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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整个黄河流域缺乏生态敏感性评价研究，且现有敏感性评价方法

存在一些不足，该研究基于GIS采用改进的方法、对围绕高质量发展界定的黄河流域内的 4种主要生态问题及其综合生态敏感性

进行评价。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主要生态问题依次是土地沙化、土地盐渍化、冻融侵蚀及水土流失，其极敏感性面积分别为

33.54、3.80、2.72和 0.69万 km2，依次占流域总面积的 16.20%、1.84%、1.31%和 0.69%。（2）流域的综合生态敏感性较高，极敏感区面积

为 39.38 万 km2，占流域总面积的 19.02%，集中分布在巴丹吉林、腾格里及乌兰布和沙漠及其周边、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阴山北麓至

浑善达克沙地西部、黑河下游额济纳旗、柴达木盆地周边、青海东南部及邛崃山区。该研究可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一

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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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watershed. The research is lack⁃
ing on the ecological sensitivity evaluation in the whole Yellow River basin. Moreover, the existing sensitivity evaluation
methods have some shortcomings. First, the boundari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re defined for its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rather than simply using the natural boundaries of the basin. Second, the ecological sensitivity of four major ecological
issue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sensitivity with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improved indica⁃
tors or methods based on G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ec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re land
desertification, land salinization, freeze-thaw erosion and water-caused soil erosion in turn. Their extremely sensitive areas
were 335.4, 38.0, 27.2 and 6.9 thousand km2, 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16.20%, 1.84%, 1.31% and 0.69% of the total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turn. The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sensitivity was high in the basin, and the extremely sensitive
area was 393.8 thousand km2, accounting for 19.02% of the total area of the basin, which was mainly caused by land desertifi⁃
cation, concentrating in the Badain Jaran Desert, Tengger Desert, Ulan Buh Desert, and their surrounding regions, the west of
Ordos Plateau, the north foot of Yinshan Mountain to the west of Hunshandak sandy land, Ejina Banner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Heihe River,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Qaidamu Basin, the southeast of Qinghai and Qionglai Mountain. This study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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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 words：ecological sensitivity; freeze-thaw erosion; land desertification; water-caused soil erosion; land salinization;
Yellow River basin

黄河流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极为重要的大河流

域。2019年 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升为国家重大战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流域高质

量发展的必要前提、必然要求和必达目标，特别对生

态本底较差且经济相对落后的黄河流域来说意义更

为重大。

生态敏感性则是被广泛应用的反映区域发生各

种生态环境问题可能性大小的指标[1，2]。在国外，生

态主义园林先驱英国人McHarg于 1969年最先利用

叠图法开展用地适宜性评价，并提出了生态敏感性分

析模型[3]。在国内，欧阳志云等于2000年首次提出生

态敏感性的概念，分析了影响我国主要生态问题敏感

性的因素，并定性地提出了中国生态环境敏感性分区

方案，开创了国内研究生态敏感性的先河[1]。针对黄

河流域陆地生态系统的敏感性评价，前人也已开展

了一定的相关研究（表 1）。王瑞燕等构建了黄河入

海口处的典型生态环境脆弱的垦利县的综合生态敏

感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1986-2001年的综合生态

敏感性开展评价[4]。孙苑苑等发展了针对黄河三角

洲自然保护区综合生态敏感性的评价模型[5]。刘耀

龙等针对黄河靖南峡-黑山峡河段存在的突出的生

态问题类型，分别构建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土地盐

渍化及综合敏感性的评价方法，并对单一及综合的

生态敏感性进行评价[6]。李建军等提出了针对黄土

高原万荣县的水土流失、生物生境、地质灾害及综合

敏感性评价方法[7]。温煜华等则选取黄河上游重要水

源补给区为研究区，针对性地构建了其土地沙化、水

土流失、土地盐渍化及综合敏感性的评估模型[8]。由

上可知，现有研究的研究区域已涉及到黄河上游[6，8]、

中游[7]及下游[4，5]的局地地区，敏感性评价指标包括土

地沙化[6，8]、水土流失[6，8]、土地盐渍化[6，8]、生物生境及地

质灾害敏感性[7]，及综合敏感性等[4，5，7]。前人研究为开

展黄河流域生态敏感性评价及保护其生态环境奠定

了重要基础。

表1 黄河流域陆地生态系统生态敏感性评价的代表性研究
Table 1 Representative studies on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sensitivity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研究区

黄河三角洲垦利县

黄河靖南峡-黑山峡河段

黄土高原万荣县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

黄河上游重要水源补给区

敏感性指标

综合敏感性

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土地盐渍化及综合敏感性

水土流失、生物生境、地质灾害及综合敏感性

综合敏感性

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土地盐渍化及综合敏感性

参考文献

王瑞燕等，2009[4]

刘耀龙等，2009[6]

李建军等，2014[7]

孙苑苑等，2017[5]

温煜华等，2019[8]

但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从研究内容上，

缺乏对整个黄河流域的主要生态问题（如冻融侵蚀、

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土地盐渍化等）的敏感性及其综

合的敏感性评价研究。此外，虽然前人在生态敏感性

评价方法上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冻融侵蚀敏感性评估时基本都利用气温年较差来

反映温度变化对冻融侵蚀的影响[9-11]，但地表温度与

冻融过程的关系更密切，气温和地表温度虽然是密切

相关的，但并不等同，且由于气象站点数量稀少而只

能利用多元回归法推算出的气温场数据的精度会受

到一定限制；前人采用地表高程来指示最低气温对冻

融侵蚀的影响[12]，但这一方面难以克服基于气象台站

数据推演气温时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忽略了坡度、植

被覆盖等因素对气温的影响；现有敏感性评价大多利

用夏季时的植被覆盖度[5，8，13]，但这忽略了北方非常绿

植被的季节变化；现有敏感性评价时的降水量场数据

基本都是简单运用GIS中插值方法生成的[11，12，14]，但这

些插值方法并不是专门针对气象要素进行研发的，因

此使得插值结果存有较大的误差；水土流失敏感性评

价时不宜采用考虑各因素权重的综合评估法[6，8，10]，可

考虑借用通用水土流失方程法准确量化水土流失情

况以避免权重确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冻融和水土流

失敏感性评价时忽略了人类保护因子的作用[9，12，13]；土

壤盐渍化敏感性评价时所需的地下水矿化度、地下

水水位数据等不易获取且多为点位数据[6，8，15]；基于多

个影响因素虽可直接有效评估出综合敏感性，但难以

准确解释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类型等[4，5，16]。对此，本研

究采用改进的方法对黄河流域陆地生态系统 4种典

型生态问题，含土地沙化、冻融侵蚀、水土流失和土

地盐渍化的敏感性，及综合生态敏感性开展评价，以

揭示当今黄河流域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的空间分布

及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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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研究区

围绕黄河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考虑到沿黄地区社

会经济联系的密切性及黄河下游多地上悬河的特殊

性，本研究将黄河干、支流所流经的地市及下游的河

南、山东全省作为黄河流域范围[17]，见图1。

生态敏感性类型

土地沙化

冻融侵蚀

水土流失

土地盐渍化

综合生态敏感性

评价指标

湿润指数、起沙风天数、年均植被覆盖度、
土壤质地类型

地表温度年较差、年最低气温、年降水量、
年均植被覆盖度、坡度、水土保持措施

降水侵蚀力、土壤可侵蚀度、植被覆盖与
管理因子、水土保持措施

土壤电导率

上述4种生态问题的敏感性等级

评价方法

按既定标准对各指标进行分级赋值，利用加权法计算敏感性得分，
按既定标准确定敏感性等级

基于极差法对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利用加权法计算敏感性得分，
按自然断裂法确定敏感性等级

利用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计算出实际的土壤流失量，按自然
断裂法确定敏感性等级

按自然断裂法确定敏感性等级

最大值合成法

表2 黄河流域陆地生态系统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和方法
Table 2 Assessment indicators and methods for the ecological sensitivity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1.1.2 数据

遥感数据包括在MODIS官网上下载的 2014年 1
月-2018年12月 的Aqua/MODIS 8 d合成的地表温度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数据（MYD21A2）及

植被指数数据（MYD13A3），2014-2018年的土地利用

数据（MCD12Q1），及在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

心获取的2018年中国土地利用数据，及中国全境的数

字高程数据。除MCD12Q1及数字高程数据的空间分

辨率分别为500 和250 m外，其余均为1 km。在中国

气象数据共享网上获取数据连续无缺失的中国699个
台站的 2014年 1月-2018年 12月风速日值数据及降

水月值数据，及在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获取

中国的多年湿润指数数据[18]。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的1∶100万土壤数据获取自中科院西部环境与生态科

学数据中心。

1.2 方法

本研究对黄河流域典型陆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敏感

性开展评价，不包含2014-2018年中土地利用类型为

水域、永久性湿地或被淹没的沼泽地、永久性冰雪、城

区或建成区或无法被识别的类别。具体方法如下。

参照前人研究，采用环境保护部制定的《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中的方法[19，20]，本研究选用湿润

指数、起沙风天数、植被覆盖度及土壤质地类型对土

地沙化敏感性进行评估，见表 2。利用湿润指数将中

国分为干旱、半干旱、干半湿润、湿半湿润和湿润及以

上5个级别[18]。全国范围内的起沙风天数是基于台站

数据利用克里金法插值而成的[19，20]，参与插值的站点

数量为12个，半变异函数为环状模型[21]。植被覆盖度

是利用多年平均增强型植被指数的2%及98%分位数

进行归一化得出的。土壤质地类型的划分方法及其

与起沙风天数、植被覆盖度3个指标的分级方法同前

人研究[20]。最后，将分级后的4个指标分别赋值，综合

计算出土地沙化的敏感性指数，并将其分为不敏感、

轻度、中度、高度及极度敏感5个等级[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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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前人研究[9，12，20，22]，冻融侵蚀敏感性指数是

基于归一化的 LST年较差、年最低气温、年降水量、

植被覆盖度及坡度因子利用加权平均法计算（表 2），

其权重参照文献依次被设置为 0.25、0.21、0.14、0.10
和 0.30[12]。年降水量是利用Anusplin 4.4插值而获得

的。此外，本文还考虑了水土保持措施因子对冻融侵

蚀的影响。参考前人研究[23，24]，将坡度<10°的水田、

旱地、坡度位于 10~25°、25~45°、>45°的农田的水土

保持措施因子分别赋值为 0.2、0.5、0.6、0.8和 1。从

全国范围内的冻融侵蚀敏感性指数结果中仅保留

位于基于经纬度及高程界定的冻融区范围内的且

最高 LST>0 ℃的栅格[25]，并利用自然断裂法将其分

为轻、中、高及极度敏感4个等级，剩余的区域均为不

敏感区。

水土流失敏感性是利用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

程计算出实际的土壤流失量并运用自然断裂法将其

分为5个敏感性等级，见表2。其中，降水侵蚀力因子

是基于Anusplin 4.4 插值后的降水场月值数据计算

的[26]；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是基于植被覆盖度计算

的[27]；土壤可侵蚀因子的计算方法参见《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技术指南》；水土保持措施因子的设定方法同

上文中冻融侵蚀敏感性的评价[23，24]。土地盐渍化敏感

性是直接基于土壤电导率利用自然断裂法分级得出

的[20]，见表 2。综合生态敏感性被定义为上述各生态

问题敏感性中等级最高的类别，见表2。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一生态问题的生态敏感性

2.1.1 土地沙化敏感性

土地沙化是黄河流域最严重的生态问题，其中极

度、高度、中度、轻度敏感的区域面积分别为 33.54、
56.73、85.52、31.28 万 km2，依次占流域总面积的

16.20%、27.40%、41.30%和15.10%，不存在不敏感的区

域，见图2（a）和表3。其中，极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巴丹

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及其周边、鄂

尔多斯高原西部及其周边、阴山北麓至浑善达克沙

地西部、黑河下游的额济纳旗及柴达木盆地周边地

区。高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与前者邻近的流域内的

西北部地区。中度敏感区广泛分布于山西、陕西中部、

青海南部、山东、豫北、甘南、四川阿坝州等地区。轻

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豫中南、陕南、四川阿坝州、青海

湖北部等地区。

2.1.2 冻融侵蚀敏感性

冻融侵蚀的极度、高度、中度、轻度及不敏感的区域

面积分别为 2.72、11.89、21.18、13.15和 158.12万 km2，

依次占流域总面积的 1.31%、5.74%、10.23%、6.35%和

76.36%，见图2（b）和表3。其中，极度及高度敏感集中

分布在唐古拉山区、巴颜喀拉山原区、昆仑山区、阿尼

玛卿山西段、祁连山不少地区、及邛崃山和岷山的部分

地区等。中度和轻度敏感区集中分布在青海省除柴达

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和青海湖东部和南部地区以外

的地区，及四川阿坝州川西高原上的局地地区。

2.1.3 水土流失敏感性

当今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已显著改善，极度、高

度、中度、轻度及不敏感的区域面积分别为0.69、2.09、
8.03、29.88和166.36万km2，依次占流域总面积的0.33%、

1.01%、3.88%、14.43%和 80.34%，见图 2（c）和表 3。其

中，极度及高度敏感区集中分布在邛崃山区；中度敏

感区集中分布在阿坝州及甘肃南侧的一些区域；轻度

敏感区较为广泛地分布在青海、四川阿坝、甘肃和陕

西南部、山西、豫西及鲁中南的山区。

2.1.4 土地盐渍化敏感性

土地盐渍化的极度、高度、中度、轻度及不敏感的区

域面积分别为 3.80、2.04、5.29、12.87和 183.06万 km2，

依次占流域总面积的 1.84%、0.98%、2.56%、6.22% 和

88.41%，见图2（d）和表3。其中，极度及高度敏感区集

中分布在柴达木盆地、巴丹吉林沙漠局地及河套平原

西部地区；中度敏感区集中分布在内蒙古西部阿拉善

盟的西北部及柴达木盆地的外围地区；轻度敏感区在

内蒙古的不少地区、青海和甘肃交界的一些地区、豫

南平原及黄河三角洲的一些地区。

2.2 综合生态敏感性

流域的综合生态敏感性较高，其中极度、高度、中

度、轻度敏感的区域面积分别为 39.38、63.22、79.25、
25.21万 km2，依次占流域总面积的 19.02%、30.53%、

38.28%、12.18%，不存在不敏感的区域，见图 2（e）和

表 3。流域的综合生态极敏感区主要为土地沙化极

敏感区外加青海东南部地区及邛崃山区。面积超过

1万 km2的极敏感地块主要有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

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及其周边、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及

其周边、阴山北麓至浑善达克沙地西部、黑河下游的

额济纳旗的土地沙化区，及柴达木周边的土地沙化

或土地盐渍化区。高度综合生态敏感区范围主要为

土地沙化高敏感区，另加少量面积的冻融侵蚀高度

敏感区。

3 结论和讨论

（1）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积极治理下，

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表现出显著的趋好性，但当今黄

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依然面临一定问题。黄河流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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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生态敏感性较高，其极度和高度敏感的区域面积

分别为 39.38 和 63.22 万 km2，依次占流域总面积的

19.02%和 30.53%，不存在不敏感的区域。黄河流域

的土地沙化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其他的土地盐渍化、

冻融侵蚀和水土流失也均有一定面积的分布。面积

超过 1万 km2的极敏感和高度敏感的需纳入不同等

级生态保护红线的地块主要有巴丹吉林沙漠、腾格

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及其周边、鄂尔多斯高原西部

及其周边、阴山北麓至浑善达克沙地西部、黑河下游

的额济纳旗的土地沙化区，及柴达木周边的土地沙化

或盐渍化区。虽然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使黄土高

原的植被覆盖得到极大改善，极大程度地降低了水土

流失，但同时也减少了地表径流，降低了地下水位，导

致此地区土壤的干化和干土层的加厚[28，29]。

（2）未来各级部门应主动充分总结先前的防治经

验，一方面应继续贯彻过去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措

施，另一方面应重点关注流域内现今存在的生态问

题，进一步加强对其机制的分析和研究，以制定科学

合理的分区分类生态防控或恢复措施。未来的水土

保持工作应优化最佳植物物种的搭配，处理好产水和

土壤保持间的权衡[28]。未来生态工程的开展难度会

更大，应不仅着眼于数量的增加，更应注重品质的提

敏感性等级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土地沙化

面积/
万km2

0.00

31.28

85.52

56.73

33.54

面积百分比/
%

0.00

15.10

41.30

27.40

16.20

冻融侵蚀

面积/
万km2

158.12

13.15

21.18

11.89

2.72

面积百分比/
%

76.36

6.35

10.23

5.74

1.31

水土流失

面积/
万km2

166.36

29.88

8.03

2.09

0.69

面积百分比/
%

80.34

14.43

3.88

1.01

0.33

土地盐渍化

面积/
万km2

183.06

12.87

5.29

2.04

3.80

面积百分比/
%

88.41

6.22

2.56

0.98

1.84

综合

面积/
万km2

0.00

25.21

79.25

63.22

39.38

面积百分比/
%

0.00

12.18

38.28

30.53

19.02

表3 黄河流域陆地生态系统各等级生态敏感性的面积及其面积百分比
Table 3 The areas and area percentages of ecological sensitivity at all levels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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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特别是工程的科学性和经济性。

（3）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取得一定进展。从研

究内容上，本研究较为系统地对整个黄河流域的主要

生态问题（如冻融侵蚀、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和土地盐

渍化）的敏感性及其综合的敏感性开展了评价。从研

究方法上，本文利用基于遥感反演出的连续准确的地

表温度年较差来替代基于简单数理统计法推算出的

气温年较差，采用年最低地表温度替代用于指示最低

气温的高程对冻融侵蚀的影响，均可降低基于气象台

站点位数据简单推算近地表气温空间场数据时的误

差，并可更直接、有效、准确地评价冻融侵蚀的敏感

性；本研究采用的是年平均而非夏季最大的植被覆盖

度，可避免黄河流域广泛分布的非常绿植被的季节变

化问题；本研究中采用国际专门针对气象要素进行插

值的先进的Anusplin软件对年降水量数据进行插值，

相比于传统的基于ArcMap软件中的克里金等插值方

法可更准确获取年降水量的空间场数据；本文利用更

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通用水土流失方程法来评估水

土流失敏感性，进而较大程度地避免了传统开展水土

流失敏感性评价时各因子的权重确定问题；本文借鉴

前人研究，根据土地利用和地形因素，在评估冻融和

水土流失敏感性时定量考虑了人类保护因子的作用；

土壤盐渍化敏感性评价时直接利用可准确揭示土地

盐渍化程度的土壤电导率指标，避免使用地下水矿化

度、地下水水位数据等不易获取且多为点位数据的问

题等。本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如仅关注了最近时段

的生态敏感性，缺乏对早期生态敏感性，或连续多年

生态敏感性的动态监测研究等。这些将在未来的研

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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