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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产业共生网络是指基于物质及能量交换以及知识及基础设施共享而形成的在不同产业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网络，是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作为产业共生的运作方式，产业共生网络的研究国外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从概念到实例就展开了一

系列探讨，国内自 2002 年也开始在网络结构等方面开展相关研究。尤其在 2008 年以后，产业共生网络的研究方向不断拓宽，

研究成果丰富多样。为明晰国内外产业共生网络研究的发展态势，促进产业共生网络理论体系的发展并使其得到有效应用。

本文从共生网络内涵、结构、功能及评价、演化、管理调控等方面比较分析了国内外产业共生网络的研究进展，并对产业共生网

络的发展前景做了展望。未来产业共生网络研究在不同尺度的比较及推演、数据信息平台的搭建以及产业共生网络演化模拟

及管理调控的耦合等方面需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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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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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radi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created great wealth for human beings，it has caused serious eco-
environmental problems，which have challenged global eco-security，resulting in regional eco-service crises and threatening
human health． It is fundamental to develop a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al model to reverse this dangerous trend． An
industrial symbiosis-based model was developed in 1989 to enhance industry ecosystems，which provided new idea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is a cooperative network between different companies based on the exchange
of material，energy，knowledge，fundamental infrastructure，and services that benefits all parts of the network; and this
system has been considered since the 1990s． As it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efficacy of industrial symbiosis，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globall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on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since 1989． Moreover，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 China to study network structure since 2002． From 2008，extensive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different are-
as of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to summarize existing research，clarify future directions，and facilitate applica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reviews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from five different areas: definition，

structure，function and assessment，evolution，and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global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theory，evolution，and assessment，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it． However，Chinese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structure and attributes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In addition，some global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so-
c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which was neglected before 2009． Moreover，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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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industrial symbiosis on an urban scale． Furthermore，there are three topics that should be high-
lighted in future research: First，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scales of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as urban
and regional-scale network research is limited． In addition，multipl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should be discussed． Furthermore，Chines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social factors． Second，it is funda-
mental to quantitatively clarify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which depends on sufficient support from relevant data．
Therefore，a digital information platform should be developed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large amounts of accurate data
required for such research． Third，different scientific model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for its effective management． Therefore，industrial symbiosis has been become a potential method to pro-
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and to ens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industrial symbiosis;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在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致使全球生态安

全受到挑战，区域生态服务受到胁迫，人类健康受到威胁。构建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迫在眉睫。借鉴生态

学原理，1989 年美国学者 Frosch 等提出以产业共生为基础的新型产业发展理念，自此引发了产业共生的研究

热潮。产业共生是产业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而产业共生网络是产业共生的内在表现形式，其结构

及演化影响整个产业共生体的功效。因此，产业共生网络的研究是当前产业共生领域前沿热点议题，已取得

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缺乏系统的总结以便有效指导实践及辨明未来探索方向。为此，本文利用文献计量

学的方法，通过文献筛选分类，从结构、功能、演化及管理等方面系统对比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的发展进程，并展

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1 文献计量研究

1． 1 文献筛选及主题分类

检索论文分别选用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中检索式为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OR(“industrial ecology”AND“network”) OR“industrial symbiosis”OR“eco-
industrial park* ”);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式为(“产业共生网络”)。筛选流程如图 1 所示。通过筛选选出 111
篇中英文文献。不包括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关于网络工程的模型模拟文章(例如水网，电网或者蒸汽网);

第二类是描述性的产业共生实践方面的文章。
依据这 111 篇文献的研究内容将其分为五大主题。1) 产业共生网络的内涵界定;2) 产业共生网络的结

构;3)产业共生网络的功能及评价;4)产业共生网络的演化;5) 产业共生网络的管理调控。不同分类主题可

能包含同一篇文章。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国内外产业共生网络研究内容侧重有所不同，国外偏重对产业共生

网络概念和演化。国外学者更加注重产业共生网络演化方面的研究。而中国在产业共生网络结构研究上占

有较大份额，在其他方面都略有涉及。
1． 2 产业共生网络主题演变

1947 年学者 Renner 通过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发现了存在于产业系统内的“产业共生”现象
［1］，使之开始

受到关注。直到 1989 年 Frosch 等正式从产业生态系统角度提出产业共生网络的构想
［2］，产业生态学成为一

个新的研究领域被学者注意并开始研究。1997 年 Kassinis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讨论公司合作网络将会带来重

要经济和环境效益
［3］。2000 年 Chertow 的《产业共生:文献和分类》发表，她明确提出了产业共生的概念

［4］，

继而产业共生这一研究方向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自 2000 年以后国内外对于产业共生网络的代表性研究逐渐增加，从图 3 可以看出，尤其是 2009 年之后，

关于产业共生网络的代表性研究从每年 5 篇左右增至每年 10 篇以上(2011 年除外)，相关研究方向不断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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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国内外各自增长规律不同，国外产业共生网络研究增长的分水岭在 2008，而国内在 2011 年之后才有

明显的增长趋势。从图 4 可以看出，产业共生网络概念研究一直受到关注，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实践就

会提出新的概念内涵，例如 2000 年、2005 年以及 2012 年都有产业共生的新的概念提出。产业共生网络结

构、功能与评价和演化研究在 2009 年之后有显著增加。而管理调控方面在不同年份研究数量变化不大。

图 1 中英文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 1 Literature Clean Process

图 2 产业共生网络研究主题文章数量

Fig． 2 Article number of different area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

图 3 每年国内外发表产业共生网络文献数量

Fig． 3 The number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literatures in

different year

国内外展开产业共生网络各个主题研究的时间各有不同，从图 5 可以看出产业共生网络的内涵最早由国

外提出，并且国内到 2014 年才有代表性文章发在中文期刊上，可见国内对于内涵理论的研究滞后于国外。国

外在产业共生网络结构、功能与评价以及演化方面研究也早于国内。在产业共生网络管理与调控方面，国内

首次发文时间比国外早 7a。总体来讲，尽管在多数研究领域国内首次时间晚于国外，但是随后这些领域研究

在国内也受到重视，并且在管理调控方面国内研究要早于国外。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2． 1 产业共生网络的内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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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产业共生网络各研究领域发文章数(2014 年以前)

Fig． 4 Article number of different area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Before 2014)

图 5 产业共生网络各研究方向国内外首次发文时间

Fig． 5 The first published paper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fields

1879 年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发现自然界中物种之

间的共生关系
［5］。一百多年后，从 Frosch 和 Gallopou-

los［1］、Chertow［4］
提出的基于物质及能量交换的产业共

生，到 Mirata［6］
和 Lombardi［7］

提出的基于知识、人力资

源及技术交换的产业共生，再到 Boons［8］
提出的基于副

产品交换及基础设施共享动态产业共生网络，产业共生

网络的内涵随着学者对产业共生认识的逐步深入而外

延(表 1)。国内学者石磊根据国内外研究，也对产业共

生进行界定(表 1)［9］。
产业共生网络作为产业共生的运作模式，其内涵常

隐含在产业共生的定义之中。产业共生的交换或者共

享要素包含两大类，一类是物质性要素，另一类是非物

质性要素。物质性要素包含产品( 存在一定争议)、副

产品、废物以及基于资源共享的基础设施;非物质性要

素包含服务、信息、知识和技术。事实上，不同的交换要素构成不同类型的产业共生网络，这些不同交换要素

构成的产业共生网络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但完整的产业共生网络。因此，可以认为产业共生网络是指通过

物质、能量、产品、副产品、废弃物、知识、人力资源及技术之间的交换以及基础设施的共享等行为，使各合作产

业主体获得各自的经济、环境或者社会收益而形成的合作共赢网络。

表 1 产业共生网络定义变化过程

Table 1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s definition

代表论著作者 Author 产业共生定义 Definition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Frosch 和 Gallopoulos 产业共生网络指企业模拟自然界生物种群的相互作用，企业或者部门之间开展资源交换和再利用

Chertow 通过原材料、能源、水及其他副产品的物质交换，使传统的分离的企业或组织按合作的方式运作，以期获

取竞争优势。产业共生的关键是合作和地理邻近性所带来的协同的可能

Mirata 存在于某一区域内包括物质交换、能量交换以及知识，人力资源和技术交换的一组长期的共生的关系，这

种关系同时会产生环境利益和竞争性优势

Lombardi 整合网络中多样化的组织，以培育其生态创新和文化的转变，通过网络，创造和共享知识，以形成多赢的

交易模式，实现资源投入的可替代性，非产品输出的增值性，同时改善组织的商业与技术流程

Boons 产业共生是区域副产品和基础设施协同网络产生，发展并且消亡的过程

石磊
产业系统内部及产业系统与自然系统或社会系统之间所发生的物理交换过程或现象，这种交换能够给参

与主体和整个系统带来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效果

192722 期 赵秋叶 等:国内外产业共生网络研究比较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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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产业共生网络的结构

国外主要从网络组织模式及网络结构量化指标两方面展开研究，Chertow［4］
最先提出 5 种不同网络组织

模式，Lambert［10］
和 Wells［11］

也提出各自划分方法和依据(表 2)。

表 2 国内外产业共生网络组织模式

Table 2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作者 Author 产业共生网络组织模式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Chertow［4］
五类不同物质交换的生态产业园模式:1 通过废物交换;2 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组织内的物质交换;3 坐落

在一起的公司之间发生物质交换;4 不坐落在一起的公司之间进行物质交换;5 更大区域内不同公司之

间的物质交换

国外 Lambert［10］
将生态产业园分 3 类:1 产业复合体，指地理临近的企业聚集在一起，注重物质和能量交换;

2 混合型产业园，包括多种中小企业，其合作不仅限于物质交换，还包括知识交换;

3 生态工业区，即虚拟型生态产业园，主要指在较大区域范围内特定的物质交换

Wells［11］ 将生态产业园分为消耗可持续能源的生态产业园和消耗不可持续能源的生态产业园

国内 王兆华［12］，张萌［13］ 四种产业共生网络的运作模式:依托型共生网络，平等型共生网络，嵌套型共生网络，虚拟型共生网络

石磊［9］ 根据商业模式辨识 6 种产业共生模式:丹麦卡伦堡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韩国模式和中国模式

郭翔［14］ 3 种生态工业园网络模式:关键型模式，优势型模式，伴生型模式

Ashton 结合社会网络理论、自然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复杂网络理论分析产业共生网络结构化指标，包括节

点的数量、分布和类型，节点的中心度，网络弹性等指标
［15-16］。Van berkel 也结合网络分析方法提出网络结构

量化指标，包括共生网络连接度和共生密度
［17］。

国内开展了借鉴自然生态系统食物网和食物链对产业生态系统组分的分析
［18-20］。此外比较有特色的是

李昆 2009 借助“生物生态位”理论对生态产业园共生网络中企业生态位进行测度，进而识别该网络中的关键

企业
［21］。

在结构分析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生态网络分析这两大方法展开了园区尺度及城市尺

度的产业共生网络的结构分析，研究结果及各方法优劣见表 3。

表 3 国内产业共生网络结构分析

Table 3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in China

结构分析方法

Method of structure analysis
作者

Author
优点及不足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the method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Ashton［15-16］，杨丽花［22］，

张妍［23］，唐玲［24］

社会网络分析源于社会学，因此该方法适合分析产业共生网络各主体之间的关

系并且可以根据中心度表征网络中主体的重要性。但是此法没有给出各组分

之间具体的流量，所以不能用于分析产业共生网络的功能。

生态网络分析方法
Lu Y［25］，刘耕源［26］，

张妍［27］
生态网络分析方法来源于生态学对食物网的分析，可以用于分析共生网络结构

与功能之间关系，但是对数据获取要求高

2． 3 产业共生网络的功能及评价

国外对产业共生网络属性的研究主要是从多样性、弹性、连接度、冗余度等方面展开。探讨了产业共生园

的连接度、多样性、冗余等属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对比以及这些属性与网络弹性的关系
［28-30］，例如 Hardy 将食

物网理论应用到 19 个工业园共生网络结构的研究中，计算结果表明产业共生网络的连接度在 0． 5 到 0． 6 之

间(典型自然生态系统网络连接度也在这之间);Wright 引入生态连接度和生态多样性的概念分析 Burnside
产业园共生网络 Chopra 指出设计产业共生网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高部门多样性和冗余性等措施提高网

络的弹性。但是还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研究。
国内对产业共生网络初期的研究主要是在学习国外产业共生网络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模型等定量化

手段分析研究了产业共生网络的弹性、复杂性、稳定性等内在属性(表 4)。但是研究还处于百家争鸣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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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统一和完善。

表 4 产业共生网络属性研究总结

Table 4 Summary of articles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s attributes

产业共生网络特性 Attributes 代表论著作者 Author

产业共生网络多样性 Hardy(国外)［28］，Wright(国外)［29］

产业共生网络复杂性 宋雨萌［31］，黄训江［32］，周慧［33］

产业共生网络稳定性 蔡小军［34］，段宁［35］，黄志鸿［36］，张萌［37］，Wang G［38］，Zhu L［39］，李湘梅［40］

产业共生网络弹性 Zeng［41］，Zhu J． M［42］，李杨［43］，Chopra(国外)［30］

产业共生网络可持续性 黄茄莉［44］

国内外产业共生网络评价方法见表 5。Chertow 应用虚拟量化法对美国波多黎各产业共生网络废弃物处

理共生和生气系统共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45］。随后 Jacobsen 2006 年用此法对丹麦卡伦堡的整个

用水共生系统和蒸汽 /热共生系统进行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定量化评价
［46］。该法还被用于钢铁行业产业

共生的经济效益(表 5)评价
［47］。

Ometto 最早将热力学方法应用到产业共生系统的评价中，他采用火用(emergy) 的综合评价方法对社会 －

生态农业网络共生模型与传统农业系统进行环境和社会效益评价
［48］。后续其他学者将热力学方法与其他方

法相结合用于共生网络评价(表 5)［49-50］。

表 5 产业共生网络评价方法

Table 5 Methods for assessment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产业共生网络评价方法

Method
代表论著作者

Author
方法优劣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method

虚拟量化法
Chertow［45］; Jacobsen［46］;

Van Berhkel［51］; Dong L［47］

最早应用的评价方法，该法直接估计产业共生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结果直观易理解，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但是此方法没考虑

到直接环境影响

热力学方法

Ometto［48］; Frohling［49］;

Valero［50］;耿勇［52］; 耿勇［53］;

巩岁平［54］

系统的评价方法，并且火用可以表征共生网络中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计

算方便。但是产业系统和热力学系统存在区别，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热力学系统的能量流动是不可逆的，而产业系统物质流可逆，所

以仍然用火用表示物质流动可能存在问题

生命周期评价法 Mattila［55］; Sokka［56］; Uson［57］
此方法解决了虚拟量化法中环境影响的问题，并且能够辨识共生网络

中哪些流量创造最大的环境效益，但是该方法需要获取大量数据，应

用在大尺度复杂网络评价中难度较大

指标体系评价法 Zhang H［58］; Park［59］; 耿勇［60］ 这种方法应用比较多，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建立不同的指标

体系，但是主观性比较强

投入产出法 Dong L［47］
投入产出法是一种评价共生网络环境和经济效益很好的方法，在大尺

度比较复杂的网络下也可以适用，但是共生网络各主体之间流量的单

位难以统一，统一用货币单位表征的投入产出表又引入了主观因素

生态足迹评价法 耿勇［61］ 可用于城市可持续性评价，但是该方法忽略了一些重要影响因素，比

如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土地退化等，并且该方法不具有预测性

生态关联度指标法 Dai T［62］; 曲莎［63］ 结合自然生态系统理论提出的评价方法，但指标过于单一

生命周期评价法、投入产出法、指标体系法以及也被国外学者用于评价不同尺度上共生网络的表现。
Mattila 通过过程-生命周期分析法，混合型-生命周期分析法和投入产出-生命周期分析法对产业共生的全部环

境效应进行量化并对比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96］。Uson 年提出用生命周期分析的方法对城市废物处理系统进

行环境效益的定量评价
［98］。Dong L 构建城市尺度的包含能源投入和废物排放的物理和货币混合型投入产出

模型用于评估柳州市总的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
［89］。Zhang H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的背景和中国现存的 3 个用

于生态产业园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内涵提取了对中国生态产业园社会、经济和环境效应定量评价的指标体

系
［99］。Park 用生态效率指标评价产业共生网络的经济和环境表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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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国内主要运用指标体系法进行生态产业园区的评价，如耿勇 2008 年对中国推出的评

价国家生态产业园指标体系进行可行性分析，并指出该标准存在局限性
［101］;此外，热力学方法和生态足迹评

价法也应用到了城市及开发区的产业共生网络的评价中
［93-95］。

表 5 分析了各种评价方法的优劣，在评价时需要根据数据可获的情况，评价视角，评价内容进行取舍，但

每种方法都还有完善的空间。
2． 4 产业共生网络的演化

2． 4． 1 产业共生网络的形成

(1)产业共生网络的形成方式

产业共生网络的形成可总结成 3 类:自发型，规划型及复合型。一些学者认为自发形成的产业共生网络

更加适合生存，特别是辅以积极的政策支持具有更好的可持续性
［64-66］。日本的生态城

［51］，中国的产业生态

园
［67］，韩国的工业生态园

［68］
等成功案例也表明了规划型产业共生网络的构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行的。Li-

warska-Bizukojc［69］
提出基于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关系的模拟生态产业园的概念模型。但对美国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规划的 15 个产业共生项目在一段时间内的研究反映了规划型产业共生存在问题
［64］。

有学者认为自发行为和非自发行为相结合共同作用促进产业共生网络的形成。如，Paquin 提到产业共生

网络由自组织及规划而形成，交互作用决定其弹性和稳定性
［70］。Costa 的“从中间开始(middle-out)”的观点

认为自发性的形成和政府等外界的支持共同作用可以促进产业共生网络更好的形成和发展
［71］。

(2)产业共生网络的成因

国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原因，包括地理位置，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管理系统或政

策作用，知识资源，背景环境，参与主体及交易媒介。具体内容见表 6。

表 6 产业共生网络成因归纳

Table 6 Summary of the causes for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s formation

产业共生网络成因

Cause
代表论著作者

Author
代表论著内容

Main content

地理位置 Chertow［4］ 地理位置临近促进产业共生形成

Lyons［72］ 废物循环网络的构建与地理尺度并没有直接关系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Chertow［4］ 经济和环境效益是驱使网络形成的重要动力

Golev［73］ 重要驱动因素

管理系统或政策作用 Heeres［74］ 通过观察两个国家生态产业园实践情况，发现政府干预较少，由经济利益自发

聚集在一起产业园比较成功

Gibbs［66］ 管理系统对网络形成有重要作用

Mathews［75］ 网络产生的驱动因素有 3 个:政府管理和监督;市场驱动;环境效益

知识资源 Simpson［76］ 强调以知识资源为中介，在政策压力和经济压力这两个驱动因素的作用下才能

真正促进共生网络形成

背景环境(context) Costa［71］
“背景环境”包括当地的社会、经济、技术和政治背景，“背景环境”可以通过政府

的调控和知识的传播等进行自适应的调节，使当地环境更有利于产业共生网络

的产生

Simboli［77］ 强调背景环境在共生网络规划初期的作用，并强调背景环境是共生网络能否形

成的重要因素

参与主体及交易媒介 Paquin［78］ 参与者的数目和类型以及交换产物的类型影响产业共生网络的形成

国内王兆华提出产业共生网络的形成机理包括外部机理和内部机理
［79］。外部机理包括成本推动、效益

拉动和环境取向;内部机理包括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和协同机理。后续有其他学者对其中的一方面进

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例如杨敬辉
［80］，蔡小军

［34］
和李春发

［81］
从经济学角度剖析产业共生网络的产生机理，都

认为追求各方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产业共生网络产生的重要诱因。袁增伟从企业环境责任入手剖析产业共生

网络形成机理，探讨企业环境责任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及约束机制
［82］。刘光富指出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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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形成有 3 种模式，顶层规划形成、自组织形成和政府促进形成
［83］。

产业共生的形成方式受时空尺度及政治文化背景等多因素影响，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
另外，城市及国家尺度的产业共生网络的研究也需加强。
2． 4． 2 产业共生网络的演化

演化是系统发展的轨迹，了解其规律可为管理提供重要的支撑。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演化模

式。从系统的角度分析，Chertow 在 2012 年结合生物学、生态学以及系统论的思想提出产业共生三阶段不连

续演进模型———萌芽(Sprouting);显露(Uncovering);制度化(Embeddedness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84］。Pa-
quin 提出网络演化的 3 个阶段———交流(Conversation);连通(Connection);共同创造(Co-creation)［70］。Ash-
ton［15］

认为 Holling 提出的复杂系统四阶段演进模型同样适用于产业生态系统，这四个阶段是———占用(Ex-
ploitation)，保存(Conservation)，释放(Release)，转移(Mobilisation)［15］。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也提出相应的演

化模式，Grant［85］
从网络信息交流的视角提出了产业共生网络演化阶段的一个范式———机会识别(Opportunity

indentification)，机会评估(Opportunity assessment)，障碍移除(Barrier Removal)，商业化和适应性管理(Com-
mercialization and adaptive management)，记录和发表(Documentation，review and publication)［85］。Baas 基于社

会方面的学习的因素提出产业共生网络演化的 3 个阶段———区域效率(Regional efficiency);区域学习过程

(Regional learning);可持续产业共生区域(Sustainable industrial district)［86］。Domenech 从网络成员合作的视

角提出演化的 3 个阶段———出现合作(Emergence)，合作关系试用期(Probation)，发展并扩大合作关系(De-
velopment and expansion)［87］。

国内学者苏敬勤认为不断提高生态效率和固化核心能力是促进产业生态网络演进的两种方式。他提出

了基于序参量识别的产业生态系统演进方法，并指出基于生态效率的产业生态网络演进方式向着成员间的纵

深方向发展，而基于核心能力的产业生态演进方式则拓展了产业成员间的横向联系
［88］。

当前的研究还处于从不同角度研究系统及其子系统的演化规律，还缺乏从方法论上研究符合系统的演化

规律。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更显不足。
2． 4． 3 产业共生网络影响因素

产业共生网络演化过程中受到多种要素影响，其类别见表 7。

表 7 产业共生网络影响因素

Table 7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

影响因素所属类别

Type of influential factor
影响因素

Influential factor
代表论著作者

Author

主体行为 学习过程 Lambert［10］; Baas［86］; Mirata［5］

信任 Mirata［89］;Hewes-champion［90］;Domenech［87］; Panyathanakun［91］

嵌入性(embeddedness) Ashton［92］; Paquin［93］; Shi L(中国)［94］; Van Berkel［51］

合作 Mirata［89］; Ohnishi［95］; Panyathanakun［91］

股东的行为 Posch［96］

环境条件 技术 Van Berkel［51］; Shi L(中国)［94］

废弃物循环 Chen［97］，江晓晗［98］

信息技术( ICT) Grant［85］; Trokanas［99］

基础设施共享 Yuan Z(中国)［100］

网络成员多样性 Korhonen［101］

地理位置 Chen［97］; Ohnishi［95］; Shi L(中国)［94］

产业共生规模大小 Chen［97］

管理调控 政府或政策 Van Berkel［51］; Ohnishi［95］; Shi L(中国)［94］

机构能力( institutional capacity) Boons［102］; Boons［103］; Spekkink［104］; Yu C(中国)［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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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不仅对产业共生网络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正如 Domenech［52］
所强调的一样，并且 Hewes 提到

领袖人物可以通过促进参与者之间信任的培养促进共生网络发展
［71］;另外信任还可以通过间接地影响其他

因素对产业共生网络的运作产生影响。例如，Panyathanakun 强调知识和信任通过决定股东之间的合作，间接

影响产业共生网络的发展
［91］。

与信任同属于社会范畴的影响因素嵌入性也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事实上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交

叉，包含一些相同的内容。主要研究者 Ashton 分析不同维度的社会嵌入性( 包括结构嵌入性、感知嵌入性和

文化嵌入型)与产业共生之间的关系
［92］。Paquin 也指出嵌入性在产业共生网络演进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无

论是结构嵌入性还是文化嵌入性
［93］。

Mirata 强调合作体(coordination body) 对共生网络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89］。Ohnishi 创新性的用两个多元

回归模型定量的研究了影响日本生态城循环项目表现的因素，指出公司之间地理临近以及公司之间合作关系

促进循环网络运行效率，政府的资助没有显著影响
［95］。

机构能力在近期生态网络发展研究中受到重视。Boons 以动态的视角研究产业共生网络发展过程中的

内在影响机制，强调区域网络层次机构能力构建和社会网络层次产业共生概念知识传播在网络动态变化过程

中的作用
［102］。他 2012 年进一步指出机构能力分为 3 个维度———关系能力，知识能力和动员能力，对产业共

生的发展有复杂的影响
［103］。随后，Spekkink 用事件序列分析法动态分析机构能力在荷兰地区产业共生演进

过程中作用，并且指出机构能力的建立可以通过影响个人的互动，进而促进参与者共同决策，促进区域范围内

共生网络的发展
［104］。国内 Yu C［105］

应用过程分析法分析也指出机构能力影响突出
［105］。

Grant 指出信息与交流工具可以促进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在产业共生网络中的流动，进而促进产业共生

网络的运行
［85］。Trokanas 指出语义网络的建立也会影响产业共生网络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该语义网络建立

是基于知识模型知识本体特征
［99］。

不同学者应用不同方法定性的和定量的研究影响产业共生网络运行的影响因素，国外近年来十分重视社

会方面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环境和管理方面。但是产业共生网络是涉及到环境、社会等多方面

的复杂网络，多因素交叉对产业共生网络运作的影响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的。
2． 5 产业共生网络的管理调控

现有的国外研究从模型、指标、基础设施及模式等方面展开管理调控的研究。例如 Batten［106］，Romero［107］

分别提出基于模拟共生网络运作过程的优化管理模型;Cimren 创新性提出基于副产品的生态流指标管理方

法
［108］。Kim 提出基于基础设施优化角度优化的产业共生网络管理方法

［109］;Behera［110］
和 Short［111］

则提出基

于商业化优化模式的产业共生网络管理手段。但是当前的研究还很不系统，缺乏不同尺度及复合系统的共生

网络管理和调控方法。
国内从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环境责任市场化机制及网络均衡模型等方面探讨了产业共生网络管理

调控的问题。如朱庆华用生命周期分析与管理以及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方法对产业共生网络中的物质和能量

流动进行优化
［112］;袁增伟从产业共生网络的微观要素———企业环境责任入手，开发了基于企业环境责任市

场化机制的产业共生网络运营成本模型
［113］;刘国山建立生态产业共生网络均衡模型，有利于产业共生网络

更好的运行
［114］。

3 国内外研究总结比较

通过上文国内外研究进展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产业共生网络的研究侧重点不尽相同，国内外研究的

比较具体见表 8。

4 问题与展望

4． 1 不同研究尺度上的产业共生网络研究

当前大部分产业共生网络演化、结构和评价研究都局限在工业园区尺度，对于城市及区域尺度的研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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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弱。鉴于各尺度的结构、功能及演化规律的不同，各尺度相关研究及其关系及各尺度的推演研究应是未

来研究需要关注的焦点之一。另外，从要素上分析，许多研究从环境及经济上展开了深入研究，国外在社会要

素方面也有涉及，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复合影响尚需探讨。此外，对国内来说，社会要素的分析是未来研究

需要特别加强的。

表 8 国内外研究比较

Table 8 Comparison of research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产业共生网络不同研究范畴

Different category
国内外共性

Similarity
国内外不同

Distinction

产业共生网络内涵
认同企业之间副产品及废弃

物交换、基础设施共享

国外最早提出产业共生概念，并且从物质交换

到非物质交换不断创新拓展;国内在借鉴国外

成果基础上，从交换主体双方的环境经济双赢

的角度进行拓展

产业共生网络结构 网络组织模式
国内外都基于企业间废弃物

和副产品交换关系

国外强调地理尺度上关系的划分，而国内强调

企业间交换的主导关系

网络组成要素及结构

借鉴自然生态系统组成的理

论，将产业系统组成分为生产

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国外首先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应用到产业共

生网络结构研究，而生态网络分析方法是由国

内学者首先应用到网络结构分析中

产业共生网络功能与评价 网络功能特性
国内外均借鉴食物网络论和

复杂网络理论进行研究

国内学者注重复杂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研究;

国外研究多样性和弹性比较多

网络功能评价

国内外都有学者都应用从生

态学中借鉴而来的热力学方

法以及指标体系法对网络进

行评价

国外学者应用虚拟量化法和从化学中借鉴来

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较多，而国内学者应用生

态足迹评价法以及生态关联度指标法对网络

进行评价

产业共生网络演化 网络形成
国内外都从环境经济驱动力

进行了分析

国外在网络成因研究注重单要素影响的研究，

他们还考虑到之社会背景、知识资源等社会因

素;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方面，但做的比较深入

网络演化阶段

国内外对产业共生网络演化

阶段的研究都是为了找出网

络演化的规律，提高共生网络

的功效

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背景提出不同的产业

共生网络演化阶段，他们分别从发展水平、合

作关系、复杂系统反馈关系、信息交流、社会学

习能力等方面进行划分;国内有学者提出基于

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资源理论的两种网络演

进方式及其基于序参量识别的定量化方法

网络演化影响因素

国内外都从主体行为、环境条

件和管理调控 3 方面进行分

析

国外学者近年来重视社会因素对网络的影响，

对信任、机构能力、嵌入性因素的代表性研究

不断出现;国内这方面研究开展较少

产业共生网络管理调控

国内外在共生网络调控这方

面都从模型模拟定量化的角

度进行了研究，但研究都比较

初步

国外从模型、指标、基础设施及模式等方面展

开多方位研究;国内主要从模型角度开展研究

4． 2 产业共生网络演化模拟及管理调控的耦合

产业共生网络演化规律及其管理的研究是为了有效指导实践。国外已从不同角度展开产业共生网络系

统的演化规律的研究，但是尚缺乏从方法论上研究符合系统演化规律的应用模型的探讨，国内在这方面的研

究更显不足。因此，建立动态模拟产业共生演化过程模型并将其应用于管理调控应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又

一重点。
4． 3 共生网络信息平台

定量化方法客观性使其成为研究中的利剑，但需要相关的数据支撑才能发挥其重要作用。而产业共生网

络的结构、属性和评价研究中经常会出现数据难以获取或者数据精度低的现象。现实需要一个信息平台保障

产业共生网络的发展。产业共生网络实质上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环境多组分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网络，其信

息量具有大数据的属性，因此其定量化研究及共生网络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基于数据挖掘功能的大数据信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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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平台支持。因此，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共享平台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5 结论

产业共生网络的研究将为各国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绿色发展，并从资源流疏导增效的角度解决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及方法支撑。未来的研究应在各尺度上面

向实践展开理论方法与管理应用相结合的全方位的深入细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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