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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景观的历史分布及典型国际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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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梯田是在大面积多山地形和较高人口密度条件下产生的山区土地高效利用方式，广
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并且在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类型，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和文化价值．梯田作为陡坡耕作区古老的土壤保持措施，有利于农业集约化，一般而言，梯田
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水土，减少产流产沙，改善立地环境，便于农业生产．在当前社会经济
发展的背景下，大面积的梯田遭到荒废，不仅浪费了土地资源，还易导致严重的土壤侵蚀、坡
面坍塌和土地退化．本文综述全球不同地理区域和自然环境条件下梯田的起源、发展以及分
布特征，主要选择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四大重点区域进行系统介绍，并针对每一大洲内的
典型国家做了案例剖析．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梯田建设、利用和荒废过程与气候变化、国家
政策、人口变迁等因素的关系，最后针对目前梯田区存在的水资源紧张和梯田荒废退化两个
严重问题，提出了尚需开展的研究工作，以期为梯田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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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nd distribution of terraced landscapes and typical international cas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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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rracing，developed in those large mountainous areas with high pressure of dense popu-
lation，is believed a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land use approaches．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and
climatic differences，the various types of terrace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highly evaluated in
terms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around the world． Since ancient times，humans have used
terracing practices for 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main objective of terracing is for mitiga-
ting water erosion，stabilizing hill slopes，improving site conditions and crop productivity． During
the last decades，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siderably． Terraces in many re-
gions were abandoned and had resulted in increasing soil erosion，slope collapse and land degrada-
tion along with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through summarizing the origin，his-
tory and distribution of terrace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ound the world，we discussed how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texts such as cli-
mate change，public policy，demographic migr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affected the cycles of ter-
racing construction，usage and abandonment． Aiming at maintaining the sustainable use and mana-
gement of terraced fields，further studies regarding water management and terrace maintenance nee-
ded to b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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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在史前时期便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起初

是通过清除森林或小山顶，以种植粮食或作为防御

工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集约利用山地的农业生产

方式而广泛发展起来，在全球大多数山地丘陵区均

有分布．这种在坡地上沿等高线修筑的台阶式或波

浪式断面的农田为实现山区水利化和精耕细作提供

了条件，除了保持水土、改善土质、提高粮食产量的

作用外，还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宗教、美学等精

神文化价值的作用［1－3］．梯田是一种以农业生产为核

心，结构复合、生物多样性丰富、生物间以及生物与

环境间相互联系构成的具有自然-社会-经济整体性

的农业生态系统，广泛分布于亚、欧、美、非各地( 图

1、图 2) ，然而地球自然条件复杂，资源种类丰富，生

态系统类型多样，梯田景观在不同的自然地理和社

会经济条件下需要采取不同的设计、修建和维护措

施以适应当地的气候、土壤、地形、经济、资源、人口、
土地利用类型等．

梯田按断面结构可分为台阶式梯田和波浪式梯

田两类［4］．台阶式梯田是在坡地上沿等高线修筑成

逐级升高的台阶型的农田，多见于中国、日本、东南

亚等地少人多的国家和地区，根据田面的不同结构

又可分为水平梯田、坡式梯田、反坡梯田和隔坡梯

田，其中以水平梯田最为常见．波浪式梯田则是在缓

坡地上修筑成断面呈波浪型的农田，它便于机械耕

作，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地广人稀

的国家．根据梯田的修建材料，可划分为土坎梯田和

石坎梯田，在中国土坎梯田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等

一些土层深厚的地区，石坎梯田则主要分布在降水

量大、土体较少的南方山岭地区，在美国、地中海国

家以及大多数非洲国家通常采用石坎梯田．目前学

术界对梯田的研究多限于梯田本身，而对梯田产生

的背景和历史意义以及分布特征却较少论及，本文

着眼于此，以期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化．

1 全球梯田的历史与分布

梯田是丘陵山区最常见的农业景观之一，在世

界各地广泛分布．除中国外，东南亚的印度、菲律宾、
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地中海地区的西班牙、意大

利、法国、希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突尼斯、
摩洛哥，以及日本、韩国、也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
秘鲁、墨西哥等国家均建设有大面积的梯田( 图 1) ．
梯田农业是人类适应山地环境而形成的一种古老的

生产类型，目前全球已有 14 处古梯田被联合国教科

文 组织( UNESCO)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5处被

图 1 全球梯田分布特征
Fig．1 Distribution of terraces around the world．
Ⅰ: 现代梯田 Modern terrace; Ⅱ: 古代梯田 Ancient terrace．

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 GIAHS) ．Barker 等［5］认为，梯田建设起源于五千

年前东南亚的干旱地区，它几乎是与农业生产同时

期出现的，然后向地中海两岸发展［6－7］．历史资料记

载，地中海区域大规模的梯田建设开始于中世纪末

文艺复兴时期［8］．亚洲梯田主要用于种植水稻，欧洲

则主要种植杏树、葡萄和橄榄树，南美的古印加梯田

以及非洲的广大梯田主要种植玉米、土豆( 图 2) ．合
理修建和管理的梯田能显著提高土地生产力和经济

效益，大量的研究证实了梯田在土地和自然资源管

理方面的重要性［9－10］．
20 世纪中叶以后，在一些劳动力密集且产量低

的地区，梯田因其修筑费工，且不利于农业机械化，

加上人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变化，大量梯田遭到荒

废［10］，其中以欧洲地区最为普遍( 图 2)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欧洲在农业集约化、技术进步和共同农业

政策的影响下，土地生产力得到提高，农业生产集中

于土壤肥沃且易进入的区域，大量的边缘土地则被

荒废［2，11］． 这 一 现 象 在 葡 萄 牙［12］、西 班 牙［2，13］、法

国［14］、意大利［15－16］ 和希腊［17］ 等均有发生．在西南

亚，也门农业梯田的退化主要由于以下因素: 当地劳

动力大量流失、农业生产力低下、陡坡地较多以及气

候变化等［18］．
1. 1 亚洲

梯田广泛分布在亚洲各国: 除中国外，菲律宾、
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也门、尼泊尔、泰国、韩国、
日本等均建设有大面积的梯田( 图 1) ，其中最为著

名的有菲律宾巴纳韦梯田、中国哈尼梯田、尼泊尔高

山梯田、越南老街省沙巴梯田、日本轮岛市千枚田以

及印度德格拉朗梯田等．亚洲梯田主要种植水稻，这

些规模巨大的梯田景观养育了大量人口，并形成了

一个共性鲜明的“梯田文化圈”( 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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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世界各大洲梯田文献关键词云图

Fig．2 Keyword cloud of terraces in Asia，Europe，America and
Africa．
a) 亚洲 Asia; b) 欧洲 Europe; c) 美洲 America; d) 非洲 Africa． 通

过 Web of Science 检索到有关梯田研究的文献，亚洲 114 篇、欧洲 88
篇、美洲 96 篇、非洲 30 篇，进而提取出以上关键词 Two important
terms including‘terrace’and‘terracing’were used for a comprehensive
search from Web of Science，and 114，88，96 and 30 publications for
Asia，Europe，America and Africa were found，respectively． Then，those
key words appeared in the maps were extracted．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苏巴克山地梯田是维持了

上千年的传统农业体系，从 11 世纪以来，巴厘岛上

以水神庙为纽带的梯田管理网络控制着整个流域的

梯田，共同应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农田管理问

题，形成了高效的水资源利用体系，为印尼提供了绝

大部分的谷物，保障了当地的粮食安全．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日本农村人口减少且老龄化加剧，导致大

面积的梯田荒废，此外梯田耕种面积小且不利于农

业机械化，导致梯田生产率低下也加速了这一现

象［19］．进入 21 世纪，亚洲人口大幅度增长增加了对

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同时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

森林采伐、土壤肥力下降、侵蚀加剧、草地退化、土地

利用不合理、干旱和洪涝灾害频繁、地下水及矿产资

源开发过度等，进一步加剧了梯田的荒废，而这种废

弃又会进一步导致梯田景观的衰败和损毁．譬如，

Khanal 等［20］研究发现，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约 35%
的梯田因荒废而遭到不同程度的退化．下面通过对

中国、印度、菲律宾和也门 4 个亚洲国家的梯田建设

进行具体分析，旨在阐明亚洲梯田建设的历史变革

和分布特征，以及当前梯田建设和维护中存在的

问题．
1. 1. 1 中国 梯田建设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

史，它的出现与社会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的成熟有

密切关系，这种耕作方式适应了中国山地多、平原

少、人口众多且分布不均的特点，在中国农业历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相传 3000 年前，长江流域就有水稻

梯田; 2000 年前黄河流域有了旱作梯田，至今还能

找到有 600 余年历史的老梯田．中国是世界上梯田

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按其修建时间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人类在长期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对山地改造而

修建的梯田，主要分布在南方山岭地区，以水稻种植

为主，其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

态系统，并随之产生了与梯田相关的文化和社会民

俗习惯，如云南元阳梯田、广西龙脊梯田、湖南紫鹊

界梯田等［21－22］; 另一类是在新的经济建设时期，靠

人力和机械在气候较干旱、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修建

的梯田，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多

为旱作梯田，如甘肃、宁夏、陕西等地的梯田［4，23］．我
国梯田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以及江南丘

陵 3 个区域( 图 1) ．黄土高原梯田以水土保持和生

态建设为重点目标，云贵高原则以开发梯田审美价

值为主，使梯田成为当地的旅游支柱产业，江南丘陵

梯田主要是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三者的主要目的不

同，但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治水土流失．
1. 1. 2 印度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半岛，国

土面积 297．47 万 km2，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第二

大人口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其可耕地面积居亚洲

之首，达 1．43 亿 hm2，人均占有耕地 0．16 hm2，水稻

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梯田结构以水平石坎梯田为

主，多为稻作梯田，也种植小麦、玉米、豇豆等粮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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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梯田主要分布在半干旱的贝拉里、科塔以及半湿

润的德拉敦等地区 ( 图 1) ．印度农业需水量占水资

源消耗总量的 85%，占未来水资源需求计划的 80%
以上［24］．在污染加剧、地下水过度开采、气候变化的

条件下，随着工农业用水的持续增长，水资源短缺已

不可避免．梯田有利于水土资源的高效利用，Sharda
等［25］认为，当水平梯田与传统坡地面积比为 4 ∶ 3
时，能产生足够的径流供作物生长．印度土地退化面

积约 187．8 万 hm2，其中约 148．9 万 hm2遭到水蚀影

响［26］．Sharda 等［27］在印度德拉敦的研究发现，水平

梯田能减少 80%的径流和 90%的土壤流失．科拉普

特县的东高止山脉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且被认

为是水稻的起源地之一，Panda 等［28］在这一地区的

研究发现，梯田平均基流和地表径流分别占降雨量

的 37．2%和 34．7%，可满足作物生长所需，水稻梯田

田埂种植龙须草可减少 10．6%的径流和 1．45 t·hm2

的土壤流失．
1. 1. 3 菲律宾 菲律宾的吕宋、民都洛、巴纳韦、帕

奈、棉兰老、苏禄等岛屿的高山地区，均分布有大面

积的梯田［29］．伊富高梯田于 2000 年前由山地民族

伊富高人开垦于菲律宾吕宋岛科迪勒拉山脉，梯田

外壁的石墙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梯田具有科学的

水利系统，用竹筒将山顶的泉水和溪水引出，经过水

闸的控制由高至低层层灌溉，至今依然保持着良好

的运转［30］．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伊富高梯田作为典型的传统农业，最

大的优点是绿色环保和可持续性，但到了现代由于

农药化肥的使用、大范围梯田的荒废，以及巨型蚯

蚓、福寿螺等外来物种入侵，导致了土壤污染和梯田

结构破坏，梯田生态系统退化，不仅影响水稻生长，

而且虚 空 的 梯 田 壁 在 强 降 雨 条 件 下 侵 蚀 坍 塌 严

重［31］．UNESCO 2001 年的调查报告指出，伊富高水

稻梯田的荒废和损毁面积分别达 26%和 30%．Ban-
tayan 等［32］在 2001—2006 年对伊富高梯田范围和

受损程度的调查发现，梯田区总面积约 11000 hm2，

其中完全损毁面积为 44～123 hm2．2005 年伊富高梯

田被正式纳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之后获得联合国

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 15 万美元的资助，除联合国和

国际社会的资助外，菲律宾政府也采取了积极的保

护措施，如让巴纳韦地区非梯田区农民向梯田区农

户提供粮食支援，让他们能专心农耕和维护梯田．这
些措施逐渐收到效果，梯田状况有所恢复，促进当地

旅游业的发展，经济状况也开始好转，于 2012 年 6
月伊富高梯田从世界濒危遗产名录中除去．

1. 1. 4 也门 也门是一个传统的农牧业国家，位于

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由于山地众多，耕地面积有

限，梯田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35%，是世界上梯田分

布最广的国家之一［33］．也门梯田起源于 5000 年前

的青铜器时代，这些古老的梯田如伊卜梯田至今仍

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4－35］．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也门仍有 89%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

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 88%，主要作物有小麦、高

粱、大麦、玉米、小米、芝麻、水果、蔬菜、棉花、咖啡、
大麻等．但到了现代，土壤侵蚀、森林采伐、气候变化

以及不适当的耕作方式导致了严重的土地退化，地

下水日益枯竭也影响了当地的粮食安全［34］．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门农民大量

迁移至沙特阿拉伯等周边国家从事石油相关的工

作，农业劳动力从 100 万以上锐减至不足 70 万，大

面积的梯田遭到荒废．也门农业梯田在过去 30 年来

已成为地质考古学的研究热点．当前在社会经济发

展、土地利用和长期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也门半数以

上的梯田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35］．如果对弃耕梯田

不及时采取适当的水土保持措施，土壤侵蚀将会导

致整个梯田生态系统的退化．
1. 2 欧洲

梯田建设在欧洲历史悠久，葡萄牙梯田起源于

10 至 13 世纪的欧洲中部［36］，在 16 至 17 世纪梯田

出现在达尔玛西亚岛的山坡上［8］，希腊米蒂利尼岛

的梯田主要修建于 14 世纪末至 19 世纪，安迪基西

拉岛在国家政策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 18 世纪开

始建造梯田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中叶［37］．挪威是

因农业政策的作用而大范围整地的最佳例子: 20 世

纪 70 年代在政府的补偿政策下大范围丘陵沟壑区

被改造为可利用耕地，以种植葡萄和橄榄树等［38］．
匈牙利、意大利、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梯田建设主要是

为了便于葡萄园的机械化生产，20 世纪 60 年代以

后，欧洲广大地区由于农业产业化和乡村的荒废导

致了传统梯田景观的退化和消失．欧洲著名的梯田

往往与人口稠密区或旅游胜地毗邻，瑞士拉沃梯田

位于日内瓦州湖边的山坡，于 11 世纪由西都会的教

士修建开垦，包括 500 hm2葡萄园和散落的 14 个小

村庄，2007 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意大利五渔

村梯田、奥地利瓦豪河谷葡萄园梯田、葡萄牙杜罗河

葡萄园梯田等．本文对最具有地中海特色的 3 个国

家———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梯田建设进行介绍，

作为欧洲梯田历史变革和分布特征的典型代表．

296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28 卷



1. 2. 1 西班牙 西班牙梯田建设起源于公元前两千

年的青铜器时代［39］，山区梯田大发展是在 18 至 19
世纪，这个时间段与农村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一

致［40］．20 世纪 70 年代，在欧盟土地政策及国内外市

场需求增加的影响下，耐旱作物如杏树、橄榄树的种

植面积在东南部迅速增加，葡萄园面积也相应增加，

甚至扩展到边缘地区．西班牙山区一些果园扩展到

陡坡或石质山坡等生态脆弱区，大量的葡萄园建设

在陡坡地或新修建的不稳定梯田上，导致土壤侵蚀

加剧［11，41］．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梯田建设成本

约占一个葡萄园梯田修建总成本的 34%，由于欧盟

的补偿政策，梯田建设由 1986—1998 年的每年 7．5
hm2增长到 1998—2003 年的 36．1 hm2［10］．东北部的

普里奥拉托地区是一个传统的葡萄酒生产区，12 世

纪开始在山坡修建石坎梯田种植葡萄，到了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依赖于现代化机械的葡萄园梯田栽

培业在取得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较严重的负面环

境影响和景观效应．东南部的穆尔西亚地区在 20 世

纪 70 年代开始修建梯田以便于农业耕作［42］．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未考虑任何环境影响的条件下使用大型机械修建

梯田，随着退耕地修建为葡萄园梯田，土壤物理性质

如质地、持水性和入渗性发生显著变化，渗透系数减

少 45%以上，有机质含量减少 50%以上［10，43］．当前

由于梯田不利于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大面积梯田

遭到荒废也导致侵蚀、管涌增加的风险，进而引起土

地退化［44］．通过合理维护梯田边墙并增加植被覆

盖，促进退化区域的生态恢复能减少梯田侵蚀、坍塌

的风险［45］．
1. 2. 2 意大利 意大利在石器时代已出现梯田，中

世纪之前便有了可靠的文字记载［16］，北部利古里亚

地区梯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20%以上，在这一地

区发现了铁器时代( 公元前 1000 年) 的干砌石坎梯

田遗址，南部的阿玛菲海岸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建

造于公元 950—1025 年的梯田景观，文艺复兴时期

( 14 至 15 世纪) 梯田已成为当时农业景观的典型特

征，18 至 19 世纪在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梯田建

设达到最高的发展程度［46］．梯田使山坡地易于耕

作，且能起到控制径流、减少侵蚀的作用，梯田带来

生态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滑坡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风

险［9］，因此在修建梯田时，坡度和坡向应作为首要

的考虑因素［47］．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区，1968—1975
年葡萄园面积增加 90000 hm2，而整地造成的土壤

运移量每年达 300 Mg·hm－2［48］．近年来，随着农业

机械化、城市扩张、农村人口减少以及梯田荒废和旅

游业的发展，梯田农业作为一种边缘经济所占面积

不断减小，梯田退化严重，土壤侵蚀增加［15－16］，进而

改变了山坡的水文地质稳定性［49］．韦尔纳扎流域梯

田荒废面积达 41%，在强降雨下导致严重的侵蚀灾

害［50］．梯田作为典型的人地耦合系统，其稳定性与

当地的气候、土壤、地形、植被和土地利用等众多因

素有关［15］．Stanchi 等［51］认为，梯田退化对山坡的影

响可以通过合理地维护梯田埂坎、优化排水系统、增
加植被覆盖度而得到缓解，并提出梯田的合理维护

需要农民、农场主、科研人员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1. 2. 3 希腊 希腊梯田建设起源于 5000 年前的青

铜器时代，从历史资料发现古希腊人在公元前 400
年已开始在山坡上修建梯田，用沟渠引水以浇灌旱

地，用掺土和换土的方法来改良土壤［52］．希腊米蒂

利尼岛的梯田主要修建于 14 至 19 世纪［53］，安迪基

西拉岛在国家政策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 18 世纪

开始建造梯田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中叶［37］．除了

自然环境的影响外，梯田的修建、使用和荒废过程还

受到社会、历史和经济因素的影响．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希腊人口迅速增长，加快了石坎梯田的建设，

到 20 世纪中期，战争移民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导

致大量的梯田遭到荒废，农业措施和土壤资源管理

的改变影响梯田的生态过程，进而导致田坎稳定性

下降，尤其是一些过度放牧地区梯田坍塌现象更为

严重［54］．Koulouri 等［55］通过连续两年对不同土地利

用、耕作方式和荒废年限下自然资源 ( 土壤、植被)

随时间变化的监测，认为梯田传统耕作方式的废弃

对产沙量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坡度，当坡度为 25%
时，侵蚀增加可能与一年生植被覆盖度降低，而灌木

增加导致地表裸露部分增加有关; 当坡度为 40%
时，尽管土壤和植被覆盖变化，但土壤侵蚀主要受坡

度的影响，产沙量变化不显著．
1. 3 美洲

在中美洲梯田农业是史前时期大多数高原地区

的传统耕作方式，被认为是除运河灌溉、湿地管理外

的史前三大集约农业途径之一，这一认识已经从贯

穿危地马拉高原的墨西哥河谷的大量梯田、沟渠、水
坝和灌溉系统中得到证实［56］．梯田作为秘鲁和玻利

维亚高原一种广泛的耕作制度，至今已有 2500 多年

的历史，在印加人时代达到了最高的发展程度［57］．
美国新墨西哥州梯田最早修建于公元 1000—1150
年［58］．

秘鲁安第斯山区著名的马丘比丘梯田是全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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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农业文化遗产，以古老的农业梯田、巨大的石墙

和精巧的灌溉系统为特色，据推测马丘比丘建于 15
世纪印加帝国开始扩张的帕查库蒂统治时期，当地

居民营造梯田，并利用水源广泛种植以玉米为主的

粮食作物，建立了发达的农业［59］．公元 1532 年，由

于西班牙殖民入侵，印加梯田遭到荒废．Londono［60］

研究了 1532—2005 年间梯田的土壤侵蚀率，发现泥

沙淤积区地表高程增加 0．5 m，梯田上高程下降最大

幅度达 0．7 m，平均下降速率约为每年 0．094 mm．秘
鲁的高原农业系统已于 1983 年被列入世界农业文

化遗产，目前梯田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水

稻、小麦、马铃薯等，这些粮食和薯类全部供应国内

市场，但仍不能满足需求．秘鲁景观以古老的农业梯

田、巨大的石墙和精巧的灌溉系统为特色，而当前这

些景观受到土地利用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

传统的可持续农业被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农业

所取代［57］．山区年轻人普遍前往沿海城市寻找工作

机会，导致传统梯田荒废，水利设施退化，进而加剧

土壤侵蚀［61］．
目前，秘鲁梯田荒废面积达 50%～60%，中美洲

和南美洲梯田荒废面积约为 33%［62］．梯田荒废和退

化是自然、社会、经济、人口综合作用的结果，土地利

用变化、梯田所有权( 产权不明确) 、梯田与村落之

间的距离 ( 梯田分散) 、社区凝聚力、人口下降 ( 疾

病、外迁、老龄化) 、传统灌溉管理技术的流失、气候

变化等均影响着梯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57，62］．
1. 4 非洲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广大地区，森林覆盖

率低、水资源污染严重、土地退化以及地下水超采等

问题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的健康发展．在多山的布隆

迪，尤其是恩戈齐地区，土壤侵蚀以及土地退化问题

最为突出，全国有 70%的地区受到水土流失的严重

影响，从而危及到 90%农业人口的生计问题［63］．过
去 30 年，为了遏制土地退化，提高土地生产力，非洲

东部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

达和南部的赞比亚、津巴布韦、南非、马达加斯加等

广大地区实施了许多以梯田建设为主的水土保持工

程( 图 1) ．半干旱区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取决于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为了防止林木与作

物竞争土壤水分，提高生产力，乌干达西南部山坡水

平梯田系统上半部分退耕还林以增加土壤肥力，下

半部分进行粮食生产［64］．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和对自

然资源的需求增加，地球上资源总量日益减少，预计

到 2050 年全球 2 /3 的人口将遭受用水短缺的威

胁［65］．非洲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农业生产方

式向集约农业转变，进一步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消

耗，人均粮食生产量减少，修建水平梯田是提高农业

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1. 4. 1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古代农业的发达程

度是非洲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阿姆哈拉地区的罗

姆沃雷达( Lome Woreda) 梯田始建于古阿比西尼亚

王国，南方各族州孔索高地山坡上由石坎梯田和灌

溉工程遗迹构成的孔索文化景观是人类克服干燥恶

劣的自然环境的杰出范例．埃塞俄比亚现代梯田多

是在 1974 年萨赫勒大旱之后修建［1］，石坎坡式梯田

在 1981 年引入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州以治理水

土流失［66］．在当前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的双重压力

下，埃塞俄比亚高地的农业集约利用导致了严重的

土地退化和土壤侵蚀［67］，Nyssen 等［68］研究了埃塞

俄比亚北部高地小流域综合治理对土地退化的缓解

作用，并发现石坎梯田能有效拦截径流、减少土壤流

失．埃塞俄比亚尽管水资源丰富，素有“东非水塔”之

称，但由于水利工程投资少，远不能满足农业用水需

求，在 过 去 几 十 年 中，埃 塞 俄 比 亚 森 林 覆 盖 率 从

40%减少到不足 3%，而森林的破坏必将造成水资源

的匮乏．
1. 4. 2 卢旺达 非洲东部的卢旺达境内三分之一的

土地属于山地，素有“千丘之国”的称号，全国农耕

区以梯田农业占主导地位．卢旺达农牧业人口占全

国人口的 92%，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和战争的影响，

粮食自给不足，年缺粮 30%左右，土壤侵蚀和肥力

下降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子，全国大约 77%的

土地遭到不同程度的侵蚀［69］．同时，由于坡耕地的

开垦以及燃料和建筑用材的需求增加，森林面积急

剧下降，过度放牧缩短了土地休耕期以及缺乏有效

的土壤保持措施，使土地退化问题日益严重．20 世

纪 70 年代，为治理土壤侵蚀，当地农民开始修建水

平梯田，有效控制了土壤侵蚀，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

和土壤养分含量［70］．但是，梯田的修建与维护需要

耗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成本，Bizoza 等［71］基于市

场价值的效益分析认为，水平梯田建设在卢旺达地

区难以获得收益．
1. 4. 3 突尼斯 以突尼斯为代表的北非地区，年均

降雨量少，且高强度降雨时有发生，对农田造成严重

侵蚀，水分是农业生产的主要限制因子．在突尼斯东

南部的一些地区，风蚀作用已经使长期生产力降低

50%以上．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耕地面积扩增，梯田

作为一种有效的雨水收集系统，用于减少侵蚀、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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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缓解干旱，增加作物可利用水分． Schiettecatte
等［72］在突尼斯东南部 Amrich Jessr 利用连续 3 年的

降雨、入渗数据评估了梯田生态系统的水量平衡，认

为方形蓄水池与梯田措施结合能有效提高作物可利

用水分，且这一作用在干旱年份尤为突出，并计算得

出在年均降雨量为 235 mm 的条件下，方形蓄水池

与梯田面积之比至少为 7．4 时，才能为作物生长提

供足够的水分．Al Ali 等［73］在 El-Gouazine( 突尼斯中

部) 对比耕作和荒废条件下土坎水平梯田，发现水

平梯田结合耕作措施能减少 44% ～ 75%的土壤侵

蚀，而荒废梯田的土壤侵蚀量是耕作梯田的 2 倍．

2 梯田建设的困境及管理途径

梯田通过改变地表微地形，对流域降水拦截、土
壤入渗、径流汇集、泥沙淤积等多个方面都有显著影

响．在承载区域粮食安全的同时，还具有维持生物多

样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减缓灾害、旅游观光等生

态服务价值．梯田是具有重要环境和美学价值的文

化景观，也是丘陵山区最常见的农业景观，作为治理

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大量研究证实了梯田在土地利用和自然资源管理方

面的重要性．梯田整地措施对全球农业生产具有重

要作用，但是其经济效益受到社会、地理、气候等条

件的影响，这些问题和影响还未得到广泛的研究．
当前梯田生态系统正面临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

的双重威胁，农村适龄劳动力转移，大面积的梯田被

闲置、荒废导致了严重的坡面坍塌和土地退化，影响

梯田生态系统的稳定，威胁区域粮食、生态和社会安

全．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梯田面积不断减小，

以中国为例主要有 5 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国家的

政策，如退耕还林等; 第二是农村人口减少，老龄化

加剧; 第三是梯田不利于机械化耕作，劳动强度过大

且收益低; 第四是年轻一代梯田人对梯田生产技术

掌握甚少，传统农耕技术面临失传的境遇; 第五是村

民改变作物品种，由种植传统农作物变为种植经济

作物，这一现象也将威胁梯田的种植面积及生物景

观．以上因素都将导致梯田的荒废和损毁，梯田的荒

废不仅削弱了当地的景观特征，从长远看也不利于

当地经济的发展，加之山坡地区交通不便，难以布局

工业．梯田生态系统本身普遍存在效益较低、企业带

动力度不足、科技支撑薄弱等问题，亟须得到系统的

保护与发展，改善梯田生产条件、降低耕作的劳动强

度或改革种植制度是延续梯田农业的重要途径．
梯田的可持续发展，关键是水资源的持续利用．

近年来，梯田保护区内用水紧张的情况连续出现，水

资源总量不断减少，水质也有恶化的趋势．梯田区水

资源向不可持续状态转化的因素包括: 农业用水效

率偏低; 古梯田影响力日益增加，旅游人数增加，加

剧了水资源需求压力; 一些古梯田越修越高，森林面

积逐步减小，森林涵养水源能力减弱影响居民饮水

和梯田灌溉，如此循环将会造成梯田的破坏和消失．
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旅游业的开展以及过去对传

统农业文化的忽视，人口的增长 ( 人地矛盾突出) ，

商品经济的冲击，梯田农业区的生态破坏严重，许多

梯田因水源枯竭而转为旱田，甚至坍塌损毁; 在利益

的驱使下，大量毁林开荒，实行掠夺式生产，致使灾

害频繁，水土流失，造成生态的恶性循环．梯田的灌

溉系统遭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损坏，严重降低梯田

的灌溉效率，进而影响梯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未来亟需针对梯田区的水量平衡、水资源利用、节水

灌溉制 度 及 林 田 最 佳 面 积 配 置 等 方 面 进 行 深 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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