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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黎母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热带云雾林
土壤酶活性的根际效应

涂志华1,2,3,周凌峰1,2,3,黄艳萍1,陈夙怡1,陈金辉1,2,3,李胜男4

(1.海南大学 林学院 热带特色林木花卉遗传与种质创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南 海口570228;

2.海南省热带珍稀名贵树种工程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570228;3.海南五指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

定位观测研究站,海南 海口570228;4.海南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南 海口570203)

摘 要:[目的]探讨热带云雾林土壤酶活性的季节动态规律及根际效应,为从土壤酶学角度出发研究热

带云雾林水土保持生态功能提升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抖落法采集3种优势树种岭南青冈、罗浮锥、
细枝柃根际和非根际土壤样品,对土壤酶活性季节动态变化进行研究,并分析不同树种根际土壤酶的根际

效应及其与土壤养分的关系。[结果]①热带云雾林不同树种根际与非根际土壤酶活性季节动态变化明

显,呈单峰型变化趋势,峰值出现在雨季8月份;岭南青冈、罗浮锥土壤酶活性差异不显著,但显著大于细

枝柃。②根际土壤酶活性均高于非根际土壤,表现为正根际效应。土壤酶根际效应表现为:酸性磷酸酶>
脲酶>过氧化氢酶>蔗糖酶;不同树种酸性磷酸酶、脲酶、蔗糖酶根际效应差异不显著,而过氧化氢酶根际

效应表现为岭南青冈、罗浮锥显著大于细枝柃。③土壤酶活性与土壤 N,P,K养分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
土壤含水量、pH值相关性不显著。[结论]热带云雾林主要优势树种土壤酶活性呈现明显的季节动态变

化,根际效应显著,N,P,K养分限制可能是土壤酶活性及其季节变化的主导控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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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zosphereEffectsofSoilEnzymeActivitiesinTropicalCloudForestsin
LimushanNationalNatureReserveonHainan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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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easonaldynamicsofsoilenzymeactivitiesontherhizosphereoftropicalcloud
forestsinLimushanNationalNatureReservewerequantifi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impro-
vingtheecologicalfunctions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intropicalcloudforestsfromtheperspectiveof
soilenzymology.[Methods]Wemeasuredtheactivityofinvertase,urease,catalase,andacidphosphatasein
rhizosphereandnon-rhizospheresoils.Sampleswerecollectedusingtheshakingoffmethodinthedominant
treespecies(Cyclobalanopsischampionii,Castanopsisfabri,Euryaloquaiana)intropicalcloudforests.
Relationshipsbetweentheseasonaldynamicsofsoilenzymeactivitiesandsoilnutrientswerealsoanalyzed.
[Results]① Theseasonaldynamicsofsoilenzymeactivitiesinrhizosphereandnon-rhizospheresoilsof



differenttreespeciesvariedsignificantlywithseason,showedasinglepeaktrend,reachedamaximumin
Augustofrainyseason.Thelevelsofsoilenzymeactivitiesinrhizosphereandnon-rhizospheresoilsofC.
championii,andC.fabriwerenotsignificantlydifferent,but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forE.loquai-
ana.② Thelevelofenzymeactivitiesinrhizospheresoil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innon-rhizosphere
soilfordifferenttreespeciesintropicalcloudforests.Theseresultsindicatedapositiverhizosphereeffectthat
followedtheorderofacidphosphatase>urease>catalase>invertase.Therhizosphereeffectsofacidphos-
phatase,urease,andinvertasewerenotsignificantlydifferentamongdifferentdominanttreespecies,while
therhizosphereeffectsofcatalaseinC.championii,andC.fabriwerehigherthaninE.loquaiana.③The
levelofsoilenzymeactivitieshad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withsoilnitrogen(N),phosphorus(P),

potassium(K),andhadnosignificantcorrelationwithsoilwatercontentandpHvalue.[Conclusion]Soil
enzymeactivitiesinrhizospheresoilandnon-rhizospheresoilindifferenttreesintropicalcloudforestsexhibi-
tedseasonaldynamics,andtherhizosphereeffectwassignificant.Rhizosphereenrichmentoccurredfordomi-
nanttreespecies.N,P,andKnutrientlimitationsmaybethedominantcontrollingfactorsaffectingsoilen-
zymeactivityanditsseasonalvariation.
Keywords:tropicalcloudforests;soilenzyme;seasonaldynamics;rhizosphereeffect

  德国微生物学家LorenzHiltner于1904年提出

根际(rhizosphere)是指植物根系周围距根系表面数

毫米的微土壤区域,受根系活动强烈影响[1-3],是根

系—土壤—微生物三者相互作用围绕根系进行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最活跃的区域[4-6]。植物根系分泌物及

根系凋落物持续输入根际土壤,改变根际区营养环

境,根际土壤生物学特征区别于非根际土壤,存在明

显的“根际效应”[7-9]。研究表明,根际土壤酶作为根

际效 应 重 要 的 驱 动 者,影 响 根 际 养 分 转 化 与 利

用[3-4,10]。土壤酶作为土壤中的生物催化剂,是土壤

生物化学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直接影响着土壤生态

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11-12]。土壤酶调节有机

质的分解,是评价土壤质量变化的重要生物指标之

一[10-12],其活性与土壤物理生物化学性质及水热条件

密切相关[12-13],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不同植被类型

其季节动态特征具有很大差异[13-14]。因此,开展土壤

酶活性及其根际效应对认识区域土壤质量变化以及

土壤酶介导的根际生态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热带云雾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热带森林的重要组

成部分,仅占世界热带森林面积的2.5%,具有生物多

样性价值高,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等重要生态服务功

能[15-16],在维持全球碳氮平衡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

都发挥重要的作用[17]。海南岛热带云雾林主要分布

在海拔1200m以上的林区,常被云雾萦绕且土壤含

水量常处于饱和状态[18],是海南中西部地区重要的

水源涵养区。该区域热带云雾林是水生态安全的重

要保障,随着水环境安全问题的重视,从土壤酶学角

度分析热带云雾林不同植被发挥水土保持功能对认

识如何提升水源涵养林的生态功能保护和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近年来,针对海南云雾林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群落结构特征、环境特征、植物多样性、植物功能性

状分 异 规 律、植 物 叶 片 养 分 特 征 等 方 面 开 展 研

究[18-21],而对根际土壤酶如何介导根际生态过程中养

分循环与转化的作用鲜见报道,制约着热带云雾林发

挥保育土壤、水源涵养功能的准确评估。因此,本研究

以海南岛黎母山林区热带云雾林为研究对象,分析岭

南青冈、罗浮锥、细枝柃3种主要优势树种根际与非根

际土壤酶活性差异及其季节动态变化特征,探讨土壤

酶活性季节变化的影响因子,以期更加深入揭示热带

云雾林土壤酶在根际生态过程中碳、氮养分循环机制

中的作用,为准确评估热带云雾林发挥保育土壤、水
源涵养功能及区域水源涵养林管理和建设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 区 位 于 海 南 黎 母 山 国 家 自 然 保 护 区

(109°39'05″—109°48'31″E,19°07'22″—19°14'03″N),是
海南岛保存较好的热带原始林地区之一,该区属于热

带海洋季风气候,四季不明显气候,终年温暖湿润,雨
量充沛。主峰黎母岭海拔1411.7m。区内年平均气

温23.1℃,年平均降雨量为2343.1mm,年平均相对湿

度84%,平均年蒸发量为1617.8mm。土壤类型主要为

砖红壤、赤红壤和山地黄壤。区域内植物资源丰富,野
生维管植物190科759属1490种。在保护区内热带

云雾林内各布设3块50m×50m样地(109°45'58″—

109°46'00″E,19°10'58″—19°11'07″N),海拔为1340~
1350m,样地土壤类型为山地黄壤,优势树种主要有:
岭 南 青 冈 (Cyclobalanopsischampionii),罗 浮 锥

(Castanopsisfabri),细枝柃(Euryaloquaiana)[20]。

1.2 样品采集

在样地内每个优势树种(岭南青冈、罗浮锥、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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柃)选择标准木5株,根际土壤样品采集采用抖落

法[22],具体方法:除去地表枯落物,挖取有主根及须

根的土体,先轻轻抖落不含根系的大块土壤,用小

刀刮下附着在根系周围的土壤为非根际土壤(non-
rhizospheresoil,用S表示);用毛刷收集经抖落后依

然黏附在根系周围的土壤(0—5mm)为根际土即

(rhizospheresoil,用R表示),将收集的根际土与非

根际土充分混匀并装入无菌自封袋内。新鲜土壤样

品分两份,一份放置于装有冰袋的保温箱内,立即带

回实验室,用于测定土壤酶活性;另一份带回实验室

后风干,过筛用于测定土壤理化性质。样品采集时间

为2019年2—12月,每月采集样品一次,每次取样在

每个样地相同的样点进行,即在前一次采样点附近取

样,尽量保持土壤样本的一致性。

1.3 分析测定

土壤化学性质采用鲁如坤的分析方法[23],土壤

含水量采用105℃烘干恒重法测定,土壤有机碳含量

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氧化法测定,土壤全氮用凯氏定氮

法测定,速效氮碱解扩散法法,土壤全磷、速效磷采用

钼锑抗比色法,全钾、速效钾采用火焰光度计法。土

壤酶活性采用关松荫的分析方法[24]。土壤蔗糖酶活

性采用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以24h后1g
土壤生成葡萄糖毫克数表示〔mg/(g·d)〕;土壤脲酶

活性采用苯酚钠—次氯酸钠比色法测定,以24h后1g

土壤中NH3-N的毫克数表示〔mg/(g·d)〕;土壤过氧

化氢酶活性采用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以1g土壤消

耗0.1mol/LKMnO4 的毫升数表示〔mL/(g·h)〕;
土壤酸性磷酸酶采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测定,以24h
后1g土壤释放酚的毫克数表示〔mg/(g·d)〕。

土壤酶根际效应(rhizosphereeffect,RE)采用如

下公式进行分析:

RE=〔(根际土壤含量—非根际土壤含量)/
非根际土壤含量〕×100%

根际效应可反映植物根际酶活性富集效应的强

弱,RE>0为根际正效应,RE<0为根际负效应。

1.4 数据分析

利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不同优势树种土壤蔗糖酶、脲酶、过氧

化氢酶、酸性磷酸酶含量以及根际效应的差异显著

性,并利用最小显著差异法(LSD)进行多重比较分析

(α=0.05),采用Origin8.0软件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蔗糖酶活性季节动态变化

岭南青冈、罗浮锥、细枝柃根际与根际土壤蔗糖

酶活性的动态变化明显,2—7月逐渐增大,8月达到

峰值,而后9—12月逐渐降低,均呈现单峰型曲线变

化趋势,动态变化显著(p<0.05)(图1)。

注: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时间不同树种之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

图1 海南岛黎母山热带云雾林根际与非根际土壤蔗糖酶活性动态变化

  如图1所示,在5—10月岭南青冈、罗浮锥、细枝

柃差异显著;而在2,3,4,11,12月,岭南青冈、罗浮锥

差异不显著,但显著大于细枝柃。不同树种根际土壤

蔗糖酶活性存在显著差异(p<0.05)。岭南青冈、罗
浮锥、细枝柃根际土壤蔗糖酶活性动态变幅分别为:

33.82~79.73,32.61~77.06,30.20~64.39 mg/
(g·d),其均值表现为:岭南青冈〔51.49±15.76mg/
(g·d)〕>罗浮锥〔48.34±14.98mg/(g·d)〕>细枝

柃〔42.45±12.35mg/(g·d)〕,岭南青冈显著大于细

枝柃(p<0.05)。3个树种根际土壤蔗糖酶活性均显

著高于非根际(p<0.05),不同月份动态变化中,岭南

青冈、罗浮锥、细枝柃非根际土壤蔗糖酶活性变幅

分别为27.27~65.21,26.45~63.53,23.71~56.86
mg/(g·d),其根际比变幅分别为:1.05~1.26,1.08
~1.29,1.10~1.33。

2.2 土壤脲酶活性季节动态变化

岭南青冈、罗浮锥、细枝柃根际与非根际土壤脲

酶活性的动态变化趋势与土壤蔗糖酶活性相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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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始逐渐增大,8月上升至峰值后逐渐下降,均呈现

单峰型变化,月际动态变化显著(p<0.05)(图2)。不
同树 种 根 际 土 壤 脲 酶 活 性 月 份 变 幅 分 别 为

1.01~2.54,0.99~2.50,0.60~2.05mg/(g·d),最
大值分别为最小值的2.51,2.52,3.11倍;其均值表

现为:岭南青冈〔1.48±0.53mg/(g·d)〕>罗浮锥

〔1.43±0.50mg/(g·d)〕>细枝柃〔1.09±0.48mg/

(g·d)〕,岭南青冈与罗浮锥差异不显著,但显著大于

细枝柃(p<0.05),分别是罗浮锥、细枝柃的1.03,1.36
倍。3个树种根际土壤脲酶活性均显著高于非根际

(p<0.05),不同月份动态变化中,岭南青冈、罗浮锥、
细枝柃非根际土壤脲酶活性变幅分别为0.48~1.83,

0.45~1.81,0.28~1.70mg/(g·d),其根际比变幅分

别为:1.39~2.10,1.38~2.21,1.20~2.15。

图2 海南岛黎母山热带云雾林根际与非根际土壤脲酶活性动态变化

2.3 土壤过氧化氢酶酶活性季节动态变化

岭南青冈、罗浮锥、细枝柃根际与非根际土壤过

氧化氢酶活性的动态变化呈现单峰型变化,月份动态

变化显著(p<0.05)(图3),从2月开始逐渐增大,8
月份上升至峰值后逐渐下降。不同树种根际土壤过

氧化氢酶活性月际变幅分别为16.08~33.19,16.07~
31.69,8.44~24.20mL/(g·h);其均值表现为:岭南

青冈〔22.65±5.81mL/(g·h)〕>罗浮锥〔21.50±5.43

mL/(g·h)〕>细枝柃〔13.99±5.45mL/(g·h)〕,岭南

青冈与罗浮锥差异不显著,但显著大于细枝柃(p<
0.05),分别是罗浮锥、细枝柃的1.05,1.62倍。3个树

种根际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均显著高于非根际(p<
0.05),不同月份动态变化中,岭南青冈、罗浮锥、细枝柃

非根际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变幅分别为9.45~19.60,

8.71~19.17,6.79~16.75mL/(g·h),其根际比分别

为:1.73±0.10,1.76±0.08,1.36±0.12。

图3 海南岛黎母山热带云雾林根际与非根际土壤过氧化氢酶动态变化

2.4 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季节动态变化

由图4可知,岭南青冈、罗浮锥、细枝柃根际与非

根际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的动态变化呈现单峰型变

化,月份动态变化显著(p<0.05),2—7月逐渐增大,

8月达到峰值,而后9—12月逐渐降低。不同树种根

际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月际变幅分别为2.36~6.46,

1.62~5.71,1.86~4.96〔mg/(g·d)〕,最大值分别为最

小值的2.74,3.52,2.67倍;其均值表现为:岭南青冈

〔4.09±1.34mg/(g·d)〕>罗浮锥〔3.57±1.32mg/
(g·d)〕>细枝柃〔3.08±0.98mg/(g·d)〕,岭南青冈

显著与大于罗浮锥、细枝柃(p<0.05),分别是罗浮

锥、细枝柃的1.14,1.33倍。

3个树种根际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均显著高

于非根际(p<0.05),不同月份动态变化中,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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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冈、罗浮锥、细枝柃非根际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

变幅分别为1.22~4.09,0.85~4.07,0.93~3.84
mg/(g·d),其根际比分别为:1.86±0.25,1.88±0.29,

1.83±0.30。

图4 海南岛黎母山热带云雾林根际与非根际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动态变化

2.5 土壤酶活性根际效应

土壤酶活性的根际效应动态变化趋势总体呈

“U”字型变化(图5),从2月开始逐渐下降,7—8月

降至谷值后逐渐增大。土壤酶活性根际效应均为正

效应(根际效应>0)。岭南青冈、罗浮锥、细枝柃土壤

蔗糖酶活性根际效应变幅分别:4.66%~25.86%,

7.54%~28.76%,10.11%~32.81%;其均值分别为

18.15±6.94%,17.49±6.46%,19.90±8.89%,3个树

种差异不显著(p>0.05);土壤脲酶活性根际效应变

幅分别:50.28%~112.97%,37.61%~121.26%,

20.44%~115.47%;其均值分别为72.26±26.06%,

71.52±24.04%,67.65±27.01%,3个树种差异不显著

(p>0.05);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根际效应变幅分别:

60.68%~91.56%,65.31%~91.20%,24.28%~64.17%;
其均值分别为73.95±9.65%,76.28±8.45%,36.25±
12.16%,岭南青冈、罗浮锥差异不显著,但显著大于细

枝柃(p>0.05);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根际效应变幅

分别:57.67%~121.65%,34.30%~122.49%,29.12%~
116.11%;其均值分别为85.73±24.54%,88.01±29.26%,

83.97±29.67%,3个树种差异不显著(p>0.05)。

图5 海南岛黎母山热带云雾林土壤酶活性根际效应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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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土壤酶活性与土壤养分相关性分析

由表1可知,在根际与非根际土壤中,土壤蔗糖酶、
脲酶、过氧化氢酶、酸性磷酸酶与有机碳、全氮、速效氮、

全磷、速效磷、全钾、速效钾呈极显著相关(p<0.01),土
壤酶活性总体与速效养分的相关性大于全氮、全磷、全
钾;但与土壤含水量、pH值相关性不显著(p>0.05)。

表1 海南岛黎母山热带云雾林根际与非根际土壤酶活性与土壤养分相关性分析

土壤酶 pH值 土壤含水量 有机碳 全氮 速效氮 全磷 速效磷 全钾 速效钾

蔗糖酶 -0.261 0.239 0.865** 0.617** 0.876** 0.894** 0.881** 0.895** 0.857**

根际
土壤

脲 酶 -0.321 0.246 0.859** 0.642** 0.867** 0.853** 0.781** 0.883** 0.833**

过氧化氢酶 -0.215 0.213 0.845** 0.807** 0.826** 0.804** 0.800** 0.931** 0.873**

酸性磷酸酶 -0.272 0.232 0.813** 0.676** 0.831** 0.898** 0.814** 0.919** 0.745**

蔗糖酶 -0.105 0.334 0.855** 0.621** 0.826** 0.854** 0.793** 0.887** 0.857**

非根际
土 壤

脲 酶 -0.019 0.293 0.836** 0.563** 0.785** 0.898** 0.803** 0.813** 0.791**

过氧化氢酶 -0.211 0.227 0.878** 0.701** 0.847** 0.826** 0.841** 0.811** 0.824**

酸性磷酸酶 -0.066 0.236 0.832** 0.613** 0.808** 0.827** 0.844** 0.836** 0.829**

  注:**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 讨 论

3.1 土壤酶活性的动态变化

土壤酶活性季节动态变化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化

学生态过程,受到了气候因子、土壤水热条件、土壤理

化性质、植被类型等的影响[10-14],本研究中,不同树种

根际与非根际土壤酶活性月际动态变化显著,峰值出

现在雨季8月。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例如,韩国

君等[11]研究表明土壤酶活性在6月相对高于3月与

12月,不同植物与季节交互作用显著影响着土壤酶活

性。裴丙等[13]研究表明太行山南麓5个林龄侧柏人

工林土壤酶活性季节变化明显,峰值在夏季,谷值在

冬季。朱海强等[14]研究也表明湿地不同植物群落类

型土壤酶活性具有明显季节变化,峰值在旺盛期的8
月。Dien等[25]研究认为土壤酶活性高峰值出现在

7—8月。这可能是夏季气温稳定在较高水平,本研究

区5—10月为雨季,降雨较多,水热条件较为适宜,植
物生长旺盛,根系生长活力增强,根际分泌物水平增

大[7],土壤微生物生长繁殖旺盛[13-14,25],从而促进了

土壤酶活性的提高。而在11月至翌年4月为干旱

季,水分条件处于较低水平,温度较低,有机质分解减

弱,根系生长活力下降,土壤微生物活性受到一定的

抑制,因此土壤酶活性降低[13,25]。本研究表明3中优

势植物土壤酶活性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土壤酶来源

于植 物 根 系、微 生 物 及 动 植 物 残 体 的 分 泌 或 释

放[13,25],不同植物细根产量及根系分泌物存在差异,
土壤微生物区系不一且数量与质量差异较大,加之凋

落物分解提供碳源和能源存在差异,导致不同植被土

壤酶活性不同[10-11,14,26]。

3.2 土壤酶活性根际效应的动态变化

植物通过根系摄取生长所需的养分,在根土界面

层根际微环境由于根系与微生物活动的强烈影响,根

际区物质和能量交换十分频繁,具有明显的根际效

应[1-2,6]。研究表明植物类型差异与根际吸收养分速

率有关,受到根际吸收影响,土壤养分可表现为富集

或亏缺[3-4]。本研究3种树种根际土壤酶活性大于非

根际土壤,呈显著的根际效应,表现为根际富集作用。
这与范周周等[3]、田平雅等[4]、王小平等[7]、李丽娟

等[10]研究结果一致,这主要是根系不断的分泌化合物

以及细根凋落物分泌或释放酶类物质进入根际土壤,
同时向根际区输入易于被土壤微生物利用的有机

物[3-4],为土壤微生物提供大量碳源和能量,微生物的

代谢活动增强[7,10],进而促进土壤酶活性。有研究表

明,根际区土壤微生物数量是非根际区的19~32倍

以上,根际区土壤微生物活性是非根际区的10倍以

上[1-2],微生物不断的向周围介质分泌酶,极大的提高

根际土壤酶活性[7]。土壤酶活性的提高,有利于土壤

速效养分的在根际区积累,影响土壤养分循环[10]。本

研究表明土壤酶根际效应表现为:酸性磷酸酶>脲酶

>过氧化氢酶>蔗糖酶,这与黄娜等[26]研究结果土壤

脲酶根际效应>蛋白酶>酸性磷酸酶不一致,这主要

可能是不同植被根系分泌物的组成、数量与质量差

异,且不同植物根系分布特征、细根的发达程度及根

系凋落物的分解存在明显的差异,加之根系穿插影响

土壤团聚体粒径及细根的根际沉积,进而影响土壤酶

活性根际效应[3-4,10,27]。有研究指出土壤酶活性与土

壤养分循环有直接关系[10],相关分析可知,在根际和非

根际土壤酶活性与土壤C,N,P养分具有显著相关性,
说明了土壤酶活性与C,N,P养分具有协同作用,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养分转化与周转效率的生物学指

标[25-27]。这主要是因为酶活性的提高,加速了有机质

的分解与转化,增加了土壤营养成分的有效性[7-9]。

4 结 论

热带云雾林岭南青冈、罗浮锥、细枝柃3个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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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显著,其根际与非根际酶活性具

有明显的季节动态变化,呈单峰型变化趋势。根际土

壤酶活性均高于非根际土壤,表现为根际正根际效

应,且根际效应显著,土壤脲酶、过氧化氢酶和酸性磷

酸酶根际效应大于蔗糖酶根际效应,表明在根际区有

利于土壤脲酶、过氧化氢酶和酸性磷酸酶富集,截留

效应更大。本研究区土壤酶活性及其季节变化的主

导控制因子可能与土壤有机质和N,P,K养分限制有

关,而不同植物生长特性、凋落物分解归还、根系分泌

物等也可能影响土壤C,N,P养分的可利用特性,导
致不同植物类型土壤酶活性及其季节变化的差异,雨
季旱季的降雨格局变化及台风雨的干扰也影响着土

壤微生物进而影响着土壤酶活性,因而对于降雨格局

变化、凋落物特性、根系分泌物及土壤微生物区系对

土壤酶活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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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裸露砒砂岩区鲍家沟小流域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团聚体特征与可蚀性,为植被建设和

减轻入黄泥沙提供科学指导。[方法]运用LeBissonnais法和崩解法研究裸露砒砂岩区不同植被类型土

壤团聚体稳定性特征与可蚀性。[结果]①慢速湿润处理条件下,土壤结构中以2mm以上的团聚为主,预
湿扰动处理条件下,2mm以上的团聚体占14.79%~40.17%,快速湿润处理条件下2mm以上团聚体含量

占4.69%~15.11%。②土壤团聚体的破坏率呈现:裸地>草地>油松林>山杏林>柠条林>沙棘林的趋

势。③裸露砒砂岩区土壤的可蚀性K 值在0.045~0.092之间,各植被类型土壤的崩解速率在0.48~1.38
g/min之间。[结论]沙棘等人工植被能够显著增强土壤团聚体结构的稳定性,降低土壤的可蚀性,提升土

壤的抗蚀性能,从而有效削减侵蚀产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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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oilaggregatestabilityandsoilerodibilityindifferentvegetationtypesofexposed
feldspathicsandstoneregionsintheBaojiagouwatershed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guidance
forvegetationconstructionandreducingcoarsesandintotheYellowRiver.[Methods]Soilaggregatestabili-
tyandsoilerodibilityindifferentvegetationtypeswereevaluatedbyusingtheLeBissonnaismethod.
[Results]① Undertheconditionsoftheslow-wettingtreatment,soilstructurewasdominatedby2mmand
largeraggregates.Undertheconditionsofthepre-wettingdisturbancetreatment,theproportionof2mm
andlargeraggregateswas14.79%~40.17%.Undertheconditionsofthefast-wettingtreatment,thecontent
of2mmandlargeraggregateswas4.69%~15.11%.② Thedestructionrateofsoilaggregateswasinflu-
encedbyvegetation,andfollowedtheorderofbareland>grassland>Pinustabuliformisforest>Prunus
armeniacaforest>Caraganakorshinskiiforest>Hippophaerhamnoidesforest.③ ThesoilerodibilityK
valueintheexposedsoftrockarearangedfrom0.045to0.092,andthedisintegrationrateofsoilindifferent



vegetationtypesrangedfrom0.48to1.38g/min.[Conclusion]H.rhamnoidesandotherartificialvegetation
cansignificantlyenhancethestabilityofsoilaggregatestructure,reducesoilerodibility,improvesoilcorro-
sionresistance,andthuseffectivelyreduceerosionandsedimentyieldprocesses.
Keywords:exposedfeldspathicsandstoneregion;LeBissonnaismethod;soilaggregatestability;soilerodibility

  团聚体是土壤的基本结构单元,团聚结构的稳定

性是指团聚体面对降雨击打和机械震动等外力分散

作用的抵抗力[1]。自然界中降雨对团聚体的破坏形

式可以归纳为3方面:①雨滴通过击打使团聚体破

碎,从而增加土壤紧实度。②团聚体经过雨水浸泡产

生的膨胀分散。③瞬时暴雨使团聚体孔隙封闭造成

的气爆现象[2-4]。特别是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壤

贫瘠,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少数几场暴雨便能引起剧

烈的土壤侵蚀作用,该区生态修复的成效,不仅体现

在区域植被覆盖度的提高和水土流失的控制上,更体

现在区域土壤生态功能的恢复和土壤抗蚀性的提升

上。研究植被—土壤的协同演变关系,并将其应用在

植被生态系统的退化和人工植被恢复重建中是土壤

学科时下研究的热点[5-6]。
砒砂岩区是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带的粗泥沙集中

来源区[7],砒砂岩区按照基岩出露程度和覆土类型被

分为盖土区、盖沙区和裸露区。裸露砒砂岩区基岩大

幅出露,养分贫瘠,土壤侵蚀剧烈,水土流失治理难度

极大[8]。近30a间,砒砂岩区实施了退耕还林和小

流域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营造了大面积

人工植被,生态环境整体好转,但是局部地区的水土

流失趋势依旧严峻。砒砂岩区不同人工植被类型下

土壤团聚体结构成何种特征? 人工植被对于土壤抗

蚀性能具有何种影响? 下阶段植被建设工作的方向

如何? 这一系列问题均是砒砂岩区水土流失治理工

作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关于土壤团聚体结

构与抗蚀性能关系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黄土区、黑土

区和红壤土区,在砒砂岩地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薄

弱[9-11]。为此,本研究选取裸露砒砂岩区常见油松

林、山杏林、沙棘林、柠条林以及退耕苜蓿草地等人工

植被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团聚体特征

及土壤抗蚀性能,以期为砒砂岩区的土壤侵蚀的预报

提供数据支撑以及该区生态修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地概况

研究区鲍家沟流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 准 格 尔 旗,地 理 坐 标 为 110°31'—110°35'E,

39°46'—39°48'N,海拔在1110~1300m之间;流域

地形北高南低;气候属典型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漫

长干燥,夏季短暂温热,年均气温7.2℃,年降雨量

388.3mm;土壤类型以黄绵土、风沙土为主;研究区

自20世纪末实施生态移民政策,流域内目前无人居

住,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和草地为主。植被以人工植

被为主,常见青杨(Populuscathayana)、旱柳(Salix
matsudana)、油 松 (Pinustabuliformis)、侧 柏

(Platycladusorientalis)、柠条(Caraganakorshin-
skii)、沙棘(Hippophaerhamnoides)、山杏(Prunus
armeniaca)等;草本 植 物 主 要 有 羊 草 (Leymus
chinensis)、猪毛菜(Salsolanitraria)、阿尔泰狗娃花

(Heteropappusaltaicus)等。

1.2 研究方法

于2018年7—8月,在研究区内选取分布面积最

广,立地条件一致,且林龄均为15a的典型纯林布设

样地,选取油松林、山杏林、柠条林、山杏林和人工苜

蓿草地(退耕年限为10a),以天然裸地作为对照,每
种植被类型设置样地3个。采取随机取样方法,选取

3个取样点,共设置45个取样点,开挖土壤剖面,记
录土层厚度,分别按0—20,20—40,40—60cm 的3
个土层深度采集原状土样(部分样地覆土层较薄,覆
土层下为土壤与砒砂岩风化物的混合物),每个样点

随机采集5份样品。
土壤团聚体采用LeBissonnais法[2]进行测定,

步骤如下:①快速湿润法,取5g土样浸于蒸馏水中

10min;②慢速湿润法,取5g土样置于张力为0.3
kPa滤纸上,静置使团聚体完全湿润;③扰动湿润法,
取5g土样体浸没在酒精中排出空气后,置于三角瓶

振荡。将上述处理的土壤转移到浸没在95%浓度酒

精中的套筛内,上下振荡20次后,40℃烘箱中蒸干酒

精,再烘干48h,分级称重,重复测试3次。
本文采用Shirazi公式法,可蚀性 K 因子采用

Shiraz模型[12]计算,其公式如下:

K=7.954× 0.0017+0.0494×exp -0.5×
lgGMD+1.675
0.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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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GMD为团聚体几何平

均直径数据。
土壤崩解速率采用静水称重法进行测定,自制称

重仪器由烧杯、挂网、悬挂架、电子天平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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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状土放入挂网中,匀速放入盛水的烧杯中,烧杯

下方为电子天平。记录初始读数,并开始计时,初始

每个10s记录读数,而后隔1min记录一次电子天

平的读数,直至连续5次读数相等,崩解结束,观测时

长不超过30min。单位时间内烧杯中掉落的土壤重

量即为崩解速率[13]。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团聚体特征

相同土层深度下,不同处理条件下的土壤团聚结

构呈现不同的特征,以0—20cm深度土壤为例,由图

1可以看出在慢速湿润处理下,土壤结构中以2mm以

上的团聚为主,其含量约占整体的34.02%~60.85%,其
余依次为1~2mm 的团聚约占整体的11.86%~

17.37%,0.5—1mm 的团聚约占整体 的3.54%~
12.42%,0.5mm以下的团聚体约占整体的19.74%
~38.20%;预湿扰动处理条件下,增加了前扰动处

理,削弱了孔隙的封闭作用,2mm以上的团聚体占

14.79%~40.17%,虽然含量有所下降仍占据土壤结

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快速湿润处理条件下,土壤经过

短暂的浸湿后立即湿筛,团聚结构外表封闭后内部产

生气爆现象使大团聚体破碎分解为小团聚体,土壤团

聚体的分布情况也随之改变,2mm以上团聚体持续

减小含量降至4.69%~15.11%之间,0.5mm以下团

聚体含量大幅提升,含量在47.52%~70.07%之间。
相同处理条件下,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2mm以上

的团聚含量随之下降,相应的0.1mm以下的团聚含

量随之增加。

图1 不同植被类型下各土层土壤团聚结构分布

  从各植被类型的土壤团聚体粒级分布情况来看,
土壤团聚的分布特征较为接近。但各植被类型土壤结

构抵抗破坏的程度却略有不同,由慢速法到快速法,裸
地土壤中2mm以上团聚体下降了86.21%,有植被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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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土壤2mm以上团聚体的损失相对较少,山杏林和

沙棘林分别下降了74.67%和80.43%;从土层深度对

团聚体分布情况的影响来看,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
壤中1mm以上的团聚体含量明显下降,1mm的团聚

体含量呈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20—40cm土层深度

0.5—1mm的团聚体含量提升了9.38%~41.80%,
而40—60cm土层深度范围内,0.1mm以下的团聚

含量大幅提升其含量在70.77%~90.70%之间,占据

了土壤结构的主体。
从各植被团聚体的平均直径和破坏率来看(图

2),裸地土壤在0—20cm土层深度,慢速法、预湿扰

动和快速法处理的土壤团聚直径分别为1.14mm,

0.82mm和0.50mm,表明快速法会使土壤团聚结构

大幅分散破碎为细小团聚体,快速浸泡下产生的气爆

作用对土壤团聚结构的损坏最为剧烈。随着土层深

度的增加,土壤团聚体逐渐变得细小,这可能与土壤

养分的减少有关,如草地土壤在慢速法处理条件下,
由表层土壤到60cm 深度土壤,其质量平均直径由

1.14mm,减小到0.35mm。0—20cm土层深度,慢
速处理下各植被类型土壤团聚结构的质量平均直径

在1.14~1.53mm之间,裸地和草地土壤的团聚体直

径要显著低于灌木林地和乔木林地。

图2 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质量平均直径GWD分布特征

  结合图3分析,各植被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的破坏

率,可以直观的比较各植被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能,
桥形图的长短反映了土壤团聚体的破坏率,随着土层

深度的增加,各植被类型土壤的团聚体破坏率均呈上

升趋势。相同土层深度下,裸地土壤团聚体的破坏率

显著高于其他植被类型,其余各植被类型土壤团聚

体的破坏率呈草地>油松林>山杏林>柠条林>
沙棘林的趋势,也说明植被对于土壤团聚结构的稳定

性具有提升作用,且以沙棘林等灌木林相对较为

明显。

图3 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的破坏率PAD分布特征

2.2 植被类型对土壤可蚀性的影响

图4为各植被类型土壤在不同处理条件下的

土壤可蚀性的变化情况,土壤在慢速湿润处理下,土
壤可蚀性K 值范围为0.045~0.076之间,可以看出

0—20cm土壤结构具备一定抗蚀能力,土壤可蚀性

相对较低,各植被类型土壤可蚀性由小到大依次为,

沙棘林(0.045)、油松林(0.046)、山杏林(0.046)、柠条

林(0.048)、草地(0.051),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

中的团聚结构由粗粒结构向细粒结构转变,土壤易侵

蚀的敏感程度也随之增加,各植被类型土壤可蚀性K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土壤在预湿扰动处理下,可
蚀性K 值变化范围在0.05~0.079之间,相对慢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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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土壤的抗蚀能有所下降,各植被类型土壤可蚀性由

小到大依次为,油松林(0.050)、沙棘林(0.055)=山杏

林(0.055)、柠 条 林(0.058)、裸 地 (0.057)、草 地

(0.063);土壤在快速湿润法处理下,可蚀性 K 值变

化范围在0.057~0.092之间,表明土壤在面对瞬时暴

雨条件时,无论何种植被类型土壤结构都容易被破

坏,土壤的可蚀性会急剧增加。随着土层深度的增

加,两种处理方式下的土壤可蚀性均呈增加趋势。

图4 植被类型对土壤可蚀性K 值的影响

  土壤的抗崩解能力是指土壤在静水中维持结构

稳定和抵抗分解崩塌的能力,是国内常用的衡量土壤

可蚀性的指标之一[14]。图5为各植被类型不同土层

深度土壤在静水中的崩解速率,0—20cm土壤的崩

解速率的范围在0.13~0.80g/min之间,以裸地土壤

抗崩解能力最弱,崩解速率显著高于有植被覆盖的土

壤,其次为草地土壤,其崩解速率为0.54g/min,乔木

和灌木林地土壤的崩解速率在0.11~0.22g/min之

间,抗崩解能力约是草地和裸地的3.67倍和4.96倍,
各林地间土壤的崩解速率差异不显著;随着土层深度

的增加,土壤结构中细小团聚结构占据了主体部分,
土壤的抗蚀能力下降,20—40cm土层深度,裸地的

土壤崩解速率仍保持最高为1.51g/min,各植被类型

土壤崩解速率由大到小依次为,草地(0.76)、柠条林

(0.49)、油松林(0.46)、沙棘林(0.45)、山杏林(0.43)。

40—60cm土层深度,各植被类型土壤的崩解速率在

0.48~1.38g/min之间,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各植

被类型土壤的崩解速率均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土壤

中养分的衰减以及根系密度下降,导致土壤的抗崩解

能力随之减弱,与团聚结构特征和可蚀性的变化规律

一致。

2.3 植被类型对土壤抗蚀性能的影响

为了明确人工植被对土壤抗蚀性能的影响,以裸

地小区的产流产沙量为基准,分析各植被类型减少的

产流产沙量(图6)。7次降雨的平均降雨量为23.22
mm,平均降雨历时为599min,平均降雨强度为2.33
mm/h,以裸地的平均土壤侵蚀量最大为4.55t/hm2,
沙棘林的土壤侵蚀量最小为0.22t/hm2,约为裸地

侵蚀量的4.4%。相同降雨条件下,各植被类型的减沙

作用也有所区别,以第4次的短历时强降雨(降雨量为

56.4mm,降雨历时为597min)为例,各植被类型的减

沙率现:沙棘林>油松林>山杏林>柠条林>草地的

规律;随着降雨量的增大,各植被类型下的土壤侵蚀量

均成增加趋势,相同植被类型对不同降雨的减沙率的

差异在12.62%左右,不同植被类型对7场降雨的平均

减沙率依次为沙棘林(94.34%)、山杏林(93.69%)、油
松林(93.56%)、柠条林(89.64%)、草地(70.12%)。

注:*表示差异显著。

图5 植被类型对土壤抗崩解能力的影响

通过将土壤侵蚀量与团聚体特征及抗蚀性能指

标进行相关分析后可知(表1),自然降雨条件下砒砂

岩区土壤侵蚀量与土壤崩解速率和土壤团聚体破碎

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4,0.97,
与土壤可蚀性和团聚体质量平均直径的相关性不显

著。土壤崩解速率与土壤可蚀性K 值和团聚体破碎

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0,与团聚体质

量平均直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9。土

壤团聚体破碎率与土壤崩解速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90,与土壤可蚀性和团聚体质量平均直

径的相关性不显著。

21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人工植被能有效提升土壤的

抗蚀性能,减少土壤侵蚀量,各人工植被中以沙棘林

土壤的抗蚀性能最强。植被的生长发育过程能够有

效改善土壤团聚体结构,降低土壤团聚体在降雨条件

下的破碎率,提高土壤的抗侵蚀性能,从而有效削减

土壤侵蚀量。

图6 不同植被类型的减沙能力对比

表1 土壤侵蚀量与团聚体特征及抗蚀性能的关系

项 目  侵蚀量 崩解速率 可蚀性K 值 团聚体质量平均直径 团聚体破碎率

侵蚀量 1.00  0.94** 0.77 -0.78  0.97**

崩解速率  0.94** 1.00 0.90* -0.89* 0.90*

可蚀性K 值 0.77 0.90* 1.00 -0.98** 0.67
团聚体质量平均直径 -0.78 -0.89* -0.98** 1.00 -0.65 
团聚体破碎率  0.97** 0.90* 0.67 -0.65 1.00

  注:*表示指标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05),**表示指标间存在极显著相关关系(p<0.05)。

3 讨 论

土壤的抗蚀性能对于侵蚀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
其发展速度和方向伴随着侵蚀环境中某一类或多类

因素的变化[15-16]。本研究显示,慢速湿润处理条件

下,土壤结构中以2mm以上的团聚体为主,含量在

34.02%~60.85%;预湿扰动处理条件下,2mm以上

的团聚体占14.79%~40.17%;快速湿润处理条件下

2mm以上团聚体含量在4.69%~15.11%之间,以快

速湿润处理对土壤团聚体的破坏最为严重。相关研

究表明,侵蚀性降雨是黄土高原地区水力侵蚀的主要

决定性因素,年内土壤流失过程主要由几场暴雨造成

的侵蚀组成[17-18],短历时暴雨的降雨量、降雨强度与

坡面的产流产沙均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20]。裸

露砒砂岩区地处黄土高原第一副区地貌单元,区域气

候基本一致,年内降雨基本集中在夏秋两季,研究区

土壤侵蚀过程同样也受年内的少数暴雨过程决定。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降雨强度的增加,各植被类型

下的土壤侵蚀量均成增加趋势,土壤侵蚀量与土壤崩

解速率和团聚体破碎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

数分别为0.94,0.97。说明土壤团聚体结构的稳定性

与土壤的抗蚀性能密切相关,而在自然状态下,暴雨

条件下雨滴的击打作用和短期内形成径流的浸泡作

用可能是影响土壤团聚体结构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植被类型除对地表的产流过程有调节作用外,更

为主要的作用是对土壤的抗蚀性能和土壤的整体质

量的改良作用[21]。本研究显示,各植被类型土壤结构

抵抗破坏的能力有所不同,由慢速法到快速法,裸地

土壤中2mm以上团聚体下降了86.21%,裸地土壤

团聚体的破坏率显著高于其他植被类型,其余各植被

类型土壤团聚体的破坏率呈草地>油松林>山杏林

>柠条林>沙棘林的趋势。这是因为裸地所在区域

基岩大幅裸露,砒砂岩的原生矿物成分单一,伍艳

等[22]对砒砂岩养分的分析表明,砒砂岩风化物的有机

质等养分含量较低,且裸露基岩经过风、水和冻融等

外力作用下,结构松散更易于溃散侵蚀。朱燕琴等[23]

的研究表明,植被能够显著改善区域土壤质量,各植

被类型中以沙棘林的抗蚀能力最强。自20世纪80
年代末起,砒砂岩区大面积开展人工植被建设,土地

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林地大量蓄积的枯枝落叶为有

机质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来源,所以林地土壤有机质

含量高于草地和裸地[24]。在林龄相同的前提下,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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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蘖能力极强,能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生物量,而油

松等林地在造林初期,伴随着机械和人工大面积整

地,这也造成土壤养分流失,油松林对土壤抗蚀性能

改良作用并不明显,刘钊等[25]和王改玲等[26]研究与

本文观点一致。

4 结 论

(1)不同处理方式对砒砂岩区土壤中2mm以上

团聚 体 含 量 影 响 较 大,慢 速 湿 润 处 理 条 件 下 占

34.02%~60.85%,预湿扰动处理条件下,其含量约下

降20%,快速湿润处理条件下其含量约下降45%。
(2)砒砂岩区土壤侵蚀量与土壤崩解速率和土

壤团聚体破碎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土壤团聚体的

稳定性决定了土壤的抗蚀性能,从提高土壤的抗蚀性

能角度看,沙棘等人工植被能够显著增强土壤团聚体

结构的稳定性,降低土壤的可蚀性,提升土壤的抗蚀

性能,从而有效削减侵蚀产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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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中喀斯特地区坡面种植措施对土壤水分及
产流产沙的影响

张琳卿1,2,覃 莉3,刘忠仙3,宋 涛3,李若愚3,刘小明3,李 瑞1,2

(1.贵州师范大学 喀斯特研究院,贵州 贵阳550001;

2.国家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550001;3.贵州省水土保持监测站,贵州 贵阳550002)

摘 要:[目的]探讨黔中喀斯特地区坡面种植措施对土壤水分及坡面产流产沙特征的影响,为黔中地区

坡面水土流失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贵州省龙里羊鸡冲水土保持监测站径流小区2014—2018
年野外定位观测资料,采用相关分析及显著性检验等方法分析并探讨了黔中喀斯特地区降雨及不同种植

措施对土壤水分、坡面产流及产沙特征的影响。[结果]①不同种植措施土壤含水率大小顺序为:杨梅>桃

树>树莓>杨树>梨树>杨树+墨西哥柏>草地>墨西哥柏>玉米(等高耕作),土壤含水率与降雨量呈

显著正相关。②坡面多年产流及产沙均以等高耕作(玉米)及水保林中的杨树种植措施为最大,水土保持

效果最差;水土保持效果最好的为经果林种植措施,其中又以桃树种植措施效果最好。③各种植措施产

流、产沙量分别与平均降雨强度及30min最大降雨强度(I30)存在正相关性关系。除杨树+墨西哥柏及杨

梅种植措施外,研究区其他7种种植措施坡面产流产沙与降雨量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
[结论]与坡耕地相比较,经果林、水保林及生态恢复草地措施可不同程度提高土壤含水率,同时降低产流

量、产沙量,坡面土壤抗侵蚀能力得以增强,并有效降低土壤侵蚀风险。
关键词:种植措施;土壤含水率;产流产沙;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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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SlopePlantingMeasuresonSoilMoisture,Runoff,and
SedimentYieldinKarstAreaofCentralGuizhouProvince

ZhangLinqing1,2,QinLi3,LiuZhongxian3,SongTao3,LiRuoyu3,LiuXiaoming3,LiRui1,2

(1.KarstResearchInstitute,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01,China;

2.StateEngineeringTechnologyInstituteforKarstDesertificationControl,Guiyang,Guizhou550001,China;

3.TechnicalConsultingandResearchCenterforSoilandWaterConservationofGuizhouProvince,Guiyang,Guizhou55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slopeplantingmeasuresonsoilmoisture,runoff,andsedimentyieldin
thekarstareaofCentralGuizhouProvincewereassess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prevention
andcontrolofsoilandwaterlossonslopesinthisarea.[Methods]Basedonfieldobservationdatafrom2014
to2018inrunoffplotsoftheYangjichongsoilandwaterconservationmonitoringstationinLongliCounty,

GuizhouProvince,theeffectsofrainfallanddifferentplantingmeasuresonsoilmoisture,runoff,and
sedimentyieldonslopesinthekarstareaofCentralGuizhouwerestudiedandanalyzedbyusingcorrelation
analysisandsignificancetest.[Results]① Soilmoisturecontentsfordifferentplantingmeasuresfollowed
theorderofbayberry>peach>raspberry>poplar>pear>poplar+Mexicancypress>grassland>Mexican



cypress>corn(contourtillage).Therewas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soilmoisturecontent
andrainfall.② Theannualrunoffandsedimentyieldonslopeswerethelargestwiththepoplarplanting
treatmentinthecontourtillage(corn)systeminasoilandwaterconservationforest,andthesoilandwater
conservationeffectsweretheworst;soilandwaterconservationeffectwasthebestforthefruitforestplanting
systems,amongwhichpeachplantingwasthebest.③ Therewasa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runoff,

sedimentyield,andaveragerainfallintensityandmaximum30-minuterainfallintensity(I30).Exceptforthe
poplar+Mexicancypressandbayberryplantingsystems,therewas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
runoffandsedimentyieldandrainfallunderothersevenplantingsystems(p<0.05).[Conclusion]Compared
withslopingfarmland,thefarmingsystemsusingfruit-bearingforests,waterconservationforests,and
ecologicalrestorationofgrasslandcanincreasesoilmoisturecontent,decreaserunoffandsedimentyieldin
differentdegrees,enhancesoilerosionresistance,andeffectivelyreducesoilerosionrisk.
Keywords:plantingmeasures;soilmoisturecontent;runoffandsedimentyield;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世界喀斯特地貌广泛分布,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

位于东亚喀斯特集中分布区中心[1]。喀斯特地貌形

成机制复杂,区域地形破碎、土层瘠薄,加之区域降雨

量大且集中,致使坡面土壤侵蚀风险极高。同时,喀
斯特地区贫困人口集中,人地矛盾突出,存在大量不

合理的人类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从而导致

了石漠化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土地生产力也随之下

降,进一步加剧了人地矛盾。石漠化已然成为制约中

国西南地区发展的重要生态顽疾,治理石漠化已刻不

容缓[2],而石漠化治理的关键是区域水土流失的防

治[3]。目前,喀斯特地区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体系主要

包括工程措施[4-5]、生物措施[6]、农艺措施等[7-8],其中

生物措施具有较好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治理水

土流失的常用手段[9-10]。国内学者针对种植措施的

水土保持功能方面已开展了较多研究,目前对这方面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黄土高原区、东北黑土区、土石山

区及喀斯特区[11-14]。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种植措施

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研究表明,草灌木及林地的减沙

作用好于耕地[15],东北黑土区研究认为草地水土保

持效果高于裸地[16]。由于喀斯特地区特殊和复杂的

土壤侵蚀环境,多样的土地利用方式,集中且强度较

大的降雨条件,导致区域土壤侵蚀机理较为复杂,而
以往对于喀斯特地区坡面土壤侵蚀相关研究多集中

在模拟降雨的基础上分析[17-19],部分研究基于野外径

流小区,但观测试验时限相对较短[20-23],需进一步开

展区域天然降雨条件下坡面土壤侵蚀相关研究;同
时,不同种植模式是否显著提高黔中喀斯特区坡面水

土保持功能需要进一步探讨。鉴于此,本文基于

2014—2018年野外长期观测试验,研究黔中喀斯特

地区坡面不同种植措施对土壤保墒、减流减沙等水土

保持功能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种植措施产流产沙对降

雨因子的响应,以期为黔中喀斯特地区坡面水土流失

防治提供参考。

1 试验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龙里羊鸡冲小流域水土保持监测站位于贵州省

黔南州龙里县羊鸡冲小流域,小流域中心坐标东经

107°00'53″,北纬26°26'58″,面积11.89km2,其中水

土流失面积7.41km2,占流域总面积的62.32%。龙

里羊鸡冲小流域属乌江水系三沅河支流的上游,位于

国家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珠江南北盘江治理区。植

被类型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天然林已遭破坏,目
前主要是人工林和天然次生林,主要植物种以云贵鹅

耳枥(Carpinuspubescens)、马尾松(Pinusmassoni-
ana)等为主,土壤类型以黄壤和水稻土为主。

龙里水土保持监测站始建于2004年,设置坡面

径流小区18个,坡面径流小区均采用分流池和集流

池等测流设备。18个径流小区的处理分别为:1—6
号为水保林,7—8号小区为坡耕地,9—10号小区为

草地,11—12号小区为裸露小区,13—18号小区为经

果林。基于本文研究目的,主要以玉米种植小区为对

照组,故本研究不包括前述2个裸露小区;此外,由于

小区建设之初的各种因素,17,18号小区(梨树和树

莓种植小区)未设置重复,在不设重复小区的情况下,
要求各小区在布局、材料和位置等方面保持一致,并
采取统一方式管理,以减少不设重复带来的不利影

响[24]。龙里羊鸡冲小流域水土保持监测站各径流小

区在布设、材料及位置等方面基本一致,全部采取统

一的方式管理,且连续多年的观测进一步减少了17,

18号小区不设重复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所涉16个种植小区涵盖9种种植措施,

包括玉米、草地、杨树、墨西哥柏、杨树+墨西哥柏、杨
梅、梨树、树莓和桃树,各小区坡度20°~25°,土层厚

度80cm左右,土壤类型均为黄壤。本研究所选径流

小区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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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龙里羊鸡冲径流小区基本情况

种植措施 
小区
编号

坡长/
m

小区
宽度/m

坡度/
(°)

土壤
类型

土壤容重/
(g·cm-3)

土层
厚度/cm

水保措施
植被覆
盖度/%

杨 树 1,2 20 5 20~25 黄壤 1.08 80 水保林 85
墨西哥柏 3,4 20 5 20~25 黄壤 0.96 80 水保林 90
杨树+墨西哥柏 5,6 20 5 20~25 黄壤 1.13 80 水保林 88
玉 米 7,8 15 5 20~25 黄壤 1.3 80 等高耕作 —
草 地 9,10 20 5 20~25 黄壤 1.24 80 自然恢复草地 95
杨 梅 13,14 20 9 20~25 黄壤 1.02 80 经果林 88
桃 树 15,16 20 9 20~25 黄壤 1 80 经果林 85
梨 树 17 20 9 20~25 黄壤 1.08 80 经果林 85
树 莓 18 20 9 20~25 黄壤 1.01 80 经果林 85

  注:表中植被覆盖率乔(灌)木小区为乔(灌)层投影覆盖度,不含林下草本层覆盖度;草地小区为草本层覆盖度。

1.2 观测内容及方法

本文基于贵州省黔中地区龙里羊鸡冲小流域水

土保持监测站,以坡面为研究尺度,径流小区定位观

测为主要研究手段,于2014—2018年持续开展野外

定位观测。目前研究区主要观测内容包括产流、产
沙、降雨、土壤含水率、土壤容重、小区盖度等。侵蚀

性降雨结束后8h内,采用水尺观测集(分)流池水

位,再换算为产流量;次降雨产沙量包括两部分,一部

分为沉积于集沙槽的泥沙,收集后烘干称重即可。另

一部分为集(分)流池中的浑水泥沙量,这部分泥沙的

测定,采取取样测试法,具体为测定产流量后充分搅

拌集(分)流池中的浑水,然后采集1000ml浑水样带

回实验室,采用烘干过滤法、比重法等测定浑水泥沙

含量,从而推算集(分)流池中的泥沙总量,加上集沙

槽的泥沙量即为次降雨泥沙总量;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径流深和土壤侵蚀模数[25]:

     H=
103V
S

(1)

     M=
10Ms

S
(2)

式中:H 为坡面径流深(mm);V 为坡面产流总量

(m3);S 为径流小区面积(m2);M 为土壤侵蚀模数

〔t/(km2·a)〕;Ms 为产沙总量(kg)。
利用研究区小气候观测站虹吸式自记雨量计自

动观测记录降雨量等气象数据,人工雨量计对校核;

2014年4月至2018年12月,每月1号、15号测定径

流小区土壤含水率,采用TDR法测定土壤水分含量,
每个小区每次重复测量3次,取平均值,测试土层深

度小于20cm(表层土)。

1.3 数据处理及方法分析

针对研究区2014—2018年的观测数据,2014年

及2017年部分小区因设备故障导致产流产沙数据未

记录,但本研究时限较长,研究期间最大产流产沙次

数达115次,因此故障导致的部分数据的缺失不会对

结果有大的影响。统计分析小流域降雨量、平均降雨

强度、30min最大降雨强度(I30)、土壤含水率、产流

及产沙等水土流失相关特征指标,产流产沙数据采用

次平均径流深及土壤侵蚀模数,分析相关指标与种植

措施的响应关系。运用Excel和SPSS23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及分析,ArcGIS10.2和Origin2018绘制相

关图表。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水分对种植措施的响应

降雨对土壤含水率的影响十分明显。根据观测

资料统计,羊鸡冲小流域2014—2018年降雨总量分

别为1161.7,1260.9,1025.8,1137.9,1206.0mm,
年变化波动较小。研究区2014—2018年多年月平均

土壤含水率及月平均降雨量见图1,全年降雨主要集

中在5—9月,占全年总降雨量的71.79%。多年月均

降雨量以6月最大,占年均总降雨量的25.67%;12月

降雨量最小,仅占全年降雨量的1.75%。土壤月平均

含水率极值出现在5—9月份,与平均降雨量的极值

相对一致。土壤含水率变化规律与降雨大致相同,

4—7月间土壤平均含水率与降雨量月变化趋势一致。

图1 多年月平均降雨量及土壤含水率月际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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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间,龙里羊鸡冲小流域坡面土壤含水率在

4.9%~46.3%之间变化,各种植措施下年均土壤含水

率从大到小的排序为:杨梅>桃树>树莓>杨树>梨

树>墨西哥柏+杨树>草地>墨西哥柏>玉米,多年

平均土壤含水率分别为:17.63%,17.58%,17.47%,

16.84%,15.67%,14.92%,14.77%,14.73%和14.12%,
见图2。可以看出,除梨树小区外,杨梅、桃树、树莓3
种经果林措施土壤含水率均较高,显著高于除杨树以

外的其他水保林、草地和坡耕地(p<0.05),杨梅、桃树、
树莓间无显著差异(p>0.05),但均显著高于梨树(p<
0.05);3种水保林措施中,杨树小区土壤含水率显著高

于墨西哥柏和杨树+墨西哥柏(p<0.05),但后两种措

施间无显著差异(p>0.05);自然恢复草地和坡耕地多

年平均土壤含水率均较低,尤其是坡耕地,显著低于除

墨西哥柏以外的所有种植措施(p<0.05)(图2)。
按照生物措施归类分析,结果见图3。年均土壤

含水率大小排序为:经果林>水保林>生态恢复草地

>等高耕作,多年平均土壤含水率分别为:17.26%,
15.55%,15.17%,14.12%,由此可以看出,经果林措

施土壤保墒效果显著高于其他3种措施(p<0.05),
而水保林年均土壤含水率低于经果林,但与生态恢复

草地无显著差异(p>0.05),等高耕作措施多年平均

土壤含水率最低,保水能力相对较差。

注: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图2 不同种植措施多年平均土壤含水率

图3 不同生物措施多年平均土壤含水率

研究区各措施土壤含水率对降雨量的响应不同,
见表2。桃树种植措施月均土壤含水率与月降雨量呈

极显著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为0.739;杨梅及

树莓种植措施月均土壤含水率雨均与月降雨量呈显

著正相关(p<0.05),相关系数分别为0.667,0.600。
总体来看,各生物措施中,经果林土壤含水率对降雨

量的响应最为显著。

表2 不同种植措施下降雨量与含水率的相关性

种植措施 相关系数 显著性(双尾)

杨 树 0.448 0.144
墨西哥柏 0.541 0.069
杨树+墨西哥柏 0.362 0.247
玉 米 0.106 0.743
草 地 0.079 0.806
杨 梅 0.667* 0.018
桃 树 0.739** 0.006
梨 树 0.555 0.061
树 莓 0.600* 0.039

  注:*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下同。

2.2 坡面产流产沙对种植措施的响应

研究期间,就产流而言,不同种植措施条件下,
次平均径流深以杨树种植小区最大,4.08mm,其
次分别为玉米4.02mm、草地1.52mm、墨西哥柏

1.39mm、杨树+墨西哥柏1.39mm、杨梅1.17mm、
梨树1.14mm、树莓1.06mm及桃树1.01mm。多重

比较分析发现,林地水土保持措施坡面产流显著高于

坡耕地和草地(p<0.05)。各种植措施中杨树及坡耕

地次平均径流深明显高于其他种植措施,减流效果较

差,经果林及草地减流效果最为明显(图4)。

图4 不同种植措施平均次径流深及土壤侵蚀模数

如图4所示,坡面产沙方面,各种植措施多年平均

土壤侵蚀模数以玉米为最大,60.70t/(km2·a),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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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杨树3.00t/(km2·a),杨梅1.70t/(km2·a),
草地0.90t/(km2·a),树莓0.80t/(km2·a),桃树

0.22t/(km2·a),梨 树0.24t/(km2·a),墨 西 哥 柏

0.17t/(km2·a),杨树+墨西哥柏0.11t/(km2·a),
见图4。可以看出,坡耕地土壤侵蚀风险远高于其他

种植措施(p<0.05),占研究区坡面土壤侵蚀总量的

90%以上,坡耕地是区域主要的水土流失策源地[26]。
各生物措施产流产沙年季变化特征见图5。经果

林及草地生物措施年均产流量从2014—2017年逐年

减少,2018年稍有增多,但增加幅度不大。图5a中,
缺失值是由于径流小区观测设备出现故障未记录,但
杨树种植措施2014—2016年平均产流量呈减少趋

势,2018年产流量略有增多。坡耕地生物措施在

2016年平均产流量最小,其他年份均较高。水保林、
经果林及草地生物措施年均产沙量从2014—2017年

逐年减少,2018年略有增加。坡耕地措施2014—

2018年产沙量波动较大,受降雨及人为因素影响剧

烈;水保林、经果林及草地生物措施年均产流与年均

土壤流失量变化趋势相同,且均呈减少趋势,坡耕地

措施下产流与产沙变化趋势略有不同。各生物措施

产流产沙量年际变化的原因可能与降雨量存在关系,
而坡耕地由于翻耕、锄草与采收等对土壤表层的结构

影响较大,受人为因素干扰较多,低强度降雨也可能

导致坡面土壤侵蚀。

图5 各生物措施平均径流深及土壤侵蚀模数年度变化

2.3 不同种植措施坡面产流产沙对降雨的响应

对研究区2014—2018年侵蚀性降雨条件下的径

流深、土壤侵蚀模数分别与降雨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见表3。产流产沙与降雨量、平均降雨强度及I30
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产流产沙对不同种植措施的响应

不同[27]。除杨树+墨西哥柏种植措施外,其余8种种

植措施产流量与降雨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
相关系数为0.375~0.666。经果林中梨树种植措施

的产沙量与降雨量呈正显著相关(p<0.05),树莓措

施产沙量与降雨量无显著相关关系(p>0.05),其余

7种种植措施的产沙量与降雨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p<0.01),相关系数为0.302~0.557。总体来看,降

雨对各种植措施的产流及产沙量影响均较为明显。
研究区不同种植措施产流产沙对降雨强度的响

应存在差异。从表3可以看出,杨树及杨梅种植措施

的产流量与平均降雨强度呈显著正相关(p<0.05),
墨西哥柏和杨树+墨西哥柏小区产流量与平均降雨

强度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但对草地及经果林

措施的产沙无显著影响。草地及梨树种植措施产流

与I30呈显著正相关(p<0.05),杨树、墨西哥柏、玉
米、杨梅及桃树种植措施的产流量与I30呈极显著正

相关(p<0.01)。墨西哥柏、杨树+墨西哥柏及杨梅

种植措施的产沙量与平均降雨强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p<0.01)。玉米及杨树+墨西哥柏措施与I30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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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p<0.05),墨西哥柏措施的产沙量与I30呈
极显著正相关(p<0.01)。由此可以得出,各种植措

施的产流量产沙量与平均降雨强度及I30均存在正相

关性,且产流量与I30的相关性更好。

表3 不同种植措施下降雨与坡面水土流失的相关性

种植措施
径流深

降雨量 平均雨强 I30

土壤流失量

降雨量 平均雨强 I30
杨 树 0.375** 0.263* 0.287** 0.557** 0.035 0.073
墨西哥柏 0.391** 0.468** 0.307* 0.526** 0.462** 0.361**

杨树+墨西哥柏 0.27 0.432** 0.291 0.489** 0.532** 0.381*

玉 米 0.465** 0.217 0.474** 0.306** 0.092 0.281*

草 地 0.666** 0.166 0.206* 0.464** 0.101 0.035
杨 梅 0.591** 0.214* 0.243* 0.372** 0.379** 0.082
桃 树 0.626** 0.165 0.276** 0.361** 0.124 0.103
梨 树 0.574** 0.206 0.325* 0.302* 0.078 0.029
树 莓 0.627** 0.177 0.238 0.243 0.076 0.019

3 讨 论

本文分析侵蚀性降雨条件下研究区种植措施对

土壤含水率及产流产沙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壤表

层含水率对降雨的变化反应较为敏感。具体而言,

1—3月土壤含水率相对较低,4—6月土壤含水率逐

渐升高,至8—9月土壤含水率基本保持在较高水平;

9—12月,随降雨量逐渐减少,土壤含水率虽有小幅

波动,但总体呈逐渐降低趋势。这与前人在喀斯特峰

丛洼地区及黄土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8-29]。但有

一特殊现象值得注意,即研究区3—4月土壤含水率

先升后降,在降雨量相对较少、植被生长初期需水量

较大及气温回升等综合影响下,土壤含水率产生波

动[30]。6—8月间土壤含水率与降雨量并不呈正相关

关系,土壤含水率的变化受到降雨及地表蒸散发强度

的影响[31],以及土壤水分特性决定其调蓄能力进而

影响土壤含水率[32],降雨量与地表蒸散发强度之间

的消长关系可能是研究区6—8月土壤含水率出现波

动的原因。
土地利用方式与土壤容重对土壤水分入渗具有

一定的交互影响[33],是影响土壤含水率的重要因

素[34]。研究区各种植措施土壤含水率存在显著差

异,其中经果林含水率显著高于其他3种措施,李瑞

等[26]在贵州喀斯特地区对土壤含水率进行研究,得
出土壤含水率林地>草地>耕地,与本文研究一致,
蓝家程等[35]在重庆岩溶地区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

点。但张笑楠等[30]在桂北喀斯特地区得出经果林土

壤含水率显著低于次生林和灌草丛,这与本文研究结

果存在差异,这可能由于本研究选取的经果林与其研

究区经果林的种植时间长短不同,本研究区经济林

2004年种植,经过十几年的生长,已形成较为完整的

系统,形成了良好的保墒作用。经果林保墒效果优于

水保林,原因可能是水保林近年进行了人为锄草干

预,导致林下灌木层+草本层的立体结构被破坏,其
次研究区水保林种植密度(行株距为1.5m×1.5m)
高于经果林(行株距为3m×3m),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林草生长[21],最终导致枯枝落叶层厚度及拦蓄水

能力降低,对降雨的溅蚀作用减少,降雨入渗量少。
另一方面,研究区经果林土壤容重较水保林低(表

1),质地较好,对土壤水分的调控作用好于水保林。
研究期间,各生物措施产流产沙均以等高耕作

(玉米)最大,坡耕地田间耕作活动加大了坡面土壤侵

蚀风险。有研究表明耕地措施中顺坡耕作措施土壤

流失强度最大[36],横坡垄作在暴雨条件减流93%~
95%[37],本研究坡耕地虽采取了等高耕作措施,但水

土保持效果仍低于其他生物措施,一方面受耕作活动

影响,玉米种植小区土壤容重较大(表1),进而影响

土壤孔隙度及土壤团聚体等土壤特性,导致土壤含水

率较低,产流产沙量较大;另一方面,同其他种植措施

相比,坡耕地的产流产沙对坡度更敏感,坡度>25°坡
耕地的侵蚀量比5°坡耕地的侵蚀量增加3倍多[38],
坡度增加可使部分降水未及时入渗转为地表径流,同
时水流挟沙能力增强[39]。前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

产流产沙现状研究表明,林地水土流失防控效果优于

坡耕地种植措施,其中水保林减流减沙效果优于经果

林[40],本研究区减流效果以经果林中的桃树种植措

施最好,减沙效果以杨树+墨西哥柏种植措施最好,
两结论存在一定差异。林地措施水土保持效果主要

来自3个方面,包括林冠层的截留作用、林下覆盖植

被及枯落物的拦蓄作用以及植物根系对土壤结构的

改良作用[6]。本研究经果林种植措施土壤容重较小、
板结程度低,土壤含水率高于水保林,且植被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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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可有效增加降雨入渗量和减少坡面汇流,进而

减流效果好于水保林。减沙效果则以水保林措施较

好,水保林措施高大的林冠层可减少降雨对地面的直

接溅侵作用,进而减少产沙量,但杨树种植措施减流

减沙效果相对较差,与其他水保林小区产流存在显著

差异,主要由于杨树虽冠层高大,但其林下植被未形

成林灌草复合结构,高大林冠层拦截汇流而成的降雨

可能加大了降雨动能,加剧了对表层土壤的侵蚀,故
水土保持效果较经果林差,这与其他研究者在红壤区

的研究结论一致[41]。综合考虑黔中喀斯特地区自然

与人文因素,在高原山区立地条件差的区域,乔木林

种植仍是重要的水土保持措施。自然恢复草地与林

地种植措施相比,缺少林冠层,虽减流减沙效果低于

林地措施,但地表植被的覆盖及地下根系起到了很好

稳固土壤结构的作用,相比玉米种植措施有效减少了

坡面水土流失。

4 结 论

黔中喀斯特区不同种植措施条件下,坡面土壤含

水率与降雨量变化趋势相同,降雨量增加,土壤含水

率增加。不同种植措施土壤含水率存在差异,保水效

果以杨梅种植最优,玉米种植(等高耕作)最差;产流

量及产沙量均以等高耕作措施为最大,产流量以经果

林措施中桃树最小,产沙量以水保林措施中杨树+墨

西哥柏最小。
各种植措施中,杨树及墨西哥柏措施的产流量与

降雨因子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墨西哥柏及杨树+墨西

哥柏措施的产沙量与降雨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他

种植措施产流产沙受到更多综合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黔中喀斯特地区不同水土保持种植措

施土壤含水率差异明显,与坡耕地相比较,其他种植

措施提高了土壤含水率,同时也提高了坡面土壤抗侵

蚀能力,降低了土壤侵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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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流域土地石漠化和河流泥沙含量的动态变化
吴协保1,2,黄俊威1,2,宁小斌1,2,宋进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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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珠江流域岩溶石漠化土地与河流泥沙含量动态变化及相互关系,以期科学评价珠江

流域石漠化生态修复成效。[方法]基于2018年发布的第3次石漠化监测成果数据《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数据,运用数理统计、图表功能和相关性分析,研究石漠化土地与河流泥沙含量动态变化关系。[结果]

①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国34.1%。21世纪以来,区域石漠化土地面积呈现持续减少,程度减轻,

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②2001—2018年主要水文站年输沙量年际变动规律不明显,河流年输沙量、年平

均含沙量、多年平均输沙模数总体呈现降低趋势。[结论]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面积与河流泥沙含量间存

在指数正相关性;河流输沙量、石漠化土地面积与植被综合盖度呈指数负相关关系,与耕地面积呈指数正

相关关系。

关键词: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石漠化程度;泥沙含量;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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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ChangeofLandRockyDesertificationandRiver
SedimentContentinPearlRiverBasin
WuXiebao1,2,HuangJunwei1,2,NingXiaobin1,2,

SongJinchun1,2,WuZhaobai1,2,DanXingqiu1,2,WangHaoqiong1,2,LuLi1,2

(1.CentralSouthInventoryandPlanningInstituteofNationalForestryandGrassland

Administration,Changsha,Hu’nan410014,China;2.RockyDesertificationMontoring
CenterofNationalForestryandGrasslandAdministration,Changsha,Hu’nan410014,China)

Abstract:[Objective]Inordertoscientificallyevaluatetheeffectofecologicalrestorationofrockydesertification
land,thedynamicchangesandinterrelationshipsofkarstrockydesertificationlandandriversediment
contentinthePearlRiverbasinwerestudied.[Methods]Basedonthethirdrockydesertificationmonitoring
resultsdatawhichwasissuedin2018andthe2000—2018“ChinaRiverSedimentBulletin”data,mathematical
statistics,chartfunctions,andcorrelationanalysiswereusedtostudydynamicchangesinandinterrelationships
ofrockydesertificationlandandriversedimentcontent.[Results]①Theareaofrockydesertificationlandin
thePearlRiverbasinaccountedfor34.1%ofthecountry.Sincethebeginningofthe21stcentury,theareaof
regionalrockydesertificationlandhascontinuallydecreased,thedegreehasbeenreduced,andtheecological
environmenthasimprovedsignificantly.② From2001to2018,theinter-annualvariationoftheannual
sedimenttransportatmajorhydrologicalstationswasnotobvious.Theannualsedimenttransport,annual
averagesedimentconcentration,and multi-yearaveragesedimenttransportmodulusofriversgenerally
showedadownwardtrend.[Conclusion]Thereisanexponential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therocky



desertificationlandareaandriversedimentcontentinthePearlRiverbasin.Theamountofsediment
transportedbyriversandtheareaofrockydesertificationlandareexponentiallynegativelycorrelatedwith
thecomprehensivevegetationcoverageandexponentiallypositivelycorrelatedwiththeareaofarableland.
Keywords:PearlRiverbasin;rockydesertificationdegree;sedimentload;sedimentcontent;dynamicchange

  石漠化是西南岩溶地区的首要生态问题,与西北

地区沙漠化、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并称为影响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三大环境灾害[1],而珠江流域是中国石漠

化分布最集中、石漠化程度最重、区域贫困面最大的

区域,直接关系到珠江流域水利水电设施安全和水生

态安全,亦维系到珠三角粤港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

扶贫事业[2-3],20世纪80年代,珠江上游水土流失面

积占土地总面积的19.26%,至2000年增长到20.53%,
加大珠江流域石漠化治理力度已刻不容缓[4]。土地

石漠化程度与区域水土流失、河流泥沙含量直接相

关,互为因果关系,也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变化

的重要指标。21世纪以来,国家加大以岩溶地区石

漠化土地为核心的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力度,珠江流

域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石漠化治理生态修复,如珠江流

域贵州段落实石漠化治理资金累计2.53×109元,珠
江流域广西段将生物和工程措施相结合,控制水土流

失,控制石漠化扩展[5]。石漠化连续监测结果表明,
区域石漠化土地面积下降、程度减轻,水土流失强度

降低,生态环境状况显著改善[6-7]。虽然珠江流域石

漠化治理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年径流量大,其输

沙量较大,从上游往下游逐次递增,珠江流域每年平

均约有8.65×107t泥沙输入南海[8],这对珠江流域

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及用水安全问题造成一定的影响,
若对河流泥沙处理不当,还会引发泥沙灾害,造成直

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9]。本文以岩溶地区连续3期

(2005,2011,2016年)石漠化监测成果数据为基础,
结合水利部发布的中国河流泥沙含量公报等数据,分
析21世纪以来珠江流域的石漠化、河流泥沙含量动

态变化规律,探讨石漠化状况与河流泥沙含量间的相

关性,科学反映珠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变化特征,
以期为珠江流域石漠化地区综合治理的开展提供数

据支撑。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本文中石漠化土地现状及动态变化数据来源于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的岩溶地区第3次石漠化监

测成果报告;水文监测数据资料来源于自2000—

2018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广西水资源数据来源

于2009—2018年《广西水资源公报》。

1.2 研究方法

主要包括:①利用Excel的数理统计与图表功

能,对石漠化土地现状及动态变化速率、珠江流域水

文监测数据动态变化规律进行分析;②运用ArcGIS
10.3编制了珠江主要水文站空间布局图;③运用

Excel趋势线指数回归法对石漠化土地面积与输沙

量;输沙量、石漠化土地面积分别与植被综合盖度、耕
地面积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石漠化土地现状

根据岩溶地区第3次石漠化监测结果,珠江流域

有岩溶土地面积1.56×107hm2,占监测区岩溶土地面

积的34.4%,共涉及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5
省(自治区)165个县(市区)1529个乡(镇)[10]。岩

溶土地中有石漠化土地面积3.44×106hm2,占石漠

化土地总面积的34.1%,占该流域岩溶土地面积的

22.1%;有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4.75×106hm2,占潜

在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32.4%;占该流域岩溶土地面

积的30.5%。

2.1.1 按省级行政单位分 湖南省石漠化土地面积

4.20×104hm2,占珠江流域石漠化面积的1.2%;广
东省5.90×104hm2,占1.7%;广西壮族自治区1.49
×106hm2,占43.4%;贵州省1.02×106hm2,占

29.6%;云南省8.30×105hm2,占24.1%,珠江流域

石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广西、贵州和云南三省(区)。

2.1.2 按土地利用类型分 发生在乔灌林地上的石

漠化面积为2.21×106hm2,占该流域石漠化面积的

64.3%;其他林地为2.77×105hm2,占8.0%;耕地

(旱地)为6.80×105hm2,占19.8%;草地为2.00×
104hm2,占0.6%;未利用地2.51×105hm2,占7.3%,
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多发生在乔灌林地与旱地上。

2.1.3 按植被类型分 分为乔木型、灌木型、草本

型、旱地作物型、无植被型5类。石漠化土地发生在

乔木型上的面积为5.08×105hm2,占珠江流域石漠

化面积的14.8%;灌木型为1.83×106hm2,占53.2%;
草本型为3.72×105hm2,占10.8%;旱地作物型为

6.80×105hm2,占19.8%;无植被型为4.70×104hm2,
占1.4%。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以灌木型、旱地作物

型及乔木型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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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按岩溶地貌分 发生在峰丛洼地的石漠化土

地面积为1.19×106hm2,占珠江流域石漠化面积的

34.5%;峰林洼地为1.03×105hm2,占3.0%;孤峰残

丘及平原为3.90×104hm2,占1.1%;岩溶丘陵为

3.66×105hm2,占10.7%;岩溶槽谷为3.00×104hm2,
占0.9%;岩溶峡谷为5000hm2,占0.2%;岩溶断陷

盆地为1.40×104hm2,占0.4%;岩溶山地为1.70×
106hm2,占49.3%。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多发生在

峰丛洼地和岩溶山地上。

2.1.5 按 石 漠 化 程 度 分 中度石漠化土地面积

最多,为1.32×106hm2,占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面

积的38.5%;轻度、重度石漠化土地面积分别为9.95
×105hm2,1.05×106hm2,分别占28.9%和30.4%;
极重度石漠化土地面积最少,为7.50×104hm2,仅
占2.2%。

2.1.6 按植被盖度等级分 除属发生在旱地上的石

漠化土地外,林草植被综合盖度小于30%的面积为

1.50×105hm2,占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面积的5.4%;

30%~49%的面积为2.51×106hm2,占90.9%;超过

50%的面积为1.01×105hm2,占3.7%。

2.1.7 按二级流域分 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主要分

布在南北盘江和红柳江流域,达2.79×106hm2,占珠

江流域石漠化土地面积的81.0%,其中以南北盘江流

域石漠化土地面积最大,为1.46×106hm2,占珠江流

域石漠化土地面积的42.6%。

2.2 石漠化土地动态变化及原因分析

据相关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石漠化

土地面积年均扩展率为1.86%,“十五”时期年均扩展

率为1.37%,表明2000年前后石漠化土地呈现扩展

态势,2002—2011年期间,中国石漠化土地的年均缩

减率为1.27%,2012至2016年间,年均缩减率为

3.45%,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石漠化土地面积扩展

趋势得到逆转,呈现“持续减少”趋势,且石漠化土地

减少速率加快[11](详见图1)。

图1 1999-2016年中国不同监测期石漠化土地变动速率

与2011年相比,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面积呈现

减少,减少面积为8.23×105hm2,占全国同期减少面

积的42.6%;2012—2016年石漠化土地年均缩减率

为4.2%,高于全国同期石漠化速减率3.45%,表明珠

江流域石漠化土地减少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石漠化

土地治理成效显著(表1)。

表1 2011-2016年珠江流域石漠化状况面积及变化

石漠化状况 2011年面积/hm2 2016年面积/hm2 变化量/hm2 变化率/% 年均变化率/%
石漠化土地  4261607.3 3438343.7 -823263.6 -19.3 -4.2
非石漠化土地 7269172.8 7380521.4 111348.6 1.5 0.3
潜在石漠化土地 4054745.4 4746992.6 692247.2 17.1 3.2

2.2.1 按石漠化程度分 与2011年相比,轻度石漠

化土地 面 积 减 少1.85×105hm2,年 均 缩 减 率 为

3.4%,占全国同期轻度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量的

45.91%;中度石漠化减少2.81×105hm2,年均缩减

率为3.8%,占全国同期中度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量

的32.6%;重度石漠化减少2.83×105hm2,年均缩减

率为4.7%,占全国同期重度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量

的54.7%;极重度石漠化减少7.40×104hm2,年均缩

减率为12.8%,占全国同期极重度石漠化土地面积减

少量的49.0%,表明珠江流域重度、极重度石漠化土

地面积减少比重高,珠江流域石漠化程度减轻幅度显

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2)。

表2 2011-2016年珠江流域石漠化程度面积及变化

石漠化程度 2011年面积/hm2 2016年面积/hm2 变化量/hm2 变化率/% 年均变化率/%
轻度石漠化 1179723.4 994605.9 -185117.5 -15.7 -3.4
中度石漠化 1604100.4 1322854.5 -281245.9 -17.5 -3.8
重度石漠化 1328466.9 1045404.1 -283062.8 -21.3 -4.7
极重度石漠化 149316.6 75479.2 -73837.4 -49.5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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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按石漠化演变类型分 珠江流域顺向演变面

积为3.15×105hm2,逆向演变面积为2.68×105hm2,
顺向演变面积是逆向演变面积的1.18倍,表明2012—

2016年,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朝朝顺向方向演替,但局

部石漠化仍存在扩展的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2.3 按省级行政单位分 2012—2016年,5省石漠

化土地面积均呈现减少趋势,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石漠

化土地面积减少最多,达3.80×105hm2,占珠江流域

石漠化面积减少量的46.1%,其他依次为贵州、云南、
湖南和广东(表3)。

表3 2011-2016年珠江流域石漠化面积分省变化

省 份 2011年面积/hm2 2016年面积/hm2 变化量/hm2 变化率/% 年均变化率/%
湖 南 41688 47080.2 -5392.2 -12.93 -2.46
广 东 59446.7 63811 -4364.3 -7.34 -1.43
广 西 1491534.9 1871185.8 -379650.9 -25.45 -4.64
贵 州 1015984.6 1248143.6 -232159 -22.85 -4.2
云 南 829689.6 1028736.2 -199046.6 -23.99 -4.39
合 计 3438343.7 4258956.8 -820613.1 -23.87 -4.37

2.2.4 按植被类型分 2016年石漠化土地上的乔木

型与灌木型比重较2012年分别提高1.3%和3.5%,旱
地作物型面积减少了3.40×105hm2,表明珠江流域林

草植被结构进一步优化,石漠化旱地耕作比重迅速降

低,水土流失面积与强度降低。

2.2.5 按植被盖度分 除耕地外的林草植被综合盖

度,2016年岩溶地区平均为62.9%,较2012年提高

了3.7%;2016年石漠化土地上为41.8%,较2012年提

高了1.8%。耕地外的乔灌盖度,2016年岩溶地区平均

为44.6%,较2012年提高了2.5%;2016年石漠化土地

上的为31.5%,较2012年提高了3.98%,表明珠江流

域林草植被状况明显改善,林草植被覆盖度逐年在提

升,石漠化土地上乔灌盖度增加更加明显,表明石漠

化综合治理等生态工程的成效逐步显现。

2.2.6 石漠化动态变化原因 ①国家继续实施珠江

防护林、石漠化综合治理、新一轮退耕还林、水土保持

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大岩溶地区林草植被保护与修复

力度,生态工程建设是该区域石漠化土地面积持续减

少的主导因素。“十二五”期间,珠江流域纳入石漠化

综合治理工程共144个县,占该流域石漠化监测县的

87.3%,占全国石漠化综合治理县的45.9%。②随着

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以及易地扶贫搬迁,大量农村人口

进入城镇生活与就业,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对土地的

压力大为减轻。2007—2016年,珠江流域涉及的5
省(区)农村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而城镇人口持续增

加,10a间农村人口减少2.35×107 人。③农村能源

结构不断优化,薪材比重逐年下降,据本次专题调研,
在农村能源结构中,传统薪材所占比重由2011年的

37.2%下降到2016年20.0%以下。此外,坡改梯以

及工程建设等直接占用石漠化土地,导致区域石漠化

土地面积减少。

图2 2007-2016年珠江流域5省城镇与农村人口变化对比

2.3 河流泥沙含量动态变化状况

珠江流域主要水文站包括西江流域南盘江小龙

潭站、红水河迁江站、柳江柳州站、郁江南宁站、浔江

大湟江口站及西江梧州站、高要站;北江流域石角站;
东江流域博罗站。

2.3.1 径流量 珠江主要水文站2000年前多年平均

径流量较21世纪多年平均径流量偏高5.0%,各主要

水文站偏高幅度为2.4%~35.3%,其中小龙潭水文

站偏高幅度最多,其次为迁江站和南宁站,其余水文

站均低于多年平均径流量偏高值(表4)。

2001到2018年间,珠江主要水文站年径流量平

均值年际变动规律总体不明显,但年度间差异明显,

2015,2017年全流域年径流量偏大,而2011年年径

流量偏小,2015,2017年各水文站平均径流量分别为

1.09×1011,1.07×1011 m3,是2011年的1.92,1.89
倍,而2018年各水文站平均径流量为8.11×1010m3,
仅为2017年的76.2%,造成珠江年径流量年份差异

的 主 要 原 因 热 带 气 旋 等 气 象 因 素 导 致 的 降 雨 差

异[12],据广西2011,2015,2017年水资源公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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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2017年广西区年降水量分别为1894,

1806,1268.8mm,2015,2017年年降水量分别是

2011年的1.5,1.4倍。各水文站年径流量变动总体

趋势与珠江主要水文站年径流量平均值变动趋势基

本一致,2001—2011年,珠江主要水文站年径流量平

均值及各水文站年径流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2012

至2017年呈现逐步升高态势,2015—2017年珠江主

要水文站年径流量平均值较2011—2014年,2001—

2010年多年平均偏多36%和25%,而2015—2017年

各水文站多年平均径流量较2011—2014年多年平均

偏多11%~128%,较2001—2010年多年平均偏多

9%~43%(表4)。

表4 珠江主要水文站分阶段径流量动态变化 108m3

时 段    
南盘江 红水河 柳江 郁江 浔江 西江 西江 北江 东江 各水文站年径

小龙潭 迁江 柳州 南宁 大湟江口 梧州 高要 石角 博罗 流量平均值

2000年前多年平均 38.7 674.6 399.0 376.0 1718.0 2044.0 2211.2 419.6 234.7 901.8
21世纪多年平均 28.6 578.3 386.7 350.9 1664.2 1971.7 2113.6 409.6 227.0 858.9
2001—2005年平均 34.2 597.4 375.2 367.3 1698.0 2025.8 2099.6 410.2 194.7 866.9
2006—2010年平均 27.4 542.5 363.9 319.4 1578.6 1844.6 1998.6 402.5 260.6 815.4
2011—2014年平均 16.5 474.9 342.0 335.9 1468.5 1758.0 1933.3 406.5 208.7 771.6
2015—2017年平均 36.0 725.1 530.1 372.9 2030.3 2418.3 2608.3 470.9 264.1 1050.7
2018年平均 32.88 634.4 307.3 419.7 1608 1851 1995 270.5 182.5 811.3

  注:2000年前多年平均含2000年,21世纪多年平均指2001至2018年,类同。

2.3.2 输沙量 珠江主要水文站21世纪多年平均输

沙量明显低于2000年前多年平均输沙量,珠江主要

水文站21世纪多年平均输沙量为9.12×106t,仅为

2000年前多年平均输沙量的27.0%,各主要水文站

21世纪多年平均输沙量是2000年前多年平均输沙量

的4.5%~86.9%,各主要水文站多年平均输沙量均

减少,红水河迁江水文站减少幅度最大,而柳江柳州

水文站减少幅度较小(表5)。而21世纪以来,珠江主

要水文站年输沙量平均值年际变动规律不明显,但与

年径流量、降水量集中度及暴雨强度等存在密切关

系,2001—2011年,珠江主要水文站年输沙量平均值

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2012—2017年呈现增加态势,
与其年径流量变动规律基本一致,特别是2011—2014
年主要水文站年输沙量平均值处于历史低值,为5.46
×106t,仅为2001—2010年和2015—2017年主要水

文站年输沙量平均值的51.1%,51.2%,而2018年年

输沙量 平 均 值 仅 为3.49×106t,仅 为2017年 的

25.6%(图3,表5)。2001—2017年,珠江各主要水文

站年输沙量年际变动规律不明显,年度差异较明显,
与各水文站年径流量波动规律基本保持一致;珠江各

主要水文站除北江石角、东江博罗水文站外年输沙量

总体变动规律与珠江主要水文站年输沙量平均值变

动规律保持一致,各主要水文站年输沙量总体呈现

2001—2005年 平 均 值 >2006—2010 年 平 均 值 >
2011—2014年平均值,2015—2017年平均值又高于

2015年前14a平均值,与各水文站年径流量明显偏

多规律基本一致;而2018年各主要水文站年输沙量

又远低于2017年,与各主要水文站年径流量偏低相

吻合(表5)。
戴仕宝等[13]的研究表明,1955—2005年以来,珠

江流域入海泥沙整体上呈下降趋势,本文观点与其研

究结论一致,导致输沙量年际波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气候变化,而珠江流域梯级水库建设也是入海泥沙含

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图3 珠江流域2001-2017年主要控制

水文站年输沙量平均值变化

2.3.3 年平均含沙量 珠江主要水文站21世纪多

年年平均含沙量明显低于2000年前多年年平均含

沙量,珠江流域21世纪多年年平均含沙量为0.106
kg/m3,仅为2000年前多年年平均含沙量的28.4%;
各主要水文站21世纪多年平均输沙量均低于2000
年前多年平均输沙量,21世纪多年平均输沙量是

2000年前多年平均输沙量的6.6%~89.7%,红水河

迁江水文站减少幅度最大,而柳江柳州水文站减少幅

度较小(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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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珠江流域主要水文站分阶段输沙量动态变化 104t

时 段    
南盘江 红水河 柳江 郁江 浔江 西江 西江 北江 东江 各水文站年输

小龙潭 迁江 柳州 南宁 大湟江口 梧州 高要 石角 博罗 沙量平均值

2001年前多年平均 642.5 4665.3 711.2 1084.5 6682.8 7431.5 8083.4 732.5 303.4 3370.8

21世纪多年平均 295.5 264.3 618.4 489.9 1765.0 1844.6 2356.7 440.8 128.5 911.5

2001—2005年平均 403.7 620.7 483.0 943.8 2632.0 2782.0 3604.0 351.0 138.9 1328.8

2006—2010年平均 286.8 170.4 452.8 358.2 1406.0 1655.4 2258.0 486.8 195.1 807.7

2011—2014年平均 192.6 49.6 294.8 320.3 1124.5 992.5 1271.5 587.5 80.3 545.9

2015—2017年平均 300.7 188.1 1665.7 229.7 2136.7 2146.7 2406.7 423.7 102.5 1066.7

2018年 194.0 39.6 276.0 338.0 672.0 606.0 805.0 125.0 81.2 348.5

表6 珠江流域主要河流分阶段年平均含沙量动态变化 kg/m3

时 段    
南盘江 红水河 柳江 郁江 浔江 西江 西江 北江 东江 各水文站年输

小龙潭 迁江 柳州 南宁 大湟江口 梧州 高要 石角 博罗 沙量平均值

2001年前多年平均 1.661 0.692 0.178 0.288 0.389 0.364 0.366 0.175 0.129 0.374

21世纪多年平均 1.034 0.046 0.160 0.140 0.106 0.094 0.112 0.108 0.057 0.106

2001—2005年平均 1.182 0.104 0.129 0.257 0.155 0.137 0.172 0.086 0.071 0.153

2006—2010年平均 1.045 0.031 0.124 0.112 0.089 0.090 0.113 0.121 0.075 0.099

2011—2014年平均 1.170 0.010 0.086 0.095 0.077 0.056 0.066 0.145 0.038 0.071

2015—2017年平均 0.836 0.026 0.314 0.062 0.105 0.089 0.092 0.090 0.039 0.102

2018年 0.59 0.006 0.09 0.081 0.042 0.033 0.04 0.046 0.044 0.043

  由表6可见,21世纪以来,珠江流域各水文站

中,小龙潭水文站年平均含沙量明显高于其他水文

站,主要是小龙潭水文站位于珠江上游南盘江流域,
其集雨区面积较小,又位于滇中经济发达区,该区域

降水量存在明显的干、湿两季,5—10月为雨季,降水

量占全年的85%左右,且多大雨、暴雨,其降水量占

全年的60%以上,水土流失明显[14];该区域是云南省

岩溶土地与石漠化土地集中分布区,人口密集,农业

人口比重高,是全国主要烟草产区和云南省主要农作

物产区,长期的农业、牧业等人类活动导致林草植被

破坏严重,且人为扰动地表层频繁,加剧了岩溶地区

水土流(漏)失,河流泥沙含量增加;特别是小龙潭以

上流域因径流量较小,缺乏大中型水利枢纽设施,对
河流泥沙拦截与阻滞能力弱,导致小龙潭水文站年平

均泥沙含量居高不下。剔除小龙潭后珠江各水文站

的年平均含沙量动态变化规律与年均径流量、年均输

沙量变动规律基本吻合,即2001—2011年河流年平

均含沙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2—2017年呈现略

微上升趋势,2018年远低于2017年前多年平均值;
而2001—2018年珠江主要水文站年平均含沙量总体

变化呈现指数线性逐步降低趋势,R2=0.56,各水文

站中除北江石角、东江博罗及柳江柳州站个别年份存

在异常外,各水文站年平均含沙量变化趋势与全流域

基本吻合(图4)。

图4 珠江流域2001-2017年主要水文站

(剔除小龙潭)年平均含沙量变化趋势

2.3.4 多年平均输沙模数 珠江主要水文站21世纪

多年平均输沙模数明显低于2000年前多年平均输

沙模数,珠江流域21世纪多年平均输沙模数为63.4
t/(km2·a),仅为2000年前多年年平均输沙模数的

27.0%;各主要水文站21世纪多年平均输沙模数均

低于2000年前多年平均输沙模数,21世纪多年平均

输沙模数是2000年前多年平均输沙模数的5.7%~
87.0%,红水河迁江水文站降低幅度最大,而柳江柳

州水文站降低幅度最小(表7)。
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除柳江柳州站、北江石

角个别年度异常外,珠江主要水文站年平均输沙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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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水文站年输沙模数的变化规律与年平均含沙量

基本一致,即2001—2011年河流年输沙模数总体呈

现下降趋势,2012—2017年呈现略微上升趋势,2018
年远低于2017年前多年平均值(表7,图5)。表明21
世纪以来珠江流域水系河流年输沙模数、年含沙量总

体呈现降低态势,与区域林草植被增加、陡坡耕种比

重降低,生态环境状况持续改善,水土流失量减少紧

密相关。而小龙潭、柳州、北江石角水文站分别处于

珠江上游南盘江及主要支流柳江和广东北部北江上,
区域年度降雨量分配不均,大雨、暴雨集中度年度差

异明显,集雨区面积较小,输沙距离较短,且水文站上

游缺乏大中型水利枢纽设施对河流泥沙的拦截和阻

滞,导致年度输沙模数变化曲线不规则,且年输沙模

数相对较高(图6)。

表7 珠江主要水文观测站年输沙模数对比 t/(km2·a)

时 段    
南盘江 红水河 柳江 郁江 浔江 西江 西江 北江 东江 各水文站年输

小龙潭 迁江 柳州 南宁 大湟江口 梧州 高要 石角 博罗 沙量平均值

2001年前多年平均 417.2 361.9 156.6 149.2 231.6 227.3 230.0 190.8 119.9 234.6
21世纪多年平均 191.9 20.5 136.2 67.4 61.2 56.4 67.0 114.8 50.8 63.4
2001—2005年平均 262.2 48.2 106.4 129.8 91.2 85.1 102.5 91.4 54.9 92.5
2006—2010年平均 186.3 13.2 99.7 49.3 48.7 50.6 64.2 126.8 77.1 56.2
2011—2014年平均 125.0 3.8 64.9 44.1 39.0 30.4 36.2 153.0 31.7 38.0
2015—2017年平均 195.2 14.6 366.9 31.6 74.1 65.6 68.5 110.3 40.5 74.2
2018年 126.0 3.1 60.8 46.5 23.3 18.5 22.9 32.6 32.1 40.6

图5 珠江流域2001-2017年主要水文站

年输沙模数与年输沙量变化关系

图6 珠江流域2001-2017年主要水文站年输沙模数变化

2.4 输沙量与石漠化土地面积相关性分析

本文以珠江流域及石漠化土地集中分布、程度较

重的珠江流域中部的红水河流域(迁江站)为例,

2001—2005年多年平均输沙量对应第一次石漠化监

测成果数据(2006年),2006—2010年多年平均输沙

量对应第二次成果数据(2011年),2011—2015年多

年平均输沙量对应第3次成果数据(2016年),运用

Excel趋势线指数回归法分析输沙量、石漠化土地面

积与岩溶土地植被综合盖度、耕地面积间的关系。结

果表明:河流输沙量与石漠化土地面积呈指数正相关

关系(珠江流域、红水河流域R2 分别为0.92,0.94),
随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输沙量逐步降低但降低的速

度呈下降趋势(图7);河流输沙量、石漠化土地面积

与植被综合盖度呈指数负相关关系(红水河流域R2

分别为0.77,0.96),与耕地面积呈指数正相关关系

(红水河流域R2 为0.97,0.79)(图8)。

图7 输沙量与石漠化面积相关性分析

21世纪以来随着退耕还林还草、珠江防护林、土
地综合治理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持续推进,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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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石漠化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工程实施,石漠化

土地综合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此外,随着异地生态

扶贫搬迁、城镇化建设与劳务输出等,岩溶地区生态

环境承载量降低,人为干扰减少,乔灌植被比重增加,
林草植被盖度增加,陡坡耕地比重持续下降。据监测

表明,红水河流域岩溶地区2005—2016年乔灌植被

类型比重增加5%,林草植被盖度由2005年的38.1%

提升至2016年的44.7%;岩溶地区耕地面积由2005年

的1.16×106hm2 减少到2016年的8.79×105hm2,
而15°以上的陡坡耕地面积2016年较2005年减少了

近一半50%,区域生态状况明显好转,流域水土流

(漏)失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强度降低[15-16]。为此,红
水河流域河流输沙量及年平均含沙量均呈现持续降

低的趋势。

图8 珠江流域2001-2017年输沙量、石漠化面积与植被综合盖度、耕地面积相关性分析

3 结论与讨论

(1)珠江流域是中国石漠化土地集中分布区,截
止2016年,该流域有石漠化土地面积3.44×106hm2,
占全国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34.1%。

(2)珠江流域是中国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最多,
程度减轻最快的区域,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8.23×
105hm2,占全国同期减少面积的42.6%;2012—2016
年石漠化土地年均缩减率为4.2%,高于全国同期石漠

化速减率3.45%;重度、极重度石漠化面积减少3.57×
106hm2,占全国同期重度、极重度石漠化面积减少的

53.4%,远高于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减少量的比重。
(3)21世纪以来,根据各年度泥沙公报数据,珠

江各主要水文站年输沙量年际变动规律不明显,但

2001—2011年年输沙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2—

2017年呈现略微上升趋势,2018年远低于2017年前

多年平均值,而2001—2018年河流年输沙量总体仍呈

现降低趋势,年平均含沙量、多年平均输沙模数等动态

变化规律与年均输沙量基本吻合,与各主要水文站年

径流量及降水量、降雨强度与时空布局等紧密相关。
(4)自1998年以来,中国加大了岩溶地区生态

修复力度,相继实施了珠江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生
态公益林效益补偿、水土保持、农业综合开发等生态

保护与建设项目,尤其是2008年启动了石漠化综合

治理专项工程,加快了石漠化土地的治理与生态修

复;岩溶地区农村人口大量转移,降低了岩溶土地的

人口压力;农村能源结构优化,传统薪材比重逐年下

降,促进了岩溶地区林草植被的保护,林草植被结构

提质优化,林草植被盖度与乔灌盖度逐年增加,珠江

流域石漠化面积逐年减少、石漠化程度减轻,体现了

中国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成效逐渐显现,区域生态环境

正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5)石漠化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工程实施以来,流

域林草植被盖度上升,石漠化耕地面积减少,陡坡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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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比重降低,区域生态状况明显好转,石漠化土地面

积不断减少,程度降低,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减少,水土

流(漏)失强度亦降低,从而流域河流输沙量及年平均

含沙量均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研究表明,珠江流域

石漠化土地面积与河流泥沙含量间存在指数正相关

性;河流输沙量、石漠化土地面积与植被综合盖度呈

指数负相关关系,与耕地面积呈指数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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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石漠化坡地浅层裂隙漏失土壤的
抗剪强度及其影响因素

何 停,范 弢,徐宗恒,李河辉,陈培云
(云南省高原地理过程与环境变化重点实验室,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昆明650500)

摘 要:[目的]探讨滇东岩溶断陷盆地植被恢复对改善浅层裂隙土壤理化性质及增强土壤抗剪强度的影

响,为减缓土壤漏失,有效遏制该区石漠化态势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通过野外调查取样和室内土壤团聚

体湿筛、土壤抗剪试验等方法,分析云南松次生林、小铁仔灌丛裂隙土壤基本性质、土壤抗剪性能的垂直变

化特征。[结果]①植被恢复能改善裂隙土壤理化性质,但随着土层深度的变化出现差异。两对比群落裂

隙土壤中有机质、砂粒含量、水稳性团聚体(>0.25mm)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呈递减趋势,土壤黏粒含量、

水稳性团聚体(<0.25mm)呈递增趋势;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土壤砂粒(55.46%)、有机质(19.63g/kg)、水稳

性团聚体(76.51%)含 量>小 铁 仔 灌 丛 裂 隙(50.16%,11.31g/kg,67.57%),粉 粒(17.55%)、黏 粒

(26.99%)、小颗粒团聚体(23.49%)含量<小铁仔灌丛裂隙(22.56%,27.27%,31.43%)。②两对比群落裂

隙土壤黏聚力都随着土壤黏粒、水稳性细颗粒团聚体的增多而增大(p<0.05),土壤内摩擦角随着砂粒、有
机质、水稳性大颗粒团聚体的减少而逐渐减小(p<0.05)。③两对比群落裂隙土壤抗剪强度随土层深度的

加深而减小,但云南松群落在提升浅层裂隙土壤抗剪性能上要优于灌丛群落,尤其是在中层和深层裂隙土

壤,云南松群落抗剪强度大于小铁仔灌丛,两对比群落裂隙的抗剪强度差异性极显著(p<0.01)。[结论]

在滇东断陷盆地石漠化地区,乔林群落更有助于改善中层和深层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抗剪强度,减缓

浅层裂隙土壤漏失效应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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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SoilShearStrengthandItsInfluencingFactorsinShallowFracturesof
RockyDesertificationSlopesinEasternYunnanProvince

HeTing,FanTao,XuZongheng,LiHehui,ChenPeiyun
(YunnanKeyLaboratoryofPlateauGeographicalProcessesandEnvironmentalChange,

FacultyofGeography,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5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influenceofvegetationrestorationonsoil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of
shallowfissuresandsoilshearstrengthinkarst-faultedbasinsinEasternYunnanProvincewasexploredin
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referenceforthemitigationofsoillossandtheeffectivecontrolofrockydesertifica-
tioninthisarea.[Methods]Thevertic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soilpropertiesandsoilshearresistancein
theshrubcranniesofasecondaryforestofPinusyunnanensisandMyrsineafricananshrubwereanalyzedby
fieldsampling,indoorwetscreeningofsoilaggregatesandsoilsheartest.[Results]① Vegetationrestora-
tioncouldimprovethe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offracturedsoil,butthereweredifferenceswith
changesinsoildepth.Organicmatter,sandcontent,andwaterstableaggregates(>0.25mm)inthefis-



suredsoiloftwodifferentvegetationcommunitiesdecreasedwithincreasingsoildepth,whiletheclaycon-
tentandwaterstableaggregates(<0.25mm)increasedwithsoildepth.Thecontentsofsandparticles
(55.46%),organicmatter(19.63g/kg),andwaterstableaggregates(>0.25mm,76.51%)incrackedsoil
ofasecondaryforestofP.yunnanensisweremorethanM.africananshrub(50.16%,11.31g/kg,67.57%,

respectively).Thecontentsofsilt(17.55%),clay(26.99%),andsmallwaterstableaggregates(23.49%)

weremorethanM.africananshrub(22.56%,27.27%,31.43%).②Thecohesionoffracturedsoilinboth
communitiesincreasedwiththeincreaseingwaterstableaggregates(>0.25mm)(p<0.05),andthefriction
angleofsoildecreasedwithdecreasingaggregatesofsand,organicmatter,andwaterstableaggregates(<
0.25mm)(p<0.05).③ Theshearstrengthofthefissuredsoilinthetwocommunitiesdecreasedwithin-
creasingsoildepth,andthesecondaryforestofP.yunnanensiscommunitywasbetterthantheshrubcom-
munityinimprovingtheshearstrengthoftheshallowfissuredsoil,especiallyinthemiddleanddeepfissured
soil.TheshearstrengthofthesecondaryforestofP.yunnanensis>M.africananshrubfissure.Thedifferencein
shearstrengthofthefissuredsoilinthetwocommunitieswasverysignificant(p<0.01).[Conclusion]In
therockydesertificationregionofthefaultbasininEasternYunnanProvince,thearborcommunityismore
helpfulinimprovingthe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ofthemiddleanddeepsoil,improvingsoilshear
strength,andalleviatingthelossofshallowfissuredsoil.
Keywords:karstfissure;losssoil;soil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soilshearstrength;EasternYunnan

Province;vegetationrestoration;karstfaultedbasin

  滇东岩溶断陷盆地地区石漠化面积占滇东岩溶

区总面积的40.11%[1],重石漠化地区。其垂直裂隙

发育,丰富的降水和水文过程使其下伏基岩受到水化

学作用,逐渐形成地下岩溶管道系统,一些紧密闭合

的裂隙常被地表土壤或受到流水的侵蚀溶蚀残积物

所填充,在重力的作用下通过倾泻、蠕滑或塌陷的土

壤被径流沿着地下管道发生垂直迁移,使得土壤漏失

成为土壤流失的重要途径,也是造成喀斯特石漠化的

主要原因[2-6]。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浅层裂隙土壤

土壤黏聚力总体随土层深度不断增大,土壤内摩擦角

先增大后减小,土壤抗剪强度减小[7]。土壤抗剪强度

是土体力学性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土壤抗剪强度大,
则在外作用力下,土壤抵抗径流的剪切破坏能力也就

增加,从而可以减缓土壤侵蚀及漏失的发生[7-8],因此

研究土壤抗剪强度对减缓土壤漏失有重要意义。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植被破坏、土壤渗漏严重,植

物—土壤 系 统 恢 复 是 喀 斯 特 裂 隙 地 区 主 要 的 问

题[8-9]。随着植被的逐渐恢复,林下表层凋落物返还

增多、根系含量日益发育,改善土壤结构,土壤漏失得

到减缓[10-14]。此外,植被群落垂直分层有助于水土保

持,高大的乔木有助于截留降雨,减缓雨水对土壤的

溅蚀和淋溶,乔林下植被对降雨能够形成二次缓冲

带,减轻林下土壤侵蚀的发生;同时林下植被的根系

增多,能固结土壤,减缓土壤沿裂隙土—石界面发生

漏失,从而有助于土壤恢复[15-16]。浅层裂隙具有改良

小生境、水分和养分积累的功能,为表层植物的生长

提供了生长所需的空间和养分。植被恢复有助于其

形成相对较好的“裂隙—土壤—植物”系统,因而植被

恢复改善理化性质的正效应在浅层裂隙更能得到

突显。
喀斯特断陷盆地是滇东典型的地貌特征,其复杂

的地理环境要素和剧烈变化的“盆—山”地形,导致植

被立地条件差[17]。云南松是滇东的主要恢复树种,
其深根系可以渗透到喀斯特裂隙中,增加根系与土壤

的接触面积,扩大水分和养分吸收的来源,改善土壤

理化性质[18],但目前对云南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表层土壤的改善作用,减少降雨对表层土壤的侵蚀程

度[18-20],云南松对浅层裂隙土壤是否具有相同的协同

作用以及对土壤抗剪性能的机理尚未清楚。因此,本
文选择滇东海峰岩溶断陷盆地坡地区,对比普遍发育

的云南松次生林、小铁仔灌丛群落两类典型裂隙来探

讨植被恢复对浅层裂隙土壤抗剪性能的影响,以期为

滇东岩溶断陷盆地石漠化坡地地区植被恢复改善土

壤理化性质,增强土壤抗剪性能,减缓土壤漏失的治

理措施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西部海峰自然

保护区(103°29'—103°39'E,25°35'—25°57'N),地处

滇东高原北部,是岩溶断陷盆地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

一,裂隙发育,漏失严重。海拔1783~2414m,相对

高差631m,境内东西宽22km,南北长41km,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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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27846hm2,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类型,干湿

季分明,全年平均气温13.8~14℃,无霜期256d,年
均日照时数2098h,年降水量1073~1089.7mm。
该区具有较好的森林植被类型,森林覆盖率75.7%,
云南松生林分布广泛(占83.0%以上),具有完备的云

南松群落演替序列,石灰岩灌丛占3.4%。该区以红

壤土类为主,约占总面积的85%。
本研究选择裂隙比较发育的云南松次生林(Pi-

nusyunnanensis)、小铁仔灌丛(Myrsineafricanan)
两个典型群落(表1),其两个裂隙属于狭长型裂隙,
云南松次生林裂隙露出总体长为330cm,小铁仔灌

丛裂隙长295cm。小铁仔灌丛浅根系,其根系长约

20cm,云南天然次生林属于深根系植被,枯落物总

蓄积量9.93t/hm2,是小铁仔灌丛的2.15倍,云南松

根系多,根系生物量总量为18.91t/hm2,小铁仔根系

少,仅4.06t/hm2。

1.2 样品采集与测定

2019年5月,在岩溶盆地海峰湿地的核心区兰

石坡海子(103°35'—103°37'E,25°46'—25°48'N)岩
溶小流域内建立云南松次生林、小铁仔灌丛两块典型

监测样地(20m×20m),根据两个群落裂隙根系的

特征以及前期对土壤颗粒特点的认识,用剖面刀修整

土壤剖面,每个裂隙以40cm为一层,自下而上分层

采集裂隙土壤样品,共8层(0—280cm)。将土样装

入自封袋中带回实验室,自然风干后,将土样中的植

物落叶、残根、砾石、动物残体等挑出,用于机械组成、
有机质、抗剪强度的测定。

土壤的机械组成试验步骤按照鲍氏比重计法[21]

的要求进行试验,采用国际制土壤颗粒分级标准将土壤

颗粒分为黏粒(<0.002mm)、粉粒(0.05~0.002mm)、
砂粒(2~0.05mm)。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22]

进行检测。土壤团聚体水稳性采用湿筛方法进行,
并将其分为>5mm,5~2m,2~1mm,1~0.5mm,

0.5~0.25mm以及<0.25mm,共6个粒级。测定

土壤抗剪强度所用仪器为南京土壤仪器厂ZJ型应

变控制式直剪仪,试验操作参照《土工试验方法标

准GB/T50123-1999》的标准[7]进行,采用4r/min的

速度以及4个竖向压力(100,200,300,400kPa)条件

下对相同含水率30%的重 塑 土 样 进 行 直 接 剪 切

试验。

表1 样地基本特征

裂隙样地 地理坐标  海拔/m
平均

树龄/a
各土层根系生物量/(t·hm-2)

0—10cm 10—20cm 20—30cm 30—200cm

云南松次生林 25°47'39″N
103°33'50″E 1990.8 >50 5.52 6.20 6.00 1.19

小铁仔灌丛 25°46'33″N
103°34'04″E 2004.4 10 1.91 0.37 1.62 0.16

1.3 数据处理

根据直剪试验得到抗剪强度,利用库伦公式计算

相关指标:

t=c+σtanφ
式中:τ为土体抗剪强度;c为黏聚力;σ为作用在剪

切面上的法向压力;φ 为内摩擦角。使用Excel2013
进行抗剪指标、土壤基本性质的数据处理,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相关性、差异性分析,Origin2018
进行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特征

(1)土壤颗粒。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土壤砂粒

含量都逐渐减少,黏粒含量逐渐增多,粉粒含量时增

时减,规律不明显(图1)。云南松次生林裂隙砂粒变

化范围在49.36%~58.22%之间,粉粒在16.03%~

21.03%之间,黏粒在23.92%~29.61%之间,小铁仔

灌丛裂隙砂粒在43.63%~58.70%之 间,粉 粒 在

16.36%~25.86%之间,黏粒在24.56%~30.86%之

间,表明云南松次生林裂隙砂粒多于小铁仔灌丛裂

隙,粉粒和黏粒相反。在0—40cm土层内(图2a),两
对比群落裂隙土壤机械组成含量差异较小。在40—

240cm土层内(图2b),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两对比

群落裂隙砂粒缓慢都减小,黏粒缓慢都增大,粉粒时

增时减,但云南松次生林裂隙砂粒明显多于小铁仔灌

丛裂隙,粉砂粒相反,黏粒差异不明显。在240—280cm
土层内(图2c),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两对比群落裂

隙砂粒缓慢减少,粉粒、黏粒缓慢增多,云南松次生林

裂隙砂粒多于小铁仔灌丛裂隙,黏粒、粉粒相反。两

对比群落裂隙的砂粒、粉粒差异显著(p<0.05),黏粒

差异性不显著(p>0.05);同一群落裂隙砂粒、黏粒、
黏粒之间差异性极显著(p<0.01)(图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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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机械组成的垂直变化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粒级不同群落差异显著(p<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群落不同粒级差异显著(p<0.05)。

图2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机械组成差异性

  (2)土壤水稳性团聚体。云南松次生林裂隙水稳

性大颗粒团聚体随土层深度加深而减小,水稳性细颗

粒增多(图3)。云南松次生林裂隙水稳性团聚体>
0.25mm质量分数在70.37%~85.91%之间,小铁仔灌

丛裂隙在55.02%~83.78%之间,云南松次生林裂隙水

稳性团聚体<0.25mm质量分数在14.06%~29.63%
之间,小铁仔灌丛裂隙在16.22%~44.98%之间,表明

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大颗粒团聚体多于小铁仔灌丛裂隙。

图3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垂直变化

43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在0—40cm土层内(图4a),两对比群落裂隙大

颗粒团聚体快速减小,小颗粒团聚体快速增大,小铁

仔灌丛裂隙大颗粒团聚体多于云南松次生林裂隙。
在40—240cm土层内(图4b),随着土层深度的继续

加深,两对比群落裂隙大颗粒团聚体减少,细颗粒团

聚体逐渐增多,且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大颗粒团聚体多

于小铁仔灌丛裂隙。在240—280cm土层内(图4c),
两对比群落裂隙大颗粒团聚体缓慢减小,小颗粒团聚

体都缓慢增大,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大颗粒团聚体明显

多于小铁仔石灰岩灌丛裂隙,小颗粒团聚体相反,两
对比群落裂隙粒水稳性大颗粒团聚体和水稳性小颗

粒团聚体都差异性显著(p<0.05)(图4d)。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水稳性团聚体不同群落差异显著(p<0.05)。

图4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差异性

  (3)土壤有机质。云南松次生林和小铁仔灌丛

裂隙的有机质都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而逐渐降低

(图5)。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土壤有机质含量在11.60
~32.85g/kg之间;小铁仔灌丛含量在6.15~21.69
g/kg之间,表明云南松次生林裂隙的有机质多于小

铁仔灌丛有机质。

图5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有机质差异性特征

如图6所示,在0—40cm土层内,随着土层深度

的加深,两对比群落裂隙土壤有机质快速减小云南松

次生林裂隙有机质相对较多。在160—240cm土层

内,随着土层深度继续加深,两对比群落裂隙有机质

含量继续减小,但云南松有机质明显多于小铁仔灌丛

裂隙。在240—280cm土层内,两对比群落裂隙缓慢

减小,云南松次生林裂隙有机质在各层明显都多于小

铁仔灌丛。两对比群落裂隙土壤有机质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

2.2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抗剪强度垂直变化特征

2.2.1 土壤黏聚力的垂直变化特征 土壤黏聚力是

由于颗粒间的胶结作用以及电子吸引微小颗粒所

产生的[23]。本研究结果显示云南松次生林、小铁仔

灌丛裂隙土壤黏聚力都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而增大

(图7)。
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土壤黏聚力在8.00~28.32kPa

之间,小铁仔灌丛裂隙的黏聚力在15.70~45.5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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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表明云南松次生林裂隙黏聚力小于小铁仔灌

丛裂隙(图8)。在0—40cm 土层内,两对比群落

裂隙土壤黏聚力随着土层深度加深缓慢增大,小铁

仔黏聚力更大。在40—240cm土层内,随着土层深

度的加深,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土壤黏聚力先缓慢增

大,后快速增大,小铁仔灌丛裂隙深缓慢增长。在

240—280cm土层内,两对比群落裂隙土壤黏聚力

随着土层深度的继续加深缓慢增大。总之小铁仔灌

丛裂隙土壤黏聚力在每一层都明显大于云南松次生

林裂隙,两对比群落裂隙土壤黏聚力差异性极显著

(p<0.01)。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黏聚力不同群落差异显著(p<0.05)。

图6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有机质差异性

图7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黏聚力垂直变化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内摩擦角不同群落差异显著(p<0.05)。

图8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黏聚力差异性

2.2.2 土壤内摩擦角的垂直变化特征 内摩擦角主

要由于土粒间发生相对滑动和颗粒间咬合而产生的

摩擦力形成[24]。两对比群落裂隙土壤内摩擦角都随

着土层深度的加深而缓慢减小(图9)。云南松次生

林裂隙土壤内摩擦角在19.39°~28.80°之间,小铁仔

灌丛土壤内摩擦角在2.52°~17.97°之间,表明云南松

次生林裂隙土壤内摩擦角大于小铁仔灌丛裂隙。

图9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内摩擦角垂直变化

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土壤内摩擦角在每一层都明

显大于小铁仔灌丛裂隙,但其减小速度随土层深度变

化有差异(图10)。在0—40cm土层内,两对比群落

裂隙土壤内摩擦角都缓慢减小,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土

壤内摩擦角相对较大;在80—240cm土层内,随着土

层深度的加深,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土壤内摩擦角持续

缓慢减小,小铁仔灌丛裂隙快速减小,云南松次生林

裂隙土壤内摩擦角明显大于小铁仔灌丛裂隙;在

240—280cm土层内,两对比群落裂隙土壤内摩擦角

都缓慢减小,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土壤内摩擦角依然大

于小铁仔灌丛裂隙。两对比群落裂隙土壤内摩擦角

差异性显著(p<0.01)。

图10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内摩擦角差异性

2.2.3 土壤抗剪强度的垂直变化特征 从垂向力

100kPa增至400kPa,云南松次生林、小铁仔灌丛裂

隙土壤抗剪强度不断增大(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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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抗剪强度垂直变化

  在垂向力200kPa下,在0—40cm土层内,云南松

次生林裂隙土壤抗剪强度缓慢减小,小铁仔灌丛裂隙

土壤抗剪强度增大,两对比群落抗剪强度差异不明显;
在40—240cm土层内,随着土层深度的继续加深,小
铁仔灌丛裂隙土壤抗剪强度快速减小,云南松次生林

裂隙土壤抗剪强度时增时减,其抗剪强度大于小铁仔

灌丛裂隙。在240—280cm土层内,两对比群落裂隙

都缓慢减小,其云南松次生林抗剪强度依然大于小铁

仔灌丛裂隙。总体来看,表层两对比群落抗剪强度差

异不明显,但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云南松次生林的抗

剪强度在中层和深层都大于小铁仔灌丛抗剪强度,两对

比群落裂隙土壤抗剪强度差异极显著(p<0.01)(图12)。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抗剪强度不同群落差异显著(p<0.05)。

图12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抗剪强度差异性

2.3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理化性质与抗剪强度

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土壤抗剪强度的大小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本
文选取有机质、砂粒、粉粒、黏粒、水稳性性团聚体与

土壤在含水率为30%时的内摩擦角、黏聚力、土壤抗

剪强度(200kPa)进行相关分析,分析表明土壤粉粒、
小颗粒水稳性团聚体与土壤抗剪强度呈极显著负相

关关系,土壤有机质、砂粒含量、大颗粒水稳性团聚体

与土壤抗剪强度及土壤内摩擦角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与黏聚力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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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对比群落浅层裂隙土壤抗剪强度与土壤理化性质的相关性分析

项 目 砂 粒 粉 粒 黏 粒 有机质
团聚体
<0.25mm

团聚体
>0.25mm

抗剪强度
相关系数  0.762** -0.809** -0.438  0.717** -0.754**  0.754**

p 值 0.001 0.000 0.090 0.002 0.001 0.001

黏聚力 
相关系数 -0.901**  0.891**  0.647** -0.889**  0.870** -0.870**

p 值 0.000 0.000 0.007 0.000 0.000 0.000

内摩擦角
相关系数  0.845** -0.872** -0.537*  0.797** -0.832 0.832
p 值 0.000 0.000 0.032 0.000 0.000 0.000

  注:*为在置信度(双测)为0.05时相关性显著;**为在置信度(双测)为0.01时相关性显著。

3 讨 论

3.1 两对比群落根系及土壤理化性质对浅层裂隙土

壤抗剪强度的影响

3.1.1 土壤根系及土壤理化性质的差异性 通过数

据分析发现,两对比群落裂隙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

高,土壤大颗粒团聚体多,但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两
对比 群 落 的 有 机 质、大 颗 粒 团 聚 体 都 逐 渐 减

少[21,25-28],说明岩溶裂隙遵循土壤养分表层汇聚特

性,因两对比群落凋落物在土壤表层比较多,枯枝落

叶死亡后分解形成的腐殖质,增加了表层土壤有机质

含量,造成土壤有机质有表聚现象,从而大颗粒团聚

体比较多,所以二者在表层差异不大。但在滇东岩溶

断陷盆的地质背景下,裂隙比较发育,因此随着土层

深度的加深,两对比群落土壤有机质、砂粒、大颗粒水

稳性团聚体等在中层沿裂隙岩—土界面流失而减少,
细颗粒团聚体、黏粒在深层增多,形成“反序粒”结构,
地表土壤出现粗颗粒化,底层土壤黏化的现象。云南

松次生林属于二态根系植被,除岩—土界面外,其发

育的深根系使得土壤水沿着根—土界面形成优先流,
推动表层的土壤有机质(SOM)及大团聚体向中层和

深层流动,其深根在生长过程或死亡过程中易形成孔

道,导致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土壤“筛滤效应”强于小铁

仔灌丛裂隙,同时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凋落物多、深根

系生物量多,其总根系生物量为18.91t/hm2,约是小

铁仔灌丛裂隙根系生物量的5倍,其中云南松粗根生

物量占整个根系生物量的64.8%,在微生物活动频繁

分解下,为土壤提供了大量的营养物质,使得有机质、
砂粒、大颗粒水稳性团聚体都多于小铁仔灌丛裂隙,
土壤性质相对较好,结构稳定。

3.1.2 植被根系及土壤基本性质对土壤抗剪强度的

影响 土壤抗剪强度的大小主要来源于土粒颗粒之

间剪切过程的滑动摩擦以及嵌入产生的咬合力和来

源黏粒的胶结作用的黏聚力[29],因而植被根系及土壤

基本性质对土壤抗剪强度的影响来源于对土壤黏聚

力和土壤内摩擦角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随着

土层深度的加深,两对比群落土壤抗剪强度都逐渐减

小,说明虽然滇东岩溶断陷盆地有表层集聚养分的功

能,但其本身性质导致地下裂隙纵横,土壤渗漏严重,
因此两对比群落裂隙土壤砂粒、有机质、大颗粒团聚

体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都减少,土壤黏粒小颗粒团聚

体都增多。黏粒和小颗粒团聚体的增加,降低了土壤

颗粒间的粗糙度,减少了土粒间的镶嵌和锁套能力,
土壤内摩擦角减小;有机质降低,土壤密度增大,土壤

间的距离减小,加上土壤黏粒、小颗粒团聚体含量增

多,单位面积上土粒的接触点多,粘结力增强,土壤黏

聚力增大[7,30-31],两对比群落裂隙因土壤颗粒间的滑

动摩擦力以及嵌入产生的咬合力占主导,导致土壤抗

剪整体减小。
两对比群落裂隙表层都有汇聚功能,故而土壤抗

剪强度在表层差异不明显。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土
壤渗漏严重,土壤沿着裂隙土—石界面流失,云南松

发育的深根系残体为中层和深层裂隙土壤提供土壤

有机碳(SOC),但沿根—土界面的土壤水优先流也带

动SOC及大颗粒团聚体的下移,导致沿土壤剖面中

层和深层云南松次生林裂隙的砂粒、大颗粒团聚体、
有机质多于小铁仔灌丛裂隙,土壤抗剪强度大于小铁

仔灌丛裂隙。此外,相比小铁仔灌丛群落,云南松的

侧根和主根明显比灌木和草本植物的粗、深,因此,根
系通过牵引力和竖向锚定穿插、缠绕在土壤中,土体

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固结,使得根系与土壤颗粒间咬

合力增大,加上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土壤砂粒、大颗粒

团聚体相对较多,粗糙的表面及稳定的结构会引起颗

粒间镶嵌和锁套能力增大,土粒间的摩擦力增强,内
摩擦角大[18,20],导致云南松次生林裂隙土壤抗剪强度

在中层和深层明显大于小铁仔灌丛裂隙。

3.2 两对比群落土壤抗剪强度对浅层裂隙土壤漏失

的影响

土体中的应力在外作用力下会发生变化,当剪应

力超过土体的抗剪强度时,土体会沿其中一个裂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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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土壤整体稳定性丧失[32],土壤易流失。土壤抗

剪强 度 越 大,稳 定 性 越 强,反 之 土 壤 抗 剪 性 能 越

差[29-30]。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土壤养分、水分、颗粒

等会沿着裂隙岩—土界面、根—土界面流失而减少,
理化性质随深度的加深而变差,导致两对比群落裂隙

土壤抗剪强度随深度的加深都减小,其减缓土壤漏失

的能力随土层深度的加深而减弱。但两对比群落在

垂向力不断增大时,其抗剪强度都增大,说明两对比群

落都有助于提高土壤抗剪强度,在外力作用下,两对比

群落浅层裂隙土壤不易随着岩土界面或根土复合界面

发生土壤漏失。此外,云南松次生林大颗粒团聚体多,
结构稳定,垂直深根系的“加筋”作用导致云南松林群

落在提升浅层裂隙土壤抗剪性能上要优于灌丛群落,
尤其在提升中层和深层裂隙土壤抗剪强度更突出,更
有助于减缓裂隙土壤漏失。裂隙具有汇聚养分的功

能,成为了滇东岩溶断陷盆地植被生长的重要小生境,
因此在以后可以加强对不同群落下裂隙土壤的理化性

质及其抗剪性能机理的研究,进一步提升对生物工程

增强土壤抗剪强度,缓解裂隙土壤漏失机理的认识。

4 结 论

(1)云南松天然次生林、小铁仔灌丛裂隙土壤黏聚

力都随着土壤黏粒、细颗粒水稳性团聚体的增多而增

大(p<0.05),土壤内摩擦角随着砂粒、粗颗粒水稳性团

聚体、有机质的减少而减小(p<0.05),土壤抗剪强度总

体逐渐减小。因两对比群落土壤基本性质差异显著

(p<0.05),导致土壤抗剪强度差异极其显著(p<0.01)。
(2)云南松林群落、灌丛群落都具有改善土壤理

化性质,提升土壤抗剪强度的作用,但灌丛群落提升

土壤抗剪强度作用体现在表层,云南松林群落更有助

于提升浅层裂隙中层和深层的土壤抗剪强度。
(3)在滇东岩溶断陷盆地,裂隙发育的立地条件

下,可种植云南松等二态根系植被提高土壤抗剪性

能,逆转滇东岩溶断陷盆地坡地裂隙地区加剧的石漠

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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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高原不同林龄华山松林冠层对
天然降雨雨滴能量特征的影响

涂晓云1,王克勤1,2,赵洋毅1,2,王嘉维1,段 旭1,2,朱梦雪1

(1.西南林业大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云南 昆明650224;

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玉溪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云南 昆明650224)

摘 要:[目的]探究滇中磨盘山不同林龄华山松人工林对天然降雨动力学特征的影响,为区域水土资源

保护、森林结构调整等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方法]基于2019年5至10月在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磨盘

山观测的74场降雨资料,采用滤纸色斑法对华山松人工林(中龄林15a,成熟林40a,过熟林60a)的林内

外的降雨雨滴同时进行观测。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11场降雨,针对不同降雨条件分析了3种林龄林分

对雨滴能量特征的影响。[结果]①华山松林林冠层对雨滴有汇集与分散作用,中龄林对雨滴分散作用更

强,成熟林次之,过熟林则表现为较强的汇集作用。②林内外雨滴终点速度与雨滴直径均具极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p<0.01),林内雨滴终点速度排序为:中龄林>成熟林>过熟林。③雨滴直径及降雨强度的增加

均可增强林内外的降雨能量,且雨滴能量与二者均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不同降雨条件

下,降雨动能与雨滴径阶均可拟合为幂函数,林内雨滴能量排序为:中龄林<成熟林<过熟林。其中,中龄

林对雨滴能量的削弱作用更为明显。④中龄林对雨滴的缓冲势能效果最好(66.67%),占降雨总势能的

52%,成熟林次之(31.58%),过熟林最弱仅为20.64%。[结论]随树木年龄的增长林冠减缓雨滴能量的效

果减弱。因此,对于成熟林以上的华山松人工林林分,应及时进行林分采伐与更新,且注重保护林下枯落

物,以减轻由林下雨滴造成的水土流失。

关键词:华山松人工林;林龄;雨滴直径;雨滴终点速度;雨滴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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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PinusArmandiiPlantationCanopyofDifferentAgeonEnergy
CharacteristicsofNaturalRainfallinCentralYunnanPlateau

TuXiaoyun1,WangKeqin1,2,ZhaoYangyi1,2,WangJiawei1,DuanXu1,ZhuMengxue1

(1.CollegeofEcologyandEnvironment,SouthwestForestry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224,China;

2.YuxiForestryEcosystemResearchStationofNationalForestryandGrasslandAdministration,Kunming,Yunnan65022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Pinusarmandiiplantationcanopyofdifferentageonthedynamicchar-
acteristicsofnaturalrainfallatMountMopan,CentralYunnanProvincewereexploredinordertoprovide
certaintheoreticalreferencesforregionalwaterandsoilresourceprotectionandforeststructureadjustment.
[Methods]74naturalrainfallobservationswereobtainedforMountMopaninXinpingCounty,YuxiCity,

YunnanProvincefromMaytoOctober2019.Thesedataincludedsimultaneouslyobservedrainfallandrain-
dropsinsideandoutsideofamiddle-agedforest(15-year-old),amatureforest(40-year-old),andanover-



matureforest(60-year-old)ofaP.armandiiplantationusingthefilterpapersplashprocedure.11represent-
ativerainfalleventsfromamongthedatawereselected,andthethreeforeststandsfordifferentrainfallcon-
ditionsthatimpacttheenergycharacteristicsofraindropswereanalyzed.[Results]①TheP.armandiifor-
esthadtheeffectofcollectinganddispersingraindrops,andthemiddle-agedforesthadthestrongesteffect
onraindropdispersion,followedbymatureforest.Theover-matureforesthadthestrongestcollectingeffect.
② Theterminalspeedofraindropsinsideandoutsidetheforesthadavery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
withthediameterofraindrops(p<0.01).Theterminalspeedofraindropsintheforestfollowedtheorderof
middle-agedforest> matureforest>over-matureforest.③Increasedraindropdiameterandrainfallinten-
sityenhancedrainfallenergyinsideandoutsidetheforest,andraindropenergyhadaverysignificantpositive
correlationwithboth(p<0.01).Underdifferentrainfallconditions,therainfallkineticenergyandraindrop
diametercanbefittedtoapowerfunctionrelationship.Raindropenergyintheforestfollowedtheorderof
middle-agedforest< matureforest<over-matureforest.Theweakeningeffectofmiddle-agedforeston
raindropenergywasmoreobvious.④Thebufferingpotentialenergyofmiddle-agedforestonraindropswas
thebestat66.67%,accountingfor52%ofthetotalrainfallpotential,followedbymatureforestsat31.58%,

andover-matureforestsatonly20.64%.[Conclusion]Theinfluenceofaforestcanopyinreducingraindrop
energyweakensastreesage.Therefore,forP.armandiiplantationsolderthanmatureforests,timelyhar-
vestingandregenerationofforestsshouldbecarriedout,andmoreattentionshouldbegiventotheprotec-
tionofunderstorylittertoreducesoilerosioncausedbyraindropsundertheforestcanopy.
Keywords:Pinusarmandiiplantation;ageoftrees;raindropdiameter;raindropfinalvelocity;raindropenergy

  土壤侵蚀是发生在地表水文循环过程中伴随能

量变化与物质分散的复杂的位移过程,是一个全球性

的环境灾害,目前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环境问题之

一[1]。中国西南土石山区是典型水力侵蚀区,区域侵

蚀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天然降雨雨滴动能对土壤表层

的溅蚀作用[2-3]。雨滴下落破坏土壤结构,使得土粒

飞溅,形成土壤板结,降低土地利用率[4-5]。研究已证

实森林植被对雨滴能量具削减性,当降雨雨滴经森林

植被林冠层后,其雨滴的大小、数量、动能及空间分布

等形态特征均发生改变[6-7],且能量在降水输入过程

中进行了再分配,进而削弱下降雨滴的动能,减缓雨

滴击溅作用[8-9]。因此,研究森林植被林冠对降雨特

征和雨滴动能的削减作用是深入探析森林生态水文

作用机制的重要环节,也是研究植被水土保持作用和

水文效益的基础工作。
森林林冠层作为陆地生态系统水文循环的重要

场所,其与天然降雨雨滴能量的关系是当前森林生态

水文过程研究的热点[10-12]。许多学者对林冠层与降

雨能量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20世纪后期

BrandtJ[13]探析了热带雨林冠层降雨能量转换与土

壤侵蚀的关系;余新晓[14]通过森林植被减弱降雨侵

蚀能量的数理分析,得出不同林分对降雨势能的减弱

作用;周跃等[15]研究发现云南松林冠层可有效减少

降雨对地表的滴溅能量等。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围绕

雨滴物理特性的研究方法[16]、降雨特征[17-18]、林冠结

构[8,19-20]、降雨与土壤侵蚀的关系[21-22]等开展。例

如,展小云等[23]采用粒子成像瞬态粒子测量可视化

技术观测自然降雨雨滴,利用雨滴降落到地面的瞬时

末速度结合外包络线提取算法V(D)=10-3(L-
D)/t1-t2 计算雨滴终点速度,建立了 EK (t)=
26.82I0.34的降雨动能与降雨强度之间的统计关系,该
模型通过实测的雨滴直径估算雨滴动能具有较高的

准确性和适用性,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降雨动能统计模

型区域局限性中的不足。Song等[24]以亚热带早期

演替阶段的人工乔木林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林冠的垂

直与水平方向上观测3种不同树的叶面积特征,得出

垂直方向上林冠层的叶面积指数越大,穿透雨滴动能

越大,水平方向则与之相反的结论。已有研究阐明不

同地区由于雨滴特性差异可引起不同程度的土壤侵

蚀,该现象主要与区域的气象变化、雨滴性质、植被类

型等因素相关[21,25-26]。同时,也有通过人工模拟降雨

的方法分析降雨能量转化及林下产流产沙过程[27]。
相关 研 究 主 要 以 人 工 林 为 主[6,18],少 数 为 天 然

林[8,17],而对于作为森林演替状态指标的林分林龄与

天然降雨能量转换之间关系的研究鲜有报道。
云南省干湿季节分明,降雨多集中于5—9月,雨

量较大,每逢雨季各地区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水土流

失等自然灾害。华山松人工林群落是滇中高原中亚

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区较为典型的地带性植被,具有较

高的土壤改良与水土保持作用,是当地理水保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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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树种之一。此外,不同林龄的林分对森林生态

水文功能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以

不同林龄华山松人工林为研究对象,分析华山松3个

演替阶段林冠层对天然降雨雨滴能量的影响。以期

为区域水土资源保护、森林结构调整等提供一定的理

论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云南省中部的玉溪市新平彝族傣

族自治县磨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是云贵高原、横
断山地和青藏高原南缘地理结合部,地理坐标为

101°55'13″—102°04'00″E,23°54'00″—24°02'30″N,海

拔1260~2614.4m,相对高差1354.4m。磨盘山地处

北回归线以北,是云南亚热带北部与亚热带南部的气

候过渡区,具典型的山地气候。降水多集中在5—10
月,年降水量均>1000mm;年均气温17~20℃,极端

低温-8.6℃,积温为4800℃;土壤发育主要以第三纪

古红土的山地红壤和玄武岩红壤为主,较高海拔地区

有黄棕壤分布;森林植被类型主要有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亚热带针阔混交林、针叶林和高山矮林等,共有98
科137属324种。监测样地平均海拔为2258m,树种

为典型人工针叶林华山松(Pinusarmandii),土壤

均为红壤。具体的华山松人工林样地基本概况如表

1所示。

表1 华山松林样地基本概况

样 地 海拔/m 坡度/(°) 坡向/(°) 平均树高/m 平均胸径/cm 平均冠幅/m 密度/(株·hm-2)

中龄林15a 2286 12 南偏西20 12.5 12.5 3.7 2960
成熟林40a 2302 8 南偏西3 15.2 16.5 3.9 2030
过熟林60a 2186 11 北偏东43 18.9 28.2 4.1 1448

2 研究方法

2.1 降雨观测

样地依托云南玉溪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

站内的华山松人工林地,在林地内选择地理位置相

近、近似自然生长长势良好的华山松林,确定其林龄

并参照国家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与主要

树种龄级与龄组划分标准[28-29],以10a为一龄级划分

为中龄林(15a)、成熟林(40a)、过熟林(60a)3个龄

组。在此基础上,分别布设一个面积为50m×50m的

永久性试验样地,四周加以铁丝网保护,减少动物与

人为破坏。同时,在布设样地内对华山松林林分密

度、胸径、树高、叶面积指数、覆盖度等指标进行林业

调查与记录,并观测2019年5月至10月的林内外降

雨特征。

2.1.1 林 外 大 气 降 雨 观 测 样地不远处已设有

Envidata-thies全自动野外固定气象站,可长历时监

测与建立降雨量相对湿度风向风速气温气压辐射等

气象因子的云端数据库。同时,在样地观测场外距离

适中、人类及动物活动影响小的空旷地带设置一台激

光雨滴谱仪和RG-3自记雨量计,并在样地内的空旷

区域设置2个普通雨量桶,进行对比参考,以确保研

究区大气降雨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根据2019年

5—10月观测的林外降雨数据经整理分析(表2)可
知,磨盘山降雨多集中于6—9月,共74场。年降雨

总量为635.2mm,年平均降雨强度为4.66mm/h,是
典型的半湿润区。在6月平均降雨强度达最大值为

6.89mm/h,属于小降雨强度。此外,降雨次数最多

月份是8月,降雨量贡献较多月份是7月和9月且年

降雨贡献率分别为38.73%,22.67%。

表2 2019年5-9月林外降雨特征

月份
总降雨
场次

降雨
历时/h

降雨量/
mm

平降雨强/
(mm·h-1)

最大雨强

I10/(mm·h-1) I30/(mm·h-1) I60/(mm·h-1)

5 6 21.28 54.8 5.4 6.87 6.05 4.51
6 12 26.35 93 6.89 8.26 6.43 5.23
7 19 121.43 246 5.49 6.82 5.88 4.95
8 23 84.70 97 2.67 6.41 4.06 2.34
9 14 78.10 144 2.87 5.74 4.24 3.24

合计 74 331.86 635.2 — — — —

2.1.2 林内穿透降雨观测 相关研究表明下落雨滴

一部分会直接沿树干或枝条缓慢流到地面形成树干

流,最终作为水分补给的重要来源被根部吸收利用,
而不具备能量对地表产生击溅作用,此部分降雨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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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忽略不计[22,26]。因此,本研究只对林内穿透降雨进

行观测。在不同林龄华山松人工林50m×50m的

样地内,布设4个25m×25m的标准固定样地,每个

林龄样地内分别将8个标准雨量桶和1个自记雨量

计(编号为R中,R成,R过)设置在郁密度适中的典型地

段,用于观测林内穿透降雨特征,均距树干0.79m。中

龄林、成熟林、过熟林的样地标准雨量桶均编号均为1,

2,3,4,5,6,7,8号且分别距树干0.91,1.30,1.25,0.86,

1.45,2.16,3.00,1.51m。

2.1.3 雨滴大小测定 本研究采用传统滤纸色斑法

对雨滴直径进行测量与分析。试验前将新华造纸厂

生产的直径15cm的定性中速滤纸,用柔软细毛刷均

匀涂抹质量比为1∶10的曙红与滑石粉的混合粉末,
每次降雨前将处理好的滤纸平铺于20cm×50cm的

聚乙烯塑料板,上方进行覆盖,带入样地内布设有雨

量桶样树的附近,进行林内穿透雨滴取样。降雨开始

后,林内外同时进行雨滴取样,待滤纸布满色斑后,立
即更换,覆盖保存,每10min取样一次,每次重复3
次。若降雨强度突然变化,立即进行取样,最后收好

布有色斑的滤纸带回实验室风干,采用游标卡尺进行

雨滴直径大小测量并记录数据。此研究中色斑直径

和雨滴直径之间的关系参照曹光秀[20]率定公式,其
函数表达式为:

  d=0.398D0.71 (R2=0.970) (1)
式中:D 为色斑直径(mm);d 为雨滴直接(mm)。

2.2 数据选择

依据林内外降雨试验与观测数据,参照2012年

国家标准《降水等级》(GB/T28592-2012)[30]进行降

雨量等级划分,选取2019年5—10月典型的11场降

雨雨滴数据进行分析,详细取样情况见表3。

表3 2019年11场降雨雨滴情况和基本特征

降雨时间
雨滴数量/个

林外 林内
林外降雨
量/mm

林内降雨量/mm
中龄林(15a) 成熟林(40a) 过熟林(60a)

降雨强度
等级

取样
时刻

取样历时/
min

20190523 648 387 3.2 2.6 2.8 3.2 小雨 8:00 8
20190607 863 491 18.8 8.6 10.8 14.6 中雨 18:10 5
20190618 859 490 18.1 8.4 9.6 12.8 中雨 13:01 5
20190710 1286 833 51.4 28.6 31.4 34.2 暴雨 16:20 3
20190717 1065 535 39.4 15.8 35.2 37.4 大雨 17:51 4
20190703 628 304 7.6 1.4 2.2 3.8 小雨 14:06 10
20190805 635 352 8.8 3.8 5.4 6.6 小雨 16:20 9
20190911 1296 858 60.4 18.2 30.8 42.2 暴雨 8:12 4
20190808 875 488 17.2 9.2 12.8 13.6 中雨 18:11 6
20190721 1070 675 46.8 21.4 28.2 32 大雨 15:49 3
20190910 1068 684 31.4 19.6 21.8 27.8 大雨 13:04 3

2.3 数据处理

雨滴能量相关参数计算:雨滴下落过程中,在重

力、空气浮力、空阻力3个力的共同影响下,雨滴做变

加速度运动,当加速度为0时,雨滴转为匀速运动,此
时对应的速度称为雨滴终点速度,是降雨的重要物理

参数之一。雨滴终点速度本质上与雨滴质量成正相

关,同时直接决定雨滴动能的大小,森林植被林冠层

作为天然降雨雨滴最先接触的下垫面结构,可对其势

能进行重新分配。因此,降雨雨滴的雨滴终点速度、
动能与势能均可作为量化雨滴能量变化过程中的特

征指标。
本研究雨滴终点速度分为林外与林内的终点速

度,采用修正的沙玉清公式与牛顿公式进行计算[18],
就雨滴动能而言,先计算单个雨滴的动能,根据每次

降雨雨滴组成求其和得雨滴总动能,最后推求单位面

积降雨总动能[31],雨滴势能计算过程参考殷晖等[8]

的研究成果,具体指标计算公式与适用条件见表4。

3 结果与分析

3.1 林内外雨滴直径的分布差异

表5可反映林外与3种林龄林内所有样本中的雨

滴径级数目分布情况,可得林内外雨滴直径大多分布

在0.25~1.5mm之间,但林外与不同林龄林内各雨滴

径级的雨滴谱规律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林外

雨滴总数为3859个,中龄林、成熟林、过熟林林内雨

滴总数分别为2431,2342,2241个,林外雨滴数量比

上述3种林龄林内降雨的雨滴个数分别多58.74%,

64.77%,72.20%,3种林龄林内>1.5mm的雨滴直径

无论是数量还是百分比均高于林外,且林外雨滴径阶

在0.5~1.9mm区间的雨滴减小幅度最大,可以确定

林冠可将体积较小的雨滴汇集成更多的大雨滴,华山

松林冠具汇集雨滴的作用。同时也可看出,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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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m的每个雨滴径级的数量均多于林外且林外几

乎没有>3.5mm的雨滴出现,但林内却出现了些许

5.5mm以上的大雨滴。此外,将3种林龄林内雨滴

分布相比发现,中龄林林冠层对0.125~0.25mm径

级小雨滴数量最多分散作用更明显,过熟林林冠对0.

5mm以上雨滴汇集作用较其它林龄更显著。总的

说来,华山松林各林龄内雨滴数量低于林外,且其林

冠层对降雨雨滴即有汇集作用也有分散作用,并且中

龄林对雨滴的分散作用更强,成熟林次之,过熟林则

对雨滴的汇集作用更突出。

表4 雨滴能量指标计算公式

雨滴能量参数 适用条件 计算公式  

林外
d<1.9mm   V林外=0.496×10( 28.362+6.524lg(0.1d)-(lg0.1d)2-3.66)

滴终点速度/
(m·s-1) d≥1.9mm   V林外=(17.20-0.844d) 0.1d

林内 —   V林内=V林外〔1-exp(-2gh/V2
林外)〕1/2

单个雨滴动能 e=1/2mv2=ρπd3/12
雨滴动能/

(J·m-2·mm-1)
雨滴总动能 E总=∑

n

i=1
ei

单位面积降雨动能 E=E总/HS
林冠顶部雨滴势能 E势=mgH 树; m=πd3ρ/6

雨滴势能/J 经林冠层后势能减少量 ΔE=m穿 g(H 树-h)

总势能减少量 ΔE=ΔE穿+ΔE林冠截留

  注:①雨滴终点速度计算中,d 为雨滴直径(mm);V林外 为林下降雨不同直径的雨滴到达林地时的速度(m/s);V林内 为不同直径雨滴降落的

终点速度(m/s);g 为重力加速度,g=9.8m/s2;h 为林下降雨的雨滴降落高度(m)。②雨滴动能计算中,ρ为水的密度,标准状态下为1g/cm3;

v为雨滴终速度(m/s);m 为雨滴质量(g);i代表雨滴个数;E 为单位面积上单位降雨量的雨滴动能〔J/(m2·mm)〕;H 为降雨深(mm);S 为

滤纸面积(m2)。③雨滴势能计算中,E势 为林冠顶部雨滴势能(J);m 为降雨雨滴质量(g);d 为雨滴直径(mm);H树 为平均树高(m);m穿 为穿

透雨降雨质量(g);h 为平均枝下高度(m);ΔE林冠截留 表示林冠截留降雨未达到地面损失的势能。

表5 林内外雨滴大小分布情况

雨滴
直径/mm

林 外

雨滴数量/个 百分比%

不同林龄林内雨滴数量

中龄林(15a) 比例/% 成熟林(40a) 比例/% 过熟林(60a) 比例/%
<0.125 32 0.83 0 0 0 0 0 0
0.125~0.25 200 5.18 371 15.26 154 6.58 48 2.14
0.25~0.5 1949 50.51 783 32.21 765 32.66 360 16.06 
0.5~1.5 1182 30.63 919 37.80 926 39.54 1017 45.38 
1.5~1.9 383 9.92 204 8.39 237 10.12 360 16.06 
1.9~2.5 75 1.94 85 3.50 120 5.12 184 8.21
2.5~3.5 24 0.62 33 1.36 68 2.90 143 6.38
3.5~4.5 9 0.23 22 0.90 34 1.45 68 3.03
4.5~5.5 5 0.13 11 0.45 23 0.98 38 1.70
5.5~6.5 0 0  3 0.12 15 0.64 23 1.03
6.5~7.5 0 0 0 0 0 0 0 0
7.5~8.5 0 0 0 0 0 0 0 0
>8.5 0 0 0 0 0 0 0 0

3.2 林内外雨滴终点速度的差异

据学者对南方地区降雨研究表明林内雨滴终点

速度受树木高度的影响,直径大于3mm的大雨滴,其
所在位置的枝条高度须在12m以上才能到达雨滴终

点速度[24]。显然林外降雨已到达终点速度。然而,
本研究中选取固定样地的3个不同林龄(中龄林

15a,成熟林40a,过熟林60a)平均树高分别为:

12.5,15.2,18.9m;平 均 枝 下 高 分 别 为:6.5,4.8,

3.9m,因此,林下雨滴并未达到终点速度。
将选取的11场典型林内外降雨雨滴速度终点速

度随雨滴直径的变化绘制成带直线与数据标记的散

点图(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林内雨滴的终点速度

随雨滴直径的增加而增大,当雨滴直径到达一定值

时,其终点速度趋于稳定。同时,随华山松林龄的增

大,雨滴终点速度相应减小。当雨滴直径d 小于

2mm时,林内3种林龄林内与林外雨滴速度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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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5);当d 等于2mm时,林内外同一直径

的雨滴终点速度开始出现差异,此时,雨滴终点速度

在6~7m/s范围;当d 大于2mm时,林内外雨滴终

点速度具极显著差异(p<0.01)且增长趋势明显,呈
现出林外(9.45m/s)>中龄林(8.24m/s)>成熟林

(7.63m/s)>过熟林(7.17m/s)的态势,雨滴在

6.9mm时,林内外雨滴速度均达最大值。当雨滴直

径在7mm以上时,林内外雨滴终点速度均呈略微减

小趋势,这一方面可能与大雨滴汇集所需时间长但下

落距离短,雨滴势能减弱,动能减小,从而到达地面的

雨滴终点速度减小。另一方面,当雨滴直径达到一定

值后,最终雨滴终点速度数值略微降低但总体趋于稳

定。同时,由于风速、风向的影响,实际上雨滴终点速

度结果仍存在一定的误差。

图1 林内外雨滴终点速度与雨滴直径的关系

总之,雨滴终点速度与雨滴直径呈极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p<0.01;R2=0.80),雨滴直径在0.125~1.9mm
范围林内外雨滴终点速度差异不显著(p>0.05);当
直径在2mm以上时,同一直径的3种林龄雨滴终点

速度均小于林外雨滴终点速度,在直径等于6.9mm
时雨滴终点速度均达到最大值。

3.3 不同降雨强度下林内外雨滴动能特征

3.3.1 林外降雨动能特征 图2表示林外雨滴动能

在不同降雨条件下随雨滴直径和降雨强度变化的关

系。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雨滴径级的增大雨滴动能

不断增加,到达一定值后趋于稳定,且在1.5~2.5mm
雨滴动能随雨滴径级的增大趋势尤为显著,其中

暴雨、大雨、中雨、小雨强度的雨滴动能分别稳定在

158.76,120.48,82.20,26.36J/(m2·mm)。同一雨

滴直径下雨滴动能随降雨强度的增强而增大,且暴雨

条件的雨滴最小动能是小雨条件下最大雨滴动能的

4.5倍,总体说来,林外雨滴动能与雨滴直径、降雨强

度均表现出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R2
雨滴直径

=0.69;R2
降雨强度=0.57)。

图2 不同降雨强度下林外雨滴动能与直径的关系

3.3.2 不同林龄华山松林内降雨动能特征差异 图

3表示华山松中龄林(15a)、成熟林(40a)、过熟林

(60a)3个林龄在不同强度降雨条件下,林内降雨动

能随雨滴径阶变化的关系。从图3中可以看出,林内

降雨动能随雨滴直径的增加而增大,达到峰值后,总
体呈下降趋势。在0.25~4.0mm区间内,随雨滴直

径的增大3种林龄林内雨滴动能均表现出显著上升

的形态,两者极显著正相关(p<0.01;R2=0.80)。由

此拟合不同强度降雨情况下,林内降水动能与雨滴直

径的关系(表6),二者呈幂函数关系,相关系数均大

于0.9。

表6 不同降雨强度下单位面积雨滴

动能与雨滴径级的关系方程

降雨强度 林龄/a 关系方程 R2 相关系数

中龄林15 E=0.084d3.41 0.93
小雨 成熟林40 E=0.098d3.18 0.94

过熟林60 E=0.049d3.65 0.92

中龄林15 E=0.13d3.25 0.94
中雨 成熟林40 E=0.11d3.34 0.94

过熟林60 E=0.078d3.73 0.91

中龄林15 E=0.16d3.05 0.92
大雨 成熟林40 E=0.13d3.43 0.93

过熟林60 E=0.099d3.85 0.92

中龄林15 E=0.21d3.11 0.94
暴雨 成熟林40 E=0.17d3.59 0.93

过熟林60 E=0.12d3.97 0.91

  注:上述各式中,E 为单位面积上单位降雨量的雨滴动能〔J/(m2·

mm)〕;d 为雨滴直径(mm);R2 表示相关系数。

同时,图3还反映出,随降雨强度的增加林内动能

也随之增大,两者呈现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

R2=0.38)。小降雨强度下,3种不同林龄华山松的林

下雨滴动能达最大值后均表现出下降趋势,这说明3
种不同年龄华山松的林冠层均对小降雨下的雨滴动

能具有减缓作用。暴雨强度下3个林龄林内的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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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最大,相同雨滴直径下过熟林林内单位面积雨滴

动能峰值为43.70J/(m2·mm),分别是中龄林的

1.87倍,成熟林的1.57倍。此外,中雨、大雨和暴雨条

件下,林冠层对雨滴动能削减效果不明显,但3种不

同林龄林内动能相比,不同降雨强度下,随林龄增加

单位面积雨滴动能均表现为:中龄林<成熟林<过熟

林,大雨和暴雨条件下中龄林对雨滴动能削弱现象更

明显,且该阶段对4.5~6.5mm的雨滴动能消减作用

更为凸显。中龄林的林下平均单位面积雨滴动能,在

大雨条件下分别比成熟林、过熟林低28.47%、44.27%,
在暴雨条件下,成熟林与过熟林分别比中龄林高

32.39%和45.71%。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

是随着华山松树龄的增加,树高和树木的平均叶片角

度、开放度、间隙分数降低致使相同降雨条件下雨滴

数量、大小及雨滴终点速度不同。总的说来,中龄林、
成熟林、过熟林3个林分阶段,除小强度降雨外,林冠

层对单位面积雨滴动能的削弱作用较小,但3者相

比,中龄林削弱雨滴动能的能力更强。

图3 不同降雨强度下3种林龄华山松林内单位面积雨滴动能与直径的关系

  对比图2与图3可知,不同林龄华山松林内的

降雨雨滴动能均低于林外的累积雨滴动能,这说明林

冠层具有减弱降雨雨滴能量的作用。在小雨条件下,
林外累计雨滴动能就达到了林内中雨条件下的降雨雨

滴动能的水平,且暴雨条件下过熟林、成熟林、中龄林

的林内累计降雨动能峰值分别仅是相同条件下林外雨

滴动能的22.94%,19.04%,12.13%,这些主要与林内

外雨滴数量和是否达到雨滴终点速度相关。同时,受
林冠层与树高的影响,林内到达地面的终点速度小于

林外雨滴实际的终点速度,使得3个林龄的林内雨滴

动能呈现:过熟林>成熟林>中龄林。总的说来,不
同林龄林内与林外的雨滴动能均随降雨强度与雨滴

径级的增大而增强,林冠层可削弱雨滴的动能。
3.4 不同林龄华山松林冠对雨滴势能的分配作用

根据雨滴取样数据,计算中龄林(15a)、成熟林

(40a)、过熟林(60a)3个林龄的相应总势能,探析华

山松的不同林龄林冠对雨滴势能的分配规律(图4)。
结果表明,不同林龄林内的降雨雨滴总势能、穿透雨

滴势能及林冠缓冲势能均随雨滴径级的增大呈现上

升趋势,尤其雨滴直径在4.5mm以上时,增长趋势十

分明显。由此得出各势能与雨滴径阶之间的函数关

系式为:E缓冲=0.25d3.01;E穿=0.52d2.98;E总=0.80

d2.99。(E缓冲、E穿、E总 表示林冠缓冲势能、穿透雨滴

势能与降雨总势能〔J/(m2)〕;d 为雨滴直径(mm),
各势能与雨滴径阶间均呈幂函数关系且达到了极显

著水平(p<0.01)。此外,随树木林龄的增长,穿透雨

滴势能增大,林冠缓冲势能减小,且过熟林的降雨雨

滴总势能与穿透雨滴势能两者均表现为:成熟林>中

龄林,但中龄林林冠雨滴的缓冲势能却高于过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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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大缓冲势能高出过熟林66.67%,占降雨总势能

的52%,缓冲能力最强,其次是成熟林(31.58%),缓
冲能力最弱的是过熟林(20.63%)。导致这一现象的

原因主要考虑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从中龄林过渡到成

熟林再到过熟林阶段,树木产生自然稀疏现象尤其是

过熟林阶段表现尤为明显,从而叶面积指数降低树林

生物量下降,致使树木在成熟林后期林冠层截留效果

显著减弱。另一方面,由于中龄林阶段林分长势更

佳,受冠层厚度与林木高度影响,林冠层分散雨滴能

力更强,影响对雨滴的缓冲作用更为明显。此外,华
山松针叶有多种组合形式如一束针叶有1枚或2~3
枚或4~5枚等,在水表面张力的作用下针叶黏合形

成束,极大增加了大雨滴汇集的概率,受重力及风力

的综合影响势能转化为动能,最终增强对地表的打击

能力。因此,在水土流失严重或荒漠化地区的林业生

态工程准备与抚育期间,应选择林冠层比较茂盛,具
较厚枯枝落叶层的树种,同时在抚育期间,应及时对

成熟林与过熟林分进行采伐与更新,保护地表植被。

图4 不同林龄华山松林冠对雨滴势能分配的关系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自然降雨雨滴接触林冠层过程中,一部分雨滴在

叶片汇集作用下将小雨滴聚集成直径更大雨滴的过

程称为雨滴汇集作用,其在重力作用下降落林内的雨

滴称为叶片滴落雨;相反,另一部分雨滴降水下落过

程中与树木枝条或叶片碰撞后被分散为直径更小雨

滴的过程成为雨滴分散作用,此时对应的雨滴称为飞

溅液滴[32]。雨滴的汇集与分散直接决定雨滴质量与

速度,影响降水雨滴的打击地表土壤的能力,已有研

究表明林冠对雨滴的汇集作用可增加林内降雨动能

或击溅侵蚀能力[33],与之相反分散作用可有效减弱

雨滴击溅侵蚀能力。总的说来,林冠层通过汇集与分

散作用改变雨滴特性进而影响降雨雨滴能量。
本研究发现华山松林冠层有汇集与分散雨滴作

用,雨滴经林冠层后在枝叶的作用下分离为更小或聚

集为更大径阶雨滴,此结果与谢春华[9]、康文星等[34]

的研究成果类似。林外雨滴数量高于林内且比中龄

林、成熟林、过熟林3种林龄林内降雨的雨滴个数分

别多58.74%,64.77%,72.20%,这和史宇等对侧柏林

冠层研究中的林内雨滴数高于雨林外37.8%[31]这一成

果不同,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与侧柏相比

针叶具更高的雨滴截留容量,水滴滞留效果更突出相

关。同时,此研究成果也与李桂静等[31]对南方红壤地

区马尾松林林内雨滴总数高于林外19.5%的结论存在

差异,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是马尾松林针叶多为2
针一束罕见3针一束,而华山松针叶多为5针一束,水
滴的表面张力将针叶粘合成一束所需时间更长,对雨

滴的截持效果更明显;还可能是由于研究区气候条件

不同,特别是降雨强度、降雨历时等因素造成的。
研究发现华山松林内外雨滴直径大多分布在

0.25~1.5mm范围,这与曹光秀等对滇中高原常绿阔

叶林的研究中林内降雨雨滴直径0.5~3.5mm的雨滴

数量最多有所不同[17],原因可能是常绿阔叶林叶片

与华山松林针叶相比,叶片承雨面积更大,汇集雨滴

的能力更强导致的,还有可能与常绿阔叶林枝叶之间

的重合度、开合度也高于华山松林有关。
雨滴终点速度是决定降雨初期雨滴动能大小的

关键物理参数,本研究发现林内外雨滴终点速度均随

着雨滴直径的增大而逐渐增加,到达一定值后趋于稳

定,此研究结果与史宇对北京山区侧柏林冠层[32]的

成果类似。在不同降雨强度条件下,林内外雨滴动能

表现为:林外>过熟林>成熟林>中龄林,这与吴光

艳等对黄土高原南部人工林中低林冠使雨滴速度降

低从而雨滴动能减少的研究[35]结果相符合。因此,
应特别注意林分的管理,及时采伐更新,发挥林木的

最大经济效益,同时保留林下枯落物缓解消散雨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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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地表的能力。另外,研究还发现华山松林冠对雨滴

势能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中龄林的林冠相比于成熟

林和过熟林,对雨滴势能的缓冲作用更为明显,此结

论与谢春华对长江上游暗针叶生态系统结构及其对

降雨的分配功能的研究结果一致[10]。所以,对雨水

土流失严重的地区,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可选择林木

林龄偏大,林冠繁茂的树种,以降低强降雨下的降雨

势能,同时考虑树种凋落的枯枝落叶层厚度,便于对

林下汇集的大雨滴产生的动能进行削减。
本研究仅针对滇中高原华山松人工纯林对雨滴

动能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对于其他纬度差异较

大地区、树种,其林冠对雨滴能量的影响可能存在一

定的差异。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深入对不同树种的特

异性、雨滴空间异质性、树种形态结构特征、不同气象

条件对雨滴动能的影响的研究,进一步对林冠层对降

雨输入过程中对雨滴能量的分配进行补充。

4.2 结 论

(1)华山松林内外雨滴直径多集中在0.25~
1.5mm范围,林内雨滴数量:过熟林>成熟林>中龄

林。华山松林各林龄阶段对雨滴均有汇集与分散作

用,中龄林对雨滴分散作用更强,成熟林次之,过熟林

则表现为较强的汇集作用。
(2)林内外雨滴终点速度随雨滴径级的增加而

增大到达一定值后趋于稳定,二者呈现极显著正相关

关系(p<0.01;R2=0.80),林内雨滴终点速度:中龄

林>成熟林>过熟。
(3)林内外雨滴动能与雨滴直径均呈极显著正

相关关系(p<0.01;R2
林外=0.69;R2

林内=0.80)。不同

降雨强度条件下,林内雨滴动能与雨滴直径间均可拟

合为幂函数关系,相关系数均在0.9以上,且随降雨强

度的增强林下雨滴能量增加,林外暴雨条件的雨滴最

小动能是小雨条件下最大雨滴动能的4.5倍。林内雨

滴能量:中龄林<成熟林<过熟林。林冠层对小强度

降雨雨滴能动消减作用明显,中雨、大雨、暴雨条件下,
冠层对雨滴动能消减作用较弱,但3种林龄相比,中龄

林阶段的华山松对雨滴动能的削弱作用更为明显。
(4)降雨雨滴总势能、穿透雨滴势能及林冠缓冲

势能均随雨滴径级的增大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各势

能与雨滴直径间均呈幂函数关系且达到极显著水平

(p<0.01),中龄林对降雨雨滴的缓冲势能效果最好,
成熟林次之,缓冲能力最弱的是过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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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齐沙漠北缘机械沙障对地表土壤可蚀性的影响

靳灵娜1,党晓宏1,2,高 永1,韩彦隆1,雷虹娟3,张 超1

(1.内蒙古农业大学 沙漠治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18;2.内蒙古杭锦荒漠生态定位观测研究站,

内蒙古 鄂尔多斯017400;3.内蒙古达茂旗民安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内蒙古 包头014300)

摘 要:[目的]明确机械沙障铺设对风沙区地表可蚀性特征的影响,为防沙工程中沙障的合理应用提供

理论依据。[方法]采取库布齐沙漠北缘迎风坡不同年限铺设的生物基可降解聚乳酸(PLA)沙袋沙障、沙
柳沙障和芦苇沙障不同坡位的土壤样品,分析了地表0—20cm深度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粒径组成和土

壤可蚀性K 值。[结果]①沙障铺设后利于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其中2m×2m沙柳沙障对土壤有机质

的积累效果最好,且迎风坡上部土壤有机质含量相对较少。②沙障铺设使得障格内黏粒、粉粒和细砂含量

增加,随设障年限的增加其呈增加趋势;土壤0—20cm范围内均以细砂为主。③铺设机械沙障可降低土

壤可蚀性,各立地条件下沙丘下部障格内土壤抗蚀性最好;3种机械沙障中沙柳沙障抗蚀性较高;随设障年

限增加障格内土壤抗蚀性增强,且设障4a后,2m×2m铺设规格障格内的土壤受侵蚀风险较小;土壤可

蚀性K 值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极显著(p<0.01)负相关。[结论]沙障铺设使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利于

细粒物质的积累,增强土壤抗蚀性,是治理流动沙丘有效的风蚀防治措施。建议在库布齐沙漠北缘铺设机

械沙障时,可采用迎风坡上部铺设1m×1m的生物基可降解聚乳酸(PLA)沙袋沙障,中部铺设2m×2m
的沙柳沙障,下部铺设2m×2m的生物基可降解聚乳酸(PLA)沙袋沙障的模式。

关键词:土壤可蚀性K 值;沙柳沙障;PLA沙障;芦苇沙障;库布齐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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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MechanicalSandBarriersonSoilErodibilityon
NorthernEdgeofKubuqiDesert

JinLingna1,DangXiaohong1,2,GaoYong1,HanYanlong1,LeiHongjuan3,ZhangChao1

(1.CollegeofDesertControl,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Hohhot,

InnerMongolia010018,China;2.HangjinDesertEcologicalPositioningObservationand
ResearchStation,Ordos,InnerMongolia017400,China;3.ComprehensiveSecurityandTechnology

PromotionCenterofMin’anTown,DamaoBanner,InnerMongolia,Baotou,InnerMongolia0143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mechanicalsandbarriersonsurfaceerodibilityinsandyareaswhichex-
periencewindyconditionswereclarifiedinorderto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theapplicationofasand
barrierinsandpreventionengineering.[Methods]Soilsamplestakenfrombiodegradablepolylactide(PLA)

sandbagbarriers,Salixpsammophilasandbarriersandreedsandbarrierslaidindifferentyearsonthe
windwordslopeofthenorthernmarginofKubuqiDesertwereusedtoanalyzesoilorganicmattercontent,

soilparticlesizecompositionandsoilerodibilityKvalueatthe0—20cmdepth.[Results]① Thelayingof
sandbarriersincreasedsoilorganicmattercontent.The2m×2mS.psammophilasandbarrierhadthebest
effectontheaccumulationofsoilorganicmatter,andthesoilorganicmattercontentonthewindwardslope



wasrelativelysmall.②Layingofsandbarriersincreasedthecontentofclay,silt,andfinesandinthebarri-
ers,andthosecontentsincreasedwithincreasedlayingtime.Thesoilin0—20cmlayerwasdominatedby
finesand.③Layingofmechanicalsandbarrierscouldreducesoilerodibility,andthesoilinthelowerbarri-
ersoftheduneshadthebesterosionresistanceundervarioussiteconditions.Amongthethreetypesofme-
chanicalsandbarriers,theS.psammophilasandbarriershadthehighesterosionresistance.Barriereffec-
tivenessincreasedwithlayingtime,andsoilerosionresistancealsoincreased,suchthatfouryearsafterin-
stallationofsandbarriers,theriskofsoilerosionwithinthe2m×2mlayingspecificationwasrelatively
small.ThesoilerodibilityKvalueandthesoilorganicmattercontentwerenegatively(p<0.01)correlated.
[Conclusion]Thelayingofsandbarriersincreasesthecontentofsoilorganicmatter,andisconducivetothe
accumulationoffine-grainedsubstances,therebyenhancingsoilanti-erodibility.Itisaneffectivewinderosion
controlmeasureforcontrollingmobilesanddunes.Itisrecommendedthatwhenlayingmechanicalsandbar-
riersonthenorthernedgeoftheKubuqiDesert,a1m×1mPLAsandbagbarriershouldbelaidontheup-
perpartofthewindwardslope,a2m×2msallowsandbarriershouldbelaidinthemiddlepart,anda2m
×2mPLAsandbagbarriershouldbelaidonthelowerpartofthewindwardslope.
Keywords:soilerodibleKvalue;Salixpsammophilasandbarriers;polylacticacidsandbarriers;reedsandbarriers;

KubuqiDesert

  风蚀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环境问题[1],
土壤可蚀性指土壤对侵蚀营力分离作用和搬运作用

下表现出的敏感程度,是表征地表土壤对侵蚀作用的

敏感性,其是衡量土壤抗侵蚀能力的一个重要指

标[2]。土壤可蚀性与土壤类型密切相关[3];不同含量

的物理性砂粒土壤风蚀模拟试验,认为风蚀强度与物

理性砂粒含量呈正相关[4];经模拟试验得出0.075~
0.4mm土壤颗粒为易蚀颗粒[5];土壤干团聚体结构、
碳酸钙含量和土壤机械组成等也可作为风蚀可蚀性

评价指标[5]。
机械沙障作为工程治沙的主要措施之一,通过改

变下垫面性质,增加地表粗糙度,降低风速,进而减弱

地表风蚀,从而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6-7],为植被恢复

提供基础条件。而沙障因材料、规格及其配置模式的

不同,其防护效果差异明 显。沙 柳(Salixpsam-
mophila)是库布齐沙漠主要的沙生乡土灌木种,沙
柳沙障在鄂尔多斯范围内应用广泛;生物基可降解聚

乳酸沙袋沙障(PLA沙障)以农作物为原料,经发酵

分解最终转化为CO2 和 H2O,不会污染环境,其采

用“以沙治沙”的理念,铺设后可改变沙丘微地形气流

特征、沙丘表层沉积物的粒度特征等[8-10]。芦苇沙障

造价低廉、铺设简单、材料便捷,适合大面积铺设,芦
苇沙障铺设使粗沙粒减少,细沙粒增多,并为生物结

皮生长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使植被盖度及植物种类

增加[11-12]。目前,针对库布齐沙漠北缘机械沙障铺设

后土壤可蚀性特征及有效防风固沙作用的配置模式

鲜有明确提出。本研究采取库布齐沙漠北缘迎风坡

不同设置年限铺设的PLA沙障、沙柳沙障和芦苇沙

障不同坡位的土壤样品,分析地表0—20cm深度土

壤有机质和土壤粒度组成,并利用EPIC模型分析流

动沙丘风沙土的可蚀性差异,以期明确机械沙障铺设

对风沙土可蚀性特征的影响,并为防沙工程中沙障的

合理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

贵塔拉镇东南约40km(108°53'02″E,40°26'23″N)
处,属于典型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四季温差大;极端

最低气温-34.5℃,极端最高气温为40.2℃,年平均

温度7.6℃;年均降水量为311.8mm[13],降水季节分

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6—8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64.7%;年均潜在蒸发量为2498.7mm;5—10月蒸

发量占全年蒸发量的74%,其中一年中蒸发量最大的

月份发生在5—6月;该地区全年以 W和 WN风为主,
年均风速2.8m/s,最大风速为7.6m/s,其中平均风速

≥5m/s为323.4次,最多年份达418次;境内主要是

流动、半流动沙丘,土壤类型以风沙土为主;天然植被

有 黑 沙 蒿(Artemisiaordosica)、羊 柴(Hedysarum
mongolicum)、沙蓬(Agriophyllumsquarrosum)和芨芨

草(Achnatherumsplendens)等。
1.2 样地选取、土壤样品采集与测定

研究区内选择沙丘高度、坡度、走向等沙丘属性

基本相同的流动沙丘与设置不同年限机械沙障(简称

设障年限)的沙丘为试验沙丘,高度为10~12m,迎
风坡坡度为9°~13°,背风坡坡度为30°~35°。3种沙

障均在迎风坡铺设,沙丘顶部留空约4m,其中沙柳

沙障和芦苇沙障全部为死枝条;铺设方式采用半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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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沙柳沙障(S)设障年限分别为1a,4a和7a,沙障

规格为1m×1m和2m×2m,其中设障7a只有1m
×1m,PLA沙障(P)和芦苇沙障(L)设障年限为1a
和4a,PLA沙障规格为1m×1m和2m×2m,芦
苇沙障铺设规格为1m×1m,以附近裸沙丘作为对

照(CK),无植被生长。
在迎风坡下部、中部和上部进行土样采集,每个

坡位取3个障格,每个障格内利用五点取样法用环刀

采集障格内0—20cm 的土样,经混合均匀后带回

实验室,自然风干后过2mm 筛,去除植物根系和

地表杂物后备用。土壤有机质(SOM)测定采用重

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14],土壤粒径测定采用激

光粒度仪。试验中机械组成颗粒粒径依据美国制

(USDA)标准划分为砂粒(0.05~2mm)、粉粒(0.002
~0.05mm)和黏粒(<0.002mm)3级,对砂粒进一

步划分为石砾(1~2mm)、粗砂(0.25~1mm)和细

砂(0.05~0.25mm)。

1.3 EPIC模型

本文根据所测定的土壤指标采用EPIC模型计

算土壤可蚀性K 值,公式如下[15]:

  K= 0.2+0.3e -0.0256Wa 1-
Wi
100( ){ }×

Wi

Wi+Wl

æ

è
ç

ö

ø
÷

0.3

× 1-
0.25Wc

Wc+e3.72-2.95Wc( ) × 1-
0.7Wn

Wn+e -5.51+22.9Wn( )

  Wn=1-
Wa

100
,  Wc=0.0583Wsom

式中:Wa 为砂粒含量(%);Wi 为粉粒含量(%);Wl

为黏粒含量(%);Wc 为 有机碳含量(%);Wsom为有

机质含量(%)。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应用Excel2010进行数据处理,所有数据均在

SPSS26.0统计分析软件中完成。采用Pearson相关

系数法分析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粒径组成与土壤可

蚀性K 值的相关性。采用Origin2018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规律

土壤有机质是反映土壤抗蚀性强弱的一项重要

指标[16]。由图1可知,机械沙障铺设利于土壤有机

质的积累,且3种机械沙障土壤有机质随着设障年限

的增加而增加。土壤0—20cm范围内,沙柳沙障内

土壤有机质含量为1.23~2.54g/kg,PLA沙障内为

1.16~1.91g/kg,芦苇沙障内为1.09~1.29g/kg。
相较于裸沙丘,3种机械沙障内土壤有机质含量同期

铺设的相对变化值均表现为:PLA沙障>沙柳沙障

>芦苇沙障,同期铺设相同沙障有机质含量表现为:

2m×2m>1m×1m。沙柳沙障中,设障年限1a
和7a各坡位土壤有机质含量均表现为:中部>下部

>上部,设障4a表现为:下部>中部>上部;PLA沙

障中各设障年限中均表现为:下部>中部>上部;芦
苇沙障中,设障1a表现为:中部>下部>上部,设障

4a表现为:下部>中部>上部。下部处,设障1a时,
各沙障综合表现为:1P2>1P1>1S2>1S1>1L1,设
障4a时,表现为:4S2>4P2>4P1>4S1>4L1;中部

处,设障1a时,表现为:沙柳沙障>PLA沙障>芦苇

沙障;设障4a时,表现为:PLA沙障>沙柳沙障>芦苇

沙障,不同设障年限均为:2m×2m高于1m×1m,且

1S2,4P2 分别最高为:1.35g/kg和1.49g/kg;上部

处,设障1a时,表现为:1S2>1P1>1P2>1S1>1L1,
设障4a时,表现为:4P2>4S2>4S1>4P1>4L1。

  注:S为沙柳沙障,P为生物基可降解聚乳酸(PLA)沙袋沙障,L
为芦苇沙障;字母前的数字为设置沙障的年限,字母下角标为设置沙

障的规格。例如:1S1 表示设障1a,规格为1m×1m的沙柳沙障,其

他依次类推。下同。

图1 机械沙障土壤有机质含量

2.2 土壤粒径分布变化规律

土壤粒径的分布对土壤侵蚀过程具有一定的指

示作用[17]。由表1可知,研究区内3种机械沙障黏

粒、粉粒和细砂体积百分含量随设障年限的增加呈增

加趋势;且不同设障年限土壤粒径组成存在差异,土
壤0—20cm范围内均以细砂为主。沙柳沙障中,粒
径由小到大各粒级体积百分含量均值分别为7.86%,

8.65%,67.92%,6.19%和9.38%;PLA沙障中分别

为6.97%,7.88%,66.09%,9.07%和9.99%;芦苇沙

障中分别为6.85%,7.77%,67.66%,9.24%和8.49%,
表明沙障不仅具有固定地表流沙的作用,同时设障后

能够拦截大气中的粉尘物质,使之在障内堆积,使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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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粉粒和细砂含量增加。在迎风坡下部,设障1a
时细物质体积百分含量表现为:1P2>1P1>1S2>
1L1>1S1,设障4a时表现为:4P2>4P1>4L1>4S2
>4S1;在迎风坡中部,设障1a和4a时细物质体积

百分含量分别表现为:1S2>1S1>1P1>1L1>1P2,

4S1>4S2>4L1>4P1>4P2;迎风坡上部设障1a和

4a时分别表现为:1S2>1S1>1P1>1P2>1L1,4P1>
4S1>4L1>4S2>4P2。

表1 机械沙障土壤粒径组成的体积百分含量 %

沙障
机械沙障下部

黏粒 粉粒 细砂 粗砂 石砾

机械沙障中部

黏粒 粉粒 细砂 粗砂 石砾

机械沙障上部

黏粒 粉粒 细砂 粗砂 石砾

1S1 6.18 7.78 65.58 8.58 11.88 5.86 7.23 72.52 5.38 9.01 6.09 7.35 69.83 7.39 9.34

1S2 6.26 7.48 67.25 6.94 12.07 5.93 7.05 72.88 5.1 9.04 6.17 7.25 70.37 7.66 8.55

4S1 6.98 8.04 65.29 8.1 11.59 8.61 9.17 68.71 4.32 9.19 9.59 11.61 64.42 5.71 8.67

4S2 7.93 8.13 65.96 6.43 11.55 8.76 9.04 67.71 5.52 8.97 7.76 8.83 62.77 7.69 12.95

7S1 11.78 10.56 66.69 5.89 5.08 12.47 10.23 67.89 3.34 6.07 10.55 10.07 67.93 4.75 6.7

1P1 6.07 7.28 68.87 8.78 9.00 5.08 7.08 69.5 8.97 9.37 5.98 7.15 68.81 9.08 8.98

1P2 6.95 7.87 68.88 10.93 5.37 6.08 7.05 64.73 9.37 12.77 6.71 7.35 66.99 9.1 9.85

4P1 7.94 7.83 68.25 7.08 8.9 7.38 7.74 63.85 7.55 13.48 7.29 10.4 69.27 5.01 8.03

4P2 9.39 9.36 66.02 11.54 3.69 7.74 8.08 60.43 10.19 13.56 7.08 7.42 57.42 11.23 16.85

1L1 6.52 7.21 66.44 10.25 9.58 6.28 6.94 68.07 9.65 9.06 6.34 7.09 67.39 9.87 9.31

4L1 7.09 8.33 69.63 8.56 6.39 7.35 8.56 67.27 8.46 8.36 7.49 8.47 67.17 8.63 8.24

2.3 土壤可蚀性K 值变化规律

土壤可蚀性反映土壤对侵蚀的敏感程度[18]。由

表2可知,沙障的铺设会降低土壤可蚀性,且各沙障间

土壤可蚀性无显著差异(p<0.05)。随着设障年限的

延长土壤可蚀性降低。不同坡位土壤可蚀性K 值的

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8倍,K 值变化较为均匀。3种

机械沙障各坡位土壤可蚀性K 值整体表现为上部>
中部>下部。迎风坡下部,设障1a后,3种机械沙障

的土壤可蚀性 K 值表现为:1L1>1S2>1P1>1P2>

1S1,设障4a后,表现为:4L1>4S1>4P1>4P2>4S2。

迎风坡中部,设障1a后,土壤可蚀性1m×1m规格高

于2m×2m,且PLA沙障内土壤可蚀性最高,2种规格

下分别为0.1748mg·hm2·h/(hm2·MJ·mm)和

0.1668mg·hm2·h/(hm2·MJ·mm),设障4a后,

表现为:4L1>4S1>4S2>4P1>4P2;迎风坡上部,设障

1a和4a,土壤可蚀性皆表现为1m×1m规格高于2m
×2m,且 皆 沙 柳 沙 障 的 最 高,2种 规 格 下 分 别 为

0.1769,0.1746mg·hm2·h/(hm2·MJ·mm)和

0.1856,0.1715mg·hm2·h/(hm2·MJ·mm)。

由表3可知,土壤可蚀性 K 值与土壤有机质呈

极显著(p<0.01)负相关,表明土壤可蚀性K 值随土

壤有机质含量的增大而减小,土壤抗侵蚀能力就增

强,土壤受侵蚀风险就越小;土壤可蚀性K 值与土壤

砂粒、黏粒含量呈负相关,与粉粒含量呈正相关,但其

相关性较小。

表2 2种机械沙障土壤可蚀性K 值

沙障
土壤可蚀性K 值/〔mg·hm2·h·(hm2·MJ·mm)-1〕

下 部 中 部 上 部

1S1 0.1030 0.1726 0.1769
1S2 0.1698 0.1665 0.1746
4S1 0.1662 0.1718 0.1856
4S2 0.1501 0.1642 0.1715
7S1 0.1512 0.1485 0.1601
1P1 0.1680 0.1748 0.1750
1P2 0.1668 0.1669 0.1740
4P1 0.1562 0.1621 0.1835
4P2 0.1531 0.1607 0.1670
1L1 0.1754 0.1721 0.1769
4L1 0.1712 0.1725 0.1764

表3 土壤有机质和土壤粒度组成与

土壤可蚀性K 值的相关系数

项 目  黏粒含量 粉粒含量 砂粒含量 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可蚀性K 值 -0.048 0.0.088 -0.0.225 -0.471**

  注:**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机械沙障铺设使土壤有机质含量增

加。机械沙障的铺设降低了风蚀损失,截获降尘和风

沙流中细粒组分,使其携带的养分在障格内积累、分
解;障格内植被生长、土壤生物结皮发育,生物作用明

显[19],使流沙环境中土壤有机质的流失减弱,从而土

壤有机质在障格内积累;且沙障的铺设利于植被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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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随着植被凋落物的分解及根系分泌物增多,皆有

利于土壤有机质含量积累[20]。迎风坡上部土壤有机

质含量相对较少,除此之外,各沙障土壤有机质含量

均表现为下部>中部>上部。因为铺设机械沙障后,
沙丘中部、上部接受太阳辐射较多,水分蒸发相对较

快,环境条件相对较差,稳定性差,风蚀损失相对严

重[21]。由于缺乏植物根系和凋落物,坡上对风力和雨

水的侵蚀较为敏感,营养物质流失较为严重。凋落物

和草本植物的腐化与土壤水分等环境条件有关[22],沙
丘下部植被覆盖度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减少降雨和

风力对土壤的侵蚀作用。相关研究[23-26]表明,一定范

围内,坡位会影响土壤有机质含量,受重力影响沙丘

上部水土保持能力较差,从而影响土壤养分再分配情

况,使得中部和上部养分会向下部流失,沙丘下部土

壤有机质含量较高。本研究表明,2m×2m的沙柳

沙障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可能原因是由于在沙障

布设早期,作为布障材料的沙柳枝条内带有一定养

分,比PLA沙障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大;其次相

比1m×1m障格内蚀积情况不稳定,2m×2m障格

内形成了稳定凹曲面,利于土壤有机质含量的积累。
土壤粒径分布是指不同粒级的土壤颗粒重量占

土壤颗粒总重量的百分比,它既是土壤分类的重要依

据,又是影响土壤可蚀性的重要因素[27]。相关研究表

明,沙障的铺设使土壤黏粒、粉粒和细砂含量增加,且
各坡位下增幅不同,随设障年限的增加其呈增加趋

势。土壤细物质含量增加,是因为沙障的铺设使地表

粗糙度增大,气流的阻力增大,气流能量损失,地表风

速削弱,使得风沙流中的沙粒在障格内沉降[28],而各

坡位土壤颗粒含量增加幅度不同,是由于风沙流中沙

粒的沉降,使得坡底向坡顶的风沙流不饱和,且沙障

固定了地表沙源,坡下至坡上风沙流能量逐渐减弱且

无沙粒补给,所以从迎风坡下部至上部土壤颗粒沉

降逐渐减少[29,7,9];同时土壤有机质含量所测结果也

表明,沙丘下部土壤有机质含量相对较高,能够较好

地提高风沙土的团聚性,从而维持土壤大团聚体的稳

定性[30]。
土壤可蚀性K 值是衡量土壤对侵蚀敏感程度和

进行土壤侵蚀预报的重要参数[31],K 值越大,土壤抗

侵蚀能力就越低,就越容易发生侵蚀。本研究表明,
土壤可蚀性随设障年限的增加而降低;因为随设障年

限的增加,机械沙障捕获细物质,并逐渐积累、分解,
同时固氮植物和结皮不断发育,生物也逐渐定居,生
物作用逐渐加强,土壤水肥效益加强[32],改变砂粒松

散的状态,同时生物作用使障格内地表粗糙度增加,
皆提高了土壤的抗蚀性,使得土壤可蚀性K 值降低。

本研究表明各立地条件下沙丘下部障格内土壤抗蚀

性强,同时土壤可蚀性 K 值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极

显著(p<0.01)负相关,表明土壤有机质含量越高,土
壤抗侵蚀能力越强;因为土壤有机质会合成腐殖质等

有机胶体,与风沙土中黏粒复合成胶体,可以提高砂

土的团聚性,改善砂粒过于松散的状态,从而增强土

壤抗蚀性,使土壤可蚀性降低;机械沙障的铺设,使土

壤有机质增加,促进植被恢复,增加地表粗糙度,降低

土壤可蚀性,且植物根系使小粒径团粒凝聚成更大粒

径的土壤团粒,结合土壤有机质,增加中等粒径团聚

体含量,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稳定性,对增加土壤

抗蚀性起到重要作用[33]。本研究表明设障1a后,各
坡位2种规格下障格内土壤可蚀性无明显变化趋势,
设障4a后,2种规格下土壤可蚀性 K 值皆表现为

2m×2m铺设规格下土壤抗侵蚀能力强于1m×1m。
产生原因如下:1m×1m规格障格内沉积物堆积强

度大于侵蚀速率,障格内蚀积特征不稳定,不利于短

期内障格内的生物作用;设障4a后,2m×2m障格

内可有效控制易蚀颗粒不被风沙携带,使障格内达到

蚀积平衡,形成稳定凹曲面[34],利于障格内生物作用

的加强,2m×2m沙障的持续防护能力增强。

4 结 论

(1)沙障铺设后利于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其中

2m×2m沙柳沙障对土壤有机质的积累效果最好,
且迎风坡上部土壤有机质含量相对较少。

(2)沙障铺设使得障格内黏粒、粉粒和细砂含量增

加,随设障年限的增加其呈增加趋势;土壤0—20cm范

围内均以细砂为主。
(3)铺设机械沙障可降低土壤可蚀性,各立地条

件下沙丘下部障格内土壤抗蚀性最好;3种机械沙障

中沙柳沙障抗蚀性较高;且随设障年限增加障格内土

壤抗蚀性增强,设障4a后,2m×2m铺设规格障格

内的土壤受侵蚀风险较小;土壤可蚀性 K 值与土壤

有机质含量呈极显著(p<0.01)负相关。
沙障铺设使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利于细粒物质

的积累,增强土壤抗蚀性,是治理流动沙丘有效的风

蚀防治措施,建议在库布齐沙漠北缘铺设机械沙障

时,可采用迎风坡上部铺设1m×1m的PLA沙障,
中部铺设2m×2m的沙柳沙障,下部铺设2m×2m
的PLA沙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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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覆盖量对不同容重黑土坡耕地
水土流失的影响

曹尤淞1,李和平1,2,肖 波1,3

(1.中国农业大学 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100193;2.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总院,

河南 郑州450000;3.中国科学院 水土保持研究所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杨凌712100)

摘 要:[目的]研究免耕背景下土壤容重和秸秆覆盖对东北黑土坡耕地水土流失的影响,为东北黑土区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改良和推广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通过模拟传统翻耕和免耕条件下的土壤容重(1.2,

1.3g/cm3),结合不同秸秆覆盖量(0,328,656,984g/m2)开展人工降雨试验,对比不同方式下黑土的初始

产流时间、产流速率、径流量以及土壤流失量。[结果]①土壤容重的增加显著缩短了初始产流时间并增加

了水土流失量。同一秸秆覆盖量条件下,与容重为1.2g/cm3 时相比,1.3g/cm3 容重时的土壤初始产流时

间缩短了13.1%~49.9%,径流量增加了0.4%~90.4%,土壤流失量增加了24.6%~302.8%;②与无秸秆

覆盖相比,秸秆覆盖下的土壤初始产流时间延长了1.2~2.9倍,径流量减少了3.1%~38.9%,土壤流失量

减少了34.0%~97.9%,且秸秆覆盖的保土效果与秸秆覆盖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r=0.862);

秸秆覆盖量为656g/m2 时达到最佳的水土保持效果;③土壤容重的增加会加剧黑土水土流失,但秸秆覆

盖显著降低了黑土水土流失,综合对比发现土壤容重为1.3g/cm3 时采取秸秆覆盖,平均减少了10.7%的

径流量和74.2%的土壤流失量。[结论]为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建议东北黑土区免耕时应注意结合秸秆覆

盖措施,且秸秆覆盖量保持在656g/m2 以上为宜。

关键词:土壤容重;秸秆覆盖;水土流失;耕地退化;模拟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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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StrawMulchingonSoilandWaterLossUnderTwoSoilBulkDensitieson
SlopeCroplandinBlackSoilRegion

CaoYousong1,LiHeping1,2,XiaoBo1,3

(1.CollegeofLandScienceandTechnology,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
100193,China;2.He’nanProvincialCoalGeologicalSurveyandResearchInstitute,Zhengzhou,

Hen’an450000,China;3.StateKeyLaboratoryofSoilErosionandDrylandFarmingontheLoess
Plateau,Institute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ChineseAcademyofSciences,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regulatingeffectsofsoilbulkdensityandstrawmulchingonsoilandwaterlosson
slopecroplandintheblacksoilregionofNortheasternChinawerestudiedinordertofacilitatefurtherim-
provementandapplicationofconservationtillagepracticesincludingnotillageandstrawreturningtofields.
[Methods]Twolevelsofsoilbulkdensity(1.2and1.3g/cm3,representingthesoilwithconventionaltillage
andno-tillagepractices,respectively)andfourlevelsofstrawmulching(0,328,656,and984g/m2)were
consideredinthisstudy.Forthesetreatments,simulatedrainfallexperimentswereconducted,Thestarting



timesandratesofrunoffgenerationaswellastheamountofsoilandwaterlossforeachtreatmentwere
measured.[Results]①Soilandwaterlossofthetreatmentswithbulkdensityof1.3g/cm3weresignificant-
lyhigherthanobservedforthetreatmentswithbulkdensityof1.2g/cm3.Specifically,thestartingtimeof
runoffgenerationwasreducedby13.1%~49.9%bydecreasingsoilbulkdensity,andcorrespondinglythe
runoffandsoillosswereincreasedby0.4%~90.4%and24.6%~302.8%,respectively,bythedecreasingof
bulkdensity;②Incomparisiontothecontrol(nostrawmulching),straw mulchingdelayedthestarting
timeofrunoffgenerationby1.2~2.9times.Strawmulchingalsoreducedrunoffamountby3.1%~38.9%
andsoillossamountby34.0%~97.9%.Thesedecreasesinrunoffandsoillosswerepositivelycorrelated(p
<0.01,r=0.862)withstrawmulchingamount.Thebestperformanceofstrawmulchinginconservingsoil
andwaterwouldbeobtainedusing656g/m2ofstrawmulch;③ Thesoilandwaterlossontheblacksoil
slopelandwasaggravatedbyincreasingsoilbulkdensity,butrelievedbyincreasingstrawmulchingasare-
sultofthestrawreturningpractice.Onaverage,no-tillage(increasingsoilbulkdensity,1.3g/cm3)and
strawmulchingpracticesreducedrunoffby10.7%andsoillossby74.2%.[Conclusion]Intheblacksoilre-
gionofNortheasternChina,no-tillageshouldbepracticedinconjunctionwithstrawmulchingtopreventsoil
andwaterlossonslopecropland,andtheoptimumamountofstrawmulchingshouldbegreaterthan656g/m2.
Keywords:soilbulkdensity;strawmulching;runoffandsoilloss;croplanddegradation;simulatedrainfall

  东北黑土区地势广袤,土壤肥沃,是中国主要的

玉米和粳稻商品粮供应地,粮食年产量约占全国总量

的1/4[1]。然而,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黑
土结构遭到不断破坏,水土流失愈发严重[2]。研究表

明,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面积达2.19×105km2,占土

地总面积的20.11%,其中以黑龙江省较为严重,水土

流失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7%[3],坡耕地土壤侵

蚀是黑土区水土流失的主要类型,约占水土流失总面

积的46%[4]。导致黑土区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包

括:①东北黑土区超过60%的耕地为坡耕地,且大多

集中在漫川漫岗地区,地形条件易引发水蚀;②黑土

土质疏松且富含有机质,其本身也具有较强的可蚀

性;③东北黑土区夏季(7—9月)降雨量较大,约占全

年降雨的70%,高强度的集中降雨极易造成水土流

失;④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使坡耕地植被覆盖度普遍降

低,削弱了黑土表层的有效防护。基于上述影响,东
北黑土区坡耕地土层厚度正以0.1~0.5cm/a的速

度不断减少[5],水土流失状况异常严峻,亟待解决。
免耕和秸秆覆盖作为保护性耕作的主要技术措

施[6],目前已有研究关注其水土保持效应[7-8],主要是

通过田间试验对比免耕秸秆覆盖与其他耕作方式下

的水土流失特征,如贺云峰等[9]对比了免耕秸秆覆盖

和传统顺坡垄作的水土保持效应,发现前者能有效减

少坡耕地径流量和侵蚀量;孙芳媛[10]研究发现同等

条件下免耕和秸秆覆盖能够减少93.6%和97.3%的

侵蚀产沙量;Feng等[11]对比发现免耕秸秆覆盖较间

作、套作等更有利于水蚀风蚀交错区土壤的水分保

持。但是免耕条件下土壤容重、孔隙度、团聚度等一

系列土壤物理性质均发生变化,田间试验受混杂因素

影响,难以具体解释容重等土壤物理性质对水土流失

的影响,致使免耕影响水土流失的研究多为宏观现象

的阐明,而缺乏内在机制的分析。此外,目前针对秸

秆覆盖影响黑土水土流失的研究仍然较少,且多为直

接对比有、无秸秆覆盖时的水土流失特征[12],水土流

失随秸秆覆盖量的变化特征尚不明确。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模拟传统翻耕和免耕条件下

的土壤容重(1.2,1.3g/cm3),结合不同秸秆覆盖量

(0,328,656,984g/m2)开展人工降雨试验,比较不

同方式下黑土的初始产流时间、产流速率、径流量以

及土壤流失量,明确土壤容重和秸秆覆盖对东北黑土

区坡耕地水土流失的影响,以期为东北黑土区保护性

耕作技术的改良和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试验于2017年5—9月在位于东北典型黑土区

的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试验站内开展。梨树县位

于吉林省西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23°45'—124°53'
和北纬43°02'—43°46';地处松辽平原腹地,大黑山

西侧,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南部低山丘陵,中部波状

平原,北部为东辽河冲积平原。该区属北温带半湿润

大陆季风性气候,雨热同季,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为6℃,≥10℃年积温2900~3100℃,年日照时数

为2392~2928h,无霜期为115~118d,年均降雨

量为587mm,其中7—9月的降雨约占全年降雨量

的70%,年均蒸发量为808mm。研究区土壤为典型

黑土,土壤质地为粉质黏壤土(砂粒、粉粒和黏粒含量

分别占14.6%,51.7%和33.7%),有机质 含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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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全氮含量为1.36g/kg,速效氮含量为87.96
mg/kg。

1.2 试验设计与方法

2017年5月对试验站内传统翻耕区和免耕区耕

层(0—20cm)土壤容重进行实测,同时结合相关文

献资料[13],将土壤容重设定为1.2g/cm3,1.3g/cm3

两个水平,分别代表传统翻耕和免耕下的黑土容重。
试验小区当季收获的玉米秸秆总量平均为1093.2
g/m2,从无秸秆覆盖到全量覆盖之间,设计0,30%,

60%,90%4个水平,对应的秸秆覆盖量分别为0,

328,656,984g/m2。即本试验共设置2个因素,8种

处理,每种处理重复3次,总计24个样本。
供试土壤取自试验站内农田耕层(约20cm),将

土样自然风干至原质量含水量的6%~7%后,过

5mm筛,按照设定的土壤容重填装土槽。试验所用

土槽规格为长3.0m,宽0.6m,高0.6m,为便于对水

土流失的观测,依照研究区坡耕地坡度的上限值,土
槽坡度统一设定为8°。为保证填土均匀性,试验采

用分层填土法,即每5cm为一层,共分层装填50cm
的黑土;填装上层土之前,打毛下层土表面防止出现

分层现象,土槽的边缘用力均匀压实以减免边界效应

的影响。待填装完毕,将切割后长约5cm的玉米秸

秆碎段,按设定的秸秆覆盖量均匀撒放于土槽表面。
模拟降雨前土槽的质量含水量均控制为15%,与田

间实际状况一致,含水量不足或超过者,通过喷水或

晾晒的方式进行调整。
模拟降雨装置采用西安新汇泽测控技术有限公

司研制的XHZ-JY102型便携式人工模拟降雨器,降
雨高度为4m。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压力,通过喷灌自

吸泵将水由上至下从喷体喷出,具有一定初速度,能
满足天然降雨雨滴的终点速度(见表1)。根据东北

黑土区降雨短历时、高强度的特点[14],结合《中国暴

雨统计参数图集》等[15]资料,同时考虑到秸秆覆盖会

极大降低雨滴动能,若雨强不足,当秸秆覆盖量较大

时水土流失差异可能不显著,本试验将雨强设定为

120mm/h;降雨均匀度>80%,与天然降雨一致(天
然降雨均匀度通常大于80%[16])。

表1 120mm/h模拟降雨强度下的降雨均匀度

雨强/
(mm·h-1)

时长/
min

面积/
cm2

雨量/ml
降雨

均匀度/%

29.1 42.4 30.1

120 60 314
39.5 49.9 31.1

86.0
30.3 39.2 32.5
39.4 35.9 40.4

本试验降雨时间约2h,试验过程中记录初始产

流时间并对径流进行全过程收集(每1min收集一

次)。降雨结束后将收集的径流静置8~10h,待澄

清后将上清液和泥沙分离,对上清液称重并换算为径

流量,将泥沙于阴凉处风干后称重并换算为土壤流失

量。由于本试验中产流开始45min后,坡面的径流

量趋于稳定,因此本文取产流过程前45min的数据

进行分析。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使用MicrosoftExcel2013计算平均值和标准误

差,同时绘制图表。使用IBMSPSSStatistics22进

行单因素和双因素方差分析以检验不同处理的差异

显著性,同时进行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土壤容重下黑土的水土流失特征

如表2所示,同一秸秆覆盖量(0,328,656,984
g/m2)下土壤容重增加均缩短了初始产流时间。其

中与1.3g/cm3 容重相比,1.2g/cm3 容重土壤的

初始产流时间分别延长了14.5%,78.1%,58.3%,

100.0%。且当秸秆覆盖量为984g/m2 时两种容重

土壤的初始产流时间差异显著(p<0.05)。
秸秆覆盖量相同时,不同土壤容重下的产流过程

相似,即初期产流速率快速增加,之后增速放缓且上下

波动,后期趋于稳定(图1)。以秸秆覆盖量656g/m2

为例:在1.2g/cm3 土壤容重下,产流速率在1~4min
内从0.4mm/min快速增加到1.3mm/min,之后速率

缓慢增加并在第20min左右达到稳定,降雨后期的稳

定产流速率为2.0mm/min;而在1.3g/cm3 土壤容重

下产流速率在1~8min内从1.0mm/min快速增加到

2.5mm/min,之后速率缓慢增加并在第30min左右达

到稳定,降雨后期的稳定产流速率为3.5mm/min。
与1.2g/cm3,土壤容重相比,土壤容重为1.3g/cm3

时的稳定产流速率增加了75.0%。秸秆覆盖量为

656g/m2,984g/m2 时,1.3g/cm3 土壤容重下各时

刻的产流速率均大于1.2g/cm3 土壤容重。
表3中各处理的径流量显示,在328g/m2 秸秆

覆盖量下,土壤容重为1.3g/cm3 时的径流量比土壤

容重为1.2g/cm3 时减少了12.9%,而其他处理分别

增加了0.3%,66.4%,90.2%;同时,秸秆覆盖量为

656g/m2,984g/m2 时两种土壤容重下径流量差异

显著(F=11.30,p<0.001)。土壤流失量方面,当秸

秆覆盖量相同时,1.2g/cm3 容重下的土壤流失量均

低于1.3g/cm3 容重。其中在0,328,656,984g/m2

秸秆覆盖量下,土壤容重1.3g/cm3 分别是土壤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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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g/cm3 下的1.6,4.0,1.2,1.9倍;秸秆覆盖量为0,

328g/m2 时,两种土壤容重下的土壤流失量差异

显著。

 表2 不同容重和秸秆覆盖量下黑土的初始产流时间 min

秸秆覆盖量/
(g·m-2)

1.2g/cm3
土壤容重

1.3g/cm3
土壤容重

0 7.1±0.6Aa 6.2±2.9Aa

328 26.0±0.5Aa 14.6±6.3Aa

656 27.7±0.5Aa 17.5±5.1Aa

984 26.8±3.0Aa 13.4±4.9Ab

  注:同行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同行不同小写

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3 不同容重和秸秆覆盖量下黑土的径流量和土壤流失量

秸秆覆盖量/
(g·m-2)

土壤容重/
(g·cm-3)

径流量/
mm

土壤流失量/
(g·m-2)

0
1.2 115.7±7.8ABab 1383.5±33.1Bb

1.3 116.1±8.0ABab 2165.4±17.2Aa

328
1.2 112.1±15.5ABab 355.0±4.8Cc

1.3 97.6±4.3BCbc 1429.9±27.3Bb

656
1.2 76.9±3.1Ccd 120.7±2.0DEd

1.3 128.0±5.3ABa 150.3±2.5Dd

984
1.2 70.7±1.3Cd 28.9±1.1Fe

1.3 134.5±4.1Aa 56.1±2.3EFe

  注: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同列不同小写

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图1 各秸秆覆盖量下不同容重黑土的产流速率

2.2 不同秸秆覆盖量下黑土的水土流失特征

如表2所示,秸秆覆盖量在656g/m2 以下时,初
始产流时间随覆盖量的增加而延长,当覆盖量超过656
g/m2 后,初始产流时间出现小幅度下降。1.2g/cm3

土壤容重下,秸秆覆盖量为328,656,984g/m2 的初

始产流时间较无覆盖分别延长了2.7,2.9,2.8倍,差
异极显著(F=39.69,p<0.002);在1.3g/cm3 土壤

容重下,秸秆覆盖量为328,656,984g/m2 的初始产

流时间较无覆盖分别延长了1.4,1.8,1.2倍。
当容重相同时,不同秸秆覆盖量下的产流过程相

似,即初期产流速率先快速增加而后增速放缓,最后

趋于稳定(图2)。产流速率方面,在1.2g/cm3 土壤

容重下,0,328,656,984g/m2 秸秆覆盖的稳定产流速

率分别是3.3,2.5,2.0,1.9mm/min,秸秆覆盖处理分别

比无覆盖处理分别减少了24.2%,39.4%,42.4%,在

1.3g/cm3 土壤容重下,不同处理的稳定产流速率分

别是3.0,3.6,3.5,3.7mm/min,秸秆覆盖处理比无覆盖

处理的稳定产流速率分别增加了20.0%,16.7%,23.3%。
各处理的径流量显示,土壤容重为1.2g/cm3 时

的径流量随秸秆覆盖量的增加而不断减少(表3)。
与无覆盖相比,秸秆覆盖量为328,656,984g/m2 时

径流量分别减少了3.1%,33.5%,38.9%。不同秸秆

覆盖量下的径流量总体差异显著(F=7.25,p<
0.043),但当秸秆覆盖量不超过328g/m2 和秸秆覆

盖量超过656g/m2 时,径流量差异均不显著;土壤容

重为1.3g/cm3 时,径流量随着秸秆覆盖量的增加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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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后增加趋势。不同秸秆覆盖量下的径流量总体差

异显著(F=14.39,p<0.013),两两比较发现,328g/m2

秸秆覆盖量下径流量比无覆盖减少了15.9%,差异显

著(p=0.037);656g/m2,984g/m2 秸秆覆盖量下径

流量分别比无覆盖增加了10.2%和15.8%,在秸秆覆

盖量为984g/m2 时差异显著(p=0.038)。
土壤流失方面,两种容重下土壤流失量均随秸秆

覆盖量的增加而不断减小。1.2g/cm3 土壤容重下,与
无覆盖相比,秸秆覆盖量为328,656,984g/m2 时土壤

流失量分别减少了74.3%,91.3%,97.9%,各处理之

间均差异显著(F=1398.20,p<0.001);1.3g/cm3

土壤容重下,与无覆盖相比,秸秆覆盖的土壤流失量

分别减少了34.0%,93.1%,97.4%,各处理之间均差

异显著(F=4006.83,p<0.001)。

图2 两种容重黑土在不同秸秆覆盖量下的产流速率

2.3 土壤容重和秸秆覆盖量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如表4所示,径流量、土壤流失量、容重三者间两

两成正相关关系,其中径流量与土壤容重显著正相关

(p<0.05);径流量和土壤流失量与秸秆覆盖量之间成

负相关关系,且土壤流失量与秸秆覆盖量极显著负相

关(p<0.05)。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径流量与

土壤容重和秸秆覆盖量的回归方程决定系数为0.258
(F=3.61,p=0.057),土壤容重的回归系数为0.559,秸
秆覆盖量的回归系数为0.210,表明土壤容重对径流量

的影响大于秸秆覆盖量;土壤流失量与土壤容重、秸秆

覆盖量和径流量之间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为0.865(F
=33.17,p<0.001),秸秆覆盖量的回归系数为0.922,
土壤容重为0.471,径流量为0.289,表明秸秆覆盖量

对土壤流失量的影响大于土壤容重和径流量。

表4 径流量和土壤流失量与土壤容重和

秸秆覆盖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 量  径流量 土壤流失量 土壤容重 秸秆覆盖量

径流量  1.000 0.170 0.559* -0.210
土壤流失量 — 1.000 0.310 -0.862**

土壤容重 — — 1.000 —
秸秆覆盖量 — — — 1.000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性系数在0.05,0.01水平显著。

3 讨 论

不同容重黑土的水 土 流 失 研 究 表 明,相 较 于

1.2g/cm3容重,1.3g/cm3 容重下黑土初始产流时间

缩短,产流速率、径流量和土壤流失量都显著增加,这

表明水土流失随土壤容重的增加而加剧。雨滴降落

土壤表面后,首先产生击溅侵蚀,此时的侵蚀力较弱,
径流也尚未产生;当降雨强度大于入渗速率后,坡面

径流开始出现,在持续降雨之下,汇流面积不断扩大,
径流量和流速迅速增加,使径流具有较强的冲蚀力,
从而造成大量土壤流失[17]。土壤入渗性能是影响径

流产生和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土壤容重作为土壤结构

紧实度的反映,其变化从根本上影响了土壤颗粒排布

和大孔隙数量,进而影响到土壤的入渗性能[18]。相

同质地土壤,其孔隙度和大孔隙数量随容重的增大而

急剧减少,而大孔隙是土壤水分流动的主要通道,其
数量减少降低了土壤内部连通性,同时产生较多的封

闭气体,直接阻碍了水流的畅通性,导致湿润峰运移

距离减小,累积入渗量和入渗率减缓,入渗能力衰减

速度加快,最终表现为水土流失的加剧。
本研究中,秸秆覆盖延长了黑土初始产流时间,

降低了产流速率、径流量和土壤流失量,即秸秆覆盖

显著提升了黑土的水土保持性能。其原因一方面是

秸秆覆盖可以减缓降雨对表层土壤的直接冲击[19],
维持土壤团聚体结构和孔隙度,减少地表结皮的形

成,从而增加了单位时间内的雨水入渗量,降低了产

生径流的动能;另一方面秸秆覆盖通过提升地表粗糙

度增加了地表填洼量,致使需要更多的降雨填洼才能

形成径流,从而延滞了坡面初始产流时间;此外,秸秆

本身对径流和泥沙具有物理拦截阻滞作用,能削弱径

流侵蚀力并使泥沙不断沉积,减少了坡面的产流产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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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20]。本研究发现当黑土容重为1.3g/cm3 时,径流

量并未随秸秆覆盖量的增加而显著减少,可能是因为

土壤容重较大,土壤中有利于降雨入渗的大孔隙数量

过少,并且与田间土壤的结构相比,人工土槽受填装、
压实等影响下其内部的非活性孔隙更多,由此导致的

径流增加量远大于秸秆覆盖对径流量的减少,致使秸

秆覆盖的作用难以显现。仅从本研究的数据来看,秸
秆覆盖量为656g/m2 时的初始产流时间最长,其原

因可能是当秸秆覆盖量较低时,对降雨初期所造成的

击溅侵蚀减缓作用相对较弱,大雨强下的抗溅蚀能力

仍然不足,当秸秆覆盖量达到656g/m2 后,土壤表面

已经形成了较为致密的覆盖层,充分提升了地表粗糙

度,削减了雨滴溅蚀力,因而临界点之后再增加秸秆

对延长初始产流时间的作用并不显著。
综合本研究结果,免耕对土壤容重的提升将加剧

水土流失,秸秆覆盖则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效应。因

此,从水土保持角度考虑,东北黑土区免耕时应注意

结合秸秆覆盖。

4 结 论

(1)土壤容重增加显著缩短了初始产流时间并

增加了水土流失量。与土壤容重为1.2g/cm3 时相

比,1.3g/cm3 容 重 时 土 壤 初 始 产 流 时 间 缩 短 了

13.1%~49.9%,径流量增加了0.4%~90.4%,土壤

流失量增加了24.6%~302.8%。
(2)秸秆覆盖具有显著的水土保持效应。与无

秸秆覆盖相比,秸秆覆盖下的土壤初始产流时间延长

了1.2~2.9倍,径流量减少了3.1%~38.9%,土壤流

失量减少了34.0%~97.9%;同时秸秆覆盖的水土保

持效果与秸秆覆盖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秸秆覆盖

量为656g/m2 时达到最佳的水土保持效果。
(3)免耕后土壤容重的增加可能会增多地表径

流,并由此加剧土壤侵蚀,而秸秆覆盖可以显著降低黑

土水土流失,综合对比显示,当土壤容重为1.3g/cm3

时采取秸秆覆盖仍平均减少了10.7%的径流量和

74.2%的土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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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长武县黑垆土斥水性的影响因素

李 凯1,帕力夏提·格明1,王维维1,杜 峰2,徐学选2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草业与草原学院,陕西 杨凌7121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杨凌712100)

摘 要:[目的]分析改性黑垆土出现斥水性的条件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气候暖干化背景下当地降雨入

渗行为对斥水性的响应问题提供参考。[方法]试验在黄土旱塬陕西省长武县农田试验场进行,选取玉米

地和苜蓿地0—20cm土壤作为试验对象,对2种作物下的土样设计4水平土壤含水量、3种容重和3水平

十八烷基伯胺(OCT)添加量进行组合配制土样,用滴水穿透时间法进行斥水性测试。[结果]土壤斥水性

(SWR)随着土壤含水量(0%~6%范围)和容重的增加及 OCT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其中土壤含水量、

OCT添加量和土壤容重对SWR的影响存在多因素交互效应。在逐步回归分析中,OCT和含水量共同参

与下的拟合模型更优。1.3g/cm3 土壤容重下,在0%含水量和0.15%OCT添加量及2%含水量和0.10%
OCT添加量条件时,非斥水的黑垆土土壤会转变为轻微斥水性土壤。[结论]在黑垆土低水条件下的降水

入渗过程中,应更多关注不同土地利用土壤含水量和极性物质的积累变化对斥水风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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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InfluencingWaterRepellencyofHeiluSoilin
ChangwuCounty,ShaanxiProvince

LiKai1,Palixiati·Geming1,WangWeiwei1,DuFeng2,XuXuexuan2

(1.CollegeofGrasslandAgriculture,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2.Institute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onditionsandfactorsinfluencingsoilwaterrepellency(SWR)ofHeilusoilwas
exploredinordertoprovideareferenceforresearchontheresponseoflocalrainfallinfiltrationbehaviorto
waterrepellencyunderthebackgroundofclimatechange.[Methods]Theexperimentwasconductedon
farmlandfromChangwuCountyontheLoessPlateau.Measurementsweremadeonsoilsamplesfromthe
0—20cmsoillayerofamaizefieldandanalfalfafield.Soilsamplesfromthetwocropfieldswerebroughtto
alaboratoryandtestedatfoursoilmoisturecontents,threebulkdensities,andthreelevelsofaddedoctade-
cylamine(OCT).Waterrepellencytestswereconductedbymeasuringdrippenetrationtime.[Results]SWR
increasedwithincreasingsoilmoisturecontent(rangingfrom0%to6%),bulkdensity,andOCTaddition.
Soilmoisturecontent,OCTaddition,andsoilbulkdensityexhibitedmulti-factorinteractioneffectsonSWR.
StepwiseregressionanalysisdeterminedthatthebestmodeloccurredwithOCTandwatercontentasregres-
sionparameters.Underasoilbulkdensityof1.3g/cm3at0% moisturecontentwith0.15% OCTaddition,

2% moisturecontentand0.10% OCTaddition,thenon-water-repellentHeilusoilwouldturnintoslightly
water-repellentsoil.[Conclusion]Moreattentionshouldbegiventotheimpactofsoilwatercontentandac-



cumulationofpolarsubstancesonwaterrepellencyriskunderdifferentlandusesduringtheprocessofpre-
cipitationinfiltrationforaHeilusoilunderlow-waterconditions.
Keywords:soilwaterrepellency;soilmoisturecontent;octadecylamine(OCT);waterdrippenetrationtime;

Heilusoil

  土壤斥水性(soilwaterrepellency,SWR)是指

土壤 不 能 或 者 很 难 被 水 分 湿 润 的 现 象。1910年

Schreiner和Shorey在调查加利福尼亚土壤的腐殖

质时,首次提出土壤“很难被湿润”的概念。此后研究

认为斥水性是极性有机质引发,积累有极性的物质的

表面,或因为相同极性阻碍水湿润土壤,在干燥化的

土壤中斥水性表现突出。但直到上个世纪末,斥水性

研究并未得到广泛重视。进入21世纪,土壤斥水性

才成为继土壤优先流(soilpreferentialflow)以后的

有关土壤水分运动研究的新热点。国内对土壤斥水

性的研究起步较晚[1],研究成果较少,2010年后才有

突破性增长。目前主要集中在斥水性测定[2-3]、空间

分布、斥水性与土壤含水量的基本关系[4]、与有机质

的关系[5],斥水土壤中的水及溶质运移方面等[6]。对

于黄土区的相关研究尤其薄弱。
黄土母质下的土壤一般不易表现出斥水性[7-8],

因而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发生斥水效应的水土流失危

险。未来气候暖干化背景下土壤干燥化加剧,并且随

着植被恢复进程和人类活动干扰减少,黄土土壤会在

干旱环境下积累极性有机质,黄土区土壤或能表现出

微弱的斥水性、进而增加土壤斥水引起的水土流失风

险。如何消除土壤由亲水到斥水的转变危险,需要对

引起土壤发生斥水的因素,如含水量、土壤有机质含

量、容重等因素作深入研究。
黑垆土为黄土母质发育的地带性土壤,在中国陕

西和甘肃等地分布广泛。豆科作物种植和免耕可以

有效提高土壤表层有机质积累[9-10]。本研究选择苜

蓿地为免耕地和容易积累极性物质容易的类型,玉米

地为翻地整地多、表层土壤中有机质量少、极性往往

被打扰的类型,探索黑垆土土壤出现斥水表现的可能

条件和影响因素。由于黑垆土仅在干燥和积累一定

极性物质情况下才会出现斥水,本文研究土样在低水

水平下,添加OCT极性物质情况下使得黑垆土出现

斥水的条件,以期为土壤干燥条件下的入渗能力相关

研究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试验土壤采自渭北旱塬的长武水土保持试验站农

田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试验场,位于陕西省长武县城关

西2.5km的十里铺村南1km旱塬上,塬面平坦宽阔,
黄土堆积深厚,海拔1200m,年均降雨584.1mm,
年均气温9.1℃,无霜期171d,属温带大陆季风型半

湿润易旱气候区。本试验选择2个试验样地,分别是

苜蓿连作区和玉米连作区,土壤为黑垆土。土壤基本

理化性质见表1。

表1 0-20cm黑垆土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样 地

土壤机械组成/%
砂 粒

(>0.02mm)
粉 粒

(0.002~0.02mm)
黏 粒

(<0.002mm)

有机碳含量/
(g·kg-1)

>0.25mm水稳性
团聚体含量/%

苜蓿地 28.36±5.10 36.33±2.49 35.32±4.61 35.95±2.51 61.36±4.00
玉米地 40.06±3.80 33.25±2.21 26.70±1.65 20.75±0.45 38.10±3.56

1.2 材料与方法

1.2.1 样品制备 采样时间为2019年10月,玉米地

和苜蓿地各选取3个样点,取土深度为0—20cm,将
土样用小刀沿自然裂隙切成1cm左右的小块后自然

风干,取风干土样粉碎,剔除杂质后过1mm筛备用。
按土壤含水量0%,2%,4%和6%制备4组不同

含水量的土壤试样。试样初始为干燥状态,给干土按

控制含水量需要喷洒水量搅拌均匀后,密封放入35
℃恒温烘箱12h,使水和土混合均匀,此时某一含水

量的试样即制备完成,即玉米地、苜蓿地分别制备4
个含水量试样。

按3个 水 平 OCT 添 加 量(0.05%,0.10%和

0.15%)和3个水平土壤容重(1.3,1.4,1.5g/cm3)
制备4个不同含水量供试土壤样。将 OCT研磨至

细颗粒后按百分比与不同含水量的土壤混合,密封

于25℃的室温下放置96h,获得土壤试样72个。
将不同含水量 与 OCT 的 土 壤 按 容 重1.3g/cm3,
1.4g/cm3,1.5g/cm3 分别装入土盒内,轻轻平整表

面,共获得土样3容重×3OCT添加量×4含水量水

平×3重复×2作物=216个处理,然后对其进行斥

水性测定。

1.2.2 土壤斥水性SWR测定方法 采用滴水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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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WDPT)法对各土盒内的土壤进行斥水性测定,
滴定溶液为25℃室温下的蒸馏水,滴定管采用标准

滴定管(0.48ml/滴),滴头距离土面5mm,每一个样

本滴定7次,记录每滴的入渗时间t,取其平均值作为

样本滴水穿透时间,参照 WDPT值分级对应的斥水

等级[11](表2)。

表2 滴水穿透时间 WDPT值分级所对应的斥水等级

项 目
WDPT等级

≤5s 5~60s 60~600s 600~3600s >3600s
斥水等级 不斥水(湿润) 轻微斥水 斥水 严重斥水 极度斥水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Excel2016进 行 数 据 统 计 和 图 表 构 建,

SPSS23.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黑垆土不同处理下的斥水表现比较

SWR与土壤含水量、容重、OCT添加量的差异

如图1—2所示。由图1—2可以看出,不同含水量、
容重及OCT添加量对SWR均产生一定的影响。黑

垆土在没有OCT添加时是亲水性土壤,S1 处理的滴

定时间均小于5秒,即有一定的OCT加入,仍不能改

变黑垆土亲水的性质,2种作物,3个容重的处理中,
与黑垆土属于非斥水性土壤的性质十分一致。当

OCT添加量为0.10%后,2种土地利用下的土壤均

出现不 同 程 度 斥 水 现 象,并 且 OCT 添 加 量 达 到

0.15%时,2种土地利用下的土壤表现出严重斥水;斥
水程度随土壤含水量增加(0%~6%)逐渐增强;斥水

程度基本符合随容重增加而增强规律,如在2%和

4%含水量时,严格遵循容重增加斥水性增强的,只是

在0%和6%含水量时有所波动。

图1 玉米地土壤处理样的斥水性测试结果

  从图1玉米地和图2苜蓿地可以看出:在0%含

水量时,低、中两个水平的 OCT添加下、3个容重变

化范围内土壤可以维持亲水本质,即完全干燥的黑垆

土,在斥水物质添加低于(0.15%)时仍然可以保持亲

水本性,当OCT添加到一定量后(0.15%),无论含水

量、容重,黑垆土就不再是亲水的,变化为斥水性土

壤。当含水量增加到2%时,只有容重1.3g/cm3 处

理组合没有斥水性,其他组合处理的SWR表现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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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重、OCT添加量增加、土壤含水量增加而增大趋

势,即土壤容重开始影响到土壤的亲水性质,容重的

增加加大了土壤水滴入渗的难度,土壤向斥水性转

变。在0%含水量、OCT添加量在0.15%时土壤由非

斥水转变为轻微斥水状态,并且随着容重的增加斥水

性增强(图1a)。在2%含水量时,SWR随着OCT添加

量的增加而增强,并且0.10%和0.15%OCT添加量下,
土壤由非斥水转变为轻微斥水或斥水状态(图1b)。在

4%和6%含水量的情况下,OCT添加量达0.15%时,

WDPT值均大于3600s,土壤均表现出极度斥水,其中

6%含水量,OCT添加量为0.10%时 WDPT值均大于

600s,土壤表现出严重或极度斥水(图1c,1d)。
图2苜蓿地表明:苜蓿地的表现与玉米地的基本

一致,反映出土壤质地的影响上不足于含水量,OCT

添加量的影响。容重对SWR的影响在低含水量、低

OCT添加量时影响不明显;在2%含水量,0.15%
OCT添加量和4%含水量,0.10%OCT添加量及6%
含水量,0.10%OCT添加量时,SWR表现为随容重

的增加而增大。在0%含水量、OCT添加量在0.15%
时土壤由非斥水转变为轻微斥水状态(图2a)。在

2%含水量时,SWR随着OCT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强,
并且0.10%和0.15%OCT添加量下,土壤由非斥水

转变为轻微斥水或斥水状态(图2b)。在4%含水量

的情况下,OCT添加量0.10%时,土壤表现为斥水或

严重斥水状态,OCT添加量0.15%时,土壤均表现出

极度斥水(图2c)。在6%含水量时,OCT添加量为

0.10%或0.15%时 WDPT值均大于600s,土壤表现

出严重或极度斥水(图2d)。

图2 苜蓿地土壤处理样的斥水性测试结果

2.2 黑垆土SWR影响因素的互作效应分析

交互效应是指两个或者多个因素在对方不同水

平上呈 现 的 效 应 存 在 差 异。由 于 滴 水 穿 透 时 间

(WDPT)值变幅较大,故取数据的对数进行互作效应

分析,结果见图3。图3表明,玉米地和苜蓿地体现出

3个因素组合对 WDPT值影响具有交互作用。通过

多因素方差分析(表3),玉米地3因素除了显著的直接

作用外,仍表现出极显著的交互作用(p<0.001)。包

括两因素交互作用。单因子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土壤

含水量,OCT添加量和土壤容重均存在极显著效应(p
<0.001)。说明在玉米地土壤OCT添加量、土壤含水

量、土壤容重是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各因素间均存在交

互效应。0.10%OCT添加量的3个容重下,不同土壤

含水量水平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0.15%
OCT添加量,1.4,1.5g/cm3 容重下,0%,2%土壤含

水量与4%,6%土壤含水量差异极显著(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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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土壤含水量、OCT添加量和土壤容重的互作分析

  苜蓿地十分类似玉米地的情况(表3,图3),土壤

含水量、OCT添加量、容重对 WDPT值的影响存在3
因素交互和2因素的两两交互作用(p<0.001)。

表3 影响SWR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影响
因素

玉米地

F p

苜蓿地

F p
a 9794.175 <0.001 4571.457 <0.001
b 3074.970 <0.001 1148.810 <0.001
c 57.390 <0.001 83.003 <0.001
a*b 831.158 <0.001 354.966 <0.001
a*c 10.990 <0.001 28.053 <0.001
b*c 14.026 <0.001 13.255 <0.001
a*b*c 8.345 <0.001 20.974 <0.001

  注:a为OCT添加量,b为土壤含水量,c为土壤容重。

苜蓿地与玉米地相比:OCT添加量、含水量的F
值降低,容重的F 值增强,交互作用的F 值均有所增

强。这可能与苜蓿地有机质含量和土壤颗粒组成有

关,结合表1可知,苜蓿地本身有机质含量高、黏粒含

量多,在低土壤含水量情况下,或可积累极性,增加斥

水风险。
图3同时反映2种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土壤容

重下随着OCT添加量增加,土壤含水量对SWR影

响的变化趋势:在不同土壤容重下,玉米地和苜蓿地

各含水量对SWR的影响随OCT添加量增加均呈上

升趋势。其中玉米地在1.3g/cm3 容重时,2%~4%
含水量的曲线斜率变化较小,0%含水量斜率先小后

大,6%含水量斜率先大后小。较于1.3g/cm3 容重,

1.4,1.5g/cm3 容重时,2%~4%含水量的曲线斜率

有减小趋势,而6%含水量斜率在中高 OCT添加量

时趋于水平,0%含水量斜率仍先小后大。苜蓿地与

玉米地的情况基本相似,不同在1.5g/cm3 容重时,

4%含水量斜率在中高 OCT添加量时也趋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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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中高土壤容重下,各土壤含水量随着 OCT添

加量的增加,斥水性均会到达顶峰,此时随着含水量

增加和OCT的添加,不同土壤处理表现出的斥水性

均达到极度斥水级别,需要滴定时间的对数值差异也

会变得不明显。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4)表明,2类样地OCT添

加量对SWR的作用最大,分别可以解释玉米地SWR
54.0%的变异,苜蓿地为56.2%。玉米地中,OCT添

加量和土壤含水量共同可以解释SWR80.1%的变

异,而土壤容重没有被归入回归模型中,说明主要影

响玉米地的SWR因素为 OCT添加量和土壤含水

量。苜蓿地OCT添加量和土壤含水量共同可以解释

SWR77.6%的变异,OCT添加量、土壤含水量和土

壤容重共同可以解释SWR78.5%的变异,可以看出

在苜蓿地中土壤容重虽然归入到回归模型,但是影响

的程度不高。5个拟合模型中,OCT添加量和土壤含

水量共同参与下的拟合模型更优,玉米地和苜蓿地的

F 值分别为220.563,186.636。总体来看,2类样地

OCT添加量和土壤含水量对SWR的影响明显大于

土壤容重的影响。

表4 滴水穿透时间与各因子的逐步回归分析

样 地 拟合模型(标准化系数)  调整R2 F p

玉米地
lgt=0.738a-1.564 0.540 126.637<0.001
lgt=0.738a+0.513b-3.396 0.804 220.563<0.001

lgt=0.753a-1.652 0.562 138.496<0.001
苜蓿地 lgt=0.753a+0.463b-3.343 0.776 186.636<0.001

lgt=0.753a+0.463b+0.104c-3.7590.785 131.386<0.001

 注:a为OCT添加量(%);b为土壤含水量(%);c为土壤容重(g/cm3)。

2.3 黑垆土由不斥水转变为轻微斥水的条件分析

表5表示土壤由不斥水到轻微斥水转变的条件。
由表5可知,玉米地和苜蓿地的出现斥水的条件和具

体的WDPT值很接近,即土壤中颗粒机械组成(表1)
对斥水性影响不明显,只是相同条件下苜蓿地略微更

斥水。具体出现斥水的条件为:玉米地在0%含水量

的情况下,只有当 OCT添加量达0.15%时,WDPT
值大于5s且小于60s,土壤表现为轻微斥水。在

2%含水量的情况下,OCT添加量为0.10%且土壤容

重为1.3g/cm3,1.4g/cm3 时,WDPT值大于5s且

小于60s,土壤表现为轻微斥水;OCT 添 加 量 达

0.15%且土壤容重为1.3g/cm3 时,土壤表现为轻微

斥水。苜蓿地在0%含水量的情况下,只有当 OCT
添加量达0.15%且土壤容重为1.3g/cm3,1.4g/cm3

时,WDPT值大于5s且小于60s,土壤表现为轻微

斥水。在2%含水量的情况下,OCT添加量为0.10%

时,WDPT值大于5s且小于60s,土壤表现为轻微

斥水,并且 WDPT值随着土壤容重的增加而增大;

OCT添加量达0.15%且土壤容重为1.3g/cm3 时,土
壤表现为轻微斥水;土壤容重为1.4,1.5g/cm3 时,

WDPT值大于60s,土壤表现为斥水。

表5 黑垆土土壤由湿润转变为轻微斥水时的

条件及其滴水穿透时间 WDPT值

样 地
土壤

含水量/%
OCT

添加量/%
不同土壤容重/(g·cm-3)

1.3 1.4 1.5
0 0.15 7s 9.s 17s

玉米地 2 0.10 7s 24s >60s
2 0.15 56s >60s >60s

0 0.15 13s 12s >60s
苜蓿地 2 0.10 5s 30s 47s

2 0.15 55s >60s >60s

3 讨 论

在逐步回归分析中(表4),OCT添加量和土壤含

水量是SWR的主要影响因素,玉米地中,OCT添加

量和土壤含水量共同可以解释SWR80.1%的变异,
苜蓿地OCT添加量和土壤含水量共同可以解释SWR
77.6%的变异,与吴珺华等[12]研究云南壤土SWR和

OCT含量、含水量呈正相关关系相符。本研究中

0.10%OCT添加量下SWR随着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而

增大,在2%含水量时先出现轻微斥水性,与在对荷

兰沙土进行研究时发现,某些土壤在小于2%含水量

时SWR会消失的结果相符[13],也与在改性土壤条件

下,OCT含量和砂土土壤含水率影响SWR的结果相

符[14]。但是在0%含水量和0.15%OCT添加量时,
土壤仍然从不斥水转变为斥水状态,说明即使在干燥

的土壤条件下,随着OCT添加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土
壤仍会表现出斥水性质。根据图3中0%土壤含水量

的曲线变化趋势,可以推测随着 OCT的继续增加,

SWR可能会达到严重甚至极度斥水水平。杨松等[2]

对土壤颗粒理想模型的研究认为,砂土的密实度对斥

水性也有重要影响:当砂土比较密实时,土壤的“亲
水”与“斥水”特性对含水量特别敏感,随含水量的变

化,土壤可能由亲水性较好的土壤转变为斥水性土

壤;当砂土比较松散时,土壤颗粒的斥水性对含水量

并不敏感,说明容重也可能是影响SWR的因素之

一,本研究发现容重的影响在非干燥土壤、中高OCT
添加量时,表现为随容重增加,斥水程度增强,随着含

水量和OCT添加量的增加,这种趋势变得不明显,可
能是在较高的含水量和 OCT添加量的影响下,各因

素间存在交互效应,容重对于SWR的影响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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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逐步回归分析中,玉米地的土壤容重未被

纳入回归模型,苜蓿地的容重虽被纳入第3个模型,
但是对于解释度的贡献较小,只比 OCT添加量和土

壤含水量的回归模型高0.9%,F 值减小了55.25(表

4)。在本研究中,互作效应分析显示,苜蓿地与玉米

地的土壤含水量、OCT添加量、土壤容重不仅单独显

著影响SWR,而且各因素之间存在交互效应(表3)。
其中2类样地土壤容重单独对SWR影响的F 值均

小于OCT添加量和土壤含水量,基本符合逐步回归

分析中,OCT添加量和土壤含水量对SWR的影响明

显大于土壤容重的影响的结果。交互效应说明土壤

容重、土壤含水量与 OCT添加量之间存在不同水平

的组合影响,表现在0%~2%含水量时,随着 OCT
增加,WDPT值差异不大,而在4%~6%含水量时,

WDPT值急速增加;在0.05%OCT添加量时,随土壤

含水量的增加,土壤仍表现为不斥水,而在0.10%
OCT添加量时,2%~6%含水量的 WDPT值差异明

显,在0.15%OCT添加量时,随着含水量的增加,土
壤会从干燥条件下的非斥水状态迅速转变为斥水状

态。苜蓿地与玉米地相比整地少,苜蓿地有机质含量

和土壤颗粒组成与玉米地存在差异,多因素方差分析

中苜蓿地较玉米地:OCT,含水量的F 值降低,容重

的F 值增强,交互作用的F 值均有所增强。结合表

1,苜蓿地本身有机质含量高、黏粒含量多,在低土壤

含水量情况下,或可积累极性,更易出现斥水风险。
土壤有机碳是影响SWR的重要原因之一,SWR

和土壤有机碳含量呈正相关关系[15],在本研究中,苜
蓿地 的 有 机 碳 含 量 比 玉 米 地 的 有 机 碳 含 量 高

73.25%,在1.4,1.5g/cm3 容重下,苜蓿地在4%含水

量和0.10%OCT添加量的 WDPT值比玉米地高(图

1c,2c)。另一方 面,有 机 质 是 水 稳 性 团 聚 体 含 量

(water-stableaggregates,WSA)发育的有利条件[16],
有研究发现红壤土的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团聚

体的水分入渗力和斥水性存在显著影响[17],本试验

苜蓿地 WSA含量比玉米地高61.05%,推测黑垆土

的团聚体含量对于SWR有一定的影响。对伊朗北

部各类土壤研究表明,土壤黏粒与SWR呈负相关关

系[18],因为砂粒相比于黏粒有更小的比表面积,更易

产生SWR[19]。在荷兰某些土壤的研究证明,中等质

地的土壤(黏粒占20%~30%),甚至是黏土也可能

呈现强烈的斥水性[20]。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土壤种类和土地利用类型不同造成的。本试验玉米

地的砂粒含量比苜蓿地高41.26%,粉粒含量较为接

近,黏粒含量苜蓿地比玉米地高32.28%,说明玉米地

更易出现SWR,这与在0.15%OCT添加量下,对比

两地0%和2%含水量的 WDPT值,玉米地较苜蓿地

变化更大的结果相符(图1a,1b,2a,2b)。可能苜蓿

地高有机质含量对增加斥水的贡献被玉米地高砂粒

含量增强斥水的作用互相抵消,最终两类土的SWR
差别不大。根据陈俊英等[4]对以色列西南部黄土状

母质沙壤土的研究,含水量10%左右时SWR达到峰

值,但本试验未出现随含水量升高SWR达到峰值且

随后减弱的现象,可能是含水量梯度较少且含水量较

低的原因造成,故黑垆土SWR随含水量的变化规律

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讨论。

4 结 论

(1)黑垆土土壤在一般情况下不表现出斥水性,
特殊情况下会有斥水表现。影响黑垆土土壤斥水性

的因素中OCT添加量、土壤含水量的影响明显大于

土壤容重的影响。同时,含水量、OCT添加量和容重

之间对SWR也存在极显著交互作用。
(2)土壤由不斥水到斥水转变的必要条件为:玉

米地和苜蓿地出现斥水的条件和具体的 WDPT值较

为接近,即黑垆土在加入0.10%OCT添加量后,在

0%~6%的低水条件下可以表现出斥水性,而且斥水

程度随着含水量增加有增强趋势。
(3)苜蓿地较玉米地有机碳含量、黏粒含量高,

其本身易积累极性而有斥水潜能,OCT添加、含水

量、容重变化后的斥水性交互分析中的F 值增加,因
素间的交互作用增强。因此,应注意不同土地利用下

的土壤这些理化性质变化对黑垆土斥水风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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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南北两山5种典型人工林土壤的渗透特性
刘小娥,苏世平,李 毅

(甘肃农业大学 林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 要:[目的]探讨不同树种组成的人工纯林和混交林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渗透特性的改良程度,为该

区域人工林营建过程中树种选择及现有林分的抚育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双环渗透法对甘肃省

兰州市南北两山5种典型人工林分类型(侧柏林、新疆杨林、刺槐林、侧柏+刺槐混交林和新疆杨+刺槐混

交林)的土壤渗透特性(土壤初渗速率、稳渗速率、平均渗透速率和渗透总量)进行了研究。[结果]随土层

深度(0—80cm)的增加,土壤渗透性逐渐降低。不同林分类型土壤渗透性均表现为:新疆杨+刺槐混交林

>侧柏+刺槐混交林>刺槐林>侧柏林>新疆杨林,混交林大于纯林;通用经验方程对各林分土壤渗透性

的拟合效果最好,比较适合于描述研究区5种人工林土壤水分入渗过程,Horton方程次之,Kostiakov方程

最差。土壤渗透性与土壤初始含水率、总孔隙度、有机质含量、全氮、无机氮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毛管孔隙

度、非毛管孔隙度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与土壤容重呈极显著负相关。[结论]在今后兰州市南北两山植

被重建过程中,应营造不同树种所组成的混交林人工植被,不宜大面积营造人工纯林植被类型。

关键词:兰州市南北两山;人工林;土壤渗透性;土壤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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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InfiltrationCharacteristicsUnderFiveForestTypesin
SouthernandNorthernMountainsofLanzhouCity

LiuXiaoe,SuShiping,LiYi
(CollegeofForestry,GansuAgriculturalUniversity,Lanzhou73007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improvementdegreeofsoilpermeabilityintheartificialpureforestandmixedfor-
estwithdifferenttreespeciesconpositionduringthegrowthprocesswasinvestigated,inordertoprovidea
scientificbasisfortheselectionoftreespeciesduringforestconstructionandduringthetendingandmanage-
mentofexistingtreestandsinthisarea.[Methods]Soilinfiltrationcharacteristicsbasedonthedoublering
infiltrationmethod,includinginitialinfiltration,stableinfiltration,averageinfiltration,andaccumulative
waterquantity,werestudiedunderfivedifferentforesttypesthatincludedPlatycladusorientalis,Populus
albavarpyramidalis,Robiniapseudoacacia,P.orientalis+R.pseudoacacia,andP.albavarpyramida-
lis+R.pseudoacaciainthesouthernandnorthernmountainsofLanzhouCity,GansuProvince.[Results]

Soilinfiltrationcharacteristicsdecreasedwithincreasingsoildepthinthe0—80cmsoillayer.Soilinfiltration
characteristicsunderdifferentforesttypesfollowedtheorderofP.albavarpyramidalis+R.pseudoacacia
>P.orientalis+R.pseudoacacia>R.pseudoacacia>P.orientalis>P.albavarpyramidalis,indicating
thatinfiltrationcharacteristicsofmixedforestswerebetterthanthoseofpureforests.Acommonempirical



infiltrationmodelprovidedthebestestimatesofinfiltrationprocessesforthefiveforesttypes,followedby
theHorton,thePhilip,andtheKostiakovmodels.Soilinfiltrationcharacteristicshadextremelysignificant
positivecorrelationswithsoilwatercontent,totalporosity,soilorganicmatter,soiltotalnitrogen,and
mineralnitrogen.Additionally,soilinfiltrationcharacteristicshad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swith
capillaryporosity,andnoncapillaryporosity,andhadsignificantnegativecorrelationswithsoilbulkdensity.
[Conclusion]Theseresearchresultswouldbeusefulforprovidingatheoreticalbasisfortheselectionoftree
speciesintheconstructionofartificialforestsinthenorthernandsouthernmountainsofLanzhouCity.
Keywords:southernandnorthernmountainsofLanzhouCity;artificialforest;soilinfiltrationcharacteristics;

soil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

  水源涵养功能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
森林土壤是森林涵养水源的主体,该功能的85%以上

由土壤层实现[1]。土壤渗透性是评价土壤入渗快慢的

重要参数之一[2],渗透性好,对降水及灌溉水的下渗速

度和下渗量就多,可有效减少和减缓地表径流。有研

究表明,土壤渗透能力与土壤容重、孔隙度等物理性质

关系显著或极显著,与土壤有机质、氮、磷、钾等化学性

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3]。也有研究表明,土壤渗透

能力与林分立地条件和树种组成以及土壤生物因子等

有密切关系[4-6]。目前,有关不同立地、不同林分条件

下土壤渗透能力的研究较多[1,4],但所研究的林分林

龄或立地条件不尽相同,可能不能准确评价林分对土

壤渗透特性的影响。因此,探讨同一立地、相同起源

条件下的同一林龄、不同树种组成的林分土壤渗透能

力,有助于揭示树种对土壤改良的能力,可为特定区

域人工林营造时树种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甘肃省兰州市南北两山是兰州市重要的生态屏

障,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土壤贫瘠,保水能力

差,导致植被天然恢复困难,在植被人工恢复过程中,
大 规 模 采 用 侧 柏 (Platycladusorientalis)、刺 槐

(Robiniapseudoacacia)、新疆杨(Populusalbavar
pyramidalis)作为该区域的主要造林树种,所营造的

人工林在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目前,对兰州市南北两山人工林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树种选择[7-8]、群落结构[9]、林分养分、水分、微生物

等[10-11]方面,而对于土壤渗透性方面的研究仅见对侧

柏林地土壤渗透性的研究[12]。因此,研究不同林分

类型土壤渗透特性,揭示其渗透规律,探讨影响林分

渗透能力的主导因子,为该区域人工林营建过程中树

种选择及现有林分的抚育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兰州市南北两山位于黄土高原丘陵区,年均降水

量327.7 mm,年 均 蒸 发 量1468 mm,年 均 气 温

9.1℃;气候干旱,降水稀少,属中温带半干旱区温带

草原气候[13]。南山东起榆中县和平镇营盘水,西至

西固区新城乡新城桥,南至七里河区阿干镇现子口;
北山东起城关区青白石乡张儿沟,西至西固区达川乡

达家沟,南临黄河,北至兰州中川机场,东西长约

60km,南北宽约5~50km。

1.2 试验设计

本研究选取该区域面积较大、分布较广的5种人

工林进行土壤渗透特性研究。各林分组成为:侧柏林

(Platycladusorientalis),乔木层为侧柏,林内无其

他乔木和灌木;刺槐林(Robiniapseudoacacia),乔木

层为刺槐,灌木层为极少量白榆(Ulmuspumila)幼
苗和甘蒙柽柳(Tamarixaustromongolica);新疆杨

(Populusalbavarpyramidalis)林,乔木层为新疆

杨,灌木层为少量紫穗槐(Amorphafruticosa)、柽柳

(Tamarixchinensis)、柠条锦鸡儿(Caraganakor-
shinkii)和沙枣(Elaeagnusangustifolia);新疆+杨

刺槐混交林,乔木层由新疆杨和刺槐组成,树种组成

比例为5新疆杨+5刺槐(数量比例),灌木层为少量

柽柳和白榆幼苗;侧柏+刺槐混交林,乔木层为侧柏

和刺槐组成,树种组成比例为3侧柏+7刺槐(数量

比例),灌木层为少量柠条锦鸡儿、甘蒙柽柳和白榆。

5种人工林基本情况见表1。

2019年8月,在兰州市南北两山选择造林时间

基本一致、土壤类型、坡向、坡位相同的5种人工林林

分类型,每种林分类型选取3个海拔和林相基本一致

的代表性林分,北山2个(为九州台和徐家山),南山

1个(为大洼山);每种林分类型设立3个10m×10m
代表性样地,调查林分树种组成及生长状况(表1)。
在每个样地内沿对角线方向随机选取3个1m×1m
小样方进行土壤剖面挖掘,在挖好的剖面上,按照

0—20,20—40,40—60cm和60—80cm土层深度,
用100cm3 的环刀取原状土,每土层3个重复,每种

林分类型每土层总共取样27个;将所取样品带回实

验室进行土壤渗透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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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兰州市南北两山不同林分类型基本概况

林分类型     郁闭度
海拔/
m

林龄/
a

平均
树高/m

林分密度/
(株·hm-2)

土壤
类型

树种组成比例
(数量比) 群落内其他植物   

侧柏林(PO) 0.85 1813 30 6.02 2977 灰钙土 10侧柏

刺槐林(RP) 0.70 1782 35 9.39 2700 灰钙土 10刺槐 少量白榆幼苗,甘蒙柽柳

新疆杨林(PA) 0.60 1772 35 11.06 2500 灰钙土 10新疆杨 少量紫穗槐、柽柳、柠条锦鸡儿、沙枣

侧柏+刺槐混交林(PO+RP) 0.70 1761 30 6.13 2740 灰钙土 3侧柏+7刺槐 少量柠条锦鸡儿、甘蒙柽柳、白榆

新疆杨+刺槐混交林(PA+RP) 0.65 1804 30 10.92 2801 灰钙土 5新疆杨+5刺槐 少量柽柳,白榆幼苗

1.3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采用双环渗透法测定土壤入渗过程[14]。在室外

用环刀取原状土,带回室内浸入水中12h,然后将环

刀取出,上面套上一个大小相似的空环刀,接口处先

用胶布封好。往上面的空环刀中加水,水层厚5cm。
加水后,自漏斗下面滴下第一滴水时开始计时,之后

隔1,2,3,4,5,6min,…,测量并记录一次通过土柱渗

透出的水量。测定过程中要不断将上面环刀水面加

至原来高度,一直测到4个单位时间内渗出水量相等

时为止。
初渗速率=最初入渗时段内渗透量/入渗时间

平均渗透速率=达到稳渗时的渗透总量/达到稳

渗时的时间

稳渗速率=单位时间内渗透量稳定后的渗透速率

渗透总量=前150min钟内的渗透量

物理性质:采用环刀法测定土壤容重、总孔隙度、
毛管孔隙度;用烘干法测定土壤自然含水率。化学性

质:土壤pH值采用电位法测定;土壤有机质采用重

铬酸钾容量法测定;土壤全氮采用半微量开氏法测

定;土壤无机氮采用KCl浸提,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
土壤全磷采用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土壤速效磷采用

NaHCO3 浸提比色法测定;土壤全钾采用火焰光度法

测定;土壤速效钾采用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
1.4 土壤水分渗透过程模拟

结合前人研究结果[15-16],本研究选取4个常用的

土壤水分渗透模型对不同林分不同土壤层入渗过程

进行过拟合。Kostiakov模 型 为:y=αt-β,Horton
模型为:y=α+βe-nt,Philip模型为:y=α+βt-1/2,
通用经验模型为:y=α+βt-n。式中:y 为入渗速率

(mm·min-1);t为入渗时间(min);α,β,n 为拟合

参数。
1.5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相关性分

析和土壤水分渗透过程拟合。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林分土壤渗透性能

水分的入渗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水文过程,土壤的

初渗速率、稳渗速率、平均渗透速率和渗透总量是评

价土壤水分入渗的重要指标。在林地中,土壤水分入

渗的快慢与林分类型、凋落物累积量、根系分布等因

素有密切的关系[17-18]。
从图1可以看出,土壤初渗速率、稳渗速率、平均

渗透速率和渗透总量在不同林分类型之间均有较大

的差异,初渗速率在0.26~4.07mm/min之间,稳渗

速率在0.08~1.78mm/min之间,平均渗透速率在

0.09~2.20mm/min之间,渗透总量在5.55~123.43mm
之间。0—80cm土层,4个土壤渗透参数均表现为新疆

杨+刺槐混交林>侧柏+刺槐混交林>刺槐林>侧柏

林>新疆杨林,新疆杨+刺槐混交林的初渗速率、稳渗

速率、平均渗透速率和渗透总量依此为2.32,0.89,1.14
mm/min及63.05mm,分别是新疆杨林的3.80,2.34,

2.85,2.69倍。4个土壤渗透参数在土层之间差异显

著,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均呈现降低的趋势,0—20cm
土壤层的初渗速率、稳渗速率、平均渗透速率和渗透

总量分别是60—80cm的5.11,6.53,6.84,6.65倍。
为了综合评价不同林分类型土壤渗透性能的差

异,以土壤初渗速率、稳渗速率、平均渗透速率和渗透总

量为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表2),第1主成分的方

差累计贡献率达98.08%,几乎解释了整个总方差,信息

损失量很少。因子负荷量表明,第1主成分所有变量的

正荷载相差不大,以渗透总量和平均渗透速率最高,分
别为0.9985,0.9993,可以解释为对土壤渗透能力总的

量度,第一主成分方程为α=0.5041α1+0.5045α2+
0.4923α3+0.4989α4(α1,α2,α3,α4 为渗透总量、平均渗

透速率、初渗速率、稳渗速率经过Z 标准化的值)。

表2 土壤渗透性主成分分析

参 数  
主成分

P1 P2 P3

渗透总量 0.9985 -0.0508 -0.0178
平均渗透速率 0.9993 -0.0168 -0.0323
初渗速率 0.9752 0.2209 0.0166
稳渗速率 0.9881 -0.1497 0.0342
特征值 3.9230 0.0740 0.0030
贡献率 98.0770 1.8520 0.0700
累积贡献率 98.0770 99.9290 99.9990

17第3期       刘小娥等:兰州市南北两山5种典型人工林土壤的渗透特性



注:PO为侧柏林;RP为刺槐林;PA为新疆杨林。下同。

图1 兰州市南北两山5种不同林分类型土壤渗透性

  根据第一主成分方程,计算兰州市南北两山5种

林分不同土壤层的土壤渗透性能得分,并根据得分进

行排名(表3)。由表3可知,不同林分类型的土壤渗

透性能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降低,各林分不同土壤

层的土壤渗透性排序略有不同,但均表现为新疆杨+
刺槐混交林的最好。从平均得分来看,新疆杨+刺槐

混交林的土壤渗透性最佳,侧柏+刺槐混交林次之,
侧柏林最小。

表3 兰州市南北两山5种不同类型林分林地土壤渗透性评价

林分类型

土层深度/cm
0—20

得分 排序

20—40
得分 排序

40—60
得分 排序

60—80
得分 排序

平均得分 排序

PO -1.4580 4 -1.7051 4 -1.7814 4 -2.8076 5 -1.9380 5

PA -2.0614 5 -2.1634 5 -1.8191 5 -0.6871 4 -1.6828 4

RP 0.0696 3 0.5267 3 1.0718 2 0.5415 3 0.5524 3

PO+RP 0.4138 2 0.6354 2 -0.2357 3 0.9031 2 0.4291 2

PA+RP 3.0360 1 2.7065 1 2.7644 1 2.0501 1 2.6393 1

  注:PO为侧柏林;RP为刺槐林;PA为新疆杨林。下同。

2.2 不同林分土壤水分入渗过程模拟

采用 Kostiakov方程,Horton方程,Philip方程

和通用经验方程4种模型对5种林分不同土壤层水

分的入渗过程进行拟合,结果发现,4个回归模型的相

关性均达到显著水平,但模型的拟合优度存在差异

(表4)。Kostiakov方程拟合优度在0.611~0.995
之间,平均值为0.898;Horton方程拟合优度在0.951
~0.996之间,平均值为0.981;Philip方程拟合优度

在0.785~0.996之间,平均值为0.949;通用经验方程

拟合优度在0.888~0.997之间,平均值为0.977。

从拟合优度(R2)考虑,Horton方程拟合效果最好,
通用经验方程次之,Philip方程较差,Kostiakov方程

最差。从拟合残差看,通用经验方程的残差均值为

0.1834,Horton方程为0.3340,Philip方程为0.343,

Kostiakov方程为0.420,结合残差和R2 选出29个土

壤水分入渗最优模型,其中通用经验方程和 Horton
方程各13个,各占总数的44.83%,Philip方程3个,

Kostiakov方程0个。以上研究表明,通用经验方程

比较适合于描述本研究区5种人工林的土壤水分入

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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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林分不同土层土壤入渗模型

林 分 土层/cm
Kostiakov模型

方程 R2
Horton模型

方程 R2
Philip模型

方程 R2
通用经验模型

方程 R2

PO 0—20 y=1.293t-0.129 0.982 y=0.807+0.534e-0.137t 0.963 y=0.719+0.633t-1/2 0.976 y=0.537+0.783t-0.286 0.992
PA 0—20 y=0.941t-0.096 0.945 y=0.669+0.349e-0.188t 0.985 y=0.609+0.374t-1/2 0.985 y=0.586+0.392t-0.427 0.990
RP 0—20 y=2.078t-0.155 0.983 y=1.191+1.029e-0.164t 0.968 y=1.015+1.165t-1/2 0.989 y=0.821+1.318t-0.347 0.996
PO+RP 0—20 y=2.987t-0.272 0.986 y=1.140+2.228e-0.200t 0.988 y=0.762+2.345t-1/2 0.988 y=0.539+2.516t-0.398 0.992
PA+RP 0—20 y=3.996t-0.212 0.993 y=1.839+2.304e-0.141t 0.951 y=1.449+2.731t-1/2 0.981 y=0.690+3.360t-0.290 0.995
PO 20—40 y=0.725t-0.104 0.785 y=0.508+0.416e-0.387t 0.987 y=0.448+0.323t-1/2 0.929 y=0.492+0.303t-0.866 0.960
PA 20—40 y=0.627t-0.106 0.940 y=0.431+0.261e-0.211t 0.976 y=0.387+0.271t-1/2 0.990 y=0.382+0.274t-0.476 0.990
RP 20—40 y=1.289t-0.126 0.910 y=0.831+0.669e-0.257t 0.992 y=0.720+0.639t-1/2 0.983 y=0.751+0.620t-0.578 0.985
PO+RP 20—40 y=1.881t-0.256 0.995 y=0.747+1.271e-0.168t 0.964 y=0.527+1.433t-1/2 0.990 y=0.285+1.626t-0.345 0.998
PA+RP 20—40 y=2.664t-0.273 0.989 y=1.022+1.989e-0.206t 0.971 y=0.677+2.097t-1/2 0.996 y=0.590+2.160t-0.449 0.997
PO 40—60 y=0.443t-0.182 0.832 y=0.239+0.364e-0.384t 0.991 y=0.186+0.284t-1/2 0.934 y=0.227+0.267t-0.880 0.974
PA 40—60 y=0.492t-0.139 0.906 y=0.305+0.291e-0.299t 0.987 y=0.258+0.262t-1/2 0.987 y=0.279+0.249t-0.651 0.994
RP 40—60 y=0.900t-0.129 0.921 y=0.574+0.472e-0.255t 0.990 y=0.496+0.452t-1/2 0.979 y=0.506+0.445t-0.531 0.979
PO+RP 40—60 y=0.991t-0.266 0.929 y=0.398+0.833e-0.273t 0.995 y=0.263+0.770t-1/2 0.969 y=0.315+0.738t-0.618 0.974
PA+RP 40—60 y=1.783t-0.271 0.97 y=0.586+1.146e-0.092t 0.993 y=0.452+1.401t-1/2 0.917 y=-3.886+5.602t-0.0580.988
PO 60—80 y=0.228t-0.297 0.784 y=0.087+0.286e-0.513t 0.984 y=0.051+0.184t-1/2 0.870 y=0.083+0.176t-1.13 0.958
PA 60—80 y=0.302t-0.190 0.797 y=0.160+0.277e-0.441t 0.990 y=0.122+0.200t-1/2 0.916 y=0.153+0.188t-0.973 0.972
RP 60—80 y=0.310t-0.120 0.611 y=0.206+0.252e-0.515t 0.971 y=0.176+0.158t-1/2 0.785 y=0.204+0.153t-1.196 0.888
PO+RP 60—80 y=0.435t-0.232 0.732 y=0.202+0.497e-0.515t 0.971 y=0.140+0.319t-1/2 0.853 y=0.197+0.306t-1.172 0.951
PA+RP 60—80 y=0.804t-0.378 0.976 y=0.197+0.699e-0.188t 0.996 y=0.081+0.742t-1/2 0.972 y=0.007+0.799t-0.349 0.976
R2均值 0.8983 0.98065 0.94945 0.97745 

2.3 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渗透性能的影响

土壤的渗透性能与土壤的理化性质存在相关性

(表5)。土壤的渗透性与土壤初始含水率、总孔隙度、

有机质含量、全氮、无机氮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毛管孔

隙度、非毛管孔隙度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与土壤

容重呈极显著负相关。

表5 土壤理化性质与渗透性相关关系矩阵

土壤渗透
性参数

土壤
容重

土壤初始
含水率

总孔
隙度

毛管孔
隙度

非毛管
孔隙度 pH值

有机质
含量

全氮 无机氮 全磷 速效磷 全钾 速效钾

初渗透速率 -0.760** 0.950** 0.762** 0.673** 0.585* -0.377 0.911** 0.960** 0.979** 0.544* 0.110 -0.304 -0.322
稳渗速率 -0.726** 0.819** 0.733** 0.571* 0.650** -0.111 0.798** 0.915** 0.856** 0.369 0.211 -0.077 -0.328
平均渗透速率 -0.741** 0.870** 0.746** 0.619* 0.618* -0.209 0.848** 0.943** 0.918** 0.433 0.212 -0.143 -0.310
总渗透量 -0.735** 0.855** 0.741** 0.605* 0.625* -0.179 0.833** 0.936** 0.903** 0.411 0.220 -0.118 -0.309

  注:*p<0.05;**p<0.01。

  根据相关性分析的结果,选择与土壤渗透性极显

著或显著相关的8个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表6),第

1主成分贡献率为94.07%,负荷量在0.9540以上,
其中土壤孔隙度、土壤容重和土壤有机质在第1组分

量分负荷度较大,表明与土壤渗透性显著相关的土壤

理化性质的第1主成分表达了绝大多数信息,其方程

为β=-0.3619β1+0.3595β2+0.3626β3+0.3478β4
+0.3219β5+0.3592β6+0.3553β7+0.3585β8。

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将α解释为土壤渗透性,将

β解释为土壤理化性质主成分,将α定义为土壤渗透性

综合参数,β为土壤理化性质参数,将渗透总量等4个

土壤渗透参数以及土壤渗透性综合参数的标准化主成

分得分为因变量,以为土壤理化性质参数β为自变量

进行过回归分析,得到他们之间的回归方程(表7)。

表6 8个土壤理化性质参数主成分分析

参 数    
主成分

P1 P2 P3 P4

土壤容重(β1) -0.9928 0.0246 0.1175 0.0012
土壤初始含水率(β2) 0.9861 0.0493 0.0420 -0.1531
总孔隙度(β3) 0.9948 -0.0617 -0.0787 0.0203
毛管孔隙度(β4) 0.9540 0.2858 -0.0877 0.0235
非毛管孔隙度(β5) 0.8830 -0.4660 -0.0539 0.0158
有机质含量(β6) 0.9854 0.1704 -0.0041 0.0036
全氮(β7) 0.9748 -0.1156 0.1906 0.0114
无机氮(β8) 0.9834 0.1228 0.1048 0.0823
特征值 7.526 0.363 0.080 0.032
贡献率 94.071 4.539 0.995 0.395
累计贡献率 94.071 98.610 99.605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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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β与土壤渗透参数及α的回归模型

参 数   回归方程 R2 P
渗透总量  y=39.57+4.820β 0.802 0.0001
平均渗透速率 y=0.694+0.091β 0.820 0.0001
初渗速率  y=1.292+0.229β 0.944 0.0001
稳渗速率  y=0.598+0.061β 0.746 0.0001
α(土壤渗透性) y=-0.021+0.613β 0.842 0.0001

3 讨 论

(1)通过对5种人工林林分土壤渗透特性研究表

明,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0—80cm),土壤渗透性能

呈现降低趋势。不同林分渗透能力不尽相同,表现

为:新疆杨+刺槐混交林>侧柏+刺槐混交林>刺槐

林>侧柏林>新疆杨林,混交林土壤的渗透性优于纯

林。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混交林深根系

与浅根系互补分布于土壤中,通过根系的生长、凋亡,
在土壤中形成了比较多的孔隙所致,因兰州市南北两

山的刺槐绝大多数根系集中于0—120cm 层[19]、新
疆杨80%以上的根系分布于0—40cm层[20]和侧柏

根系主要分布在0—50cm土层[21];原因之二可能是

与林分凋落物累积量有关,相关研究发现[22],这种林

分中,混交林枯落物累积量为35.15~47.01t/hm2,而
纯林的累积量为13.5~26.34t/hm2,较多的枯落物经

分解形成比较多的有机质(10.14~11.67g/kg),而土

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渗透性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

系[23],其在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孔隙度方面具有良好

的作用[24];原因之三可能与林分的郁闭程度和冠层厚

度有关,混交林由于不同树种树冠层次不同,所构成

的林分冠层比纯林的厚,郁闭度也比较高,比纯林能

有效 降 低 林 内 光 照,增 加 林 地 湿 度,增 加 土 壤 生

物[25-26]。但本研究也发现,尽管侧柏林地的郁闭度

为0.85,在5种林分中属最高,但是其土壤自然含水

量低,这可能与其树种类型有关,在相同郁闭度的情

况下,侧柏林分要比其他林分具有更高的冠层叶表面

积,对降雨的截留也会更高,导致降落到林地的降雨

量减少[27]。
(2)本研究通过对涉及土壤理化性质的13个因

子进行相关性分析表明,土壤初始含水率、总孔隙度、
毛管孔隙度、非毛管孔隙度、土壤容重与土壤的渗透

性存在极显著或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李建兴等[28]、
闫东锋等[29]的研究结果一致,随土壤毛管孔隙度和非

毛管孔隙度的增加,降低土壤容重,土壤变得疏松多

孔,提高了土壤中水分的纵向和横向渗透,缩短了渗

透时间,最终提高了土壤的渗透能力。

4 结 论

(1)不同林分类型土壤渗透性随土层深度(0—

80cm)的增加而降低。
(2)不同林分类型土壤渗透性均表现为:新疆杨

+刺槐混交林>侧柏+刺槐混交林>刺槐林>侧柏

林>新疆杨林,混交林均大于纯林。
(3)通用经验方程对各林分土壤渗透性的拟合

效果最好,比较适合于描述本研究区5种人工林土壤

水分入渗过程。
(4)筛选出能表征该区域土壤渗透性的主要土

壤理化性质参数依次为:总孔隙度、容重、初始含

水率、有机质、无机氮、全氮、毛管孔隙度和非毛管孔

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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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对侵蚀黑土团聚体的影响

龙杰琦,姚 婷,苗淑杰,钟 鑫,高雅晓玲,乔云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应用气象学院,南京210044)

摘 要:[目的]探讨生物炭对侵蚀黑土团聚体的修复效果,揭示生物炭对侵蚀黑土团聚体的影响机制,为
修复侵蚀黑土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侵蚀黑土为研究对象,研究未剥离农田(CK)、未剥离农田施生物

炭(CK+BC)、模拟侵蚀土壤(RS)、侵蚀土壤施生物炭(RS+BC)4个处理生物炭对黑土团聚体的影响。
[结果]与CK处理相比,CK+BC处理中0.25~2mm粒级团聚体含量增加了14.01%,RS+BC处理中0.
25~2mm粒级团聚体含量比RS处理增加了12.11%,生物炭提高了团聚体的几何平均直径(GMD)和大

于0.25mm团聚体含量,增加了CK+BC和RS+BC两个处理的原土和>0.25mm粒级团聚体中的土壤

有机碳含量(SOC),GMD分别与SOC和交换性钠呈正相关和负相关,且SOC对团聚体的胶结作用大于交

换性钠的分散作用,提高了侵蚀黑土团聚体稳定性。[结论]生物炭改善黑土侵蚀后的结构,促进了土壤团

聚化,对侵蚀土壤具有良好的修复作用,是修复侵蚀黑土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土壤侵蚀;修复;生物炭;团聚体;有机碳;交换性钠;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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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BiocharonSoilAggregationofErodedMollisol

LongJieqi,YaoTing,MiaoShujie,ZhongXin,GaoyaXiaoling,QiaoYunfa
(SchoolofAppliedMeteorology,NanjingUniversityof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Jiangsu21004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remediationeffectsofbiocharonerodedmollisolsaggregates,definetheinfluence
mechanismofbiocharonerodedmollisolaggregatesweredetermin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
remediationoferodedmollisol.[Methods]Fourexperimentaltreatmentswereimposedtodeterminethe
effectsofbiocharonaggregatesofanerodedmollisol:unerodedfarmlandasthecontroltreatment(CK);

unerodedfarmlandwithbiocharapplication(CK+BC);simulatederodedsoil(RS);andbiocharaddedto
erodedsoil(RS+BC).[Results]Biocharapplicationincreasedthecontentof0.25~2mmsizeaggregatesby
14.01%inCK+BCcomparedwithCK.Thecontentof0.25~2mmsizeaggregatesinRS+BCtreatment
increasedby12.11%comparedwithRS.Inaddition,biocharincreasedthegeometricmeandiameter(GMD)

andthecontentsofmacro-aggregates(R0.25),andtheconcentrationofsoilorganiccarbon(SOC)inbulksoil
andaggregateslargerthan0.25mm.TheseresultsindicatedthatbiocharimprovedtheSOCcontentby
increasingitsmacro-aggregates.GMDwaspositivelyandnegativelycorrelatedwiththeconcentrationsof
SOCandexchangeablesodium,respectively.However,thefunctionofSOCinaggregationwaslargerthan
functionofexchangeablesodiumindispersion,resultinginimprovedaggregatestability.[Conclusion]

Biocharimprovesthestructureoferodedmollisol,promotessoilaggregation,andhasagoodremediation
effectontheerodedsoil,andisthereforeaneffectivestrategytoremediateerodedsoil.
Keywords:erosion;remediation;biochar;aggregation;soilorganiccarbon;exchangeablesodium;mollisol

  生物炭(biochar)是在低氧或缺氧条件下,将农

作物秸秆、木质物质、禽兽粪便等有机物料经过高温

热解而形成的产物,生物炭具有热稳定性强、可溶性

低和巨大的比表面积等理化特性[1-3],在农业领域内



被广泛应用,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一方面,生物炭

作为胶结剂能将微团聚体胶结成大团聚体,促进团聚

体形成,增加土壤大团聚体数量和稳定性[4-6];另一方

面,生物炭具有延迟侵蚀土壤产流时间、改变土壤饱

和导水率和延缓土壤肥料养分释放的作用,起到了减

流减沙、增强土壤抗蚀性的效应[7]。近些年,生物炭

作为土壤修复的改良剂被广泛应用。李江舟等[8]在

红壤上连续3a施用生物炭,显著提升土壤大团聚体

含量和团聚体稳定性;Walters等[9],王冲等[10]研究

表明,生物炭改善土壤团聚体结构,提高土壤耕层的

有效肥力,且能缓解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趋势,同时促

进作物生长。相比其他改良添加剂,生物炭不仅能改

善土壤侵蚀状况,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还能培肥地

力,达到增产的目的[11]。
东北黑土区作为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

掠夺式种植导致水土流失加重,据黑龙江省水土保持

科学研究所第二、第三次土壤侵蚀遥感调查数据显

示,东北黑土区侵蚀面积为4.47×104km2,占总面积

的37.9%,其中水力侵蚀面积为36344.31km2[12]。
目前,东北黑土区黑土层平均厚度仅有30cm多,同
时坡耕地黑土层变薄速率达2~3mm/a[13],这严重

破坏土壤团聚结构。团聚体是土壤结构的重要指

标[14],其数量与质量决定了土壤性质和供肥能力,团
聚结构的退化将导致土壤肥力降低,威胁粮食生

产[15]。修复侵蚀土壤的关键是修复材料的选择,生
物炭因其特有的理化性质,已成为新兴的土壤修复添

加剂。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炭对土壤理

化性质及作物产量方面[16-17],而施用生物炭对侵蚀黑

土团聚化过程的影响研究却很少。因此,本研究依托

侵蚀黑土长期修复模拟定位试验平台,以修复材料生

物炭与土壤团聚结构的相互关系为切入点,结合胶结

剂有机碳和分散剂交换性钠,探讨生物炭对侵蚀黑土

团聚体修复效果,揭示生物炭对侵蚀黑土团聚体的影

响机制,为进一步利用生物炭修复侵蚀土壤提供理论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试验布设在中国科学院海伦农业生态试验站

(47°27'20″N,126°55'49″E),位于黑龙江省松嫩平原

腹地黑土地带,该区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
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同期,年均降水量

530mm,平均蒸发量2300mm,年均气温1.5℃,全
年有效积温(≥10℃)2450℃,无霜期125d,坡度为

3°~8°,海拔约210m,地势平坦[18]。供试土壤为黑

土,母质为第四纪黄土。试验初始时土壤有机碳

30.14g/kg,全氮2.32g/kg,全磷1.67g/kg。

1.2 试验设计

选取2011年中国科学院海伦农业生态试验站建

立的侵蚀土壤修复长期定位试验的4个处理:未剥离

农田作为对照(CK),未剥离农田施用生物炭(CK+
BC),表土0—15cm土层剥离模拟侵蚀土壤(RS),
表土0—15cm土层剥离模拟侵蚀土壤施加生物炭

(RS+BC),每个处理3次重复,小区面积为4m×3m。

2011年试验开始时施用生物炭12000kg/hm2,田间

管理与当地农业生产一致。

1.3 土壤采集与处理

2019年10月1日采集土样,取深度为0—20cm
的耕层土样,每个小区采用“S”型3点采集,充分混匀

为一个土样,共采集12份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后,
沿土壤结构的自然纹理掰分成小团块,将土样平摊在

阴凉干燥处,阴干后去除杂质备用。

1.4 测定方法

采用Six的团聚体湿筛法[19],套筛孔径依次为2,

0.25,0.053mm。将土样浸润糊化10min后倒入套筛,
团聚体分析仪上下筛分频率为20r/min,筛分10min。
筛分结束后,用蒸馏水冲洗套筛上的各级团聚体至已

称重烧杯里,65℃下烘干至恒重,并计算各粒级团聚

体含量。团聚体几何平均直径(GMD)和粒径大于

0.25mm团聚体百分含量(R0.25)的计算公式[20]为:

  GMD=exp
∑
n

i=1
milnxi

∑
n

i=1
mi

æ

è

ç
ç

ö

ø

÷
÷

(1)

  R0.25=
MT>0.25

MT
×100% (2)

式中:xi为i粒级团聚体平均直径(mm);mi 为不同

粒级团聚体的重量(g);MT>0.25为粒径>0.25mm团

聚体的重量(g);MT 为团聚体总重量(g)。
原土和各粒级团聚体研磨过100目筛,用元素分

析仪(VarioELⅢ)测定碳含量,交换性钠采用乙酸

铵交换—火焰光度计法测定[21]。

1.5 数据分析

采用Excel2010软件整理数据并作图,SPSS21.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LSD法进行多重比较,设
置显著度p 为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物炭对团聚体含量和分布的影响

4种处理水稳性团聚体各粒级分布相似(图1),以

0.25~2mm粒级团聚体含量最多,其次是0.05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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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和<0.053mm粒级,最少的是>2mm粒级团聚

体,各粒级所占比例分别是59.27%~69.57%,15.04%
~20.11%,11.86%~15.83%和3.30%~5.94%。生

物炭对黑土大团聚体含量有显著影响,不同粒级团聚

体差异较大。与CK处理相比,CK+BC处理中0.25
~2mm粒级团聚体含量增加14.01%,RS+BC处理

0.25~2mm粒级团聚体含量显著高于侵蚀前土壤;

RS+BC处理中0.25~2mm粒级团聚体含量比RS
处理增加了12.11%。由此可见,生物炭促进土壤

0.25~2mm粒级团聚体的形成,特别是对侵蚀黑土团

聚体修复有显著效果。在>2mm,0.053~0.25mm和

<0.053mm粒级团聚体中,4个处理间差异均不显著。

  注:①CK为未剥离农田作为对照;CK+BC为未剥离农田施用生

物炭;RS为表土0—15cm土层剥离模拟侵蚀土壤;RS+BC为表土

0—15cm土层剥离模拟侵蚀土壤施加生物炭;②仅对同一粒级进行

了不同处理间统计分析,图中不同字母表示同一粒级之间的比较结果

差异显著。下同。

图1 不同处理土壤各粒级团聚体含量

2.2 生物炭对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

GMD和R0.25是团聚体稳定性的重要指标,生物

炭的施用提高了黑土团聚体的稳定性见图2。与对

照CK处理相比,CK+BC处理中团聚体的GMD增

加了18.00%,R0.25值提高了14.06%。与RS处理相

比,RS+BC处理中团聚体的GMD和R0.25值分别增

加了8.16%和7.69%。然而,这两个参数在CK和

RS处理间以及CK+BC和RS+BC处理间差异均

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生物炭不仅能提高传统农田

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对侵蚀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修

复效果也非常有效。

2.3 生物炭对团聚体有机碳含量的影响

生物炭对增加土壤和大团聚体中有机碳含量的

影响较大。图3表明,相同处理中不同粒径团聚体

SOC含量随粒径减小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规

律,其中各处理0.25~2mm粒级团聚体中SOC含

量最高。施用相同生物炭,未侵蚀土壤上曾施生物炭

CK+BC处理比其对照未施用生物炭CK处理土壤

有机碳含量增加了19.72%;侵蚀土壤施用生物炭

RS+BC处理比RS处理增加了22.05%。在>2mm
和0.25~2mm粒级中,CK+BC的SOC含量分别

比CK增加了12.54%和21.35%,RS+BC的SOC
含量比RS处理分别增加了10.47%和16.02%。在

<0.053mm中,RS+BC比RS处理增加了33.81%。

CK和CK+BC处理间以及RS和RS+BC处理间的

SOC含量在0.053~0.25mm中差异均不显著。结

果表明施加生物炭对增加侵蚀黑土有机碳含量有显

著效果。

图2 不同处理土壤团聚体稳定性

图3 不同处理土壤和各粒级团聚体有机碳含量

2.4 生物炭对土壤交换性钠含量的影响

生物炭增加了黑土中作为高强度分散剂的交换性

钠含量,且对未剥离农田的影响更大(图4)。施用生物

炭的CK+BC和RS+BC处理的土壤交换性钠含量均

高于其未施用生物炭的CK和RS处理,与CK处理相

比,CK+BC处理中的交换性钠含量增加了46.88%,

RS+BC比RS处理高37.93%。结果表明施用生物

炭增加了土壤交换性钠含量,并且对侵蚀土壤中交换

性钠含量的增幅影响要小于未侵蚀土壤。

2.5 团聚体稳定性与交换性钠和SOC的相关性分析

土壤团聚化过程是粘结剂和分散剂共同作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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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由图5可知,团聚体GMD与粘结剂SOC呈显著

线性正相关关系Y=0.008X+0.228(r=0.892),其斜

率0.008即为粘结率;而GMD与分散剂交换性钠呈显

著负相关关系,Y=-0.493X+0.709(r=0.872),其斜

率-0.493即为分散率。施用生物炭CK+BC和RS+
BC处理粘结剂有机质增加,导致团聚体GMD分别增

加了0.11,0.05。同时,Na+的增加使GMD分别相对

减少了0.09,0.03。结果表明SOC对团聚体的胶结

作用大于Na+的分散作用,SOC对Na+ 负效应的补

偿使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处于平衡状态。 图4 施用生物炭对土壤交换性钠的影响

图5 团聚体GMD与SOC、交换性钠的相关性

3 讨 论

3.1 生物炭对土壤团聚体有机碳的影响

土壤团聚体的数量与质量是评价土壤团聚化的

重要指标,决定土壤的性质和肥力,并通过对土壤水

与通气性等产生作用来间接影响土壤生产力[22-23]。
本研究在2011年施完生物炭的9a后,生物炭增加了

未侵蚀和侵蚀土壤大团聚体含量,并提高了土壤团聚

体的GMD和R0.25,这与李倩倩等[24]在进行生物炭

对塿土容重和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研究中得出生物

炭能增加大团聚体含量和提高团聚体稳定性的结论

一致。有机碳作为带电胶体,在团聚体形成过程中起

到重要作用[25],随着生物炭的施用,土壤有机碳含量

均增加,生物炭对侵蚀土壤中原土有机碳含量的增幅

大于生物炭施在未剥离的传统农田,提升效果较好。
本研究施用生物炭提升土壤有机碳含量主要来自于

0.25~2mm和>2mm粒径团聚体中有机碳增加的

结果,这与李江舟等[8]在研究云南烟区红壤团聚体时

得出施加生物炭显著增加>0.25mm粒级团聚体有

机碳含量的结论相一致。大团聚体中的有机碳含量

高,原因可能是通过有机碳的胶结作用形成大团聚体

并增加其有机碳含量[26]。综上可知,与未剥离农田

和侵蚀土壤相比,施加生物炭均促进土壤微团聚体向

大团聚体团聚化,提高土壤有机碳含量,有助于改善

侵蚀后的农田黑土结构状况。

3.2 生物炭对黑土团聚体稳定性机制的调节

团聚体是土壤有机 碳 的 重 要 储 存 场 所,史 奕

等[27]指出有机质含量高和熟化度高的黑土中有机胶

结剂的胶结作用是形成水稳性团聚体的主要机制。
本研究中,通过将生物炭施用前后4个处理的土壤团

聚体GMD与土壤交换性钠和SOC含量作线性相

关,9a后分别呈线性正相关和负相关,生物炭使胶结

剂有机碳和分散剂交换性钠含量增加,土壤团聚体

GMD随前者增大,随后者减小。生物炭能与土壤颗

粒形成团聚体和有机无机复合物,使团聚体具有较强

富集外源有机碳的能力,从而增加有机碳含量,促使

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增大,这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相

似[28-29]。自然条件下,土壤胶体表面阳离子的吸附强

度主要取决于离子的水合半径,在土壤的一价阳离子

中,由于Na+的水合半径较大,其外表较厚的水膜使

Na+与胶体表面的距离相对较远,吸附力弱,所以生

物炭增加Na+ 含量会促使团聚体破坏,导致土粒分

散,使得土壤团聚体稳定性降低。土壤团聚体的稳定

是交换性钠对团聚化的负效应与有机碳对团聚化的

正效应相平衡的结果。有机碳促进土壤团聚体胶结

作用大于交换性钠引起团聚体分散的作用,生物炭的

施用增加了土壤胶结粒,对土壤中Na+的分散作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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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的补偿,进而降低Na+ 对团聚体的破坏效应,
二者的综合作用使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保持在一个平

衡状态,促进侵蚀土壤团聚化稳定性的提高。

4 结 论

生物炭修复侵蚀黑土团聚体的效果显著,生物炭

显著增加了侵蚀土壤大团聚体含量、GMD和 R0.25

值,侵蚀黑土的有机碳含量得到显著提升。施用生物

炭对胶结剂(有机碳)比对分散剂(Na+)影响大,胶结

剂SOC与分散剂Na+的综合作用促进了土壤团聚体

稳定性的提高。生物炭作为侵蚀黑土修复剂,改善黑

土侵蚀后的结构,促进了土壤团聚化,对侵蚀土壤具

有良好的修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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砒砂岩区人工油松林下草本植物的生态位特征

孙 成1,秦富仓1,包雪源2,李 龙1,杨振奇3,董晓宇1,李 艳1

(1.荒漠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18;

2.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工作总站,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10;3.水利部 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0)

摘 要:[目的]探究砒砂岩区油松(Pinustabuliformis)人工林下草本植物生态位特征,为当地油松人工

林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提供基础数据。[方法]选取长势良好的油松林地,实地调查记录各样地草

本植物的类型及数量、平均株高及盖度等基本情况;基于调查数据,采用Shannon和Levins生态位宽度指

数、Levins生态位重叠指数及生态响应,分析油松人工林下草本层植物生态位特征。[结果]①砒砂岩区油

松人工林草本层植物共计35种,其中本氏针茅的B(SW)(3.1838)和B(L)(0.3023)生态位宽度指数均最大,

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明显处于群落优势地位。②整体生态位宽度及生态位重叠指数普遍不高,林下草本

物种存在分化现象。③林下草本物种有37.15%的物种为发展物种,62.86%的物种为衰退性物种,14种优

势物种中,11类属于发展性物种,其中资源占有量较大的物种为本氏针茅(0.1885)、阿尔泰狗娃花

(0.0531)、糙隐子草(0.0379)。[结论]砒砂岩区油松人工林下草本植物种间竞争微弱,群落物种对资源

环境的利用能力欠佳。主要优势草本物种绝大部分处于发展阶段,表明现阶段油松人工林群落趋于相对

稳定状态。

关键词:砒砂岩;人工林;生态位;生态响应;草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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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eCharacteristicsofHerbaceousPlantsUnderArtificialPinusTabuliformis
ForestinFeldspathicSandstoneRegion

SunCheng1,QinFucang1,BaoXueyuan2,LiLong1,YangZhenqi3,DongXiaoyu1,LiYan1

(1.KeyLaboratoryofStateForestandGrasslandAdministrationforDesertEcosystem
ProtectionandRestoration,Hohhot,InnerMongolia010018,China;2.InnerMongolia

AutonomousRegionForestryWorkStation,Hohhot,InnerMongolia010010,China;3.InstituteofWater
ResourcesforPastoralAreaoftheMinistryofWaterResourcesofChina,Hohhot,InnerMongolia01002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nichecharacteristicsofunderstoryherbaceousplantsinPinustabuliformisplanta-
tionforestsinthefeldspathicsandstoneareawereexploredinordertoprovidebasicdataforlocalPinus
tabuliformisplantationstomaintainbiodiversityandcommunitystability.[Methods]Thetypes,quantity,

averageplantheight,andcoverageofvariousherbaceousplantswererecordedbyfieldinvestigationinawell-
growingP.tabulaeformisforestarea.Basedonthesurveydata,theShannonandLevinsnichebreadthin-
dex,Levinsnicheoverlapindex,andecologicalresponsewereusedtoanalyzethenichecharacteristicsofun-
derstoryherbaceousplants.[Results]①Therewere35speciesofherbaceousplantsintheP.tabulaeformis
plantationforestinthearsenicarea.Amongthem,Stipabungeiensishadthelargestnichebreadthindexes
〔B(SW),3.1838andB(L),0.3023〕withbetterperformance.Becauseofthisspecies’sstrongadaptability,its



communitywasinanobviouslyadvantageousposition.② Theoverallnichewidthandnicheoverlapindex
weregenerallynothigh,andunderstoryherbaceousspeciesweredifferentiated.③37.15%ofunderstoryherba-
ceousspeciesweredevelopingspecies,and62.86%ofspeciesweredecliningspecies.Amongthe14dominant
species,11weredevelopingspecies.ThedevelopingspecieswiththelargestresourceoccupancieswereS.
bungeana(0.1885),Heteropappusaltaicus(0.0531),andCleistogenessquarrosa (0.0379).[Conclusion]

CompetitionamongunderstoryherbaceousplantsinP.tabulaeformisplantationsinthearsenicareawas
weak,andthecommunityspecieshadpoorutilization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Mostofthedominant
herbaceousspecieswereinthedevelopingstage,indicatingthattheP.tabulaeformisplantationcommunity
tendedtoberelativelystableatthisstage.
Keywords:feldspathicsandstone;plantation;niche;ecologicalresponse;herbanceousplants

  生态位理论最初由Grinnell提出并首次用于表

达生物单元在环境空间单位的地位,即空间生态

位[1];后生态学家 Hutchinson从多维角度提出了较

为现代的n维生态位理论[2]。目前,常用生态位宽度

和生态位重叠这两个特定指标对某物种群落生态位

进行客观评价研究,其原理主要是通过生态位宽度可

反应出物种群落对于环境资源支配力的范围幅度,而
生态位重叠主要是对相关物种对环境资源重叠利用

的具体量化。通过这两个指标的分析,进而探索物种

间竞争状况及彼此共存现状[3]。随着生态位理论

不断发展演化,该理论在生态学领域备受关注,较多

用于研究自然群落物种间及群落与环境之间的耦合

关系[4-5]。
林下植被是人工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维护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等方面具有不可

忽视的作用[6]。揭示人工林林下物种组成、结构、共
存关系,是评估人工林生态功能和判断生态功能恢复

的一个重要途径[7]。生态位研究是解决人工林林下

草本植物共存和相互适应的主要手段,对评估人工林

下草本植物生长发育特征、种间关系及种群在群落中

功能地位和促进人工林物种多样性及生态功能恢复

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8]。
砒砂岩区是我国侵蚀产沙、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

区之一,砒砂岩独特的成岩机理使其在水力、风力交

互作用下极易产生剥蚀现象,生态修复难度极大[9];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态治理并持续营造人工林,
现如今,砒砂岩区局部植被得到恢复,水土流失得以

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10]。目前,国内外关于砒砂

岩区人工林营林成果较为丰富,陈鹏等[11]研究了砒

砂岩区土壤生态化学计量分布特征与该区退耕还林

措施措施的响应,为生态修复营林措施提供依据;杨
振奇等[12]对人工沙棘林林下草本物种进行了多样性

调查和环境解释,探明林下草本物种多样性与环境的

关系;吴晓光[13]、袁勤等[14]研究了砒砂岩区主要造

林树种与土壤理化性质的关系,旨在阐明该区人造林

改良水土的功效。然而,鲜有对砒砂岩区人工林物种

多样性维护及生态稳定的研究。
油松是砒砂岩区人工营林的主要乔木种,是优良

的造林针叶树种,具有适应性强、生长迅速、根系发达

等优点,在保育水土、涵养水源、林业生产等方面有重

要作用[15]。对油松人工林群落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林

下草本植物群落的丰富度、均匀度和多样性指数等方

面[16-17],对林下草本群落生态地位、功能结构及种间

共存竞争等方面却很少涉及。基于此,本研究尝试运

用生态位理论,量化生态位宽度及生态位重叠指数,
对油松林下主要草本层群落特征进行分析,以期了解

林下草本层群落各物种的地位以及对环境资源利用

的现状,探索林下草本生物内在发展规律,为深入了

解油松群落结构与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

依据。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

旗砒砂岩区水土保持示范园鲍家沟流域(110°31'—

110°35'E,39°46'—39°48'N)。流域地势由北向南倾

斜,海拔1100~1300m,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
冬季干燥且漫长,夏季温热且短暂。该区年平均气温

7.2℃,年均降雨量400mm,无霜期150d左右。土

壤类型主要以栗钙土及风沙土为主。研究区油松人

工林样地是2008年同一批次栽种,现存有林分密度

为833株/hm2,平均树高2.73m,平均冠幅2.19m。
研究区主要灌木有沙棘(Hippophaerhamnoides)、
柠条(Caraganakorshinskii)等,主要草本有本氏针

茅(Stipabungeana)、百 里 香(Thymus mongoli-
cus)、糙隐子草(Cleistogenessquarrosa)、阿尔泰狗娃

花(Heteropappusaltaicus)等。
1.2 研究方法

1.2.1 样方设置与数据采集 经实地勘察,依据流

域地形和人工林分布特点,于2019年7月在该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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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长势良好且海拔、坡度、坡向等基本一致的3块油

松林为研究对象。各样地基本情况见表1。在每块

油松林按四角及中心共设置5个10m×10m的大

样地,调查记录每个大样地中乔木的株数、树高、冠

幅、郁闭度,同时记录各样地的海拔、坡向、坡度。在

每个大样方内按对角线法在右上角,左下角及中心选

取3个1m×1m的草本样方,调查记录草本物种类

型及数量、平均株高及盖度等数据。

表1 样地基本情况

样地编号 海拔/m 土壤含水率/% 坡度/(°) 坡向 土壤有机质/(g·kg-1) 郁闭度

1 1207 13 5 ES 4.33 0.54
2 1205 16 9 N 5.39 0.49
3 1213 15 10 EN 4.82 0.46

1.2.2 重要值 重要值是反映某个物种在群落中的

作用和地位的综合数量指标[18],计算公式如下:
重要值=(相对盖度+相对高度+相对密度)/3

式中:相对盖度=(样方内某种植物的盖度/该样方内

全部植物种类盖度之和)×100%;相对高度=(样方

内某种植物的平均高度/该样方内全部植物种平均高

度之和)×100%;相对密度=(样方内某种植物的个

体数/该样方内全部植物种的个体数)×100%。
1.2.3 生态位宽度[19-20] 生态位宽度采用Shannon-
Wiener和Levins计算公式:

   B(sw)i=-∑
r

j=1
(PijlnPij) (1)

   B(L)i=1/(r∑
r

j=1
P2

ij) (2)

   Pij=nij/∑
r

j=1
nij (3)

式中:B(SW)i为物种i的Shannon-Wiener生态位宽度

指数,值域为[0,lnr];B(L)i为物种i的Levins生态

位宽度指数,值域为[1/r,1];Pij为物种i在第j 资

源位上的重要值和该物种在全部资源水平上的重要

值的比例;nij为物种i在第j资源位的重要值;r为

资源位总位数(本文代表样方数),下同。

1.2.4 生态位重叠[21] 生态位重叠采用Levins生

态位重叠指数,计算公式:

   Lih=B(L)i∑
r

j=1
PijPhj (4)

   Lhi=B(L)h∑
r

j=1
PijPhj (5)

式中:Lih表示物种i对物种h 的重叠指数;Lhi表示

物种h 对物种i的重叠指数,二者值域皆为[0,1];

Phj为物种h 在第j资源位上的重要值和该物种在全

部资源水平上的重要值的比例;B(L)h 为物种h 的

Levins生态位宽度指数。

1.2.5 生态响应[7] 生态响应是植物在与环境资源

综合作用下彼此竞争表现出发展性或衰退性结果,反
映物种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响应速率。首先基于生态

位重叠指数,满足i=h,求得∑
n

h=1
Lih与∑

m

i=1
Lih差值,即

ΔLih=(∑
n

h=1
Lih-∑

m

i=1
Lih)(∑

n

h=1
Lih是指种群i占用其他

种群的资源总量;∑
m

i=1
Lih是指种群h 被其他种群侵占

的资源总量)评判两个种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当ΔLih

>0时,说明种群i侵占种群h 的资源,种群i为发展

性物种;当ΔLih<0时,说明种群i被种群h 侵占资

源,种群h 为发展性物种;当ΔLih=0时,说明种群间

无资源侵占,属于中性物种。其次是利用物种B(L)与

ΔLih的比值,反应物种对资源利用的速率来衡量物种

对生态环境的响应。生态响应的速率R 的公式:

   R=B(L)/ΔLih (i=h) (6)

2 结果与分析

2.1 林下草本层优势物种生态位宽度

经过样方调查,砒砂岩区油松人工林林下草本层

共调查植物种35种,在所调查到的这些物种中 生态

宽度指数小于2的物种占77.14%,且有45.71%的物

种生态位宽度指数小于1,而62.86%的物种B(L)生

态位宽度指数均小于0.1。依据重要值大小,本文筛

选出的14种优势草本物种中,本氏针茅、百里香、糙
隐子草、阿尔泰狗娃花等物种的B(SW)和B(L)生态位

宽度指数相对较大,尤其是本氏针茅,无论B(SW)指数

(3.1838)还是B(L)指数(0.3023)均居所有草本层物种

生态位宽度首位。由表2可以看出,优势物种绝大多

数的B(SW)和B(L)生态位宽度指数均呈现逐渐递减的

趋势,且普遍数值遍低,表明林下草本物种整体生态位

狭小,对环境资源支配能力较低,种群发展受到限制。
通过对表2中资源位、重要值及生态位宽度分

析,生态位宽度与物种的重要值有一定联系,重要值

大的物种其生态位宽度往往也很大,但彼此并非呈单

一线性关系,部分重要值小的物种其生态位宽度却很

大;然而对于生态位宽度较大的物种往往有着较大资

源位占有量;可以看出,物种生态位宽度大小与物种

重要值及资源位占有量均有联系。例如排在第11位

的狭叶米口袋(Gueldenstaedtiastenophylla)的重要

38第3期       孙成等:砒砂岩区人工油松林下草本植物的生态位特征



值为0.12,其B(SW)生态位宽度(2.0564)和资源位占

有量(24)均处于靠前;而排在第5位的大针茅(Stipa
grandis)的重要值位(0.62),其 B(SW)生态位宽度

(1.1748)和资源位占有量(13)均略显靠后。

表2 林下草本层优势物种生态位宽度

序号 物种名     科 属 资源位 重要值
生态位宽度

B(SW) B(L)

1 本氏针茅Stipabungeana 禾本科 37 1.05 3.1838 0.3023
2 百里香Thymusmongolicus 唇形科 23 1.02 2.0228 0.1607
3 糙隐子草Cleistogenessquarrosa 禾本科 31 0.92 2.5867 0.2121
4 阿尔泰狗娃花 Heteropappusaltaicus 菊 科 35 0.78 3.1624 0.2786
5 大针茅Stipagrandis 禾本科 13 0.62 1.1748 0.1038
6 尖叶丝石竹Gypsophilalicentiana 石竹科 25 0.47 2.0982 0.1707
7 兴安胡枝子Lespedezadaurica 豆 科 28 0.47 2.4163 0.1868
8 斜茎黄芪Astragalusadsurgens 豆 科 30 0.26 2.5433 0.2096
9 草木樨状黄芪Astragalusmelilotoides 豆 科 10 0.15 0.4899 0.0714
10 艾蒿Artemisiaargyi 菊科 15 0.14 1.3658 0.1225
11 狭叶米口袋Gueldenstaedtiastenophylla 豆 科 24 0.12 2.0564 0.1667
12 细叶韭Alliumtenuissimum 百合科 15 0.09 1.3739 0.1235
13 细叶远志Polygalalinarifolia 远志科 10 0.08 0.7535 0.0800
14 砂蓝刺头Echinopsgmelini 菊 科 12 0.08 1.1247 0.1000

2.2 林下草本层优势物种生态位重叠度

由图1可知,草本层生态位重叠指数为0的物种

占17.03%,生 态 位 重 叠 指 数 在[0,0.02),[0.02,

0.04),[0.04,0.06),[0.06,+∞)分别占36.26%,

32.97%,9.34%,4.4%,可以看出物种间生态位重叠

指数普遍较小。

图1 生态位重叠指数分布格局

由生态位重叠指数结果(表3)显示,生态位宽度

最大的2个物种,本氏针茅和阿尔泰狗娃花与其他主

要物种间具有相对较高的生态位重叠度,如本氏针

茅—百里香(1~2,0.0632),本氏针茅—大针茅(1~
5,0.0524),本氏针茅—尖叶丝石竹(1~6,0.0473),
阿尔泰狗娃花—糙隐子草(4~3,0.0516),阿尔泰狗

娃花—斜茎黄芪(4~8,0.0388),阿尔泰狗娃花—艾

蒿(4~10,0.0594)等;生态位宽度较小的少数物种表

现出生态位有较大的重叠,如草木樨状黄芪—砂蓝刺

头(9~14,0.0880),细叶韭—砂蓝刺头(12~14,

0.0811);对同一对物种作比较,存在彼此相对生态位

重叠指数差异化明显,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生态位宽

度差距较大的物种之间,例如本氏针茅—细叶远志的

Lhi为0.0245,而细叶远志—本氏针茅Lhi仅为0.0065。
从总体分布格局来看,油松人工林下草本层物种生态

位重叠度指数普遍偏低,草本层物种间对环境资源支

配力相似性不高。

2.3 林下草本层物种的生态响应

生态响应是植物在与环境资源综合作用下彼此

竞争表现出发展性或衰退性结果。在调查的35种草

本植物中,有37.15%的物种为发展物种,62.86%的

物种为衰退性物种。而对于选出的14种优势物种

中,11类属于发展性物种,且对资源占有量较大的物

种为本氏针茅(0.1885)、阿尔泰狗娃花(0.0531)、糙
隐子草(0.0379);3类属于衰退性物种,分别是细叶

韭、细叶远志和砂蓝刺头。

R 值是基于生态位宽度,反应物种的生态响应速

率。在所调查的14种优势草本层物种中,R 值较大

的物种分别是兴安胡枝子(R=60.4707)和斜茎黄芪

(R=36.8201),较小的物种为细叶韭(R=-115.6715)。
从R 值分布(表4)可以看出,14种草本层优势物种

中,除细叶韭、细叶远志和砂蓝刺头之外,其余物种均

表现发展性,随着发展性物种不断对资源的利用,表
现衰退性物种的环境资源将被占有,其生存空间将逐

渐缩小甚至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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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林下草本层优势物种生态位重叠度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0.0336 0.0169 0.0279 0.0180 0.0337 0.0228 0.0120 0.0022 0.0167 0.0385 0.0131 0.0065 0.0086
2 0.0632 0.0028 0.0037 0.0000 0.0061 0.0298 0.0153 0.0058 0.0000 0.0373 0.0114 0.0173 0.0075
3 0.0241 0.0178 0.0516 0.0231 0.0148 0.0022 0.0219 0.0025 0.0000 0.0260 0.0000 0.0124 0.0000
4 0.0303 0.0021 0.0393 0.0209 0.0337 0.0115 0.0292 0.0250 0.0261 0.0386 0.0085 0.0032 0.0085
5 0.0524 0.0000 0.0063 0.0360 0.0380 0.0154 0.0153 0.0000 0.0308 0.0304 0.0000 0.0126 0.0000
6 0.0473 0.0157 0.0184 0.0083 0.0353 0.0042 0.0186 0.0000 0.0328 0.0325 0.0146 0.0000 0.0096
7 0.0369 0.0256 0.0025 0.0171 0.0230 0.0039 0.0415 0.0579 0.0390 0.0296 0.0271 0.0149 0.0247
8 0.0173 0.0241 0.1045 0.0388 0.0276 0.0152 0.0370 0.0508 0.0199 0.0053 0.0208 0.0122 0.0209
9 0.0039 0.0155 0.0031 0.0019 0.0000 0.0000 0.0631 0.0743 0.0490 0.0019 0.0512 0.0023 0.0513
10 0.0413 0.0000 0.0000 0.0594 0.0431 0.0456 0.0290 0.0341 0.0286 0.0017 0.0025 0.0000 0.0026
11 0.0398 0.0360 0.0077 0.0311 0.0314 0.0333 0.0331 0.0266 0.0019 0.0492 0.0000 0.0017 0.0000
12 0.0321 0.0149 0.0000 0.0191 0.0000 0.0202 0.0411 0.0354 0.0673 0.0000 0.0000 0.0000 0.0014
13 0.0245 0.0348 0.0329 0.0113 0.0264 0.0000 0.0114 0.0320 0.0049 0.0000 0.0718 0.0000 0.0000
14 0.0260 0.0121 0.0000 0.0237 0.0000 0.0163 0.0461 0.0438 0.0880 0.0389 0.0000 0.0811 0.0000

  注:表3中序号所对应物种与表2相同。

表4 草本层优势物种生态响应

序号 ΔLih R 序号 ΔLih R
1 0.1885 1.6034 8 0.0057 36.8201
2 0.0319 5.0323 9 0.0174 9.8776
3 0.0379 5.5944 10 0.0146 8.3965
4 0.0531 5.2458 11 0.0218 7.6510
5 0.0114 9.1036 12 -0.0011 -115.6715
6 0.0233 7.3134 13 -0.1669 -0.4794
7 0.0031 60.4707 14 -0.2408 -0.4153

  注:表4中序号所对应物种与表2相同。

3 讨 论

物种生态位特征即表征了其群落在环境中的地

位与功能,也反映其对环境资源的支配能力,生态位

宽度指数越大,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越强,对环境

资源的支配力就越好,在环境中更容易处于优势地

位,成为优势群落[22-24]。本研究中,砒砂岩区油松人

工林草本层植物整体生态位宽度普遍较小,只有本氏

针茅、阿尔泰狗娃花、糙隐子草等少数喜阳且耐寒、耐
旱物种生态位宽度较大,可以看出,砒砂岩区目前油松

人工林下草本层中阳性耐寒等物种处于优势地位,这
与当地的生境及物种适应性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是由

于油松林林分密度较小,郁闭度不大,对草本层植物造

成遮蔽现象不明显,使得阳性草本植物居多;另一方面

是由于砒砂岩区独特的生存环境迫使具有较强的生态

适应性物种发展,致使该区生物多样性不佳。
生态位重叠指数反映了不同物种对同一类环境

资源支配力的共性,是判断物种间生态相似性及竞争

性的重要指标[25-26]。本研究得出,砒砂岩区油松人工

林下草本层物种整体生态位重叠指数不大。一般说

来,分布范围广、重要值较大的物种,其生态位宽度越

大,更能与其他物种有较大的生态位重叠[27]。但该区

油松人工林下生态位较宽的物种间生态位重叠指数

普遍很低,这可能与砒砂岩区特殊的地质条件造成草

本物种分布不连续有关,也可以看出林下优势草本物

种间竞争不激烈,植被相对稳定。对于生态位重叠指

数为零的物种,其生态习性及对环境资源利用要求完

全不同,彼此不存在竞争关系[28]。本研究得出有大约

1/4的物种生态位重叠指数为零,说明该区油松林下

草本物种群落生态位分化比较明显,这可能与砒砂岩

区浅薄土层与砒砂岩石镶嵌导致土壤理化性质不同

而形成的生境异质性有关。
该区油松人工林下草本层物种表现出的发展性

和衰退性是物种与环境资源综合作用下彼此竞争的

生态响应。本研究得出油松人工林下草本层有1/2
以上的种群呈衰退现象,但大多衰退强度并不强烈,
仅表现为微弱的衰退趋势;同时,对于优势群落物种,
整体表现为发展趋势,仅个别优势种表现衰退迹象,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该区生态治理,生态环境逐步改

善,部分优势种间竞争加剧,导致演化淘汰的结果。
目前,油松人工林林下植被相对稳定,种类及数量呈

上升状态,但多数阳性植物的发展必将受到油松林冠

不断增大的限制,因此,群落生物多样性将有待提高。
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砒砂岩区油松林林下植被

生态位宽度与生态位重叠指数普遍较小,虽整体处于

发展性状态,但不难得出林下群落物种对资源环境的

利用程度不大,物种多样性有待提高。砒砂岩区属于

我国侵蚀产沙、生态恶劣的区域之一,随着生态环境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于砒砂岩区生态修复工作已不

再是治标则范,而是要在已有的生态建设基础上,考
虑物种多样性、结构功能等促使生态稳定的因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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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该区生态建设可持续稳定发展[29-30]。本文研究未

结合土壤理化性质分析对植被群落分布的影响,下一

步将从植物功能性状角度出发,结合土壤理化性质,
深入解析林下生境特征与功能性状的响应关系,并从

功能多样性角度了解林下植物的生态位空间分布。

4 结 论

(1)砒砂岩区油松人工林下草本植物共计35种,
多以阳性耐寒、耐旱物种为主,优势种多为禾本科和

豆科植物。
(2)油松人工林下优势草本植物平均B(SW)和B(L)

生态位宽度分别为1.88,0.16;各物种之间生态位重叠

指数介于0~0.04的占86.26%,少数大于0.04;整体生

态位宽度和重叠指数均偏小,说明油松人工林下草本

植物对资源环境利用程度偏小且种间竞争微弱。
(3)林下草本层主要优势物种中11种处于发展

阶段,只有极少数物种处于衰退阶段,表明现阶段的

油松人工林群落趋于相对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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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高寒草原与草甸土壤可蚀性的关键因子

魏 宁1,于文竹2,安克俭2,魏 霞2,赵恒策2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理学院,陕西 杨陵712100;2.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摘 要:[目的]探讨青藏高原高寒草原与草甸土壤可蚀性特征差异,为高寒草原草甸土壤可蚀性研究提

供重要参考。[方法]选取18个变化因子作为草原与草甸土壤可蚀性评价的影响因子,运用主成分分析、

逐步回归分析以及通径分析法,确定高寒草原与草甸土壤可蚀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筛选青藏高原高寒草原

与草甸土壤可蚀性的关键因子。[结果]高寒草原土壤可蚀性主要受土壤粒径与团聚体特征两方面的影

响,高寒草甸土壤可蚀性主要受粒径孔隙分布、有机质、团聚体特征和渗透性能的影响;高寒草原土壤可

蚀性的关键因子为:粉粒、团聚体平均质量直径(MWD)、团聚体>2mm粒级结构体破坏率(PAD>2)和

>0.25mm粒级结构体破坏率(PAD>0.25),草甸土壤可蚀性关键因子为:粉粒、黏粒、>1mm粒级结构体破

坏率(PAD>1)和饱和导水率。[结论]草原与草甸土壤主要在颗粒机械组成、有机质含量、含水量等方面表

现出较大差异,草甸土壤状态更适合于植被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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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FactorsofSoilErodibilityforAlpineGrasslandand
MeadowinQinghai-Tibet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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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ofScience,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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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differencesinsoilerodibilitybetweenalpinegrasslandandalpinemeadowinthe
Qinghai-TibetPlateauweredetermined,inordertoprovideimportantreferenceforsoilerodibilityinalpine
grassland.[Methods]18changefactorswereselectedaspotentialinfluencingfactorsofsoilerodibilityfor
grasslandandmeadow.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stepwiseregressionanalysis,andpathanalysiswere
usedtodeterminethemaininfluencingfactorsofsoilerodibilityinordertoselectthekeyfactors.[Results]

Thesoilerodibilityofalpinegrasslandwasmainlyaffectedbysoilparticlesizeandaggregatecharacteristics.
Soilerodibilityofalpinemeadowwasmainlyaffectedbyparticlesizeandporedistribution,organicmatter,

aggregatecharacteristics,andpermeability.Thekeyfactorsofsoilerodibilityinalpinegrasslandwereasfol-
lows:silt,meanweightdiameter(MWD),aggregatesize>2mmprocessingdamagerate(PAD>2),and
aggregatesize>0.25mmprocessingdamagerate(PAD>0.25).Thekeyfactorsofsoilerodibilityinalpine
meadowwereasfollows:silt,clay,aggregatessize>1mmprocessingdamagerate(PAD>1),andsoilsat-
uratedhydraulicconductivity.[Conclusion]Grasslandandmeadowsoilshowedgreatdifferencesinparticle
mechanicalcomposition,organicmattercontent,watercontent,andsoon.Thestateofmeadowsoilwas



moresuitableforvegetationdevelopment.
Keywords:alpinegrassland;alpinemeadow;soilerodibility;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pathanalysis

  土壤侵蚀是指土壤及其母质在水力、风力、重力

和冻融等外营力作用下被破坏、搬离和沉积的过程,
它会破坏土壤环境,降低土壤肥力和质量,造成生态

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危害,如今土壤侵蚀俨然已成为影

响生态环境的世界性灾害问题。土壤可蚀性是定义

土壤是否容易遭受侵蚀影响的关键指标[1],也可以直

接判断土壤抵抗侵蚀能力的高低,反映了土壤对外营

力剥蚀和搬运的敏感性与易损性[2],是引起土壤流失

的关键所在,也是定量研究土壤侵蚀的基础[3]。由于

土壤可蚀性不是结构简单的定向指标而是复杂的综

合性因子[4],因此受到多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只
针对个别指标展开的土壤可蚀性评价往往较为片

面[5],因而评估土壤可蚀性的影响因素需涵盖全面。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对土壤侵蚀做了大量研

究。有研究表明,土壤侵蚀受土壤理化性质的显著影

响[6-8],如土壤容重、机械组成、孔隙度和含水率等变

化[9],会引起土壤结构稳定性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土

壤可蚀性强度[10-13]。还有研究表明土壤有机质是土

壤中各种物质的胶结剂[13],可以显著降低土壤可蚀

性[14],并表明相关的生物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土壤抗

冲和抗蚀能力[15-16]。陈佩岩[17]、LevyGJ等[18]、Six
J等[19]在研究中表明,土壤团聚体的数量、特征可以

反映土壤结构的稳定性和可侵蚀能力[18],土壤团聚

体的粒径分布及稳定性也可作为量化土壤可蚀性能

力的间接指标,因此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大小和土壤侵

蚀关系密切,可作为侵蚀的有效指示因子[19]。
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高寒地带,是三江源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主体部分,也是生态系统最敏感的

地区之一,其任何变化对中国乃至亚洲、全球的气候

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开展土壤可蚀性的研究

区域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20]及华中水土流失严

重的地区,在青藏高原开展的相关研究并不常见,用
于评价土壤可蚀性的因子也相对较少,所以导致在青

藏高原开展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域性与局限性。
近年来,随气候环境变化,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问

题逐渐凸显,因水土流失导致草地退化的面积逐年增

加,高寒草原与高寒草甸作为青藏高原草地的主要植

被类型,研究其土壤侵蚀的关键因子对青藏高原草地

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1-22]。因此,本文以青藏高原高寒

草原与草甸土壤为研究对象,结合野外调查与室内分

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青藏高原高寒土壤可蚀性影

响因子中确定土壤侵蚀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

对各主成分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剔除不显著与共线性

影响因子,筛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子,然后经

过通径分析计算来得出各因子与主成分的直接与间

接影响,最终明确影响青藏高原草原与草甸表层土壤

可蚀性的关键因子[23],此研究将为青藏高原高寒土

壤可蚀性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地处青藏高原中西部腹地,海拔4200
~5300m,地势绵延起伏,四周由唐古拉山、昆仑山、
巴颜格拉山和阿尼玛卿山脉构成新地形框架,被称为

“世界第三极”。属于典型高寒半干旱气候,常年气温

低于0℃,空气稀薄,太阳辐射强且水热同期。受水

热条件的影响,青藏高原主要植被类型为高寒草原和

草甸,其中高寒草原的植被覆盖度较小、植物多样性

也相对较少,主要为高寒干草原,草原占草地面积约

23.22%;高寒草甸面积分布广,物种丰富度较高,主
要的草地亚类有高寒典型草甸草地、高寒沼泽草甸、
高寒草原化草甸,草甸占草地面积约76.77%[21]。研

究区土壤厚度不大且质地较粗,土粒松散黏度较低,
养分贫瘠肥力不高,土地沙化严重,是水土流失的重

灾区。

1.2 样品采集

于2017年6月和9月进行野外样品采集,在青

藏高原中部沿海拔梯度选取具有植被代表性的采样

点,分别选取典型高寒草原样点20个、典型高寒草甸

样点11个,共计31个。表1介绍了各样点的情况。
在每个样地使用环刀采集深度在0—10cm的原状表

层土壤,每个采样点设置3组重复,并使用土样袋收

集土壤1kg左右,用于容重、孔隙度、含水量等土壤

孔隙特征的测定及土壤团聚体、土壤粒径分布等其他

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

1.3 试验方法

采用环刀法测定土壤容重[24],土壤含水量、土壤

孔隙度及土壤饱和导水率的测定方法见赵恒策[23]的

研究。采用湿筛法[25]分别测得各粒级团聚体含量,
并由此计算得出各团聚体稳定性指标[26-27]。采用

激光粒度分析仪(型号为 Mastersizer2000)测定土

壤不同等级粒径含量并将土壤粒径等级划分为黏粒

(<2um)、粉粒(2~50um)和砂粒(50~2000um)。
而土壤有机质含量则由浓硫酸—重铬酸钾外加热法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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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采样点分布概况

编号
植被
类型

经度 纬度
海拔/
m

年均
降雨/mm

年均
温度/℃

编号
植被
类型

经度 纬度
海拔/
m

年均
降雨/mm

年均
温度/℃

1 草原 94.05934°E 35.65733°N 4716 317.47 -6.09 17 草原 91.78939°E 33.09141°N 4951 387.19 -5.74
2 草原 92.94828°E 34.94271°N 4551 261.99 -5.94 18 草原 91.66879°E 33.01527°N 5085 454.81 -7.66
3 草原 92.55338°E 34.3163°N 4562 296.07 -4.77 19 草原 92.00285°E 33.03556°N 5143 485.95 -8.21
4 草原 93.90205°E 35.50417°N 4522 285.86 -4.78 20 草原 94.12437°E 35.71967°N 4446 423.55 -3.38
5 草原 94.11859°E 35.04989°N 4502 246.95 -5.35 21 草甸 91.99362°E 33.00811°N 5117 477.60 -7.62
6 草原 94.42399°E 35.01715°N 4368 266.00 -3.95 22 草甸 92.33385°E 34.08922°N 4759 275.62 -6.98
7 草原 94.73147°E 34.93011°N 4432 285.83 -4.38 23 草甸 93.03881°E 35.15305°N 4698 323.39 -5.53
8 草原 96.59862°E 33.96722°N 4663 437.32 -5.03 24 草甸 91.98992°E 33.0171°N 5123 476.70 -7.83
9 草原 98.43044°E 34.83526°N 4219 434.16 -2.20 25 草甸 92.90301°E 34.77832°N 4684 437.32 -5.03
10 草原 99.5028°E 35.48478°N 4342 680.40 -3.86 26 草甸 96.90505°E 33.77336°N 4445 423.55 -3.38
11 草原 93.86495°E 35.51631°N 4605 305.76 -4.35 27 草甸 96.59862°E 33.96722°N 4663 335.76 -4.47
12 草原 93.63883°E 35.47109°N 4497 230.02 -5.36 28 草甸 95.99613°E 34.14203°N 4622 264.80 -6.14
13 草原 93.26879°E 35.29186°N 4568 304.96 -4.28 29 草甸 92.88467°E 34.71624°N 4783 339.26 -5.43
14 草原 92.50825°E 34.29485°N 4582 277.03 -5.48 30 草甸 91.96450°E 33.01139°N 5052 428.51 -6.80
15 草原 92.27674°E 33.7878°N 4624 407.49 -5.29 31 草甸 92.03169°E 33.04281°N 5233 499.93 -8.50
16 草原 91.89498°E 33.32539°N 4810 340.38 -6.17

1.4 数据处理

进行相关室内试验得到数据,分别选取了如下指

标:容重(X1)、孔隙度(X2)、含水量(X3)、饱和导水率

(X4)、砂粒(X5)、粉粒(X6)、黏粒(X7)、胶粒(X8)、
单重维数Dv(X9)、信息维数D1(X10)、WSA百分含

量(X11)、平均质量直径 MWD(X12)、几何平均直径

GMD(X13)、团聚体分形维数D(X14)、结构体破坏率

PAD>2(X15)、结构体破坏率PAD>1(X16)、结构体破

坏率PAD>0.25(X17)、有机质含量(X18)这18个可蚀

性因子,其中 X9—X17计算过程见文献[12,13,25,

26,28]。
使用Excel2016进行数据处理,而主成分分析、

逐步回归分析及通径分析等统计处理由SPSS19.0软

件来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高寒草原与草甸表层土壤性质分析

如表2所示,草原和草甸土壤 WSA含量,MWD,

GMD大小关系依次分别为:草原(86.58%)>草甸

(85.6%),草原(1.01mm)<草甸(1.31mm),草原

(0.72mm)<草甸(0.89mm);草原与草甸土壤分形维

数D 差异不大,其值分别为2.40,2.39。草原土壤

PAD>2,PAD>1,PAD>0.25 含 量 为 64.13%,51.38%,

40.94%,草甸土壤三者含量分别为:61.18%,58.69%,

85.6%,草原土壤DV,D1 分别为2.46,0.88,草甸土壤

DV,D1 分别为2.62,0.67,故草甸土壤质地更为紧实,但
土壤粒径均匀性低于草原土壤。草原土壤砂粒、粉粒、

黏粒、胶粒含量分别为81.97%,15.02%,3.01%,1.4%,
与草原土壤相比,草甸土壤砂粒含量降低了39.5%,粉
粒、黏粒、胶粒含量分别提 高 了65.20%,144.21%,

156.41%。草原土壤容重为1.53g/cm3,草甸土壤容重

较草原低0.52g/cm3;草原土壤孔隙度低于草甸土壤

(41.88%<61.69%);草原与草甸土壤含水量存在较大

差异,以草甸大于草原(56.14%>12.63%);土壤饱和导

水率以草甸大于草原(1.01mm/min>0.79mm/min)。
草原土壤有机质含量为11.53g/kg,较草甸土壤高出

220.42%。草原与草甸可蚀性影响因子除 WSA,D 为

空间弱变异性、草甸土壤饱和导水率为高度变异性之

外,其余因子Cv 均处于10%~100%,为中等变异性。

2.2 高寒草原表层土壤可蚀性分析

本文所选取的可蚀性因子存在一定的信息重叠

即具有相关性,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要成分

进行降维。由表3可知,高寒草原表层土壤经降维后

得到4个主成分,其累计贡献值为86.08%。各主成

分主要影响因子见表3加粗显示,根据表中不同主成

分加粗的高信息荷载因子特征,将草原主成分分别命

名为:F1 土壤颗粒机械组成与孔隙特征因子,F2 大团

聚体特征因子,F3 团聚体结构因子。其中第一主成

分的贡献值最大,为46.54%,因此将土壤粒径孔隙特

征作为草原土壤可蚀性主要影响因素;而第二主成分

和第三主成分的贡献值分别为19.75%,12.19%,且二

者均属于团聚体特征,因此将团聚体特征作为草原土

壤可蚀性的次要影响因素;第四主成分无高信息荷载

因子且贡献值及特征值最小,因此后续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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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寒草原与草甸土壤基本性质分析

因 子    
草 原

均值±标准差 Cv/%

草 甸

均值±标准差 Cv/%
团聚体 WSA/% 86.58±4.65 0.050 85.6±7.83 0.09
平均质量直径 MWD/mm 1.01±0.28 0.27 1.31±0.32 0.25
几何平均直径GMD/mm 0.72±0.16 0.22 0.89±0.24 0.27
分形维数D 2.40±0.12 0.05 2.39±0.18 0.07
破坏率PAD>2/% 64.13±24.22 0.38 61.18±20.94 0.34
破坏率PAD>1/% 51.38±26.07 0.51 58.69±20.79 0.35
破坏率PAD>0.25/% 40.94±25.35 0.62 85.6±7.83 0.52
单重维数Dv 2.46±0.18 — 2.62±0.15 —
信息维数D1 0.88±0.22 — 0.67±0.24 —
砂粒/% 81.97±13.79 0.17 49.57±14.87 0.30
粉粒/% 15.02±12.14 0.81 43.11±13.29 0.31
黏粒/% 3.01±2.07 0.69 7.35±2.33 0.32
胶粒/% 1.40±0.98 0.60 3.59±1.11 0.31
容重/(g·cm-3) 1.54±0.19 0.13 1.02±0.39 0.39
孔隙度/% 41.88±7.33 0.17 61.69±14.83 0.24
含水量/% 12.63±11.38 0.90 56.14±44.99 0.80
饱和导水率/(mm·min-1) 0.79±0.44 0.55 1.01±1.1 1.09
有机质/(g·kg-1) 11.53±5.95 0.60 87.59±0.2 0.41

表3 草原土壤可蚀性影响因子主成分荷载矩阵

影响因子   F1 F2 F3 F4
容重(X1) -0.83 0.21 0.20 -0.16
孔隙度(X2) 0.83 -0.21 -0.20 0.16
含水量(X3) 0.66 -0.09 0.54 0.42
饱和导水率(X4) -0.60 0.12 -0.32 0.08
砂粒含量(X5) -0.95 -0.24 0.14 -0.02
粉粒含量(X6) 0.95 0.18 -0.13 0.05
黏粒含量(X7) 0.73 0.54 -0.13 -0.17
胶粒含量(X8) 0.78 0.51 -0.10 -0.18
单重维数Dv(X9) 0.82 0.27 -0.14 -0.25
信息维数D1(X10) -0.83 -0.43 -0.01 -0.13
团聚体 WSA(X11) 0.33 -0.68 -0.25 0.45
平均质量直径 MWD(X12) 0.55 -0.29 0.72 -0.28
几何平均直径GMD(X13) 0.60 -0.44 0.65 -0.10
分形维数D(X14) -0.38 0.61 0.31 -0.50
破坏率PAD>2(X15) -0.35 0.81 -0.15 0.37
破坏率PAD>1(X16) -0.11 0.79 0.31 0.41
破坏率PAD>0.25(X17) -0.21 0.39 0.63 0.38
有机质含量(X18) 0.90 0.07 -0.16 -0.07
特征根 8.38 3.55 2.19 1.37
贡献值/% 46.54 19.75 12.19 7.61
累积贡献值/% 46.54 66.28 78.47 86.08

  注:加粗标识为该主成分荷载较高的主要影响因子。下同。

通过主成分分析将可蚀性因子由原来的18维降

到4维,对所有可蚀性影响因子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以完成统计学检验,进而分析评价各个因子对主成分

的影响。由表4逐步分析结果可知,第一主成分中粉

粒(X6)和GMD(X13)通过检验,二者均增强了该主

成分的影响,粉粒对粒径孔隙特征影响作用最大;在

第二主成分中,胶粒含量(X8),D(X14)和 PAD>2
(X15)此3个因子通过检验,并对该主成分起正向作

用,其中PAD>2对大团聚体特征影响作用最大;而在

第三主成分中,孔隙度(X2),砂粒(X5),Dv(X9)、

MWD(X12)和PAD>0.25(X17)通过检验,其中 MWD
和PAD>0.25对该主成分起正向作用,其余指标起负向

作用,MWD对团聚体结构影响作用最大;第四主成

分中各影响因子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由主成分分析可得3个主成分,由逐步回归分析

筛选出各主成分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关键因子,通过通

径分析计算这些关键因子的相互影响及与主成分的

相关作用。分析可知,在第一主成分,即粒径孔隙特

征因子中,粉粒含量和 GMD主要起正向直接影响

(表5)。其中粉粒含量总决定系数为最大值,且荷载

系数最高,因此粉粒可作为粒径孔隙特征的主要影响

因子。在第二主成分大团聚体特征因子中,D,胶粒

含量与PAD>2对影响作用较大,且均起正向直接影

响,其中D 通过PAD>2对该主成分有较大的间接正

效应,且破坏率PAD>2总决定系数与荷载系数均为

最大值,因此PAD>2可作为大团聚体特征因素的主

要影响因子。在第三主成分团聚体结构因子中,通过

显著性检验的因子均对该成分影响较大,其中 Dv,

MWD起正向直接影响,其余为负向,孔隙度、砂粒、

Dv 和 MWD 具 有 双 重 效 应 作 用,其 中 MWD 与

PAD>0.25总决定系数最大且荷载系数较高,因此可作

为团聚体结构因素的主要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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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草原土壤可蚀性影响因子主成分逐步回归矩阵

粒径孔隙特征因子 X6 X13 大团聚体特征因子 X8 X14 X15

F1 回归系数 0.84 0.27 F2 回归系数 0.48 0.34 0.65
R2=0.956,F(2,11)=141.67,p=0.0001 R2=0.992,F(4,9)=331.09,p=0.0001
团聚体结构因子 X2 X5 X9 X12 X17 第四主成分

F3 回归系数 -0.48 -0.50 -0.54 0.85 0.45 F4 —
R2=0.991,F(5,8)=294.75,p=0.0001 未通过检验

  注:F 为主成分,“—”表示该指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未列出因子未通过检验。

表5 草原土壤关键可蚀性因子通径分析

粒径孔隙
特征因子

直接通径系数
间接通径系数

粉粒 GMD
总间接通径系数 总决定系数

粉粒 0.84 0.11 0.11 0.80
GMD 0.27 0.33 0.33 0.16

大团聚体
特征因子

直接通径系数
间接通径系数

胶粒 D PAD>2
总间接通径系数 总决定系数

胶粒 0.48 0 0.03 0.03 0.25
D 0.34 0 0.27 0.26 0.21
PAD>2 0.65 0.02 0.14 0.16 0.53

团聚体
结构因子

直接通径系数
间接通径系数

孔隙度 砂粒 Dv MWD PAD>0.25
总间接通径系数 总决定系数

孔隙度 -0.48 0.39 -0.29 0.29 -0.12 0.28 0.09
砂粒 -0.50 0.38 0.44 -0.29 0.10 0.64 -0.07 
Dv -0.54 -0.25 0.41 0.30 -0.05 0.40 0.07
MWD 0.85 -0.17 0.17 -0.19 0.06 -0.13 0.61
PAD>0.25 0.45 0.13 -0.12 0.06 0.11 0.18 0.28

  注:Dv 为单重维数;MWD为平均质量直径;PAD>0.25为团聚体>0.25mm粒维结构破坏率。下同。

2.3 高寒草甸表层土壤可蚀性分析

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表6),高寒草甸表层土壤

同样得到4个主成分因子,累积贡献值达88.15%,表
中各主成分中的荷载较高的主要影响因子以加粗字

体格式标识。根据表中各主成分加粗的高信息荷载

因子特征将草甸主成分分别命名为:F1 粒径孔隙特

征因子、F2 土壤稳定因子、F3 破坏率因子、F4 渗透

性能因子。根据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及贡献值可以确

定,草甸表层土壤可蚀性主要是受到粒径孔隙特征的

影响,其次为土壤结构与团聚体稳定性,最末为渗透

性能相关因素。
由表7高寒草甸逐步分析可知,在第一主成分粒

径孔隙特征因子中,有容重(X1),粉粒(X6),GMD
(X13)和有机质含量(X18)这4个因子通过检验,除容

重对该主成分起负向作用外,其余均起正向作用,且
粉粒这一因子对其影响作用最大;在第二主成分土壤

稳定因子中,黏粒含量(X7)与D(X14)通过检验,二
者均对该主成分起正向作用,且黏粒对土壤稳定特征

影响作用最大;在第三主成分破坏率因子中Dv(X9)
与PAD>1(X16)通过检验,PAD>1起正向作用,Dv 起

负向作用,PAD>1对破坏率影响作用最大;而在第四

主成分渗透性能因子中,分别有饱和导水率(X4),信

息维数D1(X10)和有机质含量(X18)此3个因子通过

检验,且三者均对该主成分起正向作用,这其中,对渗

透性能因子影响作用最大的因子为饱和导水率。

表6 草甸土壤可蚀性影响因子主成分荷载矩阵

影响因子    F1 F2 F3 F4
容重(X1) -0.90 0.17 0.10 -0.28
孔隙度(X2) 0.90 -0.17 -0.10 0.28
含水量(X3) 0.87 -0.22 0.15 0.23
饱和导水率(X4) -0.17 0.35 -0.47 0.74
砂粒含量(X5) -0.85 -0.44 -0.09 0.12
粉粒含量(X6) 0.87 0.35 0.13 -0.13
黏粒含量(X7) 0.47 0.84 -0.17 -0.01
胶粒含量(X8) 0.47 0.82 -0.20 -0.02
单重维数Dv(X9) 0.51 0.80 -0.23 0.01
信息维数D1(X10) -0.82 -0.28 -0.02 0.32
团聚体 WSA(X11) 0.61 -0.58 -0.43 -0.03
平均质量直径 MWD(X12) 0.83 -0.30 -0.13 -0.25
几何平均直径GMD(X13) 0.84 -0.39 -0.18 -0.19
分形维数D(X14) -0.68 0.56 0.26 0.03
破坏率PAD>2(X15) -0.14 0.08 0.67 0.07
破坏率PAD>1(X16) 0.29 0.24 0.85 0.05
破坏率PAD>0.25(X17) 0.47 -0.15 0.77 0.18
有机质含量(X18) 0.81 -0.28 0.31 0.27
特征根 8.52 3.68 2.57 1.10
贡献值/% 47.31 20.45 14.3 6.09
累积贡献值/% 47.31 67.77 82.07 8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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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草甸土壤可蚀性影响因子主成分逐步回归矩阵

粒径孔隙特征因子 X1 X6 X13 X18 土壤稳定因子 X7 X14

F1 回归系数 -0.24 0.44 0.32 0.14 F2 回归系数 0.81 0.51
R2=0.986,F(4,15)=331.15,p=0.0001 R2=0.962,F(2,17)=243.99,p=0.0001
破坏率因子 X9 X16 渗透性能因子 X4 X10 X18

F3 回归系数 -0.39 0.92 F4 回归系数 0.75 0.47 0.66
R2=0.856,F(2,17)=57.43,p=0.0001 R2=0.854,F(3,16)=38.04,p=0.0001

  注:F 为主成分,未通过检验因子未列出。

  由高寒草甸关键可蚀性因子的通径分析可得(表

8),第一主成分中,容重对该主成分起负向直接影响,
粉粒、有机质与GMD则起正向直接影响。其中粉粒

直接影响最大、总决定系数最高,且对其余三项均有

较大的间接效应,粉粒可作为粒径孔隙特征因素的主

要影响因子。第二主成分中,黏粒和分形维数D 直

接作用最大,均起正向直接影响,且二者相互作用并

无显著效应,其中黏粒总决定系数及荷载系数最大,
因此黏粒因子可作为土壤稳定性特征的主要影响因

子。在第三主成分中,PAD>1和单重维数Dv 对该主

成分具有较大直接影响,其中PAD>1起正向作用,Dv

起负向影响。Dv 通过PAD>1对该主成分有一定的

间接正效应,且PAD>1总决定系数及荷载系数均最

大,因此PAD>1因子可作为破坏率特征的主要影响

因子。而在第四主成分中,饱和导水率、有机质和信

息维数D1 对该主成分起较大的正向直接影响。其中

D1,有机质均通过导水率对该主成分有较大的间接效

应,且饱和导水率总决定系数以及荷载系数均为最

大,因此导水率因子可作为渗透性能因子的主要影响

因子。

表8 草甸关键土壤可蚀性因子通径分析

粒径孔隙
特征因子

直接通径
系 数

间接通径系数

容重 粉粒 GMD 有机质
总间接通径

系 数
总决定
系 数

容重 -0.24 -0.30 -0.25 -0.11 -0.66 0.22
粉粒 0.44 0.06 0.18 0.09 0.33 0.34
GMD 0.32 -0.16 0.25 0.09 0.18 0.16
有机质 0.14 0.00 0.28 0.21 0.49 0.09
土壤稳定因子 直接通径系数 黏粒 D 总间接通径系数 总决定系数

黏粒 0.81 0.03 0.03 0.68
D 0.51 0.04 0.04 0.29
破坏率因子 直接通径系数 Dv PAD>1 总间接通径系数 总决定系数

Dv -0.39 0.16 0.16 0.09
PAD>1 0.92 -0.07 -0.07 0.78
渗透性能因子 直接通径系数 导水率 D1 有机质 总间接通径系数 总决定系数

导水率 0.75 0.12 -0.13 -0.01 0.55
D1 0.47 0.19 -0.34 -0.15 0.15
有机质 0.66 -0.15 -0.24 -0.40 0.17

  注:GMD为几何平均直径;D 为分形维数;D1 为信息维数;PAD>1为团聚体>1mm粒级结构破坏率。

3 讨 论

由分析可知,在不同植被类型覆盖下,土壤可蚀

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及主要表征因子存在差异。由

主成分分析可知,高寒草原与草甸土壤可蚀性影响因

子首要均为粒径孔隙特征因子,这是由于土壤侵蚀直

接反映于土壤颗粒组成的变化,影响土壤质地的粗细

程度[11-12]。
本研究表明高寒草原土壤可蚀性主要影响因子

分别是:粉粒,PAD>2,MWD和PAD>0.25;高寒草甸

土壤可蚀性主要影响因子为粉粒、黏粒、PAD>1和饱

和导水率。二者主要影响因子不同,这可能是由于草

原、草甸植被状态不同,导致两种草地土壤理化性质、
土壤结构存在差异[26],在对于抵抗风蚀、水蚀时的抵

抗能力也不尽相同。这些基础土壤指标影响因子可

大体代表不同土壤面对外营力及内部作用时的抗冲

性及抗蚀性。高寒草甸植被因植被覆盖较多,植被根

系的缓冲、固土作用减少土壤侵蚀,枯枝落叶增加土

壤有机质含量,相应土壤有机质黏性等均大于高寒草

甸,因此可知,草甸土壤可蚀性受到有机质的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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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草原土壤则受其影响较小,这与徐燕等[12]、吴媛

媛等[20]、彭新华等[26]在研究中的结论一致,土壤有机

质含量多少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土壤可蚀性大小。刘

目兴等[29]在研究中表明土壤入渗受到土壤质地、地表

植被的深刻影响,草甸土壤根须及腐殖质较多、有机

质含量丰富,而草原土壤腐殖质含量较少,因此造成

导水效应不同[10,21],其土壤渗透性能对土壤侵蚀的响

应作用也存在差异,草甸土壤侵蚀受到渗透性能的辅

助影响,而草原土壤侵蚀几乎不受渗透性能影响;受
海拔影响,草原与草甸气候存在差异。草原平均海拔

4609m,草甸平均海拔高出草原225m,高寒草原、草
甸地区年均降水量分别为356.46,389.31mm,年均

气温分别为-5.11,-6.16℃,降水较多,气温较低可

以使得草甸土壤团聚体的形成与稳定性能强于草原

土壤。相关研究表明[27,30],土壤团聚体作为基本结构

单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土壤颗粒的数量及分布,而
土壤颗粒又是土壤最基本的物理性质之一,因此土壤

侵蚀受到土壤颗粒的影响最大、团聚体影响次之,故
草原及草甸土壤均受到土壤颗粒及团聚体的影响作

用。

4 结 论

本文通过对青藏高原草地的两种主要下垫面土

壤的性质的分析,草原与草甸土壤主要在颗粒机械组

成、有机质含量、含水量等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草甸

土壤状态更适合于植被发育。通过对草原、草甸土壤

可蚀性因子的主成分分析、逐步回归分析、通径分析

得出两种下垫面4种关键影响因子:草原:粉粒、

PAD>2,MWD和PAD>0.25;草甸:粉粒、黏粒、PAD>1
和饱和导水率。青藏高原草地地区可介于此筹划展

开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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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山区冰川河流悬移泥沙的输移特征

赵艳霞1,马伟强2,韩海东3,庄 帅1,史红岩1,丁越岿1,于瑞宏1,吕喜玺1

(1.内蒙古大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内蒙古自治区河流与湖泊生态重点实验室,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1;

2.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 拉萨100085;3.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730000)

摘 要:[目的]分析不同区域冰川河流的水沙关系、输沙量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并对泥沙侵蚀强度进

行评估,为高寒山区冰川河流的水沙动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方法]选取绒布河和科其喀尔河作为研究

对象,在消融期间(2018年5—10月)对冰川河进行野外观测和水样采集。考虑气温和降水的影响,采用水

文模型法对绒布河径流量进行模拟,结合水沙关系曲线、泥沙滞后环及回归模型对冰川河流的悬移泥沙输

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气温是影响高寒山区冰川河流悬移泥沙运输的主要因素;绒布河和科

其喀尔河消融期的径流模数约7.36×105,6.82×105 m3/(km2·a),输沙模数分别为200t/(km2·a)和

890t/(km2·a)。[结论]绒布冰川对气候变化更加敏感,消融强度大,泥沙主要来源于融水与降水对河道

底部与坡面的侵蚀,但是可侵蚀沉积物和水力条件不足,造成该地区输沙模数低于其他冰川;科其喀尔河

地处西北干旱区,泥沙输移量主要是由泥沙来源决定的,随着气温的升高,大量冰碛物被输送到下游,侵蚀

强度明显高于其他大多数冰川。
关键词:冰川河流;径流;水沙关系;滞后环;输沙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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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pendedSedimentTransportCharacteristicsof
GlacialRiversinAlpineMountainousAreas

ZhaoYanxia1,MaWeiqiang2,HanHaidong3,ZhuangShuai1,
ShiHongyan1,DingYuekui1,YuRuihong1,LüXixi1

(1.CollegeofEcologyandEnvironment/InnerMongoliaKeyLaboratoryofRiverandLakeEcology,

Hohhot,InnerMongolia010021,China;2.InstituteofTibetanPlateauResearch,ChineseAcademyof
Sciences,Lhasa,Tibet100085,China;3.StateKeyLaboratoryofCryosphericScience,Lanzhou,Gansu73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water-sedimentrelationshipandsedimenttransportindifferentglacialriversand
theirresponsestoclimatechangewereanalyzed,andthesedimenterosionintensitywasassessedinorderto
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thestudyofwaterandsedimentdynamicsofglacialriversinalpinemountainousareas.
[Methods]TheRongbuRiverandtheKeqikarRiverwereselectedastheresearchobjects.Duringtheablation
period(May—Octoberin2018),fieldobservationandwatersamplecollectionoftheglacierriverswere
conducted.ThehydrologicalmodelmethodwasusedtosimulatetherunoffoftheRongbuRiver,considering
theeffectsoftemperatureandprecipitation,combinedwiththesuspendedsedimentratingcurve,the
sedimenthysteresisloop,andregressionmodeltoanalyzethesuspendedsedimenttransportandinfluencing
factorsoftheglacialrivers.[Results]Temperaturewasthemainfactoraffectingthetransportofsuspended
sedimentinglacialriversinanalpinemountainousarea.Therunoffmodulusvaluesduringtheablationperiod
oftheRongbuRiverandtheKeqikarRiverwereabout7.36×105,6.82×105 m3/(km2·a),respectively.
Thesuspendedsedimenttransportmoduluswasabout200and890t/(km2·a).[Conclusion]TheRongbu



Glacierishighlysensitivetoclimatechangeandhasastrongablationability.Sedimentmainlycomesfrom
theerosionofthebottomandslopeoftheriverchannelbymeltwaterandrainfall.However,duetoinsufficient
erodiblesedimentandhydraulicconditions,thesedimenttransportmodulusofthisareaislowerthanothers.
TheKeqikarRiverislocatedinthearidareaofNorthwesternChina,andsedimentdischargeismainlydetermined
bythesourceofsediment.Asthetemperaturerises,alargeamountofmorainematerialistransported
downstream,andsedimenterosionintensity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observedfrommostotherglaciers.
Keywords:glacialriver;runoff;water-sedimentrelationship;hysteresisloop;sedimenttransportmodulus

  中国的冰川主要分布在西部高寒山区,是许多大

江大河的源头,也是干旱区半干旱区十分重要的淡水

资源。随着全球气温不断升高,冰川消融加剧,导致

以冰川、积雪融水为主要补给的河流(简称为冰川河

流)的径流量增加,更多的岩石、土壤机械的剥蚀产生

的碎屑等物质被活跃的冰川或融水运输到河流的下

游[1],冰川区泥沙侵蚀和输移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全

球热点之一。然而,受高山地形和气候条件的制约,
冰川区的实地考察有很大难度,人们主要采用了遥感

或建立模型的方法,例如,吕喜玺等[2]利用地理信息

系统(GIS)从全球数据集中获得数据,分析了长江上

游流域产沙量的影响因素。李元寿等[3]于2008年则

利用自然降水和人工模拟降水的方法,分析了植被覆

盖对其影响。Ali等[4]在2010年用索恩斯和地表径

流模型预测了印度河上游流域的的侵蚀率和产沙量

的空间分布。曾晨等[5]在雅鲁藏布江的一项研究中,
采用水沙关系曲线分段的方法,对低频悬浮泥沙含量

和径流的排放进行了估算,从而提高了输沙量的计算

精度。但是,仍有众多学者在高寒山区野外观测十分

困难的情况下,对冰川河流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

Singh等[6]对甘戈特里冰川河径流量和泥沙含量的

日变化进行分析,并建立了泥沙滞后环。Stott等[7]

对托朗冰川的水文过程和悬浮泥沙进行研究,预测气

候变暖对径流量的产生和泥沙的输移带来很大影响。

Li等[8]对海螺沟冰川的研究中发现,冰川上大量的冰

碛物是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都是基于单个冰

川进行研究的,对不同区域冰川的对比研究较少。

Gao等[9]利用乌鲁木齐上游冰川河与非冰川河之间

的对比发现,径流来源和水文过程是造成物质运输模

式差异的主要因素。landelaney等[10]通过量化泥沙

与径流排放之间的关系,探究冰川河流侵蚀的区域和

年际变化。
冰川是气候变化敏感的指示器,中低纬度的冰川

对气候变化反应强烈,因此备受学者们的关注。为了

更全面的了解冰川河流的泥沙输移情况,本文选择了

喜马拉雅山和西北干旱区的两个较大规模的大陆型

冰川进行研究。喜马拉雅山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是
中低纬度地区重要的冰川分布区,平均海拔超过

6000m,对西南季风带来的降水有较强的削弱作用,
因此,北坡气候干冷,降水较少,大陆型冰川发育。因

其脆弱敏感的环境,成为研究冰川的理想区域。托木

尔峰地处西北,海拔高达7483.5m,是天山最高峰。
这里大陆性气候显著,气候干燥,降水较少,冰川主要

以较大规模的山谷冰川为主,是西部天山最大的冰川

作用中心,冰川面积约为珠穆朗玛峰的2.4倍,为干

旱区半干旱区提供了宝贵的淡水资源。本文试图通

过对冰川河流悬移泥沙的输移量进行估算和分析,探
讨气温和降水对冰川水文过程和泥沙输移带来的影

响,进一步揭示高寒山区冰川河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机制,以期为高寒山区冰川河流的水沙动态研究提供

理论基础。

1 研究区概况

绒布冰川(86.92°E,27.98°N)位于珠穆朗玛峰北

坡,是该地区面积最大的亚大陆冰川,由东绒布冰川、
中绒布冰川和西绒布冰川组成。绒布河发源于绒布

冰川末端,距离定日县80km,海拔约5150m,它由

三大冰川部分融水汇集而成,是一条典型的以冰川融

水补给为主体的河流[11]。通过谷歌地球进行计算,
监测站点以上的流域总面积约280km2,冰川面积为

115km2。受西南印度季风控制,年平均气温为3.9℃,
降水量约265.9mm,主要集中在7—8月。

科其喀尔冰川(80.17°E,41.81°N)位于托木尔峰

的南部,新疆阿克苏市温宿县境内,是典型的树枝状

大陆型复式山谷冰川,长约26km,面积为72km2,
其中消融区面积38km2,60%以上的地区都被碎屑

等冰碛物覆盖[12],最强烈的剥蚀发生在这里。流域

内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全年大部分时间平均气温在

0℃以下。降水补给主要是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

潮湿气流,年降水量约456.2mm,其中消融期降水可

占全年的80%以上。

2 方法与数据

2.1 气象与水文数据的获取

绒布河2018年5—10月的气温、降水量等数据,
由中国科学院珠穆朗玛大气与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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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径流量是由水文站工作人员现场监测取得;科
其喀尔河地区2018年5—9月的相关数据均是由托

木尔峰站提供,有连续的水文观测。

2.2 样品的采集与测定

2.2.1 样品采集和现场监测 绒布河的观测断面位

于绒布冰川末端500m处,海拔约5170m;科其喀

尔河的观测断面位于冰川末端下游约800m处,海
拔约3000m。本文将临时架设的钢管桥作为观测

断面,对整个河流进行观测和采样。在该断面上,每
隔1m设置1个监测点,随着河宽的不断变化,绒布

河和科其喀尔河断面上分别设置6~22,6~9个监测

点不等,采用水位计进行水位的测量,而流速的测量

采用已经校准过的螺旋桨式流速仪,用于记录水位与

流速的自记纸每日一换。在绒布河和科其喀尔河断

面水流湍流处各设置1个采样点,共采集60个样品。
采样时间分别为5—10月和5—9月,采样频率为

7d,并于采样当天12:00左右进行采样。

2.2.2 实验室测定 采集的样品装在预先用去离子

水清洗过3次的250mL聚乙烯塑料瓶中,冷冻保

存,泥沙含量(SSC)通过标准重量分析法测定,分析

前2d将样品取出,在室温下自然融化,使样品混合

均匀,然后通过孔径为0.45μm的滤膜,记录此时滤

膜重量,结合过滤样品体积和事先烘干并冷却后的

最初的滤膜重量,计算出SSC的值,剩余样品放到

-15℃的低温室内保存,以便日后进行其他的试验。

2.3 数据处理

2.3.1 径流量计算 流量是通过流速—面积法计算

得到,公式如下:

Q=∑d×h×u (1)
式中:Q 是指断面径流量(m3/s);d 是水面间隔宽

度;h 是任意间隔处测得的水位(m);u 是与监测点

对应的流速(m/s)。
总流量的计算公式为:

Q总=∑Q×t (2)
在绒布河获取了102个监测点数据,但只有9

组,不足以支撑该研究。刘伟刚[13]曾利用前人在珠

峰科学考察时的径流量进行模拟并验证,得到了绒布

河径流量的模型,但只考虑了冰川在温度驱动下产生

的流量(公式3),本文结合崔玉环等[14]的径流模型

(公式4),同时考虑了气温和降水对径流量的影响,
根据实测流量反演得出常数g和c的值,从而模拟得

出空白日期的流量值。

Q=0.19472×e0.26037×(4.79862+T) (3)

Q=a×eb×(T+d×Rs)+f×Rh+g×p+c (4)

式中:a,b,c,d,f,g 均为常数;T(℃)指日平均气

温;Rh 是指每日的湿度;P(mm)代表日降水量。

2.3.2 水沙关系曲线 水沙关系曲线[15](sediment
ratingcurve)是基于SSC与Q之间的强相关性而模

拟得出的曲线方程,适用于大多数河流,其形式以幂

函数居多:

C=a×Qb (5)
式中:C 指悬浮泥沙含量(SSC)(mg/L),a 和b 为系

数,该公式涵盖了河流动力条件和可侵蚀沉积物的影

响[16],它可以弥补过去缺失的数据,并预测未来的泥

沙含量,常用于估算特定时间段内的输沙量。

2.3.3 输沙量和输沙模数的计算 一定时间内的输

沙量和输沙模数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F=∑Qi×SSCi (6)

   M=∑Q×SSC/A (7)
式中:i 是采样期间的任意一天;F 是指一段时间

内经过某 一 断 面 泥 沙 输 移 的 总 量,又 称 输 沙 量。

M 是指泥沙的输沙模数〔t/(km2·a)〕;A 是集水区

面积(m2)。

3 结果与分析

3.1 水沙关系

(1)径流量。对绒布河径流量模拟结果见图1。
将消融期分为3个阶段(见公式8),5—6月的径流主

要由融水组成,少量降水可以忽略不计;7—8月的降

水丰富,产流效应明显;9—10月期间没有降水出现,
但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消融强度大于历史年份,采
用相同的模型计算,模拟值偏低。其中,夏季降水丰

富,水位桶被冲走,因此造成7—8月资料的缺失,如
图1a所示,由于该模型是由绒布河历史数据而得到,
并通 过 了 验 证,适 用 性 较 好(NSE=0.926,r=
0.973)。绒布河径流量从消融前期开始升高,直到8
月12日达到峰值为56.78m3/s,随后呈下降趋势。
科其喀尔河的径流量变化如图1b所示,利用线性内

插法获得中间5d的空白数据,模拟后的流量和实测

流量重叠,故此处未作径流量的模拟曲线。该地区最

大径流量发生在7月24日为15.43m3/s,7月31日

出现明显低谷后,又逐渐升高,直到8月21日之后开

始回落。经过估算,两条冰川河流消融期的径流量分

别为2.06×108,7.50×107m3。

5—6月:Q=0.19472×e0.26037×(4.79862+T)

7—8月:

Q=0.19472×e0.26037×(4.79862+T)+2.545×P (8)

9—10月:

Q=0.19472×e0.26037×(4.79862+T)+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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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绒布河(a)和科其喀尔河(b)径流量的变化

  (2)泥沙含量特征。绒布河和科其喀尔河的泥

沙含量变化曲线(见图2)均出现了3次较为明显的峰

值。第一次峰值出现在消融初期,这是因为5月气温

升高,冰川开始消融,储存在冰川中的泥沙与融水接

触并被运往下游,于是,二者的泥沙含量分别在6月3
日和6月12日出现了较高的值,为165.66mg/L和

1004.35mg/L;而7—8月属于强烈消融季,径流量显

著增多,其携沙能力随之增强,先后于7月8日和7
月17 日 达 到 全 年 峰 值,分 别 为 843.44 mg/L,

5981.62mg/L;随后泥沙含量(SSC)都呈下降趋势,

此时,径流量急剧减少,导致泥沙含量在8月19日和

7月31日出现了第三次峰值,分别为417.93mg/L,

2130.17mg/L。分析两条冰川河流泥沙含量的季节变

化特征见图3。绒布河5—10月平均泥沙含量分别为

95.58,155.24,475.95,322.19,225.25,76.91mg/L,最大

值和最小值分别发生在7月和10月,全年平均泥沙含

量值为316.51mg/L。同样地,科其喀尔河5—9月

平均泥沙含量值为200.63,612.83,2258.96,702.08,

314.99mg/L,7月泥沙含量远远高于其他月份,年平

均泥沙含量1217.51mg/L,约为绒布河的4倍。

图2 绒布河(a)和科其喀尔河(b)实测泥沙特征

图3 绒布河和科其喀尔河月平均泥沙含量

(3)水沙关系曲线。水沙关系曲线是由实测泥

沙含量和径流量的关系模拟得到的(图4)。如图

4a—4b所示,两条冰川河流水沙关系曲线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R2
1=0.559,R2

2=0.406,拟合效果较差。根

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径流量 Q 和泥沙含量

SSC的数据按季节[17]、排放等级[18]、或排放阶段进行

分组[5],以提高泥沙含量和输沙量估算的准确性,该
研究按照径流量的排放分为上升期(5—7月)和下降

期(8—10月),见图4c—4f所示,相关系数R2 均有显

著提高,但是仍存在明显的离散现象,这是由流域径

流组成、泥沙来源和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而造成的滞后

现象[19]。对水沙关系的滞后现象进一步分析,可以

得到泥沙滞后环,它可以反映悬浮泥沙在整个水文过

程中的动态变化,并揭示泥沙的供给与输送机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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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泥沙滞后环有3种,即顺时针滞后环、逆时针滞后

环和“8”字形滞后环。如图5a所示,绒布河的滞后环

形似数字“8”,当径流量为20m3/s时,图形相交于一

点,当Q>20m3/s时,表现为顺时针,可侵蚀泥沙比较

充足或输送距离较短;当Q<20m3/s时,具有逆时针

滞后环的特征,表明此时有其他的泥沙来源。见图5b
所示,科其喀尔河滞后环为顺时针,在径流量升高时出

现泥沙含量峰值,但是随径流量继续增大,泥沙含量急

剧下降,这表明前期的泥沙供给十分充足,但随着累

积和沉淀的泥沙被输送到下游,泥沙来源逐渐枯竭。

图4 绒布河及科其喀尔河泥沙含量SSC与径流量Q 的关系

图5 绒布河(a)和科其喀尔河(b)泥沙滞后环

3.2 输沙量和输沙模数

如图6所示,绒布河5—10月的输沙量分别为

1170.97,6820.47,25710.79,14754.32,6571.32,

811.27t,7月份被运输的泥沙总量最多,8月次之,10
月份最少,全年泥沙输移总量约为55850t。同样地,
科其喀尔河7月份运输泥沙64156.22t,远远高于其他

月份,其次是8月份运输泥沙25237.13t,5,6,9月输

沙量分别为1538.55,4580.39,2422.50t,泥沙输移

总量为97950t,约为绒布河泥沙总量的2倍。

假设主要融化季节的输沙量可以代表全年的输沙

量,经过计算,二者的输沙模数分别为200t/(km2·a)
和890t/(km2·a)。学者们常用输沙模数来表征侵

蚀强度的大小[1],结合土壤容重(γ=2.65kg/m3)则
可以算得侵蚀速率分别为0.08,0.34mm/a。在本研

究中,绒布河的输沙模数与乌鲁木齐1号冰川河相

当,但是与其他冰川河相比仍较小(表1)。科其喀尔

河的输沙模数为绒布河的4.5倍,高于其他大多数冰

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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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寒山区冰川河流悬移泥沙输移特征比较

冰川河流  地理位置
测站

海拔/m
气温/
T

降水/
mm

流域
面积/km2

冰川覆
盖率/%

径流量/
106m3

输沙模数/
(t·km-2·a-1)

参考
文献

科其喀尔河 80.17°E,41.81°N 3000 0.63 456.2 110 65.5 75 890
绒布河 86.92°E,27.98°N 5150 3.85 265.9 280 41 206 200
乌鲁木齐1号冰川河 86.82°E,43.10°N 3693 -5.9 504 3.34 48 2.4 200 [20]
卡拉苏河 82.00°E,42.00°N 1541 7.4 124.7 1114 5.92 233 263 [21]
疏勒河 96.25°E,39.82°N 2112 5.0 53.6 10961 — 959 304 [22]
叶尔羌河 76.90°E,37.98°N 1450 -4.7 234 50200 10.5 6517 650 [22]
皮山河 78.77°E,37.22°N 2300 7.0 174.2 2227 4.1 44.5 403 [23]
三屯河 86.92°E,43.72°N 1250 7.8 277.7 1636 2.5 354 496 [24]
苏特莱杰河 78.00°E,39.82°N 2310 — — 48316 3.7 — 615 [25]
玛纳斯河 85.77°E,44°00'N 2418 6.0 200 5156 12 4422 653 [26]
八音沟河 84.98°E,44.02°N 2100 4.5 291 1092 18.8 331 654 [27]
玉龙喀什河 79.03°E,37.00°N 4000 -7.5 323.2 14575 20.2 2254 782 [28]
海螺沟冰川河 101.98°E,29.57°N 3000 4.6 1881 178 45.3 — 1570 [8]
世界平均水平 150 [29]

  注:“—”未能检索到的信息。

图6 绒布河和科其喀尔河每月输沙量

3.3 气温和降水对输沙的影响

气温、降水及其组合是影响冰川水文过程的主要

气候因素[30]。绒布河和科其喀尔河气温整体上呈现

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见图7。绒布河全年平均气温为

3.9℃,变化范围为-1.9~14.6℃,5—10月的月平均

气温分别为7.1,11.1,11.5,10.6,10.1,2.4℃。绒布冰

川区的降水较少,主要集中在7—8月份,全年降水量

约265.9mm,降水量最大为24.1mm,发生在8月12
日。科其喀尔河5—9月平均气温分别为5.0,9.1,

11.7,11.1,6.4℃,变化范围是0.8~16.3℃,最高气

温发生在7月24日,全年平均气温(0.63℃)低于前

者。该地区的降水事件较多,发生频次为85d,最大

降水量约为20mm,发生在6月15日,全年降水量约

为绒布河的1.7倍。

图7 绒布河(a)和科其喀尔河(b)平均气温、降水与泥沙含量和月径流量

  如图7a所示,绒布河的气温、降水、径流量和泥

沙含量的变化趋势一致,随着气温升高和降水增多,
径流量和泥沙含量的的值也随之增大。如图7b所

示,与绒布河不同的是,科其喀尔河的降水与泥沙含

量的变化趋势差别较大。为了进一步探讨气温和降

水对泥沙含量的影响,利用多元回归模式进行分析,
绒布河的回归方程为SSC=24.98T+8.59P-18.74
(p≤0.05),拟合优度良好;科其喀尔河为 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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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2T-13.62P-409.50,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上

述回归方程中,温度的系数均为正值,随着气温的升

高,泥沙含量也逐渐增大,这是因为在强烈消融期

(7—8月),融水量增多,携沙能力增强,部分径流还

将通过冰面裂缝渗透到冰下通道中,造成通道膨胀,
有利于泥沙通过该通道从冰川内输送到冰川河流中;
当消融初期(5—6月)或末期(9—10月)时,温度较

低,融水量减少,携沙能力降低,冰下通道变形或结冰

关闭,导致泥沙的输移量减少。因此,气温是影响冰

川河流泥沙输移的重要因子。绒布河的降水系数大

于零,表明泥沙含量的值随着降水的增多而增大,绒
布河降水事件主要发生7—8月,此时温度较高,冰川

消融强度大,冻土面积减少,导致径流量和可侵蚀沉

积物增多,更多沉积物易被冲刷进入河道中,使泥沙

含量增大。如图7b所示,科其喀尔地区降水主要集

中在6月,且消融前期的泥沙含量与降水的变化趋势

一致,表明其关系存在一致性,但是从整个消融期来

看,降水与泥沙含量的相关系数为负值,这可以解释

为:①该地区冰川表面冰碛物覆盖率高达60%,当消

融初期温度升高且降水增多时,大量的碎屑等冰碛物

极易被运输,降水与泥沙含量之间成正相关关系;②
7—8月之后,降水较少,对泥沙的冲刷作用远远小于

温度对其带来的影响,因此表现为稀释作用。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1)水沙关系。冰川河流悬浮泥沙的输移取决

于融水的排放和泥沙来源[31-32]。冰川河流的径流量

和泥沙含量的相关性都比较差,按径流量的上升和下

降进行分段之后,水沙关系有明显改善,但在各阶段

仍存在离散数据,这是泥沙的滞后现象造成的,泥沙

滞后环可以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绒布河的滞后环

为“8”字形,在径流量逐渐增大时,河床底部和冰下融

水通道边缘沉积物被融水侵蚀,但由于供给不足,在
滞后环的下降初期,径流量几乎没有变化,泥沙含量

却有明显减少;随后,泥沙含量开始缓慢减少,这是因

为融水对沟道进行侵蚀冲刷,短时间内沟岸比较稳

定,并且绒布冰川坡度较缓,坡度仅为5°,不会出现泥

沙含量骤然减小的现象。特别地,在径流量小于

20m3/s时,下降段的泥沙含量高于上升段,与冰川的

物质平衡相违背,因此,该流域内有其他泥沙来源补

给,一方面,青藏高原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随着全球

气温升高,冰川面积急剧退缩,土壤经过频繁的冻融

过程,变得松散且结合力降低,抗侵蚀能力下降[33];
另一方面,该地区土壤以砂质、砾石为主,储水和保水

性能差,易被夏季的强降水冲刷进入河流中,因此降

水对坡面上土壤的冲刷成为该地区泥沙来源之一。
科其喀尔河径流量与泥沙含量的滞后环呈顺时

针关系,表明泥沙主要来源于河道中。在径流量上升

段,平均泥沙含量出现峰值,即2258.96mg/L,远远

高于其他月份,这是因为科其喀尔冰川表碛物覆盖丰

富,尤其在冰川两侧分布较厚,表碛层主要由花岗岩

碎石夹杂部分泥质组成,越向冰川末端含泥量越高,
海拔3300m以下发育有厚层的土壤层,因此当夏季

温度较高时,冰崩或雪崩导致大量碎屑进入河道中,
在较短时间内被融水沿陡峭的山坡输送到下游,泥沙

含量急剧减小;在径流量的下降段,泥沙含量均小于

上升段,这表明累积的悬浮泥沙已经被输送到下游或

储存下来,当温度再次升高时,融水会带走储存的沉

积物。
(2)输沙能力。河道中输移的泥沙是土壤侵蚀

的产物,因此输沙模数可以作为流域侵蚀产沙强度的

指标之一,输沙模数越高,则土壤侵蚀越严重,河道的

输沙能力越强,反之亦然。受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影

响,各研究区形成了独特的径流模式,这是影响泥沙

侵蚀和输移的关键因素[34]。位于中低纬度且海拔较

低的冰川,融水的排放量更多,携带泥沙的能力也更

强[35]。然而,在对绒布河的研究中发现,绒布河径流

量远远高于乌鲁木齐1号冰川河,输沙模数大小却相

当。这是因为:①绒布河地处青藏高原,海拔较高,对
气候变化更加敏感,尽管冰川消融能力更强,但是可

侵蚀沉积物较少,造成泥沙的供给不足;②绒布河是

由3个冰川河汇流而成,强烈消融区距离水文断面约

9km,融水在汇流过程中受到冰湖群的调节[13],使其

动能减小,从而造成携带泥沙量较少,表现为侵蚀强

度较低。此外,泥沙来源也是影响侵蚀强度的原因之

一[36]。科其喀尔河地处西北干旱区,降水较少,表碛

物的覆盖度远高于其他地区,温度较高时,冰崩或雪

崩带来大量碎屑等物质,进入河道并被融水径流输送

到下游,因此输沙模数更高,但仍小于同样有大量冰

碛物堆积的海螺沟冰川河,这与该冰川的性质有关,
海螺沟属于海洋性冰川,消融速度快,受季风影响严

重,降水非常丰富,对泥沙的侵蚀和输移十分有利。

4.2 结 论

本文通过径流量模拟、水沙关系曲线和泥沙滞后

环等方法,对绒布河和科其喀尔河的水沙关系、泥沙

来源和侵蚀强度进行分析和评估,主要得到以下几个

结论:
(1)高寒山区冰川河流泥沙的采样工作受到很

大的限制,采样频率较低,本文根据流域的水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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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径流量和泥沙数据进行分段分析,用于弥补缺失的

数据并进行输沙量的估算,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在青

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的应用,不仅对高寒山区的野外

观测数据进行了丰富与补充,同时也为其他冰川地区

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2)本文以绒布河和科其喀尔河作为典型代表,

对青藏高原和干旱区的冰川河流泥沙输移进行研究。
绒布河气温和降水的组合对泥沙含量的影响显著,泥
沙滞后环为“8”字形滞后环,当气温升高降水量增多

时,径流量增大,冻土消融,融水对河道的侵蚀和降水

对坡面的冲刷,都增强了绒布河输送泥沙的能力。与

前者不同的是,科其喀尔河滞后环表现为顺时针,冰
川表碛物是泥沙的主要来源。气温升高导致该冰川

河流的携沙能力增强,而降水在不同阶段对泥沙输移

有有不同的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它远远小于气温升

高带来的影响,因此表现为稀释作用。
(3)绒布河和科其喀尔河输沙模数分别为200

t/(km2·a)和890t/(km2·a),与其他地区相比,绒
布河的侵蚀强度处于较低水平,喜马拉雅地区对气候

变化敏感,消融强度大,可侵蚀沉积物和水力条件不

足却限制了泥沙的侵蚀。科其喀尔冰川地处西北干

旱区,降水较少,丰富的冰碛物成为其额外的来源,从
而呈现出较高的侵蚀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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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火地塘3种主要林型林冠层对
不同pH值降雨水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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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秦岭火地塘林区3种主要林型林冠层对不同pH值降雨水质的影响过程,为研究酸沉

降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基础。[方法]以林区油松林、华山松林、锐齿栎林为研究对象,自制人工降

雨器模拟降雨,分析各林分林冠穿透雨水化学物质浓度随降雨时间及降雨酸度的变化规律。[结果]①模

拟降雨10min或20min3种林分林冠穿透雨中NH+4 ,NO-3 ,K+,Ca2+,Mg2+,Pb,Zn,Cd浓度达到峰值,降雨

20~30min后浓度降低并趋于稳定,随降雨时间延长总体上呈先升高后降低并趋于稳定的规律。②针叶

林、阔叶林不同的叶组织特性影响林冠中化学物质淋洗量。相同pH值降雨淋洗,油松、华山松林冠穿透雨

中NH+
4 ,NO-3 ,K+,Ca2+,Mg2+,Pb,Zn,Cd浓度多表现为大于锐齿栎。③酸雨能促进林冠中化学物质淋

失。对于同一树种,不同pH值降雨淋洗,林冠穿透雨中NH+
4 ,K+,Ca2+,Mg2+,Pb,Cd浓度值及浓度变化

幅度大小大体表现为:pH4.0>pH5.0>pH7.0。[结论]根据林冠穿透雨水化学物质浓度随降雨时间动态变

化规律,将林冠对穿透雨水质影响过程划分为降雨淋洗(降雨开始至降雨10min或20min)和降雨淋溶

(降雨约20~30min以后)两个阶段。降雨淋洗阶段,林冠层对水质变化影响大。

关键词:油松林;华山松林;锐齿栎林;林冠层;降雨水质;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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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CanopyofThreeMainForestTypesonRainfallWaterQualityWith
DifferentpHValuesinHuoditangForestAreaofQinlingMountains

GaoXiaoxiao1,3,ZhangShengli2,3,QiuZhibin1,3,PanTaichen4,YuJinxin5

(1.Institute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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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forestcanopytypeonwaterqualityofrainfallwithdifferentpHvalues
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abasisforstudyingtheeffectsofacidrainfallonforestecosystemsinthe
HuoditangforestareaoftheQinlingMountains.[Methods]Aself-madeartificialrainfalldevicewasusedto



simulaterainfallonthreemainforesttypes(Pinustabuliformis,Pinusarmandii,andQuercusalienavar.
acuteserrata).Changesintheconcentrationofrainwaterchemicalsinthecanopyofeachforestwereanalyzed
byrainfalltimeandrainfallacidity.[Results]① TheconcentrationsofNH+

4 ,NO-
3 ,K+,Ca2+,Mg2+,Pb,

Zn,andCdinthethroughfallofthethreeforestscanopiesreachedpeakvaluesafter10—20minutes,andthe
concentrationdecreasedandstabilizedafter20—30minofrainfall.Theconcentrationsgenerallyincreased
first,andthendecreasedandtendedtobestablewiththeextensionofrainfalltime.②Thedifferentleaftis-
suecharacteristicsoftheconiferforestandthebroadleavedforestaffectedtheleachingamountofchemicals
inforestcanopies.WiththesamepHvalue,theconcentrationsofNH+

4 ,NO-
3 ,K+,Ca2+,Mg2+,Pb,Zn,

andCdinthethroughfallwerehigherinP.tabuleformisandP.armandiithaninQ.acuminata.③ Acid
raincanpromotethelossofchemicalsinforestcanopies.Forthesametreespecies,withdifferentpHvalues
ofleachingrain,theconcentrationsofNH+

4 ,K+,Ca2+,Mg2+,Pb,andCdincanopythroughfallandthe
variationrangeoftheirconcentrationsgenerallyfollowedtheorderofpH4.0>pH5.0>pH7.0.[Conclusion]

Accordingtothedynamicchangeprocessofchemicalsubstanceconcentrationofcanopythroughfallwith
rainfalltime,theimpactprocessofcanopyonthroughfallwaterqualitycanbedividedintotwostages:rain-
fallwashing(rainfallofabout10—20minutes)andrainfallleaching(rainstartsto10or20minuteslater).
Intherainfallwashingstage,thecanopyhasagreatinfluenceonthewaterquality.
Keywords:Pinustabulaeformisforest;Pinusarmandiiforest;Quercusacuteserrataforest;canopy;rainfall

waterquality;pHvalue

  近些年来,受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水旱频繁,水
土流失严重,又因环境污染,造成水质恶化,水质型缺

水[1]日益严重。为保护水资源,森林对水质的改善作

用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森林与水质研究成为热点。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大气降水

是陆地生态系统化学物质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森林生

态系统养分循环及平衡提供基础。从大气降雨进入

森林生态系统,到径流形成的整个过程中,森林林冠

层、枯枝落叶层、森林土壤层等各层次均对水质产生

影响,林冠层是大气降雨进入森林生态系统的第一个

作用面,林冠层在净化水质方面起关键作用[2]。关于

森林林冠层对水质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多数研究只

是通过简单差减法[3-7]或离子交换树脂法[8]对森林林

冠层水质效应进行分析,如张胜利等[3]研究了秦岭林

区天然林冠层的水质效应,均说明了林冠层具有调节

和稳定大气降雨水质作用[3-5],但缺少研究林冠层影

响水质的过程。研究林冠层对降雨水质的影响过程,
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大气降雨进入森林生态系统后

水质发生变化的机理。
秦岭南坡中山地带是秦巴山区水源涵养林的集

中分布区[10],又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

区[11],其森林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受水区域的饮水

用水质量。近年来,秦岭周边河南、陕西、湖北酸雨明

显增加,秦岭林区雨水有酸化趋势[12]。酸雨能促进

林冠中物质的淋失[13],不同酸碱度下,离子的可移动

性差别很大[14]。为研究不同pH值降雨透过林冠穿

透雨水质变化过程,本试验在地处秦岭南坡中山地带

中部的火地塘林区选择3种典型林分:油松林、华山

松林和锐齿栎林,模拟不同pH 值降雨淋洗林冠,就
其林冠层对降雨水质影响过程进行分析,旨在为研究

森林冠层对水质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研究酸

沉降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地概况

火地塘林区(108°25'—108°30'E,33°25'—33°29'N)
地处秦岭南坡中山地带中部,位于陕西省宁陕县

境内,面积22.25km2,海拔1470~2473m。林区气

候为暖温带湿润山地气候,年均气温8~12℃,降雨

主要集中在5—10月,雨季为7—9月,多年平均降水

量1130mm,降雪从10月末到次年4月初。林区

地形陡峻,坡度一般为30°~35°。林区土壤主要为

山地棕壤,主要成林树种有锐齿栎(Quercusaliena
var.acuteserrata)、油 松(Pinustabuliformis)、华
山松(Pinusarmandii)、红桦(Betulaalbosinensis)、
光皮 桦(B.Luminifera)、青 杄(Picea Wilsonii)、
巴山冷杉(Abiesfargesii)和山杨(Populusdavidi-
ana)等[9]。

1.2 模拟酸雨制备

酸雨是指pH 值在5.60以下的降雨、降雪以及

通过其他的形式产生的大气降雨[15]。近年来,秦岭

周边地区的重庆、河南、湖北等地酸雨日趋严重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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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硫酸型[12]。硫酸型污染物远距离输入,秦岭林

区雨水有酸化的趋势,且雨季雨水酸化趋势较为明

显,如2010年雨水平均pH值为5.1,林区存在酸雨

现象[12]。
为最大程度模拟林区雨季自然降雨,本研究于

2020年7月11日接取林外天然雨水为模拟试验用

水原液,测得雨水平均pH值为7.0。以天然雨水为

原液加硫酸,借助酸度计测定,配制成pH值为4.0,

5.0的2个梯度的酸雨。模拟降雨设置3个水平,分
别为pH值7.0(天然雨水),4.0,5.0。

1.3 试验树种及树冠模型制作

选择火地塘林区有代表性的3种林型(油松林、
华山松林、锐齿栎林)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区内选取

代表性地段,设置油松、华山松、锐齿栎20m×20m
的样地各1个。每样地选取能够代表平均长势的3
株样树,实测油松、华山松、锐齿栎平均叶面积指数分

别为4.13,3.79,2.61。按树高将林冠近似等分为上、
中、下3个层次,用高枝剪采集其冠层4个方位3个

层次的树枝,将枝样混合。
参照高柳威等[16]制作的模拟林冠模型,将叶面

积指数作为林冠模型构建的控制性参数,使模拟树冠

接近天然样地叶面积指数,分别制作油松、华山松、锐
齿栎林冠模型各1个。林冠模型主干采用长1.5m,
直径110mm 的空心硬质PE管,结合野外试验条

件,在主干PE管上每间隔300mm错位钻孔,孔口

向上倾斜,每层根据树枝大小钻孔3~4孔,共设5
层,将树枝插入孔中固定以模拟枝干。

1.4 模拟降雨试验设计

自制模拟降雨装置,采用单喷头、下喷式可调喷

头模拟降雨,喷洒直径约2m,为使雨滴终点速度接

近天然降雨,喷头固定在树冠模型正上方2m[17-18],
利用自吸泵,将水箱中的水通过输水管送到喷头

出口。
根据实测降雨数据[19],并结合模拟试验要求,由

于设备限制,较小强度的模拟降雨均匀度达不到试验

要求[20],试验模拟降雨强度选定为10mm/h。试验

开始之前,在林冠四周放置4个直径为23cm塑料桶

进行雨强率定。模拟降雨历时60min,从开始降雨

0时刻计,每间隔10min采集一次水样,将4个塑料

桶中的水样混合,量取100ml水样装瓶,冷冻保存

待测。

1.5 测定项目及方法

根据 研 究 的 需 要 以 及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GB38382002),选 取 以 下 指 标 进 行 测 定:NO-
3 ,

NH+
4 ,K+,Ca2+,Mg2+,Pb,Zn,Cd。为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水样测定需做3次重复,如果重复间差异过

大时,则相应增加测样次数,剔除明显不合理的数据

后取均值。水样测定方法见表1。

表1 水质指标测定方法

序号 测定指标 测定方法

1 NO-3 ,NH+
4 AA3型连续流动化学分析仪

2 K+ 火焰光度计

3 Ca2+,Mg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4 Pb,Zn,Cd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

1.6 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 MicrosoftExcel和SPSS进行数据分析与

制图。将测定的水质数据求取均值,图中0时刻水质

数据为模拟试验用水化学物质浓度。采用Person法

分析穿透雨中水化学物质浓度与降水pH 值的相关

性(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林冠穿透雨中NH+
4 ,NO-

3 浓度动态变化过程

模拟降雨表明(图1),降雨pH值为7.0时,降雨

10min3种林分林冠穿透雨中NH+
4 ,NO-

3 浓度均达

到峰值,随后降低,降雨30min后林冠穿透雨中

NH+
4 ,NO-

3 浓度值变化趋于稳定。降雨pH 值为

4.0,5.0时,降雨10min,3种林分林冠穿透雨中

NH+
4 ,NO-

3 浓度均达到峰值,降雨20min后林冠穿

透雨中NH+
4 浓度值变化趋于稳定,而NO-

3 浓度在

降雨30min后变化趋于稳定。3种林分林冠穿透雨

中NH+
4 ,NO-

3 浓度整体上表现为随降雨时间延长

呈先升高后降低并趋于稳定的规律。
降雨中 NH+

4 ,NO-
3 浓度分别为0.495mg/L,

0.236mg/L。相同pH值降雨淋洗,降雨10min时3
种林分林冠穿透雨中 NH+

4 ,NO-
3 浓度增加均达到

峰值,但增加幅度不同,浓度增加幅度整体上表现为

油松、华山松大于锐齿栎,说明针叶林、阔叶林不同的

叶组织特性影响林冠中NH+
4 ,NO-

3 淋洗量。
对于同一树种,不同pH 值降雨淋洗,林冠作用

效果不同。由图1可知,降雨pH 值为5.0时,华山

松林冠穿透雨中 NH+
4 浓度变化幅度大于pH 值为

7.0和4.0时的降雨,Person相关分析表明林冠穿

透雨中NH+
4 浓度与降雨pH值极相关(p=0.004<

0.05)。但各林分林冠穿透雨中NO-
3 浓度基本不受

降雨pH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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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火地塘林场林冠穿透雨中 NH+
4 ,NO-

3 浓度

2.2 林冠穿透雨中K+,Ca2+,Mg2+浓度动态变化过程

林冠穿透雨中K+,Ca2+,Mg2+浓度动态变化过

程如图2所示。降雨pH值为7.0时,降雨10min时

3种林分林冠穿透雨中 K+,Ca2+,Mg2+ 浓度均达到

峰值,随后降低,降雨20min后浓度值变化趋于稳

定。降雨pH值为5.0时,降雨10min时3种林分林

冠穿透雨中Ca2+,Mg2+浓度均达到峰值,随后降低,
降雨20min后浓度值变化趋于稳定。华山松、锐齿

栎林冠穿透雨中K+浓度变化过程表现相似,但油松

林冠穿透雨中K+浓度在降雨10min达到峰值后随

降雨时间延长降低,在降雨50min后趋于稳定。降

雨pH值为4.0时,降雨10min油松林冠穿透雨中

K+,Mg2+浓度达到峰值,降雨20min时Ca2+浓度达

到峰值;华山松林冠穿透雨中 K+,Ca2+,Mg2+ 浓度

在降雨10min时浓度达到峰值,随后降低,降雨

30min浓度趋于稳定;锐齿栎林冠穿透雨中 K+,

Ca2+,Mg2+浓度在降雨20min时浓度达到峰值,降
雨30min浓度趋于稳定。整体上看,除pH值4.0降

雨淋洗油松林冠,其他模拟降雨试验下穿透雨中

K+,Ca2+,Mg2+浓度均表现为随降雨时间延长总体

上呈先升高后降低并趋于稳定的规律。降雨pH 值

为4.0时,油松林冠穿透雨中K+,Ca2+,Mg2+浓度值

变化幅度较大,可能是因为油松林冠本身K+,Ca2+,

Mg2+浓度高,降雨淋洗量很大程度上和林冠本身含

量相关,又因为酸雨促进了林冠中 K+,Ca2+,Mg2+

淋失。酸雨淋洗,细胞膜受损,促使细胞质中 K+,

Ca2+,Mg2+浓度发生变化以缓冲酸雨的伤害,从而使

得K+,Ca2+,Mg2+淋失量增大。在生理学上Ca2+有

防止细胞膜损伤和渗漏、稳定膜结构和维持膜的完整

性等作用[21],许多关于森林林冠矿质离子淋洗量的

研究结果都表明Ca2+的淋失量最大[22]。
降雨中K+,Ca2+,Mg2+ 浓度分别为0.3mg/L,

3.752mg/L,0.295mg/L。相同pH值的降雨淋洗,相
较于华山松、锐齿栎,油松林冠穿透雨中 K+,Ca2+,

Mg2+浓度值变化幅度大,华山松、锐齿栎林冠穿透雨

中K+,Ca2+,Mg2+浓度值范围接近,说明油松林冠中

K+,Ca2+,Mg2+淋失量较大,降雨淋洗对华山松、锐
齿栎林冠中K+,Ca2+,Mg2+作用效果相当。

对于同一树种,不同pH 值降雨淋洗,林冠作用

效果不同,油松最为明显。Person相关分析表明林冠

穿透雨中K+,Ca2+,Mg2+浓度与降雨pH值相关(p1

=0.020,p2=0.000,p3=0.000<0.05)。由图2知,
降雨pH值为4.0时,油松林冠穿透雨中 K+,Ca2+,

Mg2+浓度值及其浓度变化幅度明显大于pH 为5.0
和7.0的降雨淋洗,油松林冠穿透雨中 K+,Ca2+,

Mg2+浓度值及其浓度变化幅度大小表现为pH4.0>
pH5.0>pH7.0。说明不同pH值淋洗液影响林冠中物

质的淋洗效果,酸雨有促进作用。

2.3 林冠穿透雨中Pb,Zn,Cd浓度动态变化过程

由图3可知,降雨pH值为7.0时,3种林分林冠

穿透雨中Pb,Zn,Cd浓度在整个模拟降雨过程中随

降雨时间延长无明显变化,与供水水样中Pb,Zn,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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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大小基本一致,说明此时降雨淋洗,林冠对穿透

雨中Pb,Zn,Cd浓度几乎不产生影响。降雨pH 值

为4.0,5.0时,降雨10min时3种林分林冠穿透雨中

Pb,Zn,Cd浓度均达到均值,随后降低,降雨30min

林冠穿透雨中Pb,Zn,Cd浓度变化趋于稳定。整体

上看,3种林分林冠穿透雨中Pb,Zn,Cd浓度整体上

随降雨时间延长总体上呈先升高后降低并趋于稳定

的规律。

图2 火地塘林场林冠穿透雨中K+ ,Ca2+ ,Mg2+ 浓度

  降雨中Pb,Zn,Cd浓度分别为2.635,72.579,

0.148ug/L。降雨pH值为7.0时,3种林分林冠穿透

雨中Pb,Zn,Cd浓度值接近,与供水水样中Pb,Zn,

Cd浓度大小基本一致,说明pH值为7.0降雨对3种

林分林冠几乎无淋洗作用。降雨pH 值为4.0,5.0
时,华山松、油松林冠穿透雨中Pb,Zn,Cd浓度变化

幅度均大于锐齿栎,表现为针叶林林冠穿透雨中Pb,

Zn,Cd浓度大于阔叶林,说明林冠穿透雨中Pb,Zn,

Cd浓度受针叶林、阔叶林不同的叶组织特性影响。
对于同一树种,不同pH 值降雨淋洗,林冠穿透

雨中Pb,Zn,Cd浓度值及浓度变化幅度大小大体表

现为pH4.0>pH5.0>pH7.0,说明降雨pH 影响林冠

Pb,Zn,Cd淋失,且随降雨pH 值减少,林冠Pb,Zn,

Cd淋失量增加。Person相关分析表明林冠穿透雨中

Pb,Cd浓度与降雨pH值相关(p<0.05),但Zn浓度

与降雨pH值相关性不显著(p=0.149,>0.05)。

3 讨 论

3.1 林分类型对林冠穿透雨水质的影响

试验观察到,降雨pH值为7.0时,3种林分林冠

穿透雨中Pb,Zn,Cd浓度值接近,且与降雨中Pb,

Zn,Cd浓度大小基本一致。除此以外,相同pH值降

雨淋洗,3种林分林冠穿透雨中 NH+
4 ,NO-

3 ,K+,

Ca2+,Mg2+,Pb,Zn,Cd浓度及浓度增加幅度整体上

表现为油松、华山松大于锐齿栎,表现为针叶林大于

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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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火地塘林场林冠穿透雨中Pb,Zn,Cd浓度

  这可能是因为针叶林、阔叶林不同的叶组织特性

影响穿透雨水化学物质浓度。针叶树种由于其叶片

具有较厚的蜡质层、较大的叶表面积等结构特征较阔

叶树种叶片有更强的滞留颗粒物能力[23],并且常绿

针叶树种能够在全年持续吸附空气中的颗粒物,降雨

淋洗林冠,针叶林林冠穿透雨中溶解较多颗粒物,所
以针叶林林冠穿透雨中化学物质浓度较高。

3.2 降雨pH值对林冠穿透雨水质的影响

Person相关分析表明林冠穿透雨中 NH+4 ,K+,

Ca2+,Mg2+,Pb,Cd浓度与降雨pH值相关(p<0.05),
NO-3 ,Zn浓度与降雨pH值相关性不显著(p>0.05),
说明对于同一树种,不同pH 值降雨淋洗,林冠作用

效果不同,降雨淋洗林冠中物质的效果也不同。
对于同一树种,不同pH 值降雨淋洗,林冠穿透

雨中NH+
4 ,K+,Ca2+,Mg2+,Pb,Cd浓度值及浓度变

化幅度大小大体表现为pH4.0>pH5.0>pH7.0。说明

酸雨能促进林冠淋洗。已有研究也指出,酸雨能加速

物质从林冠中淋失,加速森林生态系统养份损失[13],
但不同树种对酸雨耐受程度不同[24]。各林分林冠穿

透雨中NH+
4 ,NO-

3 浓度基本不受降雨pH 值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不同于其他碱性离子,林冠 NH+

4 ,

NO-
3 受降雨淋洗作用小[25]。

3.3 林冠层对降雨水质的影响过程

除降雨pH值为7.0时,3种林分林冠穿透雨中

Pb,Zn,Cd浓度随降雨时间延长无明显变化之外,不
同pH值降雨淋洗,降雨10~20min3种林分林冠穿

透雨中 NH+
4 ,NO-

3 ,K+,Ca2+,Mg2+,Pb,Zn,Cd浓

度均到峰值,降雨20~30min后浓度变化趋于稳定,
浓度随降雨时间延长总体上呈先升高后降低并趋于

稳定的规律。
这可能是因为在降雨初期,降雨淋洗林冠表面颗

粒物质,所以穿透雨中化学物质浓度升高。多个研究

也证实了,降雨淋洗,大多数植物叶表面滞留的颗粒

物在降雨初期受到的影响大,在降雨开始的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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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洗脱率增加的速率较大,在30min以后逐渐趋于

平稳[20,26-27]。随降雨时间延长,林冠表面物质被淋洗

干净之后,一方面降水淋溶吸附于枝叶表面或枝叶组

织中的各种物质,另一方面,林冠发生生理吸收、物理

吸附以及与降雨发生化学反应[28],所以在降雨后期穿

透雨中化学物质浓度变化幅度较小,基本趋于稳定。
根据林冠穿透雨水化学物质浓度动态变化过程,

将该过程划分为降雨淋洗和降雨淋溶两个阶段。降

雨初期(降雨开始至降雨10min或20min)划分为降

雨淋洗阶段,该阶段特点是降雨迅速淋洗林冠表面颗

粒物,林冠穿透雨水化学物质浓度升高达到峰值。降

雨后期(约20~30min以后)划分为降雨淋溶阶段,
该阶段特点是林冠穿透雨水化学物质浓度变化幅度

小而稳定。实际上,在整个降雨过程中,降雨经过林

冠层,降雨淋洗、淋溶、林冠的吸收、吸附等现象在一

定程度上是同时发生的,穿透雨中化学物质浓度取决

于降雨中化学物质向林冠的输入、降雨对雨前林冠上

滞留物的冲洗、降雨对植物组织分泌物的淋溶、林冠

截流蒸散发、林冠对降雨中化学物质的输入量、固体

颗粒或气体的吸附吸收等[29]。这些过程相互联系,
本文将林冠对穿透雨水质影响过程划分为降雨淋洗

和降雨淋溶两个阶段,只是为了简化分析,并不意味

着一次降雨事件中林冠对降雨水质的影响过程可以

截然分为降雨淋洗、降雨淋溶两个阶段。

4 结 论

(1)针叶林、阔叶林不同的叶组织特性影响林冠

中化学物质淋洗量。相同pH 值降雨淋洗,油松、华
山松针叶林林冠穿透雨中 NH+

4 ,NO-
3 ,K+,Ca2+,

Mg2+,Pb,Zn,Cd浓度多表现为大于锐齿栎阔叶林。
(2)酸雨能促进林冠中化学物质淋失。林冠穿透

雨中NH+4 ,K+,Ca2+,Mg2+,Pb,Cd浓度与降雨pH值

相关(p<0.05),NO-3 ,Zn浓度与降雨pH值相关性不

显著(p>0.05)。对于同一树种,不同pH值降雨淋洗,
林冠穿透雨中NH+4 ,K+,Ca2+,Mg2+,Pb,Cd浓度值及

浓度变化幅度大小大体表现为pH4.0>pH5.0>pH7.0。
(3)模拟降雨表明,降雨10~20min3种林分林

冠穿透雨中 NH+
4 ,NO-

3 ,K+,Ca2+,Mg2+,Pb,Zn,

Cd浓度达到峰值,降雨20~30min后浓度降低并趋

于稳定,随降雨时间延长总体上呈先升高后降低并趋

于稳定的规律。根据林冠穿透雨水化学物质浓度随

降雨时间变化规律,将林冠对穿透雨水质影响过程划

分为降雨淋洗(降雨开始至降雨10min或20min)和
降雨淋溶(降雨约20~30min以后)两个阶段,在降

雨淋洗阶段,林冠层对水质变化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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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蔬菜大棚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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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甘肃省天水市蔬菜大棚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和生态风险进行评价,为该地区设施农产

品安全生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天水市大棚蔬菜主产区21个乡镇的362个土壤样品为研究对象,用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测定As,Ni,Cu,Zn,Cd,Pb,Hg含量,采用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和潜在

生态风险指数对蔬菜大棚土壤重金属环境质量和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利用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

土壤重金属的可能来源进行探讨。[结果]①7种元素平均含量均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的土壤风险筛选值;但与甘肃省土壤背景值相比,Cu,Zn,Cd,Pb和

Hg积累普遍,分别是背景值的1.9,1.4,3.1,1.3,5.2倍;②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平均值为0.508,9.9%的点

位出现了轻度和中度污染;多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的平均值为289,Hg对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的贡献率为

61.3%;③7种元素被识别出3个主成分。[结论]蔬菜大棚土壤重金属90%以上点位处于安全水平,潜在

生态风险为轻微—中度等级,Hg是最大的潜在风险因子。重金属轻度、中度污染和潜在生态风险强、极强

的点位较为集中的分布在耕作年限高、人口密集的城镇和交通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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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yMetalPollutionCharacteristicsandAssessmentofEcological
RiskforVegetableGreenhouseSoilsinTianshuiCity

WangLixia1,2,ChaiXiaoqin3,JinDoudou4,DingSiduo4

(1.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Engineering,TianshuiNormalUniversity,

Tianshui,Gansu741000,China;2.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Shaanxi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710119,China;3.TianshuiInstituteofAgriculturalSciences,Tianshui,Gansu

741000,China;4.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Hu’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Hu’nan,Changsha410128)

Abstract:[Objectives]Thedegreeofheavymetalpollutionandecologicalrisksinthesoilofvegetablegreen-
housesinTianshuiCity,GansuProvincewasevaluat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safepro-
duc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inthatarea.[Methods]362soilsampleswereobtainedfrom21villagesand
townsinthemaingreenhousevegetableproductionareasofTianshuiCity.WeusedICP-MStodeterminethe
contentsofAs,Ni,Cu,Zn,Cd,Pb,andHg,andemployedtheNemerowcomprehensivepollutionindex
andpotentialecologicalriskindextoevaluatetheenvironmentalqualityandpotentialecologicalrisksofheavy
metalsinvegetablegreenhousesoil.Weusedcorrelationanalysisand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toexplore
thesourcesofsoilheavymetals.[Results]①TheaveragecontentsofAs,Ni,Cu,Zn,Cd,Pb,andHgdid
notexceedthesoilriskscreeningvalueofthe“SoilEnvironmentalQualityControlStandardforSoilPollu-



tionRiskofAgriculturalLand(Trial)”(GB15618-2018).However,comparedwiththesoilbackgroundval-
uesinGansuProvince,Cu,Zn,Cd,Pb,andHghadgenerallyaccumulated,andwere1.9,1.4,3.1,1.3,

and5.2timesofthebackgroundvalues,respectively;② TheaveragevalueoftheNemerocompositepollu-
tionindexwas0.508,and9.9%ofthepointsshowedlightandmoderatepollution.Theaveragevalueofthe
polymetallicpotentialecologicalriskindexwas289,andthecontributionrateofHgtothepotentialecologi-
calriskindexwas61.3%;③Threeprincipalcomponentsofthesevenelementswereidentified.[Conclusion]

Morethan90%ofheavymetalsinvegetablegreenhousesoilsampleswereatasafelevel,andthepotential
ecologicalriskwasmildtomoderate,withHgbeingthelargestpotentialriskfactor.Siteswithlightand
moderatepollutionandsiteswithstrongandverystrongpotentialecologicalriskswereconcentratedincities
andtownswithintensivefarmingandalongdenselypopulatedareasandtrafficlines.
Keywords:greenhousevegetables;soilheavymetal;pollution;ecologicalrisk;TianshuiCity

  近30a来,设施农业在中国迅猛发展,已成为设

施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其中90%以上用于蔬菜生

产[1]。2019年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到4.10×106

hm2,还将以每年1.25%的速度增长[2]。设施蔬菜栽

培受人类活动强烈干预,具有复种指数高、水肥及农

药施用量大、高温、高湿、高蒸发量等特点[3],随着栽

培面积的扩大和年限的增加,其半封闭的栽培模式使

棚内微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4],不仅出现了次生

盐渍化、酸化、微生物区系破坏等一系列土壤质量退

化问题,而且导致氮、磷等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趋严

重,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影响设施蔬菜的高产、高效

优质生产,还会诱发农产品健康安全风险。其中设施

菜地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引起的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问题尤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重金属是土壤环境中有潜在危害的污染物,具有

形态多变、难降解、隐蔽性和通过食物链富集等特点,
一旦造成土壤污染,短时间内难于修复[5]。相关研究

表明[6-7]设施农业土壤重金属迁移和富集能力高于一

般裸露土壤,其中的重金属不仅没有被微生物降解,
反而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蒋光月

等[8-10]的研究显示,Cu,Zn,Cd,Pb等重金属含量

随着栽培年限的增加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垂直剖面

上这些重金属的含量表层高于深层。设施条件下

土壤理化性质对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赋存形态和富集

程度有显著影响[11]。除土壤母质中的重金属外,污
水灌溉,施用含重金属的农药、化肥和有机肥也会导

致设施 农 业 土 壤 中 Cd,Pb,As,Hg等 重 金 属 超

标[12-13]。多数研究区[8-15]设施菜地土壤重金属已受

到不同程度污染,一种或几种高浓度的重金属通常决

定整个区域土壤生态风险水平。设施土壤重金属

污染事关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风险,有必要开展不

同区域重金属污染调查、检测以确保设施农产品安全

生产。
天水市是中国北方最优的果蔬生产基地之一,也

是重要的西菜东调和高原夏菜基地[16]。蔬菜栽培主

要分布在渭河干流和支流的河谷川道及浅山源台区,
栽培方式以塑料大棚和露地栽培为主。经过多年发

展,天水蔬菜产业已成为促进群众脱贫致富、壮大市

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形成以武山、甘谷渭

河河谷川道区为主的早春大棚蔬菜生产基地,以秦

州、麦积为主的菜蓝子基地,以张川、清水为主的高原

夏菜基地和以中滩国家高新技术园为中心的航天蔬

菜基地。但近些年来不少菜农盲目追求高产出、高利

润,往往会过量施用禽畜粪便、化肥和农药,造成大棚

土壤重金属持久性积累,对蔬菜安全生产和蔬菜产业

可持续发展及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本研究以渭

河干流及支流海拔1400m以下的河谷川道及浅山

源台区大棚蔬菜种植示范区土壤为研究对象,采用单

因素污染指数、内梅罗指数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对土

壤重金属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分析天水市典型大棚菜

地土壤重金属含量变化特征及其潜在生态风险,探讨

重金属来源,以期为设施蔬菜环境下土壤重金属风险

控制和农产品安全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辖武山、甘谷、秦安、
清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5县和秦州、麦积两区,是甘

肃省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栽培主要分布在渭

河干流和支流(藉河、葫芦河、牛头河、清水河)海拔

1400m以下的河谷川道及浅山源台区,该地区地势

平坦,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便捷的

交通条件,使其成为高效优质蔬菜生产基地。栽培品

种涵盖茄科、十字花科、百合科、葫芦科、豆科等14个

科126个品种,主栽品种有辣椒、韭菜、番茄、茄子、菜
豆、甘蓝、花椰菜、西葫芦、大葱、大蒜等26个。2019
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9.00×104hm2,其中大棚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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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栽培面积的20.64%,提供了56%的蔬菜产量和

64%的产值。

1.2 样品采集与测定

结合前期调研情况,于2018年7月至2019年8
月完成样品采集。在武山、甘谷、清水渭河干流及支

流河谷川道,秦州区杨家寺和牡丹镇科技示范区,麦
积区中滩高新农业示范区及城郊附近布设样点,张家

川回族自治县大棚蔬菜规模小、种植年限短且分散,
样点分布少;秦安县因大棚蔬菜少且分散未设置样

点。按照等量和多点混合的原则,结合大棚蔬菜种植

种类,以大棚为样点,用梅花形布设3处子采样点,用
不锈钢筒土钻垂直地面采样,采样深度为0—20,

20—40cm,用GPS记录采样点的经纬度。采集3个

样点的相同土层土样,分别混合后再按四分法分出

0—20,20—40cm两份混合样,共采集土壤样品362
份,土样基本情况见表1,每份1.0kg左右。采集的土

壤样品装入样品袋并标明采样编号,运回实验室在室

温下自然风干。土样风干后去除较大的植物根系、石
块等杂物,用玛瑙研钵研磨,过100目(孔径0.149mm)
尼龙筛。

表1 研究区大棚蔬菜土壤采样点情况

采样区 采样乡镇 棚龄/a 大棚数/个 菜品类型

城关镇、洛门镇 20 24
武 山 鸳鸯镇、山丹乡、四门乡 10~20 21

韭菜、菜花、西红柿、水萝卜、香菜、莴笋、
龙豆、蒜苗、辣椒、西瓜

桦林乡、龙泉乡、滩歌镇 5~10 23

甘 谷
磐安镇、新兴镇、大像山镇 15 35 辣椒、黄瓜、韭菜、水萝卜、包菜、龙豆、西

红柿武家河乡、六峰镇、白家湾乡 5~10 28

秦 州 杨家寺镇、牡丹镇 2~3 12 辣椒、黄瓜、生菜

麦 积 中滩镇、马跑泉镇 10~15 6 辣椒、西红柿

清 水 红堡镇 10 26 白皮瓜、黄瓜、芹菜、包菜

张家川 本河乡、龙山镇 3~6 6 茄子

  本研究选取对土壤环境及人体健康危害较大的

7种重(类)金属(As,Ni,Cu,Zn,Cd,Pb,Hg)进行分

析。采用微波消解法进行土样前处理:称取试样

0.1000g,加入5mlHNO3,1mlHF和1mlH2O2,
放入微波消解仪(topex+)消解。通过ICP-MS(德国

ThermoFisherICAP-RQ01441)同时测定 As,Ni,

Cu,Zn,Cd,Pb和Hg的浓度。在测定过程中采用国

家土壤标准样品(GBW07405)进行质量控制,加标回

收率控制在91.5%~104.5%之间,每个样品重复测

定3平行样,7种元素的相对标准偏差(RSD)为1.8%
~8.2%。

1.3 研究方法

1.3.1 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 内梅罗综合污染指

数法是通过单因子污染指数求得的综合污染指数,该
方法能综合测度多种污染物对土壤的污染状况程度,

计算方法见参考文献[17]。单因子和内梅罗综合污染

指数的分级标准见表2。

1.3.2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

既可以反映单个重(类)金属的污染水平,也可以反映

所有重(类)金属污染的联合效应,该方法综合考虑了

多元素的浓度、毒性水平、生态敏感性以及协同作用,
是一种应用相对广泛的评价沉积物重(类)金属潜在

生态风险的方法[18],其计算公式为:

RI=∑
n

i=1
Ei

r=∑
n

i=1
Ti

r×
Ci

Ci
n

æ

è
ç

ö

ø
÷ (1)

式中:RI为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Ei
r 为单一重

金属潜在生态风险因子;Ci 为土壤重金属的实测含

量;Ci
n 为甘肃省土壤背景参考值[19];Ti

r 为不同金

属生物毒性响应因子。Ei
r 和RI的评价分级标准见

表2。

表2 土壤重金属污染及潜在生态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单因子污染
指数Pi

综合污染指数P 污染程度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Ei
r RI 

潜在生态
风险程度

Pi≤1 P≤0.7 无污染 Ei
r<40 RI<150 轻微

1<Pi≤2 0.7<P≤1.0 尚清洁 40≤Ei
r<80 150≤RI<300 中等

2<Pi≤3 1.0<P≤2.0 轻度污染 80≤Ei
r<160 300≤RI<600 强

3<Pi≤5 2.0<P≤3.0 中度污染 160≤Ei
r<320 RI≥600 很强

Pi>5 P>3.0 重度污染 Ei
r≥320   — 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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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重金属分布特征

2.1.1 重金属元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天水市典型

蔬菜大棚耕层土壤中Ni,Cu,Zn,Cd,Pb,As,Hg7种

元素的描述统计指标见表3。与甘肃省土壤背景值

比较,耕层土壤中除As与Ni外,Cu,Zn,Cd,Pb,Hg
5种元素的平均值均超过甘肃省背景值,分别是背景

值的1.9,1.4,3.1,1.3,5.2倍,超背景值比率分别为

90.16%,80.32%,100%,100%和96.72%,说明这5
种元素在耕作层出现不同程度的积累效应,5种重金

属的富集程度排序为 Hg>Cd>Cu>Zn>Pb。与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15618-2018)风险筛选值(PH>7.5)相比,7
种重金属元素的平均值均低于筛选值,但有5.9%的

样点Cd超标,13.2%的样点Cu超标,超标样品主要

分布在武山县洛门镇、甘谷县磐安镇和清水县红堡

镇,这里已有10~20a的大棚种植历史,含量超标是

由重金属在土壤中持久性积累引起的。Cd和Cu的

最大值分别是筛选值的2.9,1.8倍,表明研究区耕作

层土壤中存在Cd和Cu重金属的局部超标情况。变

异系数可表征重金属元素在各采样点含量的差异并

反映人为活动的影响[20],根据 Wilding对变异程度的

分类,Ni,As(8.71%,12.92%)为弱变异(CV<15%),

Zn,Pb(32.48%,18.94%)为中等变异(15%<CV<
36%),Cu,Cd,Hg(71.30%,89.41%,123.29%)为高

度变异(CV>36%),变异系数远超过其他元素,说明

这3种元素空间分布不均匀,可能受较多人为活动的

干扰。7种重金属元素空间变异性排序为:Hg>Cd
>Cu>Zn>Pb> As> Ni。

表3 天水市蔬菜大棚耕层土壤(0-20cm)重金属含量描述性统计

元素
最小值/

(mg·kg-1)
最大值/

(mg·kg-1)
均 值/

(mg·kg-1)
标准差

变 异
系数/%

甘肃土壤背景
值/(mg·kg-1)

超背景
值比率/%

土壤风险筛选
值/(mg·kg-1)

Ni 25.81 37.98 32.20 2.80 8.71 35.2 23.13 190
Cu 23.29 180.96 45.31 32.30 71.30 24.10 90.16 100
Zn 63.79 229.03 93.66 30.43 32.48 69.30 80.32 300
Cd 0.16 1.75 0.36 0.32 89.41 0.116 100 0.6
Pb 19.65 55.28 23.61 4.47 18.94 18.80 100 170
As 7.21 14.03 11.22 1.45 12.92 12.60 23.77 25
Hg 0.01 0.66 0.10 0.13 123.29 0.02 96.72 3.4

2.1.2 土壤重金属垂直分布 重金属含量在垂直剖

面上的变化反映不同深度的累积状况。结合调研情

况和已有研究[5],选取0—20cm和20—40cm两个

深度的土层进行研究(表4)。

    表4 天水市蔬菜大棚不同土层深度

重金属含量平均值 mg/kg

深度/cm Ni Cu Zn Cd Pb As Hg
0—20 32.20 45.31 93.66 0.36 23.61 11.22 0.1
20—40 32.59 35.08 81.02 0.28 23.42 11.38 0.07

由表4可知,Ni和As在垂直剖面上的变化趋势

一致,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其含量稍有增加,可能是

因灌溉淋溶作用引起土层深处的积累。Pb,Hg,Cu,

Zn和Cd5种元素在垂直剖面上变化趋势一致,含量

随着土层深度的加深而降低,表明这5种重金属在土

壤耕层发生累积。剖面土壤中Cu和Zn的含量随着

深度的增加而降低且变率比较大。已有研究表明畜

禽粪便中Cu和Zn的含量较高且存在一定程度的积

累[13],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村民长期施用畜禽粪

便,这可能是表层土壤Cu和Zn富集的主要原因。Cd
在表层富集,一方面是因为Cd的表面地球性质相对稳

定,能较快发生沉淀;另一方面则是人为污染所致,施
用畜禽粪便和氮磷钾等化肥有可能带来Cd的富集。

2.1.3 不同种植年限大棚土壤重金属分布 天水市

各区县大棚蔬菜种植年限差异较大,为探讨耕作年限

对土壤重金属含量积累状况的影响,选取武山县洛门

镇(20a)、甘谷磐安镇(15a)、清水县红堡镇(10a)和
秦州区牡丹镇(2~3a)大棚样地作比较分析。由图1
可知,随着耕作年限的延长,重金属含量除Pb出现波

动变化外,Ni,Cu,Zn,Cd,As和 Hg6种元素含量均

表现出随种植年限的延长而增加的趋势,这与已有研

究结果一致[4]。从不同种植年限重金属含量以5a
为时段的相对变化来看(图2),在种植6~10a里,土
壤Cu含量从29.35mg/kg增长到55.28mg/kg,提
高幅度(87.2%)最大;其次为Cd和 Hg,含量分别提

高了47.1%和33.3%。种植15~20a的土壤,Hg含

量从0.05mg/kg增长到0.12mg/kg,提高幅度最大

(140%)。在种植年限1~20a里,Hg,Cu,Cd含量

比土壤背景值分别增加了500%,150%和133%,Zn,

Pb含量稍高于背景值。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不同种

植年限蔬菜大棚土壤重金属含量积累与大棚栽培导

致的高复种、喷洒农药、过量施肥和不注重轮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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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天水市蔬菜大棚不同种植年限重金属含量变化

图2 天水市蔬菜大棚不同种植年限重金属含量相对提高率

2.1.4 不同菜品土壤重金属分析 本研究将采集

的土壤样品分为果菜(黄瓜、辣椒、西红柿、白皮瓜、西

瓜)和叶菜(芹菜、卷心菜、香菜、生菜)两种类型。研

究发现,不同菜品土壤重金属含量呈现出多样性特征

(表5)。果菜和叶菜地中,除 Ni和 As外,Cu,Zn,

Cd,Pb,Hg5种元素的平均值均超过甘肃省土壤背

景值。果菜土壤中,Cu,Zn,Cd,Pb,Hg分别是背景

值的1.6,1.5,4.2,1.2,9倍;叶菜土壤中,Cu,Zn,Cd,

Pb,Hg分别是背景值的3.0,1.3,4.4,1.5,4.9倍。果

菜和叶菜土壤中,Hg和Cd的富集较严重。已有研

究表明[13],土壤中 Hg主要是农药残留引起的污染。
采样调查中了解到,在蔬菜的生长期内,果菜的农药

施用量大于叶菜。在不同果菜土壤中,Hg含量高低

顺序为:黄瓜>西红柿>西瓜>白皮瓜>辣椒。在有

病死的黄瓜和辣椒地土壤中检测到的7种重金属含

量均高于正常生长地,且 Hg含量高出的程度最大。
从不同菜地7种元素平均含量的比较来看,Cu和Pb
含量叶菜高于果菜,Zn和 Hg含量果菜高于叶菜,Cd
含量两者差异不大。从变异系数可以看出,果菜类样

品中Cd和 Hg属于高度变异,叶菜类样品中,Cu,

Cd,Pb和Hg这4种元素均属于高度变异,说明Cu,

Cd,Pb和Hg元素空间分布较不均匀,受人为活动干

扰较大。

表5 天水市蔬菜大棚果菜类/叶菜类重金属含量参数统计

类 型 项 目  Ni Cu Zn Cd Pb As Hg
最小值/(mg·kg-1) 26.5 25.3 72.2 0.2 19.6 9.5 0.04
最大值/(mg·kg-1) 36.3 76.3 155.9 1.7 26.4 14.0 0.65

果菜类
(N=15)

均值/(mg·kg-1) 32.6 38.7 106.2 0.5 22.7 11.7 0.18
标准差 2.8 13.8 22.4 0.5 1.9 1.3 0.16
变异系数/% 8.7 35.6 21.1 103.2 8.4 11.3 88.9
最小值/(mg·kg-1) 30.4 25.5 77.5 0.2 21.6 9.8 0.03
最大值/(mg·kg-1) 36.8 181.0 101.2 1.4 55.3 13.1 0.31

叶菜类
(N=8)

均值/(mg·kg-1) 33.5 71.8 89.7 0.5 28.1 11.6 0.10
标准差 2.3 54.5 9.8 0.5 11.3 1.2 0.10
变异系数/% 6.7 75.9 10.9 89.9 40.2 10.5 101.9

2.2 天水市大棚蔬菜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2.2.1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利用内梅罗综合污染

指数对天水市大棚蔬菜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

评价,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天水市大棚蔬菜的土

壤单因子污染指数除Cu和Cd外,其余5种元素均

小于1,为清洁水平。其中Cu的单项污染指数在0.18
~1.81,有3.3%的点位处于轻微污染,Cd的单项污

染指数在0.22~2.91,有3.3%,3.7%的点位数处于轻

微和中度污染。7种重金属单因子污染指数平均值

依次为:Cd>As>Cu>Zn>Ni>Pb>Hg,天水市大

棚蔬菜的部分土壤中存在Cd和Cu的中、轻度污染。
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平均值为0.51,综合污染指数中

轻微污染和中度污染的点位数占9.9%,表明天水市

大棚蔬菜的超90%的土壤重金属无污染。再结合图

3可以看出,大棚蔬菜种植年限长、范围广、人口较为

稠密的武山县和甘谷县的渭河河谷区处于轻度污染

和中度污染;武山县漳河河谷、秦州区杨家寺和牡丹

镇农业高新园区、清水县白驼河、后川河河谷区处于

警戒线,这些地区一定要加强防范管理,以免出现重

金属富集,造成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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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天水市蔬菜大棚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结果

元 素    
污染指数统计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污染指数分布/%
清洁 轻微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Ni 0.13 0.25 0.17 100 — — —

Cu 0.18 1.81 0.40 96.7 3.3 — —

Zn 0.16 0.76 0.29 100 — — —

Cd 0.22 2.91 0.53 93.4 3.3 3.7 —

Pb 0.12 0.48 0.14 100 — — —

As 0.29 0.58 0.45 100 — — —

Hg 0.01 0.19 0.03 100 — — —
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 0.23 2.11 0.51 90.1 7.4 2.5 -

图3 天水市蔬菜大棚土壤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空间分布

2.2.2 土壤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 研究区土壤重金

属潜在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见表7。7种重金属的平均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由强到弱依次为:Hg>Cd>As>
Cu>Pb>Ni>Zn。其中Ni,Cu,Zn,Pb,As均处于轻

微生态风险水平;Cd大部分(68.8%)点位数处于中

等生态风险水平;Hg36.9%点位数处于中等生态风

险水平,31.1%点位数处于强生态风险水平,14.8%点

位数处于很强生态风险水平,13.9%点位数处于极强

生态风险水平。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平均值为

289.1,其中轻微生态风险水平点位数占23.7%,中等

生态风险水平点位数占46.8%,强生态风险水平点位

数占19.7%,很强生态风险水平点位数占9.8%,表明

天水市大棚蔬菜土壤重金属主要处于中—强度生态

风险水平。不同重金属对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的贡献

率等于某种重金属单项潜在生态风险指数与 RI比

值。Ni,Cu,Zn,Cd,Pb,As和 Hg7种重金属对潜在

生态风险指数的贡献率分别为1.6%,2.9%,0.4%,

28.6%,2.2%,3.1%和61.3%,其中 Hg对潜在生态

风险指数的贡献率最高,表明 Hg是潜在的风险因

子。从图4可以看出,中、强度生态风险等级主要分

布在人口密度大、交通便捷、种植规模大、种植年限长

的武山县鸳鸯、城关镇、洛门镇,甘谷县磐安镇、六峰

镇,清水县红堡镇。

表7 天水市蔬菜大棚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评价结果

元 素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统计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分布/%
轻微 中等 强 很强 极强

Ni 3.5 6.6 4.6 100.0 — — — —

Cu 3.8 37.5 8.3 100.0 — — — —

Zn 0.7 3.3 1.3 100.0 — — — —

Cd 34.4 452.1 82.6 3.3 68.8 21.3 3.3 3.3
Pb 5.2 21.6 6.3 100.0 — — — —

As 5.7 11.6 9.0 100.0 — — — —

Hg 29.6 1322.1 177.1 3.3 36.9 31.1 14.8 13.9
RI 85.0 1439.1 289.1 23.7 46.8 19.7 9.8 —

图4 天水市蔬菜大棚土壤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分布特征

2.3 天水市大棚蔬菜土壤重金属来源分析

土壤重金属主要受成土母质及地质活动等自然

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设施栽培过程受人类活动的

强烈干预。为了更有效地监测、防控土壤重金属污

染,需要识别污染物来源。元素间的相关性能够反映

它们是否具有同源性,高相关性元素可能具有相同的

来源[21]。为了确定天水市蔬菜大棚土壤中重金属的

来源,对数据做K-S检验(Z 为0.494,P 为0.862(大
于0.05),数据呈近似正态分布)的基础上对土壤重金

属元素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相关分析表明(表8),

Ni-Pb,Ni-As,Cd-Pb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

Ni,Pb,As和Cd,Pb可能具有同源性。Ni、Cu,Zn,

Cd,Hg与其他元素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3,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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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弱且不显著,这些元素之间的联系和来源可以进一

步通过主成分分析进行判别。

表8 研究区土壤重金属间的相关系数

元素 Ni Cu Zn Cd Pb As Hg
Ni 1
Cu 0.180 1
Zn 0.239 0.200 1
Cd 0.175 0.011 0.200 1
Pb  0.401** 0.226 0.068  0.493** 1
As  0.532**-0.202 0.219 0.066 0.192 1
Hg 0.163 0.071 0.258 0.078 -0.057 0.161 1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借助SPSS软件 首 先 对 检 测 数 据 做 KMO 和

Bartlett球形检验,KMO为0.53,Bartlett为173.119,

P<0.05,说明该数据可以做主成分分析。选取特征

值大于1的前3个主成分(表9),其累积方差贡献率

为80.73%,可以保留7种重金属含量的大部分信息。

Ni和As在第1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分别为0.839,

0.864,其平均含量均低于甘肃省土壤背景值,表明这

两种重金属主要受成土母质的影响,可以判断第1主

成分为土壤母质源,任晓辉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

结论[17];Cu,Zn,Cd和Pb在第2主成分上有较高的

载荷,大量施用复合肥会引发土壤中Zn,Cd和Pb的

积累[22],同 时 污 水 灌 溉 也 会 带 来 Cd和 Pb的 风

险[12],有 机 肥 的 施 用 引 起 土 壤 中 Zn和 Cu的 富

集[23]。调查中了解到,研究区大棚蔬菜主要用地下

水灌溉,可以排除污水灌溉源;研究区大棚栽培施肥

量大,施肥次数多现象普遍,菜农在栽培前施底肥以

有机肥(鸡粪、猪粪)和氮磷钾复合肥为主,各样点有

机肥的施用量平均约22.5~32.5t/(hm2·a),复合

肥约0.75~2.25t/(hm2·a),追肥以复合肥和水溶

肥为主,用量约6.5~12.5t/(hm2·a)。化肥本身含

有较高的Cd,Zn,Pb等重金属,长期密集施用化肥是

造成大棚蔬菜Cd,Cu,Zn和Pb含量积累的重要原

因,因此可将第二主成分确定为肥料源。Hg和Cu
在第3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杀虫剂中含有 Hg和

Cu[13],因此第三主成分为农药源。综上所述,研究区

土壤重金属富集主要是化肥、有机肥和农药的不合理

使用引起的。

表9 研究区土壤重金属主成分分析结果

项 目
污染元素

Ni Cu Zn Cd Pb As Hg
特征值

方差/
%

累积方差/
%

主成分1 0.839 -0.030 0.163 -0.360 0.350 0.864 0.059 2.155 32.78 32.78
主成分2 0.180 0.741 0.751 0.825 0.754 0.013 -0.066 1.285 25.20 57.98
主成分3 0.125 0.550 0.125 0.173 -0.153 0.149 0.810 1.193 22.39 80.73

3 讨 论

王倩倩[5]、张石棋[11]的研究表明,土壤重金属含

量高低与土壤质地、pH值、活性有机质、氮磷及Ca2+

等盐离子有密切关联,对于土壤理化性状与土壤重金

属形态及含量间的关系在后续研究中将逐一开展。
此外,本研究对于重金属的来源的分析是结合已有研

究和实地调研做出的可能性推断,并未对肥料和农药

的成分进行测试分析,也未对肥料及农药中的各类重

金属含量与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今
后还需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与中、东部地区同类研

究相比,天水市蔬菜大棚土壤重金属环境总体良好,
污染比重低,污染程度轻,符合设施蔬菜土壤种植要

求,但是随着栽培年限的增加,高复种、高化肥农药投

入已经对土壤环境造成的潜在污染风险依然存在。
因此,对于设施环境下土壤重金属污染需要长期关注

并加以防控。

4 结 论

(1)天水市蔬菜大棚耕层土壤中As,Ni,Cu,Zn,

Cd,Pb和Hg这7种元素的平均含量均未超出《土壤

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风险筛选值;但与甘肃省土壤背景

值相比,Cu,Zn,Cd,Pb和 Hg积累普遍,分别是背景

值的1.9,1.4,3.1,1.3,5.2倍。在垂直剖面上Pb,

Hg,Cu,Zn和Cd这5种元素在土壤耕层发生累积。
随着耕作年限的延长,除Pb外的其余6种元素含量

随着耕作年限的增长而增加。果菜和叶菜土壤中,

Hg和Cd的富集较严重。
(2)单因子污染指数除Cd有6.99%点位数的

轻、中度污染,Cu有3.27%点位数的轻度污染外,其
余5种重金属均处于清洁水平。内梅罗综合污染指

数平均值为0.508,90%以上点位处于安全水平,

9.9%的点位出现了轻度和中度污染,污染点位出现

在清水县红堡镇和武山县城关镇。
(3)多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的平均值为289,

潜在生态风险为轻微—中度等级,Hg是最大的潜在

风险因子。潜在生态风险强、极强的点位较为集中的

分布与耕作年限高、人口密集的城镇和交通沿线。
(4)7种元素被识别出3个主成分。As,Ni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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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土母质有关,Cd,Cu,Zn和Pb主要来源于化肥

和有机肥,农药引起土壤中 Hg的积累,同时也要注

意重金属来源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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