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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关于工业企业能源合理分配的研究
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了能源总量控制下的城市工业企业协调发展问题。通过建立综合评价、
线性规划以及多目标规划模型分别求解出了不同条件下的能源分配方案，以实现能源利
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问题一中，我们对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特征二者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求
得各指标权重，利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得到综合能耗对产业结构影响最显著的结论，并
将产业结构分成重工业、轻工业和化学工业三类，将能源消费特征分成五个等级。我们
定义工业企业发展水平与现价产值、利税、人均产值比、产值能耗比有关，建立城市 C
的工业企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使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得出城市 C 的工业企业发展水
平为中等。
问题二中，由问题一中得到的能源消费特征企业分级表得到各级企业指标的数据总
量，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数据拟合，得出三个指标均与综合能耗近似为线性关系。然后分
别建立产值、利税、从业人员的线性规划模型，求解出对应最佳的能源分配方案。方案
显示，降低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的企业能源分配比重，提高产业结构相对先进企业的能源
分配比重，从而使得能源利用率得到提高。
问题三中，参考问题一中得到的能源消费特征企业分级表和问题二中得到的三个指
标的拟合曲线，分别求出三个指标的加权系数，建立多目标模糊线性规划模型，求出最
优解，得出使城市 C 的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受到的综合影响最小的能源分配
方案。结果显示，能源分配的调动幅度大幅增加，主要的方向为将 A 类企业的能源大幅
度调配给 B、D 类企业，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问题四中，在工业企业产值总量增速不低于 8%和每年能耗总量比上一年度下降 5%
的前提下，考虑从业人员影响度最小的因素，以求利税最大值（最小值）为目标函数建
立线性分析模型，通过求解得到未来两年分配给 A、B、D、E 类企业能源总量减少，C
类企业能源总量增多的方案，建立数据包络分析的模型及算法对未来两年的利税水平进
行定量评估，发现 C 城市的利税过高，应当适量降低利税比例以提高生产效益，给予企
业更多的生产动力。
问题五中，我们结合实际的工业企业能源分配环境，在能源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参
考问题一至问题四所得结论，发现实行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监督管理、进行利税改革、
倡导节能减排等措施，能够实现能源利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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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重述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工业企业发展的动力，但是过度的能源消耗，
会破坏资源和环境，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控制能源的消费。对每
个工业企业来讲，能源消耗对工业企业的产值、利税等具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工业企业
的自身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如何在控制能源消耗总量的条件下，为工业企业合理配
置能源，使得工业企业充分利用能源，并获得较高的产值和利税，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
的问题。
请分析解决以下问题：
1. 对城市 C 的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对城市 C
的工业企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2. 假设城市 C 要求本年度能源消耗总量比上一年度下降 5%，请分别建立数学模型，
给出使该市的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受到的影响最小的各工业企业能
源分配方案。
3. 如果城市 C 要求本年度能源消耗总量比上一年度下降 5%，请建立数学模型，给
出城市 C 的各工业企业能源分配方案，使该市的工业企业产值与利税、从业人
员受到的综合影响最小。
4. 如果城市 C 要求在未来 2 年，每年能源消耗总量比上一年度下降 5%，请建立数
学模型，给出该市的各工业企业能源分配方案，使得工业企业产值总量增速不
低于 8%，并就这一方案对城市 C 未来 2 年的利税水平进行定量评估。
5. 结合上述研究，给城市 C 的能源管理部门写一封信，谈谈如何在能源总量控制
的前提下，对城市工业企业进行合理的能源分配，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质量，
并阐述你的政策建议。

二、 问题分析
2.1 问题一的分析
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特征是影响工业企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和能源消费特征使得工业发展水平较弱，降低了能源利用率，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假设能源消费特征专指能源强度，即单位产值需要消耗的能源（产值-能耗比）。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与数据分析，可以得到城市 C 的产业结构与其企业能源消耗、产值、
利税、员工人数有关；工业企业发展水平与现价产值、利税、人均产值、产值-能耗比
有关。
我们发现大量的数据中，其指标的类型及单位不相同，且存在异常值，需要对数据
进行预处理，即数据的标准化与剔除异常值。首先，我们建立与待求量相关的评价指标，
引入指标向量，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用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对
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特征进行定性分析。之后，建立综合评价模型，运用模糊综合评判
法求解，对工业企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2.2 问题二的分析
通过查阅资料、数据处理与分析讨论，可以得出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与
能源消费特征的关系，从问题一求得能源消费特征的等级分类，将各工业企业按等级分
类。由城市 C 年度能源消耗总量比上一年度下降 5%，可以得到不同等级的能源消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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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情况及分配方案，其对应着各个等级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的分配方案。
对此，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得出拟合曲线，再由此建立线性规划模型，建立
目标函数，确定约束条件，并用 MATLAB 软件对其求解，分别得到三个模型的最优解，
进而求得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受到影响最小的各工业企业能源分配方案。
2.3 问题三的分析
与问题二类似，利用问题一求得的能源消费特征的等级分类，由城市 C 年度能源消
耗总量比上一年度下降 5%，可以得到不同等级的能源消费特征的变化情况及分配方案，
其对应着各个等级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的分配方案。求三个指标的加权系数，
以此来反映不同目标间的重要程度，将多目标模型转化为单一模型，进而建立模糊的多
目标线性规划模型，建立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最终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最优解，求
得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受到的综合影响最小的各工业企业能源分配方案。
2.4 问题四的分析
能源在国民经济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制约
因素之一。把有限的能源产品进行合理的分配,是保证社会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
手段之一。问题四要求在工业企业产值总量增速不低于 8%的条件下给出未来两年的能源
分配方案，并就这一方案对未来两年的利税水平进行定量评估。
该问题要求我们建立一个预测评估的模型。我们结合工业企业的利税要在分配方案
下有所增长的实际要求，确定目标函数为求利税最大值（最小值）的关于能耗的近似的
一次函数，用题给要求和一些不可抗拒的外界影响作为限定条件，即可求得预期能源分
配方案。对利税水平的定量评估需要排除主观因素，数据包络分析的模型由于具有很强
的客观性被我们采用。由以上的分析得到能源分配方案，建立模型进行多指标综合预测
评估，基于综合评价的结果，可对利税水平进行定量评估。
2.5 问题五的分析
综合利用问题一到问题四的模型与评价分析结果，要求向能源管理部门写信。能源
总量控制的前提告诉我们城市 C 的综合能耗的总量是受控制的。那么在能耗一定的情况
下，对各个企业的能源分配进行合理调整，改变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等指标，
进而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质量。能源管理部门应该注重优化产业结构，
进行利税改革，加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提高能源利用率，实现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

三、 模型假设
1.
2.
3.
4.
5.

假设附件中提供的数据真实可靠。
假设短时间内城市 C 的产业结构不变。
假设分配给各企业的能源全部被消耗。
假设每年的各个企业各项指标的变化不影响下一年各项指标的变化。
假设综合能耗只受企业的现价产值、利税、从业人数三个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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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符号说明
符号

符号说明
从业人数
现价产值
利税
综合能耗
人均产值
产值能耗比
第 i 个等级企业的总能耗
前一年第 i 个等级企业的总能耗
第 i 等级的指标 j 的总量
前一年的所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总利税、总从业人员
对第 i 级第 j 个待求量拟合出来的曲线的常数系数向量
对第 i 级第 j 个待求量拟合出来的曲线的斜率系数向量

五、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5.1 问题一的模型建立与求解
5.1.1 建模的前期准备工作
1. 建立评价指标
假设城市 C 的产业结构与其企业能源消耗、产值、利税、员工人数有关；定义能源
消费特征专指能源强度，即单位产值需要消耗的能源（产值-能耗比）；设工业企业发展
水平与现价产值、利税、人均产值、产值-能耗比有关。
2. 数据预处理
1) 数据标准化
由于本文中指标变量的类型、单位不完全相同，为了消除变量的量纲效应，使得每
个变量都具有同等的表现力，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运用 Excel 软件，选择了基于原始数据均值和标准差的 z-score 标准化方法，即

其中，
2) 剔除异常值
异常值指样本中的个别值，其数值明显偏离它们所属样本的其余观测值,也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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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离群值。如果存在异常值但不剔除，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首先，通过客观的观
察分析，发现大量的数据中存在个别不合理的数据；于是我们采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用 Z 分数可识别异常值，将 Z 分数低于-3 或高于 3 的数据看成是异常值，并复
查错误值、极端值，予以剔除，使得大量数据的准确性提高。
3.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由于我国各大小工业企业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比较多而且复杂，因此工业企业发展水
平评价指标应当全面反映现状、创造优势、规划战略、促进发展的评价目的; 应当遵循
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独立性、动态性、可操作性等的基本原则; 应当使用最新数
据并结合行业特点。本文选取 4 个具体指标构成城市 C 的工业企业发展水平研究指标体
系。这些指标包括:现价产值、利税、人均产值比及产值能耗比。
4.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通过对比几种求权重的基本方法，我们结合本题所给的数据以及前一步所确定的评
价指标，最终选择了熵权法这一求权重的经典方法。
1) 数据标准化
数据预处理已经对数据进行了相应的标准化。
2) 求各指标的信息熵
根据信息论中信息熵的定义，一组数据的信息熵，即

其中，

,如果

,则定义

。

3) 确定各指标权重
根据信息熵的计算公式，计算出各个指标的信息熵为
各指标的权重。

,通过信息熵计算

5.1.2 城市 C 的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特征的定量分析
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特征的定量分析是通过分析大量数据与一定的算法手段将多
个指标的评价值合成一个综合评价值，主要采用了线性加权综合法。
1. 确定评价指标
城市 C 的产业结构与其企业能源消耗、产值、利税、员工人数有关，设第 i 个工业
企业产业结构的指标分别为，
2. 确定权重系数
相应的权重系数向量为
,则定量分析的综合指标记为
3. 建立函数
在本文中，通过线性加权综合法建立线性函数，作为综合评价值，即

，

其结果按企业编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列出。
4. 比较与分类
通过对全部评价对象的综合指标 y 的大小进行比较，从而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分析
4

与分类。由前一步的结果排序可以对各企业产业结构进行分类，首先分析数据，设置分
类标准；之后总结出各类别的性质，将工业企业分成三类。本文规定能源消费特征的分
析指标为产值能耗比

。通过对全部工业企业的产值能耗比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

可以得到城市 C 的能源消费特征。
5. 定量分析结果
1） 产业结构的定量分析
表 5.1.1 产业结构的评价指标及权重

项目
产业结
构分析

评价指标
人
数
现价产值
利
税
综合能耗

权重值
0.1414
0.1479
0.1530
0.5577

表 5.1.2 工业企业产业结构的分类

类别

分类标准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
，
，

性质

分类结果

高能耗高产值

重工业

低能耗低产值

轻工业

低能耗高产值

化工业

由表 5.1.1 可以得出，综合能耗的权重值在四项指标中最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最
显著。由表 5.1.2，分析线性加权综合法得出的综合评价值，将工业企业产业结构进行
分类，可以由分类结果总结出三种性质的工业，因此，将工业企业的产业结构分成重工
业、轻工业和化学工业三类。
2） 能源消费特征的定量分析
表 5.1.3 能源消费特征等级及评价

等级
能源强度范围
企业所占比例
评价
A
（10000， ）
0.66%
强
B
(1000,10000]
13.73%
较强
C
(100,1000]
63.47%
中等
D
(10,100]
19.68%
较弱
E
[0,10]
2.46%
弱
能源消费特征与产值能耗比有着密切关系，产值能耗比越大，能源利用率越高。由
表 5.1.3 与图 5.1.1 可以得到，能源消费特征为中等级别的企业所占比例最大，最终，
将其分成五个等级，即强、较强、中等、较弱、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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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特征

E
2.46%

A
0.66%

B
13.73%

D
19.68%

C
63.47%

图 5.1.1 能源消费特征分析饼状图

5.1.3 城市 C 工业企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由于工业企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模型涉及指标较少，因此可以通过一定的数学模
型或算法进行一级模糊处理，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进而得到评价结果。
1. 建立城市 C 工业企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
设城市 C 的 4 项评价指标分别为
相应的权重向量为

确定评语集为

确定模糊综合判断矩阵，对指标 的判断记为
各指标的模糊综合判断矩阵为

2. 模糊综合评判
进行矩阵合成运算
取数值最大的评语作为综合评判结果。
5.1.4 模型的求解
1.确定因素集
现价产值 ，利税 ，人均产值 ，产值能耗比
2.确定评语集
高 ，较高 ，中等 ，较低 ，低
3.用熵权法确定各因素权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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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确定模糊综合评判矩阵
对每个因素做出评判，构成评判矩阵，即

5.模糊综合评判
进行矩阵合成运算
由此可知，数值最大的评语为“中等”。
表 5.1.4 工业企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项目

评价指标
权重值
产
值
0.0471
人均产值
0.0011
利
税
0.1211
产值能耗比
0.8307
工业企业
等级
评价结果
发展水平
高
0.1274
分析
较高
0.2312
中等
0.4035
低
0.2146
较低
0.0233
综合以上分析，取评语集中权重最高的那项，作为对 C 城市工业企业发展水平的最
终结果。由表 5.1.4 知，“中等”评价所占权重为 0.4035，为五项评语集中最高，因此
城市 C 工业企业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为“中等”。
5.2 问题二模型建立与求解
5.2.1 模型的前期准备
1. 整理数据
确定能源消费特征为能源消耗的参考指标，确定决策变量为每级能源的综合能耗变
化量。根据问题一中对能源消耗的定量分析得到各个等级企业的分级表，计算出各级企
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综合能耗的总量，如下表。
表 5.2.1 各等级企业分级表

等级

区间

比例

产值总量
/万元

利税总量
/万元

从业人
员总量
/万人

综合能耗
/万吨

A

（10000，∞） 0.0066079

26871.1872

5546.99138 15.3565 81.6044076

B

(1000,10000] 0.1372981

20556.4341

4892.06871

19.3

158.860102

C

(100,1000]

0.6347283

27743.3172

6726.22947 33.1714 128.985338

D

(10,100]

0.1967695

13264.2280

3081.94926 20.2784 383.745084

E

[0,10]

0.0245962

7707.40182

1660.71155 14.2918 2540.9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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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数据拟合
为要求在结点上近似地满足插值条件，并使他们的整体误差最小，采用线性最小二
乘法对数据进行拟合，分别建立 C 城市综合能耗与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的线性目
标函数。
设｛

｝

是一个线性无关的函数系，则称线性组合

义多项式。设由给定的一组测量数据（
多项式

达到最小，则称函数

）和一组正数

为广

(i=1,2,···,n)，求一个广义

使得目标函数

为数据（

）(i=1,2,···,n)关于权系数

(i=1,2,···,n)的最

小二乘拟合函数。
5.2.2 线性规划模型的建立
假设企业的能源消耗为分配给该企业的能源量。在比去年综合能耗下降 5%的条件
下，要分别得到该市的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受到影响最小的工业能源分配方
案，就是给出各工业企业综合能耗的分配方案。由拟合曲线可知，产值、利税、从业人
员分别与综合能耗均可近似为线性关系，因此采用线性规划模型。
1. 建立目标函数

其中，i=1，2，3，4，5，代表 ABCDE 五个不同的等级；j=1，2，3，分别代表第 i 个等
级企业的产值、利税、从业人员总量。
2. 建立约束条件

， ， ， ，
注：变动幅度不超过 5%是我们考虑实际情况主观进行的限制，避免计算时误差过大数据
异常。
5.2.3 模型的求解
首先，通过 MATLAB 软件，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拟合，得出各等级企业的产值、
利税、从业人员关于综合能耗的函数，如表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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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各等级企业的产值、利税、从业人员关于综合能耗的函数

等级

函数

A

B

C

D

E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函数散点图如图 5.2.1、图 5.2.2 及图 5.2.3。
B类 企 业 利 税 与 能 耗 关 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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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B 类企业利税与能耗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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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C类 企 业 产 值 与 能 耗 关 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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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C 类企业产值与能耗关系图
D类 企 业 从 业 人 数 与 能 耗 关 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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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D 类企业从业人数与能耗关系图

我们把下一年度的能耗总量按本年度的 95%进行计算，然后使产值、利税、从业人
员总数的变动幅度不超过 5%，运用 MATLAB 软件，求使

最小的 (i=1,2,3,4,5)的分配

方案，利用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求解最优解，结果如表 5.2.3。
表 5.2.3 不同等级的产值、利税、从业人员影响最小能源分配

等级
A
B
C
D
E

产值影响最小的
能源分配（万吨）
80
150
120
364.9
2414.8

利税影响最小能
源分配（万吨）
77.9
151.1
122.6
363.9
2414.1
10

从业人员影响最
小能源分配（万吨）
77.9
151.2
122.5
363.8
2413.9

该表格每一列的分配数额，即为分别对产值、利税、从业人员影响最小的能源分配
方案。三个方案的共同特征为：降低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的企业能源分配比重，提高产业
结构相对先进企业的能源分配比重，从而使得能源利用率得到提高。但这里的调配属于
小幅度调配，各类企业分配数额改变的幅度并不大。
5.3 问题三的模型建立与求解
5.3.1 模型的前期准备
1． 整理数据
与问题二类似，确定决策变量为每级能源的综合能耗变化量。根据问题一中对能源
消耗的定量分析得到各个等级企业的分级表，计算出各级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
综合能耗的总量，如表 5.2.1。
2． 计算三个指标的加权系数
为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三个目标分别赋予合理的权系数，以反映不同目
标间的重要程度，把多目标模型转化为单一目标的模型。
5.3.2 多目标模糊线性规划模型的建立
为得到使城市 C 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受到综合影响最小的能源分配方案，
我们随各级能耗的变化情况的分配方案对三个指标同时进行影响度分析，得到使工业企
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同时受到影响最小的最优能源分配方案，选用多目标规划模型。
假设企业的能源消耗为分配给该企业的能源量。在比去年综合能耗下降 5%的条件下，要
得到该市的工业企业产值、利税、从业人员同时受到影响最小的工业能源分配方案，就
是给出各工业企业综合能耗的分配方案。由拟合曲线可知，产值、利税、从业人员与综
合能耗近似为线性关系，因此采用多目标模糊线性规划模型。
1. 建立目标函数

2. 建立约束条件

， ， ， ，

注：变动幅度不超过 5%是我们考虑实际情况主观进行的限制，避免计算时误差过大数据
异常。
5.3.3 模型的求解
对下一年度的能耗总量按本年度的 95%进行计算，然后使产值、利税、从业人员总
数的变动幅度不超过 5%，运用 MATLAB 软件，求使综合影响最小的 ( =1,2,3,4,5)的
分配方案，利用目标函数和限制条件求解最优解，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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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不同等级的产值、利税、从业人员综合影响最小的能源分配

等级

综合影响最小的能源分配（万吨）

A

80

B

986.8056

C

120

D

948.2453

E

994.4219

表 5.3.1 所展示的数据，即为产值、利税、从业人员综合影响最小的能源分配方案。
与问题二的能源分配方案相比，可以得到，能源分配的调动幅度大幅增加，主要的方向
为将 A 类企业的能源大幅度调配给 B、D 类企业，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5.4 问题四的模型建立与求解
5.4.1 模型的前期准备
1. 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数据拟合
对问题中的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分别求对利税-综合能耗、能耗-产值、从业人员数
-能耗拟合出近似的函数关系式。
2. 明确指标含义
定义工业企业产值总量增速为当前的工业企业现价总产值比去年同期产值增加的
量除以去年同期工业企业现价总值，则未来 2 年工业企业产值总量增速不低于 8%，即未
来 2 年每一年的总产值增速均不低于 8%。
5.4.2 模型的建立
结合实际考虑，对工业企业能源的分配应考虑企业总利税和从业人员随之受到的影
响。因此我们通过使用一定的模型和算法，在工业企业产值总量增速不低于 8%、从业人
员数受到影响最小的条件下，寻找能源分配对利税产生的最积极和最消极影响时的能源
分配方案，从而间接求解出能源分配方案，并利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未来两年利税水平进
行评估。
1. 建立目标函数

2. 建立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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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数据包络分析的工作
其流程图如下

图 5.4.1 数据包络分析法流程图

5.4.3 模型的求解
运用 MATLAB 软件，求复合目标函数的 ( =1,2,3,4,5)的分配方案，利用目标函数
和限制条件求解最优解，结果如下表。
表 5.4.1 利税最大的能源分配方案

等级
A
B
C
D
E

第一年分配额（万吨）
613.1181
602.7019
711.2176
602.9691
599.4662

第二年分配额（万吨）
565.2526
539.6747
797.384
539.2019
531.4859

表 5.4.2 利税最小的能源分配方案

等级
第一年分配额（万吨）
第二年分配额（万吨）
A
595.8727
594.0699
B
692.8879
594.9869
C
437.2772
594.3509
D
690.2912
594.7314
E
713.1438
594.8601
通过将方案中的数值带入问题二中求得的各企业利税关于能源分配量的函数，我们
得到未来两年利税的范围，即
第一年：[25246.33086，36572.06991]，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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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31461.53819,39661.0965]，单位：万元
将每一年的利税、产值分别作为输出与输入变量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表 5.4.3 以利税最高为目的的分配方案
指标
产值
利税
相对效率值
结论

今年
第一年
第二年
96142.56843
150192.3176
162537.9037
21907.95036
36572.06991
39661.0965
0.00004263
0.00002729
0.00002521
效率值很低，利税相对产值过高。
表 5.4.4 以利税最低为目的的分配方案

指标
今年
第一年
第二年
产值
96142.56843 103991.7371
129436.4094
利税
21907.95036 25246.33086
31461.53819
相对效率值
0.00004279
0.00003956
0.00003178
结论
效率值很低，但相对最大分配方案有了部分提高。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得到：城市 C 的利税过高，应当适量降低利税比例以提高生产效
益，给予企业更多的生产动力。
5.5 问题五
结合上述研究，我们写了一封关于 “如何在能源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对城市工业
企业进行合理能源分配”的信，如下：
尊敬的能源管理部门：
您好！
通过分析数据，并依据我们建立的数学模型，首先对该城市的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
特征进行评估，并对表中的企业进行分类。通过计算分析，我们认为该城市的工业企业
发展水平处在中等水平，产业结构落后的企业所占比例偏高，且消耗了过多的能源，这
不利于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通过模型，我们计算得出了合理的能源分配方案，并与本年度的实际分配结果作对
比，提出如下优化政策与建议：
1. 优化产业结构，协调工业发展。
结合问题一中对产业结构的定量分析与分类，依据工业企业中三类工业所占的比重，
城市应合理调整各类工业所占比重，努力实现各种工业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工业格局。
2. 强化监督管理，控制能源分配。
结合问题二与问题三中相关指标对能源分配的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综合各种指
标的影响，建立能源分配制度，加大监管力度，控制能源分配总量，杜绝私自开采能源、
滥用能源现象，使能源分配保质保量落实在各个企业上，将能源更多地分配给先进的企
业，同时相应减少落后企业的能源供给，实现能源分配的合理化。
3. 增强企业意识，进行利税改革。
增强企业的能源分配意识，推进利税改革，强化能源消费环节税收调节，提高企业
生产效率，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该城市的利税水平相对于产值过
高，应当减少利税要求，从而鼓励企业多生产，提高能源利用率。
4. 鼓励创新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
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我国能源分配与利用的现状，在能源利用率较低的趋势下，
我们应该鼓励创新技术，在有限的可利用能源情况下，采用新技术，创造出更加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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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5. 倡导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能源紧张的大形势下，在控制能源总量、合理分配能源的同时，需注重能源
的节约及循环利用，实现能源利用最大化与效益最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 模型评价、改进及推广
问题一中，我们采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对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特征定量分析，计算出
的最终分数能够较好地区分出各个产业的等级，利于对企业进行等级划分；但另一方面，
由于所给数据部分值偏离整体水平过高或者过低，导致分数中出现了某些极大值与极小
值，不利于进行精确的分级。在计算权重的过程中，使用的熵值法通过对全部数据进行
分析，较为准确地给出了各个指标对于评价对象的权重，为广泛适用的求权重方法。对
于工业企业发展水平建立的模糊综合评判法，能够较为全面地从总体上做出合理的评价。
问题二中，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拟合，求解出产值、从业人员与利税关于能耗
的一元线性函数模型，可以较为粗略地得出两者间的关系，但对于本题的数据来说，离
散程度较大，结果存在偏差。利用单目标的线性规划对能源分配方案进行求解，得到的
三个方案彼此的区分度不是很大，存在着部分误差，因此，线性规划模型适用于求解对
变量限制条件足够多的情况。
问题三中，使用的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较好地求解出了理想的分配方案，得益于
相对问题二中对变量更多的限制条件及更多的目标函数，该模型适用于求解目标函数和
限制条件都足够多的情况。
问题四中，使用的数据包络分析法，用来计算利税与产值之间的相对效率，从而推
断利税水平是否合理，效率越高表示当前税利水平相对平缓，没有因过高或者过低而对
企业的生产产生消极影响。数据包络分析法具有着科学性与合理性，此模型具有推广性。
问题五中，对前四问的问题进行评价分析，给城市C能源管理部门写信，主要为做一
系列的宏观调整，大体上，我们对能源总量控制下的城市工业企业协调发展问题进行分析，
体现了我们对实际情况的分析、总结、概括能力。
模型中的各评价指标权重及评价指标所对应的评价值的确定均带有分析者的主观因素，
因此，模型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评价体系建立者的主观认识正是综合评价模型的极大
改进推广之处，模型建立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越充分，则相应评价模型的权威性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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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录
程序代码
%熵权法计算权重
x= xlsread('熵值法计算产值结构权重.xls');
y=[]
[m,n]=size(x);
for i=1:n
y(:,i)=x(:,i)/sum([x(:,i)])
end
for l=1:n
s(1,l)=0;
for j=1:m
p(1,l)=y(j,l)*log(y(j,l))
s(1,l)=s(1,l)+p(1,l)
end
end
k=(log(m))^(-1)
e=-k*s
h=ones(1,n)-e
w=h/sum(h)
sum(w)
g=y*w'
%模糊综合分析法
A=[0.0471 0.1211 0.0011 0.8307]
R=[380/2725 1323/2725 500/2725 492/2725 30/2725
23/2725 906/2725 777/2725 959/2725 60/2725
71/2725 919/2725 1426/2725 209/2725 100/2725
393/2725 550/2725 1180/2725 536/2725 66/2725]
B=A*R
%线性拟合的最小二乘法
n=1180;m=1;
y=xlsread('问题 2.xls',5);
y(:,[2,3,4])=[];
x=xlsread('问题 2.xls',5);
x(:,[1,2,3])=[];
plot(x,y,'r+')
title('C 类企业产值与能耗关系图');
z=x;
x=[ones(n,1),x];
[b,bint,r,rint,stats]=regress(y,x);
b,bint,s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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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单目标最优解
f=[0.6356,1.9482, 42.4734,1.8812,5.9489];
a=[1 0 0 0 0
01000
00100
00010
00001
-1.8353 0 0 0 0
0 -6.7273 0 0 0
0 0 -171.5347 0 0
0 0 0 -5.9472 0
0 0 0 0 -31.4707]
b=[2540.986965
383.7450844
128.9853383
158.8601022
81.60440757
-7661.282429
-13244.29764
-27738.55631
-20520.77652
-26820.03443];
aeq=[1,1,1,1,1];
beq=3129.472803;
[x,y]=linprog(f,a,b,aeq,beq,zeros(5,1));
x,y=-y
%问题四
f=[-0.6356,-1.9482,-42.4734,-1.8812,-5.9489];
a=[-1.8351 -6.7273 -171.5347 -5.9472 -31.4707];
b=[-103676.3528];
aeq=[1,1,1,1,1];
beq=3129.472803;
[x,y]=linprog(f,a,b,aeq,beq,zeros(5,1));
x,y=-y
%多元线性回归
a=[-1.8351 -6.7273 -171.5347 -5.9472 -31.4707];
b=[-112140.6918];
aeq=[1,1,1,1,1];
beq=2972.999162;
c1=[0.6356 1.9482 42.4734 1.8812 5.9489];
c2=[0.0038 0.0048 0.0861 0.0033 0.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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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x)[c1;c2]*x;
[x1,g1]=linprog(c1,a,b,aeq,beq,zeros(5,1))
[x2,g2]=linprog(c2,a,b,aeq,beq,zeros(5,1))
g3=[g1;g2];
[x,fval]=fgoalattain(fun,rand(5,1),g3,abs(g3),a,b,aeq,beq,zeros(5,1))
%包络分析模型
x=[96142.56843 103991.7371 129436.4094];
y=[21907.95036 25246.33086 31461.53819];
n=size(x',1);
m=size(x,1);
s=size(y,1);
A=[-x',y'];
b=zeros(n,1);
LB=zeros(s+m,1);
UB=[];
for i=1:n;
f=[zeros(1,m) -y(:,i)'];
Aeq=[x(:,i)',zeros(1,s)];
beq=1;
w(:,i)=linprog(f,A,b,Aeq,beq,LB,UB);
E(i,i)=y(:,i)'*w(m+1:m+s,i);
end
w
E
omega=w(1:m,:)
mu=w(m+1:m+s,:)
x1=linspace(0,8);
y11=46.1194+1.8353*x1;
plot(x1,y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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