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时期我国能源消费组合模型预测

2017/4 江苏社会科学· ·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拐点，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

目标，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经济的发展离

不开能源的消费，就国际、国内的能源大形势而言，“十三五”时期能源的消费是有前提、受约束的消

费。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宣布到 2020年中国CO2排放强度在 2005年的基础上

下降40%-45%。2014年我国与美国签署了碳减排协议《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计划2030年

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2014年国务院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提出，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平衡经济发展目标、环境友好、能源可持续

是“十三五”时期的必答题。

石油不仅是各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也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动力源，不仅与一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对一国的经济安全也是举足轻重。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对石油巨大的

需求与国内石油有限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供需缺口不断扩大，巨大的石油缺口必须依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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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拐点，能源消费受到经济发展和气候、

环境问题的双重约束。本文从多角度、运用多种方法预测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同时测度

了能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48.8亿吨标准煤，其

中基于四个角度能源弹性系数、能源消费波动规律、产业结构、人均能源消费的预测值分别为48.5亿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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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进口来弥补，过高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缺乏国际石油定价权的现状意味着我国难以保障持久地以

合理的价格获得足量的石油，给我国的经济安全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综上，在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能源大量消费的惯性下，在受能源总量和能源质量双重约束的

经济目标的引导下，“十三五”时期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会达到多少？能否实现上述雄心勃勃的目标？

有约束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会有多大？能源消费总量的预测是解答这些问

题的前提。本文将从多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对“十三五”时期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做出预测。

一、文献综述

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国内外对能源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能源消费预测则始终是

热点和重点问题，目前已有许多能源需求预测方法，可归纳为单一预测模型和组合预测模型两大类，

单一预测模型根据方法特点又可分为相关关系预测法和时间序列预测法。

相关关系预测法是基于社会经济系统视角，假设能源需求变化不仅与历史距数据相关，亦受其他

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运用统计学方法找出被预测对象与现象之间的因果、结构比例等关系，利用这

些关系作出预测。能源需求相关关系预测方法包括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法、投入产出法等。

能源弹性系数法是基于经济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费增长速度计算出来的，可分为定基能源弹性系

数法和非定基能源弹性系数法，前者是指选取一个基期年，折算GDP实际增速和能源消费增速，后者

则是采用环比增速。刘卫东等（2016）使用定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预测了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

周倩等（2007）运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法对湖北省能源消费需求做了预测。

投入产出法是通过编制棋盘式的投入产出表和建立相应的线性代数方程体系，构成一个模拟现

实的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产品再生产过程的经济数学模型，并据此进行经济分析和预测的方法。Fan
（2007）利用中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以技术、人口、经济和城市化为能源消费主要驱动力的能

源需求模型，预测了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梁巧梅，魏一鸣（2004）用情景划分的方法将能源需求各

因素的影响分离出来，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对能源需求量做了预测。

时间序列预测是基于能源系统视角，假设影响能源需求的因素已经在需求变量中得以体现，且预

测期内不会发生突变，从而推断能源需求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和过去基本一致，因此可通过研究历史数

据对能源消费量做出预测，典型方法包括趋势外推法、指数平滑法等。

趋势外推法的基本原理是：决定事物过去发展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该事物未来的发展；

事物发展过程一般是渐进式变化，而非跳跃式变化，因此依据事物发展规律可以预测出它的未来趋势

和状态，通常适合短期预测。斯琴（2010）以内蒙古1985-2008年能源消费总量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

ARMA模型、趋势外推与ARMA组合模型预测了内蒙古能源消费情况。

指数平滑法是通过计算指数平滑值配合一定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对未来进行预测，随着数据的

远近赋予不同的权数。王梦东、刘敏（2007）建立了能源消费总量的三次指数平滑模型，以1989-2004
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数据为基础预测了2005-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

组合预测模型是将不同单一模型进行不同的组合构成的模型，可以有效地集结各种数据样本的

信息以及不同模型的有用信息，减少单个模型中一些随机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在能源消费预测领

域，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组合预测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时间序列类单一模型的组合预测，刘

爱芹（2010）采用指数平滑模型和ARIMA模型的组合，用标准差法确定组合权重，预测了 2009-2011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第二类是相关关系分析类单一模型的组合预测，梁巧梅，魏一鸣（2004）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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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投入产出与情景分析组合预测模型。第三类是时间序列类与相关关系分析类预测模型的组合，

卢奇、顾培亮等（2003）用标准差法对灰色预测、神经网络及多元回归单一预测模型进行权重分配，构

建组合预测模型对我国未来20年的能源消费量进行了预测。

关于能源消费对经济安全影响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多集中在将能源或是具体的能源品种纳入

到经济安全指标体系中，赋予相应的权重来研究能源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叶卫平（2010）认为石油对

经济安全产生影响的前提假设是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反映在经济安全指标体系中就是一级指标

经济主权安全状况下的重要海峡无危险通过率、重要资源的外资勘探率、重要资源的外资开采率。谢

洪礼（2000）认为石油属于重要物资、能源，对实物运行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影响着国民经济运

行安全，石油自给率指标反映了这一影响程度。赵蓓文（2012）从三维视角构建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

预警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将战略资源子系统放在核心指标内，综合能源对外依存度反映了能源对经济

安全的影响。顾海兵、孙挺（2012）构建了包含三级指标的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认为石油进口依

赖过高会作为外部风险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反映到指标上为石油对外依存度。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文选用了时间序列单一预测模型与相关关系分析单一预测模型相组合的

组合模型。从四个维度选用不同的预测方法对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做了预测，四个维度的选择是基

于对“十三五”时期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与能源消费总量关联度的大小，每个维度中根据其内部特征

和数据特征选择不同的预测方法，最终得到四个能源消费总量预测值，考虑到每个维度各有侧重，故

采用等权重法得到最终预测值。

二、基于弹性系数法的能源消费预测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等于能源消费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首先预测“十三五”时期经济增

长率，然后预测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最后预测能源消费总量。

1. 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根据《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4.4万亿元，GDP增

长率 6.7%，显然“十三五”开局之年已步入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轨道。鉴于“十三五”时期国内外环境

复杂，时间跨度较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故采用周期分析法和专家预测法相结合的方法预测经济

增长率。

（1）周期分析

经济周期是指从经济扩张

到经济衰退，再到经济复苏这

一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现

象。首先观察我国 1979-2016
年经济增长的波动状况（见图

1），按照NBER的“谷谷”周期

划分法，可划出三个完整的周

期，长度大约在 10 年左右。

1981（5.1%）-1990（3.9%）是改

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完整周期，经历了一个先上升然后震荡下跌的过程；1990（3.9%）-1999（7.7%）是第

二个经济周期，周期内先上升后连续下跌；2000（8.5%）-2009（9.4%）是第三个经济周期，周期内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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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1-2016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幅震荡上升后连续下跌。由此看来，2010年开始正式进入第四个经济周期；2016-2019年属于该周期

内，2020年是自1981年以来第四和第五个周期的连接点。

从各周期的数据特征看，周期内第一个五年的平均经济增速要高于第二个五年的。“十二五”期间

平均经济增速为7.8%，判断“十三五”期间平均经济增速不会高于此。另外，在每个五年规划中前一

两年会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根据2016年6.7%的经济增速看，2017年经济增速很可能高于2016
年达到7%或以上，2018和2019年增速可能会缓慢放缓，保持在6.5%-6.7%左右。2020年是“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前后两个周期的连接点，根据前两个周期的数据特征，连接点年份经济增速通常

高于前一年份 1个百分点左右。如第二三个周期连接点年、“九五”收官之年 2000年GDP增长率

8.5%，高于 1999年 0.8个百分点；第三四个周期连接点年，“十一五”收官之年 2010年GDP增长率

10.6%，高于2009年1.2个百分点。据此判断2020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达到7.5%。综上，“十三五”时

期平均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达到6.9%。

（2）专家预测

关于“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率很多专家、机构都做了分析和预测。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

徐林在“中国50人论坛2015年年会”上提到“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可能集中在6%-7%。清华大学

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预测“十三五”期间GDP增长率可能在7.5%左右。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

示“十三五”GDP增速将在6.2%-6.7%之间。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估计“十三五”期间GDP增速

应能保持在7%-7.5%之间。取专家预测值的平均值，“十三五”期间GDP增速大约在7%左右。结合

前文周期分析，估计“十三五”期间GDP增速在7%左右。

2. 弹性系数的预测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已有研究及历史数据均表示我国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波动剧烈，没有明显的规律。鉴于此，本文借鉴刘卫东等（2016）定基能源消费弹性

系数法。该方法采用累计增速重新计算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称为定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解决了能源

消费弹性系数波动大的问题。定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公式如下：et =（Et -E0）/E0
（Gt -G0）/G0）

（1）,其中，E代

表能源消费总量，G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下标 t,0分别代表现期和基期，e代表定基能源消费弹性系

数。本文选1978年为基期，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基期折算的实际值。通过上述公式计算出1991-
2016年定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与统计局公布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做比较，见图2：

从图 2看，定基能源消费弹性

系数较为平稳，而非定基能源消费

弹性系数波动剧烈，因此可以用趋

势外推法预测定基能源消费弹性

系数。2006年起定基能源消费弹

性系数进入一个平稳缓慢下降的

过程，平均每年保持约0.01的降幅

（见表 1）。从近几年中国能源消

费看增速明显放缓，2013-2016年

我 国 能 源 消 费 增 长 率 依 次 为

3.7%、2.2%、0.9%、1.4%，而经济增

69



十三五时期我国能源消费组合模型预测

2017/4 江苏社会科学· ·

长率虽有所放缓但是幅度较小。

因此有理由相信能源消费弹性系

数会继续保持缓慢下降的趋势，

估计“十三五”时期保持 0.01的年

均降幅，预测2020年定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26。根据公式（1）及上节GDP增长率的预测值，预测

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会达到48.5亿吨标准煤。

三、基于能源消费波动规律的能源消费预测

能源消费的波动规律可以从能源消费的绝对量和相对量两个方面寻找，下面将根据能源消费总

量和能源消费增速两个维度的历史数据预测“十三五”时期我国能源消费。

1. 能源消费总量

能源消费总量一路上涨，其波动

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首先看 1979-
2016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情况。

从图3看，1978-2000年能源消费

数据线较为平缓，斜率较小，2000年

可以算是一个拐点，2001-2011年能

源消费数据线较为陡峭，增长较快，

2011至今开始趋于平缓，故可对2001
年至今的数据做拟合。根据拟合趋势

预测“十三五”时期能源消费总量，我

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46.3亿吨标准煤。

2. 能源消费增速

能源消费增速与经济增速、产业结构、能源技术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往往不具有突

变性，故能源消费增速通常具有惯性，短期内较稳定。因此本文对能源消费增速采用移动平均和几何

平均两种方法做预测。

首先看1979-2016年我国能源消

费增速情况，见表2。
先采用 5年移动平均法对 2017-

2020年的能源消费增速做预测，移动平均法通常用于预测短期内变动平稳的经济变量，基于时间越

远的历史数据对被预测对象影响越小的假设，根据时间定长赋予相应权重。本文以五年为定长，依次

赋予0.1、0.15、0.2、0.25、0.3的权重，预测2017-2020年能源消费增速依次为2%、1.8%、1.7% 、1.7%，故

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会达到46.8亿吨标准煤。再采用几何平均法预测，即算出“十二五”期间能源

消费平均增速3.6%，考虑到能源消费增速具有一定平稳性，依此平均增速预测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

50.2亿吨标准煤。最后取移动平均法和几何平均法预测值的平均值，得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47.4
亿吨标准煤。

综合基于能源消费总量和基于能源消费增速的预测值，取两者平均值，得出基于能源消费波动规

律的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预测值为46.9亿吨标准煤。

图3 1978-2016年能源消费总量

表2 2008-2016年我国能源消费增速

年 份
能源消费增速

2008
2.9%

2009
4.8%

2010
7.3%

2011
7.3%

2012
3.9%

2013
3.7%

2014
2.2%

2015
0.9%

2016
1.4%

数据来源：根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及2016年国家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表1 2006-2016年定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年份
et

2006
0.42

2007
0.41

2008
0.39

2009
0.38

2010
0.36

2011
0.36

2012
0.35

2013
0.34

2014
0.37

2015
0.32

2016
0.3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统计局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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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三次产业增加值

四、基于产业结构的能源消费预测

能源消费包括生产能源消费和生活能源消费，生产能源消费量等于三次产业能源消费量之和。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剩

余行业。本节根据产业发展情况预测“十三五”时期能源消费量。

1. 三次产业产值预测

能源强度等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

量，产业能源消费量等于产业能源强度与产业增加

值的乘积。历年能源强度要具有可比性需要将产业

增加值按某一年为基年的可比价计算，本文选取

2005年为基年，根据历年 CPI指数进行平减，得到

2005-2016年三次产业增加值，见表3：
根据上表数据分别画出 2005-2016年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的散点图：

从图4看，三次产业散点图呈现抛物线形，故对

其二次拟合，得到 2005-2016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的

拟合公式，第一产业为 Y=-60.854*X2 + 3292.2X+
17159,R2=0.9881；第二次产业

为 Y=- 618.48*X2 + 20570X +
62656，R2=0.991；第三次产业

为 Y=- 60.854*X2 + 12444X +
64002，R2=0.9995；从各产业拟

合度R2看，拟合度较好，根据

上述公式分别预测 2020年我

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以

2005 年为基期的可比价增加

值 依 次 为 ：54255.6 亿 元 、

233445.1亿元、385906.6亿元。

从各产业特点看，第一产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产品需求弹性较小，国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人口的缓慢增长，都需要第

一产业保障基本的供给。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届时人民生活质

量会更上一层楼，据此预测第一产业的发展趋势至少会保持“十二五”时的惯性发展。第二产业尤其

是工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主导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一直高于其所占比重，2015年第二产

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40.9%，而对经济的拉动贡献达到41.6%。但是近年来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开

始减缓，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结构变迁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深化经济改革。“十三五”期间这

两股作用依然会发挥作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力度还会加深加大，去产能将会使第二产业的发展产生

一定的阵痛，发展速度会受到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十三五”期间“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等战略的实施会对第二产业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综合正负两方面的作用，第二

表3 2005-2016年三次产业增加值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第一产业
增加值
（亿元）
21803.5
22855.9
26210.4
28979.6
30494.6
33926.4
37830.6
40714.2
43220.1
44531.4
45761.0
46816.9

第二产业
增加值
（亿元）
87127.3
101140.7
118061.7
131060.1
140937.6
162762.8
183106.8
192160.3
200632.8
207453.8
212060.4
217820.6

第三产业
增加值
（亿元）
76964.9
89392.3
108576.3
120271.6
137165.3
155813.3
175885.2
194424.0
215536.7
233616.9
260262.9
282514.7

CPI平减
指数

（2005=1）
1

1.02
1.06
1.13
1.12
1.16
1.22
1.25
1.28
1.31
1.33
1.36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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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0-2016年人均能源消费情况

产业的发展会延续“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趋势，缓慢增长，增速有所下降。第三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

猛，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于第一、第二产业。随着城镇化推进、人均收入提

高，人们消费需求由传统的衣食住行等向更高层次的快乐、健康、美丽等需求转变，加之农业与服务业

融合、工业与服务业融合等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趋势，有理由相信“十三五”时期第三产业的发展至少会

保持“十二五”时期的水平。

2. 三次产业能源强度预测

能源强度等于能源消费量比上产业生产总值。产业能源强度通常要比经济体的整体能源强度稳

定，这是由于各产业内部行业能耗相差较小，能源强度的降低主要依赖普遍性行业技术的提高，技术

的提高通常是缓慢的、渐进的，普遍性行业技术的提高则速度就更慢。而整体能源强度的变化不仅依

赖于技术还与产业结构有关，三次产业的能源强度

相差较大，产业结构的变动尤其是第二产业结构的

变动很容易引起能源强度的变动。根据产业能源强

度具有较强稳定性的特点预测“十三五”时期三次产

业的能源强度。

从表4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能源强度具有

很强的稳定性，故选用2010-2014年五年的平均值做

为“十三五”期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预测值，分

别为 0.2、0.31，第二产业能源强度虽然也较稳定，但

有一个缓慢下降的趋势。

根据生产能源消费量=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

业能源强度+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能源强度+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能源强度，结合前面分

析，可预测2020年生产能源消费量为44.3亿吨标准煤。我国能源消费包括生产能源消费和生活能源

消费，根据 2009-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生产能源消费每年均约占能源消费的 90%，预测

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量为49.2亿吨标准煤。

五、基于人均角度的能源消费预测

人均能源消费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均能源

消费量节节攀升，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和统计局数据，从 1981年的 598
千克标准煤增长到 2016年的 3208
千克标准煤。总体上看人均能源消

费量呈上升趋势，大致经历了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1981-2001）缓慢

增长，第二个阶段（2002-2007）快速

增长，第三个阶段（2008-2016）平缓

增长阶段。下面将从数据特征和规

范分析两个方面预测“十三五”时期

人均能源消费。

表4 2005-2016年三次产业能源强度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第一产业
能源强度

0.31
0.28
0.24
0.21
0.20
0.21
0.20
0.19
0.19
0.18

第二产业
能源强度

2.20
1.87
1.73
1.63
1.59
1.64
1.55
1.51
1.49
1.46

第三产业
能源强度

0.46
0.40
0.36
0.34
0.31
0.32
0.32
0.31
0.30
0.29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注：能源强度是按产业增加值2005年不变价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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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5 看，利用 EXCEL 对其进行抛物线拟合，得到拟合公式 y=0.0518x4-2.2593x3+27.732x2+
54.98x+1035.2，R2=0.9955，无论根据拟合线还是R2看，该方程的拟合度都非常好，据此预测2020年我

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为3570千克标准煤。

规范分析看，“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2020年我国要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在当前我国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经济增

长离不开能源消费的增加，因此“十三五”期间人均能源消费会平缓增长。根据上文预测的人均能源

消费量倒推“十三五”期间人均能源消费增速为2.68%，这一增速低于“十二五”期间人均能源消费增

速为3.04%，符合我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趋势，因此规范分析看上述预测值具有可信性。

再看“十三五”时期人口发展情况。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近十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比较

稳定，在5‰上下浮动，2015年4.96‰，2016年5.86‰，考虑到“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估计“十三五”

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依此速度2020年我国人口将会达到14.2亿。综上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

量将会达到50.7亿吨标准煤。

综合基于弹性系数法和能源消费波动规律、产业结构分析的预测值48.5亿吨标准煤、46.9亿吨标

准煤、49.2亿吨标准煤，取四者的平均值，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8.8亿吨标准煤。

六、对经济安全条件的影响及对策

探究能源消费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首先要理解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

方法，第二要理清能源消费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从而才能够对其影响程度进行量化判断。

1. 经济安全条件及指标选取

经济安全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国别性，不同国家的经济安全内涵因国家发展阶段及战略目标不同

而各异。国内对经济安全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历经数十年依然对其内涵未达成共识，但大部

分研究倾向于外部风险对本国经济造成的不安全影响，忽略本国经济自身的“免疫力”。事实上，这是

经济安全的一体两面，好比两者对垒，彼之矛攻吾之盾，安全状况不仅取决于你之矛的锋利程度，亦取

决于我之盾的坚硬程度。基于上述理解，本着“外部着眼，内部着手”的原则，将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内

涵界定为：通过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以保证我国的经济在

面临外在因素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健康发展。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

层次大系统推断法，将经济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大背景下推断，视国家安全为全集，包含经济安全、文

化安全、政治安全等子集。第二层次本系统分析法，从经济安全系统本身研究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本

身是经济安全条件和经济安全能力的组合。第三层次子系统综合法，将国家经济安全按照产业空间

角度、地理空间角度、时间角度等分解为各种子系统，如国别子系统、区域子系统、产业子系统等，从各

子系统推断国家经济安全。

本文采用的是本系统分析方法，根据前文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的界定，将国家经济安全分为国

家经济安全条件和国家经济安全能力两部分。经济安全条件强调外部因素对经济安全的影响，相当

于“彼之矛”，经济安全能力强调经济自身抵抗力，相当于“吾之盾”，二者的相对状况决定了经济安全

的总体状况。本文从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中选

取了与能源消费相关指标。

能源消费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

源等的消费，根据上述指标体系，石油被纳入经济

表5 指标及权重

指标级别
指标名称

权重

一级指标
经济安全条件

100%

二级指标
战略资源

20%

三级指标
石油对外依存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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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标体系，属于一级指标经济安全条件下的战略资源领域，由石油对外依存度指标反映其对经济

安全的影响。

2. 对经济安全条件影响的量化

石油对外依存度指标属于经济安全条件，因此要量化石油对外依存度对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首

先要量化石油对外依存度对经济安全条件的影响程度，根据其所占权重可以直接计算出石油对外依

存度对经济安全条件的安全得分。

（1）计算方法

“石油对外依存度”是一个国家的石油净进口量占本国石油消费的比例。首先要通过科学的预测

方法得到十三五时期该指标的定量数值，之后计算该指标的安全得分，继而根据安全得分判断其安全

类型。首先预测指标值；其次，

确定指标警限及指标所属区

间。本文直接采用以往课题组

研究成果（见表6）。

再次计算安全得分。根据表6，运用内插法计算指标安全得分，具体的计算方法为：设某一已知

数值为x,对应的未知数值为y，通过观测得到已知数值x的左右数值分别为x1和x2，其对应的观测数值

为y1和y2，数值x的观测值可通过插值法，即根据公式:
y - y1
y2 - y1

= x - x1
x2 - x1

求解得到。

最后，根据安全得分判断安全类型。根据2013年经济安全报告指标安全类型分为五类，0-20分

为极度不安全、20-40分为不安全、40-60分为轻度不安全、60-80分为基本安全、80-100分为安全。

（2）计算过程

首先预测“十三五”时期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鉴于前文已经对能源消费总量做了预测，在此只需

要预测能源消费结构、石油生产量即可得到石油消费总量、石油进口量，从而得到石油对外依存度。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预测“十三五”时期煤炭比重将下降到59.3%，天然气比重提升至9.7%，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将由 2015年的 11.5%提升到 2020年的 15.2%，依此判断 2020年石油消费占比

15.8%。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十三五及2030年能源经济展望》报告称，能源

新常态背景下，十三五期间中国煤炭消费量有可能达到峰值，石油需求占比下降到17.6%。厦门大学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由于资源禀赋、石油价格和能源安全问题，“十三五”期间石油

将很稳定地占18%左右。根据统计局数据，2001年—2016年石油消费占比始终保持在16.4%-21.2%
之间，2012-2014年稳定在17%，2015年为18.1%，2016年为18.3%。故本文认为“十三五”时期石油消

费占比应稳定在18%，据此预测202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为8.78亿吨标准煤，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标准煤与原油的折标系数为 1.4286，则 202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为 6.15亿吨。再看我国石油生产情

况，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2010年以来我国石油产量始终稳定在2亿吨左右，2014-2016年生

产量分别为2.1亿吨、2.14亿吨、1.97亿吨。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认为中长期国内石油稳定产量仅

有 2亿吨左右。综上，本文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石油生产量约为 2亿吨。综合上述石油消费量预

测，2020年我国需要进口石油4.15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约为67.5%。

根据表6运用插值法算出2020年石油对外依存度的安全得分为25分，属于不安全类型。根据经

表6 石油对外依存度及安全得分

石油对外依存度
安全得分

20%
100

35%
90

40%
80

45%
70

50%
60

55%
50

60%
40

65%
30

70%
20

75%
10

数据来源：2013年经济安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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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安全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14%，计算出石油对外依存度指标对经济安全条件的影响程度得分为3.5
分。对这一指标再做反向思考：该指标对经济安全条件的不安全影响有多大？经济安全条件满分为

100分，根据石油对外依存度指标权重其满分得分为14分，经济安全条件得分达到60分视为安全大

类，包括安全、基本安全两个安全类型，那么经济安全条件失掉40分即为不安全大类。看石油对外依

存度指标失分占“40分”的比重即可衡量该指标对经济安全条件不安全的影响程度，根据其得分 3.5
分，可知该指标失分10.5分，对经济安全条件不安全影响达到26%，远远高于其在经济安全条件中的

14%的权重。可见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十三五”时期的国家经济安全条件的安全状况。

3. 结论

前文通过多角度分析预测了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并据此预测了石油对外依存度，进一步

量化了该指标对经济安全条件的影响程度，可得出下面两结论：

（1）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48.8亿吨标准煤，距离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2014-2020）》中提出的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48亿吨标准煤左右的目标有一些差

距。这对我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问题都提出了考验。从前文分析看，生产能源消费占了90%，我们

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减少生产能源消费，从产业层面看，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降

低第二产业能源强度能够有效减少生产能源消费。从能源消费结构看，石油消费占比稳定，应大力发

展天然气，鼓励新能源消费。

（2）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7.5%，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其安全得分降到25分，对经济安

全条件不安全影响达到26%，远远高于其在经济安全条件中14%的权重。无论从该指标自身还是从

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都应该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尽快改善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一

要加快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充分发展商业石油储备，同时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加强自

身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抵冲石油对外依存度带来的不安全。二要加大石油开采利用技术的研发，增

加石油自给能力。三要积极发展可替代能源，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四要鼓励低碳生活、绿色交

通，提倡节约能源，降低对石油消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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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recast of the Combination Model of Energy Consumption
During China’s 13th Five-Year Period

— and Also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Impact on Economic Security
Gu Haibing Zhang Shuai

Abstract:“The 13th Five-Year”period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
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en energy consumption is duly constrained by economic develop⁃
ment,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his paper, by using a variety of dimensions and methods, predicts
China's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during the“13th Five-Year”period and measures the influence of energy
consumption on economic security in China. Research shows that in 2020 China's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reach 4.88 billion tons of standard coal. Based on such four dimensions as energy elasticity, energy con⁃
sumption fluctu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er capita energy consumption, predicted values were 4.85 bil⁃
lion tons of standard coal, 4.69 billion tons, 4.92 billion tons, and 5.07billion tons. By 2020, China's depen⁃
dence on foreign oil will reach 67.5% and the economic security score is only 25 points.

Keywords:“the 13th Five-Year”; energy consumption; forecast; economic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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