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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肥美的当雄草原———高寒草甸是在寒冷的环境条件下,发育在高原和高山的一种草地类型。 其植被组成主要是多
年生草本植物,冬季往往有冰雪覆盖,土壤主要为高山草甸土。 当雄草原位于藏北高原, 藏南与藏北的交界地带,
海拔高度为 5200—4300m, 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呈现高原亚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 293—430mm。 主要有小嵩草草
甸、藏北嵩草草甸和沼泽草甸等,覆盖度为 60% —90% ,其中小嵩草草甸分布面积最大,连片分布于广阔的高原面
上。 高寒草甸草层低,草质良好,是畜牧业优良的夏季牧场。
彩图及图说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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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学科动向
茶摇 娜1,2 , 邬建国2,3,* , 于润冰1
(1.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呼和浩特摇 010021;2. 中美生态、能源及可持续性科学内蒙古研究中心,呼和浩特摇 010021;
3.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全球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所,美国亚利桑那州摇 85281)

摘要:近 40 年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不断拓展,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利用中国知网( http: / /

epub. cnki. net) 的网络平台,分别以“ 生态学冶 、“ 经济学冶 、“ 社会学冶 以及“ 可持续发展冶 为关键词,对 6 个数据库跨库检索 1993

年至 2011 年的所有文献。 分别从以上 3 个学科的角度,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分析国内可持续发展研
究的趋势。 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 3 个学科方向上都表现出多学科交叉性、领域综合性、方法定量化的总体趋势;其中
生态学在研究方法上较为突出。

关键词: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可持续发展

Analysis of subject trends in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A Na1,2 , WU Jianguo2,3,* , YU Runbing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 010021,China

2 Sino鄄US Center for Conservation, Energy and Sustainability Science in Inner Mongolia ( SUCCESS) ,Hohhot 01002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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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nearly forty years, the concepts,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ve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become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concern today忆s society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get a sense of how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evolved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we carried out a cross鄄database search of published
articles with keywords of “ ecology冶 , “ economics冶 , “ sociology冶 and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冶 , using the CNKI network

platform. Search results from 1995 to 2011 from six databases were then analyzed to identify research trends and direct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ecology,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 all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ve, multi鄄dimensional, multi鄄scaled, and quantitative. Ecology highlights research method.
Key Words: ecology;economics;sociolog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也让全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挑战。 从生
态环境方面,人类面临着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方面面临着自然资源耗竭的发
展瓶颈;社会方面代际间的不公平所导致的人类发展前景的暗淡。 由此产生出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作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研究领域,从问题的提出至今已经过
去了近 50 年。 在这 50 年中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探讨,从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治理污染改善本国环境问题开
始,发展为一个全球范围内关注人类共同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新思想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9BJL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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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文献形成

1962 年, 美国生物学家雷希尔·卡逊( Rachel Carson) 所著的《 寂静的春天》 一书面世,提示了近代污染

对生态环境影响的严重性,向人类发出了警告: 要正视由于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而导致的严重后果 [1] 。 这一
科普著作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的争论,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开始。
1972 年,一个非正式国际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公开发表了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研究报告《 增长的极
限》 。 这一报告从地球的有限性推导出资源、能源和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面临着不能超越的极
限,明确提出“ 持续增长冶 和“ 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冶 的概念,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纪元 [1] 。
1980 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 IUCN) 受联合国环境规划团( UNEP ) 委托,制定了《 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
纲》 ,初步给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轮廓:“ 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
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2] 冶 。
1981 年美国农业科学家布朗( Lester R. Brown) 出版《 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 指出社会发展不仅
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而且要考虑下一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需求。 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的飞跃, 建
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 [1] 。
1987 年,受联合国委托,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 Gro Harlem Brundtland) 及其研究小组共同出版了报
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 。 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
成危害的发展 [3] 冶 。 这一研究报告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被广泛接受并引用。 之后分别发表了《 共同的危

机》 、《 共同的安全》 、《 共同的未来》3 个文件。
1992 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 环境与发展大会冶 ,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 里约环境与发
展宣言》 、《21 世纪议程》 等文件。 1994 年、1995 年,联合国分别于开罗、哥本哈根先后召开世界人口与发展大
会、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 会上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并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如《 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 生物多样性公约》 等。 这些文献明确把发展与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并将之付诸为全球的行动。
2002 年,以“ 拯救地球、重在行动冶 为宗旨,联合国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举办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会议在通过《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 、《 约翰内斯堡宣言》 。 这次会议提出为了确定真正可持续
的生活方式,需要在经济增长和公平、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社会发展 3 个关键领域统筹行动。

2摇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概况
2. 1摇 研究背景

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就开始于 1992 年,中国政府积极响应同年里约召开的“ 环境与发展大会冶 大

会而制定第一部国家级的 21 世纪议程,它从中国自身国情出发,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长远规划。 199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 发布。 2000 年,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实施,根据未来 10 年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科技部特制定《 可持续发展科技纲
要》 ,作为指导全国范围内可持续发展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2002 年,《 中国可持续发展科技报告》 作为系列年
度丛书出版,已经连续出版 5 册。

随着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献在国家层面的发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也从一个描述人与生态环境

关系的问题,扩展到包含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庞杂理论。 可持续发展学科研究也将一个单
纯生态学问题发展成为包含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渗透的可持续性科学,已将边缘领域发展到主流的各
个方面。 目前涉及内容诸如地理、地球化学、政治学人文科学等等。 本文将聚集到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 3
个学科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趋势和走向加以实证分析。
2. 2摇 分析方法

利用中国知网(http: / / epub. cnki. net)的网络平台,以 6 个数据库为基础对 1993—2011 年 6 月的所有文献

(2011 年 6 月 23 日检索),以“可持续发展冶并学科方向进行关键词的检索(具体的检索条件见表 1—表 4),并分
析相应的资料文献。 在研究内容的研究上,首先以年度进行统计分析,用文献数量反映研究进程;然后以每 5a

(或 6a)为一时间段进行标准检索,以文献“被引频次冶为参考,分析每一阶段研究内容的重点和趋势。 在研究方
http: / / www. ecologica.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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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检索上,将主要研究方法细化拆分,用 15a 的统计数据分析研究方法的重点和趋势。

6 个检索数据库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

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增刊,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2. 3摇 研究内容

以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冶 并“ 生态学冶 、“ 经济学冶 和

“社会学冶 分别进行检索,由文献检索的结果看,生态学
和经济学学科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逐年递增,且从生态
学角度的研究文献数目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学。 另外,不
同学科方向对可持续发展研究都存在着波动。 从社会
学角度的研究文献数在 2005—2006 年达到最高;从经
济学和生态学角度的研究文献经过一个长期增长的过
程后,2009 年有所下降( 图 1) 。

摇 图 1摇 1995—2010 年学科类别下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文献统计比较
Fig. 1摇 Statistical

2. 3. 1摇 生态学方向

生态学家往往从生态污染、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comparis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teratures in three subjects, from 1995 to 2010

服务等方面入手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为主进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剖析,侧重于研究生
态系统和区域的环境可持续性。 按本文的检索方式检索到的第 1 篇文献是 1994 年发表在《 北京林业大学学
报》 的《 乡村林业与农村持续发展》 。 有关生态学方面的检索结果在表 1 中加以总结。
表 1摇 生态学方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Table 1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y in ecology
时间
Time

按学科类别分组( 排前 5 位)
Grouped by subjects( Top 5)

1995—2000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农业经济
生物学
农业基础科学
合计
2001—2005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文献篇数
Literature
number
173
74
45
44
44

536
280

建筑科学与工程

216

农业经济

193

经济体制改革

121

2006—2011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这一时期的研究依然是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延续前期的研究,理论与现实问题
联系紧密,研究内容较为宽泛:
誗从可持续的定义出发,阐述了可持续发展在建筑领域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誗遵循生态化城市与建筑设计的原则,解决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了环境污染和资
源浪费问题
誗理论研究的特点体现在生态学与经济学的整合。 提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
持续发展必须是以经济学和生态学整合为基础,从而达到人类与资源、环境协调
的可持续发展

1346
1553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908

建筑科学与工程

760

农业经济

377

旅游

372

合计

将生态学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伦理原则,阐明了生态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直
接科学基础。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从以下几方面探讨可持续发展:
誗人类生态系统的平衡、共生及资源循环利用及环境保护;
誗城市生态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誗绿色建筑的发展和生态建筑体系;
誗农林渔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380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合计

主要研究内容
Main research contents

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数量大量增加。 以生态学为基础理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已
经拓展到各个方面,研究内容具有一定深度,研究的问题从宏观细化到较为具体
的微观领域:
誗生态可持续观念与模式上的探索
誗理论上将生态理论与产业经济理论的交叉融合,为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视角
誗范围从农业拓展到工业、服务业领域
誗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开始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角度评价

3970

摇 摇 检索条件:“ 关键词冶 = “ 可持续发展冶 并含“ 生态冶 ; 按学科类别分组采用中国知网上分组方式,文献在分组上有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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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摇 经济学方向
经济学者揭示人口、食物、能源、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 结合经济学原理,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切入
点,探讨如何运用有效的经济手段, 激活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动力。 第 1 篇文献是 1995 年发表在《 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 的《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有关经济学方面的检索结果在表 2 中加以总结
表 2摇 经济学方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Table 2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y in economics
时间
Time

按学科类别分组( 排前 5 位)
Grouped by subjects( Top 5)

1995—2000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文献篇数
Literature
number
94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81

经济体制改革

66

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

57

资源科学

24

合计

322

2001—2005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385

经济体制改革

282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150

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

138

工业经济

133

合计

1088

2006—2011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1479

经济体制改革

750

工业经济

450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368

农业经济

312

合计

3559

摇 摇

主要研究内容
Main research contents
这时期研究特点是以可持续原则来分析经济发展中涉及的各种问题,并从国家可
持续发展战略对环境保护与国民经济的要求,提出各种应对措施,内容主要涉及:
誗论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强调应加强宏观调控机制,保证经济与环境
协调发展
誗关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其中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目标、产业
结构转变等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探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誗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这一时期 “ 知识经济冶 概念出现,知识作为经济发展的
核心要素和动力,从知识增长的可持续性探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誗理论上,更多的文献开始系统地阐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特点、以及经济、社会、
环境三维协调发展的关系,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解决资源稀缺性与环境
易破坏性的问题

这时期研究特点是将国家战略与可持续发展从各个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泛泛
地分析问题发展到寻找途径解决问题
誗生态移民模式的探讨;多数文献指出生态移民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使
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并分析实施效果,提出合理化建议
誗循环经济的研究和实例分析;循环经济文献数量占到这一时期文献总数 50% 以
上;主要论证了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突破瓶颈的重要途径
誗可持续发展的高技术特征被关注;围绕循环经济,从高技术( 产业) 及与环境保
护相关的清洁生产技术、环境保护治理、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高技术促进可
持续发展实现的对策
誗能源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与安全问题,强调解决好我国的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
问题,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誗理论上,将经济学与生态学学科交叉,使生态经济学成为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兴
学科;强调生态经济学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用生态经济学指导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

这一时期研究特点,在研究层面仍然是以宏观国家经济战略为主,但研究领域从
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开始向地方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不同工业产业经济效率以及
关系到民生的生态补偿等具体问题聚焦;研究方法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变,
研究内容主要涉及:
誗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机制;研究基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资本、人力资本要素之
外,又将环境资源也作为基本要素加入为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型,探寻可持续经济
增长机制
誗工业产业可持续发展;工业领域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连接点,依据不同的工
业产业的特点,分析探讨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誗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研究从协调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经
济利益关系分配出发,依据传统的环境外部性理论与制度,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构
建生态补偿机制,指引人们的经济活动趋于合理的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资源
誗低碳经济研究;结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压力,分析在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方面
积极地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支撑
誗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这时期的研究较多的集中在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方面;一
般分为两种:构建指标体系评价;建立模型评价,方法上注重定量研究

检索条件:“ 关键词冶 = “ 可持续发展冶 并含“ 经济冶 ; 按学科类别分组采用中国知网上分组方式,文献在分组上有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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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摇 社会学方向
社会学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侧重于如何建立一个包括了市场、政策、道德准则、科技等因素的激励性质
的结构体系,来最大限度的将自然、人类及社会的关系引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4] 。 最早文献是 1996 年《 人口
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初探》 。 有关社会学方面的检索结果在表 3 中加以总结。
表 3摇 社会学方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Table 3摇
时间
Time

按学科类别分组( 排前 5 位)
Grouped by subjects( Top 5)

1995—2000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16

经济体制改革

12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9

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

6

人口学与计划生育

4

合计

47

2001—2005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83

经济体制改革

51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24

水利水电工程

12

农业经济

12

合计

182

2006—2011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y in sociology

文献篇数
Literature
number

142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90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82

马克思主义

71

经济体制改革

59

合计

444

主要研究内容
Main research contents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社会发展观,从广泛的宏观层面上探讨社会与可持续发
展关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
誗体制建设与社会可持续性;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方式,包括上层
建筑的发展,都是 21 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誗强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人口与环境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誗理论上,人们从不同领域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它要求各方面的协调互
动,其目标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将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转型问题结合在一起;提出以下几种社会发展的新概念:
誗循环型社会;是在社会鄄经济鄄环境体系中研究一种基于循环发展的可持续经济
社会
誗公平型社会;强调发展的同时也要实现社会公正,指出这种“ 社会公正冶 所带来
的可持续发展是以效率的提高为前提的
誗节约型社会;这种类型是针对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提出的,尤其是水资源;资
源节约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誗理论上,这一时期的文献,从人类认知方式转变探讨可持续发展理念所体现出
的本质内涵,即发展价值的转变,使发展体现出人的存在意义,而不只是技术进步
与物质财富的增长

研究特点是紧密结合中国在这一时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和指向
誗建设生态文明;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
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誗构建“ 资源节约型“ 和冶 环境友好型“ 的两型社会,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誗围绕低碳经济,构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标准
誗理论上,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管理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来理解
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并试图从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上探索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深化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摇 摇 检索条件:“ 关键词冶 = “ 可持续发展冶 并含“ 社会冶 ; 按学科类别分组采用中国知网上分组方式,文献在分组上有交叉

2. 4摇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法

从时间上看,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期,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主要以静态、定性研究为主。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21 世纪初:以可持续发展定量研究方法为基础进行研究,同时构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评
价模型。 近 10 年来研究方法逐渐细化,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可以分为动态模型分析法、综合指
标评价法这两大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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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摇 主要方法举例( 依据文献检索出现的频次)

“ 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作为评价可持续发展标准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和指数,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和实

践研究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冶 [5] 。 从 16a(1995—2011 年) 的检索结果看,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研究
方法主要集中在一般均衡模型和指标评价法。 从这两种方法研究的文献数远高于其他方法( 图 2) 。 尤其是
操作性和应用性较强的指标评价法,不仅是国内采用较多的方法,也是国外可持续发展研究重要领域。
表 4摇 研究方法检索条件
Table 4摇
分类
Classification
文献检
索条件

Retrieval conditions of research methods

模型分析法
Model analysis method
系统动
力学

GIS

遥感

一般均
衡( 模
型)

综合指标评价法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assessment
灰色
系统

人工神
经网络

模糊综
合评判

脆弱性
评价

数据
包络
分析法

指标评
价体系

综合指数
核算体系

摇 摇 均为关键词检索,并含“ 可持续发展冶

2. 4. 2摇 主要方法的说明
(1) 模型分析法

1) 系统动力学摇 系统动力学是一门分析研究带有

信息反馈机制的复杂动态的大系统科学。 它以系统论
为基础, 吸取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模拟技术管理科
学和决策论等学科的知识,建立系统的结构性模型,然
后进行数字仿真,反复调整系统的结构,实现系统的动
态行为对真实系统的跟踪,最终为管理决策部门实施决
策提供参考依据 [6] 。

2) GIS 与遥感摇 地理信息系统( GIS) 即将地理信息

即资源与环境信息纳人计算机系统,从而构成对地理环

摇 图 2摇 1995—2011 年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献统计
Fig. 2 摇

Literatur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1995 to 2011

境信息进行采集、储存、检索、分析和显示的综合性技术
系统 [7] 。 GIS 与图象处理技术相结合, 即形成“ GIS 与遥感冶 的研究方法。

3) 生态经济的整合模型摇 主要作用是改正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计方法,增强评价生态系统服务产生

的效益和成本的能力,更好地理解生态服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8] 。

4) STIRPAT 模型摇 这一模型主要研究不同因素对环境压力的影响。 是由 Ehrlich 和 Holdren 提出环境压

力等式 I = PAT 发展而来的。 其中 I 为环境压力、P 为人口数量、A 为富裕度、T 为技术。 Dietz 和 Rose 将 IPAT
等式表示成随机形式,即 I = aP b A c T d e,a 为模型的系数,b、c、d 为各驱动力指数,e 为误差 [9] 。

5) 一般均衡模型摇 即用于估算环境政策对经济活动影响。 根据经济活动水平估算污染物的排放量,通

过大气环境质量模型和健康影响模型估算健康效应,并将健康影响的经济损失反馈到经济模型中,从而评价
环境政策对经济、环境和健康的综合影响 [10] 。

6) 灰色系统方法。 可持续发展灰色系统评估方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可持续发展系统是一个信息不完

或者不确知的灰色系统 [11] ,所以在进行可持续发展模式设计时采取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 通过定性研究
确立建模思想和基本准则,用定量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对系统进行仿真 [12] 。

7) 人工神经网络法摇 一种抽象的数学模型,是大量简单的神经元广泛联接而成用以模拟人脑思维方式

的复杂网络 系 统 [13] , 并 行 分 布 处 理 和 具 有 容 错 性 使 之 非 常 适 合 于 具 有 非 线 性 特 征 的 区 域 可 持 续 发 展
系统 [11] 。

(2) 综合指标评价法

1) 模糊综合评判法( FSE) 摇 具体方法为建立相关的模糊集合( 因素集、权重集和评判集) ,构建模糊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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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建立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然后对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度 [11] ,或在单层次分析的模糊
综合优属度模型的基础上, 建立了多目标多层次模糊优选综合评价模型 [14] 。

2) 脆弱性评价方法摇 即对某一自然、人文系统自身的结构功能进行探讨,预测和评价外部胁迫( 自然的

和人为的) 对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评估系统自身对外部胁迫的抵抗力以及从不利影响中恢复的能力,
维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如美国国际发展组织( USAID) 开发的饥饿预警系统( FEWS) [15] 。

3)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摇 运用线性规划模型确定同类型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根据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组

成要素、评价指标设计的原则和实际数据的可获性等,设计出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16] 。

4) 指标评价法摇 如今,数以百计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和指数,在全球性、国家和地方性不同尺度范围内被

开发和应用。 但在这些指标框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主要差异源自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强调的重点、关键
维度以及之间的联系和不同的分组和汇集指标的方法。 大文献中被广泛认可的指标框架有:淤压力鄄状态鄄响
应( PSR) 框架,是一种早期最受欢迎的指标框架 ( OECD 1993) ;于基于主题的框架,这种框架下的指标是基
于一系列与政策相关的主题和重要问题进行组织与选取( UN 2007) ;盂基于资本的框架,这种框架是利用多
种资本构建一个函数,来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 UN 2007) ,用这个函数来解释强或弱可持续性发展;榆
综合会计核算框架。 这种方法是将经济和环境综合体系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系统。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系统
的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 SEEA) ;虞贝塞尔方向标框架,这一方法为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确定提供了一个整体
的、综合的概念架构 [5] 。

5) 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法。 这种方法是通过一个特殊指标框架下,从大量的指标中合成一个综合

可持续发展指 数,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水 平 进 行 评 价。 其 中 最 典 型 的 合 成 指 数 有: 淤 绿 色 国 民 经 济 核 算 体 系
( GDP) ;于人类发展指数;盂可兼容性财富和真实储蓄指数;榆真正进步指标和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虞物质
流核算账户;愚 生态足迹法;舆 幸福星球指数;余环境可持续性指数 [5] 。

3摇 结论

从检索的文献看,1995—2000 年期间,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领域,都停留在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
定、内涵的阐述上。 研究出发点也是从生态环境问题入手,对现行经济运行的一种悲观评价。 2001—2005 年
的研究文献,开始从生态环境问题拓展到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并开始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2006—
2011 年的研究文献表明,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从定性评价发展成为定量评价。 使人类实施可持续发展
的各种途径更具有可操作性。 此外,国内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的趋势:

(1) 学科交叉性摇 从研究学科看,可持续发展研究逐步从生态学趋向地理学、资源管理、生态学、环境科

学、人口学、系统工程、经济学、社会学乃至伦理学、政策学和法学等多学科交叉。 就像可持续发展概念由部分
学科关联性研究向综合性复合型概念研究发展。 研究在公平发展的原则下涵盖社会进步、人类生存、生态环
境、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2) 领域综合性摇 随着研究学科的交叉,可持续发展研究全面展开,在生态、经济、社会层面上的理论构

架逐步完整和规范,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观逐步建立,研究领域从基础科学层次( 理论) 、向技术科学层次( 方
法) 和工程技术层次( 测度) 开始深入 [17] 。 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也将更注重在技术进步、政策管理的支持
下寻求经济、环境、社会之间的互动、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3) 方法定量化摇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法日益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型,另一方面是

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 研究者借助定量模型,试图通过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使研究的系统能实现
可持续性。 选择一些具备可操作性、公平性、综合性的评价方法对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测度。 这两种方法都
是基于一个评价的基础上将预警研究与优化调控研究结合,使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
(4) 生态学在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摇 从图 1 的趋势表明,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可持续

发展问题是从生态学开始的。 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许多环境问题都成为生态学学科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生
态学越来越融合于社会学、经济学之中,使得生态学已被称为“ 生存的科学冶 [18] 。 所以生态学在可持续发展
http: / / www. ecologica.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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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中仍将是骨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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