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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溢出、 人力资本与丝绸之路
经济带能源效率改进

———基于投影寻踪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法

郝晓莉１，２， 卓乘风２， 邓　 峰２

（１ 新疆大学 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
２ 新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

摘要： 采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法

测算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地区的能源效率， 考察了两种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能源效率的

影响， 并探讨了人力资本在两种国际技术溢出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最后，
通过反事实检验法对两种国际技术溢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效率的改进作用以及人力

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了量化核算。 研究表明： 两种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均能提升丝绸之路

经济带地区的能源效率， 且外商直接投资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强化

国际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改进作用， 且对进口贸易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反事实检验

结果表明， 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能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能源效率分别提升 ３ ６４％和

２ ７４％， 人力资本的积累则能将两种技术溢出的能源效率改进作用分别提升 １１ ３％和

１３ １％， 并且， 上述作用机制在西北地区表现更为明显。 上述结论为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丝

绸之路经济带通过提高人力资本、 承接国际技术溢出， 进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政策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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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十九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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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发展观念。 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处于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 “桥头堡”， 进

出口贸易与招商引资的空间不断扩张、 力度不断增强。 然而， 经济带地区在全国总

体发展格局中仍扮演着 “追随者” 的角色， 丰富的煤炭、 石油等自然资源如一把

“双刃剑”， 既驱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又容易诱发资源依赖， 导致一系列

环境问题。 那么， 在 “一带一路” 建设背景下， 充分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

放的 “桥头堡” 作用， 通过吸收国际技术溢出， 促进该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就成为

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 落后的经济状况也制约了这些地区人力资本的积

累， 那么， 提升人力资本将会如何影响开放格局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的能源效率

呢？ 深入探讨国际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作用， 对于推

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尤为重要。

一、 文献综述

资源型地区的能源利用问题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窦睿音和刘学敏，
２０１６； 张维阳等， ２０１２；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窦睿音和刘学敏 （ ２０１６） 以山西

省、 黑龙江省、 吉林省以及辽宁省为例， 研究了这些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

增长的长期动态关系； 张维阳等 （２０１２） 将现代工业型的无锡市与传统资源型

的包头市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前者具有高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ＤＰ） 低碳排放的特点， 而后者则具有低 ＧＤＰ 高碳排放的特点， 且碳排放量有

进一步增大的可能； 赵欣 （２０１５） 重点关注了鄂尔多斯市的低碳发展， 提出了

该市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面临的挑战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周

灵 （２０１８） 则以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 分析发现能源强度会增加地区碳排放量，
而能源结构对地区碳排放量的影响则是有限的。 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能源效率进

行研究， 如李博等 （２０１６） 对中国资源型地级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
并考察其分布差异， 发现多数资源型城市处于非效率状态； 王兆华和丰超

（２０１５） 以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样本， 在考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同时， 从

外部运营环境和行业内部因素重点关注了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
国际技术溢出是影响地区能源消费的重要因素， 学者们对此也做了一定的探

讨。 从进出口贸易的角度看， 周浩和傅京燕 （２０１１） 发现国际贸易能显著降低

能源消耗； 高大伟和周德群 （２００９） 在测算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发现，
增加进出口能显著提高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 许启钦等 （２０１１） 从省区间比较

优势和非线性视角进行分析， 发现对外贸易通过规模、 技术以及结构效应等对中

国的能源效率产生不同程度和效果的影响； 杨恺钧和刘思源 （２０１７） 则发现贸

易开放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均能显著降低碳排放量。 也有学者从外资角度

考虑能源消费情况， 如 Ｄｏｙｔｃｈ 和 Ｎａｒａｙａｎ （２０１６） 从产业层面出发， 发现外商直

接投资可作为一种技术来源用于提高能源效率； 与此同时， Ｚｈｕ 等 （２０１６） 运用

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模型， 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并发现能源消耗越大的地区， 外

商直接投资的减排效应越强； 此外， 高宏伟和程仕英 （２０１７） 以山西省为例，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进行了研究， 发现当期的外资会加大碳排放， 而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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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期的外资则会降低碳排放； 丁锋和姚新超 （２０１８） 发现外商投资的技术溢

出效应能够对中国的能源效率产生正影响； 张小漫等 （２０１７） 还发现外商直接

投资能显著降低能源消费强度。
关于人力资本与能源利用的关系， 赵领娣等 （２０１３） 测算了包含非期望产出

的绿色经济绩效， 并基于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方法刻画了人力资本，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

于绿色经济绩效的正向提升效应有限， 其弱化了能源禀赋对绿色经济绩效的负向冲

击程度； 尹宗成等 （２００８） 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投资对提高我国能源

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李思慧 （２０１１） 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研究发现人力

资本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 “低创新企业组” 大于 “高创新企业组” 的特点。
此外， Ｓａｌｉｍ 等 （２０１７）、 李荣杰等 （２０１６） 也做过类似的研究。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 学者们对能源利用的相关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
但不免存在以下几点有待完善的地方： 第一， 已有研究一般从全国层面进行分析，
而对资源型地区特别是资源密集且逐步开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而言， 对其能源

效率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第二， 缺乏对不同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对比研究， 如

滕玉华 （２０１０） 仅考虑了进口贸易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而开放环境下获取国

际技术溢出的渠道较多， 甄选出更为有效的承接技术溢出的渠道， 对于丝绸之路经

济带地区绿色发展尤为重要； 第三， 现有文献一般研究人力资本对能源消耗的影

响， 而忽视了开放格局下人力资本对国际技术溢出影响能源效率的过程中可能发挥

的异质性作用。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１ 随机前沿模型

参考已有研究 （林伯强和杜克锐， ２０１３）， 笔者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丝绸之路

经济带能源效率进行测算。 随机前沿模型是在确定性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

复合扰动项的随机边界模型， 其一般表达式的形式如下：
Ｙｉｔ ＝ ｆ（ｘｉｔ， ｔ）ｅｘｐ（ｖｉｔ－ｕｉｔ） （１）

式 （１） 中， ｙｉｔ为 ｉ 地区第 ｔ 年的经济总产出， ｘｉｔ为 ｉ 地区第 ｔ 年的投入要素，
ｆ （·）为生产边界上的前沿产出。 ｖｉｔ －ｕｉｔ为复合误差项， ｖ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独立于

ｕｉｔ， 且 ｖｉｔ ～Ｎ（０， sｖ
２）； ｕｉｔ表示个体冲击， 即技术非效率项， 且 ｕｉｔ ～ Ｎ＋（ｕ， sｖ

２），
若 ｕｉｔ ＝ ０， 表示技术有效， 决策单元处于生产前沿面上， 否则， 决策单元就位于生

产前沿面的下方。 此外， 为了系统地反映能源效率的变异统计特征， Ｂａｔｔｅｓｅ 和

Ｃｏｅｌｌｉ （１９９５） 构建了方差参数 γ， 其表达式为：

γ＝
σ２

ｕ

σ２
ｕ＋σ２

ｖ

（２）

式 （２） 中， γ Î（０， １）， 当 γ 趋向于 １ 时， 表明 ｕｉｔ在决策单元与前沿面的偏

差中占据主要成分， 此时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是合适的； 当 γ 趋向于 ０ 时， 表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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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单元几乎都位于生产前沿面曲线上， 此时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即可分析。
由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允许更多的替代和转换模式， 在实际利用过程中也显得

更为灵活， 并且， 在长期中技术是否为中性以及产出弹性是否固定都无法确定。 因

此， 笔者选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作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ｆ （·）。 经过取对数

处理， 最终的表达式为：

　 　
ｌｎＹｉｔ ＝β０＋β１ ｌｎＬｉｔ＋β２ ｌｎＫ ｉｔ＋β３ ｌｎＥ ｉｔ＋β４ ｌｎＬｉｔ ｌｎＫ ｉｔ＋β５ ｌｎＬｉｔ ｌｎＥ ｉｔ＋

β６ ｌｎＥ ｉｔ ｌｎＫ ｉｔ＋β７ ｌｎＬ２
ｉｔ＋β８ ｌｎＫ２

ｉｔ＋β９ ｌｎＥ２
ｉｔ＋ｖｉｔ－ｕｉｔ

（３）

式 （３） 中， β０为常数项， β０、 …、 β９分别表示生产活动中劳动力投入、 资本

投入、 能源投入以及各二次项的回归系数。 进一步地， 技术非效率项可以表示为：
ｕｉｔ ＝α０＋αｋＺ ｉｔ＋μｉｔ （４）

式 （４） 中， α０为常数项； Ｚ ｉｔ表示 ｋ 个影响生产非效率的因素； αｋ为待估参

数， 反映各影响因素对各省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 当 αｋ为正时， 表明该因素对于

能源效率损失有正向作用， 即该因素对能源效率有负向影响， 反之则有正向影响；
μ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能源效率 （ＥＥ） 可以表示为实际产出期望值与生产前沿面期望值之比， 即：

ＥＥ ｉｔ ＝
Ｅ ［ ｆ（Ｌｉｔ， Ｋ ｉｔ， Ｅ ｉｔ） ／ ｅｘｐ（ｖｉｔ－ｕｉｔ） ］
Ｅ ［ ｆ（Ｌｉｔ， Ｋ ｉｔ， Ｅ ｉｔ） ｅｘｐ（ｖｉｔ） ／ ｕｉｔ ＝ ０］

（５）

式 （５） 中， 若 ｕｉｔ ＝ ０， 此时 ＥＥ＝ １， 表示决策单元的生产活动处于前沿面上，
生产活动是有效的； 若 ｕｉｔ＞０， 则 ＥＥ＜１， 表示决策单元的生产活动处于前沿面的下

方， 生产活动是无效的， 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 Ｌ、 Ｋ 和 Ｅ 分别是劳动力、 资本以

及能源消费总量三类投入要素， 最终选择考察期内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地区历年全部

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投入， 将各省份历年固定资产投资运用永续盘存法①进行存

量化处理后作为资本投入， 选取各地区历年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计） 作为

能源投入要素。 可以看出， ＥＥ 的核算与产出 （Ｙ）、 劳动力投入 （Ｌ）、 资本投入

（Ｋ）、 能源投入 （Ｅ） 以及技术非效率项密切相关。
２ 投影寻踪模型

需要注意的是， 随机前沿模型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 即生产函数的经济产出必

须为单一产出。 考虑到生产活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且产出类型较多， 如黄德春

等 （２０１２） 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能源效率时， 就将工业总产值作为

经济产出之一， 可见， 单独考察某一种产出显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为了弥补这一

缺陷， 笔者既遵循传统的做法， 将地区 ＧＤＰ 作为经济产出之一， 还将人均 ＧＤＰ 纳

入考量范围， 最后， 将与能源消耗密切相关的工业总产值视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产

出。 在此基础上， 笔者选用投影寻踪模型将这一组高维数据进行降维处理， 最终获

得各地区经济产出数值。 对三种产出指标采用极差法进行无量纲处理的具体计算过

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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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

ｘ（ ｉ， ｊ） ′ｔ ＝
ｘ∗（ ｉ， ｊ） ｔ－ｘｍｉｎ（ ｉ， ｊ） ｔ

ｘｍａｘ（ ｉ， ｊ） ｔ－ｘｍｉｎ（ ｉ， ｊ） ｔ
（６）

式 （６） 中， ｘ∗（ ｉ， ｊ） ′ｔ 表示 ｉ 省第 ｔ 年 ｊ 变量值， ｘｍａｘ（ ｉ， ｊ） ｔ、 ｘｍｉｎ（ ｉ， ｊ） ｔ 分别

表示 ｉ 地区第 ｔ 年 ｊ 变量里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无量纲化后的数据会出现 ０， 在后期的计算中为消除 ０ 的影响， 这里对无量纲

化后的数据进行平移：
ｘ（ ｉ， ｊ） ｔ ＝ ｘ（ ｉ， ｊ） ′ｔ＋α （７）

式 （７） 中， α 为平移幅度， 为尽可能减少平移的数据的影响， 选取 α ＝ ０ ０１。
囿于篇幅， 在此不列出无量纲化后的数据。

其次， 构造投影指标函数 Ｑ（α）：
Ｑ（α） ＝ Ｓｚ×Ｄｚ （８）

式 （８） 中， Ｓｚ 为 ｚ（ ｉ） ｔ 的标准差， Ｄ ｚ 为 ｚ（ ｉ） ｔ 的局部密度， 其计算公式

如下：

Ｓｚ ＝
∑

ｎ

ｉ ＝ １
（ ｚ（ ｉ） ｔ － Ｅｚ） ２

ｎ － １
（９）

Ｄｚ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Ｒ － ｒ（ ｉ， ｊ））ｕ（Ｒ － ｒ（ ｉ， ｊ）） （１０）

计算最优投影方向上的最优投影值 ｚ （ ｉ） ｔ：

ｚ（ ｉ） ｔ ＝ ∑
ｐ

ｊ ＝ １
ａ（ ｊ） ｔ × ｘ（ ｉ， ｊ） ｔ （１１）

式 （９） 和式 （１０） 中， Ｅｚ 为序列 ｚ（ ｉ） ｔ 的均值， Ｒ 为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径，
ｒ（ ｉ， ｊ）＝ ｜ ｚ（ ｉ） ｔ－ｚ（ ｊ） ｔ ｜ 表示样本之间的距离， ｕ（Ｒ－ｒ（ ｉ， ｊ） ） 为单位阶跃函数，
当 Ｒ≥ｒ（ ｉ， ｊ） 时， 函数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式 （１１） 中， ａ（ ｊ） ｔ 表示第 ｔ 年 ｉ 地区的

ｊ 变量的投影方向。 ｘ（ ｉ， ｊ） 为无量纲化及平移后得到的数据。
最后， 优化投影指标函数：

ｍａｘ Ｑ（ａ） ＝ Ｓｚ×Ｄｚ

ｓ ｔ ∑
３

ｊ ＝ １
ａ２（ ｊ） ｉ ＝ １ （１２）

由于传统方法难以解决此复杂的非线性优化， 因而笔者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
采用加速遗传算法来实现高维数据全局上的寻优， 最终测算出地区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以及地区工业总产值 ３ 个产出指标的最佳投影方向 ａ 以及考察期内各地区创

新产出的最佳投影值 ｚ， 即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中的经济产出值 Ｙ。 最后， 笔者将通

过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出的经济产出代入随机前沿模型， 根据式 （５） 即可算出丝绸

之路经济带各地区能源效率。 ３ 个指标计算出的投影值与最佳投影方向如表 １
所示。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国际贸易



－ １８　　　 －

表 １　 各变量的投影值与最佳投影方向

年份

投影值 最佳投影方向

广西 重庆 四川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地区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工业
总产值

２００３ ０ ６３１ ０ ６３１ １ ４３１ ０ ６２０ ０ ６９９ ０ ３６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０ ０ ４３２ ０ ７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７０７
２００４ ０ ６２２ ０ ６０３ １ ４１４ ０ ６００ ０ ７２４ ０ ３６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６ ０ ４１６ ０ ５９７ ０ ００２ ０ ８０２
２００５ ０ ６６６ ０ ６７７ １ ４５０ ０ ６０１ ０ ７８５ ０ ３３９ ０ ０９３ ０ １２９ ０ ６０１ ０ ７６４ ０ １７１ ０ ６２２
２００６ ０ ６８８ ０ ７０２ １ ４５３ ０ ５８７ ０ ８４７ ０ ３２９ ０ １４６ ０ １７５ ０ ６８８ ０ ７３７ ０ ２６５ ０ ６２２
２００７ ０ ６４５ ０ ５７１ １ ４３８ ０ ５７１ ０ ７２８ ０ ３２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６３ ０ ４２９ ０ ７１７ ０ ０２９ ０ ６９６
２００８ ０ ６３１ ０ ５４９ １ ４３２ ０ ５３８ ０ ７１３ ０ ２９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０ ０ ３９７ ０ ７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７１０
２００９ ０ ５６９ １ １３２ １ １３２ ０ ２８８ １ １２７ ０ １５１ ０ ５５３ ０ ７７３ ０ ７６４ ０ ３２６ ０ ８３８ ０ ４３７
２０１０ ０ ６８２ ０ ６７７ １ ４７６ ０ ４６５ ０ ８２８ ０ ２７１ ０ １１６ ０ １８１ ０ ４６５ ０ ６４２ ０ １４３ ０ ７５３
２０１１ ０ ７０３ ０ ６８３ １ ４７８ ０ ４５７ ０ ８２５ ０ ２６９ ０ １１３ ０ １８１ ０ ４５７ ０ ６６１ ０ １４５ ０ ７３６
２０１２ ０ ７７７ ０ ７７７ １ ４９５ ０ ４９８ ０ ９６５ ０ ２７６ ０ １６５ ０ ２４７ ０ ５２７ ０ ７０２ ０ ２２５ ０ ６７６
２０１３ ０ ７７６ ０ ７６０ １ ４８６ ０ ５０８ ０ ９３４ ０ ２７８ ０ １４１ ０ ２０８ ０ ５０８ ０ ７０８ ０ １９０ ０ ６８１
２０１４ ０ ７８４ ０ ７８４ １ ４７７ ０ ４８８ ０ ８９９ ０ ２７１ ０ １２３ ０ １８０ ０ ４８８ ０ ６６３ ０ １７４ ０ ７２８
２０１５ ０ ８１０ ０ ３８７ １ ４６０ ０ ５３３ ０ ８１０ ０ ２４４ ０ ０７５ ０ １２７ ０ ３８７ ０ ６８９ ０ ０９１ ０ ７１９
均值 ０ ６９１ ０ ６８７ １ ４３３ ０ ５１９ ０ ８３７ ０ ２９０ ０ １２４ ０ １８６ ０ ５０５ ０ ６６３ ０ １７６ ０ ６８４

（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１ 数据来源

文中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６ 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年鉴》 以及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部分数据来自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地区统计公报。 最终采

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丝绸之路经济带 ９ 个地区 １３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２ 变量说明

（１） 能源效率 （ＥＥ）。 笔者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和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出能源效

率。 计算中涉及到的投入变量为劳动力、 资本以及能源消费总量， 分别采用考察期

内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地区历年全部从业人员数、 将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存量以及各

地区历年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计） 进行衡量。 产出为投影寻踪模型进行计

算的经济产出值， 计算过程中包括地区 ＧＤＰ、 地区人均 ＧＤＰ 以及地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历年工业总产值。
（２） 技术非效率项。 文中的技术非效率项主要包括产业结构、 能源价格、 能源消

费结构、 进口贸易以及人力资本， 其中进口贸易与人力资本是重点关注的核心变量。
产业结构 （ ｉｎｄｕｓ）： 一般来说， 第二产业以工业为主， 而第三产业多为服务

业， 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量比第三产业高， 这意味着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地

区生产活动中的能源效率将会提高， 因此， 笔者将地区产业结构纳入非效率项， 借

鉴魏燕和龚新蜀 （２０１２） 的做法，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

进行测算， 具体公式如下：

ｉｎｄｕｓｉｔ ＝ ∑
３

ｍ ＝ １
ｙｍ × ｍ ＝ ｙ１ × １ ＋ ｙ２ × ２ ＋ ｙ３ × ３ （１３）

能源价格 （ｅｐ）： 能源价格会影响能源的使用成本， 当价格上升时， 能源使用成

本提高， 这将促使生产者提高节能意识， 降低能源浪费， 从而提高能源效率。 借鉴张志

辉 （２０１５） 的做法， 采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地区燃料、 动力类购进指数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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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结构 （ｅｓ）： 能源消费结构会对能源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当煤炭等利

用率较低的低级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较高时， 能源效率就会降低 （李梦蕴等，
２０１４）， 反之， 能源效率则较高， 因此， 有必要将地区能源结构予以考虑。 笔者采

用煤炭消费量占地区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来衡量能源消费结构。
国际技术溢出 （ ｉｍｐｏｒｔ、 ｆｄｉ）： 借鉴郑展鹏和王洋东 （２０１７） 的做法， 选取进

口贸易和 ＦＤＩ 作为主要的国际技术溢出渠道， 因此， 笔者采用考察期内各地区历年

进口贸易额和外商直接投资额， 并根据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将单位转化为

人民币， 记为 ｉｍｐｏｒｔ 和 ｆｄｉ。
人力资本 （ｈｕｍ）： 人力资本是指依附人体体力和智力所具有的劳动 （包括体

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结构 （ ｉｎｄｕｓ） １１７ ２ ２４９ ０ ０５９ ２ １２７ ２ ４０４
能源价格 （ｅｐ） １１７ １０３ ０９２ ７ ２７４ ８２ ４００ １２５ ３００
能源消费结构 （ｅｓ） １１７ ０ ４５６ ０ １７５ ０ ２０２ １ １７４
进口贸易 （ ｉｍｐｏｒｔ） １１７ ３ ５６９ ３ ８９７ ０ ０５４ １９ ６７７
外商直接投资 （ ｆｄｉ） １１７ ０ ９１１ １ ４１１ ０ ０１７ ６ ３７２
人力资本 （ｈｕｍ） １１７ ７ ９５７ ０ ７３５ ６ ０４１ ９ ６７５

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价值

总和，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

影响着脑力劳动的贡献程

度， 笔者也借鉴这一做法度

量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地区人

力资本水平。
各技术非效率项的描述

性统计情况如表 ２ 所示。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本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在上述研究方法和变量设计的基础上， 笔者采用 ＳＦＡ 模型对能源效率及两种

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进行了估计，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由表 ３ 可知， 在主效应模型中， σ２在 ０ ０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γ ＝ ０ ９２８

且在 ０ ０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说明 ９２ ８％的能源效率缺口是由技术非效率项

造成， 采用 ＳＦＡ 对能源效率进行估算是合适的。 ｉｍｐｏｒｔ 和 ｆｄｉ 的系数为－０ １７５ 和

－０ ２２２，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 两种国际技术溢出均能明显缩小能源效率缺

口， 提升能源效率， 并且， ＦＤＩ 的系数绝对值大于进口贸易系数的绝对值， 这表明，
积极引进外资能更为高效地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绿色发展。 进口贸易会通过技术转移

和技术模仿来提高丝绸之路经济带技术水平， 进口国外中间产品时， 包含在中间产品

中的先进技术会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地区溢出， 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知识技能会直

接转移到丝绸之路经济带， 从而提高地区技术水平， 而引进外资能通过行业内水平外

溢发挥其技术示范效应 （蒋仁爱和冯根福， ２０１２）， 并且， 伴随外资进入本地市场的

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都会促进本地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这些技术中包括产品生产

和使用过程中的节能技术、 高效能源的研制开发技术。 此外， 技术水平的提高还能优

化现有能源的要素配比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 因此， 两种国际技术溢出均能显著提

升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的能源效率。 进一步看， 先进的技术、 管理经验以及管理团队

能更为直接地伴随外资进入本地市场， 但进口贸易在实现技术溢出时需要本地市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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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产品和中间品中包含的信息充分掌握， 并进行内化处理，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承

接技术溢出。 因此， 从整体上看， ＦＤＩ 对能源效率的改进作用更为明显。

表 ３　 国际技术溢出下的估计结果

主效应 调节效应

距离函数 无效率函数 距离函数 无效率函数

ｌｎＬ

ｌｎＫ

ｌｎＥ

［ ｌｎＬ］ ２

［ ｌｎＫ］ ２

［ ｌｎＥ］ ２

ｌｎＬ×ｌｎＫ

ｌｎＬ×ｌｎＥ

ｌｎＫ×ｌｎＥ

σ２

γ

ｌｏｇ 值

单边 ＬＲ
检验值

　 　 ３ ２４７∗∗∗

（８ ２０）
１ ８０４∗∗∗

（３ ２０）
－３ ６８３∗∗∗

（－３ ７４）
０ ００７

（０ １４）
－０ ０１１

（－０ ２１）
０ ６２７∗∗∗

（３ ５１）
０ １９４∗∗∗

（２ ６３）
－０ ５３０∗∗∗

（－３ ６１）
－０ ３３７∗

（－１ ７６）
（０ ０１５）∗∗∗

（６ １２）
０ ９２８

（２０ ４４）

１０４ ７４０

７７ ９６４

ｉｎｄｕｓ

ｅｐ

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ｆｄｉ

０ ６９９∗∗∗

（８ ３０）
－０ ０１１∗∗∗

（－５ ４４）
－０ ２１３∗

（－１ ８８）
－０ １７５∗∗∗

（－７ ６３）
－０ ２２２∗∗∗

（－１０ ５３）

ｌｎＬ

ｌｎＫ

ｌｎＥ

［ ｌｎＬ］ ２

［ ｌｎＫ］ ２

［ ｌｎＥ］ ２

ｌｎＬ×ｌｎＫ

ｌｎＬ×ｌｎＥ

ｌｎＫ×ｌｎＥ

σ２

γ

ｌｏｇ 值

单边 ＬＲ
检验值

　 　 ２ ４３６∗∗∗

（７ ２１）
３ ８４５∗∗∗

（６ ８８）
－５ ７３９∗∗∗

（－６ ８８）
０ ００４

（０ １１）
０ ０４７

（１ １０）
０ ９３３∗∗∗

（６ ２１）
０ ２５２∗∗∗

（３ ８０）
－０ ４８０∗∗∗

（－３ ９４）
－０ ７４７∗∗∗

（－４ ８０）
０ ００９∗∗∗

（７ ９０）
０ ８５７∗∗∗

（１５ ６３）

１１５ ９２８

１００ ３４０

ｉｎｄｕｓ

ｅｐ

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ｆｄｉ

ｈｕｍ

ｉｍｐｏｒｔ×ｈｕｍ

ｆｄｉ×ｈｕｍ

　 　 ０ ７９９∗∗∗

（７ ４６）
－０ ００６∗∗∗

（－４ ０８）
－０ １３１∗∗

（－２ ２８）
－０ １５３∗

（－１ ６７）
－０ ４３５∗

（－１ ８５）
－０ ０８２∗∗∗

（－３ ０５）
－０ １２５∗∗∗

（－２ ８９）
－０ ０６８∗∗∗

（－２ ７５）

注： “∗∗∗” “∗∗” “∗” 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从调节效应模型来看， γ ＝ ０ ８５７ 且在 ０ ０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说明

８５ ７％的能源效率缺口是由技术非效率项造成。 ｉｍｐｏｒｔ×ｈｕｍ 的系数为－０ １２５， ｆｄｉ×
ｈｕｍ 的系数为－０ ０６８，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地区人力资本的提高能正向调

节国际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改进作用， 且对进口贸易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事实

上， 无论是进口中间品还是吸引外资进入， 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的企业、 从业人员

在吸收和模仿两种渠道下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知识时， 存在一个技术吸收的问题

（唐未兵等， ２０１４）， 如果进口的中间品和伴随外资流入的技术无法被本地企业所吸

收， 则无法有效促进本地企业生产活动中节能技术的改进， 因此， 人力资本的积累是

吸收两种国际技术溢出的基础条件，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本地企业、 从业人员

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 并最终促进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对能源效率发挥改进作用。 此外，
进口贸易在发挥技术溢出效应时存在更多隐形障碍， 中间品中所包含的技术信息需要

进行前期 “解剖”， 因此， 人力资本在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中所发挥的作用相比 ＦＤＩ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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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则更加突出， 因而人力资本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二） 进一步讨论： 能源效率改进的核算与时空演变分析

根据上文可以看出， 两种国际技术溢出均能显著改善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效

率， 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强化两种国际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改进作用， 那么， 从现

实来看， 这种改进作用能否量化呢？ 进一步， 这种改进作用的大小是否存在区域异

质性？ 为此， 笔者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 （林伯强和杜克锐， ２０１３； 白俊红和卞元

超， ２０１６）， 通过对随机前沿分析中的非效率函数进行设定， 采用反事实检验法对

两种国际技术溢出以及人力资本的能源效率改进作用的大小进行核算。 首先， 以考

察人力资本对 ＦＤＩ 下的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为例， 对式 （４） 做如下设定：
ｕｉｔ ＝α０＋α１ ｉｎｄｕｓｉｔ＋α２ｅｐｉｔ＋α３ｅｓｉｔ＋α４ ｆｄｉｉｔ＋μｉｔ （１４）

将式 （１４） 代入式 （５） 中， 计算出此时的能源效率 ＥＥ１， 进一步地， 笔者将

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考虑， 并对非效率函数做如下假定：
ｕｉｔ ＝α０＋α１ ｉｎｄｕｓｉｔ＋α２ｅｐｉｔ＋α３ｅｓｉｔ＋α４ ｆｄｉｉｔ＋α５ｈｕｍｉｔ＋α６ ｆｄｉ×ｈｕｍｉｔ＋μｉｔ （１５）

将式 （１５） 代入式 （５） 中， 计算出此时的能源效率 ＥＥ２。 则人力资本对能源

效率的改进作用为：
DＥＥ＝ＥＥ２－ＥＥ１ＥＥ＝ＥＥ２－ＥＥ１ （１６）

当单独考察国际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改进作用时， 需计算出式 （１４） 中的国际

技术溢出项在保留和去掉两种情形下的效率值， 再采用式 （１６） 的形式进行核算。
根据式 （１６）， 笔者核算出人力资本对国际技术溢出情形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以及全带能源效率的改进作用。 具体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人力资本对能源效率的改进作用

年份
进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

提升作用
ＦＤＩ 对能源效率的

提升作用
人力资本作用下进口贸易
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

人力资本作用下 ＦＤＩ 对
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

西南 西北 全带 西南 西北 全带 西南 西北 全带 西南 西北 全带

２００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９５ ０ １６２ ０ １３１ ０ ０５９ ０ ０９７ ０ ０８０
２００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７ ０ ２１１ ０ １２４ ０ ０１８ ０ １４６ ０ ０８２
２００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６５ ０ １８７ ０ １２６ ０ ０４２ ０ １３４ ０ ０８８
２００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８０ ０ １６８ ０ １２４ ０ ０５８ ０ １３４ ０ ０９６
２００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８０ ０ １５３ ０ １１７ ０ ０９６ ０ １２５ ０ １１０
２００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６８ ０ １５１ ０ １０９ ０ ０８９ ０ １２３ ０ １０６
２００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８７ ０ １３２ ０ １０９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３
２０１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７８ ０ １８５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１ ０ １５４ ０ １４３
２０１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７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９７ ０ １６７ ０ １３２ ０ １１０ ０ １５２ ０ １３１
２０１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８１ ０ ０４８ ０ １３４ ０ １３５ ０ １３４ ０ １１６ ０ １２８ ０ １２２
２０１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８６ ０ ０５１ ０ １４２ ０ １７６ ０ １５９ ０ １１０ ０ １６７ ０ １３９
２０１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８９ ０ ０５４ ０ １６０ ０ １６２ ０ １６１ ０ １２４ ０ １５３ ０ １３８
２０１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８７ ０ ０５７ ０ １７６ ０ １７３ ０ １７５ ０ １２６ ０ １６４ ０ １４５

提升幅度
均值 （％） ２ ７２ ２ ７６ ２ ７４ ２ ２６ ５ ０２ ３ ６４ ９ ９９ １６ ６３ １３ ３１ ９ ０２ １３ ６１ １１ ３１

　 　 由表 ４ 可以看出， 在不考虑人力资本的作用下， 考察期内丝绸之路经济带进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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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幅度为 ２ ７４％， ＦＤＩ 的提升幅度为 ３ ６４％， 人力资本能将进口贸易对

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扩大至 １３ ３１％， 将 ＦＤＩ 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扩大至 １１ ３１％。 可

以看出， 两种国际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 ＦＤＩ 的提升作用

更为明显， 然而， 人力资本却能更加明显地强化进口贸易的能源效率提升作用。
进一步分析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组间差异， 可以看出， 两种国际技术溢出渠

道均对西北地区能源效率具有更为明显的改进作用， 在考虑人力资本时， 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对西北地区的能源效率改进幅度分别为 １６ ６３％以及 １３ ６１％， 远大于西南地区。
这与李思慧 （２０１１） 的结论相近。 这主要是由于， 西北各地区相比西南各地区而言，
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都较低， 而其技术水平也相对落后， 在此情形下， 两种国

际技术溢出对西北地区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的 “边际” 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此外，
西北地区教育水平和人才吸引力尚不及西南地区， 对技术的学习吸收能力较弱， 由进

口贸易和 ＦＤＩ 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在此情形下， 人力资本水平

的提高对两种国际技术溢出发挥技术进步效应的促进作用将会明显大于西南地区， 这

将有利于提升西北地区的节能技术、 推动西北地区高效新能源的研发利用进程。 因

此， 从均值上看， 两种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均对西北地区能源效率具有更为明显的改进

作用， 人力资本的强化作用在西北地区也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背景下， 充分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的 “桥头堡”
作用， 通过吸收国际技术溢出， 促进该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就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问

题， 为此， 笔者深入探讨国际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作

用， 并采用反事实检验对上述作用进行了量化核算。 研究发现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均明显提

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的能源效率， 且前者能将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效率提升至

２ ７４％， 后者的提升幅度则为 ３ ６４％； 人力资水平能强化国际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改

进作用， 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 进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扩大至 １３ ３１％， ＦＤＩ 对
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扩大至 １１ ３１％。 此外， 两种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均对西北地区能源

效率具有更为明显的改进作用， 人力资本的强化作用在西北地区也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 建议

（１） 国际技术溢出能通过提高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技术水平进而促进能源效

率的提升， 因此， 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应当抓住 “一带一路” 建设契机， 继续扩

大对外开放， 增加进口贸易， 积极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吸引外资进入， 引进和吸收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 进而提高丝绸之

路经济带技术水平， 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 此外， 西北地区要更加重视对外开放，
大力进行招商引资， 从而充分发挥这一地区的后发优势。

（２） 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强化国际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 因此， 丝

绸之路经济带地区要充分重视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 地方政府要着力发展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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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扩大义务教育覆盖范围， 同时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积极引进专家学者，
培养具备高素质、 高水平的人才， 扩大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力资本存量。 要更加重视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人才流失现象， 通过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下调人才落户门槛、 改

善地区福利待遇和工作环境以吸引人才。 此外， 人力资本对西北地区能源效率的改

进作用明显强于西南地区， 因此， 西北地区要格外重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扩大

人力资本存量， 强化西北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 进而提升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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