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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综合集成法的江苏省潮间带风

电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宗摇 雪1,摇 刘佰琼1,摇 顾云娟2,摇 沈永明1,摇 张摇 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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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以 2012 ~ 2015 年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数据为基础,结合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实际发展情况,
建立了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总体

评价。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从投入鄄产出视角来衡量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效率。 得出如下结

论:2012 ~ 2015 年,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指数从 0. 345 上升至 0. 605;可持续发展

综合效率平均值为 0. 916,整体效率处在较高水平。 在 2012 ~2013 年,存在可持续发展无效、投入过剩和产

出不足的情况,2014 年后可持续发展效率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根据投入指标的影响力分析,可知经济投入

指标对投入产出效率影响最大,而科技创新投入指标影响力最小,还需进一步加强科技投入与人才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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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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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15,and the actu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dustry was evalua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he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dustry was measu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put鄄output by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he re鄄
sults showed that from 2012 to 2015,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鄄
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increased from 0. 345 to 0. 605 and the average integrated efficiency of sustainable develop鄄
ment was 0. 916 which was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From 2012 to 2013,the situations of ineffective sustainable devel鄄
opment,excessive input and insufficient output occurred. However,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benign development from 2014.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e analysis of the input index,we can see that the
economic input index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input鄄output efficiency,whil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put index has the least influence. So we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鄄
gy and talent at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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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风能凭借其可持续利用和环境友好的特点成

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能源,根据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制定的风力发展目标,2020 年可再生

能源的发电比例可以达到 15%以上,2040 年之后

可以达到 30% 或更高的水平[1]。 我国沿海风能

资源丰富,沿海风电开发分为潮间带风电和海上

风电[2]。 潮间带风电与海上风电相比,运行环境

较为简单、技术要求较低、施工难度小,因此潮间

带风电项目的开发在沿海乃至全国风电发展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海洋产业的可持续性内涵可以概括为海洋经

济的持续性、海洋生态的持续性和社会发展持续

性,其最根本的核心表现在“发展冶和“持续冶两个

方面。 潮间带风电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

问题,对风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

上的负面影响。 在建设初期,面临着投入资金大、
厂址选择难、工程与海岸带生态环境矛盾较大等

问题;风电场建成后,还面临着风电并网、日常运

行与维护等问题[2鄄3]。 在中国庞大的风电规划和

跳跃式发展背景下,如何合理有效利用有限风力

资源、严格执行环保制度、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保持适度增长状态,实现与社会、环境的共同发

展,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从国内外有关资料检索的结果看,海上风电

评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海上风电项目的可行性

评估和后评估。 Ngala 等人在 2007 年从风资源条

件、风电技术、环境影响三个方面,对风电项目进

行可行性评价[4]。 李淼将大连驼山风电项目后

评价分解为项目财务评价、项目影响评价、项目可

持续性评价三个一级评价目标,确立了投资财务

内部收益率、经济内部收益率、经济净现值等几个

具体的指标计算公式[5]。 邵利洁建立了基于环

境保护评价、工程节能与环保效益评价、社会经济

评价的风电场社会效益指标体系,建立了模糊综

合评价模型[6]。 严晓建以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为

例,详细介绍了国内外风电产业的制度创新,从科

技、社会、环境三方面建立沿海风能开发综合效益

评估模型[7]。
以上研究均解决了风电项目的综合评价问

题,但是对于区域性大尺度海上风电企业的规模

性评价较少,评估手段没有摆脱人为主观赋权的

弊端,同时不能兼顾总体评价与效率评价的全面

分析。 本文尝试采用综合集成的思想,将熵值法

和 DEA 方法相结合,依托 2012 ~ 2015 年江苏省

潮间带风电产业数据建立了潮间带风电场可持续

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江苏省风潮间带电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效率进行评

价。 文章同时考虑到潮间带风电的特殊性,将桩

基布设和海底电缆布设造成的经济、环境影响加

入评价指标,对江苏省潮间带风电的可持续发展

进行静态和动态评价,从发展质量和相对效率的

视角来衡量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状况,整体上把

握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的发展趋势。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评价指标体系

在评价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时,
应充分考虑到潮间带风电企业的特点对可持续发

展能力产生的影响,维持其协调有序的发展,必须

综合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因素协调发展。 根据

国内外针对风电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成果及咨

询相关领域专家,结合江苏省潮间带风电开发的

特点,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构建由 3 个一级指

标、6 个二级指标以及 16 个三级指标构成的潮间

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1)。 具

体设计如下。
(1)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传统风电企业建设主要成本指标包括风电场

建设成本指标和营业成本指标,常规建设期成本

主要包括风电机组购置成本、电缆成本、接网成

本、建设成本、其他成本(安装,技术指导等) [8]。
由于潮间带风电场距离海岸线较近,电缆及其安

装成本不会明显提高。 与陆上风电不同的是,潮
间带风电场除风机架设成本还需考虑使用带来的

额外成本,即海域使用成本,包括用海养殖补偿、
海域使用金等[9]。 风电企业投产运行中的营业

成本指标,主要包括设备折旧费、相关税费、利息

费用、日常杂费。
在经济业绩子系统下,经济投入指标依据企

业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设计。 总产值指标反应企业

生产总成果,并不说明经营状况的好坏和经济效

益;利润总额指标是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利润,
集中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方面的效益;年
平均利用小时数指标表示风电设备的利用效率;
年累计装机量指标反应区域内风力发电开发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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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科技创新投入指标作为风电企业的科技投入

力量,采用企业内大专以上学历员工比重和企业

科研人员比重两项指标,总体反映企业的竞争潜

力以及吸引的各地优秀人才能力。
风电企业的发展对社会最直接的效益是吸纳

劳动力,故采用新增就业率指标。 社会开发效果

指标采用当地发放问卷调查及咨询专家意见等手

段,调查咨询内容主要包括风电企业发展对于优

化产业结构、增加地区资本、群众的环保意识的提

高程度、对项目的接受度、满意度等。
(3)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

除风机架设后产生的噪音及对鸟类的影响等

普遍生态问题,潮间带风电工程会对海岸带生态

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引起冲淤环境、地形地貌变

化、海底泥沙悬浮物搅动等,根据工程的环境影响

报告结论得出项目对以上因素影响通常较小,工
程结束影响消失[10鄄11]。 故本文主要考虑潮间带

风电项目对生态最直接影响,即对滩涂资源的占

用面积、海洋生物资源的损失以及生态服务价值

的损失三项指标。 在对滩涂资源面积占用数据的

处理上,本文采用风电场实际占用面积,而非确权

面积,原因在于为鼓励海上风电发展,我国海上风

电项目的用海方式和面积是按照单个风机机组的

装机基础占用的海域面积界定,并未将风电项目

实际占用的整个海域纳入用海面积,因此采用风

电场风电机组布置的最外缘包络线为实际用海面

积[9]。 海洋生物资源损失为潮间带风电工程开

发过程中造成的海洋生物资源损失与工程用海面

积之比。 衡量风电项目对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
首先要对滩涂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 依据徐

敏[12]等得出的江苏滩涂平均生态服务价值为 4
万元 / hm2·a。

同时作为清洁能源的风电,利用风力发电将

大规模节约不可再生化石能源使用量。 相对与目

前占据主流地位的火电、核电项目而言,风电在运

行中可以大幅度减少 CO2、SO2 等有害气体以及

煤炭燃烧后灰渣的排放,对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本文选取消耗性能源节约量和减少废

弃物排放量作为风电企业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贡

献指标,每年依靠风能为产生的电量,按替代火电

标准煤耗 330 g / kWh 计算,计算结果为消耗性能

源节约量。 同时计算燃烧消耗性能源所释放的有

害气体为风电减少废弃物排放量。

表 1摇 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Tab. 1 Evaluation index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总目标层 准则层 控制层 指标层 指标类型

潮
间
带
风
电
可
持
续
发
展
评
价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

经营投入指标

经济收益指标

科技创新投入指标

社会贡献能力指标

资源利用投入指标

生态环境效益指标

风电场建设成本 / 万元

海域使用成本 / 万元

营业成本 / 万元

总产值 / 万元

利润总额 / 万元

年平均利用小时数 / h

年累计装机量 / kw

企业内大专以上学历员工比重 / (% )

企业科研人员比重 / (% )

新增就业率 / (% )

社会满意程度 / (% )

生态服务价值损失 / 万元

海洋生物资源损失 / 万元

占用滩涂资源面积 / hm2

消耗性能源节约量 / t

减少废弃物排放量 / t

负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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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评价方法

1. 2. 1摇 标准化处理

为避免量纲的差异所带的不可预知的影响,
对上述构建的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指

标的标准化[13]。 对于参照标准体系确定的各指

标的标准化系数,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将各指标

分值转换到 0 ~ 1 之间的标准化值,设 vij为第 j 年
第 i 个指标,qij为第 j 年第 i 个指标标准值,则其对

应的正负指标标准化公式为:

正向指标:qij =
vij-min(vij)

max(vij)-min(vij)
(1)

负向指标:qij =
max(vij)-vij

max(vij)-min(vij)
(2)

1. 2. 2摇 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

潮间带风电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将利用熵值

法确定指数权重。 熵值法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

客观评价方法,一般认为:信息熵越高,系统结构

越均衡,差异越小,或者变化越慢;反之,信息熵越

低,系统结构越是不均衡,差异越大,或者变化越

快[14]。 所以,可以根据熵值大小,也即各项指标

值的变异程度计算出权重。 处理步骤如下:
淤对指标做比重变换,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被评价对象占该指标的比重:

pij = xij /移
n

i = 1
xij (3)

于指标信息熵值 e 的信息效用值 d:
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为:

ej = - k移
n

i = 1
(qij lnqij),k = 1 / lnn (4)

计算各个评价指标效用值:
d j = 1 - ej (5)

盂计算指标权重:

Wi = d j /移
n

j = 1
d j (6)

1. 2. 3摇 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的计算

Q = 移
n

i = 1
qij 伊 Wi (7)

采用线性加权和法算出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指

数是 0 ~ l 的连续数值,根据海洋资源开发效益的

综合研究成果[12,15],将 0 ~ 1 的连续数值划分为

四份即 0 ~ 0. 3,0. 3 ~ 0. 5,0. 5 ~ 0. 7 和 0. 7 ~ 1 分

别对应较差、一般、较好和极好四种状态,评价标

准如表 2。

表 2摇 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等级划分标准

Tab. 2 Criteria for assessing the lev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 0 ~ 0. 3 0. 3 ~ 0. 5 0. 5 ~ 0. 7 0. 7 ~ 1

可持续发展水平 差 一般 较好 好

1. 2. 4摇 可持续发展效率评价方法

摇 摇 对潮间带风电可持续发展效率评价将从系统

投入产出角度出发,通过相对效率来评价潮间带

风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将线性加权和求出

的各项控制层指数作为数据基础,采用数据包络

分析(DEA)对潮间带风电可持续发展效率进行

评价。 DEA 评价模型基本原理如下。
数据包络分析(DEA)由 Charnes, Cooper 和

Rhhodes 于 1978 年提出[16],是一种用以评价各决

策单元(DMU)之间相对有效性的分析方法[17]。
一个 DMU 就是一个将一定“输入冶转化成一定

“输出冶的实体。 DEA 模型中 CCR 模型主要用来

评价相对规模和相对技术的有效性[17]。
设有 n 个决策单元 DMU j( j = 1,2,…n)有 m

种输入(表示该决策单元对资源的消耗)和 s 种输

出(表示该决策单元消耗资源之后的成效数量)。
以 x j = (x1j,x2j,…,xmj) T表示投入值,以 y j = ( y1j,
y2j,…,yk) T示产出值,其中 i = 1,2,…,m,j = 1,2,
…,s。 基于输入的评价 DMU 总体效率的具有非

阿基米德无穷小量(一个小于任何正数且大于零

的数)的 CCR 模型如公式(8)。

s. t.

min 兹 - 着 移
t

r = 1
s +r + 移

m

i = 1
s -( )[ ]i

移
n

j = 1
姿 jxij - 兹xij0 + s -i = 0,i = 1,2,…,m

移
n

j = 1
姿 jyrj - yrj0 + s +r = 0,r = 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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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j为第 j 个决策单元对第 i 种类型投入

的投入量;yrj为第 j 个决策单元对第 r 种类型产出

的产出量;s+r 与 s-t 分别为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着
为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姿 j 为权重; 兹 为规划目

标值。
可根据 DEA 模型分析数据得到一些数值来

对某些现象进行经济学解释。 当 兹 = 1 时,且 s-i =
s+r 时,决策单元 DUM 为 DEA 有效。 说明与其他

被评价单元相比,该决策单元没有因多余投入而



第 3 期 宗摇 雪,等:摇 基于综合集成法的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431摇摇

造成资源浪费;当 兹 = 1 时,且 s-i 屹0 或 s+r 屹0 时,
DMU 为弱 DEA 有效,不是技术和规模同时有效,
表明此时已接近资源配置最优状态,但还可以进

步;当 兹<1 时,DMU 为非 DEA 有效,生产活动既

不是技术效益最佳,也不是收益效益最佳,该决策

单元没有达到资源最优配置。
1. 3摇 数据来源

到 2015 年底,除了试验风电项目外,江苏省

业已建成数个规模化的海上风电场。 为研究江苏

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趋势,本文选取了

2012 ~ 2015 年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总体数据。
潮间带风电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起步较晚,较传统

经济数据来说可统计年限较短。 为得到合理结

论,采用实地调查的方式,通过江苏省海洋与渔业

局的调查,获取了江苏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响水县长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中电大丰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国华﹙东台﹚风电有限公司、国华

﹙江苏﹚风电有限公司五家主营潮间带风力发电

公司的财务、建设发展、人事三方面数据,数据较

传统经济普查数据更为具有地域针对性、更具有

潮间带风电的数据独特性。 这五家企业为江苏省

海洋与渔业局所划分的重点用海企业,其旗下潮

间带风电项目总数占到全省 65% 以上,可代表江

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的总体发展趋势。 样本数据

同时结合 2012 ~ 2015 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江苏省沿海各县年鉴、能源部门发布信息、相关专

家意见、社会调查问卷发放等。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综

合分析

通过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值如下表 3,继而

利用公式(7)分别计算经营投入指标、科技创新

投入指标、资源利用投入指标、经济收益指标、社
会贡献能力指标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标的指数值,
得到如下指数结果,见表 4。

表 3摇 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权重

Tab. 3 Weight of evaluation index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营业成本 围填海工程成本 风电场建设成本 总产值 利润总额 年平均利用小时数

0. 0903 0. 0431 0. 0431 0. 0982 0. 0391 0. 0528

年累计装机量 企业内大专以上学历员工比重 企业科研人员比重 新增就业率 社会满意程度 生态服务价值损失

0. 052 0. 0601 0. 0809 0. 1392 0. 0546 0. 0498

渔业资源损失 占用滩涂资源面积 消耗性能源节约量减少废弃物排放量

0. 0431 0. 0509 0. 0514 0. 0514

表 4摇 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

Tab. 4 Evaluation index mark exponentia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年份 经营投入指数 经济收益指数 科技创新能力指数社会贡献能力指数资源利用投入指数 生态环境效益指数

2012 0. 1900 0. 0048 0. 0289 0. 0000 0. 1438 0. 0000

2013 0. 1099 0. 0617 0. 0245 0. 0131 0. 0707 0. 0326

2014 0. 1166 0. 1885 0. 0156 0. 0255 0. 1242 0. 0648

2015 0. 0000 0. 3257 0. 0106 0. 0370 0. 0000 0. 2200

摇 摇 通过表 4 计算出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

续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值以及准则层三项指数值

(图 1)。 可以看出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

发展水平近些年来发展整体呈提升趋势, 2012、
2013 年综合发展水平一般,分别为 0. 345 和

0郾 301;2014、2015 年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好,分别

为 0. 53 和 0. 605,2015 年较 2012 年可持续发展

水平综合指数增长 34% 。
三项指标大体发展较为平稳,2015 年较 2012

年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数增长 41% 。 其中 2013 年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出现下滑,主要原因为企业

风电上网电量较 2012 年增幅较小,故产生的经济

收益较小,2013 年 8 月,停滞了 3 a 的我国首批海

上风电特许权招标项目获得开工许可,故 2013 年

经济投入增多。
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数 2015 年较 2012 年

增长 36% 。 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数在 2013 年

下降主要原因为江苏省风电场工程的布置面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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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风电项目用海具有排他性,挤占其他用海行

业,造成了海洋空间的破碎化,且单位装机容量风

机占用的海域面积仍远大于国外,海洋空间资源

浪费现象明显,制约着生态可持续发展指数上涨。
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指数与经济、生态

可持续发展指数来说较低,可见对江苏省潮间带

产业可持续发展指数上涨的贡献相对较小。 说明

风能的开发利用对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没有起到

预计作用,在风能产业上的研发投入还有待提高。
2015 年较 2012 年指数增长 26% ,增长较为缓慢,
主要因为潮间带风电企业在工程建设期产生大量

就业岗位,工程结束后,由于风电机组自动化程度

较高,主要从业人员集中在日常维护人员以及研

发人员,故节省了大量人力资源。 同时各企业在

发展中不断提升技术革新和提高职工福利待遇,
在群众中均有较好口碑,总体社会可持续发展能

力呈上升态势。
由图 1 可以看出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企业的经

济发展能力与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密切相关,利
用数据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达到 0. 88,呈高度

正相关。 在风电场建成初期,由于设备较新,发电

量较小,现有电网不需要作大调整便可进行并网,
投资成本较小,但节能减排贡献明显;随着风电企

业的发展,发电量逐年递增,江苏省作为我国东南

部地区电力负荷中心,电网容量比较大、结构相对

合理,可极大节约电力传输成本,且风机运行维护

成本较低,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数上升,同时减排的

贡献也随发电量增加逐年递增,故在风电场建设

成本投资稳健的情况下,生态可持续发展指数随

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数增长而增长。 可持续发展指

数为经济、社会、生态三种指数之和,故与三种指

数变化也密切相关。

图 1摇 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值

Fig. 1 Comprehensive index mark exponenti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鄄
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2. 2摇 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效率

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的反映各个指标对江苏省潮间

带风电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需要对江苏省潮间

带产业的投入产出要素作相对效率评价。 将上文

得到的经营投入指数、科技创新投入指数、资源利

用投入指数为投入指标;经济收益指标指数、社会

贡献能力指数、生态环境效益指数为产出指标,采
用 DEA 模型,利用 DEAP 2. 1 软件得到的结果如

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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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DEA 模型,综合效率值为 1 即表示 DEA
有效。 由表 5 结果可以看出,2012 ~ 2015 年江苏

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平均综合效率小

于 1,但大于 0. 9,说明总体水平较高。 有效年份

为 2014、2015 年,三项指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表 5摇 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投入产出效率值

Tab. 5 Input鄄output efficiency of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dustry in Jian鄄
gsu

年份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增减性

2012 0. 794 0. 899 0. 864 irs

2013 0. 869 0. 968 0. 921 irs

2014 1 1 1 -

2015 1 1 1 -

平均值 0. 916 0. 946 0. 967

注:irs 为规模报酬递增,-为规模报酬不变

在 DEA 模型中,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伊规模

效率。 所以综合效率也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

规模效率两部分,反映结构和规模两方面的效率

情况。 技术效率指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被
评价的决策单元与生产前沿之间的距离,即江苏

省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投入产出结构是否符合

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并使可持续发展的效益最

大化,其值为 1 说明投入产出结构合理。 2014、
2015 年技术效率为 1,说明这两年发展处在生产

前沿面,并尽可能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而规

模效率是指产业结构通过优化配置对产出单元所

发生作用的大小,是由企业规模因素所影响的生

产效率。 2012 ~ 2015 年规模效率呈总体递增趋

势,即产出的增长量大于投入增长量。 纵观这四

年发展,规模效率均低于技术效率,说明综合效率

的提高更大取决于规模效率的改善。
2012、2013 年无效的主要原因由于风电项目

的大规模开发并未投产,导致部分前期投资资金

还未获得产出。 其次根据气象部门数据显示,
2012 ~ 2013 年平均风速较低,2012、2013 年弃风

限电形势严峻,浪费了大量的风资源,是产出不足

的主要原因。 外部经济环境状况和变化也对江苏

省潮间带风电产业有很大影响,用海矛盾难以解

决以及国家对用海政策的调整,都影响了风电产

业的投入产出效率。 2014、2015 年随着相关政

策、技术的逐步调整,诸多项目的并网投产,许多

企业开始扭亏为盈,工程所带来的环境影响逐渐

恢复,风力发电所带来的巨大环境效益日益突出,

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好,达到投入产出平衡状

态。 本阶段企业应控制好对风电项目的规模投

入,避免过度开发,风电无法消纳。
2. 3摇 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投入指

标影响力分析

为了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比较,对输入指标

体系进行调整,在不同输入组合的方案下进行

DEA 评价分析。 设输入指标 i = 1,2,3 分别表示

经营投入指标、科技创新能力指标、资源利用投入

指标,设计了四种输入方案,得到不同方案下的江

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DEA 效率值

如表 6 所示。
表 6摇 不同方案下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DEA 效

率值

Tab. 6 DEA efficienc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tidal wind
power industry in Jiangsu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方案 2012 2013 2014 2015

一 1,2,3 0. 777 0. 892 1 1

二 1,2 0. 667 0. 624 0. 847 0. 852

三 1,3 0. 751 0. 804 1 1

四 2,3 0. 31 0. 421 0. 542 0. 517

摇 摇 由 2012 ~ 2015 年的数据计算结果看,2015
年的各方案中综合效率平均值最高,达到 0. 84,
相对而言,2015 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

比较方案一和二,方案二在投入指标中去掉

了资源利用投入指标,说明环境因素对江苏省潮

间带可持续发展水平有一定影响,可持续发展能

力变低,2014、2015 年的综合效率从有效变为无

效。 比较方案一和方案三发现,去掉科技创新能

力指标后各年 DEA 系数变化不大,说明在保证经

济投入和环境保护的前提下,科技创新投入并没

有对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束缚作用,还应加强科

技投入与人才吸引。 比较方案四与方案一,去掉

经济投入指标后,DEA 综合效率值下降较大,可
持续发展能力较差,说明经济投入指标对江苏省

潮间带可持续发展做了相当大贡献。

3摇 结摇 论

本文选择 2012 ~ 2015 年份江苏省潮间带风

电产业数据对其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发展水平和相

对效率进行评价,利用熵值法进行综合发展水平

测算;效率分析则用熵值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满足

DEA 模型对投入产出数据的要求。 根据计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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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结合目前实际情况,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整

体上取得了不错的绩效。 可持续发展综合效益指

数 2012、2013 年可持续发展综合效益指数为

0郾 345 和 0. 301;2014、2015 年可持续发展水平较

好,分别为 0. 534 和 0. 605,可持续发展相对有

效,平均综合效率达到 0. 916,即较少的资源、科
技和环境投入能够得到较多的经济和社会产出。

江苏省潮间带风电产业发展建议如下:
淤合理确定海上风电发展规模,在综合分析

各行业的用海现状及需求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宜

潮间带风电发展海域,以集中区块布置为规划思

路,提高风电场的平均装机密度,节约海洋空间

资源。
于计划进行风电项目的地区,要积极争取国

家项目建设基金,争取风电产业优惠政策,通过项

目的联合开发,积极引进具备先进技术和丰富经

验的国外企业。
盂由于电网的接纳能力不足、风电场建设工

期不匹配和风电不稳定等自身特点导致的弃风限

电现象相对严重。 短期来看,要控制新增风电项

目,制定动态有效的配额目标。 从长期看,应首先

考虑就地消纳,尽量挖掘当地电力市场空间。
目前风电电价为 0. 61 元 / kw,风电企业的投

入产出结果相对合理。 随着全国风电规模的发

展,国家将进一步下调电价,但与风力资源相对丰

富的甘肃、新疆、内蒙等地区相比,沿海风电资源

状况相对贫乏,要想取得长久发展,还需制定关于

税收、财政等方面的鼓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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