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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效应对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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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发展对中国实现能源转型以及 2030年碳达峰与 2060年碳中和“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该加

快其发展，以便充分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文章研究居民之间的网络效应对于其安装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意愿的影响。基

于2019年在北京市昌平区的调查问卷，文章运用空间Probit模型和基于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的贝叶斯估计方法研究网络效应对家庭

分布式光伏发电行为的影响。该研究表明：①已安装光伏发电项目居民的存在将会显著降低周围尚未安装光伏发电设备居民的参

与概率，这说明居民的光伏设备使用体验并不理想，我们在文中探究了其原因；②居民对补贴政策的了解程度将会显著提高其参与

光伏发电行为的概率；③居民搭便车心理将会显著降低其参与光伏发电行为的概率。为此，文章给出三点政策建议：①光伏厂商和

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增加民众对光伏发电项目的认知，利用网络效应推动家庭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发展；②政府部门应当贯

彻落实现有补贴政策，修正补贴政策在居民心中的不良影响，尤其是提高已安装家庭对光伏发电项目的认同感，以此借助网络效应

增强未安装用户对光伏项目的信心；③政府部门应该加强环保方面的基层教育工作，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与环保参与度，减少居民

搭便车心理造成的影响。文章的贡献在于首次分析了网络效应对于中国家庭安装户用光伏行为影响；同时，基于入户调研数据的分

析结果更能够从微观反映居民安装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该研究可为户用分布式光伏的“整县推进”工作提供参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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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

作”的国家能源战略，引领“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转型趋

势，实现 2030年前碳达峰和 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加

快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家庭分

布式光伏项目（以下简称为“户用光伏”）是安装在居民家

庭住宅顶层或者院落内的光伏发电系统，能够灵活利用

居民家中闲置面积进行光伏发电，充分利用集中式光伏

项目和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所不能覆盖区域的太阳能

资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推动绿色低碳能源转型。截

止到 2020年年底，中国户用光伏装机容量为 20. 22 GW，

仅占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的 25. 87%，全部光伏装机容量

的 8. 01%，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到目前为止，中国一

共出台了 27项补贴政策以支持户用光伏的发展，此类政

策获得了学者们的一致认可，被视为推动户用光伏发展

的有效工具［1-2］。但补贴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正面临

着巨大的补贴缺口［3］，健康的行业发展呼吁减少或取消

补贴以推进光伏发电平价上网工作，同时中国户用光伏

也具备补贴退坡的条件［4］。因此，探索激励户用光伏发

展的“非价格”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行为经济学认为居民的行为决策不仅取决于价格，

也受到非价格因素的影响，如居民受教育程度等［5］。网

络效应（Network Effect）也是常见的非价格因素之一，是

指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个体行为或决策受到其他个体的

行为及决策的影响［6］，常被用于研究福利问题［7］、保险问

题［8-9］和教育问题［10］等。户用光伏的安装成为居民之间

相互交流的话题，网络效应通过这种交流发生作用，包括

攀比、模仿心理和传递信息等。在熟人社会中，未安装居

民对光伏发电的认知受到周围已安装居民使用体验的影

响。若已安装的家庭因项目获利或者对项目持正面评

价，那么邻居们安装和使用的意愿会较为强烈；反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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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此，探究网络效应对户用光伏发电行为的作用将

有助于揭示非价格因素对居民能源消费和供给行为的影

响，寻找光伏补贴退坡时期户用光伏发展的新动力。

文章利用 2019年于北京市昌平区开展的入户调查问

卷数据，使用空间Probit模型分析网络效应对户用光伏发

电行为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户用光伏的安装决策

存在显著的负向网络效应，即生活在已安装户用光伏家庭

周围的居民更不愿意安装光伏发电板，同时文章结果还表

明居民偏好公共物品的心理和对补贴政策的了解程度分

别对户用光伏在居民间的推广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作用。

1 文献回顾

1. 1 网络效应形成机制

网络效应早期被运用在社会学相关研究中，用来分析

社会规范与秩序对个人偏好的影响。社会学理论认为个

人偏好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11］。新古典经济学

假设个人偏好是独立且外生给定的，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

影响［12］。这一较强的假设为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很多便利，

但是忽视个体之间的联系并不合理，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在放松个人偏好假设的背景下，Hayakawa等［13］提出参照群

体理论，认为个人倾向于依赖低成本的启发（heuristics）来

做决策，即个人在行动之前会学习周围其他人过去的行

为，再结合自身条件做出决策。参照群体理论为网络效应

的分析提供了内在逻辑。Yang等［14］为上述行为的产生提

供了三点理由：第一，参照群体行为能够有效降低自身学

习成本并提高行动回报预期；第二，参照群体行为有助于

满足个体自身想要与群体保持一致的愿望；第三，参照群

体行为更容易于受到群体成员的赞扬。Manski［15］认为个

人在参照或者模仿他人同类行为时受到的影响就是网络

效应。根据分组方式的不同，网络效应有时候也被称为邻

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以空间位置信息分组）或者同

伴效应（Peer Effect，以亲属、同事或好友等社交关系分

组）。网络效应是一种内生性影响（Endogenous Effect），应

当与外生性影响（Exogenous Effect）有所区分。一般来说，

两者区别在于内生性影响的作用路径是组内成员内生变

量或者行为之间互相直接影响，而外生性影响的作用路径

是组内其他成员的外生特征或者外生行为对某成员的内

生变量或者行为的影响［16］。

1. 2 网络效应识别方法

Manski［17］认为内生性影响与外生性影响相互作用，

现有的线性均值模型的识别方法无法有效估计真实的内

生性影响，并存在三个待解决的问题：①样本自选择问

题，即影响形成组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决策过程；②关键

因果变量相互影响问题，即组内成员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问题；③遗漏变量问题。Blume等［18］认为上述问题是网络

效应分析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因此，如何有效处理

识别问题是网络效应在各类经济学领域运用时都必须要

考虑的问题。

传统的解决方法有以下三种：①工具变量法。Ber⁃
trand等［19］将工具变量法引入网络效应的研究中。目前，该

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研究网络效应对教育［10］和志愿行

为［20］等的影响。但是只有在研究者具备很高的知识储备，

并对网络效应的作用机制有充分的了解时才能找到可靠

有效的工具变量。另外，发现合适的工具变量的过程具有

不同程度的随机性。因此，工具变量法在实证运用中存在

一定的困难。②固定效应模型。Markussen等［8］利用固定

效应模型研究网络效应对个人社会保险索赔行为的影响

发现，个人的社会保险索赔行为确实会受到邻里间申请率

的影响。Grossman等［9］研究美国孕妇数据发现网络效应

能够提高孕妇参加社会保险的概率（3%）。但是固定效应

模型的问题在于其面对样本自选择问题或者互为因果问

题时识别能力不强。③样本特殊性。例如考虑突发事件

的影响［7，10］，考虑以研究对象出生时既有的邻里关系为分

组依据［8］，或者考虑信息传递的单向性［9］。但是样本的特

殊性无法复制也不容易获得。

自从Lee［21］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评估网络效应，空间

自回归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解决网络效应的识别问题。在

该模型中，学者们常用空间权重矩阵（也称为邻接矩阵，

adjacency matrix）反映组内成员之间的关系。通常定义空

间权重矩阵对角线元素为零［22］；如果个人行为受到组内

其他成员平均行为的影响［23］，那么该空间权重矩阵是对

称性的。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能有效处理反射问题。相

关研究包括评估学生在校表现［24］、新技术选择问题［25］和

能源消费［26］。

1. 3 网络效应对居民光伏行为的影响

在网络效应对户用光伏发电行为的影响研究方面，

Bollinger等［27］与Graziano等［28］分别利用美国加州和康州光

伏安装数据研究网络效应对区域间居民光伏发电行为的

影响。他们的研究均表明网络效应将推动区域内居民光

伏发电行为。Lan等［29］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发现澳大利亚不

同地区之间光伏安装的行为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但是

上述文章均基于邮编代码分析，其结果只能在区域层面上

解释网络效应对户用光伏发展的影响，无法进一步解释网

络效应在个体层面的影响，而该研究将利用微观家庭数据

对网络效应在户用光伏安装行为的影响展开研究。除此

之外，虞义华等［30］利用调研数据发现居民安装使用太阳能

热水器行为之间存在正向的网络效应。

综合上述分析，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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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第一，该研究是国内首个分析网络效应对于家庭安

装户用光伏行为影响的研究。过去研究大多利用定性分

析手段［31-33］或者简单的定量分析模型［1-2，34］评估补贴政策

对于安装户用光伏的影响，该研究从居民安装户用光伏

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基于空间Probit模型定量分析

网络效应对于居民此行为的影响，丰富了现有文献的内

容。第二，该研究基于微观入户调研数据的分析结果更

能够从微观反映居民安装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较于

以往基于区域层面数据的网络效应影响作用研究［27-29］，

该研究将研究拓展至微观住户层面，基于居民特征深入

分析其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研究结果更能反映居

民安装行为之间的网络效应。

2 网络效应对行为影响的理论基础

网络效应这一概念来源于参照群体理论［13］。参照群

体理论认为出于降低学习成本、提高预期收益和提高群

体地位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个体的行为将受到组内成

员行为的影响，个体有模仿别人行为的倾向。假定一共

有 n个个体，个体 i的行为组合为 ai，ai ∈ A，其中 A是每个

个体面临的所有可能的行为组合的集合。同时假设所有

行为具有可观测性。参照群体理论认为个体 i在选择自

己的行为 ai时会参照其他人的行为，记为 a-i=（a1，…，ai-1，

ai+1，…，an）。如果假设存在一个行动组合 a*=（a*1，…，a*n），

使得该行动组合对于所有个体 i，在给定其他人行为 a*-i
时，a*i 最大化其效用，则a*称为一个纳什均衡，即是

a*i = argai ∈ A maxUi( )ai，a*-i （1）
参照群体理论，文章建立网络效应作用机制模型。

此模型基于Durlauf［35］并根据研究内容做了相应调整。文

章研究网络效应对居民光伏发电行为的影响，即研究居

民同类行为（光伏发电行为）之间的影响。假定群组 g内
有 n个成员，成员 i可以选择安装光伏发电（PVi，g = 1），或

者不安装（PVi，g = 0）。由于网络效应，该成员 i的光伏发

电行为将会受到其组内成员行为的影响。将组内成员同

类成员行为的集合为PV-i，g。个体 i的光伏发电决策主要

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第一，成员 i的可观测且能够影

响其光伏发电行为的特征Di，g如收入、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等；第二，成员 i（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不可观测但能够影

响其光伏发电行为的特征 ϵi，g；第三，成员 i所属群组 g的

可观测且能够影响成员 i光伏发电行为的特征Tg，如群组

内人均收入、人均年龄和人均受教育程度等；第四，成员 i

所属群组 g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不可观测但能够影响

其光伏发电行为的特征εg；第五，成员 i对其所属群组 g内
其他成员光伏发电行为的预期 μεi ( )PV-i，g ，研究该预期行

为对成员 i行为的影响是文章研究的重点，即为网络效

应。在定义了上述变量特征之后，成员 i光伏发电行为的

决策由下式（2）决定：

PV *
i，g= arg

PVi，g∈{ 0，1}
maxUi( )PVi，g，Di，g，ϵi，g，Tg，εg，μ

ε
i ( )PV-i，g

（2）
结合Durlauf［35］与该研究实际情况，在上式中假设每

个成员 i都可以观察到其群组g内其他成员真实的光伏发

电行为，而且 μεi ( )PV-i，g =∑j ≠ iPVj，g
n - 1 = - -- ----- --PV-i，g。式（2）表明

成员 i的光伏发电行为既取决于群组g内成员平均行为的

反馈 ( )- -- ----- --PV-i，g 的影响会受到群组 g内相关群组特征（Tg）影

响，也即内生性影响与外生性影响同时存在，因此，需要

采用有效的识别方法以正确估计网络效应对户用光伏发

电行为的影响。

3 实证模型、调研地点和数据

3. 1 实证模型

该研究利用空间 Probit模型研究家庭安装户用光伏

中的网络效应，因变量为居民家中是否安装了光伏发电

板，是一个二元因变量。如果居民家中已安装了光伏发

电板，则 y=1，否则 y=0。空间 Probit模型目前被广泛地应

用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仅取 0和 1这两个值）的具

有空间相关性或者网络结构的经济学研究中。把所研究

的经济中的 n个个体，记为 i=1，…，n。则空间 Probit模型

可以表示为

y*i，n = λ∑j = 1
n wij，n y

*
j，n + xi，n β + ϵi，n， （4）

yi，n = 1( )y*i，n > 0 ， （5）
其中：yi，n是因变量，y*i，n是潜在因变量（不可观测变

量），当其为正时，可观测变量 yi，n = 1，否则 yi，n = 0。xi，n
是外生控制变量，包括可能与居民光伏发电行为相关的

因素，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业、家庭人数、最高

教育背景、健康状况、年可支配收入、家庭成员是否有党

员、亲友数量、市区亲友数量、环保意识、风险偏好、可用

于安装光伏发电系统的屋顶或庭院面积、月电费、环保和

光伏补贴政策了解程度、环保意识和搭便车行为等。λ是

表示空间相关性强弱的系数，若λ = 0则空间 Probit模型

退化为Probit模型。ϵi，n为相互独立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的随机扰动项。 nW = ( )wij，n 为外生的空间权重矩阵，反

映个体之间基于地理或者社交网络关系从而产生的互动

关系。为了确保估计的稳健性，该研究考虑三种空间权

重矩阵的设定方法，分别为：①只有离居民 i最近的四户

居民才能影响 i（W1）；②只有离居民 i最近的六户居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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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响 i（W2）；③将同村居民视为同组，同村村民之间才

有相互作用（W3）。若居民之间的关系符合以上条件，则

对应矩阵中相应元素为 1，反之为 0，再将矩阵行标准化，

从而得到最终的空间权重矩阵Wn。注意，在前两种设定

中，居民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对等的，即 i居民与 j居民

不一定互为对方的最近四户或六户居民。

在模型解释方面，传统线性空间回归模型设定会造成

对空间溢出效应的错误解释。因为Y *
n = S-1n ( )Xn β + ϵn 和

ϵn~N ( )0，In ，其中：Y *
n = ( )y*1，n，⋯y*n，n ′和 Sn = ( )In - λWn ，

所以我们有：

Pr ( )yi，n = 1| Xn = Φ
æ

è

ç

ç

ç
ç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

÷

÷( )s-1n i，n
Xn β

( )s-1n s-1n ′ ii

。 （6）

定义解释变量k的平均直接（对自身行为）边际效应=
1
n∑i = 1

n
∂Pr ( )yi，n = 1| Xn

∂xi，k ， （7）
解释变量 k的平均直接（对他人行为）边际效应=
1
n∑i = 1

n ∑j ≠ i
∂Pr ( )yi，n = 1| Xn

∂xjk，n ， （8）
而此两者之和为解释变量 k的平均总边际效应。由

于上述矩阵计算涉及 n维积分，其极大似然估计存在很大

的计算困难，常用的解决方法有EM算法［36］和偏极大似然

估计［37］等。该研究采用的估计方法是基于马尔可夫链蒙

特 卡 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的 贝 叶 斯

估计［38］。

除了利用空间Probit模型处理反射问题之外，本研究

还依赖居民住址的继承性来应对反射问题中的样本自选

择问题。样本自选择认为影响居民居住选址的原因可能

也会影响居民光伏发电行为，本研究的受访者大多为世

代继承的居住者，也就是说影响居民居住选址的原因是

外生的，非个人的选择，因此，基于居住地址位置建立空

间权重矩阵的方法可以避免样本自选择问题。

3. 2 调研地点

中国光照资源丰富，但是区域差异较大，高原少雨

干燥光伏资源多，平原多雨潮湿光伏资源少。2013年中

国国家发改委在《关于发挥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

发展的通知》中将中国分为三类光伏资源区［39］，如图 1
所示。一类光伏资源区与二类光伏资源区虽然太阳能

资源丰富，但是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更适宜发展集中

式光伏而非户用光伏。云南省和四川省难以同时具备

光照条件与经济建设条件，云南省和四川省西部地区光

图1 光伏资源分区图

注：根据自然资源部审图号 GS（2016）157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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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条件好，但是经济建设水平较差；四川省中东部地区

经济建设水平较高，但是光照条件较差。二类光伏资源

区的剩余地区从光照条件和经济建设条件均适宜发展

户用光伏（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部

分地区）。文章通过对比上述地区户用光伏发展情况来

确定研究区域。

昌平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下辖 8个街道、4个地区

和 10个镇，常住人口 210. 8万人。以下四个原因促使我

们选择昌平区为研究区域。第一，昌平区较北京市南部

地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兴区和通州区）来说光照资源

更丰富，较北京市北部区县（延庆县、怀柔区和密云县）来

说建设条件更好。第二，昌平区 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 45 399元，具有较好的经济建设条件。第三，昌平区能

够享受北京市光伏安装补贴政策。第四，昌平区有大量

独立屋顶产权的农村自建房，优于北京市城市化进程较

好的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和朝

阳区），更利于户用光伏的推广。

3. 3 调查数据

文章数据来自 2019年于北京市昌平区开展的随机调

查问卷，通过单个调查员与受访者一对一谈话的方式完

成问卷调查。本次调研共走访 15个乡镇，45个村或社

区，入户调查 218户居民，收回问卷 218份，其中有效问卷

216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99. 08%。此外，有效问卷可分为

72户已安装家庭与 144户未安装家庭，分别占比 33. 3%
与 66. 7%，其中昌平区内所有已安装家庭均被调研，并通

过生成随机数（1~1 000）匹配家庭户号的方式确定未安装

家庭。若生成随机数无效，即生成随机数超过该村现有

总家庭户数或者所指向的家庭为无效家庭（被随机到的

家庭之前已经被选择或者属于已安装家庭），则重新生成

随机数。

文章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结

果显示，男性户主较多且普遍以务农为主，家庭年可支配

收入和可用面积表明大多家庭拥有安装户用光伏发电项

目的客观条件，同时补贴政策、防污政策和空气质量等表

明居民具有较好的政策敏感度和环保意识，具有安装户

用光伏发电项目的主观条件。

4 实证结果分析

在以居民家庭因素为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文章使用

空间 Probit模型分析网络效应对户用光伏发电行为的影

响。网络效应的合理分析依赖于恰当的空间权重矩阵，

在基准网络效应模型中，空间权重矩阵假定每户居民仅

受到离其地理距离最近的 4户居民的影响。具体网络效

应的估计结果见表 2，模型（2）比模型（1）多纳入党员、健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光伏安装

家庭人数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户主教育

户主职业

最高教育

年可支配

收入

可用面积

居住年限

城市亲友

风险偏好

空气质量

搭便车

行为

月电费

了解补贴

政策

了解防污

政策

党员

健康状况

亲友数量

定义

家庭是否安装光伏：

0=未安装；1=已安装

家庭人数/个
家庭户主性别：0=女性；1=男性

家庭户主年龄/岁
家庭户主的教育背景/a：

6=小学；9=初中；12=高中，以此类推

家庭户主职业：0=其他职业；1=农民

家庭成员最高教育背景/a：
6=小学；9=初中；12=高中，以此类推

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元

家庭内部可用于安装光伏的面积/
1 000 m2

家庭定居现址的时长/a
家庭日常来往的亲友中有不在北京市

中心城区工作或定居的：0=无；1=有
受访者对一张奖金1 000元，中奖率

10%的彩票的支付意愿/元
是否关注北京平时的空气质量：

1=从不关注；2=偶尔关注；3=经常关注

是否有过（由于公共产品属性）搭便车

行为：0=否；1=是
家庭每月电费支出/100元

对家庭所在城区的户用光伏发电补贴

政策和其他政策的了解程度：

1=完全不了解；2=不太了解；

3=了解一些；4=非常了解

对京津冀周围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政策

的了解程度：1=完全不了解；2=不太了

解；3=了解一些；4=非常了解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员：0=否；1=是
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1=有成员患重大疾病/慢性疾病；

2=有疾病但是容易治疗；3=基本没有

家庭日常来往的亲友数量/个

均值

0. 33

4. 33
0. 19
60. 37

9. 84

0. 70

13. 54

0. 78

0. 21

55. 55

0. 38

6. 42

2. 31

0. 19

1. 76

2. 09

2. 25

0. 44

1. 93

24. 96

标准差

0. 47

1. 45
0. 40
11. 34

3. 12

0. 46

2. 89

0. 59

0. 07

18. 96

0. 49

7. 75

0. 60

0. 40

1. 24

0. 96

0. 81

0. 50

0. 88

17. 85
注：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整理。

表2 网络效应结果

模型结果

网络效应

模型1
-0. 955 5***
（0. 026 6）

模型2
-0. 981 0***
（0. 016 8）

注：***P＜ 0. 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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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况、亲友数量作为解释变量。其他不同空间权重矩

阵的设定将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部分讨论。结果表明已

安装户用光伏发电板的家庭的存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

（-0. 955 5和-0. 981 0）降低周围未安装的家庭使用该项

目的可能性，未安装的居民通过学习已安装居民的经历

而倾向于做出不安装光伏发电板的决定。已安装家庭不

仅没有起到正面示范带头作用和推动户用光伏在未安装

家庭的发展，甚至反过来降低了周围家庭安装户用光伏

的可能性和普及率。这可能是近年来户用光伏项目虽然

有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但其发展仍然与预估潜力之间存

在差距的原因之一。

在介绍模型其他变量的结果之前，首先解释该研究

网络效应的结果与前人相关研究之间的差异［27-30］。该研

究认为结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价格与收入。前人

关于户用光伏项目的研究开展于发达国家（美国和澳大

利亚），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保证其家庭具备安装光

伏发电板这种非生活必需品的经济条件，存在学习、攀比

或跟风的条件，也拥有承担该项目失败的能力，这是导致

网络效应能在这些国家的户用光伏项目推广中产生正向

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前人关于太阳能热水器项目的

研究虽然与该研究一样开展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但是

因为太阳能热水器前期投入较低，居民家庭也更能承受

其失败，所以更容易产生正向的网络效应。但是，户用光

伏发电的前期投入远高于太阳能热水器，而中国目前的

人均经济水平尚不足以支撑户用光伏这种高前期投入的

非生活必需品。另外，高投入期待高回报，而过高的期望

值会放大居民使用时的不佳体验。上述这些因素的共同

作用最终导致了网络效应对中国户用光伏发电行为产生

负向作用。

上述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将在本章后半部分

根据平均直接边际效应（对自身行为的影响）和平均间接

边际效应（对周围他人行为的影响）、总边际效应进行分

析，此外文章将主要分析居民对补贴政策了解程度、居民

搭便车心理、居民环保意识和风险偏好对居民光伏发电

行为的影响。注意，根据模型空间权重矩阵设定，周围他

人指距该居民地理距离最近四户居民，其他不同的空间

权重矩阵设定在后文稳健性检验中展示。

4. 1 平均直接边际效应

平均直接边际效应结果反应了居民自身因素对其参

与户用光伏发电的直接影响，包括：①不受网络效应影响

时居民自身因素对其光伏发电行为的直接影响；②受到

自身因素影响的居民光伏发电行为影响他人光伏发电行

为之后，他人光伏发电行为再影响该居民光伏发电行为

的间接影响。计算方法如式（7）所示，结果见表3。

了解补贴政策变量的模型平均直接边际效应结果表

明居民对补贴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自身光伏发电行为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补贴政策能够提高光伏发电项目

的经济性，了解政策是居民理解光伏项目经济性的必要

准备，其安装光伏发电的概率也将随着认知程度的提高

而提高。

搭便车行为变量和了解防污政策变量的模型平均直

接边际效应结果表明个人偏好公共物品的行为与心理对

其自身光伏发电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拥有此类特征

的居民更偏好于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其对周边地区大

气污染防治政策的了解程度越高，就越清楚政府大力度

的污染防治政策的决心不会以个人行为为转移，就越有

可能理所当然地不参与其中。故居民拥有此类特征将会

降低其使用户用光伏的概率。

空气质量变量的模型平均直接边际效应结果表明个

人环保意识对其自身光伏发电行为无显著影响。不显著

的结果表明居民环保意识对其家庭光伏安装决策没有显

著性影响。

风险偏好变量的模型平均直接边际估计结果表明，

个人风险偏好对其自身光伏发电行为无显著的影响。文

章依靠彩票游戏来反映受访者的风险偏好，彩票游戏要

求居民对一张奖金 1 000元，中奖率为 10%的彩票给出自

己的最大支付意愿。彩票游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居民最

大支付意愿价格的均值为 6. 42元，98. 15%受访者的最大

支付意愿价格不大于 20元。如此低支付意愿均值与极度

左偏的支付意愿分布只存在两种解释：或是因为受访者

自身非常厌恶风险，或是因受访者自身原因无法理解彩

票游戏以致结果与经济学理论相去甚远。除彩票游戏之

外，本次调查问卷还分别通过居民自打分的方式（0~10
分）评估了居民在财务、休闲娱乐、事业发展、健康和子女

表3 模型平均直接边际效应结果

模型结果

了解补贴政策

搭便车行为

了解防污政策

空气质量

风险偏好

受周围四户居民影响

（1）
0. 395 4***
（0. 145 8）
-0. 486 3***
（0. 175 6）
-0. 188 4***
（0. 070 9）
-0. 019 4

（0. 024 4）
-0. 000 9

（0. 004 6）

（2）
0. 535 9***
（0. 172 3）
-0. 636 2***
（0. 214 5）
-0. 257 8***
（0. 090 2）
-0. 057 3

（0. 048 2）
-0. 001 3

（0. 004 8）
注：***P＜ 0. 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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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的风险意识，居民各方面的打分均值均不低于 4
分，表明居民并不非常厌恶风险。因此，该模型不显著的

原因很大概率是由于居民不能很好地理解彩票游戏，其

结果无法真正反映居民的风险意识。

4. 2 平均间接边际效应

平均间接边际效应结果反应了居民自身因素对其他

人光伏发电行为的间接影响，即居民自身因素先影响自

身光伏发电行为，再经过网络效应的作用对周围他人光

伏发电行为产生影响。等价地，也可以认为是周围其他

人的外生变量对居民自身安装光伏可能性的影响。此外

由于负向网络效应的存在，平均间接边际效应的符号应

当与不考虑网络效应的边际效应的符号相反。计算方法

如式（8）所示，结果见表4。
了解补贴政策变量的平均间接边际结果表明，居民

对补贴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周围他人采用光伏发电行为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已安装用户对光伏补贴政策了解

程度越高，越会降低周围未安装居民光伏发电行为的可

能性，并且这种降低程度会随着已安装用户对补贴政策

的了解程度增加而加大。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对补

贴政策了解程度高的已安装用户更能够体会到补贴政策

宣传情况与实际情况的不一致，这导致已安装用户对光

伏项目整体评价不佳，因而影响了附近居民的安装意愿。

搭便车行为变量和了解防污政策变量的平均间接边

际效应结果表明居民个人偏好公共物品的行为与心理对

周围他人光伏发电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偏好于

搭便车的居民显然希望周围他人更多承担环境责任，故

其会倾向于推动周围他人采取光伏发电行为，以便享受

他人努力所带来的好环境，也可以通过他人首先尝试安

装户用光伏从而获知其优缺点。

空气质量变量和风险偏好变量的平均间接边际效应

结果表明居民个人环保意识和风险意识对周围他人光伏

发电行为无显著影响。平均间接边际效应的作用机制决

定了个人特性需要先影响个人光伏发电行为，继而影响

周围他人光伏发电行为。由于这两个变量无法对居民个

人光伏发电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无法对周围他人光

伏发电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4. 3 总边际效应

总边际效应结果反映了解释变量的变动对居民整体

光伏发电行为的平均影响，结果见表 5。综合来说，采取

光伏发电的概率将会随着居民整体对补贴政策了解程度

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居民整体搭便车心理和行为的增强

而减弱。此外，它与居民整体环保意识和风险意识无显

著相关关系。上述结果与平均直接边际效应结果相同，

表明平均直接边际效应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

4. 4 其余变量影响作用

除上述相关因素之外，模型中还包括户主与家庭特

征变量，由于篇幅的原因，仅在此处简述。户主特征方

面，户主年龄与户主教育程度对其个人光伏发电行为有

正向作用，而户主职业具有负向作用。家庭特征方面，家

庭年可支配收入、可用安装面积和月电费均对其个人光

伏发电行为有正向作用，而家庭人数和家庭于当地居住

年限具有负向作用。最后，户主性别、家庭最高教育程度

和城市亲友数量变量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4. 5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关于网络效应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提

高模型结论的可信度，该研究通过改变空间权重矩阵的

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研究将户用光伏发电行为之间

的相互影响分别拓展到户用的光伏发电行为将会受到距

其地理距离最近六户居民和同村居民相关行为的影响。

分组方式的变化导致居民行为受影响的范围更广，所得

表4 模型平均间接边际效应结果

模型结果

了解补贴政策

搭便车行为

了解防污政策

空气质量

风险偏好

受周围四户居民影响

（1）
-0. 211 1***
（0. 081 9）
0. 259 2***
（0. 097 1）
0. 100 5***
（0. 039 4）
0. 010 3

（0. 013 1）
0. 000 4

（0. 002 5）

（2）
-0. 289 2***
（0. 096 8）
0. 343 4***
（0. 120 5）
0. 139 1***
（0. 050 4）
0. 031 1

（0. 026 4）
0. 000 7

（0. 002 6）
注：*** P<0. 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表5 模型总边际效应结果

模型结果

了解补贴政策

搭便车行为

了解防污政策

空气质量

风险偏好

受周围四户居民影响

（1）
0. 184 3***
（0. 064 6）
-0. 227 1***
（0. 079 5）
-0. 087 9***
（0. 031 8）
-0. 009 2

（0. 011 4）
-0. 000 4

（0. 002 2）

（2）
0. 246 7***
（0. 077 5）
-0. 292 8***
（0. 096 2）
-0. 118 7***
（0. 040 7）
-0. 026 2

（0. 022 0）
-0. 000 6

（0. 002 2）
注：*** P<0. 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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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空间权重矩阵也更为密集。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

表 6，模型 3与模型 5所用变量与模型 1相同，模型 4和模

型 6所用变量与模型 2相同。表 6的结果表明网络效应的

影响作用始终为负，且稳定在-0. 991 3至-0. 727 2之间，

基准网络效应模型的结果也在该区间内，故该研究认为

网络效应对居民户用光伏发电行为的负向影响作用是具

有稳健性的。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2020年 12月 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关

于气候变化问题作出承诺：“到 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风电、太阳能

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亿 kW以上。”［40］为加快户用光

伏建设，文章从非价格因素入手，分析网络效应对户用光

伏发电项目的决策的影响。基于 2019年北京市昌平区入

户问卷调查数据，文章利用空间Probit模型评估网络效应

的影响，并通过稳健性检验保证模型结论的稳定性与可

靠性。最终，文章得出以下三条结论：①已安装户用光伏

居民的存在会明显降低其周围居民进一步出现光伏发电

行为的概率，使未加入光伏发电的居民更倾向于不参加。

该结论支持关于网络效应能够影响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发展的研究［27-29］，但也揭示网络效应在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的差异性。②偏好公共物品的心理将阻碍光

伏项目在居民中的推广。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

益的非排他性导致搭便车行为的发生［41］，不付出努力而

享受美好环境最终结局是环境崩盘的公地悲剧，为此，居

民应当改正偏好公共物品的错误心理，为美好环境共同

努力。③补贴政策仍然是影响居民安装光伏发电项目的

重要因素之一，居民对该项目的了解程度对居民的总体

光伏发电行为产生正面影响，这与过去关于补贴政策对

于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行为具有正向作用的研究结论

一致［1-2，31-34］。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文章认为应当辩证地看待目前

网络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一方面，居民之间交流与信任

的存在使得网络效应对户用光伏的推广具有极强的影响

作用。另一方面，现阶段负面网络效应阻碍户用光伏的

推广。因此，应当转变网络效应的作用方向，化负面影响

为正面影响，使网络效应在激励居民光伏发电行为方面

作出贡献。政府部门与光伏厂商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

用。政府部门应当积极贯彻落实相关户用光伏政策，扭

转相关政策在居民心中的不佳形象，提高已安装家庭对

户用光伏的认同感，借助网络效应的作用机制传播正向

影响。光伏厂商当定期与民众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光

伏项目进展，纠正居民对光伏项目的错误看法，增强公众

对户用光伏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认识，并通过网络效

应社会学习和信息传递的途径，提高社会整体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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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network effects on household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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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s is essential for China to achieve its targets of achieving peak car⁃
bon emissions before 2030 and carbon neutrality before 2060, and to better complete the task of low-carbon energy transformation. Chi⁃
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s and make good use of abundant solar energy resources.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s on residents ’ willingness to install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in Changping District in Beijing in 2019, this article used a spatial probit model and Bayesian estimation based on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to study the impact of network effects on household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presence of residents who had installe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articipation probability of residents who had not installe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This indicated that most residents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s after installing the equipment, the reason of which was explored in this ar⁃
ticle. ② Residents’ understanding of subsidy policy w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probability of participating in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③ The free riding psychology of residents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offers three policy suggestions: ① Manufacturers should increase publicity, shorten the dis⁃
tance between the projects and the public, change the residents ’ misunderstanding of photovoltaic projects, and use network effec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projects. ②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implement the existing subsidy
policies, correc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subsidy policies in the minds of residents, and especially improve the identity of installed fam⁃
ilies for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s, in order to encourage residents to install the equipment. ③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grassroots educ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mprove people ’s awareness and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and correct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residents ’ free riding psychology.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mpact of network effects on
household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behavior based on micro-level household survey data. Our study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hole County Promotion ’ policy of household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projects.
Key words network effect; household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spatial prob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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