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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 其结构呈现出向复杂化、 立体化与网络

化发展的趋势， 传统单边或双边视角下的因果分析已经不能解释现阶段国际服务贸

易格局变化。 本文分别在二元和加权视角下构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世界服务贸易网络，
对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 并采用二次指派程序法对世界服务贸易网络进行解构

和结构演化解释。 结果表明：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整体密度不高， 但日趋紧密， 且高

度对称； 网络中正 ／负度同配性同时存在， 随着时间推移网络结构由 “核心－边缘”
形态变为 “核心－中间－边缘” 形态。 给出各国的随机游走中介中心性排名， 二次

指派程序法分析表明世界服务贸易网络随时间的演进是一个自稳定渐进过程， 各国

间的多维距离变量可以解释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结构演变的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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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日益成为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和衡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

标。 发达国家仍处于世界服务贸易主导地位， 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规模增长迅

速， 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所占份额仅为 ０ ６％。 世界服务贸易发展严重

失衡， 其结构呈现出复杂化、 立体化与网络化趋向。 各国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 制

度变迁等各种因素使得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结构发生巨大改变， 传统以单边或双边视

角的因果分析已不能解释现阶段国际服务贸易格局变化。 因此， 有必要以网络化的

视角描述和分析国际服务贸易的全局结构， 以揭示其网络格局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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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框架基于网络分析方法展开。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 和 Ｆａｕｓｔ （１９９５） ［１］最早

提出了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和经济系统可以被描述为网络的观点。 此后，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１９９６） ［２］和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０） ［３］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索人们或群体之间建立的

互动模式。 ２１世纪初期学者广泛运用网络分析法探索信息、 技术、 生物网络的统

计特性 （Ａｌ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Ｂａｒａｂａｓｉ， ２００２［４］； Ｎｅｗｍａｎ， ２００３［５］）。 最近十年经济学者开始

在研究中将市场、 行业或世界经济等系统视为网络结构， 基于网络的分析方法也逐

渐被引入到国际贸易经验分析中来 （Ｓｅｒｒａｎｏ ａｎｄ Ｂｏｇｕñá， ２００３［６］；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７］）。 本文将世界贸易联系描述为一个以国家为节点的网络， 任意两个国

家之间存在的进出口联系 （以及联系的强度） 为节点间的链接， 这个网络被称作

世界贸易网络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ｗｅｂ， ＷＴＷ）。 本文基于此网络设定方式展开世界服务

贸易网络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ｗｅｂ， ＷＳＴＷ） 的构建和分析。
以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国际贸易网络的研究众多， 但是鲜有关于服务贸易网络分

析的文献。 这是因为服务贸易这一概念的定义直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后期才有确切

的解释。 对于研究数据获取来说， 最早的有记载的单边贸易额数据起始于 １９８０ 年，
而且由于当时世界服务贸易发展并不完善， 所以仅有少数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有数据

记录； 而最早具有完整记录的世界双边服务贸易流量数据开始于 １９９５ 年之后。 因

此在世界服务贸易网络分析视角下研究服务贸易的文献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出现

（Ｘｕ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６［８］； 姚星， ２０１９［９］ ）。 有别于以传统计量方法研究贸易问题，
网络分析方法更倾向于对网络中互动节点间关系的改变展开研究， 而不是对节点本

身的研究。 传统计量经济学重在识别因果关系，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力模型

把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看作因变量进行直接回归 （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１０］；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１４［１１］）。 网络分析方法把贸易看作关系型数据， 抽象成网络进行分析。 国家之间

的贸易额是一个二元 ／加权数据， 与贸易双方都有关系， 并且会受到贸易主体与其

他国家之间贸易的影响。 网络分析方法相较于传统计量方法的优势在于： 一方面，
网络分析方法更关注网络中节点间的联系， 能更深入地分析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
另一方面， 网络分析方法具备全局性， 能够反映贸易网络中各个国家对于贸易网络

的影响， 同时也为解构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方法。 本文希望通过网络分析法

来解构并解释世界服务网络的形成和演变。
在网络设定细节上， 本文在二元 ／加权视角下构建世界服务贸易网络。 大多数

对于贸易网络的研究都是使用二元无向网络进行分析的 （Ｆａｇｉｏｌ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１２］；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１３］）， 即链接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它所承载的贸易流是否大于

给定阈值。 然而二元方法不能充分提取关于每条链接所承载的贸易关系及强度的资

料， 因此可能大大低估了贸易联系中的异质性的作用， 因此二元与加权相结合的方

法更能全面反映网络的结构和节点特征 （陈银飞， ２０１１［１４］； 马远等， ２０１６［１５］ ）。
在具体考察方案上， 本文系统识别网络的整体结构、 节点特征、 网络聚类性和中心

６２１

服务贸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



性 （Ｂａｒｉｇｏｚｚ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１６］； 袁红林等， ２０１９［１７］ ）。 此外本文还运用二次指派程

序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ＱＡＰ） 对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演变影响因

素展开分析。 ＱＡＰ 是对两个或多个方阵中对应的各个元素值进行比较的方法， 通过

比较各个方阵对应的格值， 给出两个矩阵之间的相关系数， 同时对系数进行非参数检

验， 它以对矩阵数据的置换为基础 （刘军， ２００９） ［１８］。 ＱＡＰ 方法不仅能直观地看出

网络结构的演变， 也能对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对矩阵类型数据的处理上

有广泛应用 （赵国钦和万方， ２０１６［１９］； 马述忠等， ２０１６［２０］）。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尝试通过无权网络和加权网络相结合的方法， 考察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演化， 并使用 ＱＡＰ 方法实证检验决定服务贸易网络结构的多维

距离因素。 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 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在不同加权方

案下建立了世界服务贸易网络并检验了加权方案的稳健性， 这对于运用网络分析研究

贸易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 其二， 本文构建了包含世界所有经济体的服务贸易网络，
既有文献大多仅基于某种行业或产品网络， 或者某个地理区域或经济共同体网络展开分

析。 本文建立成体系的世界服务贸易网络对于深入研究世界服务贸易有着重要作用。

二、 数据、 网络指标与演变模型

（一）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 该数据报

告了 ２００５年至 ２０１７年期间世界范围内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度情况； 后文展开 ＱＡＰ
回归分析的国别多维距离数据分别来自 ＣＥＰＩＩ数据库、 ＷＧＩ数据库和ＷＤＩ数据库。

本文基于如下几个方面原因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整理和选择： 首先， 小国数据存

在许多缺失值， 包括服务贸易额进出口流量与国内服务额 （ｓｅｒｖｉｃｅ）。 其次， 样本

量尽可能大才有助于分析结果的普遍性和可信性。 因此， 经对缺失严重的样本进行

剔除， 以及考虑数据可得性， 最终构建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共计 １９１ 个国家和地区服

务贸易往来数据的平衡面板①。 最后， ＱＡＰ 回归分析要求属性矩阵与关系矩阵规模

一致， 本文对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 ＷＧＩ、 ＷＤＩ 这三个数据库中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匹

配， 包含的国家和地区样本由 １９１个缩减为 １８０个， 经检验匹配后的数据并没有改

变初始 ＷＳＴＷ的网络结构， 所删除的国家和地区均为网络中的边缘国家和地区。
服务贸易进出口流量以及国内服务总额均以当期美元价格作为单位， 以便进行

有意义的全年比较。 当从 ｉ 国到 ｊ 国的出口与从 ｉ 国到 ｊ 国②的进口不匹配时， 取这

两个数字的平均值作为贸易关联的度量。 二元网络视角下， 定义世界服务贸易邻接

矩阵 Ａ ｔ ， 其中， 当且仅当在 ｔ 年时 ｉ 国到 ｊ 国 ｔ 的服务贸易出口 （定义为 ｅｔｉｊ ） 严格

为正时矩阵中的元素 ａ ｔ
ｉｊ ＝ １。 在加权网络视角下， 定义基线加权矩阵 Ｗ ｔ ， 矩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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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样本处理方法、 具体国家和地区代码备索。 凡本文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

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阅” 栏目查阅、 下载。
为论述方便， 本文提到的 “国家” 或 “国” 均包含 “地区” 之义。



元素 ｗ ｔ
ｉｊ ＝ ｅｔｉｊ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ｉ ， ｅｔｉｊ 是 ｔ年时 ｉ国到 ｊ国的服务贸易出口， 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ｉ 是 ｔ年的 ｉ国内

服务总额。 这个加权方案控制了出口国的服务规模效应。 此外， 本文使用不同的加

权方案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加权方案一： 用 ｅｔｉｊ 除以进口国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ｉ ， 这控制了

进口国的服务规模效应； 加权方案二： 不控制规模效应， 只用出口额来衡量链接权

重。 二元无向网络和加权无向网络方法的无向性都要求矩阵 Ａ 和 Ｗ 是对称的。 世

界服务贸易网络中的对称对指的是任意两个国家存在双边贸易， 互惠对指的是任意

两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流是等强度的。 研究发现， 世界服务贸易二元和加权网络中大

多数联系是对称的和互惠的， 这证明了采用无向网络方法衡量世界服务贸易格局是

适用的。 世界服务贸易二元和加权网络中， 对称对和互惠对所占比例各年均值分别

近似于 ９５％和 ８５％①。 因此，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本文将探讨ＷＳＴＷ对称版本的拓

扑属性。 其中， 二元情况下， 当且仅当 ａ ｔ
ｉｊ ＝ １或 ａ ｔ

ｊｉ ＝ １时， 新邻接矩阵 Ａｔ 的任何项

ａｔ
ｉｊ 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加权情况下权重矩阵 Ｗｔ 中的元素 ｗ ｔ

ｉｊ 的计算方式为：

ｗ ｔ
ｉｊ ＝
１
２

ｗ ｔ
ｉｊ ＋ ｗ ｔ

ｊｉ( ) ＝ １
２

ｅｔｉｊ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ｉ ＋ ｅｔｊｉ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ｊ( ) （１）

此外， 为了确保对于所有 ｉ 、 ｊ和 ｔ有 ｗ ｔ
ｉｊ∈［０， １］ ， 对权重矩阵Ｗｔ 做最大值正

则化， 可以避免偏差引入。 最终得到 Ｎ × Ｎ 阶邻接和加权矩阵 ｛Ａｔ， Ｗｔ｝ 序列， ｔ ＝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二） 网络特征度量指标

本文将从整体结构、 节点特征、 网络聚类性和中心性三个方面度量世界贸易的

网络特征。 其中， 网络的整体结构可以用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来衡量， 用以测量社会网

络中各个节点之间联络的紧密程度， 反映服务贸易联系数量的紧密程度。 测度方法

是考察网络中实际存在关系数目和可能存在的最大关系数目之比， 网络的密度大小

与其加权方案无关。 如果网络中实际关系数目为 ｋ ， 网络中节点个数为 ｎ ， 则网络

密度为 ２ｋ ／ ｎ（ｎ － １） 。
节点特征可以分为连通性和同配性。 连通性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用以测量网络中结

点的互联互通程度。 二元 ／加权版本的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各国相互联系的程度可

以通过节点度 （ＮＤ） 和节点强度 （ＮＳ） 来衡量。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连通性可以

反映国家发展服务贸易过程中选择扩大其贸易进出口额或与新的国家建立贸易伙伴

联系。 节点度和节点强度只考虑了与目标节点一步距离的联系， 属于一阶指标。 指

标具体介绍如下：
节点度 （ｎｏｄ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ＮＤ） 定义为给定节点已经建立的链接的数量。 世界服务

贸易网络中各个国家的节点度反映该国的服务贸易关系数量。 节点度的计算方式为：

ｄｉ ＝∑ ｊ
ａｉｊ （２）

节点强度 （ｎｏｄ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ＮＳ） 定义为给定节点所有链接权重之和。 世界服务贸易

网络中各个国家的节点强度反映该国的服务贸易关系强度。 节点强度的计算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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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 ＝∑ ｊ
ｗ ｉｊ （３）

同配性 （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ｉｔｙ） 指的是网络中的分类现象。 简单来说， 网络中的同配性

可以划分为正度同配性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ｉｔｙ） 和负度同配性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ｉｔｙ）。 正度同配性普遍存在于个人社会网络当中， 例如社交网络。
如果某人在社交网络上很受欢迎， 那么平均而言其朋友也很受欢迎； 反之， 如果某

人社交网络上几乎没有朋友， 那么他的朋友通常也不受欢迎。 负度同配性通常出现

于技术网络当中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０７） ［２１］， 指的是网络中节点度 ／节点强度

低的节点更倾向于与节点度 ／节点强度高的节点建立连接。 在贸易网络中同样发现

了负同配性的证据 （Ｓｅｒｒａｎｏ ａｎｄ Ｂｏｇｕｎａ， ２００３）。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 正 ／负度

同配性同时存在①。 本文使用节点近邻平均度、 节点近邻平均强度和节点加权近邻

平均度这三个指标来分析二元与加权视角下网络中的同配性。 由于它们考虑到与目

标节点二步距离的联系， 因此上述三个指标都属于二阶指标。 指标具体介绍如下：
节点近邻平均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ＮＤ） 定义为给定节点的

所有相邻节点的度数均值。 在世界服务贸易网络当中一国的近邻平均度对应的是与

该国存在贸易关系的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数量均值。 节点近邻平均度的计算方

式为：

ＡＮＮＤｉ ＝
１
ｄｉ
∑ ｊ

ａｉｊ ｄ ｊ （４）

节点近邻平均强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ＮＳ） 定义为给定

节点的所有相邻节点的强度均值。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当中一国的近邻平均度对应的

是与该国存在贸易关系的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强度均值。 节点近邻平均强度的计算

方式为：

ＡＮＮＳｉ ＝
１
ｄｉ
∑ ｊ

ａｉｊ ｓ ｊ （５）

节点加权近邻平均度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ｎｏｄｅ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ＷＡＮＮＤ） 是

在近邻平均度的基础上用 ｗ ｉｊ ／ ｓｉ 权重计算局部加权近邻平均度。 加权近邻平均度对

应的是一个国家所有服务贸易伙伴节点度的加权平均值。 节点加权近邻平均度的计

算方式为：

ＷＡＮＮＤｉ ＝
１
Ｓｉ
∑ ｊ

ｗ ｉｊ ｄ ｊ （６）

网络聚类性和中心性顾名思义指的是网络中节点的集群程度以及节点是否处于

网络中心位置。 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指的是网络中节点的聚集。 可以通过聚类系数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Ｃ） 来衡量节点的集群程度， 即节点的伙伴本身就是合作

伙伴的程度 （Ｗａｔ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ｇａｔｚ， １９９８） ［２２］， 反映的是节点 ｉ的邻接节点对互为伙伴

的百分比。 在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 一国的贸易伙伴之间很可能也存在贸易关系，
聚集系数就是用来度量网络的这种性质。 二元 ／加权视角下分别使用聚类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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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 和加权聚类系数 （ＷＣＣ） 作为度量指标， 这里主要介绍加权视角下所使用

的加权聚类系数计算方法， 加权聚类系数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ＣＣ）
是在无权网络聚类系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Ｏｎｎｅ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２３］， 通过对网络中

每个三角形的边进行适当的加权， 其计算方式为：

ＷＣＣ ｉ ＝
∑ ｊ≠ｉ∑ ｈ≠ ｉ， ｊ( )

ｗ
１
３
ｉｊ ｗ

１
３
ｉｈ ｗ

１
３
ｊｈ

ｄｉ ｄｉ － １( )
（７）

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用以测量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 在二元视角下分析网络中

节点的中心性①， 其中最常用的指标是中介中心性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ＢＣ）， 定义

为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通过给定节点的所有最短路径的比例。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国

家中心性衡量的是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通过对中心性

的研究可以明确地描述网络的核心和外围结构并对各国进行排名。 在世界服务贸易

网络中， 选取中介中心性作为中心性衡量指标能够找出那些节点度不高但是扮演了

贸易 “桥梁” 角色的国家， 所以本文选择使用中介中心性作为衡量网络中国家地

位高低的衡量指标。 加权视角下节点中介中心性并不适用， 本文借鉴 Ｎｅｗｍａｎ
（２００５） 与 （Ｆｉｓｈｅｒ ａｎｄ Ｖｅｇａ －Ｒｅｄｏｎｄｏ， ２００６） ［２４］ 提出的随机游走中介中心性②

（ｒａｎｄｏｍ ｗａｌ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ＲＷＢＣ） 来衡量国家的网络地位， 并利用结果

将国家划分为核心和边缘。 ＲＷＢＣ是本研究中的最高阶度量指标， 因为它包含了关

于任意长度的跨节点路径的信息，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 ＲＷＢＣ 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出

现在网络中随机选择的服务贸易链上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取决于服务贸易联系的

数量和强度。 因此， ＲＷＢＣ更高的国家更有网络影响力。
（三） 网络结构演变模型

本文使用 ＱＡＰ 方法对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结构演变建模并加以分析， 以探究

ＷＳＴＷ的动态演变模式， 并使用多维距离变量对网络结构变化做出解释。
ＱＡＰ 是网络分析中对两个矩阵中的各个元素相似性进行比较的方法。 ＱＡＰ 相

关分析以矩阵数据的置换为基础， 通过对矩阵各元素进行比较给出两个矩阵的相关

系数， 同时对系数进行非参数检验。 本文通过比较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加权视角下世界

服务贸易网络的矩阵相关性来探究其动态演变模式。 ＱＡＰ 回归分析目的是研究多

个属性矩阵与特定关系矩阵间的回归关系， 并对判定系数的 Ｒ２ 显著性进行评价。
相比于简单的回归分析， ＱＡＰ 分析可以有效规避关系数据的自相关性以及结果的

多重共线性等问题， 并满足变量之间相互独立的假设 （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 １９８８） ［２５］。 本

文借鉴赵国钦等 （２０１６） 和杨晨等 （２０１７） 的模型设定， 选取地理距离、 经济距

离、 制度距离以及技术距离这四个距离变量建立多维距离矩阵， 对 ２０１６ 年世界服

务贸易网络作 ＱＡＰ 回归分析， 期望使用多维距离变量对网络结构的变化做出解释。
模型设立如下：

Ｗｔ ＝ ｆ Ｄｉ ｓＣａｐ， Ｄｉ 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ｔ， Ｄｉ ｓＩｎｓｔ， Ｄｉ ｓＴｅｃｈｔ(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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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性指标主要分为： 度数中心性、 接近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 特征向量中心性。
限于篇幅， 随机游走中心性的推导见备索资料。



式 （８） 中因变量 Ｗｔ 为加权视角下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权重矩阵， 四个多维

距离矩阵 Ｄｉ ｓＣａｐ 、 Ｄｉ 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ｔ 、 Ｄｉ ｓＩｎｓｔ 、 Ｄｉ ｓＴｅｃｈｔ 作为上式的自变量， 分别代表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制度距离、 技术距离矩阵①。 ＱＡＰ 分析需要服务贸易网络的权重矩阵与

多维距离矩阵维度一致。 表 １给出了 ２０１６年样本基本特征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１　 样本基本特征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ｔ 年时 ｉ 国到 ｊ 国的服务贸易出口 ｅｔｉｊ ３６４８１ ２１５ ７０ ２５０５ ０５ ０ １１３９６１ ４０

ｔ 年的 ｉ 国的国内服务总额 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ｉ １９１ ２５７１９１ ７０ １２２２７００ ２４ ０７ １ ５２ｅ＋０７

ｔ 年加权矩阵链接权重 ｗｔ
ｉｊ ３６４８１ ０ ０００８６ ０ ０２１ ０ ２ ０８

地理距离 Ｄｉ ｓＣａｐ ３２４００ ７９６４ ０８ ４５１９ ５６ ０ １９９０４ ４５

经济距离 Ｄｉ 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ｔ ３２４００ ０ ３７ ０ ５８ ０ ６ １３

制度距离 Ｄｉ ｓＩｎｓｔ ３２４００ １ ９３ ２ １２ ０ １５ ５７

技术距离 Ｄｉ ｓＴｅｃｈｔ ３２４００ ３１４８９ ６３ １５５６１６ ５０ ０ １３３８５０３

三、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结构分析

（一） 网络整体结构

图 １给出了二元视角下各年份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密度变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

中 ＷＳＴＷ密度虽然维持在较低水平， 但是多年来一直稳步增长。 这说明越来越多

的国家开始融入到世界服务贸易体系。 受到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之后， 各国

意识到服务贸易尤其是金融服务的重要性， 开始大力发展完善国内金融体系， 使得

网络密度有了小幅度增长。 但是直到 ２０１６年 ＷＳＴＷ密度仍维持在 ２０％的较低水平

线上， 说明世界服务贸易还具备很大的发展和增长空间。
（二） 网络的节点特征

本文利用节点连通性反映各国相互开展服务贸易的程度。 二元视角下节点连通

性通过 ＮＤ度量。 本文给出了各年份 ＮＤ的核密度估计、 分布估计、 平均值和标准

差变化趋势、 分布的峰度和偏度变化趋势②。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节点度核密度分布

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 首先， 核密度分布峰度越来越低， 说明服务贸易联系较少的

国家更多的发展了服务贸易进出口关系； 其次， 核密度分布的尾巴越来越长， 说明

更多的国家建立了新的服务贸易关系。 从分布估计可以看出， 低 ＮＤ的国家所占比例

很高， 高 ＮＤ国家所占比例很低， 说明少数国家的服务贸易伙伴很多， 多数国家的服

务贸易伙伴很少。 从 ＮＤ分布平均值和标准差变化趋势可以看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国家

的平均 ＮＤ保持微弱增长仅在 ２００９年迅速增加， 与网络密度的变化趋势和原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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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多维距离矩阵的解释见备索资料。
限于篇幅， 正文只报告了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６年 ＮＤ的核密度估计， 其余见备索资料。



此外， 标准差保持同态势增长， 表明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一体化程度也随之平均增加，
每个国家间的服务贸易联系异质性并无明显变化。 从 ＮＤ分布的峰度和偏度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最近几年的偏度和峰度呈下降态势， ２００９年为其峰值时刻， ＮＤ分布变得更

加对称， 表明极端 ＮＤ值的国家在逐步减少。 这一现象支持了前文的结论。

图 １　 二元视角下ＷＳＴＷ的密度　 　 图 ２　 ＮＤ核密度估计　 　 　 　 图 ３　 ＮＳ核密度估计　 　

加权视角下节点连通性通过 ＮＳ 度量①。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大多数国家的贸易

强度很低， 但是节点强度分布的峰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越来越平缓， 尾部更长， 表明

在这段时间内， 随着服务贸易联系数量增加的同时， 服务贸易联系的强度也在增

强， 国家之间服务贸易进出口流量增加。 从分布估计可以看出， 相对于 ＮＤ分布而

言， ＮＳ的分布更为平均， 表明在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联系强度低的国家占多数，
其余国家分布均衡。 从 ＮＳ分布平均值和标准差变化趋势可以看出 ＮＳ 的增长趋势

强于 ＮＤ且在 ２００９ 年增长最快。 ＮＳ 分布的峰度和偏度的变化趋势与 ＮＤ分布类似，
２００９年为其峰值时刻。 原因与前文一致， 这里不再赘述。 这说明贸易网络中的国家在发

展服务贸易中更多的是选择与其服务贸易伙伴扩大进出口流量， 而不是选择建立新的贸

易伙伴关系。
通过研究 ＮＤ－ＮＳ相关性随时间的变化， 可以更好地理解 ＮＤ和 ＮＳ分布之间的

结构差异 （如图 ４②）。 从左侧可以看出节点度和强度的相关性显著大于零， 且稳

定在 ０ ４ 左右， 表明平均而言服务贸易伙伴多的国家往往也拥有更为紧密的服务

贸易联系。 从右侧可以看出， 任意给定节点度的节点强度差异性很大， 这意味

着， 实际上拥有许多服务贸易伙伴的国家中只有少部分拥有高强度的服务贸易联

系。 由上述结论可以发现， 相较于 ＮＤ 而言， 使用 ＮＳ 作为连通性指标更能发掘

并揭露服务贸易网络的内在特性。 换句话说， 加权比二元视角能更好地反映出网

络的连通性。
本文利用节点同配性反映国家之间的分类现象。 二元视角下通过研究世界服务

贸易网络的 ＡＮＮＤ的分布情况及其与节点度的相关性， 在加权视角下则使用节点

加权近邻平均度 ＷＡＮＮＤ和 ＡＮＮＳ这两个二阶指标， 皆可以证实网络中负度同配性

的存在。 本文给出了各年份 ＡＮＮＤ、 ＷＡＮＮＤ、 ＡＮＮＳ 均值的变化， 以及上述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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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正文只报告了 ＮＳ的核密度估计， 其余参见备索资料。
图中虚线代表 ９５％水平上的置信区间上限和下限， 置信区间由 １０００次随机抽样计算得出。 后文如无特

殊说明， 下同。



　 　 图４（ａ）　 ＮＤ－ＮＳ相关性　 　 　 　 　 　 　 　 图４（ｂ）　 ２０１６年 ＮＤ和 ＮＳ散点图

指标与 ＮＤ和 ＮＳ 间的相关系数变化①。 从均值变化可以看出， ＡＮＮＤ、 ＷＡＮＮＤ、
ＡＮＮＳ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期间急剧增长， 其余年份保持稳定， 这与 ＮＤ 和 ＮＳ 的变化趋

势一致， 说明在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网络中各国间建立了许多新的

服务贸易联系， 网络的联系更为紧密。 从图 ５ （ａ） 可以看出 ＡＮＮＤ－ＮＤ 相关性从

２００５年的－０ ７５变为 ２０１６ 年的－０ ９５， 呈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世界服务贸易网络

中贸易伙伴少 ／强度弱的国家其贸易伙伴往往是伙伴多 ／强度高的国家， 这一结果侧

面映证了服务贸易网络中负度同配性的存在。 从图 ５ （ｂ） 可以看出， ＷＡＮＮＤ－ＮＤ
相关性显著为负， 各年中稳定在－０ ７ 左右， 这也侧面印证了网络中负度同配性的

存在； 从图 ５ （ｃ） 可以发现， 多年来 ＡＮＮＳ 和 ＮＳ 相关性维持在－０ ２ 左右， 但是

相关系数绝对值并不如 ＡＮＮＤ－ＮＤ和 ＷＡＮＮＤ－ＮＤ相关性那么高， 这意味着网络中

服务贸易联系强度高的国家往往不会与所有伙伴建立紧密的贸易联系。

图５（ａ）　 ＮＤ－ＡＮＮＤ相关性　 　 图５（ｂ）　 ＮＤ－ＷＡＮＮＤ相关性　 　 图５（ｃ）　 ＮＳ－ＡＮＮＳ相关性

负度同配性的存在说明了世界服务贸易网络显现出一种 “核心－边缘” 结构。
这一结构在许多社会和经济网络中都很常见 （Ｈｏｊ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ｚｅｉｄｌ， ２００８） ［２６］。 网络

中少数核心节点处于网络中心， 多数边缘节点处于网络外围。 本文对网络结构做了

可视化处理， 可以直观地看出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 “核心－边缘” 结构。 从网络结

构的演变来看， 中心节点会越来越聚集而外围节点会越来越被边缘化； 从经济和政

策的角度来看， 这意味着边缘国家会持续遭受边缘化， 从而导致边缘国家只能选择

与核心国家建立贸易联系。 由上文可知， 所选数据中 ２０１６年的网络结构密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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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国家最多， 最具代表性。 此处通过绘制 ２０１６ 年网络中

ＡＮＮＤ与 ＮＤ、 ＷＡＮＮＤ 与 ＮＤ、 ＡＮＮＳ 与 ＮＳ 的相关散点图， 可以更直观地证明

“核心－边缘” 结构存在 （如图 ６）。 从图 ６ （ａ） 可以看出 ＮＤ－ＡＮＮＤ相关性呈倒指

数分布， 这说明在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自身贸易伙伴少的国家其贸易伙伴的贸易关

系多， 反之亦然。 从图 ６ （ｂ） 和图 ６ （ｃ） 可以看出 ＮＤ－ＷＡＮＮＤ 和 ＮＳ－ＡＮＮＳ 相

关散点分布呈现两端分散中间集聚的形式， 这说明在网络中除去核心和边缘节点满

足负度同配性外， 存在一类特殊的聚类节点： 在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存在一类贸易

关系和贸易强度中等的国家， 倾向于与贸易网络地位一致甚至更好的国家建立贸易

联系。 这说明在网络的 “核心－边缘” 结构中， 还存在着一类高度聚类的 “中间”
节点。 网络中的 “中间聚类” 结构映证了服务贸易网络中负度同配性与正度同配

性的共存， 下文将从网络中节点的聚类来具体研究这一结构及特性。

图６（ａ）　 ２０１６年 ＮＤ－ＡＮＮＤ　 　 图６（ｂ）　 ２０１６年 ＮＤ－ＷＡＮＮＤ　 　 图６（ｃ）　 ２０１６年 ＮＳ－ＡＮＮＳ
　 　 　 　 　 　 散点图　 　 　 　 　 　 　 　 　 　 　 　 散点图　 　 　 　 　 　 　 　 　 　 　 散点图

（三） 网络聚类性和中心性

本文利用节点聚类性反映国家的集群程度。 图 ７ 给出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各年份

的 ＣＣ和ＷＣＣ值。 从左上角可以看出二元视角下各年份的平均 ＣＣ都非常高， 数值

接近于 ０ ９。 在各年份中 ＣＣ都远大于网络密度 （参见图 ７）， 由于在完全随机网络

中聚类系数的值与密度值相等， 因此二元视角下世界服务贸易网络比随机网络更为

聚类。 这说明国家会更倾向于与其存在服务贸易联系的国家的伙伴建立服务贸易联

系。 这种派系关系表明， 地域主义在世界服务贸易网络形成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地域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与传统伙伴互动的倾向， 不一定代表明确的地理意

义。 这类国家可以是区域集团的成员、 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 或者只是历史上联系密

切的伙伴。 加权视角下则可以得出与上文不同的结论。 从图 ７ （ｂ） 可以看出各年份

的平均ＷＣＣ都低于期望ＷＣＣ①。 聚类系数值维持在很低的水平， 说明世界服务贸易

网络整体是弱聚类的， 这与前文所得结论不同。 从图 ７ （ｃ）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６年节点加

权聚类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大幅向左倾斜， 密度峰值位于平均值和期望值左侧。 从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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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网络的期望ＷＣＣ是以二元无向网络作为基准， 将加权无向网络的链接权重随机分配， 形成新的随机加权

无向网络 （使其网络密度以及链接分布与原网络一致） 计算而来。 具体实现方法是由各年网络中现有链接中观

察到的权重随机重新洗牌 ５０００次再按照 ＷＣＣ 的计算方式计算得出。 图 ７ （ｃ） 中虚线代表 ２０１６年平均 ＷＣＣ，
长虚线代表 ２０１６年期望ＷＣＣ。



（ｄ） 看出， 网络中聚类系数大于期望的节点比例在 ２５％左右波动， 说明还存在少数

过度聚类国家， 这一现象表明国别异质性对形成和维持服务贸易派系存在着很强的

影响。

　 　 　 图７（ａ）　 平均 ＣＣ　 　 　 　 　 　 　 　 　 　 图７（ｂ）　 平均ＷＣＣ和期望ＷＣＣ

　 图７（ｃ）　 ２０１６年ＷＣＣ核密度分布　 　 　 　 　 图７（ｄ）　 ＷＣＣ超过期望ＷＣＣ的节点占比

通过考察 ＣＣ－ＮＤ与 ＷＣＣ－ＮＳ相关性同样发现二元 ／加权视角下网络聚类程度

不一致， 如图 ８。 在二元视角下， 从左侧可以看出各年中 ＣＣ 与 ＮＤ 显著负相关，
数值接近－０ ９５， 其变化趋势与前文一致。 此外 ２０１６ 年 ＮＤ－ＣＣ 散点图①与图 ６
（ａ） 显示出同样的倒指数分布， 这说明网络中聚类系数越高的节点其节点度越低，
反之亦然。 拥有较少服务贸易关系的国家其伙伴之间开展贸易的可能性越高， 拥有

较多贸易关系的国家其伙伴之间开展贸易的可能性越低。 换句话说， 边缘国家之间

不会建立贸易关系而是选择和核心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二元视角下世界服务贸易网

络呈现出 “核心－边缘” 结构。 在加权视角下从 ＷＣＣ－ＮＳ 相关性考察也可以得出

不同的结论。 从图 ６ （ｂ） 可以看出各年中 ＷＣＣ 与 ＮＳ 显著正相关， 数值为 ０ ５８。
此外 ２０１６年 ＮＳ－ＷＣＣ散点图近似于线性分布， 并且在中心存在集聚现象。 这说明

网络中加权聚类系数越高的节点其节点强度越低， 反之亦然。 拥有服务贸易强度越

高的国家其伙伴之间互相开展贸易的可能性越高， 贸易强度越弱的国家其伙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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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贸易的可能性越低。 因此，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和中间国家通常更倾向

于与同类型国家建立贸易联系， 这种模式类似于 “富裕俱乐部” （ｒｉｃｈ ｃｌｕｂ） 现象，
并印证了网络中正同配性的存在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ｉｔｙ）。 此结论与 Ｆｕｒｕｓａｗａ 和 Ｋｏｎ⁃
ｉｓｈｉ （２００７） ［２７］的研究一致。

图８（ａ）　 ＮＤ－ＣＣ相关性　 　 　 　 　 　 　 图８（ｂ）　 ＮＳ－ＷＣＣ相关性

上述结论对于 “冲击” 如何在整个经济中传播， 以及网络结构如何影响总

体波动性具有启发意义。 如果某个边缘国家受到经济冲击或是退出贸易网络， 不

会影响全球经济稳定。 相反， 对于核心国家的冲击会迅速传导到整个网络， 从而

引发系统性危机。 因此， 贸易网络的结构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的上升和下降往往

具有区域性的影响， 而核心国家受到的冲击往往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 ２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危机会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并造成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如前文所述，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国家异质性会影响网络构成。 国别间的异

质性主要由其国内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决定， 这里选取国家的国内人均服务额

（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 来衡量。 这样做既控制了国家的人口规模效应， 也控制了服务贸易

规模效应。 通过分析 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 与各节点网络指标的相关性， 可以衡量异质性对

于国家参与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影响。 本文通过考察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 ＮＤ、 ＮＳ 与

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和 ＣＣ、 ＷＣＣ 与 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的相关性波动情况， 揭示国别异质性对网络构

成的影响。 从图 ９ 可以看出， ＮＤ和 ＮＳ与 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的相关性在各年显著为正值，
分别在 ０ ４ 和 ０ ６ 左右波动。 平均而言各年中 ＮＳ － 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 相关性比 ＮＤ －
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相关性更强， 且保持持续增长趋势。 这说明网络中节点异质性对节点度

和节点强度都存在显著正影响， 对于节点强度的影响更大。 人均服务额更高的国

家往往拥有更多更紧密的服务贸易联系， 并且更倾向于扩大贸易出口额而不是增

加贸易伙伴。 如图 １０ （ａ） 所示， 二元视角下各年份 ＣＣ 与 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 相关系数约

为－０ ３， 这说明国内人均服务额高的国家其伙伴间的聚类程度往往较低。 从图

１０ （ｂ） 可以发现， 加权视角下ＷＣＣ 和 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正相关系数约为 ０ ４， 这说明国

内人均服务额高的国家间的聚类程度更高， 这一结果证实了 “富裕俱乐部” 现象

的存在。 因此就服务贸易关系强度而言， 整个网络的进一步一体化可以归因于发达

国家之间联系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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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ａ） 　 ＮＤ－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相关性　 　 　 　 　 图 ９ （ｂ） 　 ＮＳ－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相关性

图 １０ （ａ） 　 ＣＣ－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相关性　 　 　 　 图 １０ （ｂ） 　 ＷＣＣ－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相关性

本文利用节点中心性反映各国处于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本文给出

ＲＷＢＣ的核密度估计①。 各年份中 ＲＷＢＣ的密度分布形状并没有太大改变， 分布严

重向右倾斜， 说明网络中大部分的节点的随机游走中介中心性很低， 这再次映证了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存在 “核心－边缘” 结构。 为了确定真正位于网络核心的国家，
在 ＲＷＢＣ的第 ９５个百分位数上设置一个阈值， 因此， 只有在 ＲＷＢＣ 前 ５％数值内

的国家才被认为是核心国家。 表 ２ 给出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间位于网络核心的 ９ 个国

家。 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０９年前美国在核心国家中排名榜首， 次贷危机之后由于将

大量的金融服务业务转移到了百慕大， 百慕大成为美国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 这使

得 ２０１１年之后百慕大超越了美国， 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最为核心的地区。 如

上文所述， 节点度低的国家不一定就属于边缘国家， 其中介中心性可能很高， 贸易

关系少的国家也可能扮演网络中极为重要的 “桥梁” 作用。 存在类似情况的国家

还有斐济群岛、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传统北欧发达国家荷兰， 由于其发达的金

融业、 银行业， 一直在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处于重要地位。 类似的还有英国、 法

国、 德国， 由于其出色的工业、 制造业、 金融业， 一直在核心国家中占据稳固位

置。 中国的排名在初期一直维持在第 ２０ 名左右，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由于国内外经济形

势， 以及自身经济增速放缓， 导致在世界服务贸易网络中的核心排名有所下降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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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近年来， 由于国家大力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改革服务贸易发展机制， 大力发展

服务外包， 打造 “中国服务” 国家品牌等重大举措， 使得中国的核心排名有了明显的

提升。 最后， 本文也发现 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ＷＢＣ与 ＮＳ－ＲＷＢＣ相关性呈显著正相关， 说明国

内服务业发达和国际服务贸易强度高的国家在网络中处在更为重要的地位。

表 ２　 各年份处于核心位置的国家或地区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美国 美国 美国 百慕大 百慕大 百慕大

百慕大 百慕大 百慕大 美国 美国 荷兰

英国 英国 俄罗斯 荷兰 荷兰 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爱尔兰 利比里亚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法国 英国

新加坡 新加坡 澳大利亚 英国 利比里亚 卢森堡

中国香港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意大利 卢森堡 爱尔兰

德国 中国香港 加拿大 卢森堡 俄罗斯 德国

斐济群岛 德国 德国 立陶宛 丹麦 圣文森特

中国 （１７） 中国 （２０） 中国 （２６） 中国 （３７） 中国 （３７） 中国 （１８）

注： 中国后括号内数字为排名。

（四） 网络的加权方案稳健性

前文所有结果都是根据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和国内服务总额作为链接权重得

出的， 这样的权重设置可以衡量进口国 ｊ 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国 ｉ 。 这里提供

两种替代加权方案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第一种控制进口国的服务规模效应， 以国

家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和伙伴国的国内服务总额之比作为链接权重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ｊ ）。 第

二种不控制规模效应， 简单地将链接 （ ｉ， ｊ） 的权重定义为 ｉ 、 ｊ 间的服务贸易总额

（即 ｉ 国与 ｊ 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平均）。 为了做进一步说明， 给出两种替代加权方

案下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网络中 ＡＮＮＳ、 ＷＣＣ、 ＮＳ 与 ｐｃ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相关性变化①。 我们发

现两种替代加权方案得出的各指标间相关性变化与基线加权方案一致， 前文的结论

得以证实。 事实上， 二元视角就是一种特定的加权方案。

四、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 ＱＡＰ 分析

（一） 网络 ＱＡＰ 相关性分析

表 ３给出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 １２期世界服务贸易网络分年份 ＱＡＰ 相关性分析结

果②。 通过对结果的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之间世界服务

贸易网络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２０１６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的 ＷＳＴＷ 相关性为 ０ ９６３， 而

２０１６年与 ２００５年的贸易网络的相关性仅为 ０ ７５１。 这表明在这 １２ 年期间， ＷＳＴＷ
的结构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结构存在自

稳定渐进演化过程。 对任意一期的 ＷＳＴＷ 而言， 与其后一期 ＷＳＴＷ 相关性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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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替代加权方案下的相关性变化见备索资料。
ＱＡＰ 的相关分析结果使用 Ｕｃｉｎｅｔ软件计算得出。 表 ３中相关系数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在 ０ ９５左右， 说明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演化过程保持着较强的自稳定性。 随着时

间的推移， 当期 ＷＳＴＷ与之后各期ＷＳＴＷ的相关系数呈现递减的趋势。 以 ２００５年
ＷＳＴＷ为例， 其与 ２００６年ＷＳＴＷ的相关性为 ０ ９９５， 与 ２００７年ＷＳＴＷ的相关性为

０ ９９３， 到 ２０１６年相关性降至 ０ ７５１。
为了更直观地考察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演变， 本文对加权视角下世界服务

贸易网络结构可视化①， 发现 ２００５年 ＷＳＴＷ结构图规模很小， 并且网络密度不大；
贸易强度高的国家处于网络中心， 贸易强度低的国家位于网络外围； 强度高的国家

之间更倾向建立贸易联系， 而低强度的国家之间几乎没有贸易联系， 网络呈现

“核心－边缘” 结构与前文结论一致。 对比 ２００５ 年 ＷＳＴＷ 结构图， 发现 ２０１６ 年

ＷＳＴＷ密度和规模明显增加， 说明随着时间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了世界

服务贸易网络； 网络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仍显示出 “核心－边缘” 结

构， 但是网络中出现高度聚类的 “中间” 节点， 使得网络模式呈现出 “核心－中
间－边缘” 结构， 这再次印证了前文的结论。

表 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ＷＳＴＷ的 ＱＡＰ相关性分析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５ １
２００６ ０ ９９５ １
２００７ ０ ９９３ ０ ９９９ １
２００８ ０ ９９１ ０ ９９６ ０ ９９６ １
２００９ ０ ９９０ ０ ９９３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８ １
２０１０ ０ ８８７ ０ ８９０ ０ ８９０ ０ ８９４ ０ ８９５ １
２０１１ ０ ８６８ ０ ８６９ ０ ８６９ ０ ８７３ ０ ８７４ ０ ９８８ １
２０１２ ０ ８７０ ０ ８７２ ０ ８７２ ０ ８７５ ０ ８７５ ０ ９８２ ０ ９８９ １
２０１３ ０ ８６７ ０ ８７０ ０ ８７０ ０ ８７３ ０ ８７２ ０ ９７０ ０ ９７４ ０ ９９０ １
２０１４ ０ ７６９ ０ ７７２ ０ ７７２ ０ ７７５ ０ ７７３ ０ ９１３ ０ ９３０ ０ ９５４ ０ ９６２ １
２０１５ ０ ７６０ ０ ７６３ ０ ７６３ ０ ７６６ ０ ７６５ ０ ８９９ ０ ９２０ ０ ９４７ ０ ９５２ ０ ９９５ １
２０１６ ０ ７５１ ０ ７５４ ０ ７５５ ０ ７５７ ０ ７５６ ０ ８８０ ０ ９０３ ０ ９２７ ０ ９３０ ０ ９５７ ０ ９６３ １

（二） 网络的 ＱＡＰ 回归分析

２０１６年世界服务贸易网络总样本体积为 １８０×１７９ ＝ ３２２２０， 样本量较大， 故选

择 １０００００次随机置换， 得到结果如表 ４和表 ５。 表 ４中调整后的 Ｒ２ 系数为 ０ ０３１，
说明模型中的四个距离矩阵能够解释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结构变动的 ３ １％。 表 ４ 概

率是指随机置换产生的判定系数不小于实际观察到的判定系数的概率， 为单尾检验

的概率， 其值 ０ ００７表示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Ｒ２ 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表 ４　 模型拟合结果

Ｒ２ 调整后的 Ｒ２ 概率 样本体积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７ ３２２２０

表 ５显示的是 ＱＡＰ 回归分析得到的各距离变量矩阵的回归系数及检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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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概率 Ａ表示的是随机置换产生的回归系数不小于实际观察到的回归系数的

概率， 概率 Ｂ表示的是随机置换产生的回归系数不大于实际观察到的回归系数的

概率。 从表 ５可以看出： 第一， 地理距离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表

明地理距离对双边服务贸易存在较强的阻碍作用。 第二， 经济距离的回归系数不显

著， 但是为正。 这可能与前文讨论的 “核心－中间－边缘” 的网络结构有关， 意味

着经济距离差距越大的国家之间越容易建立服务贸易联系。 但是， 由于网络结构中

的中间国家， 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 即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近似的 “中间” 国家会

相互建立贸易联系， 从而使得经济距离对服务贸易联系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 制度

距离的回归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制度环境越接近的国家之间越可

能建立服务贸易联系。 第四， 技术距离的回归系数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

国家间技术水平的差距能够促进服务贸易联系的建立。 总体来看， 大部分距离因素

的显著性水平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拒绝为 ０的原假设， 影响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结构

变动的多维距离变量表现出较强的显著性。

表 ５　 ＱＡＰ回归分析得到的各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检验指标

自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显著性概率值 概率 Ａ 概率 Ｂ
截距 ０ ００２３２７ ０ ００００００

地理距离 －０ ００３６３６ －０ ０３７３２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经济距离 ０ ００２２０５ ０ ００９５０９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１ ０ ８８９
制度距离 －０ ００１９６８ －０ ０１２１７１ ０ ０５４ ０ ９４６ ０ ０５４
技术距离 ０ ００７３０８ ０ ０３８７４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９７７

五、 结论与扩展

本文主要结论： 第一，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非常对称， 绝大多数国家间的服务贸

易关系都是双边的， 在分析中可以忽略网络链接的方向。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整体密

度不高， 但日趋紧密， 这反映各国间建立了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关系。 第二， 世界

服务贸易网络中负度同配性和正度同配性共存。 网络中贸易伙伴少 ／强度弱的国家

只能与贸易伙伴多 ／强度高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贸易伙伴多 ／强度高的国家更倾向

于互相建立贸易关系， 世界服务贸易网络呈现出 “核心－边缘” 结构。 二元视角下

网络中节点度高的国家其伙伴的聚类程度越低， 加权视角下网络中节点强度高的国

家其伙伴的聚类程度越高。 同时， 使用随机游走中介中心性考察国家在网络中的地

位， 节点强度越高的国家越位于网络中心， 这说明世界贸易网络中存在着少数联系

紧密的国家， 且联系紧密的 “核心” 国家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三， 通过 ＱＡＰ 方法

证实世界服务贸易网络结构存在自稳定渐进演化过程， 并对网络做可视化处理， 直

观展现网络结构从 “核心－边缘” 到 “核心－中间－边缘” 的变化。 第四， 通过回

归发现， 四种多维国别距离变量能够解释网络结构变化的 ３ １％。
基于以上研究， 为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网络地位， 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 本文

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进一步激活我国现代服务产业的生产力。 由前文分析可知，
节点强度和国内服务总额对于国家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起决定性作用。 它们不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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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新的贸易关系的建立， 而且影响到贸易伙伴的选择。 而国内服务总额又与节点

强度显著相关， 因此提升我国服务产业的生产力是重中之重。 第二， 进一步健全服

务贸易管理体制， 加快服务行业技术创新。 多维国别距离 ＱＡＰ 回归结果表明， 制

度与技术是影响服务贸易网络的重要因素。 这需要再造服务贸易的宏观环境， 不断

培育 “中国服务” 核心竞争优势。 第三， 进一步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 前文研究

表明， 中国在以 ＲＷＢＣ为指标的核心度考量中， 虽然从 ２００５ 年以来其核心排名明

显上升， 但仍未进入前十。 我国不仅要增进与美国、 英国、 德国等服务贸易强国的

贸易合作， 更需要与服务贸易发展较弱的国家开展并建立服务贸易关系。 积极与主

要服务贸易伙伴， “一带一路” 沿线重点国别、 具有独特产业优势国家建立服务贸

易合作机制， 这样才能使我国在服务贸易网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 “中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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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Ｐｈｙｓｉｃａ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７， ３８７ （ １５）：
３８６８－３８７３

［１３］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Ｋ，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Ｇ， ＳＡＲＡＭÄＫＩ Ｊ，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０２）： Ｐ０２００２

［１４］ 陈银飞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世界贸易格局的社会网络分析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１ （１１）： ３１－４２
［１５］ 马远， 徐俐俐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石油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６ （１１）： ３１－４１
［１６］ ＢＡＲＩＧＯＺＺＩ Ｍ， ＦＡＧＩＯＬＯ Ｇ， ＧＡＲＬＡＳＣＨＥＬＬＩ Ｄ Ｍｕｌｔｉ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Ｅ， ２０１０， ８１ （４）： ０４６１０４
［１７］ 袁红林， 辛娜  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全球贸易网络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Ｊ］ ．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９， ３９

（０６）： １０８－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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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刘军  整体网分析讲义： ＵＣＩＮＥＴ软件实用指南 ［Ｍ］． ２００９
［１９］ 赵国钦， 万方  世界贸易网络演化及其解释———基于网络分析方法 ［ Ｊ］ ． 宏观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 （０４）：

１５１－１５９
［２０］ 马述忠， 任婉婉， 吴国杰  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

分析视角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６ （０３）： ６０－７２
［２１］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Ｏ， ＢＲＩＡＮ Ｗ ＲＯＧＥ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Ｈｏｗ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７， ９７ （３）： ８９０－９１５
［２２］ ＷＡＴＴＳ Ｄ Ｊ， ＳＴＲＯＧＡＴＺ Ｓ 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８， ３９３

（６６８４）： ４４０－４４２
［２３］ ＯＮＮＥＬＡ Ｊ Ｐ， ＳＡＲＡＭÄＫＩ Ｊ， ＫＥＲＴÉＳＺ Ｊ，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ｔｉｆｓ 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Ｊ］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Ｅ， ２００５， ７１ （６）： ０６５１０３
［２４］ ＦＩＳＨＥＲ Ｅ， ＶＥＧＡ－ＲＥＤＯＮＤＯ 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ｃｈｐｉｎｓ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 ＡＥ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 ２００６
［２５］ 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 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ｙａｄｉｃ Ｄａｔａ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１９８８， １０ （４）： ３５９－３８１
［２６］ ＨＯＪＭＡＮ Ｄ Ａ， ＳＺＥＩＤＬ Ａ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０８， １３９

（１）： ２９５－３０９
［２７］ ＦＵＲＵＳＡＷＡ Ｔ， ＫＯＮＩＳＨＩ Ｈ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７２ （２）：

３１０－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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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Ｗｅｂ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ｉｎａｒｙ ／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Ａ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ＺＨＯＵ Ｗｅｎｔａｏ　 ＹＡＮＧ Ｒｕｄａｉ　 ＨＯＵ Ｘｉｎｓｈｕ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ａ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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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ｏｒ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Ｗｅｂ （ ＷＳＴＷ） ｆｒｏｍ ｂ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ＱＡ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ＳＴＷ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ＳＴＷ ｉｓ ｎｏｔ ｈｉｇｈ， ｂｕｔ ｔｈｅ
ＷＳＴＷ 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ｄｅｎｓ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ｒｅｌ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２）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ｉｔｙ ｅｘｉｓｔ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ＳＴＷ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ｔｏ ｃｏｒｅ⁃ｍｉｄｄｌ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３） Ｇ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
Ｗａｌ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ＲＷＢＣ）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４） Ｔｈｅ ＱＡ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ＳＴＷ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ｉｓ ａ ｓｅｌ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 ３ １％ ｅｖｏｌ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ＳＴ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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