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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价值链的思想和方法广泛地渗透到多个经济研究领域,成为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和国际贸易的

热点.全球价值链的测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条线索: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宏观测度、基于企业与海关

进出口统计数据的微观测度.首先,本文沿着这两条线索对全球价值链测度理论和方法的演变历程、一些易

混淆的概念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总结;其次,对全球价值链测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如宏观和微

观层面测度的融合和一致性是未来的研究趋势;最后,对这些测度指标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情况和进展进行了

分析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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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３０年来,国际贸易的本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和制度的进步使得生产在全球布局,生产过程

日益碎片化和分散化.Johnson(２０１４)指出,世界增加值出口率(增加值出口/总值出口)从２０世纪

７０~８０年代的约８５％下降到了２０１１年的７０％~７５％,世界各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上升,且世界各

国的增加值出口额和增加值出口率存在较大的异质性[１].我们生活中的微观案例也司空见惯,如

Xing和Detert(２０１０)对iPhone价值链的“麻雀式”解剖分析发现:１００美元的iPhone,中国提供中间

环节的组装和加工而获取的增加值不到３．６美元(３．６％),其余的增加值基本被德国、日本、美国等国

家获得[２].这种现象被大家称为“垂直专业化”“生产分割”“生产片段化”或者更时髦的“全球价值链”
等.虽然存在大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逸闻趣事和一些零星的统计数据,但是对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一

直是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宏观层面的产品部门和微观企业的中间投入数据缺乏.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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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核算中注重的是 GDP总量核算,现有投入产出表核算也主要是为 GDP核算服务的,且只刻画一

个国家内部产品部门之间的联系,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出口产品在国外的具体使用信息(如在国外

产业部门、消费部门的分布情况).同时,微观企业数据也很少包含企业中间投入的来源和使用

信息.
幸运的是,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测度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广泛应用于相

关研究领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比如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方法在贸易领域的推广,现已成为国际贸易

研究领域的最新前沿.甚至有专家认为,如果全球价值链不是国际贸易的同名词,那也是国际贸易的

典型代表[３].全球投入产出表(国际间投入产出表)的成功编制,实现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在宏观测度

领域的飞越.WIOD(worldinputＧoutputdatabase,WIOD)项目现已免费发布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４３
个国家(地区)５６个部门的全球投入产出表和附属账户数据.全球投入产出表描述了产品部门在生

产过程中所进口的中间投入和出口产品流向的详细情况.这些数据为测度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
位置等指标提供了基础数据.在全球价值链的微观测度领域中,主要是测算企业的物质外包程度和

国内增加值率,其中以 Kee和 Tang(２０１６)(简写为 KT(２０１６))的研究最为经典[４].同时,最近也出

现了一些新的测度思路和方法,并被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探讨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率、收入分配、技术

创新、产业升级的关系等问题.
因此,对全球价值链测度领域已取得的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总结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沿着宏观和微观测度两条线索,对全球价值链测度理论的演变历程和最新进展进

行回顾,并对这些测度指标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情况和进展进行分析和展望.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关注全球价值链的宏观测度,介绍了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测度思路,并详细

阐述了增加值贸易、总出口增加值分解以及位置测度;第三部分为全球价值链微观测度,这一部分重

点介绍了国内增加值率的测算、物质外包等内容,并介绍如何把宏观测度指标融合到微观企业全球价

值链位置测度方法中;第四部分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在宏观、产业和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应用,以及未来

的一些重要研究方向;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启示.

二、全球价值链的宏观测度

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是全球价值链宏观测度的基本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 Hummels等(２００１),
该文首次提出了狭义垂直专业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的概念:用进口投入品生产出口品,并利用

单国(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 OECD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水平,为全球价值链核算研究提供了思想源

泉,具有里程碑意义[５].Koopman等(２００８)利用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单国投入产出表,对中

国的国内增加值率进行了测算分析和扩展应用[６].Fally(２０１２)、Antras等(２０１２)利用单国投入产出

表测算了生产阶段数[７][８].然而,基于单国(区域)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的测算方法存在以下缺陷:一
是单国(区域)投入产出表无法考虑到国际间产业联系,这样也就无法考虑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之
间的溢出效应和反馈机制;二是基于单国投入产出表测算的 A 国和B国的增加值贸易,忽略了第三

方国家的间接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比如 A国出口到B国的产品,有可能直接作为B国的消费,也可

能作为中间投入来生产产品再出口到第三方国家,减少了 A 国到B国的增加值出口.因此,学者们

开发了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测度方法.鉴于全球价值链宏观测度的方法都是基于全球投入产出

模型,以下我们主要回顾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测度方法.
(一)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框架

为了便于理解,此处我们简要介绍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框架.为不失一般性,本文以３
国每国２个部门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为例.假设有３个国家,如中国(C)、美国(U)和日本(J),每
个国家有２个产品部门,如工业部门１和非工业部门２.表１是３国每国２个部门的简化全球投

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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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３国每国２个产品部门的全球投入产出表

中间使用

C J U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最终使用

C J U

YC YJ YU

总产出

X

C
１ zCC

１１ zCC
１２ zCJ

１１ zCJ
１２ zCU

１１ zCU
１２ yCC

１ yCJ
１ yCU

１ xC
１

２ zCC
２１ zCC

２２ zCJ
２１ zCJ

２２ zCU
２１ zCU

２２ yCC
２ yCJ

２ yCU
２ xC

２

J
１ zJC

１１ zJC
１２ zJJ

１１ zJJ
１２ zJU

１１ zJU
１２ yJC

１ yJJ
１ yJU

１ xJ
１

２ zJC
２１ zJC

２２ zJJ
２１ zJJ

２２ zJU
２１ zJU

２２ yJC
２ yJJ

２ yJU
２ xJ

２

U
１ zUC

１１ zUC
１２ zUJ

１１ zUJ
１２ zUU

１１ zUU
１２ yUC

１ yUJ
１ yUU

１ xU
１

２ zUC
２１ zUC

２２ zUJ
２１ zUJ

２２ zUU
２１ zUU

２２ yUC
２ yUJ

２ yUU
２ xU

２

增加值 vaC
１ vaC

２ vaJ
１ vaJ

２ vaU
１ vaU

２

总投入 xC
１ xC

２ xJ
１ xJ

２ xU
１ xU

２

　　注:简单来说,行向表示国家产品部门的使用去向,分为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且都区分作为国内的中间投入(最终)使用和国外
中间投入(最终)使用.列向表示国家产品部门的生产构成,分为中间投入和增加值(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报酬),中间投入进一步区分
为来自国内和国外.令g,h∈{C,J,U},i,j∈{１,２},其中,xgi 为g国家产品部门i的总产出价值,vagi 为g国家产品部门i的增加值,
zghij 为h国家的j部门产品对g国i部门的中间需求价值量.yghi 为h国家对g国部门i产品部门的最终消费价值量,进一步定义:A＝
Z[diag(X)]－１,A为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即 A中元素aghij ＝zghij/xh

j.Z是由zghij 构成的中间投入矩阵.作统一说明:变
量的上标一般表示国家(地区),以g,h∈{C,J,U}表示;变量的下标表示产品部门,以i,j,k,m,n∈{１,２}表示;上标gh中g是来源地;
h是目的地;下标ij中i是产品的来源产品部门,j是产品的使用产品部门.

　　从行向来看,投入产出表描述了国家产品部门的使用去向(即作为中间投入和最终使用),国家产

品部门的总产出应等于其作为中间投入使用和最终使用的合计.经过适当地变换并写成矩阵形式:

X＝AX＋Y (１)
其中,X为总产出列向量,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Y为最终需求列向量,为各国对对应产品的最

终需求合计.A中的元素agh
ij 表示生产１单元价值的h国j产品需要使用g国i产品的中间投入价

值量.
从列向来看,投入产出表描述了产品部门的生产成本(或生产技术)构成,即分为中间投入和增加

值.具体表达式为:vag
i＝xg

i－∑
h
∑
j
zhg

ji ,写成矩阵的形式为:VA′＝X′－u′AX̂.其中,̂表示对角化,

′表示转置,u表示所有元素为１的列向量.
对式(１)进行矩阵运算可以得到:X＝(I－A)－１Y＝BY.其中 B＝(I－A)－１为 Leontief逆矩

阵① .定义增加值率系数行向量 V,其中元素vg
i 为:vg

i＝
vag

i

xg
i

＝１－∑
h,j
ahg

ji ,vag
i 为g国i部门的直接增加

值(附加值).进一步定义增加值贸易核算系数矩阵:

V̂B＝

vC
１bCC

１１ vC
１bCC

１２ vC
１bCJ

１１ vC
１bCJ

１２ vC
１bCU

１１ vC
１bCU

１２

vC
２bCC

２１ vC
２bCC

２２ vC
２bCJ

２１ vC
２bCJ

２２ vC
２bCU

２１ vC
２bCU

２２

vJ
１bJC

１１ vJ
１bJC

１２ vJ
１bJJ

１１ vJ
１bJJ

１２ vJ
１bJU

１１ vJ
１bJU

１２

vJ
２bJC

２１ vJ
２bJC

２２ vJ
２bJJ

２１ vJ
２bJJ

２２ vJ
２bJU

２１ vJ
２bJU

２２

vU
１bUC

１１ vU
１bUC

１２ vU
１bUJ

１１ vU
１bUJ

１２ vU
１bUU

１１ vU
１bUU

１２

vU
２bUC

２１ vU
２bUC

２２ vU
２bUJ

２１ vU
２bUJ

２２ vU
２bUU

２１ vU
２bUU

２２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２)

式(２)中,增加值贸易核算系数矩阵(V̂B)表示在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来源于各产业部门的直接

和间接增加值.矩阵中元素vg
ibgh

ij 表示生产h国j部门１单位价值最终产品,来自于g国i部门的直

接和间接增加值.V̂B中,沿着行方向,显示了其他部门生产１单位最终产品来自该行向对应产品部

门的增加值;沿着列的方向,显示了其他各产业部门对生产１单位价值列向对应产品部门最终产品的

增加值贡献,且列向之和为１,即:vC
１bCg

１i＋vC
２bCg

２i＋vJ
１bJg

１i＋vJ
２bJg

２i＋vU
１bUg

１i ＋vU
２bUg

２i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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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增加值

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学术词汇,有时等同视之,有时进行了区分而又经常

混淆.这里我们做一简单地区分,以供参考.

１．增加值贸易———增加值出口

Johnson和 Noguera(２０１２)从产品最终消费的角度将在一国生产而被别国最终消费(需求)吸收

的增加值定义为增加值出口[９].对特定最终需求产品来说(比如iPod),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拆解并检

测它们的零部件来分解隐含在产品中的各国增加值,如把iPod拆解为零部件(比如屏幕、磁盘驱动和

塑料壳),这样就可以得出iPod来自各国的增加值.从理论上,通过对所有最终需求产品进行分解加

总,就可以得到一国整体的增加值出口,然而在实践中并不可行,需要借鉴全球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核

算.根据投入产出模型和增加值出口的定义,某一个国到另一国家的增加值出口的测算公式为:

VAEg＝V̂BYg (３)
式(３)中,Yg 为g国最终需求列向量.VAEg为被g国最终需求吸收的,来自于所有国家(包括

本国)产品部门的增加值的列向量,其中元素vaehg
i 表示被g国最终需求吸收的,来自于h国i产品部

门的增加值.vaehg
i 显示了增加值流向的生产国和最终目的地吸收国,类似于传统全值统计的产品流

向的销售国(直接生产国)和购买国,故我们称之为增加值出口,进而基于最终需求吸收的增加值流向

的贸易,称之为增加值贸易.显然,加总某一国家(如C国家)的所有产品部门到其他所有国家的增

加值出口,就可以得到一国的总增加值出口,即vaeC＝∑
i,g

vaeCg
i .当我们用总增加值出口除以相应的

传统总出口,就可以得到增加值出口率(valueaddedexportratio,VAER).这个指标经常被用来衡

量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增加值出口率越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就越深.
我们进一步将增加值贸易细化到产品部门层次,定义国家产品部门层次上的前向增加值贸易和

后向增加值贸易,即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进而可以定义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相关内容可参考

Wang等(２０１７)[１０].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些前向和后向增加值出口的测算思路和方法.在式(３)的基

础上,我们把最终需求列向量(可以是具体某一国家最终需求,也可以是所有国家加总的最终需求)对
角化,就可得到具体某一国家产品部门创造被另一国家产品部门最终需求所吸收的增加值.

V̂BYĝ＝

vC
１bCC

１１yCg
１ vC

１bCC
１２yCg

２ vC
１bCJ

１１yJg
１ vC

１bCJ
１２yJg

２ vC
１bCU

１１yUg
１ vC

１bCU
１２yUg

２

vC
２bCC

２１yCg
１ vC

２bCC
２２yCg

２ vC
２bCJ

２１yJg
１ vC

２bCJ
２２yJg

２ vC
２bCU

２１yUg
１ vC

２bCU
２２yUg

２

vJ
１bJC

１１yCg
１ vJ

１bJC
１２yCg

２ vJ
１bJJ

１１yJg
１ vJ

１bJJ
１２yJg

２ vJ
１bJU

１１yUg
１ vJ

１bJU
１２yUg

２

vJ
２bJC

２１yCg
１ vJ

２bJC
２２yCg

２ vJ
２bJJ

２１yJg
１ vJ

２bJJ
２２yJg

２ vJ
２bJU

２１yUg
１ vJ

２bJU
２２yUg

２

vU
１bUC

１１yCg
１ vU

１bUC
１２yCg

２ vU
１bUJ

１１yJg
１ vU

１bUJ
１２yJg

２ vU
１b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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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bUU
１２yUg

２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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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yCg
１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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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bUJ

２１y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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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bUJ
２２yJg

２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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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yUg
１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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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yUg

２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４)

我们称式(４)为“增加值贸易流向矩阵”.其中元素vC
１bCC

１１yCg
１ 表示来自于C国１产品部门创造的

增加值,且被g国通过消费C国１产品部门产品而最终吸收,其他元素的解释类似.式(４)中沿行方

向相加,以第一行为例,我们得到,被g国最终需求吸收的来自C国１产品部门创造的增加值.这实

际上是一种前向联系,即C国１产品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向前(向下游)被哪些国家的最终需求吸收.
沿列方向相加,以第一列为例,我们得到的值是yCg

１ ,表示g国对C国１产品部门的最终需求的后向增

加值来源分解,这是一种后向联系.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产品部门,根据我们的定义并对式(４)增加

值贸易流向矩阵的加总,可以得到不同层面(国家产品部门、国家整体)的前向联系的增加值出口和后

向联系的增加值来源分解.通过比较增加值出口与传统总值出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球价值链

参与程度或全球生产分割程度.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值出口与总出口的比值正好与全球生产阶段数

的倒数一致[７].值得注意的是,增加值出口与传统总值出口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复杂程度.
虽然在国家整体层面,增加值出口一般低于传统总值出口,但是产品部门或双边国家之间的增加值出口

不一定少于传统总值出口.如夏杰长和倪红福(２０１７)的测算发现,从前向联系分产业部门的 VAX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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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出口产品中隐含的服务业增加值)来看,服务业及各细分行业的VAX_F/出口都大于１,如２０１１
年中国服务业的VAX_F/服务业出口为１７０％,比第二产业的相应比值(５４％)多１１６个百分点[１１],这
反映了服务业更多是作为制造业产品生产中的中间投入而实现间接出口的.

２．贸易增加值———出口的增加值分解

对于贸易增加值的直观理解是贸易中的增加值,可以简单理解为对传统全值出口按增加值来源

进行分解,即隐含在传统全值出口中不同来源和不同原因的增加值.上述的增加值出口是对最终需

求产品中隐含的增加值进行分解,而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是指对全值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成分和国外增

加值成分的分解.这样,出口中国内/国外增加值成分与增加值出口是两个既有联系又不同的概念.
虽然两个概念都测度了产品生产国的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但是出口中的国内成分不区分这些增加

值的最终吸收国.相比之下,增加值贸易依赖于该国的出口是如何被进口国使用和吸收的,增加值出

口是指一国生产而被另一国最终吸收的增加值.
实际上,Hummels等(２００１)利用单国(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 OECD国家的垂直专业化值,就

是一种出口的国外成分的分解[５].近年来,涌现了大量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出口的增加值来源

分解.Koopman等(２０１４)(简写为 KWW(２０１４))中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方法,将以前 Hummels等

(２００１)、Johnson和 Noguera(２０１２)等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测度方法统一在一个逻辑框架下[１２].但是

KWW(２０１４)的总出口９项分解公式局限于国家层面,没有深入到部门层次.WWZ(２０１３)进一步把

总出口分解公式拓展到双边分部门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公式,形成１６项部门层次的总出口分解公

式[１３].后续有关全球价值链的更细致分解方法以及位置测度指标,基本上是基于 KWW(２０１４)思路

的扩展,如张亚斌等(２０１５)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框架下,将国家行业部门层面的出口分解为５个部

分,这５个部分又进一步细分为９项[１４].我们认为,WWZ(２０１３)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对增加

值贸易进行的测算及分解方式基本上达到完善阶段.
此外,以上测度增加值出口以及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方法和思路,可以应用于分析要素(就业)、污

染物(碳排放)等出口及其分解.这只需要把增加值率向量变为单位产出碳排放(碳排放系数)、单位

产出就业人数等系数变量.
(三)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和位置

随着全球价值链核算研究不断丰富并日益成熟,对全球价值链位置(或生产长度)的测度逐渐成

为研究热点.尽管我们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相关问题缺乏明确的定义和答案,但是仍然有很多文献

尝试开发出测度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投入产出模型方法.Dietzenbacher等(２００５)首次提出用平均传

递步长(averagepropagationlength,APL)来衡量生产网络体系中的产业部门之间的距离(长度)或
者复杂程度[１５].随后Inomata(２００８)、Escaith和Inamata(２０１３)将其扩展到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框

架下的 APL[１６][１７].与此对应,Fally(２０１２)从生产阶段数(numberofproductionstages)和生产到最

终需求的距离角度分别定义了生产阶段数(N)和上游度(upstream,U)[７].Antras等(２０１２)从产品

部门到所有最终需求端的距离角度定义上游度(U),并论证其与Fally(２０１２)的上游度是一致的[８].
倪红福等(２０１６)将生产阶段数扩展到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并区分了国际和国内生产阶段数[１８].倪红

福(２０１６)还在 APL理论基础上,从增加值传递的角度,分别拓展定义了从产业部门到最终需求产业

部门(点对点)、产业部门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组(点对面)、产业部门组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面对

点)、产业部门组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组(面对面)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VAPL),并进一步发现广

义 VAPL几乎囊括了已有文献中各种有关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指标[１９].Wang等(２０１７)定义的

平均生产长度为在序贯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创造的增加值被计算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即累计的总

产出与相应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之比,或者增加值引致的总产出的倍数.该文还基于 KWW(２０１４)、

WWZ(２０１３)的分解方法,把生产长度分解为纯国内部分、李嘉图贸易、GVC相关部分,从而可以进一

步定义 GVC生产长度.他们的研究发现:(１)Fally(２０１２)研究发现生产长度变短的结论不具有代表

性,对于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日本具有一定适应性;(２)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生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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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本上处于变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变长幅度大于发达国家的变短幅度,导致全球的生产长

度变长;(３)对生产长度的分解分析发现,几乎所有国家的国际生产长度都在上升[２０].至此,宏观层

面利用投入产出模型的位置测度方法和思路基本完善,下一步是如何把宏观层面的测度应用到微观

企业测度和实证研究中去.
为了阐述清楚生产长度(或位置)的测度方法,以下我们利用倪红福(２０１６)的广义增加值平均传

递步长定义方法,来阐述产品部门的上游度和下游度的测算公式,并讨论该方法与 Wang等(２０１７)的
一致性.倪红福(２０１６)文中的广义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是指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某一产品部门

(产品部门组合)传递１单位增加值到某一最终需求产品部门(最终需求产品部门组合)所经历的平均

生产阶段数.从位置的角度来看,如果C国１部门产品的增加值到达 U 国２产业部门的距离越长,
说明C国１产业部门相对处于 U国２产业部门生产链的上游位置.

假设需要生产最终产品(U２)yU
２ 单位,不失一般性,这里取１.来自产品部门(C１)的完全增加值

为vC
１bCU

１１ ,具体形式为:[V̂(I＋A＋A２＋A３＋．．．An＋．．．)]CU
１２ ＝vC

１bCU
１２ .这里我们认为初始增加值创造

出来嵌入该部门产品中就经历了１个阶段,作为中间投入生产另一部门产品时经历了２个阶段.于

是,vC
１ 单位增加值经过１个阶段传递,vC

１aCU
１２ 单位增加值经过２个阶段传递.依次类推,经由全球生

产网络体系,从C１传递１单位增加值到 U２的平均传递步长为② :

vapl{C１→U２}＝
[V̂(１I＋２A＋３A２＋４A３＋．．．)]CU

１２

[V̂B]CU
１２

＝
[V̂BB]CU

１２

[V̂B]CU
１２

(５)

以上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是基于产业部门对产业部门(点对点)而定义的.实际上可以按产品

部门与产品部门组(点对面)、产品部门组对产品部门(面对点)、产品部门组与产品部门组(面对面)进
行定义.类似推理可以得到有关产品部门到产品部门组合、产品部门组合到产品部门、产品部门组合

到产品部门组合的一般情形.显然也可推广到多国多部门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框架:

vapl{E→Y}＝
ET[V̂BB]Y

ET(V̂B)Y
(６)

式(６)中,E是元素为０和１构成的列向量,被考察产业部门的取值为１,否则为０;Y为最终需求

产业部门组合列向量,不妨假设已标准化,满足所有元素之和为１.显然,当取E＝(１　０　０　０　０
　０)T,Y＝(０　０　０　０　０　１)T 时,即得到上述的点(C１)对点(U２)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此外,
当E和 Y取特定值时,式(６)的广义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与其他文献中定义的 APL、上游度、下游度

等测度指标相同,或者只是相差某一固定值.这里定义的所有产品部门对具体某一产品部门的最终

需求的广义增加值传递步长与 Wang等(２０１７)定义的后向生产长度一致,即产品部门下游度[１０].下

游度可以理解为所有产品部门的初始创造价值归集到某一具体产品部门所经历的阶段数,或者所有

产品部门的初始增加值生产到某一具体产品部门的距离.下游度越大,说明该产品部门越处于下游.
总之,无论从什么角度定义位置和生产长度,其核心思想都是对生产过程各阶段的阶段数的加权加总

计算,如传统的平均传递步长是以各阶段的产出占总产出比重为权重计算产出从初始投入阶段到最

终需求阶段经历的平均生产阶段数.最近,Antras和Chor(２０１７)对产业层面的上游度和下游度概念

进行了综述,并且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以解释产业层面的上游度和

下游度的变化[２１].Johnson(２０１７)全面总结了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长度的

测算方法,并指出两者应该逐步融合,然后重点阐述了全球价值链核算指标在宏观经济、贸易、环境和

产业等领域的应用[２２].到此,宏观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已经达到了巅峰,下一步主要是将这

些指标应用到经济研究的具体领域.

三、全球价值链的微观测度

与宏观测度相对应,微观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测度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基于企业或产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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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微观测度方法相对直观、容易理解.全球价值链的微观测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１)案例研究.
早期的案例研究已经表明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数据会给出误导的信息:谁生产了产品和为谁生产,以
及在增加值和就业方面贸易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２３].这种现象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非常普遍,它们经

常外包加工制造生产环节.比较典型的有iPod、iPad、iPhone和芭比娃娃等国际化产品的案例研

究[２４][２５][２６].案例研究促进开发了一些 GVC概念,如电子产品的案例分析带来了增加值贸易的概

念,也为 GVC活动的产业组织理论提供了启示.但是,这种“抽丝式”的案例分析局限于特定产品的

价值链剖析,很难反映一国整体的国内增加值率和产业部门之间的国际联系,不能提供国家(地区)和
产业层面的价值链分布情况,也就无法测度一个国家(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作用.(２)基于

加工贸易统计的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domesticvalue－addedratio,DVAR)测算方法.该方法需

要大样本的微观企业调查数据和特殊的海关贸易统计数据,甚至需要结合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表数

据.通过匹配微观企业和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可以计算企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如 Upward等

(２０１３)、张杰等(２０１３)、KT(２０１６)等[２７][２８][４].KT(２０１６)的研究发现,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
大部分国家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下降,而中国却表现出相反的特征事实,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出口国

内增加值率从６５％上升到７０％,这主要是由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上升导致的,而一般

贸易变化不大,甚至下降[４].在估算国外进口产品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时,KT(２０１６)利用了宏观层

面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测算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微观和宏观测度的融合.这也是未来的一

个研究方向.
从理论上,微观企业层面的测度与宏观投入产出模型的测度具有一致性.如果将投入产出表中

的产业(产品部门)无限的细分到企业层面,就得到了企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也就是知道了企业之间

的中间品联系;反之,企业层面按行业部门加总就可以得到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若能够观察

微观企业层面的投入产出关系,不但可以提升全球价值链的测度精确度和克服一些测算缺陷(如可以

直接测度企业进口的中间投入,而非利用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推算),而且我们还可以捕

获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异质性.尤为重要的是,如果知道企业间的中间品贸易关系,我们还可以分

析经济冲击在企业间的传导过程,进而可以分析经济波动的微观作用机制.

四、未来应用领域

在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有关垂直专业化的理论和模型研究开始兴起.并且,GVC测

度和理论是相互联系的:理论指导 GVC的测度,而完善的测度方法将激发新的理论.然而,GVC测

度和理论方法仍然是相对分开的,利用全球价值链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和在模型中引入跨境中间

投入联系成为未来许多研究领域的新方向.
(一)价格联系和贸易成本———实际有效汇率和累积关税

通过生产过程的跨境联系,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产生了价格溢出效应,即上游的成本或贸易摩擦变

化将会溢出到下游产品的成本.虽然这个机制非常明显,并且传统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已有探讨,但
是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关于价格联系和贸易成本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累
积关税等问题.本部分我们可以扩展Johnson(２０１７)的单国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基于３国每国２个

部门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构建我们的价格模型.
首先,假设各国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为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则可以得到g国i部门的生产函数形

式为:xg
i＝(lg

i)１－αgi ∏
h,j

(zhg
ji )ahgji .其中,αg

i＝∑
h,j
ahg

ji ,实际上就是总中间投入系数.这里我们做了简化的假

设,没有考虑全要素生产率(考虑也不会影响结论).lg
i 是要素投入(如实物量的增加值),zhg

ji 为中间

投入实物量,ahg
ji 为直接消耗系数③ .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g国i部门产出的

价格指数为:pg
i＝(pvg

i/(１－αg
i))１－αgi ∏

h,j
(phg

ji/ahg
ji )ahgji ,pvg

i 为g国i部门的实际增加值价格,phg
ji 为g国i

部门购买h国j部门的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包括运输和贸易成本,记为phg
ji ＝τhg

jiph
j,其中τhg

ji ＝１＋thg
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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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价的贸易成本(如关税率或汇率变化成本).取对数差分并写成矩阵形式,可以得到:

Δlnp＝(I－A′)－１(I－α̂)Δlnpv＋(I－A′)－１A′o(Δlnτ)′u (７)
其中,o表示矩阵的阿达马(Hadamard)乘法,即矩阵元素与元素相乘.diag表示对角化.以下,

我们重点探讨式(７)的含义.

１．要素成本推动型价格影响机制.当考虑跨境中间投入联系机制时,国家产品部门的产出价格

依赖于各国产品部门的增加值价格的加权和,这种中间投入联系机制体现在加权矩阵(I－A′)－１上.
若g国i产品部门的增加值成本(如劳动要素成本)提高１％,将会直接提高其自身产品的价格(１－
αg

i)％,这部分价格的提升,可以理解为直接价格影响,相应地(I－A′)－１(I－α̂)Δlnpv可视为包含间接

价格影响的完全价格效应.Auer等(２０１７)利用该关系式探讨了要素成本的冲击以及生产者价格的

协同性问题[２９].实际上,针对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的缺陷,Bems和Johnson(２０１５)(简写为

BJ(２０１５))沿着上述成本影响机制,探讨了汇率变化对增加值价格的影响,进而对产出价格和产出的

影响,并定义了考虑跨境中间投入机制的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３０].Patel等(２０１４)(简写 PWW
(２０１４))考虑到行业的异质性特点,尤其是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将单部门增加值实际

有效汇率(value－addedREER,VAREER;或input－outputREER,IOREER)进一步推广到分行业

总产出和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Goods－REER;globalvaluechainsREER,GVC－REER)[３１].

２．上游贸易成本推动型价格影响机制.A′o(Δlnτ)′u表示贸易成本(关税、交通运输成本)的直接

成本效应,权重由贸易成本对应中间投入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决定.直接成本引致的间接成本主要通

过(I－A′)－１放大.上游贸易成本的完全效应为(I－A′)－１A′o(Δlnτ)′u,这正好与累积关税间接成本

是一致的,Rouze和 Miroudot(２０１３)的累积关税率为g国对h国i部门的直接进口关税率加上上游

的累积关税率[３２]:

cumtariff＝T＋(I－A′)－１(A′oT′)uu′ (８)
其中,cumtariff为累积关税率矩阵,元素cumtariffgh

ij 表示h国j部门进口g国i部门产品的累积

关税率,T中元素τgh
ij 为对h国j部门进口g国i部门产品而征收的关税率.一般来说,一国所有部门

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关税率是一样的,即τgh
ij ＝τgh

ik,j≠k.式(７)和(８)说明了研究价格冲击和贸易

成本负担的投入产出模型框架的重要性.但是,这一投入产出模型框架是相对简单的(采用线性生产

函数假设,反映短期的生产函数形式),以下几个方向值得进一步探讨:(１)尽管累积关税率从对生产

者价格影响的角度加总计算贸易成本,但是我们需进一步分析累积关税率对需求、产出和增加值的影

响;(２)有效保护率应考察关税率对国内增加值的保护率,可在标准模型中考察价值链中关税的有效

保护率;(３)上述都是关税贸易成本的研究,实际上非关税贸易壁垒、交通运输成本等都可以在全球价

值链框架中进行深入研究;(４)有效保护率是基于局部均衡模型框架计算的,没有考察关税结构的变

化对社会福利、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影响,可进一步拓展到一般均衡框架,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可以克服

线性生产函数假设,进而可以考虑内生区位选择、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之间的替代关系;(５)以上累积

关税率和有效保护率没有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因此,构建考虑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表,并以此来研

究累积关税率和有效保护率,也许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二)国际经济与投入产出联系

这部分我们主要介绍在国际贸易和宏观模型中 GVC联系的作用.实际上,投入产出表数据已

经被广泛应用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应用中,如GTAP(GlobalTradeAnlysisProject)的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成为贸易政策分析工具已有３０多年的历史.在贸易和宏观模型领域,由过去不

考虑中间投入联系的一般均衡模型,逐步认识到加入中间投入联系的重要性,而今把中间投入机制引

入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已成为共识.Antras和deGortari(２０１７)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了一个序

列生产模型,以研究垂直专业化问题[３３].Adao等(２０１７)利用非参数方法对新古典模型进行了模拟

和预测分析[３４].常用的“迂回生产(roundaboutproduction)”的多部门模型可以同时匹配总值和增加

值贸易数据,在考虑迂回生产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考察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以及验证价值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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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效应.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尤其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迂回生产”模式,是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几乎将改写所有传统的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中,一
般都是基于增加值构建生产函数,不考虑产品既作为最终品又作为中间品的情形.标准宏观经济模

型一般将生产函数设定为 Y＝AKαLβ,我们称这种模型框架为增加值经济.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一
种产品既可作为最终品,也可作为中间品.因此,最好能在生产结构中引入中间投入结构.按这种方

式构建的经济模型,我们称之为“投入产出经济”.为了清楚地辨识增加值经济和投入产出经济,我们

需要深刻地认识投入产出经济系统中的两个重要特征:(１)区分行业层面上行业增加值和行业产品的

最终消费(需求).虽然,行业层面的增加值加总与行业产品的最终消费加总是相等的,也就是 GDP
生产法和支出法核算的一致性,但是在行业层面上,增加值与最终消费并不一定相等.行业增加值可

能大于对行业产品的最终消费,这意味着行业部门的一些增加值间接隐含在其他产品中供最终消费.
(２)一种产品既可直接作为最终品,也可作为其他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因此一个部门的产出可以

通过中间投入联系,间接地为最终消费做贡献.近年来,基于投入产出经济框架,大量文献探讨了行

业层面的冲击、扭曲与总体产出的关系,如JulioLeal(２０１５)利用投入产出经济模型,全面揭示了哪些

部门使整体生产率降低,并进一步探讨了资源错配对生产率的影响[３５].
用全球价值链核算数据代替总值出口数据和校准模型,为解决某些传统国际经济问题提供了新

思路.相对价格的变化将对来源于特定国家的增加值的需求量产生怎样的影响? 例如,人民币升值

将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对中国增加值的需求? 如果人民币对日元升值,但对美元保持不变,结果又会如

何? 我们应怎样将这些双边相对价格的变化加总,从而评估中国竞争力的变化? 也就是对全球价值

链实际有效汇率的研究.一般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改变了实际相对价格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方式和大小,没有考虑中间投入联系的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存在较大偏差,正如 Klau和Fung(２００６)
指出的,不考虑垂直专业化的传统总值贸易权重方法存在较大偏差[３６].虽然全球价值链实际有效汇

率的理论模型构建和指标测算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BJ(２０１５),PWW(２０１４)),但是全球价值链实际

有效汇率应用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而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如探讨全球价值链实际

有效汇率对贸易的影响,以及什么因素影响全球价值链实际有效汇率.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已经从多个角度改变了贸易保护的成本与收益,关于贸易政策和全球价值链

之间双向互动的实证研究却相对较少.随着全球投入产出数据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核算方法的新发

展,未来这方面的研究将会得到更大突破.进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的存在使国内经济主体倾向于贸易

自由化政策,即降低对那些使用本国中间产品来生产并再进口到本国的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出口

中的国外增加值的存在则会引起出口商对中间品进口自由化进行游说.由于全球价值链变得越来越

重要,从增加值视角来对贸易政策进行分析便显得越来越重要,探究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便摆在日程

之上.
此外,上文中我们一直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增加值部分.增加值贸易背后是要素贸易或者污染物

排放.如果我们知道各部门生产单位 GDP所需要素量(污染物排放,如CO２),那么就可以将增加值

出口流量转化为要素(污染物)流量.为生产增加值出口所需的国内生产要素(污染物)数量与为生产

增加值进口所需的国外要素(污染物)数量的差额等于贸易净要素(污染物)含量.
(三)产业和企业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微观层面的财务和进出口数据,通过适当结合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便可以对国际外包、垂
直专业化和跨国公司 GVC活动的测度指标进行改进,以得到更加精确的计量结果.(１)外包和投入

采购.国际外包(国外投入(任务)替代国内投入(任务))曾经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际贸易和政策的主

要议题之一.Feenstra和 Hanson(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将外包定义为国外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并利用该指

标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主要讨论了外包对就业的影响,也出现了有关外包(有的区分物质外包和服

务外包)对企业绩效(生产增长、价格、收入和就业等)的实证研究[３７][３８].这里的机理都是基于外包可

以降低产品单位成本,其具体渠道是外包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国外投入和投入的多样化.显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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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献的外包指标是基于产出而非增加值测算的,故我们可以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的国外增

加值率(１－国内增加值率)指标来替代传统的外包指标.(２)贸易壁垒(关税、倾销和反倾销)、GVC
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关于反倾销理论,已有文献几乎没有对全球价值链和反倾销进行研究.

Hoekman和Leidy(１９９２)指出上游产业的反倾销行为会影响下游企业的反倾销行为[３９].该文是在

２０多年前发表的,此后几乎没有出现对全球价值链和反倾销关系的研究.(３)基于价值链的企业组

织理论和实证研究.由于跨国公司与其附属机构和非附属机构之间联系数据的缺乏,使得检验跨国

公司的企业组织行为的检验存在不足之处.Ramondo等(２０１６)质疑产业层面的投入产出联系不能

代表跨国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联系[４０].当然,随着跨国公司的数据日益丰富,将极大地丰富我们

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行为的分析,该方面的数据、模型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打通微观和宏观测度方法

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方法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宏观和微观方法几乎是平行发展的,且两者之

间很少有交集.然而,这两种方法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因此,两种方法的互相收敛是未来的趋势.微

观企业数据将有利于完善投入产出模型方法,而投入产出分析将有利于微观企业数据的调查和量化.
我们发现在编制全球投入产出表时,没有跨境中间投入的细分数据,即本国生产需要的进口中间

投入的分行业数据是缺乏的,这是因为投入产出统计调查中没有区分国外和国内采购的中间投入.
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１)改进统计调查方法,尽量区分国外和国内采购的中间投

入,以从微观企业层面提供更为详细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中间投入联系数据,也为全球投入产出表的

编制提供数据基础.Atalay等(２０１４)正在推进这一研究[４１].(２)最大化地利用已有数据(如BEC的

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区分方法),提高现有投入产出表中相关数据估计质量和精确度,以更加精确地测

度全球价值链联系.此外,加总产业层面的数据也可以应用到企业层面,实现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

融合,这些结合宏观和微观方法来测度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位置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３)利用微观数据把全球投入产出表中的部门进一步细分.现有投入产出表中产品部门数相对较少,
如最新的 WIOD只有５６个部门.而在政策层面,我们需要更细致的全球价值链数据,进而需要细化

全球投入产出表.此外,由于生产出口产品和生产国内使用产品需要的国外中间投入强度不同(如加

工贸易区),这样在投入产出表中区分加工贸易,才能更精确地测度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

五、结论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极大改变了当今国际贸易和产业特征,开启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

热潮,尤其是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全球价值链的测度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新的测度方法日益

完善,并开始广泛应用于贸易、产业和宏观等其他领域,进而引出一些新的研究热点领域.具体可以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宏观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核算方法,具体可以分为两小类:基于单国(区域)非竞争

性投入产出表测度方法和基于全球(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测度方法.为了克服单国(区域)投入产出表

测算方法的缺陷,学者们开发了基于全球(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的测度方法.全球价值链测度方法的

改进,有利于准确核算贸易顺差或逆差,为解决贸易摩擦、调整贸易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另一类是基

于企业或产品调查数据的微观测度方法,该方法相对直观、易理解.常用的测算方法有案例研究和基

于加工贸易统计的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率测算.
按照以上逻辑,本文对全球价值链核算理论和应用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首先,我们重点系统

介绍了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的区别,虽然这两个概念都测度了产品生产国要素创造的价值,但是

出口中的国内成分不区分这些增加值的最终吸收国.相比之下,增加值贸易依赖于该国的出口是如

何被进口国使用和吸收的,增加值出口是指一国生产而被另一国最终吸收的增加值.即增加值出口

是对最终需求产品中隐含的增加值进行分解,而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是指对全值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成

分和国外增加值成分的分解.其次,我们对最近的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生产位置测度理论和方

法进行了分析.重点利用倪红福(２０１６)的广义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定义方法,来阐述产品部门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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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度和下游度的测算公式,广义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与其他文献中定义的 APL、上游度和下游度等

测度指标相同,或者只是相差某一固定值.这一广义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方法与 Wang等(２０１７)的
方法具有一致性.然后,在介绍全球价值链微观测度的基础上,我们指出了微观测度和宏观测度的融

合和保持一致性是未来全球价值链测度的发展趋势.最后,我们也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应用的未来

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发现使用全球投入产出框架的研究仍然相对前沿,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

入研究,而且可以考虑将其渗透到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宏观、贸易、产业和金融等),改写所有传

统中不考虑中间投入的模型框架,使之更加贴近现实.

注释:

①Leontief逆矩阵实际上是总需求矩阵,表示增加１单位价值最终需求带来其他部门总产出的变化.进一步 Leontief逆矩阵可
表示为无穷级数序列和形式:B＝(I－A)－１＝I＋A＋A２＋A３＋.这样最终需求变化对总产出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三部分:初始效
应(Y)、直接效应(AY)、间接效应((A２＋A３＋A４＋)Y).

②[V̂A]CU
１２ 表示取 V̂A中元素vC

１aCU
１２ ,即取矩阵中CU

１２ 位置的元素.这里计算我们利用了以下:
(I－A)(I＋２A＋３A２＋４A３＋)＝I＋A＋A２＋A３＋＝B⇒I＋２A＋３A２＋４A３＋＝B２

③这里应该是购买者价格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而非我们经常遇到的基本价格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这里我们不做具体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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