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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索及其在内蒙古草原的应用 

徐光华（生态学） 

指导老师：邬建国 教授，黄建辉 研究员 

摘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和

经济繁荣的是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贫富差距等一系列全球问题，

前途堪忧。作为回应，世界范围的可持续发展运动近年兴起，日益蓬勃，以求

得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然而，关于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问题尚缺乏一致的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在于深刻理解人类-自然复合

系统的演化规律。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提出了一些这样的理论和模型，例如：从经济

学角度提出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与外部性(Externality)；从生态

学角度提出的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模型以及相关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s)、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等概

念；从系统学和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循环经济(Cyclic Economy)模型；以―增长的

极限‖(Limits to Growth)为代表的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模型；源自生态

学的弹性(Resilience)理论，以及整体人类生态系统(THE)概念，等等。其中一些

理论已经影响深远，并得到广泛的运用。然而， 

人类-自然复合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而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当代复杂

性科学的兴起几乎与可持续发展运动同时起步，运用已有的一些复杂系统理论

于人类-自然复合系统，将能够得到关于后者演化规律的新的启示。本文系统地

综述了多个复杂性科学理论，包括等级理论、自组织临界理论(SOC)、高度优

化容限理论(HOT)、双相演化理论(DPE)、适应性循环(Adaptive Cycle)和等级适

应环(Panarchy)等，并且挖掘了诸多其他理论，尤其是 Ross Ashby、Howard 

Odum、金观涛等人关于复杂系统演化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将这些理论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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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做了进一步进行发展，得到一个综合的复杂系统演化的理论框架，并将其应

用于人类-自然复合系统演化。其核心观点是人类-自然复合系统的演化可以被

描述为一种等级的老化-新生循环过程，这个等级既有巢式的包含关系，而同一

级内又体现出非巢式的相互关系。这一框架深化了承载力等现有模型对复合系

统的理解，并可在此基础上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只是从上个世纪后半页才开始浮出水面，但人类社会

的存在和演化则已经几千年。只有将这整段历史当做一个整体才能使我们对当

代的问题得出更全面的理解。诸多学者对人类社会历史演化得出了一些规律，

这对本文提出的人类-自然复合系统演化框架提供了支持。 

最后，本文以内蒙古草原近半个世纪来发生的演变为例，对在全球人类-自

然复合系统演化框架下局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由于资源丰富而生

态脆弱，使其在工业文明兴起和全球化背景下，原有的稳态被破坏，逐渐落入

了一个被―诅咒‖的边缘地位，并可能因此长期经受生态破坏和生活贫困的后

果。 

 

关键词： 

人类-自然复合系统；承载力；过冲；复杂性科学；老化；崩溃；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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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Inner Mongolia Grassland 

Xu Guanghua (Ecology) 

Directed by Prof. Wu Jianguo and Prof. Huang Jianhui 

Abstract: 

 Human civilization has entered a new era – which is by both spectacula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daunting problems of unsustainability. Humanity is 

challenged by a long series of so-called ―global problem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polluti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widening poverty gap, just 

to name a few.  As a response, the worldwi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vement 

has increasingly gained its impetus, with the hope to insure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civilization. However, scientific guidance is needed for people to adequately 

understand what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ow to achieve it, especially, on the 

global scale.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need to develop a new and comprehensive 

conceptual theory of the coupled human-nature systems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scale. 

  A number of researchers approached this with their own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ese efforts include: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theory of externality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carrying capacity theory from ecology and related concepts 

such as ecological footprints, natural capital and ecological services; cyclic economy 

from systems perspective; ―World3‖ model described in ―Limits to growth‖ with a 

system dynamic perspective; resilience theory, and the ―Total Human Ecosystem‖ 

approach.   

    Coupled human-nautre systems are spatially heterogeneous and temporally 

dynamic complex systems, and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them require new 

theories that are truly transdisciplinary. In recent decades, some of these 

transdisciplinary theories have emerged, including: hierarchy theory,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theory (SOC), highly optimized tolerance theory (HOT), and the adaptive 

cycle and panarchy theory.  In this dissertation, I hav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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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theories and models in complexity science, which are relevant to the coupled 

human-nature systems, especially those by Ross Ashby, Howard Odum, and Jin 

Guantao. Based on this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above theories and 

models, I have developed a conceptual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vement of 

complex systems, and had it applied to coupled human-nature systems.  The key 

premise of this framework is that the dynamics of a coupled human-nature system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developing – aging – rejuvenating cycle, with both nested and 

non-neste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Understanding of carrying capacity and other 

concepts can now be deepen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 now be discussed 

on a more through base.  

  Although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became obvious on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 our civilization has existed and evolved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which means we should view the complete history as a whole to gain 

more adequate insight into the problems that we have now.  A number of patterns of 

societal development reported by other scholars seem to corroborate the framework 

that I propose here. 

Finally, as an example of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volving global human-nature compound system, the evolvement of the Inner 

Mongolia grassland for the past half-century is described and discussed.  Its long 

lasting balance was destroyed under the thrive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quick changing has since then set on, with the seemingly result of a 

―cursed‖ peripheral status, where poor environment condition hard life couple each 

other.  

 

Keywords：human-nature compound system; carrying capacity; overshoot; complex 

science; aging; collapse; Inner Mo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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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发展的困境 

    经历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次

技术革命的兴起，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迅速改变了全球的面貌。轰鸣的

机器、繁忙的交通、琳琅满目的商品，使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过上了历史上从未

有过的丰裕的物质生活，而其他国家也同样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似乎世

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永久繁荣期，然而就在不知不觉中，新的危机却开始逼近

了。 

    首先进入人们视线的是发生在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公害。最

广为人知的是―八大公害‖案件：1930 年比利时马斯河谷大气污染事件，1948 年

美国多诺拉镇烟雾事件，40 年代初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 年伦敦烟

雾事件，1961 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20 世纪 50~60 年代的日本水俣病事

件，1955~1972 年的日本痛痛病事件，1968 年日本米糠油事件。 

    以水俣病为例。在日本九州岛南部一个叫水俣镇的地方，居住着 4 万居

民，以渔业为生。从 1939 年开始，日本氮肥公司的合成醋酸厂开始生产氯乙

烯，而其含汞工业废水则几乎不加任何处理地直接排放入水俣湾。由于当地居

民长期食用含汞的海产品，自 50 年代初，出现了一些患口齿不清、面部发呆、

手脚发抖、神经失常的病人，这些病人经久不愈，最后会全身弯曲，悲惨死

去。这个镇几年中先后有 1 万人不同程度的患有此种病状，其后附近其他地方

也发现此类症状。 

    这一系列悲剧使工业化国家的人们从高速增长的陶醉中冷静下来，结果发

现人类已处于生存和发展的多重困境之中。如果说上述公害事件只是造成了局

部性的危害的话，全球性的危机也已在缓慢积累并变得越来越明显。如下所列

的一些问题已广为人知。 

    1）人口爆炸。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PFA )的统计数字向人们展示了全球

人口增长的历程：1804 年世界人口只有 10 亿，1927 年增长到 20 亿，1960 年达

到 30 亿，1975 年达到 40 亿，1987 年上升到 50 亿，1999 年达到 60 亿。2011

年 10 月 31 日凌晨，作为全球第 70 亿名人口象征性成员在菲律宾降生。今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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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虽然增长的幅度会放慢，但世界人口仍将继续增长。人口的迅速增长

使人类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多，地球资源的消耗加快。 

    2）资源短缺。在采集和狩猎阶段，人类社会直接利用的自然资源为自然界

中的动植物，以及淡水和石器。到了农业社会、则金银铜铁等矿藏开始被开发

利用。到工业社会，人类所利用的自然资源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矿产资

源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脉。随着不断的开采和耗散，很多资源已经面临枯

竭。稀土是高科技产品不可缺少的原料，但是它们的储量却十分稀少。磷是组

成生命的元素，磷肥在农业中大量使用，但是现在磷矿却已面临枯竭。除了对

领土的争夺外，各种矿产资源的占有权更是常常成为引发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3）水污染。前述八大公害‖中主要是大气污染，因其最为直接，较易受到注

意，而更为隐秘和严重的是土壤污染和水污染。例如在中国全国有监测的 1200

多条河流中，目前 850 多条受到污染，90%以上的城市水域也遭到污染，致使

许多河段鱼虾绝迹，符合国家一级和二级水质标准的河流仅占 32.2%。污染正

由浅层向深层发展，地下水和近海域海水也正在受到污染，我们能够饮用和使

用的水正在不知不觉地减少。 

4）臭氧空洞。臭氧有吸收太阳紫外辐射的特性，臭氧层会保护我们不受到

阳光紫外线的伤害，所以对地球生物来说是很重要的保护层。随着人类活动，

特别是氟氯碳化物(CFCs)和海龙(halons)等人造化学物质被大量使用，使大气中

的臭氧总量明显减少。照射到地面的太阳光紫外线增强，对生物圈会产生不利

的影响。1984 年，英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南极上空出现臭氧洞，1989 年，发现北

极上空的臭氧层也已遭到严重破坏，但程度稍轻。近年来，在青藏高原上空也

发现了臭氧分布稀薄区，人类对臭氧层的保护已显得更为紧迫。 

    5）核危机。自从二战中首次使用核武器，这个幽灵一直漂移在全人类的上

空。除了核武器使用带来的大毁灭之外，由于人类对能源的消耗增大而传统矿

物能源的短缺，核作为一种能量来源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发生核泄漏事故的风

险也随之升高。1979 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意外是核能史上首宗反应堆核心融化

事故。1986 年，前苏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期后出

现严重核泄漏，威胁到整个欧洲。2011 年 3 月，日本宫城县东方外海发生地震

后所引起福岛核电站的严重泄漏，向大气和海洋中排放了大量放射性物质，其

造成的潜在危害尚难预料。 



第一章 绪论 

 3 

    这个危机列表正在变得越来越长，如能源危机、森林面积不断减少，生物

多样性锐减、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加重、全球气候变化日趋明显，等等。除

了这些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危机，还有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危机，例如局部战争

和冲突不断、以及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并且，各类危机越来越呈现相互耦合之势，例如，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

战争爆发，阿拉伯几个主要产油国宣布，将海湾地区石油价格提高 17%，震撼

世界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

重的冲击，触发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

业生产下降了 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20%以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

济增长都明显放慢。 

1.2 可持续发展的缘起 

1.2.1 可持续发展运动的兴起 

    1962 年，雷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详细阐述了

杀虫剂尤其是滴滴涕（DDT）对野生生物的危害，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

注。卡逊历数滥用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它不仅污染了人类赖以生

存的空气、水和土地，而且通过食物链，有毒物质被从低等生物向高等生物不

断传递和富集，使虫鱼鸟兽因中毒而大量死亡， 它还破坏人的免疫系统，改

变人类的遗传物质。卡逊在该书中宣称：―现在每个人从未出生的胎儿期直到死

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药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的。‖从而警告人们：要全面权衡和评价使用农药的利弊两面，要正视由于人类

自身的生产活动而导致的严重后果。  

    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增长的极限》，在这篇报告中，梅多斯等人

根据 1900 年到 1970 年全球的经济增长趋势，就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对粮食生

产、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进行了推算，得出结论：―如果世界人口、工

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

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

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 

    在全球在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面前，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大众对环境问

题的关注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欧美等发达工业国家相继兴起了现代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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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运动(高国荣, 2006)。1971 年，―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成立，并自此一直活跃于

世界环境保护的最前沿。与此同时，官方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 

    1972 年 6 月 5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共有 113

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 130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研讨会云集了全球的

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

所享有的权利。大会的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是第一份关于人类环境问

题的完整报告，报告不仅论及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还将污染问题与人口问题、

资源问题、工艺技术影响、发展不平衡，以及城市化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

体来探讨和研究，并力求找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道路(曲格平,2002)。大会通过

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环境保护已成为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同样紧迫的

目标，必须共同和协调地实现；呼吁各国政府和人们为改善环境，拯救地球，

造福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这次会议唤起了世人对环境问题的觉

醒，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对环境的治理，但尚未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1980 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

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在共同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为了可持续发

展的生存资源保护》中第一次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术语提出。该书指出：―持

续发展依赖于对地球的关心，除非地球上的土壤和生产力得到保护，否则人类

的未来是危险的。‖ 

    1983 年，联合国授权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成立世界环境与发

展委员会，负责制定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长期环境政策，以及将对环境的关心

变为在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广泛合作的方法。该委员会于 1987 年通过了一份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能够满足当前

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 1972 年联

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

一次国际会议。183 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 70 多个国际组织

以及上万名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

言》、《21 世纪议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并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

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享有充分的能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保

护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2002 年，为纪念人类环境会议 30 周年，里约环发大会 10 周年，进一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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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里约会议所倡导的全球伙伴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联合国在南非约

翰内斯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与会代表人数为 65000 人，有 190

多个政府，5000 多个非政府组织，2000 多个媒体组织参加。主要议题有：干净

食物和水的供给、人口膨胀压力、全球增溫、保护生态系统、不公平贸易、减

贫、企业责任、能源等。 

    另外，在这一期间，一系列旨在保护全球资源和环境的有针对性的国际协

议的签署，使得可持续发展开始落到实处。例如，于 1971 年签署的《关于特别

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旨在保护臭氧层的《保护臭氧层的

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针对―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以防止气候变迁，

于 1992 年的里约高峰会议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控制危险废

弃物转移的发展趋势 1989 年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为规范空气污染中硫氧化物与氮氧化物的跨国境污染，于 1979 年签署的《日内

瓦长距离跨国境大气污染公约》和根据此公约制定的 1985 年《硫化物议定书》，

及 1988 年《氮氧化物议定书》；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止荒漠

化公约》等等。 

1.2.2 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1987 年布兰特等人在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到：

―目前许多发展趋势使越来越多的人贫困化，同时又使环境恶化……， 我们认

识到，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不是一条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

类进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该报告

还提出了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

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而制定

的环境与发展政策主要目标包括： 

1) 振兴经济发展 

2) 提升发展质量 

3) 满足就业、粮食、能源、水和维生的基本需要 

4) 保证一个持续的人口水平 

5) 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 

6) 调整技术创新能力和控制危险 

7) 把环境和经济融合在决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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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调整国际经济秩序 

    在报告的结论部分，有这样总括性的声明：―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

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 世纪议程》指出：―地球所面临的

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贫困加剧

和各国的发展失衡‖，―应当发展富裕和繁荣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中心思想

是，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达到较高水准的生活，生活方式的改变指的是更少地

依赖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与地球的承载能力达到协调‖。 

    Forman(1990)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从空间尺度上做了补充，

加上了―特定区域的需要不削弱其它区域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王书明(1996)指

出较为完整的可持续发展涵义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

同进化和发展。叶文虎(1999)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源于对当代不可持

续发展状态的反思，而它作为目标，其宗旨则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

谐，谋福利于当代和未来的人口。牛文元(2007)指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

在于正确辨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求人类以最高的智力水准与泛

爱精神的责任感，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创造公正、理性与和谐的世界。‖ 

    总之，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源于人们认识到当前发展行为之不可持续

性，希望通过对此做出调整，使得发展能够持续，繁荣能够长存。然而，对于

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是可持续的，永久的繁荣是否可能存在，又怎样从原先的不

可持续状态转轨过去，人们的认识比较模糊，并无一致的看法。 

    事实上，最大的一致似乎仍在于―发展‖，富裕的人希望保持原有的富裕并

变得更富裕，而穷人们则希望尽快摆脱贫困，就如人们一直以来都想的那样。

可见传统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人们自以为找到和走上了新的道路，实际上却很

可能只是皇帝的新衣而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哈丁(2001)认为，布兰特报告

否认绝对限制的存在，而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一种自欺。他引用唐纳

德.曼的话：―可持续发展的只不过是一项巨大的自我欺骗运动‖，因为那些倡导

可持续发展的人的真实用意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这

样的东西―如果曾经有的化，只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矛盾修饰法‖。 

1.2.3 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不同的国家或利益团体对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同理解和诉求，共同的术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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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隐藏的是激烈的冲突。《寂静的春天》甚至在没有正式出版前就倍受攻击，

农业部门和杀虫剂生产商攻击卡逊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从近几十年的实

际情况可见，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远非一帆风顺。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仍旧将可

持续发展看做是可有可无的，而不是义务，认为其只对发展中国家是必须的

(Herstgaard, 1992)。自从环境问题首先出现在工业化国家后，这些国家通过努

力已经使其环境有了极大改善，然而其手段往往是通过将污染企业转移到发展

中国家，它们一边坐享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好处，一边则指责发展中国家污

染了环境，希望它们承担更多全球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往往更注重发展，希

望首先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尚无心全面考虑这种发展带来的后果。现实

世界仍在不可持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老的环境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

不断产生。 

    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能源危机、自然灾害此起

彼伏，可持续发展领域相关国际承诺落实不力，使得可持续发展所有重大方面

的进展都出现逆转倾向，发展中国家遭受重大冲击，《21 世纪议程》和千年发

展目标岌岌可危。《生命行星报告》指出，1970~2007 年间，全球生物多样性指

数下降了近 30%。最新的生态足迹计算表明，生态超载并没有减弱的趋势。

2007 年，人类的生态足迹为 180 亿全球公顷，人均生态足迹为 2.7 全球公顷。

但是地球的生态承载力仅为 119 亿全球公顷，人均生态承载力仅为 1.8 全球公

顷。生态耗竭已经超过了 50%。如果目前的人口与消费趋势继续，到 2030 年，

人类每年就需要 2 个地球来负担人类的生存需求。  

    总之，人类的未来仍是未卜，而乐观派和悲观派似乎都各有其理由。于是

科学将需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1.3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研究 

1.3.1 规范与实证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有实证与规范之分，实证研究关注事实―是什么‖，即

强调事实，而规范研究则注重于―应该怎么样‖，即涉及价值判断。当然，这两

者往往并非泾渭分明，首先规范研究不可能完全凭着空想出发，而必须以事实

为基础。另一方面，不涉及价值的实证研究也是难以想像的，因为社会现象纷

繁复杂，只能在一定的框架之下研究，而建立这个框架则往往包含了研究者的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索及其在内蒙古草原的应用 

 8 

价值判断，尤其当研究者本身是他所研究的广大社会团体中的一员的时候。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从规范的角度提出的，即怎样的发展是最好发展，以

及应该怎样发展以达到这个目标。而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则注重于描述过

去的发展以及当前的发展是什么样的一种发展(赵宇晓等, 1996)。显然，这两个

方面是紧密相关的，人们提出可持续发展是因为意识到当前的发展是不可持续

的，那么当前的发展是如何由过去发展而来的，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发展？又

为什么说它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对此有了足够的了解之后，才能更好地回答未

来将可能会去向何方，又如何使之转向可持续的道路的问题。 

    乌托邦式的社会令人向往，但是却没有实现的可能，从而与可持续发展关

系不大。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它同时包含了规范与实证。 

1.3.2 可持续科学 

    可持续科学是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研究的一个集锦。它还不是一个

自治的领域或学科，它汇集了学术研究和实践，综合来自全球以及地方的不同

视角，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和医药卫生的多个学科，它所包含的范

围和核心问题长时间内仍将难以确定(Clark and Dickson, 2003)。类似于―农业科

学‖和―健康科学‖，可持续科学是一个由问题定义的科学领域，而不是一个具体

的学科(Clark, 2007)。 

    Kates 等(2001)提出可持续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下： 

    1）如何将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动态交互——包括滞后和惯性——纳入到集成

地球系统、人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模型和概念之中？  

    2）环境变化和发展中的长期趋势，包括消费和人口，如何以与可持续发展

相关的方式重塑着自然-社会交互作用？ 

    3）对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或对于某一类特殊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方式，

什么东西决定了自然-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和弹性？ 

    4）是否能够科学地定义―极限‖或―界线‖，以便对那些当自然-社会系统一旦

超出就将招致显著风险或严重退化的情形提供有效的警告？ 

    5） 什么样的机制──包括市场、规则、标准和科学信息──能够最有效地提

高社会的导向能力，以使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朝着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行进？ 

    6）如何整合和扩展现有的对环境和社会状况的监视和报告系统，以便对向

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努力提供更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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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现有的各项相对独立的研究计划、监视、评估和决策支持等行动如何

更好地整合到适应性管理和社会学习之中？ 

    Newman(2005) 引用了 Karl-Henrick Robert的自然步骤过程作为可持续科学

的核心：理解可持续的原则，定位不可持续的过程以及改变它们所带来的增

益，建立一个最终目标的反推的憧憬，识别出到达目标的一系列路径，并选择

一条。Martens(2006)则认为应确立如下的要素作为可持续科学的基础：分析系

统的内在结构，投影到未来，分析其可持续和不可持续的倾向，评估可持续政

策的效应，以及据此提出可可行的解决方案。 

    Kajikawa(2008)从三个方面综述了 3 家杂志（SS，PNAS，SSPP）关于可持

续科学的历史和基本特征，以及气候、生物多样性、农业、渔业、森林、能源

和资源、水、经济发展、健康、生活方式这些领域的研究进展，以及提出了一

个可持续科学的一个研究框架，包括如下步骤：1）设立目标; 2）设立指标; 3）

测量指标；4）因果链分析；5）预报;6）反推；7）问题-方案链分析。 

     总而言之，可持续科学以全球系统或其子系统为研究对象，探索其演化

发展情况，或者（对于子系统）在某给定条件下的演化情况，并探索能使之达

到较好状态的途径。这其中既包括了规范也包括了实证。一个大体的过程如

下： 

    对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框架性认识 ─> 识别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路径 ─> 

其中哪些是可持续/不可持续的发展？ ─>怎样实现/避免之？ 

总之，社会发展的框架性认识是进行可持续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然而也是

一个巨大的难点，它将要跨越全球和地方的多个尺度，以及社会经济和自然生

态的多个领域，并将其纳入一个整体。 

1.3.3 从复杂性理论探索可持续发展 

    上世纪 40 年代，系统科学开始兴起，近几十年来，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

的复杂性科学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通过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探索社会-自然

系统的演化必然能获得全新的启示。 

     在每一个尺度，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都已经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成

为一个复合系统(唐建荣, 2005)。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以物质交

换和能量流动存在着复杂的互作关系，这些复杂的作用使系统具有自适应和自

组织的动力学特征，推动系统以非线性方式演进(冯凌,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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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文元(2007)指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在于深刻揭示―自然-社会-经济‖复杂

巨系统的运行机理，包括自然规律、人文规律、以及自然与人文互相交织演绎

的规律。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在全球化

不断演进的今天，整个世界已经浑然一体，地球成为地球村，而可持续发展问

题本身的由来就是与全球化过程不可分的。因此，为全球人类-自然复合系统的

演化从宏观的角度建立框架是重中之重，它为各尺度上的具体研究提供指导，

这也是本文的主题。 

1.4 本文主要内容 

    本文致力于可持续科学的实证方面，且首要考虑全球尺度，通过应用复杂

系统的理论来探索人类-自然复合系统的演化规律，发展现有的理论和模型，从

而加深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第二章综述现有的可持续发展关于人类-自然复合系统的理论和模型；第三

章综述系统科学的一般理论和复杂性科学的相关理论；第四章从系统老化出

发，建立一个复杂系统演化的理论框架，并应用于人类-自然复合系统；第五章

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的一些考察论证此框架之合理性；第六章以内蒙古地

区半个多世纪来的发展过程为例，说明在全球化时代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的演

化；最后第七章进行总结和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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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可持续发展理论概述 

2.1 引言 

    可持续科学的基础问题是对人类-自然复合系统演化过程建模。已有很多学

者从各自学科的角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新兴的生态经济学等）出发提出

了一些概念和理论，它们或者直接是对人类-自然系统建立抽象或具体的模型并

在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可持续发展，或者指出了某条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但暗含了

某种概念模型于其中。本章将对这些理论中的模型部分加以抽取和描述。 

2.2 公地悲剧与外部性 

2.2.1 公地悲剧 

    Hardin(1968)提出了―公地悲剧‖问题，指出现实中存在一些无法借由科技工

具解决，而需要人类价值观或道德标准改变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

增长和对地球资源的无节制使用。  

    设想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当牲畜过多时，会对草场造成不

利影响。例如选择性地吃草导致了―杂草‖对―甜草‖的逐渐替代，践踏土地会加

剧这种选择效应，土地在降雨间歇保持水分的能力被降低了,使之易于被侵蚀。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草场的质量年复一年地逐步降低。而牧民们也都清楚地知

道这种情况，那么他将如何选择呢？对于每一个牧民来说，多养一只羊获取的

收益完全归自身所有，而由此造成的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其中分担到

其本人身上的部分则小于其所获的收益。作为理性人，牧民追求自身的最大利

益，于是他的选择是：多养一只羊，再多养一只……。而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

考，―公地悲剧‖就上演了，直到起初是丰富的资源几乎不能供养任何牲畜，最终

导致所有牧民破产(Hardin, 1968; 2001)。 

    ―公地悲剧‖当然不仅是限于牧民在公地上放牧，而是涉及了一大类的问

题。例如污染问题，不是从公地拿走，而是放入——往水中排放污水，或化

学、放射性、和热力废物；往空气排放有害和危害的气体；在住宅小区大声喧

哗玩乐制造噪声；在视线所及树立令人分神的广告。计算效益和前述一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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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发觉他向公地排放废物的成本，是少于排放前洁净废物的成本，于是污染

一天天变得越来越严重。 

    ―公地悲剧‖对人类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环境容量下调和个体与整体利益提出

了一个巨大挑战。公地中的人们必须达成某种共同协议来合理利用他们的―共同

牧场‖，其中一种常用的方案是将―牧场‖划分到单个牧民家庭，也就是私有化。

但这并非就一劳永逸了，如果说对于农田这种方法差强人意的话，对于草场就

不一样了。一方面，草原的异质性和多变性要求能够利用不同地方的草场，以

及互相调剂，也就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利用否则效率很低。另一方面，监督的成

本很高，当人人都通过铁丝围栏等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草场使用权并为侵占他人

场地时，就发生了所谓的―反公地悲剧‖(Anti-Commons)，即人人运用自己的权

力通过设置种种障碍来阻止其他人有效地使用，结果是任何主体都不真正地拥

有有效的使用权，从而导致资源的使用效率不高(Heller, 1998)。而我们周围的

空气和水则更是不能轻易地分隔，人类越是发展，就越受到的―公地悲剧‖的诅

咒，造成对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 

2.2.2 外部性 

    与―公地悲剧‖紧密相关的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一主体（个

人、企业或其他组织）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对其他主体或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

的影响，如果是有利的影响，就叫正的外部性，或者叫外部经济性，否则就叫

负的外部性，或者叫外部不经济性。由于没有被市场化，在正的外部性中，受

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而负的外部性中，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主体却没有为此承担

成本。 ―公地悲剧‖在这个意义上可认为是人们的行为造成彼此之间的负的外部

性。 

    外部性扭曲了市场主体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会导致市场无效率甚至失灵，

而负外部性如果不能够得到遏制，经济发展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将持续恶化，最

终将使经济失去发展的条件。 

    庇古（Arthur Pigou）在其 1920 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从福利经济

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庇古把生产者的某种生产活动带给社会的

有利影响，叫做―边际社会收益‖；而不利影响则叫做―边际社会成本‖。外部性

实际上就是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的不

一致。外部不经济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此时依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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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解决这种损害的，即所谓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手段解决

外部性问题(沈满洪和何灵巧, 2002)。庇古认为，通过实行征税和补贴，就可以

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就是所谓的―庇古税‖。 

    1960 年，科斯（Ronald Coase）在其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证明，在交易

费用为零的条件下，理性的主体总会将外溢成本和收益考虑在内，从而社会成

本问题不复存在。科斯认为，外部性的产生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

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晰，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而且科斯将其

进一步发挥成为所谓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产权是明晰的，私人之间的契约同样

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根据科斯定理，只要有明确的产权，给出完全信息的讨价还价，并且在协

商或讨价还价中没有交易成本以及支付意愿相同等条件得到满足时，就能通过

资源的产权拥有者与其他需使用该资源的各方进行讨价还价来实现资源的社会

总收益最大化。但在实际中，上述条件基本上都不可能或难以满足(叶文虎, 

1999)。目前―把外部因素内部化‖，―正确定价‖和环境商品化的其它工作，受制

于巨大的数据差距，大自然过程的功能透明程度（直到它们消失，可能仍不知

道它们的价值为多大），和其它理论性难题令试图量化许多重要的生态物品和

服务难以实行，更不用说定价 (Vatn and Bromley, 1993) 。 

2.3 承载力、生态足迹 

2.3.1 承载力 

    承载力是可持续发展中用得最多的一个概念了，这个词原本用于工程方

面，例如用来表示表示船的载重，后来开始用于生态环境对种群的支持能力。

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西部牧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使牧场开始恶化，

牧场主和美国农业部的研究人员开始使用承载力来表示在一个有限的放牧区域

和时间内不对牧场资源产生危害时的最大牲畜数量(Yong, 1998)。 

比利时数学家 Verhulst 和美国学者 Pearl和 Reed 分别独立提出了 Logistic 方

程，为承载力的理论提供了数学表达式(Seidl and Tisdell, 1999)。Odum 将

logistic 方程中的 K 定义为承载力(Odum, 1953)。 

    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承载力开始被用来描述和讨论人口增长和

消费增加的生态影响和极限(Seidl and Tisdell, 1999)。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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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区别是不仅人口数量，而且很多其他因素也对承载力有很大影响从而必须被

考虑。通过对比分析人口增长、资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不能简

单地将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完全归为人口数量的增长。例如闵庆文(2003)

指出人均消费水平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发达国家消费数量远大

于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生态占用差异明显，不同交通工具的生态

压力差别很大。Hu et a1.(2003) 通过对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地方物种丰富而

且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强烈的地区)的 76 个国家的分析，在 1985 年至 2000 年间，

这些国家家庭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家庭规模变小、数量

增加的趋势，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1992 年，Daily 和 Ehrlich 提出了社会承载力（Ks）的概念，以区别于生物

物理承载力（Kb），认为生物物理承载力是指在特定技术能力情况下生物物理

条件可以支持的最大人口数量，社会承载力则是指在各种社会系统条件下（特

别是与资源消费有关的社会模式）可以支持的最大人口数量。在任何技术水平

下，社会承载力都将小于生物物理承载力。Daily 和 Ehrlich 用 IPAT 公式表达了

社会因素对人类承载力的影响。其中，I为人类造成的环境影响，也即人类承载

力；P 为人口总量；A 为平均消费水平；T 为科技进步。人类承载力是人口总

量、消费水平和科技进步三者的函数，I = PAT (Daily and Ehrlich, 1992) 。 

联合国教文组织定义了资源承载力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承载力是指

在可以预见到的期间内，利用本地能源及其自然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

保证符合其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地区能持续供养的

人口数量‖ 。国际人口学会给土地承载能力所下的定义是：―在不损害生物圈，

或不耗尽可以合理利用的不可更新的资源的条件下，资源在长期稳定的状态

下，所能够供养的人口数‖ 。 

    社会承载力概念使人类承载力研究开始从非人类生物种群承载力中脱胎出

来，除了考虑资源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外，人类承载力研究开始分析研究科

技进步、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制度、贸易等人类自身文化社会因素对承

载力的影响。 

    承载力概念暗含了一个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模型。自然生态系

统的物质守恒的、有限的系统，而人类经济系统则是其中的一个开放系统，它

从前者者输入低熵的物质/能量，输出高熵的物质/能量，从而完全依赖于它

(Daly, 1996)。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组合成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任何经济活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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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一定的生态空间进行，都必须依赖于生态资源的供给和生态环境的消

纳。可持续发展要求自然资源的消耗不能快于其生成，废弃物的产生也不能快

于环境对它们的吸收能力，并且不减弱生态系统的支持生命的各种服务的能

力。 

    只要人类经济相对于自然世界来讲是无穷小的，那么资源和自然的接受能

力可以认为是无限的，因此就不会有稀缺的问题。而如果不存在稀缺，他们就

能安全地从经济学中抽象出来。但是，随着经济的成长，问题变大了。经济系

统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而生态系统却没有成长。因而，现实世界系统已经从―空

的世界‖ 转变为―满的世界‖ (戴利, 2001)，见图 2-1。 

    戴利用承载力给可持续发展作定义，指出―没有超越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

这里，发展意味着质量性改进，增长意味着数量增加‖，―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

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

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越生态系统可以永远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戴

利, 1996)。 

 

图 2-1 空的世界向满的世界的转变（改绘自：戴利, 2001） 

2.3.2 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 

2.3.2.1 自然资本 

    资本的传统定义是用作生产目的而制造的产品 (Costanza and Daly, 1992)。

如果撇开―人为制造物‖的限制而抽取资本的抽象含义，就可以得出自然资本的

概念。是否存在承载极限的问题也就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自然资本是否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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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资本替代的问题。自然资本是指能够不断产生出对现在或未来有用的产品

或服务的各种自然资源或环境资产。例如，森林或鱼类可以年复一年有收获。

产出是来自―自然资本‖，可持续的产出是―自然收入‖。自然资本提供的服务还

有吸收废物、防止水土流失、防洪和阻挡紫外线辐射等等 (Rees, 1996)。 

    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自然资本越来越稀缺的新

时代 (Constanza and Daly, 1997)。―经济子系统的自然增长是将自然资本转换成

人造资本。一棵树被砍伐而制成一张桌子，我们由此得到了桌子的功用而失去

了树的功用。在一个相对空阔的世界里（经济子系统很小，生态系统中相对缺

乏人类和人工制品），一些树木功用的失却实在微不足道，而由此获得了桌

子，其功效可谓大矣。而在今日这种相对饱和的世界中，树木的减少意味着损

失诸多，而桌子在大多数家庭已备的状况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当经济规模

增大时，边际成本趋向增大，而边际收益趋向降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

决定了最佳规模，超出最佳规模的增长将是反经济学的。‖(Daly, 1996)。 

    如果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是替代性的话，那么只要通过投资创造价值相等

的人造资本，就可以放弃自然资本。但如果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互补性的

化，那么就需要分别保持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存量。第一种情形被称为―弱可

持续性‖，第二种情况则被称为―强可持续性‖。  

    实际上，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基本上是互补性的，只有部分是替代性的。

人造资本本身就是自然资源（来自自然资本）的一种物质转化。因此，生产越

多的人造资本，物质上就需要越多的自然资本(Daly, 1996)。―例如说，有锯木

厂而没有森林，有鱼船而没有鱼群，有炼油厂而没有石油矿床，有灌溉农田而

没有地下蓄水层或河流，这有什么用呢？‖(Daly, 1996)。 

    人造资本可以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效率，却不可能替代自然资本，而且这

种效率的提高似乎存在难以跨越的极限。 

2.3.2.2 生态系统服务 

    当把自然作为资本，那么其产出就是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产

生它们的自然资本存量对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是关键的。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为

人类的福利作出贡献，从而是全球经济价值的一个部分。生态系统服务的质或

量的变化通过市场或非市场的途径，影响各种人类活动的收益或成本 

(Costanza et al.,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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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产生的，某种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种商品来衡

量，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的生命支持系统，其对人类的价值在根本上具有不可替

代性，从而也是不可能衡量其价值的。我们所能衡量的是某种―边际价值‖，评

估自然资本的边际价值的方法在于确定其小幅度变动对人类福利造成的影响。

生态系统可能会处于不同的状态，从而提供不同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例如空气

有质量好差之分。 

    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很不同，当其变得稀缺时，其整体价值是升高的，这

正好说明了人造资本是不能替代自然资本的，而是互补关系，并且自然资本是

基础，而人造资本是其补充，失去了自然资本的人造资本只是空中楼阁。 

    总之，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是与生态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是对

承载力概念进一步阐述，扩充了传统的经济学而得到一个复合系统的模型。通

过对比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可显示出后者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2.3.3 生态足迹 

    若将承载力倒过来，不是某一特定区域能承载的人口数量，而是以某个生

活水平永久性地承载某个地区的人口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土地是多少，则得到

了一种用生产力景观来评估自然资本需求的方法(Rees, 1992)。在工业城市中，

每个人所需要的食物、燃料、废物处理等各项初级功能，都需要某种面积的生

态系统来维持，其具体的大小取决于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对于一个群体所需要

的总体面积就是其在地球上的―生态足迹‖。生态足迹分析方法是一种衡量人类

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是基

于土地面积量化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指标(刘冬梅, 2007)。 

    一定地域(如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的生态足迹超过了该地域空间的生物供给

能力，表示现存的自然资本不足以支持当地人口消费和生产的状况，称为生态

赤字(Rees, 1992)。 

    一个地区可以通过进口产品和出口废弃物而得到其它地区的承载力，转移

其生态赤字。由于贸易，第一世界国家的消费者能够消耗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

系统产品和服务而保持本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这导致了财富和承载力从穷国

转移到富国。国际资本通过从事这种贸易受益，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变得依赖出

口。然而在全球尺度上，承载力是有限的，现在的国际间经济和贸易秩序实际

上加速了全球自然资本的消耗，降低了全球的承载力(Ree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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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足迹理论为承载力理论提供了一种计量方法，从而发现了不同区域对

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占用的巨大差别和地区间对承载力和生态赤字的转移，从

而揭示了导致人类社会作为整体不断消耗其承载力的一个重要机理。 

2.3.4 过冲 

    承载力的定义中包含了时间因素，即需要是永久性的承载，而不是暂时

的。即承载力是对某种特定环境的最大利用量，在这个量下能够在年复一年的

使用下不降低其适用性的。对与人类社会来说，承载力是在给定技术和社会组

织方式的前提下，某个特定环境能够永久支撑的最大人口量(Catton, 1993)。 

承载力从字面上看上去是个不可超越的上限，但事实上它常常可以被暂时

超越，所以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阈值。而一旦超越将引起强烈反馈，这就是过

冲（overshoot）(Catton, 1980)。 

 

图 2-2 过冲 （改绘自：Marten, 2001） 

    当种群增长到接近承载力水平时，环境的负反馈调节开始起作用，出生率

下降，而死亡率上升，从而使种群大小达到一个稳定的值。但是一般情况下，

种群大小会在承载力附近上下波动，而并不是完全不变。因为负反馈作用并非

那么精准，另外一些随机因素为影响个体的出生和死亡。有些时候，种群的增

长速度太快，在负反馈作用开始发生作用之前就已经大大超出了承载力，这时

就发生了过冲现象。此时，负反馈的作用将很强烈，死亡率大大上升而出生率

下降，从而使种群数量迅速下降(Marten, 2001)，图 2-2。 

    另外，传统的承载力的定义中，只包含了环境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没

有考虑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作用，而这种破坏反过来影响到人类自身，导

致环境的负载量（load）的减少，甚至可能带来灭绝(Catto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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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承载力的过冲与反应在生态足迹上就是生态赤字，在下文要提到的《增

长的极限》的模型中，则用负反馈的时滞效应来表示。 

2.3.5 科技、贸易与承载力 

    科技创新能够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通过转用更多高效的能源和物质科

技，应该可以让有限的环境在较高物质水平支持同一人口，或是在同一水平支

持较多人口，从而增加承载量。然而，这种效率提高很可能同时带有我们无法

预见的副作用。事实上，正是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把人类从农业社会带入了工

业社会，地球承受的人口增加了几倍，然而带来全球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新

的技术在解决旧的问题时很可能引入了新的问题，显而易见的例子有农药化

肥、核能、转基因工程等。 

    贸易使得某一地区可以通过进口食物、初级原材料，出口工业品或服务、

废弃物等方法转移生态赤字，从而增加承载力，然而这是一个零和游戏，不可

能增加整体的承载力。并且，由于对发达地区造成了一种―承载力可以增加‖的

错觉，迟滞了负反馈的发生，从而对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不利。另外，贸易、分

工与科技进步往往是共同演进的，由于贸易带来的专业化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

整体的产出似乎更多了，但一样可能暗藏了各种副作用，例如某些国家种植单

一经济作物导致的生物多样性的降低。 

   如前所述，承载力的属性可能是某个不可被超越的上限，或者一个可以被

超越的阈值，实际情况可能是在两者之间。如果承载力是无法被超越的，那么

增长终将受限，而过冲不会发生；反之如果它是一个阈值，则我们常常感受不

到它的存在，直到过冲的发生。科技和贸易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把承载力从不

可被超越的上限逐渐转变为可以被超越的阈值。Saunders (1992)以新古典增长

理论来测试，发现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价格，提高能源消耗总量，因而刺激

经济增长，从而把能源使用―拉起来‖。  

2.3.6 承载力概念的局限性 

    承载力概念表达了一种稳定，即种群与其生存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的稳定

性，当用于人类社会时，则表达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稳定。即这是一个

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模型，它的含义简单而明确。由于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

生产过程的输入必然来自环境，从而造成资源损耗，而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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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被排入环境，造成污染。于是生产力越高，导致的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也

就越严重，生态阈值为物质和能量的维持设置了一个明确的极限，一旦超出，

将导致系统的崩溃 (Daly, 1980) 。 

    Mcleod 分析了各种各样的人口容纳能力模型，发现环境的复杂相互作用，

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变化等无法为当前的容纳能力模型及其计算方法所克服。而

且采用 Logistic 模型的容纳能力计算也只对确定性系统和变化较小的系统适

用。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容纳能力的概念可能是对测定一种短期的种群密度

有用，对长期的均衡密度而言，其作用有限(Mcleod, 1997) 。 

    最初承载力只是针对某一种资源的制约，后来则加入多种资源，而后是环

境对污染的吸收，以及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人们发现，需要面对

的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2.4 循环经济 

    Boulding 于1960年代提出的太空人经济理论，并将它与所谓的牛仔经济学

对比。牛仔经济学是开放系统的经济学，具有无限的资源和对污染的容纳量，

评价经济的指标是生产和消费的量。而太空人经济则是封闭系统的经济，人口

和经济的无序增长迟早会使船内有限的资源耗尽，而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出的

废料将使飞船污染。此时决不能以生产和消费的量来评价经济系统，而是整个

系统的完好性。系统内的物质需要循环不已，构成一个宇宙飞船中的良性生态

系统。除了能量要依靠太阳供给外，人类的一切物质需要靠完善的循环来得到

满足 (Boulding, 1966）。 

    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

费及其废弃物排放的全过程中，传统的资源消耗-产品-污染排放发展模式，是

一种单一的线性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会最终导致资源的枯竭。Boulding 认为，

人类的经济活动应该是利用、利用、再利用的一种循环状态，即物质的闭环流

动。 

在这种稳定状态下，太阳能惠赠的大部分被耗费在对纳污所积累起来的物

质进行再加工，而此类物质已成为我们唯一的―来源‖。所有的经济―生产‖将只

是从―来源‖中来并退化为―废弃物‖的物质循环。人类生产的最大可能规模将由

屈从于该生产函数的地球承载力所决定(哈丁,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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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经济理论暗含了一种与承载力稍有区别的关于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模

型，它从复合系统的物质循环的角度来看待可持续发展，而承载力模型则只是

说明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导致的资源利用和污染等对环境的冲击导致了不可持

续发展，没有说明其具体的机制。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牛仔和太空人的中间地带，并处于前者

向后者的转化过程中。我们必须抛弃在牛仔时代养成的粗放式习惯，并逐渐进

入太空人的角色。 

2.5 “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2.5.1 传统经济增长模型 

    传统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放在从研究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上，而较少考虑生态、技术等因素。索罗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技术进

步因素，并假设劳动和资本之间可完全替代，创立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继而，

在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内

生变量。然而，自然因素仍然没有被包括进来(林建永和汤进华, 2010)。所以新

古典主义经济学仍然是一门―抽象的科学‖，离现实太远从而没有多大指导意

义。 

2.5.2 《增长的极限》中的“世界模型” 

    1972 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罗马俱乐部委托，就当时的经济

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份报

告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了一个―世界模型‖(World 3)，根据 1900 年到 1970 年全

球的经济增长趋势，就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对粮食生产、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污

染，以及对人类未来生存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推算。之后，在 1992 年、2002

年，作者通过新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更新，但没有改变主要结构和结论(梅多斯

等, 1984; 1996; 2006)。 

    作者然后将人口、资本、粮食、不可再生资源，以及污染，这五个基本数

量或标准，通过一些相互关系和反馈回路联系起来的。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

很多其他因素，以确定这些数量的遥远未来，这就导致了一个复杂的结构，即

一个―世界模型‖。 在创立这个模型时，依照四个主要步骤(梅多斯等,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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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首先列出了五个标准中间的重要的因果关系和探索反馈回路结构。为

此，需要用到人口统计学、经济学、农学、营养学、地质学和生态学等方面的

专业知识。 

  2）然后，用可以获得的全球数据，尽可能准确地为每一种关系定量。对于

还没有做全球量度的方面，就用有代表性的局部的数据。   

   3）用计算机计算所有这些关系在时间上同时的作用。然后，检验基本假定

中数字变化的结果，找出这系统行为的最关键的决定因素。   

   4）最后，检验了各种政策对我们的全球系统的影响。 

    作者强调，这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世界模型；相反，是一个逐渐形成中的

模型。随着的理解加深，而不断加以批判和使之现代化(梅多斯等, 1984)。  

    模型情景分析表明，按目前的发展方式继续，则世界经济将会在今后一百

年内崩溃：―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

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侯达到极

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

的衰退或下降。‖(梅多斯等, 1984)。 

    作者指出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以及污染的产生和净化等许多难以权衡的

因素，都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引起的――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

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要求变得更

加明显和不可能解决。而现代社会还没有学会清楚地认识和权衡这些不能同时

兼顾的因素，现在世界系统的明显的目标，是要使更多的人中的每个人有更多

的产品，包括粮食、物质的商品、清洁的空气和水(梅多斯等, 1984)。 

作者指出，在任何有限系统中，必须有抑制才能停止指数增长。这种抑制

是负反馈回路。随着增长接近环境的负荷能力，负反馈回路变得越来越强。最

后，负回路与正回路平衡，或者处于支配地位时，增长就结束了。―在这个世界

系统中，负反馈回路包括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和饥荒等一些过程。

但这些负回路的行动所固有的滞后，允许人口和资本超越它们最终可以维持的

水平。超越的时期是资源的浪费，通常也降低环境的负荷能力，加剧人口和资

本的最终下降。来自负反馈回路停止而增长的压力，在人类社会的许多部分已

经感觉到了。社会对这些压力的主要回答，已经指向负反馈回路本身。技术上

的解决办法，则是要削弱负回路或者掩饰负回路所产生的压力，以便能继续增

长。这样一些办法在减轻由增长引起的压力方面可能有一些短期效果。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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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趋势方面，它们并不能防止过头和随之而来的系统崩溃。‖作者认为有可

能通过另一种途径，即削弱引起增长的正反馈回路，来停止指数增长，从而避

免灾难的发生。但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几乎从来没有被任何现代社会承认是合理

的，而且它当然也没有有效地实行过(梅多斯等, 1984)。 

2.6 弹性 

    当人们认识到真正重要的是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的稳定性的时候，承载力的

概念就被拓宽了。Arrow 认为，自然界中承载力并不是固定的、不变的，或简

单的关系，它们与技术、生产和消费结构以及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生物物理环

境的相互作用有关(Arrow, 1995)。这里承载力与系统弹性联系起来，当生态系

统的恢复力丧失时，它离开原先的平衡进入新的状态，此时认为承载力被超越

了。 

    C.S.Holling 在其 1973 年的文章中提出了弹性（Resilience）的概念。在这之

前的生态学理论假设生态系统是一个平衡的、静态的系统，当受到扰动后，系

统会恢复到原先的状态。而弹性的概念是建立在多平衡的范式上的，也就是说

自然系统并不只有单一的平衡态，而是有多个，而且平衡态的形式也不只是不

动点，也可以是周期态。弹性就是系统抵抗各种扰动，保持各状态变量间关系

不变的能力(Holling, 1973)。 

    弹性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将弹性定义如下，是指一个系统在经受冲击时

吸收扰动和重组的能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系统的功能、结构和反馈关系本质

上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其同一性（Identity）得到保持(Resilience Alliance, 

2010)。 

    (Holling, 1996)区分了工程弹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和生态弹性(ecological 

resilience)。前者注目于平衡态附近的稳定性，常用对干扰的抵抗力和受干扰后

恢复到原平衡态的速度还衡量。后者则强调远离平衡状态的情况，在这些情况

下干扰会使系统原先的稳定域进入到另一个的稳定域，用系统在保持自身结构

不变的情况下能吸收的最大的干扰来衡量。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核心在于是否

假设有多个平衡态存在。 

    社会-生态系统可以以多种稳态或亚稳态存在。如果某个系统变化过多，它

就会跨越某个阈值，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此时，其内部组分与新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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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结构互相影响、相互作用，可以说，该系统经历了一次―态势转变‖（regime 

shift）。弹性是指一个系统遭受意外干扰并经历变化后依旧保持其原有功能、结

构及反馈的能力。换言之，是指在经历某种变化后，并没有跨越阈值进入另一

种态势（即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系统）(Walker and Salt, 2010)。随着弹性降低，

使系统跨越阈值所需的干扰变小。 

    为保持系统的弹性而实施的管理，就是要求我们充分认识社会-生态系统，

一般情况下，很多变量在起作用，特别是要关注那些会引起系统越过阈值的驱

动因子，它们通常变化比较缓慢，不受到来自系统内部的反馈。它们要么导致

崩溃，要么与其他系统变量相作用，导致其他的阈值被超越(Resilience Alliance, 

2010)。 

    干扰有可能会导致级联反应，即某个阈值的超越导致别的阈值被超越；也

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某个阈值的超越减小了其他阈值被超越的可能性

(Resilience Alliance, 2010)。 

   Walker 等 (2004)提出弹性包括 4 个方面的属性：Latitude、Resistance、

Precariousness、Panarchy，并用抽象景观来表示它们（图 2-3）。 

 1）Latitude：系统不影响自身恢复时能接受的最大改变，体现为吸引域的宽

度； 

 2）Resistance：改变系统的难易程度，即其抵抗外界干扰而不变化的能力，

体现为吸引子的深度； 

 3）Precariousness：系统当前状态距离阈值的远近； 

 4）Panarchy：目标层次受上一层次或下一层次的影响，体现为景观本身的改

变。 

    复杂系统具有多种动态运行体制（dynamic regime），(Fath et al., 2003)，每

个运行机制有其吸引域（domain of attraction)，当处于其吸引域中时，系统将保

持其运行机制而不发生分岔(Ludwig et al., 2002)。一个系统可以处于某一个特定

的动态机制中，或者通过渐变或突变而进入到另一种动态机制(Scheffer et al., 

2001)。对于生态系统来说，已经有大量文献描述了各类生态系统如湖、珊瑚

礁、海洋、森林以及干旱区的吸引域变迁(Scheffer et al., 2001)。外部或内部条

件都可导致一个系统到达某个临界阈值并导致系统的重组(Holling,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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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弹性的景观模型演示。 

a) 弹性的几个方面属性，不包括等级适应环。 b) 系统运行体制的改变（引自：Walker, 

2004） 

 

    弹性的概念还与适应性循环和等级适应环（Panarchy）理论相联系，这一部

分将在第三章中阐述。 

2.7 整体人类生态系统 

    Naveh 从景观生态学（欧洲学派）出发，采用了一个整体论的方法来建模

社会-生态复合系统。他认为对于景观的理解、研究和管理不应仅仅局限于生态

的、功能的和地理的、空间范畴的自然科学意义，它们应该被置于更广阔、更

为综合、更为复杂的人类-自然系统背景下来考虑，这一背景就是人类生活于其

中的地理-生物-人类整体系统。这样的整体人类生态系统（THE, total human 

ecosystem）概念，意味着必须把人类作为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景观组分来看

待。整体人类生态系统可以理解为概念上的包罗万象的超级系统，既包含自然

的岩石圈，也包含思想、精神方面的智慧圈（noospphere），人类思想圈层正越

来越多地影响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动(Naveh, 2010)。 

    整体人类生态系统表现为从生物圈一极到技术圈一极的一种功能生态区序

列，自然要素、功能和控制作用越来越强地被文化、人工技术及其产品所取

代，可大致划分为如下几类(Naveh, 2010)。 

    1）自然的和近自然的生物圈景观：仅包含自然生命有机体（意味着能够自

发地演化与再生产）。作为具有适应性的自组织系统，自然、生物、物理和化

学信息内在地调节这这些景观。这类景观已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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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化生物圈景观：类似于自然景观，它们都是属于太阳能动力型。然而

这些景观受到不同程度的来自自然和人类信息的控制，并因此具有作为内在的

有机适应性和人类干预的自组织系统的混合景观的功能，可进一步分为：被人

类改变和使用的半自然生态区；传统的农-林-牧业生态区；有机农业生态区。 

    3）集约化农业产业生态区：集约化农业产业生态区是介于生物圈景观与技

术圈景观之间的类型。这一类型几乎取代了工业化国家的其他全部低投入耕作

的农业生态区。同生物生态区一样，它们的生产力也依赖于太阳能，但还在很

大程度上需要化石能源的补充，并且，其自然的生物控制机制几乎全部被农业

技术信息所取代，这些农业技术的目标是通过化肥、杀虫剂以及除草剂等重化

工产品的使用，最大限度提高产量。因此，这些景观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组织性

和再生能力。 

    4）技术圈景观：技术圈景观和它们的生态区，还有那些基于技术的产物，

如高速公路、桥梁、矿山以及动力线路，都是人工的，且主要依赖于化石能源

和核能来维持。它们失去了景观的多功能性、自组织能力和可再生能力，其调

节仅仅依靠自组织系统内部人类的创新性行为，这些行为受我们的意识所驱

使，是对我们得到的环境信息的反馈。可进一步分为：乡村生态区；亚城市生

态区；城市工业生态区。 

    所有这些生态区在空间上是交错的，但结构和功能上没有整合成一个持续

的生态圈系统，物种的自然环境经历了退化和破碎化，这些都是现代农业、城

市工业、休闲娱乐和其他土地利用活动有意或无意的结果。这个过程可被称为

新技术景观退化(Naveh and Lieberman, 1994)，其根本原因是自然生物圈被人为

技术圈所替代，而且替代的速度非常快。由于技术圈和农业产业化景观单向地

向生物圈景观及其外围的大气圈、岩石圈和水圈输出有害物质，从而引起了地

圈和生物圈的不稳定(Naveh, 2010)。这就是当今全球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之

一。 

    Naveh 认为只有通过文化的演变，通过合理的、整体的和动态的景观规划

和管理，这些敌对关系可相互转变为有益的、甚至是共生的关系，通过这样的

共生联系将引导生物圈生态区与技术圈生态区在结构和功能上结合为一体，从

而构成有凝聚力、可持续的生态圈，使得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都能够得到保证

（Nave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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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小结 

    本章综述了一些关于人类-自然复合系统的模型或理论，它们通过对其建

模，为探索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其中很多已经成为人们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

时必不可少的工具箱。这些理论虽然来自不同的学科，但显然是相互关联的。 

对这个复合系统的最常用的分析方法是将它分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两个

相互作用的部分。其中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若资源环境容量无限时，人们

总可以通过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来调和个体与全体的利益矛盾。而自然生

态系统则是有限、封闭的。随着复合系统的演化，它们之间的矛盾逐渐表现出

来。 

即当“空的世界”逐渐转变为“满的世界”时：外部负效应增加， ―公地悲

剧‖开始凸显；承载力下降，过冲可能发生；系统弹性降低； 需从―牛仔经济‖

转为―太空人经济‖ 。 

承载力从其本来含义来看，暗含了自然生态部分的某种固定性，即难以为

种群数量增长所破坏和改变，而且从根本上限制后者。但实际上过冲是可能发

生的，尤其是人类社会现在已经具备了巨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因而承载力其

实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可被超越的阈值，从这个意义上，有必要给承载力概念添

加时间条件，即永久性的承载。生态足迹方法通过全局和局部两个尺度，揭示

了承载力如何被超越的机制，即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贸易等方法进口承载力

并转嫁生态赤字。 

弹性模型则将承载力模型深化了，没有受制于自然生态部分的不变性的假

设，从而使一个更加一般化的概念。然而正因为如此，使得它似乎失去了针对

性，从而承载力的概念仍是必要的。承载力最常用于全球尺度，而弹性则更多

用于局部；而且对于承载力来说一旦超越则意味着崩溃，而弹性理论中阈值的

超越则未必总是毁灭。 

循环经济理论所暗含的模型认为复合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过程受阻或被改变

导致了系统的脆弱。在经济发展的“牛仔时代”，这种影响微不足道，然而经济

系统的膨胀使得使得其再也不能被忽略了。显然的这与“空的世界”转变为“

满的世界”所说的是一回事，但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是从一种动力学的角度来说

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的两分法。 

《增长的极限》则做了值得尊敬的一件事，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一个的

―世界模型‖来模拟复合系统的演化过程，从而把承载力具体化了，从而具有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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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义。但由于世界太复杂，未来在细节上太不可预测，具体的模型尚不能取

代概念模型。但是随着人们对复合系统的各方面运行了解的增加，此类模型应

该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Naveh 的整体人类生态系统从一种整体论和更长时间尺度上演化的角度上

来看待复合系统，并将目前的发展困境看作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如

果说在承载力或循环经济的概念框架中只是指出了从“空”到“满”这样一个

过程的话，Naveh 显然将这个过程给更加具体化了。 

总之，对人类-自然系统的建模是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述模型都为之

做出了贡献。然由于人类-自然系统的复杂性，从复杂系统理论中得到的启示将

有助于对上述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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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复杂性科学的相关进展 

3.1 引言 

  作为可持续发展科学的研究对象的人类-自然复合系统是复杂系统，这正是

使其扑朔迷离的原因所在。复杂性科学是近几十年来在系统科学的基础之上兴

起的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目前已经产生了一些理论。将复杂性理论

应用于人类-自然复合系统将能得到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启示，从而使原有的

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本章将从系统科学入手综述复杂性科学的相

关进展。 

3.2 系统科学基本概念和原理 

3.2.1 系统 

  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没有界定范畴和一般概念，思考就像在真空中呼吸，

是不可能的。而―系统‖无疑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所身处的世界的最为重要的概

念之一。 

    系统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得到定义。第一种方式是自上往下的，即将系统从

环境中隔离、分辨出来；另一种方式自下往上的，即表现为某些子系统之间紧

密的相互作用。前一种方法是整体论的，后一种则是还原论的，在实际中，我

们往往需要结合这两种方法。 

3.2.1.1 系统与环境 

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不存在真正孤立的东西。然而

这种联系并非是同质的或均一的，而是在某些地方或某些时候比较紧密而在另

一些地方或时候较为松散，它更像是镶嵌着各种水果的蛋糕而不是一锅均匀的

汤。世界是一个整体但并非是不可分析，系统嵌于整体世界之中，研究者必须

把他们要研究的系统与其环境区分开，部分地把该系统与世界的其余部分孤立

开来，这里的关键之处就是要在―关节‖处切割自然。世界的这种不均匀联系表

现为因果关系的内部性，联系紧密的部分之内往往存在着一些自反馈环，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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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互为因果。 

可通过对纷繁复杂的自然界的合理简化和抽象，把整个世界分为两个部

分，其一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部分，刻画比较详细（系统），而所有其余部分则

被大大简化（环境）。我们观察自然界的过程可认为是对真实的某种过滤，更

确切说是与被观察现象的一种耦合，我们总是只能提取真实的一个侧面，且这

个侧面体现了观察目的或手段。艾什比(1960)举了一个摆的例子：当我们研究

摆的摆动与它的长度的关系时，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在各个时刻偏离的角度，但

我们常常不管摆锤的化学组成，它表面的反射能力，悬挂链的导电性，摆锤的

比重、形状、合金的年龄、细菌的污染程度等等。 

     总之，世界的很大一部分都被认为与该系统无关而被忽略掉，而与系统

相关但不在系统之内的部分也被极大地简化，仅仅概括性地表现为一套固定的

参量。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抽象的系统的概念，这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概念工

具，它依据现实情况和我们的目的而定。物理科学之所以获得成功，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在受控实验中，近似实现了系统与环境的部分隔离(Auyang, 1999)。 

  系统与环境的边界往往表现为空间的边界，但也可能不是，只有真正发生

耦合的那部分，才是系统的组分。例如一棵老树，树干内部已经腐朽了，我们

常常不需要把它看作树的一部分。一些看似来自系统内部的现象，其实并不应

该被看作是系统自身得出的。 

3.2.1.2 系统与子系统 

  贝塔朗菲将系统定义为 ―相互作用的多元素的复合体。 ‖(Bertalanffy, 

1973)。即我们先有对元素的定义，后得到系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元素有

了认识之后就可轻易懂得系统。贝塔朗菲说：―系统问题实质上是科学中分析程

序的局限性问题，它过去常常由半形而上学的词句来表述，如―整体大于部分之

和‖。这里分析程序的意思是，一个被研究的整体被分解为可装配的几个部分。

应用分析程序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存在的，

或者微弱到对于某种研究目的可以忽略不计。第二，描述各部分行为的关系是

线性的，只有这样，累加性的条件才是可能的。一个系统可被定义为存在着―强

相互作用‖，即非线性的，描述它们的典型形式是一组联立的非线性微分方程

(Bertalanffy, 1973)。  

研究孤立的部分和过程是必要的，但是还必须解决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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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把孤立的部分和过程统一起来的、由部分间动态相互作用引起的、使部分

在整体内的行为不同于在孤立研究时的行为的组织和秩序问题 (Bertalanffy, 

1973)。 

3.2.1.3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综合 

   金观涛和华国凡 (2005)认为：―系统理论中的系统，一般就是指相对孤立体

系，那么什么是相对孤立体系，它是怎样划分的呢？首先，我们沿着因果长链

追溯时，忽略掉那些影响概率足够小的因素，把它看作系统所受的干扰和系统

之外的。其次，一个相对孤立体系尽可能是自相闭合的因果网络。第三，根据

我们研究的目的和系统变化的时间尺度，抓住主要的互为因果变量，构造出系

统模型。‖ ―严格地讲，系统不是指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人们的一种规

定。人们把一组相互耦合并且相关程度较强的变量规定为一个系统。‖ 

3.2.1.4 对系统的描述 

  状态指系统的那些可以观察和识别的状况、态势、特征等，一般可以用若

干称为状态量的特征表示，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系统的状态量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取不同的数值，称为状态变量，而它们的取值范围则称为状

态空间，或相空间(许国志等, 2000)。于是我们可以用状态变量在其状态空间中

的转移来描述一个系统。 

对于一盒子气体，可以用 P、V、T 描述其状态，然而从另一方面它是由大

量的气体分子组成的系统。一个社会系统，是由所有社会成员组成的，但却常

被描述为经济、政治、文化子系统。这里并不存在着矛盾，当把每个系统划分

为子系统后，由于每个子系统也有其状态（如每个分子的动量、位置），从这

些子系统的状态之中，可以推出系统整体的状态，统计热力学就是做的这项工

作。然而当系统十分复杂的时候，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划分（例如从不同的尺度

对系统的描述），它们之间未必是完全等价的，相互推导也是困难的，我们需

要选择最适合的划分方法，而这一点十分依赖于研究者对其对象的理解程度。 

这两种不同的表述有类体现在编程语言中则是面向过程与面向对象。如果

每个子系统都可只用一个变量表示，那么它们之间将没有什么区别。不然就是

有封装了，从而是面向对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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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 系统的数学定义 

  Ashby 定义了其所谓的―机器‖，也就是他所说的定态系统：―机器‖是这样

的东西，如果它的内部状态和外部条件都已知的话，那么它的行为也就是确定

的。也就是说，特定的环境条件（或者说输入，即那些对它有影响的变量）以

及一种特定的状态就唯一地确定了所要发生的转换(Ashby, 1960) 。 

  一般的过程可用函数表示，y=f(x)，系统中有发生这样的过程，但不同之

处是它会多次发生同一过程，所以一般用微分方程或差分方程表示系统（如果

需要表现出空间效应则是偏微分方程），这就是系统的动力学方程，它描述了

系统的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反馈、稳态等系统特征都可通过数学形式得到表

达。如下是一个微分方程组： 

    其中 x1,x2, ... ,xn 为状态变量，f1,f2, ... ,fn 为线性或非线性函数，c1,c2, ... ,cn

为参量。 

3.2.2 稳定性和结构稳定性   

    从现实世界中把研究对象给抽象出来并非意味着完全不顾被忽略的现实，

而是用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研究它们。现在它们被看作是对系统的某种形式的干

扰，而稳定性和结构稳定性的概念和方法就是为此而准备的研究工具。 

3.2.2.1 稳定性 

  系统会时常受到各种不同的干扰，导致其状态变量会时不时地被改变，那

么系统如何维持其自身不变的呢？当一个系统被确定后，即其演化方程确定

后，且参数不发生变化时，它会向其自身的稳态演化。这个过程中系统在很多

的状态中进行选择，排除某些状态，而进入某些少数状态，这些终态对演化方

程具有抵抗能力(Ashby, 1962)。这种机制就是稳定性。系统的稳定性是指系统

的状态在受到干扰下保持恒定的能力，也就是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一个状态如

果不稳定，必定是物理上不可实现的，至多在某个动态过程中瞬间出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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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状态空间如果没有任何稳定定态，必定是物理上不可实现的，也没有意

义，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许国志等, 2000)。 

  系统的稳定性可以通过其功能组分间的负反馈来说明，也可直接从描述系

统的微分方程的解来得到。状态空间中的各状态并非同等地位的，首先可分为

暂态和定态。系统在某个时刻可能达到但不借助外力就不能保持或不能回归的

状态集称为暂态，系统到达后若无外部作用驱动将保持不变的状态或反复回归

的状态集称为定态。相空间中充满了轨道，其中大部分是暂态轨道，只有少数

是定态轨道，而定态之中，又分为稳定和不稳定定态。这些稳定定态轨道的周

围可能分布着以其为终态的暂态轨道(许国志等, 2000)。 

  从相空间看，一个定态的稳定性问题也就是它附近轨道的稳定性问题。一

个定态是否稳定可以通过它周围的所有轨道的终态走向来判别。系统科学中把

对其周围状态或轨道具有吸引性的稳定定态称为吸引子。常见的吸引子有以下

几类(许国志等, 2000)： 

  1）焦点和结点，代表系统的平衡运动； 

  2）极限环，代表系统的周期运动； 

  3）环面，代表拟周期运动； 

  4）奇怪吸引子，代表系统的混沌运动； 

  5）混沌边缘，代表介于有序和混沌之间的运动体制。 

  吸引子表达了系统的目的性，广义地说，凡存在吸引子的系统，均为有目

的的系统。吸引子的存在把相空间分成了一些点的集合，称为吸引域。相空间

中吸引子和吸引域的关系类似于河流和其流域的关系(许国志等, 2000)。 

3.2.2.1 结构稳定性 

  状态空间是在给定控制参量的前提下建立的，前面所讨论的轨道、定态、

稳定性、吸引子等概念也全都是假设参量不变的情况下的结果。事实上系统的

参量同样会处于干扰之中，只是其受干扰程度小于系统的状态变量，发生的变

化比较慢而已。参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系统的环境，它不是系统的一部分却

对系统造成影响。 

  参量的取值范围为参量空间，不同取值代表了不同的系统，形成了一个包

含无限多个不同系统的系统族。给定参量空间的一点，即给定一个系统极其相

图结构，改变参量，考察它所引起的系统相图的变化。如果系统相图只有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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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即控制参量的小扰动不会引起系统相图定性性质的变化，就说系统是结

构稳定的，否则就说系统是结构不稳定的。 

  一个处处结构不稳定的系统没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系统理论无需研究

它。一个处处结构稳定的系统不可能演化，在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现实存在

的系统在参量空间中几乎处处是结构稳定的，但必定在某些特殊点或点集出现

稳定性丧失，即控制参量的微小变化引起系统定性性质的改变 (许国志等, 

2000)。所谓定性性质的改变，包括： 

  1）定态的创生（从无到有）或消失（从有到无）； 

  2）稳定性的改变，原本稳定的定态失去稳定性，或原本不稳定的定态变为

稳定的； 

  3）原稳定定态失稳，出现一个或几个新的稳定定态，但新旧定态属于同一

类型； 

  4）从一类定态经分岔出现不同类型定态； 

  5）相空间定态分布的改变。 

  在结构稳定的区域内系统只有渐变，一旦走出结构稳定区域，就会出现从

某一稳定态向另一稳定态的突变(许国志等, 2000)。 

  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定义系统，将其进行一定扩大，使得原先作为参量的变

量现在成为新定义系统的状态变量，那么原系统的参量变化就成了新系统中的

状态转移。 

3.3 复杂系统的演化 

3.3.1 复杂系统 

  Weaver(1948)依据系统的组成结构特征把复杂性分为三类：有组织简单性

（organized simplicity）、有组织复杂性（organized complexity）和无组织复杂性

（disorganized complexity）。Weinber(1975)提出了小数系统（ small-number 

systems）、中数系统（middle-number systems）、大数系统（ large-number 

systems）。小数系统的组分数量少，相互作用方式简单，常表现出有组织简单

性，可以用传统的数学分析方法（如牛顿力学）研究。大数系统组分数量大，

但表现出随机性，产生所谓的无组织复杂性，可用统计物理方法研究。然而可

持续科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中数系统，它们表现出有组织复杂性(邬建国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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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军, 1999)。 

  钱学森根据组成系统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种类的多少和它们之间关系的复

杂程度，把系统分为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两大类。前者指组成系统的子系统数

量比较少，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如果子系统种类很多并有层次结构，它

们之间关联关系又很复杂，这就是复杂巨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又是开放的，就

称做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例如：生物体系统、人脑系统、地理系统（包括生态

系统）、社会系统、星系系统等，这些系统无论在结构、功能、行为和演化方

面，都很复杂(钱学森等, 1990)。 

  金观涛认为，复杂系统来自于随机性与因果性的恰当组合，生命正好诞生

于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之间，它恰恰是将概率关系与因果关系合适配合的结

果，因为物质尺度越大——例如行星，它的运动规律几乎遵循着铁的必然性，

而在量子力学的世界中，则随机性占了主导地位。只有在宇观与微观之间才能

做到这一点(金观涛, 2005)。Simon 指出，子系统相互结合时首先是通过较强的

相互作用，当强的相互作用消耗掉之后，才使用较弱的相互作用。原子核内部

的结合力比原子之间的结合力强好几个数量级，从而形成了难以逾越的等级

(Simon, 1962)。而在复杂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强弱差别不大的力的作用。例如

在分子水平上，各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强弱相差不大，从而形成了大量种类的分

子，为复杂系统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在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水平上也是如

此，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从而复杂系统得以出现。 

在一个杂乱无章的环境下不可能形成任何稳定的组织，在一个一成不变的

环境下则会形成稳定而不变的组织。现实中的环境处于两者之间，既有稳定

性，又有变化。在这种环境下能形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组织，但是却又不是一

成不变的。现实系统的这种复杂性为研究其演化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对于简单

的系统来说，上一节所介绍的概念和方法可以适用；对于随机的大数系统如气

体，虽然其组分数量很大，但从整体论的角度看仍是简单的，可以用少数状态

变量表示；但是对于复杂系统，则产生了很大困难。一方面，由于需要使用很

多的状态变量，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则状态变量和参量的区别

根本就不明显，而且随时间变化，甚至数学地定义系统也很困难。对复杂系统

的研究，需要从演化的角度。 

对复杂系统的演化，最初是通过对一些常见现象的解释而来的，其中最重

要的是大量存在的自组织、适应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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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自组织 

3.3.2.1 自组织与他组织 

    正如前述可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定义系统，也可以从这两个角

度来看待复杂系统的演化，但含义有所不同。自上而下的视角是将系统与环境

作为一个整体定态系统，描述其演化，并从中区分出系统和其环境来。例如

Ashby 认为只要我们给定一个动力学系统，其演化方程保持不变，且系统尺寸

足够大，那么给定一个初始状态并让它运行足够长时间后，就会发现系统中的

各种形式都变得对演化方程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这时，将整个系统分成两部

分，把其中一部分称为―组织‖而另一部分称为―环境‖，就会发现―组织‖能够很

好地适应―环境‖的干扰(Ashby, 1962)。这个解释也将自组织与适应性联系起来。 

自下而上的视角就是所谓的自组织理论。Ashby 这样描述所谓自组织过

程，假设某个系统的状态空间为集合 S，―组织‖的过程就是一个函数 f，将 S 映

射到 S 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没有发生变化，除非有另外一个函数能使系

统的函数 f随时间改变，然而这是无法在系统的状态空间S中得到描述的，而是

必须有来自系统外的某个媒介，作用于 S。所以一个系统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

上―自组织‖。 也就是说必须扩大系统的范围，使其参量成为可变的，才使系统

发生改变，而这不是系统本身所能做到的，所以必须包括进原系统的一部分―环

境‖成为新的系统，才使原系统―被组织‖(Ashby, 1962)。Kampis 指出，部分的自

修改是可能的，但完全的自修改则是无法实现的。例如LISP 语言是一种十分灵

活的语言，允许程序在运行时对自身进行直接的修改。但是，程序内存在一个

等级结构，虽然允许在某个层次上修改，但是总存在一个基本的层次，是完全

不可修改的，这一层次就是 LISP 语言的解释器(Kampis, 1995)。 

3.3.2.2 自组织的热力学与动力学 

von Foerster 从热力学的意义上论述了绝对的自组织系统不可能存在。设想

一个有限的宇宙 U0, 以绝热边界闭合，内有两部分，以闭合边界隔开，自组织

系统 S0，及其环境 E0(如图 3-1)。如果自组织系统 S0要组织，即变得更为有序，

则其熵要下降。这样，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其环境部分 E0 的熵必然增加，由

于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整个宇宙的熵也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也就是说绝热边

界以内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熵是增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自组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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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任何由绝热边界所包含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都不可能是自组织的。于是，

系统若是自组织的，则其必须是耗散的，与其环境发生着交互作用，其熵减以

环境的熵增为代价 (von Foerster, 1960) 。 

 

图 3-1 自组织系统与环境（改绘自：von Foerster, 1960） 

 

  普利高津研究了热力学中开放系统的演化规律，这些系统遵循非线性动力

学定律，而且保持与其环境的接触以便能进行能量交换。如果这些系统被驱使

而远离平衡，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情形，会形成新的系统，它们表现出空间和

时间上都有序，而且它们对于扰动是稳定的。普利高津把这些系统称做耗散系

统，因为它们是通过耗散过程而形成并得以保持的，耗散过程的发生则是由于

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这种交换一旦停止，耗散系统也就不复存在了，

它们在与其环境的共生之中生存(普利高津, 1987)。 

  均匀的温度分布对于初始的非均匀分布来说是一个吸引中心，普朗克指

出，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区分自然界中各种类型的状态之间的差别，其中一些状

态是另一些状态的吸引中心，不可逆性就是对这个吸引的表达。而普利高津证

明平衡态并非是唯一的吸引中心，在远离平衡态的地方存在着其它的吸引子，

系统可以通过涨落从平衡进入非平衡的稳态(普利高津, 1987) 。 

通过耗散结构理论，平衡与非平衡的矛盾得以调和，沟通了物理学和生物

学。但是，现实中的耗散结构系统多种多样、纷繁复杂，耗散结构理论仅仅是

认可了它们存在的可能性，给出了热力学概念上的描述，但具体应用时还必须

借助于动力学，没有从热力学上真正解决问题(柴立和和郎铁柱, 2003)。 

3.3.3 系统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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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组织的悖论说明了系统在适应环境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从而必须从与

环境的耦合过程中来看待系统。既然系统的结构本身在不停变化，那么就面临

了重新定义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该如何确定系统的边界。

系统要作为一个研究单元，必须要维持其同一性（Identity）。确定系统同一性

的关键是找出所研究系统的某些自然属性，它们经时间和空间转移而保持不变

(Cumming and Collier, 2005)。当然这些属性绝非是可有可无的那些，而是系统

所赖以存在的。 

  Ashby 引入了基本变量的概念，可看作是这种属性的表达。每一种生物都

有许多变量是与其生存密切相关的，而且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动态关系，因此其

中任何一个的显著变化都迟早会引起其他变量的显著变化。这一组重要而又密

切相关的变量可以看成是这种生物的基本变量(Ashby, 1960)。显然对于恒温动

物来说，其体温是一个基本变量，血液中某些物质的浓度也是其基本变量，而

其体毛长度则不是。基本变量的概念当然不必限于有机体，对于一支军队来

说，某个普通士兵的死活并非基本，而指挥机构则是基本的；对于一个干旱的

生态系统来说，水是其基本变量；对于一个群落来说，关键种是基本的。当

然，基本变量与非基本变量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重要程度。有些变

量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基本的，例如氧气对于陆地动物来说是分秒不可缺的，

但是它在环境中是稳定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感觉不到对它的需要。弹性理论

中的―慢变量‖可看做与基本变量类似的一个概念。 

  对于那些难以找见基本变量的对象来说，我们往往发现难以定义其同一

性。若我们观察天空中漂浮的一朵云，我们会发现它一边移动一边不停改变自

己的形状，裂变成几朵小云以及和其他云朵逐渐融合在一起，这时我们再也无

法追踪到先前的那朵云了，它消失了。但若我们观察的是一个人，他一直不停

地进行新称代谢，其组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细胞在凋亡，并且被新生的细胞

所替代。他的容颜在日复一日变老，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原来那个人，直到

有一天他死去，这时，我们认为他不再存在了。在这两个例子中，都发生了从

存在到不存在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对云朵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渐变，我们很难说

云朵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存在了，或者即使其仍存在的时候，它也是很模糊

的。而对于人来说，这个过程是清晰的，我们能够清晰地区分其活着和死亡，

即使他活着的时候在不断发生老化，但是我们对于其同一性是没有疑义的。 

显然，人体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而云朵这样的东西则一般不作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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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而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其他类型，例如昆虫的完全变态发育过

程，系统发生某种突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同一性，但是并没有死亡或

崩溃。 

Maturana(1978)区分了―组织‖(organization)和―结构‖(structure)：―组织‖是指

一种发生于部件之间的抽象关系。通过指定一个区域，组织在其中发生相互作

用，并被赋予了不可分解的整体属性。组织这种关系定义了一个包含了某种特

定类别组件的实体系统，并且决定了该实体的抽象属性。―结构‖是指实际的构

成部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些部件和关系必须满足于他们所属的合成

实体的组织抽象关系，并且决定了一个发生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扰动的空间

区域，但是结构没有决定它作为一个实体应该具有哪些属性。某个个体（unity）

的―结构‖可以发生―组织‖范围内的变化而不影响实体的同一性，但如果超越了

这个范围，就会解体。而这个范围，就是维持其―自创造性‖（autopoiesis)，也就

是 Maturana 给生命下的定义(Maturana, 1978)。例如每个人都随时间发生变化，

外貌的以及性格的，但是我们会说某个人变了却不会说某个人不再是他了，除

非他死了。 

3.3.4 适应性 

如前所述，自组织过程就是系统通过与环境交互而改变的过程，它跟适应

性是十分相似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往往说的是系统从无到有

的过程，而后者，则是在一个已经有了―能动‖的适应主体的条件之下的。简单

系统不具备适应性，只是被动地随环境而改变，只有达到一定复杂程度能被当

做个体之后才可以说适应性。 

Ashby 认为，生物体的一种行为方式若能使基本变量保持在生理学的限度

内，它就是适应的。生物的适应就是生物体与其所处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

处于稳态，当说某个系统具有适应性时，从来都是针对某个环境而言的。

Ashby 还定义了超稳定系统的概念，来刻画一个主动适应环境的系统：两个由

连续变量组成的系统（一个称为―环境‖，一个称为―反应部分‖）相互作用，它们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索及其在内蒙古草原的应用 

 40 4

0 

40 

 

图 3-2 超稳定系统（改绘自：Ashby, 1960） 

之间有一个基本反馈（例如通过复杂的感觉和运动肌通道），另一种反馈是以

慢得多的速度间断工作着的，它由环境作用于确定的连续变量，而连续变量反

过来对某些阶跃机制发生影响，作用方式是这样的：只有当基本变量超出所给

极限时，阶跃机制才改变自己的值。阶跃机制影响到反应部分，它们用改变参

数的方式决定了后者对环境作出哪些反应。因此，依靠阶梯函数，系统表现生

物学称为试错法的适应行为，即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进行尝试，最后稳定在

不再与环境临界值相抵触的范围内(Ashby, 1960)，（图 3-2）。 

3.3.4 复杂系统的演化 

  对于简单的系统，可以通过其演化方程来考察，突变论提供了方法。在自

然界中，控制某个系统参数的是另外一个或多个系统；而原系统的状态变量常

影响着别的系统的参量，于是常是形成新的耦合系统。结果是难以把系统与其

环境截然分开，无法得到其演化方程，所以演化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系统的

参量空间的维度可以是无限的大，如果说研究系统需要从关节处切割自然，那

么研究系统的演化时，则需要从时空中找寻这个关节。 

    总之，现实世界中联系和相互作用是无所不在的，系统的概念虽然十分有

用，但因为系统边界一直在经历变化，我们往往都无法明确确定系统，从而也

无法通过建立其状态方程描述其演化。 

  耗散结构的概念也是不够用的，因为那个―稳定的动态结构‖并不存在。举

例来说，有机体是一个耗散结构，通过新陈代谢维持自身，但当我们要研究其

生长、繁殖、和适应性行为时，就需要引入新的概念和理论了。这就是复杂系

统理论所探索的领域，在这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复杂系统演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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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复杂系统演化理论 

3.4.1 自然选择理论 

  自然选择理论无疑是最基本和广为认知的自组织理论了，源于达尔文于

1859 年发表的《物种起源》，用于解释生物界的演化现象。其主要内容有四

点：过度繁殖，生存斗争，遗传和变异，适者生存。 

  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普遍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都有依照几何比率增长的倾

向。繁殖过度引起的生存斗争，生存斗争包括种内斗争和种间斗争。由于生存

斗争，结果只有少量个体生存下来。凡是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适应环境的，而

被淘汰的生物则是对环境不适应的，这就是适者生存。通过遗传，生物的适应

性的性状传延续到后代并得到散布，通过变异，新的性状能不断产生，以便有

可能更好地适应环境或者应付环境的可能变化。通过这些机制，自然选择理论

说明了生物在环境中的演化过程。由于生物所在的环境是多种多样的，因此，

生物适应环境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经过自然选择也就形成了生物界

的多样性。  

  自然选择学说虽然是用来描述生物界的进化的理论，但却蕴含了关于复杂

系统演化的某种普遍原理。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不仅发生在生物界，而是具有

更广泛的意义。虽然只有生物才具有遗传和变异的现象，但类似的机理却在其

他系统中广泛存在。霍兰以自然选择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应用广泛的优化算

法──遗传算法。 

3.4.2 超循环论 

  Eigen 和 Schuster(1977)提出了超循环理论，推广了达尔文的学说并用它来

说明生命产生之前的大分子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起源问题的一个关键是信息

如何在无时无处不在的随机干扰的情况下得到保存以及增长。Eigen和 Schuster

强调，在没有错误更正机制的情况下，自复制分子系统的长度受限于复制过程

的准确率。在前生命时期的环境下，复制过程的实际突变率使得能够得到的分

子的长度很短，若没有错误更正机制，则自复制系统能形成的最长分子的长度

由于受到复制准确率的限制，使得复杂的结构无法产生。必须将分子以满足以

下要求的方式连接起来： 

1）此种联接必须仍然允许每一自复制单元与其错误拷贝进行竞争，否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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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单元就不能保持其信息。 

2）此种联接必须―切断‖在那些自复制单元之间的竞争，这些单元应该整合

成某种新的功能系统，并且在它们中间有协同作用。 

3）整合的功能系统必须能够有利地与任何其他效率较低的系统或单元进行

竞争。 

只有引入交叉催化，将自复制单元循环联接起来，从而形成超循环结构，

才能满足这 3 个要求。超循环是较高等级的循环，指的是由循环组成的循环，

即经过循环联系把自催化或自复制单元等循环连接起来的系统。从动力学性质

看，催化功能的超循环是二次或更高次的超循环。在此系统中，每一个复制单

元既能指导自己的复制，又能对下一个中间物的产生提供催化帮助(Eigen and 

Schuster, 1979)。 

超循环理论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建立了一个通过自我复制、自然选择而进

化到高度有序水平的自组织系统模型，以解释多分子体系向原始生命的进化。

选择的对象不是单一的分子种，而是拟种，即以一定的概率分布组织起来的一

些关系密切的分子种的组合(Eigen and Schuster, 1979)。 

3.4.3 等级理论 

  事物之间都是普遍联系的，但是，某些事物联系得更为紧密一些。整个世

界是一个相互联系之网，其中大部分具有不同数量级的强度，使得等级结构清

晰可辨(Simon, 1973)。等级系统指由相互关联的子系统组成的系统，而且子系

统也是等级系统，直到某种底层的基本系统(Simon, 1962)。 

  Simon(1962)用一个关于两个钟表匠的寓言来说明为什么复杂系统常呈现等

级结构。两个技术高明的钟表匠 Hora 和 Tempus，分别开了自己的钟表店为

别人制造钟表。每个钟表都同样多零件组成，但是他们制造的方法有所不同，

Hora 先把一些零件组成小的部分，然后再将这些部分组装成完整的钟表；而

Tempus 则只会一次性地制造整个钟表。由于他们都经常被人打扰，而一打扰就

得放下手上的工作，而当回到工作时，必须重新开始。结果，Hora 总体的速度

更快，从而生存下来并兴旺发达，而Tempus则破产了。此寓言说明了中间稳态

的重要性，因为进化过程中存在各种干扰，不稳定的中间态无法存在，从而也

就无法通过造表匠 Tempus的方式得到复杂系统，由于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系统来

源于演化，所以等级结构也就成为了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系统常用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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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系统的等级性即演化过程的层次性：在原有的背景上产生某一复杂程

度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又成为新的更复杂组织得以产生的背景，这样逐渐上

升。 

    现实中的等级系统的各层次之间往往存在过程速率的差异。高层次以慢行

为为特征，而低层次以快行为为特征。不同层次之间有相互作用关系，高层次

结构对低层次结构有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是同级的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结

果，而低层次系统又为高层次系统提供机制。 

  系统的等级性表示了系统可以表示为多个子系统之间的松耦合，而子系统

内部则有相对的高內聚。这就是―近可分解系统‖，它不同于元素间只有随机关

系的观点，也不同于联系处处紧密而使整体处于混沌，而是处于两者之间。这

一重要思想也为其它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过。Ashby 在《大脑设计》中说：―通

常的观察标明，正常的地球环境经常显示出一系列密切相关的性质：（1）变量

中有许多个，常常是大多数变量，在可以感觉得到的时间间隔里保持不变，因

此，它们的行为就好像部分函数（指具有有限的变化区间和常数区间的函数）；

（2）和这种不变性相关的是大多数环境变量只对全体变量中的少数几个变量有

直接影响。所以，在地球上生活的生物遇到的大多数环境包括许多部分函数。

反过来，部分函数的系统足以代表非常广泛的一类平常出现的环境‖(Ashby, 

1960)。 

  Simon 提出的等级理论是一种巢式结构，即包含型的。然而还存在另外一种

意义上的等级系统即非巢式等级系统(Wu, 1999)。如―牧草-山羊-牧羊人‖格局，

或者―士兵-排长-连长……‖格局，前者向后者报告，后者则调控前者。非巢式

等级系统中―等级‖的含义即这个词的原来意义。如果把等级关系定义为组分之 

 

图 3-3 两类等级 巢式：单兵-排-连；非巢式：士兵-排长-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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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一种偏序关系，则在巢式系统中，这种偏序是组成关系，而在后者，则是

控制关系。食物网是一个具有反馈控制的链网，消费者具有一部分反馈控制作

用。必须指出的是巢式等级和非巢式等级并非对立的，巢式指的是系统与子系

统及子子系统的关系，而非巢式则是指在同一层次上的各子系统之间的一种关

系，见图 3-3。 

3.4.4 自组织临界理论 

  幂律现象大量存在于自然界中。例如，经济学中的 Pareto 定律：少数人的

收入要远多于大多数人的收入，个人收入 X 不小于某个特定值 x 的概率与 x 的

常数次幂存在简单的反比关系：P[X≥k]～x-k。常见的例子还包括地震规模大小

的分布(古登堡-里特定律) ，月球表面上月坑直径的分布，行星间碎片大小的

分布，太阳耀斑强度的分布，计算机文件大小的分布，战争规模的分布，人类

语言中单词频率的分布等等(胡海波和王林, 2005)。 

  统计物理学发现，一个封闭的平衡系统能展示由幂次定律所表征的复杂行

为，但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即把两相分开的临界点。而临界状态需要通

过精确调节如温度、压力等参数才能达到。自然界中广泛发生的幂律关系是否

也与临界状态有关呢？ 

  1987 年，Bak 等人提出了自组织临界理论(SOC, Self-Organized Critical)对此

做出了解释。自组织临界性理论认为，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大系统能够自发地

朝临界状态演化；在这种自组织临界状态，一个小的事件会导致一个大事件乃

至突变；自组织临界性理论是一种新的观察自然界的方式。其基本立场是，认

为自然界总是处于持续的非平衡状态，由于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它

们可以组织成为一种临界稳定的状态，即临界态(Bak et al., 1987)。 

  自组织临界系统演化到复杂的临界态时没有受到任何外界作用的干预，并

且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暂态时期。Bak用沙堆模型来演示自组织临界过程。设

想往一个堆在桌面上的沙堆不断地添加沙子，起初沙堆较平矮，沙崩很少发

生，随着沙堆高度增加，其坡度也增加，到了一定的时候，沙堆的坡度达到了

一个临界值，这时新添加一粒沙子就可能引起大小不同的沙崩，这时整个沙堆

处于―自组织临界态‖，而沙崩的大小与其发生的频率呈幂律关系。（图 3-4）。 

Bak 还用自组织临界理论对社会的演化进行了推断。―如果这是现实世界的

真实情景, 那么我们必须接受生物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观点：不稳定性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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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过去那些特定的不重要事件的结果是偶然的，因而

我们也必须放弃详尽的长期决定主义或可预测性的观点。在经济上面， 从一

种自私的观点来说，我们能尽力而为的就是把灾难转移到邻邦。‖―自组织临界

性可以看作是灾难主义的理论判据。‖(Bak, 1996) 。 

 
图 3-4 沙堆模型。（引自：Bak,1996） 

3.4.5 高优化容限理论 

  自然界和工程界存在大量运行于不确定环境下的复杂系统。这类系统通过

自然选择或工程设计已经实现高度优化，从而对干扰表现出一定的鲁棒性。然

而这类系统与自组织临界一样表现出幂律特征，它是系统的收益、资源消耗和

对风险的容忍这三个因素权衡的结果。为此，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 Jean 

Carlson 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的 John Doyle 提出了 HOT（Highly Optomized 

Tolerance）理论，以概括这类不同于自组织临界系统的行为(Carlson and Doyle, 

1999,2000,2002)。Tolerance 强调的是复杂系统的鲁棒性是有条件的和有限的，

必须通过管理和保护。Highly Optimized 则强调复杂系统并非随意的组合，而

是高度结构的，来自于有意的设计或者进化，从而与自组织临界相区别。 

  在 HOT状态下的系统，对于设计内的干扰具有很强的鲁棒性，但是，对于

设计时未考虑到的因素，则表现出脆弱性。也就是说，HOT 系统是既鲁棒且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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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HOT 理论认为，复杂系统中的幂律分布规律以及其他特征诸如对干扰的

鲁棒性和对结构缺陷的敏感性，是由于系统设计或演化中的优化行为所致

(Newman, 2000)。 

  对于由许多子系统连结成的复杂系统，不管是自然演化还是人为设计的， 

当该系统可以有效地容忍某些不确定因素时（具强健性），将对其它未被考虑

到的不确定因素变得更敏感。HOT 理论所关注的系统是那些经过最优化的，不

论是通过自然选择或工程设计，以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提供可靠的功能，认为这

些系统中的幂律是由于产出、资源耗费和对风险的耐受力之间的取舍而造成

的。HOT 的特征有(Carlson and Doyle, 1999)：  

  1）高效、高表现，以及对设计针对的不确定性的高可靠性。  

  2）对设计错误和未考虑到的干扰十分敏感。  

  3）具有其特定的构造。  

  4）幂率。 

表 3-1  SOC、HOT 以及实际数据所表现的特征（引自：Carlson and Doyle, 2002） 

 性质 SOC HOT 和 数据 

1 内部结构 无特殊结构，同质的，自相似 有结构，异质的，非自相似 

2 密度或产出 低 高 

3 鲁棒性 低 高 

4 最大事件大小 很小 大 

5 大事件的分布 分形 紧凑 

6 产生幂律的机制 临界内部涨落 导致健壮性的行为 

7 幂律指数(α) 小 大 

8 幂律指数(α)与维度(d)的关系 α≈(d-1)/10 α≈1/d 

9 设计程度 小(1) 大(∞) 

10 增加模型分辨率 不变 新的结构，新的敏感性 

11 对外力的反应 同质的 不同的 

    HOT 的例子有：生物、流行病、航空和汽车设计、森林和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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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交通、电力系统(Carlson and Doyle, 1999)。 

Carlson和Doyle (2002)还对 HOT和 SOC 进行了比较，认为自组织临界性并

非是幂律的唯一来源。而且，在工程和生物学中，复杂系统几乎都是内在复杂

的，而且演化朝着在多变环境中有确定性行为的方向发生， SOC 和 HOT 是产

生幂律的很多机制中的两个(表 3-1)。 

如果说 SOC 是产生复杂性的内在机理，则幂律来自其内部结构的临界性，

事件的大小与其原因无关，大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临界状态时连接度达到系统范

围。与之相对的是，对于 HOT，幂律统计特征是―鲁棒，但同时脆弱‖的体现，

作者认为这是复杂性的关键之处。长尾反映了高密度和生产率的系统的一种取

舍，其内部变量被调节到面对常发生的干扰事件时只有小的损失，但对于罕见

事件则会有大的损失，即使这种干扰很小( Carlson and Doyle, 2002)。 

3.4.6 双相演化理论 

  双相演化理论（DPE, Dual phase evolution）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 David Green 等人提出的一个解释复杂系统演化的理论框架。这个

理论来源与对生态系统演化的观察，包括：1）地质时间尺度上化石记录显示的

物种进化的点断平衡，即物种数量在一个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然后是一个大灭

绝事件，并继之以一个短暂的大爆发期。2）第四纪孢粉学显示植被按物种组成

可被划分为多个时期，各时期之间植被的物种组成相差很大，而它们之间的转

变常常伴随着火灾。   

 

图 3-5  DPE 中的各个过程(改绘自：Gree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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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 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Green et al., 2006)： 

  1）状态空间包括两个阶段（phase），一个阶段（exploration phase）由变异

作用所主导，而另一个阶段（exploitation phase）由选择作用所主导。 

  2）随着两相转变的重复进行，系统所达到的复杂度逐渐增加。 

3）两相之间的转变由外来干扰推动。 

4）干扰过后，系统解耦为低连接度的斑块，此时使混沌可成为新奇性的来

源。  

5）随着时间流逝，系统的连接度逐渐变大。 

6）当连接度大过阈值，不稳定的相互作用和适应度差的设计被自然选择所

淘汰，剩下更复杂、稳定和有序的结构。(图 3-5, 3-6)。 

 

图 3-6  DEP 机制，系统在连接程度很高和很低的两相之间跳跃。 

 (改绘自：Paperin et.al, 2011) 

DPE 理论解释了很多复杂现象，包括不断产生新奇性，模块化，无标度网

络，临界性。DPE过程在不同尺度的大量的CAS 被观察到：生态系统、社会经

济系统、搜索算法等。 

生态系统的 DPE 过程表现为：当景观的连接度小的时候，物种面临的选择

压力较小，所以各种变异不致于立刻被淘汰，使得多样性增加。此时外来干扰

也只在局部斑块上起作用，而没有全局影响。随着连接度变大，选择压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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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得一部分物种灭绝，多样性减小，系统进入稳定态，但干扰（如火灾）

造成的影响也成为全局性，终使系统受到毁灭性打击，又回复到连接度低的

相。系统处于不连接相时，趋向于平衡，表现出强的局部变异性，但很少有大

尺度的变异。在连接度高的相，局部变动性小，但是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是难以

预料的，在各个尺度上都展现出明显的变化。紧密的相互作用网络，在提供了

稳定性机制的同时，也方便了干扰的传播。 

 

图 3-7 DEP 与 SOC. (引自 Paperin et al., 2011) 

DPE 理论与 SOC 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但也有些不同。SOC 理论认为复杂适

应系统自组织到有序与混沌之间的临界状态，DPE 理论认为复杂适应系统将在

两相之间循环 (图 3-7)。 

3.4.7 适应环和等级适应环 

3.4.7.1 适应环 

  Holling 认为，生态社会系统的动态可以用一个环来表示，即适应环(AC, 

Adaptive Cycle)，它分为 4 个阶段。首先是 r 阶段，系统经历比较快的增长，然

后进入到一个缓慢而保守的 K 阶段。在这期间，系统的连接度和稳定性增加，

并且积累了资本。对于生态系统，如养分、生物量、物理结构，对于经济或社

会系统，其积累的资本如技术、人际关系网等。这些增加的资本不仅可被本系

统所使用，也可能被其它系统所使用。当进入 K 阶段的时候，聚集的养分和生

物量越来越为系统所固持，而排斥其它竞争者对其的使用，即系统的连接度增

加、控制力越来越强，而这最终导致过度连接和僵硬的控制，意外不可避免地

将要发生。这时系统进入 Ω 阶段，此时，在某种外界的干扰下，系统将发生一

种突然变化，将其逐渐积累和固持的资源释放，而系统的组织严密性也丧失

了。然后进入 a 阶段，系统进行重新组织，有可能重复上一循环，也可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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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不同的循环。这一阶段是最不可预测的。也可把适应性循环看做由两个半

环组成，即 r 阶段和 K 阶段组成前半环，Ω 阶段和 a 阶段组成后半环。在前半

环，系统的发展基本上是确定的、可预测的，而后半环则是不确定和不可预测

的，发生了一种―创造性毁灭‖(Holling, 2001)，(图 3-8)。 

  适应性循环的三个性质(Holling, 2001) ： 

  1）潜力(potential)：即系统可接受的改变量，它决定了系统未来的可能性范

围。被认为是系统的―财富‖(wealth)。包括诸如：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积

累资本及无法表示的创新和变化等。在生态系统中，所谓的―财富‖积累相当于

营养、生物量的积累。在经济或社会系统中，则相当于技术的提高、人脉关系

网的构建以及在此过程中逐步增进的信任与融合。 

  2）连接度(connectedness)：系统内部的控制力大小，即内部控制变量和过程

的连接度，它是系统是灵活或僵化的度量，如它们对外界干扰的灵敏性。 

  3）弹性(resilience)：即系统的适应力，是系统对非预期或不可预测干扰脆

弱性的量度，可看成是与系统脆弱性的对立面。 

  这三个属性存在于各个尺度上，从细胞到整个生物圈，从个体到整体文化 

(Holling, 2001) 。 

 

图 3-8 适应性循环。(引自：http://www.resalliance.org/index.php/key_concepts) 

   

上述只是适应环的一般模型，但现实中的适应环并非都是如此，而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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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下一些变形(Holling, 2001)（图 3-8）： 

  1）物理系统。由于缺乏创新和变异能力，限制了其发生进化的能力。例

如：板块运动，以及 Bak 的沙堆实验所表现出的从 K 阶段到 Ω 阶段的―自组织

临界‖性。 

  2）经常受到不可控制或不可预测的外部强烈扰动，而内部的调节能力又很

弱并且对有利机会很敏感的生态系统或动植物群落。这些系统倾向于停留在适

应性循环的左边，在 a 和 r两个阶段反复。 

  3）生态系统和人类组织，具有可预测但是多变的输入，具有在多个尺度上

调节外来干扰的能力。例如：多产的温带森力和草原，大的官僚系统。这些系

统体现出适应环的整个过程。 

  4）拥有高效的内稳态调节机制的有机体。例如：细胞对离子的调节，温血

动物对温度的调节能力。在这些系统中，系统变量维持在内稳态附近，从而个

体被可以有很大的活动自由。这个例子体现了由局部控制导致系统可以把握在

另一个尺度上的机会，使适应环转移到 Panarchy 结构的更高层次中。 

5）人类系统。具有预见性和主动适应外部变动能力，能够利用各种机会。

例如：企业，期货市场，一些传统的文化。 

3.4.7.2 等级适应环（Panarchy） 

    我们所关注的尺度并非独立存在，与其相邻的不同时空尺度内发生的一

切，既和它密切相关又影响着它的发展。在每个尺度内，系统是按照其自身的

适应循环发展的。同时，尺度间的关联决定着该系统在另一个尺度内会有怎样

的行为表现。可见，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一个运行于不同尺度并且相互联系的

适应性循环的等级结构构成。这些系统在每一个尺度的结构形成和动态发展都

是由一组关键过程驱动，也正是这组相互关联的等级结构决定了整个系统的行

为，这组相互关联的等级结构被称为―等级适应环‖（Panarchy）(Resilience 

Alliance, 2010)。 

  Panarchy 是用来描述复杂适应系统的演化特性的一个概念。它是由自然系

统（如森林、草地、湖泊、海洋），人类系统（管理结构、居住结构、文化），

以及人类-自然系统（如管理自然系统的机构）和社会-生态系统（如合作演化的

管理系统）以一种永不停息的适应性循环为层次并相互连接组成的等级结构。

这些循环以巢式方式相包含，跨越从叶片到整个生物圈的空间尺度，以及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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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到地质时间尺度，或者从家庭到整个社会政治范围的从年到世纪尺度 

(Holling, 2001) 。 

Panarchy是不同等级的适应环组成的体系。这些环的运行以及它们之间的

交流决定了系统的可持续性。Panarchy作为一个整体，只要层次间的关系没有

发生变化，并不会因为某个层次的变量及其交互的变化而解体。于是它允许在

各层次内进行试验，从而加快了进化速度 (Holling, 2001) 。 

  Panarchy与传统的等级结构的区别是它有两个重要特性，首先是适应性循

环，各层次由动态的具有适应性的适应环组成，而不是静态的结构，在不同的

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性质，尤其是a阶段作为多样性的引擎和层内的试验场。其次

是层次间的联结，在各层次的不同演化阶段之间存在多种潜在的联系。 

 

 

  图 3-9 Panarchy 等级间的联系（引自：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 

 

  在 panarchy 不同层次之间的不同阶段比较关键的两类联系是―revolt‖ 和

―remember‖。 Revolt 指一个低层次的关键变化可能会级联到高层次即较大较慢

的层次，尤其是当高层次处于其 K 阶段，处于僵化和脆弱状态时。生态学上的

一个例子是森林火灾。一个局部的火星首先造成一个小范围的地面着火，然后

蔓延到树冠，接着到整个斑块，再到整个区域。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更大更

慢层次的扩散。一个社会学的版本是当某个组织处于其脆弱僵硬阶段时，一个

个人就可成功地推动整个区域的组织转变(Holling, 2001)。 ―remember‖指当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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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次发生灾变后的重生过程中，其处于 K 阶段的上一层次会对其起很大影响

作用。森林中的一场小火过后，留下一片迹地，高层次的过程和资源减缓了养

分的流失，并且提供了种子库、幸存种等―生物遗产‖促进其更新 (Holling, 

2001)。 

  Panarchy 展示了一个系统如何既能够不断创新并从创新中获益，又能够保

持自身的稳定。Panarchy 是用来说明 resilience 的一个重要理论。光从状态空间

说明 resilience 是不足够的，还需要看适应性景观是如何演化的。一个非线性系

统要表现出稳定和弹性，需要有一个最优的连接程度，于是，关于连接度的信

息很重要(Peters et al., 2004) 。 

  Panarchy 中的三类创新(Allen and Holling, 2010)： 

  1）背景创新（Background）：产生于边缘地带，不同层次的适应环之间。 

  2）增量创新（Incremental）：发生在 r 和 k 阶段，即 front loop，随着系统的

成长而逐渐增加的复杂性。也有可能会增加新层次的适应环。 

  3）间断创新（Punctuated）：发生在适应性环的 Ω 阶段，即创造性毁灭。 

如果在一些相邻的层次上重组过程都在逐渐发生，则总会达到某个时刻，

它们分别达到了其转折点，即从 Ω 到 a。此时，这些相互独立的等级间将会打

开耦合之窗，形成一种级联效应，造就全新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星连一

线‖(Holling, 2001)。 

   只要有不断的创新来应对当前的和潜在的挑战，则不需要改变系统的组

织，就可以保证最大化能源/资源的利用。而且也使得系统在其内部结构或与外

部关系上保持动态。Panarchy 既是创新的，因而可以不断适应；也是保守的，

因而保存了自身。低层次上的适应性循环（比较小和快）可看作是整体的某种

试验，为自己储备新奇的东西(Allen and Holling, 2010)。 

3.5 小结 

复杂性科学理论是系统科学的自然延伸，本章列举了其中一些代表性的理

论。 

SOC 适用于那些较为―物理‖的系统，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处于自组织临界

状态的系统一方面受到―崩塌‖的作用而不可能达到超临界，而当其处于亚临界

时，则自组织因素会继续作用将它带到临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组织临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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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是这类系统的一个吸引子。 

HOT 则在系统中加入了设计因素，这种设计可以是通过人工手段或自然选

择来达到，从而可以达到在 SOC 看来是超临界的状态而仍保持稳定，从而显得

比 SOC 系统要复杂。这时，它受到的干扰也更多样化，而设计终于也没有能够

使它一直保持可靠，因为总有设计没考虑到或对付不了的因素，或者设计本身

的缺陷导致了其脆弱性。 

对于(Carlson and Doyle, 2000)中渗流的例子来说，如果―森林‖是同质的，

就得到了 SOC 状态，即最高产出发生在临界处。而如果―森林‖是设计的，则能

得到更高的产出。但是它对于小的失误以及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变是脆弱的。

SOC 和 HOT 都表现出幂律，但是 SOC 在系统达到临界态时取得幂律，而 HOT

则在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条件下得到幂律。 

与 SOC 不同的是，DPE没有自组织到临界态，但是外部的干扰驱使它越过

某个临界值导致连接度破坏而回到连接度很低的相。对于与适应环来说，DPE

中的平衡相大致对应于AC 中的 r-K 阶段，这一阶段发生稳定性选择，增加连接

度，干扰增殖的可能性增大，DPE 的变动相则对应于 Ω-α-r 阶段。 

还有一个需要看到的区别是，SOC 和 HOT 理论都强调了幂率，而 DPE 和

AC 理论则没有强调这一点。 

总之，这些理论来源于各自具体的领域但都具有了对大量复杂系统的普适

性。其中，SOC、HOT、DPE 都已有通过计算机模型的模拟过程来演示。而 AC

则尚未见，但它是一个更宽广的概念框架，可一定程度上将前者囊括。而 Panarchy

理论则是适应环和等级系统联姻的结果，为人们认识复杂系统演化提供了强大

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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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老化、崩溃、新生及综合演化框架 

4.1 引言 

第三章综述了复杂系统演化的一些理论，而本章将换尝试换从其他角度探

索复杂系统的演化的这一规律，以期深化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并在最后得出一

个一般的框架并应用于人类-自然复合系统的演化。 

4.2 组织瓦解的功能耦合分析 

4.2.1 组织作为功能耦合结构 

  一种定性的描述系统演化的方法是将系统划分为几个功能上互相耦合的子

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互为条件，即某个子系统以另一个的输出为

其输入，从而形成一种反馈环，它们的功能就是维持整体系统的稳定存在。系

统与环境之间也存在这种反馈环，但是不如系统内部的来得紧密。一个自催化

系统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馈环，我们可以认为在现实中的不同层次上存在着这种

反馈环。金观涛如此定义功能耦合系统(金观涛, 2005)： 

  对某一个有组织整体，它的整体性质为 W，如果它能由一些较低级的功能

Wa、Wb、Wc、…Wm…耦合而成，而在整体中存在着部分 A、B、C、…M…，

它们具有功能 Wa、Wb、Wc、…Wm…。那么整体 W 可以看作子系统 A、B、

C、…M…通过功能耦合而成的组织系统。因为每个子系统都是符合广义因果

律（即 Ashby 所说的定态系统），那么必定可以给各子系统规定其输入和输出。

输入是这个子系统存在的条件，输出为子系统的功能。令子系统 M 的条件集合

为Xm={x1,x2,…xi}，功能集合为Ym={y1,y2,…yi}。由于功能是由条件决定的，即

有： 

Ym = M (Xm) 

  M表示从Xm到 Ym的映射，即Xm和Ym的关系，它就是子系统M的结构。

Ym=M(Xm)表示当条件集 Xm 存在时，系统结构确定时，某种功能 Ym 是确定

的。可以把子系统表示为如下： 

{Ym} ← M ← {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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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所有子系统组成的整体就是将 A、B、C、…M…等子系统耦合起来，使

得某些子系统的输出刚好是另一些子系统或它自己的输入。例如由 A、B 两个

子系统组成的一种最简单的功能耦合系统如图 4-1 所示。 

 

图 4-1 两组分的自耦合系统（改绘自：金观涛,2005） 

 

  然而，功能耦合结构不可能是完全闭合的，不然就不可能与环境或其它系

统发生耦合了。某个子系统存在的条件不仅是由别的子系统所提供，也来自环

境（图 4-2）。 

 

图 4-2 自耦合系统与环境 

4.2.2 组织的生长 

    每个系统都是在所有可能的变量中选择某些变量组成的。―形成系统‖就意

味着将所有的变量分为两类：在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对于一个给定的系统，一

个变量若不包括在系统内，它就是一个参数。对于一个复杂系统来说，其有效

参数的数目往往是无限的 (Ashby, 1960)。于是，任何实际的系统无时无刻不处

在环境的各种扰动中，就像处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小岛，时刻经受着风浪的拍

打。这种扰动改变着系统的结构，对小岛来说，它有可能被水冲去它的一些土 

块，也可能有风给它刮来一些植物的种子。 

    从功能耦合系统的角度来说，由于其耦合不是闭合的，所以它不可避免要

与环境发生耦合。组织的适应过程就是功能耦合结构的扩张过程，在一个原有

的功能耦合结构之上建立新的耦合，这时其结构常是多层次的，结构稳定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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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存在的重要条件。简单的扩张会引起结构稳定性降低，因为底层的扰动会

逐层放大到整个结构，另外，外层的扰动也不可避免影响到底层的稳定性。也

就是说新的稳态建立在已有稳态之上，但是却很可能会减弱原有的稳态。要在

结构扩张时获得适应，就必须建立起层次间新的耦合，使得整体结构成为一个

更复杂的功能耦合网络，如图 4-3(金观涛, 2005)。 

 

图 4-3 内稳态 → 新的功能耦合网 → 新的内稳态 → 进一步建立功能耦合网。（改绘

自：金观涛, 2005） 

 

  然而想要建立这种新的稳定并非容易，结构的扩展是以某种随机的方式进

行的，但是一旦被固定了下来，新的扩展就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所谓上

梁不正下梁歪，除非推倒重来，否则就只有将错就错了。也就是说，结构的扩

展是以某种局部的方式开始发生的，并不知道对整体的适应性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当时无法知道。自然选择只发生在整体水平上，这样，中性的乃至不良的

变异会慢慢积累，直到有朝一日对整体的稳定性发生作用。 

    对于生长，由于耦合层次增多，常使系统整体的结构稳定性减小，于是也

可把这个过程称为组织的老化。生长与老化，两者实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阶

段。当然也有可能新耦合的部分会给原来的系统带来反馈，从而使得其稳定性

增强，但这种情况十分少见，只有在存在选择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将它选出

来。 

4.2.3 同化和异化 

  同化和异化是对于组织生长过程的另一种表述。组织和其所处环境发生相

互作用，造成对彼此的改变，其中组织对环境的改造就是同化，而组织在这个

过程中自身发生的变化就是异化，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注意与新陈代谢中

的同化作用与异化作用相区别）。然而同化或异化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系统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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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整体稳定，或者说适应，适应常常是通过选择才能达到。 

4.2.3.1 同化 

  当系统与其环境相适应时，可认为系统对其环境具有了一定的控制能力，

也可以说是系统对环境进行了同化，或者说系统对环境具有了一定的认知。同

化的表现有很多。每种生物都生存于一个生态位，这就是它所面对的环境，这

个环境都或多或少地为生物所改造。很多动物会筑巢，或有其领地，植物会保

持水土。同化只有经过时间和自然选择的考验，才成为一种适应，是组织和环

境共同的稳态。 

  由于系统所处的环境中常常存在着其它复杂系统，甚至与其同类的系统。

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们相互同化（或说耦合）的结果，可能会出现某种简单共生

关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可能会形成一种群体关系。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会进

一步发展而出现更复杂的组织，前者如真核细胞，后者如多细胞生物以及动物

或人类的社会，Schuster(1996)中有描述这样一个过程。 

4.2.3.2 异化 

  组织在同化环境的同时，则是在异化着自身。异化表示组织自身的功能和

结构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来源于组织适应环境的结果，而适应环境并保持

组织自身的稳定正是其最重要的功能。所以，从目的论的角度说，组织为了保

护自己而改变自己，这种改变有可能转变为新的稳定结构，也有可能带来最后

的毁灭。 

  系统的各变量及其之间的耦合关系，是随着环境参量而改变的。当系统很

复杂的时候，这种被改变了的耦合关系，虽然可能在局部上适应了环境，但却

未必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仍能维持其稳定。事实上，这种异化如果使得系统的

结构变化超出了 Maturana 所说的―组织‖所允许范围，将会导致系统解体。 

  同化为组织创造了新的环境，甚至把原有环境的一部分纳入了组织，而组

织越大，其所能受到的干扰来越就越多。复杂系统几乎为无限多的环境参量所

约束（回忆 Ashby 的摆锤的例子），处在无穷多的干扰之中，稳态一旦出现就

像大海中的小岛，吸引很多漂浮中的物体前来依附，这种依附有可能造就更大

的岛，也可能最终可能拖累小岛本身。 

4.2.4 组织的老化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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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 组织的解体 

复杂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耦合作用将导致自身的逐渐变化。系统依赖于这些

参数的不变而发挥其基本功能。参数会受到环境的扰动，或者它本身就是环境

中的一个较缓慢的过程中的一个变量（慢变量），随着时间而逐渐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这种参数的变化还可能来自于系统本身的运行。这种变化终将导致

自身的解体。所谓解体，就是系统同一性的丧失。系统老化和解体的过程，就

是其弹性逐渐下降最终失去其结构稳定性（图 4-4）。 

露出地表的岩石经历漫长的风化时候会瓦解成为砂土；任何一架人造的机

器都最终会坏掉；而有机体则随着其新称代谢过程而不断老化，最终死亡。一

切组织似乎都免除不了最终的覆灭，没有什么是不朽的。这是一个与热力学第

二定律相关但却难以用其直接解释的现象，因为即使开放系统也无法持久存

在。作为可持续科学研究对象的人类-自然复合系统也不例外，历史上就充满了

毁灭的文明。 

对于一架机器来说，当其失效时，很可能只是由于某个组件出了问题，其

他部分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即虽然子系统发挥功能要依赖于其他部分，但是

其存在却不受制于它们。例如，汽车的发动机坏了，通过更换发动机，就可以

使汽车得到修复。然而对于有机体来说，其死亡却是不可逆转的，这是因为在

有机体中，各子系统的存在是互为条件的，当其死亡后，各子系统失去了存在

的条件(金观涛, 2005)。现代医疗水平的进步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环境使得

器官离体后仍能保存一段时间。处于中间地位的是社会系统，每当中国封建社

会进行朝代更替的时候，往往会损失一半人口，造成巨大的历史悲剧，但剩下

的人则将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可见，当系统的组织程度越高，其各部分之

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越大，则其崩溃带来的后果越严重。现代社会正好具备了这

样的高组织、高依赖度，这也正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之所以由来。 

在某些情况下，系统的某些个基本变量的改变未必导致整体的瓦解，而是

使系统进入一种新的体制，即结构失稳未必意味着组织的毁灭性崩溃，组织有

可能进入另一稳态域中。例如昆虫的完全变态发育，以及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

到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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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系统弹性丧失过程  

4.2.4.2 组织解体的原因 

  1）外部因素。由于环境的变化，使之不再为系统组分提供支持。即子系统

A 和 B 需要参数 x’和 y’ 保持一定以正常运行，但是环境的冲击改变了它们。 

  2）内部因素。人造仪器一般会在运行过程中不断磨损老化，直到失效。一

个例子是电灯泡，灯丝在发热发光过程中会加速自身的氧化和挥发，从而使灯

泡功能的发挥逐渐失去基础，随着时间过去，灯泡最终报废。这里有一种自我

否定的逻辑，即自身功能的发挥破坏了自身存在的条件。 

  3）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实际情形，内外因素常共同起作用。例如，环

境的变化导致了系统的应激反应，并导致老化。或者系统的行为导致了环境的

变化，后者又通过某种过程直接改变了系统参数。 

  对于简单系统来说，适应能力差，常是环境的变动导致其无法维系。对于

复杂的具有很强适应能力的系统，例如有机体，一般能对抗环境的变动而维持

其内稳态。它的老化主要是由于其内部的功能运作逐渐产生否定自己的作用，

最终导致其适应能力的下降并瓦解，外部条件起次要作用。人类社会处于其

间，即导致其解体的原因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对于同一个系统来说，当其

处于简单稳定的环境中时，可能具有较长的寿命；而当处于复杂多变环境中时

，则倾向于更快老化。 

4.2.4.3 组织的容量 

  对于一个复杂系统来说，它要维持存在就需要通过维生机制防止基本变量

的超常变化。对于一支军队，指挥机构常处于后方，并且有卫队护卫。对于恒

温动物，则有多种机制调节其体温。然而这些维生机制不可能永远保护基本变

量，因为它们本身会随着系统的异化而逐渐失效，而这时，基本变量就暴露

了，从而系统也就处于脆弱状态下了。于是，就可以引入组织容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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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复杂系统为了维持自身的功能，在其运作过程中不得不耦合进一些多

余的东西，想要消除它们的时候又不得不引进其它的东西。表现为系统的无组

织力量不断增长，组织本身被异化，如果它没有往新的结构转变的可能的话，

那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老化，并最终消亡。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即组织的容量是

有限的 (金观涛, 2005) 。组织容量的概念可看做是对第二章中提到的承载力的

深化。 

  子系统的功能耦合可以是多层次的，组织越复杂，耦合的层次往往越多。

一个多层次功能耦合系统一定存在相应多层次的维生结构和功能。任何一个组

织的维生结构或功能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是结构稳定的。当组织系统在生长的

过程中，不断耦合新的层次，使得其结构稳定性遭到破坏。每随着一个新的功

能耦合系统生成，必然给组织带来新的干扰的可能性，这样，我们看到一个互

相加剧的过程，一方面是结构稳定性在慢慢降低，另一方面是所受干扰在不断

增加，因此必然会有一个极限，有序的增长不再可能了。这个极限由系统的结

构所决定。 

  金观涛认为，社会结构的生长和基本社会结构日趋老化本是同一过程的两

个方面。实际上，一个庞大和组织上充分复杂的社会，即使它不再生长出新的

组织，往往也避免不了衰老瓦解的命运。任何一个复杂的功能耦合系统，只要

其中包含的内稳态足够多，内稳机制足够复杂，结构的老化和功能耦合自发破

坏几乎是必然出现的。一般说来，组织系统越复杂，组成它的子系统也越多，

参与和不参与耦合的功能数目也必定越大，异化作用亦越强烈 (金观涛 , 

2005) 。 

  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不朽的。任何一个结构固定的组织只要没有向新的稳

态结构转化，则功能异化必然全部表现为无组织力量。除非组织系统可以定期

清除不断积累起来的无组织力量，老化和死亡将不可避免 (金观涛, 2005) 。 

在组织的早期阶段，其受环境干扰而解体的可能性较大，随着其长大成

熟，则具有了具备了更强的抵抗外部干扰的能力，但是这个过程的继续将导致

其内部的老化，从而使得失效的可能性又加大了，但此时更主要是内因导致

的。 

第二章中谈到的承载力的概念现在可以建立在组织容量的基础之上。随着

系统的生长和老化，其原初的组织容量被逐渐耗尽，从而变得越来越脆弱，这

也就意味着承载力的阈值被接近和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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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现实中系统的老化 

4.3.1 细菌的老化 

  在有机体，老化是指随着年龄增长其对环境适应能力的下降，以及死亡概

率的升高。真核生物，从人类到酵母，以及植物，都会老化。衰老过程是一个

普遍存在的、渐进性的、累积性的和不可逆的生理过程。生物衰老的各种变

化，不仅表现在宏观上，也表现在微观上。宏观水平的衰老是机体全身性变化

的反映，机体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方面发生退行性变化。而在微观方面，细

胞及细胞膜、细胞器、细胞核都在衰老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变化(曾尔亢等，

2006)。 

对于微生物来说，老化的重要衡量指标是其繁殖能力的下降。Mortimer 和

Johnson 观察了出芽生殖的酵母菌 S.Cerevisiae，其分裂产生一大一小两个不对

称的细胞，在每次分裂后移除小细胞，以便观察大细胞，发现在经历若干代

后，显示出明显的衰老迹象，例如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产生后代，以及变得粗糙

或/和死去(Mortimer and Johnston, 1959)。 

 

图 4-5 大肠杆菌细胞分裂。子细胞的大小和质量相同，但是有不同老化程度的细胞极。细

胞颜色越深表示其细胞极的年龄越大，代际之间的线越长，表示需越长的时间来分裂（改

绘自：Stephens, 2005) 

 

  对于原核生物来说，由于它们分裂常生成两个形状和大小都相同的系统，

从而难以追踪观察某一个具体细胞。不过近年来，已有发现作为原核生物的细

菌也在老化 (Ksiazek , 2010; Tehens, 2005) 。Ackermann 等研究了一种非对称分

裂的细菌 C.crescentus(新月柄杆菌)的老化，这种细菌的生活史中有两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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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长着鞭毛，可以游动；另一种则没有鞭毛，而是长出一根柄，固着在表面

上。通过持续观察柄形态的细胞，发现其经过大约 100 代繁殖后，平均繁殖时

间加倍了(Ackermann et al., 2003)。Stewart 等研究了 E.coli（大肠杆菌）的老化，

其分裂是对称的，即分裂成两个大小相同的子细胞。但是两个子细胞的细胞极

却有不同的老化程度，其中一个子细胞继承了母细胞的细胞极，而另一个子细

胞的细胞极则是新合成的。观察发现继承了母细胞细胞极的子细胞生长较慢，

并且会代代积累(Stewart et al., 2005) （图 4-5）。 

4.3.2 高等动物和人体的衰老 

  高等动物在成年后的衰老过程是一个受环境因素影响的缓慢渐进的被动过

程，这一点从大量现行的重要的衰老学说都可以看到。整体水平的衰老学说主

要有：磨损衰老学说、差误成灾衰老学说、代谢速率衰老学说、自体中毒衰老

学说、自然演进衰老学说(程控学说)、剩余信息学说(程控学说)、交联衰老学

说。器官水平的衰老学说有：大脑衰退学说、缺血损伤衰老学说、内分泌减低

衰老学说、免疫下降衰老学说。细胞水平的衰老学说有：细胞膜衰老学说、体

细胞突变衰老学说、线粒体损伤衰老学说、溶酶体(脂褐素)衰老学说、细胞分

裂极限学说(程控学说)。分子水平的衰老学说有：端粒缩短学说(程控学说)、基

因修饰衰老学说、DNA 修复缺陷衰老学说、自由基衰老学说、氧化衰老学说、

非酶糖基化衰老学说、羰基毒化衰老学说和微量元素衰老学说等等(印大中, 

2005)。上述的衰老学说中绝大多数认为，衰老是因生命过程中多种多样的损伤

积累的过程(印大中, 2005)。 

  生命体的存在时刻都在与自发的化学反应相对抗。机体是复杂的，它们发

展了一个有序的结构以从环境中获取能量，而这个有序结构必须通过多种机制

来维持，而这些机制照样需要能量。这个伤害与防御之战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

场生命与熵增之战(印大中, 2005)，无论防御系统建设得如何严密，衰老性损伤

在细胞内外仍会不可避免地逐渐积累。 

  已知的维护机制有：1）对DNA的损伤进行修补；2）对异常蛋白质分子的

降解；3）对活性氧防卫；4）防卫病原体和寄生物的免疫系统；5）对食物中的

有害化学物的解毒；6）大分子合成过程中的校对，排除错误；7）伤口恢复，

包括凝血和修复损坏的骨头；8）对细胞正常功能的控制，防止癌变；9）程序

性的细胞凋亡，以去除潜在有害的细胞；10）生理上的内稳态，协调不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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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组织、器官之间的功能；11）对毛发和皮肤的整理以去除害虫或寄生物；

12）存储脂肪以作为能量来源(Holliday, 2010)。然而最终，这些机制逐渐失效

了，于是衰老便产生了。在哺乳动物中，维护机制的效率与其寿命是直接相关

的(印大中, 2003; Holliday, 2010)。  

4.3.3 社会组织的老化 

    将在第五章中展开论述社会系统的老化现象，此处则以管理学中广为人知

的帕金森定律为例叙述(帕金森, 1982)。在《帕金森定律》一书中，帕金森用诙

谐幽默的语言描述了官僚体制日渐臃肿、不断攫取纳税人成果，而创造的价值

却日渐降低的景象。 

    对于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他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申请退职，将位子让

给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两名水平低的助

手。对于这位不称职的管理者来说，第一条出路是走不得的，那样他会失去许

多利益；第二条路同样也不能走，因为那样会使自己多出一个有力的竞争对

手：看来只有选择第三条路最为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

作，而自己则能发号施令，同时也没有人成为自己晋级的障碍，而下级既然能

力不济，他们又会上行下效，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 如此恶性循

环，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帕金森, 

1982)。 

―帕金森定律‖揭示了如下几点：（1）人员配置：一些行政主管都喜欢增加

自己的部属，各级人员又互相制造工作，因人设事，导致机关人员每年增加，

机构于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2）素质：机关成立的年代愈久，人员的素

质愈低劣，因为各个主管都选取不如自己的人来做下属，以免自己―制造‖职位

上的竞争者；（3）会议：开会时间长短，与议题的重要与否成反比，因为小事

大家都懂，而且关系不大，于是发言空前热烈；而大事或因为不懂，或由于关

系重大，为了免于负责，大家都噤若寒蝉；（4） 办公场所：一个行政机关内

部日益腐败，外部建筑却日趋华丽，办公场所设备更加奢侈。（5） 预算：预

算越大，支出必然也相应增加，行政经费逐年增长而不见结余，因为钱不突击

花完，下年预算就得削减，不如花完，不足部分再向上级申请增加经费(帕金森, 

1982)。 

    帕金森用患病来比喻机构的腐化。―首先一条原则：一个患病的单位依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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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治不好的。第二条原则：病在初期阶段可以打一点简单的针，二期有时可

以作手术，三期到目前为止是治不了的。‖(帕金森, 1982)。 

    虽然作者的很多论述流于表面，但也列举出了很多数据来说明问题。例

如，从 1914 年到 1928 年，英国皇家海军服役的军舰数和官兵数都减少了，而

官员和办事人员却增加了，与此同时，这些人治理下的大英帝国也在大幅缩减 

(表 4-1）(帕金森, 1982)。 

表 4-1：1914 年与 1928 年英国皇家海军各项数字对比(引自：帕金森, 1982) 

类别 

年份 

增减百分比 

1914 1928 

服役的主要军舰 62 20 -67.74% 

皇家海军官兵 146,000 100,000 -31% 

基地工人 57,000 62,439 +9.54% 

基地官员和办事人员 3,249 4,558 +40.28% 

海军部官员 2,000 3,569 +78.45% 

  

   哈肯也曾说：―我不讳言，对于阻止官僚主义的增长，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只有在整个公司或公共行政的机构崩溃以后，才能从头做起。‖(哈肯, 2005)。 

4.4 老化相关的模型 

4.4.1 (M,R)系统 

    Rosen(1958)提出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模型，称为(M,R)系统。系统由两部分

组成，即 M (Metabolize)，表示系统的合成和分解代谢，以及 R (Repair)，表示

修补。 

    设系统由组分组成，每个组分都接受一定的输入物质并将其，组分之间以

输入/输出关系相互联系。则 M 是一个任意的系统，包含一些已知的组分 Mi，

Mj……，用有向图来表示这个，顶点表示系统的组分，连接两个顶点的有向边

(Mi,Mj) 表示从 Mi 输出了某些物质到Mj。有些输入来自环境，有些则向环境输

出，所以并非所有的边都连接两个顶点。称接受环境输入的组分为系统的源

(origin)，向环境输出的组分则为系统的终端(terminus)。一个结点只有在接收了

所有的输入后才产生输出。用 Θ 表示系统 M 对环境的总体输出。对每个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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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Si，表示当其被禁止后，对环境输出的减少，Si ∈Θ (Rosen, 1958)。  

    设每个组分都有一个有限寿命 ui，必须在其寿命终止前替换之以使系统整

体功能不受损。令对每一个 Mi，都存在一个 Ri，用以对 Mi 进行修补（替换）。

其输入来自 M 对环境的输出 Θ 的子集 Θi，也就是说 Ri 以系统新陈代谢的产物

为输入，其唯一作用就是产生 Mi 的复本(Rosen, 1958)。 

    符合上述条件的就是(M,R)系统（图 4-6）。Rosen 证明，在这个系统中， 

    1）如果某个组分 Mi0 被抑制，则可能的结果是：a）整个系统整体失效；b）

某个子系统不受此影响。子系统指系统M的某个子图，不接受来自M的输入，

但可向 M 输出。如果某个组分的抑制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失效，则将这个组分称

为系统的中心组分。 

    2）对于某个给定的连接完好的（M,R）系统，不可能其任何组分都是可再

生的，即其失效后仍能通过系统生成。具体地说，Θi 是对环境输出中用来生成

Ri的部分。Si是 Mi失效导致的对环境输出的丧失部分。Θi与 Si没有交集。也就

是说，Mi 要想可再生，则其失效不可影响到其生成。 

3）如果某个(M,R)系统（M 具有完好连接）具有一个不可再生的源节点，

而其他组分都是可再生的，则这个源节点就是系统的中心节点，即其失效会导

致整个系统的毁灭。连接度越高，则存在中心节点的可能性越高。 

 

图 4-6 一个简单的(M,R)系统。（引自：Rosen,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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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 还在(M,R)系统中引入两类时滞：组分操作时滞，以及组分之间传输

时滞。如果某个组分产生多于一个输出，则每个输出都有时滞。此时，组分的

有限生命可这样表述：如果某个组分 Mi 的复本在 t0 时刻由 Ri 创造，则到 t0+ui 

时刻，它将失效。而如果其复本的制造要到 t0+vi 时刻，则可能存在一个时滞

vi-ui。时滞将会一直存在，逐渐积累。如果是中心节点，则整个系统都将受时

滞所累。其后果是，系统将会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来实现其功能，最终失效

(Rosen, 1958)。 

4.4.2 超循环与寄生 

超循环理论在第三章中已经提到。Maynard Smith(1979)通过一个简单的例

子说明了超循环的含义。假设我们想复制这条信息： ―GOD SAVE THE 

QUEEN‖，每个字母设为 5bits，整个消息为 75bits，最长的单词为 25bits，设每

个 bit 的复制的出错率为 1/50。对这个消息组成的种群在这个出错率下进行复

制，并且施加一个选择过程，淘汰掉一半个体，并且设错误较多的个体以较高

的概率被淘汰，从而更接近原消息的个体被选择。然而尽管有选择过程，由于

出错率太高，整个群体仍然在不断地积累起错误。现在，假设在每次复制之

后，不以整条信息为单位，而以单词为单位进行选择，则整体复制的正确率将

会大大提高。但这要求各单词被选出的数目相同，由于单词之间存在竞争，所

以不可能做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设各单词以超循环的方式相联系。超循环

中，每个个体是分别被选择的，而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利他的(Smith, 1979)。 

 

图 4-7 一个基本的超循环及其寄生物 

 

    超循环引入了互相依赖机制，并压制了竞争。于是，组分的命运与整体超

循环的命运相同。然而，Maynard Smith(1979)指出，由于超循环不是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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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以它对于寄生物是脆弱的。所谓寄生物是指从超循环中获益但却并不做

出贡献的物种，寄生物可能通过突变产生(图 4-7)。 

用一个生态系统的例子来说，在一个草、羚羊、狮子组成的生态系统中，

草的繁盛促进了羚羊的增殖，后者又促进了狮子的繁殖，而狮子，则通过给土

地施肥而促进了草的生长。但是，对草的自然选择是增强其个体适应性，而不

是更适应被羚羊吃。从而，对于超循环来说，其子部分的选择并不是加强整个

超循环。自然选择是作用在个体水平上的，而超循环不是一个个体 (Smith, 

1979)。 

4.4.3 超循环、（M,R）与老化 

在这两个模型中，其组分都是不可靠的，它们之间通过某种相互作用结合

成整体，整体具有了维持自身的机制，但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新的不可

靠机制。 

4.5 老化的理论探索 

4.5.1 必要变异度与选择 

    系统适应性行为的作用是把基本变量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包含了系

统改变其结构的含义。Ashby 提出了必要变异度定律(law of requisite variety)，

这个定律指出，如果一个影响到某些基本变量的调节器制止了一定量的干扰，

那么这个调节器必须至少能产生同样量的选择。这样，提供辅助调整就要求存

在一定强度的选择过程。所有的调整过程都受到必要变异度定律的支配。 

(Ashby, 1958)。 

    对于受控系统（或者说他组织系统），对其控制能力的大小，是与对该系

统联系的信道有关，信道的容量越大则对其控制能力越大，反之则越小(魏宏森, 

1990)。而对于自组织系统来说，这些控制必须来自系统本身，其来源最终可归

因于自然选择。为了适应环境，系统必须依靠从环境获得的信息来控制它的基

本变量，使它们处于合适的范围之内(Ashby, 1960)。 

    例如，当有机体受到某种细菌攻击的时候，它必须产生相应的抗体才能维

持生存。如果细菌的种类有很多，各产生不相同的攻击，分别需要不同的抗

体，则有机体必须有与细菌种类同样多的抗体种类才能生存。并且，有机体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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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有机制选择某种具体的抗体，这是通过与细菌的相互作用实现的。当环境

极其错综复杂时，理论上的超稳定系统和现实的生物同样要失败 (Ashby, 

1960)。 

    Levin(2006)概括复杂适应系统的特征为： 

    1）组分的多样性与个体性：这一特点也意味着存在诸如突变或遗传重组这

样一些塑造新的多样性的机制。 

    2）组分间的局部相互作用：在自然系统中，这些相互作用包括诸如食物竞

争、捕食和有性繁殖等过程。 

    3）一个自治的过程（例如自然选择）：利用这些局部相互作用的结果去选

择这些组分中的一个子集，用以复制或加强。 

    Levin将生物圈看作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在该系统中，全局模式涌现自各

种局部诞生和扩散的进化创新。自然选择在小尺度上可以发挥极快极强的作

用，此时反馈环是紧密的，但在较大的尺度上它就变得又慢又弱了，此时反馈

环是发散的(Levin, 2006)。不存在以整个生物圈为对象的自然选择，因为只有

一个地球。 

反馈是保持弹性的关键因素。系统需要与环境建立各种反馈环路，以维持

稳定，这也是适应性的表现。如前所述，复杂系统最终发生老化乃至崩溃的原

因在于其没能实现完全的自耦合，其反馈环存在发散的部分，终至逐渐异化和

老化。但是闭合反馈环路的建立有两个前提：首先是系统内部具有必要变异

度，其次是要有一种选择机制来选择某一种变异。这种理论可以看作是达尔文

自然选择理论的推广。随着选择的不断发生，系统的变异度逐渐减少，而其对

其来说―必需‖的变异度则可能反而增多，于是，若其不能产生新的变异度以达到

必要的程度，则其将不能很好适应环境。例如当一个种群的个体数少到一定程

度时，将很可能走向灭绝。 

    全球化使原有的局部反馈环或选择作用失效，例如某些人可以在某地通过

开办污染企业而赚钱，却在另一地生活，或者某些人在某国贪腐，并逃到另一

国而免受惩处。这就是环境问题和不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 

4.5.2 多层次的复杂适应系统 

    只要子系统的耦合有着多个层次，则不同层次之间的反馈关系会形成比目

的性更复杂的行为。例如试错法包含两个层次，在低层次上试错，高层次上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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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适应。 

    当我们用微分或差分方程表示系统的时候，其参数表示不变的环境，然而

在多层次的复杂系统中，有些变量起着类似参数的作用，即很多系统的功能依

赖于其不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参数，但它却又是系统内生的，很大程度上是

一个状态变量。总之，状态变量和参量的区分并不清晰。 

    每个个体内部提供了试错和选择机制以适应环境，例如其免疫系统。而个

体本身则是更高层次上的一个试错单位，在物种层次上进行选择。个体具有有

限的生命，而一个物种则可以具有长得多的寿命。组成社会的个体──人，只有

几十年的生命，而一个社会则一般具有更长的寿命，但却也不是不朽的，而在

社会之上，即全球文明，则一直存在至今。 

4.5.3 组织老化与解体的动力学 

    前面把老化过程归结为系统在异化过程中维生机制的逐渐失效，从而弹性

降低，导致其基本变量逐渐暴露，并最终瓦解或失效。例如对于灯泡来说，其

机制就是灯丝厚度，其逐渐氧化或挥发的过程也就是灯泡老化的过程。而对于

复杂系统来说，其基本变量有很多，而其维生机制也很复杂，所以老化过程也

非常复杂。对于多层次系统来说，老化同时发生在各层次之上。 

    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系统，所以不能直接应用热力学第二定律，即

熵增原理来说明老化。然而两者在动力学上却很类似，经历了一个从有序到混

沌的过程。 

    系统越复杂，威胁系统稳定性的涨落的类型就越多。那么，像生态组织或

人类组织那样复杂的系统怎么可能存在呢？它们怎么设法避免永久的混沌呢？

普利高津认为通信的稳定化作用，扩散过程的稳定化作用，可能是对这些问题

的一个不全面的回答，通过通信的稳定化与通过涨落的不稳定性之间存在着竞

争，竞争的结果决定着稳定性的阈值(普利高津等, 1987)。 

    Gardner和 Ashby研究了拥有大量组分的随机连接的线性系统，发现随着其

连接度的增加，稳定性下降(Gardner and Ashby, 1970)。Robert May 通过数学模

型分析了复杂性与稳定性的关系问题，他用食物网中连接的数量和性质来衡量

复杂性；用种群受到扰动后恢复到原先的状态表示稳定，并且主要用了平衡点

附近局部稳定性的概念。得出的结论是，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不会造就更大的稳

定性，而是相反，复杂程度的提高将导致不稳定性增加，或者说，复杂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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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的支撑。May 还提出一个假想，自然界的演化会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

因为这会使得对资源的利用更有效，然而复杂性又会导致不稳定。系统能达到

的复杂性与环境的平稳程度，以及历史有关系。May 认为，将来有价值的理论

工作是去阐明那些那些能带来稳定的特殊的复杂性，而不是去证明复杂性导致

了稳定性(May, 1973)。 

    Kauffman(1991)发展了随机布尔网络模型。随机布尔网络是一个有 N 个节

点，并且对每个节点随机给予 K 个输入（用二进制 0 或 1 表示）的网络，任一

节点的输出依赖于所给定的布尔函数及其输入节点的布尔值，要么是 0 要么是

1。节点动态用具有 K 个输入的布尔函数（真值表）表征。该网络是一种同步网

络，所有的节点同时检查其输入和布尔函数，然后产生出下一状态。假如从某

个状态开始启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就会沿着一系列的状态依次流过。这

一序列称做轨道。由于状态数目是有限的，所以，系统迟早会遭遇一个它已经

遇到过的状态。此时，轨道就会重现，形成一个回环。如过一个系统落入一个

较小的状态圈，它将呈现井井有条的行为。否则，如果状态圈太大，系统的行

为将是本质上不可预测的。 

    Kauffman 发现，构建网络的方式两个特征，将决定一个网络将处于有序的

体制，还是处于一个混沌的体制，抑或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转型态―混沌的边

缘‖：1）每个节点的输入量，即 K 值；2）对布尔函数的选取。对于第一点，当

K=1 时，系统有很多吸引子，而其吸引域都很小，从而太单调了；而当 K 很大

时，系统显示出混沌特性；当 K=2 时，则系统具有相对较少的吸引子，而每个

吸引子有很大的吸引域。对于第二点，用一个参数 P 来表示节点的布尔函数对

各输入的运算结果偏离平均值（即 0、1 各半的情形）的程度，P 在 0.5 与 1.0 之

间取值，则当 P 较接近于 1.0 时，系统显示更多的秩序。Kauffman 将这种处于

固定与混沌之间的系统行为称为混沌的边缘，并认为这是一种―免费的秩序‖。

Kauffman 猜想，复杂系统之所以存在下来，存在于混沌的边缘，或虽处于有序

王国而却靠近混沌的边缘，乃是进化使然。虽然自动催化的网络是由于复杂性

原理自然而然自发产生的，可后来，自然选择也许调节了它们的参量，即 K 值

和 P 值，一直把它们调到有序王国里靠近混沌边缘的地方 (Kauffman 

1991,2003)。 

    显然，Kauffman 的想法很接近第三章介绍的自组织临界理论，只是后者没

有提到网络。适应性循环模型和 DEP 模型都强调了连接度增加导致系统的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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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总体上，连接度增加会导致僵化，但可能在某些少数情况下，增加了连

接度的系统仍能保持稳定。系统的演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看作是通过变异和选

择探索这种―稳定的复杂性‖的过程。随着复杂性的增加，状态空间中的稳定集

的测度可能会越来越小，从而维持稳定变得越来越困难，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

了混沌以及崩溃。 

    这一结果或许具有普遍性。例如，普朗克曾指出，科学的每一项进步都增

加了这一事业本身的难度。比较容易的问题解决后，科学必然向更复杂的研究

领域推进，取得新的成果将会更难。 

4.5.4 稳定性、结构稳定性与弹性 

    如第三章所述，稳定性和结构稳定性的概念适用于当系统得到定义后。稳

定性定义于状态空间，指当其状态受到扰动偏离后能回到原状态则是稳定的，

否则不稳定。结构稳定性定义于参量空间，当参数的连续变化导致模型的解也

连续变化时，模型是结构稳定的，反之如果参数的连续变化导致解的不连续变

化，则是结构不稳定的。弹性是用于现实系统的一个概念，它可在一定程度上

用其某个模型的状态稳定性以及结构稳定性的概念描述，但是不足够。这是因

为，首先，现实系统十分复杂，几乎具有无限多参数，使得无法进行结构稳定

性分析；其次，现实系统是一个不断经历结构变化的系统，无法完备定义。从

而，需要引入别的方法来定义弹性。 

复杂系统演化所表现出的生长和老化过程使得弹性与组织容量的概念相联

系起来。当系统处于其新出现时期，具有广阔的空间可探索，一般来说具有较

高弹性，但因具体系统而异，此时也有可能对环境干扰过于脆弱，从而易于夭

折；当系统接近其容量时，已经老化，弹性也很低。 

4.6 更新 

4.6.1 老化与新生 

虽然复杂系统在老化，但是另一方面又有系统在新生，所谓沉舟侧畔千帆

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例如，一个有机体的寿命是有限的，但它可以繁殖出下

一代，继续自己的生命；一片树林可能毁于一场大火，但是地下根系、种子以

及邻近生态系统的支援使得其能很快重现生机；一个社会会经历衰退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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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因为饥荒、战乱和瘟疫在短期内失去甚至一半以上人口，但新的社会又

会逐渐形成，而整体的人类文明则一直发展延续至今。 

4.6.2 空间自结构 

    前面提到 Eigen 和 Shuster 提出了超循环过程，以解释生命起源过程中信息

的逐渐积累，但是 Maynard Smith 指出超循环对于寄生是脆弱的，因此其带来

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Smith,1979)。但超循环也许没有那么脆弱，Boerlijst

和 Hogeweg 提出：在非完全混合介质中发生的空间自结构行为 (spatial 

self-structuring) 能够出人意料地改变进化过程，使得超循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抵抗寄生(Boerlijst and Hogeweg, 1991; May, 1991)。 

    Eigen 和 Shuster 提出的超循环是通过常微分方程研究的，或说假设了完全

均一的介质。更符合现实的是非完全混合的介质中的超循环，从而需要引入空

间维度，用偏微分方程描述。 Boerlijst 和 Hogeweg (1991)发现，在这种情况

下，会产生类似 B-Z 反应中出现的大尺度的螺旋波，连续不断地从中心位置向

边缘移动，以及和其他螺旋碰撞。在螺旋内部，各分子具有不对称的适应性，

在螺旋中间的分子不断生成着整个螺旋结构，而边缘的分子则消亡。当一个寄

生物被引入这个系统时（例如由于突变），只要它不是生成于螺旋的中心，则

它将不可能像在均匀介质中那样破坏整个超循环，而是只能顺着螺旋往外生

长，直到边缘位置并消亡。在与寄生物对抗时，超循环表现为一个整体，从而

使群体水平上的选择成为可能。 

在螺旋空间自结构中，可以把中心的那些分子称为―起源者‖(breeder)，由

它们产生整个螺旋。相邻螺旋的―起源者‖是隔离的，每个螺旋就像一个超有机

体，其边界就是处于边缘的那些分子。螺旋之间存在着竞争，从而群体选择成

为可能(Boerlijst and Hogeweg, 1991,1995; Johnson and Boerlijst, 2002)。     

如果从组织老化的角度（这里指超循环的寄生）来看待螺旋式结构，则可

认为老化和新生并存于其中，系统通过不断新生而抵抗老化，从而其结构得以

保持 (图 4-8) 。 

    生物体普遍通过繁殖的方法延续物种，老化了的个体能够产生比自身年轻

的后代，这使得复杂性得以保持。von Neumann(1966)认为，任何一个系统（无

论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只要它的复杂性级别不够，那么由于热力学第二定

律的作用，这个系统就会退化，但是，一旦系统的复杂度超过了一定级别之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索及其在内蒙古草原的应用 

 74 7

4 

74 

后，就能发生进化，这个复杂性的阈值就是自复制。 

图 4-8 复杂系统的生命周期。a, 不具有了自繁殖能力；b, 具有了自繁殖能力 

 

4.7 等级结构与最大功率原理 

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系统的演化倾向于消灭存在的能量梯度。在有持续

能量流的情况下，在这个过程中，结构被创造出来，并达到最大可能的功率使

能量梯度能尽快被消灭。Lotka(1922a,b)最早提出了最大功率原理，将其表述

为：只要存在未利用的物质和能量，自然选择的结果将是增加有机系统的总生

物量，以及增加系统中物质的周转率和通过系统的能量流。之后 H.T.Odum 和

其他一些作者对其进行了发挥，将其与非巢式的等级结构相联系。Odum 认

为，在外界能量流的推动下，系统自组织成等级系统，这种等级系统能够加大

整体的功率，这就是系统演化的方向(Odum, 1983)，图 4-9。 

例如，在生态系统中，可假设原先只有草，现在则产生了草食动物， 而

草食动物吃草并排泄粪便、以及帮助传粉等行为客观上使得整体系统利用太阳

能的效率提高了。在经济系统中，原先只有分散各地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现

在则分化出一个商人阶层来，通过贸易沟通各地，他们不仅养活自己，而且也

使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体系统具有了更高的生产效率。 

Odum 认为高层次的子系统通过反馈而提高了整体系统的效率，从而可看作它

对低层次子系统具有了―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子系统都表现为有形的物

质，含有能量。于是高层次子系统的能量的―质量 ‖就高于低层次子系统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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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而要想生成一定量的高层次子系统的能量， 需要消耗很大量的低层

次能量，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等级的 1/10 定律就表现了这一点， 即一级消费者

（食草动物）的生物量是生产者（草）的生物量的 1/10, 而二级消费者的生物量

则是一级消费者的 1/10。同样是能量，但是在整体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不同，

其中一些体现出更高的―质量‖。  

 

图 4-9：等级系统及能量流。（改绘自：Brown and Ulgiati, 2004) 

 

另外，高层次子系统的能量的―质量‖ 只有在具有低层次的情况下才能体现

出来，不然是没有用的，只能作为低质量的能源来用。就像一群将军们，当他

们聚集在某地开会，招到突袭，可他们手下的士兵没在身边，于是就只好亲自

操起武器迎敌了。例如城市是具有自我催化机制的消费者，随着燃料和矿物利

用的增加，许多人类生态系统已经适应了非再生资源加工利用过程。这个系统

曾有过一个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但却随着非再生资源的枯竭而衰亡。这样的

系统只有像轮作农业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样才能保存下去(Odum, 1983)。 

Odum 认为，生态系统，地球系统，星际系统，甚至所有系统都是等级结

构的，因为此种设计使系统能够最大化可用能量的利用能力。能量利用能力更

强的系统结构在竞争中胜过其他结构，自组织的试错和加强过程将使系统在资

源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功率达到最大(Odum, 1988)。 

4.8 一个复杂系统综合演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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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讨论的 SOC，HOT，DPE 以及 AC 理论都提出了复杂系统演化过程中

存在的崩溃现象，即系统会自组织到某个临界点，在之后会发生崩溃，并回到

一种组织程度较低的状态，然后重新开始演化。对于具有自复制能力的生命有

机体来说，它的老化和死亡是毁灭性的，但是在物种层次上则通过繁殖而以相

当精确的方式再生自己，并通过变异和选择进化，从而达到更高的复杂性，并

更好地适应。 

如果这些理论与 Odum 的理论相结合，即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等级，则可得

到一种新的复杂系统演化范式。主要特征说明如下（图 4-10）。 

1）在能量流的驱动下会形成某种耗散结构，以趋向于消除能量梯度，这种

结构可看做是一个自耦合系统。 

    2）结构的形成本身却又制造出了一种新的不平衡，从而也会被―耗散‖。从

自耦合系统的角度来说，则是因为自耦合不可能是闭合的，于是必然要与环境

发生耦合。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原有的结构发生异化。 

  3）这种异化在大部分情况下将导致系统的解体，尤其是在复杂系统中，表

现为逐渐的老化过程，使系统的弹性逐渐降低并最终瓦解。在少数情况下，更

复杂的稳定结构可以存在，并且能够更为有效地耗散能量。这种结构可在大量

的耗散结构中被选择出来。 

  4）于是就可观察到一个不断生灭的过程，然而由于存在自繁殖机制，使得

这一过程并非是随机的。一个结构虽则会异化和瓦解，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

催生类似原结构的新结构，同时生成的速度也比随机要快得多。这就是老化-崩

溃-新生循环，这使得结构得以维持，从而原有耗散过程得以维持。老化-崩溃-

新生的循环有多种可能形式，其最高级形式是有机体生命的自复制，这是长期

演化的结果，也是生命之区别于非生命的最重要特征。而对于一般的复杂系统

如生态系统，则通过崩溃后仍留存的信息来一定程度上重组。 

    5）另一方面，结构之间可能会相互耦合，从而形成更高一级的系统。这个

过程还可继续，从而形成（巢式的）等级系统。由于其子系统并不可靠，有自

己的生命周期，所以高层次系统的功能发挥一般不会因为某个或几个子系统的

解体而受影响，只要新的子系统能够不断生成并取代旧的。另外，既然已经在

高层形成了新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本身亦不可避免像其子系统那样经历异化

和老化的过程。其程度则要看其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例如一个物种，如果

其个体都只是各自谋生，则并不会发生整体的异化和老化，但如果个体之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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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种群，乃至组织严密的社会，则就难免于老化了。 

    6）构成等级系统时，各子系统地位可能并非对等。等级系统的形成是通过

将原有的互相独立的系统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往往是某个新的系统来担当中

心节点。于是出现了所谓的非巢式结构，例如生态系统的食物网。某种程度上

可以认为出现了新的组织者。例如食物链中高营养级的物种，或农业社会中出

现的商人阶层。 

7）随着等级结构自下而上的逐渐形成，在其各个层次上都形成了老化-崩溃

-新生循环。在较低层，这个循环的的频率较高，越显出其随机性，系统较不可

靠。 

 

图 4-10 等级递进演化 

 

8）每一循环的新生过程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之前的系统，使创新成为

可能。在每一层次上都存在着选择作用（除了最高层），创新可以在层次内扩散

，并改变整个层次的结构，这种改变使功率变大。 

9）构成新的层次后，原层次上的子系统的老化-更新循环被一定程度改变，

其寿命可能延长，但是此时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成为命运共同体，

某个系统的崩溃可能会带来级联效应。由于各子系统之间的地位并非平等，其

中一些具备对另一些的控制能力，前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自身的无组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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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转移到整体，而后者则相反，受到整体的制约。 

10）能量掌握着最后的控制，当能量流耗尽之后，复杂性亦不可能再增加。 

这一框架可视为对第三章中提到的 Panarchy 理论的进一步扩展。 

4.9 人类-自然复合系统的演化 

4.9.1 一个模型框架 

当人类最初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只是生物界的某一个物种，并无太多特

别之处。然而随着时间过去，人类显示出了其超强的适应能力，使它与所有其

他物种区分开来，并改变了原有自然界的结构，使之显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即

人类-自然复合系统。这一过程仍在持续中。 

如果将上节得出的复杂系统演化框架应用于人类-自然复合系统，则可得： 

1）复合系统中人类与环境之间本身是一个等级关系，人类占有控制地位。  

2）系统不断生长，但会不时受到环境的制约，从而表现出老化乃至崩溃。 

3）崩溃并非完全毁灭，系统会新生并改变自己，总体上它总是在通过自己

的适应能力而克服限制，直到达到其新的极限。Naveh(2010)把人类-自然复合系

统演化过程看作是通过一系列―分支点‖跃迁至更高级阻织水平的一个不连续发

展进程。从原始的食物采摘、收集到狩猎，再到越来越先进的农业和工业时

期，最终在信息时代的全球化社会达到顶峰。每一个引起飞跃的―分支点‖的驱

动力都主要来自于被广泛利用的基础文化和技术的革新。 

4）随着演化，各地理上分离的子系统逐渐被沟通，形成（巢式）等级结构。 

5）在这种等级内，不同地区常常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从而形成中心-外围格

局。最常见的格局是城市-乡村格局，城市对乡村具有很大的控制能力。 

6）从复合系统的整体考察，则其不断地在探索更复杂的稳态，变得越来越

复杂，并且其耗散功率也越来越大。 

7）随着复杂程度增加，崩溃发生的频率变低，而幅度则增大。早期的人类

总体上并不存在相互之间的太多联系，可看作是散布于各地的部落，各自发生

着独立的演化。此时局部系统的规模不大，由于主要来自外界因素的影响，各

自崩溃的频率很高，但作为一个总体，却显得相当稳定。随着进入农业社会，

人口增加了，聚居程度也提高了，不同区域的人们联系变得紧密，出现了复杂

的社会组织，此时对自然的改造亦大大加强。此时崩溃越来越处于内在原因而



第四章 老化、崩溃、新生及综合演化框架 

 79 

致。崩溃的频率减小了，但是幅度却增加了。进入工业社会，全世界范围内的

联系进一步紧密化了，在各个尺度上都是如此，对自然的依赖也越来越深。到

了信息化社会，则全球几乎已经是浑然一体，崩溃一旦发生，则将可能带来全

面的毁灭。(图 4-11)。 

 

图 4-11：人类-自然复合系统的演化历程 

 

4.9.2 对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现在，我们已经通过复杂性科学的一些理论拓展了第二章中提到的各理论

和模型对人类-自然复合系统演化的认识。 

    Hubbell(2001) 在其群落动力学模型中作了一个零和游戏的假设，即对于同

一营养级的物种，单位面积的个体数相差不会很大。―可以把它表述为这样一个

基本的原则：对于某个确定的复合群落，对于某种类型的个体来说，总是饱和

的。所有资源都得到利用，增加新的个体已无可能，只有当某个个体死亡之

后，才随机地由群落中的某个个体繁殖一个后代补充之 。‖(Hubbell, 2001)显

然，这是一种相当理想的状态。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是，在一条高速公路上，

远在汽车能够塞满路面之前，交通事故就已经频繁发生了；只有当汽车都停在

车库中不动时，才会发生位置能被占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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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地悲剧强调了持续放牧对草场可能造成的某种突然性的破坏，这显然将

降低羊群的数量，但没有描述这个过程。可以设想的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将会

发生，不断有个体遭到淘汰。在最好的情况下，随着群体数量下降到资源承载

力范围以内时，争夺会停止。然而，实际上更可能的情况是，这种竞争一旦发

生，就不那么容易停止了。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一点尤其显然，霍布斯式的―所

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上演，在最惨烈的情况下，直到―白骨遍于野，千里无人

烟‖之时，和平才会重新到来。 

承载力的被超越是一种普遍现象，实际上，系统一般无法在其内部发展出

识别阈值和控制自身的能力。其次，在过冲发生时，系统对环境的作用所遭致

的反馈使得系统本身的动力学过程发生极大变化。在社会系统中，则体现为自

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另外，各地区之间的非平等地位也必须被

考虑，外围地区会受到中心地区的生态赤字的转嫁，这对考察局域尺度的可持

续发展很重要。 

人类社会从来都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的基础之上的，是与之耦合的。但我们

历来的研究大都只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从而显得“抽象”。之所以可以这么

抽象，是因为人类处于等级系统的中心地位，自然生态则处于这一系统的“环

境”的地位。但随着这两者的耦合越来越强，人类的改造自然地行动越来越受

到来自自然的反馈，此时，必须要显式地将自然包括进我们的模型，才能够得

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原先用来刻画复合系统的一些指标，例如 GDP、劳动生产

率、平均利润率等等，也就越来越显示出其偏颇之处，它们都只是从人类改造

自然创造财富的角度来看待复合系统。当我们从维护整体复合系统稳定性，从

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则可提出一些新的指标。例如，生态生产率，

可视作与劳动生产率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可定义为维持复合系统整体稳定性不

降低的前提下，人类社会所能获取的财富的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可持续

发展就是要不断通过技术等手段提高生态生产率。 

从本文得到的人类-自然复合系统的演化框架模型来看，全球尺度的崩溃似

乎终难以避免，而在其后则将会有新的开始。显然的，我们所有对于可持续发

展的定义都不会把这看做是可持续的，而是把这种大崩溃的避免作为可持续。

人们所努力探索的，也正是避免这一可能的崩溃的途径。对于这一途径的探讨

是超出本文范围之外的。另外，本文并非在宣扬悲观主义，而只是试图更好地

说明过去和现在的发展演化历程，以便在此基础上谈论将来的发展。盲目的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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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将会带来悲剧的后果。 

4.10 小结 

本章内容是第三章的继续。从组织的老化现象出发，综合复杂系统理论的

各方面知识，得出了一个复杂系统演化的框架。这一框架可看做是 panarchy 理

论的进一步阐明和发展。通过将这一框架用于人类-自然系统，得出一个这一复

合系统的演化过程框架模型，可在这一基础上，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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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历史上的演化及其理论 

5.1 引言 

在第四章中，通过对复杂系统的理论，得到了一个关于人类-自然复合系统

演化的框架模型。现实中的情况是复杂的，即便如此，人们已经探索出其中的

共同规律，本章将列举一些这方面的理论，可以发现，这些结论与第四章中得

出的框架模型相符，从而使这一框架模型得到论证。在这些理论中，复合系统

的自然生态部分也仍是隐而不彰的，但指出了其对人类社会部分的作用趋势，

例如土地收益的递减。 

5.2 古代社会 

    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中，将崩溃定义为：―一个社会在

社会政治复杂化的既定层次上出现快速的、实质性的衰败。‖泰恩特列举并分析

了包括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 中国西周、古印度、古希腊罗马以及美洲的

一系列古代社会的崩溃，综述了其他人对这些崩溃现象的解释。在这个基础

上，他建立了自己的关于复杂社会崩溃的理论(泰恩特, 2010)。 

    泰恩特认为，复杂化作为一种策略，能够使社会得以缓解危机或者实现机

遇，但其结果是成本和代价的不断增加，边际收益逐渐减少。在许多关键领

域，对社会政治复杂化的持续投资将达到一个拐点，此拐点以后的投资回报便

开始下降；起初是渐近的，然后是加速下跌。社会阶层的规模变大、变复杂、

变得特殊化；资源生产越来越集中在难以寻找、难以处理的物质上；农业劳力

强化使用；而且最可能出现的状况是，增加军备建设以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途

径(泰恩特, 2010)。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在边际产量无法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出现平衡

状态？作者认为，在相对简单的采集型社会，人口分布松散，长期发展后实现

平衡也许可能，但在人口密集的复杂社会似乎很难。当人口因素、社会政治因

素不允许一个人口群体作出疏散选择的时候，对付危机的办法通常是更大规模

的经济投资和社会政治投资。对于那些不具备技术开发能力的社会，最常见的

做法是通过地域扩张来获取补给。只要维持一个社会的边际成本超出其社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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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那么不断扩张对就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然而一个复杂社会就算扩张成

功，发展到最后也会达到一个拐点，也就是继续扩张需要过高的边际成本。到

最后，征服所带来的边际回报率开始下降，社会又回到其以前的困境中(泰恩特, 

2010)。 

    ―当一个复杂社会进入边际回报持续下降状态时，崩溃会由于两种原因，或

其中之一而爆发：缺乏应对突发危机的充足存储；失去赋税过重的百姓基

础。‖(泰恩特, 2010)。 

5.3 中国封建社会 

    金观涛和刘青峰(1993)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理

论。作者通过三个子系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来定义它。小

农经济是自己自足的，然而郡县制度的政治结构和儒家学说占主导的意识形态

结构的强有力的―一体化‖力量把国家组织为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维持着社会的稳定，但即使是铁板一

块，也耐不住时间而会生锈最终蚀坏。作者将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

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组织的那种

力量，称为无组织力量。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无组织力量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调

节能力异化的结果，是这种结构本身无法克服的力量。无组织力量增长过程是

不可逆的，而且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自繁殖机制，使增长速度大大加

快。―对于任何一种结构稳定的复杂组织系统，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不可避免，大

约是一条铁的规律‖。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主要是是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

化，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是土地兼并程度的提高，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

力量的增长表现为思想日益混乱，官方意识形态逐渐失去指导意义。无组织力

量的增长不是局限在每个子系统内部，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加剧

的，最终破坏三个子系统之间原有的互相调节维持稳定的机制，直到终于有一

天，崩溃发生。作者不仅列出大量的历史数据来说明这个过程，还用了一个形

象的比喻：  

  ―如果说农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生产劳

动推动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那么宗法一体化结构就好像一座牢固的长

坝，把农民管理起来，控制起来，而无组织力量就好比坝里的老鼠，不停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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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洞，任何挖鼠灭鼠的行为也不能遏制鼠洞的增加。这样，堤坝越来越脆弱，

老鼠越来越猖獗，终有一天，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要冲决一体化的大坝，淹死

老鼠，把数百年积累起来的污泥垢水荡涤干净。‖ (金观涛和刘青峰, 1993)。 

  然而每次崩溃之后，中国都能在短期之内重新建立起原来的结构，从而构

成一种周期性循环，即所谓超稳定结构，而崩溃本身就是一种调节机制。虽然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度非常先进，虽然中国一次次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

芽，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在社会崩溃中幸存下来，从而也就没有能够进入到资本

主义社会形态(金观涛和刘青峰, 1993)。 

  那么为何历史上西欧得以率先顺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不像中国这样进

入循环演替呢？刘昶(1981)认为中国和西欧所面对的外部条件的差别使得中国

从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过程，从而始终徘徊于资本主义大门之外。 

  刘昶认为，在自然经济时代，建立在自由小农基础上的专制王权然要被社

会肌体所溶化，取代它的是分散的、割据的，多元的地方和领地自治。正因为

如此，封建化的结果，即封建化的完成是以整个社会农民农奴化，土地庄园化

和政治多元化为标志的。历史上称之为―西欧封建化‖的过程即是这一体现(刘

昶,1981) 。 

显然，这个过程与金观涛和刘青峰论述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异化过程相一致

的。但是，刘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不断地在反复重演封建化的种种场面，

却始终没有达到西欧九世纪以后的封建化程度。于是，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制度长期延续下来了，工商业自由独立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形

成，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科学技术也就始终不能很好地发明、利用和发展，另

一方面，社会动乱频繁不断，任何微小的社会进步都被中断，这就是中国封建

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刘昶, 1981) 。 

  在内因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外因就是造成同类事物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中

国的封建化过程被打断的原因则应该从外部寻找。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自古

以来就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两千年来，游牧民族不断地对中原人民进行

侵扰，外部侵略的外因和封建化的内因，通过专制集权制度的媒介而相互作

用，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运动方式。封建化进程不断瓦解统一的专制统

治，引起每一个王朝治乱兴衰的变化；长期存在的外部侵略的压力，则要求保

持社会的统一并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但两者并不产生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

而是以大量耗费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去抵抗侵略为代价，极大地加速小农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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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激化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破坏封建化的正常进程所必需的社会平衡，

把整个社会逼入绝境，然后通过一场迅猛的农民战争，完成了新旧更替过程。

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系统和变态的矛盾运动中，长

期延续下来了(刘昶, 1981) 。 

进一步考察可发现，西欧和日本由于没有外部侵扰之忧，顺利完成封建化

过程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拜占廷、印度等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则由于

外部因素的干预和作用，出现了畸形和变态(刘昶, 1981) 。 

顺着刘昶的思路，还可以发现西欧不仅没有受到侵扰，而且因为地理大发

现为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提供了绝佳机会，而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例如多

余人口亦通过殖民地而得到妥善安置，例如，澳大利亚就曾是英国流放犯人的

地方。 欧洲国家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其积累起来的无组织力量得以向外释放，

得以顺利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没有像中国那样陷入历史的循环。 

总之，封建社会本身具有不断异化的内在机制，然而这种异化不仅仅包含

着老化，也包含着诞生新结构的可能性，这两者的博弈决定了演化的结局。 

5.4 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具有高度的扩张本性直至全球任何角落

都无法避免，它似乎一直都充满了勃勃生机，但异化和老化也一直如影随形。

资本主义社会纷繁复杂、变化万千，这里将从其最主要的内容即生产方式进行

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已完全不同于小农的自给自足，而是一

种社会化的大生产，这种大生产是以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进行的。资本主义社

会是否能长期稳定地维系，最重要的就在于这种生产方式是否能稳定维系。无

疑地，像任何其他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社会或者其他类型的复杂系统一样，这种

生产方式在再造自身，即它能不断地重新产生出资本家和工人，然而却也在不

断发生着变化。 

5.4.1 利润率递减与递增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为资本的逐利行为，当无利可逐时，

这种方式也就无法维系了，很多学者正是从利润率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演化的。这又可分为递减和递增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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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1 利润率递减 

    亚当.斯密在其 1776 年的《国富论》中说：―一国所获的财富，如已达到它

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

可能，但尚未退步，那末，在这种状态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也许都非

常的低。一国人口的繁殖，如已完全达到其领土所可维持或其资本所可雇用的

限度，那末，在这种状态下，职业上的竞争必然非常激烈，使劳动工资低落到

仅足维持现有劳动者人数，而且由于人口已经非常稠密，也不可能再有增加。

一国的资本，如与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相比，已达到饱和程

度，那末各种行业所使用的资本，就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使用的程

度。这样，各地方的竞争就大到无可再大，而普通利润便小到无可再小。‖(斯

密, 2005)  

    李嘉图在他 1817 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分析，随着人口的

增长，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必将不断增加，而土地的数量又是固定的，由此将

出现两种趋势：一是人们将不得不耕种肥力和位置愈来愈差的土地；二是在原

有的土地上不断追加投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将发生作用。作为主要资源的土

地的稀缺程度不断提高必将导致一下的经济和社会后果：（1）愈来愈劣等的土

地投入耕种加上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农产品的价格必将愈来愈高。（2）

随着农产品价格上涨，一方面引起地租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引起工人的名义工

资不断提高，因为维持工人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3）由于工资随

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上涨，资本家的利润将减少。（4）因此，随着土地的稀

缺程度提高，工人与资本家，资本家与地主在收入分配上的矛盾会愈来愈尖

锐。 

    穆勒在他 1848 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在人口和资本都增长

的情况下，如果工人在预期到资本积累率将要下降时能够做出推迟结婚和减少

生育的决策，资源需求和资源稀缺的矛盾可以得到缓解，不必通过减低工资率

来迫使人口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率相适应。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家都倾向于认为利润率不可能永远维持，经济

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而会达到某个顶点。 

    马克思发现平均利润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资本周

转速度的减慢而趋于下降。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以及在竞争

中取得优势，不断地竞相改进生产技术，在愈来愈多的生产环节中用机器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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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手工劳动，这就必然要引起各个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引起

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提高，并因此造成资本与劳动在利润的分配中比例

逐渐拉大，以及失业率的升高，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从而减小了整体的

市场容量，最终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和利润的无法实现并表现为经济危机。马

克思认为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造成的，即单个资本的利益与整

体社会利益的相互矛盾。马克思说：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

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各种

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

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5 卷)。 

5.4.1.2 报酬递增 

    古典经济学家不仅发现了利润率递减，也发现了在某些情况下它会递增。    

斯密强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通过专业化和分工，第一，

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了；第二，避免了从一道工序转到另一道工序所浪费的时

间；第三，有利于简化劳动、节约劳动的机械的发明。劳动生产率因此得到极

大的提高(斯密, 2005) 。 

    马克思也指出因为有一系列因素阻碍、延缓并抵消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

用，从而使其下降表现为一个缓慢的曲折的过程。这些因素主要是： 

    1）资本家提高对劳动的剥削程度； 

    2）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 

    3）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形成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4）对外贸易的发展。例如输入廉价的原材料，输入廉价的生活资料，按高

于输出国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出口商品，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利用其工资低、

剥削程度较高等条件获取高额利润。 

    5）股份资本的增加。股份资本只凭股票取得少于平均利润的股息，延缓了

利润率的下降。 

    马歇尔在其 1890 年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到有关报酬递增倾向的观点：（a）

规模效应带来的报酬递增可能是外部的或内部的；（b）自然起作用的生产表现

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起作用的生产显示出报酬递增的倾向；（c）―报酬递增

率可以这样来表达：劳动和资本的增加导致组织优化，这又会提高劳动和资本

的使用效率‖(马歇尔,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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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ng 在斯密劳动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迂回生产和社会收益递增概念。

他认为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及新行业的出现。他指出，分

工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其中某些过程终于导致机器

的采用。在使用机器，采用间接过程时，分工进一步发展了，后者从经济角度

看又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Yong, 1928) 。 

    杨小凯等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改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者

和消费者两分的做法，并引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将增长视为因学习有效

率的组织生产途径和具体的生产过程而使专业化递增的过程，专业化和迂回生

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增加运输和议价费用。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

规划方法，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

型。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

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改

进，劳动分工自发演进。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

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演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率提高、

贸易依存度也在提高、内生比较利益增加，市场一体化加深，国内贸易发展为

国际贸易 (杨小凯和黄有光, 2000) 。 

    Brain Athur 对报酬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和路径依赖特征运用概率理论进行了

数学处理，认为支撑经济系统的规则是报酬递增而非报酬递减，并且认为在报

酬递增存在的情况下，经济系统显示出多重均衡，即报酬递增能够导致多种可

能的结果，具体哪一种结果能够被选中与历史上一系列偶然的事件有关(Athur, 

1990)。 

    舒尔茨将报酬递增的源泉归于劳动分工、专业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

累（培训/教育、在干中学、知识的获得、知识的外溢）、经济思想和知识、经

济制度、经济组织和恢复经济均衡等八类原因(舒尔茨, 2001) 。 

5.4.1.3 利润率递减与报酬递增 

    显然的，利润率递减和报酬递增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而且

很多经济学家如斯密、马克思、马歇尔等都观察到了其共同存在。但这两者却

并非处于对等的地位，其中利润率递减是一种普遍规律，而报酬递增则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并非总是可以预期的。每次报酬递增过程的发生，都在其中暗含

了递减的因素，从而只是暂时地缓解了利润率下降的过程。当利润率降低到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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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程度时，并非总伴随着自发出现的报酬递增，从而导致了历史上危机频繁上

演。 

    李嘉图认为，虽然工业生产中由于分工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存在报酬递

增，但是，在所有的土地资源都被利用后，资本积累率从而对劳动的需求下

降，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趋势将会压倒工业中的报酬递增趋势，于是经济增长速

度将会放慢，直至进入人口和资本增长停滞和社会静止状态。马歇尔指出―任何

情况下，因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增加的报酬，迟早是要递减的。‖舒尔茨(2001)

认为 ―每一次进步，作为一个过程，最终还是受制于报酬递减。这意味着不存

在已为人知的、独特而持久的收入增长过程。‖弗里曼和卢桑(2007)认为：―在

每一个时代在一定制度框架下基于核心技术取得的进步迟早会进入报酬递减阶

段，进而建立在这种技术基础上的经济进步必然会减慢。经济再次迅猛增长需

要新一套核心技术的推动，要求重塑制度结构以适应新的需要。‖ 

    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导致报酬递增的因素只能延缓利润率的下降，却不

能取消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表

现其作用的趋势。马克思说，一般说来，―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

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这种下降。……所以,这个规律只

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

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1974) 。 

5.4.2 资本主义生产的演化理论 

    报酬递增和利润率递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通

过把这两方面整合起来，一些学者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将技术革命和制度变革联系起来，提出了―创造性毁灭‖的概念，用

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现象。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

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把那种所谓―不

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

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

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 (熊彼特, 1990) 。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和分析，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是一个

―内在的因素‖，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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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其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

―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

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

的新组织(熊彼特,1990)。 

    熊彼特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高涨，一旦

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平稳的，而是时高时

低的，这样就产生了经济周期。当景气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

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

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

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

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这个过程就是创造性毁灭。

所以说每一次的萧条都包括著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陈述

为：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熊彼特, 1990)。 

    佩蕾丝(2007)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技术革命的周期进行了细致描

述。她将整个周期分为启动期和拓展期，它们又分别包含两个阶段。 

新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

定性。风险资本家为高额利润的新的可能性所鼓舞，这种可能性在新技术的最

先运用中得到证实，他们迅速投资于新的活动和新的企业。然而，不确定性伴

随着这种革命性的发展，新产业和新企业爆发性地兴起于一个仍被―旧‖产业主

导的环境里，这无可避免地造成巨大的冲突，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结构性调

整‖阶段。佩蕾丝强调了新技术的扩散过程，并称之为―启动期‖（ installation 

period）。她进一步将它分为两个阶段： ―爆发阶段 ‖(Irruption)和 ―狂热阶

段‖(Frenzy)。在后一阶段，金融资本将投资倾注于各种新产业、新的活动和新

的基础设施，并且强烈地需要制度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这一过程 (佩蕾丝, 

2007)。随着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经验的积累，以及许多企业逐渐适应了新技术，

新技术就成为日常生活的―常识‖，启动期的紊乱状态可能让位于更加和谐的增

长。佩蕾丝将这一增长阶段称为―拓展期‖（Deployment），并进一步把它分成两

个阶段：―协同阶段 ‖（Synergy）和―成熟阶段‖(Maturity)。拓展期可能是一个建

立在技术和制度框架彼此协调的基础上的、相对稳定而繁荣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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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一次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引自：佩蕾丝, 2007) 

 

虽然结构性失业很可能伴随着启动期，但许多国家会在拓展期达到高就业

水平，这一因素促使人们把拓展期看作―黄金时代‖。在拓展期的成熟阶段，就

已经不再陌生或成熟的技术而言，其收益正在递减。而递减的收益引发了新一

轮的启动期(佩蕾丝, 2007)，(图 5-1)。从 18 世纪末开始的经济增长已经经历 5

个不同的阶段，并伴随着 5 次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 

5.4.3 资本主义演化的空间表现 

    上述演化理论主要针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如果放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则将会发现空间上的一种规律，这种规律也是演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5.4.3.1 ―中心—外围‖理论 

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地域之间的协同演化是前述的利润率下降和

报酬递增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列宁指出，垄断资产阶级通过把资本主义的

基本矛盾和生产过剩危机向外输出以缓和国内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垄断资

本在全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在一国发展到顶点后产生的经济危机，

但却无法回避在全球发展到顶点后必将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由于国际垄断

资本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引起全球范围的有效需求不足、经

济衰退，从而导致世界性经济危机。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利维什在其《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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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该理论指出，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

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

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中心‖与―外围‖构成了一

个统一的动态世界经济体系，它们并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而是作为相互联

系、互为条件的两极存在。世界经济体系表现出整体性、差异性与不对称性的

特征(Prebisch, 1962)。 

    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形成

以前，―中心‖和―外围‖当时都处在基本相同的发展水平上，彼此之间的差距是

非常有限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某些核心国家的逐步确立和向外扩张，

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中心‖首先享受

到技术进步的好处，从一开始就处于有利地位。而广大的―外围‖地区则被迫参

与不对等的国际分工，承担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任务，从而处于不利地

位。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趋势加深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

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的作用，―中心‖与―外围‖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

分工，―中心‖国家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品为主，而―外围‖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

级产品为主。然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与工业品相比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

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

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

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普利维什, 1990)。     

    缪达尔认为一种正反馈效应形成了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经济等级，他称

之为―循环和积累的因果原理‖，并用―回荡效应‖和―扩张效应‖来具体分析―循环

和积累的因果联系‖ 。缪达尔认为，国际间自由贸易的结果，将对富裕国家产

生有利的―扩张效应‖，而对贫穷国家产生不利的―回荡效应‖。因为，当富裕的

工业化国家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时，富裕国家以其大规模生产的

工业品输往贫穷国家，贫穷国家小规模的工业和手工业由于缺乏保护，而趋于

衰落和消亡，由此产生下降的―循环和积累过程‖。即贫穷国家小规模的工业和

手工业趋于衰落时，技术工人减少，外部不经济效应出现，人们被迫转业于传

统部门。这些初级产品的生产部门，大多雇佣非熟练劳动力，―经常是满足无需

求弹性的出口市场，那是一种不可能有快速增长趋势的需求，以及过度的价格

波动‖。而另一方面，富裕工业化国家输出的工业品日趋增多，形成正的外部效

应，不但劳动力由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力较高的工业部门，而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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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技术工人需求量大，教育培训和健康保健亦得到改善。所有这些因素将产

生上升的―循环和积累效应‖(Myrdal, 1957)。 

佩蕾丝亦在其技术创新周期理论中指出，在发展的协同阶段，投资集中于

核心国家。在那里整个经济欣欣向荣，整个工业体系都充满了机遇。这时核心

国家的出口来势凶猛，而远方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一般是与满足范式所需的投

入品的生产联系在一起(佩蕾丝, 2007)。 

Odum 曾指出，通过货币支付使更多的能量从不发达的资源地区流向发达

的城市中心时，世界系统可以被强制地达到最大功率化，即其结果是资源供应

国家沦为附庸国，并且具有较低的经济生活水准(Odum, 1983)。 

    总之，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和

被依附的关系，中心的发展造成了外围的不发展，并使得外围进一步依附于中

心，而市场机制则不断累积地强化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另外，随着环境问

题进入视线，人们发现这种国际分工的不平等关系又有了新的表现，原先污染

严重的工业化国家变得越来越清洁，环境逐渐恢复，而原先淳朴、自然的不发

达地区，却成为了污染的重灾区。 

5.4.3.2 库兹涅茨环境曲线 

    许多环境经济学家经过研究发现，环境恶化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同

样可能遵循这一倒 U 形状（图 5-2） 。在工业化的核心国家，在早期的工业化

或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由于经济水平较低，环境受影响程度较小。到了工业

化进程加快或经济起飞时期，自然资源的耗费、废料、废气的排放超过了环境

自我处理能力，环境严重恶化。但一旦到了后工业化社会或经济发展的更高阶

段，由于生产设备技术水平的改进，产业的高级化趋向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不

断增强等原因，环境状况开始逐渐得以改善。这一假定规律被称为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EKC,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Panayotou,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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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库兹涅茨环境曲线 

核心国家的环境污染能最终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向后发国家转移了低端、

污染的产业，而自己则从事污染较少、而利润很高的高新技术以及金融服务业

等。另外，倒 U 型的 EKC 仅是一般化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不足以说明环境

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全部关系。EKC 只是反应某些空气质量指标，而且更多地

反映地区性和短期性的环境影响，而非全球性的长期影响(Dinda, 2004; 佘群芝, 

2008)。EKC的概念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指标，如土地利用的变化、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等、温室气体排放等。 

    Levin(2006)指出：―人们看到在低收入水平上收入的增加与环境的不断退

化，无疑是与工业化增长相呼应的，但是伴随着高收入水平上的环境改善则要

归功于更微妙的因素。那些富裕的国家或许实际上是站在一个更好的立场上把

它们的注意力转到了对环境质量的关心上。这不仅可能促进了发展降低污染的

方法以替代传统的实践，而且也可能导致了污染的输出，例如，在其他国家建

立各种工厂或者干脆从其他地方的生产者那里购买货物。如果污染发生在我们

自家后院，关心来自工业源的污染对于我们就是一件易事；如果我们并不是非

得亲自处理我们应承担的污染后果，那么就很困难了。‖ 

5.4.3.3 资源的诅咒 

    通常认为，资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是一个地区的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

增长有正的贡献，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资源贫乏的地区，

资源丰富的地区能有更快的经济增长。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很多自然资源丰

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却令人失望，反而不如很多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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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探求其中原因。1993 年，Auty 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

―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Sachs 和  Warner 

(1995,1997,2001)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资源诅咒‖

至少在国家尺度上是成立的。徐康宁和王剑以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分

析了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这―资

源诅咒‖效应 (徐康宁和王剑, 2006) 。 

    关于资源诅咒的经济学理论解释基本上使用了―挤出‖逻辑，即资源部分挤

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资源部门阻碍了经济增长，具体的解释有：贸易条

件恶化、投资不足、荷兰病效应、挤出创新等(赵伟伟和白永秀, 2010)。这些机

制都存在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资源并没有用于本国工业的发展，而是用于出口

做了其他工业国家的原料，或者虽然工业在本国发展，利润却没有留在本国，

而是流向了资方。与资源的拥有权相比，资源的支配权更显重要。局部不受制

约的前提是整体受制约的情况还没发生，而局部不受制约并不自然等于整体不

受制约。当前发达国家能够改善环境而保持居民大量消费，其前提是消费生产

地实现了跨国转移，因此从整个世界看，污染并不见得减少了，事实上恰恰是

在不断增加，只不过污染地发生了跨国转移(林建永和汤进华, 2010)。 

5.4.3 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不一定表现社会危机，前者只是生产体系的紊

乱，它会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虽然痛苦，但只要基本生存能得到保障，长

远预期仍旧乐观，人们通过降低预期水平可以适应这种痛苦。如果此时没有出

现可以引起报酬递增的因素，从而使这种状况得不到缓解，则将可能会发展为

社会危机。 

5.5 小结 

    人类社会的演化无疑是十分复杂的，但却也不是一团乱麻，从系统学角度

考察，可以发现其共有规律。任何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有形的整体系统，不可

避免地发生异化和崩溃。 

    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当扩张达到其某一时期的极限时，竞争使得平均利

润率变得越来越低，并且失业者越来越多，贫富分化也越来越大，市场容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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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小，这是一个正反馈的效应。此时，资本主义社会会通过一些方法来维

持，不外乎如下几种：1）通过科技创新，开发新产品，发掘新市场，从而维持

或提高利润率；2）向外扩张，获取新的资源和市场，这种扩张现在已较少采用

对他国直接占领或政治颠覆的手段，更多是通过贸易和金融手段；3）向未来透

支，例如通过按揭贷款来扩充当前的市场容量。这些方法也都间接地暗含了对

自然的更多索取，将复合系统的矛盾推向深化，直至爆发。 

泰恩特(2010)指出：―对化石资源严重依赖的现代社会特别容易出现这样一

种局面，即崩溃如若发生，其波及的地区将更广，灾难的深重层度也会更大，

必然是大规模的分裂瓦解和大面积的人口死亡，更不用说幸存人口生活水平的

大幅降低。‖ 

    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矛盾也必然是全球化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改革

开放带來物质生产高速发展，金融自由化带來货币经济繁荣昌盛(追涨)，外币

拋空带來金融危机(杀跌)，这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三部曲，成为当代所有―新

兴市场‖无一例外的宿命‖（王小强,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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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内蒙古草原复合系统的发展演变 

6.1 引言  

    在第五章中提到，在全球化的时代，社会的演化表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

外围地区首当其冲地遭遇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的苦楚，并且会与贫困化相互耦

合促进。本章将粗略考察内蒙古草原牧区近半个多世纪来的演变过程，以此为

例来说明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的这种演化过程。 

6.2 背景与框架 

6.2.1 背景 

    内蒙古草原位居我国五大牧区之首，同时也是我国北方的一道生态安全防

护带，以其独特的生态功能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繁衍生息提供服务。近一个世纪

以来，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内蒙古草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

在生态环境方面，也表现在社会经济方面，每个方面都又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

究。然而社会-生态系统是相互耦合的一个整体，局部的研究往往会让人得出片

面的、似是而非的结论。从 GDP 的角度可让人欢欣鼓舞，社会文化角度则喜忧

参半，而生态环境则大多是让人痛心疾首。那么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这个变迁

呢？这要求我们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角度，把这些变化作为复合系统演化的

结果，通过其历史来弄清楚这个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并且以整体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为评价。 

    内蒙古草原东起大兴安岭山地，西至居延海，东西绵延 2000 多公里，总

面积达 8666.7 万公顷，所处纬度较高，高原面积大，距离海洋较远，沿边有山

脉阻隔，气候以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总的特点是春季气温骤升，多大风

天气；夏季短促而炎热，降水集中；秋季气温剧降，霜冻往往早来；冬季漫长

而严寒，多寒潮天气。年总降水量 50-450mm，变率很大，地区分布不平衡。

蒸发量大部分地区都高于 1200mm，从东向西递增。内蒙古草原沙质地层分布

广阔，从贺兰山、乌拉山、大青山到大兴安岭西南的几千里地段都是覆沙带，

上面的腐殖土只有 30~50cm，下面就是沙粒层，有机质及矿质养分都比较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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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物理性也不好(内蒙古农业地理, 1982)。 

    在这一干旱生态系统内，生物有机体与环境条件处在脆弱的相互依存的平

衡状态，这种平衡极易遭受破坏，而且又很不容易复原。这种自然条件不能支

撑农业系统的持续发展，从事游牧畜牧业成为当地民族几千年来的生存选择。 

6.2.2 研究框架 

    复合系统演化历程可以划分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系统有不同的主要状态

变量，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不同阶段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改变常表现为主要

反馈关系的变化，类似于相变。其驱动可能来自系统内部，由于系统各变量间

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一些慢变量发生变化，使得原先的相互作用方式无以为继，

进入新的相互作用方式；也来自外部的影响，而且事实上占据更主导的地位，

这表现为高一尺度的作用。这个演化中的系统可以分为前后 3 个阶段分别说

明，以新中国成立前为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前为第二阶段，改革开

放后到现在为第三阶段，分别描述此人类-自然系统在各层次的相互作用及演

化。这种划分主要是根据社会的组织形式。划分阶段并非把它们割裂开来，虽

然它们有非常不同的表现，但是却都是整体演化过程的部分而已，有些过程和

变量的变化趋势并没有太受制于这些阶段，例如人口、开垦。 

    系统的慢变量是在各个阶段都存在，但是变化较慢，短期不对系统有重大

影响，从而也不受到反馈和调整的变量，但是它们对系统的长期演化却起关键

性的作用，它们会慢慢积累变化，并最终达到阈值，使系统进入另一个演化空

间中。慢变量包括可用的水资源、土壤退化程度、人口数量、贫富分化程度

等。 

6.3 演变历程 

6.3.1 传统游牧经济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内蒙古的草原牧区基本上延续着几千年来的传统游牧

生产和生活方式。 

    游牧即不定居地从事放牧，它与农耕是古代世界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

生产方式(田澍和马啸, 2008)。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

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来自于草原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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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季节变化和草原承载力等一系列自然条件而做出的适应自然生态环

境演化规律的选择(包庆德, 2005)。这种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们卓

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

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王明珂, 2008; 席锁柱, 2010)。     

    游牧制度的最大特征是如何适应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以动制动，以达到

较理想的生存状态(达林太和郑易生, 2010)。为此游牧民需要掌握关于周围自然

环境，例如天气季节变化、动植物种类、山川河流、湖泊等的诸多知识，并协

调好生产过程中的诸多关系，例如季节变化与移动的方向、畜群数量与草场承

载力、牲畜的种类与牧草、畜群的大小与水草等(乌日陶克套胡, 2006)。游牧民

在蒙古高原地区长期的游牧生产生活中逐渐积累、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和文

化，包括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哲学观念和宗教信

仰，以便协调人和牲畜、牲畜与牧草、牧草与草场之间的矛盾，从而适应内蒙

古高原自然环境条件(王全, 2010)。例如，选择适当的畜种并组成适当的畜群；

选择适宜于不同季节、不同畜群畜种的放牧地点和游牧路线；选择与不断迁徙

相适应的生存设备和生活用品；组成能够抗御自然灾害的社会互助合作组织；

培养爱草场如生命的行为习惯(刘明远, 2005)。另外，草原民族还创造了具有

―行国‖特色的政治组织(乌日陶克套胡, 2006)，以及全民皆兵的准军事化制度。 

    这种生产对策和制度安排，在各方面体现出了良好的适应性，维持了牧草-

牲畜-牧民三位一体系统的稳定性。如果在同一个草场上长期放牧，则因牲畜的

蹄足反复践踏地表，导致地表层下的沙土裸露而招致风蚀沙化。通过畜群与人

的一个圈子套圈子的有规律流动，实现传统时代最大程度的可持续的草原利用

(王建革, 2006)。例如，通过轻度采食牧草，而可刺激植物分蘖再生；按季节分

地区轮牧倒场，既保证植物种子成熟繁殖，又保持草场一定的盖度，不出现土

地荒漠化；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简单轻便，对草场的压力轻(暴庆五, 2000)。牲

畜粪便也可对草场均匀地施肥，使其土壤肥力可以维持。对于牲畜来说，通过

游动可减少病菌的滋生、吃到不同的牧草以及得到盐碱地的矿物质补充。牧民

则从牲畜得到了其衣（牲畜皮毛）、食（肉、奶）、住（蒙古包）、行（马车、

牛车）的基本生活资料。包庆德(1998)概括指出：―人靠牲畜生活致富，牲畜靠

草场生存繁衍，草场靠人的意识保护和必要的游牧得到改善，而改善了的草场

又反过来为人们的更好生存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生态前提条件，它们的生态关系

是：人─牲畜─草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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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说，游牧经济是脆弱的，牧民的生活是艰难的，其社

会则是停滞而不发展的。畜牧业生产中由于牲畜是活东西，因而对自然的依赖

程度比农业为大，自然灾害对畜牧业所造成的损失也较农业为重。牧民们的生

产只能是利用自然而不能改造自然，是一种靠天吃饭的生产活动，其食物供给

主要来自于牲畜，其财富也集中体现在牲畜上面，贮存财富的途径只能靠牧养

牲畜(胡铁球, 2002)。卢圣泉(2005)指出，游牧经济脆弱性表现在三个方面：自

然灾害经常给畜牧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使得生产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生

产经营粗放性使得畜牧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再生产周期长，影响畜牧经济的

增长。贾幼陵(2011)则认为游牧经济一直重复着―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

的恶性循环，―三年一小灾，五年一中灾，十年一大灾‖，是一种―不积累、不进

化、不建设的生产方式‖。 

    游牧经济的这种脆弱性及单一性引发了游牧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内

在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游牧经济对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强烈的依赖性(田澍和

马啸, 2008)。由于游牧生活方式天然地具有机动性高、全民皆兵的特点，在军

事实力上对农耕社会具有优势，使得对后者的劫掠成为两千多年历史上的一种

常态。  

    总之，游牧是一种长期来人类适应蒙古高原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生产生活

方式，有效地耦合了人与自然，体现了内蒙古地区人类-自然系统整体的稳定

性，长期来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一方面游牧民族得以延续，另一方面草原生态

系统也得以维持原样。这种稳定并不是指人们过着安定的生活，而是恰恰相

反，是不断的自然灾害、不停的游动使得牲畜、人口、财富都没有出现大的增

长，生态环境得以保持，从而有了这种长期的稳定，所以这是一种可持续而不

发展的状态。如果对比中国历史上的北方草原游牧社会和中原地区农耕社会，

则可发现它们共同之处在于都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并且这种稳定中都体现出波

动，而不同之处则是农耕社会的波动比游牧社会的频率低得多，而幅度则大得

多。 

    游牧文明由于无法积累财富和发展科学技术，长期停留在原地没有进步，

它可以与同样不进步的农耕文明长期分庭抗礼，但是当工业文明兴起之后，已

不再能够守卫自己，成为了一种弱势文明。于是，变迁就开始了。 

6.3.2 解放前内蒙古草原的社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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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末年和民国时期，传统的游牧方式受到外来的极大冲击，并基本上处

于被动地位。最直接的冲击是来自内地农民的移民和开垦，而其背景则是因为

内地人口的过剩，帝国主义的盘剥，以及军阀混战对生产的破坏(图 6-1 )。 

    随着内地汉族农民大批北上，内蒙古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巨大转折，由放

牧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农耕为主。近代内蒙古草原的农业开垦引起了草原的地理

景观发生巨大的变化，从东到西，形成了一条范围广阔的农牧交错带。到解放

初，农区半农区虽然不及内蒙古全区面积的一半，但由于其绝对面积大，又集

中了内蒙古自然条件和生态植被最好的地区，对塞外的生态全局影响很大(闫天
灵, 2004)。 

 
图 6-1 新中国成立时内蒙古社会生态系统 

 

农地开垦初期，地质肥沃，土地产出率高，但是随着对土地的过度使用及

人口增长，开始逐渐退化，不堪重负。迫于生存压力，人们继续向未垦蒙地迁

移。农业是对地表生态的改造式利用，即在种植过程中要改变原来的地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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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内蒙古来说，就是要改变草原景观。在及其脆弱的生态条件下，开垦草

地本身就会直接导致生态失衡。许多地方由于盲目开垦，几乎是―一年开草场，

二年打点粮，三年变沙梁‖，不可避免地形成―农业吃掉牧业，沙子吃掉农业‖的

恶性循环(闫天灵, 2004)。移民开垦引起了连锁反应，形成了农民、牧民、农

业、牧业两线至沙的局面。农区越是扩张，牧区沙化的趋势就越显著(闫天灵, 

2004)。 

在面积逐渐减小的草原上，游牧畜牧业在艰难维持。新中国成立时，内蒙

古草原牧区有 50%的牧户处于游牧业状态中，其中，呼伦贝尔盟、锡林郭勒

盟、乌兰察布盟牧区以及阿拉善盟大体上处于游牧状态，昭乌达盟、察哈尔

盟、伊克昭盟牧区大体上处于定居状态(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 2000)。 

    王公、旅蒙商、国外资本、宗教势力、牧主，都是牧业区的剥削着。王公

主要靠封建特权进行剥削；旅蒙商和国外资本主要靠的是商业资本剥削；庙仓

主要靠群众迷信的献仪及对其消耗后剩余的牲畜进行无偿的占有剥削；牧主靠

占有较多的牲畜通过―苏鲁克‖剥削牧民的剩余劳动力(达林太和郑易生, 2010)。 

    总之，随着世界范围工业文明的兴起，游牧文明越来越式微，在内蒙古虽

然主要遭受的是农耕的蚕食，但是其背后是工业文明的背景。 

6.3.2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 

到成立新中国后，草原畜牧业被革新，通过社会主义集体化过程，最终纳

入牧业人民公社的框架，并实现了定居，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发展。这时国家通

过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和牧业积累以发展工业，而随着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

牧业的逐渐现代化，这样它对第一性生产力的加工转化能力大大提高，伴随了

牲畜和人口的大量增加。逐渐地，草场的利用开始趋向饱和，草原畜牧业生产

达到了一个顶峰。并且由于全国范围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持续增加，

开垦草原的压力一直存在。但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游牧的内核被保留，所

以保持了较高的生态效率，并且集体化的管理有利于合理规划，当生态阈值接

近时具有负反馈调节的能力，草原尚未出现大规模退化 (图 6-2 ) 。 

    内蒙古的社会主义改造从 1952 年牧区民主改革基本结束时算起，到 1958

年将牧区全部个体牧户基本改造为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社员、把一部分牧主改造

为公私合营牧场成员(达林太和郑易生, 2010)。在集体化时代，过去的游牧生产

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专业分工、定居、以及新技术的引入等，提高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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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抗灾能力，牧业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在提高。 

    首先是定居。1950 年，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盟和阿拉善旗、额

济纳旗仍是传统的纯游牧牧区，而东部的昭乌达盟、察哈尔盟和中西部的伊克

昭盟已处于定居游牧状态。从 50 年代初开始，政府开始推广定居游牧，定居涉

及到许多具体问题和配套措施，如建圈搭棚、打草和盖房等，故在集体化体制

建立前这项政策推广很慢(王建革, 2006)。到 1962 年，全区定居牧户 6.7 万多

户，占全区牧户的 79%以上(达林太和郑易生, 2010)。至 1965 年左右，内蒙古牧

区基本上放弃了几千年来的纯游牧方式，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方式被

彻底改变了(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 1999)。牧民也由原来的独立的生产者变为

互助联合的牧户，而这种由互助自然形成的社会单位，也可能使牧区出现了真

正意义上的牧区社区(达林太和郑易生, 2010)。这一牧区社区一直延续到包产到

户的草地二轮确权，这一牧区社区的出现对降低畜牧业的脆弱性、提高畜牧业

的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定居游牧为国家权力深入基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

件，牧民随时可以参加各种政治和生产运动。政府也通过定居点为牧民提供服

务，诸如邮政服务、商业服务和教育、医疗等等(王建革, 2006)。牧民生活和健

康在改善，妇女摆脱了常年睡在潮湿的地下，健康大有改善，生育能力大大提

高(王建革, 2006)。 

专业分工和草场管理集体化得到大大促进。放羊的牧民家庭专门放羊，放

牛的牧民家庭专门放牛，因此形成了专门的羊倌、马倌、牛倌等称谓。因为专

业化放牧，所以放牧的牲畜群规模都比较大，在典型的草原地区，一个羊倌管

理的羊群可以达到上千只。与这种放牧方式相适应，草场也是由当时的生产大

队统一分配。定居之前，冬夏营地尽管有一定的范围，但游走比较随意。定居

游牧以后，顶多移动 4 次，四季营地各 1 次，并有了营地界限，形成了在一个

生产大队的范围内，基于草场的自然条件，四季轮流放牧的草场使用制度，从

而走上了管理草原之路。呼伦贝尔草原划分了 4 季牧场，锡林郭勒实行了冬

春、夏、秋 3 季牧场；中西部荒漠草原区分了冬、夏 2 季草场(王建革, 2006; 王

晓毅, 2009)。由于牧区生产队都采用划分季节草场、远距离轮换放牧的方式，

是一种适合内蒙古草原自然修复特点的合理利用方式，并没有对草地生态环境

造成太大的影响，而同时畜牧业效率也是最高的。 

除了放牧方式之外，随着集体化和定居的实施，开始大力建棚圈，储备牧

草，建设草库仑，改良草场，逐步改变―靠天养畜‖的状况，牲畜的死亡率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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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降，而繁殖成活率、出栏率大幅度提高。同时，引进了机引收割机、搂草

机、捆草机、剁草机等牧草收获机械和电动剪毛机、风力发电机、风力提水

井、铁轮勒勒车等牧业机械的推广，这一切都促进了畜牧业效率的提高(林蔚然

和郑广智, 1990)。到 1957 年，牧区水井达到 6000 多眼，建起棚圈 40 万座以

上，相继建起牛配种站 17 处，马配种站 60 处，羊配种站 371 处(内蒙古自治区

畜牧业发展史, 2000)。 

这一时期也是国家大力实施工业化的时期。国家建立起了统购统销的计划

经济，草原畜牧业作为我国农业的一部分，以剪刀差的形式，牧业剩余大量被

工业部门占有了。另一方面，工业化也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例如区内的钢铁

工业正在保证着农牧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而农牧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也正在为

农牧业生产提供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割草机、搂草机、电动剪毛机以及

一些提水机械等，为畜牧业生产机械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内蒙古畜牧业, 1977)。 

 

图 6-2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阶段内蒙古社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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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这一时期，内蒙古草原人口继续增加，开垦草原也在继续，从而

持续地改变着内蒙古地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弹性。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迁移变

动增加的人口占增加总人口的近 60%，总体上迁入人口大于迁出。70 年代之

前，是内蒙古人口急剧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经济因素的影响。伴随着人

口的迁入，以及定居的实施，草原被大量开垦。内蒙古自治区自建国以来到上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先后被开垦的草原达 207 万 hm2(苏和等, 2005)。开垦使草原

地区植被遭破坏，地表裸露，增大了水分蒸发。 

6.3.4 改革开放至今 

    改革是国家尺度上社会组织结构的一次重大变化。这一时期，人民公社解

散，形成了小农和小牧的格局，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市场化以及工业化。个人

的致富欲望被大大释放了，结果是贫富分化和生态破坏。生态问题开始超越局

部范围，以沙尘暴的形式发生到北京和其他地方，引起全国关注和生态环境政

策的实施。在这整个阶段中，系统结构在不断变化。图 6-3 。 

6.3.4.1 去集体化 

1980 年代初的农村承包制度影响到草原牧区，人民公社被解散，原来由集

体统一经营管理的牲畜被分散承包到了牧民家庭。牲畜被承包到户，每一户都

成为独立生产者，牲畜群缩小了，每家每户都分得一些牲畜，数十只上百只不

等。而且每家都小而全了，不仅要放牧羊群，而且还有牛、马等牲畜。为了与

牲畜承包相适应，草原也逐渐被承包户。集体从草场的管理中退了出来，转而

由牧民家庭自己管理。家庭层面的微观管理代替了集体的管理，形成了家庭和

市场相结合的畜牧业，生产的决策主体是家庭，而家庭的决策是在市场的影响

下做出的，牧民最关注的是如何扩大生产，增加收入(王晓毅, 2009)。 

    1983 年底，不少社队在作价承包的基础上，又逐步实行了―作价归户，分

期偿还，私有私养‖的责任制。同时，又推行了―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的办法。

1989 年到 1995 年，进一步完善草牧场承包责任制，在承包形式上采取三种办

法，即承包到户、承包到联户、承包到浩特。1996 年到 1998 年，根据《内蒙古

自治区进一步落实完善草原―双权一制‖的规定》内蒙古牧区落实了草牧场所有

权、使用权和承包责任制，把草牧场使用权彻底承包到户，并坚持 30 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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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到 2002 年为全区草牧场―双权一制‖落实工作完善阶段(达林太和郑易生, 

2010)。 

    ―双权一制‖的落实，加强了牧民的草牧场使用权的权属意识，牧民把更多

的资金用于生产建设，尤其是草牧场的围栏建设上。草场围栏化是与草原产权

制度、放牧制度相一致，并与之相配套而采用的一项技术措施。目前各地草场

设置围栏已相当普遍。牧民之间的互助劳动也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开始商品化

了，劳动力外购开始在大户中流行，牧区社区互助文化开始逐步瓦解(达林太和

郑易生, 2010)。 

    草原牧区基本经营制度的变革，调动了广大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

性，然而，由于由于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并且草原的权属不像农田

那样容易划分和保证，对草场保护意识的滞后，使牲畜头数大幅度增加超载过

目日趋严重、草原退化沙化不断加剧的原因之一。近年来还出现了围栏外的草

场比围栏内的草场破坏严重，无畜或少畜户的草场比养畜大户的草场破坏严

重，通过租赁等形式发生了流转的草场比没有发生的破坏严重，归根结底还是

―公地悲剧‖问题(王关区, 2006)。 

    承包经营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经营规模变小，形成了―小牧‖经济，这是牧

户生产效率低下，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竞争力较弱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经

营规模狭小的制约，使得轮牧不能进行，牧户对一块固定的、不大的草场长期

的重复利用，退化更为容易发生。 

    草原畜牧业牧户小规模经营的实施，调动了牧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草场、水源、牲畜、林地以及牧道等的固有组合与模

式，忽视了放牧劳动的连续性和畜牧业对分工协作的特殊要求，给畜群组合、

草畜配置、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产品收获等带来了困难。传统的牛、马、山

羊、绵羊、骆驼五畜结构逐渐被单一的欠合理的牛、羊结构所取代，科学的分

群放养、季节性轮牧逐渐向粗放的混群放养、只在一块草场放牧逆行改变。 

    草畜双承包责任制下牲畜分布情况的改变对草原退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与传统的游牧放牧体系相比，草场承包后的定居定牧使同等数量的牲畜对

草场的作用力成倍放大。具体原因包括牲畜在富户草场上的聚集、草场一年四

季连续使用、固定抗灾、单一牲畜结构、牲畜踩踏作用增强以及井周边草场的

过度踩踏。基于案例对草场利用的分析表明，除了现有单纯强调牲畜总量过多

导致过牧这一草原退化解释外，分布型过牧也是导致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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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文军, 2008)。 

6.3.4.2 市场化 

    随着产权制度的改变，市场机制也被逐步引入，并在逐渐居于统治地位，

给草原畜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草原畜牧业

经营方式和牧民的经济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一度使草原牧区经济呈现

繁荣的景象，牧民的货币收入也有所增长。然而，市场经济给草原畜牧业经济

和牧民生活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些，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如：草场沙化、退

化，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加剧，贫困人口和生态难民增加等等一系列问题

(王来喜, 2008)。单家独户的牧民，势单力薄，在市场交易谈判中始终处于弱势

地位，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与利益受损者。 

    市场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牧民的生产生活都需要更多的现金，从现代的教

育、医疗到牧民打井、修建网围栏，都要求牧民不断付出现金。在市场经济

中，人们的行为往往以市场信号为风向标，而市场行为的目标乃是求得尽可能

多的近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而不是也不可能以人们的长远利益和整体福利最大

化为目标。由于国家没有适时对弱者产业进行保护，致使产业链中的利益被工

商资本、金融资本、技术专利等瓜分殆尽，牧民在市场化进程中却没有获得利

益，这一切最终导致草地生态系统受损，相当于被别处转移了生态足迹(达林太

和郑易生, 2010)。例如，盖志毅(2007)指出，1982-1993 年间，中国出口发菜

799 吨。1983 年，中国甘草储藏量约 35-45 万吨，1982-1993 年出口量已达到 17

万吨，由于掠夺性采挖，现储藏量不到 40%。 

6.3.4.3 工业化和城市化 

    2001 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明确部署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应该

从西部的资源入手，以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市场，吸引东部地区和海外发达

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实现优势互补，使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经济潜能转化为

现实的市场优势。 

    牧区工业以矿产资源开采及其加工为绝对主体，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主要

是增加了一些财政收入，但还要一定的草地占用、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污染为

代价。资源输出型的内蒙古经济与沿海地区的交易中，贸易条件不断地恶化，

贸易赤字在逐年地扩大。资源开发愈多，输出量就愈多，从而价格下降，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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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贸易条件愈加恶化。从以往的开发史看，内蒙古输出的是资源，留下来

的是破坏(额尔敦扎布, 2002)。例如，广为人诟病的就是作为高科技重要原材料

的稀土资源的长期无序开采和贱卖。 

截至 2007 年，内蒙古全区矿山开发占用破坏土地 75801.27 公顷，其中占用

破坏草地占 44%，林地 3%，耕地 9%(王关区, 2009)。 

 

图 6-3 改革开放至今阶段内蒙古社会生态系统 

 

    内蒙牧区的城市化率比较高，一般都在 50%以上。但是，在牧区的城镇居

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经营的是草原畜牧业，主要依赖在草原上牧羊牲畜来维

持生计(王关区, 2010)。 

6.3.4.4 生态环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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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阶段的初期，开垦草原的现象仍十分严重。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

研究所和内蒙古师范大学于 1996 年对海拉尔市、锡林浩特市、东乌珠穆沁旗等

内蒙古东北部 24 个旗县的土地利用遥感调查显示，1986~1996 年的 10 年间该地

区开垦面积增加了 75.5 万 hm2，呼伦贝尔市耕地面积达 166.62 万 hm2，与 80

年代相比净增 48.72 万 hm2(苏和等, 2005)。 

    据第三次全国草场资源调查，内蒙古中度以上退化沙化草场面积约 3867 万

hm2,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56.9%，天然草场的产草量普遍下降了 30%到 70%(草

原生态研究联合考察课题组, 2003)。  

    为了恢复退化草原，中央政府在牧区实施生态环境政策，投入大量资金开

始启动大规模项目。从 2001 年到 2007 年国家在草原上的投入超过 143 亿元，

多数投入到退牧还草工程和其它草原建设、牧民补偿上了(林达太和郑易生, 

2010)。这些政策可分为如下方面： 

    1）草牧平衡政策。实行这一政策，核定载畜量，达到遏制超载过牧的目

标。内蒙古于 2000 年 8 月开始施行《草畜平衡暂行规定》。 

    2）禁牧休牧、退牧还草政策。休牧是短期内禁止放牧利用，是一年内一定

期间对草地施行禁止放牧利用的措施；禁牧则是对草地施行一年以上禁止放牧

利用的措施。内蒙古于 2003 年 4 月全面启动退牧还草工程，涉及 12 个盟市的

65个旗或县，总规模为 6亿亩，工程分两期进行，一期到 2010 年实现退牧还草

4.5 亿亩，二期到 2015 年实现退牧还草 1.5 亿亩。 

3）生态移民。这一政策是适应禁牧休牧政策而采取的牧民搬迁及转产措

施。 近年来，牧区人口及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不断增加。1998 年，内蒙古自治

区牧区转移牧业劳动力不足 3万人，到 2008 年达到了 27.1 万人。牧区人口及劳

动力的转移主要是通过生态移民等项目进行的，属于政策性转移、被动性转

移，而自发的、主动的转移较少。牧区人口转移过程中返回现象非常普遍，一

般的返回率在 50%左右(王关区, 2010)。 

6.3.4.5 小结 

    总之，改革开放后，集体瓦解，市场代替了计划，定牧取代了游牧。这一

阶段，一方面则是由于定牧使得生态效率的降低，另一方面由于个体无法像集

体那样保护好草场，完全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抵御来自城市以及区外的资本对

草原的索取。由于丰富的矿产资源，资本纷至沓来，对草原造成很大破坏。一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索及其在内蒙古草原的应用 

 110 11

0 

11

0 

方面是开采资源对草原的直接破坏，另一方面是间接的对草原产品的索取。这

一时期草原退化十分迅速，生态系统的阈值被一定程度超越，它的反馈不再是

局部性的，甚至以沙尘暴的形式远远超出了区域之外。国家开始在内蒙实施生

态环境政策。 

6.4 小结 

6.4.1 整体演变规律的探讨 

    应用前面提到的演化框架，则可概括内蒙古草原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化历程

如下。首先传统的游牧形态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稳态，一方面，游牧方式适

应了当地自然条件，另一方面也适应了与其农耕社会邻居的交互。描述其为野

蛮和落后也是事实，没有对自然的改造，没有财富积累，没有人口增长，没有

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从而也没有异化和老化。随着世界其他地方兴起了工业

革命，使得上述两个方面的天平都发生倾斜，受到外来力量支配，内蒙古地区

开始了快速的人口增长和农业开发，生态环境也开始破坏了。在新中国成立之

后，这一过程加快，但由于实施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游牧方式的保留，一种比原

始传统的稳定更为高级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稳态似乎有可能实现。然而却只是泡

影。改革开放之后，集体被解散，开始了私有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过程，经历了一长段的无序时期。由于之前就已经到达了承载力的极限，而此

时则相当于取消了负反馈机制，使得阈值被大大超越，过冲效应开始显现了。

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重新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且是处于

体系中靠近外围的地位，而内蒙古则更是在中国的边缘，使得它有可能被锁定

在这一弱势地位，长期经受生态破坏和生活贫困。 

6.4.2 关键慢变量 

    在内蒙古社会-生态系统的这一演变过程中，可以定位一些关键的慢变量，

包括水资源、土壤退化程度、人口数量、贫富分化程度等，其中一些变化描述

如下。 

   1）水。系统的运行由有效能(exergy)所驱动，有效能的耗散中，各过程互相

耦合，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得以维持。能量以物质为载体，能量的转换亦须以

物质为媒介，对于内蒙古来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水。天然草原的生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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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业生产，以及城市生活都需要耗费水，水是这些系统的生产函数的不可

缺少部分。大家都来竞争有限的水资源，使之渐趋枯竭，从而将使整个社会-生

态系统无法维系。草原基本上处于降雨量 300 毫米以下的干旱地区，超过 300

毫米的地方大多都开垦完了。内蒙古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地表水径流量逐年减

少，尤其是中西部草原和荒漠地区，以前许多中小型水泡和河流现在都消失

了；河流湖泊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水环境质量下降。 

    2）土地利用。1947 年自治区成立时耕地面积为 3.97×106 公顷，随着经济的

发展，人口的增加，以及―以粮为纲‖等政策导向等因素，1996 年 10月土地变更

调查耕地达 8.20×106 公顷。解放后出现 4 次开垦高潮：1949-1952 年开垦

8.00×105 公顷；1960-1961 年开垦 7.04×105 公顷；1966-1976 年又新增耕地

1.00×10^6 公顷；1986-1996 年开垦了 1.00×106 公顷(巴雅尔等, 2005)。 

3）人口。建国以来，内蒙古人口在不同时期起伏波动很大，其过程可分为

4 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0)，是人口急剧增长的一个时期，年均增长率高

达 6.3%，其中迁入人口占了大部分；第二阶段(1960~1962)，是人口增长的低谷

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低，人口大量迁出；第三阶段(1962~1973)，是人口

持续快速增长的时期，人口出现补偿性生育，年均增长速度为 3.17%；第四阶

段(1973~现在)，是人口缓慢增长时期，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

率由高向低急剧转变，人口迁移变动的速度也明显减慢(王佳和朝克, 2009)。 

6.4.3 可能的变化 

目前，内蒙古草原面临着草原生态系统结构的失调和功能的严重退化，广

大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的下降乃至贫困化(包和平和陈佰霞, 2007)。如前所述，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以从整体社会-生态复合系统演化中寻找。一方面，是内

蒙古草原社会-生态复合系统本身内部的异化趋势，另一方面是外部的转移，使

得其阈值效应越来越显著。 

    一方面，系统仍会继续去努力探索其更复杂的稳态，即通过不同管理方

式，使在生态系统不超过阈值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服务，可将其称为生态效

率。不同的生态系统管理方式会有不同的效率，例如草原地区游牧比定牧效率

为高，亦比种植业高。提高生态效率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然恢复游

牧的可能性似不大，农牧耦合似乎是可选的一个方面，农耕区和草原畜牧区饲

草料和草食家畜资源的空间分布互补性，决定了易地育肥农牧耦合模式是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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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区减少家畜分布密度、农耕区增加家畜分布密度的最有效途径。易地育肥

即把草原牧区繁殖的架子畜，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进行快速育肥，及时出栏。

目前，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内蒙古段，种植业和家畜自繁自育生产模式使农牧业

之间和农区与牧区之间没有很好地结合(吕玉华和郑大玮, 2009)。另一种能显著

提高生态效率的方法似乎是通过集约化发展现代畜牧业。 

另一方面，由于世界一体化和国内发展的需求，内蒙古作为资源供应者

（尤其是煤炭）的地位短期内似只会进一步加强。虽然国家投入巨资实施环境

政策，然而有效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将本地区生态足迹转到别处，也就是

将生态破坏转嫁别处；二是提高本地的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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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7.1 结论 

7.1.1 本文主要内容 

要想预测或创造未来，必先懂得过去和现在。要想理解可持续发展和实现

可持续发展，必先明白人类社会是怎样一路演进到当前的。这是可持续科学的

实证研究所要考察的，即对人类-自然复合系统建立某种框架模型，而后可在其

基础上考察为何不可持续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例如，承载力模型

是一个简洁明了的框架，说明了不超越承载力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由于可持

续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其研究重点在于全球尺度人类-自然复

合系统的演化。对此人们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或概念或具体的理论和模型

，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人类-自然复合系统是个复杂巨系统，不肯轻易展现其

面目。用新近发展起来的复杂性科学对此显然将大有可为。由于这一主题的深

度和广度都是我所无法企及的，所以这种探索只是初步的。 

本文在相关的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和完善，得出了一个复

杂系统演化的一般模型，并将其应用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演化过程，建立一个

框架模型。这个复合系统会经历生长和老化过程，表现为社会子系统在生态子

系统上的探索和扩张，这个过程必然导致整体系统弹性的降低，并趋向崩溃的

边缘。但是，复合系统亦会在这个过程中探索稳定的复杂性，使得虽然历史上

充满了崩溃现象，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至今安在。 

通过对一些已有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的综述，可发现本框架能够很好符

合历史。然后，本文又以内蒙古为例描述了地区尺度的演化。 

7.1.1 本文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 

1)  建立了一个关于复杂系统演化的新框架模型； 

2）并应用于复杂系统演化，建立一个社会-生态复合系统演化模型框架； 

3）深化了对承载力等已有的关于人类-自然复合系统模型的认识； 

4）提出生态生产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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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要的不足之处则在于： 

1）对社会-生态复合系统演化的理论探索仍很初步，须进一步深入。 

2）尚需更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7.2 展望 

7.2.1 可持续与发展 

对未来发展的探讨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仅在理论上进行一般的讨论。

人类-自然复合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如果不能发展了那么将会老化和消亡，

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发展才能持续。但发展解决的问题可能不如引入的更多，这

条路很可能是越走越窄的，即随着复合系统的演化趋向越复杂，能够找到新稳

态的可能性也许越小。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悖论。这个悖论的解决，似乎在于

某种特殊的发展──不增长的发展，而这显然是一种人们从未见识过的发展。 

    Holling (2001) 认为，―可持续‖是指保持适应能力， ―发展‖则是创造机

会。―可持续发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从而表示培育适应性能力的同时创造机

会，它不是一个矛盾的词，而是为一个共同目标而把两者协同起来。 

《增长的极限》一书警告说，世界人口增长和工业生产可能会使环境恶化

到某个不远的未来全球经将全面崩溃的地步。另一方面又认为：一个能持续维

持生存的、其中人人都既生活舒适，又不过分消耗自然资源的社会还是有可能

实现的。即一种全球的均衡状态，―人口和资源基本稳定，倾向于增加或减少它

们的力量也处于认真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梅多斯, 1984)。 

Odum 认为，由于资源基础的减弱，全球经济的一个下降阶段将不可避免

地要到来，崩溃和重新开始并非是唯一的可能，因为很多系统能够有程序地衰

退并重新生长和演进。Odum 认为人类社会将有可能以一种―繁荣的道路‖向

下，实现软着陆 (Odum and Odum, 2006)。 

总之，现在显然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局部尺度上

的稳定机制被打破了，而全球尺度上的负反馈机制仍有待建立，崩溃一旦发生

将可能是全球性的。过冲造成的后果正在逐渐显现，虽然无法准确判断复合系

统的失稳将发生在什么时候，但来自环境、经济等的信号显然在预警将可能到

来的临界点。由于不对等的发展程度和国际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要比发达

国家严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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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下一步的研究 

不论是复杂性科学，或是可持续科学，都仍是处于其发展阶段，需要大量

科学家和全社会的长久努力，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有这么多时间。就本文来说

，进一步的研究展望包括： 

1）对于一个一般性的综合热力学和动力学的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进一步探

索，而不是仅限于概念框架的基础上。 

2）对适应环的各种具体可能情形的研究。 

3）通过更多更广泛的资料对本文中人类-自然复合系统演化框架的进一步论

证。 

4）通过更多数据对内蒙古地区的演化过程进行更翔实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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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张靖、李泰君、张雪锋、徐鹏燕、韩燕君、康萨如拉、尚辰蔚、常昌明、

高敏，以及宋雪梅、姚雪茹、何文斌以及其他很多人在生活和学习上热情而无

私的帮助，与你们相处是我最感到快乐的事。 

感谢医务室的岳亚玲大夫，研究生办公室的张文娟老师，中心办公室的赵

世勇老师，毛志宏老师。 

感谢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和老师们，那两年的学习和生活从各方面丰

富了我，令我永远难忘，也使我做出了继续求学的决定。 

感谢我的父母、哥哥和亲友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你们永远是我最为可靠

的后方。 

谨向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 

徐光华       

2011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