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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地

区） 的合作进程逐渐加深， 经济贸易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国在全球贸易网

络中的地位和模式也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些新特征、 新变

化对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影响， 促进全方位、 多层次、 复合型全球贸易互联互通网

络的构建， 实现各国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本文引入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对全球贸

易网络进行刻画分析发现： （１） 当前全球贸易网络中存在着大量复杂的中间品及

最终品贸易关系， 且两者显示出非对称的结构特点。 （２） 中国在中间品及最终品

贸易网络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 形成了 “８ 字” 双循环的全球贸易模式。 中国与大

量上环流国家存在密切的中间品贸易往来并主要以中间品出口方的角色活跃于上环

流贸易圈中； 在下环流国家中， 中国则主要出口最终品， 并与下环流国家形成了显

著的贸易互补关系。 （３） 从细分产业来看， 中国的 “８” 字双环流贸易模式主要依

赖于第二产业。 在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中并未表现出明显的 “８” 字双环流贸易模

式， 其贸易对象以发达国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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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代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随着 ＷＴＯ 的扩大及贸

易规则的不断充实与完善， 各成员方的合作与贸易不断增多， 彼此的经济依赖愈发

明显。 同时， 技术进步加快所引起的信息网络的扩张， 提高了各成员方市场的透明

度， 构建了经济交流的 “信息高速公路”， 也加快了全球化的速度。 然而， 全球化

的进程并非是全球经济的简单一体化。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

势， 又同时伴随着分裂化的倾向。 一方面， 大部分国家坚持致力于促进贸易自由化，
区域性经济贸易合作的推动和发展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制度基础； 另一方面， 贸易保

护主义使全球化在进程中出现了分裂化的倾向， 随着美国退出 ＴＰＰ 协议以及全球范

围内各项贸易保护措施的出台， 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逐渐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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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全球贸易格局大背景下， 中国抓住了机遇， 在过去 ４０ 年的发展中坚

持对外开放政策， 加入 ＷＴＯ 并积极履行入世承诺，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随着

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的成立，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进程逐渐加

快， 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参与程度也逐渐提高。 如今， 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及第一大工业国， 对外进出口金额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２０８ 亿美元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６２２６ 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 ２０１８ 年达到了 １３４９ 亿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

１８０９０ 亿美元， 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 自 ２００８ 年金

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 就对外贸易而言， 全球经

济进入深度调整期， 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民粹主义思潮涌动， 经济全球化进程

受到了较大的阻力和冲击。 我国经济增速自 ２００８ 年之后开始放缓， ２０１６ 年跌至最

低点 ６ ７０％， 进出口贸易增速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０％降至 ２００９ 年的－１３％， 直至 ２０１８ 年

才逐渐回升至 １５％。 面对本身并不明朗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以及中国自身经济增

速放缓的大背景， 中国应如何找到自身的位置并抓住机遇在激烈的全球贸易竞争中

取得优势？ 在对外进出口贸易中， 中国是否还能继续依赖以成本竞争为主的第二产

业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带来的竞争优势？ 在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背景下， 中国又应当如

何进行新一轮全球贸易的布局和发展？ 为了回答上述几个重要命题， 需要对全球贸

易网络的结构特点进行充分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并进而判断中国当前在全球贸易

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 以便为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下一步

的主动应变提供思路和借鉴。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 第二部分为全球贸易网络分析， 将

２０１５ 年全球中间品、 最终品投入产出表进行处理得到二值矩阵， 形成两个全球贸

易网络图，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贸易网络特征分析， 探究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重

要性。 第三部分为中国的贸易地位分析， 应用 ＣＯＮＣＯＲ 方法对中间品、 最终品两

类贸易网络图进行聚类， 在结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国

在全球贸易中发挥作用的类别和性质进行判断， 分析中国在全球中间品、 最终品贸

易中的地位特点。 第四部分为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贸易模式分析， 一方面针对

不同环流子群进行贸易结构分析得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具体的贸易交互方式， 另一

方面针对不同产业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的侧重点进行探究， 发现中国当前的贸易结

构呈现出明显的 “８ 字” 双环流贸易模式特征。 第五部分为结论及启示， 针对中国

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贸易发展模式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文献综述

为了探究对外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变迁， 已有学者

在相关领域应用不同方法进行探索和研究， 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和结论。 从国外研究

来看： Ｐｅｒｋｉｎｓ （１９９７） ［１］针对中国沿海省份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并发现出口企业比

非出口企业具有显著的高生产率水平。 在此基础上 Ｗａｇｎｅｒ 和 Ｊｏａｃｈｉｍ （２００７） ［２］ 进

一步对 ３４ 个国家的 ５４ 篇微观实证文献进行了综述， 并认为出口企业存在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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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优势。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０７） ［３］ 则指出中国与 ＯＥＣＤ 国家存在高于预期的出口相似

程度， 由此导致的出口竞争日益加剧。 就国内研究而言， 江小娟 （２００７） ［４］通过建

立面板模型发现比较优势是决定一国贸易增长的因素之一。 在此基础上贾杉等

（２００９） ［５］通过计算 ＲＳＣＡ （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 及 ＮＴＲ （净出口比率指数） 等

指标， 认为中国走出了比较优势陷阱， 同时并不存在比较优势陷阱， 能够在国际贸

易中保持竞争优势。 傅朝阳和陈煜 （２００６） ［６］把出口产品分成资源密集型、 资本密

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并发现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间劳动密集型产品拥有较高的比较

优势。 基于出口产品的分类标准， 魏浩等 （２０１１） ［７］通过构建比较优势指标评价体

系发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正由资源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重视技

术含量制成品的研究是保证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以上相关文献对我国对外

贸易结构及比较优势进行了细致探讨， 为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分析提供了基础和方

向， 但上述学者的分析主要是集中于中国自身贸易结构， 对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

模式和地位的变化， 特别是随着当前中国迈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之后， 未来贸易模

式的演变的理论分析尚不多见。 张辉等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５） ［８］［９］等在 “一带一路” 的背

景下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指出全球贸易网络存在双环流特征， 其中， 中国目前正处

于全球经济承上启下的位置， 通过与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分工合作为

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洪俊杰等 （２０１９） ［１０］从产品国际分工的角度同样提

出中国开放型经济 “共轭环流” 理论， 指出未来中国贸易格局需要引领发展中国

家价值链环流， 从而有利于中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从研究方法来看，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全球贸易中的社会网络特

性， 开始将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国际贸易分析中来。 就国外研究来看，
Ｓｅｒｒａｎｏ 等 （２００３） ［１１］指出以国家为节点的贸易网络与万维网存在相同的特征结构，
Ｓｎｙｄｅｒ 等 （ １９７９） ［１２］ 则指出贸易网络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 Ｓｍｉｔｈ 等

（１９９２） ［１３］从国家节点网络位置的角度出发指出网络位置影响着一国在国际分工体

系中的功能和地位。 就国内研究来看， 马述忠等 （２０１９） ［１４］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研究了全球农产品贸易的整体格局， 利用网络中心性、 网络异质性等指标对全球农

产品贸易网络进行刻画和探究， 发现国家的贸易网络特征呈现偏态分布。 白洁等

（２０１９） ［１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 Ｇ２０ 国家贸易网络进行空间关联关系研究并发

现 Ｇ２０ 国家出口贸易空间关联呈现多线程网络结构。 杨文龙等 （２０１９） ［１６］ 采用复

杂网络的分析方法对 “一带一路” 国家构成的贸易网络进行拓扑分析并发现该贸

易网络具有典型的等级性， 贸易关系存在大国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 王博等

（２０１９） ［１７］基于投入产出数据从增加值的角度构建 “一带一路” 国家贸易网络， 发

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制造业增加值贸易在 ２００３ 年以后增速得到了明显提升。
以上相关文献均是针对局部贸易区域进行网络分析， 并未对全球贸易网络及细分产

业进行细致探究。 本文引入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 利用网络中心性等指标对全球

１８９ 个国家 （地区） 构成的贸易网络进行分析和梳理， 利用中间人等网络指标对中

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枢纽地位及贸易模式进行验证， 并在此基础上细分产业探究中国

不同产业对外贸易结构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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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贸易网络分析

本文对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分析均是基于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 ＥＯＲＡ 数据库中全球

１８９ 个国家 （地区） ２６ 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数据， 该数据覆盖面广泛， 描述了全

球大部分国家典型行业的中间品及最终品投入产出流动情况， 能够较为全面清晰地

展示和刻画全球贸易网络特征。 本节将从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角度对 ２０１５ 年全球

中间品、 最终品投入产出贸易网络进行研究， 从而更全面地呈现全球贸易网络的

特征。
（一） 整体网络分析

对基于全球贸易数据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首先需要确定各国 （地区） 之间贸

易流量的关系， 本文选择 ｚ－ｓｃｏｒｅ 方法对 ２０１５ 年中间品、 最终品投入产出表进行标

准化处理， 得到两个二值贸易矩阵。 根据二值贸易矩阵可以绘制中间品、 最终品网

络结构图， 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网络结构图存在相似点也存在差异性 （如图 １）。
就相似点而言： 一方面， 无论是中间品还是最终品贸易网络各个节点之间存在各种

错综复杂的进出口贸易关系， 节点之间彼此依赖， 孤立节点较少。 另一方面， 无论

是中间品还是最终品贸易网络都呈现出非对称的网络特征： 核心节点与大部分节点

存在贸易关系， 非核心节点只与少部分节点相互联系， 处于网络中较为边缘的地

位。 就差异性而言， 中间品的贸易网络关系数量明显高于最终品贸易网络， 这一现

象对于非核心节点更为突出： 中间品贸易网络中非核心节点对外存在一定数量的贸

易联系， 但最终品贸易网络中非核心节点对外贸易联系相对较为稀少。

图 １　 ２０１５ 年全球最终品和中间品贸易网络结构

为了使分析更加客观科学， 本文选取网络密度和关联性两个角度对中间品、 最

终品贸易网络进行量化分析。 从密度的角度来看， 密度越大说明国家 （地区） 之

间经济联系越密切， 核心国家节点对世界贸易的影响越大， 经济联动现象可能越明

显。 通过计算发现， 中间品贸易网络的密度为 ０ ０６， 最终品贸易网络的密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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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３， 可知全球中间品贸易往来紧密程度显著大于最终品贸易往来紧密程度。 从关

联性的角度来看， 如果一个网络的高密度主要基于一个核心点， 那么该网络对该核

心点有较强的依赖性， 从而其网络关联性可能相对较弱。 因此我们也应从关联性的

角度分析整体网络的特征。 本文分别选取关联度、 等级度和最近上限这三个指标对

整体网络关联性进行度量和分析。 关联度的测量公式如下所示：

Ｃ ＝ １ － ［ Ｖ
Ｎ（Ｎ － １） ／ ２

］ （１）

其中 Ｖ 表示该网络中不可达的点对数目， Ｎ 表示网络的规模。 关联度越高该网

络联系越紧密， 对单个节点的依赖性越弱。 等级度的测量公式如下：

ＧＨ ＝ １ － Ｖ
ｍａｘ Ｖ( )

（２）

其中 Ｖ 表示网络中对称可达的点对数， ｍａｘ （Ｖ） 表示网络中可达的点对数目。
因此， 等级度衡量了网络节点非对称可达的程度， 等级度越大说明网络等级结构越

明显， 网络结构非对称程度越高。 最近上限的测量公式如下所示：

ＬＵＢ ＝ １ － Ｌ
（Ｎ － １）（Ｎ － ２） ／ ２

（３）

其中 Ｌ 表示网络中不存在最近上限的点对数。 最近上限是指对于任意一对行动

者而言的能够到达二者的最接近的行动者， 若拥有最近上限的点对越多说明网络等

级结构越明显， 因此若 ＬＵＢ 越大说明网络等级性越大。
表 １　 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网络关联性指标

中间品贸易网络 最终品贸易网络

关联度 ０ ５８ ０ ２７

等级度 ０ ３５ ０ ４０

ＬＵＢ ０ ９８ ０ ９９

如表 １ 所示， 就中间品贸易网络而

言， 中间品是用于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

的产品， 相较于最终品而言附加值较

小、 对技术水平要求较低， 技术较为落

后、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

也能进行一定程度的生产和制作， 因此

中间品贸易网络关联性较高、 等级性较弱， 整个网络非对称程度较低， 对贸易进出

口体量较大的国家 （地区） 节点依赖并不严重， 节点之间相对平等， 相对而言不

易受个别核心点的影响。 就最终品贸易网络而言， 最终品是直接用于消费或投资的

最终商品， 附加值较高、 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 大部分依赖于科技较为先进的发达

经济体进行生产和制作， 因此最终品贸易网络关联性较低、 等级性较强， 整个网络

非对称程度较高， 贸易网络依赖贸易进出口体量较大的核心节点， 节点之间不平

等， 存在明显的等级结构特征。
（二） 个体网络分析

整体网络研究可以对整个网络进行宏观全面的分析， 得到整个网络的特征结

构。 但是整体网络无法对网络节点进行微观描述。 因此本文引入个体网络分析， 从

节点个体出发研究以每个节点为中心构成的个体网特征和结构。 本文将选取规模、
关系总数、 密度、 两步可达点数和中间人点数五个个体网络指数对中间品、 最终品

的个体网络贸易结构进行计算和分析。 其中， 个体网络的规模即与个体中心节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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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的节点个数， 关系总数即中心节点个体网中存在的关系数量， 密度即中心节点个

体网中实际关系数量与理论上最大关系数量之比， 两步可达点数指个体网络中心节

点在两步内可达的点数， 中间人点数是指中心节点作为中间人角色的次数， 这类指

数越高说明中心节点在个体网络中越处于核心地位， 凝聚力越强。
图 ２—图 ４ 为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个体网络的各节点 ＧＤＰ、 规模、 关系总数、

密度、 两步可达点数及中间人指标， 可以看到： （１） 中间品网络相关指标整体而

言高于最终品网络相关指标。 （２） 规模指数同 ＧＤＰ 呈正向相关关系 （如图 ２）， 经

济越发达的经济体其贸易网络规模越大。 （３） 中国的规模、 中间人点数及两步可

达点数等指标均表现较好， 处于散点图右上方位置， 在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网络

中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 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虽然中国拥有很高的关系指数，
但其密度指标较低， 因为以中国为中心点构成的个体网络拥有大量非中心节点拉

低了密度指标。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个体网络各节点 ＧＤＰ及规模指数

图 ３　 ２０１５ 年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个体网络密度及关系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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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５ 年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个体网络中间人点数及两步可达指数

综上， 本节分析发现： 各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大量复杂的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关

系。 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网络均呈现出非对称的结构特点。 中间品贸易网络非对称

特点相对较弱， 而最终品贸易网络非对称特点较强， 贸易关系较多的经济体集中于

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中国在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 中国的贸易地位分析

为了更进一步地分析中国在全球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网络中所起到的节点作

用， 本文将对贸易网络进行聚类分析并对中国节点进行中间人属性判断， 识别中国

贸易伙伴的特性并对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进行总结。
（一） 网络聚类分析

通过将复杂网络简化为块模型可以实现网络的聚类分析， 在实际运用中一般可

采用 ＣＯＮＣＯＲ 方法 （迭代相关收敛法） 对网络进行分块聚类分析。 ＣＯＮＣＯＲ 方法

的原理是： 首先计算矩阵的各个行 （或各个列） 之间的相关系数， 得到一个相关

系数矩阵。 其次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相关系数， 得到相关系数的相关矩阵， 最后经

过多次迭代后达到对网络进行分区从而简化数据的目的。 本节将根据 ＣＯＮＣＯＲ 方

法对 ２０１５ 年中间品投入产出表和 ２０１５ 年最终品投入产出表进行聚类分析， 得到中

间品贸易的经济体分组情况以及最终品贸易的经济体分组情况， 在此基础上结合经

济体地理位置、 经济体经济发展情况等现实因素对聚类结果进行分析。
１ 中间品聚类结果描述及组群分析。 就中间品投入产出表而言， ＣＯＮＣＯＲ 方

法将 １８９ 个国家 （地区） 划分为 ６ 组， 通过对组内贸易联系进行比较可以将 ６ 组子

群分为核心贸易群和非核心贸易群。 核心贸易群网络联系较为紧密， 非核心贸易群

内部贸易往来较少。
对于核心贸易群组 １ 而言， 其组内贸易联系较为紧密， 以中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等为主的节点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 整体呈现出内部密集外部分散的非

对称结构。 而对于其余非核心贸易群组而言， 组内贸易联系较弱， 贸易体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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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间品聚类组群所属区域进行分析可知， 组 ２、 组 ４、 组 ５、 组 ６ 带有明显的

地域特征， 其中组 ２、 组 ６ 中成员以非洲为主， 组 ４ 中成员以欧亚为主， 组 ５ 中成

员大部分集中于美洲地区。 组 ３ 样本数较少、 地域分布较为分散， 组 １ 内部成员较

多， 分布也较分散， 但大部分属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经济体。 通过对中间品

聚类族群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可知， 核心贸易群组 １ 内部成员大部分经济发展情况较

好。 非核心贸易群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落后。
２ 最终品聚类结果描述及组群分析。 就最终品投入产出矩阵而言， ＣＯＮＣＯＲ

方法将 １８９ 个国家 （地区） 划分为 ５ 个组群， 我们将组 ３ 及组 ４ 划分为核心贸易

群， 将组 １、 组 ２ 及组 ５ 划分为非核心贸易群。

表 ２　 ２０１５ 年中间品聚类组群分类情况

单位： 个　

组类 组名 经济体数量

核心贸易群 组 １ ８２

非核心贸易群 组 ２ ４５
非核心贸易群 组 ３ ５
非核心贸易群 组 ４ ２９
非核心贸易群 组 ５ １７
非核心贸易群 组 ６ １１

表 ３　 ２０１５ 年最终品聚类组群分类情况

单位： 个

组类 组名 经济体数量

核心贸易群 组 ３ ２５

核心贸易群 组 ４ ２１

非核心贸易群 组 １ １２４

非核心贸易群 组 ２ ８

非核心贸易群 组 ５ １１

　 　 核心贸易群组 ３ 内部成员贸易往来相对较多， 且呈现出非对称性特点， 核心网

络节点包括西班牙、 比利时、 瑞典、 俄罗斯等国家。 核心贸易群组 ４ 的最终品贸易

网络较为对称， 未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的结构特点。 非核心贸易群内部贸

易交往较少， 贸易体量较低。 通过对最终品聚类族群所属区域进行分析可知两大核

心贸易族群显示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其中组 ３ 以欧洲成员为主， 组 ４ 以亚洲成员为

主。 非核心贸易族群主要由美洲、 非洲地区成员组成。 通过对最终品聚类族群经济

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可知以欧洲成员为主的组 ３ 和以亚洲成员为主的组 ４ 经济发展水

平显著较高， 而非核心贸易群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因此， 无论是从 ＧＤＰ 的角

度还是从地域分析的角度来看贸易网络聚类分析的结果均与 ＧＤＰ 和地理数据相匹

配， 聚类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聚类结果相对可靠。
（二） 中国中间人指标分析

在复杂网络中， 如果存在一个以 Ａ、 Ｂ、 Ｃ 三个节点构成的关系， 其中 Ａ 指向

Ｂ， Ｂ 指向 Ｃ， 但是 Ａ 没有指向 Ｃ，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Ｂ 就是中间人。 为了进一步

判断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特征， 我们将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中间人的角

色性质进行判断。 具体来说， 中间人可以划分为协调人、 顾问、 守门人、 代理人和

联络人这五个类型。 当节点 Ａ、 Ｂ、 Ｃ 都属于同一个群体时， Ｂ 可以被看作是协调

人。 当节点 Ａ、 Ｃ 处于同一群体中且 Ｂ 处于另外一个群体时， 节点 Ｂ 被看作是顾

问， 当 Ａ、 Ｂ、 Ｃ 分属于三个不同群体时， 节点 Ｂ 被看作是联络人。 当节点 Ｂ、 Ｃ
处于同一群体中而 Ａ 处于另一群体时， 节点 Ｂ 被看作是守门人或代理人， 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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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箭头是由 Ａ 指向 Ｂ 时， Ｂ 属于守门人， 当网络关系箭头是由 Ｂ 指向 Ａ 时， Ｂ
属于代理人。

１ 中间品贸易中的枢纽地位分析。 表 ４ 是 ２０１５ 年中间品贸易全球五类中间人

次数排名前五的国家情况， 我们发现中国中间人次数较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

协调人次数的影响： 在中间人次数中， 中国作为协调人的次数为 ２５５３ 次， 排名全

球第一。 中国在顾问次数中排名第十， 相对靠后， 在守门人、 代理人次数中虽然排名

第四， 但与排名第一的美国相比， 中国的守门人、 代理人次数只占美国的二分之一。

表 ４　 ２０１５ 年中间品贸易全球五类中间人排名情况

协调人 守门人 代理人 顾问 联络人 总计

第一名 中国 美国 美国 德国 美国 美国

第二名 美国 德国 德国 美国 中国 德国

第三名 德国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法国 中国

第四名 意大利 中国 中国 俄罗斯 西班牙 意大利

第五名 英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安哥拉 法国

２ 最终品贸易中的枢纽地位分析。 表 ５ 是 ２０１５ 年最终品贸易全球五类中间人

排名前五的情况， 根据具体的数据表现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 中国在最终

品贸易中作为中间人的次数为 １１０９， 排名全球第三； 其次， 中国大部分是以代理

人或联络人的次数出现的， 其中有 ４７７ 次是作为代理人角色， 有 ２４１ 次是作为联络

人的角色； 最后， 在 ２４１ 次联络人的角色中， 有 １８０ 次是向核心贸易群组 ３ 进口商

品并出口到非核心贸易群中， 因此这类联络人的角色性质与代理人类似。

表 ５　 ２０１５ 年最终品贸易全球五类中间人排名情况

协调人 守门人 代理人 顾问 联络人 总计

第一名 日本 美国 德国 德国 美国 美国

第二名 美国 德国 美国 美国 德国 德国

第三名 中国 日本 中国 意大利 意大利 中国

第四名 荷兰 英国 英国 法国 中国 法国

第五名 德国 法国 法国 英国 法国 英国

综合中间品和最终品的中间人指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 一方面， 中国在中间品

及最终品贸易网络中均扮演着核心中间人角色， 与大部分国家存在贸易关系。 另一

方面， 中国在中间品贸易中与大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展开贸易往来， 在贸易核

心子群内部扮演着协调人的角色。 在最终品贸易中大多扮演着协调人和代理人的角

色， 作为出口方同大量发展中经济体展开贸易合作， 同时向经济发达经济体进出口

最终品。 可以看到中国的贸易特征呈现出 “８ 字” 双循环的模式， 上半圈在中间品

贸易网络中与经济发达的经济体展开大量贸易合作。 下半圈则作为连接发达经济体

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桥梁开展经济贸易往来， 在世界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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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贸易模式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 “８ 字” 双循环的具体贸易模式， 本节将从上环流及下环

流两个角度出发， 并基于产业的角度对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结构进行梳理。 本

文将中国贸易模式中的上环流贸易定义为中国与核心贸易群成员的贸易往来， 并将

中国贸易模式中下环流贸易定义为中国与非核心贸易群成员的贸易往来。 本节将通

过统计中国在 ２０１５ 年全球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网络中的度数来分析中国的上、 下

环流贸易特征。
（一） 上、 下环流贸易模式分析

１ 上环流贸易群分析。 设核心贸易群成员 ｉ 在核心贸易群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

出度为 ＴＥ ｉ、 入度为 ＴＩｉ， 在核心贸易群最终品贸易网络中的出度为 ＦＥ ｉ、 入度为

ＦＩｉ， 则上环流成员 ｉ 总度数 ＴＤｅｇｒｅｅｉ 为：
ＴＤｅｇｒｅｅｉ ＝ ＴＥ ｉ ＋ ＴＩｉ ＋ ＦＥ ｉ ＋ ＦＩｉ （４）

从总体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上环流贸易圈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图 ５ 描述

了核心贸易群成员从左到右按 ＧＤＰ 降序排列的总度数 ＴＤｅｇｒｅｅｉ 统计分布图， 可以

看到大部分 ＧＤＰ 较高的经济体拥有较高的总度数。 表 ６ 为总度数排名前十的国家

情况， 可以发现上环流贸易圈中的经济体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较高， 在上环流贸

易圈中中国扮演着较为核心和关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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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上环流国家 （地区） 在核心贸易群中度数统计

表 ６　 ２０１５ 年上环流贸易群中核心贸易成员度数排名前十位

国家名称 度数 国家名称 度数
德国 ２０６ 法国 １７９
美国 ２００ 日本 １６９
中国 ２００ 荷兰 １６５
英国 １８８ 韩国 １４８

意大利 １８５ 印度 １４６

从细分的角度来看， 表 ７ 分别罗列了核心贸易群中细分度数排名前十的国家， 我

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方面， 中国在上环流贸易圈中的贸易结构主要以出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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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间品及最终品出口方的次数远大于作为中间品及最终品进口方的次数； 另一方

面， 中国在上环流贸易圈中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大量上环流国家

（地区） 保持着中间品贸易往来并主要以中间品出口方的角色活跃于上环流贸易

圈中。

表 ７　 上环流贸易群中核心贸易成员细分度数排名

ＴＥ 排名 ＴＩ 排名 ＦＥ 排名 ＦＩ 排名

第一名 中国 美国 德国 德国

第二名 德国 中国 意大利 英国

第三名 意大利 德国 中国 美国

第四名 英国 意大利 法国 日本

第五名 美国 荷兰 美国 法国

第六名 法国 日本 英国 中国

第七名 印度 英国 荷兰 澳大利亚

第八名 荷兰 法国 日本 意大利

第九名 比利时 韩国 比利时 印度

第十名 西班牙 西班牙 韩国 韩国

为了进一步分析和比较中国在核心贸易群中的进出口结构同其他经济体的差异

性， 本文分别计算核心贸易群中总度数排名前十国家的中间品、 最终品进出口次数

在其总度数中的占比情况。 如图 ６ 所示， 度数前十名的国家其贸易结构表现出如下

特征： 从占比数值来看， 各国之间中间品、 最终品进出口次数占比差异性并不明

显， 中间品进出口次数占比均保持在 ２５％—４０％之间， 最终品进出口次数占比大部

分均保持在 １０％—２０％之间。 从进出口结构相似性来看， 中国与德国、 意大利、 法

国和印度的进出口结构较为相似， 对外贸易均是以中间品出口为主且较少依赖最终

品进口贸易。

图 ６　 上环流贸易群中度数前十的核心贸易成员进出口次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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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分析更加客观和科学， 我们引入差异性指标 ＤＩＦＦ 和竞争性指标 ＥＳＩ 对
中国与度数前十名的国家进行量化分析和比较。 将国家 ｉ 的中间品出口次数占比记

为 Ｔ１ｉ ， 中间品进口次数占比记为 Ｔ２ｉ ， 最终品出口次数占比记为 Ｆ１ｉ ， 最终品进口

次数占比记为 Ｆ２ｉ ， 那么国家 ｉ 对中国的差异性指标 ＤＩＦＦ ｉ 计算公式如下：
ＤＩＦＦ ｉ ＝ （Ｔ１ｉ － Ｔ１） ２ ＋ （Ｔ２ｉ － Ｔ２） ２ ＋ （Ｆ１ｉ － Ｆ１） ２ ＋ （Ｆ２ｉ － Ｆ２） ２ （５）

其中， Ｔ１ 、 Ｔ２ 、 Ｆ１ 和 Ｆ２ 分别是中国的中间品进出口次数占比及最终品进出口次

数占比。 可以看到， ＤＩＦＦ ｉ 数值越大说明就核心贸易群而言国家 ｉ 与中国对外贸易

结构差异性越大。 国家 ｉ 的竞争性指标 ＥＳＩｉ 计算公式如下：
ＥＳＩｉ ＝ ｍｉｎ Ｔ１ｉ， Ｔ１( ) ＋ ｍｉｎ Ｔ２ｉ， Ｔ２( ) ＋ ｍｉｎ Ｆ１ｉ， Ｆ１( ) ＋ ｍｉｎ （Ｆ２ｉ， Ｆ２） （６）

可以看到， 若 ＥＳＩｉ 接近于 １， 说明国家 ｉ 与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竞争关系， 两

国贸易结构越相似， 越容易出现市场互相竞争的现象， ＥＳＩｉ 越接近于 ０ 说明国家 ｉ
与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贸易互补关系， 贸易结构差异较大。 总的来说， ＤＩＦＦ 指标

从绝对值的角度对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结构差异性进行衡量， ＥＳＩ 指标从相对

量的角度对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结构差异性进行衡量， 两个指标互为补充、 互

为参照。 表 ８ 罗列了度数排名前十的国家与中国的 ＤＩＦＦ、 ＥＳＩ 指标排名情况， 根

据指标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上环流贸易群中较为核心的几个国家与中国贸

易结构十分相似， 存在较为明显的竞争现象， 其中， 意大利、 法国和印度这三个国

家无论是从 ＤＩＦＦ 指标、 ＥＳＩ 指标还是进出口结构占比分布来看均表现出与中国十

分相似的贸易结构现象， 与中国存在十分强烈的竞争关系，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威胁

了中国在上环流贸易群中的核心地位。

表 ８　 上环流贸易群中核心贸易成员 ＤＩＦＦ与 ＥＳＩ指标

国家名称 ＤＩＦＦｉ 国家名称 ＥＳＩｉ
意大利 ０ ０００８ 意大利 ０ ９７５３
法国 ０ ００２０ 荷兰 ０ ９５９５
荷兰 ０ ００２６ 法国 ０ ９５９５
韩国 ０ ００２７ 韩国 ０ ９５６８
印度 ０ ００３０ 印度 ０ ９５３９
德国 ０ ００３３ 英国 ０ ９４８２
英国 ０ ００３６ 德国 ０ ９４６９
美国 ０ ００４０ 美国 ０ ９４００
日本 ０ ００６２ 日本 ０ ９２９３

２ 下环流贸易群。 设核心贸易成员 ｉ 在非核心贸易群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出度

为 ＴＥ２ｉ 、 入度为 ＴＩ２ｉ ， 在非核心贸易群最终品贸易网络中出度为 ＦＥ２ｉ 、 入度为

ＦＩ２ｉ ， 则核心贸易成员 ｉ 在下环流贸易群中的总度数 ＴＤｅｇｒｅｅ２ｉ 为：
ＴＤｅｇｒｅｅ２ｉ ＝ ＴＥ２ｉ ＋ ＴＩ２ｉ ＋ ＦＥ２ｉ ＋ ＦＩ２ｉ （７）

从总体的角度看， 中国在下环流贸易圈中同样扮演着较为核心的角色。 图 ７ 描

述了核心贸易成员从左到右按 ＧＤＰ 降序排列的在下环流贸易群中的总度数

ＴＤｅｇｒｅｅ２ｉ 统计分布图， 可以看到 ＧＤＰ 与度数分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向相关关

系。 表 ９ 罗列了下环流贸易群中核心贸易成员度数排名前十的国家情况， 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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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 一方面中国与下环流贸易群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关系， 领先于绝大部分核

心贸易群成员； 另一方面， 相较于上环流贸易群而言， 目前中国对下环流贸易群的

贸易联系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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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下环流国家 （地区） 在非核心贸易群中度数统计

表 ９　 下环流贸易群中核心贸易成员度数排名前十位

国家名称 度数 国家名称 度数

美国 ７２ 俄罗斯 ２９
德国 ５５ 西班牙 ２１

意大利 ４１ 英国 ２０
中国 ３８ 荷兰 １９
法国 ３３ 日本 １４

从细分的角度来看， 表 １０ 分别罗列了下环流贸易群中核心贸易成员排名前十

位的国家，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发现： 中国在下环流贸易群的贸易结构以出口为主，
作为中间品及最终品的出口方次数要大于作为进口方的次数。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
中国能够在总度数中名列第 ４ 的原因在于中国向较多的下环流国家出口最终品， 可

以看到下环流国家 （地区） 对中国制造的最终品依赖程度较高。
从贸易结构的横向对比来看， 相较于上环流而言中国在下环流贸易群的进出口

结构同核心贸易群总度数排名前十的国家差异性相对更大。 我们分别计算在下环流

贸易群中总度数排名前十的核心贸易成员中间品、 最终品进出口次数在总度数中的

占比情况。 根据图 ８ 可知中国与其余下环流中度数排名前十的核心贸易群成员贸易

结构表现出如下特征： 从占比数值来看， 各成员贸易结构占比差异较大， 不论是最

终品还是中间品的进出口占比均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别。 从进出口结构相似性来看，
不存在与中国进出口结构完全相似的国家 （地区）， 中国在下环流贸易中表现出依

赖出口特别是最终品出口的贸易特征， 但总度数排名前十的其余国家并未显现出这样

的特征结构。 为了使分析更加科学严谨， 我们引入差异性指标 ＤＩＦＦ 和竞争性指标 ＥＳＩ
对下环流中中国与总度数排名前十的国家进行量化分析和比较。 计算方式如上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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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下环流贸易群中核心贸易成员细分度数排名

ＴＥ２ 排名 ＴＩ２ 排名 ＦＥ２ 排名 ＦＩ２ 排名

第一名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第二名 德国 德国 中国 德国

第三名 俄罗斯 意大利 德国 日本

第四名 意大利 俄罗斯 意大利 巴西

第五名 法国 法国 西班牙 英国

第六名 中国 中国 法国 澳大利亚

第七名 南非 荷兰 巴西 法国

第八名 英国 西班牙 印度 韩国

第九名 荷兰 乌克兰 日本 俄罗斯

第十名 土耳其 比利时 荷兰 中国

图 ８　 下环流中度数前十的核心贸易成员进出口次数占比

表 １１ 罗列了下环流贸易群中度数排名前十的核心贸易成员与中国之间的

ＤＩＦＦ、 ＥＳＩ 指标情况， 根据 ＤＩＦＦ 升序排列及 ＥＳＩ 降序排列的结果来看， 两指标计

算结果完全一致。 通过将上环流及下环流贸易群中总度数排名前十的核心贸易成员

差异性指标及竞争性指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 在下环流贸易群

中中国同其余前十名核心贸易成员的贸易结构差异性较大， 彼此之间竞争性较低，
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互补现象。

针对以上上、 下环流贸易群组的分， 析我们对中国在全球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

网络中的贸易结构特征和贸易地位有了较为清晰的结论：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着

较为核心的角色， 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形成了 “８” 字双循环” 的贸易模式。 就上环

流部分而言， 中国与大量上环流国家存在密切的中间品贸易往来并主要以中间品出

口方的角色活跃于上环流贸易圈中， 但中国在上环流贸易圈中面临较大程度的竞争

压力， 与意大利、 法国和印度等存在贸易竞争关系。 就下环流部分而言， 中国向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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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下环流贸易群中核心贸易成员 ＤＩＦＦ与 ＥＳＩ指标

国家名称 ＤＩＦＦｉ 国家名称 ＥＳＩｉ
西班牙 ０ ０２２７ 西班牙 ０ ８７４７
意大利 ０ ０２９７ 意大利 ０ ８６３９
德国 ０ ０３１２ 德国 ０ ８５３６
法国 ０ ０３９４ 法国 ０ ８２９３
英国 ０ ０５３４ 英国 ０ ８１５８
美国 ０ ０６０３ 美国 ０ ７９０９
荷兰 ０ ０７２０ 荷兰 ０ ７８９５
日本 ０ ２１７２ 日本 ０ ６２４１

俄罗斯 ０ ２７１１ 俄罗斯 ０ ５６０８

多的下环流经济体出口最终品， 下环流经济体对中国制造的最终品依赖程度较高，
同时， 中国在下环流贸易圈中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 与一部分下环流贸易群度数排

名较高的经济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互补现象， 可以认为中国在下环流贸易圈中还

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能够开拓更多的贸易市场。
（二） 细分产业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模式和产业结构特点， 本小节将从不同产业

的角度出发对 ２０１５ 年全球中间品和最终品投入产出表进行聚类和中间人分析， 梳

理和判断中国对外产业发展侧重点和贸易结构。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 标准， 本文排除私人住房开支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转口贸

易 （Ｒｅ－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ｉｍｐｏｒｔ） ３ 个与产业关联度较小的类别后， 将投入产出表中

剩余的全球各国各产业分为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轻工业、 第二产业－重工业和第

三产业 ４ 个子类， 将不同产业各国 ／地区投入产出表处理为二值矩阵， 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聚类及中间人分析。
１ 第一产业分析。 中国在第一产业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和最终品贸易网络中中

间人次数排名分别为第六名及第四名。 根据数据表现可知在第一产业中无论是中间

品还是最终品贸易， 中国与排名第一的国家仍还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

的枢纽地位并不依赖于第一产业。 为了进一步判断中国第一产业的中间人角色性

质， 本节将统计各国 （地区） 作为协调者、 守门人和代理人的次数， 从而对中国

在第一产业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更准确的描述。 由于排名前十的国家均属于核

心贸易子群成员， 因此若前十名国家的协调者次数较高说明该国主要是同经济较为

发达的经济体开展贸易关系， 且在核心贸易子群中处于关键地位。 若该国的守门人

或代理人次数较高， 说明该国在连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贸易群体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 根据表 １２ 可以判断： 就最终品而言， 中国在第一产业最终品贸易中作

为守门人及代理人的次数与排名第一的国家差距较大， 作为协调者的次数排名相对

靠前， 因此可认为中国在第一产业最终品贸易中主要是同发达经济体进行贸易交

往， 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交往较少， 在核心贸易群中处于较为中心的地位。 就中

间品而言， 中国也是以协调者的身份活跃于贸易交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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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第一产业三类中间人次数排名

排名
最终品
协调者

最终品
守门人

最终品
代理人

中间品
协调者

中间品
守门人

中间品
代理人

第一名 美国 德国 美国 德国 德国 美国

第二名 法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荷兰 法国

第三名 中国 美国 荷兰 意大利 美国 荷兰

第四名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中国 意大利 加拿大

第五名 印度 荷兰 德国 法国 法国 中国

第六名 荷兰 中国 西班牙 土耳其 中国 西班牙

第七名 加拿大 印度 中国 美国 西班牙 意大利

第八名 西班牙 西班牙 俄罗斯 西班牙 土耳其 南非

第九名 意大利 加拿大 土耳其 俄罗斯 加拿大 印度

第十名 英国 土耳其 印度 比利时 印度 澳大利亚

２ 第二产业－轻工业分析。 中国在全球第二产业－轻工业中间品、 最终品贸易

网络中中间人次数排名分别为第七名及第三名。 根据数据表现可知在第二产业－轻
工业中间品贸易中中国中间人次数与排名第一的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在第二产

业－轻工业最终品贸易中中国的中间人次数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差距很小， 处于贸易

网络的核心地位。 表 １３ 展示了第二产业－轻工业贸易网络中协调者、 守门人和代

理人次数排名前十的国家， 可以发现： 就最终品而言中国在第二产业－轻工业中主

要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 向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出口最终品并向发达经济体进口最

终品， 在第二产业－轻工业全球贸易中处于枢纽地位。 就中间品而言中国在第二产

业－轻工业中间品贸易中的中间人角色主要是以守门人和代理人为主， 在上环流与

下环流贸易圈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 同时与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开展轻

工业中间品进出口贸易。

表 １３　 第二产业－轻工业三类中间人次数排名

排名
最终品
协调者

最终品
守门人

最终品
代理人

最终品
协调者

最终品
守门人

最终品
代理人

第一名 德国 美国 中国 意大利 美国 美国

第二名 法国 德国 美国 德国 中国 中国

第三名 意大利 法国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第四名 英国 西班牙 英国 荷兰 俄罗斯 西班牙

第五名 西班牙 中国 南非 英国 荷兰 南非

第六名 中国 俄罗斯 法国 中国 意大利 土耳其

第七名 美国 意大利 中国香港地区 美国 西班牙 英国

第八名 荷兰 英国 西班牙 比利时 土耳其 巴西

第九名 比利时 荷兰 墨西哥 西班牙 巴西 阿联酋

第十名 俄罗斯 印度 印度 加拿大 法国 墨西哥

３ 第二产业－重工业分析。 中国在全球第二产业－重工业中间品、 最终品贸易

网络中中间人次数排名分别为第一名及第四名。 可知中国在全球第二产业－重工业

中间品贸易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处于明显的枢纽地位， 但在重工业最终品贸易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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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人次数与排名第一的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表 １４ 展示了第二产业－重工

业贸易网络中协调者、 守门人和代理人次数排名前十的国家， 可以发现： 就最终品

而言， 中国的代理人次数与排名第一的国家最为接近，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在重工业

中间品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代理人特征： 向发达经济体进口重工业

最终品并同时向发展中经济体出口重工业最终品。 就中间品而言， 中国的协调者和

守门人次数较为领先， 可以判断中国在重工业中间品贸易中与上环流国家存在密切

的双向贸易关系， 同时向下环流发展中经济体大量进口重工业中间品。

表 １４　 第二产业－重工业三类中间人次数排名

排名
最终品
协调者

最终品
守门人

最终品
代理人

中间品
协调者

中间品
守门人

中间品
代理人

第一名 美国 美国 德国 德国 美国 美国

第二名 德国 德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南非

第三名 英国 中国 法国 意大利 法国 墨西哥

第四名 中国 英国 中国 美国 印度 印度

第五名 意大利 法国 英国 法国 西班牙 巴西

第六名 法国 意大利 意大利 英国 比利时 中国

第七名 日本 俄罗斯 印度 西班牙 韩国 阿联酋

第八名 荷兰 韩国 日本 韩国 芬兰 比利时

第九名 韩国 巴西 西班牙 日本 南非 英国

第十名 西班牙 阿联酋 南非 荷兰 委内瑞拉 阿根廷

４ 第三产业分析。 中国在全球第三产业中间品、 最终品贸易网络中中间人次

数排名分别为第五名及第四名。 根据数据表现可知中国在全球第三产业无论是中间

品还是最终品贸易中其中间人次数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均存在较大差距， 相对于第二

产业而言其枢纽地位并不明显。 表 １５ 展示了第三产业贸易网络中协调者、 守门人

和代理人次数排名前十的国家， 可以发现： 就最终品而言， 中国主要是扮演着协调

者的角色， 与发达国家展开贸易协作。 就中间品而言， 中国虽然在代理人次数排名

中名列第三， 但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存在十分显著的差距， 在协调者和守门人排名中

表现也相对较差。
通过分产业对中国在全球中间品、 最终品贸易网络中的中间人地位分析可以发

现，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形成的 “８ 字” 双环流贸易模式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轻工

业和重工业， 具体来说， 中国在全球轻工业贸易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双环流贸易模

式， 在最终品贸易中从上环流国家 （地区） 进口最终品并将向下环流国家 （地区）
出口轻工业最终品， 在中间品贸易中同时和上下环流国家 （地区） 保持密切的进

出口贸易关系， 扮演着承上启下的枢纽角色。 中国在全球重工业贸易中同样存在较

为明显的双环流贸易模式， 在最终品贸易中向下环流发展中经济体出口重工业最终

品的同时向上环流发达经济体进口最终品， 在中间品贸易中向发展中经济体进口中

间品， 并与上环流国家 （地区） 保持密切的双向贸易关系。 然而， 中国在第一产

业及第三产业中并未表现出明显的 “８ 字” 双环流贸易模式， 其贸易对象以发达经

济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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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５　 第三产业三类中间人次数排名

排名
最终品
协调者

最终品
守门人

最终品
代理人

中间品
协调者

中间品
守门人

中间品
代理人

第一名 英国 美国 美国 德国 美国 美国

第二名 美国 英国 日本 意大利 德国 日本

第三名 中国 挪威 英国 美国 韩国 中国

第四名 日本 委内瑞拉 中国 法国 英国 英国

第五名 德国 巴西 德国 英国 荷兰 南非

第六名 法国 日本 巴西 中国 中国 德国

第七名 韩国 伊朗 法国 日本 俄罗斯 俄罗斯

第八名 瑞士 中国 南非 荷兰 巴西 委内瑞拉

第九名 意大利 韩国 土耳其 韩国 意大利 巴西

第十名 澳大利亚 瑞士 伊朗 比利时 新加坡 新加坡

五、 结论及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引入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 基于联合国 ２０１５ 年全球 １８９ 个国家 （地区）
投入产出表数据， 对全球贸易网络进行聚类划分并发现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形成

了 “８ 字” 双循环贸易模式。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不同贸易群和细分产业的角度对

“８ 字” 双循环贸易模式进行验证， 发现全球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网络呈现如下特

点： （１） 各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大量复杂的中间品及最终品贸易关系。 （２） 中间品

及最终品贸易网络显示出非对称的结构特点， 网络中存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的核心

节点和以发展中经济体为主的非核心节点。 （３） 中间品贸易网络非对称特点相对

较弱， 而最终品贸易网络非对称特点较强， 贸易关系较多的经济体集中于经济较为

发达的地区。 通过对中国的贸易数据分析发现： （１） 中国在贸易上半圈中间品贸

易网络中与经济发达的经济体展开大量的贸易分工合作。 在下半圈同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开展经济贸易合作。 （２） 一方面中国与大量上环流国家 （地区） 存在密切的

中间品贸易往来并主要以中间品出口方的角色活跃于上环流贸易圈中， 但中国在上

环流贸易圈中面临着较大程度的竞争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向较多的下环流国家

（地区） 出口最终品， 下环流国家 （地区） 对中国制造的最终品依赖程度较高， 中

国在下环流贸易圈中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 与下环流国家 （地区） 存在一定程度

的贸易互补现象， 可以认为中国在下环流贸易圈中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能够开

拓更多的贸易市场。 （３） 中国 “８ 字” 双环流贸易模式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 就

轻工业而言， 中国在最终品贸易中从上环流国家 （地区） 进口最终品并将向下环

流国家 （地区） 出口轻工业最终品， 在中间品贸易中同时和上、 下环流国家 （地
区） 保持密切的进出口贸易关系， 扮演着承上启下的枢纽角色。 就重工业而言，
中国在最终品贸易中向下环流发展中经济体出口重工业最终品的同时向上环流发达

经济体进口最终品， 在中间品贸易中向发展中经济体进口中间品， 并与上环流国家

（地区） 保持着密切的双向贸易关系。 然而， 中国在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中并未表

现出明显的 “８ 字” 双环流贸易模式， 其贸易对象以发达经济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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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启示和政策建议

１．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和升级。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我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以制

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 而第三产业落后于多数发达经济体。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可

以促进市场充分发育， 提高服务的社会化、 专业化水平， 增强社会保障能力， 有利

于劳动、 工资、 价格、 企业经营机制和流通体制等一系列改革顺利实施， 有利于进

一步扩大开放、 更多地吸引外资， 为改革开放在更广阔的领域向纵深发展创造更好

的条件， 因此应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具体来说， 应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 同时引入竞争机制， 建立充满活力的第三产业自我发

展机制， 推动服务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
２． 提高在上环流贸易群中的贸易竞争力。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中国在上环流贸

易圈中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 与意大利、 法国、 印度等多个贸易网络核心国家

（地区） 存在贸易竞争关系。 贸易核心国家 （地区） 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科技和

创新能力的竞争， 创新是一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因此在对外贸易的发展

中应坚持创新驱动， 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强国战略， 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
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 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型。 具体而言， 政府应实施出口补贴

和研发补贴政策， 通过对外贸企业的补贴和研发鼓励为企业减负， 替企业分担高技术

创新风险， 降低外贸企业生产成本， 提高出口产品的对外竞争力。 以制造业为主的外

贸企业应加大对人才的重视与培养， 加强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升级， 注重基础研究

和自主创新， 积极与高校、 科研机构展开合作， 培育和发展依靠科技创新的高端精密

行业， 科学合理地布局发展方向， 在国际贸易合作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３ 加强与下环流贸易群国家 （地区） 的贸易合作。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中国在

下环流贸易圈中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 与下环流国家 （地区） 存在一定程度的贸

易互补现象。 下环流国家 （地区） 主要包括 “一带一路” 沿线的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与这些经济体存在很多方面的贸易互补性， 可以形成良性的贸易循环， 开辟更

多的贸易合作。 应加强与下环流国家 （地区） 的贸易合作， 坚持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 保持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 实现双边贸易合作共赢。
积极寻找新的贸易机会， 充分利用与下环流国家 （地区） 的贸易互补关系开展一

系列贸易合作并强化合作力度， 针对贸易互补强度较高的经济体进行产业投资和开

发。 同时， 提高与下环流国家 （地区） 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提高贸易自由程度，
形成科学合理的多边长效机制， 形成贸易畅通、 合作共赢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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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　 ＬＩ Ｎｉｎｇ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ＢＲＩ ），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Ｉ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ｗｉｎ－ｗ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１８８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ｈｏｗ ａ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２）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 “８ ｄｏｕｂｌｅ⁃ｃｙｃｌ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
ｄｉ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ｌｌｓ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３） “８ ｄｏｕｂｌｅ⁃ｃｙｃｌ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８ ｄｏｕｂｌｅ－ｃｙｃｌ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ｄ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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