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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生态足迹理论, 用实证方法进行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定量测算与分析。在静点测算基础上, 对我

国20 多年来的生态足迹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动态测算与分析。通过 Eview s 软件分析了生态足迹与 GDP、POP

(人口)的线性关系。利用分析结果和变量之间的估计方程可以判断我国可持续发展状况, 并预测未来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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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足迹是一定人口与经济规模下, 对维持

资源消费以及废弃物被吸收所需要的生产性土地

面积的估计
[ 1-4]
。其研究是通过建立国家和区域

自然资产帐户, 跟踪国家或区域的能源和资源消

费,将它们转化为提供这种物质流所必需的生物

生产土地面积, 并同国家和区域范围所能提供的

这种生物生产土地面积进行比较, 依此来判断一

个地区和国家的资源、能源消费水平是否处于生

态承载力的范围内, 是否具有安全性[ 5-7]。

1  我国生态足迹 2004年的静点测

算

  本文对我国生态足迹计算时选取的生态帐户
主要包括生物资源的消费、能源的消费和建成地

需求三部分。然而在汇总计算过程中, 由于各国

土地的生物产出率不同,也就是不同国家之间存

在土地单位生物产量的差异, 因此需要确立产量

因子。通过相应产量因子和等价因子的加权计

算,得到调整后的 2004年生态容量帐户。

将生物资源和能源消费以及建成地占用的总

需求进行汇总, 计算 2004年我国总生态足迹需

求,因而可以得出我国 2004年完整的生态足迹与

生态容量。

研究得出, 我国人均生态足迹为 1. 801 6 ha,

但我国 2004 年总的生态足迹为 222 968. 42 万

ha,为我国国土面积的 2. 32倍, 显然在我国经济

发展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日益扩张将导致人地关

系紧张。

从生态足迹需求与供给结构来看, 首先,生态

足迹供给中, 人均耕地足迹( 0. 551 7 ha)提供了

绝大部分生态容量(大大高于其他 3 个土地类型

的生态足迹供给)。一方面说明耕地在生态意义

上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说明

我国经济生活中农业的基础地位和血脉作用。其

次,生态足迹需求中化石能源消费占生态足迹需

求的 36. 4% ,同样显示了能源消耗对我国生态容

量的极大需求,更显示了工业经济发展中/能源粮

食0需求地位的重要性。
我国 2004年人口规模达到 12. 99 亿人 , 生

态足迹需求的人均水平值为 1. 801 6 ha(高于徐

中民测算的 1997 生态足迹 1. 326 ha, 差额高出

0. 475 6 ha ) ; 人均生态承载力 (生态容量) 为

0. 551 8 ha(远远低于 1997世界平均承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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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ha) ; 人均赤字为 1. 246 3 ha; 人均生态需求

与人均生态容量的比值为 3. 25B 1 , 说明我国人

均生态足迹高出人均生态容量 2倍多。显然,从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我国 2004年生态足迹处于相

对高赤字状态, 主要是因为我国人口规模较大,经

济快速发展导致消费增加 ; 同时我国可利用的土

地资源总量有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尽管当前生态足迹处于

超支状态,由于对生态足迹需求与供给的计算是

保守估计的, 仅仅从 2004年的单年静点均衡分

析,还很难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是否处于生态可持

续发展状态。只有跟踪生态足迹需求与供给的长

期动态变化趋势, 才能更好地判断我国的生态持

续性。

2  生态足迹的动态测算与分析

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来看, 人们的经济活动

必然造成生态足迹需求与供给的变化。为了寻求

这些变化,应依据生态足迹理论的分析框架, 来分

析我国生态帐户的长期需求供给状况。本文着重

测算从 1978年到 2004年主要年份的数据(其中

从 1978年到 1990年间采取了重点抽取法, 分别

选择 1978年、1980 年、1985年和 1990年作为测

算目标年份)。测算中,根据不同消费品对应生态

帐户的不同生态生产性土地类型进行归类,实物

消费量直接换算得到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实际面积

( 104 ha)通过等价因子加权调整换算(等价因子

依旧采取Wackernagel对各国生态足迹计算中的

指标量) , 以便最终汇总求出历年的生态足迹总

量。在总量基础上, 除以历年人口规模可以得出

相应的人均生态足迹。对 1978 年、1980 年、1985

年、1990年、1991~ 2004 年的主要数据按照生态

生产性土地类型进行结构汇总, 形成柱状叠加结

构图(图 1)。

图 1 生态足迹需求分类汇总图

Fig. 1 Summary of Ecolo gica l Footprint o f A ll Sort s

从图 1可以发现, 从 1978年至 2004年 27 a

内, 我国生态足迹的总量一直处于增长态势, 从

1980的 70 631. 869 0 @ 104 ha 增加到 1990年的

123 058. 794 7 @ 104 ha,足迹需求量净增 74%,至

2000年足迹需求达到 191 754. 7532 @ 104 ha, 相

比 10 a前的 1990年足迹净增 55. 8%, 直至 2004

年足迹量达到 234 184. 087 @ 104 ha(是 1978年

的约 3. 4倍)。从人均足迹增长来看,增长最快的

年份为 1995年,增长率达到 0. 084; 其次为 1993

年, 增长率也达到 0. 061 5; 再次为 2003 年的

0. 0613。惟一出现增长率为负的年份是 2000年,

其生态足迹需求增长率为- 0. 002 64。我国生态

足迹需求曾经有两个快速增长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93年至 1996, 第二阶段从 2001年至 2004年。

但从 1995年至目前的总体来看,人均生态足迹增

长率则处于收敛状态。

1)从结构来看, 我国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地

需求一直占生态生产性土地生态足迹需求的主要

部分,在足迹需求结构中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比

例。但历年来,人均化石能源足迹始终显著高于

其他 3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人均足迹需求。能源

消费日益增加,其消费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

在加大。

2) 在生态足迹需求结构中, 第二消费项就是

对耕地的需求。从 1978年至 1999年,我国生态

足迹对耕地总量需求一直稳定增长, 2000年有所

下降,接着有个缓慢的回升,直至 2004 年保持稳

定。就我国耕地人均足迹需求量来看, 耕地人均

量从 1978 年的 0. 256 2 ha 增加到 1999 年的

0. 424 3 ha,达到 20 a 来最高值, 从 2000年开始

我国人均耕地需求进入稳定期。显然, 经过20 a

的发展,我国的基本衣食问题已经得到较好的解

决,从历年我国消费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也可以看

出这个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人均耕地

足迹需求量较小,但由于人口规模较大,因而较长

一段时间内我国对于耕地总量需求仍然居高

不下。

3) 对于牧草地的足迹需求一直显著增长。

从牧草地与耕地需求结构变化来看, 1978年牧草

地足迹需求占总量的(牧草地与耕地足迹需求总

量) 22. 96% , 而到了 2003 年该比率则增加到

49. 38%, 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

了变化。

4) 建成地在生态足迹总需求中的份额较小,

这是由人们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需

求差异性本身决定的。但人们对居住空间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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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需求是必不可少的,仍然从建成地的变化趋

势中可以发现我国人口对建成地需求的变化

特点。

3  生态承载力(生态容量)的动态测

算与分析

  就长期而言, 作为生态足迹供给的生态承载

力也是处于动态变化的。无论是耕地、草地、林

地、建成地或者是水域,其变化受到经济活动的长

期支配,生态承载力就会随着人们对自然的开发

利用而发生变化。当人们长期从事有利于生态承

载力增加的经济活动时,经济活动本身也是可持

续的;反之,若经济活动越来越趋向于剥夺生态容

量(生态承载力)增长空间,则人们的经济活动行

为表现为不可持续。

根据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自然资源数据, 对

1978年至 2004年主要年份的生态承载力数据进

行归类(有些年份数据由于年鉴未能提供,则为估

算数据;鉴于内水域与海洋渔场的数据不可能每

年提供,所以历年数据多数为估计值) , 同样通过

对相关生态生产性土地实际面积进行加权调整

(相应的加权产量因子依旧采取 Wacker nagel对

各国生态足迹计算中的指标量) ,汇总求出历年的

生态承载力总量。在总量基础上, 除以历年人口

规模可以得出相应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对 1978

年~ 2004年的主要数据按照生态生产性土地类

型进行结构汇总, 形成如图 2所示的柱状叠加结

构图。

图 2 我国生态承载力(生态容量)汇总图

F ig. 2 China. s Ecolo g ical Capacity fr om 1970 to 2004

从图 2中可以看出生态承载力的一些结构特

征和变化的动态趋势,总结如下。

1) 我国生态承载力从 1978 年以来, 存在一

定的总量波动变化。从 1978年至 1985年生态承

载力处于下降趋势; 一直到 1991 年期间,总量不

断微弱增加; 此后至 1994 年总量保持平稳; 从

1995年开始总生态承载力又经历了一次持续微

弱增长阶段, 到 2000 年达到历年的最高水平值

( 82 617. 25万 ha) ; 之后我国生态承载力又有个

稍微的回落,直到 2004年有回升的趋势。

2) 从生态承载力结构来看, 耕地无疑占总量

的绝对位置。一方面由于耕地的实际物理空间面

积比较大;另一方面我国耕地作为生态生产性土

地的产出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1. 66倍(计算中该

产量因子依据Wackernagel的推算) ,于是计算的

耕地生态承载力面积较大。

4  我国生态足迹需求供给长期均衡
分析

  根据 1978年到 2004年相关重要年份的生态

足迹、生态承载力的总量与人均量,计算出相应年

份的总生态赤字与人均赤字, 见图 3、图 4。

图 3 生态足迹需求供给趋势图

Fig. 3  T rend of Both To tal Demand and Supply

o f Eco log ical Foo tprint

图 4 人均生态足迹需求供给趋势图

F ig . 4  T rend of Bo th Demand and Supply

o f Eco log ical Foo tprint per Capita

  下面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生态足
迹与生态承载力变动的长期均衡问题。

1) 我国生态足迹(年份的)斜率较大, 说明生

态足迹年份增长较快(其中 1978至 1990年主要

采取 5 a间隔数据, 因而曲线斜率较大) ;而生态

承载力相对比较平坦(其中总量生态承载力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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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人均承载力处于稳定的微弱

下降趋势)。

2) 我国从 1980 年至 2004 年一直处于总量

与人均生态赤字状态。赤字差额为生态足迹趋势

线与生态承载力趋势线的距离差额。

5  我国生态足迹增长的因素分析

对生态足迹进行关联研究, 首先考虑与消费

直接相关的人口、GDP 因素, 因为人口与 GDP 同

生态足迹需求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联性。本文

选择人口与 GDP 作为自变量, 生态足迹为因变

量。在Eview s统计软件运行下,拟合了几种计量

模型,认为线性模型会更好地反映解释变量与被

解释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样本观察值选择的是

1978、1980、1985、1990、1995、2000 以及 2004 年

等典型年份的相关数据。

建立模型:

EF = C(1) + C(2) # POP+ C(3) #GDP + E

(1)

其中, C(1)为模型的截距; C(2)、C( 3)为解释变量

相应的系数; POP 代表人口; GDP 为国内生产总

值; E为随机误差项。

相关检验统计量的结果表明, 回归分析效果

良好。其中, R2 (等于 0. 996 790)以及调整后的

R
2- 都比较接近 1, 显然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理

想; F 检验的相伴概率为 0. 000 010, 说明变量间

呈高度线性关系, 回归方程高度显著;对 n= 7, p

= 5时查表进行临界值分析, 同样判定残差序列

没有明显自相关性。

影响生态足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

表现最直接的因素应该是消费水平(由于数据未

能收集,这里没有将消费作为解释变量列入模型

中) , 但人口与 GDP 水平可以间接解释一国的消

费水平,起到替代作用。

由于人口与 GDP 可以较好地解释生态足迹

变动,由此可以预测生态足迹在一定时期内的发

展态势。首先预测出未来年份的人口变化趋势与

GDP 增长趋势,然后根据模型的估计方程, 推算

出未来年份生态足迹的预测值。

本文计算了主要农产品、部分工业原料与主

要能源的生态足迹(由于理论的生态足迹不可能

包罗万象,以及实际计算的困难,生态足迹计算一

直较为保守)。但是,经济绝对量增加带来我国生

态足迹总量的绝对快速增长是不可否认的。

6  结  语

从生态意义上看,我国可持续发展必然要走

向生态持续平衡状态,也就是要求在长期内,抑制

生态赤字的增加, 保证生态容量与生态足迹走向

均衡。这就需要从两方面来解决生态可持续性问

题
[ 5]
。

1) 增加我国生态容量。在对生态系统保护

的基础上,针对生态生产性土地利用部分要提高

利用的技术水平,通过提高整体的生态生产力,达

到承载力的提高。

2) 抑制生态足迹的线性增长。通过减少人

口、降低消费(可持续的消费) ,高效利用现有资源

存量,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建立节约

型的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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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w o kinds of fading f ilters and their principles are int roduced. An adapt ive robust

filter is given w ith corr esponding principle. The basic abilit ies of the fading f ilters and adap-

t ively robust f ilter in contro lling the inf luences o f the kinemat ic model error s are analyzed. A

practical example is g iven. T he r esults of the fading f ilter and adaptively robust filter are

compared and analy 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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