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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煤炭项目经济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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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煤炭项目的经济评价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的特点，鉴于在传统财务报表法中存在工作量大，效
率低的弊端，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建立煤炭项目经济评价系统动力学模型，实现对煤炭项目基本面、盈利
能力和偿债能力分析。结果表明，仿真评价结果与理论值一致，可以为煤炭项目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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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economic evaluation on coal project with the dynamics, complexity and nonlinear, in view of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had a disadvantage of plentiful workload and low efficienc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undamentals, profitability and solvency of coal projects by way of the model of coal project economic evaluation system
dynamics using system dynamics metho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to be able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a decision-making of coal project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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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能源需求和经济发展需求，在摒弃传统的煤炭
产业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如何实现煤炭产业和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
理论价值。由于煤炭项目经济评价涉及的影响因素很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非线性系统[1]，
传统的财务报表法很难进行煤炭项目评价，具有工作量大和效率的缺点。为实现煤炭产业的健康和
可持续发展，运用系统动力学从微观层面对煤炭项目进行经济评价，通过建模和仿真，为煤炭项目
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参考的依据。

1

煤炭项目经济评价

煤炭项目经济评价是在煤炭项目的选址、技术
方案和项目书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煤炭项目各
种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因素的研究，根据多项评价指
标的计算，实现煤炭项目的财务可行性、抗风险能
力以及经济合理性的分析和评价，煤炭项目经济评
价是煤炭项目可行性分析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经济评价由两个层次组成，分别为财务评价和
国民经济评价[2]。两者分析的角度不同，前者从企
业经济利益角度分析项目的盈利性和财务可行性，
后者从整个国民经济角度考察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图 1 财务评价指标
Fig.1 Financial evaluation index
由于财务评价是取决于项目取舍的重要依据，因此
本文选择财务评价作为煤炭项目的评价依据，其评价指标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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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项目经济评价目标和结构
建模目标

建立煤炭项目经济评价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目的主要是分析主要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3]，
比如销售收入、成本费用和现金流量等。可以实现煤炭项目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预测和评估，
从而实现煤炭项目财务可行性的判定。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盈利能力分析和偿债能力分析[4]，可
以分析出对煤炭项目财务可行性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因素，并对煤炭项目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进行
预测，为经营管理者对煤炭项目的发展趋势提供宏观了解，在此基础上加强关键因素的控制，为煤
炭项目的投资和管理提供科学决策的参考和依据。
2.2

动力学仿真软件

Vensim 系统动力学软件[5]是由美国 Ventana 公司推出的一款图形界面化建模软件，能够实现数
据集分析和结构分析，该软件具有模型最优化、复合模拟、灵敏性测试、数组变量和真实性检验等
功能。该软件处理问题的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Vensim 软件工作流程
Fig.2 The running process of Vensim software

2.3

系统结构

通过煤炭项目经济评价系统的分析，可建立煤炭项目经济评价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图，
关系图如图 3 所示。其中，
表示正向因果链，即原因 A 变化会导致结果 B 向着同一个
方向变化；
表示负向因果链，即原因 A 变化会导致结果 B 向着相反方向变化[6]。

图 3 煤炭项目经济评价因果关系图
Fig.3 Causality of economic evaluation on coal projects

3

煤炭项目经济评价动力学模型

通过系统结构分析，可将煤炭项目经济评价系统分为 6 个子模型，分别为市场需求子模型、成
本子模型、资产负债子模型、现金流量子模型、利润及其分配子模型和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偿还子模
型，其主要子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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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子模型

通过项目前期调查研究可知，耗煤产业主要集中于电力、钢铁、化工和建材等四大行业[7,8]，通
过动力学分析可知煤炭消耗在四个行业的消耗量所占比例和市场消费的增长率。市场需求子模型的
动力学方程主要有：（1）市场需求量=INTEG（市场需求量初始值，需求增加量）；（2）电力市场增
长权重=电力市场增长率*电力市场占比；
（3）预计煤炭消耗量的复合增长率=电力市场增长权重+化
工市场增长权重+建材市场增长权重+钢铁市场增长权重。

图 4 市场需求子模型
Fig.4 The submodel of market demand

3.2

利润及其分配子模型

通过煤炭项目的利润预测分析，可以分析出煤炭项目未来经营活动的盈利状况，有助于分析项
目的可行性和经济性，其模型如图 5 所示。

图 5 利润及其分配子模型
Fig.5 The submodel of profit and distribution

3.3

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偿还子模型

为研究不同借款还本付息方式下的经济影响结果，建立了煤炭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偿还动
力学子模型，其模型如图 6 所示。

图 6 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偿还子模型
Fig.6 The submodel of loan repayment to fixed asset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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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
项目来源

为了研究系统动力学进行煤炭项目经济评价效果，选择参考文献[9]某煤炭开采项目为研究对象，
该煤炭开采项目建设期数 1 期，项目准备期、建设期和交叉期分别为 1 年，生产期 23 年，有效寿命
期为 25 年，项目核定生产能力为 900 万吨，价格体系实行价内税，投资折现率 10%，利息偿还方式
为等额还本付息。
4.2

模拟分析

4.2.1 基础分析 根据该煤炭开采项目的基础数据和变量约束，运用 Vensim 建立该项目的系统动力学
模型。Vensim 软件进行模拟分析，模拟时间周期为 2011 年~2035 年，其模拟结果分别如图 7 所示：

（a）市场需求量 Market demand

（b）税后利润 After-tax profits

（c）累计净现金流 Accumulative net cash flow

（d）借款本息累计 Accumulative loan principal and interest

图 7 模拟结果
Fig.7 Simulation results

由图 7（d）模拟分析结果可知，2024 年时，该煤炭开采项目的借款本息累计等于 0，也就是说
银行借款将于 2023 年年底偿还结束。项目从 2013 年开始投产到 2023 年偿还结束，同借款偿还期
11 年正好吻合，说明该项目能够在借款偿还期内偿还所有借款，债务偿债能力稳定。
4.2.2 盈利能力分析 通过盈利能力分析，可以对煤炭开采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估，
本文选择总投资收益率、投资利润率、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以及销售净利率作为盈利能力分析指标，
模拟结果如图 8 所示。

图 8 盈利能力分析结果
Fig.8 The analytic results on profi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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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 7 和图 8 结果可知，在项目建设期和交叉期，处于负债经营阶段，盈利能力处于较低水
平，到 2023 年末该项目偿还完贷款和利息，2024 年起该项目盈利能力开始凸现出来，总投资收益
率、投资利润率、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以及销售净利率均呈现增加的趋势，且具有相同趋势。
4.2.3 偿债能力分析 通过偿债能力分析，可以模拟出该煤炭开采项目未来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可以
预测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率以及速动比率，前者用来评价长期偿债能力，后者则用来评价短期偿债
能力。

图 9 偿债能力分析结果
Fig.9 The analytic results onsolvency

由图 9 偿债能力分析结果可知，由于项目开始资金不足，在项目建设期和交叉期处于负债阶段，
该煤炭开采项目的资产负债率高达 65%，财务风险较大。从 2014 年开始，该项目开始投产，其资产
负债率开始下降，下降为 60%，随着项目规模的扩大，资产负债率不断下降，当该项目达到正常运
行阶段，该项目的偿债风险变得较为适中。2023 年末该项目偿还完贷款和利息，资产负债率基本稳
定下来，处于 10%以下。通过 SD 模型仿真和理论计算，说明该项目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较强，
财务上具有可行性，具有投资和建设意义。

5

结 论

针对传统的财务报表法存在工作量和效率低的缺点，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微观层面进行煤炭
项目经济评价。选择财务评价指标作为煤炭项目的评价依据，通过建立煤炭项目经济评价系统动力
学模型，实现煤炭项目基本面分析、盈利能力分析和偿债能力分析，为煤炭项目的投资决策提供科
学参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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