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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１９６０ 年以来， 若尔盖沼泽湿地的快速萎缩严重影响黄河上游水量补给和当地湿地生态系统， 但其机制尚不

清晰。 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野外调查、 气象水文资料和遥感影像， 分析若尔盖沼泽退化的主要原因与机制。 尽管气

温的缓慢升高， 但降水量并未减少， 考虑到沼泽的季节性特征， 气候变暖对沼泽萎缩影响相当有限， 但不是主要

原因。 经遥感判读和统计， 共识别现有 ９２０ ｋｍ 的人工渠道， 其疏干的沼泽面积约 ６４８ ３ ｋｍ２， 占总萎缩面积的

２７％。 人工开渠作为强烈的人类活动干扰， 是若尔盖沼泽快速萎缩的重要原因。 自然水系的溯源侵蚀长期疏干沼

泽、 降低地下水水位和放射状地向沼泽内部切穿是沼泽萎缩的重要机制。 人工开渠连通自然水系强化沼泽内河床

下切和排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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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源的若尔盖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西起巴颜喀拉山和阿尼玛卿山， 东抵岷山， 北起尕海， 南

至邛崃山， 海拔高度 ３ ４００～３ ９００ ｍ， 隶属于四川的若尔盖县、 红原县和阿坝县， 以及甘肃的玛曲县和碌曲

县， 约 ８０％的地域处在四川境内。 黄河以 “Ｕ” 型大拐弯穿越若尔盖盆地， 黄河及其支流的改道和频繁自然

裁弯［１］， 给流域内遗留星罗棋布的牛轭湖和废弃河道。
沼泽湿地广泛分布于若尔盖盆地内， 是中国独有的内陆湿地和世界最大的高原泥炭沼泽分布区， 沼泽面

积曾达 ４ ６００ ｋｍ２， 现存仅 ２ ２００ ｋｍ２， 面积萎缩达 ５２％， 沼泽功能退化更为严重［２⁃３］。 据历史记载， １９３０ 年

之前， 若尔盖沼泽处在无人区或半无人区的原始沼泽景观， 如热尔大坝、 日干乔、 喀哈尔乔、 黑青乔、 纳勒

乔、 纳洛乔、 也尔莫乔等大沼泽， 均是不能靠近的原始沼泽， 而且常年片状积水、 雨季普遍积水深约１ ｍ。
若尔盖沼泽广泛发育的最著名历史例证是 １９３５ 年红军过草地的艰苦历程。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 若尔盖沼泽开始

出现明显萎缩， 具体表现为沼泽的地表积水显著减少、 湖泊萎缩变浅、 地下水水位下降和生物多样性降低，
曾经人畜不能通行的沼泽仅剩下雨季的黑青乔、 纳勒乔、 纳洛乔及热尔大坝的局部区域。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
若尔盖沼泽萎缩更趋明显， 退化速率加快。 ２０００ 年至今， 除了哈丘错干、 花湖、 兴措等湖泊和黑河中游的

沼泽化河漫滩之外， 其他大沼泽雨季已无明显积水， 大多数沼泽只呈现过湿的草原状态［４⁃５］。 １９６０ 年以来，
气候变暖、 人类活动和河流溯源侵蚀等不利因素的叠加影响， 使得若尔盖沼泽已急剧萎缩。

若尔盖沼泽作为黄河源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 具有很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６］， 同时以其特殊地理位

置、 独特的泥炭质沼泽和面积急剧退化的现状， 近 ２０ 年以来吸引着众多专家关注。 国内外关于内陆湿地和

海岸带湿地退化的报道较多， 如嫩江流域沼泽湿地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年严重退化， 主要原因归结于人类活动和气

候变暖［７］， 澳大利亚西南海岸带湿地自 １８２９ 年以来已萎缩 ７０％， 主要原因是围填和排水疏干湿地［８］， 美国

阿拉斯加的北极圈封闭池沼自 １９５０ 年已减少 ３１％ ～３４％， 主要原因可能是冻土消融引起自然排水增加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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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暖使得蒸发蒸腾量增加［９］。
关于若尔盖沼泽退化过程及原因， 目前存在两种主要研究思路和众多学术观点。 第一种思路是通过历史调

查、 文献搜集和遥感影像， 定量给出沼泽湿地面积变化和分析沼泽面积锐减的主要原因。 由于缺少若尔盖历史

时期的湿地面积数据和选取的遥感影像时间不同， 不同专家给出萎缩比例差别较大。 刘红玉和白云芳［１０］ 认为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若尔盖沼泽面积萎缩达 ６２％， 约 ２ ７０８ ４ ｋｍ２， 认为萎缩主要原因是发展牧业驱动的各种人类活动

影响， 包括湿地排水活动和泥炭开发， 然而， Ｌｉ 等［１１］ 认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若尔盖沼泽面积从４ １４３ ４ ｋｍ２减至

３ ４０７ ３ ｋｍ２， 萎缩了 ７３５ １ ｋｍ２； 白军红等［１２］认为 １９６０—２００２ 年若尔盖沼泽总面积减少 ５９８ ６ ｋｍ２。 有的专家认

为若尔盖沼泽萎缩的原因在于人类活动（开沟排水和泥炭开采） ［１０⁃１１］， 有的专家则倾向于气候变暖［１２⁃１４］。
第二种思路是野外调查沼泽退化的现象， 寻找其内在原因， 囊括气候变暖、 地质构造运动、 开沟排水、

过度放牧、 泥炭开采、 人口增加和鼠害猖獗等， 但不分主次的原因探讨无助于问题的揭示。 宁龙梅和王华

静［３］认为地质构造是若尔盖沼泽退化的内因，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速湿地萎缩退化。 沈松平等［５］ 认为地

质构造和气候变暖是若尔盖沼泽退化的主导因素， 次要因素是超载放牧和开渠排水。 周绪纶［１５］ 认为若尔盖

沼泽退化灾变是地质、 生物、 水文、 地下水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叠加作用造成， 人类活动是湿地退化的最主要

原因。 高洁［１６］认为自然因素（气候变暖、 地壳抬升、 风化侵蚀和鼠虫灾害）和人类活动（牧业发展、 开沟排

水和泥炭开发）的长期叠加作用使得若尔盖沼泽萎缩。
综上可知， 关于若尔盖沼泽湿地萎缩的原因， 有的专家以单一因素分析（如气候变暖或人类活动）， 有

的专家以综合因素分析（气候变暖、 地质构造和人类活动均起作用）， 有的专家则以穷举所有因素的叠加作

用， 进而体现原因的完整性， 但未区分主次。 面对众说纷纭的观点和论据， 本研究根据更全面的文献调研和

深入的野外调查， 去粗取精， 抓住最主要的因素， 以期准确地揭示沼泽萎缩机制。

１　 研究区域、 方法与数据

若尔盖沼泽湿地分布于黄河源黄河大拐弯的两侧盆地， 是若尔盖盆地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与自然景观（图
１）。 若尔盖沼泽的超强含水特性， 被誉为 “黄河蓄水池”， 是黄河源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每年约补给黄河玛

曲水文站所实测年径流量的 ３０％， 即每年的水量约 ４６ 亿 ｍ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 笔者连续 ３ 年针对若尔盖沼泽

萎缩和河流下切开展广泛且较深入的调查。 水文数据采用 《黄河水文年鉴》 的玛曲和唐乃亥水文站的水位

和月平均流量， 其时间系列分别为 １９５９—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５６—２０１１ 年， 玛曲的水位 ～径流量系列为 １９５９—１９７１
年， 其他时间系列均较难获取。 若尔盖盆地的黄河主要支流白河和黑河， 其水文站分别为唐克和大水， 水文

资料系列为 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１７］。
气温和降雨量采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年值数据集。 选取若尔盖县（１９５７—２０１１ 年）、

红原县（１９６１—２０１１ 年）和玛曲县（１９６７—２０１１ 年）的逐月气温和降水量资料统计分析。 考虑本地区的气候特

征， 四季的划分为春季是 ３～５ 月， 夏季是 ６～８ 月， 秋季是 ９～１１ 月， 冬季是 １２ 月至翌年 ２ 月， 沼泽湿地特

征主要体现在夏季和秋季的降雨期。 这 ３ 个站点的平均气温和降雨量代表若尔盖区域的气候变化， 变化趋势

分析运用线性趋势法， 并给出气温和降雨量与时间的拟合公式。
遥感影像选取美国陆地卫星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和 ＥＴＭ ＳＬＣ⁃ｏｎ 的遥感影像作为数据，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ＥＴＭ＋影像数据

ｂａｎｄ１～ ｂａｎｄ５ 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数据免费下载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

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ｍｉｒｒｏｒ ｃｓｄｂ ｃｎ）。 野外调查发现， 沼泽内的人工渠道均较为顺直， 深度

０ ５～２ ０ ｍ， 与自然水系连通， 为在遥感影像上目测识别人工渠道提供极大便利。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遥感影像分

辨率（１５ ｍ）高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且可较清晰分辨人工渠道， 运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遥感影像手工绘制人工渠

道的分布图。 溯源侵蚀典型位置运用 ＧＰＳ 定位与遥感影像对照。 测量溯源点的溯源侵蚀平均速率方法： 首

先选取固定参考点， 以固定参考点向溯源点测量长度， 调节两期遥感影像至相同分辨率， 即可得到年平均溯

源速率。 泥沙粒径采用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２０００ 激光粒度仪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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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若尔盖沼泽位置与分布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ｏｅｒｇａｉ ｓｗａｍｐ

２　 研究结果分析

２ １　 气温升高对湿地退化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 若尔盖地区的气温近 ５５ 年来出现较显著升高。 根据气象数据（１９５７—２０１１ 年）得
到线性升高趋势（图 ２）， 若尔盖县夏季和秋季分别为 ０ ７５℃ ／ １０ ａ 和 ０ ９５℃ ／ １０ ａ， 红原县夏季和秋季分别为

０ ２１℃ ／ １０ ａ 和 ０ ２７℃ ／ １０ ａ， 玛曲县夏季和秋季分别为 ０ ３８℃ ／ １０ ａ 和 ０ ４６℃ ／ １０ ａ。 基于气温升高的事实，
较多学者认为若尔盖沼泽萎缩的主要因素是气温升高导致蒸发增强。 然而， 宁和平等［１８］ 通过分析玛曲气象

站（１９６９—２００８ 年）的蒸发量数据后发现， 玛曲近 ４０ 年蒸发量呈较明显的减小趋势（－４４ ｍｍ ／ １０ ａ）， 夏季蒸

发量减少最为明显。 前人研究支持笔者的判断， 从气温升高引起的蒸发量增加来看， 由气温升高引起地表水

分蒸发量并不强烈。
若尔盖盆地处在高原寒冷带， 湿地特征主要体现在夏季和秋季。 本地区的大部分降水量正是夏季和秋

季， 其中若尔盖县的夏季 ６～８ 月和秋季 ９～１１ 月的多年平均降水量占全年的 ７７ ２％， 红原县为 ７４ ４％， 玛曲

为 ７９ ４％。 图 ２ 表明， 若尔盖和玛曲的夏季降水量略有增加趋势， 红原的夏季降水量略有减少趋势， 若尔

盖、 玛曲和红原的秋季降水量均略有减少， 两个季节的降水量增加与减少的趋势并不显著。 这说明 １９５７—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５ 年时间， 若尔盖沼泽湿地的降水量基本稳定， 没有明显增加或减少的趋势， 这就排除将降水量

减少作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气温升高引起地表蒸发量增加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但将气温升高作为若

尔盖沼泽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并不符合事实。 因此， 本地区降水量并未显著变化， 气温升高的幅度较为有

限， 区域气温升高尚不足以在短期引起若尔盖沼泽快速萎缩。
２ ２　 径流量变化对湿地退化的影响

黄河干流的玛曲水文站位于玛曲县城以南的黑河入汇口以下， 其流量和水位变化直接决定白河与黑河的

河道水位， 白河与黑河的河道水位控制着整个湿地的地下水水位。 黄河干流的水位下降与上升直接关系湿地

的萎缩与扩张。
本文只掌握玛曲站 １９５９—１９９０ 年的径流量和 １９５９—１９７０ 年的水位～流量关系。 图 ３（ａ）表明玛曲与唐乃

亥的径流量存在很高相关性， 相关系数达 ０ ９６５。 图 ３（ｂ）表示玛曲水文站的水位流量也存在很高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达 ０ ９６３。 唐乃亥水文站 １９５６—２０１１ 年的年径流量数据表明， １９９１—２０１１ 年的平均年径流量为

１７８ ３ 亿 ｍ３比 １９５６—１９９０ 年的平均径流量 ２１２ １ 亿 ｍ３， 相对减少 １５ ９％。 根据图 ３ 可知， 相应地玛曲的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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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

Ｆｉｇ ２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流量从 １５０ ６ 亿 ｍ３减至 １２７ ８ 亿 ｍ３， 对应于水位下降 ０ １６ ｍ。 黄河干流水面下降 ０ １６ ｍ， 对应主要支流白

河与黑河及其支流的水位下降更大。 近 ２０ 多年来黄河源径流量的减少使得支流水位降低， 进一步降低了若

尔盖湿地的地下水水位， 对若尔盖沼泽萎缩有一定影响， 但不能作为主要原因。
图 ４ 反映白河与黑河 １９８１—２００２ 年的径流量变化， 减少倾向率分别为 ０ ３９８ 亿 ｍ３ ／ ａ 和 ０ ５１４ 亿 ｍ３ ／ ａ，

黑河减少趋势更明显。 这一方面说明白河与黑河径流量正在下降， 另一方面反映湿地退化使得沼泽的含水能

力下降， 补给流量正在快速减少， 从而加剧主流和支流水位下降， 促进沼泽进一步脱水。
２ ３　 人工开渠对沼泽退化的定量评估

１９３０ 年前， 若尔盖地区基本处在无人区状况。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 若尔盖、 红原和玛曲为开辟新草场， 对

大部分沼泽实施人工开渠排水， 使得封闭的沼泽在较短时间被大面积疏干。 据资料统计［６，１７］， １９６５—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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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唐乃亥～玛曲年径流量关系和玛曲水位与年径流量的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ｎｇｎａｉｈａｉ ａｎｄ Ｍａｑ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Ｍａｑ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年， 若尔盖县累计开渠 ３８０ ｋｍ， 使得 ２ １ ｋｍ２常年积水的沼泽变干， １９９０ 年以来又在辖曼乡、 黑河牧场等沼

泽开渠 １７ 条， 总长 ５０ ５ ｋｍ， 又使得 ０ ２２ ｋｍ２的沼泽变成草原。 若尔盖和红原县在沼泽湿地共计开渠 ７００ 余

条， 长约１ ０００ ｋｍ， 疏干和改造沼泽约 ２ ０００ ｋｍ２， 约占本区沼泽总面积的 ４３ ５％。 红原的日干乔大沼泽面积

达 ８５ ｋｍ２（图 ５）， 它是 １９３５ 年给红军过草地带来巨大损失的大沼泽， 如今纵横交织的人工渠道已基本疏干

这片大沼泽。

图 ４　 白河与黑河 １９８１—２００２ 年径流量变化

Ｆｉｇ ４ Ｒｕｎｏｆ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ａｉｈｅ ａｎｄ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图 ５　 若尔盖沼泽与日干乔大沼泽的人工渠道分布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Ｆｉｇ ５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ｄｉｔｃｈ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ｏｅｒｇａｉ ａｎｄ Ｒｉｇａｎｑｉａｏ ｓｗａｍｐ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０）

本文运用目测法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遥感影像上遍历性的寻找人工渠道， 并沿渠道中心线以红色实线予以标

示（图 ５）。 经统计， 红原的人工渠道数量为 ２８８ 条， 控制面积为 １ １０８ ７ ｋｍ２， 若尔盖为 ４４ 条和 ８８４ ７ ｋｍ２，
玛曲为 ６６ 条和 ８３４ １ ｋｍ２。 人工渠道控制的湿地面积分为两种： ① 完全由人工渠道所疏干， 如日干乔大沼

泽、 哈合目乔及数量较多的封闭小流域（图 ６（ａ））； ② 人工渠道与自然水系交织共同疏干， 如红原县的麦洼

和色地， 若尔盖的黑河牧场， 玛曲的阿万仓等（图 ６（ｂ））。 根据两种不同类型的疏干方式， 测算出人工渠道

单独控制为 ２１９ ７ ｋｍ２和人工渠道与自然水系共同控制的疏干沼泽面积 ４２８ ６ ｋｍ２， 分别占萎缩总面积 ２ ４００
ｋｍ２的 ９ １５％和 １７ ８５％， 共计 ６４８ ３ ｋｍ２， 与 Ｌｉ 等［１１］和白军红等［１２］萎缩面积的统计结果较接近。

人工开渠是最直接最强烈地破坏与疏干沼泽的人类活动， 导致沼泽在短期内退化成草原。 开渠排水的直

接后果是渠道两侧大面积的沼泽积水快速排走， 使得沼泽脱水， 泥炭板结硬化， 其演变的趋势是沼泽、 半沼

泽、 草甸、 草原和沙化草原。 人工开渠的渠道与自然水系连通， 强化人工渠道与自然水系的输水能力和冲刷

能力， 引起自然水系的放射状地溯源侵蚀下切， 沿程降低沼泽的地下水水位和快速排走沼泽或草原的地表水

与地下潜水， 加剧沼泽脱水和萎缩。
综上可知， 人工开渠总共疏干的沼泽面积约 ６４８ ３ ｋｍ２， 占总萎缩面积 ２ ４００ ｋｍ２的 ２７％， 比前人笼统的

估计更符合客观情况， 人工渠道有 ３ 种方式加速若尔盖湿地萎缩： ① 疏干沼泽积水； ② 强化自然水系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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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人工渠道独立疏干和人工渠道与自然水系共同疏干

Ｆｉｇ ６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ｄｉｔｃｈｅｓ（ａ）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ｄｉｔ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

工渠道连通性， 有利于自然水系加速溯源侵蚀； ③ 人工渠道挖开泥炭层， 有利于水流冲刷下层细沙与粉沙

层， 加速人工渠道的排水作用和溯源侵蚀能力。
２ ４　 溯源侵蚀加速湿地萎缩

现代黄河河道以 “Ｕ “型大拐弯流经若尔盖古湖的范围内， 是一段较年轻的冲积下切河床， 黄河溯源袭

夺若尔盖古湖的大致时间是晚更新世时期 ３８～３５ ｋａＢＰ ［１９］。 Ｈａｒｋｉｎｓ 等［２０］和 Ｃｒａｄｄｏｃｋ 等［２１］认为黄河源自龙羊

峡以上干流形成是经历短暂且快速溯源冲积下切， 下切年代起始于 １８０ ＭａＢＰ， 溯源过程的平均速率为约 ３５０
ｋｍ ／ Ｍａ， 其中玛曲河段平均下切速率约 ０ ６ ｍ ／ ｋａ。 这充分表明黄河源溯源侵蚀与若尔盖盆地的河流地貌密切

相关且是沼泽发育与退化的地质背景。 黄河袭夺若尔盖古湖之前， 黄河源水流泥沙进入若尔盖古湖沉积， 直

至更新世晚期， 若尔盖古湖为黄河溯源切穿， 湖水外泄加速玛曲以下冲积下切， 以此引导玛曲河段、 黑河和

白河水系溯源侵蚀和水系发育以及创造沼泽发育条件。
野外调查表明， 白河、 黑河及其支流普遍下切较深， 从而降低两岸的地下水潜水位， 在河床两侧形成沼

泽疏干带。 河流下切的具体表现， 黄河干流玛曲河段的一级阶地高达 １０ ｍ， 黑河和白河的下切作用明显，
河道水面普遍低于河岸 １～５ ｍ， 黑河支流格曲、 哈曲和麦曲下切深度 ０ ５～３ ０ ｍ（图 ７）。 若尔盖沼泽内的自

然水系河床下切和溯源侵蚀的疏干作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沼泽湿地内完全由自然水系疏干的封闭小流域相

当普遍。 目前， 黄河干流、 白河与黑河仍缓慢下切， 使得整个若尔盖沼泽湿地内部的溯源侵蚀过程一直没有

停止。 野外调查和遥感影像表明， 很多源头区支沟切入沼泽中心部位， 源源不断的疏干沼泽， 扩大沼泽疏干

带。 地表泥炭层（０ ５～５ ０ ｍ 厚）对水流有一定的抗侵蚀作用， 但不能抵抗崩塌后退模式的溯源侵蚀， 一旦

水流切穿泥炭， 其下覆细沙层和粉沙层极易被水流冲刷。

图 ７　 黑河支流格曲和哈曲的下切河岸

Ｆｉｇ ７ Ｉｎｃｉｓｅｄ ｓｔｒｅａｍ ｂａｎｋｓ ｏｆ Ｇｅｑｕ（ａ）ａｎｄ Ｈａｑｕ Ｒｉｖｅｒｓ（ｂ）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调查一处典型的溯源点发现， 由于溯源点的跌水作用形成高达 １０ ｍ 的台阶状（图 ８）， 使得周围沼泽 ３
个方向的水流向这里汇集， 其疏干沼泽作用强烈。 ９ 组不同支流的泥炭下层粒径级配分析表明其中粒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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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５０处在 ０ ０７０～０ １２５ ｍｍ， ｄ９０处在 ０ ０２１～０ ２００ ｍｍ， 基本为粉沙范围。 沼泽下覆粉沙层使得其抗侵蚀能力

弱， 支流和沟道河床的卵石保护层在雨季已会被大流量所冲刷， 从而引发新的河岸崩塌和溯源侵蚀， 加速沼

泽萎缩。

图 ８　 沼泽内的典型溯源侵蚀点（３３°０５′０７″Ｎ， １０２°５０′１１″Ｓ）
Ｆｉｇ ８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ｅａｄｃｕｔ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ｕｏｅｒｇａｉ ｓｗａｍｐ

图 ９ 给出这个典型溯源下切点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的遥感影像， 其平均速率为

１ ５ ｍ ／ ａ。 运用相同方法， 在若尔盖沼泽内统计了 ３０ 个溯源点， 测量其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的溯源侵蚀速率为

０ ７～１７ １ ｍ ／ ａ。 在某些上游流域面积大的溯源点， 其溯源速率较快， 沟道明显出现展宽和毛细沟道向两侧

延伸， 从而加速疏干沼泽。
综上所述， 若尔盖沼泽内自然水系的溯源侵蚀是加速沼泽萎缩的重要机制， 而且其在整个若尔盖盆地内

均在发挥疏干沼泽的作用， 特别溯源侵蚀切开泥炭层后， 其速率将大为加快。

图 ９　 典型溯源点的下切速率测量（３３°０５′０７″Ｎ， １０２°５０′１１″Ｓ）
Ｆｉｇ ９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ｈｅａｄｃｕｔ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ｅａｄｃｕｔ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３　 结　 　 论

（１） １９６０ 年以来， 气温升高对若尔盖沼泽的萎缩影响较少， １９９０ 年以来， 黄河玛曲站的径流量减少引

起河道水位下降约 ０ １６ ｍ， 对降低沼泽地下水水位有一定影响， 但都不是沼泽萎缩的主要原因。
（２） 人工开渠直接疏干沼泽积水和强化人工渠系与自然水系的连通性， 是若尔盖沼泽快速萎缩的重要

诱因， 完全由人工渠道排水和自然水系共同作用总共疏干面积约 ６４８ ３ ｋｍ２， 占总萎缩面积的 ２７％。
（３） 黄河干流、 白河和黑河及支流的溯源侵蚀是若尔盖沼泽长期处在萎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若尔盖

沼泽内 ３０ 个典型溯源点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平均溯源侵蚀速率为 ０ ７ ～ １７ １ ｍ ／ ａ， 直接证实自然水系的长期溯

源侵蚀降低地下水水位和拓展疏水通道是沼泽湿地萎缩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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