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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温室气体排放分解分析作为研究事物变化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的
一种分析框架，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作者介绍了目前较

为常用的几种分解方式，并对其进行比较。碳排放指数分解分析方法通常利

用能源恒等式将碳排放量表示为几个因素指数的乘积，根据不同的权重确定

方法进行分解，以明确各个指数的增量份额；这类方法适用于对含有较少因

素的模型进行分解，并适合处理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跨国比较，主要包括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类指数分解与 Ｄｉｖｉｓｉａ类指数分解。其中，ＬＭＤＩⅠ方法凭借无残
差、易使用等优点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则可进行更为

系统的分析，能针对较多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分解，解析各因素对排放量的影

响，但这种方法对数据收集有较高的要求。结构分解分析方法与碳排放分解

分析方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基于投入产出系统，而后者则只需使用部门加

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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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开始尝试发掘影响温室

气体排放变化的深层次因素，从而更深入地探究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一般看来，

温室气体排放量是由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富裕程度、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人口结

构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传统观点认为随着人类财富的增加，日益增长的能源消

费是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并未考虑人口、技术等因素 （Ｋａｙａ，１９８９）。随着研究
的深入，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人口、经济、技术等均为决定排放量的重要因素，这些决

定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对排放量的贡献程度也存在差异。目前，分解分析作为研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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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的一种分析框架，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针对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定量分析因素变动对排放量变动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

这类问题的有效技术手段。

一、碳排放分解分析的基础

碳排放分解分析通常是基于能源恒等式，首先建立碳排放量与其相关影响因素之

间的数量关系，再对排放的变化量进行分解。目前较为常用的能源恒等式有 ＩＰＡＴ类
恒等式与Ｋａｙａ恒等式。ＩＰＡＴ恒等式由Ｅｈｒｌｉｃｈ和 Ｈｏｌｄｒｅｎ（１９７０）提出，反映人口对
环境压力的影响。该方程将环境影响和人口规模、人均财富以及与环境相关的技术水

平联系起来，建立四者之间的恒等式：ＩＭＰＡＣＴ（Ｉ）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 ×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ＩＰＡＴ恒等式主要可用于探求影响排放变化
背后的各驱动因素。其中，Ｉ代表排放量，Ｐ代表人口，Ａ代表财富，Ｔ代表技术或
经济活动的能源效率。在此基础上，Ｗａｇｇｏｎｅｒ和 Ａｕｓｕｂｅｌ（２００２）对 ＩＰＡＴ恒等式进
行了延伸，将技术水平Ｔ进一步分解为单位 ＧＤＰ所消耗的技术 （Ｃ）与每单位技术
对环境的影响 （Ｔ）之积，得出 ＩｍＰＡＣＴ恒等式，即 “Ｉ＝ＰＡＣＴ”。然而，Ｙｏｒｋ等
（２００２）认为ＩＰＡＴ及ＩｍＰＡＣＴ模型均存在一些局限性：若分析问题时仅改变一个因
素，而保持其他因素固定不变，得出的结果即为变化因素对因变量的等比例影响，这

种纯线性关系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为了修正 ＩＰＡＴ模型的不足，分析人口因素对环
境因变量的非线性变化影响，作者又进一步在 ＩＰＡＴ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 ＳＴＩＲＰＡＴ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ｓｂｙ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模型，即：
Ｉｉ＝ａＰ

ｂ
ｉＡ
ｃ
ｉＴ
ｄ
ｉｅｉ。等式两边取对数即可将该模型改写成加法模式：ｌｎＩｉ＝ａ＋ｂｌｎＰｉ＋ｃｌｎＡｉ＋

ｄｌｎＴｉ＋ｅｉ。
Ｋａｙａ恒等式由Ｋａｙａ（１９８９）提出，该式与ＩＰＡＴ的分析框架不同，将经济、政策

和人口等因素与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联系起来，具体表述为：ＣＯ２＝
ＣＯ２
ＰＥ×

ＰＥ
ＧＤＰ×

ＧＤＰ
ＰＯＰ×ＰＯＰ。其中，ＣＯ２、ＰＥ、ＧＤＰ和ＰＯＰ分别代表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次能

源消费总量、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人口总量。其中，
ＣＯ２
ＰＥ、

ＰＥ
ＧＤＰ、

ＧＤＰ
ＰＯＰ又分别被

称为能源结构碳强度 （ＩＣ）、单位 ＧＤＰ能源强度 （Ｉ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
Ｋａｙａ恒等式反映了一国能源结构与经济结构对排放量的影响，能够发掘导致碳排放
变化的深层次因素。同时，Ｋａｙａ恒等式又具有较好的延伸性，使用过程中可根据实
际情况对各因素进行进一步分解，因此 Ｋａｙａ恒等式在碳排放分解问题中的应用也
较为广泛。

碳排放分解方法经过４０年的研究发展，方法学体系常用的分解方法大致可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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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指数分解分析 （Ｉｎｄｅｘ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ＤＡ）与结构分解分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ＤＡ）。相比之下，ＩＤＡ法更为简单，最早发源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的工业能源消费分解研究，适用面也更广。

二、碳排放指数分解分析评价

ＩＤＡ法通常利用能源恒等式将碳排放量表示为几个因素指数的乘积，并根据不同
权重确定方法对各因素进行分解，以确定各个指数的增量份额。该方法的最大优点在

于通过对子行业的分解能够追溯因变量指数能源效率或能源相关的环境变化的原因，

找出间接影响总指数的深层次因素，从而为制定切实可靠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同

时，该方法还适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及跨国比较。ＩＤＡ法主要包括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类指数
分解法与Ｄｉｖｉｓｉａ类指数分解法。

（一）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类指数分解法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指数法于１８６４年由德国数学家Ｅ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提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

８０年代初该思想逐步被运用于能源分解领域。通过固定其他要素于基年的值，观察
某要素在某段时间内波动给待考察总量带来的影响，可以计算该要素带来的冲击程

度，Ｊｅｎｎｅ和Ｃａｔｔｅｌｌ（１９８３）使用该方法测算了美国及英国工业领域内的能源消耗趋
势。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假定在 ｎ维空间中，变量 Ｖ可被分解为 ｎ个影响因素的乘积，
即Ｖ＝∏ｎ

ｉ＝１ｘｉ。在 ［０，Ｔ］周期内，变量 Ｖ的值从 Ｖ０变为 ＶＴ，则有 ΔＶ＝ＶＴ－ＶＯ＝
∏ｎ
ｉ＝１ｘ

Ｔ
ｉ－∏

ｎ
ｉ＝１ｘ

０
ｉ＝∏

ｎ
ｉ＝１ΔＶｘｉ，其中，ｘ

Ｔ
ｉ＝ｘ

０
ｉ＋Δｘｉ，Δｘｉ为因素ｉ在周期 ［０，Ｔ］内的

变动量。通过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因素ｘｉ对总量 Ｖ的影响可表示为：ΔＶｘｉ＝
∏ｎ
ｋ＝１ｘｋ
ｘｉ
Δｘｉ。

然而，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只是一种近似的分解方法，分解方程左边有２ｎ－１项，而方程右
边仅有ｎ项，这表明有２ｎ－１－ｎ个二阶及二阶以上的Δ项被省略。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是所有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类指数分解方法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
步发展出 Ｐａａｓｃｈｅ分解法、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分解法、Ｆｉｓｈｅｒ分解法、Ｓｈａｐｌｅｙ分解
法、Ｓｕｎ分解法等。鉴于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指数分解方法存在残差项被省略、不够精确的问
题，一些学者逐步发展提出一些相关的修正方法。其中，使用较为普遍的方法主要有

三种。

１Ｓｈａｐｌｅｙ分解法
Ｓｈａｐｌｅｙ（１９５３）在分析合作博弈问题时首先提出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的概念，后被广

泛运用于研究成本分配问题。Ａｌｂｒｅｃｈｔ等 （２００２）将其扩展到能源和环境经济分析领
域，并运用该技术分解１９６０—１９９６年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碳排放，发现碳
的能源使用强度与经济增长带来的脱碳程度对碳排放影响最大。Ｓｈａｐｌｅｙ分解方法避
免了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面临的残差问题，最后得到的结果更为精确。ｎ个因素下
Ｓｈａｐｌｅｙ分解的过程可表示为：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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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Ｖｘｉ＝∑ｉ∈ＳＮ，｜Ｓ｜＝ｓ

（ｓ－１）！（ｎ－ｓ）！
ｎ！ ［Ｖ（Ｓ）－Ｖ（Ｓ－｛（ｉ）｝）］

＝∑ｉ∈ＳＮ，｜Ｓ｜＝ｓ

（ｓ－１）！（ｎ－ｓ）！
ｎ！ ∑ｍ

ｊ＝１
（∏ｉ∈Ｓ

ｘＴｊ，ｔ∏ｐ∈Ｎ＼Ｓ
ｘ０ｊ，ｐ－∏ｉ∈（Ｓ－｛（ｉ）｝）

ｘＴｊ，ｉ∏Ｐ∈Ｎ（Ｓ－｛（ｉ）｝）
ｘ０ｊ，ｐ）

（１）

其中，Ｖ（Ｓ）是具有如下特征的函数：当影响因素 ｘｉ在集合 Ｓ内时，使用 Ｔ期
的数据；反之，则使用０期的数据。
２Ｓｕｎ分解法
Ｓｕｎ（１９９８）根据 “联合创造与平均分配”（ＪｏｉｎｔｌｙＣｒｅａｔｅｄａｎｄＥｑｕａｌ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原则，将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推广到全分解模式，同样也能解决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面临的残
差问题。该方法也被称为修正的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或全分解方法。根据该分解方法，因
素ｘｉ对总量Ｖ变化的影响为：

ΔＶｘｉ＝
∏
ｎ

ｋ＝１
ｘｋ

ｘｉ
Δｘｉ＋

１
２∑ｉ≠ｐ
∏
ｎ

ｋ＝１
ｘｋ

ｘｉｘｐ
ΔｘｉΔｘｐ＋

１
３∑ｉ≠ｐ≠ｑ
∏
ｎ

ｋ＝１
ｘｋ

ｘｉｘｐｘｑ
ΔｘｉΔｘｐΔｘｑ＋… ＋

∏
ｎ

ｋ＝１
Δｘｋ

ｎ （２）

由于该方法是对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的全分解，Ｚｈａｎｇ和 Ａｎｇ（２００１）称之为 “修正

的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方法。修正的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具备易于计算与理解等优点，目前
已被广泛应用于能源分解研究领域。Ｐａｕｌ和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２００４）使用该方法分析了
印度１９８０—１９９６年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将其分解为四种因素的作用：污
染系数、能源强度、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并发现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变化影响程

度最大。Ｚｈａｎｇ等 （２００９）则用其探讨了中国１９９１—２００６年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影
响因素，将二氧化碳排放变化量分解为四种因素：二氧化碳强度、能源强度、经济结

构、经济增长。同样发现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变化量的增加有显著正相关性，而

能源强度的提高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排放量，二氧化碳强度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排

放量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Ｓｈａｐｌｅｙ分解法与修正的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均为加法分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Ａｎｇ等 （２００９）经过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了 Ｓｈａｐｌｅｙ分解法完全等价于修正的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将Ｓｈａｐｌｅｙ分解法改写成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指数形式时，其表达式与修正的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完全相同。因此，Ａｎｇ等 （２００９）将上述两种方法统称为 “Ｓ／Ｓ分解
法”（Ｓｈａｐｌｅｙ／Ｓｕ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修正的Ｆｉｓｈｅｒ指数分解法
Ｆｉｓｈｅｒ（１９２２）提出了著名的两要素Ｆｉｓｈｅｒ指数公式，后被Ｌｉｕ和Ａｎｇ（２００３）等

人运用于排放分解问题的研究。假定Ｖ为一排放总指数，其值受ｘ１、ｘ２两个因素的影
响，有Ｖ＝∑ｉＶｉ＝∑ｉｘ１ｉｘ２ｉ。下标ｉ表示构成总指数的类别，如所消耗能源的种类，区域

内的各个国家等。从时间点０到Ｔ，Ｖ值的变动水平 Ｄ为：Ｄ＝Ｖ
Ｔ

Ｖ０
＝
∑ｉｘ

Ｔ
１ｉｘ
Ｔ
２ｉ

∑ｉｘ
０
１ｉｘ
Ｔ０
２ｉ
＝Ｄｘ１Ｄ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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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Ｄｘ１、Ｄｘ２分别为因素 ｘ１、ｘ２给 Ｖ值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利用 Ｆｉｓｈｅｒ指数公
式，则有：

Ｄｘ１ ＝
∑
ｉ
ｘＴ１ｉｘ

０
２ｉ

∑
ｉ
ｘ０１ｉｘ

０
２ｉ

·
∑
ｉ
ｘＴ１ｉｘ

Ｔ
２ｉ

∑
ｉ
ｘ０１ｉｘ

Ｔ
２







ｉ

１
２

（３）

Ｄｘ２ ＝
∑
ｉ
ｘ０１ｉｘ

Ｔ
２ｉ

∑
ｉ
ｘ０１ｉｘ

０
２ｉ

·
∑
ｉ
ｘＴ１ｉｘ

Ｔ
２ｉ

∑
ｉ
ｘＴ１ｉｘ

０
２







ｉ

１
２

（４）

然而，由于现实中，影响排放的因素通常不止两个，传统的Ｆｉｓｈｅｒ分解模型也逐
渐面临一些局限性。Ａｎｇ等 （２００４）将其推广到 ｎ个因素模式下，并称之为 “修正

的Ｆｉｓｈｅｒ指数分解法”。目前该方法已成为基于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原理的重要方法之一。
假定变量 Ｖ受 ｎ个因素的影响，有 Ｖ＝∑ｉｘ１ｘ２…ｘｎ。定义集合 Ｎ＝｛１，２，…，

ｎ｝，且Ｎ的基数为 ｎ。集合 Ｓ为 Ｎ的子集，且 Ｓ的基数为 ｓ′。定义函数 Ｖ（Ｓ） ＝
（∏ｌ∈Ｓｘ

Ｔ
ｌ∏ｍ∈Ｎ＼ｓｘ

０
ｍ）且有 Ｖ（） ＝∑ （∏ｍ∈Ｎｘ

０
ｍ），其中 为空集。根据 “几何平

均”准则，可将 Ｄ分解为 ｎ个部分。ｘｊ对 Ｖ值变化的影响 Ｄｘｊ为：Ｄｘｊ＝∏ＳＮ
Ｊ∈Ｓ

Ｖ（Ｓ）
Ｖ（Ｓ｛ｊ｝）

（ｓ′－１）（ｎ－ｓ′）！
ｎ[ ]！

。上式即为一般情况下Ｆｉｓｈｅｒ分解的表达式。当ｎ＝２时，该式

即为传统Ｆｉｓｈｅｒ分解法的表达式。相比于Ｓｈａｐｌｅｙ分解法与修正的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指数分解
法，修正的Ｆｉｓｈｅｒ分解法属于乘法分解。Ａｎｇ等 （２００９）认为修正的Ｆｉｓｈｅｒ分解法即
为Ｓ／Ｓ分解法的乘法表达式。

（二）Ｄｉｖｉｓｉａ指数分解法
Ｄｉｖｉｓｉａ指数分解法最先由 Ｂｏｙｄ等 （１９８７）提出，后经 Ａｎｇ等人的修正与发展，

目前已成为能源与环境经济分解研究领域内继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指数分解外的又一类重要方
法。Ｄｉｖｉｓｉａ指数分解法主要包括ＡＭＤＩ（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ＭｅａｎＤｉｖｉｓｉａＩｎｄｅｘ）与ＬＭＤＩ（Ｌｏｇ
ＭｅａｎＤｉｖｉｓｉａＩｎｄｅｘ）两种方法。Ｄｉｖｉｓｉａ分解法通常假定一排放指数Ｖ受ｎ个因素的影
响，有Ｖ＝∑ｉｘ１ｉｘ２ｉ…ｘｎｉ，且Ｖｉ＝ｘ１ｉｘ２ｉ…ｘｎｉ，其中下标ｉ表示构成总指数的类别，如所
消耗能源的种类等。指数Ｖ从０期的Ｖ０＝∑ｉｘ

０
１ｉｘ
０
２ｉ…ｘ

０
ｎｉ变为Ｔ期的 Ｖ

Ｔ＝∑ｉｘ
Ｔ
１ｉｘ
Ｔ
２ｉ…ｘ

Ｔ
ｎｉ，

因此可在此基础上对Ｔ期内的排放变动量进行分解。Ｄｉｖｉｓｉａ分解法一般具有乘法分解
与加法分解两种形式。乘法分解模式为 Ｄｔｏｔ＝Ｖ

Ｔ／Ｖ０＝Ｄｘ１Ｄｘ２…Ｄｘｎ；加法分解模式为

ΔＶｔｏｔ＝Ｖ
Ｔ－Ｖ０＝ΔＶｘ１＋ΔＶｘ１＋…＋ΔＶｘｎ。

１ＡＭＤＩ分解法
ＡＭＤＩ分解法由 Ｂｏｙｄ等 （１９８７）提出，其最初是乘法分解形式，随后 Ｂｏｙｄ等

（１９８８）又提出了该方法的加法分解形式。ＡＭＤＩ与 ＬＭＤＩ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替代使
用，所得的分解结果通常也较为接近。通过ＡＭＤＩ分解，分别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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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模式下： Ｄｘｋ＝ｅｘｐ∑ｉＷｉｌｎ
ｘＴｋｉ
ｘ０( ){ }
ｋｉ

（５）

加法模式下： ΔＶｘｋ＝∑ｉＷ′ｉｌｎ
ｘＴｋｉ
ｘ０( )
ｋｉ

（６）

其中Ｗｉ ＝
ＶＴｉ
ＶＴ
＋Ｖ０ｉ／Ｖ( )０ ／２，且Ｗ′ｉ＝（ＶＴｉ＋Ｖ０ｉ）／２。

２ＬＭＤＩ分解法
ＬＭＤＩ分解法又可进一步分为 ＬＭＤＩⅠ分解与 ＬＭＤＩⅡ分解两类，并均有乘法分

解与加法分解的模式。Ａｎｇ等 （１９９８）最先提出ＬＭＤＩⅠ的加法分解模式。随后Ａｎｇ
和Ｌｉｕ（２００１）又提出了 ＬＤＭＩⅠ的乘法分解模式。ＬＭＤＩⅡ分解则由 Ａｎｇ和 Ｃｈｏｉ
（１９９７）提出。由于所得结果与ＬＭＤＩⅠ较为接近，但计算过程更为复杂，该方法并
未得到普遍使用。

ＬＭＤＩⅠ下乘法分解模式为 Ｄｘｋ＝ｅｘｐ∑ｉ
Ｌ（ＶＴｉ，Ｖ

０
ｉ）

Ｌ（ＶＴ，Ｖ０）
ｌｎ
ｘＴｋｉ
ｘ０( )[ ]
ｋｉ
；加法分解模式为

ΔＶｘｋ＝∑ｉＬ（Ｖ
Ｔ
ｉ，Ｖ

０
ｉ）ｌｎ

ｘＴｋｉ
ｘ０( )
ｋｉ
，其中函数Ｌ（ａ，ｂ）为两正数ａ，ｂ的对数平均值，即：

Ｌ（ａ，ｂ）＝
ａ－ｂ
ｌｎａ－ｌｎｂ，　ａ≠ｂ

ａ，
{

ａ＝ｂ
（７）

ＬＭＤＩⅡ下乘法分解模式为：

Ｄｘｋ ＝ｅｘｐ∑ｉ
Ｌ（ｗＴｉ，ｗ

０
ｉ）

∑
ｊ
Ｌ（ｗＴｊ，ｗ

０
ｊ）
ｌｎ ｘ

Ｔ
ｋｉ

ｘ０( )[ ]
ｋｉ

（８）

加法分解模式为：ΔＶｘｋ＝∑ｉ
Ｌ（ｗＴｉ，ｗ

０
ｉ）

∑ｊＬ（ｗ
Ｔ
ｊ，ｗ

０
ｊ）
Ｌ（ＶＴ，Ｖ０）ｌｎ

ｘＴｋｉ
ｘ０( )
ｋｉ

（９）

其中ｗＴｉ＝Ｖ
Ｔ
ｉ／Ｖ

Ｔ，ｗ０ｉ＝Ｖ
０
ｉ／Ｖ

０。

可见ＬＭＤＩⅠ与ＬＭＤＩⅡ两种分解方法在形式上非常相似，差别仅在于ｌｎ
ｘＴｋｉ
ｘ０( )
ｋｉ
前

的权重不同；而ＡＭＤＩ分解法与 ＬＭＤＩ分解法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权重项为加权平均，
而后者的权重项为对数平均。

３方法应用领域
ＬＭＤＩⅠ目前已成为最为流行的碳排放分解方法，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领域。
（１）分析国家碳排放影响因素。Ｌｅｅ和Ｏｈ（２００５）利用ＬＭＤＩⅠ法分解了ＡＰＥＣ

国家或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变动量，发现人均 ＧＤＰ与人口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
长的主要因素。Ｈａｔｚｉｇｅｏｒｇｉｏｕ等 （２００８）则分别利用 ＡＭＤＩ分解法与 ＬＭＤＩⅠ分解法

３０１

渠慎宁：碳排放分解：理论基础、路径剖析与选择评判



将希腊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变动量分解为收入、能源强度、能源节约指数
与人口这四个因素的影响结果。结果表明收入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主要原

因，而能源强度的提高对排放量的减少起着积极作用。同时，比较两种方法得出的结

果可以发现ＬＭＤＩⅠ分解法比ＡＭＤＩ分解法有更高的精确度。Ｍａ和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８）利
用ＬＭＤＩⅠ分解方法将中国１９７１—２００３年碳排放的变化分解为六个因素的影响，包
括矿物能源替代效应、生物质能替代效应、技术效应、无碳能源替代效应、经济规模

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分解测算结果显示，矿物能源替代效应、人口增长都是导致中

国碳排放量的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技术效应、经济规模效应自改革开放后对碳排放的

影响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所改变。同时，中国人口增长对碳排放的边际影响正在减弱。

（２）分析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Ｌｉｕ等 （２０１２）将视角进一步延伸到城市层次，
其利用ＬＭＤＩⅠ分解法探究了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城市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推
动温室气体排放变化的驱动力量。他们发现，这四个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增长主要受经

济活动因素决定。而由进口能源使用导致的间接碳排放比重的增长，也表明这些大城

市越来越依赖于周边区域的能源供给。因此，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变经济结构和

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至关重要。崔盼盼等 （２０１８）核算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中国３０个省份
的城镇居民隐含碳排放，并用ＬＭＤＩⅠ分解法分析碳了排放的驱动机制及空间分异特
征。研究结果表明：消费水平提高是各区域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就是北部沿海区域；多数地区的人口规模效应对隐含碳排放的增加起到正向作

用，强正向作用区域与东西部的人口分界线趋于一致；隐含碳排放强度效应是中国各

省份隐含碳排放下降的决定因素。

（３）分析行业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范建双和周林 （２０１９）利用Ｋａｙａ恒等式与
ＬＭＤＩⅠ分解法对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碳排放进行了分解，重点考察了城
镇化与房地产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城镇化对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影响，而城镇化

房地产投资强度对碳排放具有促增效应，在两者交互作用下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

应显著为负。李波等 （２０１８）利用ＬＭＤＩⅠ分解法和聚类分析法，讨论优化农地利用
方式对湖北省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其研究发现，１９９３—２０１５年农地经济发展因素累
积引发２７６３３％的湖北碳排放增量，占比最高；而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生态退耕产生碳汇
波动较大，从而导致林地和草地碳汇量呈现递减态势。因此，加强农地碳库建设和完

善农地补偿制度将有助于推进湖北农地利用低碳化。赵玉焕等 （２０１８）将国民经济
七大行业分为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用 ＬＭＤＩⅠ分解法将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七大行
业的碳排放分解成五种因素，并指出活动效应促进了除电力行业外的碳排放，而规模

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分别对建筑业和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影响最大。

三、ＩＤＡ类分解方法之间的比较、选择与演进

综上所述，ＩＤＡ类分解法的主要分类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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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ＩＤＡ分解原理的主要分解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Ａｎｇ（２００４）整理。

由于ＩＤＡ类分解方法为数众多，面对问题时，应当选择何种方法成为实际应用
中常会出现的问题。Ａｎｇ（２００４）提出了评价分解方法的四个准则，包括理论评价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适应性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易用性 （ＥａｓｅｏｆＵｓｅ）、结果的易理
解性 （Ｅａｓｅ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首先，理论评价是基于指数理论 （ＩｎｄｅｘＮ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对分解过程进行测试。Ａｎｇ等 （２００４）提出了四种测试方法：因素反转测试
（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Ｔｅｓｔ）、时 间 反 转 测 试 （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Ｔｅｓｔ）、均 衡 性 测 试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ｅｓｔ）与集聚测试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Ｈｏｅｋｓｔｒａ和 ｖａｎｄｅｒＢｅｒｇｈ
（２００３）在其基础上又补充了零值时的稳健性 （ＺｅｒｏＶａｌｕｅＲｏｂｕｓｔ）与负值时的稳健
性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Ｒｏｂｕｓｔ）两种测试方法。在这六项测试方法中，因素反转测试检
验最为重要，该测试检验分解方法是否会产生残差项，是否为全分解。通过该测试的

方法即可认为是较理想的分解方法。Ａｎｇ等 （２００４）、Ｈｏｅｋｓｔｒａ和 ｖａｎｄｅｒＢｅｒｇｈ
（２００３）对目前常用的几种分解方法进行了测试 （见表１），结果显示Ｓ／Ｓ分解法、修
正的Ｆｉｓｈｅｒ分解法与ＬＭＤＩ分解法均能通过因素反转测试。通过对各分解方法进行这
六项测试，结果显示Ｓ／Ｓ分解法各项测试全部通过；排名第二的是修正的 Ｆｉｓｈｅｒ分
解，通过了五项测试；排名第三的是ＬＭＤＩⅠ分解方法，通过了四项测试。就理论评
价而言，这三种分解都是较为优秀的方法，值得学者们采用。

适应性准则是指该方法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能够解决大多数常见问题，如进行

时间序列分析与跨国比较等。可以通过检验分解方法能否处理含有大量偏差的数据、

零值与负值来判断是否满足该准则。易用性准则是评判不同分解方法对于使用者来说

是否容易上手。结果的易理解性与分解方法的理论评价具有密切联系。一般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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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分解方法的检验结果

分解方法
因素反转测试

（全分解测试）

时间反转

测试

均衡性

测试
集聚测试

零值时的

稳健性

负值时的

稳健性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 ○ ○ ● ● ● ●

修正的Ｆｉｓｈｅｒ分解法 ● ● ● ○ ● ●

Ｓ／Ｓ分解法 ● ● ● ● ● ●

ＡＭＤＩ分解法 ○ ● ● ○ ○ ○

ＬＭＤＩⅠ分解法 ● ● ○ ● ● ○

ＬＭＤＩⅡ分解法 ● ● ○ ○ ● ○

　　注：“○”表示未通过该测试，“●”表示通过该测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Ａｎｇ等 （２００４）、Ｈｏｅｋｓｔｒａ和ｖａｎｄｅｒＢｅｒｇｈ（２００３）整理。

全分解得出的结果要比有残差分解的结果复杂，因此相对较难理解。同时，结果的易

理解性也与乘法分解、加法分解具有一定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加法分解的结果较乘

法分解更易理解，反之亦存在。因此，若某分解方法的加法分解模式与乘法分解模式

的结果可相互转换，其将得到更高的易理解性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如表１所示，Ｄｉｖｉｓｉａ类分解方法中，ＡＭＤＩ分解法较 ＬＭＤＩ分解
法相比具有明显的缺陷。一方面，ＡＭＤＩ分解法未通过因素反转测试，不能进行全分
解，从而会产生残差项，影响结果的精确性；另一方面，当数据集合中含有零值时，

ＡＭＤＩ分解法将无法处理。同样，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类分解方法中，由于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不
能通过因素反转测试与时间反转测试，修正的Ｆｉｓｈｅｒ分解法与Ｓ／Ｓ分解法将会是更好
的选择。Ａｎｇ等 （２００４）认为在所有ＩＤＡ类分解方法中，ＬＭＤＩⅠ分解法是最好的方
法。首先，ＬＭＤＩⅠ分解法可以通过了因素反转测试与时间反转测试，不会产生残差
项。其次，ＬＭＤＩⅠ分解法中的乘法分解可以转换成加法分解的形式。对乘法分解的

公式两边取对数，则有 ｌｎ（Ｄｘｋ） ＝∑ｉ
Ｌ（ＶＴｉ，Ｖ

０
ｉ）

Ｌ（ＶＴ，Ｖ０）
ｌｎ
ｘＴｋｉ
ｘ０( )
ｋｉ
。同时，Ａｎｇ（２００４）证明

了ＬＭＤＩⅠ分解法下的乘法分解与加法分解具有如下关系：
ΔＶｘｋ
ｌｎＤｘｋ

＝
ΔＶｔｏｔ
ｌｎＤｔｏｔ

。与此相比，

修正的Ｆｉｓｈｅｒ分解法与Ｓ／Ｓ分解法均不具备这两种特征；另外ＬＭＤＩⅠ分解法的分解
结果更容易被理解；而且ＬＭＤＩⅠ方法的分解过程较修正的Ｆｉｓｈｅｒ分解法与Ｓ／Ｓ分解
法更为简单，更易投入实际应用。然而，相比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类分解方法，ＬＭＤＩⅠ分解法
的主要缺陷在于无法处理负值数据。Ａｎｇ和Ｌｉｕ（２００７）使用 “分析极限”的方法成

功解决了这一问题。由此，ＬＭＤＩⅠ分解法可被用于解决任何分解问题，包括ＳＤＡ方
法下会出现的数据为负值或零值的情况。综上所述，在 ＩＤＡ类分解方法中，首选是
ＬＭＤＩⅠ分解法，其次是Ｓ／Ｓ分解法，最后是修正的Ｆｉｓｈｅｒ分解法。

随着需要分析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些学者对 ＩＤＡ分解方法进行了延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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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１）改进 ＩＤＡ法进行贡献率分析。Ｃｈｏｉ
和Ａｎｇ（２０１２）将传统的ＩＤＡ法延伸到贡献率分析，以此来解决总量指数的增长率
分解问题。在能源消费强度增长率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目标后，贡献率分析对此尤

其适用。Ｇｏｎｚáｌｅｚ（２０１５）将能源消费强度分析纳入了 ＬＭＤＩ分解方法框架中，开发
出一个新的分析模型来测算欧洲国家每一部门对能源消费强度因素的贡献率影响。研

究结果发现，欧洲一些转型经济体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对能源消费强度的改进效应明

显，而工业部门 （包括建筑业）在欧洲主要国家给总量能源消费强度带来的均是负

面影响。

（２）改进ＩＤＡ法进行跨区域的能源消费或碳排放效果比较。Ｌｓｃｈｅｌ等 （２０１５）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研究了欧盟２７国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的能源消费强度下降问题。
其将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归因于一国工业结构的改变与工业部门能源这两个因素，并

用ＩＤＡ法对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解，发现不同国家对这两个因素的不同控制
程度，是造成各国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了更好地分析多区域问题，识别

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下碳排放的变化原因，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Ａｎｇ等 （２０１６）构
建了一个包含跨期跨区域的空间ＩＤＡ模型，并用来比较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１０国发电产生
的碳排放强度，进一步扩大了ＩＤＡ法的应用范围。

（３）融入其他模型拓展 ＩＤＡ法的分析框架。刘博文等 （２０１８）在 ＬＭＤＩ分解法
框架中融入了Ｔａｐｉｏ脱钩指数①，对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中国碳排放的脱钩弹性和脱钩努力
程度从全国和地区层面进行了分析。其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在 “九五”、 “十一五”

和 “十二五”期间呈现弱脱钩状态，而各地区均做出了脱钩努力，其中北京脱钩努

力最大，宁夏和青海脱钩努力最小。胡振等 （２０１８）构建了一个 ＩＰＡＴＬＭＤＩ扩大模
型，涵盖了家庭规模、住宅利用率、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率、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

消耗强度等多个因素，对日本家庭碳排放的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其发现碳排放率、

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日本家庭碳排放上升的主要因素，而住宅利用

率、家庭规模和能源消耗强度是抑制因素，这表明优化家庭能源结构、合理控制住宅

增速和节能标准，将有助于实现碳减排。

四、结构分解分析评价

ＳＤＡ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以消耗系数矩阵为基础，可对各影响因素如产业部
门最终需求、国际贸易等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其主要分析工具为投入产出法。早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投入产出分析就已被用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中。进入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后，该法逐步成为研究能源排放分解的有力工具，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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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Ｔａｐｉｏ脱钩指标是一种弹性系数指标，该指标基于碳排放和经济产出的变化量之比，以弹性值范围来界
定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 “脱钩”状态。



（ＧｏｕｌｄａｎｄＫｕｌｓｈｒｅｓｈｔｈａ，１９８６）。投入产出分析是一种研究经济系统各个部分间表现
为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数量方法。假定Ｍ＝ｃ（Ｉ－Ａ）－１，其中ｃ为１×ｎ
阶矩阵，表示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Ａ为 ｎ×ｎ阶矩阵，表示当前消费需求，包括对
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的需求；Ｉ为单位矩阵。 （Ｉ－Ａ）－１即为 “里昂惕夫逆矩阵”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Ｉｎｖｅｒｓｅ）Ｌ。
要素总量为Ｃ＝Ｍｙ＋Ｃｄ。其中，ｙ为ｎ×１阶商品投入向量；Ｃｄ为一标量，表示

直接使用要素；Ｍｙ表示所有投入中间接使用的要素。
在ＳＤＡ法研究中，需要将上述的排放总量 Ｃ结构性地分解为对排放有影响的各

种因素。Ｌｅｎｚｅｎ（２００３）设定Ｃ＝ｃＬｙ＋Ｃｄ，并将Ｌ分解为前向关联ｆ（表示消费者对
排放的影响）、工业结构Ｓ及后向关联ｂ（表示厂商对排放的影响）。定义ｆ＝∑ｎ

ｉ＝１Ｌｉｊ，

Ｓ＝ Ｌ
∑ｎ
ｉ＝１Ｌｉｊ

，ｂ＝∑ｎ
ｊ＝１Ｌｉｊ，从而将 Ｌ分解为 Ｌ＝∑

ｎ
ｉ＝１Ｌｉｊ

Ｌ
∑ｎ
ｉ＝１Ｌｉｊ∑

ｎ
ｊ＝１Ｌｉｊ

∑ｎ
ｊ＝１Ｌｉｊ，即 Ｌ＝

ｆＳｂ。ｙ也可被分解为ｙ＝ｕｖＹＰ＋ｇＺ。其中，ｎ×ｄ阶矩阵ｕ表示ｄ个种类下单个部分的
最终需求与该类的总最终需求之比 （ｕｎ，ｄ＝ｙｎ，ｄ／ｙｄ）；ｄ阶向量ｖ表示各个种类下的最
终需求与总消费之比 （ｖｄ＝ｙｄ／Ｙ）；Ｙ表示总消费；Ｐ表示人口数量；１×ｎ阶向量 ｇ
表示出口加成指数，ｎ×１阶向量Ｚ表示出口总量。直接排放Ｃｄ表示剩余排放，可被
分解为Ｃｄ＝ｃｒｅｓＰ，其中，ｃｒｅｓ表示剩余情况下消耗的每单位资本投入所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综上可得：Ｃ＝ｃｆＳｂ（ｕｖＹＰ＋ｇＺ） ＋ｃｒｅｓＰ。借鉴 Ｄｉｖｉｓｉａ分解法中的微分思
想，可将排放变化分解为：

ΔＣ＝ΔｃｆＳｂ（ｕｖＹＰ＋ｇＺ）＋ｃΔｆＳｂ（ｕｖＹＰ＋ｇＺ）＋ｃｆΔＳｂ（ｕｖＹＰ＋ｇＺ）＋ｃｆＳΔｂ（ｕｖＹＰ＋ｇＺ）
＋ｃｆＳｂ（ΔｕｖＹＰ）＋ｃｆＳｂ（ｕΔｖＹＰ）＋ｃｆＳｂ（ｕｖΔＹＰ）＋ｃｆＳｂ（ΔｇＺ）

＋ｃｆＳｂ（ｇΔＺ）＋ΔｃｒｅｓＰ＋（ｃｆＳｂｕｖＹ＋Δｃｒｅｓ）ΔＰ （９）

借此，可计算出各因素对排放波动的影响。

ＳＤＡ法特别适合于研究碳排放增长的分行业或部门影响因素。Ｃｈａｎｇ等 （２００８）
利用基于投入产出的ＳＤＡ法全面评价了中国台湾地区１９８９—２００４年工业领域的二氧
化碳排放。其将二氧化碳排放变化分解成９个指数的贡献，分别检验了１９８９—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及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导致二氧化碳排放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Ｗｏｏｄ
（２００９）利用ＳＤＡ法研究了近３０年内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其将温室气体排
放变化分解为１１个影响因素，发现关键部门与工业结构的变化对温室气体排放波动
的影响程度最大。近年来，ＳＤＡ法被广泛用于研究家庭消费、政府购买、固定资产
投资、库存投资、国际贸易等最终需求部门对碳排放的影响，尤其是国际贸易已成为

ＳＤＡ法使用最热门的领域。Ｈｏｅｋｓｔｒａ等 （２０１６）估计了一国因进口他国碳减排技术
更好的产品来替代本国产品所需的成本；通过使用 ＳＤＡ法，发现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这
种进口替代显著降低了高收入国家的碳排放，但增加了低收入国家的碳排放。总体

而言，这种进口替代对全球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１８％。此外，横截面 ＳＤＡ法
近年来也得到发展，被应用于跨区域比较与横截面数据分析等方面。Ｓｕ和 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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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提出了空间ＳＤＡ法的分析框架来进行跨区域比较，考察了中国３０个地区
的碳排放情况，并对其碳排放绩效进行了排名。一些学者还将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以

及ＧＴＡＰ模型纳入ＳＤＡ法的分析框架中，通过涵盖更多数据和更细致的模型，能够
挖掘出影响不同国家碳排放的深层次原因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Ａｒｔ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

五、结论

本文介绍了目前较为常用的几种分解方式，并进行相关比较。综合看来，ＩＤＡ类
分解方法易于分解含有较少因素的模型，并适合处理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跨国比较。

其中，ＬＭＤＩⅠ分解法与修正的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分解法凭借无残差、易使用等优点得到较为
广泛的运用。ＳＤＡ分解法则可用于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分解较多因素对排放量的
影响；但这类方法对数据收集有较高的要求。ＳＤＡ分解法与 ＩＤＡ分解法最大的区别
在于前者基于投入产出系统，而后者则只需使用部门加总数据。通过对这两类方法在

使用条件与使用方法上进行比较，可发现相比于 ＩＤＡ法，ＳＤＡ法对数据有更高的要
求，这是其主要劣势。但ＳＤＡ法的主要优势在于可凭借投入产出模型全面分析各种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某部门需求变动给其他部门带来的间接影响。而这是

ＩＤＡ法所不具备的 （ＨｏｅｋｓｔｒａａｎｄｖａｎｄｅｒＢｅｒｇｈ，２００３）。
目前，关于碳排放的各种分解方法仍在不断发展中。除了 ＩＤＡ类与 ＳＤＡ类分解

方法外，一些新的方法开始涌现。如Ｗａｎｇ（２００７）利用生产理论中的Ｓｈｅｐｈａｒｄ产出
距离函数将能源生产率分解为五部分；Ｚｈｏｕ和 Ａｎｇ（２００８）使用 Ｓｈｅｐｈａｒｄ产出距离
函数与环境数据包络分析将二氧化碳排放分解为七个因素等。然而，各方法之间并非

完全独立，分解的结果之间存在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Ａｎｇ等 （２００９）、Ｈｏｅｋｓｔｒａ
和ｖａｎｄｅｒＢｅｒｇｈ（２００３）分别对ＩＤＡ类分解方法下的各方法之间、ＳＤＡ分解法与ＩＤＡ
分解法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与梳理。各方法之间的关联与融通将会是今后研究中的

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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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ｆｏｒＣａｒｂｏｎ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６（３），ｐｐ３２７－３５３
Ｂｏｙｄ，Ｇ，ＪＦ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ａｎｄＭ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Ｕ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ｃｉｅｎｃ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 ＤｉｖｉｓｉａＩｎｄｅｘ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ｎｅｒ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８（２），ｐｐ７７－９６

Ｂｏｙｄ，ＧＡ，ＤＡＨａｎｓｏｎ，ａｎｄＴＳｔｅｒｎｅｒ（１９８８），“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ａ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０（４），ｐｐ３０９－９１２

Ｃｈａｎｇ，ＹＦ，ＣＬｅｗｉｓａｎｄＳＪＬｉｎ（２００８），“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８９－２００４）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ｂｙ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３６（７），
ｐｐ２４７１－２４８０

Ｃｈｏｉ，ＫＨａｎｄＢＷＡｎｇ（２０１２），“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ａＲｅ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Ａ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ｏＩｎｄｅｘ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４（１），ｐｐ１７１－１７６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Ｅ，ＢＬｏｓａｎｄＲＳｔｅｈｒ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ｌｄ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ＩＯ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５（１），ｐｐ７１－９８

Ｅｈｒｌｉｃｈ，ＰＲａｎｄＪＰＨｏｌｄｒｅｎ（１９７０），“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４，ｐｐ４２－４３
Ｆｉｓｈｅｒ，Ｉ（１９２２），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ＩｎｄｅｘＮｕｍｂｅｒｓ，Ｂｏｓｔｏｎ：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Ｍｉｆｆｌｉｎ
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ＦＰ（２０１５），“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ｄｅｘ”，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１３７，ｐｐ３６４－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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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ｕｌｄ，ＢＷａｎｄＳＮＫｕｌｓｈｒｅｓｈｔｈａ（１９８６），“Ａｎ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Ｕｓｅ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ｓｋａｔｃｈｅｗ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８（３），ｐｐ１８６－１９６

Ｈａｔｚｉｇｅｏｒｇｉｏｕ，Ｅ，ＨＰｏｌａｔｉｄｉｓａｎｄＤＨａｒａｌａｍｂ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０８），“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Ｇｒｅｅｃｅｆｏｒ１９９０－
２００２：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ＭｅａｎＤｉｖｉｓｉａＩｎｄｅｘａｎｄ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ＭｅａｎＤｉｖｉｓｉａＩｎｄｅｘ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Ｅｎｅｒｇｙ，３３（３），ｐｐ４９２－４９９

Ｈｏｅｋｓｔｒａ，ＲａｎｄＪ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ｈ（２００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５（１），ｐｐ３９－６４

Ｈｏｅｋｓｔｒａ，Ｒ，Ｂ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ｄＳＳｕｈ（２０１６），“Ｔｈ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ｓ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Ｕｓ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ｔｏ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８（２），ｐｐ１５１－１６７

Ｊｅｎｎｅ，ＣＡａｎｄＲＫＣａｔｔｅｌｌ（１９８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５（２），ｐｐ１１４－１２３

Ｋａｙａ，Ｙ（１９８９），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ＧＮＰ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Ｐａｒｉｓ：ＩＰＣＣ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

Ｌｅｅ，ＫａｎｄＷＯｈ（２００６），“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ＡＰＥＣ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ｇＭｅａｎＤｉｖｉｓ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３４，ｐｐ２７７９－２７８７

Ｌｅｎｚｅｎ，Ｍ（２００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ａｎｄＫｅｙＳ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４（１），ｐｐ１－３４

Ｌｉｕ，ＦＬａｎｄＢＷＡｎｇ（２００３），“Ｅｉｇｈ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７６（１－３），ｐｐ１５－２３

Ｌｉｕ，Ｚ，ＳＬｉａｎｇａｎｄＹＧ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Ｈ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ｇａＣｉｔｉｅｓ”，Ｅｎｅｒｇｙ，３７（１），ｐｐ２４５－２５４

Ｌｓｃｈｅｌ，Ａ，ＦＰｏｔｈｅｎａｎｄＭＳｃｈｙｍｕｒａ（２０１５），“Ｐｅ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ｎ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５２，ｐｐ６３－７５

Ｍａ，ＣＢａｎｄＤ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８），“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ＭｉｓｓｉｎｇＰｉｅｃ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３６（７），ｐｐ２５１７－２５２６

Ｐａｕｌ，ＳａｎｄＲＮ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２００４），“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ＥｎｅｒｇｙＵｓｅｉｎＩｎｄｉａ：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３２（５），ｐｐ５８５－５９３

Ｓｈａｐｌｅｙ，ＬＳ（１９５３），Ａ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ＮＰｅｒｓｏｎＧａｍｅ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ａｍｅｓＩＩ，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Ｓｕ，ＢａｎｄＢＷＡｎｇ（２０１６），“Ｍｕｌｔｉ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６７，ｐｐ７８－８７

Ｓｕｎ，ＪＷ（１９９８），“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ｐｐ８５－１００

Ｗａｇｇｏｎｅｒ，ＰＥａｎｄＪＨＡｕｓｕｂｅｌ（２００２），“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Ｒｅｎｏｖａｔｅｄ
ＩＰＡ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９９（１２），ｐｐ７８６０－７８６５

Ｗａｎｇ，Ｃ（２００７），“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Ａ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Ｅｎｅｒｇｙ，３２（８），ｐｐ１３２６－１３３３

Ｗｏｏｄ，Ｒ（２００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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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３７（１１），ｐｐ４９４３－４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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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３（２），ｐｐ１７９－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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