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1PBB

第五章 人類與熵

第五章

人類與熵

羅馬俱樂部在 20 世紀 70 年代初提出了它的第一份研

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揭開了人們對以 GNP 增長為核

心的經典發展方式的全面懷疑。這份報告發表之後，引起

了廣泛而激烈的爭論。差不多在十年之後，《熵：一種新

的世界觀》（以下簡稱《熵》）於 1981 年在美國問世。這

本書的作者以一種極其徹底的態度，用熵定律對人類經濟

社會迄今為止的發展過程及其後果和趨勢作了大膽而全面

的探討和評價，並由此得出了很多驚人的結論和判斷，同

時提出了很多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鑒於這些問題的深刻

程度和廣泛程度，本書難作全面探討。本章僅從下述三個

方面展開討論。第一，首先對該書的主要觀點作一簡要概

述，並提出該書的不足之處；第二，對熵的各種含義作出

盡可能清楚的說明，並指出其與人類經濟社會的生存、發

展的關係；第三，分析人類社會的活動對熵的影響。

◎   風波再起

《熵》所探討的問題絕大部分在近二三十年中已為各種

學者從各個側面做過分析。但該書的獨到之處在於：依據熱

力學第二定律，把有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幾乎所有重大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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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統一起來進行了分析，再一次挑起了對人類發展的全面討

論。《熵》把熱力學第二定律發揮到如此徹底的程度，實

屬罕見。下面我們就來看看該書作者的主要觀點。

該書的主要前提是：地球實際上是一個封閉系統，它

和太陽交換能量，但由於種種實際原因，極少和太陽系的

其他部分交換物質。

在這個主要假定或前提下，該書作者把熱力學第二定

律推廣到整個地球以及在地球上生存和發展的人類社會的

各個側面（如經濟的發展，思維的發展 ⋯⋯）。

由於熱力學中的熵是不能再被轉化為作功的能量總和

的測度。因此，當能量從一種狀態轉化到另一種狀態時，

我們會受到一定的懲罰，也就是說我們損失了一定數量的

能在將來用以作某種功的能量。熵向我們表明，物質與能

量只能沿著一個方向轉換，即從可利用到不可利用，從有

效到無效，從有序到無序。熵的增加，意味著有效能量的

減少；被轉化成無效狀態的能量構成污染。污染是熵的同

義詞。

據此，傳統的機械論世界觀 — 我們積累的物質財富

越多，世界就必然越有秩序、越進步 — 應予以拋棄。

該書認為，熵定律是客觀存在的，人類社會是無從

規避的。它存在於我們生活的每一方面，成為人類一切活

動的基礎。人類歷史也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反映，人類歷

史的變更原因是現存能源的耗散，而不是財富的積累。因

此，熵定律摧毀了傳統的關於歷史是進步的觀念，認為歷

史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倒退、衰亡的過程；同時認為，人類

思想發展也不見得是一個進步過程，而是正朝著更加複

雜、抽象和浪費的狀態發展。

一切生命的基礎最初來自太陽的能量。因此，生命也

不能逃脫熵定律。有機體通過從環境中吸取負熵藉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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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進化，並不斷從環境中攝取秩序。如此，熵定律就表明

了這樣一條真理：所謂進化，便意味著為建立愈加有序的

孤島，必然導致其周圍的熵海洋的波濤愈加洶湧。

熵定律也推翻了關於依靠科學與技術建立起一個更

有秩序的世界的觀念。熵定律認為，技術不過是能量轉化

器，技術的變革增加了產品輸入功，加快了熵過程和周圍

世界的混亂；世界的現代化程度越高，混亂程度就越大。

技術社會的指數增長正是一張通向生命和地球俱告毀滅的

單程車票。

經濟的和政治的機構和組織也是能量的轉化器，它

們的職能是促進社會的能量流通。不斷成長和加快的能量

流通總是加快熵過程，增加混亂的積累，並導致機構和組

織的複雜化。增長並不意味著給世界帶來更大的價值或秩

序，而是適得其反。熵定律表明，經濟增長越快，離末日

就越近。熵定律是各種經濟活動的主導原則。目前的經濟

學理論解決不了世界經濟面臨的日益嚴重的危機。如果我

們認識不到這個原理，並以此調整經濟政策，那麼地球將

更快地蒙受經濟和生態災難。

熵定律最終將控制著政治制度的興衰、國家的自由

與奴役、商務與實業的命脈、貧困與富裕的起源，以及人

類的禍福。《熵》最後的結論是：只有當我們承認自己世

界的有限性，有意識地尊重地球資源的極限，我們才能真

正領會到地球的寶貴，從而做出對人類繼續生存有重大意

義的調整。我們的生存，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生命的生存，

都取決於我們與自然的和解、與生態系統和平共處的決

心。如果我們一意孤行，繼續用我們的殖民方式摧毀地球

上的一切，那麼人類總有一天會走上窮途末路，那時我們

就會大難臨頭。無論願意與否，我們已不可挽回地走向低

能耗社會。低熵社會採用合適的或適中的技術，工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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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務行業規模受到大幅度削減，跨國公司的統治被結

束。這裡，有兩條路可供我們選擇：一是我們理解並自覺

地進入低熵（或低能耗）社會；一是我們死死抱住現有的

機械論世界觀不放，從而到頭來被迫痛苦地進入低能耗 

社會。

我們的世界觀和社會傳統正經歷一場作繭自縛的痛

苦。極目四望，世界的熵已增大到驚人的程度，正在走向

歷史性熵臨界線的邊緣。在相當複雜的混亂中，我們掙扎

著保全自己。我們勢必要進行一場大規模的制度改革，我

們的制度及形式、目的、目標和運轉方式，都得發生急劇

的變化。

此外，作者還對第三世界國家提出這樣的告誡：第三

世界不應再奢望達到近幾十年來美國的豐富物質水平，其

他地區也不可能像美國那樣發展。窮國若走上美國經濟工

業化的老路，由於熵過程加快接近臨界線，這些國家經濟

政策的這種失誤，會把自己國家和整個星球引向災難。第

三世界國家應當尋求不同於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模式，

高能、高集中化的技術應讓位於適用技術。只有全面地安

排經濟發展的輕重緩急，第三世界才能成功地發展。

以上就是《熵》書的主要觀點和結論。該書作者以大

量的資料、數據和處處可見的驚人之筆，簡潔、徹底、系

統地討論了各種重大問題。不僅如此，作者在書中宣稱，

以牛頓為代表的機械論世界觀行將滅亡，指出人類科學技

術的發展，正在產生比它「創造」出來的「財富」更多、

更有害於人類的「垃圾」和污染。人們只有以熵定律作為

新的世界觀來考查社會的各個方面，才能減慢熵的增長和

延緩走向「熱寂」的速度。此外，作者還以熵定律為依

據，探討了哲學、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等領域

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重大問題。《熵》書見微知著，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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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邃，讀來實在令人深思。

對於該書的主要觀點和結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我們認為，該書最可取之處在於以一種徹底的手法，使人

們不得不面對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所經歷過的變化（或稱為

進步）及為此付出的代價。

當人們看清了為得到這種進步所付代價的所有含義

時，就不得不承認這種進步並不像原來所想像的那樣輝

煌，而是蒙上了一層不祥的陰影，從而要打不少的折扣。

這通過下面的一筆賬就可看出。

1987 年世界人口達到 50 億。假設到 21 世紀末此數不

變（這肯定是一個過低的估計），假設那時世界人均 GNP

相當於日本 1980 年的水平（美國 1970 年的水平），即人

均 GNP 4800 美元（1970 年美元），則到 21 世紀末這 50 億

人口的總 GNP 相當於 50 個 1980 年的日本（日本 1980 年

人口約 1.1 億）。由於人均 GNP 達到 4800 美元（1970 年

美元）時，在各發達國家中日本的物資消耗量最低，僅為

美國的一半左右，所以在 21 世紀末全球物資消耗量可折合

成 12 個美國的（1970 年的）物資消耗量。再假設從 21 世

紀末開始，世界經濟的增長以每年 1% 的物資消耗增長

率為依據，則五百年後（即 26 世紀末）的物資消耗水平

為 21 世紀末的 128 倍，相當於 1536 個（1970 年）美國的

消耗量。美國在 1970 年消耗了世界資源產量的三分之一，

則 26 世紀末世界資源年消耗量為 1970 年的五百倍。

在這五六百年間，對於地球的地質活動來說，絕不

可能合成多少對人類有意義的資源。因此，從人類的長期

發展來看，物質消耗的零增長絕非聳人聽聞的悲觀論調，

相反倒有些過於樂觀了。看來在某一時期之後，物質消耗

逐年下降才是更為現實的道路（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從

這個意義上說，該書的基本觀點 — 對目前以存量技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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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術基礎的經典發展方式的全面批判 — 是站得住腳

的，此其一。

另外，該書作者對想用新型的高技術來挽救和維持

經典發展方式（其主要基礎是存量資源）的批判，我們

認為也是基本上站得住腳的。因為這只是改變了能量獲

得方式（如採用微波、核能、氫能、生物技術等），而

只要經典發展方式不變，它所對應的能量傳輸、使用過

程 — 汽車、高速公路、摩天大樓、空調等 — 就不會有

根本的變化。因此，就算能量的取得不依賴於石油或煤

炭 — 不可更新的不能重複利用的物質資源，但使用能量

的過程仍在大量吞沒著不可更新的、難以完全重複利用

的物質資源 — 非能源礦物（如銅、鐵、鋅、鎳、鋁）。

因此，想用新技術走老路，同樣不可能長期行得通。這

通過上述的那筆賬目便可一目瞭然的。總之，物質財富

高速增長的道路或模式行將就木的日子不會太遙遠了。 

此其二。

但是，該書作者把人類的一切發展都看成是熵增加

過程的觀點，則令我們不敢苟同，而且在某些分析和結論

中，還隱含著一些危險的含糊之處，破綻頗大。我們認

為，這是該書的主要問題。例如，該書作者認為，自然界

從一個有序狀態日益走向無序狀態。在後面，我們將會看

到這個結論的根據不足。

對此，我們必須對熱力學中的熵及其各種推廣中的不

同具體含義，作出盡可能清楚的說明和限制，才能看出各

種推廣的有效性。

◎   熵增原理

「熵」本是熱力學中的一個概念，是對分子運動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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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量度。但近來這個概念已在社會科學的各種文獻中

頻繁出現，而且其具體含義在各種不同場合頗有差別。因

此，首先應對其原意加以說明，然後才能看清它在各種推

廣下的有效性。

能量守恆定律構成了熱力學第一定律，指出機械功

必須由能量的轉變獲取，因此否定了創造機械功的所謂第

一類永動機的可能。但是，它對於熱能轉變為機械功並未

加以任何限制，也就是說能量守恆定律沒有排除第二類永

動機的可能，例如，能否利用一池沒有溫差的水來單獨 

作功。

開耳芬（原名湯姆遜，1824~1907 年）在 1848 年根

據卡諾在 1824 年所發表的定理，規定了絕對溫標，指

出從單一熱源取出熱量來完全變為機械功而不附帶其他

效果 — 所謂第二類永動機 — 的不可能性。克勞修斯

（1822~1888 年）又在 1850 年根據同一定理建立了熱力學

第二定律。上述兩個定律組成了完整的熱力學系統。

後來，玻爾茲曼（1844~1906 年）系統地運用統計的

概念和方法作為理論基礎，引入了體系的微觀狀態的概念

和體系在某一微觀狀態的幾率的概念，把體系的宏觀平均

態視為它的微觀狀態的平均，因而能正確地作出熱力學第

二定律的統計理解。

換言之，要把能量轉化為功，在一個系統的不同部

分之間就必須有能量集中程度的差異（即溫差）。當能量

從一個較高的集中程度轉化到一個較低的集中程度（或由

較高溫度變為較低溫度）時，就說它作了功。更重要的

是，每次能量從一個水平轉化到另一個水平時，都意味著

下一次能再作功的能量減少了。例如，河水越過水壩流入

湖泊，當河水下落時，它可被用來驅動水輪機發電，或作

其他形式的功，然而水一旦落到壩底，就處於不能再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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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了。在水平面上，沒有任何勢能的水是連最小的輪

子也帶不動的。這兩種不同的能量狀態分別被稱為「有效

的」或「自由的」能量（有落差的水），和「無效的」或

「封閉的」能量（沒有落差的水）。

熵的增加就意味著有效能量的減少。根據熱力學第

一定律，能量既不能產生又不會消失，而根據熱力學第

二定律，能量只能沿著一個方向 — 即耗散的方向 — 轉

化。因此，熵是某一系統中存在的一定單位的、無效能量

的度量。下面我們將在稍微嚴格一點的基礎上，對此多做 

些分析。

開放系統與耗散結構  可以這樣說，任何系統都可

由孤立性、封閉性和開放性做出區分。孤立系統是與外界

既沒有物質交換，又沒有能量（及信息）交換的系統（見

圖~7）。嚴格地說，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孤立系統，只有

近似的孤立系統。

圖~7：孤立系統

封閉系統是與外界有能量（及信息）交換，但沒有物

質交換的系統（見圖~8）。如果我們忽略隕落的流星和宇

能量不能
進也不能出

物質不能
進也不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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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塵埃，地球就可以看成是一個封閉系統。地球接收到太

陽和其他天體的輻射，而它自己又向星際的輻射冷區進行

輻射（見圖~9）。自然，如果我們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

和地球一起看成一個複合系統，那麼這個大系統也可近似

地看成是一個封閉系統。

圖~8：封閉系統

圖~9：地球近似地是一個封閉系統

能量能進出

物質不能進出

地球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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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系統是一種與外界自由地進行物質和能量（及

信息）交換的系統。例如，城市就是一個典型的開放系

統（見圖~10）。顯然，它既是一個輸進食物、燃料、建

材、各種信息等等的中心，同時它又送出製成的產品及廢

料。任何一個現代企業都是一個開放系統。

圖~10：城市 — 一個開放系統

近年來興起了一門新學科 — 耗散結構理論，其主要研

究對象就是開放系統。在宇宙中的各種系統，無論是有生

命的還是無生命的，無論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實質上無

一不是與周圍環境有著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開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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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散結構的概念是相對於平衡結構的概念而提出

的，它的嚴格的原本涵義來自於物理學（即非平衡態熱力

學）。長期以來，在物理學中人們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平衡

系統的穩定有序結構，例如晶體的平衡結構。在溫度比較

低的條件下，構成這種系統的分子有序地排列著，並且保

持著一種穩定的結構。這時，系統內部的熱運動只能使分

子在平衡位置附近振動，而不能破壞系統的整體有序狀

態。只有當溫度不斷增加並達到一定的臨界點時，原有

的穩定有序狀態才會遭到破壞，產生相變（即結構的改

變）。例如，晶體（固相）變成液體（液相），再變成氣

體（氣相），整個系統由平衡的穩定有序狀態轉變成不穩

定的相對無序的混亂狀態，或變成穩定的有序程度較低的

平衡狀態。這些都是從有序到無序的物理現象。有關它們

的運動機制和穩定性等問題，一般以平衡態熱力學（及其

拓廣）就可以處理了。然而，有關非平衡態以及從無序到

有序的機制問題，就要求助於新的方法了。

在人們通常的想像中，一般總認為系統若處於一種

混亂的非平衡狀態，是不可能自發地形成一種穩定的有序

結構的。傳統的熱力學定律也是如此。但是，耗散結構理

論的創立者普里高津卻指出，一個遠離平衡的開放系統，

通過與外界不斷地交換能量和物質，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產

生自組織現象，形成新的穩定的有序結構，實現無序向有

序、較低程度的有序向較高程度的有序的轉化。這種非平

衡態下的新的穩定有序結構，被普里高津等人稱之為耗散

結構（有時也稱為恆定開放系統）。用「耗散」這一詞的

含義在於指出系統要不斷地消耗能量。這種有序穩定結構

與平衡結構不同。穩定的平衡結構（如晶體）或不與外界

交換物質和能量，或不改變內部的運動格局（保持變量數

及變量間的關係），可以說是一種靜止的穩定平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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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永遠不變的「死」結構。而耗散結構卻隨時與外界

交換能量和物質（否則，這種結構就無法保持下去），其

內部的運動格局也有所改變，可以說是一種動態的穩定有

序結構。它充滿生機，是一種「活」的穩定有序結構。生

命就是一種遠離平衡態的高度有組織的有序結構，它要不

斷地新陳代謝、吐故納新，才能存在、延續和發展。

進化與熵  有序現象和無序現象是自然界和社會經

濟中普遍存在的一對矛盾。過去人們往往把物質運動分為

兩類，一類有嚴格的秩序和結構，如晶體；一類則雜亂無

章，沒有一定的秩序和結構，如氣體分子的熱運動。現代

科學指出這種絕對的劃分是不正確的。有序和無序之間並

無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並可以在

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

在熱力學中，用「熵」這個概念來量度系統有序程度

的大小。那麼，什麼是熵呢？為此，我們先介紹一下可逆

和不可逆的概念。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現

象，嚴格地說，都是不可逆的，可逆只是近似而言的。不

可逆的直觀涵義就是變化發生後無法在一切條件都不變的

情況下又恢復到原狀。其實，人類社會的總演進過程就是

典型的不可逆過程。例如，人是從猿而來的，但人卻不能

再退化到猿；人類社會是從原始社會發展而來的，卻再也

不能復歸到原始社會。

在物理學中，可逆過程和不可逆過程有著本質的區

別。例如，在衣服上滴上一滴墨水，墨水會自動地向周圍

擴散，但擴散開的墨跡絕不會再自動聚攏為原來的一點。

這種情況已為「熱力學第二定律」所描述。

熱力學的一般原理描述了由大量分子構成的宏觀系

統的運動和變化。熱力學第一定律著重在「運動量」的問

題上，它表述了能量守恆：系統內能量的任何改變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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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大小的能量通過邊界傳遞的結果。熱力學第二定律則

著重在「運動方向」的問題上，它論述了可逆過程和不可

逆過程之間的區別，指出在一定的條件下的系統狀態將有

一定的運動方向（如，墨跡只會自動地擴散，而不可能自

發地收攏）。為了作定量的表述，人們引入了一個新的

函數，叫做「熵」。簡言之，熵是一個系統的狀態的函

數。這個函數可以度量一個系統組織（或無組織）程度的 

高低。

熵與能量不同，是不守恆的，通常用符號 S 來表示。

熵（S）在一個很短的時間間隔（dt）中的變化寫作 dS，

稱為熵變化。熵變化（dS）由兩項構成：第一項 deS 是通

過系統邊界的熵的傳輸，第二項 diS 是系統內的熵產生。

由此我們得到如下關係式：

dS＝deS＋diS

熵產生 diS 的基本特徵是：通過它能辨別不可逆過程。

熱力學第二定律指出，對於整個熱力學過程而言，熵產生

都是非負的，即：

diS   0；

當過程是不可逆時，有

diS ＞ 0。

圖~11：不同溫度的氣體混合

T1 T2 T

S1 S2



1151511414

   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

現舉一個例子具體說明：兩種不同溫度的氣體混合

（見圖~11）。假定這個系統是孤立的，即 deS＝0（即通

過系統邊界的熵傳輸為零）。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

得到：

S2－S1＝ΔS＝∫diS＞0

上式中的 ΔS 是系統從狀態 S1 變至 S2 時的熵 S 的改變

量（ΔS）。ΔS＞0 的直觀含義是：在 S1 時，由於 T1≠T2

（即在箱子內部，左邊氣體的溫度與右邊的不同），故在

系統內部存在著能量差。這種能量差可用來作功，也就是

說系統處於狀態 S1 時，具有有效能量 ΔT＝T1－T2＞0（無

妨設 T1＞T2）。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系統內部的能量差

自發地趨於消失（可以設想為較熱的氣體分子與較冷的氣

體分子不斷混合的結果），即有效能量 ΔT 隨著時間的流

逝而趨於零。這樣，系統即從一個較低熵 S1 的狀態（因為

它有有效能量 T1－T2＝ΔT＞0）變為較高熵 S2 的狀態（因

為它的有效能量 T－T＝ΔT＝0，即系統內部沒有能量

差，其中 T1＞T＞T2）。

於是，在這個例子中，熱力學第二定律歸結為通常

的經典提法：在一個孤立系統中，熵是增加的。熵改變 

ΔS＞0，說的就是熵增加。

當 diS＝0 時，只有可逆過程才能進行。因為熵是狀態

的函數，這時可以在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由初態開始經歷

變化過程又返回初態。

熵具有獨特的地位，它的變化和過程的方向有著密切

的關係。因此，熱力學第二定律給我們提供了宏觀演進的

普遍定律，這就是在孤立系統中的熵增加原理，或一般熱

力學系統的熵產生（diS）非負原理。

現在我們要問：這樣的熵增加對於所涉及到的分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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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為了給予明確的回答，我們必須

研究熵的微觀意義。讓我們具體地討論一種氣體或液體，

來看一看熵以及熵增加概念的含意。玻爾茲曼在 1872 年

第一個指出，熵是分子無序的量度，因此，熵增加定律是

一個簡單的增加混亂度的定律。舉例來說，討論一個用可

滲透的隔板分成相等的兩部分體積的容器（見圖~12）。

其中所盛氣體共有 N 個分子。這 N 個分子可以分成數

目 N1 和 N2 兩組（N1＋N2＝N），分法共有 P 種，這可由一

個簡單的組合公式來確定，量 P 叫做配容數，即：

N！
P ＝ —

N1！N2！

圖~12：氣體分子的分佈

從 N1 和 N2 的任一初始值開始，我們可以發現在一個

足夠長的時間後，容器中氣體達到了平衡狀況，即除了小

漲落以外，分子在兩個間隔當中均勻地分佈，即 N1＝N2＝

N � 2。顯然，這一狀況相當於 P 的極大值，並且在變化過

程中 P 在增加。這種考慮使得配容數 P 與熵的關係為：

S ＝ klogP

這裡，k 是玻爾茲曼普適常數。這一關係式明確指出，

熵增加表示分子無序的增長，正如配容數 P 的增加所反映

的一樣。在這樣一種演化過程中，初始狀態被「忘記」

了，即無論開始時 N1、N2 取何值，到頭來 N1 與 N2 都趨

於 N � 2。如果在初始狀態，一個室中的粒子數目比另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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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多得多（即兩個室中的粒子數目極不對稱；在本例中這

種不對稱性越強，則系統的這一狀態的有序程度就越高；

聯想未擴散開的墨跡和有能量差的系統具有較低的熵或較

高的有序程度，可知它們都具有較大的不對稱性或不均勻

性），則這種不對稱性遲早總將會被破壞。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們討論的是孤立系統。現在我們

來看看封閉系統。這種情況類似於孤立系統的情況。只要

引入一個新的狀態函數：亥姆霍茲自由能 F 或吉布斯自由

能 G，來代替狀態函數熵 S，就可以得出類似的關於系統

狀態運動方向的結論。現在定義：

F＝E －TS  或  G＝E－TS－XY

其中：E 為系統的內能，T 是絕對溫度，X 為廣義位

移�如體積 V�，Y 為廣義力�如壓強 P�。

結論是：在 T 和 X 恆定的情況下，封閉系統的演化取 F

減少的方向，達到平衡時 F 取極小值，即（ΔF）T，X   0；

或在 T 和 Y 恆定的情況下，封閉系統的演化取 G 減少的方

向，達到平衡時 G 取極小值，即（ΔG）T，Y   0。這個結論

是熱力學第二定律對於封閉系統的表述，指出了在封閉系統

的情況下有序和無序的轉化方向。粗略地說，封閉系統向著

其自由能量減少的方向演化。

然而，在系統處於開放的非平衡態的過程時，上述判

斷就不適用了。為此，就產生了描述非平衡態熱力學的耗

散結構理論。社會經濟系統一般都是開放系統，而且往往

處於非平衡態的過程中，需要借用類似於耗散結構這種理

論來分析有關問題。然而，無論是引入 F 或 G 這類概念來

處理平衡態的封閉系統，還是採用耗散結構這類理論來處

理非平衡態的開放系統，都和熵這一基本概念及其不同推

廣的涵義有關。因此，首先要在社會經濟領域中把熵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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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加以拓廣。通常以熵來量度無序程度，而以負熵來量度

有序程度。在社會經濟領域中，常採用負熵的概念。

對於開放系統，關鍵在於它的熵傳輸 deS（見前文）

可以大於、等於或小於零，人們通常稱 deS 為負熵流。如

deS < 0，且其絕對值 |deS| 又大於 diS，則 dS＝deS＋diS   0，

這時系統的總熵 S 可以逐步減小，從而使系統從無序走向

有序。這樣，在不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條件下，非平衡

系統可以通過負熵流的增加來減少總熵，並達到一種新的

穩定的有序結構。作為開放系統的生物機體，其進化過程

就是一個有序程度提高的過程，這就要使總熵 S 不斷地降

低，而這就必須不斷通過和外界交往的過程來補充進「秩

序」。例如，動物的覓食和消化過程是一種與外界交往的

有序過程，形象地說就是「吃進秩序」。相反，如果生物

系統孤立起來不與外界發生聯繫，「負熵流」沒有了來

源，則內部熵產生越積越多，系統終將死亡、腐爛、分

解，日益趨向混亂無序。

社會經濟系統的一個共同特徵，是它們的結構產生

於開放系統，而且這種系統只有與周圍環境的介質進行物

質和能量（以及信息）的不斷交換，才能維持其生命力。

然而，僅僅是一個開放系統並沒有充分的條件保證出現耗

散結構（即非平衡態中有較高有序程度的穩定結構）。耗

散結構理論認為，所有的耗散結構有三個共同的特點：

（1）存在於開放系統之中，（2）保持遠離平衡的條件，

（3）系統內各要素之間存在著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因

此，普里高津指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這是耗散結構理

論的一個基本觀點。

以上所述就是與熱力學第二定律有關的主要內容。第

二定律表明，在孤立體系中，所有可逆過程，熵的總值不

變（dS＝0，即熵 S 的改變為零）；在不可逆過程中，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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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dS＞0）。因此，在孤立體系中所發生的變化，最

後結果是體系的熵不斷增加，達到最大值，這時系統內的

各種能量差別（如溫差）消失。這就是熵增原理。

但是，熱力學第二定律是建立在有限的空間和時間中

的，是依託於實驗概括出來的，它在無限大的空間和無限

長的時間裡的意義至少在目前還是十分不清楚的。

◎   歧義紛生

當把上述熱力學第二定律推廣到整個自然界中時，會

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結果。

自然界的變化顯然不能完全看成為週期性的運動 — 循

環往復、重複性的運動，它還包括了另一種運動 — 演化，

如事物從簡單到複雜的運動，或從複雜到簡單的運動。

然而，遺憾的是，熱力學第二定律所預言的不可逆轉

的發展和演化，並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從簡單到複雜的那種

演化。相反，熱力學第二定律預言的是，宇宙萬物發展的

總趨勢是各部分的溫度達到相同，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宇

宙熱寂說。

即使是前文中所說的耗散結構理論也遠未解決宇宙熱

寂論的問題。我們知道，耗散結構依賴於從環境輸入負熵

流而產生有序，因此，這種有序化是以環境中的更大熵增

加為代價的。如果把耗散結構與其外界環境所組成的整體

看成一個系統，那麼這個系統仍然服從於熵增原理。

但是，前些年的某些研究表明，對於一個膨脹的宇

宙，熱力學的結論是：即使原來的溫度是一致的，也有可

能產生溫度差。證明的大致過程如下：同樣是一箱氣體分

子，在無引力時，演化的方向從非均勻 → 均勻，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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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結構；在沒有引力時，均勻是個穩定的平衡態。但

有了引力之後，這個平衡態就變成不穩定的了。因為，只

要有某個局部區域，由於起伏密度變得稍高一點，則這個

區域引力就變得更強，會吸引更多的物質，形成更高的密

度。反則反之。因此，只要有小的起伏就會徹底破壞均勻

狀態。可見，在引力較高的體系中，演化的方向是：無結

構 → 有結構，均勻 → 非均勻。在宇宙範圍內，引力是主

導的，所以哪怕宇宙開始是均勻的、無結構的，它也會自

動地生長出非均勻的有結構的狀態。各種尺度上的星體或

星體體系，就是依靠這種非均勻化的過程聚集而成的。當

然，這種過程的實現，除了引力和宇宙的膨脹性外，還必

須要求宇宙中含有輻射及粒子等不同類型的物質，上述機

制才能發揮作用（見表~5）。

表~5：演化的理論根據

理論基礎 能否說明從簡到繁的演化

純引力 不能（循環運動）

無引力的熱力學 不能（熱寂）

引力 ∼ 熱力學 有可能（免於熱寂）

引力是一種長程力，又是自然界中一種最弱的相互作

用力。因此，不可能用它來單獨解釋在較小尺度內發生的

正向演化作用（如生命的產生），這就牽涉到非平衡物理

學及化學的最新發展 — 如耗散結構理論。

以上討論說明，即使在自然界中也不能無條件地推廣

熱力學第二定律。那麼，對於熱力學第二定律在社會領域

中的推廣就必須更加小心、更有限制性。

不過，儘管表~5 所示的演化理論根據對於避免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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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的熱寂說提供了某些希望，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大

爆炸」理論正面臨著嚴肅的挑戰。①  20 多年來，人們認為

「大爆炸」理論是解釋宇宙起源、膨脹和最終命運的最好

理論。然而在 1989 年 2 月下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等離子

體宇宙論引起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的注意。這次會議討論

了似乎是同大爆炸理論基本原則相違背的一些最新觀測。

一些實驗室研究、計算機模擬和天文學家的最新發現似乎

都支持這一新的理論。

新理論的創造者和支持者們確信，稱為等離子體的帶

電熱氣體，在宇宙、恆星、星系等等形成過程中起了目前

尚不知道的關鍵作用。他們認為，等離子體的電磁力和引

力一起提供了由物質組成的星系和其他大宇宙體的基礎。

等離子體宇宙論認為，宇宙永遠存在，既看不到開始，也

看不到終點。相比之下，大爆炸理論認為，引力是宇宙形

成的主要力量，宇宙是兩百億年前在一次大爆炸瞬間從一

點開始，一直不斷膨脹，而且將繼續膨脹，最終本身又要

逆轉，坍縮成一點。顯然，當這種膨脹性質不是普遍成立

的時候，上述避免宇宙熱寂的機制也就無法發生作用了。

總之，現在回答宇宙是否趨於熱寂的問題還為時過

早。因此，在把熵增原理從熱力學的特定領域中向外推廣

時，特別是向社會經濟領域推廣時，更要十分小心。在這

方面，處處都是陷阱和歧路。

首先我們來看一個例子。例如，某種礦藏完全集中

在一個地區（超過了經濟開採所要求的規模幾十倍），或

者相對均勻地分佈在十幾個地區（在每個地區，這種礦藏

的集中程度都超過了經濟開採的要求）；或者分散在幾百

① 〈等離子體宇宙論向「大爆炸」理論提出嚴肅挑戰〉，《科技

日報》1989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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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區（每個地區都沒有達到經濟開採的規模要求）。上

述三種分佈，如果單純從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推廣來看，有

序程度最高的顯然是第一種分佈，其次是第二種分佈，最

差為第三種分佈。但就人類社會而言，第二種分佈的「有

序」程度顯然最高，因為它有利於降低運輸成本。可見要

把熵或熱力學第二定律推廣到社會領域中來，其意義並不

是唯一確定的。因為這時的「有序性」已和一定的人類活

動的目的性和有效性聯繫在一起了，否則就沒有明確的意

義。因此，我們要對熵的推廣作出如下的區分。

第一，無法由人類活動改變的熵（這是一種最純粹的

自然過程），稱之為宏觀熵。例如，太陽演化所引起的熵

變，這種熵變，無論是增加還是減少（或不變），幾乎都

不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儘管這種熵變對人類生存的影響極

大，但人類的活動對它卻完全沒有影響或控制能力。我們

既不能減弱它對人類的不利影響，也不能增強它對人類的

有利影響，而只能聽之任之。在談到這種熵變時，我們是

在嚴格的物理學意義上來使用熵這個概念的。

第二，很多過程由於受到人類活動的不同程度影響，

已不再是純粹的自然過程。這種過程中的熵變，我們稱之

為附加熵或局部熵。這是人類活動可以影響和加以控制的

熵變過程。例如，假定一切其他條件都不變，過度放牧或

濫砍濫伐使草原或森林生態系統的長期生產能力降低和多

樣性喪失，從而加劇了自然的局部熵增加過程；反之，適

當地控制森林火災，則減小了自然界的局部熵增加過程。

在談到這種熵變時，我們多少已脫離了嚴格的物理

學意義上的熵概念。例如，在談到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時，

這已不是嚴格的熱力學中的熵了。但一般來說，這類概念

（如信息論中對多樣性的度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與熱力

學中的熵較好地聯繫起來，例如，生態系統的多樣性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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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物質生產力有較好的正向對應性。所以，在使用這類概

念時，稍作說明，就不會引起混淆。

第三，與人類活動的目的性和有效性相聯繫的「熵

變」，我們稱之為條件熵或意義熵。這種熵變也是人類活

動可以加以控制的。例如，降雨量過於集中，且在時間分

佈上不利於農作物充分利用。如在不破壞生態的條件下搞

一些蓄水工程或引水工程，可使降水量的利用較為均勻，

從而更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

在談到這種熵變時，最易引起歧義。這就如同用申農

的信息量公式去衡量生物體的有序程度一樣，是沒有多少

實際意義的。有人曾對此作過具體的分析：計算表明，生

物體的有序程度與一塊同質量岩石的有序程度在數量級上

並無多少差別。人們可以計算細胞生物聚合物的信息量及

相應熵，但是這種計算並不能使人理解生物分子的特性；

真正重要的並不是 DNA 中的信息量，而是 DNA 中所包含

的蛋白質合成的指令。換言之，對生物學而言，重要的並

不是信息的含量，而是信息的含義，亦即在編譯指令過程

中信息的價值，或說是信息的質。②  我們正是在這種含

義上來使用條件熵（或意義熵）這個概念的。但是由於在

這個方面尚未形成統一的理論，因此，我們在下面的分析

中，將對使用這個概念的條件做出嚴格的限制和詳細的說

明，以免引起混淆。

有時，第三種熵變與第二種熵變相互交叉。例如，

極端一點說，當降雨量有越來越集中的趨勢時，從不均勻

性或不對稱性增加的角度看，這時物理學意義上的熵減小

了，但從人類有效地利用降水的角度看，條件熵則增大

②   M. V. 伏爾更斯坦：《現代物理學與生物學概論》第 104、

1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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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假設二者相加為零，這時如其他一切條件不變，則三

種熵變之和為零。但從直觀上說，總熵顯然增加了，這就

破壞了熵這種廣延量的可加性。對此，我們只能針對具體

問題加以特殊的處理。

對於第一種熵變過程，不論你是否利用它，對其毫

無影響。例如，更好地利用太陽能，不但不會增加太陽本

身的熵增加速度，反而可能提高地球上的有序程度。這

時，宏觀熵變無變化，而局部熵減小，這使地球∼太陽系

統的總熵相對減小。然而，《熵》的作者對於此點卻完全

忽視了。

對於第二種熵變過程，利用過度導致局部熵增加（這

是顯然的），利用不足有時也會導致局部熵加（如林業中

的過熟林），利用適度則導致熵不變或減小。

對於第三種熵變過程，例如雨量的均勻利用，對自然

熵變無影響（在蓄水工程不影響生態的條件下），但對人

類有意義的條件熵卻減少了。

上述分析說明，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在把熱力學第二

定律推廣用於分析人類社會的各種問題時，要十分小心謹

慎。否則就會出現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和判斷。下面，我

們要更具體地討論人類活動對熵變的影響。

◎   山重水複

從上面的分析中並不能得出熱力學第二定律完全不能

用於分析人類社會的問題。但在應用時，必須把前提和限

制搞得清楚明白。

假定 1（關於空間尺度的限制）：討論的對象限於太

陽和地球組成的系統，並假定在這個系統之外所發生的事

件，既不能受到人類活動的任何影響，也對人類的活動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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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意義（包括積極、消極和中性的意義）。

假定 2（關於時間尺度的限制）：人類不可能在地球

上無限期地生存下去，上限不妨設為 50 億年。因為，例如

在幾十億年以後，當我們的太陽有朝一日離開主星序，或

者甚至比這還早一些的時候，太陽就會變得很熱，使地球

上的生命無法生存下去。③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假定人類在

地球上的生存期限是有限的。

假定 3（關於主要負熵流來源的限制）：假定在這幾

十億年內太陽還能繼續為我們正常工作，不會發生太陽變

成新星的事情（但這是完全可能的，一旦發生這種事情，

它將毀掉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甚至可能會使地球這顆行星

完全揮發掉。而在這樣一場爆發後，恆星只拋掉它的質量

的百分之一二，此後，它又恢復適當的正常生活。事實

上，有的恆星看來已週期性地反復經歷過幾次這樣的爆

發，而它們仍然存在到今天 ④）。因此，假定在這幾十億

年裡，無論宇宙是熵增加或熵減小，對於我們這個太陽系

都沒有直接影響。

假定 4（關於流動性的限制）：在百萬年這個數量級

內，作為人類整體脫離地球，飛往其他星球，並在哪裡定

居，既無實際意義，在經濟上也無法承受。

假定 5（關於不同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限制）：假設

短線約束原理成立（其含義如下：人類生存依賴於各種因

素，這些因素之間不可能無限制地相互替代。例如，陽光

不能替代空氣，一旦大氣出了問題，陽光再充分，人類也

無法生存；這時是大氣這條短線約束著人類的生存）。

在上述假定下，可得到如下結論：

③   I. 阿西摩夫：《宇宙、地球和大氣》。
④   I. 阿西摩夫：《宇宙、地球和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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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由假定 1、2，在十億年這個數量級內，由太

陽和地球組成的系統，對於人類活動的時間尺度而言，可

近似地看為孤立系統。因此，對於前述的宏觀熵，這個系

統服從熵增原理。

說明這個結論的思路如下：根據目前已有的知識，天

體的凝聚和彌散的「週期」過程在百億年這個數量級上。

因此，當太陽在幾十億年後變得無法為我們工作時，假定

把太陽 ∼ 地球與更大的宇宙背景（如銀河系）聯繫起來考

察，那麼，整個天體的運動使太陽重新啟動，使宏觀熵減

小，至少要在百億年以上。而在十億年這個數量級上，太

陽是在逐漸地消耗著其內部的有效能量，其本身的熵是在

增加的。這種熵增加在太陽 ∼ 地球這個系統內部居於主導

地位。目前還沒有足夠的知識可以斷定，在太陽 ∼ 地球之

外的宇宙活動可以使這種熵增加逆轉。

結論 2：由假定 1、2 和結論 1，可以得出：地球上的

人類在其生存上限內，不可能有時間等到與我們生存有關

的宇宙重新發生一次凝聚，使人類所耗散掉的能量（如燒

掉的石油）重新聚集起來。

結論 3：由假定 3、4 和結論 1、2 以及宏觀熵的定義，

可得到：對於太陽 ∼ 地球系統之內的人類，關鍵不在於宏

觀熵的變化（因為在十億年的數量級內，它對人類的生存

不構成有效的約束），而在於人類如何利用太陽熵增過程

的「副產品」— 為人類提供的基礎有效能量 — 太陽能及

其貯存形式的其他資源。

這個結論的含義是：雖然太陽 ∼ 地球系統在更大的時

間尺度（如十億年以上的數量級）上服從熵增原理，但在

較小的時間尺度上（如千萬年或億年的數量級），該原理

對人類生存顯現不出消極的影響，或不構成有效的約束。

因此，在這個較小的時間尺度內，局部熵和意義熵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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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控制和影響的熵變，對於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才是至關

重要的。儘管後兩種熵變（無論是減小或增加）在數量級

上與宏觀熵相比，要低若干個數量級。

結論 4：由假定 5 可知，對於僅使用存量資源的工業

化社會而言，地球可以近似地看成孤立系統。這個結論的

含義是明顯的：因為沒有其他的來源，能夠補充存量資源

的大規模消耗，陽光再充分也做不到這一點。

現在我們可以依據上述假定和結論，對與人類社會、

經濟長期發展有關的某些重大問題進行分析了。

自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不過三四百年的時

間，而工業化社會所賴以生存的存量資源（不可更新的資

源）的形成並富集到有經濟開採價值的程度，卻要經歷一

個漫長的地質過程（千萬年以至上億年的時間）。在幾千

年的時間裡所形成的存量資源的增量，對於已有的存量而

言，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數字。因此，即使自然界的長

期變化對於這些資源的形成和富集是一個熵減小的過程，

但就工業化時代大規模存量技術使用這些資源的方式和程

度而言，卻是一個明顯的熵增加過程 — 把自然富集的資

源又變成耗散的過程。對於人類有意義的熵變的總和而

言，後一過程居於主導地位。因為對存量資源而言，自然

富集的流量遠小於目前人類的使用流量。所以，對於存量

資源的這種利用方式，可以運用熱力學第二定律來作近似

分析。

對於核聚變能源來說（對其副作用 — 如產生熱污

染 — 略去不論），它可以維持工業化社會的需求上千

年。然而，即使是宇宙間最奇妙的機器也不能僅僅從能量

中大量地生產出物質來。在本章第一節末曾算過一筆賬，

那是根據物資消耗增長率為 1% 來計算的，把這個增長率

降為 0.1%，也不過是使原來的五百年延長至五千年，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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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五千年之後全世界資源年消耗量相當於 1970 年的五百

倍。就算在這段時間裡能源不成問題，但非能源的礦物卻

絕對支撐不了這麼長的時間。同時，重複利用不可能達到

100%，替代則往往是用品位更低、消耗能量更大的方式來

製造出同樣的問題。

顯然，由此可知，對於工業化社會的生產方式和消

費方式而言，地球是個孤立系統這個結論是成立的。在地

球上，有兩個有效能量的來源：一個是地球本身所蘊藏的

能量，另一個是太陽能。地球本身的能量貯備來自於兩個

方面：一種是在對人類有意義的時間內可以更新的能源；

另一種是只在地質時間尺度內可更新的，而對人類來說卻

只能被看成是不可更新的能源。同時，地球上可更新的能

源也是有限的，而且其一旦消耗殆盡，它們也會變成不可

更新的能源。太陽能雖然就其總能量而言是「永不」枯竭

的，但按其到達地球的速率和形式而言，卻又是十分有限

的了。

關鍵之處還在於太陽和能量本身並不能創造出生命。

要讓生命茁壯成長，太陽和能量就必須與地球上由礦物

質、金屬和其他物質所組成的系統相互發生作用，並把這

些物質轉化為生命，以及生命所需的養料。工業化社會的

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使這種相互作用加快了構成地表的有

限物質的耗散。因此，雖然太陽能量的總和每秒鐘都在遞

減，但遠在它的熵達到最大值之前，地球上的能源就早已

告罄了。

上述那些不同種類的資源在終極形式上構成互補系

統，對於互補系統而言，它服從短線約束原理。因此，我

們的基本結論是：以大規模消耗存量資源為特徵的工業社

會的趨勢可以用熱力學第二定律來描寫。

我們運用本章第一節末所舉的例子來作出進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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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到 21 世紀末，世界仍保持 50 億人，且達到 1980 年

日本人均 GNP 水平和物資消耗水平，約相當於 12 個

（1970 年的）美國的消耗量。即 21 世紀末的世界資源消耗

量是 1970 年的 4~5 倍。1974 年，美國人均用掉十噸礦產

品，如包括礦物燃料和木材則為 20 噸，以此推算 21 世紀

末的當年礦產品總消耗量為 264 億噸，加上能源和木材則

為 530 億噸。

假設從 22 世紀開始，全球經濟以年物質消耗增長率

為 0.7% 的水平繼續發展，則每隔一百年，世界經濟的物

質消耗總量就要翻一番。地殼的總質量為 5×1019 噸，其

中鋁、鐵等元素約佔 14%，則這些元素的總質量為 7×1018 

噸。據此可算出，從 22 世紀開始，再過兩千年，這些元

素將被全部消耗殆盡。如果以一百億人口為根據，則只能

再維持一千年，如假定短線約束原理在更大的範圍內起作

用，則工業化社會的壽命至多再能延續幾百年。

因此，以物質財富迅速增長為主要特徵的工業社

會 — 其技術基礎是大批量生產的存量技術，其資源基礎

就是不可更新的存量資源，不可能逃脫熱力學第二定律的

約束，它的停滯是必然的，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

企圖以新興的高技術來維持和延續這樣一種生產和消費體

制，同樣也不可能長久。

但是，物質財富增長的停滯並不意味著人類社會的停

滯，工業化社會無法擺脫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約束，並不意

味著新的發展方式在其面前同樣束手無策。在這一點上，

我們與《熵》一書的觀點大不相同。

◎   出路何在

經典發展方式一手造成了不可更新資源的大量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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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手又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這也可用熵增原理來

加以分析。槌田敦等人根據熵的理論對現代的地球及生態

系統危機的原因進行了研究。他們首先假設地球由四個部

分組成：即岩石圈、大氣圈、水圈和包括人類社會的生態

圈；然後對不同情況作了計算和分析。⑤

其方法如下：第一，先假定地球只由岩石圈組成。這

時，太陽光到達地球表面的平均熱量為 q＝257 千卡 � 年．

平方釐米。設它為 100，則其中的 30 會被反射掉（即對地

球而言，變成了無效能量）；剩下的 70 使地球變暖，這

部分熱量還將向宇宙空間輻射出去。根據 T4 定律（即物體

的放熱量與該物體表面絕對溫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進行計

算，這種「地球」的表面溫度應為負 18℃（相當於 255K，

K 為絕對溫度）。

第二，假定地球上有空氣。考慮到大氣對直射日光的

吸收、大氣對地表幅射熱量的吸收和送還給地球的熱量，

以及空氣的對流作用，用 T4 定律計算得到「地球」表面的

平均溫度為 28℃（301K）。這是一個酷熱的地球，生命難

以存在。這種假定情況相當於沙漠。

第三，考慮既有大氣循環又有水循環的現實的地球。

水遇到乾燥的空氣便要蒸發，並從周圍吸取熱量。由於水

的分子量為 18，空氣的平均分子量為 29，所以含水蒸汽

的空氣變輕，形成上昇氣流。但在上昇過程中，由於絕熱

膨脹又會引起溫度下降，使水蒸汽凝結，形成雨或雪降下

來，這就是水循環。水在大氣上層結冰或結露時會放熱，

這些熱量便向宇宙中輻射出去。這種由水循環從地表向宇

宙送出的熱量是空氣循環帶走熱量的四倍。用 T4 定律算出

⑤   槌田敦等：〈水、生物、人類與熵的理論〉，《世界科學》

1986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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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表平均溫度為 15℃（288K），這與現實的地球相符。

這種在高溫下吸熱（從地球表面）、在低溫下放熱（向大

氣外層），並存在著循環的過程便是一種熱力學機制，對

於熵的考慮有著重要意義。

被這種水（和空氣）的循環所減少的熵可以計算出

來：0.3×q（1 � 288－1 � 255）＝34.6 卡 �  K．平方釐米．年 

（其中 K 為絕對溫度）。地球上發生的各種運動變化就

是在這部分被拋棄的熵的範圍內得以進行的。例如，下雨

時產生的摩擦熱、河水流動、颳風，以及生命活動的進行

等等；所有這些活動都要產生熵，這些熵的總和不超過上

述數字。也就是說，由於水（和空氣）循環的存在，地球

表面各種活動產生的熵增加部分被拋棄到宇宙空間中。總

之，正是由於水（和空氣）循環的存在：我們的地球才成

為一個生命的星球，35 億年來生命持續存在，而沒有達到

所謂「熱寂」的世界。

第四，考慮包括岩石、大氣、水和人類社會在內的生

態系統。植物在光合作用中使用的日光只佔很少一部分，

其餘部分全部變成植物體內的熱，即變成了熵。那麼植物

是怎樣把這些過剩的熵排出體外的呢？應當注意到，植物

是具有蒸發機能的，蒸發時液態的水變成氣態的水，在帶

走熱的同時熵也被帶走了。也就是說，植物除了依賴於製

造葡萄糖所需要的水以外，還依賴於蒸發所需要的水。如

果地球只有植物存在，且不斷進行光合作用的話，空氣中

的二氧化碳將被耗盡，植物就無法存在下去。但是，動物

和微生物則用 0.21 大氣壓的氧氣來分解光合作用的生成

物，維持著二氧化碳的濃度。把光合作用與分解結合在一

起，就得到一個生物循環。在這種循環中，吸收了日光和

水，放出了水蒸汽和熱。生物循環所產生的熱和水蒸汽，

被水（或空氣）循環帶到高空，並將熱向宇宙中散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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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因此，可以說生物循壞也是水循環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生物循環以及它的部分反應都是滿足熵增

原理的，因而是可能進行的。但這些反應在現實中是否發

生則是另一個問題。要使生物循環不斷進行，需要有整體

性的協調。如果在其中間階段被打斷，就將破壞植物、動

物、微生物的協調，從而使生物循環停滯下來。一般所說

的生物污染，如湖泊的富營養化就屬於這類問題。

另一類污染是地下物質的污染，它是與生物污染無關

的物質引起的。這種例子在公害史上屢見不鮮。例如銅礦

開採對流域造成的長期污染，這是與石油文明有關的環境

污染。許多人認為，農業與工業一樣都是在破壞環境。當

然，確有這類現象。但人類也可以通過農、林、漁業使生

物循環興旺起來。例如，防止沙漠化，種草植樹，培養地

力，可使生物循環再度生機勃勃。這些都是人類加強生物

循環的實例。但是目前石油文明的普遍後果則是破壞了生

物循環。看來，決定性的問題還是在於人類活動是否有利

於恢復水（氣）循環和生物循環（岩石圈中表土的破壞是

不利於生物循環的），進而是否加強這些循環。

現代的石油文明，產生了地球水（氣）循環無法處理

的鉅大的熱熵和物質熵，以及放射能熵。所謂熱熵就是各

種廢熱的排放 — 又稱熱污染（以此來考慮核聚變技術，

即使它能商業化，但如果人均能量消耗繼續增加，則這種

熱污染也是上述水循環和生物循環難以對付的）。所說的

物質熵就是在開採和使用不可更新資源過程中所造成的各

種物質性污染：大氣、水源污染以及生物污染等。所謂的

放射能熵是指放射性核廢料等造成的污染。這些污染都是

水循環和生物循環對付不了的，也就是說水循環無法把這

些熵增加帶到大氣外層去，從而維持地球 — 它是地球和

太陽所組成的系統中的子系統 — 繼續以一個開放的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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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即耗散結構）存在下去。因此，這些熵就在地球子

系統內部積存起來。而開放恆定系統的存在是以系統內部

的熵增加不斷被拋到其外部為必要條件的。這些熵的逐步

累積勢必威脅到人類的繼續存在。

這是過去任何文明都未遇到過的、極為嚴重的全球性

危機。出路在於我們是否能立即開始縮小與大量耗用不可

更新資源（如石油）有關的技術所支配的領域；依託水、

土、生物等技術的運用，擺正人類在生物循環中的位置：

人類活動應有利於恢復乃至加強水氣循環和生物循環，而

不是反之；重新創造以相互承認彼此多樣性的人群合作關

係為中心的經濟、社會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