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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湖岸形态变化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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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青海省遥感中心，西宁８１０００ｌ；２．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西宁８１０００ｌ
３．青海省气候资料中心，西宁８１０００１；４．华东师范大学，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摘要：青海湖在１９７５年～２０００年的２５年同，湖岸形态发生，较大变化，西岸和北岸阽地相对推进距离
分别达到１ ５６６ ３ｍ和３ ２６６ ９ｍ，年平均推进距离分别为６２．６ｍ和１３０ ６ｍ；湖区东岸沙体形似“鸟嘴”侵蚀东
岸湖水，近１００ ｋｍ２的水体被分离，只有很窄的河道连通湖区，且“鸟嘴”有继续延伸趋势。造成湖岸形态变
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暖干化、湖水位下降、土地沙漠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青海湖环湖地区气候暖干

化导致的青海制水位下降和土地沙漠化是造成湖岸变化的的直接成因；人类恬动引起的草场退化则进一
步加速了湖岸的变化。
美犍词：青海胡；湖岸形态变化；气候暖干化；草场退化
中图分类号：Ｐ９３１．７（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７５８８（２００４）０１一００３８一０７

青海湖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东经９９。３６’～１００。４７’，北纬３６０３２ ７—３７。１５’，是中国第一大咸水湖。
青海湖流域四周分别为日月山、青海南山、大通山所环抱，形成一内陆盆地，湖泊位于盆底低洼处，形
似梨形。

青海湖地区具有丰富的气候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草场资源、野生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
资源，是青海省重点发展的区域之一，也是全国生态环境重点建设草原区。环青海湖地区的地类主要
包括农田、人工草场、天然草场、河流、湖泊、沙漠、高山砾石等。近百年来，由于气候暖于化，导致湖面
水位下降，湖面面积缩小，青海湖湖岸形态发生较大变化。本文使用美国陆地卫星１９７５年的Ｍｓｓ数
据和２０００年的ＥＴＭ数据，研究了青海湖湖岸变化，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１研究资料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主要信息源为美国陆地卫星１９７５年的Ｍｓｓ数据和２０００年的ＥＴＭ数据。同时还收集
了青海湖沙沱寺及下社水文观测资料，以及青海湖东、西、南、北方位的海晏、茶卡、共和及刚察气象站
１９７６年。２０００年２５年的逐月气温、降水等资料。
研究首先以青海省西宁市１：５００，０００地形图为基准图对取得的遥感图像进行几何校正。由于该
地形图为７０年代以前测绘的，至今几十年来景物变化较大，如河流改道、青海湖湖岸地貌改变等，选
择大量的地物标志点有一定的困难，本文在综台分析对比之后，选择了近２０个地物标志点，这些地物
标志点主要是交通干线交汇点、山脊线转折点、小水体、湖中小岛等变化较小的地物特征点，采用双线
性内插法对图像进行重采样，误差控制在一个像元以内。
接着对图像进行复合处理，在经过几何校正后的图像上提取水体。根据水体的光谱特性，采用
１Ｍ５或ＴＭ７、Ｍｓｓ７单波段影像确定水陆界线，提取湖水体，进行水体、非水体二值变换处理，再将不同
时相的遥感图像复合，选取研究区１９７５年Ｍｓｓ图像、２０００年ＥＴＭ图像，以分辨率较高的ＥＴＭ图像为
基准图，对ＭｓＳ图像进行图像和图像配准。分别在两幅图像上选取具有相同的、变化不大的地物标
志点，如两条河流的交叉处、山脊线的转折处、湖中小岛等地物标志点，采用３次卷积内插运算对Ｍｓｓ
收稿扫期：２００３—０６—３０；修订日期：２００３一１１～３０
基金项目：国隶重点科技项目（攻关）计划西部丈开发科技专项（编号：２０呻一Ｋ０ｌ一０６—０３）。

作者衙舟：李风霞（１９“一），女，江苏无锯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应用气象和遥蒋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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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进行重采样，完成图像配准，对配准的图像进行二值变换处理，突出湖岸地貌形态。

２青海湖湖岸形态变化
分析１９７５年和２０００年的遥感影像，研究结果表明：近２５年来青海湖湖岸总体变化趋势是陆地相
对向湖水方向推进，湖岸形态整体萎缩（圈１ａ），变化较大的湖岸为东岸沙岛和海晏湾地带（图１ｈ）、北
岸沙柳河人湖一带地区（图１ｃ）、西岸布哈河人湖地带（图ｌｄ）。

Ｊ羽１

哺ｌ

青海湖湖岸线变化

Ｖ帅ｎ啪讲ｔｈ…鹏ｔ

１ｌ㈣ｎｄ

４ｎｇｈｍ

Ｉａｋ。

从罔１可以发现，相对来说，西岸陆地推进速度较快，本文测定的青海湖主要入湖河流布哈河向
湖水前方相对推进距离为１ ５６６．３ｍ，年平均推进距离６２．６…布哈河南部一支流向湖水前方相对最大
推进距离２ ５６５．６ｍ，年均推进距离ｌｏ，．６ｍ；海色皮北端向北相对最大推进距离为３ ０８６．４ｍ，年均推进
距离１２３．１ｍ。
图１ｃ反映出２５年以来青海湖北岸流经刚察县的沙柳河入湖ｆ＿Ｉ湖岸发生了较大变化，该部位为
刚察冲积扇与哈尔盖冲积扇的交界处，陆地相对最大推进距离为３ ２６６．９ｍ，年均推进距离１３０

６ｍ。

图１ｄ反映了青海湖东岸２５年以来的动态变化，湖区东岸为面积约１８０ｋｍ２的流动沙漠地带，沙
体形似“鸟嘴”侵蚀东岸湖水，近ｌ（）０ ｋｍ２的水体被分离，只有很窄的河道连通湖区，且“鸟嘴”有继续
延伸趋势。

３湖岸形态变化原因分析
３．１气候暖干化

分析环青海湖周围各气象站的观测资料发现，在青海湖湖周出现了气温升高、降水减少、蒸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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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等气候变化特征。
３．１．１

气温

；。

图２给出了环青海湖地区四季及年平均

气温的年际变化情况。从图２可以看ｍ，各季及年平ｐ

均气温除年际间的微小波动外，均呈现出明显的ｒ升瘸…
趋势。通过估计气候趋势同样发现，气温增幅较为显

２

ｏ

著，春、夏、秋、冬及年平均气温的线性变率每１０年分

１

ｏ

３．１．２降水图３是环青海湖地区四季及年降水量年
际变化曲线，、从图３可以看出，四季及年降水量年际
变化中除秋季呈现冉明显的减少趋势外，其余季节和
年降水量均有自７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增多，到８０年代末
达到最大值，此后开始出现丝著的减少趋势，这一现象
在春季和年降水量的变化中表现的尤为突Ｈ｛。值得一
提的是，通过趋势分析得出，秋季降水量的线性变率达
一５．２９一ｎ，ｌｏ年，该数值同样高于全青海省秋季降水量
减幅（一１．８３ ｍｍ，Ｉｏ年），说明环青海湖地区秋季降水

量减幅就青海省而言是显著的。
３．１．３蒸发蒸发量的年际变化特征如图４所示。冬
季由于气温多在Ｏ℃以下，蒸发相对较小，多数年份蒸
发量低于６．０ ｍｍ。夏季及年蒸发量的变化特征与降水
量的变化情况较为相似，即从７０年代巾后期开始增
大，至８０年代中、后期达到极值，从９０年代开始ｆ：ｈ现微
弱的减小趋势，但就总体而言，夏季及年蒸发量还是表
现ｍ较为明显的增大趋势。春季蒸发量呈微弱的减少
趋势。，秋季蒸发的变化自１９７６年以来呈现出减少的
趋势，这与降水量总的变化趋势也是一致的，但不忙ｄ的
是，进入９０年代后蒸发量却出现ｒ显著增大的趋势。
另外，通过气候趋势的估算得出，夏季及年蒸发量的线
性变率分别达４．９０、２．７９ ｍ—ｌＯ年，夏季和年蒸发量较

１９７６

９８０

１９８４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环湖地区出现了．温度逐步升

高，燕发营增大、降水量减少的暧干旱化的气候变化趋
势，这与其他专家。２１的研究结论非常一致。

９９２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图２环青海湖地随叫季（ａ：春季，ｂ：夏季，
ｃ：秋季，ｄ：冬季）段年平均气温（ｅ）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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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环湖地区蒸发量增大、降水量减少直接
导致了青海湖水位下降。据青海湖沙沱寺及下社．ｏ
２水文站观测１９５９年一２０００年资料，近４０多年：；
来青海湖水位除个别年份略有列升外，总体上呈嚣
现出明显下降趋势（图５），年下降７ ９ｃｍ，其中特别暑４
ｏ

是１９７５年之后，水位Ｆ降更趋明显。
随着青海湖水位的下降，青海湖湖面面积口
益萎缩（表１）。１９７５年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５年中，湖面
面积缩小了１４９．６ ｋｍ２。水位的下降和面积的缩
小，为湖岸沙漠化的发展提供了物源和场地，从而

２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４

图５

导致湖岸形态变化。

Ｈｓ ５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４

１９７９

１ ９８４

１ ９８９ １９９４

１ ９９９

１９５９年一２０００年青海湖水位变化曲线
ｃｌⅡⅥｏｆ啪ｔ盯Ｉｅ“ｖ蝴“ｏｎ

１ｎ

Ｑｌｎ曲ｍ

Ｌ丑ｋｅ

衰ｌ青海湖面积变化
ＴａＭｅ

Ａ瑚ｖ州蚰∞ｉⅡＱｉｌＩ咖ｍ

Ｌ丑ｋｅ

（ｋｍ２）

３．３土地沙化和草场退化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青海湖盆地环湖沙漠区中，沙漠化土地可划分为重度、中度、轻度３个等级
和流动沙丘地、半固定沙丘地、固定沙丘地和半裸露沙砾４种类型“Ｊ，沙漠化土地面积达１

０２３．６９ｋｍ２。

其中，８０％的流动沙丘地分布与湖东的海晏；半固定沙丘地主要分布在湖东北的哈尔盖和湖西北的鸟
岛；固定沙丘地和半裸露沙砾全部分布与湖西北的布哈河流域鸟岛等地。青海湖盆地的沙漠化一直
处于发展状态，据何东宁等人研究，该区域沙漠化年扩大面积为９．２ｋｍ２，１９８６年盆地内的沙丘地面积
比１９５５年增加了６３．０５％”１，反映了青海湖盆地土地沙漠化的严峻形势。
伴随着土地沙漠化，青海湖周围地区的草地也出现较为严重的退化现象。主要表现在植被覆盖
度降低、草层高度降低、草地生产力下降等方面。
根据铁ｐ加牧业气象试验站１９８７年～】９９６年１０年间观测的天然牧草发育期、高度、产量分析，
平均天然牧草公顷产鲜草量为２ ８３３ｋｇ，其中前５年为３ ２８７．７ｋｇ，后５年为２ ０７９．１ｋｇ，后５年较前５年
产量下降了３６ ７６％；１０年期间禾本科牧草平均高度为２４ｃｍ，前５年为２９ ｃｍ，后５年为１９ ｃｍ，后５年

较前５年高度降低了３４．４８％，见图６、图７。
环青海湖地区土地沙化和草地退化的日趋严重，致使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显著变化，植被
退化明显。据参考文献，对土地沙漠化和草场退化而言，气候暖干化和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具有同等效
力，在气候干旱化的背景下，土壤蒸发量的加大加剧了地面的裸露程度，进而加速了土地沙漠化的过
程”…。同时土地沙漠化和草场退化进一步改变了地气热量和水分循环，加剧了气候的干旱化，对湖
泊水位的下降和湖岸形态的变化起到＿ｒ推波助澜的作用。
３．４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主要包括湖周耕地、草原灌溉用水和人畜饮水以及不台理利用草场３个方面。青海湖
地区共有农田耕地２２ ４２０ｈｍ２，占流域土地总面积的Ｏ．７５％，灌溉草地面积４（）００ｈｍ２，年灌溉量０．８×
１０８

ｍ３。已有研究表明（周立华，１９９２），青海湖多年平均亏水量为４．６×１０８岔，而人类活动耗水量占亏

水量的１７．４％，人类活动通过减少人湖水量而间接导致沙漠化发展。此外，湖北岸冲积扇上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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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环湖地区铁ｈ加牧试站历年禾本科牧草平均高度（ｃｍ）

两６环湖地区铁ｈ加牧试站历年牧草鲜产量（ｋ∥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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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形的原因，水土流失严重，导致湖岸淤积。在草场的利用方面，随着草地载畜量的增加，牧草被
啃食的强度增大，牧草失去了繁衍生息的机会，相应降低了草地盖度、牧草高度和草地生产力“…。
通过以上分析看出，造成青海湖湖岸变化四方面的成因本身有联系，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气
候暖干化直接导致湖水位下降、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人类活动加剧了发生的程度。同时，水位下
降、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又反过来促进气候向暖干化发展。因此可以认为，青海湖环湖地区的气候
变化是导致青海湖湖岸形态变化的直接成因；而由于气候暖干化导致的青海湖水位下降、土地沙漠
化、草场退化进一步加剧了青海湖湖岸的变化，是造成湖岸变化的间接原因；人类活动则是通过对水
位、土地和草场利用的影响，间接影响湖岸变化的。

４小结
２５年以来，青海湖湖岸总体变化趋势是陆地相对向湖水方向推进，湖水面积缩小。其巾湖东西
两岸变化较快，湖区北部排列着几个较大的冲积扇，冲积扇上多分布着裸露耕地，水土流失严重，泥沙
人湖量大，从而淤积湖岸。
造成湖岸形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暖干化、湖水位下降、土地沙漠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
其中青海湖地区出现的气温升高、降水减少、蒸发增大等气候暖干化特征，是导致青海湖湖岸形态变
化的直接成因。而由于气候暖干化导致的青海湖水位下降、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进一步加剧了青海
湖湖岸的变化，是造成湖岸变化的间接原因。人类活动则是通过对水位、土地和草场利用的影响，间
接影响湖岸变化的。
（Ｒ村ｂｒｅｎ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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