上的

井工矿井仅为 39个，大部分为中小规模的矿井，

人员在300人以下。

美国井工矿井根据产量分布如图 6所示，可以

反映美国井工矿井的总人数与产量关系。整体趋

势为产量随着总人数增加而增加，可以发现呈现

较明显的线性相关性。同时也存在一些矿井由于

实际情况不同，数据过于偏大或偏小。

图6 美国井工矿井根据产量分布

美国井工矿井根据全员工效分布如图 7所示，

项目

从业人数

人才数量

占比/%

煤炭研究、技术服

务和地质勘察机构

37 058
17 860
48.19

高等院校

煤炭专业

7 061
5 187
73.45

煤炭

企业

5 226 447
570 708
10.92

行业协会和

学会

382
226
59.16

流动工&
农民工

正式工

神东

集团

37.2
62.8

开滦

集团

14.3
85.7

鹤壁

集团

8.2
91.8

同煤

集团

0
100

潞安

集团

0
100

晋煤

集团

0
100

枣矿

集团

0
100

靖远

集团

0
100

名称

上湾矿

补连塔矿

布尔台矿

吕家坨矿

流动工人

人数

占比/%
40.5
40.5
30.1
14.8

技能等

级占比/%
0.6
0
0.98
9.7

大专以

上学历/%
9.5
0.3
4.7
2.1

年龄

25~40岁

薪酬

5~10万

矿人员

总数

1 147
1 633
1 732
5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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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反映美国井工矿井总人数与全员工效（产量/
总人数） 的关系。从全员工效分析，在总人数小

于 200人的矿井，随着总人数的增加，全员工效随

之增加。当总人数增加到 200人以上，工效相对趋

于平稳，美国全部矿井的人员工效水平较高。

图7 美国井工矿井根据全员工效分布

3.2 美国煤矿从业人员总体情况

将各类人员总数与占比汇总，见表4。
表4 美国煤炭各类从业人员情况表

2015年美国井工矿从业人员 36 305人，井工

矿产量仅占30%。

通过上表可以分析，井工矿主要由井下人员

组成，另外地面操作人员、选煤厂人员和办公室

职员占比较小。

4 中美煤矿企业人员结构分析

4.1 人员数量的差异

随着采煤机械化的普及，美国从事煤炭开采

的人员呈现下降趋势，人员的减少降低了安全培

训和安全管理方面的投入。2015年，美国煤炭行

业员工 6.6万人，产量为 8.14亿 t，人均年产量 1.2
万 t。人数与产量是自1986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我国仍有 500万煤炭从业人员，人员规模庞

大，行业负担过重。复杂的地质条件、井工开采

占绝对比例都是制约煤矿精简人员、提高时效的

重要因素。对比美国的煤炭行业人员，我国还需

在煤炭行业的各个领域加大投入。

4.2 员工年龄结构及文化水平差异

美国矿工平均年龄为 39岁，平均工龄 11年。

77%的矿工受过中等和中等以上教育。煤矿管理和

技术人员均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丰富的实

践经验。

我国煤炭行业员工平均年龄约为 44岁，40岁
以上员工比例超过 50%。由于近年来煤矿效益下

滑，人才流失严重，部分煤矿呈现明显的老龄化

趋势，这已经成为制约煤炭工业持续发展的重大

问题。煤矿工人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初中及以下

文化程度的煤矿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59.8%。

4.3 不同岗位人员配比差异

美国单个矿井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千人，井

下生产员工占 90%左右，管理岗位仅占 1%~3%。

作为核心力量，美国煤矿工程技术人员的配比约

占总员工的 40%~60%；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安全生

产与技术创新。

我国井下从事原煤生产的人员占比仅为 30%~
50%，管理岗约占总人数的 12%左右，能够从事技

术研发的工程技术人员占比远低于美国。造成这

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煤矿地质条件复杂，很多

工序未能实现机械化；管理部门人员冗余现象严

重；辅助后勤人员、机关人员众多，结构亟需

优化。

4.4 中美两国煤炭从业人员待遇

中美两国煤矿从业人员待遇对比，见表5。
表5 中美两国煤炭从业人员待遇对比

根据表 5分析，与美国从业人员薪酬对比，美

国煤矿工人工资接近美国人均工资的 2倍，一般的

薪酬标准按劳动强度多劳多得。每周工作时间固

定，不超过45 h。
通过对比，我国煤炭从业人员的工作回报与

高强度、高风险性的工作性质不成正比。薪酬优

越性不大，而且劳动时间过长。

5 中美煤炭企业人员培训分析

中美两国开采煤矿工人的上岗培训需求对比，

见表 6。通过表 5分析，中美煤炭企业人员培训存

在5方面差异。

1）我国煤炭企业准入门槛较低，美国有学历

要求及高额培训费用。

国别

美国

中国

人均年

工资

$49 700
￥49 969

煤矿从业人员

年工资

$82 058
￥56 929

煤矿从业人员

每小时工资

$31.7
￥20.6

周工作

时间/h
45

＞57

项目

总人数

占比/%

井下

人员

31 664
87.22

地面操作

人员

2 129
5.86

选煤厂

人员

1 537
4.23

办公室

职员

975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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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前培训

在岗培训

继续教

育培训

中国

1.无学历要求；

2.72学时安全培训及上岗工种培训；

3.实习满4个月后，方可独立上岗作业

1.24小时年度安全复训（国家安监局）

2.72小时技能培训、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管

理人员培训（煤炭教育培训中心）

3.企业自主培训中心

1.校企合作

2.学历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国家开放大学煤

炭学院等）

3.对技术人员无学历要求

美国

1.具有中专学校以上毕业证书；

2.40小时美国矿山安全与监察局（MSHA）认证培训机构的培

训；

3.通过州特定测试/获得临时矿工卡；

4.得到8小时的矿井现场培训；

5.在矿山工作45天/最后得到永久卡

1.有经验的矿工每年必须接受16小时的年度复训；

2.如果在两年内没有进行复训的矿工，就要重新进行 40h的培

训课程，再通过州测试

1.每年由业主组织，培训3~5天；

2.技术人员均要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自报培训计划，

带薪去大学培训某一专业知识

表6 中美开采煤矿工人的上岗培训需求

2） 我国煤炭行业岗前及在岗培训要求全员

100%参加，时间均高于美国，由于人员规模较大，

缺乏监督反馈和效果评估。

3）缺乏煤炭“新技术、经济、国际形势、战

略”等相关培训内容。

4）培训机构管理薄弱。我国地方相关职业院

校对煤炭职工进行技能培训，缺乏相关的考核，

评估制度及奖惩政策等。

5）我国煤炭企业人员学历培训规模较大，且

有一定效果，企业分层次进行选送学习，按时提

升学历。但资金耗费大、持续时间长。受行业经

济形势影响较大。

6 我国煤炭行业科研人员及投入分析

将我国矿业科研 （R&D） 人员及科研投入情

况汇总，见表7。
通过上表分析，我国煤炭行业科研人员及投

入存在3方面问题。

1）研发机构人员博士与硕士比重，煤炭行业

为13.5%，相比其他行业比重较低。

2） 煤炭行业科研经费投入最多，为 151.8亿
元，占行业总投入的 52.1%。但对课题统计后，发

现相关领域重复性课题较多，而基础类与创新类

科研投入较少，导致整体科研水平不高。

3） 煤炭行业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仅为 0.50%。

相对于煤炭能源消费的占比来说，需要进一步加

大煤炭行业科研投入强度，以达到煤炭行业的科

研需求。

7 基于煤炭革命战略与方向的人才战略构建

1）人才战略使命。以煤炭工业 3.0、4.0、5.0
发展为契机，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和科教

兴煤战略，提高煤炭行业吸引力，通过市场与政

策调节逐步提高煤炭从业人员素质与待遇，形成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煤炭工业人才制度优势；同时

提高煤炭科技水平，加大行业与人才的准入门槛，

着力培育高精尖缺的煤炭战略型人才。集聚造就

一支世界一流、结构优良、开拓创新的煤炭工业

人才队伍。

2）人才战略目标。推动煤炭工业人才结构战

行业

研发机构人员中博士

和硕士比重/%
R&D经费投入/亿元

采矿业R&D经费

投入强度/%

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

13.5

151.5

0.50

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

24.3

84.4

0.74

黑色金属矿

采选业

19.3

9

0.10

有色金属

矿采选业

6.4

20.3

0.32

非金属矿

采选业

11.2

9.9

0.19

开采辅助

活动

16.3

15.7

0.70

表7 我国矿业科研人员及科研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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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调整，着重培养造就适应煤炭工业发展的高

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创新煤炭工业人才资源配置，

为实现煤炭工业 3.0、4.0、5.0时代蓝图提供坚强

的人才支持与保障。

根据煤炭革命战略的使命与目标，绘制煤炭

工业人才战略图，如图 8所示，具体分析煤炭工业

人才战略的各项内容。

图8 煤炭工业人才战略

7.1 聚集造就煤炭工业领军人才

集聚世界一流水平的煤炭工业人才，优化领

军人才结构，建设领军人才梯队，培养拔尖创新

人才。有利于解决我国煤炭高层次人才缺乏问题；

领军人才能够引导煤炭行业战略规划，提高行业

准入门槛，减少行业波动，有利于煤炭行业回归

基础科学研究与创新科学研究。

7.2 培养开发高层次、高技能的煤炭工业创新型

人才

重点建设世界一流矿业安全学科、着力提升

煤炭工业专业技术人才素质能力、完善煤炭工业

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引领煤炭企业经营管理人

才素质提升、创新发展煤炭工业人才培训标准系

统。对煤炭工业的传统特色专业、学科进行改造，

适应新时代煤炭工业的发展。

为行业人才培养及输出质量提供保障，优化

煤炭行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结构；

加强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培训，逐渐优胜劣汰，提

高行业竞争力与优越性。建成一支能支撑和引领

“煤炭工业3.0、4.0、5.0”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7.3 创新配置煤炭工业人才资源

创新驱动人才资源配置、多元动态配置人才

资源、探索人才资本运营模式。

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实现煤炭行业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全方

位创新；有利于人才配置市场化改革进程，提高

从业人员准入门槛，提高从业人员优越性；有利

于优化煤炭工业人才流动机制，提高煤炭工业人

才横向和纵向流动性，减少人才流失。

7.4 煤炭工业人才国际化发展

发现和引进海外“高精尖缺”人才、深化本

土人才国际化发展。为“一带一路”提供国际人

才支撑；有利于煤炭行业高校、科研院校、企业

建立人才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有利于国际先进技

术的引进与交流，拓宽从业人员国际视野，了解

国际煤炭市场运作与政策壁垒，增加我国煤炭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为煤炭企业走出去打好基础。

8 结 论

1）煤炭行业应培养煤炭开发与利用基础科学

人才。煤炭工业在 2020—2030年要实现少人、接

近天然气排放的目标，形成超低生态损害与超低

排放的机械化、信息化煤炭开发利用体系，煤炭

开发与利用基础科学人才是煤炭工业的人才基础，

需要高校、政府、行业与企业多管齐下，精简规

模，共同建立精英型人才培养体系。

2）煤炭行业应培养适合未来煤炭地下流态化

开采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煤炭工业在 2030—
2040年要进入无人、接近清洁能源排放的时代。

实现采掘智能化、井下无人化、地下电气化，同

时进行煤炭开采的“深部”探索，形成近零生态

损害与近零排放的智能化、多元煤炭开发利用体

系。在这过程中需要大量煤炭开采与利用专业的

相互融合，包括煤炭深井开发、流态化开采、节

能、输煤输电、燃烧与气化、燃烧脱碳、先进燃

煤发电、现代煤化工、煤基多联产系统、煤炭利

用污染物控制与碳减排等。这就需要煤炭行业着

力培养“多专业、多领域”的深井、流态化发展

的复合型人才。

3）培养地下空间开发战略人才。煤炭工业在

2040—2050年进入地上无煤、纯清洁能源的时代。

必须形成煤基多元、开放、协同、绿色开发利用

的清洁能源基地，同时利用地下空间，建立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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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发阳光、生态植被、地热转换与空气循

环系统、地下清洁能源抽水储能及水电系统、地

下水库、地下瀑布生态景观等。2040—2050年是

在 2030—2040年的基础上深井与流态化开采的全

面实施，因此，2040—2050年需要在发展复合型

人才的基础上，继续培养有地下空间规划、多学

科融合的思想家式战略统筹人才。

4） 煤炭更需管理型、经济型、国际型人才。

实现煤炭工业在 2020—2050年跃进，更需要在煤

炭行业中培养职业的管理型、经济型的国际人才，

实现全产业链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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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提高，管理者

如何依据合理的项目成本估算方法，快速准确地

分析投资项目的成本，从而做出有效的决策是投

资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1]。刘志彤等[2]分析研

究了施工成本估算方法，但仅探讨了投资项目中

的施工成本估算，没有系统的分析整个投资项目

的成本。而王英[3]系统分析了投资项目建设的成本

估算，但是缺少具体的定量分析。韩崇刚[4]通过构

建碳排放绩效及边际减排成本的DDF模型，估算

了具体案例2020年CO2的边际碳减排成本，为碳排

放权价格确定提供理论支持。张新华等[5]认为碳价

的波动性将延迟碳捕获技术投资，若碳价的波动

性足够大，发电商会选择不投资，碳捕获技术进

步也将延迟投资，但政策性补贴将抵消该投资延

迟。林则夫等[6]结合碳捕捉和封存 （以下简称

“CCS”）投资项目的特点，提出了基于实物期权

的CCS投资项目决策模型，并认为税收政策对CCS

投资项目实施作用明显。但张新华、林则夫两位

学者都是从政策方面对CCS投资项目进行了分析，

缺乏系统的成本分析。

如果没有对项目进行合理有效的成本估算就

上马实施，那会面临成本超支的风险，甚至影响

项目的实施进度，故有效的成本估算对项目的决

策和成功实施至关重要。因此，本文通过分析与

借鉴当前的理论成果，对CCS投资项目成本进行了

系统分析，并对 CCS投资项目成本进行定性与定

量的探讨，进而构建出 CCS投资项目成本估算方

法，以期为其他领域投资项目成本估算提供指导

和借鉴。

1 基于案例的CCS项目成本估算思路

案例决策理论（CBDT）最早由GS提出，其主

要是解决非结构性问题，具体思路是通过分析研

究以往类似成功解决问题的案例，来解决当前的

问题[7]。即在解决当前问题时，把当前待解决的问

题与过去曾经发生的案例进行分析比对，找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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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问题相似的案例，通过分析、修改相似案例

的解决方法与模型参数，进而解决当前的问题，

而当前问题的解决又纳入新的案例，为以后问题

的解决提供参考。

本文在案例决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要素分

析法对构成CCS项目成本的要素进行分析，并且基

于这些要素建立模型并对项目成本进行估算。具

体研究思路如下：

1）建立标准案例库。由于不同的投资项目会

有很大差别，其成本的构成因素也不相同，按照

投资项目的决策成本、项目设计成本、项目获取

成本、项目实施成本等[8]项目成本构成要素确定属

性指标，并根据这些成本要素确定影响资源消耗

的具体特征因素，对其进行具体的评价，并为基

于案例决策的成本估算模型建立标准的案例库。

2）建立相似案例库。针对投资项目成本中的

不同特征因素，建立相似的案例库。即对每个成

本特征因素分析其过去曾经相似的案例，并按照

不同的特征因素建立不同的相似案例库。如CCS项
目运输方式的不同及运输距离远近对运输成本都

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些运输方式和运输距离都构

成了相似案例库中的成本特征因素，分析这些成

本因素在CCS投资项目中的具体消耗情况，并将分

析结果存放到案例库中以备引用。

3）计算拟投资项目的相似度。计算拟投资项

目与标准案例的贴近程度，即与案例库中的案例

相似程度。

4）检索与拟估算相似的案例。从已有的案例

库中，寻找与当前拟估算投资项目的相似案例，

并计算相似度，然后根据数学模型，对投资项目

资源消耗量进行估算。

5）估算投资项目成本。将估算出的项目资源

消耗量分别乘以各自当前的价格，然后再考虑其

他的项目突发成本，最后得出投资项目总的估算

成本。

2 基于案例的CCS投资项目成本估算模型

构建

2.1 特征因素的描述

虽然都为CCS投资项目，但由于碳捕捉技术、

运输方式及封存场地的不同，每个投资项目都包

含不同的成本因素，这些不同的成本汇总构成了

总的投资项目成本。我们对这些不同的成本因素

进行具体的划分，划分后的成本因素称之为特征

因素。前文中我们提到一个投资项目的成本包括

决策成本、设计成本、获取成本、实施成本 4大
类。下面对这4大类成本进行具体描述[9]。

1）决策成本。随着国际能源署和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对CCS在工业发展中技术路线图的提出，

各国开始积极研究和推进CCS投资项目，有的企业

已经开始投资建设大型CCS项目并开始运营，如挪

威 Sleipner二氧化碳注入项目、神华CCS项目示范

工程，这些公司在实施CCS项目之前，都需要做大

量的前期准备，搜集资料、分析评估技术的可行

性等，而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

产生一定的费用成本，我们称之为决策成本。这

些成本费用由于发生在项目前期，所以都是一次

性投入。

2）设计成本。任何一个投资项目都展开一定

的设计，无论是大型工程项目还是科学研究项目

或者是新产品项目都包含一定的设计，如CCS实施

工程图设计、技术路线设计及 CCS储存选址的设

计。这些设计都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形成设计的

成本。

3）获取成本。通常指为获得CCS项目所需的

各种资源（物料、设备、劳务等），项目组织必须

开展一系列的询价、供应商选择、广告、招标等

一系列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的开展都需要一定的

财力，产生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称之为项目获

取成本。

4）实施成本。CCS项目中的碳捕捉设备的安

装、运输管道的铺设及封存地的注入井开采都构

成了实施活动，这些实施活动消耗一定的资源，

产生一定的成本费用。这既包括在实施过程中所

消耗的物质材料费用成本，也包括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所消耗的人力劳动成本。具体包括：

①人工成本：这部分主要为CCS项目建设过程

中各类人员的劳务报酬，主要包括工资、津贴和

奖金等全部发生在劳务上的变动成本。

②设备费用：主要包括碳捕捉设备的购买，

封存地勘探设备的租赁及钻井设备的租赁等。

③办公费用：为了协调CCS项目的有效实施，

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负责，建立办公场所及购买

一些办公物品等，办公人员的所有费用构成了办

公费用。

④建设成本：CCS投资项目不仅是个项目还是

个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物资进行建设，以便使

项目得以落实。CCS投资项目主要包括三大工程：

李 杨等：基于案例的CCS投资项目成本估算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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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捕捉设备安装及改造、二氧化碳运输工

程和二氧化碳封存工程。这三项工程在实施建设

中都会耗费大量物资，一般在建设实施前都会进

行专门的预算，然后在竣工完成后进行决算。

⑤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在项目实施阶段，项

目人员出差发生的差旅费，需要住宿发生的住宿

费，以及必要的伙食补助和出差补贴等。另外还

包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需要的临时设施设备等

发生的费用。

⑥不可预见成本：项目实施阶段还需要列支

一定数量的不可预见费用，以便在项目发生意外

或出现风险时及时使用。如由于经济通货膨胀而

导致的材料价格上涨，及发生意外事故赔偿等或

因工期缩短或加长而增加的成本。

2.2 估算模型

假设当前我们面临一个CCS投资项目P，当对

这个项目P成本进行估算前，需要从过去曾经发生

的案例库 A中寻找和当前投资项目 P相似的案例，

而投资项目P又包含不同的成本C（Ci），因此案例

库A是P和C的集合。

A ≡ P × C
其中，A不一定都是过去曾经发生的案例，还

包含将来发生的案例，未来随着一个个投资项

目的发生，需要将这些项目不断地纳入到案例

库 A中。

接下来估算模型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相似

函数和成本函数。

相似函数即

s: P × P→ [ ]0, 1
相似函数是衡量不同投资项目之间相似的程

度，我们用正的 0到 1之间的数值来表示，0表示

完全不相似，1表示完全相似，数值越接近于 1表
明相似程度越大。

成本函数即

c: C→ Ci , Ci = ci × pi （1）
式中：Ci为投资项目中的各类成本；ci为表各类成

本中的资源消耗量；pi为消耗资源的价格，投资项

目成本由不同的成本构成，最终加总求和。

基于案例的投资项目成本估算函数为

TC = ∑
( P,C ) ∈ A

s ( P, p ) c ( P ) （2）
式中：TC为项目的总成本；P为当前的投资项目；

p为案例库中的投资项目。

2.2.1 相似度的确定

计算相似度的方法有很多种，有频率法、统

计法及比较分析法[3]等。本文选择比较分析法，其

原理是：投资项目的专家对项目成本特征因素与

案例库中的不同成本特征因素进行分析比较，通

过分析后估算出各个成本特征因素的相似度。即

各成本特征因素与案例库中相比，越相似其值越

接近于 1，其取值范围在[0，1]。另外为了使相似

度更具有合理性，我们对估算出的相似值进行均

值调整。

s( P, pi ) = s( P, pi ) ×
∑
i = 1

n ( P, pi )
n

（3）
式中：P表示拟估计的投资项目的特征因素成本；

pi表示案例库中的不同投资项目的成本特征因素；

s ( P, pi )表示被估算的相似值。

根据不同案例中各成本因素的相似度计算总

的相似度。假设有m个案例与拟估算投资项目相

似，分别为 A1,A2,⋯Am，其成本特征因素有 n个，

则案例库中相似项目成本特征因素相似函数值为

Ai = [ ]ai1,ai2,⋯,ain ，i = 1, 2,⋯,m
令项目Ap与Aq的相似度为[10]

α ( A P,Aq ) =
∑
j = 1

n

apj ∧ aqj
∑
j

n

apj ∨ aqj
（4）

其中，p, q = 1, 2,⋯,m。一般一个项目的投资

成本有不同的成本特征因素构成，而这些成本构

成因素对项目总成本的影响不同，其影响的大小

可以用权重的不同来表示。则上式可表示为

α ( A P,Aq ) =
∑
j = 1

n

wj ( apj ∧ aqj )

∑
j

n

wj ( apj ∨ aqj )
（5）

其中，p, q = 1, 2,⋯, m，由上式可计算出不同

投资项目的总相似度。

2.2.2 CCS项目成本特征因素权重的确定

一个投资项目有多个成本特征因素，在确定

与案例库相似度的同时，还要确定各个成本特征

因素的权重，以便合理分摊不同的成本，为此我

们采用熵权法对成本特征因素的权重进行分析。

熵最早由申农 C.E.shannon引入信息论，已在工程

技术、社会经济领域中广泛应用。熵权法的基本

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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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小，表明指

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项

目综合评价中的作用越大，其权重也越大；反之

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大，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

越小，提供的信息量越小，在项目综合评价中的

作用越小，其权重也越小。

假设在案例库中，有m个投资项目与拟估计的

项目相似，n个成本特征因素，则形成了原始数据

矩阵 X = ( xij ) m × n，对于某项指标 i，其指标值 xij的

差异越大，其重要性也越大。如果某项指标值全

部相等，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几乎不起作用。

使用熵权法确定权重的具体步骤如下[11]。
1）将原始数据矩阵标准化。设有m个成本特

征因素，n个相似的投资项目，则得到的原始数据

矩阵为

X =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ú

ú

x11, x12,⋯, x1n
x21, x22,⋯, x2n

xm1, xm2,⋯, xmn

（6）

对该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如下矩阵

Z = ( zij ) m × n （7）
其中，zij为第 j个投资项目在第 i个成本特征因

素的标准值，zij ∈ ( 0, 1 )，zij由如下公式计算得出

zij =
max
j
( xij ) - xij

max
j
( xij ) - minj ( xij ) （8）

2） 定义熵。设在m个成本特征因素、n个相

似的投资项目的评估问题中，第 i个成本特征因素

的熵定义为

Ei = -k∑
j = 1

n

fij lnfij, i = 1, 2, 3,⋯,m （9）
其中，k = 1

lnn， fij = rij∑
j = 1

n

rij
，当 fij = 0时，

则令 lim
fij → 0 fij lnfij = 0。
3） 定义熵权。在定义第 i个成本特征因素熵

后，可以得出第 i个成本特征因素的熵权定义。

wi = 1 - Ei
m -∑

i = 1

m

Ei

（10）

其中，0 ≤ wi ≤ 1，∑
i = 1

m

wi = 1。
需要说明的是，熵权并不是表示评估问题中

某指标实际意义上的重要系数，而是在案例库中

已经发生的成本特征因素确定值的基础上，各指

标对评估问题的表示程度，有很大部分很好地解

释了评估问题。

2.2.3 成本因素资源消耗估算

由指数平滑模型可知其展开式为

S( 1 )t = α∑
j

t - 1(1 - α )j yt - j + (1 - α )t S( 1 )0 （11）
式中：S( 1 )t 表示第 t期一次平滑指数；yi表示第 i期

的实际观测值 （i = 1, 2,⋯, t）；α表示平滑指数

（0 < α ≤ 1）；S( 1 )0 表示初始平滑值。

指数平滑法是一种特殊的加权平均，其权数

是按几何级数递减的，越近的数据，权数越大，

反之越小。

假设拟估算的项目成本消耗量为 S，有m个案

例与拟估算项目相似，设其资源消耗量为 yi （i =
1, 2,⋯ , m），代表成本特征因素有 n个，用集合 R
表示。

R = [ ]r1, r2,⋯, rn
拟估算项目成本特征因素相似函数值为

X = [ ]x1, x2 ,⋯, xn
案例库相似项目成本特征因素相似函数值为

Ai = [ ]ai1,ai2,⋯,ain ，i = 1, 2,⋯,m
由于m个案例与拟估算的项目成本在贴近度上

有差别，这种差别以相似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则

拟估算的项目成本资源消耗量计算模型为

S = α 1 y 1 + α 2 ( 1 - α 1 ) y 2 + ⋯ + αm∏
i = 1

m - 1( 1 - α1 ) ym +
1
m∏i = 1

m ( 1 - αi )∑
i = 1

m

yi （12）
其中，α1,α2⋯αm分别为与拟估算项目成本相

似 案 例 的 相 似 值 ， 且 依 大 小 排 序 ， 满 足

α1 ≥ α2 ≥ ⋯ ≥ αm。
3 实例分析

假设有一个拟评估的CCS（碳捕捉和封存）投

资项目，案例库中将CCS投资项目的成本因素划分

为CCS项目决策成本、设计成本、人工成本、设备

成本、材料成本。估算人员根据拟估计CCS项目建

设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拟估计项目成本因素相似

度 （表 1），并结合案例库中的 CCS投资项目 （表

2），得出案例库中有 3个投资项目与当前拟估算的

CCS项目相似（表3）。

李 杨等：基于案例的CCS投资项目成本估算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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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拟估计CCS项目成本因素相似度

表2 案例库中的CCS项目相似度

表3 调整后的相似度

3.1 计算成本因素熵权及总相似度

3.1.1 各成本因素的熵权

从案例库中获取的原始数据（表4）。

表4 原始数据

首先将所获得数据构成的原始矩阵进行标准

化（表 5），数据经整理后，依据熵权法计算公式

计算出各成本因素的信息熵和熵权（表6）。

表5 原始矩阵标准化

表6 各指标的信息熵及熵权

指标

拟估计CCS
项目

决策成本

0.95
设计成本

0.88
人工成本

0.85
设备成本

0.95
材料成本

0.80

指标

项目1
项目2
项目3

决策成本

0.95
0.96
0.95

设计成本

0.88
0.82
0.86

人工成本

0.98
1.00
0.99

设备成本

1.00
0.95
0.90

材料成本

0.90
0.87
0.91

指标

项目1
项目2
项目3

决策成本

0.91
0.92
0.91

设计成本

0.75
0.70
0.73

人工成本

0.97
0.99
0.98

设备成本

0.95
0.90
0.86

材料成本

0.80
0.78
0.81

指标

项目1
项目2
项目3

决策

成本/天
25
30
20

设计

成本/天
40
46
38

人工

成本/人
30
28
25

设备

成本/台
15
16
18

材料

成本/m3
60
62
58

指标

项目1
项目2
项目3

决策

成本

0.5
0
1

设计

成本

0.75
0
1

人工

成本

0
0.4
1

设备

成本

1
0.666 666 667

0

材料

成本

0.5
0
1

指标

信息熵

熵权

决策成本

0.579 4
0.203 9

设计成本

0.621 6
0.183 5

人工成本

0.544 6
0.220 8

设备成本

0.612 6
0.187 8

材料成本

0.579 4
0.203 9

3.1.2 各项目成本与拟估计CCS项目成本总相似度

案例库中有三个投资项目成本与拟估算项目相似，相似度分别为α1,α2,α3。由式（5）可以计算出：

α1 = 0.203 9∗( 0.95 ∧ 0.91 ) + 0.183 5∗( 0.88 ∧ 0.75 ) + 0.220 8∗( 0.85 ∧ 0.97 ) + 0.187 8∗( 0.95 ∧ 0.95 ) + 0.203 9∗( 0.8 ∧ 0.8 )0.203 9∗( 0.95 ∨ 0.91 ) + 0.183 5∗( 0.88 ∨ 0.75 ) + 0.220 8∗( 0.85 ∨ 0.97 ) + 0.187 8∗( 0.95 ∨ 0.95 ) + 0.203 9∗( 0.8 ∨ 0.8 )
= 0.935 8

α2,α3计算与上式相同，计算得出：

α2 = 0.908 7，α3 = 0.908 9
由计算结果可知，α1 > α3 > α2，所以项目 1排在第一位相似位置，项目 3排在第二相似位置，项目 2排

最后。

3.2 计算各项目成本资源消耗量

由式（12）可知：

决策成本消耗量为
c1 = 0.935 8∗25 + 0.908 9∗(1 - 0.935 8 ) ∗20 + 0.908 7∗(1 - 0.935 8 ) ∗(1 - 0.908 9 ) ∗30

+ 13 ∗(1 - 0.935 8 ) ∗(1 - 0.908 9 ) ∗(1 - 0.908 7 ) ∗( 25 + 20 + 30 ) = 24.73(天 )
设计成本消耗量为

c2 = 0.935 8∗40 + 0.908 9∗(1 - 0.935 8 ) ∗38 + 0.908 7∗(1 - 0.935 8 ) ∗(1 - 0.908 9 ) ∗46
+ 13 ∗(1 - 0.935 8 ) ∗(1 - 0.908 9 ) ∗(1 - 0.908 7 ) ∗( 40 + 46 + 38 ) = 39.92(天 )

人工成本使用人数为
c3 = 0.935 8∗30 + 0.908 9∗(1 - 0.935 8 ) ∗25 + 0.908 7∗(1 - 0.935 8 ) ∗(1 - 0.908 9 ) ∗28

+ 13 ∗(1 - 0.935 8 ) ∗(1 - 0.908 9 ) ∗(1 - 0.908 7 ) ∗( 30 + 25 + 28 )= 29.70 ≈ 30(人 )
设备成本使用台数为

76



2019年第11期

假设拟估算的项目建设周期为 180天，决策成

本当前花费 500元，设计成本每天 380元，人工每

天每人支付 180元，设备每天每台支付 120元，使

用材料市场价每立方米 470元，则拟估算CCS投资

项目成本为
TC = c1∗500 + c2∗380 + c3∗180∗180 + c4∗180∗120 + c5∗
470 = 1 373 330.8(元 )
4 结 论

本文在案例决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要素分

析法对构成CCS项目成本的要素进行分析，并且基

于这些要素建立模型并对项目成本进行估算。通

过本文的实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运用案例法对投资项目成本进行了估

算，在构建估算模型时充分结合了熵权法及指数

平滑法，使基于案例的CCS投资项目成本估算模型

更具有包容和发展性。另外，成本估算结合了过

去投资项目资源消耗量又融入了当前资源市场价

格，使项目成本估算更具有合理性，为企业在进

行投资项目成本估算时提供有效参考。

2）运用CCS投资项目成本估算模型，以拟评

估的 CCS（碳捕捉和封存） 投资项目作为基期数

据，对CCS投资项目成本进行估算。将所获得数据

构成的原始矩阵进行标准化，数据经整理后，依

据熵权法计算公式计算出各成本因素的信息熵和

熵权，估算CCS投资项目成本约为137万元。

在应用相似度及权重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本

文构造了碳捕捉和封存（CCS）投资项目成本估算

方法，对CCS投资项目成本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

实例分析，研究表明基于案例的CCS投资项目成本

估算方法具有其合理性、有效性和便捷性，能够

为其他领域投资项目成本估算提供相关理论指导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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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 0.935 8∗15 + 0.908 9∗(1 - 0.935 8 ) ∗18 + 0.908 7∗(1 - 0.935 8 ) ∗(1 - 0.908 9 ) ∗16
+ 13 ∗(1 - 0.935 8 ) ∗(1 - 0.908 9 ) ∗(1 - 0.908 7 ) ∗(15 + 16 + 18 ) = 15.18 ≈ 16(台 )

材料成本消耗量为
c5 = 0.935 8∗60 + 0.908 9∗(1 - 0.935 8 ) ∗58 + 0.908 7∗(1 - 0.935 8 ) ∗(1 - 0.908 9 ) ∗62
+ 13 ∗(1 - 0.935 8 ) ∗(1 - 0.908 9 ) ∗(1 - 0.908 7 ) ∗( 60 + 58 + 62 )= 59.89 ≈ 60(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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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企业环境的变化，对价值链会计的

准确性和相关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

的会计理论已不能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当

前煤炭企业管理出现的诸多问题，是管理理念落

后、缺乏重视以及没有科学的管理体制等因素影

响的结果。煤炭企业产品增值能力较弱，上下游

价值链整合不充分，无法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也不利于煤炭企业长远发

展。因此，选择并应用合适的价值链会计管理模

式，是缩小煤炭企业现实环境与经济管理的差距、

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本文在煤炭企业价

值链会计发展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结合煤炭企业

发展的特点，整理和分析有关价值链和会计管理

的理论内容，建构了三维模型体系。该体系对于

我国煤炭企业与国际接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并且对煤炭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1 价值链会计相关理论

1.1 价值链理论

最早提出价值链这一概念的是美国战略学家

迈克尔·波特，他在 1985年发表的文章中首次将

价值链的含义进行界定，经过 30多年的发展，价

值链思想逐渐融入管理会计的体系中。波特的价

值链分析模型认为，企业的生产力是基于企业本

身的价值而实现的，这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核

心工具，增加企业价值的效用活动主要可以分为

“5+4”种活动。“5”是 5种基本性活动，“4”为 4
种次要性辅助活动。基本性活动主要包括企业市

场营销、生产经营、商品购买后的服务等内容；

次要性辅助活动主要是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硬

件设施、采购以及管理技术等。单元是一个企业

价值创造的活动单位，企业的有效运营均是建立

在一系列的动态单元基础上的，并且这些活动的

环节会对企业的价值实现产生一定的串联作用，

这便是价值链[1]。

1.2 价值链会计

价值链会计也被叫做价值链会计管理，它的

存在是以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为依据，根本目的

是实现企业价值链的整体增值，打造企业的竞争

优势，抢占更多的市场配额，从而使企业的利润

实现最大化。价值链会计管理遵循一定的原则，

基于三维模型的煤炭企业价值链会计应用研究

杨 庆 功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摘 要：在煤炭企业价值链会计发展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结合煤炭企业发展的特点，整理和分析

有关价值链和会计管理的理论内容，构建了三维模型体系。同时，基于三维模型的价值链会计在

煤炭企业的应用进行分析，设计并应用科学的流程重组，最终实现企业经营的现实环境与经济管

理的差距缩小至最小化，从而推动我国煤炭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价值链会计 ；三维模型；应用研究；煤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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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on value chain accounting of coal enterprise based on 3D model

Yang Qinggong
（China Coal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value chain accounting in coal enterpris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al companies，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of value chains and accounting manage⁃
ment was sorted and analyzed，and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system was constructed. The application of value chain account⁃
ing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model in coal enterprises is analyzed，and the scientific process reengineering is designed and
applied. Finally， the gap between the actual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is minimized，so
as to promot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coal enterpri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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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共赢原则、协同竞争等，通过遵守这些原则形

成固定的运作模式，并依靠现代的互联网技术，

实现线上对资金流、物流等信息的规划与管理 [2]。

当前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价值链会计对价值

链的相关内容进行控制监管，连接供应商、客

户、企业等多个主体，最终编织成一个完整的网

状战略联盟结构，企业借助价值链的作用，可以

使经营成本最小化，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共赢。

1.3 三维模型

基于价值链理论和价值链会计理论，本文从

空间、时间、层次 3个维度构建了价值链会计的三

维模型。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空间、时间、层次 3
个维度对价值链会计在煤炭企业中的应用进行深

入分析研究。

2 价值链会计的三维模型构建

价值链会计突破了原有会计主体概念的束缚，

将会计管理的范围由单一企业扩大到价值链，进

一步扩大了会计管理的范围。因此，在进行维度

分析时，应该首先确定价值链的主体范围、会计

对象的时间范畴以及企业的竞争优势，即价值链

会计的三维模型。

2.1 空间维度

空间维度取决于价值链的主体范围，价值链

大体可以分为 2个主要内容，即外部价值链和内部

价值链，具体分析如下。

1）外部价值链具有可延伸性，主要是企业通

过会计对象的把握使价值链向上游企业或者下游

企业延展的情况。由于主体的不同，辐射延展的

方向也不同，大体可以分为 2种，即纵向外部价值

链和横向外部价值链。

2）内部价值链在传统理论中就已然存在，主

要是针对企业内部进行的一种活动，内部价值链

以企业营运所需的基本资源为基础，在上游供应

商获得这些资源后就会产生内部价值链的活动，

当企业将产品售卖给客户，也就意味着内部价值

链活动的结束[3]。可以用“5+4”种活动来概括核

心企业的业务活动，这样的活动便形成了独特的

价值链体系，为企业产品的增值提供可能。

2.2 时间维度

时间维度是将价值链会计的对象进行了延展，

在价值链会计的对象没有扩展延伸之前，它主要

负责企业的考核和一些日常数据的核算，但是这

些内容并不能够及时的将企业信息反映给企业决

策层，也就意味着事后的考评以及其他活动具有

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当价值链会计的对象得到扩

展后，一些时间序列上的管理活动也会被价值链

管理所包含进来，如对一些事情的管理决策、一

些活动的预测，对事后的评价分析管理以及对最

后核算的控制。主要包括 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事

前预测和决策管理；二是事中核算控制管理；三

是事后分析和评价管理。

1）事前预测和决策管理。价值链会计的特点

之一就是它能够在事前进行准确的预测，这一优

势也能通过价值链的规划和决策体现出来。通过

这一分析功能掌握了企业价值链中涵盖的作业内

容，为企业增值和工作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促

进作用。对于价值链的作业识别之后，方便对后

续活动的改进和删减，目的就是节省企业的经营

开销，合理分配资源并且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

使企业集中资源、人力、物力去保障核心的生产

活动。

2）事中核算和控制管理。价值链会计是企业

能够使控制有效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企业的最

终经营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产品增值，以赚

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价值链会计能够综合使用协

调、控制、指导手段，完成企业活动中的对比分

析工作，以提高企业的工作管理效率。伴随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会

计控制在企业中的形式以及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如对活动事项的结果控制转变为对活动中

事情发展的控制，这一特点极大的解决了企业管

理控制的滞后性。且从单一的财务管理控制延伸

到企业经营如业务流程的控制，是从适应性到实

时性，从单一化到整体化的改变，由单项变为整

体价值链控制[4]。

3）事后分析和评价管理。会计核算的目标之

一是基于企业的作业进行评价和事后分析管理，

这些分析的结果会作为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以及管

理决策的依据，能够使企业的部门更加明确自身

的职责，健全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业绩报告里

面的内容要划分具体，明确财务以及非财务的内

容，要将企业的增值状态体现出来，明确企业运

营程度和影响情况[5]。只有详细具体的报告才能够

分析出企业经营存在的问题，明确企业当前所进

行的生产活动是否朝向核心生产努力，为企业适

当减负，增加高效率的生产活动。通过作业成本

法核算出企业的成本信息，在经过一系列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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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企业的相关部门进行反馈处理。定期设计撰写

评价报告，跟进企业的责任制考核，监督分析企

业的价值链管理目标实现情况，及时给出建议并

跟踪落实。

2.3 层次维度

本论文所阐述的层次维度分析，实质上就是

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行对比和分析。层次维度上

处于首位的层次分析管理对象就是成本优势，这

也是一个企业长远发展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另外，

差异性优势是在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实现的。价值

链的存在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提供了保障，能

够分析企业存在的独特价值优势，这样的优势也

是不能被其他同行企业模仿超越的价值所在。当

价值链将成本优势及差异性优势当作主要对象进

行分析时，价值链的维度便会从二维向三维延展，

从横向变为纵向，使会计本身的内容更加丰富且

具有层次感。

1）基于成本优势分析的价值链会计。价值链

会计的首要分析管理对象是成本优势，在企业经

营过程中通过作业成本分析体现出来。但它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只能够为企业内部管理所服务，

没有实现上下游企业的统一分析管理。空间方面，

对于事前作业成本预算的应用也存在同样的局限，

核算控制的范围较小，主要是对于事后分析的评

价，成本优势需要价值链会计在空间、时间纬度

上扩展[6]。因此，价值链会计需要在时间和空间范

围上对扩展的成本优势进行具体分析管理。

2）针对差异性优势分析的价值链会计。差异

性优势主要指企业生产的产品与其他企业存在的

差异情况，生产的产品具有自身独特性，是其他

同类企业不能仿制和超越的。根据差异性突出企

业的经营战略等优势内容。企业更加追求差异化

优势的另一个原因是价值链会计可以同时进行成

本、差异性分析，企业必须明确自身的优势和在

市场中处于的位置，再根据这个战略对企业的经

营进行调整，以便将成本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另

一方面可以突出自身与同类产品的差异，在这两

者同时进行的情况下谋求更多市场份额，获取更

多的利益[7]。需要明确的是差异性分析与成本分析

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

3 基于三维模型的价值链会计在煤炭企业

的应用

价值链会计将传统的会计核算形式实现了空

间上的延展，从单一的核算主体转化为以价值联

盟为整体的多元性主体，传统的会计主要针对货

币进行核算，而价值链会计在进行核算时，不仅

以货币为主体，而是以处于价值链中所有可以用

量化方式实现计算的管理对象。

3.1 从空间维度分析煤炭企业价值链会计

煤炭企业为了更加明确自身在市场中所处的

地位和优势，就必须进行纵向的价值链分析，这

也是企业将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整体价值测量的

过程。促进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客户之间的沟通，

将企业价值链进一步的整合优化，主要目的是在

激烈的竞争市场环境中寻求合作共赢，发展价值

链会计联盟的共赢关系，减少各项成本，通过这

一方式明确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的能力，及时调

整自身的经营和销售战略，抢占市场份额，提高

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1）上游——煤炭资源供应商。企业管理应将

产品价值链放在重点关注领域，煤炭产业的产品

增值度受煤炭资源供应价值链的影响，上游供应

商与煤炭企业在价值链的合作战略，有利于实现

两者互利共赢的未来发展趋势。煤炭企业通过会

计分析对比产品成本与利润比例。进一步对该项

重构对企业的未来发展空间以及盈利水平进行估

算，同时也将企业中的生存发展可能性与增值空

间纳为考虑范畴，企业根据具体产品增值来决定

实际生产决策。

2）下游——销售渠道和顾客。加强与下游销

售渠道和购买者的沟通和协调，同上游原材料供

应商的价值链合理化一样，有利于为企业的产品

增值带来更多的`上升空间。

3）中游——煤炭企业内部。所谓煤炭企业内

部有价值的活动通常指其内部的价值链，煤炭产

品通过资源在企业内部的转移逐渐形成，在此过

程中会由量变积累逐步演化为质变，质变是价值

集聚的体现，而内部价值集聚最终体现在产品上，

通过市场的交易转移形式提供给企业外部的顾客。

顾客的购买在本质上是对产品价值的认可，从而

实现煤炭企业盈利。对于煤炭企业来说，不断提

升和寻找煤炭产品的增值空间，优化产品价值，

促使煤炭产业价值链的合理性是减少煤炭资源浪

费，进一步加强合理资源配置的正确处理方式[8]。

煤炭企业改进价值链，促进煤炭产品的价值增长

是使企业有更大价值上升空间的重要手段。提升

煤炭企业价值链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①找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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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顾客价值的主要作业；②删减非增值作业；③
尽最大可能降低成本或提高顾客价值的差异性；

④煤炭企业最终确定出最佳的增值策略并执行。

3.2 从时间维度分析煤炭企业价值链会计

价值链管理的范围包括对产品价值实现的全

部过程。虽然在会计管理方面会有预算管理部分，

但在实际管理上脱离价值链管理体系，无法实现

价值链管理的整体性。对此，为实现价值链管理

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不应只局限于对企业某方面

某时间段的部分管理，也不应对企业的生产过程

实施分流管理，应采取全面的管理体系，实现产

品在价值链活动过程中的整体管理，其中针对管

理工作采取实时控制和监测也更为重要。

1） 事前预测和决策管理。在价值链会计方

面，对价值的预测估算以及决策的管理主要从 3方
面入手。第一，在价值链基础上进行评估获取煤

炭企业价值链中活动所需资源，进而判断活动内

容在实现价值上的活动空间，即效率增长或降低。

第二，辅助煤炭企业制定合理的管理目标，其中

包括企业内部会计管理、经营和员工培训等，也

包括外部与顾客间的沟通。第三，对煤炭企业在

价值链优化的决策方面予以评测，进而获取煤炭

企业在优化价值链后财务管理的可行性。第四，

对企业拟定和改善的作业成本与利润的估算和预

算标准予以评价，了解作业预算从而调控活动内

容的整体成本，通过掌控企业价值链管理来促进

活动效率，提高产品价值增值空间。

2）事中核算和控制管理。主要阐述价值链会

计在事中核算和控制的管理作用，其主要管理特

点为实时控制。在信息数据发展快速的今天，通

过电子科技途径进一步对煤炭企业在管理与生产

经营进行评价，通过层层管理目标和严格要求促

进煤炭企业价值链的高效配置，最终实现产品增

值目标。

3）事后分析和评价管理。会计管理和测评体

系是事后分析和评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

容包含在参照价值链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对煤炭企

业的内部结构整改以及管理等，也包括对煤炭企

业的测评体系进行整改，对企业活动的增值情况

进行检查，整理企业内部各作业部分的成本消耗

数据，整合、统一、严格的评价和对比分析，及

时对企业的经营情况、成本消耗、利润进行评测

和考量。与此同时，应根据企业的价值链会计体

系的内容设定和目标实施情况予以分析，发现企

业目标完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适合企业发

展的改善措施，通过改善企业存在问题和未达标

现象，促进煤炭企业健康发展[9]。

3.3 从层次维度分析煤炭企业价值链会计

煤炭企业要充分考虑存在的竞争对手，尽最

大努力提升自身更多增值空间。竞争者是煤炭企

业利润获取的首要限制性因素，也是对煤炭企业

价值分析时不可或缺的部分，企业应将这种限制

性因素放在首要考虑位置。通过价值链活动情况

分析可直接反应的价值运动轨迹，促使价值上升

的针对性改善方法主要围绕两点：一是低成本策

略，即成本管理；二是差异化策略，其实就是使

企业的产品特立独行，无法复制和取代。

1）低成本策略。企业的价值活动成本通常包

括以资源外购为主的成本和煤炭企业设备技术改

进等固有成本。煤炭企业应在掌握了解企业价值

链成本的基础上，通过上下游企业间的相互合作、

互利共赢，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成本消耗，合理的

将成本控制在最小范围，进而获取利益最大化。

煤炭企业价值链会计体系实质是对价值链进行研

究并分析得到煤炭企业的内部价值活动，同时也

对煤炭企业的供应商和销售渠道以及顾客充分了

解，由此减少不必要的非增值性活动。通过运用

SWOT法对企业当前发展态势进行分析，确立优劣

和未来发展方向，同时建立完善的应对措施减少

企业间的竞争压力，对企业的成本消耗进行分析，

了解成本消耗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最终获得

完整的价值链会计体系，在降低成本消耗的基础

上进行合理管控。

2）差异化策略。产品差异化通常是指同一市

场竞争环境中，该公司在产品研发和服务领域更

具独特性且更吸引消费者。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中大多数企业为了生存，相互恶意降低售价以争

取客户，这种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更多企业会

为追求产品差异性而不断努力和研发，以获取市

场竞争力的持久性。煤炭企业可以通过了解同行

企业价值链情况来不断寻找与其产品和价值活动

成本的差异，以此改善煤炭企业的成本问题，发

挥企业的成本优势，而成本优势的长期稳定对企

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煤炭企业在价值链方面领先

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将获取更大的增值空间。

与此同时，对竞争者价值链的充分了解和研究也

就变得至关重要，在市场中的定位也会有更明确

的方向。对于供应商来说，主要围绕产品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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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不断革新来获取更多的顾

客价值[10]。而对下游企业来说，主要围绕顾客对企

业的经营与管理要求，尽最大努力满足顾客对产

品的需求值，明确市场定位扩展销售渠道。

4 结 语

价值链会计是知识经济环境下新兴的热点研

究领域，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都对该领

域予以高度关注，且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颇多。

多维管理会计使用的数据以企业财会数据为主，

而其他非财务数据如何纳入多维管理会计将成为

未来研究和发展的新方向。本文的研究也是建立

在多维管理会计使用的基础上，对企业价值链和

管理会计进行更加全面的整合，勾勒出价值链三

维模型，对价值链会计体系的三维领域深入研究，

以期对煤炭企业良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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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持续推进，围

绕如何实现“环保中国”“绿色发展”的相关探讨

与思考日渐丰富。煤炭产业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

支柱产业之一，在解决国家能源供给问题的同时，

也带来了较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如，王树锋

等[1]、赵浩等[2]指出煤炭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会产

生地下水下降、地表塌陷 、水体污染、土壤污染、

雾霾等问题。因此，有关煤炭行业环境问题的分

析与治理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及社会各界重点关注

的领域[3]。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作为反映煤炭企业环

保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途径，刘银玲[4]、赵海霞[5]

等研究认为其对于评价煤炭企业环保意识及环境

治理成效、实现政府和社会对煤炭企业环境污染

的监管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国家环境及证券监

管等部门相继出台多项指导性文件，强调加强企

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如在新

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设专章规定环境信息公

开制度；2018年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会严肃整

治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依法惩处两

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张旭光 1，宣彦娜 2，张 南 3

（1. 内蒙古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2. 内蒙古财经大学 研究生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3.内蒙古农业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100）

摘 要：作为煤炭行业的典型代表，如何提高煤炭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完善我国

煤炭行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促进煤炭行业的绿色升级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我国 22家煤炭

上市公司为例，通过对 2015—2018年度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等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系统分析与梳理了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基本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结合煤

炭行业发展实际，提出优化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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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ina's coal listed com⁃
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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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al industry，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oal listed companie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green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al industry. Taking 22 coal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s an ex⁃
ample，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the company's financial accounting repor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for
2015—2018，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isting main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ina's coal
listed companie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sorted out. Finally，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
try，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ina's coal list⁃
ed companies.
Key words：coal listed company；environmental protection；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green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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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上市公司隐瞒重大环境污染信息案件，督促上

市公司依法履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煤炭企业，出于内外两方面因素的考虑，

会选择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一是对内因素，

通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可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与有效地环境治理，满足相关利益者需求，促进

企业长远发展；二是对外因素，主要是出于政府

有关部门的监管压力、媒体舆论压力、公众对企

业社会形象的关注等[6]。然而，在新时代国家与社

会强力推行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的新

要求下，我国煤炭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基本

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基于对上述问题的

考虑，本文以煤炭上市公司为例，通过对 2015—
2018年度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等资

料的整理，系统分析我国煤炭企业环境会计信息

披露的基本现状，并深入剖析我国煤炭企业环境

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从完善煤

炭企业环境会计报告制度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监

管机制两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1 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基本现

状分析

1.1 样本公司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 26家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大类的上市公司为基础，在剔除交易数据不

稳定的*ST平能，*ST郑煤，*ST大有以及人民币

特种股（B股）的伊泰B股后，选择剩余的 22家煤

炭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进行研究。所需样本公

司的招股说明书、2015—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社会责任报告等信息均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样本公司基本信息统计见

表1。
1.2 披露方式及对应数量分析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煤炭企业等重污染

表1 样本公司基本信息统计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型行业需要强制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本次统计资

料显示，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

方式主要包括招股说明书、会计年报、社会责任

报告和独立环境报告等，其中，以财务会计年报

中的“报告附注”披露为主要方式。在本次分析

的 22家样本公司中，2015—2018年所有样本公司

均已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矿产资源补偿费、排

污费、土地复垦费等环境会计信息，而值得关注

的是，越来越多的煤炭上市公司开始选择在会计

年报中的“管理层讨论和分析”和“重要事项”

部分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采用这两种方式进

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公司占比分别由 2015 年的

68.2%、59.1%上升为 2018年的 95.5%，反映出我

国煤炭上市公司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

在不断加强（表2）。

在除会计年报以外的其他披露方式上，不同

企业还会根据自身情况同时选择招股说明书和社

会责任报告的方式进行披露，并且，近几年选择

这两种方式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公司比例基

股票代码

000552
000937
000983
002128
600123
600157
600188
600348
600395
600397
600508

公司名称

靖远煤电

冀中能源

西山煤电

露天煤业

兰花科创

永泰能源

衮州煤业

阳泉煤业

盘江股份

安源煤业

上海能源

股票代码

600714
600758
600971
601001
601088
601101
601225
601666
601699
601898
601918

公司名称

金瑞矿业

红阳能源

恒源煤电

大同煤业

中国神华

昊华能源

陕西煤业

平煤股份

潞安环能

中煤能源

新集能源

披露方式

年报

社会责任报告

独立环境报告

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重要事项

报表附注

2015年
数量/家
15
13
22
11

无

占比/%
68.2
59.1
100
50

2016年
数量/家
18
15
22
12

占比/%
81.8
68.2
100
54.5

2017年
数量/家
21
20
22
12

占比/%
95.5
90.9
100
54.5

2018年
数量/家
21
21
22
12

占比/%
95.5
95.5
100
54.5

表2 我国煤炭上市公司披露方式选择及其占比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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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稳定，占比分别维持在 63%和 54%左右。另外，

没有公司采用独立报告的形式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综上所述，除了受到第三方审计和财政部会

计准则要求的会计年报外，企业在选择其他披露

形式时，存在选择的随意性，且披露形式单一，

缺乏独立环境报告或具体的专项指标披露。

1.3 披露内容分析

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及内容的详尽程度

直接关系着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环境信息质量[7]。
本部分主要从招股说明书、重要事项、社会责任

报告和财务报表附注等方面，对我国煤炭上市公

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相关特点进行汇总或案

例分析。

1.3.1 招股说明书中的内容体现

招股说明书是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必备

的文件之一，需经有关机构审核批准，是投资者

认购股票的重要参考。依据证监会要求，招股说

明书中应就上市公司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披露，

对于初始上市就从事煤炭开采的上市公司而言，

需就环境事项进行适当披露。因为部分公司在起

初上市时并不涉及煤炭生产、销售等业务，本次

统计数据显示，通过招股说明书进行环境信息披

露的上市公司占比为 63.6%，披露内容主要涉及环

境污染源、污染处理方式、环境风险及措施、环

保法律限制等。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次统计的样

本公司通过招股说明书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

内容参差不齐，且大多只是停留于非财务类的内

容披露，缺乏货币化计量的财务信息披露，这一

点与刘福民[8]所提观点类似。

本文以招股说明书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较好的

露天煤业 （002128） 为例进行相关说明，具体内

容见表 3。由表 3可知，露天煤业在通过招股说明

书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主要从非财务类和财务

类 2方面进行了 6项内容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所

披露的环境信息较为全面，值得其他煤炭上市公

司借鉴。

表3 露天煤业招股说明书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

数据来源：露天煤业招股说明书。

1.3.2 重要事项及社会责任报告中的内容体现

重要事项和社会责任报告在环境会计信息的

环境指标

环境保护政策

法律执行情况

环保达标状况

污染物排放情况

废气治理情况

废水治理情况

废弃物治理情况

节能情况

环保投入情况

环境应急预案

环境自检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矿区绿色发展情况

其他环境信息

2015年
定性

18
13
10
6
9
7
6
5
9
4
2
4
5
4

定量

0
0
0
2
2
2
1
0
0
0
0
0
0
3

混合

0
3
2
4
1
0
0
0
3
0
0
0
1
0

合计

18
16
14
12
12
9
7
5
12
4
2
4
6
7

2016年
定性

20
14
7
3
7
6
5
5
9
6
4
4
5
2

定量

0
0
3
3
3
3
2
2
1
0
0
0
0
4

混合

0
2
5
7
3
2
1
1
4
0
0
2
3
3

合计

20
16
15
13
13
11
8
8
14
6
4
6
8
9

2017年
定性

21
15
6
4
6
6
6
4
10
9
6
5
4
3

定量

0
0
4
5
4
3
2
4
1
0
0
0
0
4

混合

0
2
7
8
6
4
3
3
6
0
0
4
7
2

合计

21
17
17
17
16
13
11
11
17
9
6
9
11
9

2018年
定性

21
15
6
4
7
7
7
4
11
10
6
6
4
3

定量

0
0
5
6
5
3
2
4
1
0
0
0
0
4

混合

0
3
7
8
6
4
3
3
6
0
0
4
7
3

合计

21
18
18
18
18
14
12
11
18
10
6
10
11
10

披露类型

非财务类信息

财务类信息

主要内容

环境风险及对策

环境污染情况

污染处理方式及环境治理措施

是否符合环保标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环保项目及环保投入

注：①定性披露，主要指以文字描述的方式进行的披露，如对上市公司环保政策、环保达标情况的简单描述性披露；定量披露，主要指

采用数据列表的方式进行的量化披露。②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表4 我国煤炭上市公司重要事项及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情况

张旭光等：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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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科目

货币资金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专项储备

管理费用

营业外收入

（政府补助）

主要内容

受限制货币资金含：复垦基金、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及煤矿转产发展资金

平朔集团劣质煤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流化床热解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究项目费用

污水处理零排放

可持续发展准备金

应交矿产资源补偿费

应交采矿排水水资源费

应付土地坍陷赔偿及迁村费

国家发改革委煤矿安全改造项目中央投资补助

复垦、弃置及环境清理义务

煤矸石发电环保项目财政贴息补贴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可持续发展准备金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采矿排水水资源费

排污费

环境保护局节能减排补贴款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金额/千元

2 455 643
4 795 680
501
9

41 349
27 310
14 797
246 654
71 180
1 365 798
25 676
5 924
127 793
833
38 481
30 400
2 195
4 886

披露内容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且部分公布社

会责任报告的煤炭上市公司不再单独就环境信息

在重要事项中进行披露，故本部分将二者一并进

行分析。

参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提出的环境绩

效披露指标内容，表 4对我国煤炭上市公司重要事

项及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进行

了定量和定性区分统计。由表 4可知，我国煤炭上

市公司在会计报告重要事项及社会责任报告中，

主要侧重于披露企业执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企业

对三废的治理情况和企业对环保事项的后续规划 3
方面信息，其中，有关环境保护政策的披露比例

最高，2018年有 21家公司进行了此项内容的披露，

占比为 95.45%。同时，由各项内容的披露方式可

知，我国煤炭上市公司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大

多选择定性的方式，即只对相关内容进行简单的

文字描述，缺乏较为系统的量化统计内容披露；

但是，由 2015—2018年各公司披露方式的变化可

知，越来越多的煤炭上市公司开始选择对环境会

计信息进行定量披露，尤其是在对三废治理情况

的披露，上市公司逐渐由早期的定性披露向定量、

定性定量混合的披露方式转变。本次统计数据显

示，2015年，22家样本公司中进行废气治理披露

的公司有 12家，其中，选择以定量或定性定量混

合的方式进行披露的公司只有 3家，占比为 25%；

2018年，22家样本公司中进行废气治理披露的公

司增加为 18家，其中，选择以定量或定性定量混

合的方式进行披露的公司增长为 11家，占比为

61.11%。

1.3.3 财务报表附注中的内容体现

通过财务报表附注的方式进行披露，一般是

将公司发生的与环境相关的经济业务纳入现有的

会计科目下进行明细核算。我国煤炭上市公司财

务报表附注中常涉及的相关会计科目有：在建工

程、应交税费、预计负债、递延收益、营业外收

入。具体科目及对应内容以披露较为完善的中煤

能源（601898）为例进行说明，见表5。
由表 5可知，中煤能源 2017年度财务报表附

注中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

点。一是在结构上较为完整的涉及资产、负债、

收入、费用等方面内容，这样有利于决策者在综

合认知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后进行科学有

效的决策；二是各项披露内容信息全面而详细，

且符合现行准则相关规定。如在政府补助披露上，

表5 中煤能源2017年度财务报表附注披露内容

数据来源：2017年度中煤能源会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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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能源对政府补助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较为详细

的说明；对涉及的在建工程，详细记载说明了各

新建和完工的环保设施投入情况；而在专项储备、

应交税费科目上，也着重披露了公司特有的业务，

如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和补偿业务等信息内容。

2 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

问题

2.1 披露形式不统一，信息缺乏可比性

我国煤炭上市公司采用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形式虽然有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社会责任报

告等多种方式，但各家煤炭上市公司往往依据自

身情况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披露，就单个披露方

式而言，没有格式统一的行业标准。一方面，就

同一家煤炭上市公司而言，由于其所披露的环保

措施、法律执行效果、面对的环保风险等信息多

采用定性披露方式，并且相关格式、标准不统一，

因而不同年度之间无法进行明确的对比分析，不

利于纵向比较公司环保责任履行情况。另一方面，

不同公司之间由于缺少统一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准则，缺乏一个可比的行业标准，造成同行业不

同公司之间很难进行有价值的横向比较分析。

2.2 披露内容不全面，信息存在选择性

由上文分析可知，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以零散的定性类信息为主，

缺少系统、连贯的定量环保绩效评价指标。因而，

当前我国煤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内

容还不足以用来全面评价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开展

情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市公司披露的环

境会计信息往往都是积极的、有助于树立公司良

好形象的内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一定选择

性，也不能完全客观地向社会反映公司的环保责

任履行情况。例如，本次所分析的样本公司中，

绝大多数公司并未披露环保罚款相关事宜，只是

将大额罚款支出模糊的反映在营业外支出项目下。

2.3 信息披露监管不足，监管制度建设不完善

首先，在政府层面，我国对煤炭企业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的相关约束性文件，主要来源于上交

所、深交所、证监会的规则或环保部，其内容更

多的是注重宏观制度保障，对具体环境会计相关

指标的披露要求及监管较少涉及，行业环境会计

信息披露法律体系建设不足，政府法律监管的约

束效力有限。其次，在企业层面，虽然本次统计

显示，我国煤炭上市公司都已基本做到环境会计

信息披露，但在内部环境控制制度设计、独立环

境会计信息报表编制等保证信息披露质量方面，

上市公司仍存在相关投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没

有准确定位利润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观念，存在短

视行为。

3 完善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

露的建议

3.1 健全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报告制度

煤炭上市公司虽已逐渐加强环境会计相关信

息披露，但“各自为战”“不规范”“不标准”的

披露行为及现象仍较为突出。不可否认，针对煤

炭等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及相关

细则的缺失是造成上述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6，8]。

因此，笔者建议政府部门要结合煤炭行业基本发

展实际，制定标准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准则，建

立规范的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报告制度。例如，

对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事项、披露内

容、披露形式、披露报告类型及格式等事项，做

出完整、系统、详细的规定，使得煤炭上市公司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能够体系化，从而为政府部门

及社会公众监督煤炭行业环保责任履行情况提供

可操作的法制依据。

3.2 完善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机制

首先，完善政府部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

制度。政府作为国家最高管理机关，监管效力最

强，可以通过颁布相关法律加强煤炭公司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监管。在实际执行中，建议采取以下 4
方面措施。一是加强对公司政府环保专项拨款使

用情况的监管，由上市公司定期向政府部门报告

款项的具体用途、项目目前建设情况、在环保方

面取得的成效等相关信息。二是建立煤炭上市公

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诚信档案，对于披露不合规、

不全面、不具体的公司记录在册，严重者可对其

进行高额的信息披露违规惩罚，并责令其限时整

改，以此提高煤炭上市公司的环境违法成本。三

是推动构建独立的第三方审计与监管制度。通过

第三方机构对披露信息专业化的审核，能有效实

现对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细致监管，提

高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质量，提升可信度。四是

加强公司内部监管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相关决策

者要强化环保意识，认清不全面披露环境会计信

息的行政处罚风险和责任风险，加强公司内部环

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建设。在实际执行中，

张旭光等：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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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上市公司可以在监事会或独立董事中成立专

门的环境监管委员会，或指派专人监督公司环境

信息披露及环保责任履行情况，对发现的环境

问题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并督促尽快解决，从

而实现公司层面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有效监

督与管理。

4 结 语

面对我国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保护

需求日渐强烈的现状，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建设

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形成了良好的环境政治战略。

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坚持绿

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将环境保护提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九大”报告也着重指出“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等。煤炭行业作为我国主要的能

源供应行业，更应积极行动起来，承担起相应的

社会责任[9]，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做好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事宜。其中，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煤炭

企业向社会反映其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窗口”，

也是国家监管煤炭企业是否有效履行环保责任的

“重要抓手”。因此，国家及煤炭企业应在充分认

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重要性的基础上，结合煤炭

行业发展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会计信息披

露制度，加强煤炭企业尤其是煤炭上市公司的生

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投入，促进煤炭行业的绿色生

态转型，实现国家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质量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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