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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出口增长与隐含能源出口总量下降的脱钩

王 谋 1，2，3，康文梅 1，陈 迎 1，2，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2.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北京 100710；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732）

摘要 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治国理念。能否实现经济增长

与碳排放、能源消费的脱钩，是衡量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指标，也是实现 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 2002、2007、
2012、2018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所载出口隐含能源，对中国入世以来外贸出口增长与隐含能源出口总量的弹性关系

及趋势进行了研究，主要结果表明：①中国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在 2012年到 2018年第一次出现绝对脱钩。这表明中国的经济

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实现低碳发展路径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进程中实现的第一个

绝对脱钩。出口部门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效率水平相对领先，因此早于制造业整体和消费领域实现脱钩，符合经济规律和中国的

发展阶段特征。②2007—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占中国总能源消费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从最高时期 2007年的 31. 48%下降到

26. 57%，下降了 4. 91个百分点，说明更大比例的能源消费主要在国内实现，主要依靠出口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出现调整；

这个研究结论也可以从对外出口与能源消费的角度，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的论断。③对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规模脱钩发展的原因分析表明：2002—2007年与2007—2012年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保持

同向不同增长速率趋势，出口规模增长是影响隐含能源出口量的主要原因，此间随着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出口隐含能源也呈快速

增长态势；2012—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总量出现了下降，分析结果表明“完全能耗系数”即技术效应是出口隐含能源下降并实现绝对

脱钩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绿色转型发展等战略推进，脱钩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并拓展实现更大经济领域的脱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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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生态文明，“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不仅是中国，也是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核心要义。绿色低碳发展是构建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实现 2060年
前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要求。自从 20世纪 90年代人类社

会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治理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如德

国、英国、美国等 21个国家在 2000—2014年相继实现了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1］，这些国家的化石能源消费

与碳排放基本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规律，达到峰值

后开始表现为缓慢下降。同期经济总量则基本保持增长

的态势，体现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绝对脱钩或者硬脱

钩。中国还处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期，在发展阶段上

还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翼，要实现经济发展与能

源消费和碳排放的绝对脱钩，首先还要经历能源消费逐

渐达到峰值的阶段，在一些影响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关

键因素逐步实现和达到峰值后，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绝

对脱钩才能逐步实现。这些关键因素可以分解为制造业

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居民消费部门的能源消费和碳排

放、基础设施建设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出口部门的能源

消费和碳排放等。这些部门、领域的能源消费不会同时

达到峰值，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生产部门一般

比消费部门先实现峰值［2］，出口部门由于国际竞争压力，

效率水平相对较高，则可能早于整体制造业实现能源消

费和碳排放的峰值。研究这些关键因素达峰的时间和趋

势，是了解和掌握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趋势的基础，也

是调整和制定中国工业生产、对外贸易、能源消费政策的

基础。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相对脱钩，在中国已经实现，

也开展了一些研究；但涉及中国全经济领域的无论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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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消费、贸易等与碳排放的绝对脱钩现象，还没有被揭

示。文章拟通过研究中国出口总额与出口隐含能源的变

化趋势和绝对脱钩现象，反映中国经济贸易和生产技术

发展水平的新阶段性特征，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

展、产业及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等政策

制定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转型发展、环境污染成为关注的重点，国际

贸易的快速发展也深刻影响着全球贸易格局，决定各个区

域的能源流动、产业分工和协作模式，也影响各个国家经

济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及政策。在全球贸易的隐含能源方

面，各国学者对贸易隐含能源流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有的

是从国际贸易的隐含能源流动方面，主要揭示隐含能源随

全球贸易的流动格局，如Chen等［3］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

了2004年全球化世界经济贸易中的隐含能源问题，说明美

国是全球最大的隐含能源进口国，而中国同期是全世界最

大的隐含能源出口国；Mi等［4］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MRIO）对2007—2012年全球主要国家贸易中的隐含碳进

行了分析，发现在研究期间中国出口隐含碳总量出现了下

降，但仍然是碳的净出口国。有的是从特定国家的隐含能

源流动方面，研究隐含能源流动的特征和状况，如陈迎等［5］

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 2002—2006年的对外贸易内涵

能源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是贸易内涵能源的净出口

国，出口隐含能源占当年全国能源消费的20. 7%；齐晔等［6］

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

的隐含碳，结果表明中国在研究期间是隐含碳净输出国；

Tang等［7］研究了 1997—2011年发达国家英国在国际贸易

中的隐含能源，分析认为英国在研究期间是隐含能源净进

口国；许培源等［8］运用投入产出法进行隐含碳和碳转移排

放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2004—2009年一直是中英贸易中

的碳净出口国；Yang等［9］、韦韬等［10］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一

直是中美贸易中的隐含能源净出口国；陈雯等［11］、谢建国

等［12］均是基于OECD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对进出口隐含能

源进行了分析，并且利用SDA模型对出口隐含能源进行了

结构分析，结果发现在1995—2005年中国是隐含能源的净

出口国，而且出口规模的扩张是出口隐含能源增加的主要

因素；章辉等［13］基于改进的方法从国家和具体行业两个层

次测算了1997—2013年中国的贸易隐含能源，结果表明中

国在研究期间仍然是隐含能源净输出国，而且中国各个行

业的隐含能源净值为顺差和逆差并存，但整体是以顺差

为主。

综合来看，测算出口隐含能源方法学需要考虑两个

关键问题：第一，投入产出法与生命周期法的选择。生命

周期法是从微观角度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隐含能源进行

研究，以此来评估其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

的隐含能源流动格局。这种方法由于进出口产品种类复

杂多样，数据获取相对比较困难，而且计算每个环节的能

源消费的边界很难精确界定，容易出现重复核算或者漏

算的情况。投入产出方法主要基于国际和（或）国别的投

入产出表，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不同国别与不同部门参

与国际贸易的情况，并相对准确地测算相应的隐含能源

流动情况。因此，大多数研究选择了投入产出法开展研

究。第二，测算出口隐含能源时进口中间投入品是否扣

除以及扣除方式。出口隐含能源是指出口产品在本国生

产、制造、物流等过程所消耗的能源总和，但不包括进口

中间投入品在上述过程所消耗的能源。在计算出口隐含

能源扣除进口中间投入品所消耗的能源时，由于 2020年
前中国公布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是未区分进口中间投入品

数据的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因此，部分研究如顾阿伦

等［14］、刘祥霞等［15］、章辉等［13］等采用“比例分配”方法对进

口中间投入品进行了技术处理，并计算出相应的出口隐

含能源数据。而庞军等［16］在计算中国出口隐含能源时未

对进口中间投入品所消耗的隐含能源进行扣除，其结果

均比刘祥霞等［15］计算结果偏高。

虽然中国国际贸易中隐含能源问题已经积累了一定

程度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多为对特定年份或基于特定

年份投入产出表开展研究，反映的是投入产出表当期静

态的隐含能源国际流动的状况或者格局，无法揭示中国

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能源结构变化等所可能导致的出

口隐含能源变化的趋势，但了解变化趋势才是制定和调

整未来经济、产业和能源发展政策的关键信息。中国自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开始，外贸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快速

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入世之后外贸出口的增长曲线和

特征也与入世之前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因此，文章将

研究重点放在入世以来的出口隐含能源的变化趋势，基

于中国2002、2007、2012、2018年的投入产出表①进行了时

间序列相对较长的出口隐含能源趋势性研究，并通过对

出口规模和出口隐含能源两个变量的趋势分析，判断两

个变量的弹性关系，并对两个变量的脱钩状态、程度和性

质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利用 SDA加权平均法对 2002——
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探讨影

响隐含能源出口变化的主要原因。

①2005、2010和2015年的延长表也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其非实际调研表，结果只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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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模型

投入产出（IO）法是由 Leontief在 1936年研究并创立

的一种分析方法，而且已被广泛应用在国内外贸易隐含

能源的测算方面［5，7，13］。文章构建的测算中国出口隐含能

源的投入产出模型如下：

假设中国的贸易伙伴有 r个，每个国家或地区有m个

部门。对于国家 p，根据投入产出表的横向数量关系，可

得式（1）。

∑
j = 1

m

apij × xpj + ypi = xpi（i=1，2，…，m） （1）

其中：apij为第 i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且 apij=x
p
ij

xpj
，则直

接消耗系数矩阵为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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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pj 为第 j部门的总投入，ypi 为第 i部门的最终需

求，xpi 为第 i部门的总产出，且当 i = j时，xpj=xpi。
若 Xp = ( xp1，xp2，⋯xpm ) T，YP = ( yp1，yp2，⋯ypm ) T，则可得

式（1）的矩阵关系为式（2）。

AP × XP + YP = XP （2）
式（2）移项可得

XP = ( I - AP ) -1YP （3）
其中：( I - AP ) -1 为完全需求系数，定义 BP=( I -

AP ) -1，则元素 bpij为 j部门生产每一单位最终产品对 i部门

产品的完全需求量。完全消耗系数为CP=( I - AP ) -1 - I，
则元素 cpij即第 j部门每生产一单位的最终产品，需要完全

消耗（即直接和间接消耗之和）各部门的产品数量。由于

CP仅代表每个部门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的总和，而BP除

了 CP包含的内容外，还包括各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因

此，在测算隐含能源时，用BP与部门的直接能源消耗强度

矩阵的乘积作为完全能耗系数更准确一些。

假设国家P的第 i个部门的直接能源消耗系数为 epi，

则第 i个部门的完全能耗量为αpi = epi × BP，单位产值的隐

含能源消耗量为β pi = αpi。
若中国对国家P的出口额为 exCN，Pi ，则

EXCN，P =∑
i = 1

m

β CNi × exCN，pi （4）
EXCN =∑

p = 1

r

EXCN，P =∑
p = 1

r ∑
i = 1

m

β CNi × exCN，pi （5）
其中，EXCN，P为中国对国家P的出口隐含能源，EXCN

为中国的出口隐含能源。

EEX = EI ( I - AD )-1EX （6）
其中：EEX为中国出口隐含能源总量，单位为万 t标

准煤；EI为中国单位总产出的直接能源消耗系数矩阵，是

一个 1×m矩阵，单位为万 t标准煤/万元；I为一个m阶的单

位方阵；AD为中国扣除进口中间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矩

阵；EX为出口矩阵，是一个m×1矩阵，单位为万元。由于

中国 2002、2007、2012年投入产出表属于竞争型投入产出

表，所以文章采用“等比例分配”的方法（即进口中间投入

品在总中间使用中所占的比例与进口产品在最终产品中

的比例相等），对进口中间投入品所载的隐含能源进行扣

除，以此避免高估出口隐含能源测算结果。因此，测算中

国 2002、2007、2012年出口隐含能源时，将式（6）调整

为式（7）：

EEX = EI [ I - ( I - M )A ]-1EX （7）
其中：A为中国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是m×m矩阵；M

为进口系数矩阵，是一个m阶的对角方阵，对角线上的元

素mii根据“等比例分配”方法即为：

mii = IMi

Xi + IMi - EXi （8）
其中：Xi是 i部门的总产出，单位为亿元；IMi是 i部门

的总进口额，单位为亿元；EXi是 i部门的总出口额，单位

为亿元。

研究所采用的能源消费数据引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9》，进出口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并使用了 2002、
2007、2012、2018年的投入产出表②，相关价格数据均以

2002年为基期的双缩减法进行调整。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中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的17个部门分类（《中国能源统

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中无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与金融业这两个具体部门的能源消费量数据，故将上述两

个部门归类于其他服务业），文章将投入产出表中的部门归

并为15个部门。关于部门的合并，不同的研究存在一些差

异，如章辉等［13］、许冬兰等［17］将投入产出表合并为 15个部

门，许培源等［8］、陈雯等［11］合并为 17个部门，Mi等［4］、陈迎

等［5］、韦韬等［10］、朱启荣［18］合并为30多个部门。这些研究虽

然应用了不同的合并方式，但最终研究结论具有可比性。

②我国投入产出表不是每年编写，一般是在逢 2和 7的年份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并编制相应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在逢 0和 5的年份编制投入产出

延长表。为了尽可能减少误差，研究中采用逢 2和 7年份基于实际调查产生的投入产出表开展研究，而 2018年投入产出表是我国首次在经济

普查年份，结合普查资料编制的投入产出表，所以本文最终以2002、2007、2012、2018年的投入产出表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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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算结果与分析

3. 1 中国外贸出口增长与隐含能源出口实现绝对脱钩

计算结果显示，2002—2018年中国出口隐含能源有如

下趋势：第一，出口隐含能源绝对量从 2002年的 3. 39亿 t
标准煤增长到 2007年的 9. 80亿 t标准煤再到 2012年的

12. 61亿 t标准煤再下降到 2018年的 12. 54亿 t标准煤，呈

现出了从增长到降低的趋势（表1）；第二，出口隐含能源占

中国能源消费的比例也呈现出从增长到下降的趋势，2018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结果为26. 57%，高于2002年的比例，比

最高时期 2007年的 31. 48%下降了 4. 91个百分点（表 1）；

第三，出口总额基本表现为线性增长趋势（受全球经济危

机影响在2008—2009年出现波动），从2002年的2. 69×104
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 112×105亿元（表1）。由于中国投

入产出表更新的非连续性，不能准确核算每一年对外贸易

出口隐含能源，因此，文章将通过 2002—2018年的出口隐

含能源趋势线进行分析（图1）。
从图 1出口总额和出口隐含能源的变化趋势来看，

2002—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的弹性关系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2002—2012为第Ⅰ阶段，特征是出口总额

与出口隐含能源均在增加，但是增长比例出现显著差异，

可称为不同速率增长期；2012—2018年为第Ⅱ阶段，这个

阶段两个变量的变化特征有了质的改变，对外贸易所载

的出口隐含能源的变化趋势已经实现了与出口总额增长

趋势的绝对脱钩，即随着出口总额的增加，出口隐含能源

总量没有增加而是出现了下降，可称为脱钩发展期。

基于表 1的计算结果并参考了Tapio［19］构建脱钩指标

的方法（式 9），对贸易出口隐含能源脱钩发展趋势进行了

计量分析。

DI = %ΔEEX/%ΔEX （9）
其中：DI为脱钩指数，△EEX为相邻两期出口隐含能源

变化量，相应%△EEX为其出口隐含能源变化率；△EX为相

邻两期出口总额变化量，相应%△EX为其出口总额变化率。

根据中国目前经济的发展情况，假设出口总额增长率

为正，故当%△EEX>0但%△EEX<%△EX时，称为“相对

脱钩”时期；当%△EEX<0时，称为“绝对脱钩”时期。计算

结果表明（图2）脱钩指数在2002—2007、2007—2012、2012
—2018三阶段所对应的脱钩阶段性特征具有明显差异，呈

现出完全截然不同的变化：2002—2007年脱钩指数为

1. 20，其投影为图上的A点，位于扩张耦合区；2007—2012
年的脱钩指数为 0. 92，其投影为图上的B点，位于扩张耦

合区；2012—2018年的脱钩指数为-0. 02，其投影为图上的

C点，位于绝对脱钩区。

表1 中国出口隐含能源及其占当年能源消费的比例

年份

2002
2007
2012
2018

能源消费总量

/亿 t标准煤

16. 96
31. 14
40. 21
47. 19

出口隐含

能源总量

/亿 t标准煤

3. 39
9. 80
12. 61
12. 54

出口总额

/104亿元

2. 69
7. 66
9. 00
11. 12

出口隐含能源/
能源消费总

量/%
20. 00
31. 48
31. 34
26. 57

注：出口总额以 2002年为基期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出口价格指数

进行了调整。

图1 2002—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的变化趋势

注：能源消费数据和出口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出口隐含能源量2002、2007、2012与2018年数据来自文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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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脱钩原因分析

结构分解分析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和指数分解分析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IDA）是常用的分析出口隐含能源变化影响因素的两种研

究方法，相比较之下，SDA的加权平均法在理论上更加完

善和精确［12］。因此，文章运用 SDA的加权平均法对影响

中国出口隐含能源变化进行了结构分解，即从技术效应、

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等方面分析和探讨影响出口隐含能

源变化的主要原因。其中，技术效应由完全能耗系数反

映、规模效应以出口总额带入分析、结构效应为出口产品

的比例结构。具体如下：

将式（6）、式（7）进一步展开为：

EEX = EI (I - AD )-1EX = QWR （10）
EEX = EI [ I - ( I - M )A ]-1EX = QWR （11）
其中：Q为各个部门的完全能耗系数矩阵，是 1×m矩

阵，其元素为 qi，单位为万 t标准煤/万元；W为各个部门的

出口结构矩阵，是m×1矩阵，其元素ωi为第 i部门的出口

量占总出口量的比例，即ωi = exi /R；R为总出口量，即R =
∑
i = 1

m

exi，单位是万元。因此，Q的变化为技术效应，W的变

化为结构效应，R的变化为规模效应。同时可得第 i部门

的出口隐含能源按照三种效应分解为如式（12）。

eexi = qi × exi = qi × ωi × R （12）
以 0和 1表示基准期和目标期，ΔEEX表示两期之间

出口隐含能源的变化量，即

ΔEEX = EEX1 - EEX0 = Q1W1R1 - Q0W0R0 （13）
式（13）从基准期开始分解有

ΔEEX = ΔQW0R0 + Q1ΔWR0 + Q1W1ΔR （14）
式（13）从目标期开始分解有

ΔEEX = ΔQW1R1 + Q0ΔWR1 + Q0W0ΔR （15）

由于有三个变量，所以对于式（13）的分解方式不限

于式（14）-（15），共有 3！=6种方式，因此，将所有分解方

式进行加权平均可得两期之间出口隐含能源的变化量

ΔEEX。令EEX (ΔQ )、EEX (ΔW )、EEX (ΔR )分别表示为完

全消耗系数、出口结构和出口规模 3个因素变动对ΔEEX
的影响，即ΔEEX = EEX (ΔQ ) + EEX (ΔW ) + EEX (ΔR )，则以

EEX (ΔQ )为例：

EEX (ΔQ ) = 13 ΔQW0R0 + 16W1ΔQR0 + 13W1R1ΔQ +
1
6 R1ΔQW0 （16）

计算结果表明（表 2）2002—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总

量变化为净增长，由 3. 39亿 t标准煤增长到 12. 54亿 t标
准煤，其中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的贡献率为正，分别为

98. 9%、1. 5%，完全能耗系数的贡献率为-0. 4%，但是由

于出口规模的增幅较大，抵消了完全能耗系数的负效应，

因此 2002—2018年表现为出口隐含能源的快速增长。根

据表 1的结果可知，2002—2018年变化趋势需要分阶段

研究出口隐含能源变化的特征，2002—2007年出口隐含

能源与出口总额保持同向快速增长趋势，SDA的分析结

果表明出口规模对出口隐含能源的贡献率是 82%，出口

结构的贡献率是 6. 4%，完全能耗系数的贡献率为

11. 6%，出口规模是隐含能源出口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因

此该期随着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出口隐含能源也呈快

速增长态势；庞军等［16］、谢建国等［12］、陈雯等［11］、刘祥霞

等［15］结果也表明规模效应是出口隐含能源变化的显著影

响因素。2007—2012年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保持同

向慢速增长趋势，SDA的分析结果表明出口规模、完全能

耗对出口隐含能源的贡献率为正，分别为64. 0%、52. 4%，

出口结构的贡献率为负，为 16. 4%，出口规模是隐含能源

出口增加最主要的原因。2012—2018年在出口总额继续

保持上升的情况下，出口隐含能源总量出现了下降，呈现

出二者的绝对脱钩关系。SDA的分析结果表明完全能耗

系数的下降是实现脱钩的主要原因，贡献率为 4 934. 5%，

而同期出口规模、出口结构对出口隐含能源的下降贡献

为负值。完全能耗系数的下降与 2012年以来中国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相关，单位GDP能源消

费由 2012年的 0. 75 t标准煤/万元大幅下降到 2020年的

0. 57 t标准煤/万元（以 2012年可比价格计算），煤炭占能

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 2012年的 68. 5%显著降到 2020年
的 56. 8%（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为进一步检验完全能耗系数效应对脱钩的贡献，文章在

2018年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条件下，用 2012年完全能耗

系数代替 2018年的完全能耗系数计算了 2018年出口隐

含能源，计算结果表明，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增加为

图2 出口总额与出口隐含能源之间的脱钩分类与脱钩指数

注：在 Tapio［19］和张成等［20］脱钩指数模型的基础上，根据出口总额

EX的正负分为衰退的1-4区和扩张的 a-d区八个部分。◆A为2002
—2007年的脱钩指数（1. 20）；◆B为 2007—2012年的脱钩指数

（0. 92）；◆C为2012—2018年的脱钩指数（-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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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382. 1万 t标准煤，意味着仅完全能耗系数变化所增

加的出口隐含能源为 36 992. 06万 t标准煤，与 SDA分解

结 果 2018/2012“ 完 全 能 耗 系 数 ”变 化 的 贡 献 效 应

32 924. 50万 t标准煤具有可比性。

4 结 论

文章基于 2002、2007、2012、2018年投入产出表，对中

国及各部门出口隐含能源进行了测算，并利用 SDA加权

平均法对 2002—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变化原因进行了分

析，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总额在 2012年到 2018
年第一次出现绝对脱钩。这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实现

低碳发展路径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进程中实现的

第一个绝对脱钩。出口部门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效率

水平相对领先，因此早于制造业整体和消费领域实现脱

钩，符合经济规律和中国的发展阶段特征。

（2）2007—2018年出口隐含能源占中国总能源消费

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从最高时期 2007年的 31. 48%下

降到 26. 57%，下降了 4. 91个百分点，说明更大比例的能

源消费主要在国内实现，主要依靠出口扩张拉动经济增

长的模式开始出现调整；这个研究结论也可以从对外出

口与能源消费的角度，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论断。

（3）对出口隐含能源与出口规模脱钩发展的原因分

析表明：2002—2007年与 2007—2012年出口隐含能源与

出口总额保持同向不同增长速率趋势，出口规模增长是

影响隐含能源出口量的主要原因，此间随着出口规模的

快速增长，出口隐含能源也呈快速增长态势；2012—2018
年出口隐含能源总量出现了下降，分析结果表明“完全能

耗系数”即技术效应是出口隐含能源下降并实现绝对脱

钩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绿色转型发展等

战略推进，脱钩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并拓展实现更大经济

领域的脱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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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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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0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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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324
（-0. 004）
7 435. 987
（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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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24）
-32 924. 498
（49. 345）

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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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15）
4 082. 364
（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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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64）
457. 958

（-0. 686）

出口规模

90 489. 295
（0. 989）
52 611. 370
（0. 820）
17 925. 950
（0. 640）
31 799. 311
（-47. 659）

隐含能源

出口量差值

91 474. 086
（1. 000）
64 129. 721
（1. 000）
28 011. 595
（1. 000）
-667. 229
（1. 000）

注：括号内数字为相应的贡献率，括号外数字单位为万 t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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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upling between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xport and the decline of
embodied energy exports

WANG Mou1，2，3，KANG Wenmei1，CHEN Ying1，2，3

(1.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co-civil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ransforming the growth mode and realizing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global consensus and an im⁃
portant governance concep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hether economic growth can be decoupled from
carbon emissio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key measure of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
men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before 2060. Based on China’s input-output tables in 2002, 2007, 2012 and 2018, this ar⁃
ticle calculated the embodied energy of export in China ’s foreign trade, and studied the elastic relationship and trend between the
growth of foreign trade exports and the total embodied energy of export since China ’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① The embodied energy of China ’s export was strongly decoupled from total export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2012 to 2018,
signaling that China ’s economic, industrial, and energy restructuring entered a new stage. It was also the first strong decoupling
achieved in the process of decoupl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for the adoption of a low-carbon development path.
Due to the pressur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export sector had a relatively advanced level of efficiency, so it achieved decou⁃
pling earlier than the overall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the consumption sector, which was in line with economic laws and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China ’s development stage. ② The share of embodied energy of export in China ’s aggregate energy consumption showed a sig⁃
nificant decline from 31.48% in 2007 to 26.57% in 2018, a drop of 4.91 percentage points. It showed that a larger share of energy con⁃
sumption had taken place domestically, and the mode mainly relying on export expansion to drive economic growth had begun to adjus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 could also support the assertion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s promoting each other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export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③ A causal analysis of the decoupling between the embodied energy of export and export vol⁃
ume demonstrated that: From 2002 to 2007 and from 2007 to 2012, the embodied energy of export and total export maintained the same
direction but different growth rates. The increase in total export volume was the main reason affecting the embodied energy of expor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otal export volume, the embodied energy of export was also growing rapidly. From 2012 to 2018, the embodied
energy of export declined, and a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coefficient’ was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decline.
With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other strategic advancements, the decoupling trend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and expand to a larger economic field.
Key words decoupling;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trade; embodied energy;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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