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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几十年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成果显著。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是我国国家战略
之一，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现状进行系统总结十分必要。对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体系和流域土地利用情况系统分析，整
理和总结了黄土高原 6 个典型流域的治理模式，包括治沟造地、防蚀固沙、生态农业发展、三大体系、梯田开发和水资源高效利
用等 6 种模式。对比各治理模式发现，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是以环境治理为手段，从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终极目
的，措施技术体系构建上体现了从坡面到沟道、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相结合的特征； 但不同的生态环境现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治
理模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基于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两方面探
讨了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提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形成机制框架，以期对当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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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loess hilly reg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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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ess Plateau is the region with the most serious soil and water loss in China，and decad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hav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s our country has pu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t the height of
national strategy，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dels of
the Loess Plateau．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system and watersheds’land use
conditions，w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the management models of 6 typical watersheds in the Loess Plateau，including 6
models which were gully control and land reclamation， erosion control and sand fixatio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three major systems，terrace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t use of water resources，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each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del，we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models of small
watersheds mainly us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o make the space for human being surviving and developing bett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chnical system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ulation
from slope to gully area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engineering and biological measurements． However，management models
had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under diffe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atus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dels of different small watersheds，the soil and water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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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models of watersheds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natur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nee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he mechanism framework of how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dels of the Loess Plateau
form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oil and water loss management of the Loess Plateau，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Ｒiver Basin．
Key Words： the Loess Plateau；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ystem of measures； models
［1］

模式是指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 ，是一个事物的标准样式

。 模式描述了在环

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并将其解决方法归纳到理论高度。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即是运用多学科理论，以
［2］

区域水土流失治理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为指导
［3］

与镶嵌组装情况进行总结

，对治理措施组成、措施空间布置、措施之间功能搭配

，详细描述了该区域解决生态环境、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在治理思想的经验
［4］

积累和实践后，对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真实反映和高度概括

。 例如蒋定生等［3］ 论述了黄土高原长城沿线

风沙滩地丘陵生态脆弱带综合治理模式 、黄土丘陵沟壑区综合治理模式和黄土高塬沟壑区综合治理模式 ； 李
［5］

生宝等人

认为在半干旱黄土丘陵区应以自然植被恢复 、重点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为核心，并总结出庭院高效

生态农业模式、坡面乔灌草空间配置模式和农林复合经营技术模式 。
黄土高原位于亚洲大陆季风区，其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加上人类长时间不合理开发，导致黄土高原成
［6］

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7］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 水土流失问题不仅是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更深刻的影响了该

。近 60 年水土流失治理后，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已经上升到了 2013 年的 59．6%［8］，

［9］

工程措施面积快速增长

； 黄土高原地区径流和输沙量均明显减少 ，黄河含沙量从 1919—1959 年之间的 1．6 ×

10 t 减少到小于 0．1 × 10 t，下降约 90% ［10-11］。地区社会经济也取得长足发展，同时形成了大量成熟有效的
9

9

水土流失治理模式。近 30 年以来，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治理模式的构成内涵和服务目标方面已有大量总结
［3，
5，
11-13］

，皆表明流域内水土保持措施的合理配置 ，能有效改善区域生态经济条件，建立适合的水土流失

工作

治理模式，是小流域治理建设成功的保证。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但水土流失仍是黄土高原最严重、最具代表性的环境问题，同
［6-7］

时该 区 水 资 源 承 载 力 达 到 上 限，为 进 一 步 开 展 生 态 修 复 及 高 质 量 发 展 工 作
［8，
10，
14］

整

［3-5］

。现有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研究多以单流域 、区域研究为主

，治 理 模 式 必 将 迎 来 调

，缺乏整体上的黄土高原水土

流失治理模式集成与总结，尤其在典型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野外调查基础上的定量分析和治理模式总
结。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进入新时代背景下 ，迫切需要以多流域野外调查为基础，开展黄土高原水土流
失治理模式研究。本研究以黄土高原 6 个具有鲜明区域代表性的小流域，以野外实地调查为主，探究不同流
域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体系和治理现状 。以此基础对治理模式进行梳理，从研究对象上比较不同区域水土流失
治理模式的相似性、差异性，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需求等核心问题下探讨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形成框
［15-16］

架

。研究是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系统研究 ，可为新时代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新模式提出

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
1

研究区流域概况
调查的 6 个流域位于甘肃、陕西两省，从东北到西南呈弧状分布 （ 34°38'N—38°47'N，104°29'E—110°22'

E） （ 图 1） ，依次为神木六道沟、延安羊圈沟、安塞纸坊沟、庆阳南小河沟、天水罗玉沟、定西龙滩沟。 研究区地
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黄土高塬沟壑区 。气候类型主要是干旱半干旱季风气候 ，
年均降水量在 400—550 mm（ 表 1） 。水力侵蚀是研究区主要的侵蚀类型，治理前水土流失严重，流域内沟壑
－2 －1
纵横，水土流失速率可达 5000 t km a 以上。土壤以黄绵土为主，土壤黏性较差，渗透性强，保水性差。多年

来水利部、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对这些流域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研究 ，旨在进一步探索不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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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态经济发展需求下的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恢复模式 。

图1
Fig．1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调查流域空间分布图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del survey on the Loess Plateau

（ 1） 陕西神木六道沟流域
小流域地处黄土高原的水蚀风蚀交错区域 ，该区域是黄土高原侵蚀模数最大和含沙量最高的区域 。脆弱
的生态环境使流域形成了典型的盖沙黄土丘陵景观 ，为黄河下游河床提供了大量的粗沙 。该流域是一个农矿
业共同开发的特殊小流域，丰富的煤矿资源给流域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上的损害 ，其治理模式
包含着荒漠化和工矿业开发流域的治理精髓 。
（ 2） 陕西延安羊圈沟流域
流域属于退耕还林示范市的延安 ，是生态恢复力度大，植被造林面积占比高的典型流域。 同时流域内积
极开展治沟造地工程，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示范流域，其治理模式对需要进行大面积植被建设和生态修复的流
域提供治理启示，对流域增加可利用地的需求提供治理办法 。
（ 3） 陕西延安纸坊沟流域
20 世纪 40 年代该小流域迎来人口爆发，当地居民为了满足增长的粮食需求大量开垦，致使当地生态系
［17］

统遭到破坏，水力侵蚀严重，洪涝灾害频繁发生，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

。 其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以构建水

土保持型生态农业为核心、优化流域产业结构的方法，治理上很好的兼顾了流域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 ，构建了
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
（ 4） 甘肃西峰南小河沟流域
流域是黄土高塬沟壑区最具代表性的小流域 ，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拥有面积宽广而平坦的塬面，同时该流
［18］

域有最长时间水土流失监测资料

。该流域治理模式是黄土高塬沟壑区中治理核心思想的体现，即积极协

调塬面、沟坡治理关系，保证生态系统安全和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也给需要发展旅游、科技示范园等产业的流
域提供了治理思路。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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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甘肃天水罗玉沟流域
［19］

流域沟深坡陡，地貌上属于典型的黄土梁状地貌。 流域自 1986 年对降水、径流和泥沙进行观测

。流

域内人口密度较大，对经济发展有强烈需求，剧烈的水蚀和人为破坏使得流域治理难度大。 该流域的治理模
式较为注重经济发展，积极利用当地优势条件协调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缓解当地人地冲突的矛盾。
（ 6） 甘肃定西龙滩沟流域
流域属典型半干旱黄土丘陵沟壑区 ，海拔高达 1900 m，其最主要的特征是降雨稀少、气候干旱、水土流失
严重。脆弱的生态环境严重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流域便开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治理上
强调调和当地生态脆弱和经济发展落后的矛盾，主要通过对稀缺的水资源拦蓄利用，大力发展水土保持型
农业。
表1
Table 1
地貌类型
Geomorphic
type

主要土壤类型
Major soil
types

海拔
Elevation /m

年均温度
Average
temperature /℃

年平均降雨量
Mean
rainfall /mm

年平均蒸发量
Average
evaporation /mm

6．9

盖沙黄土丘陵沟壑

新黄土、红胶土

1094—1274

8．3

437．4

1400

羊圈沟流域

2．1

典型黄土丘陵沟壑

黄绵土

1000—1500

8．5

535

1067．8

3

纸坊沟流域

8．3

典型黄土丘陵沟壑

黄绵土

1040—1425

8．8

548．7

1463．2

4

南小河沟流域

27．3

黄土高塬沟壑

黄绵土、红胶土

1050—1423

9．3

523

1474．6

5

罗玉沟流域

74．4

黄土丘陵沟壑区第
三副区

黄 绵 土、黑 垆
土、灰褐土

1165—1895

10．7

531．1

1293．3

6

龙滩沟流域

16．1

半干旱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

黄绵土

1850—2200

6．8

386．3

1649

序号
Number

流域名
Watersheds

面积
Area /km 2

1

六道沟流域

2

2
2．1

研究区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研究方法
流域信息调查
本研究采用野外实地踏查法搜集各流域当地气候情况 、水土流失类型、水土流失现状、经济支柱产业等基

本信息，对整个小流域进行全面考察记录 。
2．2

土地利用及水保措施识别
［20］

于 2018 年 7—10 月，以流域土地利用和水土保持情况的实地调查为基础 ，根据分类体系简化和合并

，

将 6 个调查流域的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 6 个一级分类和 17 个二级分类； 水保措施分类为植物措施、工程措施
和耕作措施进行调查。以实地步行调查为基础，在措施布设地详细辨识了土地利用和水保措施类型 。文中土
地利用和水土保持措施数据皆是现场调查所记录信息 。
2．3

面积计算
利用基于 Google API 和 Sogou API 的跨平台地图浏览器，根据软件系统的定位导航功能，以野外实地调

查为基础，在详细考察整个流域时，利用卫星遥感地图记录考察路径，在地图上标记实地调查的土地利用类型
和水保措施位置。在地图浏览器实时的卫星影像上配合标记进行目视解译 ，生成并导出 KML 格式文件，利用
ArcGIS 10．2，计算出每个流域的各土地利用面积以及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面积和分布和措施平均高程 、坡度。
3
3．1

小流域土地利用现状及水保措施体系
流域土地利用组成情况
土地利用，是指人类通过土地的某些属性来进行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活动所采用的方式 、利用的过程以及
［21-22］

产生的结果

。一般来说，影响土地利用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子是人类活动 、生态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等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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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因素，而自然因素的影响作用次之。对流域土地利用情况的解析可以反映出人与土地的交互模式和结
果。流域内的土地利用方式、分布情况和比例大小，是经过治理后流域内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技术的综
［23-24］

合体现

。

如表 2 所示，总体上 6 个典型调查流域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 ： 林地 （ 灌木林、有林地、疏林地，三者占调
查流域总面积的 46．7%，其中灌木林占 11．6%） 、草地（ 25．9%） 和农地（ 17．7%） 。林、灌、草、农四种土地利用的
组成比例在 6 个研究流域中存在差异，各流域面积最大的都是林地和草地 ，都显著高于农地面积占比 （ 图 2） ；
每个流域 50% 以上的面积都是林地和草地，但不同流域中林草组成结构存在差异 ，例如 6 个流域中林地占总
面积比最大为 72．24%，最小才 17．16%，而草地面积占比最大的为 38．72%，最小为 12．32%。

图2
Fig．2

黄土高原典型流域的土地利用分类图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map of typical small watersheds on the Loess Plateau

流域的林灌草面积比例反映了流域的治理侧重 ，各不相同 （ 图 3） 。 随着降雨量的减少，林灌草面积组成
结构表现为草地面积增多、林地面积减少，这是由于植被建设面积及组成取决于植物需水与流域供给的平衡 。
以水分条件最好和最差的两个流域为例 ： （ 1） 羊圈沟是典型的生态治理型流域，年均降雨量为 535 mm，流域
2
内植被建设面积占流域总面积的 85．56%，农地面积仅占 11．57%。羊圈沟有林地面积1．53 km ，占流域总面积
2
的 72．24%，是林地占比最大的流域，而草地面积为 0．26 km ，仅为林地面积的 1 /6，是 6 个流域中草地占比最
2
小的。（ 2） 龙滩沟年均降雨量为 386．3 mm，水分稀缺。 草地面积为 6．21 km ，占流域总面积的 38．72%，是林
［25］

地的 1．5 倍，是草地面积最大的流域。 虽然乔木有更好的水土保持能力，但较草地相比有更高的需水量
［8］

在水分如此稀缺的环境下，大面积的种植乔木会导致水分供需失衡

，

，致使流域干旱，因此草地和灌木是当

地水土保持的主要植物措施。从 6 个流域的林灌草组成结构可以看出 ，在不同环境下“适地适树 ”，灵活发挥
各植被特性是植被建设的核心思想 ，在治理上应避免盲目种植大面积的乔木林 。 通过构建健康的生态系统，
维持好植物用水与土壤水分与之间平衡 ，从而获得最好的水土保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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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灌草组成结构

The structure of forest and grass

2
农地主要分布区域为梯田和坝地 。农地面积占比最大的罗玉沟流域，农业用地面积为 32．27 km ，占流域

总面积的 43．3%。罗玉沟南面大面积的缓坡长坡，保水能力强的土壤，良好的地貌条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
基础； 同时罗玉沟充沛的降雨量，日照充足、积温较高，都为当地的果树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气候条件； 经济上，
2
罗玉沟人地矛盾、脱贫发展压力大，因此农地面积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农田面积 18．51 km 、果园面积 13．76

km 2 。相反，经济发展以工矿业为主的六道沟是农地面积占比最小的流域 ，农地面积为 0．47 km 2 ，占总面积的
6．75%。
2
羊圈沟坝地的面积为 0．13 km ，占总面积的 6．14%，是坝地面积占比最大的流域。 羊圈沟农业发展的空

间受到大面积的林草措施挤压，同时严重的水力侵蚀导致沟道下切，选择修建淤地坝来保护沟道、稳固沟坡，
增加可利用地同时能发挥出最好的生态效益 。
主导治理措施类型

3．2

水土保持措施通过增加地表覆盖 、减缓地表径流的产生，固水保土、改善土壤质量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
［26］

能

，
相比自然侵蚀条件下，水土保持措施的应用能改善植被生长状况 ，极大程度的减少水土资源流失，提高
［26-27］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是遏制区域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态势主要手段［7］。
［28］

在生产实践中，将水土保持措施一级类型分为 3 类，即植物措施、工程措施和耕作措施

。 凡是用种植

和培育生物，增加地表覆盖的措施称为植物措施 ； 必须用推土机、挖掘机、或人工修筑建造，而无法用一般耕作
工具在耕作过程中完成的措施称为工程措施 ，如梯田、谷坊等； 凡是用犁地、中耕等耕作工具在耕作过程中完
成的措施称为耕作措施。6 个典型小流域根据自身流域特点，将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适宜的搭配应用 （ 图
4） 。
调查发现，黄土高原的植物措施以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和荒山造林为主，植被措施虽然有更好的水土保持
［29］

效益，但在黄土高原气候条件下要维持高植被盖度是非常困难 ，因此与工程措施的搭配至关重要

。 在流域

进行生态恢复的前期，工程措施能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先行的水保功能 ，创造植物生长的环境，保障其正常发挥
［26，30］

水土保持作用

。黄土高原坡面水土流失治理主要工程措施包括梯田 、水平阶、水平沟（ 表 3） 。

6 个流域梯田面积占总流域面积的 20．7%。梯田的修建为发展农业
梯田是最为常见的工程措施（ 图 5） ，
［29，
31］

提供了优质的耕作环境，是调节区域生态压力和发展压力的重要措施

。 罗玉沟是 6 流域中梯田面积占

2
2
比最大的流域，占流域总面积的 58．35%，其梯田一般用作农地和果园地，各占 18．5 km 和 13．8 km 。 梯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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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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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典型小流域水土保持措施类型和分布

Types and distribu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in typical small watersheds of the Loess Plateau

比最小的是有煤矿开发的六道沟流域 ，面积占比仅占 4．63%。 野外实地调查发现，梯田能快捷的协助小流域
经营模式的调整，如用于解决因退耕还林后人均耕地减少的问题以及坡耕地水土流失导致的土地生产力下降
的问题。

图5
Fig．5

调查小流域中的梯田措施
Terrace in small watersh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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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措施的布设位置
生产实践中流域治理措施的布设与地形地势关系密切 ，与坡度关系尤其密切（ 图 6） 。水平阶、水平沟、鱼

鳞坑等措施布设坡位较靠上、坡度偏高，能够减少工程量，发挥其最佳效果。 水平阶通常用于配合植树造林，
树种以油松、刺槐为主，多分布在 10—20° 坡度之间，布设于在土层较厚、坡度较大的坡面。 水平沟的布设更
加灵活，运用形式更加多样，通常布设于在方便施工的坡度 （ 15—25°） ，以配合灌木和草本种植，能有效消减
坡面径流，创造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壤条件，树种上多为沙棘、柠条等，草本以当地优势种为主。鱼鳞坑，因其土
方量少、施工简单、适用灵活的优点，适用于坡度在 25° 以上或坡面破碎、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 梯田多位于
平均坡度在 10—15° 之间的缓坡位和中下部坡位，多分布于沟道两侧和村庄附近，常配置地埂防护林用作耕
地和果园。水土保持林的配置多在风蚀较弱 、水分条件较好的缓坡和沟坡。 沟道治理以谷坊、淤地坝等拦蓄
措施，配合沟道防护林为主，用以减缓沟坡沟道的侵蚀，增强流域水土资源的利用。

图6
Fig．6

4

6 流域措施平均高程坡度

The average elevation and average slope of the major measures

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水土流失治理模式，是流域在应对生态系统破坏和退化 ，并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治理思想、方法和技术的

集成，是生态需求和经济需求相互协调作用后的产物 ，是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体系在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的高维体现。通过对小流域的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进行系统分析和调查 ，结合小流域的水土流失
治理措施体系，总结了以下 6 种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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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治沟造地模式
陕西延安羊圈沟流域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治沟造地模式 。 流域地处退耕还林示范市，林地面积

（ 1．53 km 2 ） 占流域总面积的 72．24%，退耕力度大。 流域植树造林工程推进导致林地面积急速增多，草地、耕
［32］

地的面积减少

。因此为了解决因退耕还林后耕地面积减少的问题 ，流域开始推广治沟造地工程，坝地建设

面积已达流域总面积的 6．14%，有效了增加耕作方便的高标准农田面积 ，实行退耕、林、田、坝、路、渠、排水、产
业的综合开发。
［33］
模式按照“山上退耕还林、山下治沟造地”的空间布局立体整治 。梁顶上以耐旱的灌木和乔木种如柠

条、沙棘、侧柏等构建防护林，为保证造林存活率选择搭配鱼鳞坑、水平阶等整地措施。 坡面治理以全坡面生
态恢复为主，构建植被防护体系，在陡峭、破碎的坡面形成规模种植草、灌，以加固坡面； 在坡度较缓、连贯的坡
面开展水平阶造林，充分发挥乔木优秀的保水固土能力 。25° 以上的坡耕地进行全面退耕，作为代替在人口聚
集处密集处发展梯田农业。
沟道中构建坝地系统，层层拦蓄防控。充分发挥淤地坝优秀的拦蓄能力，对水沙资源进行利用造地。 为
稳固边坡，增加耕地面积，在主沟道两侧以及特殊陡峭部位采取分级削坡填沟 。同时构建防洪系统，增强区域
的抗洪能力，主要通过在沟道中修建排洪渠、溢洪道，边坡修建截排水沟，用以协调提升流域治理措施拦、蓄、
排、灌的能力，实现坝地农业的高产稳产。
该模式适用于以农业开发为主、拥有良好治理基础的流域，模式以解决生态修复中出现的人地矛盾为核
心，是“两山精神”的体现。模式既包含对生态建设成果的保护，又保证农业用地面积，同时平阔肥沃的坝地
种植能减少农民支出，使得该模式的实施推广得到农民的理解支持 ，是新时代脱贫攻坚和生态建设等要求指
导下的成功经验。
4．2

风蚀水蚀交错区防蚀固沙模式
六道沟流域位于晋陕蒙风蚀水蚀交错带的强烈侵蚀中心区 ，是典型的盖沙黄土丘陵地貌，草地沙化、土壤
［34］

95% 以上的男性劳动力都投入到煤炭产业中
退化严重。因其矿产丰富，

，产业变更深刻影响了流域内治理

方式和土地利用结构。
20 世纪 60 年代，流域开始推动农业耕作条件的改善 ，经历“三北防护林”建设后，一些研究者认为应控制
［34-35］

流域内乔木数量

； 在村民支持退耕还林、工矿业高红利的大背景下，流域内耕地面积开始快速减少、林草

面积迅速增加，逐渐形成强调建造植被、优化植被结构和优化农田结构来高产稳产的治理思路 。 治理上以防
治水蚀风蚀为中心，配合工矿业开发，为区域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在流域风蚀水蚀逆境下，流植被
［35］

建造的主要矛盾是干旱缺水

，因此流域植物措施以灌草为主，减少使用高耗水的乔木，形成了植被建造面

36．84% 为草地、
16．79% 为乔木的格局。
积中 28．85% 为灌木、
坡面植被防护体系构建上，在撂荒地、退化草地上以水平沟种植草灌为主，采用灌、草间作增加地表覆盖
率； 在坡度较缓、连续的坡面兴修梯田，但因人口减少和从农意愿降低，控制梯田面积，仅保留条件较好、离村
庄较近的梯田发展农业，其余皆优化为生态恢复，优化面积占梯田总面积的 43．75%。盖沙区治理上在水分条
件较好、地势平坦的区域构建密度适中的防风固沙林 ； 在水分较差、坡度较大的区域采取沙障固定。开发区治
理主要以矿区恢复和园区绿化为主 ，重点是加强对工矿开发、环境保护的法制管理。 沟道治理主要是建设塘
坝和淤地坝，合理搭配上沟道防护林，通过坝地高效农业的构建，既促进坡面耕地的退耕，减少梯田的管理支
出，又积极适应了区域劳动力变化趋势 。
依靠先天煤炭资源优势，六道沟小流域发展了高红利的煤矿业 ，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因此农民这一主体
对当地生态建设的热情减少，导致精细化的果树管理、梯田种植、措施维护和后续配套保障体系实施的投入变
少。该模式形成了依靠植被建设构建防灾减灾 、防风固沙体系的治理思路，沟道中的冲蚀防治技术应用和淤
地坝布设，提供了高效的坝地农田，在满足当地生态安全建设的同时满足当地基本的粮食需求 。 流域因发展
矿业，劳动力转移，导致需要精细化管理的梯田等水土保持措施粗放化 ，但该模式注重以治理促发展，以发展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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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治理的流域发展方向，有效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4．3

生态经济友好型水土保持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从 1973 年开始，为应对人口增长、无节制开垦带来生态环境严重的破坏 ，流域内通过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36］

经历开始—平稳—良性发展等三个阶段，先后满足流域居民生存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 流域治理从仅注重

［37-38］

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向构建生态经 济 的 良 性 发 展 转 变

，农 林 牧 结 构 从 1991 年 的 1 ∶ 2． 5 ∶ 0． 8、2008 年

1 ∶6．0 ∶4．3演变到现在的 1∶5．2∶2．2。治理上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养殖业、
果业等逐渐减弱农业需求压力； 调整耕地结构发展梯田、坝地来提高农业资源生产能力，发展经济和治理环境
两手抓，促进流域农业经济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有机统一 。
该治理模式主要包含农林复合发展和生态防护体系构建 。农林复合发展体系的构建是以村庄为辐射核
心，修建水窖、排水渠等小型水利措施发展庭院经济 。在环村庄的缓坡上修建梯田营造高效农业 ，同时在梯田
周围构建水平沟灌草防护林，形成农林间作体系。流域以水热资源配置合理利用、强化降雨的就地入渗为核
心，优化农林果业的布局； 通过优化道路系统，促进农、林、畜牧养殖的多元产业发展。 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加
强经济林管理和管护，保证果品产量质量。
生态防护体系是通过措施布设构建以生态修复为主的治理体系 ，布设区域在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区域，
主要是难以发展农业、远离村庄的区域。远离村庄的流域上游和下游位置，以植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为辅，
对区域进行全面生态修复。在缓坡地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在大于 25° 的坡面、上坡位构建水土保持林，退化严
重的区域使用整地措施种植草灌 。
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生态修复和发展经济两手抓。流域内部耕地结构的调整
有效提高了农业资源生产能力。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发展果业、养殖业等多元产业，使各类农副产品
不仅可以满足流域内农民需求，还有一部分富余能用作社会商品，可以提高农户的收入。流域经过治理后，各
项措施用地比较合理，形成了通过协调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 ，促进流域农业经济系统、农业生态系统有机统一
的模式。
4．4

黄土高塬“三大体系”多元发展治理模式
南小河沟流域是典型的黄土高塬沟壑区 ，土壤侵蚀导致塬区面积的萎缩是其主要治理问题。 经过 60 多

年的水土流失治理，流域治理从单纯水土流失治理变化到治理与开发相结合发展 ，形成了构建多层次稳固体
系，以服务塬区发展、保护塬区面积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塬区治理、沟坡治理和沟道治理治理体系称为流域的“三大体系 ”，流域治理上三大体系互相支撑、互相
［39］

影响，目的是减少径流线从上往下的流动

。

塬区治理体系以减少径流产生和下泄为核心 ，形成路、田、林拦蓄体系。 通过种植道路防护林、农田防护
林来构建塬区防护林网带； 依靠建设水渠、水窖、涝池，构建塬区径流调控体系，在塬面缘上构建植物地埂，加
强对塬面径流拦截。
沟坡治理主要通过水平沟、水平阶等整地措施，集水造林种草，配合耐旱牧草、护坡林的种植稳固坡面，加
强降雨的就地入渗； 沟道治理通过修建谷坊、淤地坝拦沙淤地，搭配沟道防护林，抬高侵蚀基准线，加固沟坡。
三个体系互相配合，为相邻体系的水土保持提供基础。
该治理模式实现了环境、粮食、旅游、教育、文化的多元发展。 治理后在塬区发展农业、果业，沟道修建水
库发展渔业，把握流域良好的水、林环境资源开发旅游业。生态旅游的发展能为流域治理注入血液 ，使创收与
治理兼顾，改变流域治理只投入的现象。景区与科技示范园的积极建设，有力推动当地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 。
4．5

梯田特色果业开发模式
模式来源罗玉沟流域，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人口密度大、贫困人口多是流域内一大问题，该流域

1986 年的人口为 16066 人，
2004 年增长到 19019 人，年增长率为 0．83%，同时人口增长伴随生态修复工程的
1986 年到 2002 年间，人均耕地从 0．33 hm 2 减少到 0．24 hm 2 ，年减少率达 6．25%［40-41］。 小流域治理前基
实施，
http： / / www．ecologica．cn

生

6410

态

学

报

41 卷

本属于掠夺式经营，为解决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避免无节制的开垦导致的环境退化，缓解流域人地间的矛
盾，流域采用以梯田利用为主的特色果业开发模式 ，有效的使流域内低值林草农向更高值的果蔬转移 ，平衡区
域内农民脱贫致富与生态建设两方面的需求 。
治理上梁、坡、沟综合治理，层次分明，大力发展果业。梁上构建生态防护林，防治梁面水蚀风蚀，有效减
少水沙下泄，从而为流域内果园等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通过对缓坡坡面梯田化 （ 梯田化面积为
43．4 km 2 ，占流域总面积 58．35%） ，加强降雨就地入渗，拦蓄径流，同时高效利用雨水资源集雨灌溉，为发展果
园产业提供优质的水肥条件和生长环境 。流域气候适中、光照时间长，是黄土高原最适合发展果树种植的区
域之一，通过营造梯田种植体系，构建了大樱桃、苹果、核桃等特色林果基地。 种植措施上利用起垄覆膜 （ 地
布） 、果实套袋、合理间作套种、抗旱保墒、病虫害综合防控、改良土壤等高新技术，提高产果质量和经济收入；
开发措施上优化产业结构、培养专业团队、建立高新示范园区，为流域的果业发展创造完善的治理 —种植—经
营销售链。
流域沟道比降较大、深切狭窄，在沟道治理上选择防治效果较好、工程量较小的中小型拦蓄工程，同时在
沟头、沟道两侧、沟底种植沟道防护林，结合植物措施控制沟头前进、沟岸扩张和沟道下切。
模式能有效改善流域经济收入，为解决流域人地矛盾，提供了开发和治理思路。 通过积极发展特色经果
业的开发思路，贯彻“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综合利用，为农业生产服务 ”的思想，把水土流失治理、改善生态环
［42］

境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提高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利用梯田优秀的拦蓄能力，充分利用水土资源创收。 治

理思路上护梁、保坡、固沟并行，梁顶、沟道等在不适宜进行开发的部位营造生态防护林 ，坡面构建梯田为主的
坡耕地改造，保水保土，在人类发展空间和生态修复和之间创造平衡 。
半干旱半贫困水土资源高效利用模式

4．6

流域属于半干旱黄土丘陵区，降水较少，蒸发强烈，水资源短缺是该地区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最主要制约
［35，
43］

因子

。在陇中地区脆弱生态环境下形成的旱作文明是该地区农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 、基础性产业和
［44］

支柱性产业

。土地是流域内农民的零成本资产，也是流域内农民稳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但

流域人口增长与过度开垦问题、严酷的自然条件、极端脆弱的生态环境，都导致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生
产力下降，使以农耕为基础产业的流域进入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在退耕还林等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后，流
域内人均耕地面积又面临减少的问题 。因此为了满足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缓解人口增长压力的双重要求，
该治理模式以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为核心 ，通过对自然降雨的科学管理缓解流域干旱 ，采用集雨节灌使自然降
雨就地入渗，减少水土流失，从而改善流域内生态、农业环境。
流域治理主要以坡面和村庄道路治理为主 。 坡面的治理上，对坡度 25° 以上的区域，进行全面的退耕还
2
林还草。在荒芜沟坡区，修建构造鱼鳞坑、水平沟、水平阶等工程整地措施共计 3．99 km ，占到流域总面积的

24．8%，结合植物措施构建蓄水固土为主要目的的水土保持体系 。 以当地实际水分条件出发，在坡度较大的
区域，采取水平沟、水平阶等工程措施整地，营造以灌木为主的灌草间作，改善土壤水分和养分条件，为坡面的
稳固防护体系建立提供基础； 在坡度较缓的区域，配合整地措施，种植密度适中的油松、山杏等优势抗旱植物
2
种。农田区建设以坡改梯为核心，全面改造坡耕地为梯田，流域内梯田面积已达 6．18 km ，占流域总面积的

36．49%，梯田化程度达到 96．5%。同时将粮食地膜种植等旱作农业适用技术进行推广 ，配套抗旱集雨节灌工
程，建立“两高一优”（ 高产、高效、优质） 农业，将当地农业生产从广种薄收向少种高产多收发展，解决当地贫
［45］

困问题

。在村庄道路等的治理上，通过修建排水渠、涝池、水窖等集水蓄水措施来拦蓄降水，解决人畜用水

与农田灌溉，发展庭院经济，充分高效的利用该区域的水资源。
类似龙滩沟这样以农业产业为主要支柱 、半干旱半贫困的流域，发展转型困难。 在当前我国对区域脱贫
攻坚的要求下，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充分改善当地农业的生态环境、缓减人地矛盾是发展流域农业经
济的首要问题。该模式通过构建水资源高效利用体系 ，深入发掘流域的自然资源潜力，采取主动抗旱、以水治
旱、高效利用的治理思想，积极发展高效高产的可持续农业。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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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形成机制
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形成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共同驱动 ，具有长期性和复杂

性。因此确定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是开展流域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
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模式需要综合考虑整体和局部 、生态和经济、长期和短期、个人和集体等问题，由流
域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经济状况共同决定，具有明显区域自然资源特色和显著的阶段性 。因此流域的治理模
式是一个动态的治理过程，会随着流域的治理需求和文化经济发展方向的变化而变化 ，在治理过程中对治理
措施配置进行适当的调整，对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空间配置、生态可持续发展方案进行逐渐的细化 （ 图 7） 。
立足于流域地理区位条件，从国家生态建设理念、当地政府以及流域所在人民实际需求出发 ，将流域水土流失
治理、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来确定流域发展的主导方向 ，包括保护为主、保护与开发兼顾、
开发为主等不同类型。充分考虑流域气候、地形、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条件，尤其是水土流失治理现状，诊断
当前所存在主导性生态环境问题和主要生态 、社会经济需求。以流域空间分区为基础，确定各分区功能定位
和水土流失治理方向，确定与之对应的治理措施，形成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图7
Fig．7

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形成框架

The formation framework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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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比较

5．1

黄土高原不同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存在众多共同点 ，这是由于相似的自然地理特征和生态环境问题
所决定的。从出发点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终极目的都是改善环境 ，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
环境，从而改善人类生存和发展空间。从治理技术上，径流调控都是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核心 ，都是通过林草
［5，
10-12］

措施和工程措施相互配合来改善生态环境的技术手段

，工程措施主要以梯田、淤地坝发展经济［33，37］。

措施的布设上都是以村庄为中心向外辐射 ，靠近村庄的多布设为交互型措施，例如梯田、经济林； 远离村庄的
为恢复型，例如封禁、生态林。
［11，
29］

但在不同的小流域环境下，水土流失治理模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其治理模式存在差异性

。 治理技

术上，降雨多少区分了水土保持工作中流域径流调控的内涵 ，降雨较为充沛的流域强调蓄水、保土更多，降雨
少的流域更加强调水资源调控和保水 。在目的上，根据当地环境构建不同的特色发展方向，不同流域细分为
不同需求，例如水土流失治理型、山地灾害防护型、经济开发型等，治理上各有重心。
5．1．1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相似性

在水土流失治理上，黄土高原上不同流域存在着众多相同点，这是由水土流失治理以人为本的本质决
定的。
从出发点来看，黄土高原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有个两目的 。一是修复由于人类不合理活动导致的自然环境
的破坏，例如大面积的、不合理的土地开垦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导致农业生产基础缺失，迫使流域发展陷入
越垦越穷的怪圈； 二是流域治理是为区域的发展和生产建设服务，贯彻“两山 ”精神，治山、水同时也要治穷。
总的来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终极目的是改善生态环境 ，从而改善人类的生存发展空间。
从指导思想上看来，黄土高原的流域治理都遵循因地制宜 、因害设防的总体方针。 将流域视为整体进行
规划，强调山水林田湖草统筹，综合、集中、连续治理，预防与治理并重。 流域建设发展始终秉持可持续发展、
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治理上都严格遵循生态科学的思想指导 ，以径流调控、水量平衡等科学理论作
为支撑。
从流域治理技术体系上，径流调控都是各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中心 ，通过植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的搭配，来
改善生态环境，协调生态环境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 。黄土高原小流域治理在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搭配都是
相似的，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草灌先行、坡沟皆治； 植物措施，一般会配合鱼鳞坑、水平阶、水平沟等整
地措施实施； 工程措施以梯田、淤地坝等拦蓄措施为主，提高作物产量、缓解区域人地压力的同时对流域生态
修复做出了巨大贡献。措施布置具有相似的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 ，垂直结构上以流域为整体，根据地形地貌
特点，从山顶到沟底配套相应的植物、工程和耕作措施； 水平结构上以村庄为中心辐射，例如梯田、经济林等需
要人类活动参与的交互型措施布设在村庄周围 ，恢复型措施如封禁、生态林等远离村庄布设，措施布设上形成
一个完整的治理技术体系。
5．1．2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差异性

黄土高原不同的流域环境下，水土流失治理模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 根据不同小流域的生态环境现状、
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流域有不同的生态系统健康问题和生态系统退化驱动力 。治理模式按照流域
治理目的可大致分为生态型小流域 、经济型小流域和综合型小流域。
（ 1） 生态型小流域
生态型小流域主要以治理为主，在治理上侧重满足流域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其水土流失治理技术体系多
以植物措施为主导。流域在进行综合治理后，粮食产出和经济发展能基本满足流域内农民的需要，人类活动
对流域的生态环境扰动变小。例如羊圈沟流域，进行良好的生态治理后，林地面积已占流域总面积 72．24%，
农民的生活生产已变为流域内和谐的一部分 。生态型小流域的基本特征是有较高的植被覆盖率 ，以服务生态
建设为主指导土地利用，治理上注重流域的生态效益。
（ 2） 经济型小流域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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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型小流域，是指在流域的综合治理上偏重于配合和支持区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 ，以梯田、耕作措施等
治理措施的建设为主，提高土地生产力，使流域内的产出不仅能满足流域的内部经济需求 ，还能以市场交换转
变的形式为社会商品。例如罗玉沟流域通过兴建果园，流域内农民的年净收入从 2000 年的 831 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1205 元，仅通过种植美国大樱桃年收入就达 8000 多万元［41］。该类型流域基本特征是依托梯田、淤
地坝等工程措施的建设，能提高土地生产力，拥有较发达道路系统，植被覆盖率相对较低。
（ 3） 综合型小流域
综合型小流域的主要特征是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流域内农副产品的产出，不仅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还有一定的富余可以用作社会商品 ，流域经过治理后各项措施用地和分布比较合理 。 以纸坊沟流域为例，以
耕地结构调整为手段来提高农业资源的生产能力 ，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多元发展农业、果业、养殖业等产业，
协调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促进农业经济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有机统一 。
自然条件对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影响

5．2
5．2．1

气象水文的影响

水土资源作为水土保持中的主体 ，是自然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治理和保护的行为模式被气候条
［7，
14］

件深刻影响

。水土流失治理则是通过对可控因素的改造 ，去适应无法显著改变的自然因素（ 如降水、温度

等气象因素） ，来满足区域治理和发展需求。通过比较 6 个流域水土保持措施种类、数量关系发现，降水量深
刻影响着植物措施的结构种类和数量关系 ，降水量充沛的流域会优先使用高耗水但水保效益更高的乔木 ，其
［39，
41］

。 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的结合就是通过改造地形，适应无法显著

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这一现象
［26，
29，
32］

改变因素

，通过发挥梯田、水平阶、水平沟、鱼鳞坑等的拦蓄能力，确保植物措施能正常的发挥其水土

保持效益。
降水影响着植被措施的组成结构 。植被措施中乔灌草比例结构随着降水量的变化而变化 ，降水量越充沛
的流域，乔木比例更高。选择高耗水的乔木在水分条件好的地方建设植被 ，相比灌草，能发挥出更良好的土壤
和小气候改良能力，例如年均降水量较高的和纸坊沟流域 （ 548．7 mm） 和羊圈沟流域 （ 535 mm） ，林、灌、草比
5．6∶0．6∶3．8； 而在降水稀少的流域，草地通过更低的耗水来改变下垫面环境 ，保护水土资源，充
例分别为 4∶2∶4、
分体现“因地制宜”的治理思想，年均降水量较低的六道沟流域 （ 437．4 mm） 、龙滩沟流域 （ 386．3 mm） ，林、灌、
1∶3∶6，其灌草占比明显更高。 退耕还林工程后，罗玉沟流域由于林地面积变多，导
草比例分别为 2．1∶3．6∶4．3、
3
3
［41］
致平均径流量从 0．96 m / s 下降到 0．88 m / s ，反映了治理措施的选择应遵循水量平衡原理 ，若不考虑流域

实际情况选择植物措施，很可能会导致植物的需水大于流域的供给 。
［46］
温度深刻影响区域农业生产方式 。根据 Xiao 等 的分区，调查的 6 个小流域中，羊圈沟、纸坊沟、南小

河沟和罗玉沟处于黄土高原的高温多雨区 ，六道沟、龙滩沟处于低温多雨区。 高温区较高的温度会使植物内
部的化学反应加快，植被的生长季更长； 低温多雨区海拔高，植被因为更低的气温导致植被生长季较短，植被
盖度的增加较为困难。 日照时间长、温度较高的流域，以罗玉沟流域和纸坊沟流域为例，其年均温分别是
10．7℃ 和 8．8℃ ，良好的温度条件为流域种植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流域可以构建梯田农地来优先发展果业、
农业等。同时温度也是流域内措施布设的影响因素之一 ，罗玉沟在东坡的果园面积，占流域总面积百分比从
6．98% 变化至 30．00%，和其它坡向相比有大幅度提升，这是由于在果园建设中，向阳面的东坡可以为果树提供
［41］

更长的光照时间，从而使果园高质增产
5．2．2

。

地形地貌的影响

针对不同地貌位置水土流失特点布设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 。在坡顶等水分条件较差的部位，风蚀水蚀更
为严重，该部位会优先构建方便施工的工程整地措施 ，例如使用水平阶构造防护林带，能有效拦蓄降雨，缓解
径流对坡面的冲刷，同时为坡面植物措施的构建创造良好的生长条件 ，有利于水土保持措施长期发挥固土保
水效益。在坡中部位，水分条件、交通条件较好，通过梯田的修建来改变坡中小地形 ，截断坡面的径流线，促进
降雨的就地入渗，从而发展高效稳产的梯田农业； 在进行耕作时利用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同时利用植物措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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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梯田田坎，三位一体蓄水保土、增加降雨入渗、减少水分蒸发。在坡下位水分条件较好，良好的水分条件为
乔木生长提供了保障，可以构建水土保持林等措施。
坡度是退耕还林还草的重要标准 。当坡面平整、坡度平缓（ ≤l5°） 的条件下，可整修缓坡梯田用于发展经
果林，配合防护林带的种植，构建农林复合经营体系。 坡度稍大 （ ＞15°） ，可采用工程整地，利用鱼鳞坑、水平
沟和水平阶等方式，选择种植合适的树种。
在特定退化条件下，根据该区域的治理目的和特殊需求 ，适地适树，因害设防的灵活选择布设手段。例如
六道沟流域的盖沙区治理，采用死沙障对水分条件较差的坡顶部位流沙进行固定 ，在水分条件较好的坡中部
位，选择构建防风固沙林和活沙障的方法 。为防治沙区的扩张，防治现有植被的退化，植物种的选择上以抗干
旱抗贫瘠为主，来改善沙区的土壤环境。
在沟道治理上，对于降水量较大，坡面水蚀和沟道冲刷剧烈的流域，为防治坡面径流对沟道的冲刷，通常
选择建造淤地坝，通过拦蓄泥沙抬高沟道的侵蚀基准面 ，同时对沟坡进行加固，与坡面治理相互配合。类似流
域有羊圈沟、南小河沟等流域。在降雨量稀少、在水土保持措施作用下坡面产流少、防洪压力小的流域，淤地
坝不是最佳选择。如龙滩沟流域，实地调查发现，当地降水稀缺。沟道狭窄呈“U”状，在该流域淤地坝并不能
充分发挥其拦蓄作用，该流域的沟道治理上主要是减少人类活动干扰 、以自然恢复为主。
社会经济对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影响

5．3
5．3．1

水土流失治理受到治理效益的需求影响

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不仅是单一的减少流域水土流失 ，更蕴含着流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流域
［11，
13］

发展需求决定着水土流失的治理方向

。 流域的治理需求各不相同，可分为三个阶段。 基础阶段是在强

烈侵蚀条件下，流域内对生态环境退化的恢复需求 ，该阶段的治理以减少水土流失、防灾减灾、改善生态环境
为主，驱动环境恢复进入良性循环； 第二阶段是在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后 ，将生态和经济建设的双重需求作
为治理的主要方向，治理环境与治理贫困同步进行。水土保持措施配置上建立可交互性强的措施体系，例如
建立防护林-梯田-淤地坝体系。治理上协调生态修复与生存空间的矛盾 ，将治理融入到流域发展，构建“以治
理促发展-发展巩固治理”的良性循环体系。
［15－16］

第三阶段即是当前阶段，对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已经上升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

。 以营造稳固、可

持续的生态系统为目的，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路草的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建设。 把流域的治理
成果辐射到周边区域，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也为流域的维护提供经济来源； 积极宣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
想，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5．3．2

水土流失治理受社会经济条件限制

根本上，水土流失治理是以人为本、为流域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最终使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47］

的一项治理活动，其活动方式深刻受到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影响

。 因此小流域的经济发展需求决

定了水土保持措施的应用情况，不同人口情况、产业结构组成和治理的需求导致水土保持措施的选用 、空间布
［48］

设和结构组成存在差异。措施的布设要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减缓生态恢复和经济发展的冲突

。

对于人口压力大，以治促富需求强烈的流域。在治理模式的结构选择上，既要保障农民安全良好的生产
生活环境，又要调节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避免出现压缩经济发展空间来为流域生态修复提供空
间、或把生态恢复的空间压缩来发展经济的现象 。该类型流域多利用梯田等措施，根据流域情况选择适合的
生产创收方式，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关系改变贫困。以罗玉沟和龙滩沟为例，治理上建设大面积的梯田缓解人
地矛盾和生态经济矛盾。罗玉沟从当地生态环境出发，发展特色经果业，其农地、林地、草地的比例为 5∶2∶1，
以脱贫致富为出发点，措施布设强调生态系统的稳定，例如植物措施以生态林种植为主，为梯田的稳产高产提
供基础； 龙滩沟降雨量少，就业依赖农业，农林草比例为 4∶1∶4。在治理措施上强调集水蓄水，以科学调配流域
内的水资源为核心，植物措施采用灌草，来适应半干旱条件下的流域发展需求 。
对于人口压力中等，拥有多元或支撑性就业结构的流域 ，以良好的经济效益为基础，核心工作是保护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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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治理成果，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例如六道沟流域，流域内高红利的工矿业开发，保障了当地的收
入条件，导致农民对农业的开展热情一般 ，梯田大多退耕。为了预防山地灾害和满足流域内的基本粮食需求 ，
流域治理上大力发展坝地农地高效农业 。纸坊沟流域村庄集中于流域中部，流域内多元发展农、果、畜牧等产
业，依靠生态经济的建设改善当地的收入 ，形成了流域中部村庄为发展圆心，上下游集中治理的结构。
对于人口压力小，经济发展压力小的流域，生态治理上将占据大部分空间。人口较少的羊圈沟流域，其粮
食需求只需要小面积的耕地就能满足 。其治理模式结构上，坡面几乎进行全面的生态恢复，高效的坝地农业
用以解决流域内的农业需求，其农、林、草比例为 1∶6∶1。 南小河沟流域平坦的塬面为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在其治理上以强调保证塬面面积 ，防止其减少为重点。对沟道进行全面治理，为塬面发展服务，建设水
库渔业、坝地农业，同时利用治理成果建设治理示范区和旅游风景区 。
水土流失治理模式以区域政策为指导

5．3．3

在流域的改造过程中，当地农户的参与程度和方式不仅受到农户自身经济条件的影响 ，还受到当地政府
［49］

政策的影响

。就农户受区域政策的影响而言，一些农户不会采用的水土保持技术 ，在政府的组织、宣传、要

求、推广和支持下可能会被农户所采用 ，政策对水保技术的激励、投资和补贴会促使农户改变决策，从而参与
到治理技术的更替中来。以罗玉沟为例，政府政策对农户水土保技术的采用行为有着重要作用 ，在政府未推
行生态修复政策前，流域处于低投入低产出-开垦新地-水土流失加剧-低产的恶性循环中。 政府在 1980 年在
7 年间梯田面积从 11700 hm 2 增长到了 15800 hm 2［50］。2008 年
流域内推行开展大规模的梯田农田建设政策 ，
流域全面开展退耕还林还草工作 ，政策的大力宣传推广得到了农户们的积极响应 ，因此流域内土地利用的结
2
2
构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其中 25° 以上耕地面积由政策实施前的 771．98 hm 减少到了 339．21 hm ，共减少 432．77

hm 2［41］。流域实地调查过程中询问当地农户发现 ，在停止发放退耕还林工程的补贴时，有退耕地被重新开垦
的现象发生。可以看出，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采用行为深刻受到区域政策的影响 。
6

结论
水土流失治理模式，是集成流域内所有水土流失工作治理思想的结晶 ，通过对过去几十年治理效果良好

的 6 个流域的治理技术体系和模式进行总结 ，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水土流失治理和工作提供基础 。
（ 1） 黄土高原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措施深刻受到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 。 植物措施的布设贯
彻“因害设防、因地制宜”思想，遵循当地的水分条件调整植物措施的结构； 工程措施主要以改变地形为目的
的坡面整地工程，包括鱼鳞坑、水平阶、水平沟和梯田等，其中梯田因其能同时发挥优秀的水土保持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是解决生态和经济发展冲突问题的调和剂 。
（ 2） 黄土高原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流域特色。 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在根本上是为了改善
流域的生态条件，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安全、更高收入的生产生活环境，但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各有特色，必须
考虑流域实际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 ，要避免生搬硬套其他流域的成功治理经验 。
（ 3）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新目标 。 随着中国跨入新时代，传统的水土流失治
理模式可能已不适宜未来的发展趋势 。流域治理需求从以往的改善生态环境 、脱贫致富，逐渐向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发展。既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条件的追求 ，又要保障生态的安全可持续发展。这都对黄土高原水土
流失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优化流域内的经济结构，使人这一主体进入小流域治理的可持续性 、良性循环和上
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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