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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加快袁化石能源的消耗量越

来越大袁产生的二氧化碳也越来越多袁对环境的破

坏越来越严重遥 为降低碳排放量尧实现节能减排袁芬
兰尧丹麦等北欧国家最先开始征收碳税袁法国尧澳大

利亚尧日本等国也纷纷效仿袁加拿大和美国则在国

内部分地区试点袁 中国也对碳税进行了大量研究袁
试图在适当的时间推行碳税政策遥 由于企业是化石

能源的主要使用者袁 要从根本上降低碳排放量尧解
决碳排放量日益增多的问题袁还得依靠企业加强低

碳技术研发自主创新遥
与积极实施降低生产成本研发不同的是袁企业

不会积极实施低碳技术研发遥 Katsoulacos 和 Xepa鄄
padeas 指出袁只有面临被征收碳税袁企业才有可能

实施低碳技术研发遥 [1]D爷Aspremont 和 Jacquemin 提

出 D-J 模型袁认为在降低生产成本研发方面袁企业

可选择研发竞争和研发合作袁 且研发合作下企业自

主研发水平较高遥 [2]学者们不断扩展 D-J 模型袁将其

应用于低碳技术研发的研究遥 大多数研究构建了政

府先实施碳税尧 企业后进行研发的博弈模型遥 Kat鄄
soulacos 等比较了研发竞争和研发联合体袁 发现与

研发竞争相比袁只要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不大袁
企业选择研发联合体可提高国家福利遥 [3]Chiou 和

Hu 比较了研发卡特尔尧研发联合体竞争和研发联合

体卡特尔袁 发现企业选择研发卡特尔最不利于企业

提高研发水平和降低碳排放量袁 若研发成果溢出率

足够高袁 企业选择研发联合体卡特尔最有利于企业

提高研发水平和降低碳排放量遥 [4]孟卫军引入低碳

技术研发补贴袁比较了研发合作与研发不合作渊研发

竞争冤袁发现与研发竞争相比袁企业选择研发合作可

提高国家福利袁若研发成果溢出率比较小袁企业选择

研发合作可提高企业利润曰[5] 他还比较了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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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补贴尧企业研发合作以及两者组合袁发现两者

组合有利于提高国家福利和企业利润遥 [6]杨仕辉和

魏守道比较了政府采取单边碳税政策或碳税合作

政策尧企业选择独立低碳技术研发(研发竞争)和研

发合作袁发现与研发竞争相比袁若不存在研发成果

溢出袁企业选择研发合作不会提高研发水平和降低

碳排放量曰若存在研发成果溢出袁则可提高企业研

发水平和降低碳排放量遥 [7]由于企业会对国家征收

碳税有预期袁进而主动减少碳排放量和承担更多的

碳减排袁 所以袁Conrad 认为企业在政府征收碳税前

进行低碳技术研发更合理遥 [8]少数研究构建企业先

进行研发尧 政府后实施碳税的博弈模型遥 Poyago-
Theotoky 比较了企业选择研发竞争和研发卡特尔的

效果袁发现与研发竞争相比袁若研发成本很高袁而且

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较大袁则研发卡特尔下的

研发水平较低袁反之则较高遥 [9]杨仕辉和魏守道考虑

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袁进一步比较了企业选择研发

竞争和研发卡特尔的效果袁发现总体而言袁研发卡

特尔优于研发竞争袁但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缩小

和研发溢出程度的降低袁研发卡特尔优于研发竞争

的程度也在缩小遥 [10]

由上可知袁学者们对企业选择不同低碳技术研

发模式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袁揭示出研发合作并不一

定能完全提高国家福利尧 企业利润和降低碳排放

量遥 然而袁这些研究均假设两个企业在产品市场上

进行古诺竞争袁既没有考虑到不同企业在产品市场

上的不同地位袁也没有考虑到企业数目对研发模式

选择的影响遥 本文考虑产品市场上有一个领导企业

和多个跟随企业袁领导企业和跟随企业在产品市场

上进行斯塔克尔伯格产量竞争袁在低碳技术研发方

面可选择研发竞争和研发合作袁构建相应的博弈模

型袁比较了研发模式选择对净碳排放总量尧领导企

业和跟随企业利润尧国家福利的影响遥
二尧低碳技术研发模式比较的理论模型

渊一冤基本假设

封闭经济由 1 个领导企业和 个跟随企业组

成遥 各企业生产同质产品袁产品仅在国内市场上销

售袁需求函数为 =1- 袁其中袁 = + 1+ 2+噎 代

表所有企业生产总量袁 表示领导企业 产量袁
渊 =1袁2袁噎 冤表示跟随企业 产量遥 产品生产过程

伴随二氧化碳排放袁 设单位产品产生单位碳排放量遥
为降低碳排放量袁企业 渊 = 袁 冤可实施低碳技术

自主研发(本文简称为自主研发)袁研发策略可分为

研发竞争与研发合作遥设企业 自主研发成本函数为

= 2/渊2 冤袁 其中袁 表示企业 自主研发水平袁
衡量企业 自主研发效率袁该值越小意味着研发效

率越低遥研发成果可在企业之间溢出袁设溢出率为

渊0臆 臆1冤遥 社会净碳排放总量为 = + 1+ 2+ +
袁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设为 = 2/2遥 由于碳排放量

对环境造成损害袁政府可对企业净碳排放总量征收

碳税袁设碳税税率为 遥 由于领导企业自主研发效率

较高袁为便于分析袁设 = 约 越1遥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规则如下院 第一阶段袁

政府以国家福利最大化确定最优碳税税率曰第二阶

段袁各企业确定最优的自主研发水平曰第三阶段袁领
导企业以本企业利润最大化确定最优产量水平曰第
四阶段袁 跟随企业观察到领导企业产量水平后袁以
各自企业利润最大化确定最优产量水平遥 跟随企业

和领导企业 利润函数分别为院
=渊1- - n

i = 1
移 冤 - [ -渊1- 冤 - 渊 + n

i = 1
移 冤]-

2 /渊2 冤 渊1冤
=渊1- - n

i = 1
移 冤 - 渊 - - n

i = 1
移 冤- 2 /2 渊2冤

国家福利 为领导企业利润尧跟随企业利润以

及消费者剩余之和减去环境损害袁即院
= + n

i = 1
移 + 2/2- 2/2 渊3冤

渊二冤研发竞争下的博弈模型

先看第四阶段袁跟随企业最优产量水平选择以

最大化其利润袁由跟随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鄣 /鄣 =0 有院
=渊1- - - i-1

s = 1
移 - n

k=i+1
移 冤/2 渊4冤

然后看第三阶段袁领导企业最优产量水平选择

以最大化其利润遥 将渊4冤式回代渊2冤式袁结合领导企

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鄣 /鄣 =0 有院
=渊1- - i-1

s = 1
移 - n

k=i+1
移 冤/2 渊5冤

联立渊4冤式和渊5冤式可求得跟随企业和领导企

业最优产量分别为院
=2渊1- 冤/渊 +3冤袁 =渊1- 冤/渊 +3冤 渊6冤

也就是说袁每个跟随企业产量都只有领导企业

产量的一半袁领导企业具有先动优势袁而且袁各企业

最优产量不仅与跟随企业数目有关袁还与碳税税率

魏守道：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模式的比较

25



2016年 5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4卷 第 3期

有关遥 跟随企业越多或碳税税率越高袁各企业产量

越少袁而且袁领导企业产量下降得更快遥
再看第二阶段袁领导企业和跟随企业以自身企

业利润最大化确定最优的自主研发水平遥 将渊6冤式
回代渊1冤式和渊2冤式袁结合领导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

阶条件鄣 /鄣 =0 和跟随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

件鄣 /鄣 =0 有院
= 袁 = 渊7冤

这就意味着袁研发竞争下袁领导企业和跟随企

业最优的自主研发水平仅与政府设定的碳税税率

相关袁而且袁政府设定的碳税税率越高袁企业自主研

发水平也越高遥
最后看第一阶段袁政府确定最优碳税税率遥 将

渊6冤式和渊7冤式回代渊3冤式袁由国家福利最大化的一

阶条件鄣 /鄣 =0袁可求得国家最优碳税税率为院
= 1[ 2-2+ 2渊 + 4冤]/丐1 渊8冤

其中 丐 =[ 1+ 2+ 2渊 + 4冤]2- 1渊 1+2冤- 3 4 22袁
1= +2袁 2= +3袁 3=1+2 袁 4=1+ 遥

渊三冤研发合作下的博弈模型

研发合作下袁跟随企业和领导企业产量选择与

研发竞争下相同遥 第二阶段袁各企业以所有企业利

润之和仪最大化确定最优的研发水平遥 该最优化问

题可概括如下院
max仪袁 = n

i = 1
移 [渊 冤2- 2 /渊2 冤]+ - 2 /2+渊1+

冤渊 + n

i = 1
移 冤 渊9冤

同理袁由利润之和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有院
=渊1+ 冤 袁 =渊1+ 冤 渊10冤

这就意味着袁研发合作下袁领导企业和跟随企

业最优的自主研发水平也仅与政府设定的碳税税

率相关袁而且袁政府设定的碳税税率越高袁企业自主

研发水平也越高遥
第一阶段袁政府确定最优碳税税率遥 将渊6冤式和

渊10冤式回代渊3冤式袁由国家福利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可求得国家最优碳税税率为院
= 1渊 2 4 25-2冤/丐2 渊11冤

其中袁丐2=渊 1+ 2 4 25冤- 1渊 1+2冤- 4 22 25袁 5=1+ 遥
三尧低碳技术研发模式的比较

渊一冤低碳技术研发水平比较

研发竞争下袁 领导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水平为

= 袁各跟随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水平为 = 曰研

发合作下袁 领导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水平为 =渊1+
冤 c袁各跟随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水平为 =渊1+ 冤

c遥 因此有院
- =渊1+ 冤 c- 袁 - = [渊1+ 冤 c- ]

渊12冤
将渊8冤式和渊11冤式代入渊12冤式袁经比较容易发

现袁对于任意 跃0袁 跃0袁 跃0袁恒有 约 袁 约 曰若
=0袁则有 = 袁 = 遥 因此袁企业选择不同研发

模式对低碳技术研发水平的影响如下院
命题 1院无论跟随企业数量多少袁以及领导企业

研发效率多高袁若自主研发成果不能在企业之间溢

出袁则研发合作与研发竞争下低碳技术研发水平相

同曰若自主研发成果可在企业之间溢出袁则研发合

作下各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水平较低遥
若自主研发成果不能在企业之间溢出 渊 =0冤袁

每个企业只能享受本企业自主研发成果袁无法从其

他企业分享到研发成果遥 在不同的研发模式下袁国
家设定的碳税税率不会发生变化袁领导企业和跟随

企业的自主研发水平保持不变遥 若自主研发成果可

以在企业之间溢出渊 跃0冤袁每个企业不仅可以享受

本企业自主研发成果袁还可享受其他企业的部分自

主研发成果遥 而且袁研发合作下各企业以两企业利

润之和最大化为目的确定自主研发水平袁在碳税税

率保持不变时袁研发合作下的研发水平更高遥 但国

家预计到研发合作下各企业会提高研发水平后袁就
会制定较低的碳税税率袁从而使各企业最优研发水

平下降遥
渊二冤产量水平比较

研发竞争下袁领导企业产量和各跟随企业产量

分别为 =2渊1- 冤/渊 +3冤和 =渊1- 冤/渊 +3冤曰研
发合作下袁领导企业产量和各跟随企业产量分别为

=2渊1- 冤/渊 +3冤遥 因此有院
- =2渊 - 冤/渊 +3冤袁 - -渊 - 冤/渊 +3冤

渊13冤
将渊8冤式和渊11冤式代入渊13冤式袁经比较容易发

现袁对于任意 跃0袁 跃0袁 跃0袁恒有 跃 袁 跃 曰
若 =0袁则有 = 袁 = 遥 因此袁企业选择不同

研发模式对企业产量的影响如下院
命题 2院无论跟随企业数量多少袁以及领导企业

研发效率多高袁与研发竞争相比袁若自主研发成果

不能在企业之间溢出袁则研发合作下领导企业和跟

随企业产量水平相同曰若自主研发成果可在企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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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溢出袁则研发合作下领导企业和跟随企业产量水

平均较高遥
若自主研发成果不能在企业之间溢出袁由于研

发竞争与研发合作下国家制定的碳税税率相同袁所
以各企业产量没有变化遥 若自主研发成果可以在企

业之间溢出袁由于研发合作下国家制定的碳税税率

比研发竞争下的低袁各企业在研发合作下的税负较

低袁促使各企业扩大生产袁所以各企业产量上升遥
渊三冤净碳排放总量比较

记研发竞争下和研发合作下所有企业净碳排

放总量分别为 和 袁从而有院
=[ 1渊 - 冤+ 2 4 5渊 - 5 冤]/ 2 渊14冤

将渊8冤式和渊11冤式代入渊14冤式袁易证院对于任意

跃0袁 跃0袁 跃0袁恒有 跃 曰若 =0袁则有 = 遥 因

此袁企业选择不同研发模式对净碳排放总量的影响

如下院
命题 3院无论跟随企业数量多少袁以及领导企业

研发效率多高袁若自主研发成果不能在企业之间溢

出袁 则研发合作与研发竞争下净碳排放总量相同曰
若自主研发成果可在企业之间溢出袁则研发合作下

净碳排放总量较多遥
若自主研发成果不能在企业之间溢出袁研发竞

争与研发合作下各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水平和产量

水平均没有发生变化袁 从而各企业净碳排放量相

同袁整个国家净碳排放总量也相同遥 若自主研发成

果可以在企业之间溢出袁与研发竞争相比袁研发合

作下各企业产量较高袁 低碳技术研发水平较低袁因
此袁各企业净碳排放量较高袁整个国家净碳排放总

量也较高遥
渊四冤企业利润比较

记研发竞争下和研发合作下领导企业利润分

别为 和 袁研发竞争下和研发合作下跟随企业

的利润分别为 和 袁从而有院
=渊 - 冤[渊1+2 冤 22 渊 + 冤-4 渊2- -

冤]/渊2 22冤
=渊 - 冤喳[ 3+2渊 -1冤 2] 22渊 + 冤-
2 渊2- - 冤札/渊2 22冤

渊15冤
由于难以得出不同竞争模式下领导企业利润

变化和跟随企业 利润变化的具体条件袁下面选

取 =0.2袁0.5袁0.7袁模拟 和 变化袁结
果如图 1 所示遥由图 1 可知袁 袁 的变化会对

和 产生影响遥 具体而言袁对于任意 袁
只要存在跟随企业袁无论跟随企业的自主研发效率

如何袁恒有 曰当 =0.2 时袁若只有一个跟随企

业袁 且该跟随企业的自主研发效率非常低袁 则有

袁随着跟随企业数目的增多袁无论跟随企业

的自主研发效率如何袁 则有 曰 当 =0.5 和

=0.7 和时袁只要存在跟随企业袁无论跟随企业的自

主研发效率如何袁恒有 遥因此袁可有如下推论院
推论 1院若自主研发成果不能在企业之间溢出袁

则研发合作与研发竞争下领导企业和跟随企业获

得的利润不变曰 若自主研发成果可在企业之间溢

出袁研发合作下领导企业获得的利润较少曰若自主

研发成果溢出率较低袁且唯一的跟随企业自主研发

效率非常低袁则研发合作下该跟随企业获得的利润

较多袁但随着自主研发成果溢出率的提高和跟随企

业数量的增多袁则研发合作下跟随企业获得的利润

较少遥
渊五冤国家福利比较

记研发竞争下和研发合作下国家福利分别为

和 袁从而有院

图 1 不同研发模式下企业利润比较

注院实线和虚线分别代表 和 中决定符号的表达式曰实线右边部分表示 袁虚线以上部分表示 袁反之则反遥

10.40.2 0.6 0.8 1.20 n
0.2
0.4
0.6
0.8
1

r

10.40.2 0.6 0.8 1.20 n
0.2
0.4
0.6
0.8
1

r

10.40.2 0.6 0.8 1.20 n
0.2
0.4
0.6
0.8
1

r

=0.2 =0.5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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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22
喳 1渊 1+2冤渊1- 冤2+ 4 22 25渊 冤2-

[ 1-渊 1+ 2 4 25冤 ]2- 1渊 1+2冤渊1- 冤2+ 3 4 22渊 冤2+
[ 1-渊 1+ 2 4 5冤 ]2札 渊16冤

将渊8冤式和渊11冤式代入渊16冤式袁易证院对于任意

跃0袁 跃0袁 跃0袁恒有 跃 曰若 =0袁则有 = 遥 因

此袁企业选择不同研发模式对国家福利的影响如下院
命题 4院无论跟随企业数量多少袁以及领导企业

研发效率多高袁若自主研发成果不能在企业之间溢

出袁 则研发合作与研发竞争下国家福利水平相同曰
若自主研发成果可在企业之间溢出袁则研发合作下

国家福利水平较高遥
若自主研发成果不能在企业之间溢出袁研发合

作与研发竞争下碳税税率不变袁领导企业产量和跟

随企业产量尧自主研发水平均不会变化袁进而国家

福利也不会变化遥 若自主研发成果可以在企业之间

溢出袁与研发竞争相比袁研发合作下领导企业利润

较低尧跟随企业利润也可能较低尧环境损害较为严

重袁但消费者可以消费更多的产品袁消费者剩余较

高袁足以抵消企业利润的降低和环境损害的加重带

来的不利影响袁因此袁国家福利较高遥
四尧结论

本文在一个领导企业和多个跟随企业构成的

封闭经济中袁 假设领导企业具有低碳技术研发优

势袁 领导企业和跟随企业可以选择两种研发模式院
研发竞争和研发合作袁 构建了政府设定碳税税率尧
领导企业和跟随企业同时选择研发竞争模式及研

发水平尧先后决定产量的博弈模型遥 运用逆向求解

法求得各模型的均衡解袁比较了不同研发模式下净

碳排放总量尧企业利润和国家福利变化袁得出的主

要结论有院与研发竞争相比袁无论跟随企业数量多

少袁以及领导企业研发效率多高袁当自主研发成果

不能在企业之间溢出时袁 研发合作下净碳排放总

量尧领导企业和跟随企业利润尧国家福利不会发生

变化曰当自主研发成果可在企业之间溢出时袁则研

发合作下净碳排放总量较多尧 领导企业利润较低尧
国家福利较高袁跟随企业利润是否会下降取决于跟

随企业数目和自主研发效率尧自主研发成果溢出率

的大小遥 若自主研发成果溢出率较低袁且唯一的跟

随企业自主研发效率非常低袁则研发合作下该跟随

企业获得的利润较多袁但随着自主研发成果溢出率

的提高和跟随企业数量的增多袁则研发合作下跟随

企业获得的利润较少遥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院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袁低碳

技术研发合作并不适合于领导者和跟随者组成的

市场结构袁政府不应鼓励这些企业进行低碳技术研

发合作遥 在领导者和跟随者组成的市场结构下袁领
导企业与跟随企业进行低碳技术研发合作的动力

不足袁即便政府提供经济补偿袁也无法提高各企业

的低碳技术研发水平袁不利于企业和整个社会节能

减排袁无助于降低碳排放量和解决环境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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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R&D Mode
要要要Based on the Study of Stackelberg Production Competition

WEI Shou-dao
(Department of Industry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1,China冤

Abstract: Considering an autarky comprised of a leading firm and several following firms, and the leader have higher effi鄄
ciency of environmental R&D. All these firms can choose to compete or cooperate in environmental R&D. Two game models
are constructed where the government sets carbon tax rate, firms decide environmental R&D levels and production. With equi鄄
libriums of these models, total amount of net carbon emission, profits and welfares are compared between these models. It's
found that if there is no environmental R&D spillover, total amount of net carbon emission, profits of the leader and followers
and welfare under the organization of R&D cooperation are the same as under the organization of R&D competition. However,
if there is environmental R&D spillover, total amount of net carbon emission, profit of the leader and welfare under the orga鄄
nization of R&D cooperation are much less than under the organization of R&D competition, whether profits of followers under
the organization of R&D cooperation are much less than under the organization of R&D competition depends on the amount
and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R&D of followers and spillover.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D; R&D competition; R&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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