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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藏高原独特而敏感的生态系统，是中国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载体，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生态建
设是生态文明的需求，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由于青藏高原内部自然条件差异显著，各区生态功能及区
域问题也不尽相同，生态建设亟需因地制宜地提出建设与保护的对策和措施。本文从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脆弱程
度、变化趋势及面临风险等特征，辨识出阿里西部、那曲中南部、三江源地区和三江并流区等 4 个生态建设的关键
区；并在分析各区环境和生态特征与土地覆被变化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稳定和提升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
能的措施与建议，对于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1

引言

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地域格局和丰富多样
的生态系统对中国乃至亚洲生态安全具有重要
的屏障作用，尤其在区域气候调节、水源涵养、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碳源汇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1]。同时，青藏高原生态与环境
的改善也是中国西南边疆稳定的重要基础。受全
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再加上人类对资源利用强度
持续加大，青藏高原地区草地退化、水土流失等
问题日益突出，生态与环境变化对高原生态安全
屏障功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高原经济与环
境协调发展的压力不断增大。由于青藏高原面积
辽阔，内部自然条件和资源利用方式差异较大，
各区承载的主要生态功能及其面临的环境问题
与原因也不尽相同。认识和把握青藏高原生态安
全屏障的区域差异以及屏障功能的变化和成因，
施行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是提升青藏高原生态
安全屏障功能的迫切需求。

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关键区域
特点

结合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生态安全格局划
分、气候变化风险研究及土地覆被变化研究等方
面的成果，分析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格局特征
及其区域生态与环境问题。基于区域生态功能突
出、生态系统脆弱程度高、环境退化明显、受气
候变化影响强烈等特征，辨识出生态建设的重要
区域。综合分析发现，阿里西部、那曲中南部、
三江源地区和三江并流区（图 1）是当前青藏高
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关键区域。各区简述如
下。
阿里西部 包括札达、噶尔、普兰等县。该
区位于青藏高原西部，整体海拔较高，气候条件
恶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该区
是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的发源地，水源涵
养功能突出。该区生态脆弱程度高，干旱、大风
是主要的气候风险因素。
那曲中南部 涉及聂荣、那曲、安多、申扎，
以及班戈南部等区域，生态系统脆弱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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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涵养的生态功能突出。该地区自然条件严
酷，生态系统脆弱，土壤成土时间短，土层薄，
草地植被一旦遭到破坏，很难恢复[2]。
三江源地区 该区域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范围大体一致，包括了从格尔木唐古拉山乡到泽
库及河南县的广大区域，重点是该区东西两端的
区域，也包括若尔盖地区。该区是青藏高原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区之一，维持着青藏高原水
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功能，区域生态
脆弱程度高。
三江并流地区 主要是高原东南部川滇藏
结合地带，三江并流地区，包括左贡、芒康、理
塘、雅江、九龙、木里、稻城、香格里拉、乡城、
德钦等县市。该区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
土保持功能区之一。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频
发，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明显，区域生
态移民困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压力
较大。

图1

3

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屏障建设关键区分布示意图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关键区域土地覆被
变化及其影响

3.1

青藏高原土地覆被总体变化态势与区域
特点

1981—2006 年间，青藏高原植被覆盖度从南
部、东南部向北部、西北部呈现“下降—上升—
不变”的特点[3]。其中，雅鲁藏布江河谷区、错
那县和墨脱县的西北部、柴达木盆地南缘、三江

源地区和青海南山北麓等区域地表植被年际波
动较大；植被盖度下降显著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阿
里西部、喜马拉雅山南麓和青海湖南部，其次是
三江源的中南部地区；植被指数显著上升的区域
集中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区，明显上升的区域主要
分布在人迹罕至的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等
山间盆地区，轻微上升的区域分散在明显改善区
的周围[3]。
青藏高原草地面积约 152.5 万 km2，是高原
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牧业经济
发展的基础[1]。研究表明，1982—2009 年间，青
藏高原草地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NPP)总体上呈
增加态势，草地生态系统功能总体增强且其区域
差异明显，局部地区草地持续退化。从草地盖度
变化看，持续增加的区域占草地总面积的 46.9%，
仅 11.9%的区域草地盖度持续降低，下降区域主
要分布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祁连山、共和盆地、
江河源地区及川西地区等人类活动强度大的区
域 [4] ；从净初级生产力变化看，占草地总面积
32.6%的区域 NPP 增加，5.6%的区域降低，61.9%
的区域无显著性变化，总体上青藏高原草地净初
级生产力增加和无变化的面积达 94%以上 1。
湿地是较为敏感的土地覆被类型，能较好地
反映气候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4]，1970—2000
年间，西藏和青海湖泊数量和面积总体上均呈增
大趋势，其中西藏持续增加，青海省 1970—1990
年间增加而 1990—2000 年间面积总体稳定。湿
地的变化可分为西藏西南部稳定萎缩区、青海北
部萎缩区、西藏东北大部和青海南部稳定扩张
区[5]。
3.2
3.2.1

各关键区土地覆被与生态变化
阿里西部

1982—2009 年，草地盖度降低的区域占该区
草地总面积的 17.4%(通过 P<0.1 水平显著性检
验，下同)，无显著变化的区域占 61.9%，增加区
域占 20.7%；植被净初级生产力降低的区域占该
区草地总面积的 25.2%，无显著变化的占 56.9%，
增加的占 18.0%(图 2)。

1. 引自张镱锂, 祁威, 周才平, 等. 青藏高原草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分异. 地理学报, 2013(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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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阿里西部地区植被盖度(a)与净初级生产力(NPP)(b)变化(1982—2009 年)
(图 2-4 系根据文献[4]和张镱锂等(2013)论文中的矢量数据制图与统计)

该区资源利用限制因素主要是气候条件，寒
冷干燥、昼夜温差大。该区年大风天数在 149 天
左右，年平均气温不足 0℃，全年降水量 80%以
上集中在 5—9 月间(引自“阿里地区—百度百科”
，
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94508.htm)。研
究表明：1971—2010 年，该区气温明显升高，尤
其是旱季气温显著增高；大部分地区降水减少、
蒸发量增大，气候呈现暖干化趋势[6]。该区近年
出现严重的草地退化[2]，一方面与气候暖干有关，
同时还与该区牲畜存栏总数逐年增多密切相关，
特别是山羊数量增加，明显加剧了牧草地的压
力。(山羊是对草地破坏最严重的畜种，在秋冬季
节 可 以刨 食草 根， 对草地 植 被造 成毁 灭性 的
破坏。)
3.2.2

那曲中南部

1982—2009 年间, 那曲中南部地区草地盖度
显著升高[4]，说明该区的草地植被活力总体增强。
2001—2004 年为藏北高原区暖湿化阶段，荒漠面
积减少，稀疏草地和草地面积增加[7]；2006—2007
年藏北高原荒漠面积增加，稀疏草地面积迅速减
小，草地面积相对稳定；2001—2008 年，该区景
观破碎度减小，异质性降低，各种景观类型所占
比例的相对差异有所增大，并逐渐向荒漠和草地
这两种主体覆被转化[7]。
草地退化主要发生在平地 [8]，平地的草地退
化趋势比坡地显著，阳坡的草地退化指数大于
阴坡；在草地面积最大的 4 500～5 250 m 的海

拔高度范围内，草地退化明显，草地退化趋势
也显著 [8]。草地退化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减弱，
生态服务价值降低，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藏北高
原畜牧业生产和牧民生活，影响牧民脱贫致富
和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而且直
接威胁到区域生态安全及东亚水资源安全，草
地退化直接导致藏北局地荒漠化和沙化面积逐
年扩大、水土流失加重，甚至对土地造成灾难
性破坏 [9] 。那曲地区草地生态系统的年总生态
服务价值为 1 199.07 亿元，其中高寒草原、高
寒荒漠、高寒荒漠草原和高寒草甸提供的生态
服 务 价 值 分 别 占 总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的 62.9%、
1.5%、8.0%和 28.1%[9]。从退化程度上看，未退
化、轻度退化、中度退化和严重退化草地提供的
生态服务价值分别占总生态服务价值的 54.9%、
29.3%、11.0%和 4.8%[9]。
3.2.3

三江并流区

从该区域草地生态系统变化看，植被盖度和
净初级生产力在局部地区下降，总体上呈现上升
趋势。1982—2009 年间，该区草地盖度降低的区
域占该区草地总面积的 22.2%(图 3a)，无显著变
化的占 50.6%，盖度增加的区域占 27.1%；草地
净初级生产力降低的区域占该区草地总面积的
13.6%，无显著变化的占 51.3%，增加的占 35.2%
(图 3b)。
1956—2011 年，金沙江流域气温和降水变化
分析显示：降水呈现下降趋势，气温呈显著增温
态势，整体上呈暖干化态势。四季的降水趋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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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春季呈微小上升趋势外，其他三个季节均呈现
出下降趋势 2。55 年间年平均气温上升了 0.81℃，
增温率达每十年 0.16℃。从年代际上看，增温主
要发生在 1997 年后，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年均气
温呈波动下降趋势，这与全国增温过程不同。从

图3

3.2.4

三江并流区植被盖度(a)与净初级生产力(NPP)(b)变化(1982—2009 年)

三江源地区

三江源地区草地的盖度呈微弱上升，净初级
生产力明显上升，说明该区的草地生态功能总体
增强。1982—2009 年间，草地盖度降低的区域占

图4

年内来看，冬季温度上升趋势更为明显，达每十
年 0.25℃。该区域气温上升和降水下降可能是导
致该区域部分地区植被质量下降的自然因素，过
度的资源利用是该区域人口密集区局部植被盖
度和净初级生产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该区草地总面积的 20.6%(图 4)，无显著变化的占
41.6%，增加的区域占 37.9%；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降低的区域占该区的 8.2%，无显著变化的占
49.0%，增加区域占 42.8%。

三江源地区 1982—2009 年植被盖度(a)与净初级生产力(NPP)(b)变化

近 30 年来，土地覆被状况黄河流域最好，
其次为澜沧江流域，长江流域最差[10]。1970—2004
年，黄河源头草地呈持续退化的趋势，2004 年开
始实施生态保护工程以后，草地退化的趋势得到
明显的遏制[11]。该区是高原需要重点关注的沙漠
化地区：1975—1990 年间黄河源区沙漠化土地大
幅增加；1990—2000 年间沙漠化土地面积保持稳
定，沙化土地出现了连片的现象；2000—2005 年

间沙漠化土地出现小幅度的减小趋势，沙化土地
破碎度增加且斑块形状复杂[12]。
2005 年以来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
生态修复产生了良好效果，体现在荒漠化治理与
河流调节方面。在防沙治沙重点工程区，尤其在
扎陵湖–鄂陵湖保护区，植被恢复较为明显，沙
丘活化得到了初步控制，治沙区沙尘天气大幅度
减少，流沙对公路的危害大大减轻，淤塞排水沟

2. 引自蒋丽光，姚治君, 吴珊珊, 等. 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开发区气温及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 资源科学，2013(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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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危害明显减轻[13]。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04
年本底调查报告中的主要草地退化区域在 2004
—2009 年间呈现退化过程整体减缓态势，局部草
地严重退化区生态恢复明显[13]。在河流水文调节
方面，2005 年以后，长江流域春汛期和枯水期径
流呈增加的趋势，夏汛期径流调节系数呈减小的
趋势，说明流域径流调节功能有所增加[13]。2005
年以后吉迈站以上流域径流调节功能有所增加，
但唐乃亥站以上流域径流调节功能没有提高[13]。

4
4.1

稳定和提升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
能的建议
生态建设要突出关键地区和因地制宜

(1) 阿里地区
阿里地区的生态系统具有稀有性、脆弱性特
点，宜采用“先封育再保护”的办法。这类生态
类型易损性强，为防止人为破坏增加，先划定保
护区，减少人为干扰，充分利用系统本身的恢复
力维护系统的稳定性；在资金和人力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再采取主动保护的办法。在草地退化区，
调整畜种结构，控制牲畜数量，尤其是山羊的数
量。完善和推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
方案，制定法规性文件。
(2) 那曲中南部
结合那曲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特点以及
草地生态系统现状，构建藏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
可持续发展的三维立体战略框架，完善草地管理
的法律法规，树立生态文明观念，明确高寒草地
生态系统在生态屏障安全和区域经济发展中主
导动能，优化资源结构，发展生态畜牧业。通过
评估高寒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建立环境成本核算
体系，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建立草地动态监测评
估体系，实行数字化管理决策[14]。在国家和民间
投资项目的带动下，实施生态移民工程，降低系
统承载压力，以促进藏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恢
复与重建，实现生态屏障保护、畜牧业生产和牧
民生活的均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14]。
(3) 三江并流地区
三江并流区应继续推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在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重点防护林区和特种用途林

■专题综述

地区实行重点保护，设立保护标志。对天然林实行特
殊保护，严禁破坏林地植被和地貌。林地自然恢复和
人工恢复相结合，以自然恢复为主，辅以人工补播。
(4) 三江源地区
三江源地区要进一步完善空间遥感与地面
监测站点网络一体化的综合监测体系和稳定运
行机制[13]。以现有的短期定位观测站为基础，构
建长期监测体系，逐步建立遥感监测、生态评估
与安全预警为一体的监测体系，服务于三江源地
区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区域生态环境已
有 了明 显改善 ，但目 前草 地超载 形势 依然 严
峻[13,15]。及时提炼和总结工程实施的经验和有效
措施，如减压减畜、生态移民、人工增雨等，采
用机制化的方式坚持和推广，保证生态成效的稳
定性和连续性 [13] 。继续采取积极的减压增效措
施，促进农牧业产业升级、资源优化配置，有效
解决生态移民生计问题，真正实现草畜平衡。在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基础
上，建立长效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机制[13,16]。
4.2

整合各类生态与环境监测网络和台站资源，
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变化监测系统建设

青藏高原生态与环境变化及其对周邻区域
影响的系统监测，对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
设项目实施效果评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集
监测、评价和预警为一体的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
障功能变化监测系统，整合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
现有的监测资源，提高生态与环境监测水平[1]。
按不同的生态功能区重构监测网络，补设野外监
测台站，强化对水、土壤、大气、生物等因子变
化过程的监测，开展高原重要生态系统类型监
测，准确地获取草地、森林、湿地、荒漠等生态
系统的动态信息[1]，及时对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
障功能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并对生态与环境变化
趋势及其影响进行预警，提出应对方案，为政府
制定宏观政策和战略措施，合理利用资源、改善
生态与环境提供决策依据[1]。
4.3

加强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生态屏障作用影
响及区域生态安全调控的基础研究
建议设立专项研究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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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分析区域生态安
全变化幅度与调控机制[1]；研究气候变化引起的区
域风险类型、强度及其时空格局与过程，揭示高
原特殊地表过程变化及其对生态屏障功能的影
响[1]；研究高原主要生态系统的生态屏障功能变化
过程及其对高原整体屏障作用的影响；研究高原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及其对区域生态安全屏
障功能的影响[1]；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气候条件
下，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功能效应变化的时空格局，
揭示高原区域生态屏障功能变化与国家生态安全
的关系，评估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发展态势，
探讨区域生态建设和生态系统管理途径和对策[1]。
(2013 年 5 月 18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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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cover changes in the key regions and self reflection 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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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betan Plateau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security shelter zone for China. The unique and sensitive ecosystems of
the plateau are main supports for its ecological shelter function and the basis for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for the large plateau, each district has its own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regional problems due to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natural condi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proper measures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identified four key areas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estern Ngari, central and southern
Nagqu, source region of three rivers (the Yangtze River, the Yellow River and Lancang River) and the region of three parallel rivers
(Nujiang River, Lancang River and Jinsha River) according to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f main functions, fragile degree, changing
trend and risk characteristics of ecosystems. Som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stabilize and to promote ecological
function, based on regional ecological system characteristics, land cover changes and their driving factors. These suggestions could
be very useful to protect and restore ecological security shelter function.
Key words Tibetan Plateau, ecological security shelter zon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key area, land cover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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