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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定量计算研究
'''以辽宁大凌河流域为例

薛翠梅
!北票市蒙古营水利服务站"辽宁 朝阳!ILLI"I#

!摘!要"!本文以大凌河为研究区域"利用土壤侵蚀方程模型"得出从实施大凌河整治工程和景观绿化建设工程后

土壤侵蚀的变化值"并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主体方和客体方的消耗成本和获得收益"进行生态

补偿定量的计算"得到结论(整个大凌河流域的土壤保持总量是 JKLI lI"

Q

6R8"土壤侵蚀模数是 IQJOKO6R!F=

L

)8#"客

体方治理水土流失消耗的成本是 L"KIL 万元"因土壤侵蚀现象减弱而减少的遣弃荒废土地和营养元素所带来的收

益为 ONKQ# 万元"主体方因减少淤泥和水体富营养化所获收益为 J#KLL 万元"大凌河流域人均所得补偿大约是

LIIK"L'ON#K$# 元R8%

!关键词"!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模型&计算&大凌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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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还没有形成公认的

定义%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是一种具有激励作用"能够

协调各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对生态系统进行适度

调节的经济手段%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可以使水土流失

现象得到较好的控制"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

利用%

水土流失现象是我国发展历程中面临的重要安全

问题"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是我国目前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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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任务% 所以"针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进行一系

列的研究和探讨是十分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 目前"

众多学者针对生态补偿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研究成果

较为丰富"但大多数的研究仅是从生态补偿的定义(因

素和实现方法等宏观角度进行探索"但对如何科学合

理的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定量计算研究的较少"已有

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针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是在河流流域具有区域复杂性和水土流失的严

重性时"如何建立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定量

计算体系"进行生态补偿定量的计算仍是一个尚未解

决的难题% 本文以大凌河为研究区域"进行了流域水

土流失严重时生态补偿定量计算的研究%

$&研究内容

IKI!研究区概况

大凌河流域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位于辽宁省的东

南部"是辽宁省西部较为重要的河流之一"河流有三处

发源地"途径辽宁(内蒙古(河北"后经凌海市流入渤

海"整个河流的汇水面积为 LKO$ 万 F=

L

"长度为

OMJF="年均径流量为 I#K#J 亿 =

O

% 流域所在区域属

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降水量分配极不均匀"全年

N"P的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J&N 月"降水量分布极不均

匀且降水形式多为暴雨或特大暴雨"极易引起洪水(滑

坡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资源不

断变少"并且一度使得大凌河成为辽宁省内水土流失

最严重的地区% 流域内的草本植物主要有黄白草(白

羊草(三芒草(火绒草等% 采用人工种植的植被有油

松(国槐(银中杨等% 该流域自从实施大凌河整治工程

和景观绿化建设工程后"已形成 I""" 多亩人工绿化带

和 IL 个园林景点%

IKL!土壤保持量的确定

土壤保持量是整个水土保持补偿定量计算过程的

前提"土壤保持量的准确性将会影响生态补偿定量计

算体系的科学合理性% 通过计算大凌河整治工程和景

观绿化建设工程前后土壤侵蚀的变化值"可以为土壤

保持量的确定提供计算依据% 利用土壤侵蚀方程模

型"经一系列的计算分析得!整个大凌河流域的土壤保

持总量是 JKLI 万 6R8"L""$ 年大凌河流域的土壤侵蚀

模数是 OLOQKI6R#F=

L

'8$"L"I# 年大凌河流域的土壤

侵蚀模数是 IQJOKO6R#F=

L

'8$%

#&成本效益评估

本文将大凌河流域的上下游作为补偿定量计算

的两个考虑因子"上游河段能提供控制水土保持的

效果"可以看作定量计算的客体"下游河段因客体的

作用从而可以看成主体"即为补偿定量计算主体%

因为土壤侵蚀现象而造成的损失可以分成两类!第

一类主要为土地遣弃荒废)第二类主要是淤泥和水

体富营养化% 第一类即大凌河上游段的主体方"第

二类指下游客体% 随着各项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展

开"土壤侵蚀现象得到控制"大凌河流域上下段都会

因此而受益%

LKI!水土保持服务主体方的收益

LKIKI!减少遣弃荒废土地带来的收益

大凌河流域本身也能从水土保持中得到好处"因

为随着土壤侵蚀现象得到控制"遣弃荒废土地的数量

减少"造成的损失相应下降"由机会成本法计算公

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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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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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土地数量减少带来的价值"元)

5

:

&&& 废弃土地减少面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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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保持量"6R8)

:% &&& 机会成本"元R8%

通过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得出"大凌河流域耕种农田

收益为 QLN"元R:=

L

"年均土壤保持量为 JKLI万6R8%

LKIKL!减少营养元素损失带来的收益

由于土壤侵蚀现象的发生"导致耕地肥沃程度下

降"营养元素随之流失% 大凌河流域的土壤侵蚀现象

得到有效控制"土地中农民耕作农作物使用的 /(a等

营养元素得以存留% 一般采用替代价格法来估算因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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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侵蚀而造成的/(a元素流失的价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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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7

L

&&& 营养元素流失造成的价值损失"元)

P

$

&&& /(a等营养元素的损失量"6)

5

1

&&& 折算系数)

:I

$

&&& 购买化肥价格%

为了测定 /(a元素的总含量"试取大凌河流域

表层的土壤作为样品来测试"并将测量结果形成快

鸟影像"见下图% 经一系列计算得出!因土壤侵蚀现

象得到有效控制而使得 /(a营养元素流失减少量分

别为 $#KLI6R8(LIKIJ6R8"间接带来的经济利益为

LJKNM 万元R8%

P�
�/(t/a)

0.328966

0

N�
�/(t/a)

0.550472

0

(a) (b)

N N

大凌河流域V(X元素保持量图

LKL!水土保持服务客体方的收益

LKLKI!减少淤泥带来的收益

据相关资料显示"L""$&L"I"年整个大凌河流域土

壤侵蚀总量为 #I"LKL 万6R8"其中大凌河下游水库的泥

沙量为 IJILKQ 万 6R8"河道段淤泥总量为 L"IN 万 6R8%

由此可以看出!在大凌河流域土壤侵蚀中 LNKIP的淤

泥进入到了大凌河下游的水库"OOKLP的淤泥进入到

下游的河道内% 通过计算公式可得出因淤泥减少而带

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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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 土壤侵蚀减少总量"6R8)

:5

I

&&& 水库淤泥清理费用)

:5

L

&&& 河道淤泥清理费用%

通过计算"可得出减少淤泥所带来的收益为

O"KLI 万元%!

LKLKL!减少水体富营养化带来的收益

在农业生产中"土壤侵蚀现象会造成水资源污染"

特别是当大量/(a等营养元素下沉至泥沙中"会造成

大量水体富营养化% 采用防护费用法进行经济损失的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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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7

Q

&&& 水体富营养化造成的价值损失"元)

M

C

&&& /元素的总量)

M

5

&&& a元素的总量)

:A

$

&&& 清理污染物所需要的费用%

在大凌河流域土壤侵蚀中有 LNKIP的淤泥进入

到了大凌河下游的水库"则表示进入水库的营养元素

总量为大凌河流域营养元素保持总量的 LNKIP% 经

上式计算得出"在整个水库中 /(a元素的年平均减少

量为 IQKLI6R8和 QKJN6R8"减少水体富营养化带来的收

益为 #"KOL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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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定量计算标准

倘若大凌河流域水土流失现象能够得到有效的治

理"河流上下段都能从中获得益处% 将上游河段治理

水土流失现象采取措施所消耗的成本设为 87

I

"将大

凌河上游河段的居民从自身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收益

设为7"7包括了因土壤侵蚀现象减弱而减少的遣弃荒

废土地#7

I

$和营养元素#7

L

$所带来的收益"大凌河上

游河段收益成本比为 &"则

& R#7

I

U7

L

$T87

I

##$

!!对于大凌河下游河段来说"因上游河段的土壤流

失现象减小"以至下游河段的损失减少% 将下游损失

的减少看成因水土保持所带来的收益 #"包括减少淤

泥#7

O

$和水体富营养化#7

Q

$带来的收益"大凌河下游

河段所需消耗的成本为87

L

!

87

L

R#7

O

U7

Q

$T& #J$

!!下游河段的收益受上游地区采取的水土流失治理

措施影响较大"只有在上游得到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大

凌河下游才会获得收益% 所以"大凌河流域下游河段

对上游河段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最小值应该为将上

游河段治理水土流失现象所采取措施所消耗的成本

87

I

"补偿值不会超过下游河段所得到收益值% 若大凌

河上游河段的居民从自身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收益为

7小于下游河段的损失减少#"将生态补偿标准值设为

.87

I

"87

L

/)若大于等于#"则生态补偿标准为87

I

%

大凌河上游河段治理水土流失现象所采取措施消

耗的成本87

I

UL"KIL 万元R8"从自身水土流失治理工

作的收益7UONKQ# 万元R8"大凌河上游河段收益成本

比
,

UIKMI% 水土保持所带来的收益#UJ#KLL 万元R8"

下游河段的所需消耗的成本为87

L

UO$KJN 万元R8% 大

凌河流域内居民约为 OL"" 人"每人得到补偿大约为

LIIK"L TON#K$# 元R8%

-&结&语

本文以大凌河为研究区域"进行了流域水土流失

严重时生态补偿定量计算的研究% 利用土壤侵蚀方程

模型"得出从实施大凌河整治工程和景观绿化建设工

程后土壤侵蚀的变化值"并以此为根据分别计算了水

土保持生态补偿主体方和客体方的消耗成本和获得收

益"建立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定量计算体

系"进行生态补偿定量的计算"得到结论!

;K自从实施大凌河整治工程和景观绿化建设工

程后"整个大凌河流域的土壤保持总量是 JKLI 万 6R8"

土壤侵蚀模数是 IQJOKO6R#F=

L

'8$%

EK将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和防护费用法有效

结合起来"将大凌河流域的上下游作为补偿定量计算

的两个考虑因子"分别设为主体方和客体方"客体方治

理水土流失现象消耗的成本为 L"KIL 万元"获取收益

为 ONKQ# 万元"主体方所获收益为 J#KLL 万元% 根据

生态补偿定量计算体系得出大凌河流域人均所得补偿

大约为 LIIK"L TON#K$# 元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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