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产业与产业结构相关性研究
—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历程
——
周 密 1,2

刘 伟1

（1.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2. 芜湖留学人员创业园博士后工作站，安徽芜湖 241009）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能源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也不断得到优化。本文试就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能源产业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探讨。首先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产业与产业
结构的发展历程，分析能源产业与产业结构互动影响的路径和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实证
分析我国能源产业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和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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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我国产业结构进行了调
整，
2003 年来重工业化趋势较为明显，
对能源的需
求量不断上升，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
产国和消费国。尽管我国能源产业不断发展，能
源总产量逐年上升，2006-2008 年间出现了煤、
电、
油等能源全国性的紧张局面，
2008 年上半年能
源供应紧张的形势更为严重。从 2008 年下半年
开始，
由于国际性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入，我国产业
发展特别是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对能源的需求量
有所减少，
能源产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也显
示出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与能源产业之间的密
切关系。
目前，对我国能源产业与产业结构相关性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的影
响。尹春华（2003）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对能
源消费与产业结构进行了关联分析得出了各产
业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联度[1]。史丹（2003）利用
1980-2000 年的数据建立了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
之间的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对能
源消费的影响[2][3]。徐博等（2004）研究得出第一产
业和工业比重的变化是影响能源消费总量变化
的主要因素[4]。曾波、
苏晓燕（2006）采用灰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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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分析 1995 年以来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
关联效应和特征[5]。张瑞等（2007）应用面板数据
Panel data 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
费的影响 [6]。彭源贤、张光明 （2007） 考察了
1995-2003 年间产业结构变动因素和各个产业真
实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因素[7]。
现有文献较少对能源产业和产业结构的相
关性进行系统分析，而且目前大多有关能源产业
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都是基于理论分析。本文
试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就我
国能源产业与产业结构相关性进行深入探讨。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产业与
产业结构发展历程
（一）我国能源产业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状
况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能源建
设成绩显著，能源产业加速发展。2008 年中国一
次能源产量达到 26 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5.2%。
其中原煤 27.93 亿吨,原油 1.9 亿吨,天然气 760.8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4.1%、2.2%、
9.9%，太阳能、风
能、地热等新能源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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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9 年以来我国能源生产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
图 1 反映了 1979 年以来我国能源生产和宏
观经济增长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中间出
现过起伏，但除个别年份以外，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能源生产一直呈现增长态势，其中有四个阶段
增长速度加速递增，2003、2004 两个年份增长速

度均超过 14%，皆超过当年 GDP 增长率。
在能源生产总量不断上升的同时，能源的消
费量也逐年提高。图 2 揭示了 1979 年以来我国
能源生产与消费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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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79 年以来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情况（单位：
万吨标准煤）
由图 2 可知，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一直
处于上升状况，尽管上世纪末出现反复，但 21 世
纪以来，
能源生产和消费就一直不断加速上升。从
供需平衡来分析，1978-1991 年期间我国能源供
需基本平衡，
从 1992 年起能源消费总量开始超过
生产总量。自 2003 年开始，
随着能源消费量的增
幅不断大于能源产量的增幅，我国能源供需缺口
不断扩大。
其次，我国能源供给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尽
管原煤的主体和基础地位没有动摇，但随着核能、
生物质能源等新能源技术的成熟、完善，我国新
能源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他各种形式的能
源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从消费结构
来看，
能源消费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煤炭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72.2%下
降到 2007 年的 69.4%，天然气、水电、核电、风
能、太阳能等能源比重则由 27.8%上升到 30.6%。
其 中 可 再 生 能 源 和 核 电 比 重 由 4.0% 提 高 到
7.2%。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我国
产业发展速度加快，
各产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各产业加快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
快。1978 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在 GDP 的比重
分别为 28.2%、47.9%和 23.9%，2008 年分别演变
成为 11.3%、48.6%、40.1%。图 3 展现了我国改革
开放以来三次产业所占比重的变动过程，从中可
以看出，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最大，而且稳中有

源怨

2009论坛字 .tif
not e xist!

圆园园9.5

升，
第三产业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比重有了较
大幅度的提高，2000 年以来一直在 40%左右。第

一产业的比重则逐步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
期开始所占比重一直在 20%以下。

19
79
19
81
19
83
19
85
19
87
19
89
19
91
19
93
19
95
19
97
19
99
20
01
20
03
20
05
20
07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图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占 GDP 比重变动情况

二、能源产业与产业结构互动影响的理论探讨
（一）产业结构对能源产业的影响机制
一是内部机制的作用。实证分析表明，第一、
二、三产业各自对能源的需求强度不同，第二产
业特别是工业的能源需求强度最大。而且，作为
能源采掘业也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工
业比重直接影响能源产业的发展。第一产业由于
产业发展特点对能源的需求相对较小，涉及能源
产业也不多。而第三产业主要涉及的是能源的运
输及贮存，对能源的需求量则介于第一产业与第
二产业之间。因此，各产业之间不同的构成比例
对能源的需求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能源产
业的发展。各产业之间不同的发展速度及水平引
起了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动，对能源产业的总量
及结构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是外部因素的影响。在积极推进城市化和
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
量巨增，
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迅速上升，也
导致我国能源消费量从 2003 年以来逐年上升速
度加快。另一方面，20 世纪以来，
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对能源产业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产业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产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能源消费和生
产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使一
些传统产业陷入衰退之中。传统产业的迅速衰退
造成的结果是，投资于这些产业的固定资产的流
动性受到阻碍，新兴产业对能源的需求量相比传
统产业大大降低。外部冲击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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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有利于能源强度的下降，有利于能源利用及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引发的全
球金融危机，已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
经济体产生较大影响，尤其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中的金融业影响更大。我国一直高居不下的能
源需求量最近几个月降幅明显，能源产品价格也
开始逐渐回落。
（二）能源产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路径
作为基础产业的能源产业，是一国或地区经
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能源产业通过自身的发
展对各产业的发展产生外部冲击或者直接与其
相联系。能源产业的规模与生产结构对第二产业
产生直接的影响，能源的运输与贮存状况也会对
第三产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产业结
构的水平。能源和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和变化，
导致社会分工的不同变动，引起产业的变动，导致
产业之间关系的演变，伴随而来的则是不同产业
的更替，最终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因此，产业结构及其变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
着能源产业的发展，
促使能源产业的总量和结构发
生变化。同时，
作为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
源产业自身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结
构。一般来说，
前者的影响要大于后者的影响力。
三、我国能源产业与
产业结构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和数据
1.指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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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能源产业，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实证
分析的意义，分别从总量及能源结构两方面来进
行考察。选用能源生产总量、能源消费总量两个
指标来衡量能源产业的总体发展；采用能源消费
结构与生产结构来衡量能源结构状况。从我国目
前能源总量的构成来看，无论是消费还是生产，原
煤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其大小及比例直接反映出
能源产业的结构状况，因此，笔者采用原煤产量
和消费量分别占能源总产量和总消费量的比例
两个结构指标来衡量能源结构。
一般而言，
国民经济可以划分为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可以进一步对各产业进行
细分，但统计数据取得比较困难。综合考虑数据
可得性原则和结构可分解性原则，笔者采用三次
产业划分方法。鉴于工业在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以及与能源产业的密切联系，采用工业
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同
时，由于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及作为朝阳产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里也将其与能源
产业的关联度加以实证分析。
2. 变量的符号表示
E2t：t 年能源消费
E1t：t 年能源生产总量
总量
ES1t：t 年能源生产结构
ES2t：t 年能源消费
结构
YS1t：
t 年工业产值比重
YS2t：t 年第三产业
比重
3. 数据选取及处理
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基本
上是一种封闭型经济，发展历程波动性很大，不能
真实反映产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此，笔者选
取 1978 年以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产业结构
数据均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总
量和结构数据均采自相关年份的《中国能源统计
年鉴》，并将能源总量数据统一成标准煤单位。同
时，为减少时间序列的异方差，能源总量指标数
据全部进行对数处理。
（二）协整性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上述六个指 标所 对 应 的 时 间序 列 进 行
ADF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这几个指标均不是平
稳数列。因此，对这些指标的时间序列进行一阶

差分后，对其一阶差分后形成的序列实施 ADF 检
验，
表 1 为上述指标 - 阶差分后 ADF 检验的结果，
从中可看出，ES1、ES2、YS2 三个指标一阶差分后的
ADF Value 在三个显著性水平上均小于 Critical
Value，表明一阶差分后在三个水平上都实现了平
稳，E2、YS1 在 5%和 10%两个显著性水平上 ADF
Value 小于 Critical Value，表明在这两个水平上也
实现了平稳。因此，经过平稳性检验，指标序列
中，
E1 为 2 阶单整，E2、ES1、ES2、
YS1、YS2 均为 1 阶
单整。
2.协整检验
变 量 序 列 之 间 的 协 整 关 系 是 由 Engle 和
Granger 首先提出的。其基本思想在于，尽管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
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
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EngleGranger(1987)两步法通常用于检验两变量之间的
协整关系。
由于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是以单整阶数相
同为前提，而单整检验结果表明，
E1 为 2 阶单整，
其他指标数列均为 1 阶单整，因此 E1 与其他变量
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所以这里对其他变量之间
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表 2 为协整分析结果。通
过 比 较 ADF 值 和 Critical Value 的 大 小 ，ES1 与
YS1、ES2 与 YS2 均没有通过协整检验，E2 与 YS2、
ES1 与 YS2 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E2 与 YS1、ES2 与
YS1 在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协整检
验。从分析结果来看，能源消费结构与第三产业
比重之间、能源生产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均没有
协整关系，
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能
源生产结构与第三产业比重、能源消费总量与第
三产业比重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能源生产结构与
产业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在 5%和
10%显著性水平也存在协整关系，这些指标之间
均可以看作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
系。
（三）因果性检验
对时间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目前
最常用的方法是对变量的格兰杰检验因果关系
进行检验。这里利用该方法检验能源产业与产业
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已经通过协整检验的能
源产业指标与产业结构指标所对应的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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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指标序列 1 阶差分的 ADF 检验结果

指标

ADF Value

ΔE1

-2.574243

ΔE2

-3.378023

ΔES1

ΔES2

ΔYS1

ΔYS2

-3.696229

-3.403796

-4.064376

-3.208855

显著性水平
1%
5%
10%
1%
5%
10%
1%
5%
10%
1%
5%
10%
1%
5%
10%
1%
5%
10%

Critical Value
-4.323979
-3.580623
-3.225334
-3.752946
-2.998064
-2.638752
-2.653401
-1.953858
-1.609571
-2.653401
-1.953858
-1.609571
-4.356068
-3.595026
-3.233456
-2.653401
-1.953858
-1.609571

P值
0.2936

0.0227

0.0007

0.0014

0.0189

0.0024

表 2 各指标之间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指标名称

ADF Value

E2、YS1

-3.781583

E2、YS2

-3.817834

ES1、YS1

-1.824290

ES1、YS2

-2.747910

ES2、YS1

-3.145047

ES2、YS2

-1.730341

显著性水平
1%
5%
10%
1%
5%
10%
1%
5%
10%
1%
5%
10%
1%
5%
10%
1%
5%
10%

之间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见表 3。E2
与 YS2、
ES1 与 YS2、E2 与 YS1、ES2 与 YS1 这四
对变量之间全部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其中，第三

缘圆

Critical Value
-4.374307
-3.603202
-3.238054
-3.711457
-2.981038
-2.629906
-4.339330
-3.587527
-3.229230
-2.650145
-1.953381
-1.609798
-3.724070
-2.986225
-2.632604
-4.309824
-3.574244
-3.221728

P值
0.035

0.0078

0.6647

0.0078

0.0359

0.7116

产业比重是能源消费总量的 Granger 原因，
而能源
消费总量不是第三产业比重的 Granger 原因；产
业结构是能源消费总量的 Granger 原因，
但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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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总量不是产业结构的 Granger 原因；
第三产业比
重是能源生产结构的 Granger 原因，
而能源生产结
构不是第三产业比重的 Granger 原因；
产业结构变

动是能源消费结构的 Granger 原因，
而能源消费结
构不是产业结构的 Granger 原因。

表 3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

Null Hypothesis
YS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E2
E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S2
YS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E2
E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S1
YS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ES1
ES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S2
YS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ES2
ES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S1
（四）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反映变量之间的互动关
系，通过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变

(a) YS 1 冲 击 引 起 的 E 2 的 响 应 函 数

F-Statistic
5.71895
2.23651
9.92972
2.77337
3.27507
0.76715
4.35875
0.71301

Probability
0.03539
0.19530
0.01083
0.13810
0.03636
0.58857
0.02782
0.66562

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刻画变量对随机扰动
的随机反映，显示一个变量随机变动如何通过模
型影响其他变量，
并反馈到自身的动态过程[8]。

（ b） E 2 冲 击 引 起 的 YS 1 的 响 应 函 数

图 4 能源消费总量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
图 4 显示出能源消费总量与产业结构之间
的脉冲响应关系。从(a)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对能
源消费量的冲击一直为正向冲击，能源消费对来
自产业结构的标准差信息立即就有较强反应，并

(a) YS2 冲击引起的 ES1 的响应函数

逐渐上升，
到第四期达到最大值并逐渐回落，最终
稳定在 0.4 左右。（b）表明，能源消费量对来自产
业结构的冲击在初期没有立即反应，然后一直呈
现负反应，并逐渐减少，最后稳定在 -0.4 左右。

（b） ES1 冲击引起的 YS2 的响应函数

图 5 能源生产结构与第三产业比重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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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展现了能源生产结构与第三产业比重
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从(a)可以看出，第三产业
比重对来自能源生产结构的冲击呈现正弦反应，
一开始为负，然后逐步下降，到第三期出现最低
点，然后又逐渐上升，第六期开始反应为正向反
映，并在第七期达到最大，然后又开始逐渐减少，

（a） YS1 冲击引起的 ES2 的响应函数

最终稳定在 0.1 左右。从（b）可知，而来自能源生
产结构的比重对第三产业比重的冲击则一直为
正向冲击。第三产业比重对来自能源生产结构的
冲击在初期没有立即反应，从第三期开始出现反
应，并逐渐增加，在第六期这种反应值最大，然后
逐渐降低，
最后稳定在 0.2 左右。

（b） ES2 冲击引起的 YS1 的响应函数

图 6 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
图 6 反映了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
的脉冲响应关系。由(a)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对能
源消费结构的冲击使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呈现
一种先正后负并逐渐稳定的一种态势，能源消费
结构对来自产业结构的标准差信息一开始为正
并有所上升，
然后逐渐降低并在第四期开始为负，
到第七期开始负向反应最大，然后逐步回落，最终
稳定在 -0.4 左右。由（b）可以发现，能源消费结构
对来自产业结构的冲击则一直呈现负向反应，一
开始不明显，然后逐渐下降，在第四期达到最低
点后逐步回升。从长期来看，能源消费结构对产
业结构的冲击几乎为零。
（五）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 Granger 定理（Granger，1987），如果两个
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也必然存在
误差修正模型的形式[9]。根据因果分析及脉冲响
应分析的结果，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从长
期来看更稳定一些，因此，分别建立能源消费总
量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
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能源产业与产业结构之间
的相关性。
1.能源消费总量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误差修正
模型
在模型建立的过程中，使用 Hendry 的一般到
个别的建模方法剔除回归系数不显著的滞后期，

缘源

从而获得简洁的误差修正模型，经过试算，确定
模型形式为：
ΔE2t=α+β1ΔYS1t+β2ΔYS1(t-1) +β3ΔE2 (t -1)
+γecmt-1
结合各指标的时间数列数据，
计算结果如下：
ΔE2t = 0.01567+0.0115ΔYS1t -0.0177ΔYS1(t-1)
+0.7107ΔE2 (t -1) + 0.0165ecmt-1 （1）
该模型结果反映了消费总量与产业结构之
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同时也反映出当变量偏离长
期均衡关系时对短期波动的调控程度。由（1）式
可以看出，产业结构每变动一个单位，能源消费
的对数值变动 0.0115 个单位，
两者变动方向相同，
而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则引起能源消费总
量反方向变动。ecm 的系数即能源消费总量与产
业 结 构 的 长期 均 衡 对 短 期 波 动 的 调 节 系 数 为
0.0165，
表明误差修正项纠正上一期的非均衡状态
的程度为 1.65%，表示如果产生短期的动态波动
时，可以通过对短期波动的调整回到长期均衡的
轨道上来，不过由于系数数值比较小，说明对短
期波动调节的力度不大。
2.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误差修正
模型
经过试算，模型形式为：
ΔES2t=α+β1ΔYS1(t-1)+β2ΔES1(t-1) +β3ΔES2(t-2)
+γ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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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指标的时间数列数据，求出各变量的
系数，
结果如下：
ΔES2t= -0.0754-0.2566ΔYS1(t-1)+0.2909ΔES1(t-1)
+0.3824ΔES2 (t -2) -0.12ecm
（2）
该方程显示出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同
样存在密切的关系，由该方程可以看出，产业结
构滞后一期，每变动一个单位，能源消费结构就
反向变动 0.2566 个单位。而能源产业结构滞后一
期的值每变动一个单位，当期能源产业结构就同
向变动 0.2909 个单位。误差修正项的影响弹性系
数为 -0.12，
表示如果产业结构与能源产业结构的
长期均衡关系产生短期的动态波动时，
可以通过调
节来回到长期均衡的轨道上，由于系数数值比较
大，
说明该模型对短期波动的调节的力度比较强。
（六）研究结论
1.从协整分析的结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能源产业与产业结构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具有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我国能源生产
总量与产业结构之间没有长期均衡关系，能源消
费总量与二、三产业及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
衡关系。总体来看，相对于能源生产而言，能源消
费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
2.从因果分析的结果来看，四组变量之间全
部是单向因果关系。无论是消费还是生产，能源
的发展状况和结构都不是产业结构和三产比重
变动的 Granger 原因，
而产业结构及三产比重则是
能源消费和能源结构变动的 Granger 原因。当然，
这并不表明能源对产业发展没有影响，不过至少
说明能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小于产业结构对能
源发展的影响。
3.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能源消费总量
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的关系从长期来看是比较稳
定的，存在均衡关系。第三产业比重对能源生产
结构的冲击呈现正弦状况，且一开始为负，表明
第三产业的发展引起能源生产结构负向的变化，
主要是因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以服
务业为主，对原煤的需求量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
相对较低。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冲击一开
始为正向，并且逐步增加，表明我国当工业比重
逐渐增加时对原煤的消费量逐渐增加，说明开始
时重工业的比例是比较高且逐步增加。但随着科
技水平的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冲击的方

向由正变负，最后逐渐稳定在一定的水平，说明
长期来看两者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4.从能源产业与产业结构的两个误差修正模
型的结果来看，
模型一的 ecm 值要小于模型二，表
明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更加稳定的
长期均衡关系。另外，对比（1）和（2），能源消费结
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系数要大于能源消费总
量与产业结构的相关系数，
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对
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要比能源消费总量更大一
些。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与能源
消费结构的密切性。因此，
也就不难理解在我国工
业重型化趋势比较明显的情况下，
近几年我国原煤
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在逐渐增加。
注释：
（1）数据来源：2008 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下文中能源产业及产业结构数据均来源于相关
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能源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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