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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
——以准噶尔北部的富蕴县为例
孙特生，胡晓慧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草地适应性管理是有效解决我国“三牧”
（牧业、牧区和牧民）问题的重要路径。论文以
准噶尔北部的富蕴县为例，采用系统（分层）抽样、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开展农牧户调查，建立
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及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农牧户生计资本及其耦合协调度。基于
评估结果，提出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策略。研究表明：1）农牧民过度依赖天然草地放牧，普
遍缺乏发展型生计，其生计资本水平低、生计转换能力弱、生计脆弱性高；2）农牧户间同质性
较大，5 项生计资本间属性分异明显，缺乏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研究区农牧户生计资本耦合协
调度较低的主要原因；3）推进牧民生计多样化，转变牧业生产方式，发展牧区草产业，优化草
地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时空配置，有助于增强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的恢复力/弹性
力。因此，加快培育新型职业牧民，加快发展现代草牧业，加快建设良好的农牧民组织，加强草
地科学放牧管理，成为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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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大、人均低、栽培少是我国草地资源的基本特征[1]。受到气候变化以及超载过
牧、开垦和人为破坏等人类活动的影响，我国北方草地退化日益严重，各类退化草地面
积占 90%，其中严重退化草地达 50%以上[2]。草地退化已成为牧区持续发展、牧业经济繁
荣、牧民生计安全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因而引起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普
遍关注。为了解决草地退化和“三牧”问题，国家从“两权一制”、草畜平衡、禁休轮
牧、草原生态奖补等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并没
有取得预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草地牧业生产、生态和生计
功能的良性互动发展[3]。专家学者也从多学科视角、多研究领域出发，进行了一系列有关
草地生态保育、管护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如，任继周等[4]提出草地生态系统持续生
存、生态生产力、顶级群落与前顶级群落相结合、系统耦合、克服系统相悖、草地资源
开发与景观匹配等指导草地资源管理的 6 项原则。侯向阳等[5]分析了我国草原适应性管理
的重点任务，提出加强草原生态系统基础研究、整合多维度理论、知识与方法、开展模
式示范、构建数字草原信息网络、提高监测预测能力等重要措施。侯向阳等[2]进一步研究
发现，采取基于进化博弈的分步式、合作式及示范引导式的适应性减畜的生态管理途
径，以实现牧户心理载畜率向生态优化载畜率的转移，实现优化牧户生产方式、减少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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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数量、治理草原退化、北方牧区生态和牧民经济双赢的目标。周道玮等[6]研究认为，草
地管理，即草地生态系统管理是由明确目标驱动，由政策和协议及实践而执行，以对生
态作用与过程的理解所需的研究和监测为基础，保持生态系统组分、结构和功能正常运
行的管理。蒋高明[7]以浑善达克沙化草地和山东平邑县农区为试验示范基地，实施“禽北
上、畜南下”的试验模式。汪诗平[8]从政府、企业、市场和牧民等层面提出了实现草地生
态系统可持续利用和管理的咨询和建议。董世魁[9]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全球变
化背景下草地适应性管理对策，主要包括牧业生产体系、草地管理体系、牧区社会体系
和草地政策体制等 4 个方面的调整。何欣[10]以家庭牧场为基本单元，从草地适应性管理的
迫切性、草地资源利用行为分异机制、草地资源利用影响 3 个层次探讨了现有制度格局
下家庭牧场草地资源的利用和管理问题。贡布泽仁等[11]选择青藏高原典型案例，研究草
场管理中的市场机制与习俗制度的关系及其影响，认为市场机制嵌套在社区习俗制度的
制度安排在草场管理中更有效。冯静蕾等[12]以牧民生计为切入点，探求放牧管理制度对
草原退化作用的内在机理，研究认为放牧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制定应考虑不同地区牧户生
态和经济条件的差异性、多样性，为牧户放牧方式的改进提供有弹性、相互配套的制度
保障。也有学者分别从被动适应性管理[13]、主动适应性管理[14]等不同草地管理方式进行
研究。概言之，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草地适应性管理的研究，揭示了草地适应性管理产
生的深刻背景和原因，概括了草地适应性管理包含的基本内容和原则，梳理了草地适应
性管理策略产生和形成的脉络，阐述了如何从牧业生产、草地管理、政策制度、草原文
化等角度推进草地适应性管理的基本路径，指出了推进草地适应性管理对于全球生态安
全和生态畜牧业现代化发展的深远意义，为社会各界进一步深化对草地适应性管理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运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但是，从总体上看，少有文献
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层面，从农牧民可持续生计视角，开展干旱区草地
适应性管理研究。
干旱区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30%，主要气候特点是干旱、降水稀少、蒸发量大 [15]。
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区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属中温带至暖
温带极端干旱的荒漠、半荒漠地带，年降水量少于 250 mm，大部分地区少于 100 mm，
光热丰富，干旱、多风，是典型的绿洲农业生态类型区。目前，主要采取禁牧、休牧、
减牧的方式，促进该区天然草地的生态恢复，提高草地生产力；同时利用农牧交错区畜
牧业资源的耦合优势，加快农牧结合、优势互补，实现可持续发展[16]。众所周知，保护
草原生态的关键是必须解决好农牧民的生计问题。牧户作为牧区经济中最基本的决策单
元，直接决定畜牧业活动如何开展 [17]，进而直接影响草场的生态状况和牧区的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然而，如何既保障牧民可持续生计，又发展草地畜牧业，还维持草地生态
系统健康，甚至变草地退化为草地改善？换言之，如何实现草原牧业生产发展、牧民生
活富裕、牧区生态良好？这是摆在管理者、科研人员和牧区百姓面前需要经常思考的一
大课题。本研究借鉴生态经济、草原生态、自然资源管理等学科的理论，基于农牧民生
计资本，探讨我国干旱区草地的适应性管理策略，以期为我国北方草地的可持续利用和
管理提供思路和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准噶尔北部地处我国西北生态脆弱区、环境敏感区，其生态环境状况影响到区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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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安全和边疆稳定。作为我国重点牧区之一，该区域近年受生态气候条件变化、人类生
产活动以及缺乏科学放牧管理的影响，85%的草地已处于退化状态，40%严重退化，致
使整个山盆系统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严重失衡，成为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富蕴县是准噶尔北部“山盆系统”的典型代表，地处阿勒泰地区东端，额尔齐斯河
上游，位于 45°00′~48°03′N、88°10′~90°31′E 之间。全县总人口约 9.52 万，由哈萨克族、
汉族等 26 个民族组成，其中哈萨克族人口 6.92 万，占总人口的 72.69%。县境内地势复
杂，地貌兼有山地、盆地、河谷、戈壁、沙漠五大类，北高南低，海拔最高 3 863 m，最
低 317 m。该县属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春旱多风、夏秋短暂、冬季寒冷而漫长，年平均降
水量 158.3 mm，气温年较差大 （夏季最高气温可达 39 ℃，冬季最低气温达到-42 ℃），年
平均无霜期为 140 d，是全国高寒地区之一。全县天然草场总面积约 481.73 万 hm2，其中

可利用天然草场达 339.33 万 hm2。优、良、中三等草场载畜量高，占全部载畜量的
80.58%。但由于地处高寒，属低草区，且荒漠面积大，故草场产草量较低。
近年来，有关草地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陆续颁布实施，这一方面为边疆民族地区
畜牧业的长足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牧民生计和草原生态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目
前，研究区大部分牧户生计主要来源于牧业。协调牧民生计与草原生态的关系尤为关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首先在县级部门和各个乡镇收集了自然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然后采用参与性农户
评估方法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18-19] 进行农牧户调查以获取数据。课题组
于 2015 年 10 月赴阿勒泰地区富蕴县进行农牧户走访调查，按系统抽样法和分层抽样法选
取调研单元，按随机抽样法发放问卷，能较好地反映富蕴县农牧民的普遍情况。主要调
查信息包括：农牧户的家庭基本信息，生计资本 （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
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生计策略，草地利用方式，对退耕、禁牧的态度和响应，对
生态环境的认知。在调研过程中，为了确保信息准确，聘请了富蕴县草原站、调查乡镇
的哈萨克族干部以及新疆大学的哈萨克族学生作为翻译，每份问卷调查时间约为 2~3 h。
由于富蕴县南北狭长，调查牧户长期在外放牧，访谈难度比较大，因此调查样本数相对
较少，仅调查 129 户农牧民家庭，其中有效问卷 118 份。问卷数据采用赋值法和极差标准
化法量化。
2.2 研究方法
2.2.1 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
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 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SLA）[20]，参考已有研究
成果[18,21-22]，结合研究区实际，设计农牧户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 （表 1）。表 1 中各项指
标的权重采用熵值法确定，并结合农牧户对各项指标的重视程度进行适当调整。其中，
自然资本是描述自然资源存量的术语，泛指生计的资源流及相关的服务。作为准噶尔北
部的重要牧区，草地资源是农牧户最重要的自然资本，本研究用家庭户均拥有草地面积
和农牧户感知的草地相对质量两个指标来测算自然资本。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农牧户家
庭规模、劳动力人数、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以及健康状况等因素，有助于人们追求不同的
生计方式，实现相应的生计目标。用两个方面指标测算：一是以家庭成员年龄层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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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户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used for measuring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资本
自然
资本
（N）

人力
资本
（H）

物质
资本
（P）

金融
资本
（F）

社会
资本
（S）

指标体系与权重

指标解释、赋值

计算公式

草地面积 N1
（0.048 7）

用实际草场面积表示

标准化；N1=实际草场面积/调查户最大草场面积

草地质量 N2
（0.068 0）

用牧户感知的草场相对质量表示

很 好 ， 赋 值 1.00； 良 好 ， 赋 值 0.75； 一 般 ， 赋 值
0.50；较差，赋值 0.25

家庭整体劳动
以 年 龄 为 依 据 。 10~15 岁 ， 赋 值 H1=H11×0.25+H12×1.00+H13×0.75+H14×0.50
力 H1 （0.090 2） 0.25；16~50 岁，赋值 1.00；51~60
岁 ， 赋 值 0.75； 61 岁 以 上 ， 赋 值
0.50
受教育程度 H2
以学历为依据。大专及以上，赋值 H2=H21×1.00+H22×0.75+H23×0.50+H24×0.25+H25×0.00
（0.089 4）
1.00；高中或中专，赋值 0.75；初
中，赋值 0.50；小学，赋值 0.25；
文盲，赋值 0.00
牲畜资产 P1
用 牲 畜 头 数 表 示 。 牛 ， 5 个 羊 单 P1=山羊+绵羊+5×牛+6×马+7×骆驼
（0.081 1）
位；马，6 个羊单位；骆驼，7 个
羊单位
生活资产 P2
用调查户拥有生活资产的选项数占 设定二分变量，拥有赋值为 1.00，否则赋值为 0.00；
（0.091 9）
所有选项的比例表示
P2=拥有的生活资产数量/所有的生活资产数量
生产资产 P3
（0.086 7）

用调查户拥有生产资产的选项数占 设定二分变量，拥有赋值为 1.00，否则赋值为 0.00；
所有选项的比例表示
P3=拥有的生产资产数量/所有的生产资产数量

住房情况 P4
（0.092 2）

按等级用房屋间数表示

砖混房，赋值 1.00；土木房，赋值 0.67；毡房，赋值
0.33；P4=砖混房×1.00+土木房×0.67+毡房×0.33

用家庭年收入表示

标准化；F1=家庭年收入/调查户最大家庭年收入

自身现金收入
F1 （0.070 1）
贷款情况 F2
（0.075 7）
信息接收情况
S1 （0.092 8）
邻里关系 S2
（0.093 0）
是否有村干部
S3 （0.020 3）

用贷款户数占所有调查户数的比例 设定二分变量，贷款赋值为 1.00，否则赋值为 0.00；
表示
F2=贷款户数/所有调查户数
对政策和市场的了解情况

接收，赋值 1.00；较少接收，赋值 0.50；不接收，
赋值 0.00

用来往的频繁程度衡量

频繁来往，赋值 1.00；一般来往，赋值 0.67；极少
来往，赋值 0.33

表示家庭的领导能力

设定二分变量，有赋值为 1.00，否则赋值为 0.00

注：H11、H12、H13、H14 分别指 10～15、16～50、51～60、61 岁以上的人数；H21、H22、H23、H24、H25 分别指大专
及以上、高中或中专、初中、小学及以下、文盲人数。

要标志的整体劳动能力指标；二是以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为主要标志的生计能力指标。
物质资本是指用以维持生计的基础设施、物质设备以及家庭牲畜数量。本研究采用牲畜
资产、生活资产、生产资产和住房情况 4 个方面指标来量化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指人们
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为了达到生计目标所需要的资本，在研究区主要是指农牧户可支
配、可筹措或可保障的资金，用家庭现金收入和获得信贷的机会两个指标测算。社会资
本指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实现生计策略过程中所能利用的社会网络资源。由于国家政
策、市场信息对研究区农牧户生产、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家庭成员中有无村干部影响着
家庭社会地位和领导能力，邻里关系融洽能够增强农牧户之间的合作。因此，采用政
策、市场等信息接收情况、邻里关系和家里是否有村干部 3 个指标来测算社会资本。
2.2.2 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
从可持续性科学出发，系统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各组成部分的量值，而且与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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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间耦合协调状态息息相关。物理学中，耦合是指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 系统或运
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 [23]。耦合度就是描述系统或要素彼此相互作
用影响的程度。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
的程度，体现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 [24]。农牧户生计的可持续性不仅要求生计资
本总量要尽量大，而且需要各项生计资本之间有着良好的耦合协调状态。由于耦合度只
能说明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无法反映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引入生计资本耦合
协调度模型，以便更好地评判各项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状态。本文把农牧户的自然资
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协调发展的程
度定义为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如下[25]：
é5
C = êê∏Pi
ëi = 1

1

5 5
æ 5 öù
ç∑P i ÷ úú
è i=1 øû

（1）
（2）

D = C∙T

式中： Pi 为各类生计资本的量值； C 为生计资本耦合度； D 为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 T
为生计资本总指数。

3 农牧户生计资本分析
3.1 生计资本状况
受到脆弱性环境、资源禀赋、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等的影响，准噶尔北部的富蕴县
农牧户生计资本普遍很低 （表 2）。其中，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分别为 0.187 4
和 0.184 5；其次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依次为 0.109 9 和 0.040 1；自然资本最低，只有
0.017 7。这与吴孔森等、苏芳等在同为干旱区的民勤绿洲、黑河流域张掖市的研究结果
类似[26-27]。
3.1.1 自然资本
表 2 农牧户生计资本值

草地是干旱区农牧民赖以生存的
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属于关键
自然资本。草地资源状况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农牧民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程度。草地资源的生计功能主要通过
牲畜传递给农牧户。研究区农牧户自
然 资 本 普 遍 很 低 ， 平 均 为 0.017 7。
调查发现，2015 年研究区户均草地面
积约 73.47 hm2 （以调查户计），其中

Table 2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资本类型

符号

权重

指标值

资本值（P）
i

生计资本
总指数（T）

自然资本
（N）

N1

0.048 7

0.053 6

0.017 7

0.539 6

N2

0.068 0

0.222 5

人力资本
（H）

H1

0.090 2

0.831 6

H2

0.089 4

0.389 8

物质资本
（P）

P1

0.081 1

0.089 5

P2

0.091 9

0.724 0

P3

0.086 7

0.322 0

草地面积少于 6.67 hm2 的农牧户就有
89 户 （占调查户数 118 的 75.42%，后
文同），6.67~66.67 hm2 的农牧户仅有
4 户 （3.39%）， 666.67~3 333.33 hm2
的农牧户只有 16 户 （13.56%）。相比
退牧还草和禁牧、休牧等草地生态保

P4

0.092 2

0.929 7

金融资本
（F）

F1

0.070 1

0.041 1

F2

0.075 7

0.491 5

社会资本
（S）

S1

0.092 8

0.978 9

S2

0.093 0

0.991 5

S3

0.020 3

0.067 8

0.109 9
0.187 4

0.040 1
0.18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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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实施前，户均草地面积均有较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研究区地处我国西北内陆
干旱区，北部为阿尔泰山南坡，有山地草甸和高寒草甸分布；向南延伸至准噶尔盆地南
缘，进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分布着成片低矮的固定和半固定沙丘，其间点缀着梭
梭 （Haloxylon ammodendron）、白梭梭 （Haloxylon persicum）、苦艾蒿 （Artemisia santolina）、白蒿 （Artemisia sieversianae）、蛇麻黄 （Ephedra distachya） 等适生植物；中部为
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之间的荒漠草地和草原化荒漠。并且，近些年研究区草地不同程
度退化。在这种脆弱性环境下，草地质量低下，使得本就较低的自然资本更加短缺。
3.1.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农牧民的生计策略。本研究选择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和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农牧户人力资本的指标。研究区农牧户人力资本整体较
低，平均为 0.109 9。调研统计表明，农牧户家庭规模以 4 ~ 6 人居多，占调查户数的
80%以上，组成结构大多为父母和 2 ~ 4 个孩子，主要劳动力人数大多为 2 人。从调研农
牧户主的学历层次来看，小学文化 54 户 （45.76%），初中文化 44 户 （37.29%），两类农
牧户共占调查户数的 83.05%，大专及以上仅有 3 户 （2.54%）。低层次的学历结构形成了
对传统草地放牧系统的过度依赖，加重了农牧户的草地放牧压力。调研还发现，103 户
为纯牧户 （87.29%），仅靠放牧维持生计，不具备其他生产经营技能。综合来看，农牧户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较弱，学历层次较低，除放牧外的其他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因而人力
资本整体水平较低，从主观上增加了研究区农牧民的生计脆弱性。
3.1.3 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包括用以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其意义在于提高贫困人口
的生产力水平。研究区农牧户物质资本在 5 类资本中相对较高，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
平均为 0.187 4。牲畜是研究区农牧户最重要的物质资本。调查统计发现，研究区农牧户
的 牲 畜 数 量 大 多 少 于 100 头 （只）， 其 中 牲 畜 数 量 少 于 50 头 （只） 的 农 牧 户 53 户
（44.92%），51~100 头 （只） 的农牧户 34 户 （28.81%），101 ~ 150 头 （只） 的农牧户 11
户 （9.32%），151~200 头 （只） 的农牧户 6 户 （5.08%），多于 200 头 （只） 的农牧户仅有
14 户 （11.86%）。从农牧户的生活资产来看，93 户 （78.81%） 的农牧户拥有 5~8 项生活
资产，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和手机等。在研究区，牧业是牧区经济的主
体，放牧养殖优势突出，需要配备相应的生产工具和设施，71.19%的农牧户拥有拖拉机
或打草机。对样本数据分析得知，研究区 93 户 （78.81%） 农牧户拥有 4 间左右的砖混结
构住房，24 户 （20.34%） 农牧户拥有 1~2 间土木结构住房，19 户 （16.10%） 的农牧户还
拥有大小不一的毡房。同时，农牧户的生产生活设施、住房情况与其牲畜养殖规模具有
较强的关联性，这与研究区实际基本相符，说明研究区农牧户生计状况对牲畜有较强的
依赖性。此外，基于农牧民生计改善和草原生态保育的需要，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采取
强有力的举措让研究区牧户定居下来，牧民住房条件和配套设施 （如棚圈） 大为改观。
这无疑抬高了农牧民的物质资本。
3.1.4 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指人们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为了达到生计目标所需要的资本。这里主要指
货币，但往往其他实物也能起到货币的积累和交换作用。研究区农牧户金融资本比自然
资本稍高，但仍很低，平均为 0.040 1。调查发现，农牧户家庭年收入普遍不高，0.5 万元
以 下 的 21 户 （17.80%）， 0.5 万 ~5 万 元 的 72 户 （61.02%）， 5 万 ~10 万 元 的 17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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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10 万元以上的仅 8 户 （6.78%）。如果家庭成员拥有某项技能，能够从事工资
性工作或第二、三产业工作，其收入就成为农牧户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然而，研究区
农牧民的家庭年收入主要为牧业收入，受牲畜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增产并未增收。据调
查农牧户反映，几年前，一头成年阿勒泰大尾羊，市场价格在 1 200 元左右，2015 年却
只能卖上 500~600 元。尽管现在他们多养了牲畜，但家庭年收入没增反降。这说明，牧
户生产系统与市场经济系统基本上没有进行系统耦合。此外，实施禁牧休牧、草畜平衡
等政策后，牧民在棚圈建设、饲草料购置等方面的生产性支出增加，其收入水平、比较
收益反而有所降低。
3.1.5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能够增强人们相互信任、彼此合作的能力，并使其他机构对他们的需求给
予更及时、更有效的反应。研究区农牧户社会资本在 5 类资本中相对较高，但整体水平
亦较低，平均为 0.184 5。这主要是因为在以传统放牧生产为主的哈萨克族牧区，以血
缘、亲缘、族缘关系为基础的生存互助方式根深蒂固，农牧户对邻里的信任程度较高。
在放牧方式上，研究区农牧户通常采取联合放牧、换工、代牧、寄牧、借养等灵活形式
来拓宽自己的生计活动。调查发现，同村的绝大多数农牧户来往频繁，经常合作帮扶，
占调查户数的 95.76%。因此，不同农牧户之间社会资本的差异主要受到信息接收情况和
家里是否有村干部两个方面的影响。随着稳定定居政策的普遍推行，“五通、五有、五配
套”的全面落实，研究区农牧户了解政策和市场信息的渠道明显增多，如他们通过电
视、书刊、报纸、村级广播站、现代通讯工具了解国家、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对牧区、
牧民实施的一些政策，了解牲畜养殖、市场销售和经营管理信息。在 118 户调查农牧户
中，家里有村干部的农牧户仅有 8 户 （6.78%），这无疑对农牧户获取较多的社会资本形
成了一定障碍。
3.2 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
根据公式 （1） 和 （2），计算出研究区农牧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为 0.277 4，整体
上较低。这是由于当地农牧民以 1 a 为周期，年复一年地从事接羔、防疫、剪毛、出栏、
购草等“点式”生产活动，放牧及其相关的“线式”生产活动，以及棚圈维修、围栏建
设、打井等非固定生产活动[28]，农牧户间同质性较大，且 5 项生计资本间存在明显的属性
分异而严重失调；更为主要的是研究区缺乏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分散的农牧户无法将生
计资本进行有效整合和高效转化，更无法有效应对气候环境、草地资源、家畜生产的时
空变异。这样的生产经营形式和无组织管理方式，导致农牧民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
率以及土地、水、热量等自然资源生产率均较低，进而导致生计资本间无法形成有效的
耦合协调机制，造成优势资本的无形流失，生计缓冲能力的积累也因此受到限制[26]。这
说明，一方面，农牧户保护好自然资本，发挥好人力、社会资本，利用好物质、金融资
本，协调好 5 项生计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耦合互动关系的同时，还需通过人
居、草地、畜群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特别是土地、植物、动物及管理的优化组合，
提高 5 项生计资本相互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另一方面，成立一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
展种养加一体化模式，把牧业生产、牧民生计和牧区生态作为复杂适应性系统，统筹规
划、科学管理，对于实现草地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协调，对于提高农牧民生计资本的
耦合协调度，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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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策略
干旱区草地属于极端非平衡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性、不确定性等复杂性特征，千百
年来却一直肩负着传统游牧业发展的重担。然而，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牧区人口
膨胀、牲畜剧增，引起过度放牧，叠加上该区脆弱性环境，导致草地不同程度退化。然
而，草地是牧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本，其合理利用既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又
有益于保护草原生态，还有助于发展牧业生产。任继周[29]认为，造成草原退化、沙化和
荒漠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草地资源的管理失当。杨理等[30]也认为，草地资源危机的最
大问题是管理，适应性生态系统管理是解决草地资源保护问题的长远和根本之计。因
此，围绕“牧业生产发展、牧民生活富裕、牧区生态良好”目标，以草地优化利用为媒
介，发挥“牧业-牧民-牧区”系统耦合效应，实施草地适应性管理，提高牧业系统的稳
定性、牧民生计的多样性和体制机制的灵活性[31]。
4.1 推进牧民生计多样化，减轻草地放牧压力
牧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及采取的生计方式决定着他们的生计能力。一般而言，牧户拥
有生计资本越多，越能够灵活地转换生计方式，确保其生计安全[32]。准噶尔北部属于典
型的内陆干旱区，该区域牧民生计资本普遍很低，生计活动类型少。而牧民生计多样化
能有效降低畜牧业对天然草地的过度依赖。以研究区为例，可高效利用县域旅游资源、
工矿企业和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并加强牧民职业技能培训，增强牧
民生计转换能力，让部分牧民从传统畜牧生产中转移出来，从事非牧产业 （如旅游、经
商、务工、运输等），以此减轻草地的放牧压力；可加大技术、资金、政策等方面扶持力
度，增加牧民人力、金融和社会资本，帮助牧民建立发展型生计 （如庭院经济、规模养
殖业、种植业、牛羊育肥业、畜产品加工业等），提高其可持续生计能力和生计多样化水
平，形成“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从而促进牧民增收致富和草地生态保护。
4.2 转变牧业生产方式，改变草地放牧依赖
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既是草原生态保育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牧业现代化的必经之
路。因此，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牧区物质资本的整体水平，用工业化思维、产
业化理念发展舍饲、半舍饲畜牧业 （牲畜冷季完全“舍饲圈养”），推动畜牧业生产方式
的根本转变；培育壮大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落实和强化草原承包经营权，并鼓励其向专
业大户、牧业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牧业企业流转，助推牧户草地规模经营，发挥牧
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整合优势 （可提高牧民应对疫病风险、市场风险、
干旱风险的能力），发展生态经济型畜牧业，增加牧业产能和牧民收入；加强旱作栽培草
地[33]、人工饲草料基地建设，在政府引导、扶持下，促进干旱区绿洲内农、牧联营，实
现农牧耦合，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畜牧业发展中优质饲草的生产和利用问题，将传统的季
节性山地游牧放牧业，转变为以人工草地与饲料地为基础的现代化绿洲舍饲畜牧业 [34]，
从而提升草地畜牧业生产力，同时减轻天然草地放牧压力；健全完善牧业技术、金融、
信息服务体系，提高牧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水平，根据关键场 （载畜量最小的季节
放牧场，决定整个放牧系统的最大承载能力） 载畜量[35]，发展季节畜牧业[36]，助推草地
退化的防治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4.3 发展牧区草产业，
实现草地生态置换
草产业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农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是牧区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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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关键所在。针对牧区草地退化严重和牲畜数量有增无减的现状，按照生态优先、保
护与发展并举的思路，科学谋划、反复论证天然草地和人工草地的时空配置及其经营管
理，以高效的人工草地置换退化严重的天然草地 （草地生态置换）[37]，切实保障山地、荒
漠畜牧业战略转移。首先，根据牧区水土资源条件，遵循“以水定地，水利先行”原
则，抓好牧区水利工程建设，确保优质、高产、高效的人工饲草料基地灌溉水源，可大
幅度提高人工草地生产功能，从而将大部分的天然草地从目前的放牧压力中解放出来，
使其充分发挥生态功能[38]。其次，综合集成选地与整理技术、牧草品种选育技术、播种
技术、田间管理技术和收获技术[39]等，可采取饲草料基地承包经营形式和统一经营模式
（提倡以村为单位统一耕种、统一管理和统一收获），构建干旱区草地农业系统的创新管
理模式[40]，提升牧区自身的经济活力。第三，积极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
进入草业，大力培育饲草产业龙头企业，实行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经营，并发展草
业基层技术服务推广体系，带动广大农牧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通过上述举措，形成
干旱区草地利用配置体系、人工饲草料生产体系和现代草牧业经营体系，进而维持牧区
系统发展和天然草地健康。
4.4 加强系统耦合，统筹
“三牧”
发展
草地适应性管理是一项复杂工程，是基于对草原自然生态系统不同层次、不同时空
尺度规律准确把握基础上，综合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41]，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且
可持续为目标的管理[5]。草地生态、家畜生产和牧民生计休戚相关，三者在历史长河中相
互适应、协同进化，以自然生态-人文社会的耦合体系[42]存续、发展，维系了草地健康和
牧业文明[43]。草地农业系统的 4 个生产层 （前植物生产、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和外生物生
产） 和 3 个界面 （草丛-地境界面、草地-动物界面和草畜-经营管理界面），在催化潜
势、位差潜势、多稳定潜势及管理潜势的综合影响下，解放其生产潜力，从而大幅度提
高该系统的生产力水平[44]。通过“4 个生产层、3 个界面”的系统耦合，我国内陆干旱区
山地-绿洲-荒漠草地农业系统，在脆弱性环境中将具有更高的活性、缓冲能力与生产水
平。因此，建立粮草兼顾、生态生产兼顾、牧区农区耦合的草地农业系统，有助于推行
变四季游牧为暖季天然草地转场放牧、冷季人工草料舍饲圈养的经营方式[45]。同时，实施
“抓中间、保两头”策略：为了准噶尔北部山盆系统的生态恢复、重建和该区域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将山地-绿洲-荒漠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推进的系统工程，应用自然-人
文耦合系统理论[46]，借鉴天山北部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推行山地休养生息、荒漠封育保
护、绿洲生产力优化与提高。具体而言，开发绿洲/扇缘带人工饲草料基地，构建畜牧
“产业集群”，提高绿洲子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提升绿洲生产力水平，进而将山地森
林、草甸草原和荒漠带的畜牧业大部分 （60%~70%） 转移到绿洲、弃耕地和可建立人工
草地的扇缘带[34]，使退化的山地子系统得以恢复，脆弱的荒漠子系统得到保护。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 受到脆弱性环境、资源禀赋、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等的综合影响，研究区农牧民
过度依赖天然草地放牧，普遍缺乏发展型生计，其生计资本水平低、生计转换能力弱、
生计脆弱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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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牧户间同质性较大，5 项生计资本间属性分异明显，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缺乏，
是研究区农牧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较低的主要原因。
3） 推进牧民生计多样化，转变牧业生产方式，发展牧区草产业，优化草地生产功能
与生态功能的时空配置，有助于增强干旱区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的恢复力/弹
性力。
5.2 建议
1）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牧民。通过加强对中青年牧民的职业技能教育、双语教育，对
牧民子女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改造一批依赖天然草地放牧的传统游牧民，培育一
批懂科技、会管理的新式牧民，塑造一批商品意识、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律意识强的现代
牧民，整体提升牧民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加大对新型职业牧民在基础设施、草地
流转、市场调控、基层组织等方面的政策帮扶、资金支持力度，充分发挥他们在牧户尺
度草畜系统中的适应性调节作用、在科学的草地适应性管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2） 加快发展现代草牧业。在水热、地形、土壤、质地等条件适宜的区域，建设集约
化人工草地，特别是旱作栽培草地，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草地畜牧业发展方式，并以科
技创新推进转型升级，实现草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创建生态草牧业试验区，在天然草地
保育 （如补播改良）、人工草地建植、退化草地恢复 （以户为单位的网格化围栏管护）、
草产品加工、草食畜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开展试验示范。构建“政府+企业+牧户”三位
一体的草牧业发展模式和“公司+基地+牧户”经营模式，推进草地“三权”分置有序实
施，促进草地经营权流转和草地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为优化干旱区草地生产功能与生
态功能的时空配置提供实践基础。
3） 加快建设良好的农牧民组织。如牧业合作社、农牧民协会、牧业小组、奶业小组
等，促进牧区人力资本优化配置，培育农牧民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识，实施集
约化种植、规模化经营、科学化管理，运用草地“用小保大”模式、“抓中间、保两头”
策略和系统耦合思想，建立农牧民-技术专家-地方管理部门多主体参与的草地生态-生
产范式，进而发挥人居-草地-畜群放牧系统单元的整合作用，提升农牧民应对草畜系统
时间相悖、空间相悖和种间相悖的能力，增强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的恢复力/
弹性力[47]。
4） 加强草地科学放牧管理。构建数字草原信息网络，根据干旱区草地资源的时空动
态，运用草地放牧适宜度理论，加强对放牧率大小、放牧区域以及始牧时间的动态调
控，特别是科学安排夏牧场放牧时间，提高放牧草地的能量转化效率，最大限度地维护
牧区生态可持续性。从制度体系、技术保障体系以及法律、经济和社会支撑体系等方
面，构建以划区轮牧为核心的草地-畜群-人居耦合系统[48]和草地经营规模优化系统，实
现放牧与舍饲相互适应，草地与家畜协同进化，推进放牧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强化草原
监理，对严重退化草地，实行禁牧管护；发芽期、结实期草地，实行轮牧休牧；植被破
坏严重、处于恢复期的草地，待植被恢复后实行科学轮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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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l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n Arid Region Based on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A Case Study of Fuyun County in the North of Junggar Basin, China
SUN Te-sheng, HU Xiao-hui
(College of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Public Manage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terrestrial ecosystem, the natural grassland occupies 41.7% of the land
area in China. However, since the grassland degenerated in pastoral region and animal
husbandry costs increased obviously, the livelihood of herdsmen was difficult. Grassl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concerning“pastoral region,
animal husbandry and herdsmen”effectively.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ovide some
strategies for grassl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n arid region. We used the system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and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to investigate peasants and herdsmen
in Fuyun County in the north of Junggar Basin, China, and designed the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used for measuring their livelihood capitals. Using the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and
system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e analyzed five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and thei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ur analysis showed that grazing activitie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depended on natural grassland too much and were generally short of
development oriented livelihoods. Therefore, the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were universally low (i.e. natural, human, physical, financial, and social capital was only 0.017 7,
0.109 9, 0.187 4, 0.040 1 and 0.184 5, respectively), the capacities of livelihood conversion
were weak,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livelihood was high. Moreove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five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was also low (0.277 4), which
was mainly due to the high homogeneity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obvious attribute
difference of the five livelihood capitals, and less of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herdsmen so as
to reduce the grassland pressure caused by grazing, to transform the way of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so as to reduce the dependence on natural grassland, to develop grass industry in
pastoral reg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resilience/elasticity of the coupling
system between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ecology and human society.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it is very urgent to train herdsmen with the knowled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management, etc., to develop modern grass and animal husbandry, to construct good
organization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to strengthen grassland grazing management
scientifically,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Key words: grassland adaptive management; livelihood capital;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peasants and herdsmen; arid reg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