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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和田河绿色走廊是塔里木盆地中南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三条绿色走廊之一 ,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生态、交通意义。

绿色走廊的演变受到构造运动、气候波动和人为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其中 ,人为干扰是绿色走廊现代生态环境演变过程中最重

要最活跃的控制因素。建议加强流域水资源总体规划与统筹管理 ,兼顾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 ,逐步改变农村居民燃料能源结

构 ,从而保护绿色走廊生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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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en corridor of Hetian river is one of three green corridors which cross Taklamakan desert from south to

north in the Tarim basin and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ecosystem , transportatio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 on. The

evolution of green corridor in Hetian river has been impacted by geology ,climate and people’s interruption. The interruption

of peop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olling factor in them. On the base of the study on the system controlled by people , some

pieces of advice were given by the author , including water resources layouted and managed on the whole , production , life ,

ecology all considered , the structure of fuel regulated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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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和田河绿色走廊沿南北方向横穿塔克拉玛

干沙漠 ,把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的和田绿洲和盆地北

缘的阿克苏绿洲连接在一起 ,成为塔里木盆地三大绿

色走廊之一。这条绿色走廊对维系和田河流域荒漠

绿洲生态系统的稳定、维持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水分、

沉积物循环以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

重大意义。近年来 ,随着和田河流域水土资源大规模

开发利用 ,输入下游绿色走廊的水资源有所减少 ,地

下水位逐年下降 ,河岸林草植被衰败 ,生态系统退化 ,

流沙活动趋势加强 ,绿色走廊的生存受到威胁。本文

从绿色走廊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机制分析入手 ,探

讨和田河绿色走廊生态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1 　和田河绿色走廊的基本特征

新疆和田河流域位于塔里木盆地西部、昆仑山北

麓。河流发源于青藏高原北部海拔 6 000m 以上的慕

士塔格峰 ,向北纵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约 500km 后汇入

塔里木河干流。千万年来 ,奔腾不息的和田河水滋润

着两岸的土壤和植被 ,形成了由胡杨、柽柳、芦苇以及

其他耐旱耐盐植被组成的绿色植被带 ,即和田河绿色

走廊。植被带在和田河两岸基本呈对称分布 ,宽度变

化于 500m～2 800m 之间。在河流强烈侵蚀、河漫滩

缺失的河床凹岸 ,植被带宽度只有 100m～200m ,甚至

缺失 ,流动沙丘直逼河岸。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

汇合点至注入塔里木河干流的交汇点为和田河绿色

走廊的主体 ,全长约 319km ,面积约 2113 ×104hm2。

和田河流域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强烈 ,河川

径流量年内分配极不均匀 ,每年 6 —8 月份径流量占

年径流量的 76 %左右 ,而 3 —5 月仅占 718 %左右 ,枯

水期长 ,洪量集中。和田河全年风沙日数为全疆之

最 ,浮尘天气平均达 200d ;4 —6 月沙暴日频繁 ,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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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 ;风速 17m/ s 以上的大风 ,年均 1115 次[1 ] ,多东北

风 ,部分地区还受东北、西北风交汇的影响。因此 ,绿

色走廊两侧流动沙丘年均移动速度可达 6m～10m ,大

部分自东北向西南移动 ,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和田河

绿色走廊是塔里木盆地西部干旱荒漠绿洲中主要的

生态流 ,它的变化是导致塔里木盆地西部荒漠绿洲景

观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2 　和田河绿色走廊的时空演变与成因机制

211 　绿色走廊的时空演变

根据对和田河沉积物及古河道发育过程分析 ,在

末次冰期的晚期[2 ] ,来自昆仑山的冰雪融水汇集成玉

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 ,流入盆地后交汇形成横穿塔

克拉玛干沙漠的和田河 ,在由松散沉积构成的起伏平

缓的风沙平原上奔腾流动 ,河曲发育 ,游荡摆动 ,历经

千万年洪枯变迁 ,滋润孕育出生态景观独特的绿色走

廊。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老和田河北段冲决左岸天然

堤 ,穿过纵向沙丘间的低地汇入塔里木河 ,从而改道

西移形成新和田河。1962 年 ,在老和田河北段进水

口人工堵坝后 ,改道河段才彻底断流 ,老和田河废弃

河段绿色植被退化衰败 ,而新和田河植被开始繁茂。

212 　绿色走廊的演变机制

从和田河绿色走廊变迁历史可知 ,绿色走廊的演

变主要是水资源时空分布变化而引起的 ,其中构造活

动、气候波动和人为干扰等三大因素是关键的驱动因

素。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人类活动对绿色走廊演

变过程的影响日趋重要。

21211 　构造活动

和田河绿色走廊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西部 ,穿越和

田凹陷、麦盖提斜坡、巴楚断隆和阿瓦提凹陷几个构

造区。第四纪以来 ,塔里木盆地西南凹陷随昆仑山大

幅度的强烈抬升而持续隆起 ,使盆地向东北方向掀

斜 ,而北部阿瓦提凹陷构造相对下沉 ,成为塔里木河

上游三大支流汇集地带 ,从而使和田河稳定地向北流

动 ,中下游整体地向东偏移 ,确定了绿色走廊的基本

空间位置。

此外 ,差异性的构造运动可能导致局部河段定向

迁移和河床下切或淤积 ,地下水位因此发生变化 ,由

此导致区域植被类型的逆向演替。因为不同类型植

物根系对地下水盐的吸收能力差异较大。如 :天然胡

杨林在地下水位埋深不超过 3m 时生长旺盛 ,下降到

4m以下则开始退化 ,超过 6m 则逐渐死亡[3 ] 。所以 ,

当地下水位变化时 ,绿色走廊的植物群落也将随之发

生演替。

21212 　气候波动

根据古地理研究资料[4 ] ,塔里木盆地的干旱气候

在新生代晚第三纪已经初步形成 ,在第四纪进一步发

展。在干旱气候总背景下 ,盆地气候有过多次波动 ,

全新世尤为明显。野外调查发现 ,和田河 - 亚尔通古

考河一带普遍可见一套灰白色粘土及亚粘土层 ,厚度

在几十厘米到数米之间 ,处于现代风成沙之下 ,许多

沙包中的红柳常扎根该粘土层中 ,表明塔里木盆地在

全新世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湿润多水时期。东部策

勒绿洲沉积地层及地球化学元素分析也表明 ,在最近

四千年来干旱气候背景中 ,本区气候有若干次相对湿

润与干旱加剧的气候波动[5 ] 。

21213 　人为干扰

进入 20 世纪 ,随着区域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 ,

和田河流域人口急剧增长 ,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 ,人

类调控和田河水资源的时空分布 ,开发流域水土资

源 ,从而影响绿色走廊的演变过程。据统计[3 ] ,和田

河流域耕地由 1911 年的 3176 ×104hm2 增加到 1985

年的 18167 ×104hm2 ,70 多年间净增近 4 倍。人口与

耕地的急剧增长给绿色走廊本来就有限的水资源带

来了巨大压力。例如上个世纪 50 - 80 年代 ,和田、墨

玉、洛普三县居民每年耗费荒漠薪柴高达 25 ×104t～

30 ×104t ,和田河绿色走廊荒漠林面积因此减少了一

半。迄今为止 ,和田河共有大、中、小型水库 18 座 ,总

库容为 319 ×108m3 [6 ] 。大量引水使和田河绿色走廊

水量减少甚至个别年份出现断流 ,地下水位下降 ,造

成绿色走廊生态系统退化 ,两侧沙丘活化和流沙入

侵。根据航空照片和卫片测算 ,最近 30 年来和田地

区被沙漠吞没的农田超过 2 ×104hm2 ,流沙南侵和人

为造成的沙化土地面积达 3 ×104km2 ,沙尘暴和浮尘

日数连年增加。

3 　绿色走廊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机制与整治对策

311 　绿色走廊优化调控机制

纵观和田河绿色走廊演变历史 ,前期主要是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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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气候波动起作用。至近现代 ,人为干扰几乎完

全掩盖了构造运动和气候波动对绿色走廊演变的作

用。人类活动对和田河绿色走廊的调控可分为三方

面 : ①重大工程行为 ,主要是依托绿色走廊的水利枢

纽工程 ,沿和田河拟建的公路工程等 ,必将对绿色走

廊的景观结构及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 ②大规模开发利

用资源的行为 ,包括利用水、土、生物等资源 ,必将对

绿色走廊及其南北两端人工绿洲的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过程产生影响 ; ③社会行为 ,包括各类生态环境政

策法规对人们社会经济行为和生产活动的限定等。

国内外众多案例研究表明 ,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必须

耦合为一个整体协调发展 ,才能实现区域生态环境和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7 ] 。和田地区过去几十年基

本表现为不可持续发展状态 ,人口的增长导致能源消

耗增加 ,开垦土地 ,破坏绿色走廊的荒漠林植被 ;农业

用水不断增加、使下游水量减少、地下水位降低等 ,结

果使和田河绿洲土地生产力和稳定性下降 ,土地沙漠

化加剧。

312 　绿色走廊的优化调控对策

31211 　加强流域水资源宏观规划与调控

制定流域水资源利用总体规划及相应地方法规 ,

依法规范水资源开发利用行为。除了退耕还林、还草

外 ,还应将“还水”(生态需水)列入议程 ,兼顾生产、生

活和生态用水。提高节水意识、普及节水技术是优化

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途径。

31212 　协调区域地表水与地下水开发利用

通过兴建人工水库 ,合理调控地表水资源 ,确保

走廊河岸林得到河水滋润 ,并能有一定水量 (11 ×

108m3/ a)继续进入塔里木河干流 ,为保护塔里木河中

下游绿色走廊作贡献。严格控制大规模开采地下水 ,

减少对地下水的无谓消耗。

31213 　绿色走廊植被更新和维护植被措施

加强胡杨林、柽柳林的更新及幼林抚育工作。大

力开展人工造林、种草 ,推广节水灌溉 ,防治病虫害。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基

础上 ,积极推动横穿绿色走廊的和田 - 阿拉尔公路的

建成通车 ,以便更加有效的促进绿色走廊植被的人工

抚育和保护工作。

31214 　加强走廊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研究

研究维系绿色走廊生态平衡的生态需水量 ,地表

水与地下水的相互转化关系 ,地下水动态储量、静态

储量与可利用量 ,地下水与植物蒸腾的动态关系 ,利

用现有水资源恢复区域植被的关键技术等 ,为拯救绿

色走廊提供科学依据。

4 　结论

和田河绿色走廊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 ,可以归纳

为构造活动、气候波动和人为干扰三个方面。其中构

造活动和气候波动在绿色走廊的自然演变中起着宏

观的控制作用 ,而人类活动以其强烈的干扰特点对绿

色走廊近现代演变起主导作用。各种事实表明 ,人为

干扰作用是强烈的 ,但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

是有限的。采取进一步加强和田河流域水资源总体

规划和统筹调水管理 ,协调生活、生产和生态需水量 ,

逐步改变农村燃料能源结构等科学有序的调控措施 ,

将有利于实现绿色走廊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和田地区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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