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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不同流域尺度土壤侵蚀评价
王晓峰 1,2,3，肖飞艳 1，尹礼唱 1，檀

畅4

(1. 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西安 710064；2. 长安大学土地工程学院，西安 710064；
3. 国土资源部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工程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75；
4. 环境保护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北京 100094)
摘 要：黄河中游是黄河流域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区段，基于 GIS 和 RS 技术，利用 2000—2010 年黄河中游土
地覆被数据、气象数据和地形数据等，提取了该区 2000—2010 年植被覆盖度，应用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
（RUSLE）计算了逐年土壤侵蚀模数，探讨了土壤侵蚀与植被覆盖度间的相关关系，并分析了不同生态系统、不
同流域尺度土壤侵蚀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
（1）黄河中游植被覆盖度在空间上呈西北低东南高的分布特征，在
时间上呈波动上升趋势，且植被覆盖度与土壤侵蚀模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2）研究区 2000—2010 年各生态系
统的土壤侵蚀强度在减弱，侵蚀状况明显好转；（3）黄河中游二级流域的土壤侵蚀量在 2000—2010 年间均有不同
程度的减少；
（4）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三级流域中的沣河、伊河及黑河流域的土壤侵蚀量在增加，其他流域的土壤
侵蚀在减少。研究结果对黄河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多尺度土壤侵蚀评价方法及通
过剔除降雨因素实现以植被为主导因子的土壤侵蚀评价方法也可为其他地区的土壤侵蚀评价提供借鉴。
关键词：黄河中游；土壤侵蚀；RUSLE；多尺度土壤侵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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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soil erosion at different watershed scal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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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ea of the middle reaches is the most serious soil erosion area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Using the data of land cover, meteorological records and terrain from 2000 to 2010, we extracted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based on GIS and RS, and calculated soil erosion modulus using re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RUSLE), and then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oil erosion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erosion in different ecosystems and basin scales.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was low in northwest and high in southeast and
with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over time.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oil erosion modulus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2) the intensity of soil erosion in different ecosystems of the study area decreased during
2000-2010 and the erosion was significantly weakening; (3) the amount of soil erosion in the Yellow River's secondary basin reduced to certain degrees during 2000-2010; (4) throughout the study period, the amount of soil
erosion was increased in Yi River, Fenghe and Heihe watershed, and reduced in other tertiary basins.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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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is study provide som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multi-scale soil erosion assessment method and the soil erosion assessment through the
elimination of rain factors and recognition of the vegetation as a dominant factor of soil erosion would be a reference for soil erosion assessment in other areas.
Key words: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soil erosion; RUSLE; the multi-scale soil erosion assessment method
土壤侵蚀作为全球最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1]，
制约着全球社会经济健康的有序发展[2]。中国是全
世界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4]，由于特殊的地
理位置和历史遗留问题，我国黄河流域的土壤侵蚀
问题尤为严重。
“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
考察”结果显示，中国严重水土流失县有 646 个，
其中黄河流域就有 225 个[5]。2000 年前后，中国西
部地区大力开展退耕还林还草等植被恢复工程，植
被覆盖度逐渐增加，土壤侵蚀得到显著遏制。在此
背景下，合理采用评价模型，精确评估植被覆盖对
土壤侵蚀动态变化的影响，有利于区域水土保持措
施优化配置以及经济持续、稳定和平衡发展[3]。
土壤侵蚀研究一直以来广受国内外学者的关
注[6-10]，应用预测模型的方法开展定量测度是土壤
侵蚀研究的常用手段[11]。近 30 年来，各国学者根
据各自的区域特征提出了许多土壤侵蚀预报模型，
其中，美国农业部研发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
及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应用最为广
泛[12-13]，在中国许多地区也得到了广泛应用[14-17]。
流域属于一种典型的自然区域，是一条河流（或水
系）的集水区域[18]，在水文分析中经常基于其进行
分析。现阶段，中国的土壤侵蚀研究多集中在单一
尺度尤其是小流域尺度的研究，多尺度和大尺度土
壤侵蚀研究略显匮乏，且土壤侵蚀具有复杂性，是
气候、植被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影响的结果，现有研
究中，剥离气候因素以植被变化为主导因子的土壤
侵蚀定量评价鲜有报道。
黄河中游地形破碎、土质疏松、植被稀少且抗
水蚀性能差，生态系统脆弱，极易产生水土流失，
是黄河流域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区段，也是全国水土
保持重点区域[19-21]。本研究以黄河中游为研究对象，
运用趋势分析法分析 2000—2010 年研究区的植被
覆盖度动态变化特征，借助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
程（RUSLE），采用多年平均降雨侵蚀因子，剔除
气候要素中的降雨变化的影响，进而定量评估 2000
年以来以植被变化为主导因子的黄河中游地区不同
生态系统、不同流域尺度土壤侵蚀状况，旨在为黄
河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措施的优化配置提供决策依
据。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中游位于 33°24′N～40°30′N，104°12′E～
113°24′E（见图 1），北至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河口镇，
南至河南郑州的桃花峪，干流长约 1 206 km，区域
总面积约 34.4 万 km2，平均海拔 1 000～1 500 m。
该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4.3～
14.3 °C，多年平均降水 150～750 mm，6—9 月高温
多暴雨。黄河中游大量支流流经植被稀疏、土质疏
松，地表破碎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且黄河中游不同
生态系统类型分配不合理，农地多，林草地和城市
绿地少，地带性植被类型为森林草原带，生态环境
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此外，该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早期研究区内的滥采资源使得该地区的水土流失更
为严重，是黄河洪水泥沙的主要来源。

Figure 1

图 1 研究区范围和高程
The range and elevation of the study area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气象数据为 2000—2010 年黄河
中游及周边地区共 70 个气象站点的年、月平均降水
量，来自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http://cdc.cma.gov.cn）；
土壤类型数据为中国 1:100
万土壤数据集，来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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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分中心中国土壤数据（http://www.soil.csdb.cn），
该数据集用于计算土壤可蚀性因子（K）；地形数据
是中国 30 m 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产品（SRTM-DEM
数据产品），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
际 科 学 数 据 服 务 平 台 （ http://landsat.datamirror.
csdb.cn），该数据用于提取坡长（L）和坡度（S）
因子及流域边界；由于在大、中尺度下，MODIS
影像的应用广泛[22]，且 MODIS 数据易于获取，故
采用的遥感数据为 2000—2010 年的 MODIS 月最大
合成 NDVI 产品，空间分辨率为 250 m（来自
https://ladsweb.modaps.eosdis.nasa.gov）
，对该数据进
行年最大合成，消除季节的差异，该数据主要用于
提取植被覆盖因子 C。数据投影采用 Albers 投影，
地球椭球体采用 Krasovsky1940 模型。
1.3 研究方法
1.3.1 植被覆盖度变化分析方法 slope 趋势分析
可以模拟逐个栅格单元的变化趋势[23-25]。本研究采
用此方法模拟了 2000—2010 年年均植被覆盖度的
变化趋势，计算公式如下：
n

s lope 

n

i 1

i 1



n i2    i 
i 1
 i 1 
n

学

学

报

2017 年

LS 为地形因子（坡长、坡度），采用 Van Remortel
开发的用以计算坡长的 RUSLE_PC.AML 模型提取
坡长因子，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地形特殊，不宜直
接采用美国的坡度算法，因此，采用分段算法，缓
坡采用 McCool 等 [31] 坡度公式，陡坡采用刘宝元
等[32]提出的坡度公式；C 为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
采用 Cai 等[33]的 C 值计算公式；P 为水土保持措施
因子，采用 Wener 的经验公式[34]来计算黄河中游地
区 的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因 子 ， 其 计 算 公 式 为 P=
0.2+0.03×S（其中 S 为坡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被覆盖度变化趋势分析
2000—2010 年间，在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的实
施下，黄河中游的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见图 2），
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受气候等影响，年际间有所
波动。2000 年的植被覆盖度平均值最低，为 54.10%，
2010 年最高，为 64.81%，与 2000 年相比，增高了
19.8%，平均涨幅为 1.98%。

n

n  iVi   i  Vi
i 1

大

n

（1）

2

式（1）中，slope 为植被覆盖度在 2000—2010
年的变化速率，即斜率；变量 i 表示年序号，Vi 表
示第 i 年的植被覆盖度，n 为研究序列的长度。若
slope＜0，说明植被覆盖度在 n 年间的变化趋势是
减少的， slope＞0 则是说明植被覆盖变化趋势是增
加的，且 slope 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变化趋势越明
显[17]。根据 slope 值变化范围，并参考已有研究[26]
定义明显退化、中度退化、微度退化、基本不变、
微度改善、中度改善和明显改善 7 个变化区间。
1.3.2 土壤侵蚀评价模型 土壤侵蚀量的计算采用
修正通用土壤侵蚀方程（RUSLE），见式（2）：
A  R  K  LS  C  P
（2）
式中，A 为土壤侵蚀量（t·(km2·a)-1）；R 为降雨侵蚀
力因子（MJ·mm·(km2·h·a)-1），采用 Wischmeier 和
Smith[27]提出的基于月降水量经验公式计算 R 因子，
克里金插值法常被用来对降水数据进行插值[28]，故
采用该法对 R 因子进行空间化。此外，由于土壤侵
蚀主要驱动因素是降雨侵蚀力和植被覆盖因子[29]，
因此，本研究求取了多年平均降雨侵蚀力，从而剥
离气候要素中降雨动态变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K
为土壤可侵蚀性因子（t·km2·h·(km2·MJ·mm)-1），采
用 Williams 等在 EPIC 模型中 K 值计算方法计算[30]；

图 2 2000—2010 年黄河中游植被覆盖度年际变化
Figure 2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during 2000-2010

图 3 为研究区 2000—2010 年的植被覆盖度变化
趋势图，结合表 1 可知，2000—2010 年研究区
46.48%的区域植被覆盖度在改善，41.65%的区域植
被覆盖度基本不变，11.87%的区域植被覆盖度在退
化，其中微度退化占到了退化面积的 95.87%。
利用研究区 DEM 并参考河流分布图，借助
ArcGIS 中的水文分析模块逐级提取黄河中游二级、
三级流域边界并分析不同流域植被覆盖特征。就二
级流域而言，吴堡以上右岸、吴堡以下右岸、河口
镇至龙门左岸、龙门至三峡干流区间以及洛河流域
植被覆盖度改善的面积比重高达 50%以上，小浪底
至花园口干流区间、渭河宝鸡峡至咸阳以及沁丹河
流域的植被覆盖度退化比重较大，均达到了 2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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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区不同流域植被覆盖度变化趋势
Figure 3 The variation trend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different
watersheds of the study area

上。三级流域中，清涧河（秀水河）、黄河（义牒镇）
、
无定河（槐理河）流域的植被覆盖度改善比重超过
了 95%，黄河（永和县）
、石马川流域等 7 个流域
Table 1

的植被覆盖度改善比重介于 90%～95%之间，石头
河流域的植被覆盖度退化比重较大，超过了 50%，
其次，黑河流域、桃花峪、丹河以及沣河流域的植
被覆盖度退化比重介于 40%～50%。
2.2 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析
2.2.1 土壤侵蚀与植被覆盖度间的相关关系 植被
覆盖度是影响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探究植被覆盖
度与土壤侵蚀间的关系对于土壤侵蚀的治理有重大
意义。对比分析了 2000—2010 年研究区的年均植被
覆盖度与年均土壤侵蚀量结果（图 4）显示。2001
年 研 究 区 平 均 土 壤 侵 蚀 量 达 到 最 大 值 3 303.37
t·(km2·a)-1，而同年的平均植被覆盖度仅为 54.45%；
2010 年该区平均土壤侵蚀量为研究时段内最低值 1
689.96 t·(km2·a)-1，而同年的平均植被覆盖度达到了
最大值 64.81%。在整个研究时段内，平均土壤侵蚀
量总体上呈直线下降趋势，平均植被覆盖度在 2005
年和 2008 年虽略有下降，但总体趋于直线上升。可
见，对于黄河中游地区，在多年平均降雨量基本保
持不变的情况下，土壤侵蚀量与植被覆盖度存在明
显的负相关关系。

表 1 2000—2010 年植被覆盖度变化
The variation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2000-2010

变化趋势 Variation tendency

变化程度 Change degree

变化面积/km2 Change area

变化比率/% Change ratio

slope＞5.05

明显改善 Significantly improved

29.38

0.01

2.01＜slope≤5.05

中度改善 Moderately improved

7 990.81

2.32

0.53＜slope≤2.01

微度改善 Micro improved

151 758.50

44.15

–0.53＜slope≤0.53

基本不变 Steady

143 163.75

41.65

–2.01＜slope≤–0.53

微度退化 Micro decreased

39 100.06

11.38

–5.05＜slope≤–2.01

中度退化 Moderately decreased

1 568.50

0.46

slope≤–5.05

严重退化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116.69

0.03

图 4 2000-2010 年黄河中游土壤侵蚀模数与植被覆盖度对比
Figure 4 Comparison of soil erosion modulus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from 2000 to 2010

2.2.2 不同生态系统土壤侵蚀评价 在退耕还林还
草工程的实施下，黄河中游大量退耕坡耕地转为草

地、林地和灌丛。其中，草地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
北部，森林主要分布在南部、东南部等山区，耕地
主要分布在渭河上游、关中平原及汾河盆地等（见
图 5）。图 6 为 2010 年研究区土壤侵蚀强度空间分
布图（土壤侵蚀强度根据水利部颁布的《土壤侵蚀
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35]划分），由该图
可知研究区强烈以上土壤侵蚀主要分布于渭河上
游，泾河流域中上游以及黄河、汾河沿岸等地区。
统计分析了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研究区
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土壤侵蚀强度分布状况。结果
表明，研究区的土壤侵蚀以微度、轻度和中度侵蚀
为主，且 2000—2010 年间，强烈侵蚀以上（包括强
烈侵蚀）的面积减少了 38 777.88 km2，可见黄河中
游的土壤侵蚀状况整体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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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0 年研究区土壤侵蚀强度空间分布
Figure 6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erosion intensity of
the study area in 2010

图 5 2010 年研究区生态系统空间分布
Figure 5 Ecosystem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y area in 2010

年份
Year
2000

学

表 2 不同生态系统不同土壤侵蚀强度比重
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soil erosion intensities in different ecosystems
生态系统
微度侵蚀
轻度侵蚀
中度侵蚀
强烈侵蚀
极强烈侵蚀
Ecosystems
Micro erosion Mild erosion Moderate erosion Intense erosion Extreme intense erosion
87.88
5.03
3.26
1.61
1.35
森林 Forest
4.65

%
剧烈侵蚀
Severe erosion
0.88

灌丛 Bush

61.77

14.28

11.10

5.77

2.43

草地 Grassland

29.93

23.17

21.17

11.50

9.38

4.85

湿地 Wetland

62.65

12.40

8.58

4.92

5.06

6.39

农田 Farmland

43.50

17.82

16.05

9.38

8.24

5.02

城镇 Town

69.79

12.95

8.03

3.75

3.27

2.22

沙地 Sand

86.98

9.25

2.90

0.63

0.20

0.04

裸地 Bare land

44.15

17.71

13.76

7.84

8.11

8.43

总计 Total

48.42

17.20

15.02

8.33

7.04

4.00

森林 Forest

95.15

4.36

0.37

0.09

0.02

0.01

灌丛 Bush

80.25

18.12

1.41

0.19

0.03

0.00

草地 Grassland

56.41

40.28

3.00

0.27

0.03

0.01

湿地 Wetland

75.11

18.44

4.25

1.51

0.57

0.12

农田 Farmland

64.43

32.25

2.98

0.31

0.03

0.00

城镇 Town

81.68

16.26

1.67

0.32

0.06

0.01

沙地 Sand

95.93

4.06

0.01

0.00

0.00

0.00

裸地 Bare land

63.27

29.07

5.55

1.43

0.43

0.25

总计 Total

68.94

28.40

2.37

0.26

0.03

0.00

森林 Forest

95.46

2.42

1.13

0.45

0.30

0.23

灌丛 Bush

77.68

11.72

6.27

2.38

1.34

0.62

草地 Grassland

49.58

25.85

14.38

5.56

3.33

1.30

湿地 Wetland

67.58

11.61

7.60

4.17

4.04

5.00

农田 Farmland

58.93

18.66

11.89

5.11

3.55

1.86

城镇 Town

73.04

12.99

6.90

3.17

2.21

1.69

沙地 Sand

91.91

6.50

1.30

0.25

0.05

0.00

裸地 Bare land

50.98

19.07

11.49

6.22

5.30

6.95

总计 Total

64.48

17.36

10.11

4.11

2.65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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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0—2010 年研究区不同二级流域土壤侵蚀总量对比
Comparison of total soil erosion among sub-basins of the study area from 2000 to 2010

侵蚀量减少比重最大的是龙门至三峡干流区间，为
60.72%，其次是吴堡以下右岸、洛河流域及三门峡
至小浪底区间，减少比重均超过了 50%；而减少速
率最大的是泾河流域，其次是渭河上游，其减少速
率均超过了 1 000 t·(km2·a)-1。

图 8 研究区二级流域土壤侵蚀及植被覆盖度变化率对比
Figure 8 Comparison of soil erosion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in sub-basins of the study area

就不同生态系统而言，农田生态系统的土壤侵
蚀面积最大，其次是草地，且 2000—2010 年，各生
态系统中度以下土壤侵蚀的比重均呈先增加后减少
整体增加的趋势，强烈以上侵蚀的比重均呈先减少
后增加整体减少的趋势，各生态系统的土壤侵蚀强
度明显在减弱。此外，裸地和农田强烈侵蚀以上级
别的侵蚀比重在 2000、2005 以及 2010 年均较大，
而森林和灌丛强烈侵蚀以上级别的侵蚀比重较小。
可见，黄河中游地区的森林、灌丛等生态系统的水
土保持效益较好，裸地和农田的土壤由于该地区地
形破碎且降水多集中在夏季汛期而易受水蚀影响。
2.2.3 以 二 级 流 域 为 单 元 的 土 壤 侵 蚀 变 化 分 析
2000—2010 年，随着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
黄河中游地区的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同时，各流
域的土壤侵蚀量也整体降低（见图 7），其中，土壤

图 9 2000-2010 年研究区三级流域土壤侵蚀变化率分布
Figure 9 Distribution of soil erosion change rate during
2000-2010 in three-order basins of the study area

就不同时段而言，土壤侵蚀的变化趋势均与植
被覆盖度的变化趋势相反，但由于地形、土质及生
态类型的差异，不同流域植被覆盖度变化的幅度和
土 壤 侵 蚀 的 变 化 幅 度 不 完 全 一 致 （ 见 图 8 ）。
2000—2005 年黄河中游各二级流域的土壤侵蚀量
均在减少，其中，小浪底至花园口干流区间的减少
比重最大，为 78.49%，其植被覆盖度虽在增加，但
增加幅度不及土壤侵蚀减少幅度，其余二级流域的
减少比重不足 50%；2005—2010 年期间除小浪底至
花园口干流区间、伊洛河流域、沁丹河流域和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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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外，其余流域的土壤侵蚀均在减少，其中，减
少比率最大的是龙门至三峡干流区间，其减少比率
超过了 50%，增加的流域中，小浪底至花园口干流
区间的土壤侵蚀增加比率最大，近 140%，其他流
域增加比率均不足 20%。这可能是由于降水、地形、
土壤类型和生态类型的空间差异以及植被的时空变
化造成的。可见，在未来的水土保持工程中，应当
更加重视小浪底至花园口干流区间的土壤侵蚀，优
化小浪底至花园口干流区间及伊洛河流域、沁丹河
流域、渭河中游的水保措施，以改善这些流域的土
壤侵蚀状况。
2.2.4 以 三 级 流 域 为 单 元 的 土 壤 侵 蚀 变 化 分 析
2000—2010 年，研究区三级流域中除沣河、伊河及
黑河流域的土壤侵蚀量在增加外，其余小流域的土
壤侵蚀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见图 9）。其中，增
加比率最大的是沣河流域，其次是黑河和伊河流域，
其增加比率分别为 131.52%、63.54%和 11.23%；减
少比率最大的是仕望川流域、宏农河流域、北洛河
（刘家河）流域以及汾川河流域，其减少比率均超
过了 80%。

3

讨论

黄河中游地区以土壤水力侵蚀为主，因此本研
究主要考虑水力侵蚀。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沣
河、伊河及黑河等流域的土壤侵蚀改善状况不容乐
观，那么，导致这些流域土壤侵蚀仍旧严重的原因
是什么，目前的治理措施有何优点和不足，如何采
取更有效的防治措施改善这些地区的土壤侵蚀状况
等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待深入剖析；C 因子是
RUSLE 模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子，降雨是水土流失
的主要外营力，控制降雨因素分析以植被为主导因
子的土壤侵蚀可间接的体现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水
土保持效益，通过对 R 因子进行多年平均处理简单
剔除了气候要素中的降水变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如何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剥离气候因素并准确评估
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还有待研究；采用修正
的通用土壤侵蚀模型估算了黄河中游的土壤侵蚀
量，其中的 C 因子是通过植被覆盖度计算得到的，
它无法表征植被的垂直结构以及落叶对水土的保持
作用，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考虑植被垂直结
构以及落叶的水土保持作用；詹蕾[36]以陕西省为例
对 SRTM-DEM 的精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陕西省
的 SRTM-DEM 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误差，所采用
的 DEM 为 SRTM-DEM 数据产品，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 考 虑 用 InSAR 技 术 获 取 地 面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大

学

学

报

2017 年

（DEM）替代 SRTM-DEM。

4

结论

运用 GIS 和 RS 技术，基于修正的通用土壤流
失方程计算了黄河中游地区在多年平均降雨量基本
保持不变情况下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分析了土壤
侵蚀与植被覆盖度间的关系，探讨了不同生态系统
土壤侵蚀强度的分布以及不同二级、三级流域的土
壤侵蚀动态特征，结果如下。
（1）黄河中游的土壤侵蚀和植被覆盖度之间存
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黄河中游地区的植被覆盖
度在 2000 年前后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以来逐渐
增加，整个黄河中游的平均侵蚀模数由 3 300.97
t·(km2·a)-1 下降到了 1 689.96 t·(km2·a)-1，土壤侵蚀
状况整体明显好转，这与傅伯杰 [26]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
（2）黄土高原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
草工程，大量退耕坡耕地转为草地、林地和灌丛。
2000—2010 年期间，研究区各生态系统的土壤侵蚀
强度明显减弱，土壤侵蚀逐渐得到遏制。
（3）由于降水、土壤属性和地形等的空间差异
以及植被覆盖度的时空变化，不同流域的土壤侵蚀
差异明显。以二级流域为单元的土壤侵蚀评价结果
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二级流域的土壤侵蚀在研究时
段内整体均呈下降趋势，但在 2005—2010 年间，小
浪底至花园口干流区间、伊洛河流域、沁丹河流域
以及渭河中游的土壤侵蚀状况有所逆转，在未来的
发展中要采取措施继续加强伊洛河、沁丹河流域和
渭河中游地区土壤侵蚀的治理，调整小浪底至花园
口干流区间的土壤侵蚀治理方案，减少该地区的土
壤侵蚀量。
（4）以三级流域为单元的土壤侵蚀评价结果表
明，除沣河、伊河及黑河流域的土壤侵蚀量在增加
外，其余小流域的土壤侵蚀量在研究时段内均有不
同程度的减少，因此，沣河、伊河及黑河流域的土
壤侵蚀在未来的防治中需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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