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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影响分析
张

凯

（山东省济南市制锦市ｋｋｉ－１２号，山东，２５００１２）

摘

要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是理论界长期关注的焦点，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学术理论。一项是

假定性学说，揭示了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变化的轨迹，表述着一种现象，体现着一种矛盾的转化，即
生态与环境状况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遵循倒Ｕ形状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另一项是理论与实践的
统一研究．即经济与环境可以实现良性互动的循环经济的新思维，循环经济从本质上揭示了环境与
经济的内在联系．实现了环境经济学思维上的一个飞跃。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已被发达国家的历史
轨迹所证明．循环经济模式也正在被许多国家探索和实践着。这两项研究尽管形式不一、侧重不同，
但并不相互脱离与冲突，循环经济这一新的经济模式在认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同时，也体现着经
济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与环境最佳互动关系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理论充实
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内涵。循环经济的实践也必将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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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剖析

是恶化的，而且，这种恶化呈加速状，环境与经济不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建立在一个坐标系里，纵坐

可持续性不断增大。Ａ点附近及右侧曲线显示了一

标代表环境质量生态退化程度，横坐标代表人均财

旦到了后工业化社会或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集中

富逐渐加大的状况（图１）。

在转型期），人均财富继续增长，生态环境质量维持

坐标系Ａ点左侧曲线显示：早期的工业发展阶

一定时间的稳定状态（平台期）后，开始逐渐加快改

段，经济水平较低，环境受影响程度较小，曲线呈缓

善，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呈现了不断增强趋势。环

慢上升趋势．到了工业化进程加快或经济起飞时期，

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自然资源的耗费。废料、废气的排放逐渐超过了环境

和互动趋势关系：曲线Ａ点左侧主要反映了以牺牲

自净能力，随着人均财富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质量

环境生态质量换取经济效益的恶性互动；曲线Ａ点
右侧主要反映了环境与经济逐步协调发展的良性互
动关系。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体现的经济与环境的互动
关系做如下分析。
一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体现了经济与环境密不

图１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示意图

可分的关系。经济与环境呈动态变化有两方面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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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一方面，经济因素可以恶化或改善环境；另一方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动态互动关系体现了人类

面．环境因素也同样能促进或限制经济的增长，动态

经济运行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转化。传统经

的经济因素与动态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动态

济是一种由“资源消耗一产品工业一污染排放”所构

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任何一项动态因素受其他因

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在这种经济运行中，

素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

人类通过对资源的粗放型经营和一次性利用，实现

经济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因素变化的作用是至关重

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这种经济生产的高消耗、高产

要的。

量、高废弃的现象直接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恶性破

二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虽然体现了普遍的动

坏。传统经济运行方式下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具

态，但由于生态环境存在着极限承受值，则会出现一

有增长型机制的经济活动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具

些其他情况。在概念上接受这一倒Ｕ型关系并不意

有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

味着环境退化只是与经济发展联系的一个阶段的现

的矛盾。

象（本文暂不分析其他反复现象），如果环境退化超

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增长，这是

过一定的生态限值，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得以恢复

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是生态

要么变得不可能，要么需要付出异常高昂的代价，比

环境相对稳定．这是生态环境发展演替的客观趋势。

如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等，体现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区段体现着人类以掠夺型

上，可能出现两种变形情况，一种为经济踏步，另一

经济增长模式不断地以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来满足

种为经济逆转。因此，必须尽量防止影响曲线的环境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使人类经济活动与

因素超出限值．处理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这就必须

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与尖锐化的过程。围

研究发展模式。

绕这一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人类经过几十年不断探

三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Ａ也呈现动态态
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体现着经济与环境的互动关

求和实践，直到２０世纪后期才寻求到一个崭新的发

展模式——循环经济模式。

系．这一互动关系从恶性向良性互动趋势和良性互

循环经济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和规律，

动转化的分界点位即为Ａ点。从发达国家的历史轨

强调从１Ｒ（再利用Ｒｅｕｓｅ）向３Ｒ（减量化Ｒｅｄｕｃｅ、再

迹来看．是在人均ＧＤＰ达到１万美元左右时到达Ａ

利用Ｒｅｕｓｅ、再循环Ｒｅｃｙｃｌｅ）转变，强调减量化、资

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达到相当的人均经济水

源化、无害化．在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等产生废物的

平。环境生态才能开始好转。互动关系的转化是一个

各个环节循环利用资源，发展资源回收利用产业，表

量变向质变的转折过程．受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因

现出低开发、高利用、低排放的特征。实施循环经济，

此Ａ点不是既定不变的，而是～个动态变化的点

可以充分提高物质、能量、信息的利用效率，最大限

位．随着影响因素的改善，Ａ点在坐标系的位置完全

度地减少废物排放．降低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提高

有可能降低和左移。

经济增长的质量。走循环经济之路．建立循环型社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过程体现着环境与经

会．有助于从根本上减轻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实

济相互动态的影响过程。人类通过其各种活动，特别

现环境与资源对经济建设的持续支撑。循环经济模

是经济活动来影响环境，而环境又是人类生存、发展

式是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发展到今天

所依赖的基础，能够反作用于人类。因此，协调好环

的必然选择。

境与人类经济活动的关系是改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同一性。循环经济作

的根本．而协调好这两个动态因素的最佳方式无疑

为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和能量循环利用的一种

是使双方建立良性的动态互动关系。

新型经济形式．以与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

二、循环经济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良性影响分析

和环境容量，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以更小的代价、

循环经济是人类目前所探索到的实现经济与环

更高的效率。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市场经济是以

境最佳互动关系的发展模式。

市场作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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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来启动和调节经济的运行方式。在市场经济条

经历

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问接地处于市场关系

导致德国与日本等国家出现循环经济社会实践

之中．所有的劳动产品和生产要素都通过市场加以

的背景是多方面的。在德国，直接的动因是由于国家

配置。生产者生产的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生产什

在采用传统填埋方式处理废物时所遭遇到的土地空

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由供求力量以及由此决定

间现实约束，加之资源匮乏，促使其迈上了针对社会

的价格机制进行调节。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

消费废物的“循环”之路。而在日本，迫于资源匮乏，

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循环经济

特别是１９７０年代的石油危机，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工

和市场经济都追求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从

业生产的能源效率的提高。尽管背景、原因多种多

根本上说，二者都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经济发展观

样，但最根本的因素是这些国家认识到了以掠夺性

念和模式的不同反映，存在同一性。循环经济与市场

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损害为代价的工业现代化过程

经济的同一性表明．循环经济模式是使人类经济活

无可调和的弊端。从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发达国家

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发生转化的优秀选择。

开始提出循环经济并在微观和区域范围内进行了实

既有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在历史条件下自发

践，同样是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纷纷跨越和开始跨越

形成的．当我们认识到环境与经济的本质关系时，自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发达国家在环境库兹涅茨

觉地调整我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方式，必将对环境

曲线轨迹上留下了循环经济起步的痕迹，循环经济

库兹涅茨曲线产生积极的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的探索实践也推动了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进

左侧的任何一点Ｑ点既表述一个过程点也可以意

程。

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探索与努力的程度也直接影响了环境

环境将继续恶化，但如果能较好学习、吸取发达国家

库兹涅茨曲线Ａ点的位置。美国是在人均ＧＤＰ达

已经历和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尽早实施循环经济，则

到１１ ０００美元左右、德国是在１万美元左右、日本

完全可能建立良性的独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

达到人均８ ０００美元左右的时候分别到达环境库兹

施循环经济的意义在于，尽快建立经济与环境之间

涅茨曲线顶点的，而这也正是因为德国、日本较之美

良性互动关系。在相对较低的经济规模和相对较低

国在实施循环经济方面的努力更多更广的结果。还

的污染水平下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体现在

有一些相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从相对较低的经济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坐标系上，即：使顶点在横向左

水平开始改善经济模式，从而实现了更低水平跨越

移，在纵向下移（图２）。

曲线顶点的实践。
（二）实践证明，循环经济使经济与环境实现了
良性互动．循环经济是改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最佳
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在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
国家方兴未艾，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据统计，２０世纪末发达国家再生资

图２循环经济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改善比较示意图

三、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对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的影响分析

源产业规模为２ ５００亿美元，本世纪初已增至６

０００

亿美元，预计２０１０年可达１８ ０００亿美元。美国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了美国经济中的重

循环经济理念丰富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内

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循环经济涉及多个行业，既包括

涵，其从微观到宏观的实践影响了环境库兹涅茨曲

传统的造纸业、炼铁业、塑料、橡胶业，也包括新兴的

线的轨迹。

家用电器、计算机设备业，还包括办公设备和家居用

（一）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的过程反映了

品等。根据美国全国物质循环利用联合会公布的数

从传统经济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探索和迈进的曲折

字，全美共有５６万家公私企业涉及该行业，为美国
一ｊ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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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可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Ｖ区段与循环经济型
社会形态相统一，逐步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客观假定了环境与经济的动
态变动，也预测了建立循环经济型社会的未来。
（四）循环经济实践对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影响
较之循环经济对发达国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轨
迹的影响，循环经济对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轨
迹的形成意义更大。发达国家通过消耗大量资源已
完成了工业化过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需要
对发展过程进行设计。对于自然资源缺乏、环境容量
有限的中国，特别是在目前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产
业迅速发展并带动传统产业结构变革和经济、技术
革新的背景下，推进循环经济的空间更大，内容也更
丰富。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
经济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发展循环经济
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循环经济必将大大
改善中国发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国也正在进行着循环经济的实践，并取得了
一定成效。自１９９９年以来，全国已经批准实施了海
南省等７个生态经济省试点和一个循环经济省试
点。江苏、陕西、安徽等省市也正在积极推进。山东为
谋求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而进行了探讨，许多地区，

ｆＹ一

特别是一些沿海地区，努力实现着循环经济的理念，
取得了初步成效。
威海市多年来坚持环境优先原则，把环境与资
源的承载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把城市定位于保
护环境和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永续利用上，在
１８％的经济增长速度下。环境质量始终保持着较高
水平。市区空气环境质量均达到了《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二级标准，城市近岸海域水质和地表水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继续保持１００％。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日臻
完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３５．２％，城市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达到了３９．８２％，自然保护区覆盖率达到了
８．９６％。１９９７年，威海市首批荣获“国家环境保护模
范城市”称号，２０００年初，又通过了国家环保总局和
一Ｊ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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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保局的复核验收，此后，所辖的荣成市、文登市、

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污染程度的最高点远远低于

乳山市．先后加入到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行列，

发达国家的最高点。

２００２年，威海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环境保护模

山东威海的实践说明，只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范城市群格局。２００４年，威海市由于在“改善人居和

积极发挥后发优势，倡导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

城市环境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２００３年度“联合国

路，与发达国家相比，是可以以较低的经济水平和较

人居奖”。我们对威海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大气和

低的污染程度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的。
参考

地表水环境指标进行了分析，地表水从１９９７年开始
１

大幅度改善，空气环境质量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进入稳

吴玉萍．董锁成．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制度创新．环境与

２郑易生．“环境与经济双赢乌托邦”的误区与现实选择．中

涅茨曲线平台期。２００３年，威海市的人均ＧＤＰ为

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０，（３）

７６２元人民币，约合４ ０００美元，多项数据表明，

威海在达到人均ＧＤＰ

４

３循环经济浪潮席卷全球．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ｏｐ．ｃｏｍ

０００美元以前已跨越了环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献

发展，２００１，（２）

定状态，目前出现进一步改善的趋势，处于环境库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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