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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天然橡胶是我国四大工业原料之

一，20世纪50年代为突破贸易封锁，我国开始艰苦卓

绝的天然橡胶创业，至2017年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天

然橡胶生产国。2001年，我国成为天然橡胶最大消

费国，2017年消费量占比为40%。1999—2013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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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天然橡胶产量与价格的动态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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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析天然橡胶生产与价格的相互影响关系，厘清生产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以及主产国生产对我

国市场的冲击。【方法】运用面板数据模型、GARCH模型及脉冲向量函数，测算生产弹性，评估生产信息对市场的影

响。【结果】不同地区的天然橡胶月度价格和产量变动趋势一致，各自具有协整关系；整体而言，天然橡胶价格提高

1%，主产国年度产量约提高0.19%，生产的价格弹性呈下降趋势；不同国家的天然橡胶价格弹性存在明显差异，泰国

产量的价格弹性在0.1200~0.1500；主产国对天然橡胶价格长短期信息都很关注，泰国和印度生产对价格变动的反应

具有非对称性，印度对负向信息更敏感，泰国则是正向信息；国内天然橡胶价格对来自泰国产量变动信息最敏感，其

次是马来西亚和国内生产。【建议】重视增加橡胶种植区域的就业机会，采用新技术提高产出，同时充分利用地区经济

发展成果，实现更灵活就业，扩大家庭生计策略集，重新配置劳动力以减少福利损失；加强对天然橡胶主产国生产和

政策的监测，及时整理发布或制定相关措施，以利于维持国内市场平稳，保障资源的有效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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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ynamics between price and production
of natural rubber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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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rices and productions of natural rubber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amplitude of production responding to changes in prices and the reactions of the domestic market to shocks
from production in main producing countries.【Method】Panel data model，GARCH model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production elasticities and evaluate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production on market.【Result】Re-
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milar trends among monthly prices and productions at different regions. In general，if the
price increased 1%，the production in main producing countries might raise 0.19% while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production
tended to be weaker. The price elasticities differed among countries and it ranged from 0.1200 to 0.1500 in Thailand. The
growers in main producing countries paid attention to both of long- and short-term signals of prices，but the reaction of
Thailand and India to price changes were asymmetric. Those in India we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negative information
while those in Thailand we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positive information. The domestic traders were most careful about
changes in Thailand’s production and the latter were Malaysia and home-country.【Suggestion】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increasing the job opportunities in rubber planting areas，improving productions by adopting new techniques，
making full use of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ruits to realize more flexible employment，enlarging family liveli-
hood strategy set，reallocating labors to reduce welfare loss. Strengthening the monitoring of production and strategies of
main producing countries，organizing and releasing the related measures timely to maintain the stable domestic market
and ensure the effective obtain of th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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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橡胶价格持续上升，全球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

快速增加，从1999年的680万t提高到2018年的1396

万t，但需求增长相对缓慢，2014年开始出现供大于

求，导致价格持续低迷。生产面信息是引起市场变

动的重要原因，如2016年年底泰国南部洪水对期货

市场的影响。因此，掌握生产对价格的影响及市场

对生产面信息的响应，对于更好地理解天然橡胶生

产行为和价格形成过程有重要现实意义。【前人研究

进展】国内外关于供给反应的文献比较丰富，部分研

究从农场和微观层面进行分析（Lansink，1999；Vi-

tale et al.，2009；Yu et al.，2012），或从国家和地区层

面进行分析（Barr et al.，2009；de Menezes and Piket-

ty，2012）。一般认为，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产

品供应与价格变动呈反向关系，但不同产品的反应

程度和方式不同（Haile et al.，2015）。同一作物不同

地区生产者对价格的弹性亦不同，比如贝宁棉花供

给弹性介于1.3~2.6（Alia et al.，2017），而马里的棉花

种植户对价格不敏感，供给弹性不足发达国家的一

半（Vitale et al.，2009）。在总量分析中，Nerlove模型

和供给函数是主要方法（Haile et al.，2015），微观层

面则大多需要借助农户模型，使用微观计量方法。

自200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

价政策，对于稳定农民预期具有重要作用，但对小麦

的增产效果并不明显（李光泗等，2017）。价格对农

业生产的影响具有滞后作用（宋雨河和武拉平，

2017；王海军等，2017），且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

（王莉和苏祯，2010）。不同农产品生产对价格的响

应不同，大豆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并不敏感（刘宏

曼和郭鉴硕，2017），肉鸡供给在短期内缺乏价格弹

性（辛翔飞等，2017），苹果短期供给弹性也较小（朱

海燕和刘学忠，2017），但原料奶供应受价格的影响

比较明显（郑义和林恩惠，2017）。影响供给弹性的

因素比较复杂，如生产规模（周曙东和乔辉，2017；朱

宁和秦富，2017）、盈利与亏损预期下的反应非对称

性（李文瑛和肖小勇，2017）、意愿与行动不一致（刘

锐金等，2018）等。【本研究切入点】天然橡胶的生产

模式明显不同于收获果实的农作物，其可通过割胶

频率快速调整生产，几乎不存在滞销风险，至今鲜有

学者对具有这类特征的作物开展生产与价格相互关

系的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构建多元回归

方程测算弹性判断在宏观层面生产对价格的响应；

为识别弹性的国家间差异，运用月度数据和GARCH

模型，测算橡胶主产国生产的价格弹性；在厘清价格

对生产的影响之后，运用脉冲向量函数探析来自供

给侧的信息对市场造成的可能影响。通过上述研究

大体掌握全球天然橡胶的供给弹性，寻找对我国天

然橡胶市场影响最大的生产国，为做好供需平衡预

测和产业监测预警提供理论基础。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面板数据模型与GARCH模型

研究产量对价格响应的落脚点是测算生产的

价格弹性，令yit为第i个国家第t年（月）产量的自然对

数，pjt为第j个国家或地区第t年（月）平均价格的自然

对数，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弹性：

yit=α+βpjt+εt （1）

式中，i代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

印度和中国等6个橡胶生产国，据国际橡胶研究小组

（International Rubber Study Group，IRSG）统 计 ，

2017年上述6个国家的橡胶产量占全球的份额超过

85%；j代表日本、泰国、中国、马来西亚、美国和欧盟

等天然橡胶消费主体，其消费量占比接近80%，其中

中国超过40%；β是产量的价格弹性；εt为误差项。对

于水稻等短期作物，一般需要对价格作滞后一期处

理；但由于橡胶树割胶生产是连续性作业，具有生产

平滑的特征，收获物储存于橡胶树中，不采收不会影

响收获物的质量，因此不需要作滞后处理。

图1给出了泰国和马来西亚月度产量及其国内

价格的散点图和线性拟合曲线，两国具有明显的差

异。泰国月度产量对价格的回归系数β为-0.082，而

马来西亚的回归系数β为0.136，方向不同，泰国的回

归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未通过检验。如果将价

格变量改为日本市场价格，两国的回归系数均大于

0，但未通过t检验（表1）。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月度

产量与日本天然橡胶价格呈显著正相关。总体而

言，印度尼西亚月度产量的价格弹性强于其他国家，

但尚不足以判断两者的关系，因为残差序列的相关

性也会影响结果评价。

为应对回归分析中存在的风险，本研究采用基

于年度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和基于月度数据的

GARCH模型进行处理。令xit是第i国家第t年的控制

变量，公式（1）可改写为面板数据模型：

yit=α+βpjt+γxit+εt i=1⋯6，t=1960⋯2017 （2）

对α和ε的不同假设，得到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模型，公式（3）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一种形式。通过经典

的豪斯曼检验可确定采用固定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yit=αi+βpjt+γxit+εt i=1⋯6，t=1960⋯2017 （3）

引入GARCH模型主要是为了解决残差序列相

关的问题，标准的GARCH（1，1）模型在均值方程公

式（1）的基础上，加入条件方差方程公式（4）（刘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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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成丽，2017）。

σt
2=δo+δoε2+δoσ22+μt （4）

脉冲向量函数反映从均衡状态开始，测度受到

某一冲击之后，内生变量的脉冲响应。同一变量在

受到不同来源冲击的反应幅度可被认为影响强度。

利用脉冲向量函数可考察不同国家的产量信息对国

内天然橡胶市场价格的影响程度。

1. 2 数据来源

中国天然橡胶销区月度价格来自中国橡胶工

业协会的各地全乳标准橡胶、中国5号标准橡胶和进

口RSS3报价的平均值；美国、欧盟、日本、马来西亚

和泰国的天然橡胶价格数据来自国际橡胶研究组织

IRSG，其中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数据为到岸价，对应

天然橡胶初级产品分别是RSS1、RSS3和TSR20，马

来西亚和泰国数据来源于当地现货市场价格，分别

对应SMR20和TSR20。月度价格数据均以当地货币

表示，年度价格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以美元计价。天

然橡胶年度和月度产量数据主要来自IRSG，中国月

度产量通过天然橡胶生产国联合会ANRPC月度数据

进行调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量来自中国海关。

1. 3 统计分析

针对年度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和面板数据模

型测算生产对价格的弹性；针对月度数据，在分离季

节性成本后检验平稳性，采用GARCH模型探索生产

对价格弹性及其影响非对称性，采用脉冲向量模型

探析价格对生产面冲击的响应。

2 全球天然橡胶产量与价格的动态
关系分析

2. 1 产量与价格的变动情况

2. 1. 1 生产和价格的关联分析框架 不同地区的

天然橡胶产量和价格均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本研究

关注的是天然橡胶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图2）。

由于价格序列间存在协整关系，不能将这些价格序

列同时放进供给函数中，否则无法满足参数的前提

条件及适当情况下分别进行估计并作比较。本研究

选取天然橡胶价格来研究生产信息对价格的影响。

2. 1. 2 价格序列间的关系 如图3所示，日本、泰

国、中国、马来西亚、美国和欧盟6个国家和地区的天

然橡胶价格变化趋势几乎一致。曲线的层次分布反

映了当地货币与美元汇率的数值大小，虽然变动方

向重合度高，但具体到月度变化仍有一定的差异。

国内外天然橡胶市场整合程度较高，魏宏杰和刘锐

金（2016）发现虽然中国上海天然橡胶期货的定价权

价格来源 Price sources
日本 Japan

美国 America

欧盟 European Union

项目 Items
产量

常数项
产量

常数项
产量

常数项

泰国 Thailand
0.0513
5.0264
0.0403
5.3441
0.0306
5.4316

马来西亚 Malaysia
0.1096
2.9726
0.0225
4.1209
0.910
3.6489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0.3197***

1.5148
0.2682***

3.3361
0.2462***

3.6065

印度 India
0.2101*
1.5484

0.2143***
2.4636

0.2550***
2.3244

越南 Vietnam
0.1127
2.5732
0.1980
2.4187
0.1942
2.5264

图 1 泰国（左）和马来西亚（右）天然橡胶产量与价格的关系
Fig.1 The scatter of productions and prices in Thailand（left）and Malaysia（right）

表 1 主产国月度产量与价格的静态回归系数
Table 1 The regressions of monthly productions and prices in main producing countries

*、***分别表示在10%和1%水平下显著。表4~表7同
The notations of * and *** represented that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are significant at levels of 10% and 1% respectively.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
ble 4-Table 7

Production & Price in Thailand Production & Price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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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锐金等：全球天然橡胶产量与价格的动态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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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加，但日本橡胶的期货定价权仍有很强的

作用。

如表2所示，原始价格序列取对数并去除季节

性后，利用ADF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价格序列均为一

阶单整。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

天然橡胶价格序列组成的VAR，最优滞后阶数为2。

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至少存在1个协整方

程，说明这些价格序列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与直观

印象一致。

2. 1. 3 月度产量序列的关联分析 从图4可看出，

月度产量具有较强季节性变化，但不同国家的季节

性变化规律基本相似。每年1和2月，中国全部处于

停割状态，3、4和12月部分停割，9月前后是高产期。

越南每年的低产期是2—4月，而泰国约在4月前后。

全球产量最低的月份大多出现在4月，最高的月份在

10月左右。在对月度产量数据进行处理之前，需要

去除季节性成分。

取对数并去除季节性成分后，采用单位根检验

法DF-GLS进行稳定性检验。除印度产量属于I（0）

外，其余都是I（1）过程。首先将泰国、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的月度产量组成VAR模型，

FPC、AIC和HQIC准则下，最优滞后阶数为2。通过

Johanson检验发现，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量

均表明至少存在3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变量，即5个主

产国的月度产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表3）。

2. 2 天然橡胶价格与产量间动态关联的实证分析

2. 2. 1 供给弹性测算 利用主产国1960—2017年

的年度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来测算供给弹性。关键解

释变量ln_price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价格，控制变量

为人均GDP（ln_gdp）、农村人口比重（rural）、农林牧渔

占GDP的比重（agri）及人均电力消耗量（ln_electr）、

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ln_lexp），部分控制变量的部

分年份数据有缺失。年度价格序列是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的天然橡胶美元价格。橡胶种植业属于劳动密

集型产业，割胶生产人力成本占产品直接成本的比

协整方程数量
的假说
Hypothesis of
co-integration
equation number
0
1
2
3
4
5

特征根
Eigenvalue

0.248
0.131
0.104
0.0724
0.0364

0.00684

迹统计量
Trace

statistice

116.700（94.15）
65.922（68.52）
40.84（47.21）
21.21（29.68）
7.824（15.41）
1.221（3.760）

最大特征根
统计量

Maximum
eigenvalue
statistics

50.73（39.37）
25.08（33.46）
19.64（27.07）
13.38（20.97）
6.604（14.07）
1.221（3.760）

图 2 天然橡胶生产和价格关联的示意图
Fig.2 A diagram of the linkage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prices of natural rubber

图 3 天然橡胶主销区的月度价格变化规律
Fig.3 The changing regulation of monthly prices in main consuming regions of natural rubber

表 2 4个消费国和2个主产国价格序列的协整检验结果
Table 2 The co-integration test of price series from four con-
suming and two producing countries of natural ru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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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年-月）Date（Y-M）

中国 China
欧盟 European Union

美国 America
马来西亚 Malaysia

日本 Japan
泰国 Thailand

括号内为对应统计量的5%显著性临界值。表3同
The data in bracket were 5% significance critical values of the corre-
sponding statistics. The same was appied in 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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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橡胶种植业可能会

萎缩，比如马来西亚。本研究选择的控制变量主要

是反映主产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割胶是日常

性收获活动，种植户可根据价格变动及时调整生产

行为，与水稻、苹果等作物具有显著的差异。一次收

获的作物，因其生长规律，生产行为无法随时大幅度

调整，但橡胶树不同。橡胶树进入生产阶段之后，农

户可以选择停止割胶生产，胶乳储藏于橡胶树中，不

存在收获物烂在田间的问题。价格是年度平均计算

得到，因此，价格变量没有进行滞后处理。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国家生产的价格弹性

具有明显差异，但回归的稳健性有待商榷，可能存在

内生性、残差序列具有相关性等问题。由于中国20

世纪90年代中期才放开价格管制，因此部分面板数

据模型不包含中国。豪斯曼检验表明，应当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表4中的两个面板数据模型均在1%显

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

果，价格上涨1%，主产国的天然橡胶产量整体上会

提高0.1901%（绝对值）。将时段限定在1996—2017

年，并加入中国，得到的估计弹性为0.1262，明显低

于全样本的情形，推测主产国生产的价格弹性变小，

即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敏感程度变弱。

2. 2. 2 供给函数估计 进一步分析5个橡胶主产国

对不同地区市场的响应情况。首先，选择日本天然橡

胶期货价格，对5个主产国月度产量与价格进行OLS

回归，ARCH-LM检验发现，在1%显著水平下滞后1~

5阶均存在ARCH效应；然后，运用GARCH模型估计

以确定ARCH和GARCH效应，并分析生产的价格弹

性。从表5可知，除印度尼西亚之外，泰国、马来西

亚、印度和越南的价格弹性均大于0；越南的月度产

量对日本天然橡胶价格的弹性大于其他主产国；除

印度之外，ARCH效应估计系数δ1和GARCH效应系

数δ2之和小于或约等于1，满足参数约束条件；5个主

产国的ARCH效应和GARCH效应均为统计显著，表

明生产者对于价格信息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都很

重视。短期内，橡胶种植户或企业可能调节割胶强度

以应对价格变化，如通过降低割胶频率虽然会降低

产量，但可较大幅度降低劳动力成本（刘锐金等，

2018）；从长期来看，种植户可改变种植结构，但将会

面临着很高的调整成本和机会成本，橡胶树一旦砍

伐，意味着损失后期收益，使得种植户会比较谨慎。

非对称性考察。如表6所示，市场利好的消息

对泰国生产的影响大于市场下跌，即生产者更易对

价格上涨作出反应，而对价格下跌作出调整的力度

比较弱；印度的情形则相反，生产更易对价格下跌

作出响应，2009年印度产量82.03万t，2012年为91.90

万t，较2009年增长12.03%，同期价格上涨48.72%，其中

2011年名义价格达历史最高，之后2015年为57.50

万t，较2012年下降37.43%，同期价格下跌31.97%，表

明价格下跌更易造成印度生产者改变生产行为。

为考察日本、欧盟、美国、中国、马来西亚和泰

国的价格变动对天然橡胶主产国生产的影响是否存

在差异，本研究分别进行模型估计，结果发现并没有

明显差异。以泰国（表7）为例，6个国家和地区天然

橡胶价格对泰国的生产弹性差别不明显，分布在

0.1200~0.1500，即天然橡胶价格变化1%，泰国产量

协整方程数量
的假说
Hypothesis of
co-integration
equation number
0
1
2
3
4

特征根
Eigenvalue

0.318
0.291
0.131
0.0756
0.0163

迹统计量
Trace

statistics

171.1（68.52）
103.1（47.21）
41.98（29.68）
16.92（15.41）
2.920（3.760）

最大特征根
统计量

Maximum
eigenvalue

statistics
68.05（33.46）
61.10（27.07）
25.06（20.97）
14.00（14.07）
2.921（3.760）

图 4 4个消费国和2个主产国天然橡胶月度产量的变化规律
Fig.4 Changing regulation of monthly production and price of natural rubber in four consuming cuntries and two producing countries

表 3 5个橡胶主产国月度产量的协整检验结果
Table 3 The co-integration test of monthly productions in five
main producing countries of natural ru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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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

变动幅度很大可能为0.1200%~0.1500%，价格对产

量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实际上，全球市场整合程

度很高，地区间的套利空间小，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

价格的生产弹性差异小。天然橡胶作为一种用途广

泛的大宗工业原料商品，全球市场变化的联动性强。

同时，全球整合程度高使得政府干预措施所能起到

的效果较小。20世纪曾出现斯蒂文森计划、国际橡

胶控制协议和国际天然橡胶协议来干预市场，虽然

在短时间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终均以失败告

终。自2014年以来，天然橡胶市场持续低迷，泰国、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组成的国际天然橡胶三方组

织试图通过减少出口来提振市场，但效果非常小；而

项目 Item
均值方程 Mean equation：yt=α+βPricet+εt

β：Price in Japan
α

方差方程 Variance equation：σt
2=δo+δ1εt

2+δ2σ
2
t - 1+μt

L.arch：δ1（RESID（-1）̂2）
L.garch：δ2（GARCH（-1））
δ0

样本量 Observation number

泰国 Thailand

0.1622（0.0334）***
3.5607（0.4102）***

0.2604（0.1044）**
0.7146（0.0956）***

0.0022（0.0014）
180

马来西亚 Malaysia

0.1637（0.0423）***
2.2993（0.5259）***

0.2857（0.1605）*
0.7153（0.1465）***

0.0008（0.0008）
180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0.0789（0.0236）***
6.5052（0.2931）***

0.5218（0.1610）***
0.5043（0.1066）***

0.0005（0.0004）
180

印度 India

0.2353（0.0158）***
1.3056（0.1954）***

0.9770（0.1878）***
0.2668（0.0741）***
0.0007（0.0004）*

180

越南 Vietnam

0.4866（0.0962）***
-1.9363（1.1893）

0.6611（0.1543）***
-0.0632（0.0912）

0.145（0.0183）2***
180

变量 Variable
ln_price
ln_gdp
rural
agri
ln_electr
ln_lexp
Constant
R2

样本量 Observation number
样本期 Sample period
国家数量 Number of country

马来西亚 Malaysia
0.4089（0.0822）***
-0.3957（0.1532）**

0.0041（0.0097）
-0.0166（0.0102）

-0.9080（0.2202）***
15.5034（3.4860）***

-54.2858（14.0845）***
0.8925

44
1960—2017

1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0.2044（0.0611）***

-0.0473（0.0800）
-0.0620（0.0198）***

0.0049（0.0117）
0.4645（0.5178）

-15.4683（13.8603）
69.7353（56.2503）

0.9693
32

1960—2017
1

泰国 Thailand
-0.1268（0.0527）**
-0.1343（0.0941）

-0.0180（0.0057）***
0.0038（0.0089）

0.9484（0.0831）***
0.4143（0.8274）
-0.1353（3.7446）

0.9948
44

1960—2017
1

印度 India
0.0382（0.0771）
-0.2644（0.3043）
0.1444（0.1429）
-0.0094（0.0155）

0.9919（0.3462）***
7.0353（2.7518）**

-39.8021（21.8522）*
0.9781

44
1960—2017

1

表 4 基于年度数据的供给函数估计结果
Table 4 The estimated supply functions based on annual data

表 5 5个主产国产量与日本期货市场价格的GARCH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5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GARCH models of production from five main producing countries and futures prices from Japan

** 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5和表6同
** represented that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were significant at levels of 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5 and Table 6

变量 Variable
ln_price
ln_gdp
rural
agri
ln_electr
ln_lexp
Constant
R2

样本量 Observation number
样本期 Sample period
国家数量 Number of country

越南 Vietnam
-0.1713（0.0695）**

0.0776（0.0725）
0.0486（0.0500）
-0.0098（0.0093）

1.2492（0.3258）***
-3.8242（7.5505）
9.8268（31.2892）

0.9886
30

1960—2017
1

中国 China
-0.3745（0.1450）**
-0.4888（0.1973）**

0.0448（0.0439）
-0.0059（0.0123）

1.9446（0.6525）***
2.6774（3.2122）

-17.1643（8.9388）*
0.9748

44
1960—2017

1

面板模型1 Panel data model 1
0.1901（0.0555）***

-0.0707（0.0774）
0.0950（0.0047）***
0.0351（0.0074）***
1.4500（0.0854）***
3.6105（0.6021）***

-27.5612（2.5065）***
0.8863

194
1960—2017

5

面板模型2 Panel data model 2
0.1262（0.0507）**
-0.1245（0.1043）

0.0161（0.0081）**
-0.0021（0.0124）

0.8771（0.1189）***
-0.7369（1.6307）
0.7019（7.2506）

0.7566
114

1996—2017
6

表 6 5个主产国产量与日本期货市场价格的TGARCH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6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TGARCH models of production from five main producing countries and futures prices from Japan

1（·）是值函数，εt >0时，取值为1，其他情形为0。表7同
1（·）was a value function which equaled to 1 if εt>0，and equaled to 0 in other situations.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7

项目 Item
均值方程 Mean equation：yt=α+βPricet+εt

β：Price in Japan
α

方差方程 Variance equation：σt
2=δo+δ1ε

2
t - 1+γ1ε

2
t - 1·1（ε t - 1>0）+δ2σ

2
t - 1

L.arch：δ1（RESID（-1）̂2）
L.tarch：γ1（1（RESID（-1）>0））
L.garch：δ2（GARCH（-1））
δ0

泰国 Thailand

0.1521（0.0331）***
3.6932（0.4075）***

0.0280（0.0777）
0.9086（0.3054）***

0.0552（0.1514）
0.0147（0.0035）***

马来西亚 Malaysia

0.1773（0.0418）***
2.1250（0.5208）***

0.3192（0.1852）*
-0.0724（0.1177）

0.7236（0.1481）***
0.0007（0.0008）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0.0826（0.0231）***
6.5526（0.2852）***

0.4727（0.2062）**
0.1587（0.2781）

0.5186（0.1201）***
0.0004（0.0003）

印度 India

0.2342（0.0154）***
1.3161（0.1898）***

1.1880（0.2526）***
-0.6489（0.3766）*

0.2550（0.0754）***
0.0008（0.0004）*

越南 Vietnam

0.4450（0.0943）***
-1.3874（1.1599）

0.9320（0.2609）***
-0.6598（0.5045）
-0.0485（0.0563）

0.1415（0.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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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通过政府收购橡胶以减少胶农损失，不仅没有

提高价格，释放库存时还冲击市场。

2. 2. 3 生产信息对价格的冲击 图5反映了我国

天然橡胶价格对5个主产国产量的脉冲响应。由于

不同地区价格整合程度高，区域间套利空间小，故本

研究选择我国市场价格进行分析。根据脉冲响应函

数可知，来自泰国的产量冲击对我国国内天然橡胶

销区市场的冲击更大，受到泰国产量变动的冲击后，

响应最大幅度的绝对值接近0.04，明显高于其他主

产国。2016年底，泰国南部洪水成为推动2017年初

天然橡胶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实际上全球

供应仍然偏宽，因此上涨趋势很快被扭转。不少期

货公司的研究报告也表明，关于市场对泰国洪水信

息的过度关注是导致当时期货价格上涨的主要因

素。如图6所示，泰国是我国天然橡胶最重要的来源

国，超过50%的进口量来自泰国，大量的物质流可能

也是放大其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是马来西

亚和我国国内生产，马来西亚是我国传统的天然橡

胶进口国，其生产统计体系较完善，生产信息容易传

递到我国。我国生产的天然橡胶几乎没有出口，且

样本期上海期货所交割标的均为国内生产的标准橡

胶，因此国内的份额虽然相对小，但也有较大影响。

本研究所采用的价格是北京、青岛、杭州和广州

等地现货市场的报价数据，可能造成国内生产对价

格影响略低于马来西亚。如果采用上海期货市场主

力合约价格，则国内生产的冲击可能会比马来西亚

更强。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产量信息较少受

到关注，对来自这3个国家生产的冲击，我国国内市

场的响应幅度较小。鉴于越南产量及其占我国进口

量的比重均在不断提高，其影响力可能会在未来不

断增强。

3 讨论

整体而言，天然橡胶价格提高1%，年度产量约

提高0.19%，低于贝宁棉花1.3%~2.6%（Alia et al.，

2017），但高于赞比亚玉米0.06%（Mason et al.，2015）。

在1996—2017年的样本下，价格提高1%，产量增加

幅度约0.12%，即橡胶主产国生产主体对价格的敏感

程度有所下降，但不同国家间具有明显差异。月度

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除中国之外的5个天然橡胶主

产国中，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价格弹性比较接近，印度

尼西亚为负数，但弹性接近于零。总体上，价格上涨

会带动天然橡胶主产国产量上升，价格下跌则产量

下降。自2014年以来，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迷，仍以

割胶生产为生计的生产者收入显著下降，但泰国和

表 7 泰国月度产量对不同地区天然橡胶价格的TGARCG模型
Table 7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GARCH models of production of Thailand and various prices

图 5 中国天然橡胶价格对主产国产量的脉冲响应
Fig.5 The impulse responses of natural rubber prices in China

to production in main producing countries
脉冲响应函数估计时，价格序列在前
The price series were in the front when the impulse functions were esti-
m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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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Vietnam
印度 India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模型
Model

均值方程 Mean equation：yt=α+βPricet+εt

估计参数
Estimated coefficient

常数项 Constant

方差方程 Variance equation：σt
2=δo+δ1ε

2
t - 1+γ1ε

2
t - 1·1（ε t - 1>0）+δ2σ

2
t - 1

L.arch：
δ1（RESID（-1）̂2）
L.tarch：
γ1（1（RESID（-1）>0））
L.garch：
δ2（GARCH（-1））

δ0

日本的价格
Price in Japan

0.1521
（0.0331）***

3.6932
（0.4075）***

0.0280
（0.0777）

0.9086
（0.3054）***

0.0552
（0.1514）

0.0147
（0.0035）***

欧盟的价格
Price in European Union

0.1359
（0.0280）***

4.5576
（0.2080）***

0.0011
（0.0641）

0.3194
（0.1765）*

0.6738
（0.1435）***

0.0048
（0.0028）*

美国的价格
Price in America

0.1305
（0.0266）***

4.5460
（0.2088）***

0.0269
（0.0622）

0.2869
（0.1602）*

0.6863
（0.1299）***

0.0042
（0.0024）*

中国的价格
Price in China

0.1511
（0.0354）***

4.0579
（0.3487）***

0.1014
（0.1050）

0.8618
（0.3220）***

0.0579
（0.1418）

0.0128
（0.0032）***

马来西亚的价格
Price in Malaysia

0.1368
（0.0312）***

4.3519
（0.2761）***

-0.0260
（0.0575）

0.3267
（0.1765）*

0.6906
（0.1474）***

0.0050
（0.0029）*

泰国的价格
Price in Thailand

0.1232
（0.0317）***

4.1797
（0.3554）***

0.0443
（0.0874）

0.8867
（0.3166）***

0.0630
（0.1706）

0.0142
（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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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

越南的产量仍在保持增长趋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和印度经历短暂下降后继续增长。这也进一步印

证，天然橡胶生产的价格弹性变弱，种植户生计策略

转换空间较小；但越南的情形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世

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越南农村人口比重高达

64.79%，有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虽然国际天然橡胶

价格大幅度下跌，但割胶生产仍具有比较优势。

主产国生产者对天然橡胶价格的长短期信息

比较关注，橡胶种植者不仅会根据短期的价格变化

对割胶生产行为作出适当调整（但这会受限于个人

和家庭的禀赋及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限制），还会根

据价格长期趋势进行种植结构调整。泰国和印度产

量对价格的响应明显存在非对称性，但方向不一致，

其他主产国的非对称性则不明显。印度对价格下跌

更敏感，而泰国对价格上涨的反应更主动，可能源于

印度橡胶种植农户家庭的经济作物种植结构更多元

化，泰国则相对单一。不同区域形成的价格对不对

称性系数无显著影响，与天然橡胶全球整合程度高

有关。我国国内天然橡胶市场对泰国的产量信息高

度关注，即泰国产量变动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最大。

4 建议

4. 1 重视增加橡胶种植区域的就业机会

割胶生产调节不同于一般农作物，种植后经过

5~7年的抚管，进入长达25年左右的生产期。割胶在

全年中的分布相对均匀，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一份

较稳定的工作，但工作环境差、强度大、技术要求较

高。进入生产期后，需要考虑劳动力在割胶和非割

胶生产中如何配置。天然橡胶全球市场整合程度

高，人为市场干预不太可能有效果，即橡胶种植户是

严格意义上的价格接受者。面临市场低迷，一方面

是采用新技术提高产出，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地区

经济发展成果，实现更灵活就业，扩大家庭生计策略

集。如果能在村庄附近找到工资尚可的工作，在价

格低迷时，橡胶种植户或许可重新配置劳动力以减

少福利损失。橡胶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较偏远的山

区，非农或其他农业就业机会并不多，改种水果等经

济作物还需面临更大的风险，且收获时间集中。海

南橡胶种植户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明显高于云南西双

版纳州，正是由于就业机会不同所引起（刘锐金等，

2018）。另外，农户在长期的生产中已形成技术专用

性，可能使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更加凸显，且割胶

劳动力的年龄还偏大，进而造成天然橡胶生产的价

格弹性相对偏小。

4. 2 加强对主产国生产和政策的监测

我国是最大的天然橡胶消费国，需求主体多；

也是第四大生产国，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全国约

有133万天然橡胶从业人员；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天然

橡胶交易量全球最大，定价话语权的作用不断提升。

建议国内相关机构加强对泰国气候变化、生产动态、

支持政策及储备变动等方面的监测，并及时整理发

布或制定相关措施，以利于维持国内市场平稳，保障

资源的有效获取。随着越南在全球产量和我国进口

量的份额不断提升，也需要重视其发展动态。通过

天然橡胶生产国联合会（ANRPC）等国际组织平台，

加强与主产国的信息互通、政策沟通，建立基本一致

的统计体系，促进基础数据发挥更大作用；建议建立

主产区生产和市场的指数体系，准确反映主产区的

情况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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