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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目標是要在 21 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這

意味著什麼？迄今為止，現代化的基本含意就是在物質的

生產與消費上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些國家有一個

基本的共同特徵，那就是消費大量的礦物能源（不可更新

的石油、煤炭、天然氣等）。例如美國 1990 年人均消費

11 噸標煤，日本同年的水平為五噸，OECD 的平均水平

為六噸標煤。� 如以美國的標準計算，到 21 世紀中葉，

我國的能源年消費總量將達 165 億噸標煤（以 15 億人口

計），這比 2000 年全球能源消費總量 130 億噸標煤還要多

出近 27%；如以日本的標準計，我國 21 世紀中葉的年均能

源消費總量亦將為 75 億噸標煤，相當於 130 億噸的 60%。
這將對全球氣候產生什麼影響？1995 年全球二氧化碳

排放量為 60 億噸，� 以日本的標準計，到 21 世紀中葉，

僅中國實現現代化這一項因素，就會使屆時全球二氧化碳

排放量達到近一百億噸的水平，這會使溫室效應明顯增

加。更重要的是，由於大量燃燒礦物燃料，從 20 世紀七、

八十年代的氧氣消耗增長趨勢來分析，至 21 世紀 80 年代

大氣圈中的氧氣含量將不再是 20% 左右（這一比例已保持

了五千萬年以上），可能僅剩下 8%；這是地球早期尚未出
現植物的水平，它意味著大城市和工業中心的缺氧狀況將

�   參見本書第 2 篇〈現代化需要多少能源？〉。

�   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文匯出版

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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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特別尖銳。�

顯然，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現代化之路，很難

為中國所始終效法。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鉅

國，似乎註定只能走上另外一條獨具自身特色的現代化之

路，即發展方式的躍遷之路，這是一條從加強自然循環過

程、而不是靠不斷破壞這一過程來發展人類自身的道路。

一、基礎循環與生產方式

實際上，生物的物質、能量循環（或流轉）是由保持

相對平衡的功能單元所組成的系統，它把進入本系統的各

種物質轉化為有機物和被機體排出體外的代謝產物。�

可用一個由生物圈的三種基本功能單元 — 生產性

生物、消費性生物和還原性生物，組成一個簡化的循環

系統；並分別用 A、B、C 來表示上述三種單元（為簡

便起見，在下述分析中未涉及水、氮、磷、氧等基本循

環）。

生產性生物代表植物界，它們在光合作用的過程中從

大氣圈吸收二氧化碳，並釋放出氧氣；此外植物還需要從

土壤的腐殖土中吸收各種有機物�R�。生產性生物的活

動可表示為 A：�R，CO2�→�O2，WA�，變換式中

WA 表示相應活動生成的植物物質。

消費性生物代表動物界，它們是異養生物，其生存需

要消費植物物質和氧氣（忽略食草和食肉動物的差別），

同時排出二氧化碳；其活動可表示為 B：�O2，WA�→

�   馬爾科夫：《社會生態學》，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1989 年。

�   本節的描述詳見馬爾科夫：《社會生態學》，中國環境科學

出版社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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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WB�，式中 WB 表示相應活動生成的動物物質。

最後，還原性生物（如細菌、真菌等）把死亡的動、

植物轉化為腐殖層中的有機化合物以及有機礦物�M�，

如煤、石油等，這一過程可表示為 C：�WA，WB�→ 

�R，M�。

由上述各式可知，除有機礦物 M 外，A、B、C 三個

單元輸出端的生命活動產物，與其輸入端的產物完全相

同。如把剩餘物 M 忽略不計，則作為由 A、B、C 這些功

能單元組成的生物圈（Σ）的活動，可由下述更簡化的

「反應」式表示 Σ：X → X，其中 Σ＝�A、B、C�， 

X＝�R，CO2，O2，WA，WB�。

另外，我們也可把生物圈本身Σ看為：一種把 A 式

（生產性生物反應式）左側所隱含的太陽能轉換成有機礦

物 M 的太陽能轉換器。如此，生物質、能的循環就可看為

這種轉換的一種機制；而生物圈的功能作用在這裡可表示

為 E → M 反應式（E 為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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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生物質能循環流轉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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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循環系統越完善，特別是因不可逆過程的結果

而退出循環的物質越少，地球上的生命進化條件也就越有

利。有機物礦化過程（如煤、石油等礦物沉積過程）中所

表現出來的自然循環失調率，僅佔百分之幾。以生物圈各

種不同功能單元之間的交換過程為前提條件的物質和能量

循環（或流轉），保證著生物圈的存在及完整性。由上所

述，可把高度簡化的生物質能循環流轉系統表示如下。

在圖~1中，有關符號的含意及過程的機理，已在前文

中描述過了，這裡不再多說。現在我們要用圖~1 對以往人

類社會的幾個基本發展階段作一概略說明。

在前農業社會裡，人類以採集和狩獵為生。其主要

特徵是從 WA 和 WB 的年流量中取出一部分 W 供人類生存

之用，如植物界可供食用的天然果實及一部分動物。只

要 W 的年取出量不大於自然界中動、植物的年生長量，上

述生物圈的質能循環與流轉就可以正常持續下去。這個條

件在當時的人口狀況和消費水平下，是容易保證的，所以

前農業社會持續的時間最長，要以萬年計之。

然而，由於人類這個特殊的生物種群的總量不受一般

食物鏈關係的制約；再加上人不能直接吃草，故而在生物

圈的年生物總量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供人類直接食用，因

此，隨著人口的增長，前農業社會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不得

不發生變革。

在農業社會裡，原有的採集∼狩獵附加循環（W）已

不再居於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人工種植的作物和人工

養殖的牲畜，這是一個新的附加循環，即（a，b）。雖然

該循環的可直接食用部分的比例很高，但整個生物圈的年

生物總量卻有所降低（如因過牧、濫墾）。儘管如此，它

仍與原有生物圈的質、能循環方式相去不遠，因此，農業

社會持續的時間也相當長久，要以千年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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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的增長和人均消費水平的提高，農業社會的

生產和消費方式也不得不發生變革。這時候，工業社會登

場了。在這個社會裡，原有的附加循環（W）和（a、b）

全都退到了次要或無足輕重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一個不

具循環或流轉特徵的開環生產∼消費系統（m）。它的基

礎是在地質時間尺度裡積累下來的礦物和能源。對於人

類而言，這些礦藏全是可耗竭的；儘管它們中的很大部分

（m）仍是生物圈 E → M 反應式中的產物。簡言之，工

業社會這個生產 ∼ 消費系統（M）是靠消耗沒有或來不及

補充的庫存物資或靠吃「本金」來過日子的。

工業變革對生物圈原有的質能循環影響很大，其中

最重要的影響是它極大地降低了其年生物總量，這從森林

面積的大幅度減少可見一斑。另外，從能量利用的角度來

看，工業社會的生產∼消費系統的能量效率是最低的；例

如，在前農業社會和農業社會裡，用不到一卡的礦物卡路

里能便可生產出一卡食物能；但在工業社會裡卻要為此投

入十卡礦物能。這正是人們所說的「石油農業」和「石油

社會」的形象數量表徵。在這樣一種能量收支極不平衡的

狀態下，且人類種群總量又高達 60 億人以上，工業社會的

壽命只能是前述三個社會中最短的一個，看來它的持續時

間只能以百年計之。

舊的工業化之路是從減弱生物圈質能循環中獲「利」，

是少數人發達和現代化之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條

死路。新的發展之路則要從加強生物圈質能循環中獲利，即

要把舊技術體系下形成的生態和生產、生活三個子系統的競

爭關係扭轉過來，通過更新重整技術體系，使上述三個子

系統變成互補的良性耦合擴展的循環體系。即要在上述圖

中的 E（水能和風能都可看為太陽能 E 的間接形態）上做文

章。在下文中，我們將針對能源供給方面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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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更新能源的潛力

〈現代化需要多少能源？〉，對 21 世紀中葉我國實

現高度現代化時的能源消費做出如下描述：以 16 億人口

和人均消費四噸標煤計，則屆時全國年能源消費總量為 64

億噸標煤；其中：可更新能源約合 37 億噸標煤，所佔比

例為 57.8%，不可更新能源約合 27 億噸標煤，所佔比例

為 42.2%。現在要進一步提出的問題是：如展望到 21 世紀

末，能否在 64 億噸標煤中，繼續擴大可更新能源的使用

比例，例如使其達到 80% 以上的比例。下面將對此略做分

析。

風能。根據〈現代化需要多少能源？〉的分析，到

2050 年，我國風電裝機四億千瓦，年利用三千小時，屆時

風電總量 1.2 萬億度，約合標煤 3.8 億噸。

到目前為上，風電技術有幾項突出進展。其一，無磨

擦風力渦輪機。「磁浮」風力渦輪機運用先進的鐵路所採

用的技術代替了滾珠軸承，從而製成了無磨擦渦輪機，這

可借助低至每秒 1.5 米的風力來發電。�

其二，漂浮海上風車。2006 年 9 月，麻省理工大學和

美國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研究人員最新設計出一種新型

的風力渦輪機，它可固定在離海較遠處的漂浮平臺上，既

可以更大的滿足我們的能源需求，又節省了發電的費用。

這種新發明的渦輪機是固定在漂浮的海上平臺的，平臺的

四角用長的鋼纜繫在海底的混凝土石柱上或其他類似的停

泊索具上，這種平臺要比固定塔樓的成本低得多。根據離

岸越遠風力越大的原理，這種可在水深 100~650 英尺地方

� 〈太陽能燈泡一百瓦照亮全村〉，《新華每日電訊》2006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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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浮動型風力渦輪機的發電能力可達五兆瓦，而普通

的陸上風力渦輪機只有 1.5 兆瓦，傳統的離岸風力渦輪機

也只能達到 3.5 兆瓦。根據計算，即使颶風來臨，平臺的

移動幅度也在 3~6 英尺的範圍內。這種浮動型平臺的製

造和安裝費用僅是目前離岸塔樓式風車所需費用的三分之

一；它還有另外一個好處：使用浮動平臺就可將風車移動

到各個地方。�

其三，風箏發電機。其工作原理很簡單：風箏在風力

作用下，帶動固定在地面的旋轉木馬式的轉盤，轉盤在磁

場中旋轉而產生電能。對每個風箏而言，轉盤都會放開一

對高阻電纜，控制方向和角度；其形式類似風箏牽引沖浪

的類型 — 重量輕、抵抗力超強，可昇至兩千米的高度。

據估計，其每一千度電的成本只有 1.5 歐元；這種旋轉木

馬發動機的其他組件加起來的成本也只有 36 萬歐元，而

且只需要有限的空間，即便直徑只有一百米（佔地約 47

畝），風箏發電機也可產生 50 萬千瓦的發電能力。�

根據這些進展，展望至 21 世紀末，可設我國風電裝

機達到六億千瓦，年利用四千小時，屆時風電總量將達 2.4 

萬億度，約合 7.6 億噸標煤，比 2050 年多生產 3.8 億噸標煤

的能量。

生物質能。〈現代化需要多少能源？〉提出到 2050

年，我國每年可生產出約 40 億噸的生物質能（未包括穀物

和糧食等）。展望至 21 世紀末，通過跨區域配置水資源等

戰略措施，可以在北方近 40 億畝乾草原開闢約十億畝左右

的高產飼草料地，多生產出約十億噸乾物質。在約六億畝

� 〈美研究人員設計漂浮海上風車可產更多電力〉，搜狐網 IT

頻道，2006 年 9 月 19 日。

� 〈意科學家開發風箏發電機〉，《現代快報》2006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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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塗（1.8 萬公里×12 海里）的範圍裡，利用工程微藻技

術，可生產出約三億噸碳氫化合物（乾物質）。

由此可知，至 21 世紀末，我國生物質能的年生產總量

可達 53 億噸（如包括 6~7 億噸的穀物和糧食，則其總量可

達 60 億噸）。這比 2050 年的水平多出約 13 億噸，折標煤

8.6 億噸。

太陽能。〈現代化需要多少能源？〉未對此項進行估

計，然若展望至百年這一尺度，則太陽能對不可更新能源

的替代潛力極大。下面僅舉兩種已經實現的範例。

其一，太陽能聚熱發電�簡稱 CSP�。CSP 的原理是

利用鏡子將太陽能聚焦到一個裝有某些氣體或液體的管道

或容器上，將氣體或液體加熱到攝氏四百度（℃），然後

帶動傳統的汽輪機發電。2006 年 11 月，兩位德國科學家在

提交給德國政府的科學報告中指出，利用聚光鏡覆蓋在地

球沙漠地帶 0.5% 的面積上，就能滿足全球的電力需要，而

且能同時給沙漠地區提供豐富的淡化水；鉅大的鏡面造成

的陰影區可以用來搞園藝，灌溉用水是發電站產生的冷卻

淡化脫鹽水。這些冷水還可用於空氣調節，這意味著，建

一個沙漠太陽能電場和農場，不僅能提供電力，還能提供

淡水和空調。這種形式的太陽能利用還有一個別種形式的

太陽能所無法比擬的優勢，即太陽能所燒熱的水可以儲存

在鉅大的容器中，在太陽落山後幾個小時仍能帶動汽輪機

發電。據估算 CSP 每覆蓋一平方公里每年可以產出相當於

150 萬桶石油（即 20 萬噸石油）的能量；按目前的技術，

建一個這樣的發電站，其成本相當於每桶 50 美元的石油價

格。但當鉅型鏡子的生產能夠達到工業化程度時，成本可

能降到相當於每桶 20 美元的石油價格。單從發電方面說，

目前太陽聚熱發電還無法跟天然氣競爭，但加上淡化水以

及空調的功能，CSP 比天然氣要便宜，而如果再加上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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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的功能，那麼它絕對跟天然氣有得一比。�

其二，使用太陽能源的住宅。斯崔斯基的住宅面積約

三百平米，絕熱性能極佳，他的住宅外觀與普通住宅相差

無幾，但住宅用電全靠附近約一百平米的太陽能電池板供

給。他有時還利用家中電解裝置從水中分解氫氣，存入氣

罐，以便為氫燃料電池充電，並驅動同樣環保的氫燃料電

池汽車。在夏季，太陽能電池板能為他提供比家庭用電多

60% 的電力，這時，他會把餘電以氫氣或氫燃料電池的形

式儲存下來，留待冬季太陽能供給不足時使用。�

在上述兩例中，前者是集中利用太陽能，而後者是

分散利用太陽能。這裡僅對前者做點推廣：在我國西北部

的沙漠地帶，光能資源極為富集，僅須在適當地點開闢出

一萬平方公里的太陽能電場，就可每年得到 20 億噸石油

當量的可更新能源，折標煤近 29 億噸。另外，發達國家

在 21 世紀前半期，電力需求佔總能量需求的比例（電氣化

率）將達到 50~60%，而民用電量將達到總用電量的 60%
左右，⑩ 讀者可由此對分散利用太陽能的潛力做出估計。

綜上所述，至 21 世紀末，風力、生物質能和太陽能

三項總計，可比 2050 年多提供約 41.4 億噸標煤當量的可

更新能源。〈現代化需要多少能源？〉提出，到 2050 年，

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為 64 億噸標煤，其中不可更新能源的消

費量為 27 億噸標煤，佔 64 億噸的 42.2%（其中：核電提

供 3.2 億噸標煤當量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氣提供 11.4 億噸

標煤當量的能源，煤炭提供 12.4 億噸標煤當量的能源）。

� 〈太陽能聚熱發電，德國鏡子照沙漠，電力供全球〉，《廣州

日報》2006 年 11 月 28 日。

� 〈霍普韋爾工程 — 太陽能打造免電費之家〉，新華網，2007

年 1 月 19 日。

⑩   福田務、相原良典：《電力技術》，科學出版社 2000 年。



599588

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 4. 礦物燃料與交通用能

將 41.4 億噸標煤與 27 億噸標煤兩相比較，易見至 21 世紀

末，我國的能源供給完全可以建基於可更新能源之上，且

在技術上不存在顛覆性的障礙。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三、小結

到 21 世紀中葉前後，我國人口將達到峰值水平 15~16

億，屆時我國將全面實現現代化，如以 16 億人口和人均能

源消費五噸標煤來計算，則其時能源總量將達 80 億噸標

煤，如以 15 億人口計算，則其值將為 75 億噸。根據〈現

代化需要多少能源？〉和這裡的進一步分析，在 2050 年，

我國可更新能源的供應總量近 37 億噸標煤，其中水電為

五億噸標煤，風電為 3.8 億噸標煤，生物質能為 28 億噸標

煤；至 2100 年，我國可更新能源的供應總量將達 78 億噸

標煤，其中水電仍為五億噸標煤，風電增至 7.6 億噸，生

物質能增至 36.6 億噸標煤，太陽能為 29 億噸標煤。

這就是說，即使按照中限標準（16 億人口、人均能源

消費五噸標煤），用可更新能源來保障我國全面實現現代

化，不存在實質性的障礙。因此，用行政的辦法限制能源

的使用並不可取，取而代之的應是在逐步增加人均用能水

平的過程中，不斷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和可更新能源利用

的水平。

2007 年 3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