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黄土高原全新世以来 

       自然环境变化概况 

主笔:郭正堂  侯甬坚 

【提要】现代黄土高原的生物气候环境是长期以来、特别是 10 000 a 来的全新世期间自然和人 

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这种相互作用的历史和过程,对黄土区生态建设研究具有重要价 

值。本章主要基于各类生物地质记录、历史文献和器测资料:(1) 简要介绍黄土高原的形成演化 

历史及其与亚洲季风环境和内陆干旱环境形成演化的关系;(2) 研究全新世以来黄土高原气候 

在万年和千—百年尺度上的变化特征、主要驱动因素和机制,探讨该时期的自然植被状况及其 

与气候变化的关系;(3) 分析最近 50 a 来黄土高原气候变化趋势及其对植被、河川径流和水土 

流失等的影响;(4) 剖析数千年来人类活动的强度变化及其与黄土区地貌、水文、土壤和植被演 

变的关系。上述内容试图从较为宏观的角度,为研究黄土高原生态建设的环境效应提供相关的 

历史背景。 

 

1.1  全新世以来黄土高原生物气候环境变化趋势及驱动机制 

在黄土高原生态恢复研究中,我们有必要了解高原目前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格局是如何 

形成的,又是如何演化到目前的状态的,受哪些主要因素控制。本节首先基于各类长尺度地 

质记录的研究结果,简要介绍黄土高原的形成演化历史及其与亚洲季风环境和内陆干旱环 

境形成演化的关系;继之重点讨论全新世以来黄土高原气候在万年和千年尺度上的变化特 

征、主要驱动因素和机制;然后根据孢粉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和古土壤学证据,探讨黄土高原 

全新世自然植被的状况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以期从历史的角度,为高原的生态环境恢复 

研究提供有关自然背景的参考。 

1.1.1  黄土高原的形成演化历史 

大约在渐新世末期到中新世初期,由于区域构造运动对大气环流的改变,亚洲的纬向带 

状环境格局解体,副热带高压控制的“行星风系型”干旱带消失,代之以季风环境和“内陆型 

干旱”环境的出现(Liu 和 Guo, 1997; Guo 等, 2002;2008; Sun 和 Wang, 2005)。也就是 

说,亚洲内陆型的干旱环境已有非常久远的历史。至少从中新世初期约 22 Ma BP 开始,冬 

季风环流就从内陆干旱区携带大量的风尘在黄河中游堆积形成黄土;而夏季风环流从低纬 

海洋携带大量的水汽,得以形成黄土中大量的古土壤层。因此,我国北方黄土高原的雏形在 

中新世初期就开始形成,之后持续发展(Guo 等, 2002;2008)。到新近纪晚期和第四纪,北 

极冰盖的形成与发展使冬季风环流的强度和内陆干旱度加剧(Guo 等, 2004),风尘堆积速 

率增大,形成今天巍然壮观的黄土高原(刘东生等,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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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六盘山为界,目前西部黄土高原风尘堆积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 22 Ma BP,且具有 

大范围分布的特征(Guo 等,2002;2008; Liu 等,2006; Hao 和 Guo,2007; 袁宝印等, 

2007);而东部黄土高原风尘堆积只有约 8 Ma 的历史(Sun 等,1998;Ding 等,1999)。这种 

空间上突变的区域差异难以用气候变化解释,显然是区域构造运动的结果:六盘山以西黄土 

堆积的基底地形形成于中新世初期以前,而东部黄土堆积的基底地形大多数则形成于中新 

世晚期约 8 Ma BP(郭正堂,2003;Hao 和 Guo,2004)。在东部黄土高原,除渭河谷地有晚 

中新世以前的河湖相沉积(李传夔等,1984)外,其他地区不仅尚未发现年代久于 8 Ma 的风 

尘堆积,而且也很少有此前其他类型的松散沉积,表明它们在晚中新世约 8 Ma BP 的一次构 

造运动中被侵蚀殆尽。此次构造运动使西部黄土高原的中新世黄土也遭受较强烈的侵蚀, 

是甘肃群成因多样性的重要原因(Guo 等,2002;2008; Liu 等,2006; Hao 和 Guo,2007; 

袁宝印等,2007)。证实上述关于风尘堆积底界年龄差异的构造推论的办法之一,是在今后 

的研究中注意东部黄土高原某些保存较好的古地形上是否有更老的风尘堆积。如果确实 

有,则说明肯定不是气候原因所致。 

六盘山以西以梁峁为主体的地形是在晚上新世约 3.5 Ma 以后的另一次侵蚀过程中形 

成的(郭正堂,2003; Hao 和 Guo,2004; 袁宝印等,2007)。这种不平坦地形难以保存大量 

的风尘堆积,致使该区较厚的第四纪黄土只在西宁、兰州等地平坦的河流阶地上发育。相 

反,大面积地区的梁峁内部主要由新近纪不同类型的松散沉积组成,之上以披覆形式保存了 

较薄的第四纪黄土。而六盘山以东的黄土高原虽然在更新世不同时期也有侵蚀(刘东生等, 

1985; 袁宝印等,1987; Porter 和 An,2005),但黄土塬内大量的沟谷切穿全新世土壤,表明 

全新世晚期的侵蚀十分强烈,可能与人类活动对植被的改变有关。新生代的上述气候和构 

造等事件,决定了黄土高原形成和演化历史的宏观轮廓及其与亚洲大陆构造和气候变化的 

关系。 

1.1.2  全新世以来黄土高原气候环境变化趋势 

黄土高原的形成演化历史与亚洲季风环境、内陆干旱环境的形成演化及区域构造历史 

密切相关。亚洲季风系统是全球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南亚季风(西南季风)、东亚 

季风(东南季风)和亚洲冬季风三个主要环流分支,它们与亚洲内陆型荒漠形成于同一时代, 

是一种协同演化(Guo 等,2008),既相互独立,又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亚洲大 

陆大范围地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格局。一般认为,目前黄土区的降水主要源于东亚季风携 

带的水汽,而西南季风携带的水汽经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也可到达黄土高原,对该区环境也 

有一定影响(陈隆勋等,1991)。对最近 5 个间冰期黄土高原环境空间格局的研究(Hao 和 

Guo,2005)显示,东亚季风对黄土区降水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而南亚季风的影响处于相对次 

要的地位。毋庸置疑,作为第四纪最后一个间冰期的全新世期间,黄土高原的降水较大程度 

地受东亚夏季风环流的控制。北部的沙漠—黄土边界带可大致反映夏季风环流影响的北界 

(Ding等,2005)。 

在理解我国北方环境演化时,不能忽视冬季风系统的作用:受西伯利亚高压强烈控制的 

亚洲冬季风环流会通过控制冬半年的气候条件而对黄土区的环境和生物状况产生深刻的影 

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土区的生物气候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东亚冬、夏季风环流 

相互作用的产物。如果从全球变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则是高、低纬气候过程的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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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我国北方的体现。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其中,全新世的环境趋势 

主要受控于地球轨道参数变化引起的万年尺度(也称轨道尺度)的气候变化和气候系统内部 

过程引起的千年尺度的变化。其他因素可以导致更短时间尺度的变化,本节不作详细讨论。 

1.1.2.1  地球轨道和全球冰量对全新世气候变化的影响 

东亚夏季风环流是黄土区水汽的主要携带者,其演化过程对黄土区水热平均状况有最 

直接的影响。虽然黄土是良好的气候记录,但由于数千年来剧烈的人类活动,全新世的土壤 

剖面上部多数受到农业活动的扰动,很难用以精确地恢复该时期的气候历史。相反,季风区 

内的其他记录(如湖泊、石笋等)则可以更好地反映夏季风环流的演化过程。 

我国南方的石笋为东亚季风演化提供了具有较准确年代的记录。虽然目前对石笋碳酸 

盐氧同位素组成的气候意义仍有不同看法,但较多学者认为它是季风降水变化的记录。如 

果这个前提正确,则它记录了夏季风环流的演化历史。湖北山宝洞的石笋氧同位素可能较 

多地记录了东亚夏季风的历史(Wang 等,2008),而贵州董歌洞可能同时受东亚和西南季风 

影响(Wang 等,2005)。从图 1-1-1 可以看出,两地石笋氧同位素反映的季风降水从 11.5 

ka BP 之后均开始增强,在约 10—9 ka BP 前后达到最大值,从约 6 ka BP 开始逐渐下降。 

这个趋势与北半球低纬夏季日照量(Berger,1978)的变化高度吻合。上述数据一方面说明, 

东亚和南亚季风在万年尺度上的变化具有相对一致性,另一方面有力地支持了 Kutzbach 

(1981)提出的理论:北半球低纬夏季风日照量变化是控制季风环流在轨道时间尺度上变化 

的主要因素。 

 

 

 

图 1-1-1  湖北山宝洞(Wang 等,2008)和贵州董歌洞(Wang 等,2005)石笋碳酸盐氧同位素记录的全新 

世季风降水变化及其与北半球低纬(30 N)和高纬(65 N)日照量变化(Berger,1978)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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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代观测表明我国气候常具有南涝北旱的特点,即东亚夏季风强盛时,季风雨带停 

留在北方的时间较长,北方降水较其他年份增多,而南方降水相对减少(Wang,2006)。但 

在万年尺度上,强盛的夏季风环流给南、北方带来的水汽都偏多,使上述差异在长时间尺度 

的表现并不明显。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倒数第五个间冰期(深海氧同位素 13 期,约 

500 ka BP 前),我国北方黄土中形成了第四纪以来发育最强的古土壤 S5-1 (Guo 等,1998; 

2009),而南方则大范围发育网纹红土(Qiao 等,2003; Yin 和 Guo,2006),二者均代表了东 

亚夏季风的极端强盛期。从这个意义上讲,石笋记录的夏季风演化趋势,也大致可以反映夏 

季风环流本身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影响,除非石笋氧同位素包含了其他信号。 

由于农业活动对全新世土壤剖面上部的扰动,加之黄土的精确年代测定有一定困难,只 

有少数全新世剖面有较好的年代学控制。如果简单地将全新世土壤底界定为 10 ka 来建立 

时间标尺,对研究全新世内部气候变化在精度上是不够的。黄土高原内由于地形等因素的 

控制,发育良好的全新世湖泊记录也很少。但位于北部和西北部的沙漠－黄土过渡带有较 

多的内流湖泊发育,它们在地理位置上接近于东亚夏季风环流影响的北界,与前述的南方石 

笋记录一起,可较好地控制黄土区全新世气候变化的历史。图 1-1-2 综合了一些有较好年代 

控制的湖泊记录,其中的各类指标均被认为是季风降水的指示。这些记录的多数反映,在约 

 

图1-1-2  黄土高原周边湖泊记录的全新世气候变化 (TOC为总有机碳含量) 

(a) 内蒙古巴彦查干湖 (实线为根据特征孢粉重建的年平均降水量,虚线为据孢粉组合重建的年平均降水量) (Jiang 

等,2006); (b) 三角城古湖(Chen 等,2001); (c) 青海湖(Lister 等,1991); (d) 达里湖 (Xiao 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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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ka BP 前季风降水开始增加,使全新世前期的气候总体湿润,湖面较高,自全新世中期约 

6 ka BP 以后逐渐变干。这与南方石笋记录的季风变化在大趋势上是一致的,均支持季风环 

流对低纬日照量变化为一种快速响应过程。 

但是,也有记录显示高原北部一些湖泊的湖面升高发生在 9—8 ka BP 以后,似乎指示 

夏季风对低纬日照量为滞后响应,或者说季风在黄土高原北部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的特点。 

这种差异涉及对季风在轨道时间尺度上变化机理的认识,因而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 

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除需要在年代学和指标气候意义方面开展进一步工作外,对湖泊 

补给水进行来源示踪、开展湖泊水文循环研究、不同区域和不同地貌条件下各类记录的对比 

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黄土高原内部一些有较好年代控制的黄土记录对分析这个问题有所帮助。渭南地区的 

孢粉分析结果显示,高原南部植被在 11.8 ka BP 以后显著增加(孙湘君等,1996),表明季风 

当时已经增强。耀县黄土剖面也显示类似的结果(李小强等,2003)。黄土高原北部的岱海 

湖泊钻孔花粉分析(许清海等,2004)表明,从约 12 ka BP 以后,花粉浓度迅速增加,流域发 

育以白桦林为特征的森林草原植被。虽然木本花粉含量在 8 ka BP 以后进一步增加,但主 

要是因为松属花粉的增加所致(许清海等,2004;Xiao 等,2004)。从上述其他湖泊和黄土 

记录来看,8 ka BP以后的这种变化也许是因为温度增高而非降水因素所致。 

高低纬气候过程分别通过冬、夏季风环流在中国北方的相互作用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原 

因。已有研究表明,东亚冬季风环流在轨道时间尺度(一般指万年尺度)(Ding 等,1995)和 

构造时间尺度(Guo 等,2004)都与北半球高纬冰盖和海冰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较大的北 

极冰盖和较大范围的海冰对冬季风环流有显著的加强作用,而后者对黄土区环境有深刻的 

影响。北极冰盖的发展过程主要受高纬夏季日照量变化影响(Hays 等,1976; Imbrie 等, 

1993; Ruddiman,2003a),且冰盖的消融对高纬日照量具有滞后响应的特征(Ruddiman, 

2003a; Lisiecki 和 Raymo,2005)。全新世早期,虽然夏季风环流受低纬日照量的增加而显 

著加强,但由于当时北极冰盖依然较大,导致冬季风环流较强,冬半年较为干冷,这种效应会 

随着冰盖的融化逐渐减小。 

在这种全球背景下,东亚夏季风环流随北半球低纬日照量变化于 11.5 ka BP 前后开始 

加强,到全新世中期 6 ka BP 以后减弱,是黄土高原全新世前期总体湿润、后期呈总体变干 

趋势的主要原因。虽然一些研究表明全新世中期有千年尺度的夏季风相对减弱(Guo 等, 

2000; Chen C A 等,2003; Chen F H 等,2003),但与其他时期相比仍然偏强。相反,冬季 

风受北半球高纬冰量的影响,在全新世前期依然较强,此后逐渐最弱。这应当是很多全新世 

记录显示的约 8 ka BP 以后为高温期或大暖期(施雅风等,1992)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季风 

降水可能并不是最多的,但年内平均温度可能是最高的。从各种记录的综合分析看,黄土高 

原全新世季风降水最多的时期应当与南方石笋记录所显示的趋势一样,出现在 10—9 ka BP 

前后。当时较强的夏季风理应给中国北方带来较多的降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平时所 

说的气候适宜期,应当理解为考虑了温度和降水平均状况的一个综合概念。 

1.1.2.2  全新世千年尺度的气候变化 

千年尺度的气候变化不是由地球轨道变化直接引起的,因而是一种“非轨道”行为。它 

们是叠加于轨道尺度大趋势上的次一级波动。同样由于黄土高原内部记录的缺乏,目 

前关于全新世千－百年尺度气候变化的资料也多数来自临近周边地区。由于黄土高原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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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受统一的季风环流控制,这些资料对黄土高原的气候演化历史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 

尽管在程度上会有差别。 

紧邻黄土高原北部的沙地对全新世季风演化十分敏感。虽然沙地内难以获得高分辨率 

的连续的记录,但湿润时期发育土壤或出现小型湖泊,流沙得到固定;干旱时期土壤发育中断, 

湖泊干枯,风沙活动复活。过去对有
14
C 测年、沙地内代表湿润环境的古土壤或水体指示物 

的频数统计揭示出,湿润环境至少在 9.5 ka BP 开始增加,表明气候显著湿润化(Guo 等, 

2000)。虽然因指标的数量偏少而无法对气候变化的幅度和确切始末时间进行分析,但可以 

看出我国北方全新世在总体湿润的背景下至少存在三个明显的干旱期,分别发生在大约 8.5 

ka BP、7—5.6 ka BP 和 4 ka BP 前后。这些事件在受非洲季风影响的撒哈拉沙漠中也有明 

确反映,表明它们可能是季风区的统一现象(Guo 等,2000)。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干旱事件是叠加于上述轨道尺度上的次一级波动,因而是全新世总 

体湿润背景下的相对干旱,各地的表现可能也有差异。岱海(Jin 等,2004)、青海湖(Liu 等, 

2002)和三角城(Chen 等,2001)等湖泊的研究也揭示出 8.2 ka BP 前后的干旱事件。不同 

记录中事件发生的时间仍然有一些差异,需要更精确的时间标尺和对不同地区记录的对比 

进一步研究(Jin 等,2007)。 

全新世中期 6 ka BP 前后的干旱事件在其他记录中也有陆续报道。黄土高原南部的全 

新世古土壤在 6—5 ka BP 发育中断,其间被一层黄土分隔,反映了一次较为明显的季风减 

弱(Huang 等,2000;2003)。高原以北的盐海子(Chen 等,2003)、三角城(Chen 等,2003) 

也确切地指示了这一事件的存在。岱海(Xiao 等,2004)和达里湖(Xiao 等,2008)对 6—7 

ka BP 的相对干旱事件实际上也有清晰记录。不过,它在有些湖泊记录中似乎并没有明显反 

映,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4 ka BP 的干旱事件可能也伴随着降温,在我国季风区很多记录中有清晰记录(Wu 等, 

2004)。青海湖(Lister 等,1991)以及岱海(Xiao 等,2004)的记录中都能够明显看出 4 ka BP 

左右季风的减弱。这次事件可能具有全球性,被认为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衰落的原因 

(Weiss 等,1993)。在我国,它在时代上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交替大致吻合,与文 

化期的更迭有一致性,说明它不仅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有重要作用,可能也对古文明发展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Wu 和 Liu,2004)。但是,这些事件确切的原因目前是不清楚的,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 

国际上对北大西洋浮冰事件的研究揭示出全新世存在准周期约为 1450 a 的气候事件, 

称为 Bond 旋回(Bond 等,1997)。对黄土高原北部一些湖泊的研究也报道了类似的事件 

(Chen 等,2001)。虽然目前类似的高分辨率记录尚不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事件在黄 

土高原的存在,因为末次冰期北大西洋浮冰事件在我国黄土区的冬季风(Porter 和 An, 

1995)和夏季风(Guo 等,1996a)记录中均有明确反映。 

1.1.2.3  小冰期以来的气候变化 

小冰期指近千年来中世纪暖期之后出现的寒冷时期,被认为是 10 000 a 来最冷的时段 

之一(Kreutz 等,1997)。其出现时间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一般认为,时间跨度约为 500 a, 

即 1400—1900 AD(王劲松等,2006)。研究多将 15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末的气候寒冷期作 

为中国的小冰期(竺可桢,1973; 王绍武,1995; 王绍武等,1998)。几十年来,不同学者基于历 

史文献(竺可桢,1973; 张德二等,1997)、树轮(邵雪梅等,2004)、冰芯(姚檀栋等,1995)、石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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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等,2008)、湖泊沉积物(曹建廷等,2003)和孢粉(童国榜等,1998;张俊牌等,2001)等 

记录,对中国小冰期以来的气候变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黄土高原树轮、石笋和湖泊沉积物等古气候记录的研究较为薄弱,而基于历史文献对古 

温度和降水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东南部地区(竺可桢,1973;张丕远等,1994;张 

德二等,1997; Ge 等,2003; Zhang 和 Lu,2007)。虽然黄土高原历史文献中记录了大量关 

于灾害性天气的描述(周旗,2003;周晓红和赵景波,2008),但目前尚缺乏对该区冷暖干湿波 

动的定量恢复。也就是说,小冰期以来黄土高原地区的气候变化综合研究尚待深入开展。 

图 1-1-3 对比分析了近年来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基于气候替代性指标(Zhang 等, 

2008; 曹建廷等,2003)和历史文献(Tan 等,2008; 周晓红和赵景波,2008)重建的古温度和 

古降水变化历史,结果显示两类方法反映的气候变化趋势较为吻合。 

 

 

图1-1-3  黄土高原及周边地区1200 AD以来的气候变化 

(a)气候驱动因子变化。黑色实线为南极 EDML 冰芯记录反映火山活动的非海盐 SO4
2-
浓度(Traufetter 等,2004),黑 

色虚线为大气 CO2 浓度(Etheridge 等,1996),灰色实线(Lean,2000)和虚线(Bard 等,2000)为太阳辐照度;(b)降水 

变化指标及重建结果(黑色实线为根据历史文献资料重建的陇西旱涝比指数(Tan 等,2008);黑色虚线为万象洞石笋 

δ
18
O(Zhang 等,2008)); (c)温度变化指标及重建结果(黑色实线为根据历史文献资料重建的关中地区温度(周晓红和 

赵景波,2008),黑色虚线为根据介壳 Sr/Ca 及 δ
18
O 重建的岱海地区气温(曹建廷等,2003),灰色实线为综合不同指标 

重建的中国温度变化(Yang 等,2002))。灰色阴影指示小冰期中较冷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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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900 AD 期间,黄土高原为冷期,温度较 20 世纪可能低 1.5
o
C 左右,且小冰期内 

也有显著的冷暖波动,到 1900 AD 后温度快速上升(图 1-1-3c)。上述变化与冰芯、树轮、历 

史文献等重建的中国温度变化趋势(Yang 等,2002)相似,说明黄土高原小冰期以来的温度 

变化与大空间尺度上的变化有一致性,可能与太阳辐照度(王绍武,1995)、火山活动(Lam- 

oureux 等,2001)和温室气体浓度变化(Ruddiman,2003b)等驱动因素有关。 

太阳辐照度减弱和火山活动增强可直接导致地表温度降低。1460—1550 AD 和 1645— 

1715 AD 是太阳辐照度较弱的两个时期,约比目前低 0.25%～0.4%(Ruddiman,2008),与 

黄土高原温度低值期相对应(图 1-1-3)。此外,Ruddiman(2003b)在其“早期人类活动假说” 

中指出,小冰期温度的降低与瘟疫造成人类的大量死亡、农业用地闲置导致森林的重新生长 

吸收大气 CO2 有关。这一解释不仅为小冰期气候研究提供了一个需要考虑的额外的驱动 

因素,也强调了人类活动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由于黄土高原主要为季风降水影响,万象洞石笋记录 δ
18
O 值所反映的季风降水强度和 

历史文献记录重建的陇西旱涝比指标反映的降水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即在约 1400—1900 

AD 期间,区域降水较少;1900 AD 之后,降水量迅速增加(图 1-1-3b),支持小冰期的黄土高 

原是干旱的。但一些研究显示,我国有些地区小冰期降水反而增加,可能说明不同区域降水 

有不一致,需要更多的证据及气候模型进行分析。数百年来黄土高原的温度和降水强度变 

化趋势的一致性(图 1-1-3),可能说明温度通过影响海陆热力差异对季风的驱动。当然,工 

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也会对温度起到正反馈效应,进而影响季风及其降水。 

1.1.3  全新世以来黄土高原古植被演化趋势 

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数千年来的农业耕作活动使自然植被几乎全部被 

破坏。今天的植被面貌无疑是自然和人类活动双重作用的结果。假设没有人类活动,黄土 

高原的植被状况应当是怎样的？在全球平均温度比今天大约高 1℃的全新世中期(Huang 

等,2008)的植被状况又应当是怎样的面貌？这些问题不仅是环境变化领域的理论性问题, 

而且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潜力研究等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针对该问题开展了大量工作,但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根据 

史料研究,认为至少高原南部曾广泛发育森林和森林草原,目前没有森林植被是人类长 

期活动的结果(史念海,1991;朱志诚,1994)。然而,孢粉研究显示全新世以来包括较湿润的 

黄土高原南部可能主要以草原植被为顶级群落(王守春,1990;孙湘君等,1995)。实际上,我 

们无需怀疑不同证据、不同解释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是要通过较强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来研 

究和理解上述问题。一些学者已经指出,黄土高原的植被不能简单地表述为草原或森林草 

原,而应区分不同的地形部位和区域(刘东生等,1994;张信宝和安芷生,1994;吕厚远等, 

2003)。有些证据事实上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地形和位置信息。由于黄土高原地形变化多样、 

基底类型复杂,会导致短距离内水文条件的显著差异,影响植被的类型。因此,讨论平坦的 

黄土塬面上的自然植被,对黄土高原地带性古植被的认识可能更具代表性。同样,由于全新 

世经历了显著的气候变化,同一地区的植被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本节主要基 

于黄土高原全新世植被演化的自然证据(花粉、同位素记录和古土壤等)来对上述问题进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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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全新世古植被的花粉记录 

植物花粉在古植被恢复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是植物较客观和直接的证据。但花 

粉结果有时也有局限性,较突出的包括保存和来源问题。湖泊中的花粉组合往往是流域不 

同地貌部位植物花粉的混合,也有从异地随风力搬运来的;而黄土中的花粉有的来源于当地 

植被,有的是从其他地区搬运来的,来源较为复杂,数量偏少,是孢粉学研究公认的难点之 

一。因此,在使用花粉记录恢复古植被时,需要对较多的花粉记录进行综合分析,剖析剖面 

和周边地区的地理特征,才能得到更为客观的结果。 

迄今为止,对黄土高原和临近地区的花粉研究地点至少有 30 余处。虽然不同学者的研 

究结果有所差异,但通过综合分析可以获得较清晰的植被时空演化历史(图 1-1-4)。位于北 

部的沙漠－黄土边界带的靖边(李小强等,2000)、兰州(汪世兰等,1991)一带,全新世期间一 

直以草原植被为主。山西北部地区也为类似的景观(范淑贤等,2007)。在黄土高原中东部 

的塬区,洛川(孙建中,1998)和富县(柯曼红,1993)古土壤剖面花粉分析都记录了全新世期 

间一直以草原植被为主的景观。一些花粉分析结果虽然显示一定比例的木本花粉,但主要 

以易被风搬运的松属花粉为主(李秉成,2005),可能来源于周边山地。 

在黄土高原南部塬区,渭南(孙湘君等,1996)和西安地区(李秉成和孙建中,2005)、耀县 

(李小强等,2003)、宝鸡(巩晓燕,2006)剖面的花粉分析结果均显示全新世期间未出现典型 

森林植被,而是经历了“干草原－湿润草原－干草原”的演变过程。对塬区的植物硅酸体的 

研究也显示,南部较湿润的地区全新世以草原和疏林草原植被为主,落叶阔叶林可能只在气 

候最宜期短暂出现(吕厚远和刘东生,1999)。作为黄土高原南部最湿润的地区,全新世植被 

以草原为主,其他更为干旱的地区以草原植被为主是不难理解的。 

 

图 1-1-4  黄土高原不同地点全新世花粉百分含量变化 

(虚线为木本花粉百分含量,渭南和宝鸡剖面实线为草本花粉百分含量,其他剖面实线为灌木与草本花粉  

合计百分含量) 

但是,来自黄土梁峁地区、河谷地带或临近有山地的地点的花粉分析结果与塬区相比具 

有很大的差别。例如,来自吕梁山和汾河谷底附近的临汾钻孔(韩军青和马志正,2002)显 

示全新世中期植被中有较多的松属和其他一些木本花粉。以梁峁地形为主的会宁(孙爱 

芝,2007)、定西和天水(唐领余等,2007)等剖面显示这些地区在全新世 6 ka BP 左右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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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过森林或森林草原植被,其余时段为草原植被。北部流域内有山地的地区(如岱海等),孢 

粉分析结果也显示了全新世中期有较多的森林成分(许清海等,2004)。基岩山地附近的分 

析结果与塬区则有更大的差别。例如,小陇山地区孢粉分析表明该地全新世以来一直发育 

较好森林植被(巨天珍和陈学林,1998)。这与今天我们在基岩山地观察到较多的森林植被 

是吻合的。今天的黄陵、子午岭一带森林植被相当茂盛,且这类地区阴坡和阳坡的植被面貌 

也有显著差异。 

1.1.3.2  同位素记录反映的古植被特点 

土壤中的有机质主要来自陆生高等植物,其 δ
13
C 组成与植被 δ

13
C 组成基本一致 

(Cerling 等,1989)。陆生高等植物中主要有 C3 和 C4 两种光合作用类型,C3 植物占绝大 

部分,几乎包括所有的树木、灌木和适宜在凉爽季节生长的草类。C4 植物主要是适宜在温暖

季节生长的草类,以禾本科为主,也包括少量灌木。C3 和 C4 植物的 δ
13
C 值不互相重叠, 

平均值分别为－27‰和－13‰ (Cerling 等,1993)。一般认为,土壤中的成壤碳酸盐碳同位 

素比有机碳同位素偏重约 14‰～17‰ (Cerling 等,1989),也可作为植被恢复的依据。但近 

年来一些证据显示,这个差别有时会超出上述范围(Pendall 和 Amundson,1990; Hum- 

phrey 和 Ferring,1994; Wang 等,1997)。用有机碳同位素研究植被可能更为可靠。根据 

纯 C4 和 C3 植物有机质的 δ
13
C 值作为端元,同时考虑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使用对大气 

CO2 的 13C 的影响,可以大致估计 C4 植物的相对比例 C4 %(图 1-1-5)。 

黄土高原常见的C4植物主要为禾本科(王国安,2001),其δ
13
C分布区间为－10.5‰～ 

－14.6‰,平均值为－12.6‰(王国安等,2003;2005)。由于木本植物几乎全部为C3植物, 

而C4植物绝大多数为草本植物,土壤有机质和碳酸盐的碳同位素组成对植被也有较好的指 

示意义。目前,对黄土高原全新世古土壤有机碳同位素研究涉及不同地区的剖面,可用以从 

空间上探讨植被的特征(图1-1-5)。这些剖面多数来自全新世古土壤保存较好的位置,因而 

较大程度地反映塬区的植被特点。值得说明的是,由于不少草本植物为C3植物,C3/C4植 

物相对丰度并不代表木本与草本植物的比例。 

黄土高原有机碳δ
13
C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加,表明C4植物的相对丰度逐渐增加 

(图1-1-5)。在北部和西部,大约－24‰～－26‰的δ
13
C值反映几乎纯C3植被,而到黄土 

高原南部,C4植物的相对丰度显著增加,相对丰度可达50％以上。上述分布显然不是反映 

木本植物的比例,因为东南部的气候更为湿润,似乎更有利于森林植被的发育,而C4草类植 

物的比例反而显著增加,指示了包括东南部相对湿润地区的全新世土壤中有机质更多地来 

源于草本植物,致使C4草本植物对有机质碳同位素值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如果南部以森林 

植被为主的话,无疑会导致C3植物比例的显著增加。而向高原西部和北部C3植物相对丰 

度的增加,显然应解释为C3草本植物比例的增加而不是木本植物比例的增加,否则有悖于 

黄土高原气候的空间格局。 

因此,黄土高原全新世古土壤有机碳同位素的空间分布说明,该时期草本植物主控高原 

土壤的有机质的来源,无疑反映了一种以草本植物为主的植被平均面貌。木本植物即便以 

一定比例存在,也没有达到控制土壤有机碳同位素空间分布规律的程度。影响C4植物相对 

丰度的因素包括大气CO2浓度、温度、降水以及季节性变化等(Collatz等,1998),但对黄土高 

原的全新世来讲,生长季的温度(顾兆炎等,2003)和降水(An等,2005)是最重要的因素。 

由西北向东南温度和降水的增加导致C4植物相对丰度的增加,实质上排除了全新世期间塬 



第 1 章   黄土高原全新世以来自然环境变化概况 11 

面上茂盛森林植被存在的可能。否则,有机质的δ
13
C会更多地被C3植物所控制。这与前 

述的花粉证据是一致的。 

 

图 1-1-5  黄土高原全新世气候适宜期古土壤有机碳同位素分布图  

(研究地名旁的数值为全新世土壤有机碳同位素 δ
13
C 最高值;括号内的数值为根据 δ

13
C 值估算的 C4 植物相对丰度; 

C4%计算方法参考 Cerling 等(1989;1993),分别以－25.5‰和－11.5‰作为纯 C3 和 C4 植被的端元;粗虚线之间的 

区 域 分 别 指 示 C 4 % < 3 0 % , 3 0 % ～ 5 0 %和 > 5 0 %的 地 区 ) 

1.1.3.3  全新世土壤与古植被 

成壤特征、过程和相应的土壤类型与植被有较为严格的关系,是古植被恢复的可靠证据 

之一。由于平坦的塬区或阶地面上不易于侵蚀,黄土－古土壤序列的保存最为完整,多数黄 

土研究集中于这类地区。其中,洛川、西峰、宝鸡和关中地区第四纪黄土中的古土壤研究较 

多。以西峰为例,整个第四纪 2.6 Ma 以来的古土壤多数为草原土壤(Guo 等,1991),其中 

以形成于大约 500 ka BP (深海氧同位素 13 期,MIS-13)的土壤 S5-1 最为发育(刘东生等, 

1985; Bronger 和 Heinkele,1989; Guo 等,1991;1998;2009; Rutter 等,1991),代表了东 

亚季风在第四纪的极盛期。当时黄土高原南部关中地区的土壤含有较多的粘粒胶膜,各方 

面的成壤特征显示了较强的森林土壤的特征(Guo 等,1993;1996b; Rutter 等,1991)。但 

是,在高原中部的西峰一带,虽然也有一些粘粒胶膜,但土壤钙积层保存完好,结构和成分等 

仍然较多地指示了一种半干润环境下的草原土壤的特征,表明高原中部即便在最湿润的 

MIS-13 时期,大部分时期以草原植被为主,只在气候适宜期有森林植被发育(Guo 等,1991; 

1998)。 

虽然黄土高原全新世的土壤(S0)剖面上部被人类活动强烈扰动,甚至不少剖面的上部 

是几千年来人类把黄土和农家肥混合后在田间施肥堆积所形成(Guo 等,1991),但许多剖 

面保存了全新世早期和中期的原生土壤,可用来研究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植被和环境特征。 

以高原东南部最为湿润的关中地区为例,西安(郭正堂等,1993)和渭南(郭正堂等, 

1994)剖面上部(Ap 层)均为人类活动扰动,含有较多的木炭碎屑。剖面中部(Bt 层)含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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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的深褐色半透明的粘粒胶膜,具有致密生物粪粒充填微结构,反映了生物活动十分强 

烈。土壤以硅铝特性为主,粘土矿物以 2:1 型矿物为主,而 1:1 型的高岭石主要为碎屑成 

因。剖面下部(Ck 层)具有典型的海绵状微结构,含 15%～20%的碳酸盐浸染包膜、针状方 

解石充填或浸染片。 

上述多数成壤特征是草原土壤的典型特征,大致对应于联合国土壤分类中的淋溶湿草原 

土(FAO-Unesco,1974)。一些学者把其中的黏粒胶膜解释为典型森林土壤的特征。但 

是,上述黏粒胶膜与典型的阔叶森林土壤的黏粒胶膜有较大区别,后者有机质含量很少、透 

明而具有显微层理、双折射率很高。西安和渭南的全新世土壤中的胶膜多见于能产生较多 

富里酸的植被下(Fedoroff,1986),即植被中可能有一些针叶林的成分。因此我们认为,关 

中地区塬面上的全新世土壤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草原土壤的特征。在塬区,森林植被未能占 

主导地位应当主要受控于水分状况的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年内干季太长。这与塬区植 

物花粉和土壤碳同位素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沟谷或附近山地因水分条件 

的变化而有森林存在的可能。 

在黄土高原中部的西峰和洛川地区(郭正堂等,1993;1996),全新世土壤具典型的海绵 

微结构,含较多有机质,底部有碳酸盐菌丝体为主的钙积层。剖面无胶膜、基本无红化现象, 

西峰剖面仍然含有少量的原生碳酸盐。这些全新世土壤是较为典型的 Cernozem (FAO- 

Unesco,1974),是典型的草原土壤。由于黄土区南部最湿润的塬区主要为草原土壤,北部 

更为干旱的塬区自然难以发育典型的森林植被
①
。 

1.1.3.4  全新世自然植被演化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证据指示的黄土高原植被演化是有相对一致性的。 

首先,讨论黄土高原植被演化必须强调空间概念。由于水分条件是限制黄土区植被较为关 

键的因素,不同地貌条件、不同土壤母质会导致局地水分条件的显著差异,最终导致植被类 

型的不同。虽然各种地貌条件下的植被都与气候相关,但我们认为,平坦的黄土塬区对黄土 

高原地带性植被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第二,全新世气候演化经历了季风影响较弱－较强－ 

较弱的过程,且有千年尺度的干旱事件叠加于上,对植被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讨论高原自 

然植被状况,也要同时强调时间的概念。气候最宜期的植被和全新世晚期相比具有明显的 

不同。 

植物花粉、硅酸体、土壤有机碳同位素和古土壤本身是植被演化自然而较为客观的记 

录。上述证据均显示,平坦的黄土塬区全新世期间一直以草原植被为主;即便在高原南部较 

为湿润的地区亦是如此。在黄土塬面上,即便有森林的成分,也可能只在气候最宜期短暂出 

现。森林植被在塬区未能占主导地位主要是由前述的高低纬过程对气候的控制所致。季风 

气候条件下,冬季风较长的控制时间导致黄土区干季太长,不利于森林植被的建立。 

沟堑地区因为地形对局部水分条件的控制,在水分较为充足的地貌部位会有森林植被 

的生长。基岩山地在全新世期间可能一直有较为茂密的森林植被,基岩的良好水分保存条 

件应当是关键原因。此外,山地由于阴坡和阳坡之分,阴坡相对较低的蒸发量导致水分条件 

相对较好,有利于树木的生长;而阴坡森林植被的生长无疑又有利于向整个山地扩展,改善 

整体水分和植被条件。 

                                                        
①
编者注: 根据目前黄土高原沿用的土类名称, 在西峰和洛川地区, 这里的 Cernozem应指黑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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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平坦的塬区植被看作是黄土高原全新世的地带性植被,则上述证据表明黄 

土高原即便在全新世季风降水较多的时期也以草原植被为主。从约 6 ka BP 以后,由于北 

半球低纬日照量的减少导致夏季风环流呈总体减弱趋势,最近几千年来黄土高原的水分状 

况不可能比全新世中期以前更好,在平坦的黄土塬区没有理由发育茂盛的森林植被。由此 

我们认为,一些关于茂盛森林植被的证据和解释,可能更多地与山地和沟谷植被相联系。 

(参写人:刘 恋、于严严、周 鑫) 

 

1.2  近 50 a来黄土高原环境变化概况 

为了黄河的长治久安和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科技界对黄土高原环境变化的研究予以持 

续的重视。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建设的日益关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退耕还林还草等系列生态建设工程陆续启动,对黄土高原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学科与生产 

需求更加迫切。在开展的诸多研究中,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驱动下,黄土高原的生 

态和环境变化的过程与机理得到高度重视。在黄土高原近 50 a 来增温与干旱化的过程、覆 

被变化的特征与驱动力、降水与径流的时空分异、土壤侵蚀与泥沙输移对环境变化的响应等 

区域性科学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本节集成的一些研究成果,由于研究方 

法和时空尺度等原因,结论可能不尽完全一致,但均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相关科学问题的认 

识,对今后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1.2.1  气候变化趋势 

在全球变暖为主要气候变化特征的大背景下,近50 a来,黄土高原和中国北方其他地区 

相似,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气温和降水的变化。 

1.2.1.1  气温变化 

黄土高原近50 a来增温现象明显。气温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升高,这与全球的观测记录 

相一致。黄土高原各季节的平均气温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增温速率大于全国同期增温速 

率,与近50 a地球表面平均温度的线性增温速率为0.13℃/10a相比(秦大河等,2007),黄土 

高原增温速率大于全球增温平均速率。黄土高原1961—2000年的40 a间平均气温以 

0.026℃/a的速率上升,大于全国同期增温速率(0.004℃/a);冬季升温最快,达0.051℃/a, 

秋季次之,为0.024℃/a,春季为0.019℃/a,夏季升温最慢,为0.007℃/a(姚玉璧等,2006)。 

黄土高原40 a平均气温8.8℃,其中,20世纪6O年代平均气温8.5℃,7O年代和8O年代 

年平均气温为8.6℃和8.7℃,9O年代年平均气温为9.3℃,年代际变化与全国同步。黄土 

高原近期正负积温变化表现出积温大振幅区集中在高原腹地,变化信息由高原中部向周边 

传播;负积温分维数大于正积温,负积温变化全程复杂于正积温,这可能与冬夏季大气环流 

活跃程度和冷暖空气在近地面运动受大地形影响有关(王毅荣,2007)。 

黄土高原不同区域增温的速率有异(图 1-2-1),50 a 来均呈现增温趋势,但年平均气温 

变化的趋势线斜率明显不同。在几个站点中,太原-延安-银川一线 50 a 来的增温速率更 

大些,可能反映其对全球变暖响应较敏感,而西宁、榆林等地区,增温速率较慢。 

与全球气候变暖相呼应,黄土高原近 50 a 来增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从更长的时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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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近50 a来的增温似并非单独的气候现象。 

 

图1-2-1  黄土高原地区1951—2001年不同站点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黄土高原数据分中心) 

 

重建过去2000 a中国东部地区冬半年温度距平序列为基础资料,虽然20世纪暖期的温 

暖程度非常明显,但其温暖程度和波动幅度均没有超过过去2000 a曾经出现过的最高水平。 

20世纪增暖实质上是气候从寒冷阶段小冰期向温暖阶段转变的快速升温过程,速率虽非常 

大(1.1℃/100a),但这一升温过程与过去2000 a中其他气候由寒冷阶段向温暖阶段转变的 

过程相似,并不是唯一的。从百年际波动看,20世纪暖期的温度距平不但低于中世纪暖期 

后期温暖时段(1200—1310 AD),也低于隋唐暖期(570—770 AD)及中世纪暖期前期的温暖 

时段(930—1100 AD);从30 a年际变化看,20世纪暖期最暖30 a的温度距平低于中世纪暖 

期的最暖30 a,而与隋唐暖期的最暖30 a相当;从年代际变化看,20世纪最暖年代的温度距 

平与中世纪暖期前期的最暖年代极为接近。另外,从中国过去2000 a的冷暖阶段变化过程 

看,20世纪暖期的最可能相似型为隋唐暖期(570—770 AD),而不是中世纪暖期。同时可能 

是由于受到因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效应作用日益增大的影响,1980年以后的升温速率明显 

加快(郑景云等,2002)。从全国增暖趋势看,我国包括华北近百年来气温变化与全球和北半 

球的气温变化一样,存在增暖的趋势,但我国各个地区气温还存在振幅和位相上的差异,西 

北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增暖并没有超过近百年的历史(符淙斌等,2005)。 

目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引起近期增温的人类活动和气候自然波动影响贡献的认识还 

有待深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20O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 

告指出,人类活动“很可能”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秦大河等,2007)。而对过去2000 a 

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幅与周期研究表明,20世纪的增暖似不能仅归因于人类活动而致的 

“温室效应”增强,同时它与气候自然波动有关。中国东部的温度在百年至千年尺度间,变化 

存在准100 a、250 a、400 a、600 a和1000 a等时间尺度的准周期波动。20世纪不但与3世 

纪、9—l3世纪一样,同属千年尺度的暖峰,而且在其他百年际时间尺度的波动上也属于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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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葛全胜等,2006)。 

1.2.1.2  降水变化 

黄土高原大多数地区是雨养农业区,无论作物生产或植被恢复主要依赖于天然降水。 

降水变化将深刻影响到作物和植被的生长,也会影响到植被建设的布局和效益。对近 50 a 

来黄土高原的降水变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降水时空分异特征、变化周期与趋势,对区域水资源 

及干旱化的影响,以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等主要科学问题。 

(1) 降水量变化 

黄土高原降水量近50 a来呈减少的总趋势,时空差异明显。由于研究的方法、尺度等原 

因,不同研究对减少的趋势和程度认识不尽完全一致。 

黄土高原1961—2000年年降水量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年降水量递减率为－2.095 

mm·a
-1
,大于近40 a来全国年降水量递减率(－1.269 mm·a

-1
)。黄土高原40 a平均 

年降水量 465.4 mm,20世纪6O年代平均降水量 503.7 mm,70年代为 461.1 mm,80 

年代为 468.0 mm,90年代为 428.7 mm(姚玉璧等,2006)。区域间降水减少的差异表现为 

东部较快,西部较慢。在季节降水区域分异特征上,春季,西部祁连山零星地区的降水呈增 

加趋势,其余各地降水减少;夏季,高原东部减少,西部则存在微弱的增加趋势;秋季,降水的 

变化趋势一致减少,并且南部大于北部;冬季,降水增加或减少的速率都很小,其中高原西部 

存在增加趋势,东部存在减少趋势(王毅荣和吕世华,2008)。鉴于上述黄土高原的增温现 

象,由于降水减少使高原秋季总体上干旱化趋势更为明显,在高原东部的干旱化表现尤为明 

显。 

在黄河中游地区,1986—2002年汛期降水量及其流域降水量较前期1955—1985年减 

少,大部分地区偏少10％以上,尤其渭河中游、上游和河龙区间南部至汾河中游一带均有 

20％以上的负距平区(康玲玲等,2004)。 

随着研究空间尺度的变化,降水变化趋势统计分析的显著性可能有所变化。例如,对黄 

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l000多个水文气象站近5O a的月降水资料所生成的整个流域及其29 

个三级区的降雨量过程,采用多种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利用Mann-Kendall秩次相关检验结 

果表明:在湟水、河口镇-龙门左岸、吴堡以上右岸、吴堡以下右岸、渭河宝鸡峡—咸阳以及 

渭河咸阳—潼关的黄土高原三级区,降水量通过了较弱的 Mann-Kendall 秩次相关检验,降 

水表现出减少的趋势,但整个黄河流域降水减少的趋势不明显(朱厚华等,2005)。同样,局 

地研究也可能存在与高原降水变化趋势分析的差异,如莫兴国等(2007)对无定河流域的研 

究结果显示,近 40 a 来温度上升,而降水量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年际波动幅度变小。  

对黄土高原降水变化的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并揭示区域变化特征,以 

获得对变化机理的全面理解。 

(2) 降水带迁移 

50 a来,黄土高原雨量带显现出年代际演变特征。在1961—2000年间,等雨量线总体 

上南移,但也存在年代际振荡。作为半湿润与半干旱界限的400 mm雨量等值线,20世纪 

70年代较60年代南移约0.6个纬度,接近高原中部,南移幅度东部明显大于西部;80年代 

在70年代水平上略有北移;90年代南移突出,移幅较大,较60年代南移约1.8个纬度,高原 

东部地区更为明显,除关中平原外其他区域基本均已蜕变为半干旱气候区(王毅荣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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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降水变化周期 

50 a来,黄土高原降水在减少的总趋势下,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在年代际变化上, 

降水量的波动周期明显,振幅正负幅度相似,表现出阶段性多雨和少雨。其中,20世纪60年 

代和80年代相对多雨,而70年代和90年代为相对少雨期。 

从不同空间尺度分析降水的震荡周期虽不尽相同,但对包括黄土高原在内的黄河中游、 

黄河流域或西北地区降水分析均表现出一定的震荡周期,特别是3 a左右和5～7 a的短周 

期明显。1955—2002年黄河中游及各区降水量年际变化主要显著周期为5、7、11和21 a(康 

玲玲等,2004)。黄河流域降水的短周期为准3 a,中长期一般表现为11 a和22 a的周期(朱 

厚华等,2005)。西北地区近50 a降水除了普遍存在准3 a左右和5～7 a左右的周期外,还存在 

9～14 a的长周期的周期振荡部分。 

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震荡特征可能有异。陕北地区1951—1975年间降水有显著的准3 a 

的周期振荡,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存在准7 a左右的显著性周期,90年代中期后 

又以3～4 a周期为主。表明准3 a周期成分的稳定性在50—7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后较 

显著,准7 a周期的稳定性在70—9O年代则比较显著。50—70年代是多降水期,70—90年 

代是少雨期,其中,1973—1980年是少雨期中的相对多降水期。SSA的分析结果表明,宁夏 

陕北地区在1970年前后存在一个显著的降水转型期,表明该地区由多降水期转入少降水 

期,并且一直持续到2000年。该地区准3 a和准7 a左右的周期相对稳定,是降水年际变化 

的主要平衡态。13 a左右周期是该地区降水的另一个较为稳定的周期,该地区降水的准 

13 a周期振荡的稳定性要比7 a、3 a周期振荡的稳定性更加显著(王澄海和崔洋,200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述研究利用的系统的器测降水资料大部分从1951年才开始,因 

此要了解这一地区年代际,特别是数十年代际(multi-decade)的降水变化特点,掌握其降水 

的长期变化规律,仅仅依靠这50多年的观测资料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利用更长时段的高分 

辨率降水重建资料(郝志新等,2007)。 

季风的变化是造成近 50 a 来北方降水呈现减少趋势的一个主要原因。黄土高原 50 a 

来的降水减少趋势,虽然为多数研究结果所支持,而空间和时间的分异特征仍需进一步重 

视。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对高原降水的变化趋势及区域差异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对于降 

水震荡周期的研究,除时空尺度可能引起结论的不确定因素外,也反映影响震荡原因的复 

杂。从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拓宽对产生震荡的过程与机理研究,才有可能对黄土高原 

降水的变化规律形成更清晰认识。 

1.2.1.3  气候暖干化趋势 

增温和降水减少使黄土高原绝大部分地区50 a来呈现出暖干化的气候特征。黄土高原 

各省份旱情呈逐年代加重态势,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尤为明显。张建兴等(2008a)根据 

黄土高原地区21个分布较为均匀的气象站1957—2001年的降水资料,应用Mann-Kendall 

趋势检验方法对其年、季气象旱涝指标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同时研究了该区水文干旱和 

农业干旱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黄土高原地区年、夏、秋和冬季呈现干旱化趋势,春季有微 

弱湿润化趋势;分析年内各季旱涝指标与年旱涝指标的相关关系得出,夏、秋季的干旱化是 

造成年干旱化的主要原因。龚建福和王毅荣(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黄土高原降水、气温、 

土壤干旱、气候生产力等气候要素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高原中部附近, 

敏感区要素变化以2～4 a的年际振荡为主。 



第 1 章   黄土高原全新世以来自然环境变化概况 17 

在干化与变暖的关系方面,王润元等(2007)通过在甘肃陇东的研究结果表明,变暖不是 

陇东黄土高原陆面蒸发和土壤储水量逐年减少的主要气候因素,降水的逐年减少才是陇东 

陆面蒸发和土壤储水量逐年减少的主控气候因素。在近20 a来,陇东黄土高原陆面蒸发和 

土壤储水量的年际变化主要表现为逐年减少的趋势,个别季节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年际变化 

的速率具有季节和空间差异性。温度对土壤储水量的影响多是通过其对蒸发的影响来实现 

的,而陇东黄土高原在温度逐年增加同时,陆面实际蒸发表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陆面蒸 

发和土壤储水量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少,随着降水的增加而增加。统计分析表明陆面蒸发 

和土壤储水量与温度的关系不密切,与降水的关系密切。黄土高原降水的逐年减少可能是 

土壤干旱化加剧的根本原因。 

黄土高原近50 a来,随降水等值线南移,半干旱气候区明显扩大。对黄土高原干化的研 

究与对我国北方干旱化趋势预测研究的结果一致。对中国北方干旱化趋势研究结果也表 

明,近50 a来中国东部35
°
N以北普遍为变干的趋势,其中内蒙中部和山西、陕西两省交 

界处土壤干化的趋势最为严重。据估算,与其他地区相比,50 a来在陕西南部半干旱边界向 

南扩展的范围最大,变化范围大约为300 km。整个东亚地区的南北干湿变化与东亚季风环 

流的年代际转换有关,最近东亚的年代际环流和干湿突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符淙斌 

等,2005)。 

干旱缺水是黄土高原生态恢复和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暖干化会使原本脆弱的生 

态系统面临更为严峻的环境条件。干旱化趋势将使生态恢复、农业生产、人居环境面临新的 

考验。同时,随着全球增温,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增加,一些短周期的事 

件对气候的影响加强,增强突发性气候灾害发生频率。黄土高原农业生产及生态建设应对 

气候变化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的研究亟待加强。 

1.2.2  河川径流变化 

随着降水量变化、水资源开发利用等因素影响,黄河支流产流量不断减少,入黄河水量 

不断递减。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下游断流严重,最严重的1997年,利津断面断流时间 

达到了 226 d、长度达到了 704 km。深入理解河川径流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全面 

了解黄土高原环境的变化和生态建设的科学决策都有重要价值。近年从黄河干流和一些 

主要支流入手,相继开展了一些研究,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复合影响,再加上研究的空间范 

围广阔且受监测资料的限制,虽获得一些认识,但也同样存在时间、空间局限性。 

1.2.2.1  河川径流量变化 

利用黄河中游地区降水资料计算分析降水变化对径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1986年 

以来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明显,使得1986年以来天然年径流量较前期减少近20％,尤其1994 

年以来最甚,平均每年减少 66.5 亿 m
3
(康玲玲等,2004)。 

河川径流的变化特征表现出时空差异。上游唐乃亥站1951—2000年实测流量基本上 

没有变化,而下游的花园口站则显著减少。黄河主要水文站1—4月径流量基本上表现为增 

加趋势,而6—12月大多表现为减少趋势,只有黄河上游唐乃亥站6月径流为增加。引起差 

异的原因主要决定于降水量的变化(叶柏生等,2004;2005)。以黄河径流不同来源区1952— 

1996年的年系列资料为基础,估算黄河径流不同来源区降水量对入海径流量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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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不同的径流来源区降水量的变化对入海径流通量的影响不同,龙门至三门峡区间 

年降水量每减少10 mm,入海年径流量将减少5.29亿m
3
;兰州以上流域年降水量每减少 

10 mm,入海径流通量将减少9.55亿m
3
;三门峡至花园口区域年降水量每减少10 mm,入海 

年径流通量将减少2.73亿m
3
(许炯心和孙季,2003)。 

对黄河中游和黄河流域的河川径流研究均证实,降水量是影响径流量变化的主控气候 

因素。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地表水资源呈显著减少趋势,除人类活动影响外,气象干旱是造 

成该区水文干旱的重要原因。 

1.2.2.2  河川径流变化周期 

黄河河龙区间年径流量存在一个15～16 a的显著的周期性变化。区间径流年际变化较 

大,丰水时段历时较短,通常为1～4 a,而枯水时段历时长,最长达11 a。在20世纪50年代 

末至70年代中期处于丰水期阶段,80年代末期后一直偏枯(张建兴等,2008b)。对黄河陕 

县(三门峡)水文站528 a的年径流时间序列资料的多尺度分析结果表明,黄河年径流时间序 

列存在128 a左右和64 a左右的周期变化,主导着黄河年径流超长期的变化特性。20世纪 

末和21世纪初,黄河年径流变化的大趋势处于枯水阶段,并可能会持续若干年(张少文等, 

2004)。 

1.2.2.3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川径流变化的贡献 

降水等气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河川径流的演变趋势,但人类活动也深刻地影响 

了河川径流的变化规律。如何区分气候要素变化及人类活动对河川径流变化的贡献,成为 

黄土高原环境变化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科学问题。初步研究表明,黄河上中游天然径流量的 

演变和降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降水量变化对黄河径流的减少贡献约占30%左右,在20世 

纪90年代有增加趋势;在人类活动中,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黄河河川径流演变的主要原 

因之一,而整个流域因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增加对径流减少的贡献相对有限,但在重点治理地 

区贡献明显。 

以黄河流域的降水、实测径流量、天然径流量、净引水量以及上中游流域的水土保持面积 

等资料为基础,许炯心和孙季(2003)研究了近5O a来黄河入海径流通量的变化及其与降水 

和人类活动的关系,结果表明:除降水的变化对入海径流通量的影响外,引水使入海径流通 

量大幅度下降,入海径流通量与历年梯田、造林、种草面积之间具有一定的负相关。利用实 

测入海水量与年降水量之间的双累积曲线出现的两个拐点,显示出人类活动对入海径流通量 

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估算结果显示:水土保持每年减少入海水量变化为43．3 亿～ 

57.1 亿m
3
,平均为50.2 亿m

3
,累计减少水量占天然入海水量的8.5％。以入海径流通量作 

为因变量,以净引水量、流域年降水量和上中游梯田、林草面积作为自变量,粗略估算未来降 

水、引水和水土保持面积发生变化后黄河入海径流通量的变化。结果显示,入海径流主要受 

降水减小和引水增加的影响,二者影响程度接近,而水土保持面积的扩大对入海径流的影响 

较小。 

根据50多年来的水文气象资料,依据可利用降水量和蒸发量等影响因子与径流量的关 

系,分析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三门峡—花园口区间径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986年 

以来不同时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量的影响比例存在差异,其中20世纪80年代后 

期的比例大体为3:7,而90年代为4.5:5.5,近期人类活动对河川径流的影响逐渐加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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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明显(李荣等,2007)。 

在无定河流域降水量和天然径流量1956—2000年序列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双累积相关 

法,发现曲线拐点出现在1972年,这与无定河1970年以后开始的大规模水土保持建设相吻 

合。对无定河的径流变化分析结果表明,与1956—1969年平均入黄水量相比,无定河 

1990—2000年时段由于降水量的减少对入黄水量的减少贡献为28％,人类活动的影响作用 

占72％,其中,国民经济用水增长作用占18％,水利水保工程作用占52％,雨水资源利用等 

方面作用占2％(王玲等,2006)。 

虽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项目中,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西部生态环境变化的 

贡献区分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但目前从研究方法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甚欠缺,制约了 

对黄土高原环境变化驱动力的量化评估,有必要予以继续关注并加强。 

1.2.3  植被覆盖变化 

由于可用信息的时空尺度的拓宽,利用多时相、多波段遥感信息提取,通过反演为区域 

植被覆盖的研究提供了支撑。目前研究大区域植被的覆盖变化及影响因素,多从不同时间、 

空间尺度,分析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时间与空间 

差异,以NDVI变化率和年均NDVI值作为植被覆盖动态变化的指标。 

对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的研究无论从黄河流域角度或从高原本身及其局部地区研究,获 

得了一些基本认识,植被覆盖近20多年来有增加的趋势。从年际变化看,NDVI 和降水明 

显相关,降水对草原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森林和农业灌区的影响较小;林地 NDVI 呈下降 

趋势,而草地、沙地和农地的NDVI的上升趋势明显。从不同空间尺度均表现出在2001年以 

后,在降水减少的情况下NDVI有明显上升趋势。这反映出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 

生态效益已经开始显现。由于植被覆盖包括了天然与人工的林灌草地,也包括了作物的覆 

盖,再加上区域土地利用、气候环境的差异,NDVI 所反映的植被覆盖的变化程度也取决于 

这些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但在诸多 NDVI 研究中,具体用于反映因植被建设对不同 

植被类型变化引起的覆盖变化研究尚欠缺,地面观测对空间数据反演的验证研究有待加强。 

1.2.3.1  植被覆盖变化趋势 

(1) 黄河流域 

1982—1999年间,年最大 NDVI 在0.42～0.49之间变动,1982年地表植被覆盖度最低, 

NDVI 值为 0.42,1993年地表植被覆盖度最高,NDVI 值为 0.49。NDVI 值有随年度增大的 

趋势,NDVI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 0.44增加至后期的 0.465。降水的年际变化对草原 

地区影响最显著, 而在森林植被区及部分灌溉农作区,对地表覆盖的影响较小。上述结论 

与流域平均降水量的时间变化趋势不是很吻合,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作物种植、种草种树等 

人类活动的影响,使得部分地区地表植被覆盖度有所增加(孙睿等,2001)。 

(2) 黄土高原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覆盖在1981—2006年期间的 

年际间波动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 1981—1989年植被覆盖持续增加时期; 1990—1998年以 

小幅波动为特征的相对稳定时期; 1999—2001年植被覆盖迅速下降时期; 2002—2006年植 

被覆盖上升时期。 



黄 土 高 原 生 态 建 设 环 境 效 应 研 究 20 

表1-2-1和表1-2-2引自两个研究结果,分别为黄土高原 NDVI 月均值和年最大值。从 

表中可以看出,除1998年为丰水年,降水量明显高于其他年份,导致1998年 NDVI 值偏高 

外,近十年来黄土高原地区植被覆盖总体上呈稳步上升趋势。 

表1-2-1  1998—2005年黄土高原 NDVI 月均值(夏露等,2008) 

月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1  0.1792 0.1462 0.1344 0.1633 0.1306 0.1423 0.1096 

2  0.1727 0.1476 0.1446 0.1572 0.1502 0.1454 0.1138 

3  0.1476 0.1569 0.1737 0.1728 0.1522 0.1497 0.1545 

4 0.2231 0.1911 0.2039 0.1787 0.2142 0.2045 0.2518 0.2242 

5 0.3344 0.3061 0.2745 0.2919 0.3341 0.3232 0.3304 0.3214 

6 0.3885 0.3532 0.3330 0.3052 0.4167 0.3679 0.3600 0.3707 

7 0.4622 0.4207 0.3982 0.3688 0.4549 0.4453 0.4481 0.4269 

8 0.4723 0.4287 0.4363 0.4297 0.4576 0.4776 0.4903 0.4733 

9 0.4201 0.3571 0.4044 0.3768 0.3982 0.4567 0.4491 0.4247 

10 0.2909 0.2811 0.2932 0.3218 0.3029 0.3379 0.3543 0.3343 

11 0.2166 0.2303 0.2195 0.2184 0.2186 0.2016 0.2161 0.2028 

12 0.1959 0.1941 0.1607 0.1593 0.1434 0.1565 0.1885 0.1725 

年均 0.3342 0.2718 0.2645 0.2586 0.2858 0.2837 0.2938 0.2774 

 

表1-2-2  1998—2006 年黄土高原 NDVI 年最大值(信忠保等,2007) 

数据源/年份 198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GIMMS 0.4779 0.4392 0.4492 0.4327 0.4645 0.4650 0.4749* 0.4680* 0.4783* 

SPOT VGT 0.4734 0.4409 0.4425 0.4344 0.4654 0.4726 0.4744 0.4677 0.4777 

相对差值(%) -0.9416 0.3871 -1.4915 0.3929 0.1938 1.6344 -0.1053 -0.0641 -0.1245 

注: *标注的数据基于 SPOT VGT 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方程对 GIMMS 数据的插补值。 

(3) 植被覆盖变化区域差异 

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影响因素综合作用,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差 

异。植被覆盖显著提高的2个区域是:内蒙古和宁夏沿黄农业灌溉区;鄂尔多斯草原禁牧、 

退耕还林还草生态恢复区,此外,兰州北部、清水河谷地和泾河流域也呈现上升趋势。植被 

覆盖显著下降的2个区域是:从西峰、延安到离石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位于黄土高原南部的 

六盘山、秦岭北坡的山地森林植被覆盖区。从不同植被类型来看,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周边地 

区的沙地、草地的 NDVI 值上升趋势非常显著,平原区水田、旱地等农作物的 NDVI 值也在 

上升,而森林植被 NDVI 值呈现下降趋势(信忠保等,2007)。 

对于局部地区植被覆盖的研究结果也明显表现出时空的分异现象。如泾河流域虽然 

1982—2003年 NDVI 值整体呈微弱的上升趋势,植被覆盖略有增加,但有18.16%的地区植 

被覆盖显著增加和显著减少,53.01%的地区植被覆盖增加不显著,植被覆盖降低的地区主 

要在泾河流域北部西川小流域(齐清等,2009)。 

1.2.3.2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变化的贡献 

(1)温度和植被变化 

黄土高原地区增温使植被生长季的延长和生长加速,是该区域 NDVI 值增加的主要原 

因。近年来黄土高原植被盖度总体上呈增加趋势与增温造成植被生长在春季提前和秋季推 

迟有关。1981—2006年黄土高原 NDVI 值在春季和秋季(尤其是5月和10月)的增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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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明显(信忠保等,2007;夏露等,2008)。 

温度升高对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影响存在着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其正面作用是温度的增 

加可以延长植物生长季节,改善光合作用效率,提高植物的生产力,有利于NDVI值上升;而 

在半干旱地区,增温的负面效应主要在于增加水分消耗而引起干旱,水分胁迫加剧,增强了 

土壤干燥化的程度,使植被初级生产力随温度升高而会下降。温度升高引起的干旱还可能推 

迟农牧交错区植被春季返青期,提早温带典型草原和农牧交错带植被的衰退期,从而缩短了 

生长期(Tao等,2009)。 

许红梅等(2006)模拟不同气候变化情景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典型小流域植被净第一性生 

产力(NPP)的影响结果表明,植被净第一性生产过程对温度升高比对降水变化的反应更为 

敏感,土壤水分状况受降水变化影响显著,温度升高后流域土壤水分也明显下降。由于植物 

水分利用效率、气孔导度对水汽压亏缺反应敏感性不同,不同植被类型对增温的响应不尽相 

同,草本和半灌木群落的NPP由于温度升高降低较多。 

(2) 降水和植被变化 

黄土高原地区植被覆盖对降水的响应较为敏感。从年际变化看,植被覆盖变化和降水 

变化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年均NDVI值与年降水相关关系显著。生长期的植被对降水具有 

很好的响应,尤其是6—8月降水对植被生长影响最大。 

从年际尺度来看,植被覆盖和降水非常密切,并表现出阶段特征。20世纪80年代,黄土 

高原降水处于一个相对的多雨期,同期植被覆盖处于快速上升阶段;进入90年代之后,降水 

量开始趋势性的减少,植被覆盖随之不再明显上升,而转为小幅的波动时期。1999—2001 

年黄土高原的降水明显偏少,由于气候持续干旱对植被覆盖造成严重影响,同期的植被覆盖 

处于偏低的阶段。 

NDVI值对降水响应存在1个月左右的滞后期。通过逐月计算月NDVI值和当月、上 

月的降水量的相关系数,发现黄土高原地区的月NDVI和上月降水相关性明显强于当月 

降水,存在1个月的滞后现象。从月NDVI值和上月的降水的相关系数明显反映植被生长 

季节的植被NDVI值和降水明显相关(信忠保等,2007;齐清等,2009)。 

信忠保等(2007)逐栅格分析1981—2001年间年降水量和年最大NDVI值之间的相关 

性,还发现虽然整体呈现正相关关系,而植被NDVI和降水的正相关性和负相关共存。 

占总面积74.2%的植被NDVI值和降水呈正相关,其中,位于陕北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植被NDVI值和降水具有很好的正相关;占总面积25.8%的植被NDVI值和降水呈负相关, 

其中通过P<0.05检验的面积比重较少,仅占1.2%,主要分布在对降水响应不敏感的泾河 

和汾河下游农业灌溉区。 

黄土高原植被地带性特征与降水条件密切相关。以NPP表征黄土高原不同降水环境 

潜在的即最大可能的植被条件,通过大量实测资料的分析表明,以NPP表征的天然植被特 

征值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分布具有显著的地带性。NPP与年平均降水量的关系中存在着两个 

临界点,分别代表着植被类型的变化。年平均降水量250 mm可视为荒漠与草原植被之间的 

临界点,而年平均降水量480 mm则为草原(森林草原)与森林(落叶阔叶林)之间的临 

界点。当年平均降水量小于480 mm时,森林覆盖率较低,且随年降水的增大而增大的速率 

较慢;当年平均降水量大于480 mm时,森林覆盖率随年降水量而明显增大(许炯心,2005)。 

在黄土高原地区,降水是自然植被分布的制约因素,由于人工林地最终也会达到某种与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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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能力相一致的平衡状态,所以该研究结论对于黄土高原植被建设的区域布局有重要参 

考价值。 

(3) 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影响 

黄土高原地区50 a来的植被覆盖变化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显著。由于经济贫困和人口压 

力,在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的同时,又对自然植被进行破坏。例如,子午岭林区在20世纪60 

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因毁林开荒等人为破坏出现了大片农田和荒山,林区面积累计减 

少1400 km
2
,使子午岭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减少到19.85％。1977—1979年间延安地区开荒规 

模达1.210
5 
hm

2
。陕北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毁林垦荒种粮的现象十分普遍,陕北米脂、 

绥德、清涧、子洲、子长等县,开垦指数高达80％左右(鲁渊平等,2005)。 

自1999年退耕还林(草)等生态恢复工程实施以来,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发生了显著变 

化。大规模退耕还林还草植被建设,使同期植被覆盖呈现上升的趋势。在2004—2005年降 

水相对偏少的情况下,陕北植被 NDVI 值还保持上升趋势。对1997年夏季、2004年夏季陕 

北地区 Landsat TM 卫星资料得到的植被覆盖率图像进行对比,绝大多数地区的植被覆盖 

率都出现了正增长,各种植被覆盖率范围的分布比例结构变化明显,<30％的低植被覆盖率 

面积在减少,中、高植被覆盖率等级的面积增加明显;其中70％～90％的高植被覆盖率面积 

增加比例最大,增幅为107.41％;30％～50％的中植被覆盖率面积增加比例次之,增幅为 

86．6％(张树誉等,2007)。这表明,当前在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生态效应已经 

开始呈现。 

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化肥农药使用增加、水土保持与农田灌溉水利设施的建设,土地生 

产力提升所引起的 NDVI 值的增加,也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影响。 

1.2.4  水土流失变化趋势 

在水土流失和干旱两个黄土高原主要环境问题中,水土流失受自然和人类活动双 

重营力的驱动最为显著。50 a来,入黄泥沙显著减少已经是不争的现实,但生态建设和降水 

减少对泥沙减少的贡献却仍然是有待深入研究探索的热点问题。在小空间尺度内,如小流 

域,降水和产沙的实地监测,土地利用的变化评价和土壤侵蚀预报模型的应用,有助于对 

这个科学问题的认识,但面对黄土高原,由于尺度转换和可用的区域土壤侵蚀评价方法及监 

测站点布局等限制,目前还是多从通过河流泥沙监测资料,研究流域或整个高原水土流失的 

变化趋势。但需要首先指出的是,由于梯田、淤地坝等水土保持措施的截水拦沙作用,这方面 

研究的结果反映侵蚀泥沙进入河流的变化趋势,虽可显示研究区水土流失的变化态势,但 

不能等同土壤侵蚀的实地时空变化。 

(1) 河流输沙量变化趋势  

通过利用黄土高原115个水文站的输沙量数据和276个雨量站的降水数据,采用站点 

数据栅格化、双累积曲线法、两阶段对比法和降水变化对输沙影响的评价等方法,分析近 

50 a来黄土高原输沙强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得到近50 a黄土高原输沙强度呈现明显下降趋 

势,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下降趋势非常显著的总体认识。1956—2005年黄河中游 

10条主要支流的降水和输沙关系变化过程基本一致,双累积曲线的斜率都有减小的变化趋 

势,即意味着同量降水所产生的输沙量有下降的趋势。降水-输沙关系发生明显转折的年 

份在不同流域稍有不同,但大多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或末期。10条支流年输沙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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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明,60年代和70年代两个年代的距平百分率多为正值,较常年输沙量偏多,之后的输 

沙量较常年输沙量显著偏小。据此可将研究时段大致划分为1956—1979年相对丰沙期和 

1980—2005年相对少沙期,前一时期输沙量较常年输沙量偏多43.6%,而后一时期输沙量 

与常年相比偏少40.2%,与前期相比偏少达55.3%。输沙模数大于5000 t·km
-2
·a

-1
区 

域的输沙强度减弱明显,其面积较前期减少了44.3%。输沙强度减弱最为明显的区域位于 

无定河中下游以及山西中北部地区,输沙强度减少在40%以上(信忠保等,2009)。 

从土壤侵蚀研究结果看,1999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草)等生态工程,对减少土壤侵蚀 

效果明显,在研究2000年后输沙量变化时应该予以充分考虑。由于生态建设对土壤侵蚀的 

效益有一个滞后显现期,对短期土壤侵蚀变化机理与过程,可能尚需要重视其它影响因素研 

究的支撑。 

(2) 降水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流输沙量变化的贡献 

多年来,在水土保持减沙效益研究中,已对区分自然(降水)和人类活动(水利水保措施) 

的贡献进行了积极探索,虽然取得的结果不尽相同,但趋势比较一致,且方法在不断改进完 

善。 

基于基准期降水和输沙的线性回归关系,采用线性外推的方法对降水变化和人类活动 

对河流输沙量变化的影响量和相对贡献量评价结果表明:由于降水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空间 

差异,致使降水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不同流域影响的相对贡献量存在很大差别(表 

1-2-3),整体来看,人类活动是黄河中输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其相对贡献量平均为72.6%, 

而降水贡献量平均为27.4%(信忠保等,2009)。 

表1-2-3  降水变化对黄河中游输沙量变化的影响 (信忠保等,2009) 

降水变化  人类活动 
流域 基准期 相关系数 

影响量(10
8
t) 相对贡献(%)  影响量(10

8
) 相对贡献(%) 

皇甫川 1956—1979 0.591 －0.106 31.8 －0.226 68.2 

窟野河 1956—1979 0.594 －0.160 20.3 －0.627 79.7 

汾 河 1956—1971 0.698 －0.136 32.8 －0.278 67.2 

无定河 1956—1971 0.685 －0.399 27.5 －1.051 72.5 

泾 河 1956—1979 0.775 －0.330 37.8 －0.543 62.2 

延 河 1956—1979 0.454 －0.076 32.2 －0.160 67.8 

北洛河 1956—1979 0.580 －0.075 19.7 －0.307 80.3 

沁 河 1956—1971 0.758 －0.019 26.4 －0.052 73.6 

渭 河 1956—1979 0.613 －0.698 38.6 －1.111 61.4 

伊洛河 1956—1979 0.713 －0.010 6.9 －0.133 93.1 

平 均  0.646  27.4  72.6 

注:相关系数是指基准期内年输沙量与降水量的相关系数。 

1.2.4  对黄土高原 50 a 来环境变化研究的基本认识 

黄土高原地区近50 a来的环境变化,表现出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明显,在高原 

中、东部可能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响应的敏感区域。对黄土高原近50 a来气候环境总体暖 

干化趋势的认识比较一致,至少在黄土高原的腹地,获得了不同时空尺度相关研究的支持。 

对于变化的模拟与预测,及如何应对暖干化对高原生态和生产的影响,已经是多学科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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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面临的任务。由于高原的气候变化和东亚乃至全球变化相呼应,如何从更长时序的 

气候变化角度认识近50 a的暖干化,特别是变化的必然性或偶然性、变化的周期和趋势研究 

还有待深化。 

对于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研究的局地差异,除研究的信息分辨率、时段和方法外,这种差 

异也反映了植被覆盖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由于局部气候、立地条件、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共同 

作用,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的变化呈现增加和减少的区域交错镶嵌的多模式。对近20 a黄土 

高原植被覆被变化的整体趋势已获得较统一的认识,但对局部地区研究结论上推整个高原 

时需要慎重,不宜以点代面。同样,在探索尺度转换方法时,足够样点的实地监测支撑与尺 

度转换方法研究同样重要。这在利用诸如NDVI等代用指标研究黄土高原植被覆盖时尤为 

重要。 

上面对水沙变化的一些认识基于近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下的研究进展,就 

黄土高原降水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流输沙量变化的相对贡献,可能因不同方法或时空尺度 

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实际上为探讨水土保持的减水减沙效益,多年来开展了不少的专门研 

究,也取得一批研究成果。水文统计分析法(水文法)、成因分析法(水保法)、经验公式法、流 

域对比法等是我国广为采用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虽然在不断改进,但由于这些方法所依 

托的水文或小区观测资料时间序列和布局的限制,再加上统计资料的可靠性和立地条件的 

复杂性,不同研究工作就降水和人类活动对减沙、减水的贡献份额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冉大 

川等,2000;2006)。这些通用方法,均属于估算方法,而不是预报方法,难于预测由于降水变 

化和人类活动对流域产沙的影响。目前的研究结论对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变化的趋势有了 

共识,但变化的机理、过程,特别是人类活动与降水影响程度的量化研究和趋势预测与预报 

仍显不足。为此,新的技术和方法,特别是支撑这些方法的多学科交叉减沙机理研究和长期 

的定位监测就显得更为必要。而区域性土壤侵蚀环境变化的量化研究亟待加强,这将更有 

助于对黄土高原产沙、输沙变化机理的认识。 

(参写人:田均良) 

1.3  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环境的影响 

在全新世前期,由考古证据所揭示的早期人类具有初步的农业生产技术(小麦、粟的种 

植)来观察,这一时期的人类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一种就地利用自然条件、依赖自身的力量得 

以生存下去的能力。及至进入到全新世中期、后期,人类不断地分散迁移,逐步适应各地自 

然条件并展开农事等活动,致使这种能力在其中不断增长,人类便获得了一种对自然环境颇 

具影响的重要方式,即随着时令展开、广泛而漫长的体现规模生产的农业活动。8—6 ka BP 

秦安大地湾遗址、7 ka BP 的郑州大河村遗址、6 ka BP 的西安半坡、姜寨遗址的遗存,均反 

映黄土高原仰韶文化时期人类有过同样的农耕历史。 

到近代以后,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成果,包括更多的科学工作者所形成的共识,即 

自然演变过程和人类活动这两种方式,是共同作用于自然界的驱动力。可是,相对于已有漫 

长历史的自然演变过程(气候因素为主导),人类活动是一种新的力量,它出现后对于自然环 

境的影响在逐渐增加,但所起的作用,作用的形式和强度,尤其是在一些重要地区(如黄土高 

原地区)呈现着一种什么样的渐进过程,学术界还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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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人类活动分类及其影响强度分析 

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在理论上必然涉及到体现为广泛哲学意味的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地理学上归纳为“人地关系”),而实际变迁过程中则包含着许多具 

体内容,这其中蕴涵的科学问题是:过去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是怎样变化的？这种变化对人 

类究竟有多大影响？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又受到人类活动本身的影响？出于对上述科学 

问题的探索,必须对人类活动的概念及其事实进行细化和分解处理。 

累计已达数千年的人类活动内容,所构成的历史遗产极为丰富,我国黄土高原属于代表 

性地域单位。对于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的细致探讨,可以从类型划分、性质判断、影响方 

式、强度推测、环境效应评价等角度展开。 

针对过去环境变迁因素分析中仅止于一般性人类活动的论述,按性质的不同,将过去人 

们所泛称的人类活动可分为下面 4 种类型(侯甬坚,2006):人类生活型开发活动(如狩猎、采 

集、建立聚落等),人类生产型开发活动(如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放养牲畜等),破坏性人类活 

动(如社会动乱、战争等)和保护性新型人类活动(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生态调水 

等)。 

上述类型划分的特点,首先是对人类活动内容的一种细化;其次,在于区分了人类社会 

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生活、生产两大部门;第三,将不具有开发性质、反而呈现破坏性特点的 

一类人类活动(社会动乱、战争等)单独提取出来;第四,将体现“环境保护”、“生态优先”的新 

型人类活动独立出来,最突出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时代特征。 

对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基本评价,在 20 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里,学术界较多地注意到过 

去土地利用过程中的不合理部分(称之为滥垦、滥伐、滥牧的“三滥”活动),斥之为对环境造 

成负面影响的破坏行为。这其中,黄土高原正是一个为学者们非常关注的地区。经过最近 

十年来的探索,学术界提出历史环境影响评价是历史评价研究工作的一部分,首先应对历史 

给予历朝历代提出的时代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给予细致的说明和阐发,再就是充分考虑 

到环境变化本身具有多方向性(合理使用、优化、退化、恶化等),意在改善人类生存问题而展 

开的各种生产活动,事实上都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活动影响环境的问题,应 

当建立起符合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和环境评价范式的若干原则(侯甬坚,2009)。 

从已展开的人类活动的完整过程来考察,任何实施性较强的人类活动,事实上都有四个 

可以分解开的既相互依存又有所区别的方面: 

(1) 作用于人群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任一生活于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个人或群体,均不可 

能脱离当时历史条件去独自生存,这就是历史学所强调的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处于国家各 

种制度和政策的被管理者角色的实际对象(民众),在实际行为发生前及其过程中,其活动是 

充满社会经济理性的,也就是有目的的选择及其具体展开的过程。因此,深入到人类行为背 

后的相关制度和政策里,去细致考察社会内部各种政策的运行机制,及如何形成可作用于人 

的利益驱动规定及其调节手段,对较为完整而准确地揭示人类行为如何作用于环境的问题, 

是一条重要的研究思路(侯甬坚,2004)。基于这一点,学术界因而有“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 

新提法。 

(2) 人群作为生物生命个体的基本需要(生活)。过去学术界将这一方面的生活需要通 

俗地表述为“人要吃饭”的问题,最近十年的研究指出,历代政府和民众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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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组织、从事生产活动的。受一个时代知识、资金、技术、人力、政策、管理等条件和水平的 

限制或制约,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并对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带来诸 

多干扰和影响,有时是不合理的开发方式在占上风,体现出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这在时 

代方面是无可奈何的,在评论者方面却是可以分析和理解的,仅仅以落实“环境破坏”的史实 

为研究目的,很难把环境变迁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尚且,自然本身所具有的自我修复能力, 

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施行的具有适应、修复、协调性质的工作,均不应该予以忽视。人类在 

学会巧妙适应、利用自然资源的功课中,事实上是不断进步的,这中间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 

能力、修复能力在不断增长,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也在逐渐理性化。不能仅仅注意以往人类 

活动的挫折与失误,人类从失败中如何寻求技术改进,调整技术路线,汲取经验教训,减缓人 

地矛盾,推进了以前时代留下的难题,解决了前人遗留的问题,这些内容及其做法更值得研 

究(侯甬坚,2009)。 

(3) 人群的内外部社会关系。参与具体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以及与征调 

者、雇佣者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伙伴及契约关系。由于所有制的不同,生产者的社会地位 

不同,劳动者是在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含集体所有制)下展开劳动、参与分配,是在家庭的、团 

体的还是合作组织里面来参与活动,对劳动者本人来说,不仅意味着收入的不同,还决定着 

其劳动态度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如果是积极的,那这种积极性又会发挥到什么程度。显 

而易见,这中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4) 人群行为所作用到的自然位置和资源种类。前述农业生产活动的出现,意味着早期 

人类的采集、狩猎活动,迟早将退居到获取物质资料的次要位置上。针对土地资源的连续经 

营性活动,吸引甚至占有了人类智慧的最主要部分。随着一个时代技术、知识、经验水平的 

提高,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水平也越来越依赖于开采、运输、加工生产能力和贸易市场 

的发达与成熟程度。简言之,按行业生产所需要的组织方式开展起来的人类活动,是影响自 

然环境相应位置和资源种类的主要形式。 

最终,对于人类活动结果的判定就产生了两个考察结果,一是人类活动的强度及其环境 

效应是因时因地因背景而异的,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人类活动的强 

度越来越大,所产生的环境效应也是越来越明显。在幅员辽阔、历经古代和近现代历史的中 

国区域内,这种特点非常明显。而在黄土高原地区内,这些特点同样存在,诸如地貌演变、水 

文变化、人为土壤和耕作层的形成、植被和动物的演变等自然要素方面,均可见到这些特点 

的反映。 

在 1999 年推行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建设工程,深刻反映了时代之发展与人类需 

求。黄土高原地区为传统农业地带,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考察,这一工程的设计目标,是要 

变较为单一的农业生产为符合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对于已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 

经济结构和农村社会生活习惯来说,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时代变革,而对当前农村社会经济的 

积极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在保护和恢复人类生存环境方面 

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写人:郑  然、张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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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历史时期地貌演变和水文变化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地貌演变历来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由于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 

属于侵蚀区,研究其历史地貌,可深化认识人类活动和气候双重驱动下的土壤侵蚀环境变 

化。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貌的变化,在侵蚀区主要表现为正地貌的逐渐缩小和相对高度的 

进一步扩大,黄土塬和沟(河)道的变化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在沉积区,主要表现为河道 

摆动对河谷地貌的影响。 

1.3.2.1  黄土塬的演变 

通过对周塬、董志塬、陕西富县－洛川之间的晋浩塬、山西平陆－芮城之间的闲塬、山西 

西南部的峨嵋塬、陕西定边县的长城塬等黄土塬古今地貌的对比,史念海(1981,1988)和王 

元林(2001)认为历史上黄土高原地区塬面分布相当广阔,不像现在到处是沟壑纵横。西周 

时期,陇东盆地有一个面积辽阔的“大原”,其范围介于今泾水上游以北的镇原县东西、固原 

和庆阳之间。到了唐宋时期,大原名称不复存在,见于记载的只有彭原(也叫彭池原),这时 

的彭原仅仅是西周大原的一部分,再后来才改称董志塬。名称的改易,正说明了塬的残破趋 

势。根据《元和郡县图》卷 3“宁州彭原”条的记载,公元 9 世纪时,董志塬“南北长八十里, 

东西宽六十里”,折合今制分别为 42.5 km 和 32 km,现在最宽处仅 18 km,最窄处只有 0.5 

km (史念海,1981),反映了塬面的萎缩幅度。 

黄土塬面积的大小受其周围沟谷发育程度的控制,考察历史时期黄土塬面的大小,首先 

需要确定出该塬周围沟谷的年龄。通过历史时期董志塬塬面变化规律的研究,姚文波 

(2009)认为造成董志塬塬面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现代侵蚀沟的发育,面状侵蚀影响微弱。但 

即使塬面上的现代侵蚀沟,沟道长度最大的石桥沟,也才深入塬面 8170.5 m,侵入塬面的时 

间大约距今 2425 a。以沟头平均延伸速度 4.068 m·a
-1 计,在沟头相对的地点,在过去的 

824 a 间,塬面平均后退了 6462 m(表 1-3-1)。说明历史早期董志塬的塬面面积是有限的,完 

全受其周围的沟(河)谷控制。大约从公元 6 世纪开始,比较多的发育较快的现代侵蚀沟深 

入董志塬塬面,导致董志塬被分割成块状,引起了当时人的注意,才有《元和郡县志》里的 

记载。隋唐以后,越来越多的现代侵蚀沟深入董志塬,如今塬面长度在 500 m 以上的沟谷数 

量就达到了 3249条。 

表1-3-1  伸入董志塬塬面的现代侵蚀沟的相关参数 (姚文波,2009) 

类型 
样本数 

(个) 

深入塬面的 

沟道长度(m) 

深入塬面沟道 

长度最大值(m) 

沟头平均延伸 

速度(m·a
-1
) 

平均所需发展 

年限(a) 

所需发展年限 

最大值(a) 

沟道总长度 

(>3000m的沟谷) 
34 3231 8170.5 4.068 824 2425 

沟道总长度 

(≤3000m的沟谷) 
41 942 2050 1.884 506 1182 

对于西周时期“大原”,《元和郡县图志》中彭原长度、宽度的数据该如何理解,需要进一 

步细化研究,但大量发育的现代侵蚀沟,造成塬面进一步缩小和破碎的趋势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没有现代侵蚀沟,黄土高原地区的许多黄土塬与老侵蚀沟的宽谷缓坡地貌相间分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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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比现在要小得多。事实上,确定不同历史时期黄土塬的范围和边界,是黄土高原历史地 

貌研究领域的难点之一。 

1.3.2.2  沟道的变化 

千沟万壑是黄土高原地区地貌的一大特征,沟壑的发育导致了黄土正地貌的逐渐缩小 

和相对高程的进一步扩大。就历史时期而言,现代侵蚀沟对黄土高原地貌的演变影响很大。 

在地质时期已经形成的沟谷称为古代侵蚀沟,在古代侵蚀沟基础上,特别是全新世以来 

发育而成的沟谷称为现代侵蚀沟,这两者的区别是:①前者坡度平缓,多为 15～20°,后者坡 

度陡峻,多为 40～45°,或者更大;②除了塬面,黄土高原大部分现代侵蚀沟是在古代侵蚀沟 

的基础上发育的;③从横剖面上看,前者与后者的坡线上有明显的转折点,古代侵蚀沟剖面 

呈“U”型,现代侵蚀沟的横剖面多表现为 V 字型,两者叠加后的沟谷呈一漏斗型(姚文波, 

2009)。 

一般而言,黄土高原现代侵蚀沟的年龄都不大。泾河的三四级支流和部分一二级支流 

流域的现代侵蚀沟基本是全新世以来发育的,以近 5000 a 发育的为主。例如,主干沟道长达 

11.266 km 的南小河沟流域的现代侵蚀沟的年龄为 2691±1312 a,沟口附近现代侵蚀沟开 

始发育的初始年限为东周庄王十四年(683 BC)前后,沟头平均延伸速度为 4.19 m﹒a
-1
,平 

均下切速度为 0.027 m﹒a
-1
,平均加宽速度为 0.094 m﹒a

-1
。主干沟道长度为 3.505 km 

的泾河二级支流方家沟流域的现代侵蚀沟,形成于唐僖宗乾符六年(879 AD)前后,地貌年 

龄 1129±554 a,沟头前进速度约为 3.472  m﹒a
-1
(姚文波,2009)。 

黄土高原现代侵蚀沟的发育速度很快,从沟头的年延伸速度来看,最小为 0.28 m﹒a
-1
, 

最大达到 10.08 m﹒a
-1
(史念海,2001)。沟头延伸速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沟谷位置越偏 

北越大,越偏南越小。 

从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到现在,周原七星河流域的沟谷长度从 19.925 km 增至 

85.3 km;沟谷密度从 0.1646 km﹒km
-2
增至 0.7045 km﹒km

-2
。西汉以来沟谷的下切速 

率为 1.08 m (100a)
-1
。数量众多的切沟、冲沟主要形成于金代以后至今 770 多年的时间 

里(桑广书等,2002)。自元代(1267 年)至 2001 年,洛川县旧县镇南沟沟头平均前进速度为 

1.018 m﹒a
-1
,随着时间的推移,沟谷发育速度有加剧的态势,近现代以来尤为明显(桑广书 

等,2003)。 

沟壑的形成和发展,在黄土高原历史地貌研究中具有核心价值。对于历史时期而言,是 

现代侵蚀沟的发育造成了黄土塬状地貌的演变,因此,掌握了现代侵蚀沟的年龄和沟头前进 

速度,就等于弄清了不同历史时期黄土塬的大致面积和边界。对一个流域而言,侵蚀量主要 

来自现代侵蚀沟,因此,弄清了特定时期黄土高原现代侵蚀沟的侵蚀量大小,对研究黄土高 

原水土流失量和侵蚀速率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1.3.2.3  河道的变迁 

黄河是黄土高原地区泥沙的主要输送通道,河道的冲淤变化,一方面与黄土高原土壤侵 

蚀的来水来沙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河道变化的本身也是黄土高原地貌演变的重要内容。 

历史时期黄河小北干流的河道以淤积为主,淤积量的大小、河道的稳定性与黄土高原的 

水土流失状况关系密切。秦汉以前黄河小北干流河道较少变化,属稳定时期。隋唐时期,河 

道虽有漫溢摆动,曲流发育,但仍以安流为主。明清以后,河道不仅淤积严重,而且大规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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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徙摆动。侧向侵蚀导致的河岸崩塌,毁坏了村镇道路,致使一些城镇不得不迁址。明成化 

年间(1465—1487 年),黄河西徙,袭夺洛河河道,使北洛河成为黄河一级支流(王元林, 

1999),隆庆四年(1570 年)河道东西摆动幅度达 15 000 m 之宽(焦恩泽和张翠萍,1994)。这 

种摆动,使黄渭洛交汇区的河流地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历史名城长安位于渭河南岸,因人类活动较多而常见历史记录。春秋以来,渭河今西安 

段平均每年向北摆动 1.74～2.71 m﹒a
-1
(甘枝茂等,2002)。唐开元九年(公元 721 年)以 

来,东渭桥处河床向北移动 2600 m,中渭桥处东汉初平二年(公元 191 年)以来向北移动 

3630 m,西渭桥处汉魏以来北移近 3000 m(李令福,1999)。清代以来,武功-兴平-西安- 

高陵河段以向北摆动为主,乾隆、嘉庆以后北摆趋势加速,周至境内以向南摆动为主,大荔境 

内河道平面摆动呈南蚀北侵交替之势,只是规模不大(耿占军,1995)。渭河的北向摆动导致 

其北岸因侵蚀而后退,南岸河漫滩因堆积而前移,渭河中下游河道的摆动是渭河河谷历史地 

貌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 

对渭河支流灞河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情况的探讨,桑广书和陈雄(2007)认为毛西村 

以上灞河中游河道演变主要表现为河道下切和西移,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白鹿原周边崩 

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毛西村以下的下游河道,秦汉以来河道位置比较稳定,汉代灞桥在 

段家村、下水腰村一带,汉代漕渠在解放村附近与灞河相交。下游河道变迁主要表现为河床 

淤积太高,隋初至元代淤积量为 2 m 左右,元代至清代淤积量为 2.68 m,河道淤积影响下游 

桥梁、渠道安全,沿河洪灾威胁严重。 

汾河流域的河道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和汾河入黄处等河段,《山西 

省历史地图集》已包含了这些研究成果(山西省地图集编撰委员会,2000)。举其要者,根据 

文献判断,昭余古湖的四至范围和两次较大变化时期,及利用遥感卫片对古湖变迁及淤塞范 

围进行订正,并绘制成图,通过实际考察对文献和遥感卫片分析结果进一步考证,最后分析 

古湖湮塞的原因在于当地民众对土地资源的频繁利用(王尚义,1997)。太原盆地和临汾盆 

地是河流水系发育状况最良好的区域,支流密布,太原盆地又略高于临汾盆地,这种地势也 

是历史时期两河段河道经常改徙的原因。汾河入黄口则受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和黄河顶 

托倒灌的影响(吴朋飞,2008)。 

1.3.2.4  土壤侵蚀对地貌演变的的驱动作用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广大,水力侵蚀强度高,沟状侵蚀极为发育。剧烈的沟状侵蚀成 

为黄土正向地貌日趋缩小的主要原因,也是河谷沉积地貌得以发育的物质源泉。因此,探讨 

黄土高原历史地貌演变的驱动力,必须分析现代侵蚀沟发育的驱动因素。而历史时期黄土 

高原现代侵蚀沟的发育,主要有下述两个原因。 

(1) 自然原因。除了部分河谷地带,黄土高原大部分属于侵蚀地貌,且以水蚀地貌为主。 

对于水蚀区来说,流水的下切侵蚀受到侵蚀基准面的控制。黄土高原属于黄河流域,其局部 

侵蚀基准面是黄河干流河床,干流河床的下切侵蚀对黄土高原地貌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壶 

口瀑布是黄河上的唯一大瀑布,壶口瀑布的后退反映了侵蚀基准面的下降程度。对于壶口 

侵蚀基准面的后退,有从北魏孝昌三年(公元 527 年)到现代平均后退速度为 3.3 m·a
-1
(史 

念海,1981),和从李吉甫撰修《元和郡县图志》到现代平均后退速度为 1.2 m·a
-1
(宋保平, 

1999)两种研究观点。这种变化既是黄河干流河谷地貌的变化情景,同时也影响了相关流域 

地貌的演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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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类活动的作用。引起黄土高原地区河流侵蚀基准下降的原因,除了新构造运动的 

作用外,人类活动的作用也是极为明显的。黄土高原的许多现代侵蚀沟,并不是按照地质作 

用的方向展开的。一些脊形坡面,本是其两侧汇流区的分水线,也形成了新的侵蚀沟,这类 

侵蚀沟多与村镇及其周围的道路分布有关。“千年道路变成河”这句古话,十分恰当地指明 

了道路形成与侵蚀沟的关系。在人类的选择和利用中,道路多与村庄、城镇相连,一些现代 

侵蚀沟围绕村镇呈放射状分布,正反映了村镇道路的影响力。这是因为村镇道路硬化地面 

比例高,而硬化地面集流能力远大于自然地面,因此城镇、道路、村庄附近的土壤侵蚀尤其严 

重。在黄土高原地区,不仅与之相关的沟壑的形成和发育,即使相关沟谷和河流的溯源侵蚀 

之力度也要受其影响。硬化地面面积的大小,与人口数量正相关,这是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水 

土流失日益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姚文波,2007)。 

师长兴等(2009)基于华北平原上93个钻孔中沉积物详细观测和分析数据,结合182组 

14C测年和埋深数据、参考前人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建立黄 

河下游有无堤防和决溢频率与泥沙输移比的关系,详细估算602 BC—11 AD、11—1034 

AD、1034—1128 AD、1128—1855 AD和1855—1997 AD 5个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年来沙量分 

别是6.2×10
8
t﹒a

-1
、6.8×10

8
t﹒a

-1
、8.3×10

8
t﹒a

-1
、11.5×10

8
 t﹒a

-1
和15.3×10

8
  

t﹒a
-1
。这一结果反映出黄河上中游产沙在北宋以前存在一个缓慢增加的趋势,但平均不 

足现在的一半,自南宋以后约1000年中黄河上中游产沙迅速增加;宋朝之前和之后下游沉 

积量的差别更为明显。历史上黄河中游人类活动强度变化、气候变化、植被变化以及地貌演 

变是黄河下游来沙变化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比自然要素在近2600多年来黄土高原土壤侵 

蚀加剧过程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参写人:姚文波、吴朋飞、费  杰) 

1.3.3  人为土壤和农业景观的形成 

从远古时代到现代,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中 

尤为重要的是对土壤资源的开发利用。延续人类繁衍生息的农业活动就是以认识、开发和 

利用土壤资源开始的,这直接形成了当今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的农业土壤资源。 

黄土高原地区是我们祖先活动最早的区域之一,也是我国最早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 

悠久的农业耕种历史为该区特有的人为土壤和农业景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人为土是指 

自然土壤经人类活动影响改变了原来土壤的成土过程而获得新特性的土壤。 

1.3.3.1  主要人为土壤的形成 

黄土高原的人为土主要有灌淤旱耕人为土和土垫旱耕人为土,也就是早期命名的灌 

淤土和塿土。这种农业景观的形成是黄土高原地区人类长时间耕作活动的明显见证。 

灌淤土是在干旱的气候条件下,人为灌溉、施肥耕作等措施形成的灌淤土层厚度在 

50 cm以上的土壤,主要分布在我国干旱及半干旱地区的不同河流流域。其中,以内蒙古、 

宁夏、甘肃、新疆、青海为其主要分布地区。 

由于灌淤土的灌溉水来自不同的河流,其淤积物的物理化学性质不同,导致各地区灌淤 

土的理化性质也存在很大差异。通过定量分析灌淤土地区河流的年平均泥沙含量,估算出 

农用地每年的泥沙淤积量,并推算出引黄灌溉每年可使灌淤土层厚度增加的数值。施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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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淤土有明显的培肥作用,故灌淤土的有机质及养分含量比其母土(灌淤土形成前的原地土 

壤)和源土(提供灌水淤积物的异地侵蚀土壤)均有所提高。利用土壤地理学分析方法,灌淤 

土的剖面结构、微形态特征及化学组成都得到深入而细致的研究(龚子同等,2005)。灌淤层 

剖面比较均一,可细分为灌淤耕层、老灌淤层及下伏母土层三个层段,前两层合称为灌淤层, 

灌淤层与母土层之间有灌淤底层。 

塿土主要是在褐土型土壤的基础上,经几千年来人为长期耕作施肥,黄土物质不断叠加 

形成的一种具有完整发生剖面的耕种土壤,主要分布在关中渭河流域的台塬和高阶地上。 

许多研究已从诊断层划分、微形态特征、剖面构造空间变异、成土年龄等方面对塿土土壤剖 

面进行了研究,试图重建塿土的发育过程,为理解塿土形成过程和演替提供一些直接证据。 

现已明确,塿土剖面一般厚约200～250 cm。尽管不同剖面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对其影 

响有一定差异,但其剖面构造颇为相似,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下部为颜色较深、质地粘重的 

自然土壤,上部为颜色较浅的堆垫层。堆垫层厚度一般在40～100 cm。利用偏光显微镜对关中地 

区古耕作土壤和现代耕作土壤不同发生层的薄片进行观察和影像定量分析发现,不同发生 

层的矿物组合十分相似,石英和长石占绝对优势,但不同矿物间的比例、颗粒形态等有明显 

差异,并分出了“堆垫土”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下部BC主要是全新世晚期堆积的风积物, 

表层Ap是2000 a以来人类不断施加土粪、风尘堆积和农耕活动的综合产物(庞奖励等, 

2006)。 

由关中地区大量施加土粪的耕作活动方式始于秦汉时期推断,大约从2000 a BP开始, 

尽管自然环境变化不大,但生产技术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人类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开始且 

有能力大量施加黄土性质的土粪,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与自然作用相比较,人类的 

农业耕作活动(包括翻耕、灌溉等)有利于矿物的风化分解,显著加快了土壤的发育速度,另 

一方面,频繁的施加土粪加速了土壤剖面向上发展的速度,改变了土壤发育的方向,形成典 

型的受人工影响的耕作层(庞奖励等,2008)。 

1.3.3.2  耕作层和农业景观的形成 

黄土高原在原始农业时期,人们用刀耕火种的办法砍伐森林,开拓空地,从野生植物中 

培育出农作物,进行着最早的农业生产。这也是人类最早的有意识的土地开发及土壤扰动。 

但耕种收获后的土地上又会迅速长满盘根错节的荒草,使得人类不得不重新开发新的土地。 

由于仅耕种一年就弃耕,这时的土壤仍然接近于原始土壤,并未形成固定的耕作土层。随着 

农业生产工具的进化及耕作施肥技术的提高,人们不必频繁更换住所及可供种植的土地,开 

始了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这时才是耕作层及农业景观形成的开端。 

黄土高原的耕作层形成与淤灌和土垫活动密不可分。塿土的耕作层由古耕层、犁底层 

和现代耕作层构成,形成多层结构是由于历史上人类不断堆积土粪层叠而成。《氾胜之书》 

记载了基肥、追肥和溲种等施肥方法,并提出“蚕矢一斗,与土粪和”;《齐民要术》载:“凡人家 

秋收后,治粮场上所有穰种稖等,并须收贮一处,每日布牛脚下,三寸厚,每平日收集堆积之, 

还依前布之,经宿即堆聚,计经冬,一具年踏成三十车粪,至十二月至正月之间,即载粪粪地, 

计小亩别用五车,计粪得六亩,均摊耕盖著”;此文献中明确记载了堆肥的时间自秋收后开 

始,用牛踩踏的方法,在十二月至正月载粪粪地。这种日积月累的施肥方式正是塿土 

耕作层和古耕作层逐层叠加结构产生的原因。明代的《月令广义》中有“田家首务在于积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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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肥之方不一,自人粪、六畜粪……”这反映积肥的物质来源也各有不同。不同时期黄土高 

原及其周边地区施土粪的数量、种类及制作方法不同导致各地耕作层及农业景观形成过程 

也有所差异。 

图1-3-1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口密度和农业区北界位置与黄河下游来沙量变化过程对比(师长兴等,2009) 

黄土高原地区另外一个典型的农业生产活动就是淤灌,淤灌是随着水利设施的兴起而 

发展的。因此,黄河流域的水利灌溉是灌淤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从古灌淤层到灌淤层的多 

层叠加结构也是连年引黄灌溉携带大量泥沙所导致的。自秦以来,汾渭盆地修建了郑国渠、 

白渠、成国渠、龙首渠和樊惠渠等。宁夏兴建了秦渠(214 BC),汉延渠(211 BC),汉渠(119 

BC)、唐徕渠(102 BC)、美卯渠和七星渠(100 BC)等10余条渠道。河套平原唐代以后兴建 

了延北、陵阳、永清、永济、长济、黄济、杨家河布塔等渠。这些水利设施除了消除水害外,最 

大的功效就在于农田灌溉。另据研究,《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所载战国秦汉时 

代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并不是浇灌庄稼,解除农田缺水问题的,其中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 

与龙首渠就是放淤荒碱地,以营造田地为主要目的。六辅渠、白渠建成后,虽其功能偏于浇 

灌农田庄稼,但仍然是引浑浇灌,即史书所谓的“且溉且粪”。它们均是引取高泥沙含量的浑 

水淤地或浇灌庄稼,具有淤灌的性质(李令福,2006)。无论放淤还是浇灌,最终都是为田地 

带来了新的物质,增加了土层厚度,同时也改变了原有土壤的矿物、有机质组成及理化性质。 

这使得灌淤土的耕作层不断抬升,总是由新的灌淤耕层和老灌淤层叠加而成,这种特殊的农 

业景观在黄土高原地区广泛分布。将灌淤土的形成历史与水利设施兴修结合起来,通过对 

该区不同水利设施的修建年代、灌溉面积的研究,可间接反映灌淤土形成的起始年代、不同 

历史时期灌淤土分布面积的变化等。如95 BC(汉武帝太始二年)白工引泾水灌田四千五百 

余公顷,名白渠。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数量和农业区范围可用于近似表达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强度(景可和 

陈永宗,1983)。将不同历史时期黄河中游(面积为34.3×10
4
 km

2
)和丘陵沟壑区(面积为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500 0 500 1000 1500 2000

人
口
密
度

(人
k
m-

2
)

5

7

9

11

13

15

17

19

平
均
输
沙
量
(
×

10
8
t
)

全区

丘陵沟壑区

年均输沙量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农
业
区
平
均
北
界
位
置
(
k
m
)

农业区北界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500 0 500 1000 1500 2000

人
口
密
度

(人
k
m-

2
)

5

7

9

11

13

15

17

19

平
均
输
沙
量
(
×

10
8
t
)

全区

丘陵沟壑区

年均输沙量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农
业
区
平
均
北
界
位
置
(
k
m
)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500 0 500 1000 1500 2000

人
口
密
度

(人
k
m-

2
)

5

7

9

11

13

15

17

19

平
均
输
沙
量
(
×

10
8
t
)

全区

丘陵沟壑区

年均输沙量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农
业
区
平
均
北
界
位
置
(
k
m
)

农业区北界

年份 

BC AD 



第 1 章   黄土高原全新世以来自然环境变化概况 

 

33 

24.8×10
4
 km

2
)的人口密度(杨平林,1993)和黄河下游来沙量变化结果(师长兴等,2009)结 

合起来分析(图1-3-1),可见二者的变化过程基本吻合。农业区范围大小可以用不同历史时 

期农牧区分界线(带)到渭河、黄河(潼关至三门峡)一线的平均距离表示(Xu,2003),距离越 

大,农业区范围越大。在宋初农业区北界明显向北移动后,黄河下游的来沙量也开始明显地 

增加(师长兴等,2009)。 

因此,不同地形区域和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对土壤的扰动方式及对农业景观形成的影响 

已成为历史环境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将为明确历史时期我国土壤资源变 

迁提供历史依据。黄土高原地区特殊耕作层及农业景观的形成是以该区域长达几千年的稳 

定农业活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类的垦荒、整地、施肥、灌溉、排水等每一个环节相辅相成, 

共同作用于人为土壤的形成。如人类垦荒、平整土地、围湖造田改变了土壤发育的地形条 

件;施加肥料、石灰、草木灰及黄河流域典型的淤灌等都是改变了成土的母质条件;灌溉、排 

水及现代化的人工降雨等改变了成土的气候条件;农药的使用及现代化施用人工细菌肥料 

等改变了成土的生物条件,这些农业活动环节无疑加速或延缓了土壤形成的时间。这种农 

业生产与人为土壤形成的因果关系,决定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内容和方法必将为研究人为 

土壤和农业景观的形成提供依据和手段。 

(参写人:杜 娟) 

 

1.3.4  土地利用扩大对动植物的影响 

土地利用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类型,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社会经济目的,采取一系列生物、 

技术手段,对土地资源进行长期性或周期性的开发利用、改造和保护等的经营,也就把土地 

的自然生态系统改变为人工生态系统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技术诸要素综合作用 

的复杂过程,它受诸多方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吴传钧和郭焕成,1994)。 

从人类历史时期经济生产活动看,土地垦殖则是历史时期土地利用的主要方式。人类 

过去的土地利用活动已经改变了土地覆被格局,也对环境过程(如气候变化、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过程等)造成深刻的影响。这是人类与自然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结 

果。 

1.3.4.1  垦殖活动引起黄土高原植被的变化 

现今的土地覆被格局并非自古就是如此,而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不断实施影响而积 

渐所至,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恢复过去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详细历史,正是对人与 

自然关系的解读途径。研究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需要以文献资料为基础。隋唐之前,缺乏 

土地和人口的详细统计数据,无法对土地利用的情况进行复原。到明清时期,地方志大量出 

现。一些分县的人口和耕地资料被保存下来,为该地区的土地利用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黄土高原北抵长城,多属于农牧交错带地区。几千年来,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 

民族在这一区域内相互交往、斗争和融合。两者的生产方式不同,黄土高原的农牧业空间结 

构也发生着变化和演替。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业与畜牧业分布 

与结构变化上。 

据史念海(1962)的研究,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化碣石山)经太原至龙门(今陕西韩城县与山 

西河津县之间的禹门口所在的龙门山)一线以南之关中盆地及汾涑水流域,自古以来即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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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达之区。此线以北的山陕峡谷流域和径渭北洛河上游及其以西地区,近三千年来农牧 

业生产及其分布时有变化。 

黄土高原民族变迁对区内土地利用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秦与西汉时代,由于中央政 

权推行“实关中”和“戍边郡”的移民政策,区内的农业得到发展。西汉末年以来,北、西境外 

胡人陆续内附,向黄土高原迁徙,历东汉、三国、西晋,黄土高原的汉族降为少数。自三国迄 

元代,非汉族对黄土高原的影响远甚于汉族。非汉族自北、西向黄土高原迁徙之前,多以游 

牧为主。他们进入黄土高原后,逐渐开始农耕,但在一定时期内保留了本民族的原有生产方 

式,这就加大了区内的牧业比例。由大范围迁徙游牧,转而小范围游牧、定牧、半农半牧,以 

至于农耕为主,是一个逐渐改变生产、生活习惯的历史过程(刘多森,2004)。 

元代由游牧民族建立,畜牧业空前发展,陕北长城沿线在元代为蒙古王公的驻牧地,经 

济结构以畜牧为主。明朝建立后,很快将蒙元势力逐出阴山以北,农业比重迅速增加。成化 

年间长城沿线军事地位迅速增加,屯田也随之大规模开展起来。在成化以前,陕北地区的农 

业以传统的民耕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而后屯地不断增加,大致延续到万历初年。1644 年 

清朝统一后,长城已失去防御作用,农业开发回复到正常状态。 

在明至清的 540 余年里,陕北长城沿线的土地垦殖可以划分为明显的 4 个阶段, 

即:明初至 15 世纪中叶的 100 a 时间里,农地垦殖兴盛,农垦区扩展,牧区退缩;自 15 世纪中 

叶开始,农垦区迅速向南退缩,但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陕北长城沿线的屯田垦殖反而得以 

兴盛,当地的畜牧业经济比重降低,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到嘉靖年间,即 16 世纪中叶;嘉靖以 

后至清康熙初年(17 世纪中叶)约 100 a 时间,农垦衰落,农区萎缩,牧区扩展,畜牧业比重增 

加;清康熙中期至清末约 250 a 时间,农业垦殖规模又逐渐扩大,农区再次向北扩展,牧区退 

缩,畜牧业比重再次降低(王社教,2006)。 

黄土高原受长期人为开垦、破坏,天然林草植被多已不具有连片的地带性分布,森林植 

被以天然次生林为主,主要残存在秦岭北坡、崤山、中条山、太行山、吕梁山、黄龙山、子午岭、 

陇山、六盘山等石质和土石山地,广大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天然植被破坏殆尽。黄土高原经过 

长期的开发,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被开垦。 

黄土高原的自然植被自东南向西北依次是暖温带半湿润落叶阔叶林带、暖温带半干旱 

森林草原带、温带半干旱草原带、温带干旱草原及荒漠带。黄土高原显域生境下的地带性植 

被从东南部向西北部呈带状变化,四个植被带基本上在全新世早中期已经形成,特别是在距 

今 3000—2200 a 的西周至战国时期已与现代植被带基本相似,其间伴随气候变化植被带界 

线虽有南北移动,但植被带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雷明德,1999)。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状况变化很大,总的变化趋势是林草植被,尤其是森林植被 

的不断缩小和破坏(史念海,1981)。造成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破坏的原因除了气候变化 

而外,主要是人为开垦土地,人为采伐森林和过度放牧,所以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变化主 

要是在人类生产和建设中对植被的破坏。按照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植被的破坏程度和时间 

先后顺序,可将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变化分为四个时期。 

(1) 西周以前黄土高原植被 

自从旧石器时代人类学会用火以后,砍伐林木作为原燃料一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从 

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时期如山西夏县的下冯村遗址,甘肃秦安的大地湾遗址,甘肃临洮的 

马家窑遗址,陕西宝鸡的北首岭遗址,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甘肃广河的齐家文化遗址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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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的木炭,以及用木柱、木橼搭建房屋的遗迹。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开始烧制陶器,烧 

陶的燃料主要为木材。黄土高原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不下数百处,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南 

部渭河流域,汾河流域,西部洮河流域,说明当时这些地区森林繁茂,采集、狞猎及采伐林木 

都较便利。 

先周“亶父迁岐”后以周原为中心前后历时一百多年(桑广书,2002)。《诗经·大雅· 

绵》记述,“周原瞴瞴,堇荼如饴”。《诗经·大雅·皇矣》写到“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 

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髹其柘”。生动地描写了周原的肥沃和先 

周人在周原砍伐树木,开辟农田的过程,也说明当时周原森林、草原植被的繁盛。在周原考 

察中可以看到,法门—京当—岐阳这一周原的中心区域地表以下 80～120 cm 处有一层 40 

～110 cm 的灰色文化层,主要为树木燃烧后的灰烬。另外召陈发掘的宗庙遗址柱础直径 

达 90～100 cm。这些都可以说明先周时期周原及附近有可供大量、长期采伐的森林作为燃 

料、建材,而且不乏直径达90～100 cm的大树。 

西周以前人类活动虽对黄土高原植被有影响,但主要集中在河谷平原和台塬地区,人类 

开垦土地,采伐林木的范围主要在聚落、城邑附近,人类对植被的破坏相当有限,黄土高原广 

大地区植被保持着天然状态。 

(2) 西周至战国时期黄土高原植被 

西周时期黄土高原保持着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商末西周初年,气候的冷干化使植被 

带南移(黄春长,2001)。《诗经·小雅·鹿鸣》描写鹿群“食野之苹……,食野之蒿……,食野 

之芩”。《诗经·小雅·吉日》,《史记·秦本纪》中记述周天子、秦文公驱车在陕北、陇东追逐 

鹿群,射杀野兔的情景,可见陕北、陇东一带有广阔的草原。商末至战国时期,延安、离石、庆 

阳一线以北长期是游牧民族的分布地区,西周末年游牧民族南侵可到达关中地区,西周的灭 

亡就是因为犬戎南侵造成的。在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大举南侵往往与气候突变、草场退化、 

植被带南移相关联(许靖华,1998),植被带的南移使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以草原植被为主。 

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农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黄土高原南部如关中平原、汾 

河中下游平原被大量开垦成耕地,平原地区的森林、草原植被逐步为耕地所取代。大量的事 

实表明,战国时期是黄土高原植被仍保持原始天然状态的时间下限。这一时期黄土高原的 

山地植被仍保持着较好的状态,《山海经·山经·西次四经》记道“阴山(陕北黄龙山)…… 

上多毂柞(楮树)”、“申山(延河上游山地)……其上多毂柞,其下多杻橿”、“鸟山(清涧河上游 

山地)……其上多桑,其下多楮(漆树)”、“诸次之山(米脂佳县之间山地)……多木无草”、“号 

山(榆林东部山地),其木多漆”、“白於之山(白于山),上多松柏,下多栎檀”。以上记载也被 

孢粉分析所证实(刘东生,198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周至春秋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受人类活动破坏轻微,基本保持 

着原始天然状态。六盘山以东、吕梁山以西、渭河以北、长城以南的黄土高原主体部分既有 

面积广大的草地,也有广泛分布的灌丛,河谷低地和山地则以乔木植被为主。离石—延 

安—庆阳一线是一条重要的植被分界线,此线以南显域性植被虽以疏林灌丛草原为主,但 

以栎属、桑属为主的落叶阔叶乔木占有较大比重,此线以北主要为半旱生和旱生草原(王守 

春,1990)。 

(3) 秦汉至宋元时期黄土高原植被 

战国后期秦的势力不断增强,向渭河上游和泾河流域扩展。渭河流域,泾河流域天然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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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被翦除,渐成农田。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王政十年(前 237 年)秦修郑国渠,“关中 

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可见到秦汉时关中平原地区 

天然植被已不多见。战国中后期赵国向今山西北部、陕西榆林扩展,使这些地区的游牧业逐 

步为农耕代替,原有的灌丛草原被大片开垦,秦汉时期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农耕业向黄土高原 

的第一次大举扩展。此次扩展对黄土高原天然植被的破坏是严重的。例如,《史记·秦始皇 

本纪》载,秦统一全国后修直道,“三十五年(前 212 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 

通之”。直道自陕西淳化梁武帝村附近的秦甘泉宫到内蒙古包头附近的九原郡,全长 725 km 

左右,循子午岭主脊北上,考古发掘路基残宽 4.5 m,所经之地森林植被全部被铲除。《史 

记·蒙恬列传》云,蒙恬“将三十万众”北修长城,长城沿线兵民屯田开荒,使林草植被遭受很 

大破坏。到秦末汉初黄土高原北部形成一条农牧分界线,大致沿秦长城经东胜东、榆林北、 

靖边北到环县一线,此线以北为游牧民族活动的草原地带,此线以南为疏林灌丛草原。秦汉 

以后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黄土高原人口减少,农业萎缩,天然植被得以恢 

复。南北朝初年郭仲产著《秦州记》,描写关中“登陇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墟宇桑 

梓与云雾一片”。据《元和郡县志》卷 4《夏州朔方县》记载,十六国时夏国首领赫连勃勃称赞 

其都城统万城(靖边县北红柳河北侧)“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 

北,大河之南,未之有也”。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记道,榆林东北尚有成片榆、柳,被称 

为“榆柳之薮”。由此可以得出,秦汉时期黄土高原植被虽遭破坏,农耕业向黄土高原不断推 

进,但直到两晋、南北朝时黄土高原天然植被仍占较大比重,人类活动尚没有改变黄土高原 

的植被面貌。 

唐宋时期是黄土高原植被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隋唐初关中平原、汾涑河流域平原已没 

有天然森林植被(史念海,1981)。隋唐时期农耕业继秦汉以后达到新的高峰并不断向黄土 

高原中北部、西部推进,原有的林地、草地变为农田。同时唐长安人口达百万以上,建筑用材 

及生活用柴需求量很大,除就近在终南山采伐外,还在关中西部的岐山、陇山、山西北部的 

离石、岚县采伐木材,使黄土高原林草植被遭到大范围破坏。随着隋唐暖湿期的结束,唐末 

黄土高原气候趋于干化,加之隋唐长达三百多年对植被的开垦破坏,黄土高原植被已发生很 

大变化,北部毛乌素沙地南侵,植被带界线南移,植被覆盖度大大降低。《全唐文》卷 737《夏 

平》记载,唐后期“夏之属土(靖边、榆林一带),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其所产无农桑,唯 

畜马、牛、羊、橐驼”。天然森林植被仅保存在太行山、吕梁山、芦芽山、云中山等山地。北宋 

时黄土高原植被状况进一步恶化,北宋初京城开封大兴土木,但附近的山地如蒿山、太行山 

南段、中条山已无林可采,采伐中心进一步向黄土高原腹地推移。据《宋史》卷 270《高防传》、 

卷 266《温仲舒传》记,北宋初年采伐中心位于天水西北的夕阳镇,三十年后进一步西移到武 

山县东的洛门镇。横山是北宋与西夏的界山,北宋政府禁止在横山采伐木材,但据《范文正 

公集》卷19《上枢密尚书》记载,驻守官兵为谋利仍任意采伐,使横山“暴雨之期,湍湍大石”, 

如果横山植被不被破坏,土壤侵蚀也不至如此严重。 

总之,到唐宋时期黄土高原汾渭谷地等河谷平原,黄土台塬及黄土塬区已没有天然森 

林。黄土丘陵地区天然植被已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尚没有达到毁灭性的程度,天然森林残 

存在黄土高原的石质和土石山地。长城沿线沙漠南侵,土地沙漠化凸显。 
(4) 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 

金元时期黄土高原进一步开垦坡地,《金史·石抹元毅传》明确记载,“田多山坂硗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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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的开垦不仅使丘陵区疏林灌丛草原破坏,人为松动土体也造成严重的人为土壤侵蚀。 

金曾以开封为都城,据《金史·货殖志》,皇统元年(1141 年)“营建南京(开封)宫室,大发河 

东(吕梁山地区)、陕西材木,浮河而下”。元代兴建大兴城(北京),大量砍伐山西北部林木, 

沿桑干河顺流而下。 

明初在黄土高原北部修筑长城,驻守大量兵士,为解决驻军给养,发关内居民在长城沿 

线屯垦,黄土丘陵坡地和长城沿线草原遭受毁灭性破坏,明代官员庞尚鹏在《清理山西三关 

屯田疏》中记述山西北部宁武、偏关、雁门等地,山地几乎全被开垦。明中叶这些地区 

“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为扫”,这 

见之于《明经世文编》卷 63 马文升《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的报告。经此破坏晋北 

长城沿线再也难以找到成片的森林了。 

植被的破坏,加之明代中叶“小冰期”的到来,黄土高原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明末许纶 

在《九边总论》中写到:“镇城(榆林)四望黄沙,不产五谷,不通货贿,一切草粮仰给腹里矣” 

(《明经世文编》卷 232)。清康熙十二年(1673 年)《重修延绥镇志》中写道:“镇(榆林)之山荡 

然黄沙而已,连冈迭阜而不生草木,间有层崖,又率皆顽石”(清康熙《重修延绥镇志》卷 1《山 

川》)。同时《延绥镇志》中记道:靖边“城中无泉,山中无薪,颇有水火不足之虑”(明万历《延 

绥镇志》卷 1《山川》)。从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可以看到,只有延安以南的崂山、桥山、黄龙山等 

地才有森林的记载,广大黄土丘陵区天然植被已荡然无存。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变化可归结为:西周以前及西周战国时期植被保持着 

天然状态,自然植被状态主要受地带性因素决定,自东南向西北分别由落叶阔叶林、疏林灌 

丛草原、温带典型草原和温带荒漠化草原构成,不仅陇中、陕北南部、晋西有面积较大的森林 

分布,就是陕北北部的横山、白于山,甚至更北的秃尾河上游,晋西北山地森林分布也相当 

广,广大黄土丘陵地区呈现森林和草原相互交错的状况。秦汉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仍占 

较大比重,人类活动尚没有改变黄土高原的植被面貌。唐宋时期关中平原、汾涑河流域已无 

天然森林,黄土丘陵、山地植被也遭到破坏,黄土高原北部沙漠开始扩张,自然环境处在恶化 

之中。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的毁灭性破坏主要在明清时期。造成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 

变化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人为开垦土地、人为采伐森林和过度放牧造成的。 

根据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分布图推算(马正林,1990),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游森林覆盖率 

为 53%,秦汉时期下降为 42%,唐宋时期下降至 32%,明清时期下降至 4%。所以,黄土高 

原濯濯童山主要是近600多年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破坏的结果。 

1.3.4.2  社会需求导致动物种类的变化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动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内容,历来颇受关注。由于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的双重作用,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 

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动物资源的总体状况也有明显的变迁,动物区系具有鲜 

明的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土高原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尤其是动物资 

源由较为丰富到较为匮乏。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动物演变的研究,过去涉及甚少,几乎处于停 

滞状态。过去对动物区系特征的研究,总是从气候变化入手,力图分析动物区系变化与气候 

之间的关系,如今,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社会需求对动物资源的影 

响等主题,已成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动物演变研究的新视角。 

在资料运用上,学者们仍然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同时引进动物学的理论、人类学理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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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理论等,运用统计学的量化方法对史料进行梳理,获得新的认识,结合文字学与方言学 

的方法,通过字体的变化以及各地方言的不同分析动物的分布与数量的变化。同时,结合历 

史时期黄土高原的植被、水文、气候等研究的新进展,以求丰富历史动物研究内容。 

以唐宋时期黄土高原兽类资源的研究为例,通过将今比古,认为唐宋时期黄土高原的兽 

类资源较现在丰富,整体上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迁:从动物种类的丰富程度上来看,总体上 

由种类丰富转变为种类单调。唐宋时期,森林、森林草原、草原、荒漠草原、农田等各生态的 

动物种群都有广泛分布,并且数量都很可观(表 1-3-2),但现在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动物非 

常贫乏,仅以草原、农田、荒漠及荒漠草原动物种群较为丰富。优势动物种群由啮齿类取代 

了唐宋时期的鹿类。从数量规模来看,对于植被覆盖要求较高的大型食肉动物和鹿类中型 

动物数量大大减少,而对于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广栖性中小型动物数量大幅增多。从地 

理分布特征来看,森林动物和鹿类动物的分布区域大大缩小,农田、草原和荒漠动物群的分 

布区域日益广泛。具体说来,有 5种动物(长臂猿、獐、麋鹿、棕熊、虎)唐宋时期在黄土高原 

地区有数量较多的分布,现在却在这一地区消失;有 1 种动物(黑熊)数量丰富,现在却大幅 

度减少;有 2类动物(兔形目、啮齿目)数量一般,现在却大幅度增多(曹志红,2004a)。 

同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动物入城、伤人的异常行为和森林动物资料分布地点的 

特点进行分析,再根据动物与植物的关系,推断出唐宋时期黄土高原的平原地区森林植被已 

经遭到严重破坏,山地区域尚有一定保存。从生物多样性和食物链的角度分析动物资料,发 

现当时黄土高原地区的动物多样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食物链基本完整,所以推测当时黄土 

高原宏观上的生态系统是比较稳定的。 

表 1-3-2  唐宋时期黄土高原的主要野生兽类(哺乳纲)(曹志红,2004a) 

目 科 属(种) 目 科 属(种) 

食虫目 猬科 普通刺猬 大熊猫科 大熊猫 

鼬属(黄鼬) 
疣猴科 金丝猴 

食肉目 

鼬科 

水獭 灵长目 

长臂猿科 长臂猿属 鹿属(梅花鹿) 

兔形目 兔科 兔属(草兔) 麋 鹿 

松鼠科 旱獭属(旱獭) 

鹿科 

獐 

仓鼠科 鼢鼠 麝科 麝 啮齿目 

鼠科 家鼠属 牦牛 

犬属(狼) 

牛科 

羚羊 
犬科 

狐属(赤狐) 

偶蹄目 

猪科 猪属(野猪) 

熊科 黑熊、棕熊 马科 马属(野马) 

豹属(虎) 

奇蹄目 

犀科 犀 牛 

食肉目 

猫科 

豹属(金钱豹) 长鼻目 象科 亚洲象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动物资源丰富,犀牛、亚洲象等只能生存于热带的动物,也曾生 

存于此,今天的黄土高原地区已不见其踪影,究其原因甚为复杂。一般看法认为这种变迁是 

由生物因素、气候因素、人类活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曹志红,2004b)。最近对黄河流域亚 

洲象灭绝的主要原因的分析,则突破了以往自然、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模式,提出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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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其主要原因的新观点。根据象的自身特点和弱点,通过社会对象产品的普遍需求,官 

府的提倡和获益,对象的捕猎杀戮方式诸方面的考察,得出气候因素难以解释历史上象的减 

少和灭绝,主要原因在于逐利以满足社会需求的人之杀戮行为(侯甬坚和张洁,2007)。通过 

梳理人类对亚洲象资源的多种利用方式,从社会需求、民间行为、官府的支持与获益等多方 

面综合分析,认为人类对亚洲象资源的利用明显加剧了亚洲象的濒危过程。 

(参写人:桑广书、张  洁) 

 

1.4  结  语 

本章主要根据各类地质－生物记录、历史文献和器测资料,分析了黄土高原现代生物气 

候环境形成和演化的自然背景,探讨了数千年来人类活动对黄土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得到如 

下主要认识: 

(1) 黄土高原的形成与亚洲季风环境和内陆干旱环境的起源密切相关,可以追溯到古 

近纪和新近纪之交的 2000 多万年前。当时,内陆荒漠的出现提供了大量粉尘,被冬季风环 

流搬运到黄河中游地区堆积,黄土高原开始形成,并具备了半干旱－半湿润的、季节反差明显 

气候特征。这种气候格局虽然在后续构造因素和全球变冷过程作用下经历了不同程度的 

变化,但一直没有中断而持续发展至今,奠定了黄土高原现代气候的基础。 

(2) 全新世以来,黄土高原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主要受控于东亚冬、夏季风环流的相互 

作用过程。距今约 11 000 a 前后,夏季风降水在低纬日照量增加的驱动下逐渐加强,到 

10 000～9000 a BP 前达到最大值,自 6 ka BP 以后开始显著减少。同时,由于北半球高纬冰 

量变化的影响,冬季气候在全新世初期依然较为干冷,且在年内控制时间较长,对生态环境 

也有显著影响。上述大趋势上叠加了一系列千－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对黄土区生态环境 

的阶段性演化无疑亦具有重要作用。 

(3) 近 50 a 来,黄土高原的年均温度逐渐增加,而降水则波动性减少,水热组合变化导 

致明显的暖干化趋势。等雨量线所描绘的季风雨带虽然具有波动性,但总体上呈现南移的 

特点。平均地表温度的增加可能是近百年来的全球变暖过程在黄土高原的表现,而干旱程 

度的增加则与一些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式显示的亚洲季风减弱趋势具有一致性。上述气候背 

景与人类活动一起,导致河川入海径流量呈现总体减少趋势,且人类活动影响所占的份额逐 

步增强。但是,在气候变干的背景下, NDVI 指数显示近 20 年来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度明显增 

加,黄河泥沙减少,至少一部分是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效果的显现。 

(4) 对孢粉、植物硅酸体、古土壤和土壤的有机、无机碳同位素等自然记录的综合分析 

显示,平坦的黄土塬区全新世期间的自然植被一直以草原植被为主,森林成分可能只在高原 

南部的气候最宜期短暂出现。而基岩山地和沟堑地区因局地水分条件较好有较为茂盛的 

森林植被发育。历史资料表明,西周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增强的特点,其 

中最近 600 a 来的影响格外显著。 

(5) 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为研究黄土高原数千年来气候和环境的演化、人类活动的强 

度及其环境效应等提供了宝贵资料。虽然沟谷侵蚀一直是黄土高原的主要地质过程之一, 

但数千年来人类的土地利用使黄土高原的侵蚀明显加剧。同时,人类活动对黄土区土壤特 

性、水文状况、河川径流、野生动物种群等均有显著的影响,其程度可以通过人类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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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分析而逐步定量化。 

值得指出的是,本章讨论的不少问题在学术界可能会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才能得到解决。今后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区域气候背景方面,目前对东亚季风在不同时间尺度的驱动因素和机制均有不 

同看法。在轨道尺度上,突出地表现为季风对低纬日照量是快速响应(Ruddiman,2006; 

Kutzbach 等,2008)还是具有相位上的滞后(Clemens 和 Prell,2007)。而全球性的千年尺 

度上的气候变化也有“高纬驱动”和“低纬驱动”之争(汪品先,2009),对我国黄土区来讲亦是 

如此。这两个方面均涉及古气候学的重要理论问题,需要更多的地质证据与数值模拟结合 

研究才能得到进一步的理解。此外,在黄土高原内部寻找新的、有准确年代学控制的记录, 

实现古气候参数的定量化也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 

(2) 定量地区分自然和人为因素在过去的环境和生态变化中的作用,一直是相关研究 

工作中面临的难点。目前,对黄土区数千年来人类活动的历史和强度尚未获得完整的序列 

资料,对人类活动的各种环境效应的估测总体上停留在定性阶段,多数缺乏定量的概念,对 

时空变异的认识也有待加强。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记录有望在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是 

我国特色的研究内容,在今后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此外,建立和发展相关的数据信息系 

统,开展各种地理和生态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3) 水土流失一直是黄土高原生态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然而,对高原侵蚀历 

史和原因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入。目前对地质历史时期黄土侵蚀的年代、规模和原因尚缺 

乏足够的资料,对旱作农业起源以来人类土地利用的方式、强度、时代及其对侵蚀的影响等 

缺乏定量的恢复,因而难以较确切地估计人类活动对黄土区侵蚀过程的影响。这方面的研 

究需要通过地质学、土壤学和古气候学等研究的结合,从时代、规模和过程的角度开展工作, 

可望为黄土高原生态建设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4) 近百年来全球增温和 CO2 浓度增加过程对黄土区水热组配方式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亟待深入研究。该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黄土区生态环境演化与全球变化的关系,而 

且对评估未来增温情景可能的生态环境后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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