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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生产网络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基于传统贸易流数据构建

的传统有效汇率，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一重要的现实变化。传统有效汇率不仅

掩盖了结构性问题，而且高估了中间品贸易权重，低估了最终品贸易的重要

性。而异质性有效汇率不仅可以运用于观察中观、微观层面主体的国际竞争

力，而且还能更为有效地分析汇率的传递效应。基于此，本文介绍了课题组

在异质性有效汇率方面的研究进展，具体包括：（1） 行业人民币有效汇率;

（2）基于增加值的行业（包括服务业在内）人民币有效汇率;（3）分省人民币

有效汇率;（4）企业层面人民币有效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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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者和进口商而言，汇率是国际购买力，对于出口企业而言汇率

意味着国际竞争力。在观察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时候，往往要用到有效汇

率（EER）的口径。基于贸易权重所计算的有效汇率，反映了一国货币汇率

在国际贸易中的整体竞争力及其变化。有效汇率的具体测算中，权重和平减

指数是两个关键环节。

异质性人民币有效汇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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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重测算方面，国际机构（IMF,BIS）一般采用双权重的测算体系。以

美元在人民币有效汇率当中所占的权重为例，其由两国产品在三个市场上的

竞争所构成：一部分是美国本土市场上自产自销产品，对中国出口到美国市

场产品所产生的竞争压力；一部分是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对中国本土市场上

自产自销产品构成的竞争压力；最后一部分是美国出口到第三方市场（比如

日本），对中国出口到第三方市场（比如日本）产生的竞争压力。因此，在计

算有效汇率的过程中，即使是计算其中一种货币（在这里是美元）在人民币

有效汇率当中的权重，也要同时考虑中国、美国两个市场，以及其他N-2个

市场（N为样本国家总数）。

平减指数方面，有使用单位劳动力成本（ULC）的方法，也有使用消费

者物价指数（CPI）进行平减。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使用ULC更加合

理，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可得性存在问题，所以存在基于ULC和CPI两种

不同平减指数的有效汇率。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等机构每年都公布基于不同方法的、各国层面的实际有效汇

率指标。而本课题研究和设计的异质性有效汇率数据库（HEER），是基于不同

行业、不同省份、不同企业，以及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具体包括：（1）行

业人民币有效汇率 （IEER）；（2） 基于增加值的行业人民币有效汇率

（GVCEER）；（3）分省人民币有效汇率（PEER）；（4）企业层面人民币有效

图1 异质性有效汇率（HEER）的四个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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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FEER）。上述指标统称为“异质性有效汇率数据库”（HEER）。该数据

库已在世经政所网站发布，每月进行更新①。

一、为什么需要异质性有效汇率？

（一） 加总的有效汇率面临“加总谬误”，可能掩盖结构性问题，或者无

法研究结构性问题

如果仅仅测算加总至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无法厘清不同行业、不

同省份等主体的异质性竞争力特征，很容易带来“加总谬误”（Aggregation
Bias），引致研究结果的偏误。

“加总谬误”的原因是：整体有效汇率对应的贸易方向、平减指数，都是

基于国家层面的数据，不同行业或不同省份之间的信息难免在加总的时候会

被平均，甚至相互抵消。为了说明这一点，分别考虑下面两种情形：

情形1：假设世界上存在甲、乙两个国家以及A、B两种产品。如果甲国

相对乙国的产品A价格上涨10个单位，甲国相对乙国的产品B价格下降10个

单位。在短期内，进出口贸易保持不变。此时，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没

有发生变化。但是，产品A和产品B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发生变化，因为甲

国产品A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下降，而产品B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上升，只不过

这种相互变化的效应在加总的时候相互抵消。

情形2：假设世界上存在甲、乙、丙三个国家以及A、B两种产品，甲乙

两国的双边名义汇率高于甲丙两国的双边名义汇率。如果甲国与乙国之间的

A产品贸易增加，而甲国与丙国之间的A产品贸易下降；与此同时，甲国与乙

国之间的B产品贸易下降，而甲国与丙国之间的B产品贸易增加；但是，甲国

和乙国、丙国之间的总贸易水平没有变化。此时，若是测算国家层面的实际

有效汇率，结果不会有任何变化。可是，如果仅仅考虑A产品或者B产品的

实际有效汇率，由于甲国与乙国之间的A产品贸易增加，与丙国之间的A产

① 参见http://www.iwep.org.cn/iweph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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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贸易下降，理应赋予甲乙之间的双边名义汇率更高的权重，而赋予甲丙之

间的双边名义汇率更低的权重，结果是甲国产品A的实际有效汇率增加。同

理，甲国产品B的实际有效汇率降低。

以上两种情形中，情形 1表示“价格”因素导致的加总偏误，情形 2表

示“贸易权重”因素带来的加总偏误。无论是情形 1还是情形 2，加总国家

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却已

经发生显著变化。这就表明，如果价格水平或者对外贸易水平在行业之间

存在较大差异，加总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会忽视其中的变异性，仅仅

提供平均值，尤其是这两个关键变量在不同行业之间反向运动的时候，出

于相互抵消的作用，计算出的加总实际有效汇率对于反映行业竞争力甚至

会传递错误的信息。

从纵向维度来看，中国处在快速的结构变迁阶段，不同行业的价格上涨

速度与对外贸易发展也不同。例如，在中国经济通过刘易斯拐点之前，劳动

密集型行业受益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保持较低的工资优势，

保持较低的价格上涨率以及迅速增加的对外贸易余额。但是，随着中国经济

逐渐超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价格迅速增

加，对外贸易余额出现减少，最终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实际有效汇率发生

显著变化。再如，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地方市场分割等原因，国内物流成本

较高，在通货膨胀期间，受物流成本影响较多的食品行业，较之受物流成本

影响较低的纺织行业价格上涨更加迅速，依照食品类价格计算的实际有效汇

率也会高于依照纺织类价格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但是加总国家层面的实际

有效汇率仅仅给出一个平均值，难以理清其中的差异。从横向的角度来看，

中国不同省份的对外贸易方向、通胀率水平均有较大差异，这也会导致各个

省份面临的有效汇率有较大差异。例如，黑龙江的对外贸易当中，俄罗斯占

有重要地位，而广西的对外贸易则与东南亚国家更加密切相关，江苏的贸易

方向则与美国、日本和欧盟联系更为密切。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

结构迅速变化的国家，估算分行业、分省份的异质性实际有效汇率就显得更

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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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有效汇率的测算高估了中间品贸易权重，同时低估了最终品贸

易在国际贸易当中的重要性

由于中间品贸易在东亚地区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结构性问题在东

亚地区尤为突出。在全球生产网络日益拓展的今天，基于传统贸易流数据构

建的传统有效汇率，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一重要的现实变化。iPhone手机就是

一个全球生产网络的产物，中国每年向美国出口数十亿美元计的 iPhone手机。

而在生产线组装产品之前，中国需要从日本进口NAND闪存，为了生产闪存，

日本厂商反过来又需要从中国进口半导体组件。类似地，中国生产线组装苹

果手机，引发了东亚地区大量的中间品贸易，诸如摄像头、触摸屏、闪存、

半导体组件等。

从 iPhone 手机的生产全过程来看，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中间品贸易

额可能是中国向美国出口手机金额的多倍。但是，如果只是以这种传统的贸

易金额来评价哪个贸易伙伴更加重要，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间品贸易的金额

进行了重复计算，从而必然高估了中间品贸易的重要性。实际上在这个例子

当中，所有的中间品贸易都是由美国的进口需求引致的。最终需求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正如Klau和Fung（2006）所指出的：“忽略垂直分工的贸易权重可能带

来偏差”，因为“从加总的贸易数据中得到的权重不能很好地反映不同来源的

增加值……”，这会导致“在有效汇率篮子中，对贸易伙伴重要程度赋予的权

重发生错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 iPhone的例子中，中国与日本、韩国等

东亚国家的中间品贸易往来关系密切——这时候，基于传统贸易流的有效汇

率权重将可能夸大这些国家货币的权重，而低估美国、欧洲等最终需求国家

的货币权重。

东亚地区的区域生产网络较为发达，Klau和Fung（2006）在其中特别强

调了这一错配现象在东亚地区尤为严重，这意味着在分析中国与东亚地区贸

易伙伴的经贸关系时，更有可能产生上述类型的偏误。这种偏误同时存在于

手机制造这一行业以及加总贸易流之中，造成对行业有效汇率和加总层面有

效汇率的错误估计，继而影响对总体出口竞争力的评估。

102



异质性人民币有效汇率研究

2018年第6期（总第38期）

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发展为有效汇率的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血液。由于构造

有效汇率权重本身即涉及贸易流的数据，而全球价值链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

全球贸易流进行了重新核算，基于增加值贸易的有效汇率核算就自然而然地

产生了。由于垂直分工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很多时候一

国的进口并非为了最终消费，而是为了出口，在这种情形下，以加总贸易流

为基础的传统有效汇率就不再是一个衡量一国对外竞争力的有效指标，而是

会产生偏差，进而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误导。

在这些背景下，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汇率有两方面的意义：第

一，更准确地评估、反映相关贸易伙伴的重要性，进而更为准确地评估本国

汇率变化带来的竞争力变化。第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汇率与传统的有

效汇率相比，能够更好地反映各个贸易伙伴国的重要性，因为它不再基于

“各国在本国范围内进行完整的生产、随后进行国际贸易”的假定，而是认为

各国将在全球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开展竞争。

传统有效汇率已经不能反映全球价值链日趋发展的现状，基于增加值的

有效汇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目前，已经有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基于增加值的有效汇率进行测算(Bems和 Johnson，2012；Patel等，2014)，为

基于增加值的有效汇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Bems和 Johnson （2012）、

Patel等（2014）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基于增加值的人民币有效汇率进行研究。

本文的目标不是创新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汇率测算，而是关注基于全球价

值链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测算，尤其包括分行业的测算及其相关政策含义。因

此，本文将测算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包含可贸易品和不可

贸易品部门，共计33个行业，并分析不同行业的有效汇率变动趋势。

（三） 异质性有效汇率可以运用于观察中观、微观层面主体的国际竞争

力，以及相应的汇率传递效应

可以从不同主体的角度，例如不同行业、不同省份、不同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还可以基于异质性有效汇率，对汇率的传递效应进行研究。例

如，汇率对物价水平、就业、工资、生产率等变量产生影响。其中，将实

103



【理论探讨】

新金融评论/ New Finance Review

际有效汇率的度量转向行业方向的研究始于 Goldberg （2004），Goldberg 利

用美国的分行业贸易数据，构造了 20个产业的实际有效汇率，也正是以此

来度量美国不同行业的相对国际竞争力差异。不过，Goldberg （2004）仅仅

在贸易加权时选择行业层面的数据，价格水平的选取仍然是加总层面的

CPI，因此也无法准确度量行业竞争力（而本文使用了分行业对应的价格水

平）。Lee和Yi （2005）认为仅仅利用贸易差别估算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是

不充分的，他们利用行业层面的生产者价格指数，而不是加总价格指数，

估算韩国的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同样发现韩国不同行业之间的实际有效

汇率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通过匹配国内外行业价格水平序列和利用分行业的贸易数据，首次

估算了分行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国内不同行

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伴随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化，中国不同行

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是不同的。此外，为了说明构造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

对于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还估算了加总有效汇率与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

分别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发现后者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此，构建分行业

实际有效汇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可以运用分行业有

效汇率进一步研究行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即汇率变化对各行业就业、工

资、增加值等的影响。

另外，参照欧元区的情况，反过来理解中国分省汇率对各省国际竞争力

的描述，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1）中国各省份的经济体量都较大。（2）
各省份和欧元区各国一样，共同使用同一种货币，但在发展阶段、产业结构、

价格水平和贸易方向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3）和欧元区的成员国类似，

中国各个省份对于外部冲击也面临着不对冲的冲击效应，每个省份面临的汇

率传递机制、效应也有重要差异。

从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有效汇率指标体系来看，欧元区不仅有整

体的欧元有效汇率指标，而且同时也包含了每个欧元区成员国各自的有效汇

率指标。上述指标的构建，为分析单个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对外竞

争力提供了参考。与之类似地，精确地构建并测算中国分省有效汇率也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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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中国各省对外竞争力的评估，同时也有助于分析省级层面的汇率传递效

应（物价、就业、经济增长等影响）。

（四）本文还给出了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有效汇率，为其他相关研究提

供了基础

一般而言，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是典型的不可贸易品部门，在传统有效

汇率的测算当中并不包含服务业。但是，过去几十年当中，垂直分工和增加

值贸易带来了全球贸易方式的变化，国际贸易不再是简单的货物贸易，而是

直接或间接包括服务贸易。这一发展趋势已有多年，目前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不仅仅体现为国际贸易中“贸易—投资—服务”三位一体的格局初步形成，

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对于服务贸易及投资规则的设定也日趋增多。

传统认为的“不可贸易品”正在日趋可贸易化。传统有效汇率对这一趋

势的考虑仍然较少，在加总有效汇率层面，研究主要关注可贸易品，或是不

对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加以区分；而在分行业有效汇率层面，研究则主要

侧重于可贸易行业，服务贸易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存在困难。

不可贸易品的“可贸易化”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得以实现：第一，不可贸

易品本身的跨境流动，例如国际旅游这类服务贸易。IMF也将国际旅游业纳

入有效汇率的计算当中，但是假设一国旅游服务贸易的方向与商品方向相同

（这是一种极简的假设）。第二，不可贸易品，如相关服务附着在可贸易品上

实现跨境流动，即前文所谓的“贸易—投资—服务”三位一体的格局。比如，

交通运输、金融、法律、教育、医疗等，通过价值链，参与到可贸易品的生

产过程当中，这些服务行业通过其对应的增加值，附着在可贸易品之上，最

终也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

如上所述，传统有效汇率计算的视角，已经关注到了第一条途径，而增

加值贸易视角则开始对第二条途径加以关注。由于增加值数据基于国民经济

的35个行业，全面包含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信息，因此基于增加值贸易的有效

汇率能够测算一国可贸易品及传统认为“不可贸易品”的对外竞争力，且能

同时考虑两个途径，从而可以为身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提供更完善的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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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评估。

传统上一般认为，不可贸易品行业的总体升值幅度不如可贸易品行业，

通过基于增加值的分行业有效汇率分析，本文发现：一些与贸易密切相关的

不可贸易行业的升值幅度，实际上并不低于可贸易品行业的升值幅度。同时，

本文也对基于增加值的人民币有效汇率进行了加总，分别得出了可贸易品的

有效汇率和不可贸易品的有效汇率，以反映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对外竞争

力变动的差异。

本文还将基于增加值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同传统的人民币有效汇率进行比

较，结果表明，基于增加值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幅度高于传统有效汇率，

这一结论对于 IMF和BIS公布的传统有效汇率均成立。这意味着，基于加总贸

易流权重的传统有效汇率可能高估了人民币的对外竞争力，通过对传统有效

汇率和基于增加值的有效汇率权重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后者的权重能够更好

地反映全球价值链的形态。

二、基于异质性有效汇率指标体系的一些观察

总体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有助于理解宏观层面的贸易竞争力变化、汇率传

递效应。但是中国是一个巨型经济体，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变化，对于不同行

业、不同省份，甚至不同企业而言，其影响和冲击完全不同。正如本研究所

揭示的：（1） 1999年 1月至 2018年 1月，分省有效汇率升值幅度的极差可以

达到 103个百分点。（2）同一时期，基于增加值的分行业有效汇率，其升值

幅度极差可以达到 48个百分点。（3） 2000年至 2011年期间，按企业性质来

看，四大类企业升值幅度分别为：国有企业 36%、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

31%、外资企业18%，国有企业升值幅度是外资企业的2倍。

值得注意的是，行业层面基于增加值的人民币有效汇率（GVCEER）给

出了服务业的分行业有效汇率。传统意义上，作为不可贸易品部门，无法计

算服务业的外部有效汇率。但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服务业的增加值附着在可

贸易品之上，间接参与了国际竞争，因此其具有相应的有效汇率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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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研究关注的GVCEER、PEER等，仍待进一步改进，将在后续

研究工作中继续完善：首先，两者都是名义有效汇率，需要根据合适的平减

指数进行平减，以得到实际有效汇率。其中，对PEER进行平减得到实际有

效汇率的工作已经完成，最近将进行发布。其次，PEER还可以考虑使用分

省的投入产出表，将其与世界投入产出表对接，以得到更为精确的分省有效

汇率指数。

（一）行业有效汇率分化较大①

不同行业的贸易方向不同、平减指数不同，因此不同行业面临的有效汇

率也不同。从2000年到2015年，基于传统贸易流的27个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

的升值幅度平均值为26%。所有27个行业的升值幅度可参见图2。

其中，升值幅度超过35%的行业有有色金属（36%）、服装制造（37%）、

船舶和船上的建筑（38%）、家具及其他制品业（43%）。升值幅度低于20%的

行业有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16%）、饮料制造业（17%）、家具除外的木

材加工及其制品业（17%）、皮革及其制品业（20%②）、基本医疗产品和医药

制剂制造（20%） ③。升值最多的家具及其他制品业（43%）与升值最少的焦

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16%）相比，相差了27个百分点。

从波动性来看，27个行业中实际有效汇率波动较大的行业有家具及其他

制品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上述行业汇率的标准差均超过了17。这

些行业均为消费品行业。同时，实际有效汇率波动较小的行业有焦炭和精炼

石油产品制造业、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对应标准差都低于10。其余23个

行业的波动性集中于10到14的区间，差异不大。

① 由于技术原因，行业层面有效汇率只更新到2015年，因此本研究关注2010年到2015年间的

行业有效汇率变化。课题组后续将进一步完善行业层面有效汇率，做到同步更新。

② 四舍五入之后为20%。

③ 四舍五入之后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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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增加值的行业有效汇率：服务业升值幅度较小

从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角度来看行业有效汇率，不但能够得到传统可

贸易品部门的有效汇率，而且还能够得到不可贸易品，即服务行业的有效汇

率。图3是1999年1月至2018年1月33个行业的不同升值幅度。

图2 分行业REER的升值幅度、汇率波动性：2000年至2015年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IWEP-HEER数据库。

图3 33个行业的升值幅度具有较大差异：1999年1月至2018年1月

资料来源：IWEP-HEER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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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升值幅度最大的行业是纺织材料和纺织制品业，升值幅度为

76.2%，升值幅度最低的是建筑业，幅度为28.2%。将33个行业分为服务业、

非服务业两类来看，两者的平均升值幅度分别为36.7%和44.7%，两组的标准

差分别为0.05和0.12。可见，传统的可贸易品部门，其平均升值幅度明显高

出服务业8个百分点，而且标准差也是前者的2倍以上。传统可贸易品行业的

升值幅度、波动性都明显大于服务业。用方差齐性检验对两类行业升值幅度

的同质性进行检验，结果对应的显著性为1%。表明两类行业的汇率表现有显

著差异。

（三）分省有效汇率：边境省份升值幅度较大，中部次之

不同省份的贸易方向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分省有效汇率也存在较大差别。

根据测算，1999年1月至2018年1月，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效汇率

（不含港澳台）总体呈现出边境省份升值幅度大，中部地区次之，其他地区幅

度较小的特征。在汇率波动性方面，也呈现出相似特点。

其中，分省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最大的四个省份是黑龙江（132%）、内

蒙古（88%）、新疆（68%）、广西（61%），四个省份均为边境省份。同时，

升值幅度最小的四个省份是青海（29%）、陕西（31%）、上海（34%）、江苏

（35%），均位于中部或东部地区。从波动性指标变异系数来看，波动性最大

的是黑龙江省，变异系数为0.30，波动性最小的是陕西省，变异系数为0.10，

前者为后者的3倍。各省的汇率升值幅度、波动性有明显的差异性和地域分

布特征。

（四）企业层面有效汇率：国有企业升值最多，外资企业升值较少

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也有较大差异。这方面的测算，需要将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进行合并，得到每个企业对应的行业、贸易、

企业性质等信息，进而测算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

由于是大样本，企业层面有效汇率的变异范围极大，以名义汇率为例，

2000年至2006年IMF的人民币有效汇率贬值3.8%。同一时期，企业层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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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贬值幅度在10%以内的企业仅占全样本的18%，另有25%的企业面临汇

率贬值10%以上，其余57%的企业甚至面临有效汇率升值。这说明由于贸易

方向的差异，许多企业所面临的汇率变动与加总的有效汇率变动情况之间可

能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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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其名义有效汇率升值幅度也有明显差异。

2000年至2011年四大类企业升值幅度分别为：国有企业36%、集体企业和民

营企业31%、外资企业18%。国有企业面临的有效汇率升值幅度最高，不但

高出集体企业、民营企业5个百分点，而且高出外资企业一倍。这可能是由

于贸易方向上，外资企业更多分布在发达经济体，这些地区对应的货币汇率

较为稳定。相对而言，国有企业的贸易更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这

些地区的货币汇率不但缺乏稳定性，而且普遍偏弱。

三、异质性有效汇率的应用

基于行业间、省份间、企业间的贸易方向不同、平减指数不同，我们得

到了异质性有效汇率指标体系。其可能的应用至少包括以下五种情况：

图4 不同所有制企业NEER升值幅度，2000年为对比基期

资料来源： IWEP-HEER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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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观、微观不同主体竞争力的刻画与比较

具体地，行业人民币有效汇率（IEER）可以对可贸易品部门行业层面的

国际竞争力进行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基于增加值的行业人民币有效汇率

（GVCEER）不但可以分析可贸易品部门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变化情况，而且还

将这一分析的范围拓展到了不可贸易品部门（服务业部门）。此外，分省人民

币有效汇率（PEER）和企业层面人民币有效汇率（FEER）可以分析分省份、

分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及国际竞争力纵向变化、进行相应的横向分析。而且，

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还可以按照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企业的规模等多个维

度进行中观层面的加总，从而进行更多维度的分析。这方面的应用，本文的

第二部分已经给出了很多的具体例子。

（二）汇率对价格、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

汇率传递问题，是开放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第一类汇率传递

研究，关注从汇率到消费者物价水平的变化。这类研究一般使用总体汇率水

平、总体通胀率进行研究。第二类汇率传递研究，关注从汇率变动到商品价格

的变化。这类研究一般使用行业层面、商品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关注的

是变量名义值的变化，这些研究使用的都是名义有效汇率。特别是第二类中

观、微观的研究，就需要使用行业层面的名义有效汇率。然而，在全球分工网

络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之下，传统有效汇率的计算忽视了中间品贸易。基于传统

有效汇率对汇率传递效应进行分析，也忽视了全球价值链在汇率传递中可能产

生的作用。在极端情况下，一项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传统意义上的汇率传递

效应可能相当微弱，但这并不代表微观企业的定价能力。在这方面，基于增加

值的有效汇率，就有可能刻画出更加准确的信息。此外，传递效应的研究，还

可以扩展到对价格黏性、工资水平等名义值的影响。另外，异质性有效汇率的

分析结果，还可以用于比较中观、微观主体在传递效应上的不同表现。

（三）汇率对就业、进出口等经济指标的影响

和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不同，在使用异质性有效汇率研究其对就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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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ly complex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the

traditio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based on traditional trade flow dat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is important practical change. The traditio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not

only conceals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but also overestimates the weight of intermediate trade and

underestimates the importance of final trade. Heterogeneous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can be used

not only to obser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ubjects at the meso and micro levels,

but also to analyze the transmission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more effectivel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heterogeneous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including: (1)

industry RMB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2) value- added industry (including services) RMB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3) provincial RMB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4) enterprise level RMB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Key words：Heterogeneous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RMB，Sub Sectors，Added Value，

Province Division，Enterpris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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