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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2013—2015 年中国城镇

化率由 53.7% 上升至 56.1%，年均提高 1.2%[1]，是世界上城

镇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

的激增意味着城市物质消耗和生态系统压力的剧增，城市化

在带动人类物质文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负

面效应。

其中，城市养分线性代谢是一个日益严重却长期被忽视

的问题。在生态问题的语境中，养分主要指农作物生长所必

需的氮、磷、钾等大量性元素，它通过循环代谢维系自然生

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并通过农业—食物系统，把人类社会与

自然生态系统内在地连接为有机整体。食物从土壤中汲取的

养分经过城市的消费后，代谢为排泄物和厨余垃圾等有机垃

圾。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些所谓的有机“废物”是可利用的

养分资源，通常以肥料的形式返回农田，从而形成闭合的养

分循环。这一模式在中国古代被发展得尤其完善，并在世界

范围内得到认可。19 世纪末，西方国家发明了集中供排水

系统和抽水马桶以后，虽然有效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和

城市的卫生状况，但也严重干扰了养分的自然循环过程，大

量养分无法返回土壤，阻断了城市与土地之间养分代谢的通

路，致使现代城市成为单一的资源消耗者和垃圾排放者，造

成养分、资源的单向流动和线性代谢。

长此以往，土地养分将被逐渐榨干，只能依靠化学肥料

补充地力，而化肥的生产不但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其施

用也会对土壤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将加剧资源消耗和土

地污染，形成生态的恶性循环。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宁指出，

当前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如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气

候变化等一系列困境的本质是人类，特别是城市人群的各类

活动所产生的物质代谢出现了问题 [2]，进而严重影响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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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1  循环代谢养分，修补“代谢断层”

早在 19 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在其后期著作中就系统地

提出了关于有机物的再循环以及可持续性等生态观点，强

调人类生产与其自然条件之间存在“代谢断层”（metabolic 

rift），揭示出养分代谢过程与当代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多维

度关联，是环境社会学的经典基础理论之一 [3]。

马克思指出，这些断层割裂了特定的代谢互动，例如农

场养分在土壤、农作物、牲畜、肥料和人类排泄物之间的就

地循环，也在空间和时间上改变了社会代谢的尺度。由于空

间和时间的尺度改变，食物生产系统下的持续性社会代谢耗

尽了资源基础，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生态学家所言的对食物

网的时间和空间“补贴”。

因此，代谢断层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土地养分枯竭，被

迫消耗石油等矿藏资源进行贴补；另一方面是城市垃圾围城，

为污水脱养、垃圾填埋等环境问题苦恼不已，甚至不惜排放

到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威胁人类健康卫生。在 19 世纪，

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农业的扩张就已经导致了土壤肥力危机。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破坏

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转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

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

永恒的自然条件”[4]。时至今日，全球养分危机已经到了不容

忽视的程度。例如，食物生产所必需且无可替代的磷矿将在

50~100 年内消耗殆尽 [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郝晓地等认为，

养分危机远比水危机和能源危机更为严重，亟须优先解决 [6]。

究其根本，上述问题正是因为城市的代谢循环通路断裂

造成的。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一切事物都有其去向，在自

然界中并没有所谓的“废物”[7]。现代社区每天都产生大量

废水、垃圾、人类排泄物，通常我们只考虑如何处置这些所

谓的“废弃物”，却极少将其视为可以循环利用的养分资源。

通过变革城市相关基础设施，把线性、开环的养分代谢通路

重新闭合成循环流动的回路，使土地流失的养分重新返田，

避免养分从农业—食物系统中向外泄露，才有可能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危机。

以城市垃圾和排泄物形式存在的养分重返农业土壤的概

念，是“恢复、偿还性”农业的根本。虽然很少有城市规划者

和主流发展实践者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寻求灵感，但是代

谢断层理论有其先见之明，不仅关系到可持续农业的发展，而

且关系到高速城市化背景下迫在眉睫的城市废物管理和环境

危机。倡导者认为，使废物流中的有机成分重返城市地区及其

腹地的农业生产，将有助于提高土壤肥力，减少大量使用农用

化学品，还可以降低堆填区、垃圾堆与水道大量集中存放废物

所产生的土壤和水域污染。城市农业问题专家穆杰特指出，城

市就像一个为了养活日益增长人口而需要不停摄取食物的巨

大营养池，如果能够更有效地回收、再利用营养池里的废弃物，

形成物质的循环，就可以减少物质的输入和输出，降低城市对

环境的影响，城市这个营养池也会因此而更加宜居 [8]。

闭合城市养分循环、修补代谢断层，可以重新把扩大到

全球尺度的线性流动拉回更小的地方尺度的闭合循环。作为

城市的基本组成要素，在社区尺度上讨论这一理念，可以通

过回收社区居民产生的有机废物，并以肥料的形式返回生产

食物的农田，形成社区层级的养分微循环，更好地支持城市

养分循环。这或许难以解决全部农业养分来源问题，但就当

前而言，确是无可替代、成效显著的双赢之举。

近年来在社区层面关注养分循环问题的建设实践颇多。

2002 年建成的伦敦贝丁顿生态村部分集成雨水和废弃物回收

利用系统，经过证明切实有效 [9] ；在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

学的 Thurgoona 校园，包括学生住宿在内，完全由无水堆肥

厕所服务 [10] ；温哥华东南福溪社区中引入城市农业作为社区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 [11] ；鄂尔多斯郝兆奎可持续社区建成

了全球第一个在小城镇（不少于 1 000 户）多层楼房中使用生

态卫生系统的实验基地。相关的设计实践则从更为理想化的

角度进行了探索。从 2002 年起，瓦赫宁根大学持续开展了名

为 Agromere 的可持续社区设计研究，将城市农业和污水、垃

圾处理设施关联起来，重组社区新的循环系统 [12] ；与之类似，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系的提莫伦（Timmeren）与建筑师洛

灵（Röling）提出可持续植入（Sustainable Implant）理论，以

食物、水与能源等城市“关键流”（critical streams）为立足点，

构建分布式代谢循环技术体系，并在屈伦博赫的 Lanxmeer 生

态住区规划中加以运用，构建了一个极富创新性的市政设施

系统 [13] ；荷兰的温室村方案由面积为 2 hm2 的产能温室、具

有 200 间房屋的社区和厌氧消化池等基础设施组成，理想状

态下其碳循环和氮循环都是封闭的，为自给自足的社区设计

提供了参考 [14]。这些案例虽然各自侧重点和技术体系不尽相

同，但闭合养分循环均不约而同地成为规划中统筹考虑的生

态策略之一，为可持续社区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参考。

2  案例解析——鄂尔多斯郝兆奎可持续社区

郝兆奎社区位于中国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一期总占地约

13.9 hm2，总建筑面积约为 10.7 万 m2，由 40 多栋建筑层数

以 4~5 层为主的住宅楼组成，容纳居民 832 户共约 2 912 人。

社区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研究院（SEI）和鄂尔多斯

市政府合作研发的、在小城镇多层楼房中使用生态卫生系统

的实验基地，其设计目标是改变当前人居方式，改善人与环

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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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区别于普通住区的显著特征是内部相对封闭的养分

循环体系，其作用机理在于就地收集、利用社区产生的富含

养分的有机代谢废物，使之转化成为可以利用的有机肥料；

经过社区内部城市农业作物种植将肥料中的养分转化为人类

可以食用的食物，再通过社区居民对食物的代谢开启又一轮

的养分循环过程（图 1）。

2.1  城市农业融入社区
城市农业作为一种城市养分代谢循环的调节器和连接

器，其多重效用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分认可。郝兆奎社区将

农业要素引入社区空间，利用农业自身优势为社区提供多重

效益。作为可持续社区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农田的存在可

以循环使用城市废物，闭合社区养分循环，改变现代城市养

分单向流动的现状，弥补当前可持续社区建设中的实践盲点，

还可减少污水排放、垃圾填埋对环境的影响和对农田的侵占，

降低垃圾和化肥运输带来的能耗和污染。

社区储尿池收集的尿液、生态站高温处理后的有机肥都

可以返回农田，提高土壤肥力、为农作物提供养分，并且整

个过程天然无公害，大大降低了化肥的使用量，为社区供应

绿色有机农产品。

2.2  重构社区基础设施
社区采用的全新基础设施由粪尿分离式生态厕所、生活

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系统以及社区生态站

构成。生活污水处理和人类排泄物、有机垃圾的管理是郝兆

奎社区重点解决的问题。与传统社区将排泄物等代谢废物直

接输出社区的方式不同，郝兆奎社区从源头上控制废弃物，

将社区内的代谢废物分门别类收集，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

理后加以循环利用，为社区农田提供有机肥料，进而发展生

态农业，并提供给社区居民食用，形成社区系统内部养分、

水分等物质的部分闭合循环，尽可能地使人类代谢和生产农

作物所需的营养物达到自然平衡，形成良性循环（图 2）。

（1）粪尿分离式生态卫生厕所

生态卫生厕所是郝兆奎社区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新型厕所与传统卫生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采用了尿粪分集

式坐便器和单独设置的小便器。社区每一户住宅的卫生间都

有单独的粪桶、粪管和配套的排风系统。活动式粪桶放置于

每个厕所对应的落粪管道下方，并与通风系统相连以减弱室

内气味。使用时用锯末、粉碎的秸秆等干物质代替水将粪便

“冲”到下方的落粪桶里，并在其中进行粪便的初级处理。

带有轮子的活动粪桶由管理人员定期收集并运送至生态站进

行下一步高温堆肥处理后用于农田。卫生间内还有独立设置

的排尿管道，直接与楼底部的地下储尿池相连。尿液在储尿

池中收集并封闭储存一个月左右即可直接稀释后作为肥料为

农田提供氮、磷、钾等作物必需养分（图 3）。
生态卫生厕所将尿液和粪便分类收集，把它们当作资源

而不是废弃物，可以防止人类排泄物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并把这些资源里的养分加以恢复和循环再利用，可以改善土

壤结构并为农业供应肥料，是社区养分循环系统的重要一环。

（2）生活污水与垃圾管理

社区生活污水主要包括不含黑水的浴室、厨房和洗衣等

优质杂排水，其处理工序相比混合人类排泄物的黑水要简易

图 1  社区养分循环图解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2  社区物质循环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3  郝兆奎社区的尿粪分离长落粪管型厕所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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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社区在生态站设置了中水处理设施，污水不排入市政

管网，而是通过重力汇集到位于小区最低点的处理厂，就地

收集、处理，减轻了市政管网的压力。经过处理后的中水达

到灌溉水质标准，可以用于社区内农田与绿化的灌溉。

社区采用源头分类收集的方式，将厨房厨余垃圾和其他

生活垃圾在各住户分类收集，集中到居民楼附近的微型生态

站——分类收集垃圾桶。其中可堆肥的有机垃圾送到社区生

态站中的堆肥厂，与收集的人类排泄物共同进行发酵堆肥处

理，其余垃圾则通过生态站的固体垃圾站进一步分类，收集

可以回收利用的材料，剩余的少量无法再利用的垃圾转运出

社区，大大减少了垃圾的排出量。

（3）社区生态站

生态站是社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社区的物

质处理与循环中心，由中水站、堆肥厂、垃圾站等部分组成，

对各个处理系统收集的排泄物以及社区的垃圾、废水进行无害

化和资源化处理。在生态站中，堆肥厂采用有氧堆肥处理技术，

对社区内收集的粪便、有机生活垃圾、沉淀池污泥等统一集中

处理，历经发酵堆肥、脱臭、储存等流程，最终形成有机肥料

并返回农田；社区灰水收集进入中水站加以净化再利用，非生

物降解的部分垃圾也可在垃圾站分拣以供循环利用（图 4）。

2.3  自上而下的运行参与方式
郝兆奎社区由国际研究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合作研发，

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特点。社区对各个系统和程序的运行与

管理作了统筹策划，入住居民需要了解社区规划运行模式，

注重环保意识，掌握固体垃圾分类收集和管理的方法，鼓励

使用能够循环利用的包装物，以减少额外的垃圾产生量。由

于社区的规模较大，实际运行过程中采用模块化概念分区管

理，以生态卫生系统的最大服务片区为一个模块，每个模块

独立运行，在模块内进行垃圾的分类回收，尿液、粪便的分

离收集，以及生活污水的处理。相比传统社区，郝兆奎社区

的建设与运行相对复杂，更加需要政府、设计与科研部门、

企业和组织、居民等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积极配合。

2.4  案例评析
郝兆奎社区是国际合作的试点社区，试图完善城市养分

代谢循环，将污染物的末端治理改为源头治理，对生态卫生

系统、农业融入社区等理念进行了难得的实践，也为可持续

社区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1）郝兆奎社区自身可以消纳产生的人类排泄物和部分

有机垃圾，完善了城市养分代谢循环，减少了养分的流失。

人类平均每天约排泄 0.5 kg粪便和 1.0 kg尿液 [16]，约含有 1.9 g

氮元素和 0.33 g 磷元素，因此 2 912 人的郝兆奎社区每年通

过生态卫生系统约可回收 2 019 kg 氮肥和 351 kg 磷肥。如果

按照 220 kg 氮元素 / 年·hm2 的标准，可以在 9.17 hm2 土地

上替代化学肥料 [17]，能够满足整个社区施肥的需求，甚至可

以有部分肥料输出。此外，在社区的生活固体垃圾中，约有

40%~50% 是可以用来堆肥的生物性有机物，通过与人类粪

便共同堆肥后可以变成优质的腐殖质和有机肥。相比化学肥

料，这些有机肥不但安全无害，还减少了废弃物排放，闭合

了养分的循环，可以使代谢废物中的氮、磷、钾回归土壤，

防止养分的流失，是应对养分资源危机的有效措施。

（2）郝兆奎社区通过采用生态卫生和中水回用系统，可

以大幅节约市政供水输入，同时减少污水的输出。鄂尔多斯

东胜区居民每日人均生活用水为 80 升左右，根据实测，采

用粪尿分离式生态卫生厕所的郝兆奎社区每日人均居民生活

用水为 47.7 升，节水率达到 40%，年节水产生效益 94.7 万元；

以小区为单位的相对分散式的中水处理虽然投资较高，但避

免了输送灰水的排水管道系统的投资，每年可减少城市污水

和垃圾处理建设费用 169 万元 [18]。

然而，由于当前生态卫生系统的应用还不成熟，在建

设和管理过程中缺乏相关的技术经验、建设规范，造成系统

的推广有一定阻碍，造价及运行费用也相对较高。相关数

据显示，郝兆奎社区生态卫生系统的建设总投资为 958.275
万元，是同等规模传统卫生系统投资的 2.21 倍；社区入住

率为 100% 时，考虑水和肥料回收效益后的年运行费仍高达

30.799 万元，是同等规模传统卫生系统的 2.15 倍 [18]。虽然

社区具有减少废弃物排放、完善养分循环等不可估量的附加

效益，但由于缺乏相关政策的支持，难以转化为推动社区建图 4  社区生态站
资料来源：同图 3

1—灰水沉淀和调节池；2—灰水处理组合池；
3—后处理水池；4—堆肥厂；5—管理楼；
6—固体垃圾管理站；7—研究试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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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发展的直接效益。此外，由于生活、卫生习惯问题，以

及产品工艺和质量带来的气味和卫生问题，居民对尿粪分离

式坐便器的接受程度并不高。针对当地住户的问卷调查显示，

仅有 39% 的住户对生态卫生系统表示满意 [19]。因此，试点

结束后，社区最终改回传统水冲式厕所，生态站也随之撤出，

正式宣告这一实验项目的终止。

尽管如此，郝兆奎社区试图改变现有城市基础设施模式，

对完善城市养分循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技术措施与深层

次的生态理念依然值得借鉴与推广。

3  结语

在当前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线性代谢的负面效应日益凸

显的背景下，养分循环的重要生态意义及相关技术问题在国

内外学术界开始得到关注，尤其是城乡养分循环、低密度和

低收入社区的分散式养分回收和就地再利用技术均得到了较

为充分的讨论并形成共识，很多技术已经成功应用到建筑单

体和生态社区的实践中。人们开始反思盲目追求经济发展、

代谢失衡和资源过度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与破坏，建设可

持续发展、循环代谢的城市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

镇化建设的新命题。

代谢断层理论认为，养分不能回归土壤主要归咎于城市

不合理的现代排污系统。人类自然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以

及工业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废弃物，需要重新返回到生产之

中，成为完整的养分代谢循环的一部分，才能有效修补生态

断层。19 世纪德国著名的农业化学家李比希也指出，现代

农业是一种掠夺式的农业，而“土地好比是一个机器，要经

常将庄稼从土壤中拿走的东西归还给它，才能恢复它在生产

中所消耗的‘力量’”[20]。当前耕地面积日趋紧张，但人口

的增长使得对食物的需求有增无减。盲目依靠化肥补充地力

意味着涸泽而渔，只能使土地肥力透支。唯有像前工业社会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一样，建立循环的养分代谢系统，形成生

产、消费、废物利用的闭合循环，使土地流失的养分重新返

田，才能解决这一危机。

正如麦克维尔（Mcconville）所言，养分代谢如此重要，

在制定任何尺度的城市空间规划设计策略时，都应该把养分

再利用问题纳入考量 [21]。作为介于微观的建筑与宏观的城市

之间的中观尺度，社区与建筑尺度相比，可以容纳食物生产、

食物消费、废弃物收集、养分转化、肥料返田等全过程，分

类回收社区内部的有机废弃物并集中转化为农作物可利用的

养分，建立更为完整、有效的社区级养分循环系统；与城市

尺度相比，社区通常具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和人群，不需要对

基础设施进行过多投资即可建立相对封闭的社区内部养分循

环，可操作性较强且相对独立，由此形成的养分循环半径更

小、效率更高。因而社区是当前可能实现养分闭合循环的适

宜尺度，通过社区内部废弃物的收集与再利用，闭合社区内

部养分循环，可以更加有效地支持整个城市的代谢系统，值

得在我国可持续社区建设中加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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