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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辖单位广泛分布于新疆各地州市，大多数团（ 场） 处在河流下

游、沙漠边缘和边境线上，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 在全国水土保持区划的基础上，依据水土保持区划的原则，采
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兵团进行水土保持分区，结合兵团区域现状，对各区域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布局，
提出“ 一线、一带、两环” 的水土保持战略格局，研究成果可为兵团水土流失治理措施布局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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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我国重大的环境问题之一，也是制约

气候条件、土地利用现状、社会经济和农林牧业发展等

西部边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 防治水土

方面。 这些影响因子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内

流失、保护水土资源、维护新疆社会经济繁荣稳定是一

在关系难以定量描述。 根据兵团实际情况，水土保持

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简称
“ 兵团” ） 地处我国西北边陲，不仅承担着维护新疆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使命，而且也是守卫新疆绿洲安

分区采用 ５ 类 １１ 项指标（ 表 １） ，在国家三级区划的基
础上，将兵团划分为 １０ 个水土保持分区（ 表 ２） 。
表１

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 生态卫士” 。 兵团辖区遍布

指标类型

新疆天山南北，所辖单位呈点状或片状分布于新疆 １５

地形地貌特征

个地州市境内，形成沿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的

气候特征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疆的吐鲁番—哈密盆地周边和

土壤侵蚀特征

２ ０１９ ｋｍ 边境线的“ 三周一线” 布局。 兵团大多数团

植被特征

（ 场） 处在河流下游、沙漠边缘和边境线上，自然条件
恶劣，干旱少雨，洪、旱、风、沙灾害频发，土壤侵蚀类型
多样，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１］ ，水土
保持工作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水土保持区划是在土壤侵蚀类型分区的基础上，
根据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土保持技术条件等进
行分区，确定水土保持总体布局、生产发展方向及相应
的措施，对于水土保持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２］ 。 新
时期、新形势和新要求下，在全国水土保持三级分区框
架下，进行兵团水土保持分区和布局，对于指导兵团生
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１

水土保持分区
水土保持分区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区

指标的选取。 水土保持分区涉及自然地理、土壤侵蚀、
［ 基金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土保持规划编制项目；水利部公益性
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４０１０４９）

兵团水土保持分区选取指标

社会经济特征

２

２．１

选取指标
平均海拔，平均坡度
多年平均降水量，多年平均气温，≥１０ ℃ 有
效积温，多年平均大风日数
中度以上水蚀面积，中度以上风蚀面积
植被覆盖度

人口密度，人均 ＧＤＰ

水土保持布局
总体方略及布局
按照规划目标和《 全国水土保持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 》 “ 六带六片” 防治战略格局的总体要求，以兵团主
体功能区规划为重要依据，综合分析兵团水土流失防
治现状和趋势，为了维护和提高区域水土保持功能，提
出兵团 “ 一线、一带、两环” 的水土流失防治战略空间

格局和以“ 保土节水，防灾减灾” 为中心，构筑“ 山地、
河流、绿洲、城镇（ 居民点） ” 四级生态防线的水土保持
总体方略。

“ 一线” ，即西部边境水土流失防治线，坚持“ 预防

保护和综合治理并重” 的原则，加强边境团场的水土保
持工作，在植被条件较好的山区、草地、滩地以预防保
护为主，实施封育保护，促进生态修复，提高水土保持
生态维护和水源涵养功能，在河道侵蚀严重地区和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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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边缘地区加强综合治理，抢救和保护土地资源，稳固
表２

国家三级分区（ 新疆）
准噶尔盆地北部水源涵养生态维护区
（Ⅱ－３－１ｈｗ）

天山北坡人居环境农田防护区（ Ⅱ－
３－２ｒｎ）

伊犁河谷减灾蓄水区（ Ⅱ－３－３ｚｘ）
吐哈盆地生态维护防沙区（ Ⅱ－
３－４ｗｆ）
塔里木盆地北部农田防护水源涵养区
（ Ⅱ－４－１ｎｈ）
塔里木盆地南部农田防护防沙区
（ Ⅱ－４－２ｎｆ）
塔里木盆地西部农田防护减灾区
（ Ⅱ－４－３ｎ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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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国土。

兵团水土保持分区结果

兵团分区

涉及师、团

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生态维护农田防护
区（ Ⅱ－３－１ｈｗ－ＢＴ１）
塔额盆地水源涵养生态维护区（Ⅱ－３－１ｈｗ－
ＢＴ２）
博尔塔拉农田防护土壤保持区（Ⅱ－ ３－ ２ｒｎ－
ＢＴ１）
准噶尔盆地南缘人居环境农田防护区（Ⅱ－
３－２ｒｎ－ＢＴ２）
伊犁河谷减灾蓄水区（ Ⅱ－３－３ｚｘ－ＢＴ１）

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农田防护减灾区（ Ⅱ－
４－１ｎｈ－ＢＴ１）

第九师全部农牧团场；第七师一三七团阿吾斯奇边境牧
第五师全部农牧团场

第六师全部农牧团场；第七师除阿吾斯奇边境牧场、和
什托洛盖矿区外的所有农牧团场；第八师全部农牧团场；
第十二师除二二一团外的所有农牧团场；建工师

第十二师二二一团；第十三师全部农牧团场
第一师全部农牧团场

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农田防护 水源涵养区
（ Ⅱ－４－１ｎｈ－ＢＴ２）

塔里木盆地西部农田防护减灾区（ Ⅱ－
４－３ｎｚ－ＢＴ１）

场

第四师全部农牧团场

吐哈 盆 地 生 态 维 护 防 沙 区 （ Ⅱ － ３ － ４ｗｆ －
ＢＴ１）

塔里木盆地南部农田防护防沙区（ Ⅱ－
４－２ｎｆ－ＢＴ１）

第十师全部农牧团场；第七师一三七团和什托洛盖矿区

第二师除三十六团、三十七团、三十八团外的所有农牧
团场
第十四师全部农牧团场；第二师三十六团、三十七团、三
十八团
第三师全部农牧团场

“ 一带” ，即天山水源涵养生态维护带。 坚持“ 大

兵团重要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也是兵团重要的饮

被，提高水源涵养能力和维护河源区生态安全；保护重

座，水资源丰沛，矿产资源丰富，有优良的天然草场，农

预防，小治理” 的原则， 保 护 和 修 复 山 地 森 林 草 原 植

用水水源地。 区内有大中型灌区 ７ 个、中小型水库 １６

要生态功能区和重要湖库水源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和

牧业较为发达。 区内风蚀水蚀交错分布，草场退化，农

水质安全；加强局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坡面治理和

田风蚀沙化，山麓地带沟（ 河） 道侵蚀严重。

沟道防护，保障防洪安全和人居安全。

该区水土保持应以天然林草植被保护、重要水源

“ 两环” ，即环准噶尔盆地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

地保护和绿洲农田防护为重点，加强对水库的保护和

环塔里木盆地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坚持“ 综合治理

周边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维护水源地水质；加强额尔

为主，兼顾预防保护” 的原则，以农牧团场、连队或绿

齐斯河、乌伦古河河道防护及河漫滩地、阿尔泰山山地

洲区域为单元，开展山（ 沙） 水林田路村（ 居民点） 水土

牧场天然林草的保护，提高其水源涵养及生态维护功

流失治理，完善绿洲防护体系建设，加强低山丘陵和山

能；加强边境团场河道防护、荒漠植被保护和防风固沙

麓地带侵蚀沟道、河岸崩塌整治，注重荒漠林草植被、

林带建设，保障国土安全、生态安全与人居安全。

沙壳、结皮，以及河、湖、库、渠、沼泽等湿地资源的保护
与修复。

２．２．２

塔额盆地水源涵养生态维护区

该区额敏盆地是兵团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土地

同时，建立健全综合监管体系，强化生产建设活动

肥沃，日照充足，是兵团优质的粮油生产基地和特色农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加强水土保持动态监测与预警，提

林果品生产基地。 塔尔巴哈台山、巴尔鲁克山、札伊尔

高水土保持信息化水平，建立和完善水土保持社会化

山和南部的托里谷地既是优良的畜牧业基地，又是兵

服务体系，提升水土保持公共服务能力。

２．２

区域布局
根据兵团“ 一线、一带、两环” 的水土流失防治总

团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区内有大中型灌区 ４ 个，已建
水库 ６ 座，拟建或在建水库和沉沙池 ９ 座，有 ３３ 条河
流发源于塔尔巴哈台山和巴尔鲁克山。 区内西南部托

体布局，综合兵团土地整治规划、兵团防沙治沙规划、

里地区植被稀疏，风蚀严重，大风、沙尘暴频繁；西部巴

兵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等规划中的水土保持内容，以

尔鲁克山坡耕地面积较大；北部塔尔巴哈台山存在山

兵团水土保持区划为基础，提出水土保持区域布局。

洪及泥石流、滑坡、崩塌灾害风险。

２．２．１

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生态维护农田防护区

该区属阿尔泰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是

该区水土保持应以保护和建设边境团场林草植
被，减轻风沙及山洪、泥石流灾害，改善团场人居环境

王永胜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土保持分区及布局初探
条件，构建稳固的西北边境绿色防线为重点；加强山地
天然林草植被的封禁保护和农林镶嵌区退耕还林还

· ３５·

沙化严重。

该区水土保持应以绿洲防 护、 河 （ 沟） 道 侵 蚀 治

草，增强山地水源涵养和生态屏障功能；加强托里老风

理、人居环境维护及山地林草植被保护为重点，完善沙

口防风固沙林和农田防护林建设，防止风沙对耕地的

漠边缘防风固沙和农田防护林网，强化绿洲外围天然

侵蚀，结合牧区水利建设发展草场灌溉，提高草场的利

草地的封育保护与自然恢复，构筑准噶尔盆地南缘绿

用效率；在额敏河和白杨河沿岸加强河道、沟道综合整

洲生态屏障；加大青格达湖湿地、猛进水库、玛纳斯河

治，确保河流沿岸耕地和团场的安全；东北部为矿产资

流域、奎屯河流域、古尔图河流域林草植被的保护与建

源集中开发区，应加强水土流失预防及监督管理。

设，开展重要湖库型饮用水源地周边生态清洁小流域

２．２．３

博尔塔拉农田防护土壤保持区

建设，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加强山麓地带沟壑治理，

该区属天山北坡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是兵团粮

减轻泥石流和洪涝灾害，维护绿洲及人居安全；加强天

棉、特色林果及设施农业基地，其中博乐—塔斯尔海片

山山地牧场保护利用及矿山植被恢复，提高林草植被

区又是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和工业化重点开发区。 区内

覆盖率，增强山地水源涵养及生态维护功能。

有大中型灌区 ３ 个，已建小型水库 ６ 座，在建或拟建水

２．２．５

木湖国家级风景区和兵团级北鲵温泉自然保护区。 区

加工基地，区内天山西部山地森林草原又是兵团重要

库 ５ 座。 区内有国家级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赛里
内北部阿拉套山和南部科古琴山发育有博尔塔拉河、
精河、托托河等诸多中小河流。 在中高山区，冰川发
育，林草植被及水土资源丰富，水土流失轻微；低山、台
地或山盆过渡地带，侵蚀沟发育，沟蚀严重；艾比湖盆

伊犁河谷减灾蓄水区

该区是兵团重要的能源产业和特色农牧产品生产

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 区内有 １３ 个边境团场，７ 个
驻守在中哈边境线上（ 边境线长 ４２０ ｋｍ 以上） ，有 ９

个大中型灌区、２６ 座小型水库、９２６ ｋｍ 灌溉渠道。 区
内伊犁河上游中高山区冰川发育，林草植被较好，水土

地周边，人口集中，开发强度大，荒漠植被稀疏，阿拉山

流失轻微；中下游谷地，山洪灾害频繁，冲毁农田草场，

山口风力强劲，风蚀危害严重。

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局

该区水土保持工作应以侵蚀沟治理、风沙危害防

部地区侵蚀强度达到极强烈甚至剧烈。

治及林草植被保护为重点，加强博尔塔拉河中下游黄

该区水土保持应以侵蚀沟治理、山洪泥石流防治

土台地侵蚀沟治理和阿卡尔河、托托河等干支流河岸

和保土蓄水为重点，加强中高山区林草植被及河滩谷

侵蚀防治，减少河湖库区泥沙淤积，提高水利工程效

地天然林草植被的封育保护，提升水源涵养及蓄水保

益；加快农田防护林网建设，在绿洲与沙漠过渡带、阿

土功能；加强中低山地带侵蚀沟道治理及山洪、泥石流

拉山口垦区和艾比湖周边完善防风固沙林带，减少风

灾害防治，保障团场耕地及人居安全；加强伊犁河、霍

沙侵蚀，保障农业生产；加强艾比湖湿地周边、北鲵温

尔果斯河、特克斯河等河岸整治，疏通河道，修筑防洪

泉自然保护区和赛里木湖上游地区天然植被保护，增

堤坝，保障防洪安全。

强其水源涵养及生态维护功能。

２．２．４

准噶尔盆地南缘人居环境农田防护区

该区是天山北坡重要的经济发展带，是兵团经济

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是带动兵团跨越式发展和保障
农产品供给安全的重要区域，其中乌鲁木齐—五家渠

２．２．６

吐哈盆地生态维护防沙区

该区是我国重要的石化工业基地，也是兵团重要

的特色林果业生产基地，区内红星一牧场和淖毛湖农
场属于兵团级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 区内有 ４

座小型水库、６ 个引水工程，水资源相对缺乏，风力强

市片区、石河子片区及奎屯片区的师部所在地及中心

劲，风沙危害严重，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地表稳定状态

团场是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工业化重点开发区域。 区

被破坏，极易产生风蚀沙尘。 由于河流流程短，山地及

内有大中型灌区 １３ 个，已建水库 ５５ 座，灌溉渠道近

３ ６００ ｋｍ。 区内天山中高山地带冰川发育、林草植被
较好，水土流失轻微；中低山及山前冲洪积扇以水力侵
蚀为主，河 （ 沟） 道冲刷导致的崩塌及泥石流灾害严

山麓地带遇阵发型降雨或暴雨易遭受山洪泥石流危
害，因此尤其是在夏季气温升高条件下，喀尔力克山积
雪融化产生的山洪、泥石流，对山前的黄田农场和红星
四场威胁极大。

重，尤其是奎屯河流域上游山谷陡峻、植被稀少、岩石

该区水土保持应以天然植被保护、绿洲农田防护

风化，洪水期易引发泥石流灾害，中、下游河道落差大，

为重点，加强天然荒漠植被的保护，维护绿洲系统的稳

河岸深切陡峭，受降雨或流水作用河岸易发生淘蚀崩

定；加强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林和农田防护林建设，减轻

塌，蚕食农田、道路；分布在河流下游尾闾沙漠边缘的

风沙危害；发展节水灌溉，构建生态节水型小流域；加

团场，受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侵扰，风沙线长，农田风蚀

强山洪泥石流沟道治理，维护农牧团场生产安全；加强

·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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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监督管理工作，减少人为干扰。

２．２．７

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农田防护减灾区

该区属于塔里木河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区内第一师三团是塔里木河荒漠化防治国家级生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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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干扰，保护荒漠绿洲过渡带天然荒漠植被，构筑有效
的绿洲防护体系。

２．２．１０

塔里木盆地西部农田防护减灾区

该区除四十一团和红旗农场外，其他农牧团场均

能区，其他团场为天山南坡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该

属于塔里木河荒漠化防治国家级生态功能区。 区内农

区位于阿克苏河、叶尔羌河与和田河的交汇处，水资源

业生产以种植棉花为主，是国家优质商品棉种植基地。

相对丰富，有多浪水库、上游水库、胜利水库等兵团重
要的灌溉和饮用水水源地。 受塔克拉玛干沙漠侵扰，
区内风蚀沙化问题突出，绿洲内部河岸侵蚀、土壤盐渍
化严重，尤其是位于乌什谷地和天山南坡山麓地带的
团场，局部地区受季节性洪水影响存在泥石流危害。

区内有大中型灌区 ６ 个、水库 ５ 座、河湖取水口 ２８ 个，
有西北地区最大的平原水库———小海子水库，是图木
舒克市及周边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供水人口近 １３ 万
人。 该区位于叶尔羌河下游，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西
缘，部分团场周边还分布一些小型的沙漠，风蚀遍及全

该区水土保持应以控制风蚀、保护绿洲农田为重

区，以沙漠周边最为严重；水蚀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

点，加强绿洲防护体系建设，维护绿洲生态安全；加强

叶尔羌河是新疆境内洪峰流量最大的河流，山洪、泥石

中低山丘陵地带侵蚀沟道治理，减轻山洪、泥石流危

流灾害频繁，局部河段河岸侵蚀坍塌严重。

害；加强土壤盐渍化治理，发展节水灌溉，保护耕地，增

该区水土保持应以建立农田防护林、提高河道防

加农作物产量；加强自然保护区、河谷滩地、天然林草

护功能、保护河岸植被、减轻山洪灾害为重点，加强塔

植被的保护，构筑稳定的绿洲生态安全体系。

克拉玛干沙漠西部荒漠绿洲过渡带防风固沙林及农田

２．２．８

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农田防护水源涵养区

防护林建设，配合封禁保护大面积的天然胡杨林等荒

该区是兵团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是兵团特色果

漠植被，逐步建立绿洲外围的防风屏障，保护绿洲免遭

业和畜牧业基地，也是兵团重要的煤电、石油化工综合

风沙侵害；在浅山区及山前水蚀较严重的叶尔羌河、克

加工和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基地。 区内有大中型灌区 ３

个、水库 ５ 座、饮用水水源地 ４ 处，周边有我国最大的
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 区内中高山地区草牧场林
草覆盖率较高，水土流失相对轻微；博斯腾湖灌区人口
集中、密度大，土地垦殖率高，居民生产生活垃圾及农
田农药化肥排放等成为博斯腾湖的主要污染源；塔里
木河尾闾的三十一团至三十五团，毗邻塔克拉玛干沙
漠，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脆弱，风蚀沙化危害严重。
该区水土保持应以清洁小流域建设、水源地保护、
绿洲风沙防治为重点，加强塔里木河沿岸天然胡杨林
的保护、博斯腾湖上游天然植被保护和面源污染控制，
提升水质维护功能；加强垦区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孜勒河流域采取河道整治及治沟工程，防止洪水、泥石
流对农牧团场的危害。
３

结

语

（１） 在国家三级区划的基础上，选取地形地貌特

征、气候特征、土壤侵蚀特征、植被特征、社会经济特征
共 ５ 类 １１ 项指标，将兵团划分为 １０ 个水土保持分区。
（２） 按照《 全国水土保持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 》

的总体要求， 结合兵团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实 际， 提 出 “ 一
线、一带、两环” 的水土保持战略格局。

（３） 基于兵团水土保持分区结果，对各分区水土

流失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布局。

过渡带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减轻风沙灾害。

２．２．９

塔里木盆地南部农田防护防沙区

该区涉及 ２ 个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内第二

师的三十六团、三十七团、三十八团属于阿尔金草原荒
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第十四师的四十七团、二二四
团、一牧场和皮山农场属于塔里木河荒漠化防治生态
功能区。 区内有 ６ 个中型灌区、３ 座小型水库。 由于

大多数团场位于沙漠绿洲交错带，绿洲外围植被稀疏、
绿洲内部防护体系不健全，因此土壤风蚀沙化及沙尘
暴危害严重。
该区水土保持应以绿洲风沙危害防治为重点，在
绿洲边缘兴建防风基干林带，扩大河滩、碱滩、沙滩地
造林面积，禁止开垦草原，控制放牧强度，减少人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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