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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牧区水利 

1 学科方向  

牧区水利学科是在特定的人文地理区域内-----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生活的

牧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的区域特色和显著的专业特色，重点针对“牧

区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等突出问题，以实现草

地生态保护与牧区可持续发展“双赢”为目标，开展牧区水利基础理论研究、应用

技术研究以及高新技术的集成应用与推广。 

牧区水利学科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牧区水草资源的开发利用、牧区草地节

水灌溉、牧区清洁能源开发与供水技术、草地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等几个方面。

研究目的主要是解决牧区的水问题、草问题和生态问题，同时逐步建立起牧区水

利学科体系，凝练出牧区水利专业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并努力完善牧区

水利学科的理论内涵和技术基础，为牧区的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等方面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牧区水利学科主要以传统水利学科为主，还涉及地理、水文、气象、地质、

草原、畜牧、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一级学科，是传统水利学科与这些相关学

科的相互融合、相互交叉而形成的，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特点，是我

国水利行业特有的一个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 

2 调研背景概述 

2.1 调研背景 

我国有 4 亿 hm2 草原，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约占

国土面积的 40%，占世界草原总面积的 13%，居世界第 2 位。我国西部地区的

草原面积占农田、森林和草原等大绿色植被生态环境的 79%，草原是农牧民赖以

生存的物质基础，是我国 大的绿色生态屏障，也是西部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发源地。目前我国 90%的可利用天然草

原不同程度地发生退化、沙化、盐碱化，而且每年还以 200 万 hm2 的速度增加。

草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造成水土流失加剧，沙尘暴频发，威胁国家的生态安

全，直接影响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大部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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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存在着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缓慢、牧民生活水平低等一

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牧区水利的重要任务。牧区草原是一个复杂的区域生

态系统，系统中的一切要素都在于水，没有水就没有草原绿色，就没有牧区生态，

更不会有牧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水是牧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条

件，如何处理好牧区的水问题、草问题、生态问题和能源问题，是牧区水利发展

的重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加强牧区水利建设，促进牧区水利的可持续发

展，更好地为牧区提供水保障，是牧区水利的重要任务。同时广大西北牧区也是

国家的重要能源基地，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迫切需要水资源为其提供持续的

保障和支持，但由于西部牧区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对牧区水利也提出了

巨大的需求和挑战，既要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水资源保障，也要考虑牧区的生态

恢复和环境改善，因此，牧区水利面临着诸多的新课题和新问题。 

从牧区水利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凝练牧区水利学科的发展方向，保

持牧区水利技术持续创新，引领牧区水利科技的发展，实现牧区水利跨越式发展，

需进一步把握学科发展前沿，跟踪学科国际发展动态十分必要。 

2.2 调研思路 

跟踪学科国际发展动态，首先从牧区水利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出发，结合牧

区水利的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特点，划分出与牧区水利学科相宜的跟踪范

围，然后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关键领域或研究方向，重点从学科研究成果、出版的

专著和公开发表的论文以及重要的与之相关的国际会议等方面进行调研，进一步

整理，按照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归纳与总结，以全面综合地反映近期国内外牧区

水利的研究进展情况， 后经过进一步的分析论证，特别是国内外同类研究进展

的比较，凝练出牧区水利学科发展的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2.3 调研资料来源 

本次调研资料主要来源包括国内和国外两部分。 

（1）国内资料 

1）相关类的研究机构与组织、学术团体、大学等的研究成果 

2）专业学会论文集 

中国水利学会、国际灌溉与排水委员会等相关专业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

国草业学会以及牧区水利专业委员会的近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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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类专业期刊 

主要包括近期的科技成果数据库、专利数据库、学位论文库、学术会议论文

库、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科技论文库，并重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期刊，包括水

利学报、水科学进展、水利水电技术，灌溉与排水、节水灌溉、农业工程学报、

中国水土保持、水土保持通报、草地学报、地理学报等，还重点访问了国家科技

图书文献中心 www.nstl.gov.cn，中国知网－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www.cnki.net，万

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http://www.wanfangdata.com.cn/等。 

（2）国外资料 

国外资料主要来源国外相关领域的期刊杂志和研究机构与组织网站。 

1）www.nstl.gov.cn  (国家科学技术图书馆) 

2）www.gwpforum.org  （全球水伙伴技术委员会网） 

3）www.iht.com （亚太水论坛网） 

4）www.unep.org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网站） 

5）www.ccchina.gov.cn （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 

6）www.undp.or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站） 

7）www.icid.org （国际灌溉与排水委员会网站） 

8）www.unesco.org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网） 

9）www.worldwaterweek.org（世界水周网站） 

10）www.unwater.org （联合国水网） 

11）water resources  

12）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3）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 

14）Journal of Hydroinformatics 

15）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16）Water Research 

17）Scienc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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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19）Ei Village Journal Shelves 

20）Austral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 Agriculture (www.publish.csiro.au) 

21）Agriculture Water Management (www.sciencedirect.com) 

22）Environmental Modeling & Software(www.elseviert.com 

23）Water Environment Research 

24）Geograph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Australia Geographers) 

25）Australian Journal of Soil Research  (www.publish.csiro.au) 

3 本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3.1 牧区水利研究进展 

近年来，我国的牧区水利研究主要根据国家生态安全、水利行业发展的迫切

需求、结合牧区自然地理条件和牧区水资源的时空分布，针对牧区水利发展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在牧区水资源研究、草地节水灌溉、新能源开发利用、牧区安全

供水、草地水土保持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并

形成了目前各具特色和优势的研究方向，归纳起来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 

（1）牧区水资源研究 

1）牧区水文与水资源的形成过程与变化规律研究 

2）牧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可持续利用研究 

3）牧区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及其承载力研究 

4）牧区水循环与牧区生态系统的适应与响应机制研究 

5）牧区水资源变化对牧区生态环境要素的影响研究 

6）牧区地下水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7）牧区缺水区找水（主要指地下水）技术研究 

8）牧区多水源（雨水、苦咸水、污水等）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9）牧区湖泊湿地水文情势及变化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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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牧区湖泊水环境蠕变动因及变化规律研究 

11）GIS 与 WEB 技术在牧区水资源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2）草地节水灌溉技术研究 

1）牧区优质牧草高效节水灌溉丰产综合技术研究 

2）牧区水草畜平衡与草地可持续利用研究 

3）牧区节水灌溉新模式与水分高效利用技术研究 

4）牧区草地生态需水与生态环境容量研究 

5）牧草水分生理与水分运移规律研究 

6）牧草节水灌溉与水肥调控关键技术研究 

（3）牧区新能源与安全供水研究 

1）牧区户用离网型风力发电关键技术研究 

2）草库伦风力提水灌溉关键技术研究 

3）牧区户用太阳能发电系统集成技术研究 

4）户用草库伦太阳能光伏提水灌溉技术研究 

5）牧区人畜饮水安全供水关键技术研究 

（4）草地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研究 

1）牧区草地土壤侵蚀过程与机理研究 

2）牧区草地沙化退化发生过程及演化规律研究 

3）草场沙化退化综合整治关键技术研究 

4）草地生态需水及生态修复技术研究 

5）草地生态修复与草地植被演替动力机制研究 

6）牧区湿地生态变化过程及修复技术研究 

3.2 与国内外同类研究进展比较 

牧区水利学科主要以传统水利学科为主，还涉及地理、气象、地质、草原、

畜牧、资源、生态、环境等多个一级学科，是传统水利学科与这些相关学科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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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融合、相互交叉而形成的，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国内有专门从

事该领域研究的机构和部门，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该学科的专业理论

体系还需不断的完善。 

由于国外的地理环境条件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各学科也

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色，与我国牧区水利学科显著不同。通过查阅有关文献，尽

管目前国外还没有相应称谓的学科与之相对应，但与水资源、灌溉、生态、环境、

畜牧、草原、地理等专门学科紧密联系。因此，本学科与国内外同类研究进展比

较只能从这些与之联系紧密的学科，选择具有重点或代表性意义的研究方向进行

比较。 

（1）牧区水资源方面 

我国牧区水资源研究主要是针对特定的地理环境的牧区范围，重点从实用性

的角度出发，为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保障，而开展牧区水资源与水环境评价

研究、牧区水资源时空分布特征与演变规律研究、牧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势及优

化配置技术研究、牧区缺水地区找水技术研究、水资源适时监控与决策管理系统

研究，以及牧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研究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

从水资源研究的广度来看，主要是围绕水资源的量而开展的，对水环境方面的研

究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在于牧区大多为江河湖泊的源头，污染相对较少。但近年

来随着国际社会和科学家对湖泊湿地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对江河源头湖泊的水

环境也有不同程度的关注。目前水资源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关

键技术是优化配置模型，其中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两方面的配置模型，而且随着

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遥感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仿真模拟模型得到

了相当的发展，并且诸多研究成果为牧区水利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指导和决策

依据。 

我国水资源的评价技术，水资源优化配置技术、地表地下水模拟技术、水资

源的监控与管理技术等的研究方面与国外拥有诸多的共性内容。但在水资源保

护、水环境、生态系统保护，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则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技

术方法的先进性，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仿真与模拟技术的普遍使用等

方面。 

国外在地下水研究方面，其运用的基础原理和技术与我国类同，只是采用的

技术与我国有相当的不同，例如我国在缺水区找水主要是利用物探电法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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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国外除此之外还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诸如法国的核磁共振找水技术、美

国的 EH4 找水技术等。 

国外在研究水资源方面，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对水资源方面的影响，全球水伙

伴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智能水战略政策，提出控制气候变化对水资

源影响的 佳途径就是遵循水资源的综合管理。提出了在瑞典举行的 2007 年的

世界水周探讨了世界范围内与水有关的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其中发展

中国家的水资源利用、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 为关注。我国的国家基础研究“973”

科技计划对此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重点资助，主要开展资源、环境对气候变化的

适应与响应机制研究，并且与国际诸多组织和机构合作紧密，共同开展气候变化

对人类生存环境影响的研究等。 

全球环境流量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提的比较多的一个新概念，主要是在水对

自然和人口产生巨大的影响需统一协调应对的背景下，由世界自然联盟、荷兰

Delft 大学、丹麦 DHI 研究院、英国生态与水文研究中心国际水管理研究院等机

构和组织共同提出的，其技术研究内容诸如环境流量的方法、量化分析等，所有

这些也对水资源研究赋予了新的内涵。 

（2）牧草节水灌溉方面 

在牧草节水灌溉研究方面，主要是以牧草优质高产为目标，以土壤水分高效

利用为核心，以调控土壤水分技术为关键，开展各种牧草节水灌溉方面的研究。

其中节水灌溉技术主要包括滴灌、微灌、喷灌、管灌等工程节水措施，通常这些

工程措施在牧区草地灌溉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运用，并且随着监测技术、通讯技术、

自动控制技术等的发展，节水灌溉系统向无人值守的自动决策灌溉系统发展，而

且这些节水灌溉研究的内容主要是针对牧草的充分灌溉。然而近年来，节水灌溉

研究从工程节水更多地转向如何提高土壤水分利用效率的研究上，诸如草地植物

的耗水规律，草地植物生理水分代谢、水分特征、水分运移等规律，水分利用效

率的外内影响因子，水分利用效率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规律，水分利用效率及提高

水分利用效率的措施等，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生物节水向非充分灌溉方面发展，

从牧草抗旱和水分高效利用的生物学基础入手，开展牧草高效用水的生理调控与

非充分灌溉技术等。尽管目前我国已对天然草地的生态需水、土壤、植被分布，

演替、变化及草地节水灌溉中主要饲草料作物水分胁迫诊断技术、充分、非充分

灌溉制度、灌溉工程优化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只是在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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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面，或某些节水机理研究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度，总体上还存在深度不够，

创新不足的问题。 

国外在工程节水灌溉方面，更注重的是自动化调控方面的研究。工程节水措

施与我国基本相同，但在管理运用过程中，集成了诸多先进技术，形成了先进的

综合节水灌溉系统。诸如无人值守的先进灌溉系统，集成了先进的监测技术、通

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以及植物水分生理调控技术以及灌溉技术等，根据当地的

气候条件，土壤水分的适时变化状况，结合作物的需水规律，适时地进行自动灌

溉，以保证作物正常生长。其中的基础研究包括作物气候因子的影响分析，土壤

水分的调控原理与技术研究、各种作物的各生育期的水分生理与需水研究，灌溉

工程系统的选择与优化研究等。灌溉管理实质上是灌溉信息的管理，因此也开展

灌溉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建立、包括各种分析控制模块的研发等等。 

（3）牧区新能源利用方面 

我国在牧区新能源利用研究方面主要开展风力发电与风力提水方面的研究

与应用，其中风力发电指牧民户用型的离网型风力发电机组，风力提水主要指为

牧民生活用水以及为牧区人工草场灌溉而研制的风力提水机组。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把小型风力发电作为实现农村电气化的措施之

一，主要研制、开发和示范应用小型充电用风力发电机。目前，我国 1 kw 以下

的机组技术已经成熟并进行大量推广，在电网不能通达的偏远地区，约 60 万居

民利用风能实现电气化。截至 2006 年，我国累计生产小型风力发电机组 18 .57

万台，居世界第一。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机组的功率由小变大。其中户用机组

从 50、100w 增大到 300、500w，以满足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用电器的需要。

目前离网型风力发电机组由一户一台扩大到联网供电，采用功率较大的机组或几

台小型机组并联为几户或一个村庄供电；由单一风力发电发展到多能互补，即“风

力—光伏”互补、“风力机—柴油机”互补、“风力—光伏—柴油”互补和“风—水”

互补系统。 

风力提水是风能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牧区风力提水机组的研制方面，按

其使用技术指标可分为低扬程大流量型、中扬程大流量型、高扬程小流量型。其

中低扬程大流量风力提水机组系统是由低速或中速风力机与钢管链式水车或螺

旋泵相匹配形成的一类提水机组，可以提取河水、草地排水与灌溉等作业。机组

扬程为 0.5-3.0m , 流量可达 50-100m3/h。风力提水机的风轮直径 5～ 7m , 风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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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动力通过两对锥齿轮传递给水车或螺旋泵, 从而带动水车或水泵提水。这类

风力机的风轮能够自动迎风, 一般采用侧翼-配重调速机构进行自动调速。中扬程

大流量风力提水机组系统是由高速桨叶匹配容积式水泵组成的提水机组,这类风

力提水机组的风轮直径 5- 6m , 扬程 10- 20 m , 流量为 15- 25 m3/h。这类风力提

水机用于提取地下水, 进行人工草场的灌溉。一般均为流线型升力桨叶风力机,

性能先进, 适用性强,但造价高于传统式风车。高扬程小流量风力提水机组系统是

由低速多叶式风力机与单作用或双作用活塞式水泵相匹配形成的提水机组。这类

风力提水机组的风轮直径为 2-6m , 扬程为 10-100m , 流量为 0.5-5.0 m3/h。这类

机组可以提取深井地下水, 在我国西北部、北部草原牧区为人畜提供清洁饮用水

或为小面积草场提供灌溉用水。这类风力提水机通过曲柄连杆机构, 把风轮轴的

旋转运动力转变为活塞泵的往复运动进行提水。这类风力机的风轮能够自动对风,

并采用风轮偏置——尾翼挂接轴倾斜的方法进行自动调速。其中高扬程小流量低

速风轮拉杆泵型, 在成本及可靠性方面几乎一直是不可替代的。 

目前国内对风力提水机组的研究，也由过去的纯机械式的风力直接提水变为

风力发电提水，并且集中在对风轮、动力传输、发电机、控制系统，以及调向机

构、调速机构和停车机构等各组成部分的研究上。在机械式的风力提水装置方面，

为解决风轮与活塞泵在宽风速范围的高效匹配问题，开展了变行程风力提水技术

研究，提出了风轮与活塞泵 佳匹配时行程随风速变化的关系式，研究了变行程

提水机组的工作特性，对改善风力提水机组的工作特性有明显效果。 

风力发电提水是一种新的风力提水方式，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为风力发

电--储能---电泵提水；另一种是风力发电机在有效风速范围内发电，由控制器来

调节电泵的工作状态，直接驱动电泵提水。后者较前者省去了蓄电池和逆变系统，

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提水系统的费用，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风力发电提水。

风力发电提水和传统的风力直接提水相比具有如下优点：适用范围广。用户可根

据井深、井径和需水量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常规电泵，用以弥补传统风力提水机

之不足，能量转换效率较高。虽然风力发电提水机多了一级能量转换，但由于风

力发电机的风轮采用的是现代流线型桨叶，它的风能利用系数值较高，风力发电

机的效率一般都在 30% 左右，提水用的电动机与通用水泵的效率乘积约为

50% ，即风力发电提水系统的整体效率为 10%-15% ，达到或超过了传统风力提

水机组的效率（10%左右），且安装、维修方便。由于风力发电提水机组的电泵

均为通用定型产品，配件易购，维护修理及更换零件简单容易。目前风力发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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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技术还处在推广示范阶段。 

（4）草原生态修复技术方面 

由于草原作为地球的“皮肤”，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

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受全球气候

变暖等自然因素影响，加之人为开垦草原、超载过牧、破坏草原植被的现象十分

严重，草原不断退化，生态持续恶化。我国天然草原大多位于黄河、长江、雅鲁

藏布江、辽河和黑龙江等各大水系的源头和上中游地区，面积大，分布广，有着

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对减少地表水土流失和江河泥沙淤积，降低水灾隐患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退化草原是我国主要的沙尘源地，也是荒漠化的主要发生

地。因此，牧区水利在加强草原保护，防止水土流失，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等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受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因素及人为因素的影响，当前

全国牧区由于水蚀引起的水土流失面积为 33.7 万 km2，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

24%，风蚀引起的草场沙退化面积为 120 万 km2，占全国草地面积的 30%，水土

流失十分严重。因此，近年来开展草原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研究备受关注和重视。 

草原水土流失由风蚀水蚀动力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草原土壤、物理、

化学和生物特征退化是草原荒漠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外在研究风沙地貌学方面

较早，自上世纪 30～40 年代以来，应用“风沙和荒漠沙丘物理学”和“理论地貌学”

等研究沙区水土流失运移规律较多。在草原水土流失成因方面，主要集中在单因

子对草原水土流失的影响，即气候、土壤、植被、地形地貌等自然因子以及人为

因素与草原水土流失的关系。在土壤侵蚀方面，除对风蚀水蚀单独进行研究外，

对风水两相侵蚀也开展了研究。前苏联专家 T ·A·普罗霍罗娃在水和风的搬运作

用对卡拉库姆沙的矿物成分及沙粒形态的影响研究中，涉及到了风水两相侵蚀对

区域地貌形成的作用。美国波士顿大学遥感中心的 Farouk El-Baz，Cordula 

Robinson 等人（2000）研究了非洲撒哈拉东北部的风水动力过程，阐明了地表集

水与风水作用系统的关系。Harrison J·B·J 等人对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 Nissan 地

区晚更新世的风水两相作用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风水两相作用是一个复杂的循

环体系。在我国，随着草地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人类不合理的利用，草原水土流

失和沙退化现象日益严重，引起有关学者的高度重视，也开展了风水两相侵蚀的

研究，史培军（1986）在“试论风、水两相作用地貌的特征及其发育过程”一文中

提出了风水两相侵蚀作用，指出风水两相侵蚀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半干旱地区。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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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唐克丽进行了“水蚀风蚀交错带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模式研究”。张仓平

以神木六道沟小流域为例，对水蚀风蚀交错带水风两相侵蚀时空特征进行了定量

分析研究。高学田、唐克丽在“风水蚀交错带侵蚀能量特征”一文中对黄土高原风

水蚀交错带风蚀能量和水蚀能量进行了计算分析。安韶山、常庆瑞等对陕北风水

蚀交错带土壤特性及其系统分类进行了研究。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可见，目前

对风水两相侵蚀的研究还是仅停留在点的研究上，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规模研

究，尤其是对草原风水蚀交互作用机理和驱动力，以及综合自然因子与草原水土

流失定量关系模型方面的研究报道极少。 

生态恢复 早缘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当时一个民间保护组织在麦迪逊边缘一

块废弃农场上着手改种牧草，如今这块 24hm2 的草地已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具有美

学和生态学双重意义的植物园。1973 年在美国召开了“受害生态系统恢复”国际

会议，之后生态恢复实践和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出现了“恢复生态学”一词。

目前，生态恢复研究已涉及到生态系统、植物层、动物层、微生物、土境、水体

等方面。 

Egan(1996)认为生态恢复是重建某区域历史上有的植物和动物群落，而且保

持生态系统和人类的传统文化功能的持续性的过程(Hobbs＆Norton，1996)。第二

类观点强调恢复的生态学过程。如 Bradshaw(1987)认为生态恢复是有关理论的一

种“严密验证”(acid test)，它研究生态系统自身的性质、受损机理及修复过程；在

草地恢复方面，周禾(1999)认为草地雪灾、火灾、沙尘暴、荒漠化和鼠害等自然

灾害频繁，这些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结合，极易造成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周利

民,邓岚(2004)对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林植物群落演替的研究，王炜，梁存柱(1999)

对内蒙古羊草+大针茅草原群落退化演替机理的研究，揭示植物个体小型化现象

及其生态学作用，可以很好地揭示过牧条件下草原群落退化所表现出的生产力锐

减和优势种更替特征的机理。李永宏(1994,1999) 对内蒙古草地退化进行研究，

确定了当地草地退化演替系列以及不同草群恢复与放牧压力的关系。李永宏等，

周华坤等通过试验得出了不同放牧率、放牧方式和放牧季对草地植被的影响以及

放牧系统中草-畜相互作用关系。李永宏(1994)通过研究放牧对草地的影响发现，

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草原植物和物种丰富度下降，生物量降低，草群变矮，草

质变劣，并常有大量有毒植物出现。退化草地的恢复措施是：建立人工草地，减

轻天然草地压力；利用多年生人工草地进行幼畜放牧育肥(实行季节畜牧业，在

青草期利用牧草，冬季前出售家畜)；建立半人工草地，恢复天然草地植被；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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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退化的草地实施“围封转移”。但是有关草地生态系统中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

关系以及恢复模式、恢复技术的研究还不够深人。我国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

的研究侧重于退化生态系统形成原因、解决对策、恢复与重建技术方法、物种筛

选，以及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的生态效应等方面，形成了以生态演替理论和生物多

样性恢复为核心，注重生态过程的恢复生态学研究特色。 

3.3 本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总体而言，牧区水利学科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

科。由于牧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牧区在环境演变、水资源时空变化、

生态演替以及草地、冰川、冻土、沙漠等方面都具有非常好的科学研究意义，特

别是牧区环境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与响应更为显著、更便于各研究领域在大尺度范

围内开展科学研究与探求，但我国在这方面开展的研究相对深度不足，今后应加

强这个方向的基础性研究。同时，还应重视牧区的水问题、草问题、生态问题和

能源问题，切实从技术层面上，为牧区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技术保

障。这也是目前本学科发展的重要的技术应用基础，是牧区水利发展的 为直接

的驱动力。。 

（1）牧区水资源研究 

由于牧区水文要素和水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差异很大，水资源的形成、循环、

转化有其自身的特点。特别是牧区目前正面临着由“结构性破坏”到“功能性紊乱”

的演变态势，局部地区已成为我国沙尘暴天气的主要沙源区之一，下垫面条件的

较大改变，必然导致水资源形成、循环、转化关系的重新建立和分配。尤其是西

北干旱牧区，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脆弱性影响很大，对水资源系统的干扰可能产

生长期灾难性的、难以恢复的水文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因此牧区水资源研究，

注重与水文水资源学与水环境学、生态学、气象学、信息科学、地理学等相关科

学的交叉与融合，并以牧区水资源为中心，结合气候变化的影响，开展牧区水草

资源与牧区生态等方面的研究，是牧区水资源研究方面的新动向。其主要表现为

草地水资源的形成及演变规律研究；牧区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牧区水

循环对牧区生态环境要素的影响研究；牧区水草资源的变化及其生态响应过程研

究；牧区湖泊、沼泽湿地水文过程的作用机理及生态响应研究；牧区水草资源的

合理利用及优化配置研究；牧区多水源（雨水、苦咸水、污水等）综合利用技术

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气候变化大环境下开展的，因气候变化对草地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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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环境生态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牧区水资源研究的一

个重要发展方向。目前牧区水草资源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研究

的对象已经向微观和宏观两个领域的深层次发展，研究的尺度也呈现区域、流域、

全球平行发展的态势，各尺度的转换问题研究也是当今水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牧区水草资源研究是一个围绕牧区水资源、草地资源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相互

作用、相互联系的系统的研究，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特点，诸如结合草地利用

/草地覆被变化与陆地碳循环过程的水循环研究，就是一个新的具有代表性的交

叉研究方向。在研究手段上，运用集成的手段，将计算机技术、仿真模拟技术等，

开展水资源的空间分布分析、水文过程模拟、水污染模拟分析与研究等，并在各

功能模块上的基础上开发水资源监控与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等，是牧区水资源研究

的一个新特点和新趋势。利用高科技的手段，诸如高分辨率的遥感技术等，将其

更为广泛地应用在水文水资源研究中，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对牧区水资源影响研究

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草地节水灌溉技术研究 

目前国内外在该领域内开始对各种优质牧草需水规律、水分胁迫效应以及

SPAC 系统水分运移的研究。伴随着生态学、资源学、草业科学的发展，不仅考

虑水资源的因素，更加注重水、草、畜三者的结合，开展水、草、畜平衡研究，

并且对牧区水、土、草资源空间变异性进行分析与空间分布模拟，即开展草地水

土资源与牧草需水量、空间变异性与尺度效应等方面的研究，是目前学科发展的

一个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 

1）草地水土资源空间变异性问题 

草地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时空异质性，地质统计学

（Geostatistics 简写为 GS）理论的发展为草地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借助

地质统计学方法可揭示草地生态系统要素的格局与内在联系及系统内水分、土

壤、植被特性的变异现象和规律；用数学方法描述其变异特征并进行预测，这种

对空间异质性与尺度问题的细致刻画正是当前水土科学、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受

到广泛关注。如陈亚新、等（1995－2006）在 3 项国家自然基金和教育部博士点

学科专项科研基金（2005-2006）的资助下进行了水盐空间变异及协同关系的系

统研究。Mohammed S. Lamhamedi 等（2005）对白云杉种子的生长与深层土壤

水分含量空间变异性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H. Shahandeh 等（2005）分析了土壤



www.iwh.com

 

 252

氮含量的时空变异性与土壤质地及玉米产量的关系。徐冰等（2006）就地质统计

学在草地水土资源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然而，传统的参数地统计学处理复杂问题具有一定局限（如数据服从一定的

基本假设等），将分形与地质统计学结合的分形地质统计学将有可能解决此复杂

问题。与地质统计学相比，分形更善于解决复杂地学现象中的非线性问题，为研

究事物复杂性、不规则性和演化性等内在的规律性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并为刻画

尺度依赖问题提供有力的工具。分形理论与地质统计学结合，形成新的分形地质

统计学兼有两种学科的优势，借助自相似性原理有助于成果向更大尺度扩展，促

进传统线性地质统计学的非线性发展。也是当前学科前沿发展的目标与薄弱之

处，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目前，国际上分形地质统计学的开发和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如成秋明

（2001）利用多重分形地质统计学方法在加拿大 Nana Scotia 省湖泊沉积物的地

球化学数据处理的成矿有利部位的识别与圈定中获得了较好的效果，B.YETEN

等（2000）利用分形地质统计学和神经网络研究了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硝酸盐的累

积特性。李庆谋（2005）在分析了克里金法与多维分形估计的物理本质后，从测

度的计算到对待估点邻域均值的估计出发，进行多维分形克里金研究并应用于大

洋钻探(ODP) 184 航次 1143A 孔岩芯的自然伽玛射线密度分析。陈亚新，徐冰等

（2006）撰写了有关分形应用于空间变异的研究报告，探讨了分形地质统计学在

水土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虽然分形地质统计学已取得初步研究成果，但尚未形成

系统的理论，还只是在地质统计学范围内进行局部的开发探索和应用研究，有待

于进一步发展。基于这门新兴学科的优势和传统地质统计学的不足之处和发展需

要，它正在成为数学地质的分支学科，并将在水土资源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随着“3S”技术的发展，将其地质统计分析方有机结合，将使大区域水

土资源空间分布的精准模拟与分析成为可能。 

2）尺度转换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对农田尺度的 SPAC 系统水分运移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这些成果在应用时受土壤与植被的空问变异性以及水文地质条件等的影响较

大，应用微观尺度的 SPAC 水分传输理论解决区域尺度水转化过程的描述遇到诸

多困难。同时，国内外学者对单点单一作物需水量研究也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对

于区域多种作物组合的需水量计算主要通过插值法确定区域需水量，该方法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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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气象因素和作物需水的空间变异及多种作物组合中作物与作物间的交互作

用，致使产生较大计算误差。因此，把点上或小尺度上得到的模型和理论扩展到

面上、区域上并进行应用，将是今后学科发展急待解决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有关农田表面的空间变异性、尺度转换、各部分介质的非线性相

互作用等将是未来研究的难点。 

（3）新能源开发利用研究 

1）离网型风力发电 

 由于目前离网风力发电运行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使风力发电机处于发电效

率差，风机利用率不高的状态。产品在生产工艺、外观质量、运行的可靠性方面

与国外机组有一定的差距。离网型风力发电机组必需配套使用的蓄电池，绝大多

数用户使用的是汽车用铅酸蓄电池，由于风能的不连续性，使蓄电池容易出现过

充过放现象，严重影响了其使用寿命。因此，针对这些突出问题，采用如下关键

技术来提高风力发电机组的效率和可靠性，是目前风力发电机组研发的一个重要

发展方向。 

 离网型风力发电机组变距调节方式 

变距调节方式是通过改变叶片迎风面与纵向旋转轴的夹角，影响叶片的受力

和阻力，限制大风时风机输出功率的增加，保持输出功率恒定。采用变距调节方

式，风机功率输出曲线平滑。在额定风速以下时，控制器将叶片攻角置于零度附

近，不作变化，近似等同于定浆距调节；在额定风速以上时，变浆距控制结构发

生作用，调节叶片攻角，将输出功率控制在额定值附近。变浆距风力机的起动速

度较定浆距风力机低，停机时传递冲击应力相对缓和。正常工作时，主要是采用

功率控制，在实际应用中，功率与风速的立方成正比。较小的风速变化会造成较

大的风能变化。  

由于变浆距调节风力机受到的冲击较之其它风力机要小得多，可减少材料使

用率，降低整体重量。且变距调节型风力机在低风速时，可使桨叶保持良好的攻

角，比失速调节型风力机有更好的能量输出，因此比较适合于平均风速较低的地

区安装。  

从空气动力学角度考虑，若想使风力机在各个风速下都能保持较高的功率输

出系数，只有通过调节桨叶节距，跟踪 佳叶片攻角，使风力机跟踪 大功率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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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系数；当风速过高时，也只有通过调整叶片节距，改变气流对叶片的攻角，从

而保持风力机输出功率的稳定；同时，风力机在起动过程中也需要通过变桨获得

足够的起动力矩。因此从理论上而言，变桨距风力机应该是人们的首选。 

目前需要对小型风力发电机研究一种装配风压式全程变桨距调速机构的风

力机。通过变桨距机构的作用，加强对风力机的控制,使风力机能够适应各种风

速的变化：在初始风速易于起动；在设计风速与初始风速之间能够获得较高的风

能利用系数；当大于设计风速时，能够起到限速作用，保证风力机平稳运行。 

全程变桨风轮装置，基本实现了预定的功能：不但使风力机的整体输出功率

得到了大幅的提高，还照顾了低风速时的起动风速，实现了大风时的功率调节，

提高了风力发电机功率输出的稳定性。另外，大风时的调速功能还极大地改善了

风力机的整体受力情况，有利于风力发电机的整体设计。另外，风轮叶片比以往

的叶片外形、体积要小巧得多，可以大大降低叶片的生产成本。 

 风轮、发电机及负载的匹配技术 

现有系统一般采用发电机输出直接对蓄电池进行充电,并没有对风力机转换

环节进行控制,使得风能利用系数比较低。为实现风力发电系统 大功率输出的

目的，需要研究负载调节风轮与发电机运行时 大功率跟踪的匹配技术。风力发

电系统的两个主要部件风轮和发电机之间的匹配技术，是小型风力发电的关键核

心技术。两者的匹配效果直接影响着风能的利用率，也影响着整个系统的运行性

能、效率和年发电量。因此，风电系统的高效率是风力发电技术的研究重点。 

风力发电机在运行过程中，风力机转子转速的变化是由风力机输出功率与负

载吸收功率不平衡引起的，用负载不断的变化来适应风速的变化，使系统始终运

行在 佳尖速比之下，以保证小型风力发电系统的风能利用系数 PC 保持 大值、

风力发电机组输出 大功率、 大限度的利用风能。 

 风力发电机组的可靠性研究 

主要包括风机气动特性、湍流特性、机组振动及动力稳定特性、结构疲劳破坏

对寿命影响的研究。 

2）风力提水研究 

 风力提水机组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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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提水是人类有效利用风能的主要方式之一, 目前我国风力提水研究许

多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如高效风轮的设计、风机与水泵的高效匹配技术以及水泵

运动部件的耐久性问题等，还未能很好地解决，制约着风力提水的发展，是目前

风力提水机组研究的重要课题。 

 风力提水与人畜供水集成技术研究 

（4）草地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研究 

我国牧区大部分处于干早半干旱气候区，水分是当地生态修复中的主要制约

因子。根据草原植被演替原理，在植被恢复演替过程中，由于植被与土壤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同演替阶段的植被及其土壤的水土保持作用是不同的。进一步研究

植被恢复演替过程中，不同植被及其覆盖下土壤特性的动态变化特征，对于科学

选择植被物种，加速当地的植被重建和生态修复，揭示植被演替过程及其对水土

流失环境的作用，进行人为干预加速植被演替和恢复过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和理论价值，是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另外，植被根系是土壤侵蚀的

重要控制因素，由于其具有隐蔽性，研究相对较少，其控制机理仍然不明朗；植

被和水土流失过程共同改变着坡面的微地形，而微地形的改变进而影响着植被格

局、水土流失格局与过程，这些方面都是需要重点关注和值得研究的方向。由于

该研究领域起步较晚，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很多，主要包括： 

1）草地土壤侵蚀机理研究 

草地水土流失生态退化影响因素定性、定量化分析研究；草地水土流失发生

演替规律及分布特征研究；草地水土流失（土壤侵蚀）类型、程度及分区划分标

准和方法研究。 

2）草地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及调控技术研究 

草地植被演替动力机制及承载力研究；草地水土流失区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评

价；草地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措施、潜力及标准研究；草地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模式

研究；草地生态修复及环境效应研究，草地生态恢复条件下植被群落优选人工智

能模型研究。 

3）草地水土保持工程关键技术研究 

草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规划设计规范化、标准化研究；草地水土保持工程标

准化技术体系研究；风水蚀交错带水土保持措施优化配置研究；草地小流域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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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高效开发、利用、配置技术研究。 

4）草地水土保持生态恢复监测技术研究 

草地生态水土保持动态监测内容研究；草地生态水土保持动态监测指标体

系；草地生态水土保持动态监测方法与手段研究；草地水土流失预报模型研究；

基于“5S”的草地生态监测分析管理系统研究；草地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定量化评价

方法及指标体系研究。 

4 对本学科发展的若干建议 

当前，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已影响到人类生存环境的各个方面，并受到世界各

国家的共同关注。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更显著、影响更深远。再加上人类活

动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地方不合理开采草原水资源，致使下游湖泊干涸，绿洲草

原及其外围植被不断消失。长期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草原不断退化，沙尘暴、

荒漠化、水土流失等危害日益加剧，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瓶颈”，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开展全球性气候变化对

水资源的影响是一个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在生态

环境脆弱的牧区，地下资源非常丰富，国家论证建设的大型项目较多，对水资源

的需求比较迫切，建议开展针对重点开发区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在节水灌

溉方面，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而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畜产品的需求越

来越大，对优质牧草的需求越来越大，为更好地解决好牧区的草问题，建议开展

适合不同草原地理气候特点的优质牧草节水灌溉技术研究。在新能源方面，建议

重点开展牧区风力提水技术关键技术研究。在草原生态修复和保护方面，由于草

地生态系统相对比较脆弱，对气候变化、人为干扰影响等比较敏感，特别是随着

季节的变化有不同的演化过程，因此建议利用先进的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等，开展草原生态系统、水土流失等方面的监测与试验研究。 
（报告编写：李振刚 郝伟罡 徐 冰 王世峰  邢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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