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及其生态水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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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流域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
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经济廊道，对国家的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
近几十年来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流
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受到威胁。然而，目前仍缺乏对黄河流域生态
系统在流域尺度上的整体性研究，对其完整性、连通性和脆弱性
的系统研究不足，难以有针对性地提升变化环境下的生态系统服
务与生态屏障效应。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
战略需求，我们认为应从流域整体性出发，通过构建黄河流域生
态系统类型及空间格局数据集，分析黄河流域生态水平衡分量的
格局变化规律，解析并量化表征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
变化之间的关联；基于多源数据集以及生态水文模型，解析黄河
流域生态系统的时空格局变化和生态水文过程，并以此建立关键
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评估指标体系，揭示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能力的格局特征和空间流动及变化趋势，开展生态系统服务格局
特征与空间流动时空变异的归因分析；阐明生态系统结构—过程

—服务的级联效应，提出生态屏障功能的优化提升方案，为黄河
流域生态治理与管理提供科技支撑。上述研究对完善和丰富地球
系统科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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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
黄河流域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
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经济廊道，是覆盖和辐射东、
中、西部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因此，维持黄河的健康
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 。受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
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威胁着流域生态系统健康。黄河
源区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提供了黄河约 60%的径流量，虽然从
2005 年起国家就在黄河源区开展生态保护，但是长期以来其水源
涵养能力减弱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2] 。黄河中游穿越黄土高
原，是全球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
来源。自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以来，黄土高原 88.2%的面积植
被恢复成效明显 [3] ，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和入黄泥沙量。然而，在
植被恢复的同时，局部地区出现了土壤干化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
题。同时，入黄泥沙量迅速减少不仅影响了下游工农业生产，也
对下游河道和河口三角洲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了严重影响，

导致黄河三角洲盐水入侵加剧，海岸线持续后退，三角洲不断萎
缩，威胁河口区域生态安全。因此，揭示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
的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界定黄河源区水源涵养量阈值、黄土高原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生态水文阈值和维持海岸线及河口湿地生态
平衡的水沙量，维持和提升黄河流域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等重要
生态屏障功能，对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支撑国
家重大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流域主要处于干旱半干旱区，对环境变化敏感。基于流域
整体性和连通性，系统研究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格局及其生态
水文效应，揭示其脆弱性，阐明变化环境下流域生态系统结构—
功能—服务的级联效应，对完善和丰富地球系统科学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黄河作为世界第五大河流，有着不同于其它大
型河流的特点：如海拔落差大，东西跨越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
干旱区等多个气候区，穿越全球最大、最深厚的黄土区，生态系
统脆弱，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异质性大等。特别是近年来在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的耦合影响下，流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水资
源特征等发生了显著变化 [4] ，严重影响流域的完整性、连通性和
流域生态系统健康。从流域完整性角度来看，研究生态系统变化
及其生态水文效应，集成完善流域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模
型，是大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管理的研究热点和前沿科学问题 [5] 。
因此，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生态系统变化及驱动机制，
阐明变化环境下流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服务的级联效应，深

入理解流域的完整性、脆弱性和流域系统管理的关系，可以为黄
河流域生态治理与管理提供科技支撑，也可以为世界同类河流治
理与管理提供科学借鉴。

2 研究现状
2.1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及其驱动机制
大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与健康是地球表层系统科学与生态学
综合研究的科学前沿，从流域整体视角开展大河流域生态系统变
化的研究刚刚起步。相比于世界其它主要大河，黄河流域生态系
统类型更为复杂，也是全球人类活动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而且
上中下游的气候、地理、生态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差极大。目前，
在流域尺度尚缺乏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的
整体性研究。
自 2000 年以来国家在黄河源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生态保护与恢
复工程，辅以人工增雨，有效提高了源区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能
力 [6]，但是草地退化与水源涵养能力不足的局面尚未根本好转 [2]。
目前对草地退化、恢复和生态保护的研究多集中在局部地区的典
型草地类型上，主要关注恢复措施对植被盖度、生物量、群落中
优质牧草比例的影响，缺乏对生态工程和气候变化影响植被变化
的驱动机制研究。
黄河中游处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而又承受着高强度人类活动
压力的 黄土高 原 地区， 是全球 水 土流失 最严重 的 区域之 一。自

1999 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以来，黄土高原 62%的区域呈现植
被恢复态势，植被覆盖度由 31.6%提高到 2017 年的 65%[7] ，成为
全国植被恢复效果最显著的地区 [8] 。与此同时，在区域植被持续
增绿的过程中，植被蒸腾导致土壤水分不断消耗，植被恢复的可
持续性面临威胁 [9] 。一些地区人工生态林营建不合理，过度追求
人工林草的高经济效益，出现了土壤干化和植物群落生长衰退的
现象 [10,11] 。同时，黄土高原现有林草覆盖率已达 63%，其耗水接近
该地区水分承载力阈值，不合理的人工林建设对区域水文循环和
社会用水需求造成不利影响 [9] 。维持植被恢复及其生态效益的可
持续性已成为黄土高原生态恢复与重建面临的新挑战，目前缺乏
对大规模植被恢复驱动下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变化机理的深入研
究，难以为未来生态建设格局优化提供支撑。
黄河三角洲和河口湿地是由中游泥沙输入沉积而成，水沙不仅
控制着河口湿地面积消长和结构变化，而且为黄河下游湿地发展
和生物多样性维持提供了物质和能量 [12]。近年来，由于小浪底水
库对黄河下游的调水调沙动力不足，导致河道冲刷效率明显降低，
黄河下游湿地植物和水生生物健康状况显著下降 [13]。与 1990 年
相比，2010 年河口三角洲湿地面积减少了 39.4% [14]。2002 年黄河
实施水沙调控措施后，入海泥沙通量增加，泥沙粒度粗化，现行
河口的淤积速率快速增加，河口湿地由蚀退状态转为缓慢淤积状
态 [15] 。河口湿地的有机碳以陆源地表径流输入和湿地植被贡献为
主，有机碳的来源有明显的时空变化并且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干

扰，流域水沙调控和湿地保育引起河口沉积特征与生源要素迁移
不断调整。在水沙调控的新形势下，目前缺乏对未来河口湿地沉
积地貌演化规律和湿地植物群落演变规律的探索。

2.2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生态水文效应及其调控机制
黄河流域跨越中国三大自然区，气候、地质、地貌、土壤、植
被和水文状况差异巨大，导致黄河流域的生态水文特征也具有显
著的空间差异。黄河源最重要的植被覆盖是草地，特殊的地理位
置和地形地貌使得黄河源对气候变化极其敏感。在气候变化影响
下，黄河源区的降水、气温和径流等关键气候水文因子发生了很
大变化，气温上升导致区域蒸散发增强、冰雪消融增多和冻土层
退化，使草地呈现斑块化、破碎化和分散化的退化特征，从而降
低了水源涵养能力，改变了地表水热平衡，导致地下水位降低，
并进一步降低产流。黄土高原既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也是我国开展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的重点地区，大规模的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在提升该区植被覆盖度的同时，导致植物耗水接近该
地区水分承载力，而土壤侵蚀强度显著下降的同时，也导致向下
游输沙量大幅减少。黄河向河口的输沙能力及其对下游河道安全
和湿地健康的维持，需要通过小浪底水库调控下游水流量和泥沙
量。黄河中上游水沙量的变化，对小浪底水库的水沙调控能力及
下游河道与河口湿地生态安全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小浪底水
库单库调水调沙后续动力不足，河道冲刷效率明显降低，黄河下

游湿地植物和水生生物健康状况显著下降，河口三角洲湿地面积
显著减少。
生态水文过程是控制生态系统水分利用与产流产沙的核心过
程，包括了能量、水分、碳、养分及其它物质的流动和输移过程。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既可以直接影响生态水文过程，又可以间接
影响水分代谢关系而引起生态系统的变化，进而改变流域的生态
水文过程。解析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生态系统变化与流域
水文过程变化之间的互馈关系，是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的重点
和难点 [16]。
在过去 20 年间，为应对人类活动引发的流域生态退化和全球
环境变化，生态水文研究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由于生态系统受
到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生态水文过程极其复杂，当前学界的认
识还不完善 [16]。在干旱和半干旱区，虽然从个体生理到群落、生
态系统乃至流域尺度对微生物、植物的碳水关系开展了丰富的实
验观测和模型模拟研究，但是认识仍然有限，缺乏跨尺度碳、水
互馈机制，基于小尺度的精细研究，无法准确预测大尺度碳、水
过程和环境变化的生态水文效应 [17]。
生态系统对水资源的调节和供给能力强烈依赖于水循环中的
三个关键连接点，即地表入渗、根层水分去向和由蒸散决定的水
分配 [18]。对于干旱、半干旱乃至半湿润生态系统，其水分绝大部
分通过蒸散消耗，对于草地生态系统该比例可达 95%[19] ，在黄土
高原地区也大于 90% [20] ，因而蒸散及其组分分配是水循环的重要

枢纽。在蒸散中降低地表蒸发的损失，而提高植物蒸腾耗水的比
例，可在不减少液态水资源的同时，提升生态系统生产力及其它
生态服务功能。然而，当前在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中，通常只
关注液态水，而忽视了对气态水分配的管理 [21]。
气候变化直接影响蒸散及其组分分配，植被变化通过改变下垫
面地形地貌条件、植被覆盖面积、土壤理化性质、植物水分吸收
和利用效率等影响土壤入渗、根层水分去向和蒸散，进而影响流
域的径流量、洪水过程及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补给 [22]（图 1）。黄
河流域大部分区域处在干旱半干旱区，水循环、生产力及其相互
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降雨、蒸散和土壤水分变化等联
结水文和生产力形成的关键环节以及植被变化影响生态水文过程
的机制 [10,23-25]。已有研究表明，多种农作物以及不同年龄经济树种
的水分吸收和利用等特征不同，不同植物和植物群落在水分吸收
节律、利用效率和年需水总量上也相差巨大。目前研究多集中于
区域内典型生态系统或者小流域，关注植物—土壤格局变化对生
态水文过程的影响，缺少流域尺度上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未
能有效揭示植被变化对蒸散及其组分分配等关键环节的生态水文
效应，也未能充分刻画人类调控管理措施的影响。

图 1 水循环基本路径（修改自 [28]）

近年来国内外研发了两类流域生态水文模型，一是利用区域历
史或者遥感数据，基于植被特征和水文过程的相关性，建立统计
模型或者遥感估算模型，这类模型并未考虑二者之间的互馈机制，
不适用于大型流域 [26]；另一类模型考虑了植被的影响或者将植被
生态模型嵌入到水文模型中，实现了植被生态—水文交互作用的
双向耦合模拟 [27] ，其缺陷主要在于对植物生长和植被—水文相互
作用的机理考虑不够，对植被动态过程与水文过程的耦合以及水
循环相伴的物质循环的模拟能力不足。由于下垫面条件、水文参
数等的时空变异性，不同时空尺度的生态水文过程存在差异，基
于小尺度研究建立起来的模型并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大尺度的流

域生态水文过程模拟中。在各种空间尺度上，水文循环的准确描
述缺乏关键环节的定量参数，上述两类模型的尺度转换问题仍然
悬而未决，限制了大流域空间模型的发展。

2.3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是近 20 年来地理学和生态学综合交叉研究的一
大热点和前沿领域，在理论框架搭建、定量评估和模型发展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面向改善生态管理的需求，生态系统服
务科学仍然面临着深化机理研究和强化应用研究的严峻挑战 [29]。
在旺盛需求的驱动下，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和模拟模型也有了很大
发展，针对不同的应用导向开发了一系列模型工具，其中综合性
模型 InVEST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模型；而 ARIES 模型则具有一定
的人工智能和网络分析功能，应用更为灵活 [30] 。在生态系统服务
定量化方法发展的推动下，国内外开展了大量不同尺度上生态系
统服务定量评估方面的研究 [31]。但是，由于对社会经济复杂性、
时空不确定性、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生态系
统服务的空间流动等科学机理的解析还不充分，严重影响了这些
研究在实际生态管理决策中的推广应用 [32] 。具体到黄河流域，生
态系统服务的相关研究在上中下游的局部地区有所涉及 [33]，研究
内容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和价值量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
供需关系及权衡/协同关系定量分析和模拟等，然而更为深入的生
态系统结构—功能—服务级联效应研究不足，特别是以整个黄河

流域为研究对象、考虑机理机制和上中下游协同的生态系统服务
综合定量研究还鲜有报道。
生态屏障是我国学者面向区域生态系统保护、恢复和管理需求
提出的具有鲜明应用导向的生态学概念 [34] 。围绕生态屏障这一主
题，国内学者主要开展了不同尺度和地域类型的生态屏障区划、
规划和监测评价等研究 [35,36]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了地表生态空间
的地域分异特征、土地利用格局、植被特征以及一定的生态系统
服务物质量及价值量变化，对空间分异和时间变化的机理研究涉
及很少，尚难以有效支撑针对生态屏障管理的科学决策。国际上
没有在 内涵上 与 生态屏 障直接 对 应的生 态学概 念 （潘开 文等，
2004 ） ， 比 较 接 近 的 术 语 是 系 统 保 护 规 划 （ 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37,38] 。近年来，国际上关于系统保护规
划研究向更多地整合社会需求的方向发展，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
到系统保护规划之中。有关研究表明，纳入生态系统服务之后，
可以降低规划体系的成本，提高综合效益 [39]。我国学者的研究也
表明，通过纳入生态系统服务，可以完善指标和目标体系，为优
化我国的生态保护空间体系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 [40,41] 。

3 关键科学问题
针对变化环境下黄河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与生态屏障功能提升
这一重大国家需求，开展多学科、多手段、多时空尺度的综合研
究，探索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机制、生态系统格局—过

程—服务级联效应及生态屏障功能提升途径，需要回答三个关键
科学问题：（1）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黄河流域生态系
统如何变化，生态系统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是什么？（2）黄河流
域生态系统变化的生态水文效应调控机理是什么？源区水源涵养、
中游退耕还林还草及河口水沙调控分别具有怎样的生态阈值？（3）
如何揭示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的级联效应，提升
其生态屏障功能？针对以上关键科学问题，下面拟从变化环境下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变化环境下黄河流域生态
系统变化的生态水文效应和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
的级联效应和生态屏障功能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图 2）。

图 2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研究关键科学问题

3.1 变化环境下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及其驱动机制
黄河流域横跨中国三大自然区，生态系统类型复杂多样，人类
活动强烈。准确认识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变化特征和驱动机制有

利于我们全面评估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这是地球表层
系统科学与生态学综合研究的科学前沿。目前在黄河流域不同地
区针对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已有相关研究，但是尚未形成统筹共识。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亟需在流域尺度上对黄河流域生
态系统变化及其驱动机制进行整体性研究，亟待在深化研究区域
生态系统变化特征的基础上，解析生态系统变化背后自然和人文
耦合作用下的驱动机制。
面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及其
驱动机制研究，需要从流域整体性出发，构建包括样带调查、定
点监测、遥感影像、无人机监测、历史资料、气象和水文观测资
料、社会经济资料等多源数据集，基于众源采集、地面观测和多
源遥感等数据，充分挖掘黄河流域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的光谱、植
被、生境、物候等时空信息，采用深度学习方法和云计算平台，
开展黄河流域土地覆被类型遥感监测（图 3）。通过构建黄河流域
生态系统类型及空间格局数据集，分析黄河流域降水、蒸散、地
表径流等生态水平衡分量的格局变化规律，从而解析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变化之间的关联，并量化表征气候变化与人
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机制。

图 3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研究框架

3.2 变化环境下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生态水文效应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态水
文过程之间的互馈关系是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然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黄河流域典型生态系统或者小流域，主
要关注植物—土壤格局变化对生态水文过程的影响。亟需从流域
尺度上开展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有效揭示植被变化影响蒸散
及其组分分配等关键环节的生态水文效应，充分刻画人类调控管
理措施对黄河源区、黄土高原和黄河三角洲等典型地区的生态水
文影响，发展流域尺度生态水文模型。
黄河源区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对维持健康的黄河生态流量具
有重要的管理价值。虽然 2000 年以来实施了大规模生态保护工

程，但草地退化和水源涵养能力不足的局面仍未好转。在变化环
境背景下，需要揭示草地植被与土壤变化间的互馈关系，阐明草
地退化及不同恢复措施的生态水文效应，以此界定保障黄河水源
涵养需求的草地恢复阈值。
黄河中游生态环境脆弱，人类活动强烈，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源
区。自 1999 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以来，黄河中游植被得到了
有效恢复，减少了泥沙输入，但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不足 50%，与此
同时有些地区人工林耗水接近水分承载力阈值，亟待深化退耕还
林还草后生态系统变化与水土保持的互馈机制、不同地貌类型区
典型生态系统的生态水文阈值以及生态建设格局优化方案等问题
的研究，为区域生态恢复和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黄河流域水沙调控导致下游泥沙输入量急剧减少，不但影响下
游工农业用水需求，也加剧了黄河三角洲萎缩和海水入侵，使河
口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在变化环境下，亟需研究河口湿地生源要
素的迁移、转化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响应机制以及下游湿地植
物群落的演变过程，并界定维持河口稳定和湿地生态系统可持续
性的水沙临界值。
系统研究变化环境下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生态水文调控
效应与机制，需要集成优化流域跨尺度机理模型，以此提升对流
域生态水文效应模拟和预测的准确性。因此，对于流域生态水文
模型而言，亟需提高生态过程与水文过程的耦合度，寻找合适的
转换尺度，通过模型模拟定量揭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导致的

植被格局、水循环过程以及生态系统功能的改变，并进行有效的
评估。

3.3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的级联效应和生态屏
障功能
提升黄河流域的生态屏障功能，必须基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
—服务级联效应，提出针对各区域的生态系统管理策略。同时，
必须基于流域整体性厘清上中下游之间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屏障
功能之间的关系，协同提升流域整体的生态屏障功能。
生态系统服务是地理学和生态学交叉研究的热点方向，但生态
系统服务耦合机制和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服务的级联效应等科
学机理研究相对薄弱。目前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系统服务
研究有所进展，但缺乏对变化环境下流域整体的系统研究，亟需
以黄河流域整体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服
务的级联效应，从机理机制上定量研究黄河上中下游协同的生态
系统服务。黄河流域地处干旱半干旱区，水沙问题一直是治理中
的关键问题。因此，在生态系统服务方面需要重点考虑生态系统
的水文调节与水源涵养、淡水供给、土壤保持与防风固沙服务，
面向气候变化的响应和适应以及“碳中和”的政策需求，生态系
统的碳固持服务也非常重要。
生态屏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学概念，目前生态屏障的理论
和方法尚待建立和完善，对黄河流域生态屏障功能的研究甚少。

亟需借鉴国际系统保护规划的最新理论与方法进展，把具有中国
特色的生态屏障研究与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生态系统服务前沿和热
点进行综合，开展大流域尺度的研究，将会成为极具潜力的创新
研究方向。
基于遥感影像、定点监测和样带调查等多源数据集以及生态水
文模型，解析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时空格局变化和生态水文过程，
以此为驱动建立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评估指标体系（包括水
源涵养与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碳固持与养分持留等），结合流
域上中下游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研究和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特征，
采用遥感和生态系统服务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关键生态系统
服务供给能力的格局特征和空间流动及变化趋势，开展生态系统
服务格局特征与空间流动时空变异的归因分析（图 4）。综合考虑
地形、植被、气候等自然因子，人口分布与变化、城乡建设、经
济发展等经济社会因素，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及其耦合关系开展生
态屏障功能格局的评价与制图，实现基于生态系统格局—过程—
服务级联效应的流域生态屏障功能优化提供解决方案和对策，这
也可以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区的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安全可持
续维持提供科学借鉴。

图4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的级联效应和生态
屏障提升路线图

4 研究展望和建议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生态脆弱性和巨大的时空异质
性，使其在世界级大河流域中极具典型性。从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提供科技支撑出发，提出以下建议：
（1）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发展程度差
异显著，所面临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各有特点，功能定位和

发展路线迥然不同，但是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研究，需要服从
流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一盘棋”战略，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
协同性。
（2）充分认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生态系统结构、功
能与生态水文过程之间的互馈关系是有效管理流域生态系统的关
键。不论是从国际学科前沿还是从黄河流域自身研究现状看，在
考虑流域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的基础上，亟需深化与加强生
态系统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揭示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
生态水文调控机制，界定黄河源区水源涵养、黄土高原退耕还林
还草和黄河口水沙调控的生态阈值。
（3）刻画变化环境下黄河流域生态水文过程机理，需要发展
生态水文过程尺度转换方法，建立耦合生态、水文和社会经济的
流域集成模型，提高生态过程、水文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动态的
耦合度，提升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及其对水资源和泥沙调控
机制的认知水平，从而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奠定基础。
（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
统工程，其根基在于维护黄河的健康。只有系统剖析维持黄河健
康所需的生态系统服务，才能优化和提升其生态屏障功能。黄河
作为世界级大河，在生态系统变化与生态屏障功能方面的深入研
究和集成创新，能够为推动地球系统科学和生态学在流域综合研
究方面的深度融合与跨越发展提供科学范式，也可以从大河流域

层面推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世界大河流域
可持续管理提供黄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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