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观 

根据人们的一般看法，区域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一定时空尺度区域内，人类通过能动地控

制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在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又不超越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条

件下，既满足当代人和本区域发展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和其他区域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

危害的发展。这样一种看法是非常理想也非常抽象的，要将其落实到实践上还得进一步具体

化。 

决策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中的有限理性模型是H.A.Simon提出的1。这一思想的核心是：（1）

人类的决策选择受到时间和空间等的限制，即使技术上有可能达到某个 优的目标，而实际

上不可能去实现；（2）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去追求所谓的 优选择，只是从少数几个备择

方案中挑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把握较大的方案去实行2。 

可持续发展系统作为一个社会复杂巨系统，其中人们的决策行为也只能是有限理性的。

本文根据唯物史观、辨证原理和有限理性思想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实际也是评价原理问

题。 

1 可持续发展观形成的唯物史观 

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辨证地认识可持续发展观的出现和可持续发展状态的实

现。 

作为一种认识，人类早就觉察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如中国古老的人天观、各

类宗教中对自然的敬畏等，所以，古代世界能出现象中国老庄思想这一类的哲学。但是，从

人类整体来说，那时的首要任务是从自然中获得人类的生存权。这种生存权的斗争不仅存在

于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于人（群）与人（群）之间。人类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才引起人们在实践上的重视和在理论上的深入研究。人们之所以这么晚才在行动

上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有两个主要原因：（1）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自认为的“财富”

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使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人性的固有贪欲无限膨胀，并且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所以，是人类的贪欲成为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的第一障碍；（2）在此时期之前，人类的活动所遭受的自然报复还是零星的和隐蔽的，是这

一时期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几次严重的环境灾害给人们的发展欲望提出了明确无误的警示。但

是，人类对可持续发展观的脚踏实地的真正重视仍然是步履维艰。60-70 年代人类的认识仍

然只是少数科学家们的事情。1980 年才在《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

念，直到 7 年后即 1987 年才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形成一种理性认识——可持续发展理

论，直到又五年后即 1992 年才在《21 世纪议程》中形成政府间行动纲领，直到 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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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学界和政治组织中的可持续发展观才在理论和行动上成为热点。人类在可持续发展观

上的这一认识速度远比在电脑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经济体制技术方面的进步速度慢多了。中

国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政府认识可以追溯到 60年代。1964年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74

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普及可持续发展知

识、推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从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和实践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唯物史观的印证。(1)物质资

料的生产即人类生存需要的满足是指导人类实践的第一要素；(2)尽管会有某些先知，但是，

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普遍地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 

人类在地球上发展到目前这个状态，世界已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似乎已度

过了他们的危机期，把批评攻击的矛头直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们似乎已充分掌

握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纷纷为发展中国家指点迷津。但是，事情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人

口占世界2/3的贫困国家的历史任务仍然是生存权的斗争，这个唯物史观的事实仍然没有变。

从整个地球来说，发生变化的有一点,即从绝对精神理性说，现在的贫困国家有了指望，因

为在发达国家那里存在大量现成的先进技术。只要发达国家的老板们愿意，贫困国家就可以

跳跃某些痛苦的发展阶段，实行有限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不过，希望还是有的。虽然我们对自然曾经或正在造成损害，但现在认识为时不晚。虽

然，有些天灾已经形成，有些还在出现，但我们还没有到绝望的时候，还可能事情将好转。

历史的痛苦可以是一面镜子，但不应成为包袱。 

在某些方面，由于发展的需要，我们还可能继续破坏自然，如修路、开矿、

建筑等，但是，通过采取一些控制措施，如人工造林、矿井矿渣处理与植被恢复

以及科学设计，可以使自然的改变不至于产生致命的危害。另一方面，由于自身

和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化，我们可以采用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活与生产方

式，如节约又文明的饮食习惯、简单生活的思想等。 

2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定义分析 

作为一种科学概念，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从质和量两方面同时界定。

任何一种可持续发展状态概念都必须是质与量的统一体，我们不能满足于“既满足当代人和

本区域发展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和其它地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样一种通俗的

说法。在可操作的实践性定义中，我们必须搞清楚“对后代人”是几代人，对“其它区域”是哪

些区域、多大范围，以及怎样才算构成危害。不搞清楚这些界限，任何关于可持续发展水平

或能力的评价都不会比“拍脑袋”、“凭感觉”强多少，只是多消耗了一些资源，做了一些基础

资料搜集工作。 

2.1 可持续发展评价内容体系的总纲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已建立了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和人口五大可持续发展内容体

系。考察更广的范围，人们已将可持续发展概念应用到从微观（如企业、消费）到宏观（如

全球问题[1]）的各个领域。面对这样广泛的内容，需要一个总纲把他们统领起来，使在可持



续发展的大系统中各归其位。 

正如前面指出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评价性概念，它建立在一定人类的价值观基础之上。

撇开人类，纯粹的自然界是无所谓可持续或不可持续的。一切事物生则生矣，亡则亡矣。人

类强烈永续生存的愿望产生了其可持续发展观。所以，可持续发展概念定义的主旨是人类可

以永续生存发展，其终极指标是人类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人类生活质量可持续发

展是一切可持续发展评价内容的总纲。 

人类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复合概念，不可能用一个一维数将其精确刻画出来。根据通常的

说法，人类的生活消费包括衣食住行娱五大方面，这是将消费与生产表面上严格区分开的一

种观点（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或从某些角度看，有些活动既是生产又是消费，如学习、教育，

甚至有时候的劳动也是一种消费）。五大方面的生活质量都有其各自的标准，并且，它们共

生于一体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我们将这五大生活质量指标组成的向量称为生活质量描述向

量。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感觉是一种心理统觉，可以用满足程度一词表述出来。如果把人们的

这种统觉称为生活质量评价，那么，就可以在生活质量评价与生活质量描述向量之间建立某

种对应关系。但是，根据具体人（群）的心理感觉所做这种生活质量评价必然是动态进化的。

比如，在中国解放前的农民中流传这样一句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表

现出那时的农民对那种生活水准非常满意的评价，但是，现在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即使可

以根据某一时期的调查数据建立生活质量评价和生活质量描述向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也只能

在短期中适用。 

2.2 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内容结构 

根据前面的分析，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一定水平的人类生活质量的可持续性，而决

定一定社会生活水平的可持续性的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内部因素，即一定社会的生活方式，

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二是外部因素，即自然因素，包括原料性物质资

源（以下简称资源）和环境资源（以下简称环境）。 

以人类生活方式可持续性为目标，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以及各自集内元素之间存

在一定关系结构，图 1 是一个简单图示。 

首先，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内部因素起主导作用，外部因素起基础作用，即：

图 1 可持续发展系统框图 

原始资源 可供资源 生产

回收资源

消费 环境 

社会

生活垃圾

生产垃圾 



相对于一定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可以采取主动适应的方式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外部因素是

被动变化者，它既为内部因素活动提供基础物质条件，又被内部因素不断改变着。当然，外

部因素也有自身的内在活动，发生自然变化，如地震、气候变迁等，这些变化又成为新阶段

的内部变化基础。 

其次，在内部条件集内，消费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之和是生活方式的等价物，即所谓生

活方式的可持续性包括消费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两方面的可持续性。不过，生活方式的可持

续性的定量值并不是这二者定量值的简单相加，而是由它们组成的向量。社会关系模式的可

持续性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其精确定义我们尚难以做到。 

在外部因素集内，资源和环境二方面的可持续性应分别评价，二者的评价标准不具有同

质性，其量值不能在一起相加减。如：资源的可持续性可以以量的增减来精确计算，资源可

以在地区之间通过运输转移；而环境的可持续性量化则要困难得多，环境也不可以异地转移。

再则，除了景观环境以外，相对于资源，人们常用的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指标具有可恢复

性，因而一个地区在这方面的不可持续性是一个暂时状态。如果对环境的危害在几十年以后

才可以显现，则人们就很少注意到，而资源的可持续性战略则必须考虑数十年甚至百年以上。

环境可持续性的精确评价也比较困难，这里暂且也不予讨论。 

生产方式的可持续性不是一个独立因素，它可由消费方式与资源、环境组成的可持续性

链来决定，即生产方式是一个中间因素。当然，在所有可持续性评价中并不能撇开生产方式

进行。实际上，即使对资源可持续性的评价也不能直接以消费中资源的含量来计算，而应当

将消费和生产看作一个整体经济系统，计算 终消费量，这其中考虑的因素是资源的重复利

用和中途损耗情况。进行这种计算的系统方法首推投入产出技术。 

生活可持续发展评价 

社会关系模式可持续发

展评价 
消费可持续发展评价（包括

衣、食、住、行、娱五大消

费） 

消费方式可持续性

评价 

消费方式可持续发展能

力评价 

社会关系模式可持

续性评价 

社会关系模式可持续发

展能力评价 

资源可持续性评价 环境可持续性评价

图 2 可持续发展评价内容框图 

2.3 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区别于前面的可持续性评价，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一个地区对资源可持续性利用的保证能

力。影响这种能力的因素分为三类：(1)新资源开发能力，如新能源代替石油和煤、新材料

代替旧的高消耗高污染材料、高产粮食品种和技术等；(2)资源节约能力：节能技术、节水



灌溉技术及节约管理技术等；(3)工业三废及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更广义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还应包括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图 2 给出一个可持续发展评价内容框图。  

2.4 关于传统五大可持续发展子系统的处理 

在上面的可持续发展评价系统中，明显包含了传统五大可持续发展子系统中社会、环境

和资源三个方面，其中的消费方式也包含了部分经济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内容包括

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更广义的还应包括生产关系方面，本文将生产关系归于社会关系中）。

正如文中已指出，生产方式是消费和资源与环境的中间环节。人口对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包

含在资源消耗速率的计算中。 

相对于传统可持续发展评价，除原理性差异之外，本文在形式上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不

再把各可持续性发展系统看作并列的相加关系，而是以生活可持续性发展为总纲，使各个方

面各司其职。 

3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有限理性定义 

在阐述了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内容结构以后，我们现在准备给可持续发展一个科学的定

义。 

定义 1 所谓一个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是指在不考虑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该社会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具有满足其成员的现实基本需求并使其世代持续生

存下去的特性。 

注1  该定义的含义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使该社会成员在本区域世代相

传下去。 

系）三个方面。 

物史观的观点。 

不断发展的。 

还是个未知数。 

注2  决定一个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动因素包括该社会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

社会结构（或关

注3  该定义隐含地承认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演进性，否则是不可能

世代相传下去的。这是唯

注4  它要求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一是表示它只能考虑典型的普通人的生活需求，

不考虑奢华需求，二是它强调需求的时间特征，即需求的水平是

注5  这个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总定义在体现有限性的同时，其时间定量性仍然是理

想化的，它要求世代延续下去，这在实际科学上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总定义是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描述，但是要判断一个具体社会的

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大还必须进一步有限理性化，使其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含义精确

的科学评价概念。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在可持续发展的三大独立评价领域：社会关

系模式可持续发展、消费——资源可持续发展和消费——环境可持续发展系统中，本文暂时

只能探讨消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即评价问题。 

首先，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认识到，消费方式（或称生活标准）、生产方式和资源的

可持续性是相互制约的，但是各自的控制或形成过程又是相对的，用数学语言来讲，以消费



方式的可持续性作为自变量，以 x 表示，资源的可持续性作为因变量，以 y 表示，那么，生

产方式就成为连接这两方面 的一个算子，以 表示，于是可写成下面的对应关系： f

f  ： xy   

注意，这里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并不是现实中的因果关系，我们同样也可以说： 

f  ： xy   

消费、生产和资源的关系，用 简单的投入产出技术公式可以表示为： 

fxy   

其中： x 表示消费量，同时又是生产系统的生产量， 表示生产方式，其含义是单位

产出

f

x 所完全消耗的资源量， y 是总资源消耗量。对实际的有意义的分析系统， 、 、y f x

都是向量或矩阵。 

如果已知可利用资源总量Y ，上述三量都被看作是速率量，则该社会的物质可持续发

展性指数就可定义为： ； 是一个时变数，则求y/YT  y T 就是解下面的积分方程 





Tt

t
y(t)dtY

0

0
 

这样计算的T 是消费、生产和资源的共同可持续性量，这表示了这三者可持续性的严

格相互依赖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下面的定义： 

定义 2 一个社会的消费、生产—资源可持续性指数是在既定的生产方式下，其消费方

式在确定的可获得境内境外资源条件下可持续的时间。 

因为不同种类的资源可持续的时间不同，所以，上述定义对不同的资源计算结果是不同

的，我们可以以几项 主要的资源的可持续性指数作为该社会的总可持续性指数。这一定义

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其时效性，或称发展敏感性，即一个社会的可持续性特征是

可变的。 

上面介绍的现状评价计算方法稍作变形就可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有效工具。比

如，可以通过 或f x 的元素结构以观察可持续性的变化，从而为规划指出方向。 

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状态是一个复杂概念，我们不可能在严格科学意义上对若干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做出完全顺序排队，但是，我们可以在有限理性思想指导下对其做出诊断

性评价，从而为一个地区的发展进行方向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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