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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草）工程对黄土高原地表产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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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植被对流域水沙变化有深刻影响。黄土高原是世
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自 1999 年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呈明

显增加趋势，同期黄河水沙锐减现象也日益明显。然而，以往植被覆盖变化对地表产沙影响研
究多在小试验区或流域尺度上开展，以不同地貌分区为单元的研究还鲜有报道。
【方法】文章基
于多源卫星遥感数据，采用像元二分模型估算了 198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16 年黄河流域

植被覆盖度，通过分析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植被覆盖的时空变化特征识别植被变化背景下不同
地貌分区侵蚀产沙风险变化，以期为将来黄河水沙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结果】黄土高原重点研
究区全区植被盖度均值呈增加趋势，由 1980 年的 34.99% 提升至 2016 年的 63.64%，且 2000
年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增加的速度更为显著，2010—2016 年间增速相对于 2000—2010

年间较缓。研究期间产沙高风险区面积比例显著减小，产沙高风险和易产沙区均主要分布在
研究区的北部和西北部，不产沙区和产沙微弱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南部。自 1999 年实施退

耕还林（草）工程以来，不同地貌分区的植被状况均持续好转。
【结论】沙丘、风蚀沙化丘陵、
平原、片沙黄土丘陵地貌区是未来水土保持工作需要关注的区域，植被改善工作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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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组分，植被是影响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的重要因子。植被

具有显著的减水减沙效益，主要体现在：（1）植被冠层通过截留降雨减小降雨侵蚀力，
同时增加地表糙度降低径流对地表冲刷能力；（2）植被根系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
壤抗冲性能和入渗能力［1-2］。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植被对流域水沙变化有深刻影响，表征植
被长势的植被覆盖度指标与产沙系数之间存在较好的相关性［3-7］。基于以上认识，植被生
长状况现已被广泛用来作为土壤侵蚀估算和风险评价的重要指标［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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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约 60% 以上的土地已经遭受水土流失［11］，

土壤侵蚀模数可达 15 000 t/km2/yr。 土壤侵蚀可能导致严重的土地问题，如耕地蚕食、土

壤有机质和养分流失［12］、土壤物理性质退化［13］。 进入河道的泥沙又将在下游不断淤积，

抬高河床形成地上河，危害水坝和水库安全。因此，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不仅限制了当地
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威胁到黄河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4］。

自 1999 年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以来，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从 1999 年的 31.6% 增加

到 2013 年的 59.6%，增幅达 88%，植被覆盖呈明显增加趋势［15］。同期黄河水沙锐减现
象日益明显。黄河天然来沙量 16 亿 t，天然径流量 560 亿 m3，但在 2003—2013 年降雨

略偏丰情况下，潼关实测年均来沙量只有 2.6 亿 t（其中河潼间偏少 85%），花园口站天
然径流量只有 488 亿 m3（其中河潼间偏少 40%）［6］。在此背景下，很多学者研究了黄河

流域林草植被变化特征［16］、林草植被变化对产流产沙的影响机制［6］、林草植被减沙方

程构建［4-5］、林草植被减蚀临界效应［17］。然而，以往黄河流域植被变化与地表产沙关系
研究多在试验小区或流域尺度上开展，以不同地貌分区为单元的研究还鲜有报道。该文

基于多源卫星遥感数据估算了 1980 年、2000 年、2010 年、2016 年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
通过分析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植被覆盖度的时空变化特征识别植被变化背景下不同地貌
分区侵蚀产沙风险变化，试图回答对黄河减水减沙有重要贡献的潜在区域。

1

研究区概况
中国黄土高原是地球上最集中最大的黄土地区，总面积达 64 万 km2。 由于土壤松散、

地形破碎、植被稀疏、沟壑纵横，黄土高原是黄河流域主要的泥沙来源，也是世界上水土

流失最为严重的和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区域之一［18-19］。已有研究表明，黄土高原约 9.12 万 km2
土地土壤侵蚀速率超过 8 000 t/km2/yr［20］。为改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现状，自 1999 年起，国

家开始提出并实施退耕还林（草）、荒山造林等一系列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黄土高原地区
成为政府首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试点区域之一［4，21］。

该文以黄土高原中部区域为重点研究区（图 1），该区域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流域

的主要产沙区，面积约为 20.4 万 km2，气候多为干旱半干旱类型。在地貌类型上，该重点

研究区覆盖了平原、黄土塬、黄土破碎塬、片沙黄土丘陵、峁状黄土丘陵、梁状黄土丘陵、
宽谷长梁丘陵、沙丘、风蚀沙化丘陵、石质山地、黄土低山、陇西丘陵 12 种类型。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 究 所用的数据主要包括 1 980 年前后 MSS、2000 年前后 TM、2010 年前后 TM 和

2016 年前后 Landsat-8 OLI 多源遥感数据（表 1）
。这些数据均来源于美国地质勘探局网站

（https：//earthexplorer.usgs.gov/），获取时间均为植被生长季，较好代表了一年中植被生长状

况。此外，还使用到 1∶100 万土壤类型图、四期（1980 年、2000 年、2010 年、2016 年）目
视解译的土地利用图和黄土高原地貌分区图，分别辅助植被盖度信息提取和区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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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图1

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域空间位置

Location of the key study area on the Loess Plateau

表1

Table 1
传感器类型

成像时间

空间分辨率（m）

景数

Landsat MSS

1976 — 1983

57

18

Landsat TM

1998 — 2001

30

23

2009 — 2011

30

21

2015 — 2016

30

41

Landsat OLI

2.2

遥感数据成像信息

Information of the data sources

方法
景可［22］认为无论植被类型、降雨条件和其它下垫面条件如何，当植被覆盖度大于

70%，地表侵蚀量都极其微弱。该文运用≥ 70% 植被盖度面积变化指数揭示对地表侵蚀
产沙有较强控制作用的林草植被变化情况，公式为：

VC ≥ 70%=2016VC ≥ 70%-1980VC ≥ 70%

（1）

式（1） 中，VC ≥ 70% 表 示 ≥ 70% 植 被 盖 度 变 化 指 数；2016VC ≥ 70% 表 示 2016 年

植 被 盖 度 ≥ 70% 的 面 积 百 分 比；1980VC ≥ 70% 表 示 1980 年 植 被 盖 度 ≥ 70% 的 面 积

百 分 比。VC ≥ 70% 越 大， 表 示 对 地 表 侵 蚀 产 沙 有 较 强 控 制 作 用 的 林 草 植 被 面 积 增 加

越多。

对于植被盖度信息提取，由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与植被长势、生物量、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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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叶面积指数等有较强相关性，而且能部分消除辐照条件变化对反演参数的影响，该文
采用式（2）所示像元二分模型反演植被盖度［23-24］。
VC=（NDVI-NDVIsoil）/（NDVIveg-NDVIsoil）
NDVI=（NIR-R）/（NIR+R）

（2）

式（2）中，VC 为像元植被盖度；NDVI 为像元归一化植被指数值；NDVIsoil 为裸土或

无植被覆盖区 NDVI 值；NDVIveg 为完全被植被覆盖区 NDVI 值；NIR 为近红外波段反射值；

R 为红光波段反射值。

为 保 证 多 时 相 遥 感 数 据 NDVI 有 可 比 性， 原 始 影 像 数 据 经 辐 射 定 标、 简 单 大 气

校 正 和 几 何 精 校 正 后， 生 成 的 NDVI 用 式 3 所 示 相 邻 图 幅 递 进 回 归 分 析 法 消 除 时 相
差异［25］。

Image′
i=ki-1×Imagei+qi-1 （i=2，3，4，…，n）

（3）

式（3）中，Image′
i 为校正后影像数据矩阵，Imagei 为原始影像数据矩阵，ki-1 和 qi-1
分别为影像数据矩阵 Image′
i-1 ⌒ Imagei 的回归分析斜率与截距，n 为影像图幅数量。
由于受大气效应、地表水分和植被类型等影响，NDVIsoil 和 NDVIveg 会随时间和空间

而改变。因此，使用土壤类型图分图斑统计 NDVI 的累积频率，选取土种单元内累积频

率为 5% 的 NDVI 值作为 NDVIsoil；使用土地利用图分类型统计 NDVI 的累积频率，选取林
地和草地累积频率为 95% 的 NDVI 值作为 NDVIveg。

3

结果与讨论

3.1

植被覆盖变化特征

3.1.1 植被盖度均值变化特征

使用像元二分模型计算得到 198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16 年黄土高原重点研

究区植被盖度。经多次野外考察 GPS 定位拍摄典型样地照片，在植被盖度无显著变化区
域内，用照相法植被覆盖度动态监测系统获取样地植被盖度。其中，“十二五”期间获

取 126 个样地植被盖度，2015—2017 年 4 次野外考察获取 78 个样地植被盖度。检验植

被盖度遥感反演精度达 90.18%，表明遥感反演植被盖度结果能满足研究需求。统计得到
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 1980 年全区植被盖度均值为 34.99%、2000 年为 36.24%、2010 年为
58.86%、2016 年为 63.64%。表明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植被盖度均值呈增加趋势，尤其是

2000 年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增加的速度更为显著，且 2010—2016 年间增速相对于
2000—2010 年间较缓（图 2）。
3.1.2 植被盖度分级变化特征

为 了 集 中 反 映 黄 土 高 原 重 点 研 究 区 植 被 变 化 特 征， 将 研 究 区 1980 年、2000 年、

2010 年和 2016 年植被盖度值从 0~100% 等距分为 10 个等级，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分别

统计 4 个时期的植被盖度等级变化，如图 3 和图 4 所示。低等级植被盖度主要分布在研

究区的北部和西北区域，高等级植被盖度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南部，呈现出由西北至东
南方向的植被状况变好的空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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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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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全区植被盖度均值统计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an value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he whole region

Fig.3

图 3 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植被盖度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key study area on Loess Plateau

统计分析研究区各等级植被盖度面积占比情况由图 4 所示，1980 年植被盖度值主要集

中在 0~50%，共占全区面积比例为 80.14%；2000 年植被盖度值主要集中在 10%~60%，共

占全区面积比例为 86.47%；2010 年植被盖度值主要集中在 30%~80%，共占全区面积比例

为 68.46%；2016 年植被盖度值主要集中在 40%~90%，共占全区面积比例为 74.56%。可以

看出从 1980—2016 年，峰值植被盖度等级由 1980 年和 2000 年的 20%~30% 过渡到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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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50%~60%，再到 2016 年的 60%~70%，呈现出由低等级向高等级逐渐过渡的趋势；
低值植被盖度区间 0~20% 占全区面积百分比呈现出持续减小的趋势，高值植被盖度区间

50%~100% 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较低值植被盖度区间 20%~40% 呈现出先增加后锐减的趋
势。总的来说，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植被盖度等级向着植被持续恢复的趋势发展。

Fig.4

3.2

图 4 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全区植被盖度分级统计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coverage intervals in the whole region

产沙风险等级变化特征
该文根据野外实地调查确定产沙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如表 2 所示。 黄土高原重点研究

区 198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16 年 4 期产沙风险等级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 4 期产
沙风险等级图均是产沙高风险和易产沙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北部和西北部，不产沙区
和产沙微弱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南部。
表2

产沙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Table 2 Criteria for classification of sediment yield risk
产沙风险等级

分级标准

产沙风险等级

分级标准

不产沙区

VC>90

易产沙区

VC<70

产沙微弱区

VC ≥ 70

产沙高风险区

VC<30

各产沙风险等级类型面积占比变化趋势如图 6 所示。4 个时期均为易产沙区面积比

例最高，1980 年和 2000 年易产沙区面积比例均远高于产沙微弱区；2010 年和 2016 年产
沙微弱区面积比例与易产沙区面积比例差距逐渐缩小。1980—2016 年，产沙高风险区面
积比例持续减小；易产沙区面积比例先小幅增加，后显著减小；产沙微弱区面积比例先
小幅减小，后显著增加；不产沙区面积比例先小幅减小，后增大至稳定。表明由于退耕
还林（草）工程实施，植被状况改善，研究区产沙高风险区面积比例显著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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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产沙风险等级分区图

Fig.5

Fig.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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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ediment yield risk zones

图 6 各产沙风险等级类型面积占比变化趋势

The trend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area of each sediment yield risk class

植被盖度变化的地貌差异

3.3.1 植被盖度变化特征

图 7 展示了不同地貌区的平均植被盖度变化情况。4 个时期均为黄土低山地貌区植

被盖度均值最高，植被盖度均值均在 70% 以上；2000 年、2010 年和 2016 年均为风蚀
沙化丘陵植被盖度均值最低；2010 年和 2016 年黄土塬和黄土破碎塬植被盖度均值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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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以上；2016 年峁状黄土丘陵地貌区植被盖度也达到了 70% 以上；1980 年和 2000 年

除黄土低山外的所有地貌类型植被盖度均值均在 70% 以下；各地貌区均呈现 2016 年植

被盖度均值最高，2010 年植被盖度均值次之。表明自 1999 年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以
来，不同地貌分区的植被状况均持续好转。

Fig.7

3.3.2

图 7 不同地貌区平均植被盖度变化

Variations of the mean value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different landforms

≥ 70% 植被盖度变化

图 8 和图 9 展示了不同产沙风险等级在不同地貌区的历年绝对面积变化情况和不

同地貌分区≥ 70% 植被盖度变化指数。对于不产沙区（VC>90），黄土低山该类型面
积比例较高，2010 年和 2016 年面积占比均达到了 70%；其余所有地貌区内该类型面积

比例均较低，在 30% 以下。对于产沙微弱区（VC ≥ 70），黄土低山、黄土塬、黄土破
碎塬、峁状黄土丘陵、梁状黄土丘陵、陇西丘陵该类型面积比例显著增加，至 2016 年

均达到了 40% 以上。对于易产沙区（VC<70），除黄土低山外，其余地貌区 1980 年和

2000 年该类型面积比例均在 80% 以上，说明这两个时期研究区整体产沙风险很高；至

2016 年，各地貌类型区该类型面积比例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黄土塬、黄土破碎塬、
峁状黄土丘陵、陇西丘陵降幅比较大，均在 40% 以上。对于产沙高风险区（VC<30），

1980 年和 2000 年平原区、片沙黄土丘陵、沙丘、风蚀沙化丘陵该类型占比比较高，约
在 60% 以上；各地貌类型区植被状况均有所改善，至 2016 年，该类型面积比例降幅
比较大的有平原区、片沙黄土丘陵、宽谷长梁丘陵、沙丘和风蚀沙化丘陵，约在 50%

以上。

图 9 可知，1980—2016 年，≥ 70% 植被盖度变化指数最高的为黄土塬，其次为黄

土破碎塬，最低的为沙丘。≥ 70% 植被盖度变化指数小于 30% 的地貌区排序为：沙丘 <
风蚀沙化丘陵 < 平原 < 黄土低山 < 片沙黄土丘陵。由于黄土低山 4 期植被盖度均值均在
70% 以上，因此沙丘、风蚀沙化丘陵、平原、片沙黄土丘陵地貌区是未来水土保持工作
需要关注的区域，植被改善工作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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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图8

各地貌类型区不同产沙风险等级面积变化趋势

Trends of variations of area of different sediment yield risk classes in each landform

图9

Fig.9

1980—2016 年不同地貌区≥ 70% 植被盖度变化指数（VC ≥ 70%）

Variations of VC ≥ 70% index in different landform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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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利用像元二分模型可实现大区域尺度长时间序列的植被覆盖动态

变化监测。通过监测分析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 1980 年、2000 年、2010 年及 2016 年的植

被覆盖度状况，得到结论如下。

（1）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全区植被盖度均值呈增加趋势，由 1980 年的 34.99% 提升

至 2016 年的 63.64%，且 2000 年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增加的速度更为显著，2010—

2016 年间增速相对于 2000—2010 年间较缓。在空间上，植被状况呈现出由西北至东南方
向逐渐变好的趋势。

（2）4 期产沙风险等级图均是产沙高风险和易产沙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北部和西
北部，不产沙区和产沙微弱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南部。由于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
植被状况改善，研究区产沙高风险区面积比例显著减小。

（3）自 1999 年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以来，不同地貌分区的植被状况均持续好

转。沙丘、风蚀沙化丘陵、平原、片沙黄土丘陵地貌区是未来水土保持工作需要关注的
区域，植被改善工作仍需加强。

相关研究表明黄土高原不同地貌类型区遏制侵蚀产沙的林草植被覆盖率存在不同阈
值

。此外，王万忠基于水文站年输沙量数据，通过对比分析近 50 年来黄土高原治理

［17］

前、一期治理、二期治理和退耕后（ 2000—2009 年）4 个阶段侵蚀产沙的时间变化特征，
表明受坡改梯、退耕还林（草）、淤地坝建设等多种水土保持措施的综合影响，侵蚀产沙

量和减水减沙效益均表现出不同的区域分布特征［26］。该文采用了不同于上述研究的空间
尺度，受研究观测资料的限制，进行了概化处理，主要包括：（1）在整个黄土高原重点

研究区均按照景可等人提出的 70% 的植被覆盖度标准来划分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侵蚀产
沙风险等级；（2）仅考虑了植被覆盖度这一指标，分析了植被恢复背景下黄土高原重点
研究区侵蚀产沙风险的时空变化。这些概化处理势必会对黄土高原重点研究区侵蚀产沙
风险的区域时空分布特征造成一定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构建考虑植被减沙阈值差
异性、多水土保持措施综合影响下的区域侵蚀产沙风险评价方法，全面评估今后黄土高
原治理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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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vegetation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water and sediment changes in the basin. The Loess Plateau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areas of soil erosion in the world.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in 1999, the vegetation cover of Loess Plateau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henomenon of sharp decline of water and sedi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obvious.However，previous studies 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vegetation cover change on surface

sediment yield have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experimental plot or basin scale, studies on different
geomorphological units have rarely been reported.［Method］Vegetation coverage of Yellow

River Basin in 1980, 2000, 2010 and 2016 were estimated by using dimidiate pixel model based
on multi-source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sets.Variations of erosion and sediment yield ris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egetation change in different geomorphological units were identified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he key study area
of the Loess Plateau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ediment

of the Yellow River.［Result］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verage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he

key study area of the Loess Plateau increased from 34.99% in 1980 to 63.64% in 2016, and the

growth rate after 2000 was more significant.The growth rate of 2010-2016 is relatively slower than

that of 2000-2010.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proportion of high-risk area of sediment yield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high-risk-sediment-yield and easy-sediment-yield area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and northwest of the study area.Non-sediment-yield and the
weak-sediment-yield area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study area.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in 1999, the vegetation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geomorphological units have showed continuous improvement.［Conclusion］Sand dunes，wind-

erosion desertification hills, plains, and sheet-sand loess hills need to be considered for futur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and vegetation improvement work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se
geomorphological units.

Key words：Grain for Green；vegetation coverage；sediment yield；Loess Plate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