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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藏高原是我国乃至亚洲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保障生态安全是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核心任务。青藏高原物种丰富但受威胁物种多。近 15 年来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生态
系统格局稳定，生态系统质量整体趋好，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服务均得以提升，生态退化趋势得
到遏制，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对提升生态屏障功能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受气候暖湿化和
人类活动影响，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仍然面临退化草地面积大，以及冻土面积萎缩、沼泽湿地减少、部分
生物栖息地退化、外来物种入侵、局部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风险。为了进一步保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
能，建议优化调整自然保护地空间格局，建立以国家公园群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加快实施青藏高原生
态安全屏障保护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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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位于我国西南部，包括西藏和青海两

极”“亚洲水塔”，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土壤保

省区全部，以及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四省区部

持、防风固沙、碳固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其生态

分地区，总面积约 2.6×106 km2，大部分地区海拔超过

系统质量与功能状况直接影响到我国及南亚、东南亚的

4 000 m [1]。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

生态安全，是我国乃至亚洲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是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2019QZKK03、2019QZKK04、2019QZKK05）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1年11月8日

1298 2021 年 . 第 36 卷 . 第 11 期

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状况与保护对策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保障生态安全和保护

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的标准，青藏高原维管植

生物多样性是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核心任务。

物中有 662 种受威胁物种和灭绝物种，约占中国维管

保障青藏高原生态安全、持续发挥青藏高原生态

植物的受威胁和灭绝物种的 1/5（图 1a）；青藏高原脊

安全屏障功能，需要全面掌握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椎动物中有 169 种为受威胁物种，占青藏高原所有脊

的现状与变化，从而掌握其生态系统质量、功能与风

椎动物物种数的 9.58%（图 1b）。

险状况。本文基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以下简称“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三“生态系统

1.2 生态系统格局稳定且质量趋好

（1）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生态系统

与生态安全”、任务四“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与优化体

脆弱。青藏高原以草地（60.73%）、荒漠与裸地

系”和任务五“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工

（18.63%）、灌丛（7.09%）和森林（5.37%）4 种类

作进展，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了青藏高原

型生态系统为主，农田（ 0.74% ）和城镇（ 0.19% ）

生态安全屏障状况，提出了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

面积小（图 2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脆弱，高寒干旱

生态保护对策，旨在为保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

荒漠与稀疏植被占 34.9% ，土地沙化、水土流失、

能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冻融侵蚀严重，冻融侵蚀极敏感区面积占全国总

1.1 生物多样性丰富

（1）青藏高原物种丰富。根据第二

次青藏科考统计发现：青藏高原有维管植
物 14 634 种，约占中国维管植物 45.8% ，
是中国维管植物最丰富和最重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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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单元），占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的 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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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青藏高原记录有脊椎动物 1 763 种

类的 40.5%[2]。

量 84.9% 。风蚀、水蚀和石漠化极敏感区面积分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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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7.4%、18.7% 和 18.0%。
（ 2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格局稳定。 2000 — 2015

1.4 退化生态系统面积大

（ 1 ）退化生态系统面积大。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

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类型转化面积 1.76 × 10 4 km 2

退化问题依然严重。其中，森林灌丛退化面积比例达

（0.69%），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37%）。其中，

59% ，主要分布在横断山河谷地区；草地退化面积比

森林（−0.25%）、草地（−0.15%）、沼泽（−0.47%）

例达 80% 以上，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北部。

等面积小幅度减少，城镇和湖泊生态系统面积分别增

（2）水土流失面积较大、沙化土地面积分布广，

加 73.75% 和 9.99%（图 2）。湖泊扩张淹没裸地和草

局部区域依然存在土地石漠化。青藏高原中度以上水土

地（33.2%）、其他类型转为草地（20.5%）和城镇扩

流失面积 46.00×104 km2；其中极重度以上占中度以上水

张（11.5%）占生态系统变化总面积65.2%。

土流失面积占 19.23%，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高山

（3）生态系统质量总体提升。优良等级草地面积

峡谷地区。青藏高原中度以上沙化土地面积 46.90×104

比例从 12.8% 提高到 18.3% ；优良等级森林面积比例

km2，主要分布青藏高原西北干旱地区，特别是羌塘高

从 18.1% 提高到 30.2%。

原和柴达木盆地周边地区。青藏高原中度以上石漠化面

1.3 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提升

积 4 267 km2，主要发生在东南部喀斯特地区。

（ 1 ）生态系统功能有所提升。 2008 年以来，西

藏 66.50% 国土面积的地表植被覆盖度增加[4]。2004 年

1.5 生态安全面临风险

（ 1 ）气候暖湿化明显，人类活动加剧。 过去 50

以来，青海三江源 79.20% 面积内的植被覆盖度增加。

年间，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暖湿化特征明显 [5]，变暖

2000—2015 年，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

超过全球同期平均升温率的 2 倍，达到每 10 年升高

固沙服务分别提升 0.70%、1.45% 和 69.65%。

0.3 ℃— 0.4 ℃，是过去 2000 年中最温暖的时段 [6]，降

（2）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面积减小，程度降

水每 10 年增加 2.2% [7]。人口数量增长、放牧超载、

低。2000—2015 年，青藏高原重度（强度）以上水土流失

道路建设等人类活动压力不断增加。1980—2019 年，

面积从 31.37×104 km2 减少到 19.53×104 km2；重度以上沙化

青藏高原人口由 2 350 万人增至 3 425.5 万人，年增长

土地面积从 35.00×104 km2 减少到 27.69×104 km2；重度以上

率为 0.97% （全国人口年增长率为 0.90% ）。 2000 —

石漠化土地面积从 2 400 km2 减少到 2 300 km2（图 3）。

2015 年，青藏高原实际载畜量由 1.45 亿羊单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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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青藏高原 2000—2015 年各生态系统类型面积变化情况
Figure 2 Area changes of ecosystems between 2000 and 2015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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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58 亿羊单位①，理论载畜量由 0.86 亿羊单位增至

两大类共 407 处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约 90.3×104 km2，

0.94 亿羊单位，实际载畜量是理论载畜量的 1.6 倍以

约占青藏高原面积 35.5% 。自然保护地中，各级自然

上，出现超载情况县比例达 80.93%。虽然 2015 年的理

保护区共计 171 个（其中国家级 52 个、省级 61 个），

论载畜量比 2000 年增长了 9.71%，但同期实际载畜量

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 91.8%。

增长了 9.36%，两者的增长幅度相近。

（1）自然保护地对于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

（2）气候持续“暖湿化”加剧了冻土面积萎

藏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第二次青藏科考调查发现 30 余

缩，沼泽湿地面积减少和部分生物栖息地退化。在年

个动、植物新属 / 种（图 4 ），包括：兽类 2 新属 3 新

均升温 0.052℃ 情景下，50 年后青藏高原冻土面积将

种， 10 个两栖爬行类新种， 1 个昆虫新属和 12 个新

缩小 13.5% ， 100 年后将缩小 46% ，多年冻土将只存

种，以及 7 个种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地衣新属 /

在于羌塘高原与极高山地[8]。2000—2015 年，青藏高

种。其中，绝大多数新种（如墨脱鼹、高黎贡比氏鼯

原森林、灌丛和草本沼泽湿地面积分别缩减 2.48% 、

鼠、贡山臭蛙、墨脱小头蛇、墨脱四照花、猩红吊石

1.03% 和 0.48%。气候变化驱动下部分生物重要自然栖

苣苔等）发现于自然保护地。除新种外，一批原以为

息地趋于退化，且将增加外来物种入侵风险。

在野外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于第二次青藏科考中在

（ 3 ）增强的人类活动加剧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破

自然保护地被重新记录到。例如，研究人员在雅鲁藏

碎化、外来物种入侵和局部生态系统退化风险。 一

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到中国首张野生孟加

方面，受跨境口岸生物入侵、非理性放生、引种、物

拉虎照片；在哈巴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发现消失近百

流等因素引入的外来物种影响，青藏高原本土生物多

年的中甸半脊荠。

样性面临风险 ，全球重大外来入侵种，如草地贪夜

（2）自然保护地对于青藏高原濒危、旗舰和关键

蛾、福寿螺、红火蚁等已在青藏高原造成巨大危害；

物种的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青藏科考发

并且，青藏高原已检测到红耳龟、牛蛙等恶性外来种

现：羌塘、可可西里国家级保护区等的建立和保护，使

的分布 [10,11]。另一方面，青藏高原野生动物栖息地受

得青藏高原旗舰物种藏羚羊近 5 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其

道路引起的破碎化比较严重。截至 2017 年底，青海

野外种群数量由 1995 年约 6 万只上升到目前 20 万只左

和西藏的公路总里程数为 1954 年的 30.6 倍，铁路里

右，受威胁程度由濒危（EN）降为近危（NT）。三江

程是 1965 年的 15.6 倍[12]。截至 2015 年，受道路切割

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藏原羚、藏野驴、白唇鹿和

影响，青藏高原森林灌丛、草地和沼泽 3 类自然栖息

野牦牛等有蹄类物种数量恢复成效显著，雪豹、棕熊等

地平均斑块面积分别减少 36.6%、40.1% 和 67.0%。此

食肉动物数量增长；旗舰物种雪豹等野生动物濒危程

外，局部地区（如羌塘高原谷地低海拔人类活动密集

度同样降低。作为全世界 15 种鹤类中唯一生活在高原

区）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影响出现草地退化情况。

的黑颈鹤，数量由 2 000 余只上升到现在 8 000 余只，濒

2 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变化的驱动因素

危等级由易危（VU）调整为近危（NT）[13]。白马雪山

[9]

2.1 自然保护地对生物多样性资源保藏和保护发挥

关键作用

截至 2021 年，青藏高原有自然保护地与自然公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滇金丝猴个体数量由保护区建立前
约 2 000 只恢复到 2014 年约 2 500 只。

2.2 生态保护建设工程显著促进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提升

（1）重大生态工程实施进展顺利。青藏高原

① 数据源自 1981—2020 年《青海省统计年鉴》，以及 1981—2020 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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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次青藏科考发现的部分动物和植物照片
Figure 4 Part of new animal species and plant species found in the second Qinghai-Tibet Plateau scientific expedition and research
（a）墨脱小头蛇；（b）高黎贡比氏鼯鼠；（c）贡山臭蛙；（d）墨脱鼹；（e）墨脱四照花新属、物种；（f）墨脱拍摄
到的孟加拉虎
(a) Oligodon lipipengi; (b) Biswamoyopterus gaoligongensis; (c) Odorrana dulongensis; (d) Alpiscaptulus medogensis; (e) Cornus
sunhangii; (f) Panthera tigris tigris

生态工程实施保护面积约占总面积 80%，是我国
乃至全球实施生态保护规模最大的自然地域单元
[14-17]

少 2 900 km2 [4,18]。
（3）退牧还草促进草地恢复。实施退牧还草工程

。主要实施工程有： ① 草地生态保护与

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来，工程区内植被覆

建设工程。 截至 2018 年，退牧还草工程累计实施

盖度比工程区外平均提高 16.9% 。工程区内草丛高度

总面积达到 25.0 × 10 4 km 2 以上，鼠虫害治理工程

平均提高 2.04 cm（提高 59.8%）。退牧还草工程区草

实施总面积达到 20.1 × 10 4 km 2 。 ② 林地生态保护

地比围栏外放牧草地地上生物量平均提高 24.25%[4]。

之一

与建设工程。 截至 2018 年，人工造林工程实施总

（4）森林生态工程提质增效，固碳能力显著

面积达到 1.85 × 10 4 km 2 ，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总

提升。 第二次青藏科考评估表明：天然林保护工程

面积达到 1.13 × 10 4 km 2 。 ③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

实施以来，青藏高原天然林保护工程区总碳储量增

程。 近 30 年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总

加 0.273 亿吨 / 年。西藏森林覆盖率由原来 38.6% 提

2

面积达到 7 400 km 。④ 沙化土地治理工程。截

高到 39.5% 。禁止砍伐森林之后，森林资源总消耗

至 2018 年，青藏高原沙化土地治理工程实施总面积

量由过去 150.5 × 10 4 m 3 降至目前的 69.4 × 10 4 m 3，减

达到 6 400 km2。

少消耗量 53.9% 。 2011 — 2016 年，西藏人工林碳汇

（2）沙化面积减小，工程区风沙治理成效显
著。 防沙治沙工程实施之后，西藏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1 100 km 2，年均减少 150 km 2。在“一江两河”中部流

域，流动沙地减少 380 km2，半固定沙地减少 160 km2，
2

沙化耕地减少 200 km ，极重度沙化土地面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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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33.33 万吨/年增加到 203 万吨/年，增加 52.25%。

3 提升生态屏障功能的建议

3.1 优化调整自然保护地空间格局

（ 1 ）全域空间尺度上，调整和优化保护地空间

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状况与保护对策

分布。 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主要分布在东
南部，但自然保护地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生物多样性
保护存在较大空缺（图 5 ） [19]。此外， 54% 的自然保

屏障作用。

3.2 建立以国家公园群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1）建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议建立由 2 个

护地存在部分空间重叠，建议依据第二次青藏科考成

跨国国家公园、8 个旗舰国家公园为引领，以及 11 个

果，合理调整和优化自然保护地空间范围，实现对青

一般国家公园共同构成的国家公园群（图 6 ），包括

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

珠穆朗玛峰、帕米尔高原、神山圣湖、雅鲁藏布大

（ 2 ）典型区域尺度上，优化单个自然保护地空

峡谷、色林错—普若岗日、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

间范围。 整合第二次青藏科考生物多样性系统调查

源、祁连山、大熊猫、稻城亚丁、独龙江—高黎贡

数据和保护地分布数据，优化自然保护地范围，提高

山、贡嘎山、青海湖、昆仑山、若尔盖、水上雅丹、

保护效率。以地处印度—缅甸及东喜马拉雅全球生物

西天山、香格里拉、扎达土林、扎日神山等国家公

多样性热点地区交汇区的高黎贡山为例， 2000 年，

园，以助推青藏高原地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仅云南高黎贡山中段，

（ 2 ）率先探索跨国公园建设。 青藏高原边境线

1 254 km2）的范围增加云南高黎贡山北段（面积扩至

长，邻国都已在国境线区域部署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4 052 km2）后，保护区记录有高等植物 4 897 种，脊椎

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建设对于国家边境安全、国家

动物 699 种 ②。 2021 年，高黎贡山地区拟建高黎贡山

生态保护合作，以及边民创收致富等的隐性支撑作用

国家公园，拟建的国家公园将扩大保护范围，且将原

不容忽视。例如，尼泊尔已经在珠穆朗玛峰南坡建设

来的片段化保护区连成一个整体。保护地优化提高了

萨加玛塔国家公园多年，培育了登山、徒步等高端生

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和中国西南第一道生态安全

态旅游产品，带动了社区经济发展[20]。又如，巴基斯
坦在帕米尔高原也创建国家公园，成为重要
的边境教育和旅游基地[21]。我国在国家公园
体制改革中没有建设跨国国家公园的内容，
而顺应“一带一路”建设、适应稳疆固边需
要，建议在青藏高原超前谋划和探索试验。

3.3 加快实施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

修复工程

（ 1 ）系统布局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以
物种丰富度

落实《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127

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为指导，坚

1

0

自然保护区

250

500 km

图 5 青藏高原重点保护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与自然保护区分布
Figur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chness of wildlife under special prot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reserve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指导思想，整
合生态屏障功能关键区、生态问题区域、气
候变化影响和未来生态风险；根据各区域的
自然生态状况、主要生态问题，系统布局生

②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怒江管护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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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跨国国家公园
旗舰国家公园
一般国家公园

Figure 6

图 6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总体布局
Spatial layout of national park group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态保护修复工程，提出可操作性强、符合生态学规律

多样性, 2016, 24(5): 501-551.
3 于海彬 , 张镱锂 , 刘林山 , 等 . 青藏高原特有种子植物区

的治理措施。
（ 2 ）分区域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
将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修复作为生态文明高地建设重要
任务，分区域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并将生态

系特征及多样性分布格局. 生物多样性, 2018, 26(2): 130137.
4 王小丹, 程根伟, 赵涛, 等.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

成效评估.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1): 29-34.

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5 Kuang X X, Jiao J J. Review on climate change on the Tibetan

建设统一部署、统筹实施。例如，2021 年 5 月西藏自

Plateau during the last half century. JGR: Atmospheres, 2016,

治区施行的《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

121(8): 3979-4007.

例》， 2021 年 8 月青海省施行的《关于加快把青藏高

6 陈德亮 , 徐柏青 , 姚檀栋 , 等 . 青藏高原环境变化科学评

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的行动方案》

估：过去、现在与未来 . 科学通报 , 2015 , 60 ( 32 ): 3025 -

等，分层级落实好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这项系

3035.
7 Yao T D, Thompson L, Yang W, et al. Different glacier

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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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Condition and Protection Strategie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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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important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of China and even Asia, and one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otspots. Ensuring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are key task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Qinghai*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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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t Plateau.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wildlife is very rich but there are many threatened species. During past 15 years, ecosystem
pattern is stable, and ecosystem quality generally elevate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Correspondingly, water retention, soil retention,
and sandstorm prevention are improved and the trend of ecological degradation is suppresse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ural reserv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project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function. However, due to the impacts of warm-wet tendency and human activities,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facing a series of
ecological degradation risks, including frozen soil area withering, marsh reduction, wildlife habitat degradation, alien invasion, and
ecosystem degradation. To further protect Qinghai-Tibet Plateau’s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the following measures could be taken,
namely, optimizing spatial pattern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 establishing natur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mainly based on national park
group, and implemen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Keywords

ecosystem pattern, ecosystem function, ecological issue,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Qinghai-Tibet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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