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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基于长三角地区面板数据

邱旭靖 1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 ,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温室气体排放已经上升为全球性环境问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

减排任务和城市化工业化阶段的能源消耗特征存在明显的矛盾。本文在碳排放库兹尼茨曲线

假说的基础上，分析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论文证实了城

市化与人均碳排放量的关系呈现倒 U 型特征、产业结构升级对碳减排具有促进作用；提出了

积极协调产业间要素的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注重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环境的显著影响、发展

第三产业和服务型制造业、在尊重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走协调绿色发展之路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库兹尼茨曲线假说  产业结构升级  城市化  碳排放

一、引言

近年来，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环境问题。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加剧，温室气体浓度一

旦突破临界值，全球或将面临灾难性后果。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二氧化碳

已经成为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根据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数据，近几年全球二氧化碳温室效应年均

贡献量高达 65%，其中 2017 年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约 410 亿吨。与此同时，

人口总量大，发展速度快，使得中国成为 CO2 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明显受到国际减排压力。

我国经济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明显：能源消费特征是增长快和能源需求刚性。

2006—2017 年，我国年能源消费总量平均增长 4.7%。新常态的背景下，高质量经济发展对我国产

业转型提出要求。 

从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减排不仅是我国作为大国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也是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第一大经济地带，近年来区

域经济发展平稳较快，产业结构、动力结构转换明显。在尊重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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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基础上，充分认识城市化、产业结构与能源需求、碳排放之间存在的关系，有利于长三角走绿

色发展之路。

二、碳排放文献综述

在已有研究中，从经济学视域研究此课题的最初大多集中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影

响最大的是由 Grossmann 和 Krueger 在 1991 年提出的环境库兹尼茨曲线（EKC）：伴随着经济

增长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呈倒 U 型 [1]。该假说提出得到了多数学者实证（Roberts&Grimes，

1997; Jalil&Mahmud，2009; 许广月 & 宋德勇，2010）[2]-[4]。但也有部分研究文献的结论与之相悖

（Richmond&Kaufmann，2006; 林伯强 & 蒋竺均，2009）[5，6]。学者们研究结论的分歧，意味着经

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或许将经济增长的具体表现纳入分析，可以解决之前难以

解释的部分。所以，在近来的研究中，学者纷纷开始考察城市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因素对

碳排放的影响。

目前研究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文献逐渐增多。但由于各学者侧重于不同的研究设计，实证

数据选取的对象和时间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同学者对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

异。学者认为城市化对碳排放存在促进影响（Parikh&Shukla，1995; Cole&Neumayer，2004; 林伯强，

2010; 周葵 & 戴小文，2013）[7]-[10]。少数研究表明二者存在负向关系（Sharma，2011）[11] ；此外，

还有研究认为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属于非线，如 Martinez-Zarzpso&Maruotti 考虑不同国家的

异质性，认为城市化与碳排放，间呈先增后减的倒 U 型关系 [12] ；邱强（2017）认为二者之间的关

系呈现出倒 N 型的特征 [13]。

针对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关系，部分研究是着眼于城市化、产业结构和碳排放三者关系。这部

分文章基于三次产业的分类，选取三次产业比重（王薇，2014）或服务业与制造业比重（方齐云，

曹金梅，2016）作为产业结构的简单衡量指标 [14] [15]。另一部分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作为主要方法，

来确定三次产业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联程度（李健，2012；宁杰，2019），而结论说明产业结构

中第二产业与环境污染的关联度最为突出 [16][17]。

就 研 究 的 方 法 而 言， 部 分 学 者 使 用 跨 国、 多 地 区 的 静 态 截 面 或 面 板 数 据 进 行 回 归。

（Poumanyvong&Kaeko，2010），选取 99 个国家 30 年的面板数据，将国家按照人均收入进行分组

研究 [18]。邹庆（2015）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方法，选取中国碳排放数据进行研究 [19]。部分研究还采

用了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方法，如 Hossain（2011）基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利用动态数据，分析经

济增长下，二氧化碳排放和城市化的动态因果关系 [20]。

综合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方法和视角研究产业结构、城市化和碳排放的关

系，得到了不同的结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省份资源禀赋和发展状况具有较大差异，聚焦长

三角地区的分析有利于得出具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建议。

本文在环境库兹尼茨曲线假说背景下，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解为两方面成分，综合考虑产

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拟选取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1995-2016 共 22

年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试图分析研究对象的数量关系。

三、产业结构、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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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效应：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和生产方式转移

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产业结构的一般演变理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劳动力首

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内在推动力。在现代城市化过程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农业生

产方式向非农生产方式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劳动力流动。生产方式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演变，

会造成能源结构的变化和能源消耗总量的急速上升。可以认为，在一定时期，尤其是城市化工业

化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会从总量规模上对环境造成负向影响。

（二）聚集经济效应

聚集经济效应是城市化过程的基础效应。聚集经济效益背后的经济理论是 “外部性因素”（或

称外在经济效益），即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提高（或降低）其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或环境效益。在城市化过程中，产业集聚不仅可以带来市场规模扩大、基础设施充分利用、

运输距离下降、劳动力供需矛盾下降等经济效益，也对环境产生正的外部性。

（三）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

高收入水平是技术研发投入的前提。高研发投入会直接推动技术发展，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

生产效率，也可以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和对污染的处理水平。同时，在收入水平较高时，政府的

财政实力和管理能力会随之水涨船高，同时更加严苛的环境规制使得污染成本上升，由此环境污

染会得到进一步的遏制。而基于波特的创新补偿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创新行为和技术

产生反作用力，激励企业进行下一轮创新。由此，高收入、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会形成良好循环

系统。

因此，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会加速能源消耗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上升。但在发展到

一定阶段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聚集经济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胜出，环境质量好转。可见，

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与环境质量可能呈现倒“U”型关系。

四、指标衡量和模型构建

（一）指标衡量

根据前面的影响机制分析，为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对人均二氧化碳量的影响，建立如

下关系模型：

PCO2=f(urb,urb2,ois,ris,xi)                                                                                                                （1）

1. 被解释变量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PCO2）。实际上，二氧化碳量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只能根据一定的方

法处理测算。在目前已有的文献中，二氧化碳量的计算方法有如下四种：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 美国能源情报署（EIA）; 国际能源总署 (IEA); 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IPCC）。本文采用 IPCC 测算方式。由于本文是对长三角地区省市的分析，而我国

执行《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 试行 )》，对二氧化碳的计算整体上遵循 IPCC 基本方法。在

城市化工业化阶段，源自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最为主要。同时，受数据限制，本文

选取以下燃料品种排放源：煤炭、焦煤、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煤油。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CO2= ∑n 
i=1 Ci = ∑n 

i=1 （ECi*TF i*CCi *CRi*44/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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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O2——表示燃料品种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

   Ci  ——表示各类燃料品种排放的二氧化碳；

  ECi——燃料消费量，一般折算为标准煤系数；

  TF i——转换因子，表示化学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

  CCi——含碳量，表示单位热值含碳量；

  CRi——碳氧化率，表示燃料燃烧过程中的碳氧化率；

  44/12——碳原子质量和二氧化碳分子质量间的转化系数；

以上后四项的乘积结果，被称为二氧化碳系数 , 如表 1 所示。

测算出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后，可使用人均二氧化碳量代表经济体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的碳排放水平。

表 1  二氧化碳系数

能源 折标准煤系数（ECi）
平均低位发热量

（TF i）
单位热值含碳量

（CCi）
碳氧化率
（CRi）

二氧化碳系数

单位 （千克标准煤 / 千克） （千焦 / 千克） （吨碳 /TJ） / （吨 / 吨标准煤）

原煤 0.7143 20908 26.37 0.94 1.9003

焦炭 0.9714 28435 29.5 0.93 2.8604

原油 1.4286 41816 20.1 0.98 3.0202

汽油 1.4714 43070 18.9 0.98 3.1705

煤油 1.4714 43070 19.5 0.98 2.9251

柴油 1.4571 42652 20.2 0.98 3.0179

燃料油 1.4286 41816 21.1 0.98 3.0959

数据来源：前两列数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后两列数据源自《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 试行 )》

2. 解释变量

（1）城市化水平（URB）。城市化过程是地区由传统乡村社会形态发展为现代城市型的过程，

涉及到了土地、人口、科技等众多因素的复杂关系，由此，在对其研究的文献中，城市化的衡量

指标无法形成统一，具体而言人口比率衡量法、城镇土地利用指标法和现代城市化衡量体系等较

为普遍。在本文研究中，考虑到城市居民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与农村居民水平，农业生产方式能源

消耗量和非农业生产存在较大差异，而城镇人口或者劳动力的变化可以代理能源消费水平的变化，

也可以体现出农业生产向非农转变过程。因此，本文利用“城镇人口与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反应

地区城市化水平。同时，增加城市化水平的二次项，意味着本文基于库兹尼茨曲线假说。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综合概念，不是简单等同产业结构变化。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可以较好地区别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层面。

产业结构合理化（RIS）：涉及到经济社会中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匹配情况，对要素配置和利

用合理，有利于能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在目前对产业转型的研究中，对使用泰尔指数反应

产业结构合理化。此指标是对结构偏离度指标的改进，赋予各产业不同的权重以体现各产业的地

位差异，描述了产业产出和资源利用间的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RIS= ∑n 
i=1 Yi/Y*ln(Yi/Li /Y/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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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表示第一二三产业，Yi 与 Li 分别表示第 i 产业的产值和劳动人口，Y 和 L 分别是总

产值和总劳动人口 , Y/L 就是生产率水平。在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当市场出清经济均衡时，各

部门生产率相同，指数为 0，此时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匹配。而指数越大，反映出产业结构和

要素结构越不匹配，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产业结构高级化（OIS）：侧重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或者产业结构重点不断由第一产业

升级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长三角地区在信息化背景下具有引领性资源优势，产业结构高级化

趋势带有显著的“经济结构的服务化”特征。本文将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衡量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理想指标。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值 (PGDP)，贸易开放程度（OPEN）和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国际贸易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等机制对环境产生影响，国内部分文献也实证了贸易开

放程度对碳排放也存在影响。因此本文采用贸易依存度衡量省市贸易开放程度，即进出口总额与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另外，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人口流动和交通工具等，使用人均公路里程数来

衡量。

（二）数据来源

本文构建了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的 1995-2016 年共 22 年面板数据。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历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依据《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 试行 )》。

（三）模型设计

本文旨在分析产业结构、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处理难以观察的个体

效应或者时间效应。在影响碳排放的因素中，有不易观察或难以代理的因素，比如居民文化程度

和消费意愿。本文针对长三角地区，样本母体较小；碳排放影响因素复杂，很难满足个体效应和

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基于此，本文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也通过 Hausman 检验确定个

体固定效应更优。

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取自然对数，建立以下面板数据模型：

邱旭靖：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图 1  长三角地区人均碳排放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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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pco2=β1lnurb+β2(lnurb)2+β3lnris+β4lnois+βiX+u                                                                 （4）

其中，X 为控制变量矩阵。

五、实证分析

（一）碳排放测算结果

在遵循 IPCC 基本方法，选取煤炭、焦煤、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煤油为燃料种排放源，

测算出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结果。 

从测量结果可以看出，上海地区的人均碳排放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人均碳排放在 10 吨 / 人

至 13 吨 / 人的水平。而浙江和江苏的人均碳排放水平相近，在 21 世纪初出现了大幅度上升趋势，

在 2011 年进入平稳态势，浙江省甚至出现了小幅下降趋势。但两省的人均碳排放基本维持在 9 吨

/ 人。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 2 是在库兹尼茨曲线假说的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面板估计结果，

Hansen 检验 P 可以认为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是准确的，模型估计结果的合理性得到满足。

从估计结果上看，β1 显著为正值，β2 显著为负，证明城市化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显著的

倒 U 型几何特征。在发展早期，伴随着粗放型工业化和非智慧型城市化的步伐，能源消费水平上升，

聚集性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环境规制效应对环境的正向影响较小；而在超过具体拐点后，城市

化的发展对人均碳排放会发挥正向影响。并且 β1 较大，β2 较小，说明人均碳排放量随着城市化

发展而下降的拐点，是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才会出现的。

产业结构升级层面，产业合理化产业高级化对人均碳排放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产业结构

合理化而言，β3 为正值，这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降低 ( lnris 值的增大 ) 会直接刺激人均碳排放

量的上升，但是 β3 值较小，意味着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匹配程度等因素对环境影响程度并不

是很突出；而对比而言，β4 值显著为为负，产业的低级结构会对碳排放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

此无论是产业合理化还是产业高级化，都对碳减排产生正向影响，但是二者的影响程度不同。这

lnris
0.077272*

(t=1.78)

lnois
-0.9140588***

 (t=-9.94)

lnpgdp
0.8052718***

(t=9.37)

lnopen
-0.1443547***

(t=-3.59)

lnprai
-0.0112051
(t=0.893)

Hansen 检验（P 值） 0.00

表 2  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

注 :（1）本文计量结果由 STATA14. 0 给出，* ** *** 分别表示在 10% 、5% 和 1% 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估计值的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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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在尊重现阶段能源消费特征的基础上，为实现经济减排，

应更多地关注产出结构的高级化发展趋势。

控制变量，人均地区生产值和贸易开放程度对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效果：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对碳减排的负向作用；而国际贸易的发展能促进碳减排。人均公里数指标不能很好的衡量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很好地反映出基础设施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

（三）稳健性分析 

一般对面板数据的分析需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以避免伪回归的可能性。本文的面板时间为

22 年，应进行单位根检验确保数据是平稳的，实证结果的稳定性。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有很多。但

是适应于本文长面板数据的有：LLC 检验、Breitung 检验、IPS 检验和费雪。检验结果如表 3。

表 3   单位根检验结果

方法 LLC Breitung IPS ADF PP

原
值

lnpco2
0.8771

(0.8098)
0.1544

(0.5614)
0.2439

(0.5963)
3.6001

(0.7306)
3.9116

(0.6886)

lnurb
-1.3397
(0.0902)

-0.9873
(0.1618)

0.5705
(0.7158)

6.2033
(0.4008)

5.2213
(0.5158)

lnurb2
-1.3505
(0.0884)

-1.0658
(0.1433)

0.5425
(0.7063)

5.5665
(0.4735)

4.4282
(0.6189)

lnris
0.6074
0.7282

0.1745
（0.5692）

0.3303
（0.6294）

8.988
（0.1743）

10.5829
（0.1022）

lnois
-1.5425
(0.0615)

-0.3599
（0.3595）

-1.0099
（0.1563）

6.6608
（0.3534）

5.1615
（0.5233）

一
阶
差
分

lnpco2
-1.4806

（0.0694）
-1.3597
(0.087)

-1.2842
(0.0995)

11.9017
(0.0642)

31.2879
(0.00)

lnurb
-2.8594

（0.0021）
-3.7617
(0.0001)

-2.4526
(0.0071)

23.8866
(0.0005)

55.4815
(0.00)

lnurb2
-2.9152

（0.0018）
-3.7781
(0.0001)

-2.5042
(0.0061)

24.7229
(0.0004)

56.2643
(0.00)

lnris
-3.149

（0.0008）
-1.5187
(0.0644)

-3.0786
(0.001)

37.1377
(0.00)

60.3231
(0.00)

lnois
-2.5364

（0.0056）
-1.27966
(0.1000)

-1.9488
(0.0257)

20.1625
(0.0026)

34.61
(0.00)

注：括号为各统计量对应的检验 P 值。

由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涉及的变量原值序列只有 lnurb，(lnurb)2 和 lnois 以 10% 的显著水平通

过了 LLC 检验，其他变量原值都无法拒绝原假设，存在单位根，属于非平稳序列。原值序列的一

阶差分序列则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具体而言 lnurb，(lnurb)2 和 lnois 以 1% 的显著水平通过了 LLC 检验、

Breitung 检验、IPS 检验和费雪检验；而 lnpco2、lnris 分别以 10%、5% 的显著水平通过了各项检验。

这表明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属于平稳序列，即一阶单整 I（1），检验，变量的变化，即产业结构升级、

城市化对未来的环境污染情况会产生永久影响。

六、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运用长三角地区 1995-2016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趋势对对碳排

放量影响，通过实证检验，选取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数据拟合，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对碳排放量存在长期稳定的影响。碳排放量和城市化之间呈现

倒 U 型特征。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发展程度的提升，碳排放量在一定的拐点开始下降，

即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本文的实证结果较好地印证了城市化工业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

邱旭靖：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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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规模效用所带来的能源消费总量上升及其对碳排放的负面影响，逐渐

被聚集经济、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等因素发挥的正向影响所抵消。在超过拐点后，聚集经济、技

术和制度带来的正向效应成为主导，使得人均碳排放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大发展逐渐下降。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维度，即产业合理化和产业高级化，都会对碳减排产生正向影响。

产业结构越合理化，人均碳排放量越小，这表明产业间要素的投入结构，尤其是劳动要素结构，

与产出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是有利于促进碳减排。另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于长三角地区碳

减排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对于调整长三角地区

能源消费结构和改善环境质量存在内在推动力。 

第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碳减排的负向作用，意味着经济发展、能源消耗总量上升，降低

了环境质量。而国际贸易，为地区更好的配置资源，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提供了可能，有助于长三

角地区碳减排。

但是，长三角地区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后期，要达到人均碳排放量的拐点或是提前达

到拐点，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促进地区碳减排，实现绿色发挥发展，在尊重当前能源消耗特征的

基础上，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注重聚集效应、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带来的正向影响，要促

进城市工业布局、人才技术培养、环境规制建设与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相匹配。

第二，注重产业政策与地区的资源禀赋相匹配。应尤其重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环境显著的

正向影响，发展第三产业、服务型制造业，坚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加快新兴低碳产

业的发展。在尊重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走协调、绿色发展之路。

（指导老师：鲁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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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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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ve rise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the world’s largest carbon emitter, 

China has obviou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emission reduction task an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Based on the carbon emission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urbaniz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confirms that there is indeed an inverted U-typ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bu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the tertiary industry. The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akes the road of coordin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Key Words：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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