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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重要驱动要素。黄土高原大规模退耕还

林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土地利用特征，进而对各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产生影响。

本研究利用空间分析、模型模拟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手段，在分析 2000-2014 年间黄

土高原土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黄土高原四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净初级

生产力、土壤保持、产水量和粮食供给）及其热点的时空变化特征，识别了多重生态

系统服务重要区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利用双因素制图方法，探讨了退耕还林对多重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的影响。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角度，构建退耕还林优势度指

数，判别了退耕还林实施的最佳适宜区域，明晰了退耕还林的空间效应特征，从而为

退耕还林的进一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利用在退耕还林实施的初期，主要是由耕地向林地发生

转入，同时存在一定面积的草地转入林地。随着该工程的实施和改进，大量的耕地开

始向草地转入。但在恢复期，出现了一定面积的复垦。而此阶段以经济林为代表的林

地面积有较大的增加，使得该时期的林地仍表现为增加的现象。  

2. 除粮食供给服务外，黄土高原地区的年均 NPP、土壤保持服务和产水量服务

均表现为东南部低而西北部高的空间特征，但产水量服务的波动性较强。粮食供给服

务呈现出西北及东南地区供给能力高，而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的带状区域内粮食供给

能力较低的特征。对于各生态系统服务的热点，随着退耕还林的实施，NPP 的热点区

逐渐向西北方向延伸；土壤保持服务的热点区分布相对集中，产水量的热点区波动性

较大，而粮食供给的热点区在西北部地区相对稳定，东南部地区波动性强。 

3. 黄土高原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东部

和南部地区，但其分布面积相对较小且稳定。大部分地区为相对重要区和一般重要区，

退耕还林对此类型区的影响较大。随着退耕还林的实施相对重要区面积增加，一般重

要区和一般区面积减少。总的来看，退耕还林仅能增强低水平的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

给区，但对高水平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区的影响是小的。 

4.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对退耕还林的响应具有较强空间异质性。退耕还

林仅能增强部分地区的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这部分地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

的中部。在黄土高原的西南部，退耕还林会对当地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产生负效应。

在毛乌素沙地周围，退耕还林对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影响不明显。在 NDVI 减少的情况



 

  

 

下，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仍呈现出增加的现象。  

5.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的最佳实施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东北向西南方向的

带状区域内。在这里实施退耕还林能使粮食损失量比在黄土高原其他地区实施该项目

粮食损失量减少 42%，同时所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其他地区高 33%。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服务；权衡；退耕还林；空间效应；黄土高原 

  



 

  

 

Abstract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causing ecosystem services (ESs) 

chang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rge-scale Grain for Green Programme (GFGP) 

significantly changed land use in the Loess Plateau, and exerted a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the provision of ESs. By integrating with spatial analysis, model simulation and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spatial-temporal changes of four key ESs (NPP, soil 

conservation, water yield, and food supply), and identified the supply areas of multiple ESs 

by investigating hotspots of ESs. We also examined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ply areas of multiple ESs and the GFGP by using two-factor mapp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GFGP on the supply of multiple ESs.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de-offs among ESs, we identified the optimal areas to target for GFGP in the 

Loess Plateau. The following main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In the earl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FGP, land use change was characterized by 

cropland and grassland converted to fores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FGP, lots of 

cropland was converted to grassland. However, in the recovery period of GFGP, 

reclamation occurred that grassland was converted to cropland. Meanwhile, the increase in 

economic forest area caused the increase in total forest land. With the exception of food 

supply, hotspots of other three ESs exhibited a similar spatial pattern that hotspots of ES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Loess Plateau, but the large fluctuation 

occurred for hotspots of water yield. Areas with the high value of food supply were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and the southeast of the Loess Plateau. The low value area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a belt from the northeast to southwest across the whole Loess Plateau. 

Meanwhil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GFGP, the increased hotspots of NPP showed a 

trend of transferring from southwest to northeast. Hotspots of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remained spatially concentrated and stable distribution. Hotspots of water yield exhibited a 

large fluctuation. For food supply, the frequent conversion between the hotspots and cold 

spots occurred in the south and east of the Loess Plateau, but hotspots of food supply 

remained stable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Loess Plateau. GFGP can only enhance the low- 

and moderate- level supply for multiple ESs but had no obvious role on the high-level 



 

  

 

supply of multiple ESs. Meanwhile, the response of the supply of multiple ESs to GFGP 

showed strong spatial heterogeneity. GFGP can on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multiple 

ESs in some areas, which was mainly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Loess Plateau. The 

negative effect of GFGP on the supply of multiple ESs occurred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Loess Plateau. There were also some regions where the function of multiple ESs was 

enhanced while NDVI decreased.  

The optimal areas to target for GFGP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a belt from the 

northeast to southwest across the central Loess Plateau where we can gain greater value 

from ecosystem services while minimizing food losses under the GFGP. Specially, 

compared with other regions of the Loess Plateau, the loss of grain production due to 

cropland conversion in these target areas could decrease by 42%, whereas ESV could 

increase by 33 %. Therefore, despite the fact that over the past 15 years (2000–2014) in 

these target areas more cropland was converted into ecological use (i.e., forest/grassland), 

there is still a need to strengthe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is region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proposed a strategy for balancing green and grain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solve land degradation issues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in a more beneficial and targeted way.  

Keywords: Land use change, trade-off, the Grain for Green Programme, spatial effect,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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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Costanza et al., 

1997），包括供给服务（如提供食物、木材和水）、调节服务（如控制洪水、调节气候

和保持水土）、文化服务（如精神、娱乐和文化收益）以及支持服务（如维持生命地

球化学循环）四种类型。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的人类活动干扰因素的

不断增强，自然生态系统不断遭到威胁，这些生态系统服务也相应地受到巨大的压力，

并面临着退化的风险（MA 2005, Fan et al. 2019）。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关于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的 24 项生态服务中，60%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正在退化 

(MA 2005)。 其中，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Gong et 

al. 2019, Wu et al. 2018, Geng et al., 2019)。因此，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下生态系统服务

的时空变化特征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管理与可持续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黄土高原是我国主要的生态环境脆弱区，也是世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为缓解该区域水土流失问题，我国政府自 1950 年起开展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

程，如兴建梯田和大坝、草场重建、淤地坝建设以及退耕还林（草）等。其中，自

1999 年底开始大规模实施的退耕还林（草）工程是我国目前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一项

生态修复过程。该工程实施以来，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森林覆盖率在 

1999-2013 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24%的地区土壤侵蚀得到有效控制（邵明安等, 2015; 

Chen et al., 2015）。植被恢复使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由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 16 

亿吨锐减到 2013 年的 3.1 亿吨（Duan et al., 2016）； 森林固碳量在 2000-2008 年

间增加了 0.96 亿吨（Feng et al., 2013）。 然而，大面积退耕还林对当地的土地利用

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耕地面积的锐减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区域粮食供给能力的下降

（Chen et al., 2015）；研究表明，干旱地区植被的扩张还会造成生态系统和人类需水

之间的潜在冲突等社会问题（Menz et al., 2013）。而由植被恢复产生的流域产流和土

壤含水量显著下降也将进一步导致土壤干层问题的出现，使退耕还林草成果大打折扣。

加之，目前黄土高原地区气候正逐渐向暖干化方向发展（Zhang et al., 2016），且旱涝

灾害频繁发生，粮食低产多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黄土高原退耕还林的可持续性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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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和退耕还林影响下各生态系统服务的响应，

并从空间规划的角度解决退耕还林过程中由于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而产生的各种

不利因素，对于有效揭示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能力的空间特征，进而制定合理的土

地规划策略和退耕还林方案具有重要的科学指导价值，同时可为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

的实施和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1.2.1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的动态 

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能够提供的维持和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各种环境条件

与效用。以生态系统服务为主体的自然资本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基础。

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日益强烈，对特定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利用也不断加强。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是开发、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

因此成为国际生态学的前沿和热点。 

当前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1）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和模型研究；

（2）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关系与权衡。国内外对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方法主要包括物质

量评估法、能值分析法和价值量评估法三种。物质量评估法是依据生态系统过程或生

态系统功能，对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大小、强弱进行定量评价（Brown et al., 2007），

能够客观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机理，适宜大尺度区域评价（傅伯杰和张立伟，

2014）。但该方法评价结果不直观，各生态系统服务得到的物质量和量纲不同，无法

进行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加与比较，因此不能实现对生态系统综合服务功能的

评估；价值量评估法是采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办法从货币角度对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

进行定量评价（Pagiola et al., 2008）。该方法弥补了物质量评估法在生态系统综合评

价中的不足，但受经济价值的影响，评价结果存在很强主观性与不确定性（Farber et al., 

2002；吕一河等，2013）；能值分析法是对无法货币化的自然资本、不同种类的能量

统一转换为太阳能来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方法（Porter et al., 2009）。这种方法避

免了自然资源货币化过程中存在的标准不一致问题，但不能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的稀缺

性，且计算过程中所需资料多、获取难度大，因此该方法并没有得到推广和应用。由

此可见，目前国内外对生态系统的评估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方法。  

随着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深入，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开始侧重于与生态过程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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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渐向综合动态的模型化发展，即模型法的形成（吕一河等，2013；欧阳志云等，

2013；郑华等，2013）。目前模型法发展已相对成熟，可被用来评估多样化的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黄从红等，2013），主要的模型包括：InVEST (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 模型、SolVES（Social Valu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模型、MIMES (Multiscale Integrated Earth Systems Model) 模型、AR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Ecosystem Service)模型等。其中， InVEST 模型应用最为广泛。该模

型可适用于中小尺度、区域或国家尺度甚至全球范围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己在国内

外水质净化、碳储量、产水量、土壤保持等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中得到了广泛应用（Leh

等，2013；Hamel 等，2015；彭建等，2017）。 

但是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各项服务之间相互交

织，甚至表现出非线性关系或冲突（Haines-Young 等，2012；李双成，2014），即存

在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或共同促进（抑制）的协同关系，导致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

难以达到利益最大化（Heal 等，2001; Rodriguez 等，2006）。例如，耕地扩张下的森

林砍伐在增加粮食供给服务的同时也造成了碳流失、土壤侵蚀的增加以及木材供给量

的减少(Bennett 等，2009; Fu 等，2015)；造林可增加碳汇量(Dymond 等，2012)，并

起到一定的水土保持、调节气候作用，也会增加水分的蒸散量，减少径流量(Schrobback

等，2011)。同时，态系统服务权衡具有空间尺度效应（傅伯杰和于丹丹，2016；冯

舒等，2017）。例如，在整个黄土高原，泥沙输出与产水量呈显著正相关，碳固定与

产水量呈显著负相关; 但是在延河流域，泥沙截留与水源涵养则呈正相关。也就是，

生态系统过程和服务只有在在特定的时空尺度上才能充分表达其主导作用和效果。因

此，明确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特征，有利于量化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

了解空间尺度上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分布，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提升，为决策者的

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2.2 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 

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有着密切的关系，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影响着能量交换、

水分循环、土壤侵蚀和堆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农作物生产等陆地主要生态过程的

结构和功能。但土地利用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存在高度的空间异质性，不同的

利用方式和强度所产生的生态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和积累性。 为此，国内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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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Song 等（2017）评估了 2000

年以来中国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Mike 等（2019）通

过研究农业景观尺度上土地利用变化背景下驱动力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表明土地

利用变化在景观结构变化和影响生态系统服务提供方面具有高度的动态性。Chen 等

（2019）分析了 1995-2015 年中国县级生态系统服务与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空

间关联，显示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对生态系统服务在空间上的变化及时间上的差异。

Bai 等（2019）对美国肯塔基州的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保持、氮输出和磷输出三种生

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傅伯杰和张立伟（2014）

认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有密切联系，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产生的主要生态

系统服务有所差异，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有着明显的影响，而土地利

用的强度不同，其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尹登玉等（2018）基于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剖

析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分析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影响。欧维新等（2018）对长江三角洲地区 1985-2015 年土地利用变化下的

生态系统服务进行量化处理，全面反映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盈亏变化。 

然而，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影响机理尚不清楚，如何从区域尺度

上，开展并加强重点区域尤其是生态脆弱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动态评估，

揭示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的空间差异性，探讨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权衡

与管理，不仅是国际生态学研究的新动向，也是当前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当

务之急和国家需求。 

1.2.3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效应评价动态分析 

退耕还林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工程实施前期，

有关退耕还林工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退耕还林工程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生态问题

以及如何有效推进工程的实施(山仑, 2000; 田均良, 2002; 中国科学院学部, 2003)。随

着退耕还林工程的不断推进，其生态效益日益凸显。退耕还林效应评价及其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影响成为研究的重点。目前对退耕还林效应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1）退耕还林对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的影响。黄土高原地区在退耕还林以来，土

壤侵蚀量显著下降，黄河河流泥沙量急剧减少，土壤侵蚀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 (Wang

等，2016; Zhou 等，2016; Zhao 等，2016)；（2）退耕还林对固碳量的影响。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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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生态系统固碳量增加了 0.96 亿吨(Feng 等，2013)，植被固碳总量增加 45.4%（张

琨等，2017），土壤固碳能力显著提高；（3）退耕还林对水资源的影响。黄土高原植

被恢复下，水资源的消耗量增加，区域产水量严重下降(Cao 等，2015; Wang 等，2011)；

浅层土壤水分增加，但深层土壤水分减少，土壤干层问题突出；（4）退耕还林对粮食

供给的影响。退耕还林下耕地面积锐减，粮食供给能力下降，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等要素使粮食单产不断增加，总产提高（傅伯杰和于丹丹，2016）。

同时，中科院也专门组织开展了黄土高原生态工程生态成效综合评估工作(刘国彬等, 

2017)。整体上，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工程成果显著。  

然而，生态系统服务要素（如地上生物量、土壤有机碳储量、土壤总氮储量、土

壤储水量和林下植被多样性等）对林龄的响应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人工植被

生长到 6-10 年后会有所退化，造成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生态服务功能衰退甚至丧

失（邵明安等，2015）。同时，恢复树种、植被类型、区域气候等对退耕还林效果影

响差异性明显。在过去植被建设中，为追求人工林草的高生长量、高经济效益，黄土

高原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退耕还林现象，如引进的乔木树种刺槐、灌木树种

柠条、草本植物苜蓿、沙打旺等高耗水植物种，极大地消耗了当地的土壤水分，导致

“土壤水库”功能减弱，产生了以土壤水分失衡、土壤干燥化为特点的环境问题（王

力等，2004；邵明安等，2015）。目前，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整体改善、局

部恶化的现象。因此，亟需对该地区退耕还林工程效果的空间特征进行评估，以巩固

退耕还林现有成果，控制局部地区植被退化的局面。但目前针对退耕还林问题的指导

意见多是基于小尺度的分析，对区域尺度退耕还林优化模式研究较为薄弱。 

本研究正是针对上述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重要性，在分析黄土高原退耕还林以来

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的基础上，研究该地区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冷热

点的变化情况，并从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角度，开展退耕还林效果评价研究，识别

退耕还林的最佳适宜区域，以期为黄土高原退耕还林成果的巩固和进一步实施提供科

学支撑。 

1.3 研究目标 

（1）明确黄土高原四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净初级生产力 NPP、土壤保持、产水量

和粮食供给）的动态特征及空间变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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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揭示黄土高原退耕还林与多重生态系统供给的空间耦合特征； 

（3）识别黄土高原退耕还林的最佳适宜区域，为新一轮退耕还林的有效实施和土地

利用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1.4 研究内容 

(1) 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结合黄土高原退耕还林以来不同时期（2000、2005、2010 和 2014）的土地利用

空间分布图，对该地区的土地利用/覆被情况进行统计，借助 Arc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

利用土地利用变化率、动态度和转移矩阵等方法分析探讨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的时

空变化规律。 

(2) 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 

结合 InVEST 模型，在量化黄土高原地区四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碳储量、产

水量、土壤保持和食物供给）基础上，对退耕还林以来（2000-2014） 黄土高原各生

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明晰各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变异规律和动态特

征。 

(3)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与多重生态系统供给的空间耦合效应 

利用空间统计方法辨识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热点区域，确定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能

力的强弱区域。并以此为基础设立生态系统多重服务重要区判别标准，识别多重服务

重要区分布格局及其动态特征，利用双因素空间制图方法确立退耕还林和生态系统服

务变化的空间耦合关系，探讨退耕还林对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影响。 

(4)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最佳适宜区识别 

在分析各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基础上，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角度，通过设立土

地利用变化情景，分析粮食损失最小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大目标下的退耕还林的最

佳实施区域，识别黄土高原退耕还林的最佳适宜区域。为退耕还林的进一步实施和土

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 

本研究结合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重大需求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的政策导向，通过空间分析、模型模拟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手段，在分析单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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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服时空变化的同时，探讨退耕还林对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并以生态系统

服务权衡为出发点，开展退耕还林最佳实施区的识别，从空间规划的角度试图解决退

耕还林过程中由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而产生的各种不利因素，有利于揭示退耕还林实

施的空间效应特征，从而有空间针对性的制定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以服务于当地的

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化发展。 

1.6 技术路线 

生态系统服务的高水平供给是人类生活所需的最高标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基础。但土地利用功能的导向往往导致着某些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生态系统服务间

的权衡也使得这种高水平供给面临着挑战。增强某种或某些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减少

其它服务的损失是实现这种供给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通过结合空间分析、模型模拟和

调查研究等多种手段，在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研究退耕还林实施以来，黄土

高原四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产水量和粮食供给）的时空

变化特征，利用空间统计学方法辨识研究区各生态系统服务的热点区域，并对生态系

统多重服务重要区的空间格局和动态特征进行识别； 利用 ArcGIS 的双因素空间制图

功能，分析退耕还林对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的影响。结合情景假设，判别退耕

还林实施的最佳适宜区域，从空间规划的角度为退耕还林的进一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所采取的技术路线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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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最佳适宜区识别

空间属性数据 气象台站数据 文献资料普查、调研数据

生态系统服务的

时空变化

生态系统服务热

点的时空变化

退耕还林优势度
指数构建

生态系统服务效益的
空间分布特征

单一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特征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土壤保持 产水量

粮食损失的空间
分布特征

NPP 粮食供给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

的时空变化

退耕还林与多重生态系

统供给的空间耦合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特征

土地利用空间变化

涨势图谱和落势图谱

土地利用时间变化

动态度、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土
地
利

用

 

图 1.1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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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研究区概况 

2.1 地理位置 

黄土高原西起日月山，东至太行山，南靠秦岭，北抵阴山，地处黄河流域的中上

游，地理位置介于 33°43′N~41°16′N，100°54′ E-114°33′ E 之间。依据行政界线，黄土

高原横跨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七个省（自治区），包括宁

夏回族自治区和山西省的全部区域、陕西省的北部和中部、甘肃省的中部和东部、青

海省东部、河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和乌兰察布盟，总

面积约 64 万 km
2。其地理位置如图 2.1 所示。 

 

图 2.1 黄土高原地理位置 

2.2 地形地貌 

黄土高原的地势呈东南低西北高的特征，以六盘山和吕梁山为界线，把黄土高原

地区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其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沟壑纵横，地面破碎，主要可分

为山地区、黄土丘陵区和黄土塬区，包括丘陵、平原、台地、山地和沙丘等类型。其

中黄土丘陵区面积分布最为广泛，黄土丘陵区和平原区的面积约占整个黄土高原总面

积的 69.24％。黄土塬、梁、峁和各种沟壑是构成黄土高原以上类型的基础。塬是指

一个很小或没有侵蚀的大平面，主要的黄土塬如甘肃的董志塬、陕西的洛川塬。梁是

一个狭长的小范围的山丘，典型的梁分布在六盘山以西的陇中盆地。峁是一个椭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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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圆形的山丘由黄土梁经水流侵蚀切割而成，常见于侵蚀比较活跃的区域，如陕北的

绥德、米脂、子洲一带。 

2.3 土壤 

黄土高原的土壤主要为母质微细的黄土（黄土风积成因），土层深厚，土质疏松，

易于侵蚀，且具有明显的地带性特征。土壤质地在西北部偏砂质，东南部偏粘土，由

东南向西北，依次出现褐色土、塿土→黑垆土、黄绵土、灰钙土→栗钙土→棕钙土→

棕漠土→风沙土等。尽管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培育了肥沃的农业土壤，但由于不合理的

利用和开垦，该地区土壤侵蚀严重，土壤沙化、盐碱化等退化问题突出。土壤侵蚀的

类型包括了位于西北部的风蚀区、东南部的水蚀区以及二者之间的风蚀水蚀交错区，

其中风蚀水蚀交错区由于受到风力和水力的共同作用，是土壤侵蚀最剧烈的地区。 

2.4 气候 

黄土高原地区主要是温带、干旱和半干旱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夏季温

暖湿润。气温随纬度和地势的影响呈现自南向北逐渐降低的趋势，年平均温度为

3.6~14.3℃。黄土高原的年平均降水量为 466mm，总体趋势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

以量 200mm 和 400mm 年降水为界线，西北部为干旱地区，中部为半干旱地区，东南

部为半湿润地区。降水年内分布不均，60-70%的降水集中在 6~9 月(Fu et al. 1999)，

并多以暴雨形式出现，水热同期。降水量空间分布见图 2.2。 

 

图 2.2 黄土高原多年平均降水量即土壤侵蚀类型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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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植被 

黄土高原地区植被的地理分布表现出地带性规律和区域性的差异，呈现明显的过

渡性特征。从东南到西北，黄土高原的自然植被依次呈现森林植被、森林草原植被、

典型草原植被、荒漠草原植被和草原化荒漠地带特征，分属森林、草原、荒漠三个植

被区，其中所占面积最大的为草原。区域尺度上，黄土高原植被分布的地带性特征主

要是由气候（降水等）因素决定。不同土质、地形部位和坡向的地块，土壤水分状况

存在一定差异，适合不同植被群落的生长。 

但是大多数自然植被因砍伐森林和耕种而受到破坏，导致严重的土壤侵蚀、土地

退化、荒漠化和土壤肥力丧失。目前，黄土高原的植被主要由次生植被和人工植被组

成。次生植被常见的乔木树种主要为山杨（Populus davidiana）、白桦（Betula 

platyphylla）、辽东栎（Quercus liaotungensis）等。人工植被类型单一，且多为纯林，

常见乔木树种主要为油松（Pinus tabuliformis）、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侧

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等；近些年来，苹果（苹果、红富士、西洋苹果）、山杏、

枣和核桃等一些经济林得到一定发展。 

 

图 2.3 黄土高原植被类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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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生态环境状况 

2.6.1 风沙区沙化严重 

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综合影响，黄土高原地区有严重的土壤风蚀沙化现象。

其风沙危害区主要位于长城沿线区。在风沙区，仅风沙填积的入黄沙量即达到 1.6 亿

吨，约占黄河年输沙量的 1/10。 

2.6.2 严重的水土流失 

黄土高原占到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30 %, 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高达 16亿吨,其中

有 4 亿吨淤积下游河道。由于水土流失，造成严重的土壤侵蚀，危害极大，蚕食土地、

沟壑纵横。土壤退化，肥力衰减，严重影响农业生产。黄土高原地区 60%是坡耕地，

易发生水土流失，土壤贫瘠，保水，保肥能力下降，因而农业低产（坡耕地亩产仅几

十斤），三料俱缺，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有的地方因暴雨冲刷, 

破坏农田及水利设施工程及道路交通, 对下游造成潜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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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3.1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根据 201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的分类标准，本研究基于黄土高原地区 2000 年、

2005 年、2010 年、2014 年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

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等六种类型，进一步得到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的

空间分布图（图 3.1），运用 Arcgis 软件对用地类型进行面积统计，并通过相关模型

对黄土高原地区 15 年来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特征、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图 3.1 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分类图 

（1）数量变化特征 

a. 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率：描述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面积总量上的变化大小与快

慢，能直接反映单位时间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变化的剧烈程度（王秀兰和包玉海，

1999），其表达式为： 

U  Ub Ua                                 （3.1） 

式中：R 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率，Ua 和 Ub 为研究初期和末期同一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b. 土地利用动态度：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是定量描述研究时段中特定土地利用类型

的变化程度。利用这一概念，可以表征研究区的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在一段时间内的数

量动态变化，比较不同时期的土地转变差异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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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
Ub−Ua

Ua
×

1

𝑇
×100%                       （3.2） 

式中：Kn 表示研究时段内 n 类型的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 表示研究初期土地

利用起始面积，Ub表示研究末期土地利用最终面积，T 表示土地利用初期到末期的时

间间隔。 

c. 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利用 Arc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对不同时期黄土高原土地

利用类型进行叠加，以获取相邻两个时期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图，并统计各土地利用

类型之间相互转化的情况。具体公式如下： 

                     （3.3） 

式中，S 代表面积，i, j 分别代表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土地利用类型，n 为土地

利用类型的种类数。 

（2）时空变化特征 

土地利用数据的动态变化分成两种类型，即土地利用转入和土地利用转出。利用

栅格计算器对四期土地利用图进行处理，设定重分类原则，绘制出各时段内土地利用

类型的涨势图谱和落势图谱。根据涨势图谱和落势图谱，分析黄土高原地区各个时段

内的土地利用空间变化。 

3.1 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结果分析 

受退耕还林实施的影响，黄土高原的土地利用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明显变化，

但是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2000-2005 年间，即退耕还林实施的前 5 年，黄土

高原各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面积的变化最大，总体减少了 0.81%。其中，0.19%转

化为林地，0.37%转化为草地，0.06%转化为水域，0.14%转化为建设用地，0.05%转

化为未利用地。但是，也有一部分耕地（0.22%）由其它土地类型转入。因此，2000-2005

年间，耕地总体减少了 0.59%（表 4.1）。 

2000-2005 期间，黄土高原的草地也有一定的变化。草地面积减少 0.66%，其中

转化为耕地的面积占 0.15%，转化为林地的面积占 0.20%，转化为未利用地的面积占

0.24%，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水域的面积较少，分别占 0.04%和 0.03%。但受退耕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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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影响，在此期间也有大面积耕地向草地转入，由耕地向草地转入的面积占新增草

地面积的 74%。因此，总体来看，草地面积仅减少 0.16%。 

在退耕还林政策驱动下，黄土高原的林地面积在 2000-2005 年间有明显的增加，

总体增加了 0.34%。其中新增林地面积为 0.41%，其中，46%来自耕地的转入，49%

来自草地的转入。但也有少部分林地想其它类型转入，转入量为 0.07%。 

2005-2010 年间，耕地面积减少量有所下降，总体减少了 0.12%。其中新增面积

为 0.08%，减少的面积为 0.20%。在减少的面积中，有 35%转化为林地，20%转化为

草地。草地面积由 2000-2005 年间的减少，变为 2005-2010 的增加，但增加量较少，

总体增加了 0.06%，其中由耕地转入的面积占草地面积增加量的 29%。2005-2010 年

间林地面积增加量较 2000-2005 期间有所下降，仅增加了 0.08%。其中，林地面积减

少量为 0.02%，主要是向草地和建设用地发生转移，向两种土地类型的转入量均为

0.01%；林地面积新增量为 0.10%，其中耕地面积转入量占 0.07%，草地面积转入量

为 0.03%，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转入量极其微小，可忽略（表 3.2）。 

表 3.1 2000-2005 年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2000 年总计 流失土地 

耕地 32.34  0.19  0.37  0.06  0.14  0.05  33.15  0.81  

林地 0.01  14.70  0.03  0.00  0.01  0.01  14.77  0.07  

草地 0.15  0.20  40.88  0.03  0.04  0.24  41.55  0.66  

水域 0.04  0.00  0.01  1.29  0.00  0.04  1.39  0.09  

建设用地 0.00  0.00  0.00  0.00  2.36  0.00  2.37  0.01  

未利用地 0.02  0.02  0.08  0.02  0.00  6.64  6.78  0.14  

2005 年总计 32.56  15.11  41.39  1.41  2.56  6.98  100.00  
 

新增土地 0.22  0.41  0.50  0.11  0.20  0.34      

表 3.2 2005-2010 年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2005 年总计 流失土地 

耕地 32.36  0.07  0.04  0.02  0.06  0.01  32.56  0.20  

林地 0.00  15.09  0.01  0.00  0.01  0.00  15.11  0.02  

草地 0.03  0.03  41.30  0.01  0.02  0.00  41.39  0.08  

水域 0.02  0.00  0.02  1.36  0.00  0.01  1.41  0.05  

建设用地 0.00  0.00  0.00  0.00  2.56  0.00  2.56  0.00  

未利用地 0.02  0.00  0.07  0.01  0.01  6.87  6.98  0.11  

2010 年总计 32.44  15.19  41.44  1.40  2.65  6.88  100.00  
 

新增土地 0.08  0.10  0.14  0.04  0.09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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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4 年，耕地面积总体减少 0.21%。其中减少量为 0.41%，新增面积量为

0.20% 。在减少的面积中仅 5%转化为林地，12%转化为草地，大部分减少的耕地（71%）

被转化为了建设用地。草地面积在 2010-2014 年间也呈减少现象，总体减少了 0.18%。

其中新增草地面积为 0.25%，草地面积减少量为 0.43%。在草地面积减少量中，仍是

大部分转化为了建设用地（47%），还有一定比例的草地转化为了耕地（23%）。林地

面积在 2010-2014 年间增加了 0.01%。其中，新增地面积为 0.12%，林地向其它土地

利用类型的转入比例为 0.11%。新增林地面积主要由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转入，其

比例分别为 0.02%、0.05%和 0.05%。 

 

表 3.4 显示了黄土高原三个时期（2000-2005、2005-2010 和 2010-2014）土地利

用变化的差异。2000-2005 这一时期是退耕还林实施的初期，黄土高原地区土地转移

类型是由耕地和草地向林地和建设用地转化，耕地草地面积下降的同时，林地和建设

用地面积增加，这是由于草地大部分转化为林地，且退耕还林实施初期，我国正处在

经济发展阶段，建设用地的增加符合经济发展规律。2005-2010 年间，退耕还林进入

全面实施阶段，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转移类型是由耕地和未利用地向林地、草地、建

设用地转化，表明了退耕还林的政策起主要推动作用。 

 

 

 

 

 

表 3.3 2010-2014 年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2010 年总计 流失土地 

耕地 32.03  0.02  0.05  0.03  0.29  0.02  32.44  0.41  

林地 0.03  15.08  0.04  0.01  0.02  0.01  15.19  0.11  

草地 0.10  0.05  41.01  0.02  0.20  0.05  41.44  0.43  

水域 0.01  0.00  0.02  1.36  0.01  0.01  1.40  0.04  

建设用地 0.02  0.00  0.01  0.00  2.62  0.00  2.65  0.03  

未利用地 0.04  0.05  0.14  0.01  0.06  6.58  6.88  0.30  

2014 年总计 32.24  15.19  41.26  1.44  3.20  6.67  100.00  
 

新增土地 0.20  0.12  0.25  0.08  0.58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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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2000-2014 年不同时期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4 

 
新增 减少 净比重 新增 减少 净比重 新增 减少 净比重 

耕地 0.22  0.81  -0.59  0.08  0.20  -0.12  0.20  0.41  -0.20  

林地 0.41  0.07  0.34  0.10  0.02  0.08  0.12  0.11  0.01  

草地 0.50  0.66  -0.16  0.14  0.08  0.05  0.25  0.43  -0.18  

水域 0.11  0.09  0.02  0.04  0.05  0.00  0.08  0.04  0.04  

建设用地 0.20  0.01  0.19  0.09  0.00  0.09  0.58  0.03  0.55  

未利用地 0.34  0.14  0.20  0.01  0.11  -0.10  0.09  0.30  -0.21  

 

2010-2014 年，是退耕还林的后发展时期，此时第一轮退耕还林已实施完毕，新

一轮退耕还林尚未开始。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类型是由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向建设

用地大面积转化，在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同时耕地和未利用地

面积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减少。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建设用地面积会不断增长。

但 2010 年后草地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是由于欠租或退耕还林后农民收益减少，产

生了一些复耕行为。 

3.2 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特征 

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特征主要根据不同时期（2000-2005、2005-2010 和 2010-2014）

土地利用变化的涨势图和落势图进行分析。从图 3.2 可以看出，2000-2005 年和

2010-2014 年两个时期，土地利用变化均较为明显，前者属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初期，

后者则属于退耕结束期。其中，2000-2005 年，土地利用转变最为集中、萎缩面积最

明显的是耕地和草地，对比而言，其主要转化为了林地和建设用地。具体空间分布特

征如下：耕地萎缩区域位于陕西北部、宁夏北部，草地的萎缩区域位于黄土高原西北

部的内蒙古地区，林地的增长区域位于陕西北部的榆林、延安地区，受建城区地理位

置影响，建设用地增长区分布较为分散；2005-2010 年间，耕地持续萎缩，仍主要转

化为林地和建设用地，但其空间分布相对分散；2010-2014 年，耕地、未利用地、草

地萎缩面积较大，且较为集中，由图中可以看出，这些土地利用类型主要转化为了建

设用地，使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较为显著。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特征在这一时期具体表

现为：草地萎缩区域位于黄土高原中部的陕北地区以及西北部的宁夏和内蒙古地区；

耕地萎缩区域分布较为分散；建设用地的增长分布在整个黄土高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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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土地利用变化涨落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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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结 

本章节主要通过分析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来研究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情况。

根据黄土高原地区 2000-2005 年、2005-2010 年、2010- 2014 年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

的变化结果来看，在退耕还林的实施初期，即 2000-2005 年期间，退耕还林工程主要

是以耕地向林地转化为主，且存在大面积草地也向林地发生转入的现象。随着退耕还

林工程的不断推进，及退耕还林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这一项目也开始重视黄土高原草

地的发展，因此，在 2005-2010 期间，更多的耕地被转化为了草地。退耕还林工程也

被称为退耕还林（草）工程。截止到 2010 年，第一轮的退耕还林基本完成。2010-2014

年为退耕还林的恢复期，即后发展时期。此阶段主要是对退耕还林前期成果的维护和

巩固。但是，受经济发展影响及农民收入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以建设用地面积增长

为主，同时出现了一定面积的草地得到复垦的现象。比如 23%的草地减少量是由向耕

地发生了转入而引起的。但这一时期的林地仍有一定的增加。这种现象主要与黄土高

原经济林的发展有关。近几年，在响应退耕还林政策的同时，为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

和经济发展水平，黄土高原地区开始种植大面积的果树等经济类树种，如苹果、杏、

猕猴桃等。因此，不同于草地，林地面积仍呈增加趋势。 

总的来看，2000-2014 年间，退耕还林严重影响着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利用发展

方向，但该工程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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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 

4.1 研究方法 

在这部分研究中，黄土高原地区的四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类型被选择：(i) 植被

净初级生产力（NPP），这一服务类型关系着区域的固碳和释氧功能；(ii) 土壤保持服

务，这一服务类型与土壤侵蚀密切相关，涉及到黄土高原地区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iii) 产水量，这一服务类型关系着区域的水安全；(ⅳ) 粮食供给，这一服务类型与

区域粮食安全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选择此四项类型来分析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系

统服务供给情况，及其退耕还林影响下的时空变化特征。各生态系统服务的计算如下： 

（1）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主 要 基 于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下 载 的 MODIS17A3 数 据 产 品

（https://ladsweb.nascom.nasa.gov/data/search.html）。该数据是基于 BIOME-BGC 模型

与光能利用率模型模拟而得到全球陆地生态系统 NPP，其有效值范围为 0~65500。我

们利用 ENVI5.1 软件中波段运算工具（Band math）进行了有效值的提取。同时将产

品的单位变换为 gC/m
2
/a。然后，利用 ArcGIS10.2 中的掩膜提取功能，得到 2001-2014

年的黄土高原 NPP 的空间数据集。 

（2）土壤保持服务 

土壤保持量采用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进行估算，其具体计算公式

如下： 

A = Ao −Av                            （4.1） 

A = R×K×L×S×(1−Cv ×Pv)                   （4.2） 

式中：A 为土壤保持量（t·hm
-2

·yr
-1），由潜在侵蚀（Ao）与实际土壤侵蚀（Av）

之差得到。潜在土壤侵蚀量指在区域无植被覆盖、不采取任何水保措施下的土壤侵蚀

量（t·hm
-2

·yr
-1）。实际土壤侵蚀则是考虑区域植被覆盖及水土保持条件的土壤侵蚀量

（t·hm
-2

·yr
-1）。R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MJ·mm·hm

-2
·h

-1
·yr

-1）。在整个黄土高原，以月

为单位的降雨数据是相对比较完备的。因此，降雨侵蚀力因子采用 Wischmeier and 

Smith (1978) 提 出 的 基 于 月 降 雨 量 计 算 的 方 法 ； K 为 土 壤 可 蚀 性 因 子

（t·ha·h·ha
-1

·MJ
-1

·mm
-1），由 Sharpley 等发展的 EPIC 模型中的计算方法求得；L、S

分别为坡长、坡度因子，由 DEM 提取得到，黄土高原科学数据中心可提供；C 为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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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覆盖因子，利用 NDVI 数据求得；P 是水土保持措施因子，结合以往研究以及当地

的土地利用、农事活动情况等确定相应土地利用类型的 P 值。 

（3）产水量服务 

自然植被恢复和土壤保持在控制土壤侵蚀方面有重要作用 (He et al. 2003)。森林

的林冠、林下植被和枯枝落叶层能对降雨起到截留和土壤蓄水的作用。同时提供了降

雨再分配，缓和地表径流，增加土壤径流和地下径流的水文调节服务。黄土高原的年

水资源量较少而集中，产水量主要由降雨和蒸散发决定(Budyko 1974, Potter et al. 

2005)。因此，产水量服务的计算是基于年降雨(P)和年蒸散量(ETa)之差而得到。 

Q = P - ETa + Δs                        （4.3） 

式中：Q 为产水量；P 为降水量（mm）；ETa 是指实际蒸散量。储水量变化 Δs

在区域和长时间尺度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里假设 Δs 为 0。 

（4）粮食供给 

粮食供给主要结合土地利用数据及统计年鉴数据而得到。利用 ArcGIS 软件的空

间插值功能，采用反距离权重法插值法对县级单位的粮食单产（kg/ha）进行空间插

值，得到 1KM 单元格数据产品，进而对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4 年的粮食

供给的空间分布图进行分析。 

（5）年际变化趋势 

四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间变化特征，主要通过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得以实现。其具

体计算公式为： 

                                                         （4.4） 

                                                                

式中：Slope 为趋势线的斜率，即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趋势；Yi 为栅格第 i 年的

生态系统服务值；n 为监测时段的年数（n=4）。Slope>0 时，表明该类生态系统服务

增加；反之，生态系统服务减少。  

4.2 研究结果 

4.2.1 黄土高原四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 

由图 4.1 可以看出，黄土高原地区植被年均 NPP 具有较强的空间分异规律，整体

分布趋势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现象。NPP 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南

Slope=
𝑛× （𝑖𝑛

𝑖=1 ×𝑌𝑖）− 𝑖𝑛
𝑖=1  𝑌𝑖

𝑛
𝑖=1

𝑛× 𝑖2𝑛
𝑖=1 −  𝑖𝑛

𝑖=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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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包括甘肃的定西、天水，陕西的宝鸡、西安、咸阳和渭南地区，以及河南省辖区

范围内。NPP 的低值区主要是分布在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尤其是内蒙古及毛乌素沙地

周围。这些地区多是荒漠和牧区，植被覆盖少，环境条件恶劣。 

 

图 4.1 黄土高原地区2000-2014年年均NPP空间分布图 

通过时间迭代法，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时期黄土高原 NPP 的空间变化特征（图

4.2）。可以看出，黄土高原地区的 NPP 在退耕还林实施后的 5 年、10 年和 15 年时间

内整体呈逐渐增加趋势。在 2000-2005、2000-2010 和 2000-2014 三个时期，黄土高原

总的 NPP 分别增加了 12.3%、 21.5% 和 29.1%（表 4.1）。其中，由农田转化为森林

和草地的地区其 NPP 值分别增加了 14.9%、31.1%和 48%。NPP 增长最明显的地区主

要发生在黄土高原中部，这从图 4.3.中也可以看出。同时，也有一部分地区 NPP 呈减

少的趋势，这些地区主要位于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和山西省的部分地区以及陕西

的关中平原及秦岭地区。 

 

图 4.2 黄土高原不同时期NPP的空间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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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黄土高原地区2000-2014年NPP的变化趋势 

表 4.1 黄土高原 NPP、土壤保持和产水量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比例 

不同时期 NPP 土壤保持 产水量 

2000-2005 12.3 % 13.5% - 42.4 % 

2000-2010 21.5 % 23.7% 16.8 % 

2000-2014 29.1 % 42.5% 133.3 % 

 

不同于 NPP，黄土高原的土壤保持量在空间上呈现中部地区高，西北和东部、南

部平原地区较低的特征。较高的地区包括山西省北部、陕西省中部、甘肃省大部分地

区，青海省东北部等区域，呈带状分布；较低的区域主要位于内蒙古、宁夏东北部以

及汾渭平原地区。土壤保持量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地形地貌等有较高的一致性。从变化

情况来看（图 4.4），土壤保持量的变化与 NPP 变化特征较一致，在黄土高原中部，

土壤保持量增加较为明显。其中，2000-2005 年期间，土壤保持量增加的区域占黄土

高原总面积的 83%。土壤保持量下降的地区主要位于黄土高原东部的太行山一带。

2000-2010 年间，黄土高原土壤保持量增长了 23.7% (约 66 亿吨)。只有 13%地区土壤

保持量是下降的。2000-2014 年间，黄土高原的土壤保持量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研

究区的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土壤侵蚀明显向土壤保持转变。但在黄土高原风蚀区，土

壤保持量下降，出现了反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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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黄土高原不同时期土壤保持服务的空间变化特征 

黄土高原产水量服务的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现象。但是受

降水量与蒸散量双重因素的影响，产水量的波动性较大，在不同时期呈现或增或减的

现象(表 4.1)。同时，不同时期产水量的空间变异也比较明显（图 4.5）。2000-2005 年

期间，黄土高原地区的产水量总体减少了 42.4%。其中，超过 60%的区域产水量是减

少的。2000-2010 年间，产水量减少的地区主要发生在黄土高原的东部、西南部和部

分的中部地区，减少的区域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48%。但是在黄土高原北部和南部的

关中平原一带，产水量是呈增加趋势的。与 2000 年相比，2014 年除黄土高原西南部

外，大部分地区的产水量都有所增加。通过分析实际蒸散量 ETa 可知(图 4.6)，在

2000-2005、2000-2010 和 2000-2014 三个时期，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的实际蒸散量是

增加的，尤其是在黄土高原的西南部，ETa 的增加更为明显。因此，产水量的增加反

映了气候变化(特别是降水)是导致其增加的主要原因，而黄土高原西南部的产水量下

降则更多地与当地实际蒸散量的增加有关。   

 

图 4.5 黄土高原不同时期产水量服务的空间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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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黄土高原不同时期实际蒸散量 ETa 的空间变化特征 

粮食供给服务在空间上呈现东南和西北地区高，而东北向西南方向一带较低的分

布特征。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宁夏平原、内蒙古河套灌区、陕西关中平原和山西省

东部和河南省辖区内；其低产地区呈条带状分布特征，主要分布在 200mm 到 400mm

等降水量之间，这个地区也是主要的旱作农业区。从变化趋势来看，黄土高原地区食

物供给服务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在内蒙古河套灌区和陕西省中部，粮食供给有明

显的增长趋势；而陕西关中平原，内蒙古鄂尔多斯以及山西省的北部，粮食供给服务

能力下降。这可能与耕地的转化有关。 

 

图 4.7 黄土高原地区 2000-2014 年粮食供给的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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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黄土高原地区 2000-2014 年粮食供给服务的变化趋势 

4.2.2 黄土高原四种生态系统服务热点的时空变化特征 

空间上，NPP 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地区的东南部，冷、热点区域的分界

线大致以 300mm 等降水量线为基础；其中，热点区面积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44.5%。

而且，在 2000-2014 年间，NPP 热点区有向西北地区延伸的趋势（图 4.9）。到 2014

年，NPP 的热点区占到了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47.5%。与 2000 年相比，2014 年 NPP 热

点区面积增加了 5.7%。土壤保持服务热点区分布与 NPP 热点区分布较为一致，主要

位于黄土高原的东南部（图 4.10），热点区面积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32.7%。但是不

同于 NPP，尽管土壤保持服务在 2000-2014 年间有所增强，但其热点区的分布相对稳

定，热点区面积变化不明显。受降水波动性影响，产水量服务的热点区在空间上具有

明显的差异性，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规律。不同时期，产水量的热点区分布变异较

大（图 4.11）。粮食供给服务的热点区由西北部和东南部两部分构成。其中，位于西

北部地区的热点其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在整个时期（2000-2014 年间）也相对稳定，

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位于东南部的粮食供给热点区在这一时期的波动性较为明显，

其空间分布也相对分散（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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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黄土高原地区 NPP 热点区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4.10 黄土高原地区土壤保持服务热点区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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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黄土高原地区产水量服务热点区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4.12 黄土高原地区粮食供给服务热点区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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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理解四种生态系统服务热点的动态特征，我们对不同时期(2000-2005、

2005-2010 和 2010-2014)各生态系统服务冷热点之间的转化进行了分析（图 4.13）。

可以看出，2000-2014 年间，增加的 NPP 的热点显示出了由西南地区向东北地区转移

的趋势。增加的冷点在2000-2005 和2005-2010两个时期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的东部，

但在 2010-2014 年间，在黄土高原的东南部，有更多的热点转化为了冷点。对于土壤

保持服务，在退耕还林实施初期，即 2000-2005 期间，大量的冷点转化为了热点。但

是在黄土高原的东部也存在热点向冷点的转化现象，这也表明了这个地区在此期间土

壤保持服务能力是下降的。2005-2010 和 2010-2014 两个时期，冷点转化为热点的数

量较少，然而，增加的热点广泛地分散在整个黄土高原地区，表明了黄土高原地区的

土壤保持服务在这些时期表现为整体下降，局部增强的现象。正如上述所说，产水量

服务的变化波动性较大。冷热点之间的转化在 2000-2005、2005-2010 和 2010-2014

三个时期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对于粮食供给服务，在黄土高原的东部

和南部，冷热点之间发生频繁的转化，进一步表明了这个地区粮食供给服务水平较为

不稳定。 

 

图 4.13 黄土高原不同时期生态系统服务冷热点之间的转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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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小结 

本章节结合迭代分析、趋势分析和热点分析等方法全面分析了黄土高原各生态系

统服务在不同时期的空间特征，展现了退耕还林以来各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趋势。结

果显示： 

（1）黄土高原地区的年均 NPP 具有较强的空间分异规律，整体分布趋势是由东

南向西北递减，其变化在整体上呈现增加趋势；而土壤保持服务分布同 NPP 分布相

似，也具有明显的地域规律性，呈现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趋势，其在整体上也呈现

增加趋势，但是在黄土高原的中部增加最为明显。表明退耕还林工程在黄土高原中部

实施的更为充分。不同于以上两种服务，产水量服务在不同时期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

究其原因主要与降水量的变化有关。但是在黄土高原西南部，产水量有明显的下降趋

势，这只要是由于实际蒸散量的明显增加。可见，产水量服务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

粮食供给服务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条带状特征。在黄土高原的西北和东南部，粮食

供给服务能力均较强，但位于东北向西南方向的带状地区，主要分布在 300mm 等降

水量线周围，粮食供给能力较低，这主要与耕地的生产方式有关。这一地区的农业生

产主要以雨养农业为主，因此，粮食产量较低。 

（2）生态系统服务热点的空间分布是对生态系统服务空间特征的进一步认识，

能够更加直观的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这一内容的研究结果表明：

各生态系统服务的热点分布均具有较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NPP 和土壤保持服务的热

点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东南部。与这两种服务相比，产水量的热点空间波动性较强，

但整体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东部和南部。粮食供给服务的热点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位于

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和东南，位于西北部的热点在不同时期表现相对稳定，但位于东南

部的热点空间波动性较强。就各生态系统服务冷热点之间的转化特征来看，转化而来

的 NPP 的热点具有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转移的趋势；土壤保持热点的增加相对集中，

主要位于黄土高原的中部；产水量服务同样表现为不规律的变化特征，而粮食供给服

务冷热点之间的转化在东部和南部的波动性较强。 

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的驱动要素，我们能够发现除粮食供给外，其它三种生态系统

服务热点的空间分布与黄土高原地区的多年平均降水量的空间格局相对一致，即水资

源决定着这三种服务的总体趋势。粮食供给的热点尽管呈现出东南、西北部多，位于

中部的东北-西南方向一带的供给能力较低的这一现象，这主要因为东南、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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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生产以灌溉农业为主，水资源供给相对充足，而东北-西南一带地区与 300mm

等降水量线的分布较为吻合，农业生产以旱作农业为主，也就是管理要素影响了粮食

生产需水中的水资源分配，从而对粮食供给热点的分布格局产生了影响。 

尽管生态系统服务热点的分布格局整体上与水资源的供给有关，通过分析不同时

期生态系统服务热点的变化我们也能够发现，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

是波动的。例如转化而来的 NPP 的热点在 2000-2014 年间呈现出由西南向东北方向

转移的趋势。这样的变化更多与土地利用的变化有关。因此，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影响

水资源的供给改变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格局，也可以通过改变土地利用光的类型管理

生态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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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黄土高原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 

5.1 研究方法 

单一生态系统服务仅能表征区域的某一类型的服务特征，不能反映区域生态系统

服务总体供给能力情况。进行生态系统多重服务重要区识别，旨在了解不同空间地域

上，四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综合供给能力。首先，将黄土高原地区的 NPP、土壤保

持、产水量和粮食供给四项服务能力超过各自平均值的地区，视为该项服务的核心区。

然后，利用空间分析功能，将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栅格图层进行空间叠加，统计每个

栅格单元上提供各项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即多重服务供给的数目多少及是否为该类服

务的重要核心区，再根据各生态系统服务核心区出现的概率与频次，将区域综合生态

系统服务重要性划分为：极度重要区、高度重要区、中度重要区、一般重要区、一般

区五个级别（表 5.1），进而得到生态系统多重服务重要区空间分布图。 

表 5.1 黄土高原多重生态系统服务重要区判别标准 

级别 判别标准 

极重要区 能够提供 4类超过各自生态系统服务平均值的区域 

较重要区 能够提供 3类超过各自生态系统服务平均值的区域 

中等重要区 能够提供 2类超过各自生态系统服务平均值的区域 

相对重要区 能够提供 1类超过各自生态系统服务平均值的区域 

一般区 各生态系统服务均低于该类平均值的区域 

5.2 研究结果 

5.2.1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 

图 5.1 显示了多重生态系统服务重要区的时空分布格局。极重要区和较重要区主

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且极重要区主要镶嵌在较重要区范围内，其覆

盖面积相对较小，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不足 5% (图 5.2)。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为多重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中等重要区和相对重要区，其面积占了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73%。

其中，中等重要区占区域总面积的 34.5%，其分布范围较广，几乎遍布整个黄土高原，

而且随着退耕还林的实施该类型区面积在不断增加，增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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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部的毛乌素沙地；相对重要区占区域总面积的 38.5%，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的西

北部。2000-2014 期间，这类土地面积在逐渐减少，减少的区域大多转化为中等重要

区。 

 

图5.1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重要区的时空分布格局（注：0、1、2、3、4 表示生态系统

服务热点数量，其对应的多重服务重要区的级别参照表 5.1） 

另外，黄土高原仍然有 7.2%左右的土地为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较差的地

区，该区域内没有分布任何一种生态系统服务热点的分布，这些区域主要位于毛乌素

沙地的东南部，处于灌溉农业和雨水灌溉农业的交汇区（也是风蚀区的东南边缘），

降水量小于 300 毫米。但是，随着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这类土地的面积在逐渐减少，

由 2000 年的 8.3%下降至 2014 年的 5.2%，而其分布范围有向西南方向转移的趋势。

到 2014 年，大部分的一般区分布在甘肃、青海及陕西的宝鸡地区。 

不同于以上区域，2000-2014 期间，黄土高原极重要区和重要区的总面积相对稳

定，但是空间上有所差异。例如，在黄土高原东北部的大同、朔州和忻州地区重要区

面积减少，主要转变为中等重要和相对重要区，而位于黄土高原中部的庆阳、延安和

临汾地区的重要区面积增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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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重要区在不同时期占黄土高原的面积比例 

5.2.2 退耕还林与多重生态系统供给的空间耦合特征 

NDVI 是反映地表植被覆盖状况的关键指标。NDVI 的变化受气候和人类活动双

重因素的影响。在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是影响 NDVI 变化的主要人类活动要素。

因此，我们采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 NDVI 变化来表征退耕还林活动。同时采用多重生

态系统服务重要区的变化来表征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给能力的变化。然后，在 ArcGIS

软件的支持下，采用双因素制图的方法分析二者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以此表征退耕

还林对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影响。 

结果显示，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增强区大多集中在黄土高原中部和西北部的毛乌

素沙地，这部分区域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30%（图 5.3）。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减弱区

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东部和西南部地区，这些区域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20.6%。在

其余的 49.5%的地区，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保持相对稳定。NDVI 增加的区域

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中西部地区，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35.9%。它的减少区主要集中在

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和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典型的地区，如毛乌素沙地、关中平原

以及其他烟黄河分布的农业区，但总体分布相对分散。根据图 4-10，具有相同耦合关

系的地区，即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与退耕还林变化方向相一致的地区，仅占黄土高

原总面积的 21.8%，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中部。其余 79.2%的地区，二者

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是不同的，表明了 NDVI 的增加并一定会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提升。甚至在一些地区，例如位于黄土高原西南部的天水、定西等地区，NDVI 增

加而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反倒下降。还有一些区域，例如汾渭平原和毛乌素沙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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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VI 下降而多重生态系统服务是上升的。另外也有大面积的地区 NDVI 减少，但多

重生态系统服务没有变化，这些区域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42.5% 。但这种情况的分

布是相对分散的，连片的分布主要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南部。  

 

图5.3 

黄土高原NDVI和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变化特征及其二者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注：

H 表示增加或提高，L 表示减少或降低，M表示不变。例如，L-H 表示 NDVI 减少而多重生

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提高） 

5.3 小结 

尽管单一生态系统服务热点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具体特

征并提出相应的响应策略。但是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权衡关系，一种生态

系统服务供给的增加会影响其它服务类型的供给。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要求也在增加，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高水平供应日益成为一个

重要的需要方向。而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的衡量是实现其高水平供应的重要基

础和途径。本章节通过分析黄土高原四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

对退耕还林的响应发现： 

（1）黄土高原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较高的地区（极重要区和较重要区）主要

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且极重要区主要镶嵌在较重要区范围内，其覆盖

面积相对较小，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不足 5%。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为多重生态系统

服务的中等重要区和相对重要区，其面积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73%。其中，中等重要

区占区域总面积的 34.5%，其分布范围较广，几乎遍布整个黄土高原，且随着退耕还

林的实施该类型区面积在不断增加，增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西北部的毛乌素

沙地；相对重要区占区域总面积的 38.5%，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的西北部。20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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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这类土地面积在逐渐减少，减少的区域大多转化为中等重要区。另外，黄土高

原还存在一定面积的一般区，这些区域没有分布任何生态系统服务的热点，其面积占

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7.2%。随着退耕还林的实施，这类土地面积是不断减小的。 

（2）退耕还林仅能增强部分地区的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这些地区主要分布

在黄土高原中部的榆林、延安等地。在一些区域，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多重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则呈下降状态。也有一部分地区，退耕还林对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供

给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合进行退耕还林，对退耕还

林工程进行合理的空间规划和指导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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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最佳适宜区识别 

6.1 研究方法 

   退耕还林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大面积的坡耕地被转化为了林地和草地，土地利

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粮食供给的下降。因此，通过

假设一种极端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即耕地全部转化为林地，我们研究粮食损失最小

但所获得的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的地区的空间分布，并以此作为退耕还林的最

佳适宜区域。具体方法如下：（1）构建退耕还林优势度指数 AGFG：以新一轮退耕还

林起始年（2014 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假设耕地全部转换为林地所产生的粮食

损失和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比值。 

GFG

ESV
A =

Y                            （6.1） 

其中，Y 是由退耕造成的粮食损失，10
3
 US$ km

-2；ESV：由退耕还林带来的净

生态效益值（包括 NPP 固碳释氧效益，土壤保持效益和产水量效益），10
3
 US$ km

-2。 

固碳效益通过利用当前标准煤价格的方法进行估算，即 Vcarbon = N × Cs × 1.474。

释氧效益以工业氧的价格进行估算，即 Orelease = N × 32 ÷ 12。这里，N 是 NPP 的

含碳量。土壤保持效益是通过计算的土壤保持量，结合土壤侵蚀带来的经济损失来得

到。产水量效益以当前灌溉水价作为单方水的服务价值进行换算。粮食损失是通过粮

食产量和粮食的价格来得到。基于此，我们可得到一个无量纲的优势度指数，来表征

粮食损失量和由退耕还林带来的净生态效益值。 

6.2 研究结果 

6.2.1 生态系统服务效益的分布特征 

在“全林”的假设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效益值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布特征，其

值由东南向西北方向呈逐渐减少趋势（图 6.2），同降水量格局相对一致。较低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主要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其中河套灌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低，

基本在 200 10
3
 US$ km

-2。这部分区域年均降水量在 200mm 左右，大部分区域以风力

侵蚀为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值区位于黄土高原的东南部，尤其是关中平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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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值大部分在 50010
3
 US$ km

-2 以上，这部分地区的多年平均降水量较高，大多在

500mm 以上，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主。由高到低的过渡区主要位于风蚀水蚀交错

区，这部分地区的年均降水量在 300mm 左右。因此，与其它两个土壤侵蚀类型区相

比，在耕地转换情景下，风力侵蚀区能够获得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图6.1 “全林”情景下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效益值和粮食损失的空间分布 

从单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来看（图 6.2），由 NPP 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高，

其分布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总效益分布的格局相对一致，即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

土壤保持服务价值的高值区主要位于黄土高原的中部和西南部地区，而低值区主要位

于西北部的河套平原和西南部的关中平原等地。在“全林”情景下，产水量服务的高

值区主要位于黄土高原的南部和中部地区。而在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如宁夏平原和河套

平原，西南部如甘肃的天水、定西等地，产水量服务价值较低。 

 

图6.2 “全林”情景下黄土高原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 

6.2.2 粮食损失特征 

根据图 6.2 可以发现，粮食损失的空间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效益值的分布明显不

同。粮食损失的低区呈条带状分布特征，由黄土高原的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这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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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也是雨养农业的重要分布区。高值区则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和东部、南部地区。

其中位于西北部的河套平原，在耕地转换情景下，粮食的损失值是最高的，该地区降

水量较低，农业生产以灌溉农业为主。 

图 6.3b 显示了在 2000 -2014 不同时期由耕地向林地转换造成的粮食损失量。可

以看出，尽管由于单产增加带来的区域粮食总产量的提高(图 6.3a)，但是随着退耕还

林的实施，由其导致的潜在粮食损失量也在逐渐增加(图 6.3b)。在 2014 年，总的潜

在粮食损失量达到了几乎 600 万吨，占当年黄土高原粮食总产量的 12%。以联合国粮

农组织的人均 400 千克的粮食安全标准计算，这些粮食损失量可潜在地养活 1490 万

的人口，这个损失也相当于该地区的粮食自给率下降 15%，全国粮食自给率下降 1%。 

 

图6.3黄土高原粮食产量和单产的变化趋势以及潜在粮食损失量的变化 

6.2.3 退耕还林的最佳适宜区域 

由图 6.4 可以看出，退耕还林优势度指数较高的地区，即粮食损失较少但可获得

较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地区主要位于黄土高原由东北向西南防线延伸的一个条带

状的地区，与粮食损失的低值区相对一致。这个条带状的区域包括了甘肃的天水、平

凉、庆阳和陕西的延安、宝鸡部分地区，山西的吕梁、太原、忻州和朔州。主要位于

风蚀水蚀交错区的东南边缘和水蚀区的部分地区。其中，26%的地区受风力水力共同

作用，72%的地区以水力侵蚀为主，其余的 2%主要以风力侵蚀为主。对比黄土高原

的其他地区，在“全林”情景的条件下，在该地区实施退耕还林，粮食损失能够减少

42%，而所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能够增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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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退耕还林优势度指数的空间特征 

根据图 6.5，可以发现，被建议的退耕还林最佳实施区域与 2000-2014 年间实际

发生的退耕还林区有较高的重叠，35%的退耕区发生在此区域范围内。另外，在

2000-2014 年期间，所划定的退耕还林最佳实施区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了 42%。

其中，NPP，土壤保持和产水量服务价值分别贡献 85%、14%和 1%。但是在最佳实

施区外的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增加量较低，为 29%。在这其中，位于西北部地

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了 46%，而位于东南部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仅增加了

16%。同时，最佳实施区内的粮食生产能力是较低的，仅为其它地区的 57%。这些结

果进一步表明了在被建议的区域内实施退耕还林能够获得更大的生态系统服务效益

同时使粮食的损失最小。 



 

41 

 

 

图 6.5 2000-2014 年间黄土高原退耕区的空间分布 

6.3 小结 

本章节基于情景假设方法，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角度构建退耕还林优势度指数，

并对退耕还林的最佳适宜区域进行了识别，结果表明：黄土高原退耕还林的最佳适宜

区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南方向的一个条带状的分布区域。在这里实施退耕还林能够实

现粮食损失的最少同时获得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体而言，在这个区域实施退

耕还林能使粮食损失量比其他地区减少 42%，同时所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其他

地区高 33%。这个地区既是 NPP 由高到低的过渡区，也是土壤保持服务价值较高的

地区，同时还是粮食损失最小的地区。过去 15 年（2000-2014 年），35%的退耕区发

生在此区域范围内，表明过去一段时期，退耕还林的空间规划与实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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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结论与展望 

7.1 主要结论 

黄土高原是我国主要的生态环境脆弱区，也是退耕还林工程的主要实施区域。在

过去的十几年中，退耕还林已经极大改变了当地的土地利用特征，并影响了各种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供给。本研究在分析2000-2014年间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黄土高原四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产水量和粮

食供给）的时空变化特征，并研究了各生态系统服务热点的空间分布，识别了多重生

态系统服务重要区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然后利用双因素制图方法，探究退耕还林对

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的影响。通过构建假设情景，判别退耕还林实施的最佳适

宜区域，从而为退耕还林的进一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所得的主要结论如下： 

（1）明确了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退耕还林实施初期，黄土高原的耕

地主要向林地发生转入，同时也有一定面积的草地向林地发生转入。随着退耕还林工

程的不断推进和实施方案的完善，大量的耕地向草地转入。但到了退耕还林的恢复期，

出现了一定面积的复垦。在此阶段大量的草地重新转向耕地。而受政策引导，以经济

林为代表的林地面积有较大的增加，使得该时期的林地仍表现为增加的现象。  

（2）阐明了黄土高原四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特征。黄土高原地区的年均 NPP、

土壤保持服务和产水量服务均表现为东南部低而西北部高的空间特征，但产水量服务

的波动性较强。粮食供给服务的区域性特征明显，总体表现为西北及东南地区供给能

力高，而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的带状区域内粮食供给能力较低。而对于各生态系统服

务的热点而言，随着退耕还林的实施，NPP 的热点区逐渐向西北方向延伸；土壤保持

服务的热点区相对集中，产水量的热点区波动性较大，而粮食供给的热点区在西北部

地区相对稳定，东南部地区波动性强。 

（3）明晰了黄土高原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特征。黄土高原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

给能力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但其分布面积相对较小，

且相对稳定。大部分地区为相对重要区和一般重要区，且随着退耕还林的实施相对重

要区面积增加，而一般重要区和一般区面积是减少的。退耕还林仅能增强低水平的多

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区，但对高水平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区的影响是小的。 

（3）从空间上揭示了退耕还林对黄土高原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的影响。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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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林仅能增强部分地区的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这部分地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

原的中部。在黄土高原的西南部，退耕还林会对当地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产生负效

应。同时，在毛乌素沙地周围，NDVI 减少，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仍表现为增加的

现象。因此，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对退耕还林的响应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 

（4）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角度识别了退耕还林的最佳实施区域。黄土高原退耕还林

的最佳实施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东北向西南方向的带状区域内。在这里实施退

耕还林能使粮食损失量比在黄土高原其他地区实施该项目粮食损失量减少 42%，同时

所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其他地区高 33%。 

总的来看，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需要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异质性。不同区域

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会对退耕还林产生不同的响应。因此，从空间规划的角度研

究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特征对于退耕还林的合理规划和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科学指

导意义，有利于促进当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升和区域的可持续化发展。 

7.1 讨论与展望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升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和难

点。本研究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多重生态

系统服务的供给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同时进行了退耕还林最佳实施区的识别。但是由

于生态系统服务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机理尚不明确。因此，

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不足： 

（1）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主要是以能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热点的服务类型数量

作为表征指标，难以反映生态系统服务间的相互作用。同时，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变化是以生态系统服务热点数量的变化来衡量，这是一种较为粗略和简化的估算方

法。因此，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探索一种更为精细化的量化方法是一项重要工作。同

时，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的分析应更注重对其机理的认识，研究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提升与优化必须以认识机理为基础。 

（2）退耕还林对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不同区域多重生态系统

服务供给能力对退耕还林的响应不同。本研究仅从空间变化的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关

系，难以反映其变化的机理特征。因此，未来应注重对退耕还林空间效应形成机理的

研究。 



 

44 

 

（3）黄土高原退耕还林优势度指数的构建是假设未来一段时间退耕还林带来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与 2000-2014 年间的变化是一样的，这一假设尽管不影响其总体的空间

分布格局，但由于忽视了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会对结果的数值产生一定

影响。 同时，所得到的退耕还林最佳实施区域内并不能获得所有生态系统服务的最

高值。进一步说明了探索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的方法和途径应将是未来研究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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