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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arst landform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in Anshun of Guizhou.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Anshun with the “congenital defect” of widespread Karst landform characterized by steep
slope and soil barren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deteriorated by the unreasonable human activity. The Karst environment often shows its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because it is highly susceptible
to be interfered by external factors, s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imal husbandry, especially goats
breeding industry is affected seriously. We discussed how to develop the goat breeding industry in
the Karst regions of Anshun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supply the reference for animal
husbandry workers and farmer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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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喀斯特地貌是贵州安顺最主要的地貌。由于喀斯特广布，山高坡陡，加上成土速度缓慢，形成了土层瘠
薄而不易存留的“先天性缺陷”，加上后天的不合理的人类活动，生态环境曾一度恶化。由于喀斯特环
境，其极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表现出其生态的脆弱性，这对畜牧业，特别是山羊养殖业的发展造成
了极大的影响。本文就怎样在安顺喀斯特地区发展山羊养殖业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以供畜牧工作
者和养殖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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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喀斯特地貌(英语：karst landform)，是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大多为石灰岩)进行溶蚀作用等
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称，又称溶岩地貌，以岩石裸露为主要地貌特征[1]。喀斯特地貌是贵州安
顺的主要地貌特征。由于喀斯特地区山高坡陡，加上成土速度缓慢，形成了风土层瘠薄而不易存留的“先
天性缺陷”，加上后天的不合理的人类活动，生态环境曾一度恶化。但在重建和保护喀斯特地区生态环
境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依托并适宜地利用该地区自然资源，处理好人口、粮食、生态及开发、利用、
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以山羊养殖为优势支柱产业之一的农业，按市场经济规律的
比较利益原则，以多种形式鼓励各方面资源参与喀斯特地区开发，利用富饶的资源优势，通过市场拉动、
企业牵动、政策驱动、社会推动等措施，培植特色支柱产业，由运用传统山羊养殖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开
发向使用现代科学新技术的技术密集型开发过渡，以推动经济与生态并举的可持续发展是促进贵州安顺
地区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2. 喀斯特地区水土流失与山羊养殖的关系
2.1. 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是造成水土流失的基本成因
在中国期刊数据库中检索 1913~2010 年国内喀斯特地区水土流失相关的研究表明，喀斯特地区水土
流失最直接的后果是土地资源丧失形成石漠化[2]。在该区域水土流失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的研究显示，
多且较强的雨水、结构松散而抗蚀力差的土壤、低覆盖率的植被、沟壑深而坡度大的山坡是形成水土流
失的自然条件；而对植被的乱砍滥伐、大面积陡坡开荒和顺坡种植、开矿筑路且滥采乱挖、铲草积肥并
烧山整地、伐薪烧炭等是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的人为因素。增加植被覆盖率和严格控制以上人为因
素是减少水土流失、控制山坡石漠化的有效措施。

2.2. 安顺喀斯特地区植被覆盖情况适宜于科学把控牧养强度基础上的低碳山羊养殖
以黔中为研究区，对喀斯特植被覆盖时空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利用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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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ODIS 影像数据，通过 NDVI 像元二分模型法，对研究区植被覆盖进行了动态变化评估[3]。结果表
明：2000 年到 2010 年，石漠化程度越大的地区治理效果越显著，治理措施有效地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
增强了土壤肥力，提高了地表生物量和植被覆盖度，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恢复和保护，改善了区域局
部小气候，生态恢复工程取得良好实效。较大面积覆盖的植被为山羊养殖提供了良好的饲养基础。
由于山羊具有喜登山采食的特性，所以在坡度较大且灌木丛生的安顺喀斯特地区养殖山羊比养殖其
他牲畜更具优势。以前不少人认为山羊对山坡植被破坏较大，那是因为以前在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粮
食产量不足，存在人畜争粮问题严重，人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口粮而让牲畜完全啃食植被，且由于超载畜
量的过度放牧，使山羊不满足于幼嫩茎叶的采食，它们还会在饥饿驱使下啃食更为老化的枝干、甚至树
根，造成植被的严重破坏。但如今不存在人畜争粮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种植些牧草或玉米、红薯等辅
助饲料外，我们可以根据植被覆盖面积，运用科学的养殖技术，同草原牧养一样在考虑载畜能力的前提
下，推广适宜强度的规模化山羊养殖，既可以提高养羊的经济效益，又可以保护植被，不破坏生态环境。
这就要求对不同植被环境下的山羊饲养能力进行评估。
低碳养殖技术指的就是能够减少养殖过程中碳排放的一系列技术手段。实现低碳化养殖过程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的技术途径，一是圈舍设计等的用能低碳化，即在圈舍设计时考虑圈舍耗能系统和耗材的节
约化，实现圈舍的管理和清洁过程中耗能最少；二是饲料低碳化，包括饲草种植和饲料青贮；三是粪便
处理低碳化技术，包括粪便能源化或肥料化[4]。2008 年，国务院批复的《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
大纲(2006~2015 年)》将石漠化综合治理措施概括为林草植被的保护和建设、草食畜牧业发展、水土资源
开发利用、基本农田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和易地扶贫搬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以及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六
大工程措施。这些工程措施落实到畜牧养殖业方面，可以通过改变农村能源结构及畜禽养殖的方式，从
而达到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的养殖业低碳排放。生态养殖产业的发展，涉及到对物种进行选育。物种选育
技术的施用是为了保证所养物种能够适应喀斯特环境的同时，也能满足养殖物种生态和经济效益不同的
功能需求，为植被恢复提供基本保障。在灌木丛生的安顺喀斯特地区发展山羊养殖，不但要考虑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建设圈舍，以生长的野生灌木幼嫩茎叶为饲料，同时以羊粪作为灌木生长的肥料而无须对
羊粪额外处理，以实现低碳山羊养殖，同样还要求对灌木丛林进行科学使用，适宜强度的合理放牧，这
样既可提高养殖效率，又可以改善植被，保护生态环境。

3. 安顺地区区域化畜牧业发展模式的思考
3.1. 建立山羊科学养殖模式是在喀斯特环境发展养殖业的重要举措
要实现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实现可持
续发展。草地畜牧业发展模式是治理石漠化的一项系统工程，一般要根据当地具体的资源环境和社会经
济环境条件，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手段、多功能、多层次组合进行综合治理。喀斯特地区种植的牧草可
以选择紫花苜蓿、白三叶、多年生黑麦草、扁穗雀麦等，这些品种都属于产量高、品质优良、家畜喜食
的牧草，具有改善土壤成分、防治水土流失等多重作用。在石漠化地区对上述几种牧草进行种植的研究
结果显示喀斯特地区的这４种牧草营养价值有利于促进白山羊的吸收利用，能够促进喀斯特地区草地畜
牧业的发展[5]，在治理石漠化过程不仅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有效利用这一发展模式来促进石
漠化的治理。在未来发展过程可以在人口密度小、草地面积较大、土层相对较厚、坡度相对较小的地区，
大范围的进行４种牧草的种植，利用该优势发展牧农结合型的生态农业，以草养畜，以畜养农，并进一
步发展农牧产品深加工业技术。在可能的情况下，在这些优质的牧草中，优中选优，加强牧草的搭配技
术来带动当地石漠化治理模式的研发。在坡度较大、石漠化相对严重，不适宜于大量种植牧草、但已经
形成一定植被量(如灌木植被)的地区则适宜于在控制牧养强度的情况下，以山头轮牧自由采食野生灌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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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为主，给以饲料或精料为辅的山羊养殖方式。在这些地区由于不宜大量种植粮食，而大量灌木丛生，
所以充分利用灌木植被，将其作为养殖山羊的基础条件，可以有效的将无用的灌木幼嫩茎叶转化为动物
能量为人类做出其应有的贡献[6]。这样逐步建立以发展林牧产品为主，农林牧结合的新型产业经济结构，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逐步建立农业生态的良性循环。

3.2. 在石漠化严重地区可以推崇“岩洞养羊”模式
岩洞是贵州喀斯特地貌的独特结构，岩洞很久以前就是人们躲雨避风，抵抗自然灾害、匪徒、战争
极好的自然住所。解放后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安全状况的明显好转，大量的岩洞被闲置，仅有一小部
分被开发成景点供人们观赏，资源极大浪费。近年来，纳雍县黑山羊养殖突飞猛进、养殖方式层出不穷，
特色养殖多种多样，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充分利用当地喀斯特地貌资源的特色养殖—岩洞养羊[7]。由
于山羊养殖严重依赖山区的草山草坡，而山区交通困难，建造羊圈成本较高，部分养羊户为了节省资金、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把注意力转向了岩洞，岩洞经简单改造后即可作为圈舍使用，节省了资金，产生了
效益，还形成了岩洞养羊的新景点，扩大了观赏畜牧业的视野。
岩洞养羊的优点包括，1) 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减少圈舍投入。岩洞不但能遮风挡雨，而且洞内空气
干燥，冬暖夏凉，特别适宜居住。由于岩洞多面均为岩石，只需对出入口设置门障即可用作圈舍供黑山
羊歇息，投入的费用极少，改造成本低廉；2) 养殖环境纯天然，产出纯生态产品。岩洞周围植被丰富，
洞内空气新鲜、尘埃少、氧气充足，温度湿度比较稳定，是畜禽生长繁殖的良好场所。岩洞养羊的养殖
方式更接近纯天然，养殖场地远离村寨接近放牧地，畜禽呼吸新鲜的空气、采食未受农药、化学物质污
染的饲草饲料，饮用山间清澈未受污染的泉水，在纯天然的环境下生长繁殖；远离人群和其他畜禽，减
少了感染动物疫病的机会，有助于生产出无公害的肉品；3) 养殖费用低廉，经济效益显著。山羊靠山吃
山，出圈舍即可采食，无须长距离运动，能量消耗少，仅需补饲少许精料甚至不予补饲即可长得膘肥体
壮，饲草饲料利用率高，养殖成本低廉；只需少量的饲养管理人员，管理费用低，养殖效益高。其缺点
在于，1) 交通不便。岩洞多出现在边远山区，地质结构上水平切割较大，修建公路投入高，致使交通不
方便；2) 养殖规模小。岩洞养羊因岩洞空间所限，养殖规模不能做大，养殖户要想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潜
力小；3) 技术含量低。岩洞养羊因受场地之限，管理水平粗放，技术含量较低；4) 资源配置差。受交通、
规模、地理所限、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有些资源过剩，而有些资源严重缺乏；5) 整体效益低。岩洞养
羊是比较原始的养殖方式，以某些资源的过度消耗为代价，虽然养殖成本不高，但综合效益低。此外，
山洞内其他不利因素，如山洞内通风效果相对较差，卫生条件不易控制，易发某些群发病，如腐踢病、
皮肤病或其他传染病。所以，在贵州安顺除了要限制岩洞养羊的规模外，岩洞养羊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做
一些有益的工作：1) 在岩洞内建设一些标准化圈舍，对羊只进行分群，利于羊的科学化饲养管理，满足
不同羊只的需要，提高岩洞养羊的效益；2) 在确保纯天然的情况下，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山羊养殖在
疫病防治、饲养管理方面的科技含量；3) 引进声、光技术，充分利用条件反射，建立放牧、收队、补饲
等方面的条件反射，减少人力物力投入，提高岩洞养羊的管理水平；4) 引进监控、预警等设施，对山羊
进行远距离监管，提高岩洞养殖的安全水平；5) 充分利用岩洞的共振作用，安装音乐设施，播放音乐，
提高山羊的舒适度，促进山羊健康，提高生产效益。

4. 建立政府扶持机制，促进山羊养殖业的发展
争取政府政策支持，以促进喀斯特区域山羊养殖业的发展。如在资金上给养殖户争取无息贷款，甚
至对一定规模的养殖户由畜牧主管部门牵头给以养殖户每头种羊及羊羔一定的政府补贴；由畜牧兽医管
理部门对养殖户引进的羊种进行疫病监测，并在养殖过程中进行定期的疫病控制和检测，形成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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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防疫，技术跟踪等政策支持以促进养殖户的养殖积极性。

5. 结束语
用生态学原理推断山羊养殖是破坏植被的罪魁祸首是错误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影响环境的最
终因素或者说罪魁祸首无疑是人类，准确的说是人类的人为破坏或山羊养殖过程中过度放牧才会导致植
被的退化。生态学原理表明，生态系统原本是比较稳定的，或者说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一切生物通过食
物链而在生物间建立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基本条件。在一般情况下，草原、灌木丛林
等植被资源本就是山羊等食草动物取食的对象，谈不上危及其成长，更不要说破坏植被了。留以草皮或
其他植被长在土地上而不喂以食草动物，让其年复一年的自生自灭，不仅仅是对自然资源的浪费，而且
是我们畜牧工作者的失职。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类在草原上或植被林中大量或过度放牧山羊，
动物对植被的啃食超过了植被的再生恢复能力，就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甚至导致牧场、山坡荒漠化。
同样，在灌木丛生的喀斯特地区养殖或放牧山羊自身并没有违背自然规律，相反，在控制放牧强度的条
件下，合理、适度放牧山羊不但不会导致喀斯特地区灌木植被的退化、破坏，山羊的粪便还可以为植被
提供一定的肥料。这样通过食物链将绿色植被转化成动物食品，实现动、植物间能量的有效转换，形成
低碳养殖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生态平衡的有效维持。采取以植被为主的生物措施和以技术为主的工
程措施并举共同治理石漠化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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