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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了吗？

——基于增加值的再测算

 宋婕 1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利用 Koopman（2012）的 KPWW 方法对世界投入

产出表（WIOD）计算得到 2000—2014 年中国的出口所含国内附加值与进口所含国外增加值，

并据此构建增加值贸易条件，根据增加值贸易条件分析了中国在全球的贸易利益分配问题，

并对比分析了增加值贸易条件与传统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差异。结果表明：传统价格贸

易条件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的贸易利益变化，增加价贸易条件表明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趋

势被高估，但是中国在全球的贸易利益分配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仍需进一步实现全球价值

链的攀升，提高贸易利益分配地位。

关键词：增加值贸易条件  贸易增加值  贸易利益

一、问题提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贸易总额

实现了长达约十年的两位数增长发展势头；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之下，2012

年以后出现贸易增长失速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具体见图 1）。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公布的世

界发展指数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条件指数在 2012 年以前呈现恶化趋势，2012 年以后贸易

条件指数改善（具体见图 2）。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印证了“贫困化增长”的诅咒（廖发达，

1996；赵玉敏等，2002；龚家友等，2004；林丽等，2005），即在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时期，

贸易条件指数却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而在出口贸易增速下降期间，贸易条件指数反而呈现

出一定的改善变化趋势。对此，国内学者就如何看待中国“贫困化增长”现象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林林等，2005；张先峰等，2006；林桂军等，2007；刘渝琳等，2012）。

传统贸易条件指数最早是由约翰·穆勒提出，并被用来衡量贸易利益的分配。其反映的是单

位出口商品可以交换的进口商品数量，用出口商品价格比上进口商品价格。这一计算方法的潜在

假定是，出口商品价格反映一国出口所得货币利益，进口商品价格反映一国进口的货币代价。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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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条件指数的改善往往意味着

分工利益获取能力的提高，有

利于改善国民福利水平；而贸

易条件指数的恶化，往往意味

着获取分工利益能力下降，从

而不利于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后来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收

入贸易条件指数、要素贸易条

件指数，都是基于约翰·穆勒

的贸易条件指数进行统计改进，

实质并未发生改变。传统的贸

易条件指数测度方法，实质上

是以传统国际分工为条件和背

景的。或者说，在以最终产品

为主导的传统分工条件下，传

统贸易条件指数的测度方法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

由于一国出口商品内含了来自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间投入品，

最终产品的附加值不再由本国

独自创造，而可能是多国共同

投入的结果 ，因此出口商品的

价格所表征的产品附加值，显

然已不能完全表示出口国的出

口利益。进口产品同样如此。

但是，无论是在传统国际分工

条件下，还是在全球全球价值

链分工条件下，交换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即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价值交换的本质没有变化。正

是从这一本质特征出发，考虑到国际分工的深刻变化及其影响，更加准确地衡量贸易利益，应摒

弃以价格条件指数为基础的传统贸易条件指数，而应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构建新的贸易条件指

数测度方法，以此来真实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贸易条件

指数测度模型，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简称 WIOD) 提供的基

础数据，计算了 2000—2014 年中国的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分析其变动趋势并与传统贸易条件指

数进行了比较分析，所得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国贸易条件指数的变

化趋势，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图 2 中国传统贸易条件指数变化趋势图

图 1 中国贸易总额及进出口额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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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直接从增加值角度探讨贸易条件指数的文献很少，但是，学术界有关改善传统贸易条件指数

的研究、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研究、以及将增加值纳入贸易条件指数的研究，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

因此，以下文献回顾主要沿着上述三个方面开展。

（一）关于改善传统贸易条件指数的研究。早期，有学者意识到传统贸易条件指数不能适用

于产业内分工，田文等（2006）用垂直专业化率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乘积定义了产业内贸易条

件指数，开拓了从产业内分工的角度分析贸易利益的新角度。李萍等（2015）同样利用垂直专业

化率与价格贸易条件的乘积构建全球价值链贸易条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田野（2017）

基于田文的产业内贸易条件指数构造思路，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的附加值率纳入贸易条件指

数的重构中，但是田野直接将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的 VA 当做贸易增加值来进行测量，测算方法还

有待改进。除了改善贸易条件指数来适应要素分工，大多数学者只是对贸易条件指数的测算进行

了补丁式的改进，吴丹涛等（2011）质疑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帕式公式，提出“环比——定基”

两步法对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进行重新测量。王文治等（2012）利用 SITC 提供的微观数据对中国制

造业 28 个行业进行了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再测算，结论表明不是所有的制造业的贸易条件指数都在

恶化。补丁式改进中最热门的是改善从种类变化视角，改善传统的固定种类测算方法，Feestra（1994）

利用将进口新品种种类加入 CES 函数中的方法，发现考虑产品种类变动是测得的进口价格指数低

于传统的进口价格指数，因此贸易条件指数在固定种类下有被低估的可能。钱学峰等（2010）基

于 Feestra 的模型，利用 6 位数 HS 商品分类的微观贸易数据，基于种类变化的视角，从国家层面

上测算了 1995- 2004 年中国的总体价格贸易条件指数。顾国达等（2017）同样基于种类变化视角，

研究扩展边际下的中国贸易条件指数的动态演进，改进钱学峰单次测算单一进出口替代弹性的方

法，从不同技术等级测算不同的进出口替代弹性，并分析固定种类以变动种类下贸易条件指数差

距的主要来源。

（二）关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研究。金融危机以来，要素分工与全球价值链成为当今全球

化贸易的主要特征，而不再是以最终产品分工为特点，因此传统的总额贸易测算方法应当被贸易

增加值测算方法取代。世界贸易组织（WTO）于 2011 年提出“世界制造倡议”，倡导国际贸易统

计方式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改革就是引入贸易增加值。国内外学者对贸易增加值测算方法展开研究，

主要有利用企业微观数据与非竞争投入产出表两种测算方法。一些学者从微观层面对贸易增加值

进行测算，Upward（2012）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并运用改进的

HIY 方法对 2003-2006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进行了测度。张杰等（2013）采用中

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将从微观层面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

行测算的方法进行改进，并分析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变化的内在机制。高敏雪（2013），张

丹青（2014）等利用企业层面数据测算企业生产增加值，利用出口企业增加值率对贸易增加值进

行推算。但是基于企业微观数据计算企业增加值率难以反应一国总体的贸易利益，因为采用的企

业数据库不能完全反应所有企业，而且只从出口总额分解出国内增加值，没有对进口总额进行分解，

进口中包含国外增加值以及国内增加值，其中进口国内增加值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增加值以半

成品再次进口到中国的部分，进口总额的分解对进一步分析贸易利益有重要意义。

此外，不少学者利用非竞争投入产出表对贸易增加值进行测算，Hummels（2001）利用投入

宋婕：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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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表计算垂直专业化率（HIY），即对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测量，其将出口总额中的

国外增加值扣除，得到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计算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与出口总额的比例，用此

反应垂直专业化率。Koopman（2012）将 HIY 法推广到多国投入产出表，运用 KPWW 方法对世界

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系统的将出口值进行分解，算出口贸易增加值。

（三）关于将增加值纳入贸易条件指数的研究。贸易条件指数被认为是反映贸易利益的重要

指标，可是从中国贸易条件指数恶化与中国福利水平上升的矛盾中，一些学者对贸易条件指数

这一传统衡量贸易利益的指标产生了怀疑，张先锋等（2006）认为单纯的贸易条件指数恶化不能

说明我国的贸易收益在恶化，贸易条件指数恶化是社会福利下降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刘渝林等

（2012）验证用贸易条件指数来衡量一国的福利水平具有局限性，认为贸易条件指数只反应贸易

部门利益，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因此不能依据贸易条件指数来衡量中国是否出现“贫

困化增长”。

随着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的发展，一些学者绕开贸易条件指数这一指标，将贸易增加值纳入

对中国的贸易利益的研究：曾铮等（2008）将贸易增加值纳入对中美制造业贸易利益的分析中，

利用中国统计局的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制造业的贸易附加值，得出中国制造业对美的绝对附

加值上升，但是附加值比重较低，获得的贸易利益较低。林玲（2012）利用中国统计局的投入产

出表，计算贸易附加值衡量我国的制造业及其他行业在 1994-2008 年间的贸易利益水平，发现由

于中国以劳动力比较优势进入贸易分工，其附加值占出口比例低。黎峰（2014）利用多国投入产

出表，将中国的贸易利益分解为属地贸易收益、属权贸易收益、外国属地贸易收益以及中国进口

实现的增值折返及外国属地贸易收益，测算出中国的传统贸易利益实际更大部分都为外国的收益。

戴翔（2015）从出口贸易内含国内附加值视角，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 1995-2011 年中国出

口贸易利益，发现虽然中国的贸易附加值占出口比重降低，但是贸易利益总量可观，另外资本与

知识密集型企业对贸易利益贡献较大且处于上升趋势，从贸易利益来源可以看出中国产业结构有

所优化。郑丹青（2016）利用 1995-011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美行业贸易增加值进行测度，发现

中国在劳动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贸易利益减弱，在知识密集型行业的贸易利益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李丹（2017）提出利用贸易增加值测算我国生产要素收入，以生产要素收入这一微观角度来研究

中国的贸易利益。

综上可见，贸易条件指数测算方法随着实践的发展也不断完善，但总体而言，现有的测度方

法仍然停留在基于传统总值核算法原则的各种修正，虽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识到了现有方法无法

适应产品内分工的事实，但是少有学者从增加值贸易角度对贸易条件指数的测算做出进一步研究

的。与此同时，虽然有关附加值贸易的测算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较大进展，并且这一方法并广泛

运用到分析一国贸易利益问题之中，但可惜的是，这种方法主要聚焦在利益总量层面进行分析，

仍然缺乏从贸易条件指数层面对贸易附加值测算方法加以拓展和运用。

鉴于此，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拓展，所做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

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事实，采用贸易附加值测算法对传统贸易条件指数的测算方法进行

改进和修正，据此构建一个能够反应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特点的贸易利益分配指标；第二，利用

改进后的贸易条件指数测度模型和方法，采用 WIOD 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基础数据，实际测度

2000-2014 年的中国贸易条件指数值；第三，将基于增加值测算的贸易条件指数与基于总值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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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算的贸易条件指数进行比较分析，明晰其差异，从而为更加客观和准确地认识中国贸易条件

指数变动及可能的贸易利益分配变化，提供一个比较分析的视角。

三、模型与数据

（一）测算模型

本文将采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对传统贸易条件指数测度方法进行改进，构建增加值贸易条件

指数，其中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借鉴 KPWW 方法计算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和进口所含国外增

加值；第二步利用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和进口所含国外增加值构建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模型。

1. 增加值核算

借鉴 KPWW 法测算出口所含国内增加至和进口所含国外增加值，需要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

表 1 给出了简化版世界投入产出表，反应了 n 个国家之间的中间投入、最终消耗的关系。在以全

球价值链分工为特点的新贸易格局下，各国之间的中间品贸易增加，世界投入产出表就反应了具

体的数量关系。其中 Xij 组成中间投入矩阵 X，Yij 组成最终消耗矩阵。

表 1  世界投入产出表

投入
中间使用 最终需求

总产出
国家 1 国家 2 … 国家 n 国家 1 国家 2 … 国家 n

中间

投入

国家 1 X11 X12 … X1n Y11 Y12 … Y1n X1

国家 2 X21 X22 … X2n Y21 Y22 … Y2n X2

… … … … … … … … … …

国家 n Xn1 Xn2 … Xnn Yn1 Yn2 … Ynn Xn

增加值 V1 V2 … Vn

总投入 X1 X2 … Xn

运用 KPWW 法对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贸易增加值的原理，实质是利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表推

广到多国的情形。因此，利用下列式子（推导过程详见 Koopman（2012）的 KPWW 法）根据世界

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口所含国内贸易增加值。

其中，
i

i
i X

Vv = ，即 i 国的单位产出中增加值份额， B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 E 为出口矩阵，即每

个国家的出口总额。上述矩阵都可由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按照公式（1）便可得出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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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
i

i
i X

Vv  ，即 i 国的单位产出中增加值份额，B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E 为出口矩

阵，即每个国家的出口总额。上述矩阵都可由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按照公式（1）便

可得出出口增加值矩阵 ortTVexp ，其中第 j 列表示第 j 国出口的总增加值组成部分，其中 jjTV

表示 j 国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其他项之和表示 j 国出口所含总的国外增加值。因此， jjTV

即为我们所求的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 TVE，即 jjjjjj EBvTVTVE 
，

 

   同样，进口总额的增加值分解只需将上列式子中出口矩阵 E 替换为进口矩阵 I ，其中 jjI

为零。计算公式见式（2）。其中进口增加值矩阵为 importTV ，其中第 j 列表示第 j 国进口的

总增加值组成部分，其中 jjTV 表示 j 国进口所含国内增加值，其他项之和
 ji

ijTV 表示 j 国

进口口所含总的国外增加值。因此，
 ji

ijTV 为我们所求的进口所含国外增加值 TVI,，即





ji

ijTVTVI 。 

 

（1）

宋婕：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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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矩阵 ortTV exp ，其中第 j 列表示第 j 国出口的总增加值组成部分， jjTV 表示 j 国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

其他项之和表示 j 国出口所含总的国外增加值。因此， jjTV 即为我们所求的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

TVE，即 jjjjjj EBvTVTVE == 。

同样，进口总额的增加值分解只需将上列式子中出口矩阵 E 替换为进口矩阵 I ，其中 jjI 为零。
计算公式见式（2）。

其中进口增加值矩阵为 importTV ，第 j 列表示第 j 国进口的总增加值组成部分， jjTV 表示 j 国进口所

含国内增加值，其他项之和∑
≠ ji

ijTV 表示 j 国进口口所含总的国外增加值。因此，∑
≠ ji

ijTV 为我们所求的进

口所含国外增加值 TVI, 即 ∑
≠

=
ji

ijTVTVI 。

2. 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标设计

无论是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还是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或是要素贸易条件指数，都是基于进

出口价格指数计算的，式（3）展示了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计算步骤，其实质是反应出口商品与进

口商品的交换比例，可以理解为单位出口商品所能交换的进口商品数。出口价格指数包含单位产

品中原材料、中间品所有者收益与劳动力收益，进口价格指数反应了进口方获得进口商品的成本。

在传统国际分工背景下，由于国际分工是以最终产品为界限，不存在要素的国际流动，因此出口

商品的收益都由国内要素所有者获得，全部是出口国的出口利得。同理，进口价格指数反应的是

为获得进口商品的成本，全部为被进口国的收益。因此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之比能反映

一国的贸易利益或者说贸易利益的大致分配关系。

全球贸易格局下，进出口商品的生产不再由一个国家完成，而是随着生产环节的不断细化与

全球配置而变为由多个国家创造。因此，出口价格指数包括来自国外与国内的生产要素的利益所得，

而不单单只反应出口国的利益所得。同样，由于进口商品是由国外生产要素与国内生产要素共同

生产而成，进口价格不仅进口国反应购买进口商品的代价，其中一部分还会成为进口国的生产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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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标设计 

无论是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还是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或是要素贸易条件指数，都是基

于进出口价格指数计算的，式（3）展示了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计算步骤，其实质是反应出

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交换比例，可以理解为单位出口商品所能交换的进口商品数。出口价格

指数包含单位产品中原材料、中间品所有者收益与劳动力收益，进口价格指数反应了进口方

获得进口商品的成本。在传统国际分工背景下，由于国际分工是以最终产品为界限，不存在

要素的国际流动，因此出口商品的收益都由国内要素所有者获得，全部是出口国的出口利得。

同理，进口价格指数反应的是为获得进口商品的成本，全部为被进口国的收益。因此出口价

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之比能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或者说贸易利益的大致分配关系。                                               

            进口价格指数

出口价格指数
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 

                           （3） 

但是，在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特点的全球贸易格局下，进出口商品的生产不再由一个国

家完成，而是随着生产环节的不断细化与全球配置而变为由多个国家创造。因此，出口价格

指数包括来自国外与国内的生产要素的利益所得，而不单单只反应出口国的利益所得。同样，

由于进口商品是由国外生产要素与国内生产要素共同生产而成，进口价格不仅进口国反应购

买进口商品的代价，其中一部分还会成为进口国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利益所得，成为进口国

在贸易中所获利得的一部分，因此进口价格指数高估了进口国为获得进口商品所消耗的利

益。另外，随着跨国公司成为国家间贸易的重要发起者，贸易利益不再简单的以国家为主体，

跨国公司出于利益需求，可能会出现内部定价，因此各国的进出口价格不能反映自由贸易下

的国家利益。 

（2）

（3）进口价格指数

出口价格指数
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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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所有者的利益所得，成为进口国在贸易中所获利得的一部分，因此进口价格指数高估了进口国

为获得进口商品所消耗的利益。另外，随着跨国公司成为国家间贸易的重要发起者，贸易利益不

再简单的以国家为主体，跨国公司出于利益需求，可能会出现内部定价，因此各国的进出口价格

不能反映自由贸易下的国家利益。

总之，在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国际分工特点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以进出口价格指数为基础构

造的传统贸易条件指数，不能真实地反映国家的贸易利益。贸易增加值可将总值核算中的重复计

算部分剔除，真实地反映贸易利得寺将出口额中的由国内生产创造的增加值（TVE）提取出来，

即剔除了来自国外的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反映一国在出口中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将进口

中属于国内的增加值剔除，计算进口中所含的国外增加值（TVI），即为获取进口商品流向进口国

的贸易利得。用 TVI 除以 TVE，即表示出口的单位国内增加值所换得的国外增加值。本文基于贸

易增加值构建新的贸易条件指数模型，具体的测算方法如公式（4）所示。

              

（4）即为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测算模型，反应出口单位国内增加值交换进口得到的国外增加

值。其中，TVI 与 TVE 由第一部分介绍的测算方法算出。因此，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越高，单位

国内增加值交换得到的国外增加值余额多，因此贸易利益越高。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基于上述方法测算进口所含国外增加值与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并进一步测算增加值贸易

条件指数，我们需要多国投入产出矩阵。目前世界上有多个机构编制多国投入产出矩阵，包括欧

盟（EU）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的 GVC 数据库、OECD 与

WTO 编制的增加值数据库（TiVT）、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ADB-MRIO)、日本

对外贸易组织编制的亚洲国际输入输出表 (AIIOTs) 等。联合国贸发组织的 GVC 数据库涵盖 187 个

国家和 500 多个行业，覆盖面最广，但是此数据库还未发布。此外，大多数数据库都是五年编制

一次。因此，基于全面性和时序性的原则，本文采用采用欧盟委员会于 2016 年发布的世界投入

产出表（WIOD）。该数据库 2016 年发布的数据涵盖了 2000-2014 年的世界投入产出时序数据，

其中包含 43 个国家（27 个欧盟国家和 13 个主要非欧盟经济体） 以及 56 个产业部门（22 个生产

部门和 34 个服务部门） 。本文利用 WIOD 数据提供的基础数据，基于上述测算方法，计算中国

2000-2014 年的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

四、测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的测算方法和基础数据，本文计算了 2000-2014 年中国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TVE）、

中国进口所含国外增加值（TVI）及中国的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具体测算结果见表 2。从图 1 中

国 2000—2014 年出口国内增加值与进口国外增加值来看，在 2000-2014 年期间，除了受到金融危

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的个别年份外，中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与进口国外增加值都呈现显著增长趋

TVE
TVI

==
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

进口所含国外增加值
增加值贸易条件 （4）

宋婕：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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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14 年中国年度出口所含附加值（TVE）与
进口所含国外附加值（TVI）变化趋势图   

势。加入 WTO 后，即 2002-2011 年期间，出口国内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 26.05%，2011 年后增长放缓，

截止 2014 年，平均增长率为 7.18%。2002-2011 年的进口国外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 25.96%，2012

年的进口国外增加值增长率从 24.93% 下降到 2.31%，于 2014 年甚至出现下降。2011 年以前的出

口国内增加值与进口国外增加值的快速增长，体现了中国不断深化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贸易高

速增长的特征事实，2011 年以后出现的减缓态势，可能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全球经济进入深

度调整期有关，即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基本定型，进一步深化的边际难度正在加大，另一

方面，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等因素影响，全球贸易也从以往的高速增长跌落至中低速乃至负增长。

如果说，从增加值角度测算的中国进出口额，虽然在绝对值上会有所不同，但在发展趋势上仍然

与基于总值核算法所得结论基本相似的话，即无论是从增加值角度看，还是从总值角度看，中国

进出口贸易已经从高速增长到增速减缓并趋于平稳。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基于总值统计法计算

的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与基于增加值视角计算的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是否会有显著差异呢？

表 2   2000-2014 年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TVE）与进口国外增加值（TVI）

年份 TVE（亿美元）
TVE

同比增长率
TVI（亿美元）

TVI
同比增长率

增加值贸易条件
（TVE/TVI）

2000 2294.07 —— 2169.86 —— 0.95
2001 2473.76 7.83% 2348.05 8.21% 0.95
2002 3006.64 21.54% 2845.93 21.20% 0.95
2003 3913.54 30.16% 3921.59 37.80% 1.00
2004 5216.79 33.30% 5320.89 35.68% 1.02
2005 6629.15 27.07% 6243.53 17.34% 0.94
2006 8442.46 27.35% 7493.28 20.02% 0.89
2007 10692.48 26.65% 9042.09 20.67% 0.85
2008 12809.61 19.80% 10727.27 18.64% 0.84
2009 11190.82 -12.64% 9645.31 -10.09% 0.86
2010 14392.27 28.61% 13251.55 37.39% 0.92
2011 17271.64 20.01% 16555.25 24.93% 0.96
2012 18513.87 7.19% 16938.07 2.31% 0.91
2013 19806.07 6.98% 18044.00 6.53% 0.91
2014 21269.91 7.39% 17853.05 -1.06% 0.84

表 3 报告了基于总值统计法计算的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以及基于增加值核算法计算的

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其中，传统贸易价格条件数据取自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净易货贸易条件指数

（NTT）， 即 价 格 贸 易 条 件。 此

外，表中数据的增加值贸易条件指

数与净贸易条件指数均以 2000 年

的贸易条件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

根据表 3 的测算结果，图 4 绘制了

2000-2014 年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

与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变化趋势

对比图，以更加直观地比较两种贸

易条件指数的变化趋势及其可能的

差异性。从局部趋势来看，增加值

贸易条件指数与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时而同向波动，时而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变化，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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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存在单一关系，这也印证了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与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背后含义是存在

差异的，或者说，传统总值核算法下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确实存在一定的误判。从总体趋势看，

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与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都呈下降趋势，排除 2008 年金融危机影响，净易货

贸易条件指数从 2000 年开始就一直不断恶化，从 2011 年后有微小幅度扬起。但是增加值贸易条

件指数的总体下降趋势比较缓慢，且存在两个时期的明显上升，即 2002 年至 2004 年和 2008 年至

2011 年。换句话说，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在较大波动中缓慢下降，净贸易条件指数稳健持续下降。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贸易条件指数高估了贸易条件指数的恶化趋势。

另外，虽然从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与净贸易条件指数两个层面看，中国贸易条件指数都是呈

下降趋势，但是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总体上要高于净贸易条件指数。因此，如果从净贸易条件指

数加以评判，中国的利益分配能力会被低估；如果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进行评判，再考虑到中国

贸易增加值总量不断上升的事实，中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的贸易利益，尤其是从发展趋势看似乎

并没有那么糟糕。

表 3   2000-2014 年中国的传统贸易条件指数（NTT）与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TVTT）对比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NTT 100.00 97.44 92.11 92.93 90.77 88.44 89.47 88.55
TVTT 100.00 100.35 100.07 105.94 107.83 99.57 93.84 89.41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
NTT 83.81 91.10 82.05 79.05 79.76 80.65 82.96 ——
TVTT 88.54 91.12 97.34 101.34 96.73 96.32 88.74 ——

此外，从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自身看，表 2 结果表明，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在 0.84~1.02 间波动，

除去 2003、2004 年 TVTT 略高于 1 以外，其他年度的 TVTT 都在 0.959~0.837 之间波动，直观波动

图 5  2000-2014 年中国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变化图

图 4  2000-2014 年中国增加值贸易条件（TVTT）
与传统贸易条件（NTT）变化对比图

宋婕：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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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5。由此看出，中国出口单位国内增加值无法换取多于一单位的进口国外增加值，因此中国

在全球贸易利益分配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中国的附加值贸易增速减缓趋于稳定，意味着中国的

全球价值链格局定型，要想实现进一步的贸易利益分配能力，中国不得不继续进行价值链攀升。

五、简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构建了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通过对中国 2000 年至 2014 年的

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与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对比分析，基本可以看出：第一，基于总量视角

的传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与基于增加值视角的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在总的趋势上都呈现下降趋势，

但是局部的变化方向与变化幅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传统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不能准确刻画中

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获利能力。第二，传统贸易条件指数高估了中国贸易条件指数的恶化趋势，

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反映中国的贸易条件指数处于大幅波动中缓慢下降，这是符合中国的全球价

值链地位的逐步成型事实。第三，贸易增加值的总量增加表明中国在全球贸易利益分配中总量是

上升的，但是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反央出中国逐步成型的贸易格局在全球贸易利益分配中仍处于

较为劣势的地位，需要进一步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

最后，本文只测算了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并对比研究了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与传统贸易条

件指数，但是尚未对增加值贸易条件指数的波动的影响因素，后续将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指导老师：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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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China's Terms of Trade Deteriorated?
Song Jie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Abstract:   Based on the added value of trade perspective,this paper uses Koopman’s KPWW method (2012) of the input 

and output table (WIOD) to calculate China’s domestic value contained in exports and added value from foreign contained 

in imports from 2000 to 2014, , and builds the added value of the terms of trade,analyzes China’s global trade benefit alloca-

tion problem according to added-value terms of trade , and the added value of contrast analysis of the terms of trade and the 

traditional price change trend of terms of tr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price terms of trade have already can’t 

accurately reflect changes in China’s trade interests, increase the price terms of trade show that China’s terms of trade dete-

riorating trend overvalued, but China is still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rade benefits, still need to further 

realize advance the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mprove the trade benefits distribution status.

Key Words:   Value-added trade;Terms of trade; Value-added trade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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