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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荒漠化的“三圈’’生态一生产范式机理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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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防治荒漠化的“三圈”生态一生产范式，是干旱生态系统优化与重建的新结构。根据在鄂尔多斯和新疆等地的研究和实 

践，从干旱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来讨论荒漠化防治的“三圈”范式。地理圈层结构(地理地带性)是“三圈”范式的自然地 

理背景。从宏观尺度和功能方面划分，“三圈”范式在空间尺度上有大“三圈”和小“三圈”之分，大“三圈”控制洲际范围的荒漠 

化扩展及沙尘暴蔓延，小“三圈”则以控制区域性风沙活动、沙尘暴和就地起沙的危害。防治荒漠化工程是复杂的多元组合和 

多功能的系统，我国西北地区受荒漠化影响严重，宏观的大“三圈”与多区域的小“三圈”有机结合，形成圈圈相护、层层设防的 

严密防护与生产系统，有效地控制大范围风沙危害、改善地方气候与小气候，并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发挥重要作用。因 

此，“三圈”范式的概念与结构既是以自然地理地带性为基础，又是人类对 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格局的规律认识 ，更是科学的 

人类恢复、重建干旱区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设计范式。 

关键词：沙尘暴；人类影响；生态设计；干旱、半干旱和干燥的亚湿润区 

文章编号：1000—0933(2007)04—1450—11 中图分类号：Q143 文献标识码：A 

The mechanism and function of“3-Circles”—— an eco-productive paradigm for 

desertificati0n combating in China 

CI Long—Jun ，YANG Xiao—Hui ，ZHANG Xin—Shi 

1 Research Insthu~ofForestry，Chinese Academy ofForestry，Beijing 10091，China 

2 ￡ ￡u ofBotan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 100093，China 

Acta Ecoiogica Sinica，2007，27(4)：1450—1460． 

Abstract：The “3一Circles”eco—productive paradigm for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s an optimized and reconstructed new 

structure for arid ecosystems．Th e structure，process／dynami c and function of the system are comprehensively based on a 

bran d—new viewpoint of systematology．Th is paper studies the control，creation and feedback of the“3-Circles’’paradigm 

for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using Chaos theory．We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desertific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chaos．The 

geographical sphere structure(geographical zonality)is the natural background of the“3-Circles”ecological paradigm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3-Circles” paradigm  is the process of chaos．In the modelll material world，the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 are a1l dominated bv Chaos theory．Th e chaos movement exists in the complex degra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processes of arid ecosystems．i．e． the “order comes from the chaos”．Th e structure of the eco—productive paradigm  is 

divided；the big“3-Circles”mainly controls expansion of desertif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large scale sandstorms；the small 

“3-Circles”mainly controls regional desertification and the damage produced by sandstorms while the small“3-Circles’’are 

form 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rete patterns of the natural geography and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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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including the oases．Chaos theory provides US with the ”organic，antibacklash and flowing world”：a new 

holistic concept，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requires complicated multi—functional systems．In China S northern arid areas and 

the areas affected by desertification．the big‘‘3-Circles”and the small“3-Circles’’are the organically combined network 

which forms a strict protection system with mutual protective functions from circle to circle and defense from belt to belt．So 

that large scale effects of wind—drift sand movement are effectively controlled，the local climate and microclimate are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people S lives is promoted SO as to build up Northwest China．Consequently，the concept and 

structure of the“3一Circles”system is based on natural geographical zonality an d provides a rationally designed ecological 

solution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uma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and the patterns of ecosystems．It represents 

science towards the”realm of freedom”．in which the paradigm for rest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arid regions an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ftned humans． 

Key Words：sandstorm ；human impact；ecological design；arid；semiarid and dry sub—humid regions 

当前全球变化对地球中纬度地区的影响和复杂的人类活动等因素持续地加剧着我国干旱区(包括半干 

旱和干燥的亚湿润区，下同)的生态与环境恶化 ，如大面积土地沙化、频发的沙尘天气、土壤盐渍化的发展 

及水土流失的加剧。地球上生态与环境的破坏速度已远远超过自然生态恢复与重建的速度，人类赖以生存的 

自然服务功能愈益难以维持，生态与环境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人工设计的生态解决方案 J。生态．生 

产范式是指根据区域的景观(地形、气候、植被、土壤、基质、水文等因子的结合)有规律重复出现的复合体及 

其能流与物流运转途径，合理地配置土地利用类型与管理方式，以发挥其最大或最佳的生态功能、生产潜力与 

经济效益 ，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生产范式将为防治荒漠化相关的生态工程 (包括全国荒漠化防治工程、环 

北京防沙治沙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提供科学理论支撑和至关重要的结构性保证 

与基础。 

本文基于定位和半定位研究观测的结果，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分析了荒漠化过程中的系统结构、功能和 

动态，形成和发展了荒漠化地区生态．生产范式的基本概念与结构，即防治荒漠化的“三圈”生态．生产范式。 

该范式实质上是“人工设计的生态方案”，在我国西北有一定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适应当地的荒漠化防治、农 

林牧工业社会发展的实践与需求。 

1 “三圈”生态-生产范式建立的自然地理背景 

“三圈”范式建立的基本理论是干旱、半干旱及干燥的亚湿润区的自然地理结构规律和地理地带性规律 

(地理圈层结构)。 

1．1 气候的地理地带规律 

干旱区生物气候类型分布格局遵循地理地带性的规律 J。从西北．东南走向，由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向中部，在蒙古一西伯利亚反气旋的影响下，呈极端干旱．干旱．半干旱．亚湿润干旱．湿润等圈环分布。我国沙 

漠、沙地及其周边地区的沙化土地的生物气候类型不相同，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其周边地区沙化土地为暖温 

带干旱荒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及其周边沙化土地属温带干旱荒漠：柴达木盆地沙漠属寒温性干旱荒漠，藏北 

为高寒荒漠，鄂尔多斯草地沙地及广大的沙化土地为温带荒漠草原；科尔沁沙地及其东部沙地、松嫩平原沙化 

土地等属于温带半湿润地区的草原地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根据全球荒漠化气候地理地带规律规定 · ：“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 

是指年降水量与潜在总蒸发散之比在0．05～0．65之间的地区，但不包括极区和副极区”。以中国1914个气 

象站、点的10a气象资料为基础，采用国际广泛应用的 Thornthwaite公式与气候分类方法 ]，划分了中国干 

旱区生物气候类型。极端干旱区主要分布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及西北荒漠部分地区，土地面积约 17．2万 

km ，由于极端干旱区生物生产力很低，本文不将其计算在干旱区面积内。干旱区的分布面积最大，除极端干 

旱区外，分布于天山山脉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贺兰山以西，昆仑山脉、祁连山脉以北及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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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区；半干旱区东部由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组成，主要为半荒漠及农牧交错带呈东北到西南方向，进入青藏 

高原后为高寒高原和高寒荒漠。新疆北部大部为半干旱区，主要由荒漠及半荒漠组成；亚湿润干旱区北起大 

兴安岭西部的呼伦贝尔高原，东界接近典型草原与草甸草原之间，穿过黄土高原北部后，沿青藏高原北缘向 

西，然后绕过柴达木盆地抵达青藏高原西南部。 

1．2 干旱区同心圆规律 

世界上的干旱土地主要分布在地球南北回归线附近 15—3O。之间地区，为副热带高压带的控制范围。由 

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和存在，我国的干旱区、半干旱区向北推移到北纬35—5O。，造成了我国西北地区一系列景 

观格局的改变，导致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界面或地理边缘，对丰富和造就我国干旱区地理地带多样性具有极其 

重要作用。 

1．2．1 干旱区荒漠地貌同心分布的规律，是构建大“三圈”范式的地理基础 

著名地质学家 V．A．Obruchev通过考察中国和蒙古的(风成)荒漠，提出了经典的荒漠同心分布的观 

念 ]，蒙古．西伯利亚高压反气旋是亚洲中部最强大、频繁发生的荒漠风源系统，是亚洲中部石质戈壁荒漠·沙 

漠．黄土高原分布格局的驱动因素  ̈]，其基本分布规律如下：(1)砾质或石质荒漠(戈壁)：在反气旋控制区 

的中心，风力最强，冬季受西伯利亚．蒙古高压反气旋控制，气候干燥寒冷，夏季风受高山高原阻挡，气候极端 

干旱，不断风化产生的细粒、沙与粉尘被吹扬而形成砾质或石质荒漠(戈壁)；(2)沙漠、沙地：在反气旋控制 

区的边缘，风力减弱，地表有少量的超旱生、旱生植物，细粉尘仍被吹走，沙被吹扬或堆积而成沙漠、沙地；(3) 

堆积黄土：在反气旋控制区的外围，紧靠荒漠的地方，高空中所携带的粉尘与高山山坡相遇，或在干旱区与湿 

润区交界处与季风湿气流接触，粉尘即降落堆积成黄土，黄土高原即是在于旱区外围的粉尘沉降带。 

1．2．2 高山．盆地．沙漠／沙地相间的地貌特点，是构建区域性小“三圈”范式的地理基础 

我国沙漠／沙地多处在为山地、高原环绕之中的盆地内，如塔里木盆地中的世界上流动性最大的塔克拉玛 

干沙漠，准噶尔盆地中的库尔班通古特沙漠，东部的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与呼伦贝尔沙地 

等的分布格局皆如出于一辙。 

2 “三圈”生态．生产范式的结构 

“三圈”生态．生产范式是基于干旱区生态系统与景观的空间格局及其生态和环境因素分配与流动趋势的 

机理而进行优化生态管理与生态设计的生态．生产范式。它虽然脱胎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毛乌素沙地，但总 

体上遵循干旱地区地体圈层结构的自然地理地带规律L3 。这种以地质地貌为骨架和基质所构成的特殊干旱 

地形上所形成的景观通过对水分、能量、基质和盐分的再分配，制约着其上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异质性，包括 

生物组成种类、生产力、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生物地球物理作用过程和生物地球社会(人类活动)关系的差异， 

以及在景观系列上各个生态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和能量、物质的交换和流通。 

以荒漠化气候分区、地理圈层结构、自然区划等为依据，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形成防治荒漠化的系统圈层防 

护网络。 

2．1 “大三圈”范式 

“大三圈”是大尺度的荒漠化防护圈，是从全国的尺度上安排、解决土地沙化、沙尘暴和生态·生产建设的 

宏观格局，主要由荒漠、草原和农牧交错带 3部分组成。 

2．1．1 干旱荒漠圈 

西北和北方的干旱荒漠地带是该范式的最外圈，包括从新疆、甘肃河西走廊到内蒙古西部和蒙古国交界 

的沙漠戈壁、准噶尔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库布其沙漠等及其周边地区，该区域内沙漠的沙物质 

在大风的作用下，为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沙源；同时沙漠与绿洲间的植被带(胡杨、梭梭、柽柳等)被破 

坏后的沙化土地、沙漠边缘和绿洲开垦的农田，在冬春季节处于无覆被的状态，也已成为沙尘天气或沙尘暴的 

重要沙源和风沙危害。因此该区域的荒漠化防治的重点是保护天然植被，合理利用土地，沿各级河流、各类道 

路及水文网系统及有灌溉条件的地带大力营造人工林和防护林网(多带式窄林带)，与沙漠(沙地)相邻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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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冬季闲水和夏季洪水灌溉营造防沙灌草带和防沙林带。 

2．1．2 草原圈 

中间的过渡圈是北方的温带草原地带，我国六大草原省区中有五个省在沙区，占全国草地面积的57． 

2％|2 ；全国沙区草地面积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省占沙区草地面积的94％，其中退化草地约 

占草原总面积的70％ ～80％。草原沙化是草原退化的一种重要类型，提供的沙尘物质是大范围沙尘暴的重 

要沙源。因此减少草原放牧的压力，通过人工种草改游牧为舍饲养畜，恢复与提高天然草原覆盖度有助于防 

风固沙，遏制土地荒漠化的扩展。 

2．1．3 农牧交错带圈 

该范式的内圈是农牧交错带或森林．草原过渡带，现代的农牧交错带大致位于东北一西南向对角线的轴线 

两侧，年降水量约在400～450mm之间。由于它的“过渡”性特点，生态系统不稳定，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 

压力下，生态系统以旱化的正反馈为主，系统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不断增大，以致“沙化”日趋严重。如多伦、 

张北的丘陵山地在连年旱灾的背景下，滥开垦、过度放牧、肆意樵采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呼伦贝尔草甸草 

原的厚层黑土在滥垦与过牧后，在风的扰动下形成大面积“黑风暴”，破坏力极大。因此这些地区急需加大力 

度退牧还草，进而实行“人工种草，舍饲养畜”，并落实退耕还林(草)政策，增加林、草覆被，以控制土地沙化， 

改善人民生活。 

2．2 “小三圈”范式 

“小三圈”是区域性荒漠化防治和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格局，“小三圈”寓于“大三圈”之中。一个地 

理单元、流域或一个绿洲的荒漠化防治、生态建设都可以按不同的地理地带性和防护目标来构建“小三圈”。 

现以鄂尔多斯沙地的“三圈”生态一生产范式为例说明。 

2．2．1 鄂尔多斯沙地的地形地貌特征 

鄂尔多斯高原沙地、草地属温带草原或森林草原性的半干旱气候，是一个构造隆起剥蚀的地块，其海拔高 

度一般在1200～1550m，由西北向东南微斜；在高压西风带与蒙古一西伯利亚反气旋高压中心向东南季风作用 

区的过渡带，形成该地一系列的地理地带特征。鄂尔多斯沙地的地貌以中生代侏罗纪与白垩纪的砂岩为骨 

架，经过新生代第三、四纪洪积与冲积过程而形成广阔缓斜的台地，因风力的分选与搬运而发育风沙地貌遍布 

沙丘沙地，属于干旱区风成的戈壁．沙漠．黄土环带格局中的沙漠／沙地带。再经晚第四纪，尤其是全新世与近 

代的流水切割与积水而形成低凹谷地与湖盆，以及对风化和洪积一冲积物的风蚀一风积过程的风沙作用而造就 

今日的地表外貌，即低山(残丘)、洪积．冲积台地、冲积谷地、湖盆滩地与沙地相间的格局(图1) ’加川。 

低山／残丘：白垩纪(间有侏罗纪)的绿色或红色砂岩经剥蚀而成为低山与丘陵状的梁地，一般海拔在 

1500～1600m以下，其平缓的顶部与坡地残积或坡积粗骨质的砂岩风化物基质，掺有细土，土层十分浅薄、贫 

瘠，当地称之为“硬梁”。西部的硬梁风化程度强，常形成缓斜的石质台地状，东南缘的低山顶部则开始有黄 

土状母质堆积，厚度 2～lOm不等，逐渐向黄土高原过渡。 

台地：在硬梁下部与宽谷中则充填着下部为第三纪，上部为第四纪的深厚洪积物与冲积物堆积层，厚度在 

lOm以上，通常为沙壤质、细沙质与砂砾质的间层，常问有厚约20～30cm的卵砾石层。洪积一冲积层以下经胶 

结很差的松软红色砂岩层过渡为中生代的基岩一砂岩、砾岩或板岩。这些洪积一冲积物形成的缓斜平坦的台地 

常被水蚀切割成梁丘状，当地称之为“软梁”，它们在较高和凸起的“硬梁”之下形成第二级台阶，常呈准平原 

状，台地边缘的局部地方还可以发现被埋藏的古土壤层。 

滩地与谷地：在梁地之间或台地上被河流切割而成宽阔的河谷，或在低洼处的湖盆中形成大面积河湖冲 

积的滩地。其基质为细沙质或沙壤质的近代冲积物，滩地与谷地是现代侵蚀的基底 ，亦即前述“硬梁”与“软 

梁”两级台阶下的谷底。 

沙地与沙丘：在台地与滩地上，基质多为沙质或沙壤质河湖冲积物，在干旱气候条件下，或由于人为活动 

对植被的破坏。受到风力的吹蚀形成本地区地表广泛分布的沙地与沙丘，也有第四纪初期时的固结古沙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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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风蚀而活化。沙地的西北部多为流动性很大的裸露新月形沙丘链，东南部的沙丘则多为半固定和固定的中 

等高度(5一lOm)的沙丘或沙地，但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则有高大的流动沙丘出现。 

就上述鄂尔多斯地形的相对高度而言，由低山／残丘一台地一滩地是一个由高及低的三级“台阶”系列，因而 

也是一个地球重力作用导致的地表与地下径流由上而下的水分逐级集中系列。在相同的大气降水条件下，高 

处第一“台阶”的低山／残丘的降水大部分(4O％一60％)形成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泄到下两级“台阶”的台地 

和滩地中去，所余的水分不到一半；作为第二“台阶”的广阔的洪积一冲积台地的所得大气降水，一部分流到下 
一 “台阶”一滩地，但又得到上一“台阶”的一部分径流水分补给而大致持平或略有亏欠；唯独第三“台阶”的滩 

地不仅保留了大部分的大气降水，又集流了上两“台阶”大面积的外来径流水而成为隐域性的湿润区或灌溉 

区。这一地形、地貌和基质所决定的水分格局异域性就成为鄂尔多斯沙地生态、植被和农林牧业生产“三圈” 

结构的地球物理机制。 

2．2．2 “三圈”生态一生产范式的建造及植被恢复重建的生态原则 

根据多年的研究及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防治荒漠化“三圈”范式的建造及植被恢复重建时应遵循或考 

虑下列生态原则  ̈ ： 

(1)以“水”为核心，生物气候条件为基础的生态规划原则 

干旱、半干旱地带，水分是植物生长发育的限制因素。不同的生物气候区，水、热条件差异很大，“三圈” 

生态一生产范式的建造应根据不同的生物气候区进行规划。“三圈”生态范式建设首先对区域进行立地条件类 

型划分；第二对每种类型按“三圈”范式的标准进行规划设计 ；第三接规划要求选择 良种壮苗；第四认真准备 

造林(种草)地。 

(2)以灌木为主，丰富生物多样性原则 

适地适树，选择优良树种是生态建设的保证。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地理地貌条件、沙基质的普遍覆盖与水 

分特点决定了该地区的优势植物生活型是耐风沙与干旱的灌木，而不是中生的乔木和草原禾草。灌木类地上 

部分多分枝的木质化茎干，低矮稠密的植冠适应于风沙作用，具强大的景观形成作用。沙生灌木的根系分布 

广或深，其根茎比可超过 1倍以上，远比中生乔木为高，不仅能较好地固定与维护沙层并从广大体积的沙层中 

吸收较多水分或深达潜水层。在强度石质化的生境，灌木根系可深入岩石缝吸取深层水分，从而形成密集的 

灌木群落。这些灌木不仅具有防风、固沙、耐旱、耐盐碱，能在各种生态条件严酷、贫瘠与粗砾基质的地段形成 

绿色覆盖层。若干种灌木又是良好的饲料，尤其是豆科的灌木可通过共生根瘤菌固氮在贫瘠基质上生长，且 

可增加土壤肥力。灌木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沙地自然生态一水分平衡，风一水一沙作用力的平衡，群落演替阶段的 

相对平衡以及畜一草平衡等方面均居于关键的地位和作为生态系统中不可缺的结构成分，对稳定与保护生态 

环境和支持草地畜牧业方面具重要意义。灌丛可供放牧和多次刈割，在合理的经营下可成为持续的多年生饲 

料基地和遭到气候灾害时的救荒之用。 

在建设“三圈”范式时，选择树种十分重要，尊重本地区生物多样性的规律与特色。半干旱区沙地是灌木 

的王国，恢复与重建退化的沙地植被，对灌木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确立其地带性地位的优势，同时对当前广泛 

使用的杨树要特别慎重的清理和选择。 

(3)防护林体系结构、配置的原则 

防护林体系建设是“三圈”生态一生产范式的重要组成，是保护一个区域、一个单元的生物(或生物+非生 

物)防护网络，形成层层设防的综合体系，多年研究证明，完整的防护体系需具备以下原则 ：①体系的综合 

性和完整性；②“窄林带、小林网”是干旱区防护体系中的核心。林带不是越宽越好，而需要有好的结构；③具 

有良好空间结构的林带，需要乔、灌、草相结合形成多层林冠和根系层，以充分进行地上的光合作用和吸取地 

下各层水分，保证林带最大生长量和最佳效益；④林带树种应进行混交预防病虫害；⑤干旱区林带体系建设应 

与农田基本建设和交通道路、河流灌排系统结合，保证高的生长量和高效益。 

(4)半固定沙地及综合治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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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流是复杂的风沙物理过程，危害性很大。防治上采取生物和非生物结合的综合措施获得较好的效 

果。研究证明，流沙治理以半固定状态符合水分平衡的原则，在没有灌溉、地下水或侧方径流水分补给的条件 

下建立人工植被时，必须考虑水分平衡，形成并基本上维持植被覆盖度大致在25％(西部)、30％(中部)，和 

40％(东南部)的半固定沙地状态。在流动性较大的沙地，有时需要非生物治理措施结合，才可以成功，选用 

无污染、无毒害、无副作用的非生物原料与生物治理相结合效果较好。 

2．2．3 鄂尔多斯“小三圈”结构 ’ 

鄂尔多斯沙地的自然景观结构与复合农林牧系统 

的综合格局因地质地貌与地下水的分布而呈圈层性的 

配置格局，是沙地最显著和本质性的特征  ̈。在此基 

础上，“三圈”范式的结构是在第一圈防护带的保护下， 

以软梁与中低沙丘为第二圈的复合农林牧(草)系统， 

形成若干个以滩地绿洲(第三圈)为核心的优质高产农 

林草生产圈层，它们有秩序地分布在干旱、半干旱生态 

系统的大背景上，其比例大致为3：6：l(图2)。各类土 

地合理的分配比例应根据规划人工草地、饲料地、半人 

工草地与天然草地的均衡载畜量和合理放牧强度与适 

当的畜群数量，以及农作物与林地、果园等的适当搭配 

进行确定，但必须以不超过环境(水分、生物生产力)负 

荷量并留有余地为原则。其发展方向应逐步扩大舍饲 

养畜、育肥群与综合农林牧系统的产业化，以促进鄂尔 

多斯沙地生态与经济整体上正负反馈相结合，产生新的 

动态平衡。 

第一圈 硬梁地与高大的流动沙丘群，以恢复和保 

育天然灌(草)地，形成保护带和水源地 

该圈位于沙地的外缘，占总面积的30％左右。硬 

梁坡地上的针茅草原由于过度放牧而退化，生产力降 图2 鄂尔多斯沙地的景观格局 三圈．．范式 

低，应人工辅助建立灌木带(柠条、沙棘等)，在较湿润 Fig· 。 ap。p k 。and“ 。。”paradigm in 0 。s 

的东部，则可种植油松带，在草层恢复后可有节制地分 

区轻度轮牧。高的流动沙丘可播种白沙蒿等先锋植物，使逐步演替为半固定沙丘。在水份条件较好处则可采 

用“前挡后拉”的措施，在垂直主风向的沙地前沿，播种草和小灌木，在沙丘的下部种植灌木带网，以逐渐削平 

沙丘，改变地形，有利于种植。 

第二圈 非灌溉或半人工“灌草林果”圈 

该圈位于滩地绿洲周围的软梁台地与低矮沙丘带 ，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6o％，地貌与景观类型多样，目前 

缺乏灌溉设施，不宜强度农业开发，而应以保护、防风治沙、水土保持为主，适度人工种草、舍饲养畜与径流园 

林业等为发展方向。 

在地形较平坦与土壤深厚的软梁台地可开发为半人工草地。建立柠条或沙柳的灌木带(2行)，在带问 

(约20—40m)播种草木樨、沙打旺、苜蓿或荞麦等，形成非灌溉的半人工二年生或多年生草地。如地形条件 

许可，在上坡方位可建立径流集水区以向草地补充水分，保证较高的产草量。在地形起伏不平的软梁地则可 

大量种植水平带状和有间隔的灌木带。 

在有径流集水条件与土壤深厚的软梁台地与水分条件良好的低矮沙丘可建立局部的径流果园、葡萄园与 

团块状树林，需采用各种集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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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的油蒿群落被用作天然放牧场，多因过度放牧而衰退，应进行人工种草，恢复草场以发展舍饲养畜。 

总之，在软梁台地与低矮沙丘上建立植被时，应特别注意种植的密度和保持足够的间距，以保证水分不致 

被过度消耗。 

第三圈 高产农牧业绿洲核心圈 

滩地绿洲所占面积不过 10％，但它是本地区农牧业精华所在的核心区。薄层覆沙(厚度在30—40cm以 

下)和地下水位适中(50cm以下)的滩地是发展农林草复合系统的最适宜类型，多已被开垦为历史悠久的农 

业绿洲。绿洲具劳力相对集中，交通运输与电力方便的优点，可进行高投入与高产出的复合农林牧工副业，综 

合经营和采用各种现代化技术：温棚、地膜、高效有机肥与化肥、太阳能、风力发电等。 

(1)绿洲农业 利用部分农地种植玉米、糜子、向日葵等粮油作物； 

(2)大力发展人工草地 种植苏丹草、无芒雀麦、小黑麦、赖草、苜蓿、甜高梁、饲料玉米、甜菜等优良牧 

草，同时改良天然放牧草地，对已退化，生产力甚低的寸草滩，通过围栏分区轮牧以恢复提高其生产力，用作 

春、夏、秋三季优良母畜与幼畜的活动场所；对盐渍化较重的芨芨草滩与碱化的马蔺草滩亦应围栏轮牧。目 

前，在盐碱地和沙地上大面积种植芨芨草已有成功经验，它不仅改良土壤，而且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3)建立果园 苹果梨、苹果、葡萄与干果，如巴旦杏、大樱桃等其它适应沙地的优良品种； 

(4)规划乔灌草结合的防护林网与园林绿化 在风沙严重处可种植小网格的灌木(沙柳、柠条、紫穗槐 

等)带，在外部边缘营造宽大的草灌带，增加地表粗糙度，控制地表的风沙流； 

(5)大力开展舍饲养畜业(羊、牛)与灌木围栏的山羊饲养场，建立饲料青贮与各种饲料加工业； 

(6)适当发展养鱼与养禽(鸡、鸭、鹅)业。 

滩地绿洲是高效益、高产出的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为一体的生态产业带基地，形成了一个为本地区工 

矿业人员和农牧民提供乳、肉、蛋、禽、鱼、瓜、果、粮、油、蔬与小径材的农牧林产品基地，并发展成为生产与加 

工绒、毛、皮等外销畜产品的工贸基地。 

3 “三圈”生态一生产范式的生态功能 

防治荒漠化的“三圈”生态范式，以人工生态系统为主。“三圈”生态系统的功能是多样的，主要包括： 

3．1 对全球变化的影响 

“三圈”建设主要通过国家生态建设“六大工程”实现。三北地区各类森林面积增加，这不仅对于控制风 

沙危害，增加植被覆盖率，减少地面辐射，更由于森林作为 CO：的汇，每亩森林每年可固定碳素0．33—0．67 

吨，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作出重要贡献 引。 

3．2 灌(草)带地表风沙流的作用 5̈_ 

(1)灌(草)带的防蚀阻沙作用 

灌(草)带的防蚀阻沙作用主要表现在改变地表面的粗糙度，增加地面对气流的阻力和对气流动能量的 

消耗，减弱近地面层的风力，从而发挥防蚀阻沙的作用。土壤表面的粗糙度是指对气流有直接影响的一个参 

数，在风沙运动和土壤风蚀方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根据在野外的测定(吐鲁番的灌草带)结果：不同性 

质的下垫面，具有不同的粗糙度几何尺寸，对于植被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表面粗糙率  ̈。当气流进入灌 

(草)带以后，地面粗糙度大大提高，对气流的阻力也相应增加 17—26倍，摩阻流速增加 4—5倍，迫使近地面 

层气流产生了强烈的抬升，并随着气流进入草带距离的增加，抬高的高度也相应增加。例如在宽度为244m 

灌(草)处可将对照点1ITI和0．5m高度上的气流分别抬高到3m和2．5m左右，从而减少了上层气流对近地面 

层气流的动能量补给，降低了近地面层风速。 

(2)灌(草)带降低风速的作用  ̈’ J · 

气流进入植被层后，受到灌木和草类植物的摩阻，以及枝叶摇摆撞击，不仅消耗了气流的动能量，同时在 

植被层内乱流交换系数较对照点增加 1．2—1．5倍，从而风速在植被层内大幅度降低。如对照点0．5m高度 

上的风速为 12．4m／s时，植被层内的风速均在7m／s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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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带内，下垫面粗糙度及风速变化随着草带的宽度增大相应增加，在 0．5m高度处，当进入草带的风速 

为 12．4m／s时，在距草带 53m处为对照风速的74．4％，在距草带 244m处为对照风速的54．6％。据研究灌 

(草)带宽度的下限不应少于200m(表 1)。 

(3)灌(草)带覆被率防止风蚀的作用 

根据在新疆的多年测定  ̈，灌(草)带防沙作用取决于它的植被组成和覆盖度。测定在春季植物未完全 

展叶期，在植物层面50cm处，风速为 13m／s的风蚀区，当植物覆盖度达 64．8％时，表土免于风蚀，在积沙区， 

植物覆盖度需达到40％时，流沙地面不形成风沙流(表 2)。 

表 1 灌(草)带降低风速的作用 

Table 1 The function of wind velocity reduction of shrub(grass)belts 

样地号 No．of sites 植物密度 Density(株／m ) 覆盖度 Coverage(％) 风蚀率Wind erosion rate(％) 

3．3 防护林体系综合防风沙效应 

防护林体系是“三圈”生态范式的重要组成。在有灌溉条件下，田(园)、林(灌)、路 、水系统相结合，形成 

科学的空间格局，维护和巩固绿洲的生态系统，对绿洲层层设防，防止风沙对绿洲的入侵和土壤次生盐渍化的 

威胁。 

防护林体系的防护效应取决于林带的结构。林带结构取决于林带宽度、疏透度、透风系数、树种垂直分布 

和林网规格。林网系统防风沙的作用依赖于主林带的间距和林带的结构，主林带的间距不同，组成了不同规 

格的林网系统，其防风沙效果不同  ̈' J。 

根据野外观测和风洞试验  ̈，疏透结构林带(透风系数为0．3左右，林带垂直剖面均匀透光)具有最佳防 

护效应，其弱风区出现在林带后的3～5倍林带高的距离处，有效防护距离为23～31倍林带高处，平均降低风 

速 40％ ～47％，疏透结构林带一般由2—4—6行林木组成，称为“窄林带”。 

(1)“窄林带、小林网”的防护效益 

小网格林带的防风作用，明显地优于大网格。这是由于小网格的主林带间距较短，气流进入林带后尚未 

恢复至空旷无林地风速时，又进入下一道林带的缘故。合理的主林带间距是以林网内不起沙为准。试验证 

明：在林带基本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主林带间距为280m的小林网内风速降低率比500m的大林网提高 

20．2％。不同主林带间距形成林网的防风作用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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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窄林带、小林网”模式能发挥最佳防护作用。合理结构的“窄林带”具 

有良好的空气动力学效应和生物学稳定性 ，大小适宜的林带网格能最大限度地庇护林网内全部作物不受干 

旱、风沙和盐碱危害。 

表3 不同主林带间距形成林网的防风作用 

Table 3 effect of W indbreak belt with different inter·be lt distances 

表4 防治荒漠化“三圈”生态范式综合效益 

Table 4 Integrated benefi~ of“3-circles”eco·productive paradigm for desertification combating 

(2)防护体系综合效益 

防护体系是“三圈”生态范式的组成部分，是农、林、牧、工各业综合效益，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影 

响，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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