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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维持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类与生态环境进行着各种物质交换。 协调人类社会发

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课题， 人类需要开创“生态文明” 来延续人类的
生存。 发展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生态学理论基
础。 研究从系统生态学、 食物链、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等方面， 系统论述了循环
经济的生态学理论渊源， 概述了由此衍生出来的循环经济的生态经济学与产业生态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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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cological Theory Foundation of Circular Economy
Zeng Xianlai, Yuan Jian, Li Jinhui*, Shan Guijuan
（School of Environ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Abstract： To maintain the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the Anthropocene has to hunt resources
and exchange materials fro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permanent subject for hum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to sustain the whole society. To fulfill the circular economy is basic necessity
to constru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rcular economy has the basis of ecology theory. Considering
systemic ecology, food chain, material cycling and energy flow, this article addressed the origin of
circular economy from ecology,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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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

水平极低， 生产的需求甚小， 自然资源在某种程
度上来看近乎是无限的。 随着生产力发展的飞
跃， 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载体， 自然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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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地位由于诸多生态、 环境、 资源问题的突

量； 显示出系统的特征。

出而日益重要， 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开始
有了新变化。 我们当前处于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历

2.2

史时刻， 生态严重破坏， 资源短缺也成为影响上
游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1]。

传导将化学能贮存于有机物中。 这种生物间以食
物营养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类似链条的序列， 称为

人类必须从生态环境中开发各种资源， 和生
态环境交换各种物质， 同时人类社会产生的各种
废弃物又被投入至环境中， 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

食物链。 根据各类生物在生态系统中在能量和物
质运动中的作用， 分为生产者、 消费者和分解
者。 生产者指能运用光合作用将无机物制造营养

影响。
1.2 经济 （社会） 系统的绿色化/生态化

物质的自养生物和一些化能细菌， 其从环境中获
取二氧化碳和水， 在太阳光能或化学能作用下合

如何协调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间的关系
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课题。 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是
人类征服自然， 而日益涌现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说

成碳水化合物。 太阳辐射能只有通过生产者， 才
能不断输入到生态系统中， 转化为化学能即生物
能， 成为消费者和分解者生命活动中唯一的能源。

明地球支持工业文明继续发展的能力已达极限。

在生态系统中， 物种间搭建成食物链和食物

为延续人类的生存， 未来必须开创一个崭新的文

网， 物质在生产者、 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不断循

明形态——
—“生态文明”。
经济的生态化或绿色化的理念， 要求将生态
理念贯穿到每一项经济工作中， 运用生态理念指

环利用， 不会产生任何废弃物。 产业生态系统则
是在特定的区域或范围内， 将制造业企业和服务
业企业组成一个整体， 通过企业间物质循环和能

导发展经济。 经济发展所需的一系列自然资源要
素， 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以生态理念发展经
济的最大优势， 就是能营造有利环境， 增强一个
地区的环境竞争力， 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产品竞
争力。

量流动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形成的生态产业体系。
其中一个企业产生的废物作为下一个企业的原
料， 形成企业“群落”。
2.3 物质循环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时刻都在

2 循环经济的生态学理论概念及渊源
2.1 生态学——
—系统生态学的基本概述

发生， 其功能包括生物生产、 能量流动、 物质循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
学。 系统生态学是将种群、 群落、 生态系统等概
念中的生物当作完整的统一体， 并针对其动态系
统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论， 采用数量的生态学的

和外部的物质流动两类。 外部的主要依靠地质
的、 气象的和生物学的作用引起。 能量存在形式
主要为辐射能、 化学能、 机械能和生物能等。 食
物链各营养级的生物数量会影响到能量流动， 随

一种观点。
生态系统理论的 14 条规律包括[2]： 物质和能
量守恒； 具有物质为完全循环， 能量为部分循环

着传递层次越多， 耗散到环境中的能量也越多。
3 循环经济的生态 / 环境经济学与产业生态学
理论概念

的特点； 所有过程都不是不可逆的、 熵增的， 并
且消耗自由能； 相同的基本生物化学性质是生态
系统中所有生物组分中具有的； 生态系统是开放
系统， 以输入自由能来维持其功能； 假如输入自
由能超出了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功能的需要， 超出
的自由能将推动系统更大程度地远离热力学平

3.1 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3.1.1 生态经济学及鲍尔丁的 《
宇宙飞船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和解决生态经济问
题、 探究生态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经济科学， 以
实现经济生态化、 生态经济化和生态系统与经济
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 最终使生态经济效益最

衡； 生态系统存在众多远离热力学平衡的可能
性， 系统会选择其中最远的那条途径； 具有生物

大化。
1966 年，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

量增长、 网络增强和信息量增加三种生长模式；
结构特点是层级结构； 每一个层级都具有高度的
多样性； 具有较强的应对变化的缓冲能力； 所有

《宇宙飞船经济学》 一文中提出“
生态经济” 时，
以宇宙飞船作比喻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 由此联
想到循环经济[3]。 宇宙飞船是一个独立系统， 孤

组分在一个网络中协同工作； 具有庞大的信息

立无援、 与世隔绝， 假设依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

食物链 （网）
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通过一系列捕食， 层层

环和信息传递。 物质循环表现包括生态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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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生存， 必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 所以， 延长飞

提出： 可耗竭资源减少应当由可再生资源的增加

船寿命的唯一方法， 就是将飞船内的资源循环利
用， 最大限度减少废物排出。 地球经济系统就好

来补偿； 达到一定的生活标准就要减少可耗竭资
源或可再生资源存量。

比一艘宇宙飞船， 尽管地球资源系统相对大得
多， 地球的寿命也相对长得多， 但社会经济也会
伴随着资源耗尽而崩溃。 因此， 必须改变经济增

循环经济模型由自然循环和工业循环组成。
这两种循环都为消费和再生产提供物质基础， 并

长方式， 从“消耗型” 转变为“生态型”； 从
“
开放式” 转变为“闭环式”。 只有采用对资源循

产生超过消费的直接效用。 自然循环主要作用就
是自然环境吸收消纳废物， 所吸收的废物被假定
为资源重新进入经济系统； 而工业循环则有助于

环利用的循环经济， 地球才能得以长存。 这暗示
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将从效仿以线性为特征的机械

减少自然同化能力的压力， 同时产生额外的资
源。 然而， 工业循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还对同

论规律转向服从以反馈为特征的生态学规律。
3.1.2 克尼斯和阿瑞斯： 《经济学与环境》
1970 年， 美国学者克尼斯和阿瑞斯出版《经

化能力产生额外的压力， 即产生了二次污染， 同
时导致同化能力降低。
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 以资源高

济学与环境》， 结合物理学物质守恒原理与经济

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终极目标， 以“减量化、 再

学一般均衡原理， 提出了著名的物质平衡模

利用、 资源化” 为根本原则， 以物质闭路循环和

[4]

型 。 人类经济活动不能产生新的物质， 只能从
环境中获取所需物质， 尽管在生产过程中转化了
物质形态， 但终将要回归到环境中。 当代经济系

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 依据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
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5]。 循环经济
的本质内涵分为三个进程： 将以转变增长方式为

统是由物质加工、 能量转换、 残余物处理和最终
消费等部门构成的物质流动关系。 假如此经济系
统为封闭系统， 就没有物质净积累， 那么在相当
一段时间内， 从经济系统排出的残余物的物质量
大致等于进入经济系统的物质量。 但对于开放系

支撑的循环经济的实质归结为新型工业化； 将其
内容归为以结构生态重组转型为核心的产业生态
化以及相应制度创新； 以不断改进人类传统经济
社会的生态功能质量， 实现人类系统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统一[6]。

统， 且有物质积累的现代经济系统， 其分析和计

3.2

算就更为复杂。 现代污染控制技术没有消除也不
可能消除污染物， 只能改变其存在形式， 且各种
残余物之间存在相互转化关系。 因此只有提高物
质和能量的利用效率和循环使用率， 才是减少经
济系统对自然环境污染的根本办法， 才能减少自

3.2.1 概述
1989 年 9 月， 罗伯特·福布斯和尼古拉斯·
加罗布劳斯正式提出工业生态学的概念[7]， 提出
要建立工业生态系统这一新的工业形态， 将自然
生态系统作为人类工业活动的模仿对象， 将工业

然资源的开采量和使用量， 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
3.1.3 皮尔斯等： 《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
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于

系统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
流动的大系统中。
美国国家科学院于 1991 年定义产业生态学

1990 年首次使用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为对各种产业活动及其产品与环境间相互关系的
跨学科研究。 1995 年， Braden Allenby 等指出产

产业生态学

一词， 将其作为 《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 一书
第二章的标题。 他们试图依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建
立资源管理规则与物质流动模型。 废物既可以是
循环的——
—对资源的可获得性有正影响， 也可以
直接对自然同化能力产生压力， 即超过自然同化

业生态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协调产业系统和自然
环境的关系， 该学科是在人类经济、 文化和技术
不断发展的前提下， 对整个物质周期过程加以优
化的系统方法 [8] 。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于

能力的废物排放量对直接的效用或资源的可获得
性均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广义的包括同化能力在

1997 年指出， 产业生态学分别从局部、 地区和
全球三个层次系统地研究产品、 工艺、 产业部门

内的资源概念， 皮尔斯等提出自然资源管理的规
则： 一是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率不大于其可再生
速率； 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流要小于或等于

和经济部门中的物流和能流， 产业界如何降低产
品生命周期过程中的环境影响是其主要研究焦点。
3.2.2 共生与代谢

环境的同化能力。 针对资源存量的特点， 他们还

共生是指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两个物种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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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可能对其中一个有利或双方都有利。 产业

出， 建立物质流账户， 进行以物质流为基础的优

共生则是指不同企业间相互合作， 彼此利用对方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或副产品， 最终实现经

化管理。 物质流分析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分析控制
有毒有害物质的投入和流向， 分析物质流的使用
总量和使用强度， 为环境政策提供新的方法和
视角。
随着人们发现经济活动中物质流动与自然环
境的紧密关联， 物质流分析主要应用于研究物质
的流动规律及其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包括两个部
分： 一部分是针对那些能够引起特定环境影响物
质或原料的分析和研究， 这些分析哈研究一般以
元素的质流分析为典型； 另一部分是整体物质的
分析， 主要研究特定经济部门或区域的物质数量
和结构是否可持续。
3.2.3.2 生命周期分析
生命周期分析或生命周期评价是评价产品从
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
影响的系统方法。 这种方法首先通过辨识和量化
整个生命周期能量的消耗及环境释放， 其次评价
这种消耗和释放对环境的影响， 最后辨识减少这
些影响的机会。 目前生命周期评价作为一种产品
环境特征分析和决策支持工具技术上已经日趋成
熟， 并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生命周期评价通过对
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间接物质流进行计算， 可
以发现不易引起的隐藏流， 可以评价产品整个生
命周期中的物质输入， 包括 “生态包袱”。 它是
指那些不会进入经济系统、 产生经济效益， 却是
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根据定义

济与环境的双赢。 产业共生既可能通过规划而形
成， 也可能在某种条件下自发形成。 产业共生的
要素包括共生单元、 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等。 按
系统产业的相互关系及共生单元间的利益关系，
共生模式分为共栖、 互利型、 寄生型、 偏利型、
附生型和混合型。 由以上六种共生类型组成的系
统即生态工业园。
生态工业园建设的核心是产业共生网络， 它
重视通过企业间合作， 将传统工业发展的“资
源—产品—废物” 线性模式转变为“资源—产
品—再生资源” 循环模式。 该理论范畴中去除了
“废物” 概念， 以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共生” 为
借鉴对象， 模拟工业系统中一个生产过程的“副
产品” 成为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材料， 以便将整个
工业体系形成各种资源循环流动的闭环系统， 达
到提高经济效益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双赢[10]。
1989 年， 美国环境生态学家 R. A. Frosch 指
出产业代谢分析是一种系统分析方法， 主要应用
在模拟生物和自然生态系统代谢功能方面[11]。 产
业生态系统通过分析系统结构的变化， 进行功能
模拟和分析产业流来研究产业生态系统的代谢机
能和控制方法。 分析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 产业
系统内部及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是产业
代谢的研究目的。
产业代谢的研究内容包括： 在有限区域内追
踪某些污染物， 通过产业代谢分析追踪特征污染
物的迁移、 转化； 分析研究一组物质， 特别是某
些重金属， 还包括一些合成的有机物， 如多氯联
苯或二噁英； 产业代谢研究也可以仅限于某种物
质成分， 以确定其不同形态的特性及其与自然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相互影响， 如硫、 碳等的工业
代谢分析。
3.2.3

物质代谢分析方法
物质代谢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物质流分析和生
命周期分析。
3.2.3.1 物质流分析
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之间是依靠各
种物质流联系起来的， 产业代谢分析实质上是对
这些物质流的研究与分析。
物质流分析的科学依据是质量平衡定律， 通
过量化对社会经济或环境系统中的物质输入和输

“生态包袱” 等于生命周期中总的物质输入减去
产品本身质量。
基于生命周期分析的物质流分析方法主要适
用于对生物质或非生物质原材料以及初级加工产
品的研究。 而在进行成品、 半成品分析时， 由于
需要每个生产阶段的物质输入数据， 工作量会比
较大， 并且系统边界的定义也相当困难。 生命周
期评价是指从产品最初的原材料采掘到产品使用
后的最终废弃物处理进行全过程的跟踪、 定量分
析和定性评价， 具体就是通过编制某一系统相关
投入与产出的清单， 找出与这些投入与产出有关
的潜在环境影响， 对清单和存在的环境影响进行
分析， 以指导产品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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