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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对行业产出的影响
——基于 TVP-FAVAR 模型的时变分析
钟美瑞 1，2，宋婉婷 1，2
（1. 中南大学商学院，
长沙 410083；2. 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院，
长沙 410083）
摘

要：本文基于产业安全视角，采用 2006 年 8 月—2018 年 12 月的月度数据，将影响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

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同时融入统一的分析架构中，并构建 TVP-FAVAR 实证分析模型，提炼出反映战略性金属行业波
动本质的综合因素，全视角分析供给冲击、经济需求冲击、战略性金属特定需求冲击以及金融投机冲击导致的战略
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战略性金属行业产出的影响及时变特征。结果显示：①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的行业影

响效应具有时变性，在不同时间尺度与不同时间点，其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②供给冲击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
出的影响最大，而经济需求冲击主要影响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③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中国
战略性金属行业特别是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严重影响了中国战略性金属产业安全，在当
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
其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产业安全；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TVP-FAVAR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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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的作用下，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的波动和金融化将

为保障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国防安全和国家经

直接提升中国以战略性金属矿产为主要原材料产

济安全，中国将铁、铬、铜、铝、金、镍、钨、锡、钼、锑、

业的成本，从而给中国战略性金属矿产行业产出造

钴、锂、稀土、锆等 14 种金属矿产列入战略性矿产目

成重大冲击。不仅如此，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各

录。经济新常态以来，中国确立了“立足国内、资源

主要工业大国对战略性金属矿产需求的增加，战略

国际化经营”的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的新战略；新时

性金属矿产供给将会出现相对紧缺 [3]，战略性金属

代中国调整了国家资源安全战略，提出“充分利用

矿产市场供求不平衡矛盾也将导致战略性金属产

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国家资源安全战

业链上各相关企业陷入困境。此外，中国主要战略

略，通过资源安全战略调整来缓解中国战略性金属

性金属矿产需求在未来一段时间将陆续达到峰值，

矿产供给短缺瓶颈，从而改善中国战略性金属矿产

导致中国战略性金属矿产的高对外依存格局在短

供给的稳定性、持续性和经济性 [1]。从最近 10 多年

期内难以得到改变。在此背景下，考察国际战略性

的金属矿产资源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主要战略

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中国战略性金属矿产行业的

性矿产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在这种高依存度下，

影响，这对有效应对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防

叠加战略性金属矿产市场的国际化和金融化趋势，

范和化解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风险，维护中国

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剧烈 。在价格传导机制

战略性金属矿产行业产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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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充分利用反映上述 4 种类型

高度依赖性，国内外很多学者将研究聚焦于煤炭、

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的 4 类指标，具体包括全

石油等战略性矿产价格波动产生的行业影响效应

球战略性金属矿产产量、全球经济活动、投机行为

上。如 Lee 等 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原油作为最重

以及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在内的 72 个经济指标，将

要的行业原材料，其价格上涨会抬升其行业成本，

直接或间接影响战略性金属矿产行业的因素同时

从而对相关行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Jiménez-Ro-

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时变参数因子增强

drí 进一步发现国际油价冲击对德国、法国等发达

向量自回归（TVP-FAVAR，Time Varying Parameter

国家的相关行业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对其他发展

Factor 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ve）模型，提炼

中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由于不同行业在技术创

出反映战略性金属矿产行业波动最为本质的系统

新、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许多学者发现

性因素，全视角分析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战

煤炭、石油等战略性矿产价格冲击具有显著的行业

略性金属矿采选业、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的影

差异性。刘建等 、金洪飞等 研究发现，原油价格

响，并具体分析其时变特征，并从成本与需求角度

冲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油气行业，对其他行业的影

厘清并验证传导机制和渠道，从而有针对性从细分

响则不显著；钱浩祺等 [8] 在细化产业链的基础上展

行业角度提出有效应对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

开实证研究，发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产业链上下

不利冲击，维护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游的影响机制具有显著差异性，其中上游产业表现

2 TVP-FAVAR 模型构建

[4]

[5]

[6]

[7]

为成本效应，而下游产业则为需求效应；谭小芬等

[9]

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

通过考虑供给、总需求和特定需求冲击 3 类结构性

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战略性金属矿产产业安

国际原油价格冲击效应，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全，并捕捉其时变特征，因此需要提取反映战略性

Tsai 则表示相比于能源密集度低的制造业，能源

金属矿产价格波动的信息。由于战略性金属矿产

密集度高的制造业其股票回报率也更高；苏梽芳

价格波动由供需基本面决定，同时随着战略性金属

等 则构建 GVAR 实证模型，详细探讨了国际原材

矿产金融化趋势的增强，金融投机的作用越来越

料价格冲击对于各个工业部门影响的差异性。

大，考虑除此之外的供需预期与库存调整的作用，

[10]

[11]

对于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的行业影响，也

本文参考 Kilian[15]、尹力博等 [16] 的研究，将战略性金

有少数学者作了探索性研究。谌金宇等[12]将战略性

属矿产价格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经济需求冲击、

金属矿产价格冲击进行分解，分别考察中国金属矿

金融投机冲击、战略性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 4 个

产业链各环节产出受到供给、预防性需求和经济需

成分。依据谌金宇等 [12] 对这 4 个成分的界定，供给

求 3 种冲击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前 2 种冲击推动

冲击是指由产量变动而引起的价格波动，需求冲击

的金属矿产价格上涨将抑制相关行业产出，而经济

是指由需求变动而引起的价格波动，特定需求冲击

需求冲击推动的金属矿产价格上涨将提升相关行

指通过供需预期或者库存调整而引发的价格波动，

业的产出。Zhong 等 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战略性

而金融投机冲击是指金融投机行为引起的价格波

金属矿产价格冲击对工业行业具有时变滞后效应，

动。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全球金属产量、全球经济

在中长期对工业 PPI 和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

活动、投机行为、金属价格 4 个层面，使用因子增强

用；而 Zhou 等 进一步发现金融投机冲击导致的期

向量自回归（FAVAR, Factor Augmented Vector Au-

铜价格波动对工业行业产出与 PPI 在大多数时段为

toregressive）模型将各种反映金属价格波动的信息

负，并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其抑制效应得到

纳入统一框架，解决在标准 VAR 模型不能处理过多

增强。

信息和局限于少数经济指标的缺陷。本文按照 FA-

[13]

[14]

在现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依据并拓展

VAR 建模思想，先分析大量适当的、有用的经济指

Kilian 的研究框架，将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划

标，通过影响因子分析思路提炼出影响战略性金属

分为供给冲击、经济需求冲击、金融投机冲击及金

矿产行业最为重要的因素，进而构造出 FAVAR 计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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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P-FAVAR 模型。

Y t = F t β t + A-1∑t ε t

产价格波动相关的指标虽然不能单独反映作为某
类冲击的度量，但是这些指标的线性组合则可以构
造出包含绝大部分信息含量的少量指标。
根据 Bernanke 等[17]的研究，FAVAR 模型的具体
形式如下：
éêF tùú = μ + B(L) éêF t - 1ùú + ν
t
ëY t û
ëY t - 1û

（1）

t

等式（5）是 TVP-SVAR-SV 模型的观测方程。A

是一个下三角矩阵，对角元素为 1；∑t =σ1t , …, σ kt ) ，
定 义 β t 是 由 β1t , …, β st 堆 积 而 成 的 行 向 量 ；

α t = (α1t , …, α qt )' 为 A t 的堆积行向量。依据 Jebabli

等[21]的研究，
参数应该遵循如下的随机游走过程：
ì β t + 1 = β t +μ βt
ï
íα t + 1 = α t + μ at
ïh = h + μ
ht
î t+1 t

式中：Ft、Yt 别代表不可观测和可观测的经济指标
向量，t 表示期数；B(L)表示为 p 阶滞后多项式；vt~N
(0，∑)是均值为零、协方差矩阵为∑的随机误差
项。为了处理不可观察指标的估计问题，依据 Ber-

nanke 等 [17] 假 定 Ft 和 Yt 共 同 引 起 了 Xt 的 变 化 ，即
满足：
f

y

Xt = Λ Ft + Λ Yt + εt

（2）

式中：Λ 和Λ 分别代表因子载荷矩阵；εt 为随机误差
f

y

项。根据式（2）来估计经济指标向量 Ft，然后将经济
指标向量 Ft 代入式（1）进行计量分析。
对于 Ft 的估计 Bernanke 等[17]使用了两步法。第
一步将序列变量 Xt 划分为可观测和不可观测两类，
可观测变量直接代入模型，不可观测变量，则进行

（5）

（6）

有：h t = (h1t , h 2t , h 3t , h 4t , h5t , h6t )' 并且 h jt = log σ jt2 ，
t=s+1, …, n。

β s + 1 ~N μ β , ∑β

αs + 1
hs + 1

(
)
~N ( μ , ∑ )
~N ( μ , ∑ )
0

0

α0

α0

h0

h0

（7）

模型的方差系数矩阵为块对角矩阵：
æ
æ εt ö
ç μ βt ÷
ç
ç u ÷ ∼N ç 0,
ç αt ÷
ç
è u ht ø
è

æ I 0 0 0 öö
ç 0 ∑β 0 0 ÷ ÷
ç0 0 ∑
0 ÷÷
α
ç
÷÷
è 0 0 0 ∑h ø ø

（8）

主成分分析得出信息集合 F t' 。然后，对总体集合 Xt

式中：I 为单位矩阵；∑ β , ∑ α 和 ∑ h 被假定为正定矩

同样进行也做主成分分析处理，记为 Ct＝（Ft，Y）
t ，

阵。依据 Nakajima 等[22]的研究，基于贝叶斯框架来

并提取前面 K+M 个主成分构成新的信息集合 C t' 。

估计模型相关参数，并采用马尔科夫蒙特卡洛算法
（MCMC）进行估计。

形成（3）式：
f

y

C t' = b F t' + b Y t + ε t

（3）

由方程（3）可得到不可观测经济指标向量 Ft 的
估计值 C t' - b Y 。

3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依据 Kilian[15]、Chen 等 [23]、Chen 等 [24]、程慧等 [25]、
成金华等[26]的研究，本文从战略性金属矿产产量、经

y

济活动、投机行为以及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 4 个层

第二步将 Ft 的估计值和 Yt 带入式（1）得到
éF ù'
Γ(L) ê tú = u t
ëY t û

（4）

式中：
Γ(L)为 p 阶滞后多项式；ut 为随机误差项。

面筛选指标以构建 TVP-FAVAR 模型，以分别反映
供给冲击、经济需求冲击、金融投机冲击、战略性金
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表 1）。对于有色金属行业，

在通过 FAVAR 模型提取公因子的基础上，为考

本文选取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以及冶炼及压延加

察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中国战略性金属矿

工业两个子行业，同时选取 2 个行业的工业增加值

产行业的时变性影响，本文进一步构建 TVP-FAVAR

作为替代变量。由于战略性金属矿产产量数据的

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通过允许参数时变，以捕捉战

起始时间为 2006 年 8 月，因此本文的样本区间为

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中国战略性金属矿产行

2006 年 8 月—2018 年 12 月，
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

业影响的时变效应。

依据尹力博等[16]，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根据模

依据 Primiceri 等 [18]、Omori 等 [19]、谭小芬等 [20] 文

型的要求本文通过一定统计方法将所有数据统一

献，本文将时间因素纳入 FAVAR 模型，从而得到

为月度数据；对于工业增加值等变量，由于缺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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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种结构性冲击指标
Table 1 Four types of structural shock indicators
结构性冲击

指标

参考文献

供给冲击
（15 个指标）
需求冲击
（20 个指标）

矿铜产量、精炼铜产量、粗铜产量、精铝产量、矿铅产量、精炼铅产量、矿锌产量、锌锭
产量、矿镍产量、精炼镍产量、矿锡产量、精炼锡产量、矿钼产量、矿金产量、矿银产量
G7 工业生产指数、OECD 工业生产指数、欧洲工业生产指数、欧盟工业生产指数、欧
元区工业生产指数、美国工业生产指数、英国工业生产指数、法国工业生产指数、德
国工业生产指数、意大利工业生产指数、加拿大工业生产指数、韩国工业生产指数、
印度工业生产指数、俄罗斯工业生产指数、土耳其工业生产指数、墨西哥工业生产指
数、巴西工业生产指数、阿根廷工业生产指数、日本工业生产指数、中国工业增加值
增速

Kilian[15]、Chen 等[23]、
Chen 等[24]、成金华等[26]
成金华等[3]、Kilian[15]、
Chen 等[23]、Chen 等[24]

金融投机冲击
（27 个指标）

黄金非商业多头持仓数量、黄金非商业空头持仓数量、黄金非商业套利持仓数量、黄
金非商业多头持仓数量占比、黄金非商业多头持仓交易者数量、黄金非商业空头持
仓数量占比、黄金非商业空头持仓交易者数量、黄金非商业套利持仓数量占比、黄金
非商业套利持仓交易者数量、银非商业多头持仓数量、银非商业空头持仓数量、银非
商业套利持仓数量、银非商业多头持仓数量占比、银非商业多头持仓交易者数量、银
非商业空头持仓数量占比、银非商业空头持仓交易者数量、银非商业套利持仓数量
占比、银非商业套利持仓交易者数量、铜非商业多头持仓数量、铜非商业空头持仓数
量、铜非商业套利持仓数量、铜非商业多头持仓数量占比、铜非商业多头持仓交易者
数量、铜非商业空头持仓数量占比、铜非商业空头持仓交易者数量、铜非商业套利持
仓数量占比、铜非商业套利持仓交易者数量

Chen 等[23]、Chen 等[24]、
程慧等[25]、成金华等[26]

特定需求冲击
（10 个指标）

LME 铜价、COMEX 铜价、LME 铝价、LME 锌价、LME 铅价、LME 镍价、LME 锡价、
COMEX 黄金价格、COMEX 银价、LME 基本金属指数

Chen 等[23]、程慧等[25]、
成金华等[26]

一个月的数据，本文采用插值法增补个别缺漏数

所有变量展开 OLS 回归，从而挖掘各主因素经济内

据。在此基础上，为了将变量统一到同一单位以及

涵。对各主因素，选取拟合优度最高前 10 个指标作

消除变量异方差，对一些变量采用自然对数进行处

为该主成分因素的经济意义解释（表 3）。结果表

理，并对所有变量采用 ADF 检验方法展开单位根检

明，因素 1 主要反映全球战略性金属矿产产量，代表

验，同时对变量间进行相关性分析，以确保各个变

供给冲击；因素 2 主要反映全球经济活动，代表经济

量指标的平稳性与有效性。

需求冲击；因素 3 与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相关，代表

4 结果与分析

战略性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因素 4 为投机行为

4.1 公因子提取结果

指标，代表投机冲击。

将全球战略性金属矿产产量、全球经济活动、

4.2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投机行为及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 4 个层面的指标集

在构建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的 TVP-FA-

成进行主成分分析（表 2），通过对主因素的比较，判

VAR 模型中，各个结构性冲击对中国战略性金属矿

别其解释力度，同时考虑模型的稳定性和简洁性，

采选业、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的时变影响之前，

本文选取前 4 个主因素作为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

需要确定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依据 AIC、SC 等信息

击 的 代 理 变 量 ，这 4 个 主 因 素 的 累 计 特 征 值 为

准则，本文构建滞后 2 阶模型，对检验模型的相关参

38.6798，
累计解释比例达到 53.72%，
符合模型要求。

数进行 MCMC 抽样，进而进行模拟分析，获得各模

针对 4 个主因素主成分分析结果，在信息集内

型参数的模拟估计（表 4）。表 4 结果表明相关参数

表 2 4 个主因素主成分分析结果
Table 2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esults of four main factors
成分

特征值

相应特征值与后一项的差

解释比例/%

累积特征值

累积解释比例/%

F1

18.7199

9.5132

26.00

18.7199

26.00

F2

9.2068

3.3967

12.79

27.9267

38.79

F3

5.8100

0.8670

8.07

33.7367

46.86

F4

4.9431

1.6926

6.87

38.6798

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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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所提取主因素的前 10 个主要指标及 R2 值
Table 3 Top 10 main indicators and R2 values of the extracted main factors
F1

R2 值

F2

R2 值

全球金矿产量

0.9181

金属价格指数

0.5785

全球精炼铜产量

0.8961

OECD 工业生产指数

0.5480

土耳其工业生产指数

0.8910

LME 铜价格

0.5223

铜空头持仓数量

0.7832

欧洲工业生产指数

0.5195

铜多头交易者数量

0.7691

COMEX 铜价格

0.5070

铜多头持仓数量

0.7633

LME 铝价格

0.4774

全球精炼铅产量

0.7500

G7 工业生产指数

0.4593

全球粗铜产量

0.7429

欧元区工业生产指数

0.4397

铜套利交易者数量

0.7410

欧盟工业生产指数

0.4393

全球锌锭产量

0.7319

德国工业生产指数

0.3728

R值

F4

R2 值

F3

2

LME 锌价格

0.2911

黄金多头交易者数量

0.6561

金属价格指数

0.2587

黄金套利交易者数量

0.5961

国际银价

0.2354

白银多头交易者数量

0.5362

LME 镍价格

0.2184

铜空头交易者数量

0.4646

COMEX 铜价格

0.2118

墨西哥工业生产指数

0.1909

LME 铜价格

0.2102

巴西工业生产指数

0.1622

欧洲工业生产指数

0.2049

G7 工业生产指数

0.1556

欧盟工业生产指数

0.2013

铜套利持仓数量

0.1439

黄金多头持仓占比

0.1951

白银套利交易者数量

0.1385

欧元区工业生产指数

0.1840

美国工业生产指数

0.1295

表 4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Table 4 Model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参数

均值

标准差

95%下限

95%上限

Geweke

无效因子

(F1, F2, F3, F4, MDIO)

(∑β )1

0.0227

0.0025

0.0184

0.0282

0.3940

8.9900

(∑α)1

0.0225

0.0025

0.0183

0.0280

0.5530

8.4700

0.0856

0.0296

0.0448

0.1553

0.2910

63.0000

0.0819

0.0285

0.0431

0.1536

0.4110

40.3400

0.2307

0.0994

0.0826

0.4458

0.1120

125.9800

0.3005

0.1075

0.1331

0.5631

0.7390

78.8300

(∑β ) 2

(∑α) 2
(∑h)1

(∑h) 2

(F1, F2, F3, F4, SRPIO)

(∑β )1

0.0224

0.0026

0.0180

0.0282

0.8430

9.3600

(∑α)1

0.0223

0.0024

0.0182

0.0277

0.2850

6.9100

0.0924

0.0360

0.0478

0.1845

0.2700

49.9100

0.0808

0.0278

0.0422

0.1522

0.4440

68.5100

0.2144

0.1027

0.0732

0.4922

0.9980

93.2800

0.2848

0.1074

0.1196

0.5234

0.7190

89.2800

(∑β ) 2

(∑α) 2
(∑h)1

(∑h) 2

注：F1、F2、F3 及 F4 分别代表提供的 4 个公因子，表征供给冲击、经济需求冲击、战略性金属特定需求冲击及金融投机冲击；MDIO、SRPIO
分别代表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与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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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验 分 布 的 均 值 处 于 95% 置 信 区 间 范 围 内 。

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上升时，会导致战略性金属矿

Geweke 收敛诊断值在 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范围

产行业成本上涨，而成本上涨会压缩行业企业的利

内。所以，检验不能拒绝后验分布收敛的原假设。

润空间，阻碍企业扩大生产，造成产出下降[30]。这个

此外，结果显示所选参数的无效因子均很小，表明

结论也从侧面反映供给冲击带来的战略性金属矿

本文使用 MCMC 算法获得的参数估计结果是有效

产价格波动对中国战略性金属矿产产业安全带来

的

严重负面影响。

。

[27-29]

4.3 不同时间尺度下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对战

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对经济需求冲击的
响应在除 2009 年短暂为正外，其余时段全为负。在

略性金属行业的影响
图 1 显示了中国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对 4

2009 年短暂为正主要受益于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

个公因子所代表的供给冲击、经济需求冲击、战略

危机而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有效拉动了需

性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及金融投机冲击的时变

求，但总体而言，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主要依

脉冲响应轨迹，选取的滞后期数分别为 1、6 以及 12

赖投资与出口，市场机制发展不完善，市场内需不

期，分别代表短期、中期、长期 3 个时间尺度。如图

足，
导致经济需求冲击对产出的拉动作用没有发挥。

所示，这些结构性冲击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

至于战略性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对战略性

的影响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并且在长期、中期以

金属矿采选业产出的影响，在短期内以负向为主，

及短期等不同时间尺度上，影响效应呈现差异性。

在中长期则全为正。特定需求冲击主要是由供需

就结构性冲击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的影响

预期、库存变动等引起的价格冲击[12]，主要也是通过

程 度 而 言 ，短 期 最 为 显 著 ，中 期 次 之 ，长 期 影 响

成本渠道对行业产出产生影响，这个结果表明，特

较小。

定需求冲击只在短期才发挥抑制作用，中长期抑制

供给冲击带来的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

作用则不显著。

产出的影响在样本期内全为负，显示供给冲击对中

对于给定一个金融投机冲击，战略性金属矿采

国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具有抑制作用，这符合

选业产出的响应在 2013 年前为正，之后则转为负向

理论预期。供给冲击是由产量变化所引起的战略

影响。随着有色金属金融化趋势的增强，金融投机

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当产量下降，作为原材料的

行为会通过抬高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提升战略性

图 1 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对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的时变脉冲响应
Figure 1 Time-varying impulse responses of the output of strategic metal mining and dressing industry to the price shocks of strategic metal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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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战略性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对战略性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的影响，在样本期内全

图 2 显示了中国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为正，并且正向影响呈现增强趋势；对于给定一个

产出对 4 个公因子所代表的供给、经济需求、战略性

金融投机冲击，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

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和金融投机等 4 种结构性冲击的

的响应除在 2018 年为负外，其余为正向影响。这个

等间隔脉冲响应轨迹。如图所示，这些结构性冲击

结果表明金融投机冲击与特定需求冲击的抑制作

对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的影响随着

用并没有发挥，这与前文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

时间变化而变化，并且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影响效

出的结论相反，这主要是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处于

应呈现差异性，就影响程度而言，短期最为显著，中

产业链前端，对金融投机冲击与特定需求冲击的影

期次之，
长期影响较小。

响较为敏感，而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位于

供给冲击带来的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在

产业链中上游，由于中国产业链存在一定的价格管

短期尺度的 2013—2016 年对产出的影响短暂为正，

制，价格传导机制具有粘滞性，导致金融投机冲击

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价格处于下行阶段，加之中

与特定需求冲击通过成本效应的传导不能顺畅传

国市场传导粘滞，导致了这一现象。但在样本其余

导至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使得供需预期

时段则全为负，显示供给冲击对中国战略性金属冶

以及金融投机等引起的价格波动对其产生的抑制

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以抑制作用为主，对战略性金

作用并没有发挥。

属矿产产业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4.4 不同时间点下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对战略

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对经济需

性金属行业的影响

求冲击的响应在国际金融危机前为正，主要是由于

本文接下来分析不同时间点战略性金属矿采

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对战略性金属

选业、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对其价格冲击的脉冲

原材料及产品的需求强劲，从而拉动了战略性金属

响应。本文在样本中选择 2008 年 9 月、2011 年 8 月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但在其余时段为负，显示

及 2018 年 6 月这 3 个时点进行分析，2008 年 9 月、

总体需求仍不足，导致经济需求冲击对产出的拉动

2011 年 8 月以及 2018 年 6 月 3 个时期分别对应国际

作用并不显著。

金 融 危 机 时 期 、欧 债 危 机 时 期 以 及 中 美 贸 易 战

图 2 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对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的时变脉冲响应
Figure 2 Time-varying impulse responses of output of strategic metal smelting and rolling processing industry to the price shocks of strategic metal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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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第 1 期开始，所有的响应都是大于零的，并在第

图 3 显示了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在不同时

2 期达到最大值，之后的响应值逐渐达到收敛；至于

点对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对金融投机冲击的响应，

显示，各个冲击在不同时点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

在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 2 个时期，响应以正向

产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供给冲击带来的战略性

为主，而在中美贸易战时期，
响应为负。

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产出的影响在 3 个时点都为

图 4 显示了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

负；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对经济需求冲击的响

在不同时点对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的脉冲响

应在欧债危机时期以及中美贸易战时期以负向为

应。结果显示，各个冲击在不同时点对战略性金属

主，而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响应在前 7 期为正，之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供给

后则转为负；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对战略性金

冲击带来的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产出的影

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的初始响应在国际金融危机

响在 3 个时点都为负；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与欧债危机时期为负，在中美贸易战时期则为正，

业产出对经济需求冲击的响应在欧债危机时期以

图 3 不同时点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的影响
Figure 3 Impact of the price shocks of strategic metal minerals on the output of strategic metal mining and dressing industry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图 4 不同时点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对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的影响
Figure 4 Impact of strategic metal mineral price shocks on the output of strategic metal smelting and rolling processing industry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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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美贸易战时期以负向为主，而在国际金融危机

求冲击与金融投机冲击主要通过成本路径对战略

时期，响应为正；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

性金属矿产行业产生影响，而经济需求冲击主要通

出对战略性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的响应在 3 个时

过需求路径对战略性金属矿产行业产生影响。依

期以正向为主；至于战略性金属矿冶炼及压延加工

据不同行业的产品特点以及在产业链中的位置，本

业产出对金融投机冲击的响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与

文将战略性金属矿产产业链划分为两类：上游为战

欧债危机 2 个时期，响应以正向为主，而在中美贸易

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下游为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

战时期，
响应为负。

加工业。通过计算加总，得到由供给、战略性金属

4.5 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对战略性金属行业影

矿产特定需求和金融投机等 3 种冲击对战略性金属

响的传导路径检验

矿采选业产出的影响贡献率为 21.7242%，对战略性

为了量化不同类型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的影响贡献率为

对中国战略性金属矿产行业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及

5.0563%，而经济需求冲击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

传导路径，本文采用方差分解进行进一步分析。表

产出和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的影响贡献率分别

5 分别显示了各个冲击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及冶

为 1.7278%和 6.4372%，表明供给、战略性金属矿产

炼及压延加工业的预测方差分解贡献度，分解期数

特定需求与金融投机冲击通过成本路径沿着产业

分别为 1 期、6 期及 12 期。在第 12 期实现稳定时，战

链上游向下游顺向传导，冲击效应逐渐减弱，而经

略 性 金 属 采 选 业 产 出 的 15.3628% 、1.7278% 、

济需求冲击通过需求路径沿着产业链下游向上游

6.2489%及 0.1125%可以分别由供给、经济需求、战

逆向传导，同样冲击效应逐渐减弱。

略性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和金融投机等 4 种冲击来解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释，显示供给冲击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的预

5.1 结论

测方差贡献度最大，战略性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

本文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

与经济需求冲击的影响次之，而金融投机冲击的解

波动的因素同时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

释力最小。对于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

TVP-FAVAR 模型，提炼出反映战略性金属矿产行业

出，在第 12 期稳定时，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波动本质的综合因素，全视角分析供给冲击、经济

业产出的 2.2578%、6.4372%、2.2867%及 0.5118%可

需求冲击、战略性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以及金融

以分别由供给、经济需求、战略性金属矿产特定需

投机冲击导致的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国内

求和金融投机等 4 种冲击来解释，显示经济需求冲

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及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击对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的预测方

工业产出的影响及时变特征，并从成本渠道与需求

差贡献度最大，战略性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与供

渠道分析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对战略性金属

给 冲 击 的 影 响 次 之 ，而 金 融 投 机 冲 击 的 解 释 力

行业影响的传导路径。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对战略性金属矿

最小。
依据谌金宇等 的研究，供给冲击、金属特定需
[12]

采选业、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的影响效应具有时

表 5 战略性金属价格冲击对战略性金属行业产出的预测方差贡献度
Table 5 Contribution of strategic metal price shocks to the forecast variance of strategic metal industry output

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

战略性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http://www.resci.net

(%)

F1

F2

F3

F4

1 期后

0.9649

0.9483

0.0013

0.0206

6 期后

4.9907

1.6149

4.5906

0.1088

12 期后

15.3628

1.7278

6.2489

0.1125

1 期后

0.0015

1.4739

0.0209

0.7189

6 期后

0.4379

4.1489

1.8196

0.5419

12 期后

2.2578

6.4372

2.2867

0.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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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在不同时间尺度与不同时间点，其影响效应

安全问题，要积极采取对应措施，切实对冲战略性

呈现异质性。总体而言，战略性金属价格冲击对中

金属矿产价格波动风险。

国战略性金属行业产出的影响随着滞后期数的增

此外，要依据不同结构性冲击影响的差异性，

加，其冲击影响逐步减弱，也就是说短期最为显著，

有针对性采取差异化策略。从供给层面来看，要通

中期次之，长期最小。在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

过调控和政策引导加强对战略性金属矿产的进口

与中美贸易战 3 个时期，行业产出对战略性金属矿

管理，推进进口来源和渠道的多元化；同时要最大

产价格冲击呈现复杂多变的响应，并在影响方向、

限度利用境外资源，建立和健全相应的战略性金属

影响程度以及持续时间上具有显著差异。

矿产战略储备体系，以利用储备减轻供求矛盾，平

（2）供给冲击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冶炼及

抑价格，这样才能有效缓解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

压延加工业产出的影响以负向为主，尤其在中美贸

击对金属行业的不利影响。从需求层面来讲，要刺

易战时期，其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同时经济需求冲

激消费，扩大市场需求，通过拉动需求对冲战略性

击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

金属矿产价格所带来的成本冲击；同时要积极应对

的拉动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这些结果表明战

战略性金属矿产金融化，加快完善战略性金属矿产

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中国战略性金属行业造

期货市场，树立良好的供需预期，提供便利的套期

成重大冲击，严重影响了中国战略性金属矿产产业

保值工具，有效对冲金融投机以及特定需求冲击所

安全，这在当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表现得尤为显

引起的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

著。此外，在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下，相比战
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战略性金属矿采选
业产出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
（3）在 4 种类型冲击中，供给冲击对战略性金属
矿采选业产出影响最大，而经济需求冲击对战略性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影响最大。本文发现
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主要通过成本与需求两
条路径对战略性金属行业产生影响。供给冲击、战
略性金属矿产特定需求冲击与金融投机冲击基于
成本路径从产业链上游向下游进行顺向传导，冲击
效应逐渐减弱，而经济需求冲击基于需求路径从产
业链下游向上游进行逆向传导，同样冲击影响逐渐
减弱。
5.2 政策建议
中国是战略性金属第一生产大国与消费大国，
同时对国际战略性金属矿产市场的依存度较高，因
此，国际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始终是影响中国
产业安全的重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战略性金属
矿产价格冲击给中国战略性金属产业安全带来的
负面冲击，需结合经济新常态背景，依据有色金属
矿产价格冲击对中国战略性金属行业影响的时变
性，实施动态调控，防范重大危机时期战略性矿产
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冲击影响；特别注意的是，在当
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要尤为重视战略性金属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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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strategic metal price shocks on industrial output:
Time-varying analysis based on the TVP-FAVAR model
ZHONG Meirui1, 2, SONG Wanting1, 2
(1.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Institute of Metal Resources Strateg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ecurity, this study used monthly data from
August 2006 to December 2018 to incorporate factors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 the price
fluctuations of strategic metals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of analysis, and constructed a time varying
parameter factor 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ve (TVP- FAVAR) model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impacts of supply shocks, economic demand shocks,
strategic metal- specific demand shocks, and financial speculative shocks on the strategic metal
industry’s outp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s of strategic metal price shocks on the strategic
metal industry are time- varying. At different temporal scales and at different points in time, the
effects are heterogeneous. Among the four types of shocks, supply shocks affect most in the output
of strategic metal ore mining and dressing industry. The output of the strategic metal smelting and
rolling processing industry is mainly affected by economic demand shocks; fluctuations in the price
of strategic metals have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China’s strategic metal industry output,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trategic metal ore mining and dressing industry, which has severely affected
the security of the strategic metal industry, and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war.
Key words: industrial security; strategic metal; price; TVP-FAVA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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