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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与埃塞俄比亚沙漠蝗虫迁飞概况及农牧业损失评估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原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利用中

国高分（GF）系列卫星数据、美国 Landsat 与 MODIS 数据和欧空局 Sentinel

系列卫星数据等，结合全球气象数据和调查数据，与虫害预测预报模型相

结合，依托自主研发的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警系统，开展大面积沙漠

蝗虫动态监测预警，并定期在线发布虫害遥感专题图和科学报告。 

持续开展亚非各国的沙漠蝗虫灾害遥感监测研究，重点对也门沙漠蝗

虫灾害进行时序动态监测，并对埃塞俄比亚蝗灾及损失评估进行动态更

新。最新研究结果显示，2019 年 1 月沙漠蝗虫开始在也门东北部孳生并逐

渐向西部和南部蔓延。截至 2020 年 4 月上中旬，已危害该国 20 省，累计

危害面积达 153.59 万公顷，其中农田 43.73 万公顷，草地 26.45 万公顷，

灌丛 83.41 万公顷，分别占全国农田、草地和灌丛总面积的 34.4%、46.0%

和 14.8%，危害严重。2020 年 3 月至 4 月上中旬，埃塞俄比亚境内沙漠蝗

虫新增植被危害面积 175.04 万公顷，其中农田 39.30 万公顷，草地 40.47

万公顷，灌丛 95.27 万公顷，主要位于南方各族州（SNNPR）南部以及奥



罗米亚州（Oromiya）和索马里州（Somalia）的北部和南部。当前，以上

两国蝗虫正进行春季繁殖期，4 月-6 月适逢也门粮食作物的重要播种季和

生长季，埃塞俄比亚则处于重要收获季，若控制不当，将会对两国的粮食

安全产生重大威胁，严重影响国民生计，因此需持续开展蝗灾动态监测预

警并组织开展多国联合防控，以保障两国的农牧业生产安全及区域稳定。

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一、也门沙漠蝗虫灾情监测与评估 

2018 年 5 月，在亚丁湾形成的热带气旋萨加尔（Sagar）和阿拉伯半

岛南部形成的热带气旋梅库努（Mekunu）给也门（Yemen）南部带来大量

降水；10 月，热带气旋鲁班（Luban）在阿拉伯海上空形成并向阿拉伯半

岛移动，也门东部、阿曼（Oman）南部及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南

部出现大量降水。两次降水使得也门西南部、南部和东部以及与阿曼和沙

特阿拉伯交界地区的绿色植被增加，为沙漠蝗虫的繁殖提供了适宜条件。 

2019 年 1 月，位于鲁卜哈利沙漠（Rub’ Al Khali or Empty Quarter）

东南部的也门、阿曼和沙特阿拉伯交界处出现沙漠蝗虫，并于月底完成二

代繁殖，部分蝗虫向鲁卜哈利沙漠西部和北部的沙特阿拉伯内部及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UAE）和伊朗（Iran）南部入侵；2-3 月，也门东北部的沙漠

蝗虫继续繁殖并向中部瓦迪·哈德拉毛（Wadi Hadramawt）的种植区入侵；

4-5 月，沙漠蝗虫向西部的马里卜（Marib）和焦夫（Al Jawf）移动，并继

续向西移动到扎玛尔（Dhamer）和萨纳（Sana’a）北部的高地，南部的

阿塔格（Ataq）和舍卜沃（Shabwah）也有蝗虫的成熟个体出现，部分蝗

虫开始产卵。截至 5 月底，沙漠蝗虫已经入侵也门东部和中西部 9 个省，

危害植被面积约 13.16 万公顷（其中，农田 2.24 万公顷，草地 1.64 万公顷，



灌丛 9.28 万公顷）。6-7 月，蝗虫开始夏季繁殖，马里卜（Marib）南部的

成虫不断产卵、孵化，红海沿岸北部的苏克阿布斯（Suq Abs）地区和南部

亚丁湾沿岸出现成熟蝗群并产卵、孵化，7 月份的降水使也门的蝗群多代

繁殖，逐渐蔓延到红海沿岸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同时，部分蝗群跨过亚丁

湾入侵到索马里（Somalia）北部、厄立特里亚（Eritrea）南部和埃塞俄比

亚（Ethiopia）东部；8-9 月，蝗群到达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异常多的降水

使也门有大量蝗群形成，尤其是马里卜（Marib）南部和东部地区；10-12

月，也门北部红海沿海平原的繁殖区和沙特阿拉伯的邻近地区的蝗虫不断

产卵、孵化成群，开始冬季繁殖，此外，南部沿海蝗虫也在繁殖并形成一

定规模。截至 12 月底，也门新增植被危害面积约 49.94 万公顷（其中，农

田 15.50 万公顷，草地 13.66 万公顷，灌丛 20.78 万公顷）。 

2020 年 1 月，红海沿海平原的蝗虫不断繁殖，新的蝗群不断形成并产

卵，部分蝗群向东部高地移动，部分跨过红海到达厄立特里亚，同时，印

巴边界及阿曼南部部分蝗群沿海岸向南移动到达也门南部沿海；2 月，沿

海平原的蝗群进行下一代繁殖，部分蝗群向北迁移到达沙特阿拉伯内部，

部分蝗群向东部高地及也门内部迁移，29 日在萨纳（Sana’a）出现成熟

蝗群，南部沿海的亚丁（Aden）出现新繁殖的蝗虫；3 月，南部沿海亚丁

地区的蝗虫不断繁殖、成熟、成群，中部瓦迪·哈德拉毛（Wadi Hadramawt）

出现大量降水，降水使也门与阿曼交界处的内陆及沿海地区不断形成新的

蝗群；4 月，与阿曼交界处沿海地区及亚丁北部出现成熟蝗群，东部高原

区的成虫正在产卵。截至 4 月上中旬，也门新增植被危害面积约 90.49 万

公顷（其中，农田 25.99 万公顷，草地 11.15 万公顷，灌丛 53.35 万公顷）

（图 1，图 2）。 



研究结果表明，自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4 月上中旬，沙漠蝗虫已危

害也门除索科特省（Suqutra）之外的 20 省，危害植被面积 153.59 万公顷，

其中农田 43.73 万公顷，草地 26.45 万公顷，灌丛 83.41 万公顷，分别占全

国农田、草地和灌丛总面积的 34.4%、46.0%和 14.8%。也门地区的植被多

分布在西部地区，因此西部植被危害面积较大。其中，西部红海沿岸的荷

台达省（Al-Hudaydah）受灾面积最大，达 34.11 万公顷；其次为西南部的

塔伊兹省（Ta’izz），受灾面积 29.35 万公顷；再次为与其东部相邻的萨那

省（San’a）和伊卜省（Ibb），受害面积分别为 13.89 万公顷和 13.44 万公

顷；达利省（Ad-Dāli）受害面积为 11.27 万公顷；西南部拉赫季省（Lahij）

和中西部扎玛尔省（Dhamar）受害面积分别为 9.63 万公顷和 9.24 万公顷；

西北部的哈杰省（Hajjah）和阿姆兰省（Amrān）受害面积分别为 6.27 万

公顷和 5.92 万公顷；迈赫维特省（Al-Mahwīt）、萨达省（Sa'dah）和贝达

省（Al-Baydā）和受害面积分别为 4.62 万公顷、4.58 万公顷和 3.88 万公顷；

中部和东部省份虽然蝗虫出现较早，密度较大，但这些区域植被覆盖度低，

受害面积相对略小，阿比扬省（Abyān）、哈德拉毛省（Hadramawt）、赖马

省（Raimah）、马哈拉省（Al-Mahrah）、舍卜沃省（Shabwah）、马里卜省

（Ma’rib）和焦夫省（Al-Jawf）受害面积分别为 1.78 万公顷、1.46 万公

顷、1.33 万公顷、1.06 万公顷、0.77 万公顷、0.56 万公顷和 0.43 万公顷。

此外，亚丁省（Aden）虽有蝗虫出现，但受害面积略小，合计 48.44 公顷。

也门为典型的农牧业国家，农业人口占 75%，本次蝗灾使也门的牧场和农

田遭到严重破坏，农作物减产，给当地农牧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国内灾

情形势严峻。 

综合分析认为，2020 年 4-6 月，也门红海沿岸、西南部沿海及东部与



阿曼交界处的沙漠蝗虫将继续进行春季繁殖，并逐渐向内陆扩散，预计 4-5

月部分蝗群会向沙特阿拉伯中部迁飞向；随着阿拉伯半岛内部蝗虫春季繁

殖，预计 6 月会迁移到也门中部进行夏季繁殖。当前，也门境内大量的蝗

虫已在地面产卵，新一轮春季繁殖正在进行中，且 4-6 月正值也门粮食作

物重要播种季和生长季，若沙漠蝗虫得不到有效控制，蝗灾将持续暴发，

恐将对也门的农牧业生产造成沉重打击。 

 
图 1 2019-2020 年也门沙漠蝗虫繁殖区、主要迁飞路径现状及预测 



 
图 2 也门沙漠蝗虫危害区域时序遥感监测图（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4 月上中旬） 

二、埃塞俄比亚沙漠蝗虫灾情监测与评估 

2020 年 3 月，阿姆哈拉州（Amhara）和阿法尔州（Afar）南部及奥罗

米亚州（Oromiya）北部和南方各族州（SNNPR）裂谷区的蝗虫持续进行

春季繁殖，蝗虫不断成熟、成群，空中和地面控制行动持续进行中。3 月

下旬，埃塞俄比亚出现大面积降水，进一步促进蝗虫繁殖；3 月底，德雷

达瓦（Dire Dawa）及索马里州（Somali）西部的吉吉加（Jijjiga）等地出

现新的蝗群，蝗虫持续成熟并产卵。监测结果显示，截至 3 月底，埃塞俄

比亚新增植被危害面积 101.63 万公顷（其中，农田 30.09 万公顷，草地 27.14

万公顷，灌丛 44.40 万公顷）；4 月上中旬，肯尼亚北部的蝗虫向北扩散，

埃塞俄比亚南方各族州及奥罗米亚州南部的亚贝洛（Yabello）、讷格莱

（Negele）地区的蝗虫数量不断增多；4 月中旬，索马里州南部的戈德

（Gode）地区报道有蝗群出现，北部的蝗群亦不断繁殖扩大，危害面积进



一步扩大，新增危害面积 73.41 万公顷（其中， 农田 9.21 万公顷，草地

13.33 万公顷，灌丛 50.87 万公顷）（图 3）。 

研究结果表明，2020 年 3 月至 4 月上中旬，埃塞俄比亚沙漠蝗虫合计

新增植被危害面积 175.04 万公顷，其中农田 39.30 万公顷，草地 40.47 万

公顷，灌丛 95.27 万公顷，分别占全国农田、草地和灌丛总面积的 1.6%、

2.3%和 1.3%。受害区域主要位于埃塞俄比亚中部和南部，其中奥罗米亚州

（Oromiya）新增受灾面积最大，为 115.11 万公顷；索马里州（Somali）

次之，新增受灾面积 28.97 万公顷；南方各族州（SNNPR）新增受灾面积

居第三位，为 26.79 万公顷；位于西北部的阿法尔州（Afar）和阿姆哈拉

州（Amhara）新增受害面积分别为 3.84 万公顷和 0.33 万公顷。埃塞俄比

亚 80%的人口为农牧业人口，此次蝗灾给当地农牧业生产造成巨大冲击，

严重威胁当地农牧业安全和国民生计，国内灾情形势严峻。 

本次研究同时应用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 Planet 数据对埃塞俄比亚裂

谷带东侧受灾较严重的植被区域进行沙漠蝗虫灾情监测（图 4）。使用数据

为 2019 年 2 月和 2020 年 2 月 Planet 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3 米。研究区位

于奥罗米亚州（Oromiya）与阿法尔州（Afar）交界处，西南距阿瓦什（Awash）

约 24km，东北距米埃索（Mieso）约 22km，植被类型包括草地、灌丛和

农田，总面积 3.73 万公顷，其中草地 0.65 万公顷，灌丛 2.86 万公顷，农

田 0.22 万公顷。监测结果显示，研究区植被受害面积为 0.45 万公顷，占

研究区总面积的 12.1%。其中，灌丛受害面积最大，为 0.36 万公顷，草地

受害面积为 0.07 万公顷，农田受害面积为 0.02 万公顷，分别占研究区灌

丛、草地和农田总面积的 12.6%、10.8%和 9.1%。研究结果表明，沙漠蝗

虫可对植被造成较大损失，一旦暴发，将严重影响埃塞俄比亚的农牧业生



产及粮食安全（图 4）。 

综合分析表明，2020 年 4-5 月，埃塞俄比亚中部的沙漠蝗虫将继续进

行本地春季繁殖，同时索马里（Somalia）北部的蝗群亦有跨过边界到达埃

塞俄比亚东部索马里州（Somali）的风险，预计 4-6 月蝗群将向北部阿姆

哈拉州、阿法尔州及吉布提等夏季繁殖区迁飞，而索马里州（Somali）的

蝗群预计将于 6 月随印度洋西南季风向印巴边界迁飞。当前，埃塞俄比亚

境内蝗虫春季繁殖持续进行中，随着 5 月蝗卵不断孵化，预计在 6 月下旬

至 7 月形成新的蝗群，适逢该国粮食作物的重要收获季，沙漠蝗虫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需持续进行监测并开展多国联合防控，以保障当地农牧业生

产及粮食安全。 

 

图 3 埃塞俄比亚沙漠蝗虫危害区域遥感监测图（2020 年 3 月-4 月上中旬） 



 

图 4 基于 Planet 影像的埃塞俄比亚沙漠蝗虫重点危害区灾害遥感监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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