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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矿产资源承载力
和生态环境容量评价分析

马纯霞

（山东省临朐县矿产资源开发中心，山东 潍坊 262600）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城镇化背景下的两个发展核心要素——资源承载力以及生态环境容量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

上，围绕山东省烟台市地区的矿产资源情况、矿产资源承载本底状况、当前承载状态、承载力等进行了分析。此外，

还基于“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两个概念，选择吉林省珲春市为对象，对该地区生态环境容量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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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 50%。

自此开始，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处于城镇

化快速推进的阶段。在此种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呈

现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其中，

核心事项为：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四项内容必须

得到良好协调。在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需要依托城

镇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实现对产业和人口的聚集，

最终目的是缓解城镇人口膨胀及产业粗放发展造成的

资源短缺、分配不均以及环境污染压力，从而保证城

镇化发展的质量及可持续性。

1 资源承载力及生态环境容量内涵简析

1.1 资源承载力

资源承载力是评估发展模式是否符合“可持续”

标准的一项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人类的发展过程离

不开各项资源，而每一个地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如

果人口数量、人类需求与资源上限之间并无分配与平

衡之间的矛盾，则该区域范围内便会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状态 [1]。随着人口数量增多（或从事某种行业的人群

数量增多），导致人均可分配资源数量下降，发展系

统便有可能陷入崩溃状态。而这个与资源分配相关的

数值上限便被称为资源承载力。以土地耕种为例，一

片土地生产的粮食能够供应 20个人长期消耗，则在该

土地范围内居住的人口在 20人以下时，生活状态良好

的同时，还会有盈余部分，所有人的幸福感都会处于

较高层次。但当人口增加至 30人时，粮食必定陷入不

够吃的状态，幸福感便会下降；如果人口增加至 40人，

所有人都会挨饿（平均分配模式下），毫无幸福感可言。

此时的状态便意味着资源承载力已经超过上限。对现

代发展而言，必须确保资源承载力上限值不被突破。

1.2 生态环境容量

生态环境容量是指在特定的自然区域之中，在保

证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人类生存环境并未下降

的情况下，环境能够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简

单来说，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类活动产生的所有污染

物是否超过了自然调节能力。所谓可持续发展以及绿

色发展的本质便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不能超过这

个界限。生态环境容量评估通常涉及两项要素，分别

为“饱和环境容量”以及“适宜环境容量”。所谓“饱

和环境容量”主要针对水、大气、土地、海域、生物

等环境资源能够承受的最大环境压力进行测量评估；

所谓“适宜环境容量”是指人类在利用各类资源，构

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围绕对应环境压力进行

测量评估。

2 山东省烟台地区矿产资源承载力及生态环

境容量评价

2.1 山东省烟台地区矿产资源概况

矿产资源对人类发展十分重要，除了传统的煤矿、

铁矿等常见的矿产资源之外，很多稀有金属矿藏一旦

被发现，甚至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与调整都能够起

到一定的作用 [2]。我国山东省烟台市的矿产资源储存量

非常丰富，至今已经发现的矿产近 70种，该市境内小

型矿产地超过 300处，各类矿床点数量总计超过 1200

处。现已查明该市能够产出的矿藏资源包括煤矿、铁矿、

金矿、铜矿；稀有金属中包括钼矿、钨矿；非金属矿

石包括大理岩、长石、花岗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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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烟台地区矿产资源承载力评价

2.2.1 烟台地区矿产资源承载本底评价

本研究选取对该市经济影响程度最高的三种矿藏

资源进行评价。这三种矿藏分别是金、铜、铁。针对

这三种矿产资源进行本底评价时适用的公式如下：

资源可利用量占比 =县域内某种矿产资源当前保

有量（由已经探明的矿藏储量－通过售卖等方式运抵

至其他区域的量计算得来）/地市内对应矿藏的资源保

有量。

基于上文所述的计算方法，得出的山东省烟台市

下属县级市、县区的金、铜、铁矿产资源可用量占比

值分别如下：

1.芝罘区、福山区、牟平区、龙口市、莱阳市、

莱州市、蓬莱区、招远市、栖霞市、海阳市的金矿产

资源可利用量占比分别为 0.00%、0.13%、0.05%、0.04%、

2.63%、0.00%、44.20%、14.21%、4.31%、14.596%，

本底评价结果分别为：芝罘区、福山区、牟平区、莱阳市、

评级均为“低”；龙口市、栖霞市评级均为“较低”；

蓬莱区评级为“中”、招远市、海阳市评级均为“较高”；

莱州市评级为“高”。

2.芝罘区、福山区、牟平区、龙口市、莱阳市、

莱州市、蓬莱区、招远市、栖霞市、海阳市的铜矿产

资源可利用量占比分别为 0.00%、9.16%、0.02%、0.31%、

0.00%、0.04%、0.31%、0.00%、88.61%、0.00%，本底

评价结果分别为：芝罘区、牟平区、莱阳市、莱州市、

招远市的评级均为“低”；莱山区、龙口市、蓬莱市、

海阳市的评级均为“较低”；福山区的评级为“较高”；

栖霞市的评级为“高”。

3.芝罘区、福山区、牟平区、龙口市、莱阳市、

莱州市、招远市、栖霞市、海阳市的铁矿产资源可利

用量占比分别为：0.00%、0.00%、2.43%、15.82%、0.00%、

2.87%、71.52%、6.72%、0.00%，本底评价结果分别为：

芝罘区、福山区、龙口市、蓬莱市、招远市的评级均

为“低”；栖霞市的评级为“较低”；牟平区、莱阳市、

海阳市的评级均为“高”。

4.对烟台市下属县级市、县区金、铜、铁三种矿

产资源可利用量占比进行综合分析，最终得出的烟台

市各区域矿产资源承载本底评价结果为：芝罘区均为

“低”；龙口市为“较低”；福山区、牟平区、莱阳

市、招远市、海阳市均为“较高”；莱山区、莱州市、

栖霞市均为“高”。在进行地区矿产资源承载状态、

矿产资源承载力评估时，将金、铜、铁三项资源综合

可用量占比值评估为“低”的芝罘区予以刨除（这两

个地区不具备进一步评估价值）。

2.2.2 该地区矿产资源承载状态评价

1.指标计算，针对一个地区的矿产资源承载状态

进行评价时，适用的公式如下：

（1）矿业经济指数 =矿业经济占比指数（需要转

化为归一化系数）×矿产开发工业产值的增加值部分÷

该地区的年平均生产总值 [3]。

（2）矿业就业指数 =矿业就业指数归一化系数×

矿业从业人员总数量÷评估区域内从业人口总数。

（3）矿藏资源开发破坏指数 =矿藏资源开发破坏

指数归一化系数×刨除掉已经完成修复区域的矿区总

破坏面积 /去除政策禁止开展矿业活动全区域的评价区

域总面积。

2.矿业开发指数计算以及承载状态评价，根据上

文所述三个公式，可计算出烟台市下属 10个具有评估

金、铜、铁三项矿产资源矿业开发指数及承载状态评

估价值的县级市、区县的相关指标。具体情况为：福

山区、牟平区、莱山区、龙口市、莱阳市、莱州市、

蓬莱区、招远市、栖霞市、海阳市的对应的矿业经济

指数评估结果分别为 2.80、3.68、0.00、12.37、0.81、

73.89、4.54、99.99、25.30、6.82；10个区县对应的矿

业就业指数评价结果分别为 13.00、2.93、11.84、0.44、

20.55、1.90、5.48、11.17、99.99、5.58；10个区县对应

的矿藏资源开发破坏指数分别为 99.99、26.10、54.49、

94.71、30.08、95.80、59.25、38.70、16.21、29.30。

2.2.3 该地区矿产资源承载力评价

综合上述计算结果，得到的烟台市下属区县、县

级市的矿产资源承载力评价最终结果为：除了招远市

和栖霞市的矿产资源承载状态处于“均衡”状态之外，

其他 10个（包含芝罘区在内）地区的矿产资源承载状

态均为“超载”；矿产资源承载能力方面：芝罘区、

龙口市、蓬莱市的综合评价结果均为“小”；福山区、

牟平区、莱阳市、栖霞市、海阳市的承载力评价结果

均为“较小”；栖霞市的承载力评价结果为“较大”[4]。

3 吉林省珲春市地区生态环境容量评价

3.1 珲春市生态足迹评价

3.1.1 生态足迹评价模型构建

生态足迹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为该地区所有人

口提供用于其日常生活、生产所消耗的所有资源，并

能够对这些人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全部废弃物进行吸

收的土地、水流域的总面积。该评估项与生态承载力

相同，均是基于“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这一参数进

行衡量。评估标准为：如果一个地区的生态承载力高

于生态足迹，意味着该地区当前具备能够承载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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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及其日常生产生活“产物”的能力。反之，一旦进入“生

态赤字”阶段，意味着该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已经不堪

重负，不仅不能容纳新的人口增长，连当前的“维系”

状态也难以维持。为了在评估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

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容纳所有影响因子，需要按照下

列公式计算有关数值：

（1）某个消费项目经过统计、转化后折算而成的

生物生产性面积 =对应消费项目的人均消费量 /对应消

费项目全世界范围内的平均生产力。

（2）某个地区人均生态足迹具体值 =某个地区所

有折算后的（所有生物生产性面积×均衡因子）之和。

3.1.2 生态承载力评估内容

针对生态承载力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的要素如

下：基于“能值”理论体系进行深入思考后不难得出

结论——评估生态承载力时，必须涉及的自然因素包

括但不限于太阳辐射能、风能、雨水的化学能、雨水

的势能（包括重力势能）、地球自我旋转过程中产生

的旋转能。进行具体计算时，还应考虑到某些功能是

基于太阳辐射能转化后而形成。基于此，在计算之前

必须充分考虑不同能量的性质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

只应纳入一次计算。

3.1.3 生态足迹指标选取

针对珲春市生态足迹进行评估时，所选择的指标

均应较为常见，即与该地区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

之间的关系均需做到一一对应。比如选择的生态足迹

指标包括：耕地资源，对应的消费项目包括玉米、水稻、

大豆、蔬菜等；林地资源，对应的消费项目主要为各

类水果和木材；牧草地，对应的项目分别为牛羊肉、

牛羊奶及相关制品等；水域，对应鱼虾等水产品；化

石燃料用地，对应的消费项目主要是原煤、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等；建筑用地，对应的项目主要是所消耗的电能。

3.2 珲春市生态承载力的计算

3.2.1 可更新资源的有效能

珲春市近 10年的降雨化学能、雨水势能每一年都

存在差异，而风能、太阳辐射能、地球旋转能三项指

标近 10年整体保持稳定。进一步综合分析后得出的结

果为：降雨化学能对应的能值最大。

3.2.2 可更新资源的人均太阳能值

对珲春市近 5年的太阳能值进行计算，得出的结

果为，2017~2021年的太阳能值总和结果分别为 4.51E+ 

20、4.85E20、4.97E20、3.59E20、5.97E20（单位均为 sej），

近 5年人均太阳能值占有量分别为：221552、223458、

225487、223686、221578（单位分别为 sej/cap）。该结

果表明，珲春市可更新资源中的人均太阳能值总值虽

然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人均水平相对恒定。

3.2.3 区域生态承载力以及人均生态承载力

区域生态承载力的概念为：区域内所有人生态承

载力相加之和。在进行具体计算时，可以求得人均生

态承载力，之后与该地区人口总数相乘，即可得出相

关结果。但除此之外，在进行计算时还应充分考虑平

均能值密度、所评价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之后对相关

计算结果进行修正。人均太阳能值能够与生物生产性

土地面积进行相互转化，如此求得的珲春市 2017~2021

年生态承载力、人均生态承载力分别为 2.52hm2/cap、

4.48E+05hm2。

3.2.4 生态安全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基于生态承载力以及人均生态承载力，可得出的

珲春市生态安全现状为：生态环境容纳量处于正常范

围之内，未来几年，只需保持现有的发展政策，注意

可持续环保理念的进一步落实，生态环境容量各项数

值不会进一步增长。

4 结语

总体而言，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资源承载力以

及生态环境容量是两个核心元素。所谓“资源”是指

促进发展的资源，整体有限，参与资源分配的人口数

量必须得到控制；所谓“环境容量”是指在发展的过

程中，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

的重要性，但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实现“没有任何污染

物产生，不对自然环境造成任何破坏”。因此，生态

环境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承受人类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同

样值得重点评估。只要围绕这两项核心内容做好评估

工作，基于客观数据制定发展策略，适当控制发展速度，

才能构建出可持续乃至绿色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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