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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源经济与世界资源研究进展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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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短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限

制因素，未来这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资源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保护、

分配和管理之间关系的一门综合学科。加强资源经济与世界资源的研究，对实现我国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适应国家发展的需求，我国在国内资源与资源科学领域研究已

取得显著进展。同时，积极关注和研究世界资源问题，并取得了较大成就。这些研究为资源

经济学发展提出新的需求，积累了丰厚的研究资料、实践经验、研究方法以及系统的理论准

备，促进了资源经济的研究及学科不断成长与发展，并为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论文着重

分析资源经济学和世界资源的研究进展，对我国资源经济和世界资源研究进展及其成果进行

总结和评析，对我国资源经济和世界资源研究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提出新时期主要的研究方

向和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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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性、战略性地

位。我国主要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量的一半，水资源短缺，耕地紧张，主要矿

产资源长期短缺，国内储量有限且资源品位不高。能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十分紧缺，目前我国

已经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较高，能源安全面临油价、油源、通道、政治四

大风险。资源短缺问题是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限制性因素。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

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资源紧缺矛盾日益突出。加强资源经济与世界资源研究，对保障国家资

源安全、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

意义。

资源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分配和管理之间关系的一门综合

性学科［１］。其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

效益，支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资源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一

个分支。在资源科学学科体系中，资源经济学作为其重要基础分支学科，其理论与方法为资

源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提供了理论依据［２］。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１９９９年由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整合而成）是我国资源科学

研究的主要机构。建国初期，以竺可桢、周立三、吴传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为我国自然

资源科学考察和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

会）自１９５６年建立以来，组织了我国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西南地区、南方山区、内蒙古、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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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龙江等区域的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等综合科学考察和研究。１９５６—１９９６

年期间，完成了包括研究报告、地区开发方案、试验总结以及专著、论文、图件在内的一大批

成果，其中出版著作和文集４４０多部。１９７８—１９９６年，由综考会主持或参加完成的获奖科

技成果共６６项，其中获国家级奖１４项，院（部、省）级奖５２项
［３］。这些工作和成果对摸清我

国“资源家底”，合理布局生产力，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陈述彭、阳

含熙、孙鸿烈、石玉林、李文华、孙九林、刘昌明、陆大道等院士，程鸿、施慧中、陈国新、赵士

洞、容洞谷、郎一环、何希吾、毛汉英、成升魁、霍明远、董锁成、谷树忠、沈镭、王礼茂、张雷等

一批学者，以及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对我国资源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先

后主持或组织出版了一系列相关学术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有《资源遥感纲要》（郑威、陈

述彭，１９９５）、《中国森林资源研究》（李文华、李飞，１９９６）、《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谷树

忠等，１９９９）、《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孙鸿烈，２０００）、《中国资源态势与开发方略》（何希

吾、姚建华等，２０００）、《中国的自然资源》（霍明远、张增顺，２００１）、《中国百年资源、环境与发

展报告》（董锁成，２００２）、《２００２中国资源报告》（成升魁、谷树忠等，２００３）、《资源科学导论》

（封志明，２００４）、《资源科学》（石玉林，２００６）、《中国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与研究》（孙鸿烈，

２００７）、《东北地区水与生态》（刘昌明，２００７）、《中国土地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成升魁，２００７）

以及《资源、环境、区域开发研究》（中国地理学会，１９８８）、《资源产业化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

（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１９９９）、《２００６—２００７资源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中国自然

资源学会，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资源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中国自然资源学会，２００９）等。其

中，《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系统地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资源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

践，全面反映了资源科学的成就及进展，标志着我国资源科学的形成和学科体系的完善。上

述研究和成果为我国资源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技术与实践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资源经济的

研究及学科不断成长与发展。

１　资源经济学理论及方法研究进展与展望

１１　资源经济学理论研究进展

近些年来，我国资源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在资源市场化和资源管

理方面。董锁成指出我国现行土地产权关系模糊，制约和阻碍着土地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造

成大量国有土地价值流失。必须明确界定土地产权关系，尽快将其推向市场。并提出划拨

土地要区别使用对象和用途，有计划分步骤地推向市场进行转让，实现国家对其所有权的地

租形式。集体所有的农用地要逐步推行租赁制。完善土地产权管理和地产市场交易的法律

体系，使土地产权制度化、土地市场法制化。建立科学的土地价格评估系统，制定合理的土

地价格［４］。沈镭等对我国资源市场化及资源市场管理进行了研究，从交易对象、市场要素、

交易形式、市场结构、供需关系和空间范围等方面对资源市场进行了系统的划分，分析了资

源市场结构及其组织形式。提出以主体资源市场为龙头、以资源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为两

翼，构建我国完整的资源市场体系设想，并提出了相应管理对策［５］。②在资源、环境与经济

相互作用方面。董锁成等对资源、环境与经济相互作用过程、相互作用机制和规律进行了探

讨。指出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实质是外部不经济性、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等资源、环境与

经济发展相互作用机制。提出资源与环境演变的“Ｕ”型规律、资源利用和替代的不确定性、

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不可逆转规律［６］。③在自然资源流动方面。董瑜等借鉴物理学中的场思

维，构建了资源场理论的分析框架，探索了资源流动的力的本质。指出资源势差是资源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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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本质，资源场力是推动资源流动的本质力量，资源场力和外力的合力是资源流动的直

接力量［７］。成升魁等论述了自然资源流动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科学意义，并对自然资源流动

研究领域的若干重点进行了总结［８］。

１２　资源经济学方法研究进展

在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源经济学方法中，我国学者结合国内实际，积极对资源经济学方法

进行研究和探索。①在研究思维方式方面。成升魁认为资源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为了

正确认识或解释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科学必须进行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

究［９］，这对资源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谷树忠认为资源经济学具有独特的人本

主义和动态发展的哲学思维，注重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伦理思维，问题导向性的逻辑思

维，以实证分析、规范研究和合理预期为特征的经济学思维［１０］。②在自然资源综合评价和

测度方面。黄静等对自然资源综合评价的项目与指标、评价方法、特点和意义进行了研究。

指出自然资源综合评价是对一定区域内组合性资源进行适宜性类别、适宜性程度、限制性类

别和限制性程度的综合反映［１１］。董锁成在探讨自然资源代际转移动力机制的基础上，应用

资源经济学原理，分析了对自然资源持续性全面度量的原理与方法［１２］。③在自然资源核算

方法方面。谷树忠等对农业自然资源核算方法进行了研究，提出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以农业

自然资源估价为基础，主要包括数量核算、质量指数核算和价值量核算。农业自然资源核算

的基本程序是分类、统计、估价、绘制流程图、分类核算、综合核算。其基本原则是以分类核

算为基础、分类核算与综合核算相结台、以不变价估价为基础、与其他产业部门联合核算、分

层核算［１３］。１９９８年，谷树忠又进一步对我国农业自然资源核算的内涵、内容、功能以及核算

方法、核算框架体系进行了研究［１４］。

１３　资源经济学理论及方法研究展望

我国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和循环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研究、自

然资源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等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以及新技术和手段的应用，将大

大推进资源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目前，资源经济学理论、方法研

究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也难以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因此，从学科发展目标与国家战略需

求出发，资源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我国资源经济学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一些关键性战略

资源由国家垄断经营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与西方资源经济学有着较大区别。目前，我国

学者主要借鉴西方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结合国内实际进行资源经济

学的研究，尚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资源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亟待建立我国的资源经济学

学科体系。

（２）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走向综合与交叉。资源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应

重视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不断从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资源科学、部门资源学等

学科中汲取新进展和新成果，拓展资源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

（３）资源经济学应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①围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改革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的深化研究；②围绕资源产权管理和资源产权交易等需求，深化资

源产权及其价值－价格研究；③围绕提高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强化

和深化评价、区划和规划方面的研究；④围绕提高资源经济学的定量化、模型化研究水平，继

续拓展和深化数理方法和计算机方法在资源经济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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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资源经济研究进展与展望

２１　能源及矿产资源经济研究进展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及矿产资源被大量消耗，资源开发和利用难度不断

加大，资源紧缺状况日趋严峻。因此，能源及矿产资源成为资源经济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

并取得了较大进展。①在矿产资源研究方面。郎一环等对我国矿产资源节约利用潜力进行

分析，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潜力、资源综合利用潜力、提高资源回采率潜力、二次资源

回收利用潜力等６个方面的矿产资源节约利用潜力
［１５］。万会等分析了对我国小矿的地位、

作用、弊端以及面临的问题，提出小矿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１６］。王礼茂对矿产资源综合评

价方法进行了探讨，从矿产资源的自身特性、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３个方

面，选择了９项评价指数，用分级评分和对评价指数赋予权值的方法，对区域矿产资源进行

综合评价［１７］。②在能源研究方面。王礼茂分析了石油储备在保障能源安全中的作用，指出

随着我国石油对外依赖程度的增加，建立石油储备，防范石油危机是大势所趋。总结了其他

国家建立石油储备的做法和启示，提出我国石油储备的方式［１８］。吴映梅等在定量分析西部

能源生产系统结构演进状态和产出效益变化的基础上，对能源结构演进与产出效益的相关

关系进行了综合研究［１９］。蔡国田等从影响能源保障的能源资源基础、生产与消费以及运

输、生产与消费对环境影响等方面对我国能源保障的基本形势进行了分析［２０］。姜巍等对西

部地区能源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做出了评价，得出西部地区能源工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

动作用要比东部和中部两地区更为显著，５０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消费效益提高最为明

显，中部次之，西部地区的改善速率最慢等结论［２１］。③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方面。沈镭

在矿业城市的类型、基本特征、战略地位与作用分析基础上，提出优势替代、优势再造、优势

互补、优势延伸、优势挖潜等矿业城市的优势转换战略途径与对策［２２］。１９９９年，进一步分析

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性，探讨了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机理与对策［２３］。张耀军等在

分析全球化对资源型城市影响的基础上，以陕西省铜川资源型城市为案例进行分析，提出了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２４］。董锁成等分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性转型面临

的问题。提出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资源替代与产业替代战略、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创新

战略等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战略［２５］。并于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先后主持完成了“石嘴山资源型

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规划”、“铜陵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规划”，提出以循环经济为

核心的资源替代和资源转换，产业－城市－资源－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构建循环型接续替代

产业体系，推进资源型城市全面转型的思路。

２２　资源产业研究进展

董锁成在１９９４年出版的《资源科学论纲》中，对资源产业的内涵、类型划分进行了界定，

并就资源产业化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以及资源产业滞后的症结及发展途径进行了探

讨［２６］。指出资源浪费、资源无价或低价、资源产权不清晰、资源产业的非独立经营是我国资

源产业发展滞后的症结。提出保护和节约资源、有偿使用资源、加强资源产权管理、建立科

学的资源核算体系和完善国民核算体系等促进资源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吴玉萍等从西方

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角度，通过探讨草地资源可持续开发的经济本质，从理论上透析草地

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提出构建绿色经济制度是我国草业发展的制度创新切入

点［２７］。郎一环等对垃圾资源化理论进行了探讨。运用物质循环理论、资源再生理论和系统

理论，分析了垃圾资源化的本质及其客观条件。认为垃圾产业具有物质或能量的属性，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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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垃圾可以回收利用成为资源。变垃圾为资源的关键在于建立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系统，实现分类收集、工厂化处理，并使再生资源生产出的产品进入社会良性循

环［２８］。董锁成等分别对我国电子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再生利用产业化问题进行研究。在

分析我国电子废弃物现状及其循环利用产业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

产业化的对策建议［２９］。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角度，通过探讨垃圾回收利用的资源化

潜力，揭示垃圾产业产生的历史必然。并就我国城市垃圾产业的建立、组织、运行机制和法

律、法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３０］。

２３　资源安全与资源战略研究进展

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安全研究已经引起国家决策层的高度

关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成升魁、谷树忠、沈镭、王礼茂等率先提出了资源安全的概念和理

念，开创并引领资源安全领域的研究。①在资源安全的内涵、分类、机理及保障体系建设方

面。谷树忠等对资源安全问题的由来、基本属性、研究框架等进行系统论述。认为资源安全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或能力。

资源安全具有数量、质量、结构、均衡和价格等方面的含义。并对资源安全按过程、主体和类

别等进行了分类。提出应树立开放、动态、持续和系统的资源安全观［３１］。沈镭等认为资源

安全是资源供给与需求相互均衡的产物。分析了国家资源安全的涵义、基本特征、影响因素

和发展趋势以及分类方法，提出由资源保护战略、资源流通战略、资源消费战略、资源管理战

略等７大基本策略构成的国家资源安全复合保障体系
［３２］。姚予龙等参照可持续发展研究

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资源安全机理的ＰＳＲ概念模型。并以石油供求安全调控过程为例，阐

释了资源安全的经济学含义［３３］。②在资源安全影响因素及评价方面。王礼茂通过研究认

为，影响资源安全的因素主要有资源基础、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运输因素、军事因素５个方

面，其中资源基础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在对这些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１４项指

标组成资源安全的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对中国石油和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初

步评估，得出我国主要的资源安全问题是石油安全问题的结论［３４］。③在国内资源安全态势

方面。谢高地等认为我国以大量资源消耗获得经济高速增长，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对自然资

源问题更为敏感，对国际自然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强，并提出我国资源安全策略方面应采取

的３种方式
［３５］。代涛等对我国大宗性矿产资源安全性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大宗

性矿产资源呈现可采储量不足，资源服务年限很短，资源自给率过低，资源进口份额过大，进

口集中度过高等问题，大宗性矿产资源供应的安全问题十分严峻［３６］。④在资源安全功能区

划方面。谷树忠等认为国家资源安全须建立在区域合理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能源和矿产

资源是非原位性资源，区域间合理配置是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基础。在综合考虑资源条件、

交通运输条件以及生态条件等因素的前提下，进行了国家能矿资源安全的功能区划。提出

应将全国能矿资源富集区划分为开发区、接替区和储备区３种类型。并针对各能矿资源集

中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３７］。

资源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郎一环、沈镭、王礼茂等对此进行了较多的

研究。①在全球资源战略研究方面。郎一环等对我国的全球资源战略进行了论述，提出我

国的全球战略任务，指出我国应积极参加全球性资源革命［３８］。王礼茂等指出加强我国面向

２１世纪的全球资源战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９］。王礼茂分析了主要大国资源安全战略，总

结了发达国家保障资源安全供应中建立战略性资源储备体系、建立区域性合作组织、增加资

源进口渠道等５个共同措施
［４０］。②在我国资源战略选择及对策方面。王礼茂等通过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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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国家资源战略实施成败的分析，从中总结了３点启示，提出了我国资源战略选择的４

个主要方面［４１］。王礼茂分析了我国钨、锑和稀土３种垄断性矿产资源在国际上的地位，并

提出了垄断性矿产资源出口战略的对策建议［４２］。２００２年，在分析我国石油供应的安全问题

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石油安全战略的７个方面对策
［４３］。郎一环等认为我国迫切需要调整石

油安全战略，提出石油安全战略调整的６个转变和石油安全战略构建的８个方面对策
［４４］。

沈镭承担国土资源部咨询课题“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机理研究”，以能源和矿产资源为例，探讨

了我国资源节约社会战略的内涵及其调控机理，提出了“隧道”战略。目前承担的“国家可持

续发展的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项目课题“国土资源安全与全球战略研究”，提出了构建基于全

球开放的以及分类、分区、分级的国土资源安全综合保障体系，实施开放、竞争、高效的国土

资源安全保障总体战略，以及国土资源宏观调控型综合管理战略、科技推动型的国土资源消

耗战略、时空协调型的国土资源区域保障战略、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一体化战略等子战略，

实施“还富于民”、“藏富于民”、“投资于土”、“绿色消费”和“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等战略工

程。

２４　资源经济研究展望

资源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其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联系非常紧密。由于国家可持续

发展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需求，资源经济研究将逐步深化，广度不断拓展。同时，由于

较长时间尺度的数据积累，数据的统一性、连贯性和系统性加强，以及资源遥感、资源信息系

统以及ＧＩＳ技术、系统模拟等手段的发展，为资源经济时空格局的定量研究及动态评价、动

态模拟提供了条件。除继续推进资源安全、资源战略以及主要部门资源经济的研究之外，资

源经济还应重视和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１）研究对象向区域化和专门化发展，即更加注重对区域资源的系统研究，同时也注重

对单项资源的系统深入研究，进而推动部门资源经济学的发展。

（２）重视资源经济的综合集成研究。资源在自然界作为系统而存在，资源系统内部、资

源子系统之间，资源系统与环境、经济系统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资源系

统的结构－功能变化、时空演替具有整体性。资源经济研究既要强调资源系统内部要素的

关联性和整体效应，也要强调资源系统与其环境系统、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加快单项资

源、局部区域的研究向整体、综合集成研究发展。

（３）积极开展区域资源经济研究。自然资源空间分布的地域性决定了资源经济研究具

有很强的区域性。不同区域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差异，对资源开发利用的种类、数量、质量要

求不同，资源经济系统具有不同的结构、功能和演化趋向。因此，应重视研究区域资源的种

类、数量、质量、结构、资源区位、空间组合态势、资源需求、资源贸易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

相互作用机制、耦合关系。

（４）继续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我国资源型城市

数量多、规模大，是国家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供应地。但其会因为赖以发展的主体资源枯

竭、或主体资源产品价值下降以及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发展陷入困境甚至衰落。因此，一

方面，应加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指导。另一方面，我国资源型城市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不同类型、不同区域资源

型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自身特点、面临矛盾等具有较大差异，应根据其实际，提出差异化的

转型战略。积极参与不同类型、不同区域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实践。

（５）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用与循环经济的研究。我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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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加强

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用与循环经济的理论、机制、对策、措施等研究，是资源经济研究响应

和参与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

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领域。

３　世界资源研究进展与展望

３１　东北亚和中亚地区资源研究

东北亚地区和中亚地区是与我国相邻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富集区。东北亚地区的俄

罗斯是世界石油、天然气储量巨大的国家，是世界主要的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其石油、天然

气资源大部分集中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亚地区的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等国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丰富。我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展了对东北亚

地区和中亚地区资源的研究。１９７６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完成了《东海、日本海、鄂霍次克

海的海底概况：日本群岛岛架、岛坡的基本特征及其油气资源》的研究报告。在１９９６年北京

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李岱提交了学术论文“亚洲石油大陆桥建设的设

想”，建议我国建设中东至远东石油大陆桥，积极推动亚洲石油大陆桥的国际合作。这一构

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热烈反响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此后，郎一环就积极利用中

亚油气资源进行了讨论［４５］。李岱提出随着两极世界的解体，国际政治壁垒的崩溃，亚欧大

陆合作不断加强，而天然气资源合作是亚欧大陆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重点讨论了沿新亚

欧大陆桥３０个国家天然气资源国际合作的前景
［４６］。郎一环等研究了近年俄罗斯能源地缘

战略走势，提出我国应加强对俄罗斯能源政策和能源投资环境的综合考察和研究，充分发挥

中俄同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推动能源经济合作，严格按照国际法

规和国际通行原则规范中俄能源合作行为等建议［４７］。李红强等阐释了中亚地区能源在全

球能源格局中的重要性，探讨了中亚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能源对地缘政治演变的

影响和地缘政治对能源的作用，并对中亚地区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演进的机制进行了分

析［４８］。

２００８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牵头组织，刘恕、孙九林担任专家委员会

主席，董锁成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我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

综合科学考察”启动，计划用５年的时间，联合中、俄、蒙３国１０多个科研单位的近２００多名

科学家，对中、俄、蒙东北亚地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目前，已完成对俄罗斯和蒙古部分地区

的综合科学考察，获得了大量自然资源数据和资料，为东北亚地区资源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数

据支撑。以此项目和合作为平台，已经与俄罗斯国家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贝加尔自然管理

研究所、伊尔库茨克科学中心地理研究所、雅库茨克科学中心生物研究所、远东分院太平洋

地理研究所以及蒙古国家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以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中心，联合国内科研机构和大学与俄罗斯、蒙古相关研究机构间的

学术交流机制，壮大了跨国合作的学术研究群体。这对广泛收集东北亚地区自然资源数据

和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提供了通道和平台。此外，还有欧阳华负责的“中俄重大资源环境研

究”、孙九林负责的“东亚地区生态环境数据网络建设研究”等合作项目。王礼茂主持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石油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驱动力机制研究”，对中亚石油地缘政治格局

演变过程中的驱动因子和主要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不同阶段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及

其对格局演变的影响。通过项目合作、联合科学考察、学术交流和研究，加快了我国对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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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中亚地区资源研究的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３２　南亚、东南亚地区资源研究

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资源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

的资源互补，对实现各自资源需求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十分重视对东南亚、南亚

地区资源的考察和研究。２００９年８月，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组织，成升魁

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澜沧江中下游与大香格里拉地区科学考察”项

目启动。重点对水资源与水环境、土地利用与土地植被、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自然

遗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人居环境变化与山地灾害等开展综合科学考察。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由

霍明远担任首席科学家的“２００９天士力湄公河国际科学考察”项目启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会同昆明植物所、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对湄公河进行为期约２０天

实地考察。考察内容包括湄公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生态系统变化趋势及影响，湄公河流域

生物多样性及保护，湄公河流域水资源现状、合理开发与保护等。上述科学考察为保障国家

与地区资源环境安全和科学发展需求提供了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基础资料和变化规律，对促

进我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也具有重大意义。

３３　全球资源研究

资源系统的全球性决定了资源经济研究的国际性。因此，我国积极关注和研究全球的

资源问题，并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综考会组织翻译了《世界资源１９８６》、《世

界资源１９８７》、《世界资源报告１９８８—１９８９》、《世界资源报告１９９０—１９９１》等文献。并于

１９８２—１９９１年期间，出版《自然资源译丛》（季刊）。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由李文华、郎一环、王礼

茂、李岱、沈镭等成员组成的课题组，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全球自然资源态势与

我国的对策”项目。在完成项目的基础上，对已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进行加工和提炼，

完成了《全球资源态势与对策》一书［４９］，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全球资源并为我国利用

国外资源提供对策的专著。１９９８年，开始对其进行调整和修正，并于２０００年出版了《全球

资源态势与中国对策》。该专著以资源为主体，以资源与经济的关系为中心，从超越国度的

空间范围，把我国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研究纳入全球资源系统之中。其中，总论部分对全球资

源系统、全球资源系统演化、全球资源与世界经济、资源国际贸易、全球资源战略等进行了综

合论述；分论部分对全球能源、矿产、土地、森林、草地等资源态势与对策进行了论述；对策部

分提出全球背景下我国利用国外资源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对策［５０］。

除上述专著和翻译文献外，相关学者发表了较多全球资源研究的学术论文。①在全球

资源利用对策和模式方面。霍明远分析了世界黄金资源的地理分布、产出状况、远景储量、

工业储量及开采量，并将我国黄金资源与世界黄金资源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我国和世界

黄金资源的开发方向［５１］。宋新宇等在对俄罗斯、泰国、老挝、中亚国家的钾盐资源分析基础

上，提出积极利用这些国家钾盐资源，解决我国钾盐资源紧缺的对策［５２］。刘燕鹏通过研究，

首次提出我国存在资源国际贸易逆差，我国国际贸易的顺差是依靠资源国际贸易的逆差、牺

牲紧缺资源而换取的。因此，我国应该实行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双向式自然资源发展战

略，并提出了该战略的核心思想及若干政策性建议［５３］。郎一环等提出我国石油工业政治风

险和经济风险不同组合下的与东道国石油公司联合、与有经验的国际石油公司联合、服务合

同、合资经营、购买储量等６种跨国开发模式，并提出管理政治和经济风险的对策和措

施［５４］。②在我国利用国外资源的环境和背景方面。王礼茂对世界资源贸易格局与我国利

用国外资源的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发达国家在世界资源贸易格局中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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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对非矿物原料的依赖在减少。我国利用国外资源的经济环境相对较好，政治军事

环境比较复杂［５５］。王礼茂等对我国重点资源的供需格局和利用周边国家资源的现状进行

了研究，认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在资源供需和资源安全上的竞争与合作主要表现在油气资源

上。并将周边国家分为高度依赖石油、石油供需平衡或少量进出口以及大量出口石油的国

家和地区３种类型
［５６］。郎一环等对全球石油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态势及我国的政策响应

进行了研究。认为未来石油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呈多极化趋势，美国、欧佩克、俄罗斯等对

格局演变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控制着石油世界，发展中消费大国的影响力正

在成长，已对石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较大冲击。为应对石油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我

国需制订石油地缘政治战略规划，以多元化利用国外石油资源，减少和应对石油供应安全风

险。充分发挥我国地缘政治优势，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加强与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的能源合

作［５７］。郎一环等对世界石油供应板块地缘格局及重心迁移的驱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

经过一个半世纪演变形成的以中东为中心，包括中亚、非洲在内的世界石油供应板块，成为

大国争夺的焦点地区［５８］。赵建安对世界油气资源格局与我国的战略对策选择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世界和我国油气资源开发与供需的基本态势和变化趋势，总结了我国利用世界油气

资源的背景和基本格局，并提出我国的战略选择对策［５９］。上述研究成果引起国家相关部门

和国内外同行的极大关注，为国家推进资源配置国际化、制定资源外交对策和中长期资源战

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３４　世界资源研究展望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国际资源合作开发、资源贸易和技术交流日益广泛，世界

资源研究的地位将更加突出。随着跨国资源研究的发展，将逐步形成一支胜任国际合作和

跨国资源研究队伍，一批青年学者得到锻炼并成长起来。依据国家战略需求，今后全球资源

研究的主要任务和重点领域应包括３个方面。

（１）根据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理论，开展我国与周边国家以及国际及区域资源合作与

利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关系、自然资源地缘战略基础和战略取向研究。

（２）面向国家资源战略需求，服务国家资源安全战略决策，加大对全球资源市场变化趋

势及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的研究，主动开拓全球资源市场和我国全球资源战略研究的新

领域。重点开展我国周边国家及世界资源格局与我国世界资源战略研究，对东北亚、中亚、

东南亚、南亚和中东，以及非洲、南美洲、澳洲、北美洲等地区主要自然资源的储量、开发潜

力、分布格局、开发现状、供求态势等进行系统的连续跟踪研究。研究我国与周边国家资源

合作开发、资源贸易的动力机制及模式，提出我国与周边国家资源合作的战略及政策体系。

（３）整合国内、我国周边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自然资源数据，运用ＧＩＳ、ＲＳ、统计分

析等手段，建立由矢量数据、属性数据组成的世界资源数据库，形成世界资源数据库服务系

统。为资源经济的基础研究、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利用国内外资源对策以及政府进行中长期

资源战略规划提供数据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　孙鸿烈．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０；东营：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２５．［ＳＵＮＨｏｎｇｌｉｅ．Ｃｈｉｎａ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ｏｕｓｅ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１２５．］

［２］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２００６—２００７资源科学学科发展报告［Ｍ］．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８１．［ＣｈｉｎａＳｏ

ｃｉｅｔ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９期 董锁成等：我国资源经济与世界资源研究进展及展望 １４４１　

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８１．］

［３］　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四十年（１９５６—１９９６）［Ｍ］．北

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６．［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ＡＳ＆Ｓｔａｔ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１９５６－１９９６）．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１６．］

［４］　董锁成．土地产权界定与我国土地市场建设［Ｊ］．科技导报，１９９４（１０）：６１６４．［ＤＯＮＧＳｕｏｃｈｅｎｇ．Ｄ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

ｌ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犛犮犻犲狀犮犲牔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犚犲狏犻犲狑，１９９４（１０）：６１６４．］

［５］　沈镭，唐永虎．论中国资源市场管理与对策［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３，２５（５）：１３２１．［ＳＨＥＮＬｅｉ，ＴＡＮＧＹｏｎｇｈ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ｅｓｆｏ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ｒｋｅｔｏｆＣｈｉｎａ．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３，２５（５）：１３２１．］

［６］　董锁成，张文中，方创琳．资源、环境与经济作用机制和规律探讨［Ｊ］．资源科学，１９９９，２１（４）：１５２１．［ＤＯＮＧ

Ｓｕｏ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ＦＡＮＧＣｈｕｎｇｌｉｎ．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１９９９，２１（４）：１５２１．］

［７］　董瑜，谢高地．资源场理论及其在资源流动中的应用［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１，２１（５）：４０７４１１．［ＤＯＮＧＹｕ，ＸＩＥ

Ｇａｏｄｉ．Ｐｉｌｏｔ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ｌｏｗ．犛犮犻犲狀狋犻犪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０１，２１（５）：４０７４１１．］

［８］　成升魁，沈镭，闵庆文．资源科学研究的新视角———自然资源流动过程与效应研究［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６，２８（２）：

１９９２００．［ＣＨ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ｋｕｉ，ＳＨＥＮＬｅｉ，ＭＩＮＱｉｎｇｗｅｎ．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ｌｏｗ．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６，２８（２）：１９９２００．］

［９］　成升魁．资源科学几个问题探讨［Ｊ］．资源科学，１９９８，２０（２）：１１０．［ＣＨ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ｋｕｉ．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ｉｓｓｕｅｓ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１９９８，２０（２）：１１０．］

［１０］　谷树忠．资源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地位与思维［Ｊ］．资源科学，１９９８，２０（１）：１６２２．［ＧＵＳｈｕｚｈｏ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１９９８，２０（１）：１６２２．］

［１１］　黄静，董锁成．自然资源综合评价研究［Ｊ］．地理科学，１９９４，１４（４）：３２４３３１．［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Ｓｕｏ

ｃｈｅ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犛犮犻犲狀狋犻犪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１９９４，１４（４）：３２４

３３１．］

［１２］　董锁成．自然资源代际转移机制及其可持续性度量［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１９９６，６（３）：４９５２．［ＤＯＮＧ

Ｓｕｏｃｈｅ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ｔ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犆犺犻狀犪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１９９６，６（３）：４９５２．］

［１３］　谷树忠，王道龙．农业自然资源核算的理论与方法［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１９９５（１）：３２３５．［ＧＵＳｈｕｚｈｏｎｇ．

ＷＡＮＧＤａｏｌｏ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狊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犚犲

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犘犾犪狀狀犻狀犵，１９９５（１）：３２３５．］

［１４］　谷树忠．关于我国农业自然资源核算制度的初步设想［Ｊ］．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８（７）：１０１４．［ＧＵＳｈｕｚｈｏｎｇ．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ａ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犚狌狉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１９９８（７）：

１０１４．］

［１５］　郎一环，周萍，沈镭．中国矿产资源节约利用的潜力分析［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５，２７（６）：２３２７．［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

ＺＨＯＵＰｉｎｇ，ＳＨＥＮＬｅ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ｓａｖ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

２００５，２７（６）：２３２７．］

［１６］　万会，沈镭，黄永林，等．关于我国小矿健康发展问题的研究［Ｊ］．中国矿业，２００５，１４（１）：７１１．［ＷＡＢＨｕｉ，

ＳＨＥＮＬｅｉ，ＨＵＡＮＧＹｏｎｇｌｉｎ，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犆犺犻狀犪犕犻狀犻狀犵

犕犪犵犪狕犻狀犲，２００５，１４（１）：７１１．］

［１７］　王礼茂．矿产资源综合评价方法的探讨［Ｊ］．中国地质经济，１９８９（９）：３３３６．［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ｅｓ．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狅犳犆犺犻狀犪，１９８９（９）：３３３６．］

［１８］　王礼茂．论中国石油储备体系［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３，２５（１）：４２４７．［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ｈｉｎａ．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３，２５（１）：４２４７．］

［１９］　吴映梅，张雷，谢辉．西部能源生产系统结构演进效率分析［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２５（１）：５６６２．［ＷＵ

Ｙｉｎｇ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ＸＩＥＨｕ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

狅犵狉犪狆犺狔，２００６，２５（１）：５６６２．］



１４４２　 自　然　资　源　学　报 ２５卷

［２０］　蔡国田，张雷．中国能源保障基本形势分析［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２５（５）：５７６６．［ＣＡＩＧｕｏｔ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ｅｒｇ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２００６，２５（５）：５７６６．］

［２１］　姜巍，高卫东，张雷．西部地区能源开发综合效应评价［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７，２９（１）：９１５．［ＩＡＮＧＷｅｉ，ＧＡＯ

Ｗｅｉ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７，

２９（１）：９１５．］

［２２］　沈镭，程静．论矿业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优势转换战略［Ｊ］．经济地理，１９９８，１８（２）：４１４５．［ＳＨＥＮＬｅｉ，ＣＨＥＮＧ

Ｊｉｎｇ．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ｃｉｔｉｅｓ．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犌犲

狅犵狉犪狆犺狔，１９９８，１８（２）：４１４５．］

［２３］　沈镭，程静．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机理初探［Ｊ］．资源科学，１９９９，２１（１）：４４５０．［ＳＨＥＮＬｅｉ，ＣＨＥＮＧＪｉｎｇ．

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ｃ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１９９９，

２１（１）：４４５０．］

［２４］　张耀军，成升魁，闵庆文．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探讨［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２，２１（３）：２４９２５８．

［ＺＨＡＮＧＹａｏｊｕｎ，ＣＨ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ｋｕｉ，ＭＩＮＱｉｎｇｗｅ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２００２，２１（３）：２４９２５８．］

［２５］　董锁成，李泽红，李斌，等．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与战略探索［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７，１７

（５）：１２１７．［ＤＯＮＧＳｕｏｃｈｅｎｇ，ＬＩＺｅｈｏｎｇ，ＬＩＢｉｎ，犲狋犪犾．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犆犺犻狀犪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２００７，１７（５）：１２１７．］

［２６］　封志明，王勤学．资源科学论纲［Ｍ］．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４：８８１０１．［ＦＥ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ｎｘｕ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８８１０１．］

［２７］　吴玉萍，董锁成．中国草地资源可持续开发的制度创新切入点———构建绿色经济制度［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１，２３

（３）：６８７２．［ＷＵＹｕｐｉｎｇ，ＤＯＮＧＳｕｏｃｈｅ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１，２３（３）：６８７２．］

［２８］　郎一环，沈镭．垃圾资源化的理论探讨［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２，２４（２）：１２１６．［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ＳＨＥＮＬｅｉ．Ｔｈｅｏ

ｒｉｅｓｏｆｗａｓｔ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２，２４（２）：１２１６．］

［２９］　董锁成，范振军．中国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化问题及其对策［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５，２７（１）：３９４５．［ＤＯＮＧ

Ｓｕｏｃｈｅｎｇ，ＦＡＮＺｈｅｎｊｕ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ｅｗａｓｔ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５，２７（１）：

３９４５．］

［３０］　董锁成，曲鸿敏．城市生活垃圾资源潜力与产业化对策［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１，２３（２）：１３１６．［ＤＯＮＧＳｕｏｃｈｅｎｇ，

ＱＵＨｏｎｇｍｉ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ｏｎ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ｗａｓｔｅ．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１，２３（２）：１３１６．］

［３１］　沈镭，成升魁．论国家资源安全及其保障战略［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２，１７（４）：３９３４００．［ＳＨＥＮＬｅｉ，ＣＨ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ｋｕｉ．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２００２，１７（４）：３９３４００．］

［３２］　谷树忠，姚予龙，沈镭，等．资源安全及其基本属性与研究框架［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２，１７（３）：２８０２８５．［ＧＵ

Ｓｈｕｚｈｏｎｇ，ＹＡＯＹｕ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Ｌｅｉ，犲狋犪犾．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２００２，１７（３）：２８０２８５．］

［３３］　姚予龙，谷树忠．资源安全机理及其经济学解释［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２，２４（５）：４７５１．［ＹＡＯＹｕｌｏｎｇ，ＧＵＳｈｕ

ｚｈｏ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２，２４（５）：４７５１．］

［３４］　王礼茂．资源安全的影响因素与评估指标［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２，１７（４）：４０１４０８．［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Ｉｎｆｌｕｅｎ

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ｐｐｒａｉｓ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２００２，１７（４）：４０１

４０８．］

［３５］　谢高地，成升魁，于贵瑞，等．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与国家资源安全变化趋势［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２，

１２（３）：２２２６．［ＸＩＥＧａｏｄｉ，ＣＨ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ｋｕｉ，ＹＵＧｕｉｒｕｉ，犲狋犪犾．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ａｆｅｔｙｃｈａｎｇｅ．犆犺犻狀犪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２００２，１２（３）：２２２６．］

［３６］　代涛，沈镭．我国大宗性矿产资源安全分析与评价［Ｊ］．矿业研究与开发，２００９，２９（５）：９７１０１．［ＤＡＩＴａｏ，

ＳＨＥＮＬｅ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ｊｏ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犕犻狀犻狀犵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

犿犲狀狋，２００９，２９（５）：９７１０１．］



９期 董锁成等：我国资源经济与世界资源研究进展及展望 １４４３　

［３７］　谷树忠，耿海青，姚予龙．国家能源、矿产资源安全的功能区划与西部地区定位［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２，２１

（５）：４１０４１９．［ＧＵＳｈｕｚｈｏｎｇ，ＧＥＮＧＨａｉｑｉｎｇ，ＹＡＯＹｕ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２００２，２１（５）：４１０

４１９．］

［３８］　郎一环，沈镭．论我国的全球资源战略［Ｊ］．地球科学进展，１９９３，８（４）：１１１６．［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ＳＨＥＮＬｅｉ．Ｏｎ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犃犱狏犪狀犮犲犻狀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１９９３，８（４）：１１１６］

［３９］　王礼茂，郎一环，赵建安，等．大力加强我国面向２１世纪的全球资源战略研究［Ｊ］．资源科学，１９９９，２１（６）：１

４．［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ａｎ，犲狋犪犾．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１９９９，２１（６）：１４．］

［４０］　王礼茂．世界主要大国的资源安全战略［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２，２４（３）：６０６４．［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２，２４（３）：６０６４．］

［４１］　王礼茂，郎一环．不同类型国家资源战略实施的启示及我国资源战略的选择［Ｊ］．自然资源学报，１９９４，９（４）：１１

１６．［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Ｔｈｅ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１９９４，９（４）：１１１６．］

［４２］　王礼茂．中国垄断性矿产资源的出口战略［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１，２３（５）：１５．［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Ｔｈｅ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１，２３（５）：１５．］

［４３］　王礼茂．中国资源安全战略———以石油为例［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２，２４（１）：５１０．［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ｏｉ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２，２４（１）：５１０．］

［４４］　郎一环，王礼茂．国际安全新形势下的中国石油安全战略调整［Ｊ］．中国能源，２００８，３０（１）：８１２．［ＬＡＮＧＹｉ

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Ｏｉ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犈狀犲狉犵狔

狅犳犆犺犻狀犪，２００８，３０（１）：８１２．］

［４５］　郎一环．加快西部开放开发，积极利用中亚油气资源［Ｊ］．我国能源，１９９７（５）：３６４０．［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Ａｃｃｅｌｅｒ

ａｔ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ｕｓｉｎｇ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犈狀犲狉犵狔

狅犳犆犺犻狀犪，１９９７（５）：３６４０．］

［４６］　李岱．新亚欧大陆桥天然气资源国际合作前景刍议［Ｊ］．经济地理，１９９９，１９（１）：８９９３．［ＬＩＤａ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Ｂｒｉｄｇｅ．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

１９９９，１９（１）：８９９３．］

［４７］　郎一环，王礼茂．俄罗斯能源地缘政治战略及中俄能源合作前景［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７，２９（５）：２０１２０６．［ＬＡＮＧ

Ｙｉ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Ｒｕｓｓｉ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ｉｎｏＲｕｓｓｉａ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７，２９（５）：２０１２０６．］

［４８］　李红强，王礼茂，郎一环．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以中亚为例［Ｊ］．世界地理研究，

２００９，１８（４）：５６６５．［ＬＩ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犠狅狉犾犱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２００９，１８（４）：５６６５．］

［４９］　郎一环．全球资源态势与对策［Ｍ］．北京：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３．［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ｕａｙ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５０］　郎一环．全球资源态势与中国对策［Ｍ］．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０．［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５１］　霍明远．世界黄金资源对比及开发方向研究［Ｊ］．自然资源学报，１９８９，４（１）：８７９６．［ＨＵＯＭｉ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ｏｒｌｄ’ｓｇｏｌ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１９８９，４

（１）：８７９６．］

［５２］　宋新宇，郎一环．多途径解决我国钾盐资源紧缺的对策探讨［Ｊ］．地质与勘探，１９９８，３４（６）：１０１３．［ＳＯＮＧＸｉｎ

ｙｕ，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Ｔｈｅｗａｙｔｏｒｅｌｉｅｖｅ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ｏｆｐｏｔａｓｈｓａｌ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犌犲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

１９９８，３４（６）：１０１３．］

［５３］　刘燕鹏，李立贤．中国双向式自然资源发展战略研究［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０，１５（３）：２０８２１２．［ＬＩＵＹａｎ

ｐｅｎｇ，ＬＩＬｉｘｉ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ｗｏｗａ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２０００，１５（３）：２０８２１２．］

［５４］　郎一环，王礼茂，张明华．中国短缺资源跨国开发的风险管理———以石油为例［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３，２５（５）：２２



１４４４　 自　然　资　源　学　报 ２５卷

２７．［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ｈｕａ．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

ｎａ’ｓ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ｏｉ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３，２５（５）：２２２７．］

［５５］　王礼茂．世界资源贸易格局与中国利用国外资源的环境分析［Ｊ］．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０３，１２（３）：１７．［ＷＡＮＧＬｉ

ｍａｏ．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犠狅狉犾犱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２００３，１２（３）：１７．］

［５６］　王礼茂，方叶兵．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资源领域的合作与竞争［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５，２７（３）：９１４．［ＷＡＮＧＬｉ

ｍａｏ，ＦＡＮＧＹｅｂ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ｎａｔ

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５，２７（３）：９１４．］

［５７］　郎一环，王礼茂．石油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态势及中国的政策响应［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８，３０（１２）：１７７８１７８３．

［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犚犲

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８，３０（１２）：１７７８１７８３．］

［５８］　郎一环，王礼茂．世界石油供应板块地缘格局及重心迁移的驱动力机制研究［Ｊ］．中国能源，２００９，３１（８）：７１３．

［ＬＡ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Ｔｈｅ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ｕｐｐｌｙｐｌ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犈狀犲狉犵狔狅犳犆犺犻狀犪，２００９，３１（８）：７１３．］

［５９］　赵建安．世界油气资源格局与中国的战略对策选择［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８，３０（３）：３２２３２９．［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ａｎ．

Ｗｏｒｌｄ’ｓ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ｓ．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８，３０（３）：３２２３２９．］

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犪狀犱犐狋狊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狊狅犳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犚犲狊狅狌狉犮犲

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犪狀犱犠狅狉犾犱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

ＤＯＮＧＳｕｏｃｈｅｎｇ，ＳＨＩＧｕａｎｇｙｉ，ＳＨＥＮＬｅｉ，ＷＡＮＧＬｉｍａｏ，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ｂｅｍｏｒｅ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ｓ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ｘ

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ｔ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ｉｎ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ｎｅｗｄｅ

ｍａｎｄｓ，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ｏｎ

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ｎｄｍａｋ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

ｓｅｓ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ｏ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ａｎｄｅ

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ｅｎｄ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ｋｅ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９期 董锁成等：我国资源经济与世界资源研究进展及展望 １４４５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