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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desertification 
in Mongolia border region, this paper took the 
Dongwuzhumuqin and Halahahe as the research 
area, based on 2000-2015 years Vegetation 
growth season MODIS NDVI data,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pixel two model, desertification index (DI) was 
obtained, and the area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esertification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pixel 
scale. Moreo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sertification areas and social economic data 
was analyzed to obtain the dynamic change of 
desertification of Mongolia border region in 
recent 15 years.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Dongwuzhumuqin desertification has been 
reversed-development-reversed process, the area 
of not desertification、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desertification was increasing, and the 
area of extreme desertification land is declining, 
but the trend is not significant.2000-2014 years  
Dongwuzhumuqin the extreme desertification 
land area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pulation quantity, severe and extreme 
desertification land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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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number of large animals. The process of 
halahahe desertification is not significantly 
reversed and developed, and the not 
desertification land are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mild and severe desertification land area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reduction of moderate 
desertification area, and the extreme 
desertification area is increased, but the trend is 
not significant. The area of desertification land is 
distributed in the west and the northwest 
region.2000-2014 year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alahahe land area and 
population quantity of the not desertification and 
the mild desertification.     

Keywords∶ Mongolia border region; 
desertification index; dynamic change; 
correlation 

摘要 
为了探讨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变化分析，本文

选择东乌珠穆沁旗和哈拉哈河县为研究区，以

2000-2015 年植被生长季 MODIS NDVI 数据为

数据源，利用像元二分模型计算出植被覆盖

度，进而得到荒漠化指数（DI），根据像元数

统计出不同荒漠化土地面积，分析荒漠化土地

面积与社会经济数据的相关性，进而得到近

15a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的动态变化。 

结果表明：东乌珠穆沁旗荒漠化经历了逆转-

发展-逆转的过程，未荒漠化、轻度、中度和

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呈增加趋势，极重度荒漠

化土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但是趋势不显著；荒

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东乌珠穆沁旗的西部及

西南部地区；2000-2014年东乌珠穆沁旗的极

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呈显著相关，

重度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与大畜数量呈

显著相关。哈拉哈河县的荒漠化没有显著地逆

转和发展的过程，未荒漠化土地面积显著增

加，轻度和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显著减少，中

度荒漠化面积减少，极重度荒漠化面积增加,

但是趋势都不显著；荒漠化土地面积分布在西

部和西北部地区；2000-2014年哈拉哈河县未

荒漠化和轻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呈

显著相关。 

关键词：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指数，动态变

化，相关性 

 

1.引言 

荒漠化是一种普遍的退化过程，发生在土

地表面，导致土壤丧失植物生长的能力。自

1977 年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防止荒

漠化会议以后，荒漠化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广

泛关注。20世纪 90年代左右学者们开始从多

个角度分析荒漠化问题；提出了解土地退化的

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就是景观格局和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即景观格局和土地利用相结合

分析荒漠化变化。荒漠化有许多影响，包括土

壤和植被退化和社会经济损失。植被退化可能

包括盖度、生物量和成分的损失—移行变化如

外来物种取代本地的
[1]。2000年以来，用计算

机的各种方法分析 TMODIS 数据，CBERS-1 数

据，ＭＳＳ数据，ＥＴＭ数据，SPOT 卫星影

像，IRS数据和 MODIS 数据进行荒漠化变化分

析，其中最常用的数据为 MODIS数据，此数据

方便下载，覆盖范围大，2000 年以来每年的

数据都可以从网上获得，可以应用在连续时间

段内的研究当中。本文选择同属干旱区与半干

旱区的东乌珠穆沁旗和哈拉哈河县为研究区，

研究人口和牲畜的数量变化与荒漠化变化的

相关关系。 

 

2．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择中蒙边境地区内蒙古的东乌珠穆

沁旗，蒙古国东方省的哈拉哈河县为研究区。

东乌珠穆沁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东北部，东经 115°10′-120°07′，北纬

44°41′-46°10′，东接科尔沁市的霍林郭

勒市、扎鲁特旗和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和科

尔沁右翼前旗，南靠西乌珠穆沁旗，西连锡林

浩特市、阿巴嘎旗，北邻蒙古国，国境线长达

527.6公里。气候属于典型的半干旱半湿润大

陆性气候，年均气温 1.6℃，年平均降水量

229.2～326.7毫米，年平均风速 4.1米／秒。

哈拉哈河县位于蒙古国东方省首府乔巴山市

南 250公里处。南部有巴彦额勒吉山、玉音查

干山、哈布其拉山、喇嘛海尔汗山、陶顺山等

低山，在中部和北部有大面积的米能、塔木苏

格、桑根达来等平原。气候属于典型的大陆性

气候，1 月平均气温-18℃，7 月份平均气温

20℃，年平均降雨量 200-300毫米。 

 

3.数据来源及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0-2015 年 4-10 月生长季的 

EOS-MODIS 数据产品 MOD13Q1 的 16 d 合成的

250 m空间分辨率的植被指数数据产品 h25v04

和 h26v04 作为数据源，2000-2014 年社会经

数据是来自统计年鉴。 

3.2研究方法 
3.2.1荒漠化数据处理 

    根据中国三北地区荒漠化区域分类与发

展趋势综合研究野外调查地质调查内容—技

术要求中的《关于中国三北地区荒漠化分类分

级及参考指正表的修订》，将浑善达克沙地荒

漠化按程度划分为未荒漠化、轻度荒漠化、中

度荒漠化、重度荒漠化、极重度荒漠化五级
［2-3］。 

首先在 MRT软件中对 2景影像进行拼接、

投影转换提取 NDVI数据，然后在 ENVI软件中 

对 NDVI 数据进行最大值合成，边界线裁剪，

并利用 Band Math 工具算出植被覆盖度指数

（ IVC）,计算得到荒漠化指数（DI），通过

决策树方法进行 DI 的分级，即荒漠化指数

（DI）0～0.45 为未荒漠化、0.45～0.65 为

轻度荒漠化、0.65～0.78 为中度荒漠化、

0.78～0.96 为重度荒漠化、0.96～1 为极重

度荒漠化
［4］，然后采用 ArcGIS软件中的空间

分析中的统计工具，获取多年平均值以及时间

上的变化趋势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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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呈增加趋势，极重度荒漠

化土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但是趋势不显著；荒

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东乌珠穆沁旗的西部及

西南部地区；2000-2014年东乌珠穆沁旗的极

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呈显著相关，

重度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与大畜数量呈

显著相关。哈拉哈河县的荒漠化没有显著地逆

转和发展的过程，未荒漠化土地面积显著增

加，轻度和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显著减少，中

度荒漠化面积减少，极重度荒漠化面积增加,

但是趋势都不显著；荒漠化土地面积分布在西

部和西北部地区；2000-2014年哈拉哈河县未

荒漠化和轻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呈

显著相关。 

关键词：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指数，动态变

化，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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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年以来，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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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ＭＳＳ数据，ＥＴＭ数据，SPOT 卫星影

像，IRS数据和 MODIS 数据进行荒漠化变化分

析，其中最常用的数据为 MODIS数据，此数据

方便下载，覆盖范围大，2000 年以来每年的

数据都可以从网上获得，可以应用在连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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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取 2000-2015 年 4-10 月生长季的 

EOS-MODIS 数据产品 MOD13Q1 的 16 d 合成的

250 m空间分辨率的植被指数数据产品 h25v04

和 h26v04 作为数据源，2000-2014 年社会经

数据是来自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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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综合研究野外调查地质调查内容—技

术要求中的《关于中国三北地区荒漠化分类分

级及参考指正表的修订》，将浑善达克沙地荒

漠化按程度划分为未荒漠化、轻度荒漠化、中

度荒漠化、重度荒漠化、极重度荒漠化五级
［2-3］。 

首先在 MRT软件中对 2景影像进行拼接、

投影转换提取 NDVI数据，然后在 ENVI软件中 

对 NDVI 数据进行最大值合成，边界线裁剪，

并利用 Band Math 工具算出植被覆盖度指数

（ IVC）,计算得到荒漠化指数（DI），通过

决策树方法进行 DI 的分级，即荒漠化指数

（DI）0～0.45 为未荒漠化、0.45～0.65 为

轻度荒漠化、0.65～0.78 为中度荒漠化、

0.78～0.96 为重度荒漠化、0.96～1 为极重

度荒漠化
［4］，然后采用 ArcGIS软件中的空间

分析中的统计工具，获取多年平均值以及时间

上的变化趋势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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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植被覆盖度与像元二分模型 

    植被覆盖度是衡量地表植被状况的重要

指标。根据遥感数据估算植被覆盖度的方法有

很多，常用的有植被指数法，回归模型法及像

元分解法等，植被指数法更具有普遍意义。通

过植被指数计算出与其相应的植被覆盖度指

数，所使用的模型算法为像元二分模型［5］。 

     基于像元二分原理，由归一化植被指数

估算植被覆盖度的公式为 

IVC=(INDVI-INDVI,soil)/(INDVI,veg-INDVI,soil) , (1)  

式中:IVC为植被覆盖度指数；INDVI为所求像元

的归一化植被指数；INDVI,veg为纯植被像元的归

一化植被指数；INDVI,soil为无植被像元的归一化

植被指数，分别为归一化植被指数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本文对其取值时，取给定置信度区间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选择累积比例 99.5%

和 0.5%为置信区间，累积比例<0.5% 时的归

一化植被指数，为近似纯土壤覆盖，>99.5% 的

为全植被覆盖，并取对应的归一化植被指数代

替。如表 1所示。 

表 1 植被覆盖度模型中 INDVI,veg和 INDVI,soil的值 

年份 INDVI,veg INDVI,soil 

2000 0.6166 0 

2005 0.5735 0 

2010 0.5735 0 

2015 0.6158 0 

注:INDVI,veg为最大归一化植被指数； INDVI,soil为

最小归一化植被指数（因最少植被指数都是小

数点后两位数以下所以将其统一归为 0值）。 

3.2.3荒漠化指数（DI）计算 

    一个地区荒漠化的轻重程度与植被覆盖

率有直接的关系，荒漠化程度越高，植被覆盖

率越低，因此荒漠化指数（DI）与植被覆盖指

数（IVC）为负相关关系，所以荒漠化指数可 

以用公式（2）计算出来。 

DI=1-IVC，           （2）                            

    根据 DI 指数进行分级分成五类，统计出

荒漠化变化面积，进行分析。 

3.2.4相关分析 

研究中蒙边境地区社会经济数据对荒漠

化变化的影响，使用 spss软件的 Pearson相

关分析法，对荒漠化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之间

进行相关分析，得到二者的相关系数。 

4.结果与分析 
4.1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程度时间变化趋势 

    各时期荒漠化面积及级别的数量特征见

表 2，分析其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0-2015

年，东乌珠穆沁旗的未荒漠化土地面积分别在

2000-2005年,2010-2015年逐年增加，虽然有

个别年份在减少但是减少的面积与增加的面

积的比起来微乎其微所以可都认为是在增加，

表明在这两个时期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有所

逆转；而在 2005-2010年间，东乌珠穆沁旗未

荒漠化土地在总量上呈减少趋势，尽管 2008

年未荒漠化土地面积较 2007 有所增加，但可

以归其为个别年份，所以可将 2005-2010年视

为荒漠化发展时期。表 2 数据显示，在 2000

年东东乌珠穆沁旗漠化现状较差，其未荒漠化

土地面积仅为 218.64×10
2Km2，占总土地面积

的 47.23%，表明东乌旗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

总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其荒漠化形势严峻。

此外，在 2000 年东乌珠穆沁旗的轻度(2007

年除外)、中度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也是

监测时间最大的,分别为 210.22×102Km2、 

27.83×102Km2和 4.79×102Km2。在 2015 年，

未荒漠化土地面积增加了 109.57×102Km2，是

2000 年的 0.5 倍，表明荒漠化加重；轻度、

中度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较 2000 年减少

了 89.33×102Km2、19.66×102Km2和 3.61×

102Km2。 

    2000-2015年，哈拉哈河县的未荒漠化土

地面积在 2000-2005和 2005-2010年之间没有

明显的增加和减少的趋势，在 2010-2015年之

间有略微的增加的趋势。在 2000 年哈拉哈河

县的未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193.37×102Km2，占

总土地面积的 70.22%，表明哈拉哈河县荒漠

化土地面积已占总土地面积的 30%左右，其荒

漠化形势不算严峻。在 2000 年哈拉哈河县的

重度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也是监测时间

最大的,分别为0.59×102Km2和 2.21×102Km2。

在 2015 年，未荒漠化土地面积增加了 49.87

×102Km2，是 2000年的 0.25倍，表明荒漠化

加重并不严重；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荒

漠化土地面积较 2000 年减少了 49.11×

102Km2、0.49×102Km2、0.21×102Km2和 0.06×

102Km2。 

表 2 2000-2015年东乌旗和哈拉哈河县荒漠化土地面积统计表（1*102Km2） 

 

 

为了分析荒漠化土地在监测时间段内的

整体趋势，本文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了

东乌珠穆沁旗和哈拉哈河县不同程度荒漠化

土地趋势并进行了显著检验（表 3）。2000-2015

年，东乌珠穆沁旗的未荒漠化、轻度、中度和

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呈上升趋势，但是趋势不

显著；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但

是趋势不显著。哈拉哈河县未荒漠化土地面积

呈显著上升趋势，其趋势斜率为 4.86；轻度

和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呈显著下降趋势，其趋

势斜率分别为-4.81和-0.006；中度和极重度

荒漠化面积呈下降趋势，但趋势不显著。 

表 3 2000-2015年东乌珠穆沁旗和哈拉哈河县荒漠化土地趋势分析 

 
荒漠化程

度 
未荒漠化 轻度荒漠化 中度荒漠化 重度荒漠化 极重度荒漠化 

东乌珠穆沁旗 趋势斜率  6.24 5.66 0.54 0.007 -0.15 

 显著性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哈拉哈河县 趋势斜率  4.86 -4.81 -0.05 -0.006 0.001 

 显著性 显著
**
 显著

**
 不显著 显著

*
 不显著 

 
 

4.2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空间变化趋势 

本文选取 2000年和 2015年 DI的分布情

况，分析了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空间变化特征

（图 1）。2000年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比较严

重，可看出东乌珠穆沁旗的荒漠化分布在西部

和西南部地区；哈拉哈河县的荒漠化的分布在

西部地区。2015年，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明

显逆转，未荒漠化土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东乌

珠穆沁旗的未荒漠化土地从东部和东南部扩

展到中部及西部一些地区；哈拉哈河县的未荒

漠化土地从东部和中部地区扩展到西南部地

区。 

 

 

 

4.3 荒漠化动态变化对社会经济数据变化的
响应 

   对东乌珠穆沁旗和哈拉哈河县 2000-2014

年荒漠化土地面积与人口、小畜和大畜之间分

别进行相关分析，得图 2、图 3 和表 4。图中

只表示出与荒漠化程度有相关性的数据，没有

显著相关的数据未在图中表示出来；东乌珠穆

沁旗的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呈

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011；重度和极重度

荒漠化土地面积与大畜的数量呈显著相关，相

关系数分别为 0.004 和 0.001,哈拉哈河县的

未荒漠化和轻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

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034和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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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植被覆盖度与像元二分模型 

    植被覆盖度是衡量地表植被状况的重要

指标。根据遥感数据估算植被覆盖度的方法有

很多，常用的有植被指数法，回归模型法及像

元分解法等，植被指数法更具有普遍意义。通

过植被指数计算出与其相应的植被覆盖度指

数，所使用的模型算法为像元二分模型［5］。 

     基于像元二分原理，由归一化植被指数

估算植被覆盖度的公式为 

IVC=(INDVI-INDVI,soil)/(INDVI,veg-INDVI,soil) , (1)  

式中:IVC为植被覆盖度指数；INDVI为所求像元

的归一化植被指数；INDVI,veg为纯植被像元的归

一化植被指数；INDVI,soil为无植被像元的归一化

植被指数，分别为归一化植被指数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本文对其取值时，取给定置信度区间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选择累积比例 99.5%

和 0.5%为置信区间，累积比例<0.5% 时的归

一化植被指数，为近似纯土壤覆盖，>99.5% 的

为全植被覆盖，并取对应的归一化植被指数代

替。如表 1所示。 

表 1 植被覆盖度模型中 INDVI,veg和 INDVI,soil的值 

年份 INDVI,veg INDVI,soil 

2000 0.6166 0 

2005 0.5735 0 

2010 0.5735 0 

2015 0.6158 0 

注:INDVI,veg为最大归一化植被指数； INDVI,soil为

最小归一化植被指数（因最少植被指数都是小

数点后两位数以下所以将其统一归为 0值）。 

3.2.3荒漠化指数（DI）计算 

    一个地区荒漠化的轻重程度与植被覆盖

率有直接的关系，荒漠化程度越高，植被覆盖

率越低，因此荒漠化指数（DI）与植被覆盖指

数（IVC）为负相关关系，所以荒漠化指数可 

以用公式（2）计算出来。 

DI=1-IVC，           （2）                            

    根据 DI 指数进行分级分成五类，统计出

荒漠化变化面积，进行分析。 

3.2.4相关分析 

研究中蒙边境地区社会经济数据对荒漠

化变化的影响，使用 spss软件的 Pearson相

关分析法，对荒漠化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之间

进行相关分析，得到二者的相关系数。 

4.结果与分析 
4.1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程度时间变化趋势 

    各时期荒漠化面积及级别的数量特征见

表 2，分析其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0-2015

年，东乌珠穆沁旗的未荒漠化土地面积分别在

2000-2005年,2010-2015年逐年增加，虽然有

个别年份在减少但是减少的面积与增加的面

积的比起来微乎其微所以可都认为是在增加，

表明在这两个时期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有所

逆转；而在 2005-2010年间，东乌珠穆沁旗未

荒漠化土地在总量上呈减少趋势，尽管 2008

年未荒漠化土地面积较 2007 有所增加，但可

以归其为个别年份，所以可将 2005-2010年视

为荒漠化发展时期。表 2 数据显示，在 2000

年东东乌珠穆沁旗漠化现状较差，其未荒漠化

土地面积仅为 218.64×10
2Km2，占总土地面积

的 47.23%，表明东乌旗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

总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其荒漠化形势严峻。

此外，在 2000 年东乌珠穆沁旗的轻度(2007

年除外)、中度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也是

监测时间最大的,分别为 210.22×102Km2、 

27.83×102Km2和 4.79×102Km2。在 2015 年，

未荒漠化土地面积增加了 109.57×102Km2，是

2000 年的 0.5 倍，表明荒漠化加重；轻度、

中度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较 2000 年减少

了 89.33×102Km2、19.66×102Km2和 3.61×

102Km2。 

    2000-2015年，哈拉哈河县的未荒漠化土

地面积在 2000-2005和 2005-2010年之间没有

明显的增加和减少的趋势，在 2010-2015年之

间有略微的增加的趋势。在 2000 年哈拉哈河

县的未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193.37×102Km2，占

总土地面积的 70.22%，表明哈拉哈河县荒漠

化土地面积已占总土地面积的 30%左右，其荒

漠化形势不算严峻。在 2000 年哈拉哈河县的

重度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也是监测时间

最大的,分别为0.59×102Km2和 2.21×102Km2。

在 2015 年，未荒漠化土地面积增加了 49.87

×102Km2，是 2000年的 0.25倍，表明荒漠化

加重并不严重；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荒

漠化土地面积较 2000 年减少了 49.11×

102Km2、0.49×102Km2、0.21×102Km2和 0.06×

102Km2。 

表 2 2000-2015年东乌旗和哈拉哈河县荒漠化土地面积统计表（1*102Km2） 

 

 

为了分析荒漠化土地在监测时间段内的

整体趋势，本文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了

东乌珠穆沁旗和哈拉哈河县不同程度荒漠化

土地趋势并进行了显著检验（表 3）。2000-2015

年，东乌珠穆沁旗的未荒漠化、轻度、中度和

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呈上升趋势，但是趋势不

显著；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但

是趋势不显著。哈拉哈河县未荒漠化土地面积

呈显著上升趋势，其趋势斜率为 4.86；轻度

和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呈显著下降趋势，其趋

势斜率分别为-4.81和-0.006；中度和极重度

荒漠化面积呈下降趋势，但趋势不显著。 

表 3 2000-2015年东乌珠穆沁旗和哈拉哈河县荒漠化土地趋势分析 

 
荒漠化程

度 
未荒漠化 轻度荒漠化 中度荒漠化 重度荒漠化 极重度荒漠化 

东乌珠穆沁旗 趋势斜率  6.24 5.66 0.54 0.007 -0.15 

 显著性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哈拉哈河县 趋势斜率  4.86 -4.81 -0.05 -0.006 0.001 

 显著性 显著
**
 显著

**
 不显著 显著

*
 不显著 

 
 

4.2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空间变化趋势 

本文选取 2000年和 2015年 DI的分布情

况，分析了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空间变化特征

（图 1）。2000年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比较严

重，可看出东乌珠穆沁旗的荒漠化分布在西部

和西南部地区；哈拉哈河县的荒漠化的分布在

西部地区。2015年，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明

显逆转，未荒漠化土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东乌

珠穆沁旗的未荒漠化土地从东部和东南部扩

展到中部及西部一些地区；哈拉哈河县的未荒

漠化土地从东部和中部地区扩展到西南部地

区。 

 

 

 

4.3 荒漠化动态变化对社会经济数据变化的
响应 

   对东乌珠穆沁旗和哈拉哈河县 2000-2014

年荒漠化土地面积与人口、小畜和大畜之间分

别进行相关分析，得图 2、图 3 和表 4。图中

只表示出与荒漠化程度有相关性的数据，没有

显著相关的数据未在图中表示出来；东乌珠穆

沁旗的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呈

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011；重度和极重度

荒漠化土地面积与大畜的数量呈显著相关，相

关系数分别为 0.004 和 0.001,哈拉哈河县的

未荒漠化和轻度荒漠化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

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034和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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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0-2014年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土地面积与社会经济数据之间的相关性 

 
荒漠化程度 

/因素 
未荒漠化 轻度荒漠化 中度荒漠化 重度荒漠化 极重度荒漠化 

东乌旗 人口 0.179 0.122 0.791 0.214 0.011
*
 

 小畜 0.705 0.568 0.599 0.115 0.058 

 大畜 0.905 0.923 0.769 0.004
**
 0.001

**
 

哈拉哈河县 人口 0.034
*
 0.033

*
 0.251 0.958 0.51 

 小畜 0.642 0.639 0.862 0.409 0.064 

 大畜 0.144 0.143 0.618 0.579 0.092 

注：*表示在 0.0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1的水平上显著。 

 

5.结论 

（1）2000-2015 年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变化

明显，东乌珠穆沁旗未荒漠化土地在

2000-2005 年和 2010-2015 年期间逆转，在

2005-2010年期间发展；2015年，东乌珠穆沁

旗未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增加至 328.21×102Km2

较 2000 年增了 109.57×102Km2，表明在监测

期间内荒漠化变化现状有了改善；轻度、中度

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呈现减少趋势，但是变化

都不显著。哈拉哈河县未荒漠化土地在

2000-2005年和 2005-2010年期间没有显著逆

转或发展的趋势，在 2010-2015年期间发展逆

转；2015 年，哈拉哈河县未荒漠化土地面积

已增加至243.24×102Km2较2000年增了 49.87

×102Km2，表明在监测期间内荒漠化变化现状

有所改善；未荒漠化土地增加趋势显著，轻度

和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趋势显著，中度荒

漠化减少趋势不显著，极重度荒漠化增加趋势

不显著。 

（2）在空间上，未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东

乌珠穆沁旗的东部和西北部地区，哈拉哈河县

的东部、中部和西南部地区。 

（3）2000-2014 年，东乌珠穆沁旗的荒漠化

程度加重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口数量才与荒漠

化面积出现相关关系，大畜的数量与荒漠化面

积出现相关关系；哈拉哈河县的荒漠化程度较

低时与人口数量出现相关关系；而小畜数量与

该研究区的荒漠化土地面积灭有显著地相关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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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土地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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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0-2014年中蒙边境地区荒漠化土地面积与社会经济数据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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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时与人口数量出现相关关系；而小畜数量与

该研究区的荒漠化土地面积灭有显著地相关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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