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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基于第一尧二次石漠化监测数据并以贵州省为例袁在县域层面上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石漠化
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遥 研究结果表明院渊1冤治理因素对石漠化改善影响很大袁其中退耕还林项目面积
占总治理面积的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袁则石漠化改善率提高0.715个百分点遥 治理面积占石漠化面积的
比例每增长1个百分点袁改善率就提高0.419个百分点遥 渊2冤自然因素中的林木覆盖率对遏制石漠化退化作
用最大袁其每增加1个百分点袁石漠化退化率就下降1.042个百分点遥 社会经济因素中的人均耕地面积和城
镇化率分别增加1个百分点时袁退化率分别下降0.359个百分点和0.215个百分点遥 因此袁扩大石漠化治理
面积袁特别是增加退耕还林面积袁提高林木覆盖率袁提高城镇化率等措施是石漠化治理的有效途径遥
关键词院喀斯特石漠化曰生态治理曰改善曰退化曰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院云猿圆圆援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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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贵州高原为中心的我国岩溶地区生态系
统脆弱袁石漠化现象严重遥 咱1暂 近年来国家启动
了石漠化综合治理尧退耕还林尧生态公益林保护
等项目对石漠化进行整治袁 取得了很好效果 咱2暂曰
第二次石漠化监测结果也显示袁 与第一次监测
相比袁 我国石漠化土地面积净减少 96 万公顷袁
减少了 7.4%袁 但石漠化治理仍存在以下问题院
一是不同地区土地石漠化改善渊员冤情况差异很大袁
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漠化监测期间袁 贵州省
有些县的石漠化土地改善面积 渊圆冤 占调查面积的
比例不到 1%袁 但有些县的比例却高达 24%曰二
是石漠化治理过程中有些地方存在着严重的石
漠化边改善尧边退化 渊猿冤 现象袁如贵州省兴义市在
第二次石漠化监测期间袁 其石漠化改善面积占
调查面积高达 23.07%袁 但石漠化退化面积占调
查面积的比例也高达 22.99%遥 咱3暂我们不禁要问院
影响石漠化土地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钥 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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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石漠化治理项目如何影响石漠化变化方
向尧影响程度多高钥 不同地区石漠化治理效果的
差异是否与石漠化治理措施尧 治理面积及当地
所实施的项目类型有关钥
针对上述问题袁现有文献主要是利用石漠化
空间演化信息袁结合当地的社会尧经济发展状况
来探讨石漠化变化原因遥 咱4暂咱暂5暂咱暂6暂涉及石漠化治理
效果时袁通常是利用遥感等技术对某个具体项目
的治理效果进行评价咱7暂咱8暂袁无疑袁这些文献对本文
所提问题已进行了深入探讨袁 但仍存在缺陷院一
是忽略了县域间生态项目实施效果的差异性遥 县
级政府是各类公共政策实施的基层主体袁石漠化
项目实施中常见县级政府根据本地资源优势配
套实施其他各类公共政策如扶贫资金等的举措袁
这意味着袁即使石漠化空间演化结构相同袁所实
施的石漠化治理项目也一样袁但县域间的实施效
果却可能大相径庭遥 二是忽略了同一地块上石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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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治理项目投入的重叠性和治理效果的难以剥
离性遥 国家已实施的和石漠化治理相关的生态项
目多达十多项袁实践中同一地块的石漠化治理效
果往往是整合性使用多个项目资金及多种政策
工具的结果袁当对具体项目评价时其实施效果经
常被夸大遥 咱9暂
因此袁本论文拟对生态治理前提下县域层面
的石漠化变化影响因素展开研究遥 由于第一尧二
次石漠化监测结果提供了省尧市尧县三级能定量
反映石漠化治理与石漠化变化的丰富数据袁而贵
州省是中国石漠化面积最大尧类型最多尧程度最
深尧危害最重的省份之一袁也是国家开展石漠化
综合治理工作的重点省份袁全省 88 个县渊市尧区冤
已有 78 个纳入国家 叶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大纲
渊2006要2015冤曳 中石漠化综合治理专项计划袁已
实施的与石漠化治理相关的国家级项目多达 12
项遥 因此袁论文以贵州省为例袁通过对第一尧二次
石漠化监测期间石漠化变化影响因素的分析袁试
图回答上述问题袁并对今后石漠化治理的政策完
善和工程项目实施提出相应的建议袁从而提高县

域生态项目石漠化治理效果遥
一尧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论文拟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构建县域土
地在第一尧二次石漠化监测期间其石漠化变化的
分析模型遥 由于论文研究的是石漠化治理背景下
的石漠化变化影响因素袁因此袁本文把影响因素
分成两类院石漠化治理因素和非治理因素袁具体
如公式渊1冤所示院
y 渊县域土地石漠化变化冤=f 渊石漠化治理因
素袁非治理因素冤+u
渊1冤
公式中石漠化治理因素和非治理因素在第 3
部分中进行讨论遥 石漠化变化用石漠化改善率和
石漠化退化率两个指标体现袁所需数据主要源于
第二次石漠化监测数据遥 由于石漠化监测中石漠
化变化类型分成明显改善型尧轻微改善型尧稳定
型尧退化加剧型和退化严重加剧型等五类袁因此
石漠化改善率和退化率的计算方法分别如公式
渊2冤和公式渊3冤所示院

渊2冤

石漠化改善率= 轻微改善型石漠化土地面积+明显改善型石漠化土地面积
石漠化总调查面积
石漠化退化率= 退化加剧型石漠化土地面积+退化严重加剧型石漠化土地面积
石漠化总调查面积

渊3冤

中石漠化尧 潜在石漠化和非石漠化的土地面积
分别占 29.54%尧26.59%和 43.87%袁石漠化土地
以轻度和中度石漠化为主遥 比较第一尧二次石漠
化监测数据袁5 年间贵州省的石漠化土地面积
增加了 9.67%袁 其中主要以中度石漠化面积增
加为主渊表1冤遥 从县域角度看袁各县渊市尧区冤喀斯
特土地类型的构成比例差异很大袁 如望谟县石
漠化尧 潜在石漠化和非石漠化土地面积占总调
查 面 积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71.46% 尧17.18% 和
11.36%袁 而贵阳市小河区则为 员3.36%袁13.03%
和 73.61%遥

论文的主要数据来源有三个院一是贵州省第
一尧二次石漠化监测数据袁二是贵州省及各县的
统计年鉴袁三是贵州省向国家十部委渊局冤报送的
退耕还林情况资料遥
二尧研究区石漠化及石漠化治理
渊一冤研究区的石漠化及石漠化变化情况
员援研究区的石漠化状况
第二次石漠化监测数据显示院 贵州省喀斯
特地形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63.71%袁喀斯特地形

表1 贵州省石漠化土地面积分布

监测时期
第一次
第二次

石漠化渊万公顷冤

调查面积

渊万公顷冤
1124.02
1122.38

小计

轻度

中度

重度

极重度

302.38

106.49

153.41

37.50

4.97

331.61

105.86

173.30

43.28

数据来源院贵州省林业勘察设计院袁第一尧二次石漠化监测数据袁2007袁 2012遥

9.17

潜在石漠化

非石漠化

325.56

496.08

渊万公顷冤
298.40

渊万公顷冤
4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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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石漠化变化情况
渊1冤总体石漠化变化状况遥 第一尧二次石漠化
监测期间袁 贵州省的石漠化变化类型以稳定型
为主袁 其占总调查面积的 86.00%袁 改善型占
8.31%袁而退化型占 5.39%袁这表明贵州省总体
石漠化改善的速度快于退化速度遥 从县域角度
看袁利用公式渊2冤尧渊3冤计算得到的各县石漠化改
善率尧退化率两个指标数值差异极大袁以省级石
漠化改善率 8.31% 和 退 化 率 5.39% 为 基准 袁 这
78 个 县 渊 市 尧 区 冤 的 石 漠 化 变 化 可 以 分 成 高 改
善要高退化尧高改善要低退化尧低改善要高退化
和低改善要低退化四类袁各类型的县渊市尧区冤数
分 别 有 20尧21尧10 和 27 个 袁 其 极 值 分 别 为
渊23.07% 袁22.99% 冤 渊19.89% 袁3.03% 冤尧 渊5.73% 袁
10.95%冤和渊1.77%袁0.765冤渊图 员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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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石漠化变化分布散点图

渊2冤分石漠化程度的石漠化变化状况遥 贵州
省第二次石漠化监测期间不同石漠化程度的土
地石漠化变化状况如表 圆 所示遥 从石漠化程度缓
解角度看袁石漠化等级越高的土地袁其石漠化下
降面积占本等级面积的比例越高袁即石漠化程度

越高袁其改善的可能性越大遥 但从石漠化程度上
升角度看袁轻度石漠化土地其石漠化上升面积占
本等级面积的比例最高袁即轻度石漠化土地退化
的可能性最大遥 整体看袁中度石漠化土地其石漠
化程度下降面积占总下降面积的比例最高袁而非
石漠化和潜在石漠化土地其石漠化程度上升面
积分别占总上升面积的三分之一遥
渊3冤分土地使用类型的石漠化变化情况遥 土
地使用类型可分成林地尧耕地和草地三类袁两次
石漠化监测结果显示院调查面积中林地所占比例
最高袁而草地所占比例最低遥 由于退耕还林项目
的实施袁第一尧二次石漠化监测期间林地的面积
占比上升袁而旱地面积占比下降遥 从石漠化情况
看袁 草地的石漠化面积占其总面积的比例最高袁
而林地则最低遥 第一尧二次石漠化监测期间袁除林
地外袁旱地和草地中石漠化土地所占比例都上升
渊表 猿冤遥
渊源冤分植被盖度的石漠化变化情况遥 植被盖
度与石漠化程度密切相关院 非石漠化土地除外袁
其他土地都呈现出一种规律院 石漠化程度越高袁
其植被盖度越低遥 非石漠化土地主要用于农业生
产袁因农作物类别原因袁其植被盖度分布在 源园豫耀
苑怨豫间渊表 源冤遥
渊二冤石漠化治理状况
员援石漠化治理面积遥 第二次石漠化监测结果
显示袁贵州省石漠化治理面积渊猿冤达 282.90 万公顷袁
占喀斯特调查面积的 25.24%袁但从县域角度看袁这
个数值差异很大袁最高可达 94.22%袁最低为 1.69%遥
圆援石漠化治理措施遥 石漠化治理措施包括林
草措施尧农业技术措施和工程措施袁第二次石漠
化监测结果显示袁贵州省这三种措施所治理面积
占 总 治 理 面 积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80.3% 尧9% 和
10.7%遥 从县域角度看袁绝大多数县渊市尧区冤的治
理措施也是以林草措施为主袁其所占比例最高达

表圆 两次石漠化监测期间贵州省分石漠化程度的土地石漠化变化状况

指标

石漠化程度

石漠化程度下降面积占本级石漠化面积比渊%冤
石漠化程度上升面积占本级石漠化面积比渊%冤
石漠化程度下降面积占总下降面积比渊%冤
石漠化程度上升面积占总上升面积比渊%冤

石漠化
中度

重度

极重度

21.60

32.82

41.31

65.33

5.74

19.00

47.04

13.45

4.89

14.31

17.80
22.53

数据来源院贵州省林业勘察设计院袁第二次石漠化监测袁201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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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石漠化

轻度

3.73
7.68

2.22
1.14

非石漠化

9.47

5.90

33.97

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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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猿 贵州省分土地类型的石漠化变化情况
监测时期
第一次
第二次

土地面积占总调查面积比例渊%冤
林地
55.30

草地

林地

旱地

草地

25.73

0.70
1.15

28.13

30.34

35.89

潜在石漠化

非石漠化

34.96

59.54

土地石漠化面积占本类土地面积比例渊%冤

旱地 *

26.20

39.64

* 耕地分水田和旱地两种袁水田不存在石漠化现象袁故本表仅列出旱地的相关数据遥

45.00

数据来源院贵州省林业勘察设计院袁第二次石漠化监测袁2012.

表源 第二次石漠化监测贵州省分植被盖度的石漠化变化情况
植被盖度

石漠化
轻度石漠化

中度石漠化

重度石漠化

极重度石漠化

20%以下

0.00

3.54

19.72

83.64

0.00

40豫~59%

73.18

58.52

34.32

0.00

32.19

20豫~39%
60豫~79%
80%以上

21.70
5.11
0.00

34.81
3.13
0.00

45.97
0.00
0.00

16.36
0.00
0.00

17.16

0.00

10.69

45.13

27.07

22.67

30.00
15.09

数据来源院贵州省林业勘察设计院袁第二次石漠化监测袁2012遥

99.01%袁最低为 37.89%遥
猿援石漠化治理工程项目遥 贵州省涉及的与石
漠化治理相关的工程多达 12 项目袁 但项目间的
规模渊包括面积和项目投资冤差异程度很大遥 从治
理面积角度看袁中幼林抚育工程尧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分别占治理面积的
27.11%尧24.23%和 22.36%袁 但从投资规模看袁退
耕还林还草工程项目无疑是最大的遥 其他工程如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渊6.72%冤尧小流域综合治理
工程渊0.45%冤尧农业综合开发工程渊0.26%冤等所占
的比例都很小遥
三尧 石漠化变化影响因素的初步分析
渊一冤影响石漠化改善的因素
员援治理因素
治理面积的影响遥 石漠化工程项目实施的目
的在于改善石漠化状况袁已实施的一系列生态保
护与治理项目对遏制石漠化扩展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咱3暂袁故可认为治理面积越大越有利于石
漠化改善袁本文设置野治理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冶
指标作为反映遥
石漠化治理措施的影响遥 第二次石漠化监测
报告中提到野人工造林种草和植被保护对石漠化
逆转起着主导作用冶 咱3暂袁表 源 也显示袁除了非石漠

化土地袁其他土地都呈现出石漠化程度越高其植
被盖度越低的规律袁实践中也有关于林草措施优
于其他两类措施的报告 咱10暂袁故认为院石漠化治理
中林草措施优于农业技术措施和工程措施袁当治
理措施中林草措施所占的比例越高袁越有利于石
漠化改善遥 本文设置野林草治理措施治理面积占
总治理面积比冶指标作为反映遥
治理项目类型的影响遥 在所有实施的石漠化
治理工程项目中袁退耕还林项目主要通过改变土地
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袁进而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和农
户生计模式达到根本性治理石漠化土地目的袁其影
响最深远咱9暂袁故认为退耕还林项目面积占治理面积
的比例越高越有利于石漠化改善遥 本文设置野退耕
还林面积占治理面积比冶指标作为反映遥
圆援非治理因素
自然条件因素遥 石漠化改善的情况与当地的
自然条件袁特别是喀斯特土地及其石漠化的面积
与程度相关遥 咱4暂咱11暂生态治理背景下不同石漠化程
度土地的改善情况存在差异袁以中度石漠化土地
其石漠化下降面积占总下降面积的比例最高遥 因
此袁 本文设置 野石漠化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冶和
野中度石漠化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冶 指标作为自
然条件的反映遥
土地利用类型遥 土地利用类型直接影响石漠
化的改善 咱12暂袁表 猿 也显示院林地的石漠化程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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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袁且在二次石漠化监测期间袁林地的石漠化程
度持续下降袁而耕地和草地的石漠化程度都高于
林地袁且还在持续退化中遥 故本文设置野旱地和草
地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冶指标作为反映遥
植被状况遥 石漠化改善与植被状况有关袁表 源
显示院 石漠化程度越高的土地其植被盖度越低
渊非石漠化土地除外冤袁表 猿 也显示石漠化改善与
植被盖度的关联袁 而大面积使用的林草治理措
施袁其本质就是通过提高植被盖度来达到石漠化
改善的目的遥 由于县域层面的植被盖度无法获
得袁本文利用野林木覆盖率冶指标来反映遥
渊二冤影响石漠化退化的因素
石漠化退化主要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咱5暂袁贵州省第二次石漠化监测结果
也表明院灾害因素和人为因素是全省石漠化土地
退化的主要原因袁由这两种原因所造成的石漠化
程度上升土地面积占石漠化程度上升总面积的
比例分别为 24.40%和 47.25%遥 咱3暂未有文献显示
治理因素会导致石漠化退化袁故在此不考虑治理
因素遥
员援自然条件因素
第二次石漠化监测中的灾害因素以地质灾
害为主袁而地质灾害的发生率和成灾率本质上与
当地喀斯特土地类型构成尧土地利用类型尧植被
类型和植被覆盖率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 咱4暂咱5暂咱10暂袁
因此袁本文沿用上述野喀斯特地形面积占国土面
积比例冶尧野石漠化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冶尧野旱地
和草地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冶和野森林覆盖率冶等
指标作为自然条件的反映遥
圆援社会尧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遥 第二次石漠化监测数据显示过
牧尧不适当农业经营尧过度樵采等是石漠化退化
的主要原因咱3暂袁其深层次根源在于当地社会尧经济
发展水平滞后及农户生计模式对土地的严重依
赖咱9暂袁农户收入越低袁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高遥 咱13暂
对石漠化治 理 中 退 化 率 最 高 的 黔 西 南 州 8 县
渊市冤的案例研究表明袁农民收入增长对土地尧对
种植业的高依赖程度袁导致了耕地尧草地石漠化
率的大幅上升 咱9暂袁而城镇化是缓解土地压力的一
种有效方式遥 咱12暂故本文利用野城镇化率冶尧野农村贫
困发生率冶指标反映社会发展水平遥
经济因素遥 除上述因素外袁 其他研究还表
缘愿

明院贵州省农民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袁且增
长速度也相对缓慢的原因在于人均资源相对匮
乏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滞后袁特别是种植业比重
偏高等原因遥 咱12暂由于贵州省农业产业结构以农
业和畜牧业为主袁前者约占农业总产值的 60%袁
后者约占 30% 咱13暂袁因此袁本文利用 野农业占农业
总产值比例冶尧野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例冶代表
农业产业结构袁用野人均常用耕地冶代表农民资
源禀赋袁用野旱地占耕地面积比例冶反映农民土
地石漠化的可能性袁而用野农民人均纯收入冶反
映经济水平遥
四尧石漠化变化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为解决自变量的共线性问题袁 本论文利用
STATA 软件中的岭回归方法构建数学模型并进
行检验遥
渊一冤石漠化改善影响因素的检验
利用第二次石漠化监测数据计算所得的石
漠化改善率为因变量袁 以文 3.1 中所列指标作为
自变量构建模型并进行计算袁结果如表 缘 所示遥
DER尧DG尧REB 和 CON 这 4 个变量通过显著
性水平统计检验袁但影响系数的方向和大小存在
差异遥 具体分析可知院对石漠化改善率影响最大
的因素是退耕还林项目袁当退耕还林项目实施面
积占总治理面积的比例增长 1 个百分点袁则石漠
化改善率就增加 0.715 个百分点曰 其次是治理面
积袁当治理面积占调查面积的比例增长 1 个百分
点袁石漠化改善率就增长 0.419 个百分点袁而旱地
和草地面积占调查面积的比例增长 1 个百分点袁
则石漠化改善率下降 0.249 个百分点遥 变量 DER
对石漠化改善的影响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袁应
理解为院并非 DER 越高越有利于石漠化改善袁而
是由于自然力对石漠化改善起着重要作用 咱4暂袁当
DER 越高时袁在自然力作用下其石漠化改善的面
积可能越多袁从而显示出更高的改善率遥
变量 FC 和 SM 虽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袁但
前者符合林木覆盖率有利于石漠化改善的预期遥
后者则显示袁虽然省级层面中度石漠化土地的石
漠化下降面积占总下降面积的比例最高袁但县域
层面的数据并不支持此结论遥
变量 FG 的符号与预期方向相反且未通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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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缘 石漠化改善影响因素模型的计量结果
因素

变量
石漠化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

非治理 中度石漠化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
因素

变量缩写

系数

标准误

DER

0.377***

0.059

DG

-0.249***

0.085

FG

-0.062

SM

旱地和草地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

FC

林木覆盖率
林草措施治理面积占总治理面积比例
治理因素

治理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
中度石漠化面积占治理面积比例
退耕还林项目实施面积占治理面积比例

-0.030
0.019

REB

0.419***

CON

0.715*

RSM

0.385

T 统计量
3.000

0.004

-2.910

0.005

0.077

-0.390

0.099

0.190

0.119

-0.520

0.235

-1.640

0.143
0.401

P值

2.930
1.780

0.701
0.249
0.606
0.005
0.107
0.081

注院***尧** 和 * 分别表示至少在 1%尧5%和 10%的检验水平上显著袁 岭参数 K=0.68928816袁Stata 中运行命令为院rxridge

y1 kar pder psm pdg pfc fg reb pd rsm con袁q渊0冤遥

著性检验袁究其原因是院虽然第二次石漠化监测
报告中提到野人工造林种草和植被保护对石漠化
逆转起着主导作用冶袁 并不意味着另两种措施的
治理效果不好遥此外袁证明野林草措施优于其他两
类工程措施冶的贵州安龙县石漠化治理实践所采
用的是林原草治理模式而非单一林地或单一草地
模式 咱10暂袁符合其他文献野林原草结构的保土尧保水
能力优于单一林地冶的研究结果 咱14暂袁而贵州省绝
大多数的林草措施是采用单一林地或单一草地
种植模式袁尤其后者经常发生的过牧现象已成为
石漠化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遥 咱9暂第二次石漠化监
测数据也显示院2005要圆011 年间袁草地石漠化退
化的速度远高于旱地和林地的退化速度遥 因此袁

县域层面的数据并不能证明单一林渊草冤措施优
于工程措施或农业技术措施遥
渊二冤石漠化退化影响因素的检验
以第二次石漠化监测数据计算所得的石漠
化退化率为因变量袁以上文中所列指标作为自变
量构建模型并进行计算袁结果如表 远 所示遥
DER尧FC尧TR 和 CUL 这 4 个变量通过不同显
著性水平的统计检验袁这表明院对石漠化退化率影
响最大的因素是林木覆盖率袁 当其增加 1 个百分
点时袁石漠化退化率就下降 1.042 个百分点曰其次
是农民人均常用耕地面积的影响袁 当其增加 1 个
百分点袁则石漠化退化率下降 0.359 个百分点曰最
后是城镇化率袁当城镇化率增加 1 个百分点时袁则

表远 石漠化退化影响因素的模型计量结果
因素

变量
喀斯特地形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

自然条件

石漠化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
旱地和草地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
林木覆盖率
城镇化率
农村贫困发生率
农民人均纯收入

社会经济

农业占农业总产值比例
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例
人均常用耕地
旱地占耕地面积比例

变量缩写

系数

标准误

KAR

0.117

0.060

0.133

0.124

DER

0.109*

FC

-1.042***

POV

0.006

DG
TR

-0.215*

INC

-0.053

AH2

0.126

AH1
CUL

DRY

-0.223
-0.359*
0.074

0.071

T 统计量
1.940

0.058

1.070

0.290

1.530

0.347

-3.000

0.147

0.040

0.111

-1.930

0.153

-0.350

0.221

0.570

0.170
0.344
0.189

P值

-1.310
-1.040
0.390

0.132
0.004
0.059
0.968
0.731
0.195
0.571
0.072
0.698

注院***尧** 和 * 分别表示至少在 1%尧5%和 10%的检验水平上显著袁 岭参数 K=0.89345938袁Stata 中运行命令为院rxridge

y2 kar der dg fc tr pov inc ah1 ah3 cul dry袁q渊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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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漠化退化率下降 0.215 个百分点曰 最后是石漠
化面积的影响袁 当石漠化土地占国土面积比例每
增加 1 个百分点袁退化率就增加 0.109 个百分点遥
KAR 尧DG 尧POV 尧INC 尧AH2 和 DRY 等 6 个
变量虽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袁 但在符号方向上
符合理论预期袁因此可以认为院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提高和农村贫困率的降低有利于石漠化退化率的
降低曰 旱地和草地面积的增加可能导致石漠化退
化率上升曰畜牧业产值在农业产值中的占比增加袁
石漠化退化率也可能上升曰 喀斯特土地在调查面
积中的占比增加袁则石漠化退化率可能上升遥
变量 AH1 在符号方向上不符合理论预期袁也
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袁 可能在于院AH1 指标
统计的是县级层面所有农业用地的产值袁一般而
言袁以旱地为主的单位喀斯特土地产出低于非喀
斯特土地渊旱地和水田冤产出遥 由于县域间石漠化
情况差异极大袁喀斯特土地占国土面积比例低或
石漠化程度低的地区袁 虽然其 AH1 数值很高袁但
其石漠化退化率却可能很低遥
五尧结论与建议
渊一冤 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院
员援 治理因素对石漠化改善率的影响很大袁其
中尤以退耕还林项目实施面积和治理面积这两
个因素的影响为最院当退耕还林项目实施面积占
总治理面积的比例提高 1 个百分点袁则石漠化改
善率相应提高 0.715 个百分点曰 当治理面积占调
查面积的比例增长 1 个百分点袁石漠化改善率就
增长 0.419 个百分点遥 自然力的影响体现在石漠
化面积占调查面积比例的指标上袁石漠化面积占
比越高袁 受自然力作用得到改善的面积也越多袁
并体现为越高的改善率遥
圆援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石漠化退化率
的影响迥异遥 自然资源因素中的林木覆盖率每增
加 1 个百分点时袁 石漠化退化率就下降 1.042 个
点遥 而社会经济因素中的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和
城镇化率的提高都有助于降低石漠化的退化率袁
影响系数分别为-0.359 和-0.215遥
渊二冤讨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袁 为提高石漠化治理效果袁本
远园

研究建议院
员援增加石漠化治理面积袁尤其要扩大退耕还
林项目的实施规模遥 超过七成的石漠化改善源
于石漠化治理袁在所有石漠化治理项目中袁退耕
还林项目对石漠化治理最为有效袁 但在本期石
漠化治理中退耕还林工程所治理面积仅占总治
理面积的 22.36%袁因此袁在增加石漠化治理面
积的同时袁利用 2015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项目重
启的契机袁尽量把 25 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纳入
退耕还林项目的实施范围袁 以此扩大该项目的
规模遥
圆援 新一轮退耕还林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完
善遥 一是退耕还林指标的分配与资金使用应在县
域水平上与石漠化的严重程度挂钩遥 前期退耕还
林项目的资金分配并不与各县渊市尧区冤的石漠化
程度挂钩袁如石漠化率高达 56.30%的兴义市渊全
省平均水平 26.90%冤袁 其退耕还林项目资金占所
有 项 目 的 比 例 仅 为 8.97% 渊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为
22.36%冤袁为此影响了兴义市的石漠化治理遥 二是
退耕地尽量采用林原草混合模式而非单一种林或
种草袁且还草面积要加以控制遥 林木覆盖率提高
可显著地降低石漠化退化率袁而旱地和草地的增
加却显著降低石漠化的改善率袁因此袁在条件许
可前提下应鼓励退耕地造林渊林原草混合冤而非种
草遥 三是兼顾生态与经济效益袁并结合农村劳动
力特点选择林种与树种遥 虽然新一轮退耕还林对
还生态林尧经济林的比例不再作限制袁但在树种
选择上尽可能选择对石漠化治理更有利的经济
林树种袁如以花卉尧果实或树叶采摘为主的树种遥
此外袁 农村劳动力数量下降且老龄化现象严重袁
而种植业又是劳动力季节性尧 密集型的产业袁在
林种尧树种选择时袁应考虑农村劳动力的这些特
点遥
猿援增加造林投入以保证林木覆盖率提高遥 造
林投入的增加不仅体现在总投资的增加袁更需要
增加单位面积的投入袁其原因在于院今后贵州省
石漠化新造林林地主要来源于宜林地渊占林地面
积的 7.55%冤袁与 2005 年第一次石漠化监测相比袁
现在宜林地的石漠化率已从 2005 年的 54.66%提
高到 67.29%袁其中袁重度和极重度面积占石漠化
面积的比例从 11.40%提高到 16.76%袁 宜林地石
漠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造林难度更大袁为保证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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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效果袁则应增加造林地渊特别是荒山造林冤的单
位面积造林投入遥
源援发展低土地压力的产业袁并多方提高城镇
化率遥 一是发展有利于缓解土地压力的产业袁增
加非农就业机会并提高非农收入比重遥 贵州省现
有产业结构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弱袁为提高城镇
化水平袁除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袁特别是农
特产品加工业外袁利用丰富的自然景观尧民族风
情及优美的人居环境发展生态旅游业袁是提供更
多非农就业机会尧增加非农收入的有效途径遥 二
是在提高本地城镇化水平基础上袁鼓励人口异地
渊省外冤城镇化遥 鉴于贵州全省的人口压力大袁环
境承载力低袁除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外袁首要任
务是帮助农村劳动力提升异地就业能力袁如在普
及 9 年义务制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职业高中
教育袁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免费的尧有针对性的短
期职业技能培训等袁 也是提升城镇化的有效途
径袁并可显著地提高石漠化的改善率遥

咱2暂王恒松袁熊康宁袁刘云.黔西北典型喀斯特小流域
综合治理的生态效益研究 咱J暂. 干旱区资源与环
境袁 2012袁26渊8冤院62-68.

咱3暂国家林业局.我国岩溶地区第二次石漠化监测结

果公布 咱N/OL暂. 中国绿色时报 渊2012-06-18冤袁

咱2012 -06 -18暂 http院//www.greentimes.com/green/
news/lygk/content/2012-06/18/content_183647.htm.

咱4暂宁茂岐袁赵佳袁熊康宁.贵州省长江流域和珠江流

域 石 漠 化 时 空 格 局 分 析 咱J暂. 贵 州 农 业 科 学 袁
2014袁42渊2冤院 39-42.

咱5暂李阳兵袁罗光杰袁白晓永.典型峰丛洼地耕地尧聚落

及其与喀斯特石漠化的相互关系咱J暂.生态学报袁
2014袁34渊9冤院 2195-2207.

咱6暂龙健袁江新荣袁邓启琼袁刘方.贵州喀斯特地区土壤

石漠化的本质特征研究 咱J暂. 土壤学报袁2005袁42
渊3冤院 419-427.

咱7暂王君华袁莫伟华袁陈燕丽.基于 3S 技术的广西平果
县石漠化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咱J暂.中国水土保持
科学袁2014袁12渊3冤院66-70.

咱8暂李昊袁蔡运龙袁陈睿山袁陈琼袁严祥.基于植被遥感
的西南喀斯特退耕还林工程效果评价咱J暂.生态学

注释院

报袁 2011袁31渊12冤院3255-3264.

渊员冤土地石漠化改善和土地石漠化退化院石漠化监测

咱9暂蔡志坚袁蒋瞻袁钟甫宁袁杨加猛.环境治理视角下石漠

漠化和石漠化三种类型袁 而石漠化土地又依其严

咱10暂 安龙县林业局. 安龙县第二次石漠化监测报告

中袁石漠化调查区的土地被分成非石漠化尧潜在石
重程度分成轻度尧中度尧重度和极重度四个等级遥
当土地的石漠化等级降低袁 或从石漠化状态转变
成潜在石漠化尧非石漠化状态袁我们称之为土地石
漠化改善曰与之相反袁则称为土地石漠化退化遥

渊圆冤土地石漠化改善面积和土地石漠化退化面积院因
第二次石漠化监测把石漠化变化类型分成明显改
善型尧轻微改善型尧稳定型尧退化加剧型和退化严
重加剧型等五类袁 则本文的石漠化土地改善面积
包括明显改善型和轻微改善型的面积袁同理袁石漠
化土地退化面积包括退化加剧型和退化严重加剧
型土地的面积遥

渊猿冤治理面积院指各项石漠化治理工程所治理面积的加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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