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电子商务是现代社会进行交易的代表方式之一。电子商

务发展初期，交易规模较小，2000年电商零售额仅为 3.77亿

元，占当年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的万分之一，然而到2014年，

电子商务零售额达到13万亿元，占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过半，电子商务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与此同时，第三方支

付伴随电子商务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第三方支付发展的转

折点是2008年，其开始为消费者所信任并被使用。2008年第

三方支付交易规模为 3000亿元，第三方支付从无到有，经历

了将近8年的低潮期，发展至今市场交易规模已超过13万亿

元。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和网上购物用户规模稳步增长，到

2015年第二季度分别达到3.59亿元和3.74亿元，比上年年底

分别增长了17.9%和3.5%。

有学者对电子商务和第三方支付、电子商务和网上购物

用户、第三方支付和网上支付用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张虹（2000）和王浩（2000）定性地分析了我国电子商务发展

的制约条件，均认为网络支付是限制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因

素。丁夷等（2006）进一步研究了限制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

对张虹（2000）和王浩（2000）的研究结果进行了肯定。

网上购物用户规模因素是推进电子商务交易不可缺少

的重要条件。张黎（2006）指出，网上购物用户是电子商务的

使用主体，其购物习惯容易受先前购物经验的影响，良好的

购物体验会提高用户的积极性，扩大交易规模。郭赞伟

（2010）比较了中国与美国、韩国、英国的网络购物用户规模

和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认为我国的网络购物用户还可以推动

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

徐超（2013）详细阐述了第三方支付体系的范畴，第三方

支付体系包括线上支付和线下支付两个主要部分。网络支付

体系的使用者主要是网上支付用户，通过互联网支付和移动

支付完成网络支付。网上支付用户增加会促进第三方支付线

上支付交易量增大。

可以看出，既有研究多是定性描述电子商务和第三方支

付、电子商务和网上用户规模、第三方支付和网上用户规模

之间的单向影响因素，而对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彼此影

响的程度，目前没有学者对其进行定量研究。定量分析电子

商务与第三方支付和网上用户规模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

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收集官方数据测定电子商

务和第三方支付、电子商务和网上用户规模、第三方支付和

网上用户规模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基于联立方程模型，定

量分析影响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和网上

用户规模等各类因素的具体数据，探索它们的相关关系并提

出切实的发展建议。

二、模型设定

为定量研究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

网上用户规模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需建立模型来对电子

商务交易规模、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网上支付用户规模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电子商务模型建立方面，电子商务除受第三方支付、

网上购物用户规模影响外，还受物流（使用快递服务行业的

业务收入代替）、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将

居民可支配收入分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

配收入两个因素）的影响。尹世久等（2009）采用问卷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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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Logit模型定量研究消费者使用电子商务的原因，

研究变量包括消费者的文化程度、网络购物安全性、消费者

收入、网购便利性等因素，但并未直接计算出影响程度的数

值。因此，本文在电子商务模型中选择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

影响因子。

在第三方支付模型研究方面，第三方支付除了受电子商

务和网上支付用户规模的影响，还受信用卡发行量的影响。

第三方支付体系不仅包括网络支付体系，还渗透到线下支

付。线下支付的用户主要是信用卡用户，信用卡用户选择第

三方支付的线下支付是因为某些银行的线下POS机不能刷

信用卡，而第三方支付的线下POS机可以。本文根据对第三

方支付体系的定义，选择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影响网络支付

体系的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和影响线下支付的信用卡发行量

等因素，建立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的方程。

在网上支付用户规模方面，除了

受第三方支付的影响，还受网上购物

用户规模的影响。网上购物用户规模

扩大，会导致网上交易的次数增多，

引发用户对网上支付的需求，使得网

上支付用户规模扩大。

建立相关关系的模型时，首先应

该确定变量的规则。由于在定量对电

子商务、第三方支付和网络购支基础设施的相互影响进行

研究时，方程中选择变量的单位和量级不同，无法对数据进

行加权平均，所以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笔者选择对变

量进行双对数处理，建立双对数联立方程组。对原始数据做

双对数处理，可以减轻模型变量的共线性和异方差性，使数

据序列更加平稳和平滑，提高模型的拟合度，便于直接计

算出因变量受自变量变化影响的弹性系数。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拟建立从 2009年第一季度到 2015

年第一季度连续25个季度探讨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第三方支

付交易规模以及网上支付用户规模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双

对数联立方程组模型。引入下列模型变量：①内生变量：电子

商务交易总额（ET）、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TP）、网上支付用

户规模（OPU）；②外生变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UR）与农

村居民纯收入（RR）、网上购物用户规模（OSU）、快递服务行

业的业务收入（LO）、信用卡发行量（CD）。设立如下表述以

上变量之间关系的双对数联立方程组：

LN（ET）i=C1+C2LN（TP）i+C3LN（LO）i+C4LN（OSU）i

+C5LN（UR）i+C6LN（RR）i+μ1i （1）

LN（TP）i=C7+C8LN（ET）i+C9LN（OPU）i+C10LN（CD）i

+μ2i （2）

LN（OPU）i=C11+C12LN（TP）i+C13LN（OSU）i+μ3i（3）

其中：C1、C7、C11分别为常数项；μ1i、μ2i、μ3i分别表示误

差项；LN代表双对数函数；C2 ~ C6、C8 ~ C10、C12 ~ C13分别

表示被解释变量对相应的解释变量变化的影响敏感度，即弹

性系数。

三、联立方程模型识别

因为方程可能不具有唯一的统计形式，所以要对联立方

程模型进行识别。首先应用秩条件来判断方程是否可被识

别，在判断方程可以被识别之后，再利用阶条件判断方程是

恰好识别还是过度识别。

（一）应用秩条件

秩条件的判别方法是：设定包含M个方程的方程组，若

方程（i）的秩R（i）<M-1，则方程（i）不可识别；若秩R（i）=

M-1，则方程（i）可识别。

首先，将联立方程组的干扰项删去，得到新的联立方程

组，即方程（4）、（5）、（6）；然后，根据新方程组获得参数，结果

见表1。

LN（ET）i-α1LN（TP）i-α2LN（LO）i-α3LN（OSU）i-

α4LN（UR）i-α5LN（RR）i=0 （4）

LN（TP）i-β1LN（ET）i-β2LN（OPU）i-β3LN（CD）i=0

（5）

LN（OPU）i-γ1LN（TP）i-γ2LN（OSU）i=0 （6）

判断方程（4）是否可识别，利用表1，划去方程（4）的参数

行，再删去方程（4）变量系数不为 0的列，最后得到的矩阵为

é
ë
ê

ù
û
ú

-α2 -α3
1 0

，该矩阵的秩R（4）=2，该方程组内方程数M=3，

因此M-1=R（4），所以该方程可识别。同理可证方程（5）、（6）

也是可识别的。

（二）阶条件

设定方程所有变量为H个，内生变量为K个，待识别方

程包含变量G个。阶条件为：若H-G=K-1，则方程恰好识

别；若H-G>K-1，则方程过度识别；若H-G<K-1，则方程不

可识别。

因为所有方程的变量总数H=8，内生变量数K=3，方程

（4）、（5）、（6）的变量数分别为G4=6，G5=4，G6=3，所以方程

（4）是恰好识别的方程，方程（5）、（6）是过度识别的方程。

四、模型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一）数据收集

本文中电子商务交易规模数据来源于 2009 ~ 2015年艾

瑞咨询电子商务市场季度数据；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是指互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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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β1

0

LN（TP）i

1

-γ1

LN（LO）i

-α2
-α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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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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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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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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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β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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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β2

0

变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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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表 1 新方程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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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支付、移动支付和线下支付的总和，数据来源于 2009年

第一季度 ~ 2015年第一季度艾瑞咨询的第三方支付市场季

度数据；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和网上购物用户规模数据来源于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 2009年 1月第 23次至

2015年7月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由于该

报告中只有2009 ~ 2015年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的统计数据，

根据过去一年的第四季度统计数和第二年的第二季度的统

计数据，采用中位数求出第二年第一季度的网上购物、支付

用户规模，同理得出第二年第三季度数据。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季度数据。

快递服务行业的业务收入由国家邮政局公布的 2009 ~ 2015

年邮政业运行情况报告得出，报告对象为邮政企业和全国快

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信用卡发行量数据由 2009年第一季

度 ~ 2015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得出；个别报告

中存在数据缺失，因此有一些数据由笔者采用趋势移动平均

法计算整理得出。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数据处理

前述模型的方程组中有两个方程过度识别，二阶最小二

乘法（2SLS）可以有效解决过度识别问题，下面选择 2SLS对

联立方程进行回归处理，并使用EVIEWS 7.0处理模型数据，

所得结果见表3。

（三）结果分析

1.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方程。由表 3可知，除了农村居民

纯收入，其他变量都通过了电子商务交易规模方程的显著性

检验。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主要受到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快

递服务行业的业务收入、网上购物用户规模和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四个因素的影响。假设四个因素对电子商务交易规模

的整体影响为 1，按照四个因素的系数大小确定各自所占比

例和排名。在总的影响因子为1时，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快

递服务行业的业务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网上购物

用户规模对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影响因子分别为0.63、0.55、

0.13、0.1，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对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影响

最显著，其次是快递服务行业的业务收入，再次是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影响最弱的因子是网上购物用户规模。

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对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影响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将增加 0.63%个单位。该结果与之前学者

的研究相一致（如赵小波，2012）。第三方支付之所以能促进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增长，是因为两个方面：一是第三方支

付可以为电子商务提供信用担保，保障交易双方的资金安

全。假使卖家的商品有质量问题，买家可以向第三方支付平

台申请退款，买方不再处于劣势地位，也不需要担心卖家收

钱之后不发货。二是第三方支付使用方便。不论是在哪个开

户银行，消费者只需要掌握第三方支付统一支付界面的操作

流程即可完成支付。第三方支付的安全性和便捷性能够满足

用户的支付需求，简化电子商务支付的流程，买家和卖家可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交易，增加了电子商

务交易额。

快递服务行业的业务收入对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影响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业务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电子

商务交易规模将增加 0.55%个单位。快递服务行业对电子商

务的影响仅次于第三方支付。快递服务直接影响电子商务交

易过程的商品流动，第三方支付直接影响电子商务交易过程

的资金安全，对两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消费者重视资金安

全甚于掌握商品物流状况。但是两者都是影响电子商务交易

的重要因素。物流、信息流、商流、资金流贯穿在电子商务交

易过程中，是电子商务交易的一部分，共同为电子商务服务。

变量

常数项

LN（TP）

LN（LO）

LN（OSU）

LN（UR）

LN（RR）

LN（TE）

LN（OPU）

LN（CD）

R2

Adj-R2

LN（TE）

-5.18∗∗∗
（12.15）

0.63∗∗∗
（14.86）

0.55∗∗∗
（12.33）

0.1∗∗
（3.47）

0.13∗∗∗
（5.66）

-0.04
（1.67）

0.950811

0.937867

LN（TP）

-1.64∗
（-1.75）

0.78∗∗∗
（25.52）

0.04∗∗
（3.75）

0.38∗∗∗
（12.36）

0.973483

0.969695

LN（OPU）

-7.75∗∗∗
（-10.32）

0.39∗∗∗
（23.50）

0.84∗∗∗
（12.57）

0.975806

0.973607

表 3 联立方程2SLS估计结果

注：表中括号内数值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0%、

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变量名称

TE

TP

LO

OSU

UR

RR

OPU

CD

变量含义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

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

快递服务行业的业务收入

网上购物用户规模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纯收入

网上支付用户规模

信用卡发行量

平均值

19811

13088

509.136

20382

5901.94

2274.78

17815

29954

标准差

89277

13627

213.925

8740

1263.57

64.25

7726

9722

单位

亿元

亿元

亿元

万人

元/人

元/人

万人

万张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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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购物用户规模对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影响在5%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网上购物用户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电子

商务交易规模将增加0.1%个单位。网上购物用户以互联网为

基础，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网上购物用户规模增加，代表用户

对电子商务的需求增加，此时市场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在产

能过剩的情况下，商品的供应量不会短缺，假设产品供给曲

线不变，均衡价格和产量就会上升，导致电子商务交易额增

加。此外，在网上购物用户使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成功的

购物体验会吸引用户再次使用电商平台。网上购物用户再次

选择同一家电商平台，而电商平台会根据用户需求推荐相应

的商品，用户在购物过程中享受到便利性，对电商平台产生

忠诚度和依赖感，从而增大电子商务交易规模。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影响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电子

商务交易规模将增加0.13%个单位。数据结果与杜森·贝利的

相对消费理论相吻合。该理论认为，居民的消费取决于两个

因素：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平会随着

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但是不会立刻随着收入水平的降低而降

低，即消费具有惯性。由于我国居民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可支

配收入最高，所以消费水平会增加，购买商品的金额必定会

增加，因此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也会随之增加。由于居民的消

费短时间内不会随着收入水平的降低而降低，所以即使第二

季度可支配收入降低，居民的购物标准也不会明显降低。第

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收入又开始增长，导致居民消费水平全

年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一直保持着上升

的趋势。

2. 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方程。从表 3可以看出，电子商

务交易规模、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和信用卡发行量都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三个因素系数总和为1.2，当三个因素同时增加1%

个单位时，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会增加 1.2%个单位。这三个

因素中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对第三方支付的影响最大，为

0.78；其次是信用卡发行量，为 0.38；最后是网上支付用户规

模，为0.04。

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对第三方成交额的影响最为显

著。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电子商务交易规模

每增加 1%个单位，第三方支付成交额会增加 0.78%个单位。

第三方支付的诞生源于电子商务交易中的诚信问题，第三方

支付的产业链由三部分组成：支付层、中间层以及应用层。银

联、银行构成基础支付层，如果没有该层，支付缺乏终端，无

法进行。网站商家和消费者构成应用层，收付款使用第三方

支付，他们是第三方支付的直接受益者。中间层是第三方支

付服务层，连接银行、银联终端和商家、消费者。第三方电子

支付想要稳健发展，三者缺一不可。电子商务刚好连接位于

第三方支付应用层的商家和消费者，为第三方支付提供客

户，对第三方支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电子商务交易规模

增大，需要支付的订单数量就会增多，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

也会相应增大。此外，第三方支付的成功也使得消费者信任

第三方支付企业，更多地利用第三方支付，从而促进第三方

支付企业的发展。

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对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的影响在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网上支付用户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第

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将增加 0.04%个单位。消费者使用网上支

付表现出其对第三方支付的认同感。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增

加，说明交易基数增大，用户需求增加，导致总体使用次数增

大，从而促进第三方支付发展壮大。与其他两个因素相比，网

上支付用户规模对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的影响程度最小，可

能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用户是“僵尸”用户，不常使用网上支付

或者网上支付金额较低。

信用卡发行量对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的影响在1%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信用卡发行量每增加1%个单位，第三方支付

交易规模将增加 0.38%个单位。数字 100市场研究公司所做

的信用卡/第三方支付用户研究报告显示，高达95%的信用卡

用户都会选择第三方支付进行交易，综合统计使用第三方支

付的用户，使用量最高的是网络购物，其次是网上缴费和网

上转账。此外，第三方支付企业开始进军线下POS机行业，基

于有些银行的POS机不能刷信用卡这一问题，信用卡的线下

服务也越来越依赖第三方支付企业。信用卡发行量对第三方

支付交易规模的影响大于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对第三方支付

的影响，说明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条件下，线下支付同样具

有广阔的市场，不容小觑。

3. 网上支付用户规模方程。网上支付用户规模方程中的

两个变量——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和网上购物用户规模都

通过了2SLS回归下的显著性检验。网上购物用户规模对网上

支付用户规模的影响大于第三方支付的影响，是第三方支付

交易规模影响程度的 2.15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

增加 1%个单位的网上购物用户规模，所导致的网上支付用

户规模增加量比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引发的网上支付用户

规模增加量高0.45%个单位。

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对网上支付用户规模的影响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

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将增加 0.39%个单位。主要原因在于第三

方支付涉及越来越多的支付范畴，涵盖网络购物、电信缴费、

网络游戏、航空客票等各个领域。涉及领域越宽广，对消费者

的吸引力越强。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第三方支付以其方便快

捷的优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的增

长促进了网上支付用户规模的增长。

网上购物用户规模对网上支付用户规模的影响在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网上购物用户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网上

支付用户规模将增加0.84%个单位。只要用户使用网上购物，

就会形成交易，完整的交易过程必定涉及支付流程。通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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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购物用户使用的支付方式有两种：第三方支付和网上银

行。2008年底，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占全体网民数量的 17.6%，

网上银行使用率占 19.3%，后者略高于前者。到 2015年 6月

底，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占全体网民的53.6%，网上银行用户规

模占46%。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增长率明显高于网上银行用户

规模增长率。可见，近几年超过半数网上购物用户选择网上

支付完成交易，与网上支付用户规模方程结果相符。

五、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建立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网

上支付用户规模三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探讨了电子商务和

第三方支付之间交互影响的定量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1.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和第三方支付规模相互影响、相互

促进。电子商务促进第三方支付的发展，第三方支付又促进

电子商务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电子商务交易规

模关于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变化的弹性系数为0.63，小于第

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关于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变化的弹性系数

0.78，说明电子商务对第三方支付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2. 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和网上支付用户规模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关于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变化

的弹性系数是0.39，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关于网上支付用户

规模变化的弹性系数是0.04。第三方支付的交易规模除了受

网上支付用户规模的影响，还受电子商务和信用卡发行量的

影响。网上支付用户规模越大，对第三方支付的需求量就会

越大。

3. 电子商务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第三方支付只是影

响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之一，快递及服务业业务收入、网上

购物用户规模、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会影响电子商务的发

展。其中，前三项因素都涉及电子商务交易流程的有关环节。

（二）政策建议

2015年以来，“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重要手段。电子商务发展又是各种“产业+互联网”最直接、易

见效的途径，其既依赖于又能促进第三方支付市场的扩大和

网上支付用户规模的扩张，统筹兼顾地搞好这三方面的建设

和发展对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乃至落实“互联网+”的经济发展

战略将产生倍增效应，起到事半功倍的“催化剂”作用。

1. 电子商务应该发展产业新优势。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得

益于不缴纳税费，商品价格低廉。但是国家已经开始制定网

上征税的章程，因此电子商务的价格优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

消失殆尽，拓展新的产业优势已刻不容缓。首先，电商平台应

引进新技术，弥补电子商务的不足。例如，之前网上购物用户

在网站购买衣服的最大弊端是不可以直接试衣，这是线下消

费者规避网购的原因之一，如今购物平台可以引进3D技术，

为用户提供虚拟试衣间。用户的需求得到满足，电子商务产

业才能赢得顾客的认可。其次，政府应该推动电子商务与传

统产业协调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转移。消费品行业在电子

商务网站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工业行业，发达地区电子商务

企业偏多。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电子商务网站可以吸引

工业企业加入平台或者自建平台，为工业企业创造商机；在

偏远地区投入资金开展电子商务教程，将偏远地区的商品带

入大众视线中，丰富电子商务商品类型和品种。

2. 第三方支付建设重点在于资金安全和信用担保。在资

金安全方面，第三方支付企业要加强对注册用户的审核，确

保用户信息真实，使消费者最终能获得欺诈者的确切信息。

此外，国家应制定相关法律赋予第三方支付平台冻结资金的

权限，并按照法律规定确定第三方支付平台监管不力应承担

的民事责任以及赔偿金额。同时，为了防止第三方支付企业

滥用权限，对第三方支付企业冻结资金行为需要进行专门的

监督和管理。消费者也应增强识别支付陷阱的能力，尽可能

选择信用等级高的卖家，谨慎购物。

在信用担保方面：首先，第三方支付企业应加强自身信

用，取得合作平台和消费者的信任；其次，整个电子商务产业

链需要协同合作，调派数据处理人员构建第三方评级机构，

制定评级指标，采用公允方法对交易双方进行信用评价，约

束交易双方的行为；最后，针对第三方支付在电子商务中存

在的其他缺陷，应该征求各方意见，共同构建良好的电子商

务环境。

3. 确保网上支付用户信息安全。目前，对于消费者信息

遭到泄露，还无法确定权责，不利于用户对网络的使用，国家

应尽早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根据情节轻重制裁

以用户个人信息牟利或者恶意泄露的犯罪者，对未来发生的

信息泄露犯罪起到震慑作用。此外，电子商务企业需要增加

技术投入和引进更多专业人才，加强对用户信息数据的保

护。技术部门不仅要在内部进行技术交流和技术升级，还要

发挥开放式创新的特点，建立信息技术交流平台，积极地获

取外部的建议，以期更好地保护用户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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