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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资源流动是当前我国资源科学研究亟 待关注 和加强 的新领 域, 是 对资源 进行合 理的管理 , 促 进经济、

环境和社会协 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本文深入分析了具 有代表 性的国 家资源 流动研 究进展及 对中国 开展有 关
研究的启示。分析表明, 发达国家资源流动研究涉及与国 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资源 类型及其横 向、
纵 向流动, 政
府部门的资源 流动账户是主要数据源, 投入产出和指 标体系 方法是 研究的方 法基础, 研 究结果已 在评估 可持续 发
展态 势和科学决策等领域广泛应用。我国处于资源流动研究的起步阶段, 建议从探寻经济 发展过程 消费的关键 资
源及追踪其来龙去脉入手, 以政府部门为主导, 与国际相关机构接轨, 实现对资源流动的动态监测与评估。
关键词: 资源流动; 资源流动账户; 决策支持

人类活动离不开对物质和资源的利用和消耗,

消费、
废弃这一链环运动过程中形态、
功能、
价值的
[ 2,3]

经济过程和环境通过物质和能源流动联系起来, 这

转化过程( 所谓纵向流动)

种流动是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 如生态有害物质的
效应、
物理化学变化( 酸雨等) 、营养效应( 富营养化

的目的是了解资源从开采到加工制造到最终形成产

及采矿引起的地下水危机) 、机械损失( 挖掘等) 、和

而减少对资源的消耗 , 确保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

[ 1]

。资源流动过程研究

品和废料的整个过程, 以对资源进行合理的管理从
[ 4]

结构变化( 如景观变化) 等 , 这些变化导致的环境

展, 即所称的 dematerialization ( 单位产 出对资源消

效应可能是短期的或长期的, 直接的或间接的, 区域

耗的绝对或相对减少量) 。资源流动研究涉及多学

的或全球的, 可预测的或未知的。如何将社会经济

科内容如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等, 体现了资源生

发展过程对资源的使用降低到最低, 以减少资源从
自然界开采加工到进入人类社会各个阶段, 最后回

态系统动态性、
整体性、
综合性的特点。区域间资源

到自然界这- 整个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提高

源流动的原动力。在资源流动的驱动力方面, 基于

资源生产力和利用效率, 是决策者和资源研究学者

生态经济学理论, 强调供给驱动和需求驱动的资源

颇为关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一些工业化国家

流动过程, 前者强调资源供给对生产的影响, 及生态

已经从 物质流 或 资源流 的角度结合社会经济实

过程对自然过程的影响, 后者则注重用户需求对产

践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成为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
重要科学依据。本文精选了近年国外具有代表性研

品生产的影响, 也就是经济驱动作用 。

究的相关文献资料, 对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社会应用

关的资源流动过程, 构建了资源流动研究的概念框

状况进行深入分析, 以期为我国开展有关研究提供

架( 图 1)

有价值的参考。

品。原材料开采后可直接消费或与其它物质或产品

1

不平衡分布和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程度的不同是资

[ 5]

英国科学家系统分析了与国家经济活动密切相
[ 4]

: 资源流动 涉及的资源包括原材料或产

资源流动研究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相结合生产最终产品。对物质和产品的消费产生废

资源流动是指在人类活动作用下, 资源在产业、

料和废气。资源流动同时包含隐形流动, 即没有直

消费链条或不同区域之间所产生的运动、转移和转

接被消费或形成产品的资源。资源存储指在经济活

化, 包括资源在不同地理空间资源势的作用下发生

动中保留的资源量, 也就是流入、
流出某特定经济过

的空间位移( 所谓横向流动) , 和资源在原态、加工、

程资源量之差。这一概念框架目前已被广泛认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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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间的关系, 为提高资源效率提供依据。

3 资源流动研究方法
国外资源流动研究在区域界定、数据来
源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各具特色。

3 1 研究区域界定
图1

对资源流动 研究首先 应界定流 动的地
理界限或 黑匣子 。目前主要从 5 个空间尺

资源流动分析概念框架 ( 来源: Chamber, 2005)

Fig 1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a resource flow analysis ( source: Chamber, 2005)

度、地区尺 度和产业 尺度。全 球尺度上, 全
[ 11]
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HDP) 于 1999 年发起了以

作为资源流动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2

资源流动研究的内涵
许多国家针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资源的横向

流动和纵向流动进行研究, 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经
[ 6]

济系统中的资源流动。Peter 等( 2004) 认为 , 德国
经济发展需求的总资源包含有: 投入部分如矿产、能
源、
水、
空气、生物量、收获量、
渔业、
牧业; 产出部分
如废料处理、
废水、
废气排放、化肥、
农药、
消耗和损
失。因此, 资源流动分析涵盖所有这些资源的时空
[ 7]
流动。而对日本、
荷兰、
美国、
波兰等国研究表明 ,
金属矿和工业矿物、可再生资源、
燃料、建筑矿物质、
基础设施建设物质、
土壤侵蚀等应纳入资源流动分
析。1990 年代后期, 欧洲物质总需求( TMR) 由燃料、
[ 8]
金属矿和建筑矿物质主导 , 其中涉及十种主要的
资源流动形式。结果表 明, 随经 济增长, 欧 洲 TMR
总体上升, 表现为两大特点: 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居多
和 进 口 物 质 比 例 增 加 ( 占 37% ) , 环 境 包 袱
( environmental rucksacks) 在区域间转移, 一般从资源
输入地转到输出地, 将环境包袱转嫁到资源输出国
( 多为经济欠发达国家) 。Krausmann( 2004)

度进行了研究: 全球尺度、区域尺度、
国家尺

[ 9]

对澳大

利亚经济发展中物质和能源的流动和消费状况研究
得出了类似结论。
对企业生产的资源流动研究反映了工业生产过
程的 资 源 利 用 状 况 和 生 态 效 益, 如 Chamber 等
[ 4]
( 2005) 研究英国 36 个工业企业的资源消 耗包括
直接能源、农产品、
加工产品、食品、
运输人数、水资
源开采和土地资源利用, 隐形流动资源如资源开采
过程造成的其它消耗( 如圆木砍伐的残余物和未利
用的矿物质) 、
产生的废料和废气。计算得出英国西
南部生态效益是 58% , 即消耗每吨资源产生的废料
率是 42% , 研究结果对有针对性地对资源流动具体
环节的 资源 消费管 理和减 少资 源消 耗提 供建议。
[10]
Susanne 等( 2004)
研究计算了瑞典粮食生 产中以
经济发展为导向的资源流动, 探讨人类活动与资源

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而对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的研
究计划, 揭开了全球尺度资源流动研究的序幕。德
国伍泊塔尔气候能源环境研究所( Wuppertal Institute
for Climat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简称 WI) 是国际
上最先开展资源流动研究的机构之一。WI 基于区
域尺度, 分析了国际贸易和欧洲区域贸易中生产和
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动和产生的生态包袱 ( ecological
[ 6]

rucksacks) , 研究表明 , 在过去 20 年, 欧 洲对资源
的总消耗呈稳定态势, 表现为对本地资源的开发减
少, 但从其它国家进口的资源增加, 导致生态包袱向
资源输出国的转移和贸易的不平等。同时探讨了欧
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资源流动, 发现欧盟成员国资源生
产力比欧洲国家平均水平低 5 倍, 需要在未来提高。
地方尺度研究不仅可以找出当地存在的问题,
还有助于地方决策者制定资源消费的方式, 因而具
[ 12]

有很强的实用性

。英国地区间和产业部门间经

济活动引起的资源流动研究及相关信息是国家地区
[ 4]
之间及产业间资源流动研究的典型例证 。研究对
流入、
流出英国西南地区- 典型的农村地区- 的资
源及其消费进行了分析, 探明了产品和服务生产中
的资源需求和废料产生现状。结果表明, 对能源消
耗位居第一( 其中 49% 是天然气的消 耗, 35% 是电
的消耗) , 其次是原材料的消耗: 制造了 170 ! 10 t 产
8

品, 消费了近 260 ! 10 t 产品, 消耗了 3 ! 10 t 水, 生
8
8
产了6 090 ! 10 t 食品, 消费了3 040 ! 10 t 食品, 排放
8

8

了 270 ! 10 t 的废气, 产生了 203 ! 10 t 的废料, 平均
8

8

每 吨 资 源 利 用 产 生 一 半 的 废 料。 Brunner 等
[ 13]

( 2005) 应用多学科知识研究瑞典 Bunz 沟壑地区
化学物质在居民户、森林土壤, 河流、产业部门间的
流动, 是资源在地区间和产业部门间流动的范例。
总体而言, 研究区域有基于行政界限的, 也有自
然边界的, 各有利弊。如行政界限有利于确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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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部门并收集相关的社会经济数据, 而自然边

理, 分析经济逐年增长的环境代价和资源利用效率

界有助于对资源或物质的自然流动状况进行研究,

变化, 包括 9 类原材料、
49 类产品生产( 涉及 58 个生

因为这种流动不受人为界限约束。
3 2 资源流动研究的数据基础

产链的物质循环和社区的消费) 和 11 类废料, 包括
环境包袱如废气、废料和废水排放, 以实物量为统计

数据是进行资源流动研究的基础和保障。国外

单位, 于 1990 年首 次 构 建 生 产的 投 入 - 产出 表

有关研究主要基于原始数据、资源流动平衡表数据、

( IOT) 数据库, 建立了物质能源流动信息系统, 服务

转换数据等开展的。

于国家环境核算账户及环境负担分析

[15]

。同样方

( 1) 直接应用原始数据: 绝大多数原始数据来

法用于日本、
荷兰和美国资源流动分析, 考察经济与

源于相关政府部门的统计或调查资料或相关企业统
计数据。如英国资源流动分析数据源于政府相关部

生态过程的偶合关系。资源流动账户由国家权威机

门如西南地区中心、区域发展署、
西南地区天文与环
境署等的统计数据, 和专业局如能源资料来源于贸

资源流动账户数据库, 用户数量逐年上升。
目 前 资 源 流 动 账 户 多 基 于 国 家 尺 度。

易与 工 业 局, 以及 国 际 组 织 如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Krausmann ( 2004) 在对奥地利资源流动研究的基础

( FAO) 。也可依据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实物量或价值

上提出建立全球尺度资源流动账户的计划 。研究

量估算

[ 4]

构发布, 如德国统计署定期公布资源流动平衡表和

[ 9]

。如水资源数据由水厂网页和环境公报获

对奥地利 1950 年~ 2000 年间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

得, 详细资料如居民和非居民供水比例、
以及水供应
过程的渗漏损失等从机构调查得知。或由国际组织

投入和产出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国家和

1)

获取, 如英国由 FAO( 2002) 获得农产品出口、
进口、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物质和能源存储数据库, 并与土

生产和消费数据和物质总消费量数据包括农业、林

地利用、
物质存储、
流动和陆地生态系统联系, 探讨
经济发展的实物增长和价值增长的关系。表明此期

业、
渔业、矿业和采石业的消费。

间自然资产的增加没有减少对物质和能源的消费,

( 2) 应用资源流动账户或平衡表数据库。有些

需要建立全球尺度资源流动账户考察经济发达国家

国家的统计部门建立了资源流动账户或平衡表数据

向欠发达国家转嫁的单位 GDP 的物质流动及其生

库, 以此追踪经济过程的资源生产和消费趋势。资
源流动平衡方法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物质需求增加状

态包袱。

况, 是欧洲统计部门建立资源流动账户的基础 , 体

目前建立年度资源流动平衡表或账户的代表性
国家有奥地利、
德国、
日本、荷兰、
美国、
英国, 这些国

现了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和最终排放到环境中的相

家已将物质流 动分析纳入国家统计部 门的官方报

关性。目前资源流动账户或平衡表研究的代表性机

告。但这些资源流动账户存在不足之处, 例如, 平衡

构是 WI。WI 以应用为导向, 以资源流动平 衡表为

表不包括生产和消费过程物质的隐形流动或生态包

基础, 首次提供了区域尺度资源流动、
能源消费和土

袱, 环境成本如废料和废水研究等需进一步进行细

地利用的账户。随后许多发达国家的统计部门都建

化, 也没有区分资源的可持续与不可持续利用。
( 3) 转换数据。如存在数据缺口, 缺少研究对

[ 8]

立了常规的投入- 产出表( IOT) , 以货币量或实物量
统计产品在产业部门之间和由产业部门到市场的流
[ 14]

动, 作为综合考察生态和 经济相互关系的基础

。

象的数据, 可对现有不同时空尺度相关数据进行转
换或折算间接获取。如英国资源流动研究中运用了
[ 4]

如 WI 以物质流动账 户评估物质利用和流动, 通过

转换因子弥补缺少的数据 , 即用已知数据估算未

统计国内物质投入和进口物质投入实物量的数据,

知数据。根据专家小组 建议决定是否 可用转换因

界定区域界限, 建立了物质投入- 产出表和数据库,

子。如依据 FAO 数据和计算公式, 英国食品净供给

主要包括三类物质流动: 原材料、
产品和其它 残余

量表示为:

物, 涉及产品的生产周期如进口- 物质投入- 物质
产出- 出口等各环节, 和产品的生命周期即原材料

净供给量( N ) = 生产( P ) + 进口( I ) + 储存变
化( SK ) - 出口( E )

开采- 产品加工- 产品销售- 产品消费- 废弃物处

N = P + I + SK - E

1) FAO. 2002. United Ki ngdom Food Balance Sheet 2001.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http: apps. fao. org faost at form? collect ion= FBS&Domain
= FBS& servlet = 1&hasbulk= 0&version= ext& language= 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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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能值指标。

南地区谷物生产面积占全国的 13% ( 即转换因子) ,
其燕麦供给量折算为二者乘积即82 000t 。同样, 也

实物量指标: 使用较多的有:
( 1) 物质需求总量( TMR) : 包括直接物质投入

可由小尺度推算大尺度数据, 如从事林业职业的人

和间接投入或隐形流动, 由 Adriaanse 等于 1997 年提

员有 5% 分布在英国西南地区, 可按此比例 由英国
木材生产估算西南地区木材生产量。此外, 也可将

出。研究结果证实, 日本人均年资源开采量为 45t,

资源消耗按标准统一定量单位, 如能源均转换为千

德国、荷 兰 和 美 国 保 持 在 75t ~ 85t 的 高 水 平
( McEvoy, 2000) 。如以 TMR GDP 代表 TMR 的 变化

瓦小时, 或吨油或吨 CO2 排放。

趋势, 德国、日本、荷兰、
美国近年对物质利用强度降

分析方法
资源流动分析( resource flow analysis, RFA) 是对

低, 即资源消耗减少, 德国主要是煤炭和钢铁行业对
资源使用降低。美国 TMR 近年呈下降趋势, 源于耕

流入- 流出经济活动过程资源数量和价值进行分析

地土壤侵蚀的减少。而波兰近年增加, 主要源于矿

的基本方法。其中具体采用的分析方法可归纳为投
入- 产出法和指标体系法。

物质开采。但 TMR 指标过于粗放, 因它只是将所有

3 3

( 1 ) 投 入 - 产 出 分 析 ( input output analysis,

投入简单相加。
( 2) 物质利用强度 ( MUI) : 度量经济过程或产

IOA) 。投入产出分析是由美国 经济学家列昂 惕夫

业部门的总物质使用状况, 也可用于估算废料生产

于 1936 年提出的, 反映经济系统各部门、产业、产
品之间的投入与产出的数量依存关系。70 年代将

和废气排放。如英国针对矿产资源, 以资源生产量
的绝对变化值和相对变化值如单位产出的资源量变

[ 5]

此方法引入物质能源流动分析 。WI 借助此方法

化衡量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同时采用再生资源

定量分析了德国产品生产周期和产品的生命周期等
过程中三大类物质流动。利用投入- 产出法分析证

和非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评价资源的利用状况。

实了欧洲资源集约型商业和产业及其产品也会影响

( 3) 单位服务的物质投入强度( WIPS) : 由 WI 科
学家提出, 包括资源的直接流动和隐形流动, 用于衡

到气候变化和排放, 因此应在环境政策中考虑资源
[ 16]
和气候的综合效应。Manfred ( 2004) 利用投入 产

量资源生产力和经济活动引发的环境影响, 尤其是

出分析对悉尼能源消耗进行了分析。Narayanaswamy

质消耗和产品的生态环境影响。物质投入强度包括
各生产环节消耗的所有原材料和资源的总重量, 包

[17]

等( 2004)
以产品生产链的物 质和能源的投 入和
废气排放资料为基础估算澳大利亚小麦淀粉生产造
成的环境负担, 明确了整个生产链中对能源的消费和
废料生产是环境负担产生的关键环节。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法, 世界资源研究所 ( 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WRI) 1997 年提 出 物质 流分 析 法
( Material flow analysis, MFA) 来追踪自然资源从提取、
加工、
生产、使用、
循环到处理过程流 动状况( WRI,
[18]
2005) 。它以质量守恒 定律为基本依 据, 从实 物
的质量出发, 将通过经 济系统的物质 分为输入、贮
存、
输出三大部分, 通过研究三者的关系, 揭示物质
在特定区域内的流动特征和转化效率。目前, 奥地

服务生产的环境效应。换言之, WIPS 衡量企业的物

括在原产地获取这些物质的投入, 然后减去产品重
量, 即为从环境获取或转入环境的物质总量, 也就是
生态包袱。由于各产业部门具有生产的投入和产出
数据, 因而计算比较容易。WI 已为国际多家企业进
[ 20]

行了生态包袱的核算

。

价值量指标: 包括:
( 1) 联合国开发的国家环境经济账户( SEEA) :
即经济活动导致的资源损失和污染的影响, 采用国
民环 境 总 值 ( EDP ) 、环 境 增 值 ( EVA) 、环 境 成 本
( EC) 、
环境资产金形成( ECF ) 等所谓的 绿色核算
指标度量。由工业化国家统计部门组成的 伦敦资
[21]

利、
日本、德国、美国、日本、荷兰、意大利、丹麦、芬

源环境账户组 负责 SEEA 的维持和更新

兰、
瑞典、英国等国分别运用物质流分析法对本国经

( 2) 采用资源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的机会成本
( 或维持费用、
环境成本) 如用于避免、
消除和减轻环

[ 19]

济系统进行分析 。
( 2) 构建指标体系。构建指标体系可定量诊断
资源流动过程的资源投入和产品产出及其废弃物排
放和消涨状况, 从而明确需要干预的特定环节。目
前所开发应用的指标分为三类: 实物量指标、价值量

。

境影响的成本来计算。实物量和价值量可以结合起
来, 估算物质利用和流动的实物量和价值量。
环境库茨乃兹曲线( EKC) 度量物质使用强度和
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即人均 GDP 增长带来的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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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压力的增加

[ 8]

41

, 结果表明, GDP 增长较物质总投

市场机制下资源可持续管理必须考虑 TMR 核算, 包

入增加快, 随着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减弱, 物质利用强
度有逐渐减少的趋势。

括本地和进口资源。德国能源和农业是占环境成本
最大的 2 个行业, 环境成本的核心是温室气体排放

能值指标: 即任何流动或储存的能量均以太阳

如 CO2 和 NOx 排放, 减少排放是生态环境发展的主

能计算, 或生成另外一种形式的能量所需太阳能数
量。它以能量生态学、
系统生态学为理论基础, 利用

要目标。WI 通过对土地利用和物质流动的综合评

能值转换率将生态系统内流动和储存的各种不同类
别的能量和物质转化为统一标准的能值, 以此对不

量的持续供给, 结果用于基于指标体系的官方报告

同系 统 或 亚 系 统 进 行 定量 评 估 与 动 态 研 究, 如
[23]

Huang( 2003) 在生态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分析过程
中, 利用能值作为单位进行评价。
上述方法的应用有追踪资源流动过程的如进口
- 物质投入- 物质产出- 出口各环节, 也有追踪产
品的生命周期进行评价的如原材料开采- 产品加工
[ 24]

估来确定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 从而确保物质和能
和欧洲层次政策制定, 例如, 官方可在了解废弃物形
成和产生的根源的基础上加以控制。
即将 出 台 的 ∀ 欧 洲 资 源 战 略# ( The European
Resource Strategy) 目标 是消除经济增长 带来的环境
效应, 其中确定了达到此目标的 3 个关键因素: 生态
效率、
资源生产力、
替代有害过程。建议应用生命周
期法, 即资源从 摇篮 流向 坟墓 的整个过程评价

- 产品销售- 产品消费- 废弃物处理 , 应根据具
体研究目标和数据基础等确定适宜的方法, 以评价

环境影响, 以避免生态和环境影响在资源流动不同

流动过程的环境效应。

为区域和国家间资源流动提供数据保障, 同时, 还将
构建一整套指标体系、启动一系列项目、
制定有效的

4

资源流动研究的决策作用

资源流动研究在国家资源环境管理决策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4 1

制定资源可持续管理的政策机制

WI 对资源流动研究表明, 欧洲资源可持续管理
的政策机制应考虑物质流动( 资源开采- 生产- 废
料处理) 的综合性与平衡性, 经济发展应限制建设区
的扩大和对非再生资源的利用, 提高资源生产力和
生物量可持续生产, 农林部门应采取可持续的生产

环节和国家间的转移。即将成立的欧洲数据中心将

政策机制 ( 如气候变化 和生物多样性) 确保在未来
25 年内达到∀战略#目标, 这将成为未来欧洲资源流
动研究的指导方针。
4 2 确定可持续发展度量指标体系
联合国环境项目( UNEP ) 采用 MFA 方法评价发
展的可持续性。一些国家根据物质流动分析建立指
标体系, 评估可持续发展程度。如瑞士应用物质流
分析, 构建了 16 个指标体系, 其中包括物质总需求,

方式,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OECD) 要求成员国改进资源生产力信息, 鼓励他

来进行可持续发展度量和决策。作为可持续发展研

们使用并进一步发展物质流动账户方法, 以促进资

效应, 确定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优先领域。Haberl

源可持续管理。欧盟成员国则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
评估各经济部 门之间的物质流动, 应用 TMR 度量

等( 2004) 将资源和能源流动分析( MEFA) 作为可
持续发展科学的重要工具箱, 因为它融合了社会科

生态可持续性, 应用 SEEA 度量经济可持续性, 即从

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如, 资源流动过程中可再生

物质流动的投入端向经济生产和环境影响的产出端
整个过程, 决定特定资源的开发程度和保护对象,

资源消耗的减少和废弃物的减少表明了资源利用朝

根据资源存储量决定投资方向。欧洲减轻资源流动

可持续性阈值, 进行可持续性度量。表 1 总结了欧

的有效方法是减少对初级资源的需求, 资源流动越
少, 对环境影响越小。目前已制定并实施资源保护

表 1 欧洲资源流动可持 续管理的演进过程

究的重要方面, 英国 MFA 重点研究工业生产的生态
[ 25]

可持续方向发展, 进一步的研究将利用 MEFA 确定

Table 1

政策如 Factor 4 和 Factor 10, 并计划根据对这两项政
1)

策的执行情况对各国进行排序 。
波兰将 TMR 作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指标, 认为
1) Factor 4: 未来 20~ 30 年, 单位产出对自 然资源的消耗 减少到
目前的 1 4; Factor 10: 未来 30~ 40 年, 单位产出对自然资源 的消耗减
少到目前的 1 10。

Evolution of resource flow and management in Europe
年代

内容
管理手段
管理技术
资源消费者态度
资源使用企业的态度
环境政策
可持续性

1970
规章
末端治理
欲知
自卫型
部门行为
低

1985
非官方协议
过程治理
欲看
防备型
行业行为

未来
市场机制
生态技术
欲参与
创新型
资源综合管理
高

资

42

源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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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资源流动和管理的可持续性演进过程, 揭示出在

程度如东、
中、
西部, 或重点流域如黄河流域、
长江流

欧洲, 对资源的消费和管理逐渐朝生态友好型的、有
利益相关者参与的、
兼顾各方利益的可持续性方向

域、
珠江三角洲、三江源, 或重点经济增长点如京津
冀都市圈, 也可选择相对微观尺度的案例研究, 如城

发展。

乡之间, 或物质输出、
输入地之间。时间尺度可基于

资源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出口是给资源管理决策
提供依据和参考, 以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与环境的

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进行。
( 3) 建立我国主要资源流动数据库和资源流动

协调发展。目前西方国家正在进一步完善资源流动

帐户: 对重要资源, 按部门建立资源流动数据库和

账户和数据库共享机制, 尤其是加强地方尺度资源
流动账户和数据库构建工作。指标体系也将进一步

资源流动帐户。各级政府指定部门对具体资源进行
统计, 改进多部门重复统计而造成的数据不一致和

完善, 除经济指标外, 建议增加承载力、生态足迹和
[ 11]
物质生产量等实物指标度量环境成本 。

可靠性差的弊端。如能源应在能源部门按各个行业
各种能源利用情况分门别类建立能源流动账户, 粮

5

对中国开展相关研究的启示

食生产中的资源流动在农业部及省、市、
县直属机构

在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是以资源为核心的资源

设立专门机构, 专人负责构建资源流动账户。国家
级、
省级、
市级、
县级和乡级所有资源统计数据分类

开发、
利用、
配置、
管理等复杂的自然与经济过程, 涉
及资源开发、
资源利用、相关环境生态问题、资源管
理等相对完整的资源动态过程。但人均资源短缺、
整体资源组合不佳、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
不合理流动、
资源浪费、资源转化效率低、地区资源

标准和计量单位应保持统一口径和连续性。
( 4) 加强县域资源流动账户构建。地方尺度资
源流动研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近年, 国家将 县域
经济 正式纳入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 表

和部门资源各自为政、相互封锁等问题成为当代中
[ 26,27]
国发展的瓶颈
。目前中国的资源消耗强度与发

明中国县域经济大发展时代的到来。顺应经济发展
的需求, 县域资源流动账户应首先建立并完善起来。

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世界 59 个主要国家中,

同时向国家统计部门和环境机构提供培训, 支持各

中国排在第 56 位, 位于资源绩效最差的国家之列。
5 类资源原材料( 一次能源、淡水、水泥、钢材和常用

级各部门之间资源流动账户的构建和应用。
( 5) 数据库管理: 由于资源流动跨国际、
区域和

有色金属) 的单位 GDP 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 9

部门等宏观时空尺度, 建议以政府统计资料和资源
流动账户为主要数据来源, 建立数据库和共享机制,

倍。这说明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源能源密集
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与其他国家相比, 仍处于十分粗
放的发展阶段。当代资源科学研究应不断地围绕自
然资源的形成、演化、开发、利用、消费这一主线, 从
资源数量和质量特征出发, 研究资源的时空规律及
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开发、
利用、
保护和管理资源, 协调资源与人口、
环境、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促使其向有利于人类生

在相关网页公布, 定期更新。
( 6) 资源消耗和经济发展状况定期通报: 基于资
源流动分析, 定量揭示我国主要资源的时空流动过
程及其规律, 揭示经济活动对资源消耗现状和趋势,
及其对流入地 和流出地社会经济和生 态环境的影
响。将资源流动态势作 为资源管理决 策的重要依
据。针对经济发展对资源消耗的关键环节及其资源

存与发展的方向前进 。因此, 应从资源流动的整
个过程寻找根源, 找出资源环境可持续管理的有效

利用效率, 确定区域间资源调配方案以及资源管理
策略。

途径。国际研究的经验给中国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

6

基础, 在研究的启动阶段, 建议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

资源流动研究关注资源从开发到最终消费的流
动与转化过程、
利用效率与可能产生的生态及环境

( 1) 资源流动研究概念框架建构: 探明我国经济

效应。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对资源流动的理论、
方法

发展过程消耗的主要资源类型, 各种资源的来龙去
脉, 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效益。

进行了深入探讨, 研究结果应用于社会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等环节。伴随世界各国

( 2) 资源流动研究范围: 在资源流动研究的初级

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力资源、
资本资源、
技术资源、
石

阶段, 建议选择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资源, 即经济
活动直接消耗的资源类型。空间尺度可按经济发展

油资源等等, 在国际之间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将愈益
频繁。中国开展相关研究已迫在眉睫。基于国外研

[ 28]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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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经验, 中国应首先明确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消费的
主要资源类型, 界定资源流动的时空尺度, 追踪这些
资源的来龙去脉和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 同时, 构建
资源流动账户和数据库, 与发达国家建立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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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Flow: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CHENG Sheng kui, ZHEN Lin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 CAS ,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A resource flow analysis aims to quantify the flow of resources, in terms of mass, within a
defined geographical area or industry sector over a set period of time. The outcomes of a resource flow
analysis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and where to target activities to manage
material consumption and minimization. It is essential for dematerialization between resources u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wher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oupled with an intensiv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ffec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socio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s.
The paper exams the progresses in resource flow analysis made by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theoretical background, methodology applied, major results and their socio economic implications.
Relevant experiences for China to conduct this sort of research are summarized and recommendations
made. It is concluded that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identification of major resources related
closely to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volved in the flow process are fundamental basis for resource
flow analysis, spatial temporal scale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flows of
resources over time and it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will have to be emphasized. Most
importantly, resource flow accounting system and database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a long term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Those aspects have already been successfully tackl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results been used for decision making of dematerializ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resource flow analysis, China will have to identify key
resources consumed in economic process, and establish or assign governmental agencies or institutions to
take responsibilities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manipulation and the standards for data management should be
unified and consistent. The output of this work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resource flow accounting system in
corresponding agencies which will serve as a powerful basis for dynam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resource flow, it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counter measures.
Key words: Resource flow analysis; Resource flow accounting; Decision support; Indicator system;
Western country;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