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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灌溉农业是世界上常见的生产活动之一 , 但失衡的农业生产会造成周边湿地退化和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降低。本文通过建立农田生产和湿地保护综合模型 ,模拟内蒙古河套灌区农田-乌梁素海湿地生态系统价值的

变化规律 ,以寻求实现农业和湿地生态系统价值最大化的措施。以 2002 年的数据作为基准 , 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

情况下 ,模型分析得到当施肥量为 252.3 kg N hm2 时 ,系统的总价值量达到最大 , 为 24.40×108 元。此外 , 湿地子系

统价值和河套灌区的引水量成正比 ,和农田灌溉配额成反比。将农田灌溉配额减少 60%, 系统总价值将增加 70%。

因此 , 在目前灌区可供水量有限的情况下 , 控制农田施肥量和降低灌溉配额是保持河套灌区农业生产和乌梁素海

服务价值最优化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河套灌区;乌梁素海;引水量;施肥量;灌溉配额

1　前言
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如调节洪水 、改善水

质 、调节大气组分 、维持生物多样性等 ,对区域 ,尤其

是干旱半干旱区的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

而 ,浅水湿地是地球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 , 极

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而退化
[ 1]
, 造成生态系统结

构破坏 、功能衰退 、价值降低。

富营养化是近几十年来湿地面临的主要生态环

境问题之一。在灌区 ,随着农田施肥量的加大 ,农田

土壤养分流失量不断增加 ,造成附近水体的污染 。

非点源污染已经成为农业流域水体富营养化最主要

的污染源
[ 2 , 3]
。目前国际上出现了大量运用GIS 、曲

线数目法等估算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模型
[ 4 ～ 7]

,但

多考虑湿地的污染过程 ,很少将受影响湿地的保护

目标纳入模型计算。

综合模型分析是整合社会 、经济和生态因子研

究社会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一种重要方

法
[ 8 ,9]
。它不拘泥于细小复杂的要素关系 ,而是分析

发生变化的主要生态过程 ,并对实际问题提供明确

的指导方案。对于流域农业生产和湿地保护的协调

问题 ,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通过建立农田-湿地综合

管理模型来研究农业生产对湿地功能和价值的影

响 ,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本文运用经济学 、生

态学原理 ,以内蒙古河套灌区-乌梁素海复合生态

系统为案例 ,建立农业生产和湿地保护综合模型

(Integrated Model for Crop Production and Wetland

Protection , IMCPWP ,图 1),模拟农业生产和湿地服务

功能的价值总量变化规律 ,提出河套灌区农业生产

和乌梁素海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价值同时取得最大化

的管理技术措施。

2　研究地点与方法
2.1　研究地点

内蒙古河套灌区(40°19′～ 41°18′N , 106°20′～

109°19′E)是我国三大灌区之一 ,历来是我国重要的

粮食产区 。它地处干旱半干旱荒漠草原地带 ,属于

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河套灌区年均温 6 ～ 8℃,全年

封冻期 5 ～ 6个月 ,无霜期 135 ～ 150d , 年均日照时

数3 100 ～ 3 300h ,年均降水量 139 ～ 222mm ,年均蒸

发量2 100 ～ 2 300mm , 蒸降比在 10以上 ,是典型的

无灌溉便无农业的地区 。



图 1　农业生产和湿地保护综合模型结构

Fig.1　The structure of integrated model for crop production and wetland protection

乌梁素海(108°43′～ 108°57′E ,40°47′～ 41°03′N)

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面积 293km
2
,平均水

深为 0.90m。年均气温为 7.3℃, 年均降水量为

215.7mm 。全年无霜期为 152d 左右 ,初霜期出现在

9月下旬 ,终霜期出现在 4月下旬。湖水于每年的

10月底 ～ 11月初结冰 ,笠年 4月解冻 ,结冰期约为 5

个月 ,冰厚 0.6 ～ 1.0m。乌梁素海作为河套灌区排

水系统的末端 ,灌区的农业退水是其最主要的补水

来源 ,占到来水总量的 90%以上。芦苇收割和渔业

生产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活动。

1)　巴彦淖尔盟统计局 , 巴彦淖尔盟年鉴 , 1999～ 2002.

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 内蒙古河套灌区节水改造与续建配套工程生态环境影响报告 , 2000.

2.2　模型构成和资料来源

农业生产和湿地保护综合模型包括 2个子模

型:农田生态系统子模型和湿地生态系统子模型(图

1)。输入量包括河套灌区引水量 、灌溉定额 、农田施

肥量;农田排水和肥料淋失量是湿地的主要水源和

营养物质来源 ,依照这种关系连接农田与湿地子模

型。当模型通过验证后 ,分析其中的某些参数 ,进行

最优化分析。

模型参数化所需的资料来自《乌梁素海鸟类

志》 、《中国湖泊环境》
[ 10 ,11]

、《巴彦淖尔盟年鉴》 、《内

蒙古河套灌区节水改造与续建配套工程生态环境影

响报告》
1 , 2)
等文献以及作者所进行的实地观测和调

查 。模型语句用Visual C++6.0编写。

3　子模型分析
3.1　农田子模型

3.1.1　耕作面积　河套灌区 98.2%为引黄灌溉
[ 2]
。

本文忽略自然降水对灌区农田灌溉的贡献 ,得到:

灌溉面积(A)=引水量(In) 灌溉配额(a)(1)

　　当地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农 、林 、牧结构 ,

所以不是所有的灌溉土地都进行农产品的种植 。综

合多年统计资料发现主要农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占

灌溉面积的比例变化不大 ,取平均值 0.63为系数 。

耕地面积(G)=灌溉面积(A)·0.63 (2)

3.1.2　单产-施肥量方程　这里考虑的农产品是

当地主要作物春小麦。由于农田施肥量和耕地土地

等级密切相关 ,根据小区实验结果
[ 12]
, 小麦中低产

田的作物单产-施氮量方程如下:

低产田:

P =96.74 +22.71N -0.54N
2
,

F =83.91
＊＊
,F 0.01 =30.82 (3)

　　中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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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47.60 +18.15N -0.59N
2
,

F =18.10
＊＊
, F0.05 =9.55 (4)

　　河套灌区 2 3的耕地是中低产田 。这里假设 1 

3为低产田 ,1 3为中产田 , 1 3为高产田 。因为高产

田和中产田的土壤 N 组分差别不大 ,主要区别在于

有机质 、磷和钾含量要低于高产田
[ 13, 14]

。要达到粮

食增产目的 ,不仅仅要增施氮肥 ,而主要是平衡施

肥。并且按照中产田的计算公式 ,产量可以达到高

产田的水平。本文探讨氮肥的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 ,这里认为高产田可以应用中产田的公式。

3.1.3　农产品价值

作物总产量(TP)=单产(P)·灌溉面积(A)

(5)

作物价值(VC)=作物单产(TP)·作物价格(P)

(6)

　　这里用2002年的作物价格进行计算。

3.1.4　农田投入　不考虑农民的劳动力成本 ,农户

的田间投入(Ve)用下式表示

田间投入(Ve)=∑Mi ·Pricei (7)

式中:Mi 为各种农资用品的消耗量;Pricei 为各种农

资用品的价格。影响春小麦生长发育的主要因素是

播种量 、施肥量和用水量。所以这 3方面的花费为

农户主要的投资 。

3.2　湿地子模型

3.2.1　入湖水量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河套灌

区本着“合理灌溉 ,有灌有排”的原则发展灌溉农业 。

排水工程是为了降低地下水位 ,使土壤脱盐。河套

灌区平均灌排比为 0.13。

排水量(V)=0.13· In (8)

　　由于农田排水直接进入乌梁素海 ,农田排水成

为其最主要的补水来源。根据统计资料:

入湖水量(V乌)=1.01V-0.68　R
2
=0.98

＊＊

(9)

3.2.2　湿地环境质量　引入湿地氮的保持浓度 N

作为环境质量指标。

记第一年入湖和出湖的 N 浓度分别为 Nin1和

Nout1 ,库容为 V。根据物质平衡原理 ,湖泊湿地的氮

积累量 N 1 为输入量减去输出量:

N1 · V =Nin 1 ·Vin 1 -N out1.Vout1 (10)

同样道理 ,第二年末湖泊湿地水体的氮积累量

N 2 =N 1 +Nin 2 ·Vin 2 -N out2 ·Vout2 (11)

第 k 年未 ,湖泊湿地水体的氮积累量

Nk =Nk-1 +Vink ·Cink -Voutk ·Coutk (12)

式中:Nk 为第 k 年的 N的氮的积累量;Vink和Voutk分

别为第 k 年的入湖水量和出湖水量;Cink和Coutk分别

为第 k 年入湖和出湖的N浓度。

除去湿地入水量和出水量外 ,其它水文过程如降

水量 、山洪 、地下水补给 、渗漏量 、蒸发过程的多年变

化不是很大 ,所以取多年平均值作为模型中的常数。

Vin -Vout =Vconstant (13)

　　根据表 1 , 得到:

Vconstant =降水量+山洪+地下水补给-渗漏量-蒸发

=0.66+0.52+0.175 -0.66-3.11

=-2.42 ×10
8
m

3

　　库容取 3.3×10
8
m

3
,所以

Nk =(Nk-1 +Vink ·Cink) (Vink +0.92)(14)
表 1　乌梁素海多年平均进排水量

Table 1　The annual mean input and output of water inWuliangsu Lake

(×108m3)

项目

　
来自排

干系统

降水量

　
山洪

　
地下水

补给

进水量

合计

入黄

水量

渗漏量

　
蒸发量

　

水量 6.18 0.66 0.52 0.18 7.53 2.42 0.66 3.11

3.2.3　湿地产品价值 　分析湿地产品(芦苇和渔

业)和湿地氮积累量的关系 ,发现芦苇产量与其成正

相关 ,渔业产量与其成负相关。关系式如下:

芦苇产量 Preed =23 520·ln(N k)+61 470

R
2
=0.85 (15)

渔业产量 P fish =0.22Nk +1.43　R
2
=0.71(　16)

湿地产品价值 Vwetland =∑Pj ·Price
j

(17)

式中:Pj 为各种湿地产品的产量;Price
j
为各种湿地

产品(芦苇 、渔业)的价格 。由于乌梁素海目前的鱼

类品种不多 ,85%为鲫鱼 ,所以用鲫鱼价格作为渔业

产品的价格 。

3.3　最优化分析

把农田和湿地生态系统看作整体 ,引入系统价

值(V)作为管理的指示因子 。

V =Vagriculture +Vwetland =Vcrop -Ve +Vwetland(18)

　　IMCPWP 模型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协调农业生

产 ,使农田-湿地系统的价值量 V 最高。需要决策

的变量是黄河引水量 、灌溉定额 、施肥量。

目标函数:Max(V)

if(Vn -Vn-1 <0)

Max(V)=Vn-1 (19)

　　Vn 和 Vn-1分别是第 n 和第 n-1年的系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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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引水量约束　引水量不能大于黄河在巴盟

段的分配水量。

In ≤ρ·Q (20)

式中:ρ为黄河在内蒙古河套灌区的分配系数;Q 为

经过巴盟段的黄河水量。

3.3.2　灌溉配额约束　灌溉配额 a 不能小于田间

需水量T。

a ≥T (21)

4　模型模拟与检验
4.1　模型校正

模拟结果的可信度 ,应与实测的结果进行比较才

能确定。输入收集的初始条件 ,运行模型得到模拟

值。用 t检验分析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差异。

4.2　灵敏度分析

进行灵敏度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发现输出是如何

随着输入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种分析有助于找出最

敏感的因子
[ 15]
。

为了测定灵敏度 ,采用灵敏度指数
[ 16]
:

S x =(d x x) (dp p) (22)

式中:x 为因变量的值;p 是在设定条件下的参数

值;Sx 是灵敏度指数 , Sx 的值越大 ,变量的灵敏度越

高。我们利用系统价值量对输入量的响应进行灵敏

度分析 。对所选择的变量 10%递增(或递减),分析

模型所做出的响应。

5　结果和讨论
5.1　模型验证

对农产品价值和湿地产品价值模型结果和实际

的统计数据比较符合(图 2)。配对 t 检验的结果(P

=0.924 , T =0.901;P =0.922;T =0.954),说明

IMCPWP模型较好地模拟了 1992年 ～ 2002年的河

套灌区农产品产值和乌梁素海湿地产品价值 。

5.2　灵敏度分析

系统价值与引水量成正相关关系 ,与灌溉配额

成负相关关系 ,说明在其他因子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

系统价值随着引水量的增加而增加 ,随着灌溉配额

的增加而降低。而系统价值对氮肥使用量的灵敏度

稍低 。设定 1992 年单位面积氮肥使用量(279kg 

hm
2
)为初值的情况下 ,系统价值随着氮肥使用量的

增加而降低(表 2)。

5.3　系统价值最优化分析

5.3.1　氮肥使用量　以 2002年数据作为基准 ,控

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求得价值量最大时的施

　　

图 2　1992 年～ 2002 年乌梁素海湿地产品价值(a)

和河套灌区农产品价值(b)模拟

Fig.2　Stimulation of the values of wetland products(a);the values of

farm products(b)over the period of 1992～ 2002

表 2　模型参数的灵敏度分析

Table 2　Sensitivity indices of socioeconomic parameters

参数Parameters 初值 灵敏度指数

引水量(×108m3) 50.97 　1.17

氮肥使用量(kg hm2) 279.00 -0.17

灌溉配额(m3 hm2) 9 690.00 -0.96

肥量为 252.3kgN hm
2
,此时的系统价值为 24.40×

10
8
元 。降低现有的施肥水平可以提高系统价值。

对于乌梁素海湿地生态系统而言 ,富营养化问

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经过模型模拟计算 ,到 2010

年湖中氮的积累量将是 2002年的 1.18 倍 ,乌梁素

海的渔业价值趋近于 0 ,而芦苇产量为107 265t ,和

现有的水平相当。所以增加乌梁素海的营养负荷并

不能提高芦苇产品量 ,只能加重湿地的富营养化。

而限制农田的施肥量 ,降低农田退水氮浓度 ,是比湿

地的自净能力更有效和经济的减少营养负荷更有效

的方法 。

5.3.2　引水量　通过模拟分析发现 ,系统价值和引

水量成正比。所以增加引水量 ,农田价值和渔业价

值都会增加 。但河套灌区的引水量要服从全国整体

的调配 。根据规划 ,到 2010年河套灌区的引水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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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到 40×10
8
m

3
。假设逐年平均削减灌区的引水

量 ,维持现有的耕作方式 , 2010 年系统价值将减少

到18.70×10
8
元 。水资源问题将成为河套灌区农

田价值发展的限制因子。

水量问题同时也是制约乌梁素海湿地价值的重

要因素 。根据模型计算 ,2010年入湖水量将减少到

3.38×10
8
m

3
,甚至低于湿地年蒸发量 3.45×10

8
m 。

水量减少会造成湿地水位降低 ,沼泽化加剧 ,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急剧衰退 。目前河套灌区的农田退水不

能完全保证湿地所需水量 ,必须寻找新的补水源。

5.3.3　灌溉配额　系统价值和灌溉配额成反比 。

降低灌溉配额 ,可以增加系统价值 。河套灌区的灌

溉配额有 60%左右是合理的 , 40%是可以通过提高

水资源利用水平削减的
[ 17, 18]

。如果将灌溉配额削减

到60%,系统价值将比目前增加 70%,达到 36.60×

10
8
元。降低灌溉配额的具体做法 ,一方面从农业

角度考虑 ,调整种植结构 ,限制耗水量大的作物。另

一方面从水利工程着眼 ,改善灌溉技术 ,减少田间渗

漏 ,提高渠系利用系数。

5.4　讨论

本模型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角度出发 ,将灌

区农田和湿地两种生态系统系统综合考虑 ,系统分

析生态问题 ,避免追求单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为管

理和决策提供全面科学的依据 。虽然本文只是考虑

了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产品功能 ,并且乌梁

素海的产品功能价值只占到其全部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的 6.31%
[ 19]
。但是 ,产品价值的提高是湿地环境

改善和健康的标志 ,为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

挥提供了条件 ,比如大气净化功能 、水质净化功能都

依赖于芦苇群落的发展 。另一方面 ,目前其他服务

功能的计算方法 ,采用的大多是非市场的价值评估

方法如替代价格法 ,所以评估结果和湿地 ,或者水生

植物的面积是线性增加的 。因此 ,本模型可以反映

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变化规律 。

通过本研究发现 ,灌区的农业活动直接影响湿

地生态系统。目前农田施肥量远远超过模型得到的

理想施肥量 。不但不能带来粮食的增产增收 ,甚至

并且由于利用率低下 ,部分氮素随农田退水进入湿

地 ,成为湿地富营养化的重要因素 。而引黄灌溉的

水量也制约着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相应进入乌梁

素海的水量短缺 , 这是导致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

由此可见 ,模型的输入量 ,即农田施肥量和引水量 ,

是农田和湿地生态系统共同的制约要素 。在目前可

供水量有限的条件下 ,控制施肥量和减少灌溉配额

是保持河套灌区农业生产和乌梁素海服务价值最优

化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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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tically Modeling Crop Production of Irrigated Area

and Wetland Protection of Wuliangsu Lake in Inner Mongolia

DUAN Xiao-nan1 , WANG Xiao-ke1 , OUYANG Zhi-yun1 , Wang Ruo-yu2

(1.State Lab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logy ,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 CAS , Beijing 100085 , China;

2.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Irrigated agriculture is very common around the world.However , unbalanced crop productions

often cause losses of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in surrounding wetlands.Nowadays , non-point pollution
contributes largely to deterioration of water quality of wetlands and lakes in agriculture regions.Previous
studies on non-point pollution mostly focused on effects of pollution , and protection of wetlands was less

emphasized.In this study , an integrated model for crop production and wetland protection(IMCPWP)was
constructed to simulate the variation of agro-wetland ecosystem value in Irrigated District and Wuliangsu

Lake in Inner Mongolia.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del could well simulate the variations of values of agriculture and wetland

products from 1992 ～ 2002.Based on sensitivity analysis , the system value ha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mount of inflow water from Yellow river to Irrigated District , and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with

irrigation quota.Water scarcity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 constraint to bot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wetland protection.Given that keeping irrigation quota at the same level as 2002 , water used from Yellow

River in irrigated District would decrease by 40×108m3 , and the system value would decrease to 18.70
×108m3.For Wuliangsu Lake , the amount of inflow water would decrease by 3.38×108m3 , even less

than the annual evaporation of 3.45×108m3.Water supple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for keeping the

wetland healthy.From previous study , the irrigation quota in irrigated District could reduce by 40%with

increased efficiency of water use.Model analysis show when irrigation quotas reduce by 60%, the system

value would increase by 70%.
According to data in 2002 , when maximum amount of N fertilizer applied per hectare reached 252.3

kg and the system value declined to 24.40×108 RMB Yuan.Therefore , reducing the amount of N

fertilizers application would be conducive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system.In addition , excessive
application of N fertilizers would lead to severe pollution of wetlands.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N

concentration in lake water would increase by 18% compared to 2002.
In this study , wetland value just referred to service value of wetland product.It is concluded that

decreasing the irrigation quota and N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r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both agro-management

of irrigated district and protection of Wuliangsu Lake.
Key words:Irrigated area;Wuliangsu Lake;Water inflow;N fertilizer;Irrigation Qu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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