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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发展需求，将相关理论发展作为研究线索，重点分析传统供应链、闭
环供应链、绿色供应链、生态供应链、低碳供应链的研究进展，并结合具体实践研究，分析目前可持续供
应链管理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为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开发和探索提供借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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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7 年 4 月，Brundtland 夫人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可

持续发展”的概念，指出要综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强调发达国家应与发展中国

家广泛合作。1992 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把可持续发展作为 21 世纪人类的

共同发展战略，并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其含义表

明人类社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适应并满足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促进人口、环境、生态和

资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2012 年 10 月 24 日，中国在《中国的能源政策》白皮书中概述了

中国能源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诸多挑战，指出 2015 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 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CO2碳排放比 2010 年降低 17%。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1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CO2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至 45%，

由此看出环境和能源问题日益严重，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模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目前，在全球化趋势影响下所产生的供应链竞争战略已经成为企业的新型竞争力，而具

有可持续性的供应链管理则是企业的核心战略武器。Seuring[1]和 Carter[2]的研究表明，可持

续供应链管理（SSCM,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是可持续理念在供应链管

理中的体现，是考虑到客户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驱动，通过系统协调跨组织的核心业务流程，

对供应链中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以及供应商的企业间的合作进行管理，对组织的社会、

环境和经济目标进行战略的、透明的集成和实现。可知，实施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在组织管

理活动的发展模式、文化价值观、生产方式、产品性能和技术管理等方面突出人与自然关系，

重新认识企业的社会责任，对知识和技术进行全面整合，是一种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和长

期战略规划，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   理论演变 

本文对于供应链管理的可持续性研究，主要考虑其相关理论的演变历程及相互联系，并

对其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文献表明，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逆向物流的产生开始，到

21 世纪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等新型发展模式的呈现，相继形成闭环供应链、绿

色供应链、生态供应链、低碳供应链等衍生理论，供应链管理的可持续理论构建得到了更广

泛的拓展，相关文献分布如图 1 所示，数据取自 CNKI 中文数据库。 



图1 可持续供应链相关文献分布图 

2.1 传统供应链 

供应链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库存推动、中期的客户需求、供应链的初级阶段以及供应链

的协调发展阶段四个阶段，但对于供应链管理的定义尚未统一。供应链的概念源于 Porter

的“价值链”理论，1986 年美国供应链协会（SCC）指出，供应链管理是为了响应与满足

市场需求，企业针对原料、服务及信息所采用的整体管理流程，一个有效的供应链管理必须

要能在 小的成本下，提供客户 高品质的服务。随后 Cooper[3]和马士华[4]等人均对供应链

的定义进行了概括总结，其中美国 New 和 Payne[5]则将供应链定义成通过增值过程和分销

渠道控制从供应商的供应商到用户的用户的流程（图 2），围绕核心企业，通过信息流、物

流和资金流将所有节点联系在一起的功能网链结构，是一条浓缩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和管理

技术等多学科、多领域的高技术链条。可以看出供应链的结构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不确定

性和综合性，对于供应链管理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 

图 2 传统供应链运作模式 

从 2003 年至今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供应链逐渐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单元，供应链管

理日益表现出复杂性、动态性等趋势，对于企业供应链中的库存问题、运输问题、库存决策

问题、信息流及其价值问题、供应链协调与契约等问题（高峻峻 2005）的研究一直是关注

热点。在此基础上逐渐出现了供应链的敏捷性研究，运用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供应链进

行定量化整合与管理，实现整个供应链资源的 优配置和利益成本的 优化（周秀云 2004）。

如将 ARIS(集成信息系统体系结构)引入到综合集成研讨厅中，对供应链进行建模仿真，研

究企业的敏捷供应链管理问题（张景涛 2003）；基于时间 Petri 网 TPN 研究供应链整体资源

优化利用问题（马小颖 2003）；考虑具有“复杂适应系统 CAS”特征的供应链系统，利用

“全息”原理探讨供应链网络组织的系统设计和运作机理问题（王凤彬 2005）；分析核心业

务、顾客价值和产品特性，探讨了物流外包双方间的协作问题（刘小群，朱岩梅 2005）；针

对供应链管理系统模型（FROM-SCM）中的商品需求预测、定价、折扣和订货策略，探讨

供应链的运作系统优化（田歆 2009）问题等[6~13]。 



    目前国际管理学界对多渠道供应链管理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利用非合作博弈论，研究

渠道选择、渠道冲突和协调策略等内容。同时供应链管理中的机制设计、电子化供应链、供

应链信息共享、供应链优化与模型设计等方面（孙道银 2010）也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如

供应链节点企业与第三方物流之间的协同合作导致供应链整体利润 优化问题（杨德礼

2003）；从企业所需物料出发，建立分类指标体系和分类模型，对供应商进行分类管理（张

莉 2009）；分析物联网中的 RFID 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集的体系结构、数据处理方法及组织

结构，探讨 RFID 在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应用（廖燕 2010）问题[14~17]。 

    面对全球化竞争，突发性事件、自然灾害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如针对突发事件的特点，

建立应急供应链管理过程模型，研究应急供应链体系的构建问题（马浩博 2009）。供应链管

理的研究更加突出全球性、服务性、战略性和可持续性，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逐渐转向对

供应链主体行为、闭环供应链、绿色供应链、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供应链战略治理等问题的

研究[18]。 

2.2 闭环供应链 

闭环供应链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是正向供应链与逆向供应链的整合，突出产

品的闭环流动过程，强调物料的双向流动和价值回复，从而形成“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

的闭环反馈流程（图 3），重点考虑产品的回收、再制造、再利用和分销处理等问题。目前

国内外学者从多种角度对闭环供应链管理进行了研究，主要有闭环供应链行为决策以运作机

制、供应链的渠道结构分析、奖惩机制对供应链协调的影响、随机需求下供应链的协调机制

与网络均衡等问题。 

图 3 闭环供应链运作模式 

    1）行为决策和运行机制。对于行为决策和运作模式的研究，主要结合模糊理论和博弈

论理论（赵静，魏杰，孙晓晨 2010），在集中式和分散式决策方式下研究制造商和零售商的

优定价决策（易余胤 2012）问题，确定批发价、零售价、以及废旧产品的回收价格和回

收转移价格，并提出了基于销售收入和回收费用分享的协调机制，从而实现闭环供应链的协

调（葛静燕 2008）。在运作方法，则主要从流程、顾客和产品的视角(Nunen 2004)，全面

分析闭环供应链的运作模式，如针对汽车工业产品的生命周期特点，构建具体模型，以真实

数据来研究多种供应链运作模式的效益(Schultmann 2006)[19~23]。 

    2）供应链的渠道结构分析。供应链的渠道结构对闭环供应链的影响研究，主要是针对

再制造闭环供应链模型的重建，对 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进行设定，并计算回收比例和各

方的 优利润，从而得出 优模型（聂佳佳 2012）。以及在回收补偿策略对库存管理影响的

研究基础上，给出多种补充渠道（周艳聪，李勇建，孙晓晨 2010），考虑库存类型所决定的

制造系统状态，研究 优生产策略以降低每周期的期望平均成本(Nakashimay 2004)[24~26]。 



    3）奖惩机制对供应链协调的影响。奖惩机制下闭环供应链决策问题的研究主要结合集

中式和分散式两种闭环供应链情景，考虑回收率与回收量的奖惩机制（王文宾 2011），利用

利益共享契约和批量折扣契约对闭环供应链协调性的影响（史成东 2009），分析两种契约对

双重边际效应的作用，利用动态博弈研究闭环供应链回收质量的处罚比例（熊中楷 2007），

探讨供应链的决策机制，对闭环供应链进行协调优化[27~29]。 

    4）随机需求下供应链的协调机制与网络均衡。随机不确定性研究一直是闭环供应链的

研究重点，在内部运作不确定性和外部突发事件影响下，研究供应链系统收益和稳定运行的

鲁棒性影响因素（Yang B 2004）以及在随机回收环境下利益双方的阶段定价问题（李响,

李勇建 2008），利用博弈论、优化理论、非线性混合整数规划（Kris 2007)、均衡理论、条

件风险值理论 CVaR（高文军 2011）和变分不等式对逆向物流网络和随机需求情形下多层

竞争型闭环供应链网络设施竞争选址均衡模型进行设计（杨玉香 2011），探讨网络竞争趋势

变化情况、新设施位置策略、生产运营决策及整个闭环供应链协调优化和网络均衡问题（刘

诚 2008）问题[30~35]。 

    除此之外，从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多方面综合考虑闭环供应链的协调运作模型（Vlachos 

D 2007）也是研究重点，利用面向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价值链（吕君 2007）、Stackelberg

博弈理论和共享契约（郭亚军 2007）等理论，对供应链的传统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对比分

析，提出收入费用共享决策。针对产品再制造的闭环供应链动态运作特征，利用离散概率分

布（晏妮娜 2007）描述 终产品废旧的可能性，分析回收率对闭环供应链的整体运作性能

的影响。随之出现的基于废旧产品再制造的闭环供应链问题成为研究热点，依据废旧电子产

品（WEEE）立法的问题，分析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需求市场及回收商的行为（王文

宾 2010），建立多级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并在传统收益分享契约的基础上，对

契约形式进行扩展，研究第三方回收再制造的收益分享与费用分担契约的协调机制问题（熊

中楷，聂佳佳 2011）。对于目前闭环供应链的研究进展，文献指出有实践意义的闭环供应链

系统优化、控制和协调等微观运作层面的问题研究以及应用鲁棒控制理论研究不确定环境下

闭环供应链动态系统管理问题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36~41]。 

2.3 绿色供应链 

    绿色供应链管理（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GSCM）是 1996 年由美国密歇根

州立大学制造研究协会在提出的，主要是基于环境效益，从资源优化利用角度，考虑制造业

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绿色供应链的内容涉及到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有绿色采购、绿色

制造、绿色销售、绿色消费、绿色回收以及绿色物流。目前对绿色供应链的研究主要为以下

几方面： 

    1）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原理、内容、知识转移和发展思路研究。文献表明，绿色供应链

管理是利用系统和集成的思想解决制造业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以共生、循环、替代转换与系

统开放作为实施的基本原理（汪应洛 2003），结合企业家持续创新精神、企业家和员工的绿

色持续创新意识、相关绿色制度和企业效益的持续增长，构建企业的绿色持续创新模式，实

施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产品和绿色营销四方面基本内容，其实质就是通过实施绿色供

应链管理不断降低企业的成本，协调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苑

鹏博 2005）。在绿色供应链管理中，企业间可转移的知识包括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知识、技术

知识和管理知识。由于知识管理中的隐性知识所占比重较大，导致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存在一

定障碍，同时知识专业过程中存在着知识转移风险威胁、知识转移主题认知结构差异和知识

方能力不足等尚未解决的问题（胡继灵 2008）。在研究绿色供应链给企业和社会带来利益的

基础上，学者也指出了绿色供应链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不稳定、绿

色技术的瓶颈、企业跨部门之间的合作难度、不规范的物流体系以及尚未完善的物流绩效评



价方法等问题，均需要深入的的探讨（侯玉梅 2012）[42~45]。 

 

     2）供应链管理中的政企博弈研究。目前对于政企博弈的研究，主要针对核心企业和

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具有举报行为的政企博弈和基于绿色度和政府补贴下的博弈问题研

究。文献指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关系属于进化博弈理论的研究范畴，双发在针对各自的成

本和收益问题均会采用不同的应对策略，政府所投入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奖惩力度、企业付出

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均影响博弈结果（朱庆华，窦一杰 2007）。若使得政府和企业均获得长

远的利益，在政府加强环保法规加大奖惩力度的同时，核心企业也要主动实施绿色供应链管

理，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共赢局面。举报行为的政企博弈，主要考虑消费

者的举报行为，利用纳什均衡解和混合策略 优解分析举报行为的 优策略解，并在此基础

为政府主管部门在具体监管策略提供定量分析工具（徐伟,郑燕飞 2008），但对于政府举报

行为的反应程度、举报行为的定量化以及不确定性研究仍需进一步探讨。产品的绿色度和政

府补贴性质的博弈模型研究，主要结合政府补贴、产品绿色度水平、消费者环境偏好等影响

因素来设定政府与生产商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即政府对单位产品补贴系数选择、生产商对

产品绿色水平确定以及产品价格设定（朱庆华 2011）[46~48]。 

    3）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和实证研究。绿色供应链管理已成为企业提升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战略，中国企业在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压力，同时也隐含着长

远的潜在利益动机，但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施尚未真正开展，在此基础上，众多学者对绿色

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管理动力和压力因素、制约因素、动力转换模型和动力机制等问题

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通过文献分析可知，对于 GSCM 的影响因素和分析，主要是基于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

通过相应统计软件，来识别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主因素进行描述性统

计、相关统计和回归性分析，得出企业 GSCM 影响因素的感知情况和实践水平（周洁 2006），

在分析出企业 GSCM 的压力/动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曲英 2007）。同时部分

学者在对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ANP 对影响企业 GSCM 的内部因素进行动态分析，构

建了非线性多属性动态模型，组建了 GSCM 动态评价框架，利用“超矩阵”对各因素或相

邻层次间的相互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薛斌 2007）[49~51]。 

    随着 GSCM 动力和压力影响因素分析的开展，影响模型的实证探讨逐渐成为研究重点。

通过问卷实际调研，将数据和现有研究情况相结合研究动力和压力对 GSCM 实践的影响机

理（朱庆华 2008），确定出企业意识与能力、财务绩效和成本、供应链影响及政府法规等对

GSCM 实施的制约因素（朱庆华 2009），并基于系统动力学、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念，

提出外部动力和内部资源对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影响的概念模型（耿涌 2009），开发出强制

性压力、正规化动力和竞争力以及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能力的题项，将企业的运营过程分

解为动力系统、运营系统和反馈系统，分析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过程中压力/动力-实践-绩效

之间的关系，在形成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动力机理的基础上，从而构建出动力、能力转

换为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转换模型(朱庆华 2010)[52~55]。 

    4）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绩效评价研究。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对减少企业生产成本、改善

组织绩效、减少环境外部性和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影响 GSCM 战略

的主要成分包括组织绩效标准、产品生命周期阶段、运营生命周期、改善绿色供应链运营决

策等(J.Sarkis 2003)[56]，（图 4）可见 GSCM 的绩效研究是实施战略管理的关键环节。 

对于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的研究，学者主要通过界定 GSCM 的内涵、研究内同以及

GSCM 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朱庆华 2005），通过对实体企业的调查，利用统计软件对



主体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和层次调解回归分析（赵清华 2005），在此基础上对制造企业的管理

实践和组织绩效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聚类分析识别出领先、起步和落后三种不同类型的企业，

并证明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环境、运营和经济绩效提升方面存在的差异。同

时学者也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出发，探讨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资源承诺（叶飞,张婕

2009）、GSCM 驱动因素、绿色设计（叶飞,张婕 2010）与绩效的关系。主要通过实证研究

对资源承诺、管理绩效进行维度划分，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绿色供应链管理驱动因素、绿色

设计与绩效之间关系进行模型构建，研究内部利益相关者对资源承诺的影响、资源承诺对环

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企业的规模对资源承诺的影响，以及不同规模企业在经济绩效和

环境绩效影响方面存在的差异；同时分析出竞争者、政策法规、管理者、消费者、供应商各

自对绿色设计的影响，以及绿色设计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情况。 

    考虑到绿色供应链管理成熟度研究的空白，学者依据成熟度研究思路，构建包含初始级、

部门协同级、内部协同级、外部协同级和持续优化级五个等级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成熟度模型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 GSCM3)，研究绿色供应链管理从不成

熟到成熟过程中的演变规律（陈通 2009），在此基础上，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出成熟

度评价指标体系，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评价绿色供应链管理成熟度（韩志新 2010）
[57~61]。 

图 4 绿色供应链战略管理的决策框架图 

除此之外，基于绿色供应链的产品生态设计模型与方法研究也逐渐开展（朱庆华 2008），

全球绿色供应链的研究也相继出现，主要依据跨国公司绿色供应链的动态适应性运作模式的

复杂性，考虑跨国公司绿色供应链的动态性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组建新的分析框架，设计绿

色供应链全球运营模式（谢馥荟,谢家平 2009）。利用 AHP 和 TOPSIS 方法研究绿色供应链

中供应商评价与选择问题（罗新星 2011），结合 AHP-FUZZY 综合评判方法对绿色供应链的

客户、财务、学习与发展、业务流程、绿色环保等指标进行评判，综合评价绿色供应链的效

果（齐宝库 2012）[62~65]。 

2.4 生态供应链 

生态供应链（Ecological Supply Chain, ESC）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运作管理领域的具

体应用，基于系统观和整体观的指导，ESC 运用生态思维把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凝固在

设计阶段，确保经济活动过程中供应链内的物质流和能量流对环境的危害 小，既追求经济

效益又追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目的是达到人类、自然和社会的“三赢”，实现人与自然

的共同繁荣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图 5）。目前国内外对生态供应链的研究内容较少，

研究进展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其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供应链主体利益分配、信息共享、生

态设计、生态供应链耦合机理、生态采购博弈和信息分享等问题。 



      

图 5 生态供应链管理的运作框架图 

    1）生态供应链的内涵与运作机理研究。生态供应链是在传统供应链和绿色供应链的基

础上衍生出来并系统发展的，学者主要通过区分对逆向物流、闭环供应链、绿色供应链、可

持续供应链生态平衡等概念的内涵，对区域生态供应链进行概念界定（施先亮 2010），针对

生态供应链绿色采购（陈杰 2004）问题，研究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合并均衡、分开均衡及

混合均衡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运用演化博弈（计国君 2010）描述和分析生态供应链

采购管理过程中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通过信息共享模式研究生态供应链的

库存水平和成本（田美荣 2011），从生态供应链信息共享的实现动因、关键技术、信息共享

模式等方面讨论了生态供应链信息共享的实现机制，并初步设计了生态供应链信息传递逻辑

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生态工业园与产业集群特点（左志平 2012），从低成本交易

性、差异化互补性和集中化规模性角度探讨生态工业园与集群式供应链的耦合驱动机理，构

建了供应链信息生态链基本模型和演化机制（霍明奎 2012）[66~71]。  

2）生态供应链的网络设计、绩效评价和均衡优化问题研究。文献指出，作为生态供应

链的核心内容，生态型设计兼顾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其实质是通过整体优化和局部优化

来降低各节点企业的环境影响，主要包括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产品营销、产

品回收和反向物流（陈杰 2003）。 区域生态供应链的评价问题主要针对指标体系的构建（孙

晶慧 2010），结合物质流（唐华炳 2011）和能流能分析方法，研究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因

素，从业务流程、经济效益、生态化水平和客户服务四个方面（宋巧娜 2011），得出生态供

应链绩效评价的模型和算法。同时对于网络模型均衡优化问题的研究，学者主要是针对生态

供应链同一层合作者之间竞争的博弈问题，以核心企业为出发点，去构建多边指派博弈的多

层生态供应链优化调整方案（徐敏祥 2008），并分析投入水平、生态效益贡献、经济效益贡

献和努力水平四种影响生态供应链成员利益分配因素（温阳 2011），构建基于经济效益贡献

的生态供应链的利益 Shapley 值法分配模型，并引入了基于改进成本的努力水平和基于生

态效益的生态贡献水平两个参数对分配模型进行改进。同时基于异质消费群体的生态供应链

网络均衡问题也是 ESC 的研究重点（张茹秀 2010），学者通过构建生态供应链超网络模型，

利用网络均衡理论探讨不同主体的独立行为和主体之间、产品之间相互影响的竞争行为，为

生态供应链的网络优化提供一定依据[72~78]。 

2.5 低碳供应链 

    低碳供应链（low carbon supply chain）产生于 21 世纪的低碳经济背景之下，主要思

想就是将低碳、环境保护思维融入所有的物流和供应链环节之中，形成从原材料采购到产业

设计、制造、交付和生命周期支持的完整的绿色供应链体系。目前国内外对低碳供应链的研

究主要有以下内容： 

1）低碳供应链的碳排放问题研究。文献指出，供应链中的碳足迹主要源于物流和存储，

利用欧拉-拉格朗日模型和有限差分的方法研究碳足迹问题（Sundarakani2010），可以指出

一定边界条件下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并通过数值解进行模拟。在实行碳排放配额和交易权



(cap-and-trade)情形下，对传统的 EOQ 模型更新（Hua Guowei2011），研究碳交易权、价

格和碳排放量的配额等因素对供应链中 优订货量以及总成本的影响。同时结合具体实例和

统计软件计算不同距离，不同方式的食品运输过程中能量消耗和碳的排放量，探讨供应链的

结构对碳排放量大小的影响。除此之外，学者也利用多属性效用理论方法去研究供应链中碳

排放问题，并从经济和环境两个方面对其做了评估（Kainuma2006）[79~81]。   

2）低碳供应链的运营决策和系统优化问题研究。文献表明，通过将碳足迹概念融入到

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分析供应链中的碳流，可以看出低碳供应链是一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实

体流动过程，也表现为碳足迹的形式，从供应链中碳足迹的测量出发，可以探讨碳足迹对供

应链中运输、采购等策略的影响（陈思源 2011）。同时学者发现低碳供应链的研究需要在总

成本 小的基础上引入环境保护水平的决策变量（Wang Fan2011），或在全球各行业的碳

排放分布（王晖 2007）以及碳排放贸易的背景下，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角度出发，结合

生命周期评估原则（Chaabane2012），以及通过样本分析和数据收集，分析决策者面临不

确定因素（Wu zhaohui2011），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降量和成本目标，利用多目标线性规划

模型（Sheu2005），从产品的回收及被取代等因素着手，优化集成物流网络模型，分析供

应链中各节点如何降低成本和减少碳排放量的运作决策，以及优化后的模型对利润的影响。

同时学者也从低碳供应链实践的角度出发，对其管理的整体性、闭环性、并行性以及动态性

等特征进行探讨（蔡伟琨 2011），指出企业所面临的一些技术和政策问题（谢彩虹 2011），

并指出企业寻求低碳供应链战略合作商，进行技术升级，发展电子商务，优化商业模式和平

衡短期的经济利益与长期的环境保护等措施的必要性，从而实现供应链的低碳化目标[82~89]。 

3   实践研究 

基于理论研究可知，对于可持续供应链的后续发展理论如绿色供应链、生态供应链和低

碳供应链的实践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更多的关注与探讨。目前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

研究机构纷纷对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实践探索。 

在政府层面，如欧盟国家在国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

2007 年 6 月，我国制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 年 8 月，国务院提出低碳经

济发展重点内容；2010 年“两会”，指出低碳发展方式和目标；确定交通运输行业是节能减

排的重点行业之一等。在研究机构设立方面，2008 年清华大学成立低碳经济研究中心，2010

年成立全球变化研究院；2010 年对外贸易大学成立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2010 年北京交通

大学成立低碳供应链和低碳物流研究所，主要研究项目涉及低碳交通、低碳物流、新能源及

可再生资源等方面。2012 年 6 月 26 日天津大学与南澳大学于签署了《共建中澳城市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协议》。 

在企业层面，国内外的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可持续供应链的重要性，如海尔、苹果、沃

尔玛、通用汽车、福特、耐克等许多企业就积极研究和实施了可持续或绿色供应链的管理模

式。由于企业对可持续绿色供应链的认识不够全面，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实践研究尚处于起

步阶段，尚未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据悉，我国通过 IS0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只

有 5000 多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1%不到。2005 年亨氏（中国）和肯德基“苏丹红”事件、

2008 年 9 月，中国爆发三鹿婴幼儿奶粉受污染事件、上海华元公司多种膨化食品铝严重超

标事件均引发了人们对绿色供应链的思考以及企业如何有效实施供应链的可持续绿色治理，

来完善供应链管理的战略模式。  

面对国际贸易市场的“绿色贸易壁垒”和国家的强制性环保技术标准，各国产业均采取

了可持续应对策略，为了打破绿色壁垒，众多核心企业已经开始实施可持续绿色供应链的战

略管理模式，2005 年 5 月东菱凯琴集团与供应商积极参与废物控制解决方案；2005 年 8

月创维集团与 500 多家供应商签订“绿色供应链协定”，打造“绿色产品”；2005 年 10 月



l8 日，中国首次举办世界环境中心“可持续发展展望” 国际论坛，其中通用汽车指出世界

环境中心将与通用汽车中国公司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合作，并在中国启动“绿色供应链”示

范项目；2012 年 4 月，随着哥本哈根会议将“低碳”引入人们视角，海尔推出“低碳”战略，联

合拥有全球顶级研发能力的 8 大供应商，包括三菱、霍尼韦尔、金龙、三花、菱电、松下、

台达、瑞萨等，共同组建了全球首条“无氟变频空调低碳产业链”，即定频空调 100%一级能

效、变频空调 100%无氟。随之而来的是，美的、松下等家电厂商也都纷纷表态全面推动

低碳产品的普及。2012 年 10 月 25 日，沃尔玛强调其在全球供应链内推广可持续发展指数

的目标将被贯彻到全球供应链体系，指出到 2017 年底前，70%美国沃尔玛商场和山姆会员

商店销售的商品，将只从参与可持续发展指数项目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供应商处采购，供

应商必须依据可持续发展指数对产品进行评估并将结果分享给沃尔玛，该指数涵盖的类别商

品的所有供应商均会受此要求约束。从 2013 年起，沃尔玛将使用可持续发展指数评估美国

自有品牌产品的设计。沃尔玛将更改主要全球采购的评估标准，以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

采购人员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2013 年起，这些采购人员将和美国沃尔玛商场及山

姆会员商店的主要采购一样，需要在年度评估中明确可持续发展工作目标。利用沃尔玛基金

会资助的 200 万美元，在中国启动可持续发展联盟，将可持续性发展指数整合到沃尔玛的

供应链当中。 

由此可见，企业的环境意识逐渐增强，实施可持续发展成为战略部署的必要条件。但由

于大部分企业的环境意识还比较淡薄，还没有意识到实施可持续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

很多公司所提倡的“绿色”、“生态”、“低碳”和“可持续”也都是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但

随着世界各国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实施，以及企业管理制度

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进步，可持续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将成为世界、国家和企业取得可持续

发展的必要手段。 

4   问题总结及研究展望 

通过文献概述可知，可持续供应链是一个以传统供应链的研究为基础，综合闭环供应链

的循环利用思想，实现产品的再制造再利用，同时以绿色供应链的环境效益为目标，以生态

供应链的人与自然共生协调为原则，以低碳供应链的降低碳排放为手段，实现供应链的可持

续运营和战略治理的复杂系统体系（图 6）。 

 

图 6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体系框架图 

对于可持续供应链的研究问题和发展方向总结如下： 

1）可持续供应链尚未完善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和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企业有效对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有效实施，

取决于良好运作设施、科学技术、资金水平、信息平台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但相



关的政策和手段尚未落实。如国家对于碳税收和碳交易制度方面的相关政策、以及奖罚措施

还比较少并没有完善，有效的低碳政策还没有落实到大部分企业当中，企业也仅仅是认识到

低碳环保的重要性，但在缺乏政策的支持和法规的限定下，企业很难自觉的进行供应链的可

持续研究和实施，对于可持续供应链的认识也仅仅存在于政策方面。 

面对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冲突，企业在进行自我发展过程中往往忽略环境的外部性，

企业高层没能对可持续绿色供应链的实施起到支持和推广的作用。同时企业在进行供应商选

择过程中，并未将其纳入绿色供应链监督体系，在企业的职能部门当中忽视部门之间的有效

合作，没有将环境审核整合到供应商的资格审定标准当中，从而对供应商进行有效评估和筛

选，忽视供应商的水平对可持续绿色供应链实施的影响效果。在企业的可持续战略部署方面，

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信息共享，而有效的信息是供应链管理成功的关键。 

作为传统供应链的衍生和发展理论，可持续供应链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全面的概念界定，

研究范式和结构体系尚未统一，仍需要继续探讨。目前，对于可持续供应链的研究主要是结

合经济背景，在传统供应链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影响因素，但主要解决的问题焦点仍然是运

作层面的问题研究，战略治理层面的较少；研究方法主要利用博弈的模型研究或是统计分析

的实证研究，而将案例研究、模型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的成果较少，同时部分定量模型不够

成熟，数据的收集和统计不够完善；可持续供应链的生态型和低碳型等研究主要处于概念层

面，定量的深入研究仍需进一步探讨。 

2）可持续供应链的发展趋势  

研究范式的探索。对于一个学科或领域其研究范式是指一特定学科的科学家所共有的基

本世界观，它是由其特有的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和研究方式构成的，它表示科学

家看待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方式。对于可持续供应链来讲，尚未形成一个规范成熟的研究范式，

对于供应链的可持续性研究如何设定动态的研究视角、构建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

法的交叉应用来解决供应链的可持续问题有待继续研究。 

评估模型和指标体系的可持续构建。可持续性评估模型一般需要建立在满足社会绩效、

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相互协调的基础之上的，不仅包括传统供应链的成本、响应、可靠性还

有绿色供应链中的环境指标，更需要涵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社会层面的指标构建

如何与环境、经济指标相互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模型

来进行模拟仿真，进行有效的评估研究系统的可持续性，均对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研究提供

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挑战。 

    供应链的可持续战略治理研究。供应链的战略性网络设计与可持续治理机制的研究较

少，结合供应链治理所针对的协调利益相关者制度结构问题，引入可持续发展视角如何有效

地处理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从治理角度设置评价指标体

系，并从供应链系统结构设计出发，对其进行战略性的生态网络设计和机构优化，在此基础

上对可持续性的治理结构和模型进行优化选择，同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实践研究，对供应链

战略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5   结论 

通过对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衍生理论的追踪和和梳理，发现供应链的可持续性经历了传统

供应链、闭环供应链、绿色供应链、生态供应链和低碳供应链的演变和发展，尽管每个理论

有自己的经济背景和研究重点，但均将降低污染排放，废弃物回收与循环利用等资源与环境

问题纳入研究范畴，也表明了可持续供应链强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影响相互协调的研究目标。

在探讨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发现可持续供应链是一个复杂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的多学



科交叉的系统，其规范的研究范式、评估模型和绩效指标以及战略性的可持续治理将是供应

链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其理论体系和实践均需要更多的开发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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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of the theory i.e. traditional supply chain,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green supply 

chain, eco-supply chain and low carbon supply chain,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we find the discussion questions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for  

providing the reference basis for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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