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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沙漠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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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自主研发的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开展
大面积沙漠蝗动态监测与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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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遥感监测与评估研究，本次重点对位于非洲之角
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沙漠蝗灾情进行动态更新。研究结果表明，2021 年 12 月，索
马里境内沙漠蝗主要分布于北部和南部，植被危害面积共 20.11 万公顷，其中新增植
被危害面积 6.52 万公顷（草地 0.08 万公顷，灌丛 6.44 万公顷），索马里境内沙漠蝗群
的规模与数量相对 2020 年 12 月显著减少；埃塞俄比亚境内沙漠蝗主要分布于南部，
植被危害面积共 9.67 万公顷，其中新增植被危害面积 4.57 万公顷（农田 0.97 万公顷，
草地 0.41 万公顷，灌丛 3.19 万公顷），埃塞俄比亚境内沙漠蝗群的规模与数量相对
2020 年 12 月显著减少。2022 年 1 月，索马里东北部和埃塞俄比亚南部蝗群将不断产
卵、繁殖并成熟，预计两国蝗虫数量进一步增加。2022 年 1 月为索马里粮食作物的重
要生长季，是埃塞俄比亚粮食作物的重要收获季，若沙漠蝗得不到有效控制，将会对其
农牧业生产造成重大威胁，需持续动态开展蝗灾监测预警并组织开展多国联合防控。
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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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索马里沙漠蝗灾情监测与评估
2021 年 12 月上旬，受控制行动的影响，索马里东北部蝗虫数量大幅度减少；中
下旬，东北部蝗群不断产卵繁殖并成熟，部分蝗群南迁至埃塞俄比亚南部和索马里南
部。监测结果显示，12 月索马里植被危害面积共 20.11 万公顷（图 1），相比 2020 年
12 月索马里境内沙漠蝗群的规模与数量显著减少。
研究结果表明，2021 年 12 月索马里沙漠蝗新增植被危害面积 6.52 万公顷，其中
草地 0.08 万公顷，灌丛 6.44 万公顷，分别占全国草地和灌丛总面积的 0.02%和 0.1%。
受灾区域主要位于索马里的北部和南部，其中东北部的巴里（Bari）新增受灾面积最大，
为 5.40 万公顷；其次为南部的穆杜格（Mudug），新增受灾面积为 0.85 万公顷；再次
为西北部的托格代尔（Togdheer），新增受灾面积为 0.12 万公顷；西北部的西北（NorthWest）、西北部的奥达勒（Awdal）、西北部的索勒（Sool）、北部的萨纳格（Sanaag）
以及东北部的努加尔（Nugaal）新增受灾面积分别为 0.05、0.04、0.04、0.01 和 0.01
万公顷。
综合分析表明，2022 年 1 月随着地面控制的持续进行，索马里境内沙漠蝗群的规
模与数量相对 2021 年 1 月将显著减少。预测显示，索马里东北部蝗群将继续不断成熟
繁殖并产卵，预计蝗虫数量小幅度增加。2022 年 1 月正值索马里地区粮食作物的重要
生长季，继续保持地面调查及控制行动，以保障索马里的农牧业生产及粮食安全。

图 1 索马里沙漠蝗危害区域遥感监测图（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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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埃塞俄比亚沙漠蝗灾情监测与评估
2021 年 12 月上旬，埃塞俄比亚南部蝗群在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边境不断产卵繁
殖并成熟，导致南部蝗虫数量进一步增多；中下旬，受地面控制行动的影响，埃塞俄比
亚南部蝗虫数量减少，同时受季风影响，索马里东北部部分蝗群向南迁飞至埃塞俄比
亚南部。监测结果显示，12 月埃塞俄比亚植被危害面积共 9.67 万公顷（图 2），相比
2020 年 12 月埃塞俄比亚境内沙漠蝗群的规模与数量显著减少。
研究结果表明，2021 年 12 月埃塞俄比亚沙漠蝗新增植被危害面积 4.57 万公顷，
其中农田 0.97 万公顷，草地 0.41 万公顷，灌丛 3.19 万公顷，分别占全国农田、草地
和灌丛总面积的 0.04%、0.02%和 0.04%。受灾区域主要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南部，其
中南部的南方州（Southern）新增受灾面积为 2.69 万公顷，奥罗米亚州（Oromia）新
增受灾面积为 1.88 万公顷。
本次研究同时应用 Sentinel-2 卫星遥感数据对埃塞俄比亚南部受灾较严重的植被
区域进行沙漠蝗灾情监测（图 3）。数据获取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空间分辨率为 10
m。研究区域位于埃塞俄比亚南部地区，西北距阿西莱（Asile）46.8 公里，西南距萨
巴雷（Sabarei）35.5 公里，植被类型包括农田、草地和灌丛，总面积为 25.90 千公顷，
其中农田 2.80 千公顷，草地 5.01 千公顷，灌丛 18.09 千公顷。监测结果显示，研究区
植被受害面积为 3.13 千公顷，占研究区植被总面积的 12.1%。其中，灌丛受害面积最
大，为 1.74 千公顷，农田受害面积为 1.30 千公顷，草地受害面积为 0.09 千公顷，分
别占研究区灌丛、农田和草地总面积的 9.6%、46.5%、1.8%。研究结果表明，沙漠蝗
依然威胁着埃塞俄比亚地区的植被，仍需持续开展蝗情监测，以保障埃塞俄比亚的农
牧业生产及粮食安全。
综合分析表明，2022 年 1 月随着地面控制的持续进行，埃塞俄比亚境内沙漠蝗群
的规模与数量相对 2021 年 1 月将显著减少。预测显示，埃塞俄比亚南部蝗群将不断成
熟繁殖并产卵，预计蝗虫数量将小幅度增加。2022 年 1 月正值埃塞俄比亚地区粮食作
物的重要收获季，仍需保持地面调查及控制行动，以保障埃塞俄比亚的农牧业生产及
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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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埃塞俄比亚沙漠蝗危害区域遥感监测图（2021 年 12 月）

图 3 基于 Sentinel 影像的埃塞俄比亚沙漠蝗重点危害区灾害遥感监测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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