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4  2019 Vol.34, No.5

Review and Prospect of International Common Development Indicator Framework

国际常用发展指标框架综述与展望

黄经南  敖宁谦  谢雨航
Huang Jingnan, Ao Ningqian, Xie Yuhang

文章编号：1673-9493（2019）05-0094-08 中图分类号 ：TU981.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22217/upi.2017.571

摘要：发展指标作为评估人类环境质量、城市发展、社会公平

与进步等的重要工具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指标体系的构建

不仅要体现指标要素的完整性，更要反映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同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对指标评价的

结果具有不同影响。本文介绍了目前国际上常用的五大发展指

标框架，包括 PSR、要素主题、资本核算、流量存量、人类福

祉的产生过程、内涵、适用情况及各自的优缺点；并总结了发

展指标的最新趋势，包括复合化、目标化、绩效化和公众参与；

最后提出对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启示。

Abstract: Development index has been used more widely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city development, social justice and progress, etc.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cator system reflects not only the integrity of 
indicator elements, but also their interactions and the dynamic process. 
Different indicator framework has various effects on evaluation resul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five popular development indicator frameworks 
including pressure-state-response, Issue- or theme-based framework, 
capital-accounting based framework, stocks and flows and human 
wellbeing, including their background, generation process, content, 
applicable condition and problems. The paper also concludes the 
general trends of development indicator evolution, including increasing 
interest in developing composite indices, core indicators, goal-oriented 
indicators, and emphasis o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nd more bottom 
up approaches. Finally, the enlightenment to China’s urban planning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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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步入 21 世纪，我国在诸多层面的发展规划与决策中兴起了一

股“指标”热潮，即在科学规划、理性研究的号召指引下，引入

一套可以描述发展规模、程度、比例、结构等概念和数值的指数、

规格或标准，用于评估环境、人口、经济、城市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指标，如 GDP、GPI 等，还有城市规划方面

的城市总体规划指标、控规指标、特色城市指标（如低碳城市指标、

园林城市指标、宜居城市指标）等，社会发展方面的五年计划社

会经济发展指标、综合发展指数、竞争力发展指标等，以及更为

细分的专项指标，如文化发展指标、安全发展指数、生态足迹等。

这些指标体系构建了测度和衡量发展进程的标尺，能够为决策者

提供从全球到地方，自然和社会一体化的视角，并协助他们确定

哪些方面应该或者不应该采取行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

标 [1]，因此在各领域都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以各项数据为基础，但又不是各项

指标的简单堆积，而是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分析目的对各项统

计数据进行综合和组织 [2]。这些指标体系的数据来源、逻辑关系、

架构思路通常被称为指标框架或指标构建模型。指标框架的作用

主要包括从理论上促进指标体系的稳固，并提供一种合理的指标

组织结构，帮助鉴别有效的指标，并确保指标的可对比性，同时

有助于促进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

国内对城市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并不少见。不同主体对

象层面有国家部门或研究机构对指标制定的关注、专题城市建设

的指标体系实践以及学界学者根据不同主题所做的研究成果；不

同研究领域层面有国民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指标、城市规划指

标体系、生态指标体系等。

国家宏观层面，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组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

体系分别从发展、生存、环境、社会和智力层面来进行评价 [3]。建

设部于 2007 年完成了《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指标体系研究》，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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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分为引导性和控制性，并包括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

四个主题，共 27 项 [4]。该指标的特色在于指标体系仅仅给

定了指标框架，各地政府可根据自身情况提出适当的指标数

值，使得指标更具弹性。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上，绝大部分城

市总体规划中的指标体系由控制性指标与引导性指标两大部

分组成，每个部分指标再细分。 在专题城市规划层面，天

津中新生态城在规划中制定了 3 大类、8 个指标层、22 项控
制性指标、4 项引导性指标的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生态、

社会三个方面，提出的量化目标有利于实际的监测、约束和

引导 [5]。而曹妃甸国际生态城、中瑞无锡生态城、深圳坪山

新城等类似专题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也大多大同小异。

相较于上述国家部门、城市和机构对城市和社会整体宏

观层面指标体系的关注，学术界对指标体系的探讨更加侧重

于与某一主题相结合。例如颜文涛等人从 5 大子系统，7 项
建设内容，5 类规划内容结合低碳生态城特征，构建了低碳

生态城规划指标 [6] 。洪亮平将“两型社会”分解为社会、经

济、资源、环境等 6 大部分，并与城乡规划 5 个领域相结合，

提出了“两型社会”城乡规划指标框架 [7] 。其他类似的研究

还包括宜居城市指标体系 [8]、低碳城市指标体系 [9]、城市可

持续性的定量评估体系 [10] 等。

整体而言，国内城市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可以归纳

为“主题—层次”法，即围绕某一主题，从不同维度提出指

标集合，在这一集合的基础上细分指标 [11-14]。这种方法强调指

标完整性和系统性，优点是简单易懂，能够反映当前面临的

实际问题，具有良好的可实施性，并且有利于决策者与公众

进行沟通，但这种试图面面俱到的构建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

陷。首先，指标之间大多分散以至于无法辨明其内在联系和

逻辑。由于城市环境是复杂的系统，城市各要素并不是孤立

的，然而“主题—层次”法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它们的联系 [15]。 

例如，在构建低碳城市指标体系时分别引入了“公交线路网

密度”和“绿色交通出行比例”两项独立指标，但这忽略了

公交线路网密度大小和绿色交通出行比例升降存在因果联

系。这使得在判断指标变化与本质原因的时候出现偏差。其

次，“主题—层次”法无法反应过程的变化。由于城市发展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即使同一主题所关注

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因此对城市发展的评价也需要兼顾动态

性。“主题—层次”法受限于逻辑缺陷，通常在制定了一系

列蓝图式远景发展目标后，无法实现对城市发展的动态评估。

另外，该方法过多关注物质层面而未考虑到人类活动与城市

发展的相互影响。一方面，指标体系除了评估城市环境的现

状，还应该检测环境对人类活动及人类本身的影响；另一方

面，指标体系应该能够反映出人类通过调节政策和管理措施

对城市环境变化作出适合反应的机制。 

显然，这些问题或者缺陷在目前的主题层次指标框架下

是无法完全解决的，因此急需寻求其他的指标构建方法。本

文试图解决这一问题，通过介绍近年来国际常用的发展指标

框架，归纳被广泛接受的经验和成果，总结发展指标研究新

的趋势，为我国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1  常用的发展指标框架及其评价

在国外，各种发展指标体系的提出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人类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频发密切相关。

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国家、组织和企业开始系统地

制定一系列发展指标体系。如著名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

标体系”，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白皮书：经济、环境、社会统计”，欧盟制定的

“可持续性指标”等。国家层面有英国的“口袋发展指标”、

澳大利亚的“我们的澳大利亚是可持续的吗？”、日本的“可

持续化的日本”等 [16-19]。从指标的提出到现在，发展指标体

系多种多样，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常用的发展指标框架大致

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PSR（压力—状态—响应）框架、主

题分类框架、资本核算框架、存量与流量框架、人类福祉 / 

生态系统健康。

1.1  PSR 框架及其变种

1.1.1  PSR 框架

PSR 框架源于 PR（压力—响应）框架， 最初应用于环境

科学，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发展指标研究。其基础假设是：人

类行为会对环境造成改变，从而对环境产生压力，这最终将

导致人类社会要求减少或停止对环境的压力与破坏并采取应

对措施。1991 年，OECD 首次尝试引入 PSR 框架来构建环

境评估指标，用于描述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20]。该指标体系根

据压力、状态、响应的循环过程进行分类。以空气污染为例

（图 1），对空气产生的压力可以是汽车、工业、发电厂排

出的温室气体、空气污染物以及家庭生活产生的油烟、建筑

工地产生的颗粒物；反映环境情况的指标包括空气污染浓度、

温室气体密度、环境噪声等级等；而响应措施则包括汽车技

图 1  PSR 框架（以空气污染物为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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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清洁空气法案的制定、编制城市规划以减少私人汽

车使用等。这一框架不断完善，最终在 2001 年形成了完整
的环境指标体系。

虽然 PSR 框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查和评估人

类活动引发的环境变化，但其存在两大缺陷。第一，其框架

倾向于认为人类与环境是简单的线性关系。PSR 框架认为人

类对环境的影响都是不利的，忽略了对环境的积极影响。然

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比 PSR 框架更复杂，人类在追求发展过

程中可以采取行动来适应和改善环境（如法令、制度），PSR

框架也未能反映人类发展的动态性和人类行为的本质 [21]。第

二个缺陷是不同的出发点让压力和状态模棱两可。比如，在

调查交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时，交通工具排放的空气污染物

也应该成为压力。但是当研究领域变为交通工具本身以后，

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又成为了状态。尽管如此，PSR 框架仍获

得国际认可，被广泛运用到国家、地区、城市甚至个别项目

上。如除了OECD核心环境指标也采用了PSR框架来组织 [18]。 

此外，PSR 框架在地方层次也有应用，例如巴西圣保罗

CELIC 沿海地区的管理 [22]。以及由 PSR 框架衍生出的目前

广泛应用的 DSR（驱动力—状态—响应）框架和 DPSIR（驱

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框架。

1.1.2  DSR 框架

DSR 框架是 PSR 框架的变种。由于 PSR 框架与环境问

题联系过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司在 1996 年为可持续发展
指标的建构首次引进 DSR 框架，将压力替换为动力。DSR

框架相对于 PSR 框架可以容纳其他诸如社会、经济、体制方

面的问题。驱动力的引入也表明，人类对发展的影响可以同

时是正面和负面的 [23]。

尽管 DSR 框架的确能区分指标之间的内部作用 [24]，但

各种问题和指标之间复杂的联系并未明确。此外，DSR 框架

和 PSR 框架一样，也是“静态的，并不能提供一个随时分析

趋势的有效工具”[24]。换句话说，上述两个框架主要关注人

类活动对环境的直接影响，而忽略了对人类福祉和整体发展

的潜在影响。如，在使用了 PSR 框架评价空气污染的案例中，

我们只能看到空气污染的状态，然而潜在的更多损害如污染

造成的气喘，噪音造成的心脏病发作可能会被忽视。另外与

PSR 框架类似，DSR 框架的周期阶段分类方法因果关系同样

不清晰。

1.1.3  DPSIR 框架

基于 PSR 框架和 DSR 框架存在的问题，欧洲环境署

（EEA）在探索环境退化和农业的相互关系时首先提出了改

进的 DPSIR 框架 [25]。该框架是一种自适应管理工具，通过

建立认为活动与环境及社会经济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分析

环境问题 [26]。这一框架的基本假设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驱

动力）对环境产生压力，并导致环境的状态发生改变——这

会造成潜在影响，并最终引发社会对驱动力的反应，或者直

接反映在压力、状态或者影响上。再次以空气为例（图 2），
驱动力是工业、交通、增加的人口以及生活品质提高的期望；

压力是污染物的排放、温室气体的排放、噪音等；状态是污

染物浓度、CO2 浓度，臭氧浓度、噪音水平等；影响则可能

是由于空气污染而导致的疾病、温室效应，由于噪音而引发

的心脏病发作的死亡率等；响应则是通过清洁空气管理条例、

城市规划来减少交通需求，通过技术改进车辆，以及 TOD

政策、补贴公共交通、私家车税等。DPSIR 框架可以认为是

迄今为止基于 PSR 框架较为成熟的框架。

相较于 DSR 框架，DPSIR 框架中的驱动力代表了直接

促进发展的力量，而压力更加直接和具体。响应和驱动力最

大的区别在于响应是对问题做出的反馈，而驱动力是人类社

会追求福祉的表征。同时，将影响从状态中区分出来，可更

清晰地认识到状态的改变导致了“影响”的产生。DPSIR 框

架提供了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法来评估环境因素和人与可持续

发展之间的关系。

将 DPRIP 框架引入综合分析城市复合系统中的社会、

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关系能够为分析提供基本框架，且将复

杂问题简化，为更详细的分析提供依据 [27]。它强调各个指标

层之间的逻辑架构，是组织环境状态信息的一个通用的框架。

该框架蕴含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展，如何应对”的因

果关系，能够揭示引起环境变化的原因，以及如何通过具体

政策和管理行为来解决环境问题。它可以用于任何尺度的研

究，大到全球范围，小至集水区尺度。并且支持集成的、多

维度的评估 [28]。采用 DPSIR 框架的例子包括意大利的环境

可持续发展指标以及 2010 年 EEA 建立交通环境报告机制来

帮助检测欧盟交通和环境一体化政策的进程 [29]。

图 2  DPSIR 框架（以空气污染物为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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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小结

PSR 框架及其变种揭示了与各种环境变化有关的指标是

如何反映信息，以及如何通过具体政策或者管理行为来解决

环境问题，这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发展指标框架。然

而该框架并非完美无缺。首先，PSR 框架因其视野太过狭隘

而遭到批判。该框架过度关注环境领域，而忽略了发展的其

他因素，譬如经济、社会和体制等。其次，将指标置于因果

链的循环过程中也容易引发问题。发展系统的复杂性说明一

个简单的单向链条框架经常会忽略整个系统内部的联系。压

力与状态的关系并非仅仅一对一，它可能是多对一或者一对

多。其中因果关系不应被理解为一个链条，而是一张网络。

考虑到如上所说与 PSR 相关框架的缺点，联合国自 2001 年
后并未使用这些框架，而是根据不同的主题重新组织了新的

指标 [30]，其中应用较广的是 DPSIR 框架。

1.2  基于要素或主题的框架
在国际通用指标系统中，基于要素或主题的框架也被广

泛运用。例如，较早的可持续发展手册——《21世纪进程》，

在 1996 年的第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涵盖了 4 个部分 30 个主
题，涉及环境、社会、经济以及新增的可持续政策主题种类 [30]。 

尽管在此次草案中，联合国首先采用的是 PSR 框架，但在

2001年草案后续版本中，纯粹的主题型框架得到广泛且唯一

的运用 [31]。自此，联合国坚持使用这种框架直到 2015 年发
布的现行版本。现行版本将可持续发展指标分为 17个目标分
别对应不同主题，包括贫穷、饥饿和粮食安全、健康、教育、

性别平等、水和环境安全、能源、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和工

业化、减少不平等、城市和人类住区、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

气候变化、海洋资源、森林、沙漠化和生物多样性、和平与正义、

伙伴关系。大部分主题都反映了多数国家主要面临的问题。

如今，发展指标的另一种形式是主题基础模型和 PSR 框

架进行组合。从联合国第一版可持续发展指标以及 OECD

核心环境指标可以看出，这一框架的各项指标表现为一个矩

阵。PSR（或 DSR、DPSIR）框架作为矩阵的垂直结构，主

题框架作为水平结构。例如，在核心环境指标中，OECD 专

注于 10 个主题，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气质量、垃

圾发电、淡水质量、淡水资源、森林资源、渔业资源、能源

资源、生物多样性，以及主题下的若干子主题。表 1 以空气
质量为例，作了表述。

基于要素或主题的框架承认区分系统间复杂关系的困难

程度，并强调了发展的自然整体性。由于指标往往是相关联

系的，联合国引用了一个关联性主题模式，并通过补充新的

内容来完善现有的主题。该指标体系能够与政策制定的过程

和目标产生联系，为决策者和公众提供了一个清晰和直接的

信息沟通桥梁，并使相关问题获得社会舆论的关注而被广泛

使用。基于要素或主题的框架目的性和针对性较强，其指标

的选取也更具有代表性，因而能够辅助判断城市或地区某一

关键问题或领域的发展现状，为决策者针对相关问题作出决

策提供直接明了的判断依据。此外，由于其目的明确，相较

于其他综合指标体系而言，可操作性较强，对于解决城市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一具体问题而言是较好的选择。但是其较

难从整体上反应可持续发展的全貌。

1.3  资本核算指标框架
用资本评估发展起源于 1980 年代末。1995 年，世界银

行推出该框架的第一版发行物《衡量国家的财富》，提出了一

个国家的整体财富可以用资本代替，包括自然资源（自然资

本）、制成品资产（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源（人力资本）。这

三种资本共同“构成了国民财富，并成为经济增长发展的基

础”。后来由于认识到这些形式的资本只涵盖了经济增长过

程中的一部分，而忽视了其中的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和组织

方式，世行在随后出版的《财富扩张》中，又提出“机构资

本”（现称社会资本），它更加注重社会机构和监管储备 [32]。

资本核算指标框架试图表达自然资本、制成品资本和人

力资源的总价值。我们最熟知的资本核算框架是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衡量。GDP 是一个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

指标。然而，GDP 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发展指标，因为它的

计算方式忽略了财富增长过程中的成本或损失。此外，GDP

系统采用的方法也不总是理性的。如，当一个高价值的历史

建筑或历史街区被拆除后，由此产生的支出将增加国内生产

总值，但对社会而言是损失。

表 1  主题基础模型与 PSR 框架结合

主题 子主题
PSR 框架

压力 状态 响应

空气质量
酸化 酸化物质指数 PH 值的临界符合 

汽车配备的催化转换器；

容量固定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

污染源减排设备

城市环境质量 城市污染空气排放 暴露于空气污染的人口数量 经济、财政、相关设施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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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发展指标（GPI）修正或调整了传统的资本核算制

度（如 GDP），促进了资本核算体系的发展。GPI 由智囊团

“国际发展重新定义组织”（Redefining Progress）提出 [33]。

与现有的国民收入核算（GDP）不同的是，GPI 扣除了资源

枯竭、犯罪、家庭破裂、污染（空气、水和噪音），环境退

化和休闲损失等等情况的成本，而增加了如公共基础设施、

家务劳动等作为整体经济福利的补充。GPI 能够衡量货币价

值中的非市场性收益和成本。例如，评估交通拥堵的成本，

将会识别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较易

衡量——汽车运行造成的能源成本，汽车折旧和过路费。间

接损失很难衡量，但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可以转换为货币价值。

如交通拥堵最明显的损失是时间，这可以转换成就全国支付

水平而言的补贴（如每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由此产生的

GPI 是一种综合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福利的复合货币指数。

GPI 在国际上是较被认可的，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彭比

纳研究所已经公布了从 2001 年以来的 GPI 数据，用以“评

估阿尔伯塔省的所有资本形式——人、社会、自然和建设的

全部收益和成本”；在新斯科舍省，“亚特兰大 GPI”发布了

基于 GPI 方法的促进健康、卫生、戒毒服务有关的指标；在

旧金山湾区，“湾区可持续发展联盟”采用了美国 GPI 方法，

并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改良，用以评价“多元化、可持续、有

竞争力的经济”的政策目标的进展 [27]。

资本核算与其他指标框架相比，主要用于适用于评价一

个国家、地区或者城市的在经济、社会及环境等方面所取得

的成绩。GPI 旨在衡量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福利，本质上将

社区资本的折旧视为经济成本 [34]。通过观察个人收益和成本

成分的变化，GPI 能够揭示哪些因素导致经济福利的增加或

减少。与其他指标相较而言，GPI 能够在衡量经济发展的同

时兼顾社会和环境成本，但仍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然而，在

利用 GPI 进行资本核算时，也同样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其为

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与经济活动联系过密使得它无法满

足可持续发展的其他方面，如生态服务、性别平等，以及来

自污染物等排放物造成的损害等，都难以以经济的方法来量

化 [15]，且该指标框架假设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是替代品。

1.4  存量与流量框架
存量与流量框架和资本核算框架同属于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重点研究整个系统的动态过程。存量普遍表示系统的状

态，即瞬间所处的状况；流量指的是变化率，其评估的是一

段时期内的状况变化。如果存量代表的是我们在哪里的话，

流量则表明我们要到哪里去，其方向和速度如何。存量指标

典型的例子是可开发土地，蓄水（如水库），相应的流量指

标则为城市化引起的土地变化速度，以及工业与居民的年均

水耗。

联合国采用“存量—流量”体系来衡量环境资本的存量

及其变化量（流量），其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明确了

经济和环境的联系 [29]。该系统于 2012 年 3 月由联合国统计
委员会通过，作为国际标准使用，其正式名称为《环境紧急

综合核算体系——核心框架（SEEA2012）》。该标准是首个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统计标准，不仅评估了环境对经济

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在这一基础

上，SEEA 的方法能够适应传统的 GDP 指标体系。SEEA 的

一般结构为期初资源存量，资源存量增加量，资源存量减少

量，资源存量重计值以及期末资源存量；其中，资源存量增

加量包括存量增长量、发现新存量、向上重估、重新分类及

存量增加量合计，资源存量减少量包括开采量、存量正常损

失、向下重估、重新分类及存量减少量合计。SEEA 主要通

过统计各类资源的存量、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污染的产生、

环境相关的税收以及环境支出来保护自然环境和管理自然资

源。例如，SEEA 建立了一套环境保护资本存量的指标来衡

量与资本存量实际相关的环境数据，如污水管网的服务人口

数、管网数量与容量、污水处理厂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工作

能力等。这一环境数据也与污染相关——污染物的收集和处

理所需的资本存量，以及环保投资、法律建设和行政信息服

务等的支出。

存量与流量框架的突出优势在于将发展指标和官方统计

数据联系起来，数据可得性与国家的统计能力一致。SEEA

的宗旨即为国家统计系统提供一个灵活的、模块式的实施方

法。在实际操作中，可根据环境的重要方面选择相应的主题

或资产进行存量流量计算。通过该共同计量框架的运用，在

对本地区或某一国家的环境经济结构发展状况进行判断的同

时，提供全球关切问题的信息。 综上，该框架较适用于对

某一地区或者国家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作出判断，并

分析环境资产的存量和和流量变化，且便于与国际接轨。而

存量与流量框架的明显缺点是目前很难将这一框架扩展到社

会和管理相关指标。

1.5  人类福祉 / 生态健康评价框架
人类生活质量逐渐成为评价国家或地方政策的重要方

面，但是人们如何决定生活质量通常被政府或政策决定者所

忽视；尽管环境因素对人类生活质量起到了重要影响，但在

评价生活质量时常被排除在外 [35]。在人类福祉 / 生态健康评

价系统中，人类和生态系统被赋予同样的权重，其主要理念

源自“人类和生态系统的福祉是同等重要的”。

人类福祉 / 生态健康框架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艾伦·普雷

斯科特（Prescott-Allen）的专著《可持续发展的晴雨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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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选择的指标被归为两个轴：一是生态系统的健康，二

是人类福祉。系统首先决定了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的主要特

征，然后选择能反映这些特征的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最后将

这些指标归为人类福祉指标层（HWI）和生态系统健康指标

层（EWI）。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NR）后来采用了这

一指标框架，并进行了“福祉评估”，并将其放入发布的《国

家福祉：各国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评估》[36]。指标框架除

了 HWI 和 EWI，还有基于前二者的福祉指标（WI），以及

反映人类追求福祉对生态环境产生压力的强度的福祉 / 压力

指标（WSI）。这四个指标共同构成了人类发展的评价体系。

在这个评价框架中，HWI 有五个方面，包括卫生和人口、

财富、知识和文化、社区以及公平。而 EWI 涉及陆地、水、

空气、物种和遗传以及资源使用。最终 HWI 由 36 个指标，

EWI 由 51 个指标所构成。总体而言，主要选择的是基础性

指标，但是很容易在国家层面进行评估。例如，在财富方面，

指标包括足够的食物、患病致发育迟缓的儿童人口比例、有

充足食物和基本服务的人口百分比，以及教育层面的中小学

入学率和高等教育入学率。

人类福祉 / 生态健康框架是评估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化分

析程序，在该系统中人类和生态环境同样重要，清楚地表明

了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该评估体系可以在国

家、区域、地方等任意尺度上应用，但其不足是指标的权重

化处理没有相应的标准，多取决于研究人员，且计算过程较

为复杂，计算的随意性较明显。

1.6  各指标框架的适用性
各指标框架的产生、内涵、适用情况和优缺点各不相同，

因此其适用情况也不相同（表 2）。

2  指标框架发展趋势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除了指标框架的发展，指标本身也

在发生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指数复合化、目标化、绩

效化和体现公众参与等。

2.1  复合指数应用广泛
目前，复合指数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当前发展在各领域所

取得的成绩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37]。复合指数是指那些需要

通过某些数学运算而聚集的一系列相关指标。复合指数最开

始主要应用于环境领域，如污染物标准指数（PSI），世界经

济论坛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环境绩效指数（EPI）[38] 等。

之后逐渐被用于衡量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如世界经济与

合作发展组织的更好生活指数（BLI），联合国人居署城市繁

荣指数（CPI），及日本 Mori 纪念基金会发布的全球动力城

市指数等 [39]。复合指数的简单表现形式促进了公众参与以及

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因此越来越多人提倡复合指标体系。他

们认为，复合指数在促进公众参与和沟通上的优势较好地弥

补了其透明度较低的劣势。这些指标通常是在可靠的统计数

据（通常是在国家层面）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它们在衡量

和自我评估中作用明显。

2.2  目标导向的指标体系
目前，发展指标更注重与国家发展目标的联系，目标

导向或政策导向已经成为发展指标建立的主要条件之一。这

就意味着发展指标的目标应该是为更好地制定政策和解决问

题，特别是对于最关心发展的社会公众而言更是如此。例如，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而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人们正在努力减缓环境恶化，以求生活

质量的提高。根据不同的目标，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点也

不同。最好的例子就是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峰会通过的《变

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涵盖 17 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适用于所有国家。该目标建立在 2000 年
联合国确立的“千年发展目标”取得的成就之上，进一步消

表 2  各指标框架比较

指标框架 构建理念 适用情况

PSR/DSR/ DPSIR 框架 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各指标层

之间的逻辑架构和因果链

用于揭示国家、地区或城市环境状态及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并指导如何通过决策和管理行为

来解决环境问题

基于要素或主题框架 承认区分系统间关系难度较大，强调发

展的自然整体性

用于评价当前发展所面临的或大众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并指导决策，且可充当决策者与公众

沟通的桥梁

资本核算框架 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用资本来衡量财富 主要用于评价一个国家、地区或者城市在经济、社会及环境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揭示哪

些因素导致经济的增长或减少

存量流量框架 将资源看作资本，强调资本流动的动态

过程

对某一地区或者国家资本现状和变化情况作出评价，如土地资源、蓄水量、湿地、森林等

人类福祉 /生态健康框架 强调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的关

系，人类发展与生态健康同样重要

主要用于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状态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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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同时促进经济增长，满足各种社会需求，

应对气候和环境变化。因此，在制定发展指标时，应该保证

其与具有政策优先性的发展战略同步。

2.3  更强调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出于汇总和评估的需要。当

今最流行的指标单位是资金。尽管货币工具在评估自然、人

力资源和人工资产的价值方面是特别有用的，但是它并不适

合涉及社会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因此，绩效指标通常会运用

在那些不能被货币化的方面。绩效指标聚集了不同的层次，

可以用来进行跨部门和国际间的比较。其本质是比较现实与

预期结果（包括目标、基准或排名）。

经典的指标体系是 BRE 在其《标准评估程序（SAP）》

中提出的碳指数（CI）。碳指数评估是基于物业面积计算的

碳排放效率，直接评估物业建筑面积的年度 CO2 排放量。

CI 碳排放的表示方式是介于 0~8 的区间评估，如果等于或

大于 8，则表明住宅符合碳排放要求。绩效指标并没有采用

更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计算，有利于政策制定者以及一般公

众理解并作出简单的评估。

2.4  更加关注公众参与
一般而言，大部分指标体系的建立都是自上而下的，指

标框架的选择和制定权在专家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

公众意见 [40]。对大多数公众而言，难以理解的指标框架不但

是阻碍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沟通的关键，也对指标的实施

造成负面影响。这实际上违背了公众参与的原则。不过，一

些涉及听取公众意见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出现令人鼓舞。例

如，欧盟可持续发展共同指标承认当地公众的价值，认为可

以参考当地群众意见。也有学者建立了参与指数，用于评价

利益相关者参与当地项目的情况 [41]。此外还有学者建立了适

应性参与可持续发展指标，反映各阶层利益者关心的内容、

社区利益，以更好地进行评估和管理，从而更好地制定决策

方针 [42]。

3  各发展指标框架在我国规划工作中的启示

城市规划是城市开发和建设的龙头，制定各种指标是城

市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城市规划工作中选择合适的

发展指标体系可以使规划决策工作更加科学、客观、透明。

本文系统回顾了目前国际上发展指标体系的常用模型，并总

结了其发展趋势，对我国规划指标体系建立有诸多启示。

3.1  注重指标体系特性与共性的协调统一
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固定的、被所有人

接受的发展指标框架，也没有一个唯一的科学选择方法或标

准。各种框架表明，现阶段的指标体系存在“概念的不确定

性”“发展要素的歧义”以及“指标的组织方式，指标之间

的联系不明确”等问题。另一方面，不同的框架能够引发不

同地区、组织、文化或政治目的的共鸣。即使是一个共同的

概念框架，适用目的和发展现状的不一致也会导致指标体系

的不同。因此，在选择相应的指标体系时应注特性和共性的

协调统一，在指标框架的指导下根据发展现状、存在问题、

构建目的选择合适的指标框架，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例如，

在进行工矿城市规划时，由于工矿城市多面临生态修复、经

济转型、棚户区改造等问题，在建立指标体系时应着重体现

生态、经济、社会三者间的协调关系，人类福祉 / 生态健康

框架是较好选择；而对于新区建设而言，发展和环境保护是

考虑重点，可在DSR框架或DPRIS框架指导下构建指标体系。

3.2  与管理体制相结合，有效指导规划管理工作
指标体系的构建只是作为一个方法，对发展进行定量衡

量、比较、评估，并用于指导下一步工作的进行，最终的落

脚点是指导城市建设及城市管理工作。因此，在构建可持续

发展指标体系时，应与我国的规划管理体制相结合，加强指

标政策性研究，确保其可操作性；并借助相关法律法规或指

标立法，保障指标的有效落实。且有的指标只能通过建议性

推动，要在城市规划编制、管理、实施过程中全面推动可持

续发展，必须创新相关体制和法规。

3.3  以人为本，增强公众参与
目前可持续发展指标多为自上而下确定，指标体系的构

建由专家和相关决策者确定，较少关注公众需求，甚至忽略

公众意见。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不损害后

代人的利益，归根结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的需求，

它涉及公众利益的协调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广泛的公

众参与。公众参与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增强

政府决策科学性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因此，在构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体系时，应充分考虑人

的需求，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增强公众参与。

4  结语

本文以降低指标沟通成本为目的，对目前国际常用的发

展指标框架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我国发展指标的构建提供

有益的参考。文章主要介绍 PSR 框架，基于要素或主题的框

架，存量与流量框架及人类福祉 / 生态健康框架的起源、结

构、适用情况、不足及指标体系发展的最新趋势；目前指标

体系更加关注复合指数，且主要以目标导向构建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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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强调绩效指标以及公众参，且较关心全球问题；文章最

后通过国际通用指标框架的回顾与展望，提出对构建我国可

持续发展指标的几点启示：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应注重特殊性

和普遍性的统一，在整体框架的指导下构建符合实际发展需

求的指标体系；与规划管理体制相结合，创新规划管理体制

和法规，增强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以人为本，增强公众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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