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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can affect the regional energy efficienc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show that the regional energy efficiency is in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centration levels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energy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levels of well coordinated citie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verly dispersed or over-concentrated cities. It follows that the higher the urbanization rate, the
stronger the "inverted U" effects on the energy efficiency would be produced. Hence, the urbanization
path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t different scales is the optimization choice to improve
regional energ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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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分布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影响的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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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区域内的城市规模分布特征会影响该区域的能源利用效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

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城市体系中，随着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度逐渐提高，区域能源利用效

率呈现“倒 U型”变化趋势。即相对于城市规模分布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的状态，在大、

中、小城市分布相对协调的城市体系下，区域能源利用效率会更高。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

规模分布集中度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倒 U型”关系还会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被进一步强

化。由此说明，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是提高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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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完善的城镇化战略不仅需要引导

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而且还需要合理

引导人口流动的方向，即选择和塑造

合适的城镇体系规模结构。城市规模

分布是一定区域内人口规模不等的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数量分布

状况，它反映了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

特征。优化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是我国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否有

利于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是检验城

镇体系规模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标

准。从绿色发展的视角来看，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

就，与此同时，我国的能源消费量也

在大幅度增加，2015年的能源消费总

量已经达到 1978年的 7.5倍多。城镇

化是推动能源消费增加的重要因素

（刘耀彬，2007），与发达国际相

比，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能源消费的增

长速度更快。城镇化率从 39.6%提高到

50.5%的阶段中，美国人均能源消费增

加速度为每年 0.062吨标准煤，中国为

0.164吨标准煤；而且，在大致这个发

展阶段上，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增速

也高于日本和韩国（刘江华等，

2015）。面对能源高消耗带来的资源

环境约束，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塑造

怎样的城镇规模分布结构更有利于提

升能源利用效率就成为一个十分值得

关注的问题。分析和检验城镇化进程

中区域城镇规模分布结构与能源利用

效率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丰富我们

对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认识，而

且对于制定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讨论城市规模分布结构对区域

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时，本文首先分

析单个城市的规模与能源利用效率的

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城市体系

的规模分布特征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

产生的影响。

从单个城市的规模与能源利用效

率的关系来看，城市规模不同产生的

集聚效应和规模收益存在差异，从而

影响能源利用的效率。不同规模的城

市具有不同程度的聚集效应和外部成

本，前者边际收益递减，后者则边际

成本递增，因此存在一个净规模收益

最大的最优城镇规模，城镇的净规模

效应首先随着城镇规模扩大而上升，

在达到峰值之后缓慢下降，即城市规

模的大小与净规模收益之间呈“倒 U
型”变化（王小鲁、夏小林，1999；
Au &Henderson，2006）。一方面，城

市规模扩大可以产生明显的集聚效

应，通过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投入品

分享、服务专业化、要素市场的成

熟、基础设施共享等途径带来正外部

性，集聚带来的正外部性会促进当地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能源作为一

种投入要素，能源效率也会随者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王海宁、陈

媛媛，2010）。另一方面，城市规模

也不是越大越好，过度集聚会带来高

昂的成本（Henderson，2002），当城

市规模膨胀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管

理成本、交通拥挤成本、城市扩容的

建设成本等不断攀升，而生产效率的

提升会放缓甚至下降，出现低效集聚

和规模收益递减问题，从而降低能源

利用效率。一些经验研究也支持了上

述分析。周圣强和朱卫平（2013）的

研究表明随着经济集聚度的提升，就

业密度、企业密度的拥挤效应越来越

凸显，经济效率与集聚度存在着“倒

U 型”关系。李静等（2014）的研究

也表明城市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

“倒 U型”关系。唐根年等（2009）
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在空间聚集过度并

呈现生产要素拥挤的情况下，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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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的输入过剩和输出效率损

失。而段文斌和余泳泽（2011）的研

究则进一步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

提升我国能源效率具有一致性。因

此，城镇规模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具

有“倒 U型”关系，即在城市规模扩

大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先会提升，

但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能源效率

则会转而下降。

对于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的分布

特征，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

分散型结构，即大城市规模不足，而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量较多；二是协

调型结构，这种类型的城市体系中，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规模和数

量适当，形成较协调的金字塔型层次

结构；三是集中型结构，其中处于城

市体系顶端的大城市规模偏大，人口

向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普

遍规模偏小，各级城镇间的规模差距

较大。从不同规模分布特征的城市体

系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产生的影响来

看，在分散型城市体系中，与协调型

结构相比，一方面，大城市规模不

足，其能源使用的规模效益不能充分

发挥出来；而中小城市由于聚集程度

低，能源效率也较低。由此造成分散

型城市体系的总体能源效率比协调型

城市体系要低。对于集中型城市体系

来说，当集中度达到一定程度后，规

模过大的顶层城市会出现拥挤效应和

规模收益递减从而使能源利用效率下

降；同时，这种体系中城镇规模差距

很大，除过规模大的顶层城市外，其

余大量的城镇规模偏小，难以发挥规

模效益，导致这些城镇的能源效率效

益较低。因此，集中型城市体系的总

体能源效率与协调型城市体系相比也

是偏低的。综上所述，与过度分散或

过度集中的城市体系相比，在城市规

模分布相对协调的城市体系中区域能

源利用效率更高。由此提出假说 1：在

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程

度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呈现“倒 U
型”关系。

进一步考虑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

城镇化率的提高，城市规模分布结构

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会发生怎

样的变化。在城镇化率提高过程中农

村进城人口的流向会受到城市体系结

构的影响。如果在不改变城市规模分

布特征的情况下推进城镇化，人口城

镇化率的提高会进一步固化原有的城

市规模分布结构。这种城市规模分布

特征的固化也会促使其对区域能源利

用效率的影响作用在原有基础上更为

突出。由此可以提出假说 2：在不改变

城市体系结构特征的情况下，城市规

模分布集中度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

“倒 U型”关系会在城镇化率提升的

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

3.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3.1. 模型设定

首先，对假说 1 进行检验。为了

检验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能源利用效

率的关系是否为“倒 U型”，本文在

回归模型中加入反映城市规模分布特

征变量的平方项，而且考虑到当期的

能源效率可能会受到以往水平的影

响，由此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0 1 1

2
2

it it it

it it it

EE EE uss

uss C

  

  
  

  
（1）

其中，下标 i和 t表示样本的省份和年

份， itEE 表示能源利用效率， 1itEE 

为能源利用效率的一阶滞后项， ituss
反映城市规模分布特征， itC 为各控制

变量， it 为误差项。

为了检验假说 2，本文借鉴 Rajan
和 Zingales(1998)提出的交互项方法，

构建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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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
2

2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EE EE urban uss
urban uss C
  

  
   

   
（2）

其 中 ， iturban 为 城 镇 化 率 ；

it iturban uss 和 2
3 it iturban uss  是城

镇化率与城市规模分布特征变量一次

项和二次项的交互项。根据 Rajan 和

Zingales [26]的方法，如果模型（2）中

的估计系数 1 和 2 的符号与模型

（1）中 1 和 2 的符号一致，则表明

城镇化率提高会强化城镇规模分布集

中度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倒

U型”关系。

3.2. 变量测算与数据来源

本文中能源利用效率指标采用全

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的能源效率，其含

义是完成既定经济目标所需的最优能

源使用量与实际能源使用量之比（原

毅军等，2012）。本文选择从全要素

生产率角度，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

出的能源技术效率来度量能源效率。

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设定上，本文

借鉴杨莉莉等（2014）的做法，采用

投入要素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产出

变量采用地区实际生产总值，由各省

份名义 GDP 以 1978 年为基期使用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而得；在投

入变量方面，一是各省资本存量，估

算方法采用单豪杰（2008）的永续盘

存法，基期为 1978年；二是各省总就

业人数；三是能源投入，采用以万吨

标准煤为单位的各省能源消费总量度

量。本文使用 Fronitier4.1软件进行估

计。本文中能源利用效率（EE）即由

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

型得出的能源技术效率度量。

城市规模分布特征本文采用空间

基尼系数（ _uss gini ）。本文借鉴

朱顺娟和郑伯红（2014）的方法，计

算各省份的城市人口空间基尼系数，

公式如下：

1_
2( 1)

n n

i j
i j

uss gini p p
n S

 
 

空间基尼系数计算中，需根据人口数

量将城市从小到大排序，其中 pi和 pj
表示第 i位城市和第 j位城市的人口数

量，n为城市数量，S为所有城市的总

人口。城市人口的空间基尼系数越大

表明城市规模分布越集中。

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有：(1)经
济发展水平，用各省的人均实际 GDP
对数（Lngdp）度量，为获得实际 GDP
数据本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对名义

GDP数据进行了平减处理。(2)产业结

构（str），用各省的第三产业增加值

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来反映。(3)
城镇化率（urban），由各省城镇常住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计算。(4)对外开放

（trade），由各省进出口总额与地区

生产总值之比来反映。(5)所有制结构

（soe），由各省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

全省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度量。

本文的样本为 2006-2011 年我国

22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数据

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核算历史资料》和《新中国 60年统计

资料汇编》。

4. 估计结果

对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

本文采用两步法系统 GMM 方法进行

估计。表 1 报告了运用两步法系统

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1）
和（2）进行估计的结果。各列估计结

果的 Sargan检验均在 5%的显著水平上

接受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是过度识

别；AR(1)和 AR(2)检验的结果说明在

10%的显著水平下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

不存在二阶相关，上述检验表明这里

使用估计方法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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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EE EE

（1） （2）

uss_gini 0.0049***
(6.91)

uss_gini 2 -0.0053***
(-6.17)

urban uss_gini 0.0277***
(16.06)

urban uss_gini
2

-0.0364***
(-13.71)

Lngdp 0.0001**
(2.48)

-0.00004
(-0.93)

str 8.64e-06***
(2.91)

9.01e-
06***
(2.64)

urban 0.0004
(0.97)

-0.0043***
(-12.94)

trade -0.0012***
(-15.21)

-0.0012***
(-9.64)

soe -0.0006***
(-3.49)

-0.0001
(-0.76)

L.EE 0.3969***
(8.31)

0.3383***
(15.42)

常数项
0.0027***
(6.98)

0.0045***
(15.89)

Sargan检验
16.682

(p=0.1017)
15.129

(p=0.1278)

AR(1)检验 p值 0. 032 0. 055

AR(2)检验 p值 0.428 0.120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统计

显著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对应的括号内为 z统
计量。

从表 1 第 1 列的估计结果看，对

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空间基尼系数

_uss gini的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显

著为负。反映出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

程度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具有

“倒 U型”关系，验证了假说 1。
在控制变量方面，表 1 第 1 列

中，人均实际 GDP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经济发展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存

在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表明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

有利于提升区域能源利用效率，这与

师傅和沈坤荣（2013）的研究结果是

一致的。城镇化率的估计系数为正，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反映出样本时

期内我国城镇化进程并没有显著提升

能源利用效率，这可能与以往我国城

镇化过程中高投入、高能耗的粗放式

增长方式有关。各省进出口总额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这

表明在样本时期内我国对外贸易并没

有起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这

与杨莉莉等（2014）的实证结果是一

致，原因可能是我国以加工贸易为

主，出口的产品大多是技术含量相对

较低的传统产品，增长模式粗放性问

题比较严重。所有制结构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国有经济占比较高会

抑制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原因可能是

国有经济比重与产业绩效负相关（孙

早、王文，2010），能源作为投入要

素，其效率也会受到国有企业绩效较

低的不利影响。此外，能源利用效率

一阶滞后项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

说明当期能源利用效率的确受到之前

的影响，是有必要设定动态面板数据

模型进行检验的。

从表 1 第 2 列的估计结果看，城

镇化率与空间基尼系数一次项和二次

项的交互项估计系数结果分别是显著

为正和显著为负。与回归（1）中空间

基尼系没有做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符号

是一致的。这说明在动态面板数据模

型下，城镇化率的提高会进一步强化

城市规模分布集中度与能源利用效率

间“倒 U型”关系，验证了假说 2。

5. 结论

本文使用 2006-2011 年的我国 22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样本，通

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实证分析了城市规

模分布特征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之间

的关系，以及城镇化率的提高会对上

述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

度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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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型”关系，即相对于城市规模分布

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的结构，在大、

中、小城镇分布相对协调的城市体系

下，区域能源利用效率会更高。而

且，城市规模分布集中度对区域能源

利用效率的“倒 U型”影响会随城镇

化率的提高被进一步强化。由此说

明，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同规模层次

的城市协调发展的路径是有助于提高

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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