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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黄土高原典型流域河川径流水文情势变化及其原因,为该区域水土保持与水资源高

效利用提供科学支撑。[方法]选取渭河支流散渡河与无定河支流大理河为研究区,利用甘谷站和绥德站

1965—2018年的气象水文资料,采用线性回归、Mann-Kendall检验、累积距平和双累积曲线法分析散渡河

和大理河的径流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采用改进的RVA法分析梯田和淤地坝为主的水土保持措施对不

同河流水文情势变化的影响。[结果]两条河流的年径流量呈显著减少趋势(p<0.01),并在20世纪90年

代前后发生突变。采用改进的变异性范围(RVA)法计算散渡河和大理河的径流综合改变度分别属高度改

变(90.12%)和中度改变(60.66%),32个水文变化指标中,流量变化改变率指标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

[结论]以梯田措施为主的散渡河月中值流量和年最小流量均大幅减小,年最小流量发生时间明显延迟且

低流量脉冲历时增加。以坝库工程为主的大理河月中值流量受季节变化影响,年最小1d和3d流量增加

且低流量脉冲次数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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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hydrologicregimechangeintypicalwatershedonLoessPlateauwasstudied,and
itsattributionanalysiswascarriedout,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supportfor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andefficientutilizationofwaterresourcesindifferentregionsoftheLoessPlateau.[Methods]SanduRiver
(atributaryofWeiheRiver)andDaliRiver(atributaryofWudingRiver)wereselectedasthestudyareas,

andthetraitsinvariationsofstreamflowandtheirdrivingfactorsfrom1965to2018wereanalyzedbasedon
meteorologicalandhydrologicaldataatGanguandSuidehydrologicalstationsbyusingthelinearregression,

Mann-Kendalltest,accumulatedanomaly,anddoublemasscurvemethods.Theimprovedrangeofvariability



approachwasemployedtoanalyzetheimpactofthehydrologicalalterationsindifferentriverbysoiland
waterconservationdominatedbyterracinganddamming.[Results]Theannualrunoffshowedsignificant
decreasingtrends(p<0.01)andtheabruptchangesoccurredinaround1990sinSanduRiverandDaliRiver.
ThealterationdegreeofrunoffinSanduRiverwashigh(90.12%)andinDaliRiverwasmoderate(60.66%)

calculatedbytheimprovedrangeofvariabilityapproach(RVA)method.Among32indicatorsofhydrologic
alteration(IHA),theriseandfallrateofflowwereaffectedmostsignificantly.[Conclusion]IntheSandu
River(dominatedbyterracing),boththemagnitudeofmonthlymedianflowandtheannualminimumflow
decreaseddramatically,timingofannualminimumflowdelayedanddurationoflowpulsesincreased.Inthe
DaliRiver(dominatedbydamming),themagnitudeofmonthlymedianflowdependedontheseasonalalteration.
Theannual1-dayand3-dayminimumflowincreasedandfrequencyoflowpulsesdeclined.
Keywords:LoessPlateau;riverrunoff;indicatorsofhydrologicalteration(IHA);rangeofvariabilityapproach

(RVA);soilandwaterconservation;drivingfactors

  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加剧,世界大约有

24%的河流径流量变化发生显著变化[1],如美国的哥

伦比亚河[2]、埃及的尼罗河[3]、中国的长江[4]与黄

河[5]人类活动主要是通过大型基础设施(如水库)、城
市化和生态恢复等方式改变河流水文情势,但河流的

可取水量和其自然流动状况可改变的程度必然有限。
为此,诸多学者[6]分析了河流水文情势变化及其主要

驱动因素,以满足生态系统对水的需求。Richter
等[7]提出了与自然水流状况相关的水文变化指标

(indicatorsofhydrologicalteration,IHA)评估河川

径流情势变化情况。为了反映河流生态系统受影响

的程度,使用变异性范围(RVA)法可以分析河流不

同时期水文指标值的可被改变的程度[8]。Yang等[9]

采用RVA法对黄河中下游水文情势改变程度进行

了评价,结果表明小浪底水库对花园口站水文情势影

响较大。Zhang等[10]在使用IHA/RVA 法的基础

上,结合与IHA指标具有良好相关性的生态指标,来
分析大坝建设与生态水流状况之间的关系,发现黄河

上中游段水文情势因梯级水库的调度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Tian等[11]采用IHA/RVA 法分析评价了无定

河流域的水文改变度,并发现其与水文连通性指数

(IC)和流域水库指标(RI)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表明土

地利用变化和水库是改变河流水文情势的重要指标。
此外,亦有相关研究分析水利工程及林草植被措施对

基流、年径流系数等水文变量的影响[12],但少有研究

利用IHA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不同水土保持措施配置

模式下的河川径流水文情势变化特征。
黄河干支流水文情势的改变源于黄土高原地区大

规模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干流水库群建设及不同河

段的取用水。1996年以来,黄土高原的水保措施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使得黄河中游水沙急剧减少[13]。为进

一步明确不同水土保持措施对河川径流的水文情势变

化,本文选取梯田为主的散渡河和淤地坝为主的大理

河,采用IHA与改进的RVA法评价了河川径流水

文情势变化特征,量化了降雨变化与人类活动对径流

变化贡献率。研究结果可为区域水土保持措施空间

配置优化提供决策,对实施黄土高原未来水土保持,
助力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地处半湿润半干旱的气

候过渡带。作为黄河泥沙的主要源头,黄土高原的水

土流失影响着黄河的生态安全,是实施水土保持和生

态修复工程的重点区域[14]。本文选取该区域内实施

水土保持措施的典型流域———散渡河和大理河作为

研究区。散渡河流域位于渭河上游,河长228km,甘
谷水文站设在距河口1km处,流域面积为2484km2。
该流域为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偏少,气候干燥。流域

内几乎全部为黄土覆盖,植被覆盖度低,河流挟沙量

大。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自
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流域进行了以坡改梯为主的水

土保持措施综合治理。大理河流域地处黄土高原中

部,是无定河最大的一级支流。流域干流全长170km,
起源于靖边县。绥德水文站为大理河流域出口水文

站,集水面积为3893km2。大理河流域属于暖温带

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年内分配不均并且降水

历时短,强度大。该流域属于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形破

碎严重,沟壑纵横,主要土壤类型为易受侵蚀的黄绵土

和新积土。流域土壤侵蚀严重,也是黄河流域粗泥沙

的主要来源区之一。截止2011年,流域内累计建设骨

干淤地坝279座[15],受坝库工程的调蓄作用,近几十

年来河流输沙量出现显著下降趋势。

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分别收集整理了散渡河和大理河流域出口的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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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和绥德水文站1965—2018年的实测日径流数据,
以及流域内雨量站的月降雨量数据。其中,54a间的

日径流数据序列资料来源于水利部出版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文年鉴—黄河流域水文资料》,降雨量数据

从中国气象数据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http:∥cdc.
cma.gov.cn/)获得,并运用反距离加权方法插值得到

流域年平均降雨量。2017年各流域的水土保持措施

(包括 梯 田、淤 地 坝 和 水 库)的 空 间 分 布 是 通 过

GoogleEarth卫星影像进行手动勾绘得出,并在流域

内选取了8个1km2 左右的典型小流域进行无人机

航拍,对勾绘数据的精度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平均

解译精度超过了90%。

2.2 研究方法

2.2.1 径流时间序列分析 采用线性趋势法,非参

数 Mann-Kendall(MK)趋势检验法、累积距平法对年

流量进行趋势性和突变性检验。采用流量与降雨量

双累积曲线量化分析人类活动与降雨对径流变化的

贡献率。受篇幅限制,上述4种较为常用方法的具体

计算步骤可参考相关文献[16-18]。

2.2.2 改进的水文变异范围法 为了定量分析水土

保持措施对河流水文情势的变化程度,本研究采用了

包括流量、流量脉冲、发生时间、历时和改变率等5个

方面32个水文变化指标(indicatorsofhydrologic
alteration,IHA)对河流的水文特征进行描述,具体

参数详见表1。在此基础上,采用欧氏距离计算径流

突变年份前后典型年份(丰、平、枯水年)的变化;结合

IHA水文特征指标的改变度和欧氏距离,计算河流

水文情势的综合改变度。

表1 IHA指标参数分组描述

组别 各组内容   IHA指标   符号表示  
G1 各月流量 1—12月均流量中值 Jan.Feb.,…,Dec.

G2 年极端流量
年最小1,3,7,30,90d径流量、
年最大1,3,7,30,90d径流量
基流系数

min1/3/7/30/90
max1/3/7/30/90
BFI

G3 年极端流量值发生时间 年最小(大)流量发生时间 Dmin/Dmax

G4 高、低流量发生频率及持续时间
低流量的发生次数与平均历时 LPC/LPD
高流量的发生次数与平均历时 HPC/HPD

G5 流量变化改变率及频率/次
流量平均增加率(减少率) RR/FR
每年流量逆转次数 NoR

  (1)单一指标改变度。代表单一指标的改变程

度(Di),具体计算方法为:

   Di=
N0i-Nei

Nei
×100% (1)

   Nei=ri·NT (2)
式中:Di表示第i个IHA指标的改变程度;N0i表示

第i 个指标在变化后实际落入变化范围内的年数;
Nei表示第i个指标变化后预期落入变动范围内的年

数;ri表示变化前第i 个指标落在变化范围内的比

例;NT表示变化后受影响的径流量总年数。
(2)水文情势综合改变度。为直观地评价流域

水文特征的变化,体现出各指标权重大小,用公式将

32个水文指标联系起来,并对较大的Di值赋予较大

权重,计算出河川水文情势变化的综合改变程度D0:

   D0=
1
32∑

32

i=1
D2

i (3)

一般将Di和D0分为3个等级进行量化评价,即

0≤|Di|<33%为无改变或低度改变,用 L表示;

33%≤|Di|<67%为中度改变,用 M 表示;67%≤
|Di|≤100%为高度改变,用H表示。

(3)考虑典型年份变化的综合改变度。Yin等[19]

发现传统的河流水文情势变化评价方法低估了潜在的

流态变化程度,为使得计算结果更为合理,其在此基础

上考虑了径流典型年份的变化,对原RVA 法计算的综

合改变度D0进行了改进,采用欧氏距离计算典型年份

即“丰水年、平水年和枯水年”的变化。丰、平、枯水年

分别赋值2,1,0。径流突变前后典型年份的分布情况

为(A1,A2,…,Aa)和(B1,B2,…,Bb)。Ai和Bi=
0,1,2。欧氏距离(ED)由下面公式确定:

ED=

∑
a

i
(Ai-Bi)2   (a=b)

min ∑
b

i
(Ak+i-Bi)2 (a>b)

min ∑
a

i
(Ai-Bk+i)2 (a<b)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4)

其中,k=0,1,2,…,n-k。并将计算出的欧氏距离

进行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S=
ED

T×min(a,b)
(5)

式中:S 表示标准化后的欧氏距离,用于衡量径流的

丰、平、枯水年的变化,变化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

示变化越大;ED表示欧氏距离;T 表示典型年份的最

大距离,当有3种典型年份(丰、平、枯水年)时,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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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Grantz等[20]所 定 义 典 型 年 的 方 法,将

1965—2018年共54a采用该方法划分为丰水年、平
水年和枯水年,并将其考虑到综合改变度OD计算的

公式中:

   OD=1-(1-D0)(1-S) (6)
参照Di与D 的分级标准,OD一样划分为3个

不同的等级来客观反映考虑典型年变化的综合水文

改变的程度,便可以对河流水文情势进行量化,对河

道生态系统的改变状况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径流量变化趋势分析

3.1.1 径流年际变化特征 根据散渡河控制站甘谷

站和大理河绥德水文站1965—2018年径流数据,采
用线性回归分析流域径流的年际变化趋势(图1)。

结果表明,近50a来两个站的年径流量均呈现显著

下降趋势(p<0.01)。比较而言,甘谷站流量的减少速

率(1.51×106m3/a)略高于绥德站(1.06×106m3/a)。
根据非参数 MK趋势检验,甘谷站的标准统计量Z=
|-6.55|大于绥德站(Z=|-2.716|),表明甘谷站的

径流量减少更为显著。

3.1.2 径流情势的突变分析 从年径流量累积距平

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图2),1965—2018年期间各站径

流呈现出相对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两
站的径流量累积距平以20世纪90年代为突变点,在
突变点之前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此后呈波动下降趋

势。综上分析,甘谷站和绥德站的径流量突变年份分

别为1990年和1996年,并将整个研究时段分为两个

时段:突变年份前的时期为基准期,后一时期因受降

水以及人类活动影响较为显著被称为变化期。

图1 甘谷站和绥德站1965-2018年径流量年际变化过程

图2 甘谷站和绥德站径流量累积距平突变点识别

3.2 流域生态水文变异情况

3.2.1 IHA水文指标变化 为定量评估甘谷站与绥

德站的水文变异情况,依据突变年份分别计算突变前

后不同时期的水文情势指标(图3),各组指标的具体

变化为:①月流量中值。与突变前相比,甘谷站月流

量中值均显著减小,且减小幅度均超过50%,其中以

6月流量减少最多,而绥德站除1月流量增加5.93%

外,其余月份均减小,以7月的1.96m3/s降低至

1.41m3/s的变化率最大;甘谷站月流量中值发生高

度改变居多,而6月和8月改变度最小,为63%和

54%,属于中度改变。在绥德站,仅8月、11月流量

变化最为剧烈,属于高度改变。②年极端流量大小。
由图3可看出,自1990年后甘谷站的年极端流量均

减小,年最小90日(d)流量的减小量最多,最大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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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的减小量最少。绥德站仅年最小1d,3d流量呈

增加趋势,其余指标均减小;分析年极端流量改变度

发现,甘谷站年最小流量均为高改变度,而年最大

1d,3d流量改变度为26%和54%,分别为低、中度

改变。绥德站年最小7d流量的改变度最大,数值为

58%,属于中度改变。③年极端流量发生时间:甘谷

站在变化期,每年极端流量发生时间均推迟,其中年

最小流量为高改变度,出现日期推迟了13.5d,属于

高度改变,但年最大流量出现日期为低度改变;在绥

德站,突变后每年极端流量出现的时间均有小幅缩

短,属于低度改变。两站的基流指数较突变前均有明

显增加,绥德站基流指数的变化率和改变度较甘谷站

高。④高、低流量的频率及历时。由图4可以看出,

两站的低流量脉冲历时增加,高流量脉冲次数减小且

历时未出现变化。低流量脉冲历时和高流量脉冲次

数,在甘谷站的水文改变度均达到80%左右,属于高

度改变。但在绥德站,低流量脉冲历时和高流量脉冲

次数分别属于低度和中度改变。其次,突变后低流量

脉冲次数在甘谷站增加了27.59%,为低度改变;在绥

德站减小了11.54%,为中度改变。⑤流量变化改变

率及频率:突变后,甘谷站流量增加率和减少率均减

小,逆转次数由138次减少至102次,改变度高达

100%;在绥德站流量增加率和减少率较突变前均减

少了大约46%,属于高度改变。流量逆转次数也有

小幅减少,但为中度改变。河流流量逆转次数大小关

系着河流的生态水文节律。

注:图中各指标符号对应表1IHA指标名称。下同。

图3 甘谷站和绥德站32个IHA水文指标的变化率及改变度

3.2.2 水文情势改变度变化 由表2可知,甘谷站第

1组水文指标改变度最大(为69.77%)为高度改变,
其他组的水文指标均为中度改变;绥德站除第5组水

文指标改变度为34.05%,属中度改变外,其余水文指

标为低度改变。两个站点不同的改变程度,表明了水

文突变对河川径流水文情势的影响程度不同。采用

RVA方法计算的甘谷站和绥德站的综合改变度D0

分别为高度改变(76.1%)和中度改变(34.56%),可知

两个水文站的水文指标在变化期发生显著改变,以散

渡河水文情势变化最为显著。但为了考虑径流的典

型年份变化的影响,计算了标准化后的欧氏距离S
(表2),可知甘谷站和绥德站的改进的综合水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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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OD分别为90.12%和60.66%。比较改进前(D0)
后(OD)综合水文改变度大小可看出,将径流典型年

份的变化纳入水文情势变化评价后,两站的综合水文

改变计算值增大,RVA法低估了流域水文情势综合

改变度大小。

表2 甘谷站和绥德站水文情势综合改变度计算结果

站点 IHA组别 平均改变度 D0 ED S OD

1 69.77%(H)

2 52.31%(M)
甘谷 3 42.41%(M) 76.10% 6 0.588 90.12%

4 44.96%(M)

5 50.33%(M)

1 17.00%(L)

2 22.24%(L)
绥德 3 2.30% (L) 34.56% 3.74 0.399 60.66%

4 20.24%(L)

5 34.05%(M)

  注:“L”,“M”,“H”分别代表低度、中度、高度改变。

3.3 水文情势变化的归因识别

河川径流的变化在流域内受到气候变化与人类

活动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为对两流域径流的变化

进行归因辨析,在基准期与变化期分别对累积径流量

与累积降水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由图4双累积曲

线所示,甘谷站的基准期与变化期内年份与累积径流

量之间的线性关系的斜率分别约为1.30×105 m3/a
与5.00×104 m3/a;而绥德站斜率分别约为3.30×
105m3/a与2.40×105m3/a。曲线的斜率代表单位

降雨产生的径流量,变化期的线性拟合方程的斜率明

显减小,表明人类活动导致流域的径流量发生了变

化。径流实测值远远小于计算值(表3),说明受人类

活动的影响,流域的径流量显著减小。在甘谷站,
人类活动与降水变化对径流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79.07%和20.93%;而在绥德站,人类活动是径流量减

少的主要驱动力。由此看出,近几十年来河川径流减

少主要是受到了人类活动影响,如坝库建设和水土保

持措施实施。

图4 两站1965-2018年降水-径流双累积曲线

表3 不同时段降水与人类活动对各站的径流减少的贡献分析

水文站 年 份
实测值/
108m3

计算值/
108m3

实测径流变化

变化量/108m3 比例/%

降雨影响

变化量/108m3 比例/%

人类活动影响

变化量/108m3 比例/%

甘谷 1965—1990 0.67 0.59 — — — — — —

1991—2018 0.24 0.58 0.43 64.18 0.09 20.93 0.34 79.07

绥德 1965—1996 1.46 1.37 — — — — — —

1997—2018 1.13 1.46 0.33 22.60 0 0 0.33 100

4 讨 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黄土高原实施了大规模的

水土保持措施。据统计截止2015年,黄土高原已修

建梯田5.50×106hm2,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和渭河

中游地区;淤地坝5.84万座[21],其中大型淤地坝

5500余座。1999年后,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草)使得

黄土高原植被状况显著改善。通过 MODIS影像分

析可知,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度由1999年的30%左右

提高到2018年的近70%[22]。大规模的梯田、淤地

坝、植树种草等水保措施是导致黄河泥沙锐减的根本

原因,其对流域产汇流、产输沙过程产生显著的影响,
进而改变河川的水文情势。如图5所示,散渡河流域

分布着大面积的梯田,占该流域总面积的72.76%,大
理河流域以坝库工程为主,控制面积接近流域面积的

50%(表4),是导致径流量显著减少的主要因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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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在渭河上游、泾河上中游等地,绝大部分梯田均

为水平梯田[23]。梯田措施既改变了原地形的下垫面

特征,也改变了降雨、径流的路径,同时使降雨径流就

地拦蓄入渗,并将拦蓄的径流储存于土壤中,引起土

壤水、壤中流及基流的增加,而储存在土壤水库的水

分也增大了土壤蒸散及植物蒸腾,最终减少了流域总

产流量。焦菊英等[24]研究发现水平梯田不仅可容纳

本地产流,而且至少可承受3倍于自身面积的上方坡

面汇水。比较均匀的小于50mm的日降水量可以全

部入渗,避免了径流的产生,起到了蓄水减沙的作

用[25]。综合计算结果发现,散渡河的径流量和各指

标大小在突变年后呈现明显的减小趋势,汛期的各月

流量中值都有大幅度的减少,但以非汛期的改变度最

大。低流量脉冲次数增加,年最小流量发生时间推

迟。该流域综合水文改变度高度改变程度,水文情势

的变化对年最小30d,90d流量、最大90d流量、流
量变化改变率及逆转次数这些指标的影响更为深刻。
由此可知,除了受降水等气候影响因素外,散渡河流

域大规模的梯田措施的布设对径流水文情势具有重

要影响,主要以减少径流为主且对水文流态的调控作

用显著,同时该流域的河流生态系统稳定性易受到破

坏[26]。研究发现淤地坝对黄土高原区的流域水文过

程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坝地的淤积使得沟道形态

发生改变,比降降低,过流断面面积变大,从而造成水

流通道断面形态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降低了沟道的

过流能力,显著削弱了流域的洪峰流量[27]。大理河

流域的淤地坝已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修建,淤地坝

可有效的削减沟道洪峰下泄,拦蓄泥沙[28];水库则通

过蓄洪补枯对径流的年内分配调整。总体而言,大理

河年径流量呈减少趋势,但IHA指标减少幅度不大,
说明水利工程措施坦化了河流洪峰过程。具体表现

为,月流量中值在汛期减少而在非汛期略有增加,也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低流量脉冲发生的次数。较为均

一化的水流下泄过程,使得河流丰水期、枯水期的年

内变化规律受到影响甚至会逐步消失,对枯水期的影

响尤其明显[29]。

图5 散渡河和大理河流域水土保持措施的空间分布

表4 淤地坝、梯田和水库措施的控制面积及比例

水文站

淤地坝

控制
面积/km2

比例/
%

梯 田

控制
面积/km2

比例/
%

水 库

控制
面积/km2

比例/
%

甘谷 15.42 0.62 1807.45 72.76 13.77 0.55
绥德 1750.3 44.96 222.33 5.71 108.96 2.80

5 结 论

(1)散渡河和大理河流域的年径流量均呈现显

著减少趋势,减少速率分别为1.51×106 m3/a与

1.06×106 m3/a。年径流分别在1990与1996年发生

突变,与人类大规模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密不可分。
(2)以梯田为主要措施的散渡河流域,年径流的

变异性较高,综合水文改变度为90.12%,属于高度改

变,表明河川水文情势发生剧烈变化。变化期,大部

分水文指标均呈大幅度减少,其中,月流量中值、年最

小30d,90d流量、最大90d流量、流量变化改变率

及逆转次数为高度改变;而低流量脉冲次数增加,年
最小流量发生时间的推迟;说明散渡河水文情势的变

化对年最小值流量的影响更加剧烈,且梯田措施的布

设主要以减少径流为主,其对水文流态的调控会对河

流生态系统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3)以坝库工程为主的大理河流域,年径流变异

性不大,综合水文改变为60.66%,属于中度改变。较

基准期,变化期(1997—2018年)的大部分指标均呈

减小趋势,变化率未超过50%。该流域汛期流量减

小而非汛期增加,年最小1d和3d流量增大,低流量

脉冲次数减小。表明坝库工程措施使得径流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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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强烈的季节性变化,同时显著削减了洪峰,使流量

过程坦化,形成了均一化的水流下泄过程,使得河流

的典型年在年内的变化规律受到影响。
本文通过对比两个流域发现,相比坝库工程的建

设,大规模的梯田布设会造成径流量显著减少。坝库

工程措施布设可对径流量的年内分配进行调节,丰蓄

枯补作用大大彰显。针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现状,
需要结合生物措施制定水土保持优化配置方案,在有

效减蚀拦沙的基础上,减少径流的损失。在对水资源

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的同时,平衡生态用水量,重点

考虑水文情势变化引发的潜在生态环境问题。建议

应该注重梯田布设的规模,因地制宜推进分区精准治

理,并优化水库调度模式,提高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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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干热河谷林草地红壤中优先流的形态分布特征

朱梦雪1,赵洋毅1,2,段 旭1,2,王克勤1,2,万艳萍1,卢华兴1,邱砚海3,杜云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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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利局,云南 玉溪653400)

摘 要:[目的]在红河干热河谷地区开展优先流形态分布特征及与红壤特性关系的研究,为区域水资源

管理和防治水土流失等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干热河谷地区典型植被林地和荒草地为研究对象,
采用野外染色示踪法并结合图像处理技术研究优先流的形态分布特征及对红壤特性响应。[结果]①林草

地上层剖面平均染色面积分别为87.20%和91.97%,染色面积随土层的增加而减小,局部深度内染色面积

出现反弹现象;林草地优先流长度指数分别为766.8%和730.0%,林地土壤优先流较荒草地发达;林草地

的最大染色深度分别为40cm和35cm;②染色路径宽度随土层的增加而减小,0—20cm土层内以大于

250mm的路径为主,20—40cm内的染色路径在20—250mm,而在40cm以下的土层染色路径集中在

20mm以内;③优先流染色面积比、长度指数、染色路径宽度与土壤因子存在显著相关性,总孔隙度、有机质、
含水率等对染色面积比(DA)、长度指数(LI)、染色路径宽度(SPW)累积贡献率分别为97.80%,86.95%,

87.45%;含水率、有机质、容重、总孔隙度和 Al3+ 等因子与染色面积比、染色路径宽度呈最优线性关系。
[结论]土壤的孔隙特性、盐基离子和土壤质地等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红河干热河谷林草地优先流的差异。
关键词:红河干热河谷;土壤优先流;染色示踪法;染色面积;土壤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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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PreferentialFlowinRedSoilof
ForestandGrasslandinAridandHotValleyofHongheRiver

ZhuMengxue1,ZhaoYangyi1,2,DuanXu1,2,
WangKeqin1,2,WanYanping1,LuHuaxing1,QiuYanhai3,DuYunxiang3

(1.CollegeofEcologyandEnvironment,SouthwestForestry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224,

Chain;2.YuxiForestryEcosystemResearchStationofNationalForestryandGrasslandAdministration,Kunming,

Yunnan650224,China;3.XinpingYiandDaiAutonomousCountyWaterResourcesBureau,Yuxi,Yunnan653400,Chain)

Abstract:[Objective]Thepreferentialflow morphologyandcharacteristicsofredsoilinthearidandhot
valleyoftheHongheRiver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theoreticalbasisforregionalwaterresources
managementandsoilerosionprevention.[Methods]Takingtypicalvegetation—woodlandsandwastegrasslands
inaridandhotvalleyregionsastheresearchobjects,themorphologic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preferential
flowanditsresponsetothecharacteristicsofreadsoilwerestudiedbyusingfielddyetracingmethodandimage
processingtechnology.[Results]① Theaveragestainedareaofforestandgrasslandwas87.2%and91.97%
respectively.Thestainedareadecreasedwiththeincreaseofsoillayer,andreboundedinlocaldepths.The
preferentialflowlengthindexofforestandgrasslandwas766.8%and730.0%respectively.Andthepriority
flowoftheforestwasmoredevelopedthanwasteland.Themaximumstainingdepthofforestandgrassland



was40cmand35cmrespectively.②Thewidthofthedyeingpathdecreaseswiththeincreaseofthesoillayer.
Inthe0—20cmsoillayer,themaindyeingpathwasgreaterthan250mm.Thedyeingpathwithin20—40cm
wasmainlyinthelayerbetween20—250mm,andthedyeingpathwaslessthan20mminthesoillayer
below40cm.③ Thereweresignificantcorrelationsbetweenthepriorityflowdyeingarea,lengthindex,

dyeingpathwidthandsoilfactors.Thecumulativecontributionrateoftotalporosity,organicmatter,and
moisturecontenttodyeingarearatio(DA),lengthindex(LI)anddyeingpathwidth(SPW)was97.8%,

86.95%,87.45%,respectively.Thefactorssuchasmoisturecontent,organicmatter,bulkdensity,total
porosityandAl3+ hadthebestlinearrelationshipwithdyeingareaanddyeingpath.[Conclusion]The
combinedeffectsofsoilporecharacteristics,baseions,andsoiltextureultimatelyledtothedifferencein
preferentialflowbetweenforestandgrasslandinthearidandhotvalleyoftheHongheRiver.
Keywords:thearidandhotvalleyoftheRedRiver;preferentialflowofsoil;dyetracermethod;dyingarea;soilfactors

  红河干热河谷是中国西南山区独特的地理区域,
气候干燥炎热,土壤燥化严重,降雨少蒸发大,降雨分

布不均,植被覆盖率低,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区域内生

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利用率较低[1-3]。
当前,研究土壤优先流运动特征及形成机理已成为生

态脆弱区防治水土流失、强化水土资源管理等方面广

泛关注的热点问题[4-6]。
优先流是土壤水分运动的特殊形式,土壤水和溶

质沿优先路径以优先流形式运动,其过程具有不平衡

性、空间异质性、快速性和滞后性[7-8]。优先路径占土

壤孔隙比例虽小,但沿优先路径下渗的水流速度较均

质土壤快[9],研究[10]证实大部分土壤的饱和水分入

渗量均以优先流的形式传导。国内外学者针对优先

流的影响因素及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研究表明其与土

壤结构特性[11]、植物根系[12]、土壤持水能力[13-15]、砾
石含量[16]、降雨强度等[17]关系密切;研究优先流的

方法主要有染色示踪法、CT扫描法、微张力测量法

等。吕刚[14]、张海林[18]、邵一敏等[19]基于染色示踪

法,研究不同林分水分运动特征和干热河谷地区林草

地优先路径数量和形态分布,揭示土壤理化性质对优

先流水流运动机理,为森林水文功能的调控和植被恢

复提供指导和理论依据。CT扫描法用于染色剖面

中优先路径的获取,在不破坏土体的前提下,对土壤

结构和孔隙进行研究分析[20-23]。微张力测量法采用

时域反射仪(TDR)测定土壤含水率、体积传导率和

土壤水分入渗等参数[24],染色示踪法是目前常用且

最适合野外试验的方法。
开展优先流特征及运动机理研究,为土壤水运动

和水资源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土壤优先流水分运动对

深层的水分补给有重要作用,可提高水资源的管理效

率[25]。程金花等[26]以三峡库区的花岗岩林地紫色

土为对象,探讨土壤特性与“优先路径”的关系,结果

表明紫色土的容重、孔隙度和质地对优先流路径的形

成和发展有较大影响,优先路径使土壤孔隙和理化性

质发生改变,两者相互影响。Akhtar等[27]对不同土

壤质地下大孔隙的特征开展研究,探讨大孔隙特征结

构在不同质地下的变化。Shaw等[28]研究土壤黏粒、
粉粒、砂粒含量与土壤优先流的关系,表明土壤黏粒

含量对优先流有显著负相关关系。目前关于土壤优

先流研究多集中在不同区域、不同土壤类型[29-30]及农

田引起水污染等[31-33]方面。
红河干热河谷地区土壤为典型的红壤,土壤构型

复杂和土壤燥化严重等特性可能会导致优先流的特

征不同于其他区域,其相关影响亟待研究。因此,本
研究在红河一级支流峨德河龙潭箐小流域以典型林

草地为研究对象,采用亮蓝染色示踪法,结合图像处

理技术,分析优先流的形态特征,并探讨其对土壤特

性的响应,以解决区域水分交换不充足和储水蓄水能

力差的问题,为缓解生态环境恶化,加强水资源的管

理和应用等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龙

潭箐小流域(24°01'—24°03'N,101°50'—101°51'E),属
于红河干热河谷地区,区域内干湿季分明,多年平均

降水达900mm,气候干燥炎热,年平均气温23.5℃,
会出现45℃的高温极端天气,60%的降雨集中在

7—10月;土壤类型主要是红壤,土色偏红,呈弱碱

性,pH值在7.66~8.31;易遭受侵蚀破坏,成土母岩

以砂岩为主,以亚黏土类碎石、碎石土为主,碎石为风

化砂质泥岩。小流域内林分有高大的乔木林和低矮

的灌木层、草本植物。乔木建群种以银合欢(Leucae-
naleucocephala)、华山松(Pinusarmandii)、云南松

(Pinusyunnanensis)等高大乔木为主;草本植物主

要是扭黄茅(Heteropogoncontortus)、龙须草(Eu-
laliopsisbinata)、紫茎泽兰(Ageratinaadenophorum)
等。研究区林草地土壤物理性质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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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典型林草地样地土壤物理性质

植被
类型

土壤
类型

建群种
土层

深度/cm
容重/

(g·cm-3)
土壤机械组成/%

黏粒 粉粒 砂粒

有机质/
(g·kg-1)

0—10 0.83±0.02 48.53±0.62 63.71±1.30 10.51±2.13 24.70±0.73
10—20 1.11±0.03 46.76±2.01 67.69±0.21 6.49±0.80 25.82±1.98

林 地 红壤 银合欢、华山松等 20—30 1.46±0.03 42.56±0.92 70.89±0.03 5.49±0.89 24.60±0.96
30—40 1.50±0.01 44.62±2.93 70.88±2.71 4.45±0.22 20.41±2.69
40—50 1.50±0.02 44.05±0.36 71.46±0.49 4.43±0.85 20.42±1.53
0—10 0.89±0.01 39.23±0.35 71.86±0.97 7.35±0.86 33.86±4.34
10—20 1.06±0.05 36.16±2.73 73.54±3.06 7.90±0.25 29.47±0.31

荒草地 红壤 扭黄茅、龙须草等 20—30 1.13±0.03 40.37±1.24 72.35±0.55 7.87±1.60 23.49±0.52
30—40 1.30±0.02 36.92±4.20 68.72±2.43 6.96±0.26 12.79±1.87
40—50 1.48±0.04 43.13±4.39 70.36±3.13 7.78±1.46 18.30±0.82

  注:表中数值为各指标均值±标准差。

1.2 研究方法

1.2.1 样地设置 因课题组前期已针对区域典型植

被类型开展了关于林草地根系对土壤大孔隙的相关

影响研究[34],为进一步探讨样地土壤优先流的分布及

形态特征和红壤特性关系,2019年4月继续选择已设

置的地形、坡向、坡度以及植被覆盖度相近的林地和

荒草地固定样地开展试验。2种植被下分别设置4块

10m×10m的样方,总共设置8块试验样地。

1.2.2 染色示踪试验 试验在样地内尽可能在平缓

的地方,染色试验开始前,对所选样地进行提前整地,
在保证不破坏土壤腐殖质层的前提下,除去近地表层

的杂草、砾石、枯枝落叶等杂物。然后将70cm×70cm
×70cm的铁框埋入深60cm的土中,并将铁框内壁

5cm的土夯实,避免染色溶液沿内壁快速下渗对结

果造成误差。由研究区多年降雨特征可知,用当地

24h内降雨量作为标准,根据布设的样方表面积和实

际消耗量计算浓度为4g/L的亮蓝溶液20L,将配制

好的染色溶液均匀喷洒在铁框内[35-36],然后用防雨布

将铁框覆盖,避免降雨过程对试验的影响,染色24h
后,除去覆盖的塑料薄膜和铁框,考虑铁框内壁周围

土壤水分侧向流的不稳定情况,因此保留完整的中心

50cm×50cm×50cm的剖面进行挖掘。并用高清

相机拍摄染色剖面,拍照时用遮阳伞遮光,染色剖面

择优进行处理。

1.2.3 土壤基本性质测定 分层采集染色和未染色

土样带回室内测定土壤理化性质,具体方法依据土壤

分析[37]。用100cm3 环刀分层采集原状土以测定土

壤容重和孔隙度;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率;用激光粒

度仪MS3000测定土壤机械组成,并计算土壤不同粒

径含量;用王水—高氯酸消解土样,采用ICP-OES流

动分析仪测定土壤Al3+,Fe3+,Na+等盐基离子含量;
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外原加热、硫酸亚铁滴定

法;土壤氮磷钾等营养成分用 H2SO4-H2O2 消解法;
有效钾用火焰光度法测定,有效氮用扩散吸收法测

定;用分光光度计法测定土壤有效磷含量。

1.2.4 图像处理 首先利用Photoshop-CS6将相继

获取的染色照片根据图片大小截取染色剖面中心区

域,调整因拍摄产生的变形及受光不均匀产生的缺

陷。将修正后的图片进行色阶、曝光度、颜色替换及

阈值等处理,图片的染色情况通过颜色来表示,黑色

代表染色,白色代表未染色。然后用ImageproPlus
图像分析软件对图片进行数值化处理,对图片进行侵

蚀、降噪等处理,提取剖面染色信息。

1.2.5 染色特征指标分析

(1)染色面积比(DA)。垂直染色剖面上一定深

度土层中染色数量占图像宽度的比例。通常用来评

价土壤优先流的发育程度,染色面积比越大,优先流

现象越不明显。

DA=
TD

(TD-ND)
×100% (1)

式中:DA 为染色面积比;TD 为一定土层内染色面

积;ND代表该土层范围内未染色面积。
(2)长度指数(LI)。是垂直剖面每层与上一层

剖面染色面积比的差的绝对值之和。长度指数可反

映基质流和优先流的差异性,其数值越大,优先流发

育的程度越大。

LI=∑
n

i=1
DA(i+1)-DAi (2)

式中:LI为长度指数;DA(i+1)为第(i+1)层的土壤染

色面积比(%);DAi为垂直剖面上第i层的土壤染色

面积比(%);n 染色剖面层数。
(3)最大染色深度。指染色示踪溶液在土壤剖面

下渗的最大深度,可用来表征土壤水分垂直迁移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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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染色路径宽度。是指每条染色路径所对应

的实际土壤宽度(mm)。

1.3 数据处理

用PhotoshopCS6对染色剖面进行校正处理,用

ImageproPlus获取校正图片的数值信息,采用Excel
和SPSS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用Origin2021软

件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典型林草地优先流形态特征分析

对研究区内林草地土壤垂直剖面的染色图像进

行分析(图1),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优先流的形态特

征和最大染色深度有明显变化,区域内林草地的染色

集中在30cm。林地染色溶液入渗深度较荒草地深,
林地在0—20cm土层大面积被染色,20cm以下染

色溶液沿着优先路径向土壤深层运动并且开始出现

不同程度的分支,荒草地染色主要集中在0—10cm
内,10cm以下染色溶液开始沿着特定路径以优先流

形式运动,并且优先流在形态上出现不同程度的分

化。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剖面被染色的部分逐渐减

少。由图1中剖面L1 知,在22—40cm处,染色面积

出现剧增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是乔木树种形成的根系

网络增加孔隙数量的同时也增强了土粒结构间的通

透性,为优先流的发生提供有利条件[34]。

注:L1,L2,L3 分别为林地内不同染色剖面;H1,H2,H3 分别为荒草地不同试验染色剖面。

图1 典型林地、荒草地垂直剖面优先流形态特征

2.2 典型林草地染色面积特征

图2表示两种植被类型土壤染色面积的变化特

征。由图2可以看出,林草地染色面积随土层深度的

变化存在差异。林草地0—20cm,0—10cm内平均

染色面积比分别为87.2%和91.79%。染色面积比均

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小。局部深度内,染色面积突然增

加。荒草地内染色面积呈波动式减小。上层剖面在

基质流和优先流的作用下,大于95%的范围均被染

色。0—20cm内,林地平均染色面积从87.2%减小

至45.66%,20—40cm深度,优先路径明显,染色面积

减至12.68%;荒 草 地20cm 处 染 色 面 积 减 小 为

46.88%,在10—35cm内优先路径发育程度较高且

染色面积从46.88%减小至5.42%。林地优先流集中

在20—40cm 土层,荒草地内优先流主要发生在

10—35cm内。结合图1知,林地内40cm以下土壤

染色以斑点形式出现,未按照一定的路径向下运移,
染色面积急剧减小接近于0,表明在该深度内,根系网

络并未延伸到更深土层,优先流现象停止,染色溶液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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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沿优先路径向下运动;荒草地染色面积在35cm深

度趋于0,该土层深度优先流现象不明显。林地内优

先流长度指数为766.8%,最大染色深度为40cm;荒

草地优先流的长度指数为730.0%,最大染色深度为

35cm。根据优先流染色面积比和长度指数知,林地

更易发生优先流现象,但形态特征分化不明显。

图2 研究区不同剖面的土壤染色面积

2.3 优先流染色路径宽度

图3为林草地染色路径宽度的变化规律。由图3
可知,林草地染色路径宽度存在较大差异,其随土层

深度的变化规律与前述染色面积比的规律相似,即随

着土层深度的增加,染色路径宽度变窄。绝大多数染

色路径在>250mm和20—250mm范围,林地0—

23cm,草地0—20cm深度内染色路径宽度以>250
mm为主;林地23—40cm、荒草地20—40cm染色路

径集中在20—250mm;大于40cm土层中,以20mm
以下的路径为主。林地在25—35cm内,因土壤孔隙

的通透性,致使染色溶液易发生侧渗,染色路径宽度

呈起伏式变化;荒草地染色路径宽度随土层增加而变

窄。研究区内上层土壤孔隙大,容重小,土质疏松,染
色路径以>250mm 的路径为主;但随土层深度增

加,容重增大,土体趋紧实,孔隙数量少,染色溶液下

渗慢,染色范围减少,染色路径以<20mm为主。

图3 林草地染色路径宽度变化

2.4 优先流与土壤因子的响应分析

探讨土壤优先流的变化与红壤特性的关系,对优

先流评价指标染色面积比、长度指数、染色路径宽度

与土壤含水率(X1)、有机质(X2)、容重(X3)、黏粒

(X4)、粉粒(X5)、砂粒(X6)、总孔隙度(X7)、田间持

水量(X8)、K+离子(X9)、Na+ 离子(X10)、Zn2+ 离子

(X11)、Al3+离子(X12)、Mg2+ 离子(X13)、Fe3+ 离子

(X14)、土壤全氮(X15)、有效氮(X16)、全磷(X17)、有
效磷(X18)、全钾(X19)、速效钾(X20)等红壤因子进

行主成分分析(表2),筛选出对优先流影响较大的主

成分因子。主成分对染色面积比、长度指数、染色路径

宽度的累积贡献率分别为97.8%,86.95%和87.45%,
且每个主成分的特征根均大于1,因此对红河干热河

谷地区染色面积比、染色路径宽度与红壤理化因子进

行主成分分析。

表2 典型样地土壤优先流的总方差分析

因 子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

累积贡献
率/%

F1 18.20 82.21 82.21
染色面积(DA) F2 1.24 5.66 87.87

F3 1.18 9.93 97.80

F4 17.72 75.82 76.82
长度指数(LI) F5 1.61 6.01 81.83

F6 1.08 5.12 86.95

F7 15.63 74.39 74.39
染色路径宽度(SPW)F8 1.67 7.96 82.35

F9 1.07 5.10 87.45

  注:F1,F2,F3 为土壤理化指标对染色面积的3个主成分;F4,

F5,F6 为土壤理化指标对长度指数的3个主成分;F7,F8,F9 为土壤

理化指标对染色路径宽度的3个主成分;

图4反映染色面积比、长度指数、染色路径宽度

与土壤理化性质的联系,各土壤因子与DA,LI,SPW
所形成的夹角的余弦值代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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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SPW 等形成的夹角越小,其相关性越高,反
之越低。第一二主成分与染色面积比、长度指数、染
色路径宽度等方向一致,呈正相关关系;第三主成分

与染色面积比、长度指数等方向相反,表现出负相关

关系。含水率、有机质、砂粒、总孔隙度、田间持水量、
全氮、速效钾等为第一主成分与DA,LI,SPW 构成的

夹角最小,说明优先流对土壤理化因子的变化较敏

感;K+,Al3+,Mg2+,Fe3+ 等 盐 基 离 子 与 DA,LI,

SPW方向一致但夹角稍大,表明盐基离子对优先流

有正向作用但没有显著相关性;土壤容重、粉粒、黏粒

及全磷与DA,LI,SPW 等方向相反,且夹角较大,说
明土壤容重、黏粒、粉粒、全磷等在优先流发育过程中

表现为负效应,随土层中黏粒、粉粒、全磷等含量增

加,抑制优先流发生。研究区土壤优先流主要受土壤

物理特性、盐基离子和土壤肥力等共同影响,土壤因

子可解释优先流染色面积比、长度指数和染色路径宽

度97.80%,86.95%,87.45%的变异,鉴于此,可得土

壤因子是引起红河干热河谷红壤优先流变化的主要

原因之一。
为探讨优先流与各土壤因子的相关性,获取它们

的最优线性关系,将优先流染色面积比(Y1)、长度指

数(Y2)和染色路径宽度(Y3)作为因变量,对土壤含水

率、有机质、容重、黏粒、粉粒、砂粒、总孔隙度、田间持

水量、全氮、速效钾等因子进行回归分析。基于表3
知,林草 地 土 壤 因 子 与 染 色 面 积 比 的 R2 分 别 是

0.982,0.964(p<0.01),与长度指数的R2 为0.956,

0.699(p<0.01),与染色路径宽度R2 为0.971,0.951
(p<0.01)。林草地染色面积比与总孔隙度(X7)、土
壤容重(X3)、有机质(X2)、含水率(X1)等因子的线

性关系较好,此外,林地染色面积比还受土壤全氮含

量(X15)、田间持水量(X8)的影响,而荒草地染色面

积比则受土壤速效钾(X20)的影响;林地长度指数与

总孔隙度(X7)、土壤容重(X3)、田间持水量(X8)、

K+(X9)等的拟合度较高,而荒草地内长度指数与总

孔隙 度(X7)、有 机 质 (X2)、Al3+ (X12)、有 效 磷

(X18)、Fe3+(X7)、粉粒(X5)的拟合效果度较好。林

地染色路径宽度受土壤的总孔隙度、Al3+、含水率、容
重和粉粒的影响较显著,而荒草地染色路径宽度受含

水率、容重、总孔隙度及Al3+含量的影响较大。因土

壤孔隙度、机械组成与盐基离子等共同影响,随土层

加深,染色路径宽度变窄,优先流的发生受抑制。

  注:DA 为染色面积比(%);LI为长度指数;SPW 为染色路径宽

度 ;MC为含水率;OM为有机质 Organicmatter;BD为容重;Clay
为黏粒;Silt为粉粒;Sand为砂粒;P为总孔隙度;FWHC为田间持

水量;K+为土壤中钾离子含量;Na+为土壤中钠离子含量;Zn2+为

土壤中锌离子含量;Al3+为土壤中铝离子含量;Mg2+为土壤中镁离

子含量;Fe3+为土壤中铁离子含量;Mn2+为土壤中锰离子含量;TN
为全氮;HN为速效氮;TP-us为全磷;AP-us为速效磷;TP-um为全

钾;AP-um为速效K;A为第一主成分;B为第二主成分;C为第三

主成分。

图4 土壤优先流评价指标与土壤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表3 不同样地土壤因子逐步回归方程

因 子  样地类型 回归方程 R2

染色面积比(DA)
林 地 Y1=6.413+0.531X7+1.213X2+233.877X12-0.908X8-27.406X3+1.129X1 0.982
荒草地 Y1=-56.180+1.108X7+2.599X1-0.529X20+1.089X2-13.22X3 0.964

长度指数(LI)
林 地 Y2=29.61+0.58X7-0.323X9-17.62X3-0.438X8-38.845X16 0.956
荒草地 Y2=94.013+0.897X7+0.693X2+2.934X12-3.092X18-1.18X14-0.33X5 0.699

染色路径宽度(SPW)
林 地 Y3=44.402+0.454X7+67.640X12-0.555X5-26.626X3+0.742X1 0.971
荒草地 Y3=-4.059+0.389X7+103.655X15-21.210X3+1.236X1 0.95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红河干热河谷地区林草地优先

流在形态特征和最大染色深度存在差异,林地优先流

发育程度较荒草地大,且林地染色深度更深,这与邵

一敏等[19]对金沙江干热河谷林草地优先流特征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染色面积随土层增加而减小,与

Weller[38]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林地染色面积随土层

变化局部范围内有反弹现象,其原因是土壤孔隙大量

存在,土壤通透性较好,使染色溶液发生侧渗,导致剖

面染色面积反弹,与魏虎伟等[39]的结论相近。林草

地的平均染色面积在0—20,0—10cm最大,平均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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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面积分别为87.20%和91.79%,林草地最大染色深

度分别为40和35cm,土层越深染色面积越小,最终

染色面积趋于0,其变化规律与刘目兴等[40]研究结果

一致;染色路径宽度随土层的增加而变窄,0—20cm
土层以>250mm的路径为主,20—40cm内的染色

路径在20—250mm,40cm以下土层以<20mm的

路径起主导作用,结果与Alaoui等[41-42]的研究相同;
但林草地最大染色深度及染色路径宽度在垂直深度

内与朱钊岑等[41]在荒漠绿洲湿地的研究差异较大,
其原因是荒漠绿洲研究区土壤上层以粉质壤土为主,
下层以砂土为主,而本研究以粉质红壤为主,荒漠绿

洲砂土的孔隙度为水分提供了运移路径,致使水分入

渗较深,最大染色深度更大。
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优先流对土壤因子的

变化较敏感,含水率、有机质、容重以及Al3+,Mg2+,

Fe3+等金属离子对染色面积比、长度指数、染色路径

宽度的贡献率分别为97.80%,86.95%和87.45%,土
壤有机质和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等成分可改善土壤孔

隙度,且孔隙度越大,优先路径连通性越好,染色面积

越大;容重、黏粒等与DA,LI,SPW呈负相关关系,与
张东旭等[43]对优先流和基质流区土壤特性的研究一

致;优先流的发生与红壤中的砂粒呈显著正相关,与
黏粒和粉粒呈负相关[44]。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黏
粒、粉粒含量增加,土壤孔隙减小,土壤结构紧实,优
先流发育受阻,与陈晓冰等[45-47]研究不同植被类型土

壤优先流影响因素相近;本试验结果中土壤 K+,

Al3+,Fe3+等盐基离子的变化规律与Bogner等[46]的

研究一致,且盐基离子与优先流染色面积有正相关关

系。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获取的最优线性关系知,红
壤特性是引起干热河谷区林草地优先流发生的关键

因素之一。土壤优先流的发生与土壤自身的空间异

质性、物理性质及盐基离子等有关,在多因素作用下,
优先流的发生具有随机性,优先流的发生与土壤因子

间存在显著的影响。

4 结 论

林地优先流的发育程度比荒草地大,染色深度更

深。林地优先流区主要集中于20—40cm处,而荒草

地集中在10—30cm。根据优先流染色面积比和长

度指数知,林地更易发生优先流现象,但形态特征分

化不明显。
随着林草地土层加深,染色面积逐渐减小,染色

路径宽度变窄。两种植被类型的最大染色深度为

40cm,35cm,且在不同土层的剖面染色面积差异明

显,土层越深,染色面积越小:0—10cm土层中,因基质

流和优先流的共同作用,使剖面面积几乎被染色;0—

20cm,林地染色面积比减小幅度为87.20%~45.66%,
荒草地减小了91.79%~46.88%。两种植被类型染色

路径在0—20cm以>250mm为主,20—40cm大多

数集中在20—250mm,而<20mm的染色路径出现

在40cm以下。
土壤的含水率、孔隙度、Al3+含量等是引起优先流

形态变化的主要因子。本研究经回归分析知,这些因

子均与优先流染色面积比、长度指数、染色路径宽度有

较好的线性关系且正相关关系明显(p<0.05),而容重

与染色面积比则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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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8年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植被
覆被变化及对环境要素的响应

衡嘉尧1,2,王宏卫1,2,樊 影1,2,王正伟1,2,高一薄1,2,伊素燕1,2

(1.新疆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2.绿洲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

摘 要:[目的]研究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区植被覆被变化与环境要素的相互关系,旨在为该区生态治理

与恢复提供科学参考。[方法]以2000—2018年MODIS/NDVI数据为基础,结合时序内气象因素与人类

活动数据,运用趋势线分析法、相关分析法、ArcGIS空间叠加与通径分析方法,总结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时

空变化特征,并探讨环境要素对绿洲区植被NDVI变化的影响。[结果]①2000—2018年塔里北缘绿洲不同

植被类型总体处于波动上升态势,增长速率为0.033/10a;植被覆盖类型的增长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栽培植

物、灌丛、阔叶林、草甸、荒漠、草原、湿地、针叶林和高山植被;②在气象因素中,气温与绿洲区植被主要呈

负相关,负相关区域面积占绿洲区72.15%。③在人为环境要素中,林业总产值和牧业总产值是影响植被

NDVI的主控因子。[结论]在所选环境要素中,气温对NDVI的综合作用最强,林业总产值次之,牧业总产

值对NDVI作用较弱。剩余通径系数为0.26,说明还有部分因素对NDVI增加有较明显的影响,今后需要

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塔里木盆地;绿洲;NDVI;气象要素;人为环境要素;通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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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etationCoverChangeandItsResponsetoEnvironmentalFactorsin
NorthernMarginOasisofTarimBasinfrom2000to2018

HengJiayao1,2,WangHongwei1,2,FanYing1,2,WangZhengwei1,2,GaoYibao1,2,YiSuyan1,2

(1.CollegeofResourceandEnvironmentSciences,XinjiangUniversity,Urumqi,Xinjiang
830046,China;2.MOEKeyLaboratoryofOasisEcology,XinjiangUniversity,Urumqi,Xinjiang830046,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relationshipbetweenvegetationcoverchangeandenvironmentalfactorsinthe
oasisinnorthernmarginofTarimBasin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referenceforecological
managementandrestorationofthestudyarea.[Methods]BasedonMODIS/NDVIdatafrom2000to2018,

combinedwithmeteorologicalfactorsandhumanactivitiesdatainthesametimeseries,thetemporaland
spatialvariationofoasisinthenorthernfringeTarimBasinwereanalyzedbyusingtrendlineanalysis,

correlationanalysis,ArcGISspatialoverlayandthroughpathanalysismethods,toexploretheinfluenceof
environmentalfactorsontheNDVIchangesofvegetationintheoasisarea.[Results]①From2000to2018,

eachcovertypesofoasisintheNorthernTarimBasinwasinafluctuatingupwardtrend,withapropagation



rateof0.033/10a.Thepropagationrateofvegetationcovertypesfromhightolowwerecultivatedplants,

shrubs,broad-leavedforest,meadow,desert,grassland,wetland,coniferousforestandalpinevegetation.
② TemperaturechangehadanegativeeffectonNDVIofoasisvegetationinthenorthernmarginofTarim
Basin,andthenegativecorrelationareaaccountedfor72.15%oftheoasisarea.③ Amongthefactorsof
humanenvironment,thetotaloutputvalueofforestryandanimalhusbandrywerethemaincontrolling
factorsofNDVI.[Conclusion]TemperaturehadthestrongesteffectonNDVI,followedbygrossoutput
valueofforestryandanimalhusbandry,andtheeffectoftotaloutputvalueofanimalhusbandryonNDVIis
weak.Inaddition,theresidualpathcoefficientis0.26,whichindicatesthattherearesomeotherfactorsthat
havenotbeentakenintoaccountandneedfurtherstudy.
Keywords:TarimBasin;oasis;NDVI;meteorologicalfactors;humanactivityfactors;pathanalysis

  植被覆被的变化对于干旱区绿洲较脆弱的生态

系统具有一定的影响[1]。在迅速的全球环境变化下,
植被覆盖变化容易受到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
地表植被对气象因素和人类活动干扰响应已成为全

世界研究的热点问题[2]。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地处

我国西北干旱区,属于生态敏感性较强的区域,同时

也是该区人类生产生活的聚集区域,绿洲区内城乡聚

落慢慢形成。因此,分析绿洲区内植被覆被时空变化

特征并探讨气象要素和人类活动要素对其变化的影

响对干旱区绿洲植被的治理与恢复提供重要的理论

依据。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在植被生物量监

测[3]、植被群落组成与分类、自然灾害灾情评估、土地

利用和覆被变化等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4-5]。此外,
作为遥感监测数据,NDVI覆盖范围广[6],其数据具

有时序特征[7],为地理学者提供了一种定量分析地表

植被变化的方法。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区是典型的

大陆性暖温带干旱气候,北边有天山作为屏障,其植

被分布特点为:南部平原植被覆被度低,山地垂直带

明显,森林面积有限,总体植被覆盖度较低,生态系统

脆弱[8]。根据徐长春等[9-10]对新疆 NDVI的研究表

明,区域整体 NDVI主要呈增长趋势,并且与温度、
日照长度与降水等因素有关;刘超等[11]利用1999—

2014年的NDVI数据分析天山北坡前山带降水分布

型对荒漠植被的影响;张文强等[12]利用RF模型对

北疆干旱区绿洲植被变化与驱动进行模拟分析;但对

于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植被变化特征及其响应因素

研究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都是在单一尺度

探讨NDVI的变化特征,且注重气候要素对覆被变

化的影响,缺乏对人类活动对覆被变化影响定量分

析。鉴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8年基于 MODIS
的NDVI产品数据,探究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NDVI
及不同覆被类型 NDVI的时空变化规律,分析不同

覆被类型与环境要素的响应关系,并探讨人类活动要

素对绿洲区植被覆被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旨在为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区生态功能维护和各项生态保

护措施的开展提供基础数据及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位于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

盆地以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东
部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邻地。理坐标78°08'—

89°58'E,39°31'—43°36'N。东西走向塔里木河贯穿

绿洲区,南北走向有阿克苏河、渭干河、迪娜河与开都

河。研究区由阿克苏绿洲和巴州北部绿洲组成,是温

带大陆性干旱气候且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13],
其南部植被覆盖率较低。该绿洲区地形地貌多样,气
候干燥,降水稀少,夏季炎热,冬季干冷[14],年温差和

日温差较大,年日照时数为2658~4440h,昼夜温

差大,无霜期较长。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NDVI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的植被指数产

品 MOD13A1,时间分辨率16d,空间分辨率500m
×500m,时间序列为2000年1月至2018年12月。
利用最大值合成法 MVC(maximumvaluecompos-
ites)对全年数据进行处理,从而获得的 NDVI年最

大值,代表当年植被覆盖最优状态。该方法可有效降

低云层、气溶胶等因素的干扰,尤其是排除了绿洲区

冬春季积雪对植被观察的影响[15],进一步提高NDVI
数据的可靠性。根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

中心(http:∥www.resdc.com)中2015年中国100
万植被类型空间矢量数据[16],根据国家植被分类系

统中植被型组划分出针叶林、阔叶林、灌丛、草原、草
甸、湿地、高山植被与荒漠,并结合塔里木盆地北绿洲

区人工植被划分出栽培植物。由于研究区属于地处

沙漠边缘,因此绿洲区包括部分沙漠区域。鉴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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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重点为多年植被覆盖区,因此水体和沙漠地不

再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探讨。气温与降水数据来自于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
resdc.com)的气象空间插值数据集,作投影转换和数

据掩膜处理,提取出与 NDVI投影坐标和分辨率一

致的栅格数据。在分析研究区内气象数据时,采用

ArcGIS做栅格均值化处理,获得气象数据的区域平

均值。人类活动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17]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18],综合塔里木盆地

北缘绿洲自然条件与产业结构,选取人口、牲畜数量、
林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牧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投

资6个指标作为分析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NDVI变化趋势分析 通过对栅格采用一元

回归趋势分析可直观地看到研究时序内植被 NDVI
覆盖动态变化的空间特征[19],计算公式为:

θ=
n×∑

n

i=1
(i×NDVIi)-∑

n

i=1
i∑

n

i=1
NDVIi

n×∑
n

i=1
i2-(∑

n

i=1
i)2

(1)

式中:n 为研究时间序列年数,即19a(2000—2018
年);i代表年序号;NDVIi代表第i年最大化NDVI
值;θ为趋势线斜率,代表单个像元NDVI的变化趋

势,当θ>0时,表明该目标像元19a间植被覆盖趋

于改善;反之,则说明此像元植被生长呈退化趋势。

2.2.2 相关分析 通过探求环境要素与植被NDVI
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影响塔北绿洲区植被 NDVI的

影响程度。本研究采用相关分析法分析NDVI对气

象要素的响应程度。表达式为:

r=
∑
n

i=1
xi-x(yi-y)

∑
n

i=1
(xi-x)2∑

n

i=1
(yi-y)2

(2)

式中:n 为时序长度;i为(1,19)的整数;xi为第i年

均温或降水量;x 表示19a年均温或降水量平均值;

yi为第i年NDVI值;y 表示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植

被NDVI在19a间的平均值。

2.2.3 偏相关分析 考虑到植被覆被变化受多种要

素的共同影响,各要素间可能并不相互独立,运用偏

相关分析对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测度,可单独分

析单个要素对植被 NDVI的影响。根据年均温、年
降水量与NDVI的相关系数,计算气象要素与NDVI
的偏相关系数[20]:

rab,c=
rab-racrbc

(1-r2ac)=(1-r2bc)
(3)

式中:rab,c为剔除要素c后a 与b的偏相关系数;rab,

rac,rbc分别代表要素a 与要素b、要素a 与要素c、要
素b与要素c的相关系数。

2.2.4 通径分析 将环境要素与NDVI相关系数分

解为 要 素 对 植 被 NDVI的 直 接 效 应 与 间 接 效

应[21-22]。参考杜家菊等[23]的研究方法,通过影响因

子与植被 NDVI的通径分析,研究各主控因子对

NDVI的直接作用(通径系数)和间接作用(间接通径

系数),间接通径系数公式如下:

∑rijPi=rxixj·Pxj (4)
式中:∑rijPj为间接通径系数;rxixj 为形态性状xi

和xj之间的相关系数;Pxj为影响因子xj对 NDVI
的通径系数。

决定系数是将环境要素对NDVI的综合作用进

行排序[24],利用相关系数和通径系数,根据下列公式

计算影响因子对绿洲区植被 NDVI的决定系数,表
达式为:

dxi=P2
xi (5)

式中:dxi 代表环境要素xi的决定系数,当 Pxi>0
时,代表环境要素对植被 NDVI作用为协同,反之,
作用为限制。

3 结果与分析

3.1 NDVI年际变化规律

采用最大值 合 成 法(MVC)获 得 每 一 年 植 被

NDVI后作加权平均处理,得到该年度绿洲区的平均

NDVI值,分析其年际变化特征。从图1可以看到,

2000—2018年塔里北缘绿洲不同植被类型NDVI总

体处于波动上升态势,植被覆盖有所增加。研究各时

段不同植被 NDVI时序变化中,2000—2003年均处

于逐步上升趋势,自2003年开始有大幅度下降,之后

处于波动下降趋势,至2009年不同植被类型 NDVI
开始呈大幅度上升趋势,湿地、针叶林、草甸、阔叶林

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草原、高山植被和荒漠在

2010年达到峰值。草原、湿地、针叶林与灌丛NDVI
波动幅度较大,荒漠和栽培植物 NDVI增加显著。
从表1可知,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NDVI增长速率为

0.033/10a,植被覆盖类型的增长速率由高到低依次

为栽培植物、灌丛、阔叶林、草甸、荒漠、草原、湿地、针
叶林 和 高 山 植 被,变 化 速 率 依 次 为 0.073/10a,

0.064/10a,0.052/10a,0.043/10a,0.041/10a,0.03/10a,

0.024/10a,0.023/10a和0.018/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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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2000-2018年

不同覆被类型年均NDVI变化

3.2 NDVI空间变化规律

一元回归趋势线法直观地反映了塔里木盆地北

缘绿洲植被NDVI在空间上的变化特征(表1)。从

图2可以看到塔北绿洲区NDVI变化斜率和变化显著

性,研究区植被NDVI整体呈增加趋势,北部海拔较高

区域和中部聚落区域NDVI存在退化现象。其中,柯
坪县、乌什县、阿克苏市、阿瓦提县中部、拜城县南部、

新和县、库车县中部与北部地区、轮台县北部与南部地

区、焉耆回族自治县东部、和静县东南部、和硕县南部

与中部部分地区、尉犁县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植被覆

盖度明显改善;温宿县西南部、库车县南部、轮台县中

部、和静县、博湖县和尉犁县北部部分地区植被覆盖有

明显退化现象。统计得出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NDVI
增加 区 域 面 积239732.09km2,占 区 域 总 面 积 的

89.75%,增加幅度达到显著水平(p<0.05)以上的面积

为60619.05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2.69%(表2)。

表1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不同植被类型NDVI年际线性变化

植被类型   线性变化 R
草 甸 y=0.0043x+0.4037 0.7352
草 原 y=0.0030x+0.4118 0.3258
荒 漠 y=0.0041x+0.1343 0.7387
灌 丛 y=0.0064x+0.2892 0.8246
高山植被 y=0.0018x+0.2634 0.2483
阔叶林 y=0.0052x+0.1995 0.8069
针叶林 y=0.0023x+0.5753 0.1817
栽培植物 y=0.0073x+0.5298 0.8120
湿 地 y=0.0024x+0.6699 0.3518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 y=0.0033x+0.2189 0.7339

图2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2000-2018年NDVI变化趋势及其显著性空间分布

  其中前3种植被类型高于塔北绿洲区平均水平;
按植被NDVI增加幅度的显著水平以上(p<0.05)的
面积占比排序,依次为针叶林(50.35%)、高山植被

(46.55%)、湿 地(41.68%)、草 原(34.48%)、草 甸

(24.73%)、灌丛(14.69%)、阔叶林(14.58%)、荒漠

(10.92%)和栽培植物(10.87%)。从 NDVI增加面

积来看,荒漠、栽培植物与草甸对塔北绿洲区植被改

善贡献最大。

3.3 NDVI对气象要素的响应

3.3.1 气象要素的年际变化 图3为塔里木盆地北

缘绿洲区19a间降水和气温的变化趋势图。19a间

年均降水量表现出波动微降趋势,下降速率为27.22
mm/10a,未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在

2007年降水异常偏高达到峰值,在2015年达到谷

值,其余年份降水量均达呈波动变化状态;气温方面,
绿洲区19a间的气温呈波动下降状态,下降速率为

0.772℃/10a,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气温的峰值在

2008年达到8.96℃,谷值在2015年仅为6.22℃,在

2002,2004,2009,2013和2016年气温均处于较高状

态,在2003,2012和2018年处于较低水平。

3.3.2 植被NDVI对自然要素的响应特征 分析像

元尺度的上的19a间NDVI与降水的相关系数。结

果表明,塔里木北缘绿洲区植被NDVI和降水不相关

区域占75.82%,说明降水与绿洲区NDVI相关关系

并不显著,这与徐应涛[25]、王涛[26]、丁玥等[27]人研究

结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与气温呈正相关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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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VI主要分布在塔里木河流域[28]。塔北绿洲区

NDVI与降水呈显著负相关的区域占极少,仅占绿洲

区0.42%。总体来看,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NDVI与

降水量特征相关性并不显著。由图4可以看出,

2000—2018年 NDVI与气温的相关关系。结果表

明,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NDVI与气温负相关为主导

(72.15%),其中显著负相关占研究区面积的9.27%,

主要分布在塔里木河流域和开都河流域,这与张晋霞

等[9]人研究结论一致;呈正相关的区域占研究区的

1.85%,主要分布在塔北绿洲北部高山植被与草甸区

域,其中呈显著正相关仅占区域总面积的0.14%。总

体来看,气温变化对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植被NDVI
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气温降低促进流域附近植被覆

盖度增加。

表2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各覆被类型NDVI变化显著性

覆被类型  

显著水平

极显著下降

面积/km2 比例/%

显著下降

面积/km2 比例/%

轻度下降

面积/km2 比例/%

轻度增加

面积/km2 比例/%

显著增加

面积/km2 比例/%

极显著增加

面积/km2 比例/%
草 甸 2109.51 4.81 1210.23 2.76 6276.53 14.32 2.34×104 53.38 8362.21 19.08 2475.73 5.65
草 原 1328.15 5.32 1018.24 4.08 4762.71 19.08 9243.54 37.03 6370.91 25.52 2236.05 8.96
高山植被 425.18 3.06 380.42 2.73 2203.46 15.84 4426.31 31.82 4772.42 34.30 1704.06 12.25
灌 丛 227.55 5.66 55.37 1.38 202.55 5.04 2943.53 73.23 404.02 10.05 186.47 4.64
荒 漠 1128.66 1.13 392.19 0.39 2205.35 2.21 8.53×104 85.35 6181.10 6.19 4731.02 4.74
阔叶林 113.76 2.42 44.91 0.95 228.28 4.85 3635.95 77.20 437.47 9.29 249.23 5.29
湿 地 27.85 2.16 24.07 1.87 214.56 16.66 484.47 37.62 389.91 30.28 146.82 11.40
栽培植物 282.47 2.21 80.71 0.63 393.44 3.07 1.06×104 83.22 870.95 6.81 520.10 4.06
针叶林 86.98 4.84 71.03 3.95 382.69 21.30 351.17 19.55 676.60 37.66 227.95 12.69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 5921.95 2.22 3285.63 1.23 1.82×104 6.80 1.79×105 67.06 38652.51 14.47 2.20×104 8.22

  注:①极显著下降(p<0.01,θ<0),显著下降(0.01<p<0.05,θ<0),轻度下降(p<0.05,θ<0),轻度增加(p>0.05,θ>0),显著增加(0.01

<p<0.05,θ>0),极显著增加(p<0.01,θ>0);②代表单个像元NDVI的变化趋势,当θ>0时,表明该目标像元19a间植被覆盖趋于改善;反

之,则说明此像元植被生长呈退化趋势。

图3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2000-2018年年均降水量和年均气温变化趋势

图4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2000-2018年NDVI与年均降水量、年均气温的相关性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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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分析不同植被类型对气象要素的响应情况,对
绿洲区2000—2018年各个植被类型进行相关分析和

偏相关分析。统计可得(表3),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

NDVI与气温的相关系数为-0.6052,呈显著负相关

(p<0.05),除了湿地、高山植被和针叶林外,其余覆被

类型均相关系数均通过0.05水平显著性检验。相比

气温,降水对不同覆被类型的NDVI均未达到显著性

水平,不同覆被类型的NDVI与降水量间的相关系数

与绿洲区整体情况基本一致,说明降水对塔北绿洲各

植被变化相关性较弱。从偏相关分析看到,排除年均

温的影响,年均降水量对不同覆被类型 NDVI(除荒

漠和湿地)由抑制转为协同作用,但并不显著,说明温

度的变化影响了植被生长对降水的响应方向,其可能

的原因是气温的降低使得蒸腾作用减少,即使降雨量

下降植物亦能保持水分。

表3 塔里木北缘盆地绿洲NDVI与自然要素的相关系数

覆被类型  
NDVI—P

RNDVI—P RNDVI—P/T

NDVI—T
RNDVI—T RNDVI—T/P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 -0.3002 0.0447 -0.6052* -0.3437
草 甸 -0.3515 0.0202 -0.4250* -0.3555
草 原 -0.2931 0.0124 -0.5305* -0.2870
高山植被 -0.2036 0.0371 -0.3522 -0.3323
灌 丛 0.2259 0.0902 -0.6453**-0.3773
荒 漠 -0.2235 -0.0518 -0.6325**-0.3639
阔叶林 0.2728 0.0839 -0.5436* -0.3029
湿 地 -0.3535 -0.0717 -0.4059 -0.2060
栽培植物 -0.2910 0.0825 -0.5311* -0.3212
针叶林 -0.1663 0.0608 -0.4147 -0.2492

  注:“RNDVI—P,RNDVI—P/T”分别表示 NDVI同降水的相关系数和

NDVI在排除气温影响与降水的相关系数;*,**分别表示在0.1和

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3.4 人为环境要素对NDVI的驱动作用

植被生长变化是不仅是气象要素的影响,它是环

境要素的综合作用[29]。这些环境要素还包括生产生

活方式、经济结构等人为环境要素。本研究选取人

口、牲畜数量、林业总产值、牧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
固定资产投资6个社会经济指标作为人为环境要素。
其中,林业总产值代表林业生产使用情况,侧面反映

当年林业发展状况,牧业总产值代表了畜牧业的生产

情况,牲畜数量代表了绿洲区放牧强度,工业总产值

代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和固定

资产投资反映了社会发展水平。
将NDVI作为因变量,降水量(X1)、气温(X2)、

人口(X3)、牲畜数量(X4)、林业总产值(X5)、牧业总

产值(X6)、固定资产投资(X7)、工业总产值(X8)这8
个要素作为自变量,建立最优化多元回归方程:

Y=-0.008X2+4.167×10-4X5-
3.114×10-5X6+0.313

  (R2=0.939,p<0.05)
(5)

说明气温、林业总产值与牧业总产值对研究区

NDVI存在显著效应(p<0.05),其余因素对 NDVI
影响不显著,在逐步回归分析中剔除。基于回归方

程,对气温、林业总产值、牧业总产值进行通径分析,
从表4可以看到,气温对植被NDVI的直接通径系数

为-0.394,间接通径系数为0.123,说明气温对塔里

木北缘绿洲NDVI存在负面作用,通过其他要素从抑

制转为协同。林业总产值直接通径系数为0.612,说
明林业总产值对绿洲区 NDVI具有很好的正效应。
牧业总产值直接通径系数为-0.527,间接通径系数

为-0.148,说明牧业产值的增加对植被 NDVI变化

具有抑制作用,但通过其他要素对植被抑制降低。此

外,气温、林业总产值和牧业总产值的决定系数分别

为0.353,0.227和0.160,说明气温对NDVI的综合作

用最强,林业总产值次之,牧业总产值对NDVI作用

较弱,其中林业总产值为主要协同要素,气温为主要

限制要素。

表4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植被NDVI与环境要素的通径分析

环境要素 相关系数 直接通径系数
间接通径系数

气温 林业总产值 牧业总产值
决定系数

气 温 -0.605 -0.394 -0.255 0.378 0.353
林业总产值 0.492 0.612 0.164 -0.396 0.227
牧业总产值 -0.415 -0.527 0.282 -0.460 0.160

4 讨 论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属于大陆性暖温带干旱气

候[13],北有天山作为屏障,南受塔克拉玛干沙漠影

响,干旱少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生态环境十分脆

弱,因此对其植被覆被的变化特征和影响因素具有探

究价值。结果表明,塔里木北缘绿洲区不同植被类型

NDVI增加面积均大于60%,总体趋于上升状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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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生态逐渐改善。总体来看,本文植被NDVI变化趋

势的结果与欧亚大陆得出的植被覆盖变化结论基本

一致[30]。气温和降水是影响植被覆盖的主要自然要

素[31]。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区气温对植被NDVI的

影响远大于降水。其原因可能有两个因素导致,绿洲

区属于大陆性暖温带干旱气候,降水量稀少,因此降

水量的变化特征对塔北绿洲区植被的影响很小。此

外,气温的降低会导致蒸腾作用的减少,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降水对植被的直接作用[32];绿洲区南部处

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多为荒漠植被,荒漠植被旱

化特征明显,大多依靠地下水或者降水转化的土壤水

供给植被,因此对年际降水量的响应较低。进一步研

究发现,不同覆被类型对降水的响应普遍不显著,该
现象在灌丛、阔叶林和高山植被较为明显,分别探究

其成因,首先,灌丛和阔叶林对降水的响应低主要因

其发达根茎深入土壤,植被的生长取决于深层土壤水

含量,与年均降水量关系较小[33];其次,高山植被位

于高山带,具有耐寒性[34],其对于降水的依赖性远低

于气温的变化。除此之外,排除气温的影响后,降水

对不同植被NDVI的影响由不显著抑制转为不显著

促进作用,说明在塔北绿洲区气温会影响降水对植被

的作用方向。
通过通径分析发现,林业总产值、牧业总产值对

植被增长同样产生较大影响。其中牧业总产值对绿

洲区NDVI存在负面的限制作用,林业总产值对植被

NDVI呈促进作用。牧业总产值侧面反映了放牧强

度,产值的增加反映牛羊数量增加,进而放牧强度增

加使得牲畜对植被的踩踏与过度食用,并由此引发一

系列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在过度放牧下,植被群落

有直接的损失,其引起土壤状态变化也不利于植物个

体生长,使植被群落数量普遍减小[35]。林业总产值

的持续增长侧面反映了林业活动发展的速度,自
2007年以来,巴州地区和阿克苏地区林业建设重点

应以防沙治沙、森林资源保护和林果产业发展为重

点,加强造林育林工程,壮大以特色林果业等林业产

业体系建设,加强以林木种苗、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等

林业保障体系建设[36],森林资源和林果业的发展对

绿洲区植被生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进一步计算剩

余因子的通径系数e= 1-R2=0.26,说明还有部分

因素对NDVI增加有较明显的影响未考虑到。综合

分析本研究选取的自然要素,除温度、降水外,气溶胶

和成土母质可能是引起植被变化的重要因素[37];人
类活动要素中,本文主要探讨了5项人类活动因素对

绿洲区NDVI变化的影响。自2000年来,新疆的天

然保护工程、塔里木河干流林草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

以及2007年南疆三地州森林资源保护建设等工程的

开展,使得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因
此塔北绿洲区植被的逐渐增长可能得益于这些生态

建设工程,对这些人为措施的定量分析应是今后塔北

绿洲区NDVI驱动因素研究一个新着力点。

5 结 论

(1)2000—2018年,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植被

NDVI增加区域面积为2.39×105km2,占区域总面

积的89.76%,绿洲区NDVI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增
速为0.033/10a。在空间尺度上表现为研究区中部

至南部整体呈增加趋势,植被覆盖度有所好转,北部

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存在退化区域。
(2)研究时段内,绿洲区19a间的气温呈波动下

降状态,下降速率为0.772℃/10a,通过了0.05显著

性检验;降水方面,19a间表现出波动微降趋势,下降

速率为272.17mm/10a,基本处于平衡趋势状态。
气象要素中,绿洲区植被 NDVI与气温呈显著负相

关,相关系数为-0.6052,负相关区域站绿洲区总面

积72.15%。绿洲区 NDVI与降水量相关性并不显

著,对植被的生长影响较低。
(3)在人为环境要素中,林业总产值和牧业总产

值是影响植被NDVI的主控因子,其中林业总产值绿

洲区NDVI具有很好的正效应,牧业总产值增加对植

被NDVI变化具有抑制作用。
综合分析,气温、林业总产值和牧业总产值是绿

洲区NDVI变化的主控因子,其中气温对植被变化综

合作用最强,林业总产值作用次之,牧业总产值作用

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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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南花岗岩丘陵区坡耕地不同厚度
土壤中优先流的发育特征

刘 超1,2,姚光兴1,安 娟1,吴元芝1

〔1.临沂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山东省水土保持与环境保育重点实验室,

山东 临沂276005;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学院,北京10083〕

摘 要:[目的]研究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坡耕地优先流发育特征,为土层浅薄条件下坡耕地灌溉效率提

高及面源污染防治提供依据。[方法]以地处北方土石山区的山东省蒙阴县花岗岩丘陵区坡耕地为例,选
取土层深度为30cm和50cm的样地,运用野外染色示踪试验法和室内图像处理技术,分析土层厚度对优

先流发育特征的影响。[结果]土壤厚度为30cm和50cm条件下平均基质入渗深度分别为11.8cm和

11.9cm,两者没有显著差异,平均优先流比分别为28.2%和29.5%,两者也没有明显差异;土壤厚度为30cm
时,9.9cm以上以基质入渗为主导,优先流发育深度范围为9.9—27.0cm;土壤厚度为50cm时,6.1cm以上

土层以基质入渗为主导,优先流发育深度范围为6.1—39.5cm;土壤厚度为50cm条件下优先流平均最大入

渗深度为34.6cm,平均长度指数为192%,平均变异系数为87.7%,均显著高于土壤厚度为30cm时的数

值;但两者平均最大入渗深度非均匀系数没有明显差异。[结论]土壤层厚度差异不影响基质入渗,但会阻

碍优先流向土壤深层的发育。
关键词:不同土壤厚度;优先流;染色示踪法;土石山区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8X(2021)04-0025-08 中图分类号:S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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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ofPreferentialFlowDevelopmentinSlopeCropland
withDifferentSoilThicknessinGraniteHillyRegionof

CentralandSouthernShandongProvince
LiuChao1,2,YaoGuangxing1,AnJuan1,WuYuanzhi1

〔1.ShandongProvincialKeyLaboratoryofWaterandSoilConservationand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LinyiUniversity,Linyi,Shandong276005,China;

2.SchoolofEarthSciencesandResources,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Beijiang),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ofpreferentialflowinslopefarmlandwithdifferent
soilthicknesses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abasisforimprovingtheirrigationefficiencyandpreventing
andcontrollingthenon-pointsourcepollution.[Methods]Thegranitehillyslopecroplandin Mengyin
County,ShandongProvince,whichislocatedinthemountainousregionofNorthernChina,wastakenasan
example.Thesampleswithsoildepthof30cmand50cmwereselected,andthefieldstainingtracertest
methodandindoorimageprocessingtechnologywereusedtoanalyzetheinfluenceofsoilthicknessonthe
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ofpreferentialflow.[Results]Whenthesoilthicknesswas30cmand50cm,the
averagedepthofsubstrateinfiltrationwas11.8cmand11.9cm,respectively,andtheaveragepreferential



flowratiowas28.2%and29.5%,respectively,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betweenthetwodepths.
Whenthesoilthicknesswas30cm,substrateflowwasdominantinthesoillayerabove9.9cm,andthe
developmentdepthofpreferentialflowrangedfrom9.9to27.0cm.Whenthesoilthicknesswas50cm,
matrixflowwasdominantinthesoillayerabove10.4cm,andthedevelopmentdepthofpreferentialflow
rangedfrom10.4cmto40.0cm.Undertheconditionof50cmsoilthickness,theaveragemaximuminfiltration
depthofpreferentialflowwas34.6cm,theaveragelengthindexwas192%,andtheaveragecoefficientof
variationwas87.7%,which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undertheconditionof30cmsoilthickness.
However,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non-uniformitycoefficientofmaximuminfiltrationdepth
betweenthetwoconditions.[Conclusion]Thedifferenceofsoillayerthicknessdidnotaffectthesubstrate
infiltration,buthinderedthedevelopmentofpreferentialflowtodeepsoillayer.
Keywords:differentsoilthickness;preferentialflow;stainingtracermethod;earth-rockmountainousarea

  优先流是水分沿土壤中大孔隙、根孔、虫洞、裂隙

等路径向下快速入渗到达深层土壤甚至地下水的非

平衡水分运动现象[1-2],是较为常见的土壤水分运动

形式之一,优先流的发生常使灌溉和降水中的部分水

分快速流到根系分布层以下,使灌溉和降水对根区土

壤水分的补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使上层土壤干旱持

续[3];而在水分快速运输的过程中,溶质也随水分运

移,进而导致土壤养分流失和面源污染等方面的问

题[4-5]。因此,优先流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安全

息息相关,因而土壤优先流研究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成为是目前土壤水文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

们多采用染色示踪[6-7]、张力渗透仪[8]、CT扫描等[9]

方法研究土壤优先流,其中染色示踪法因可以直观、
清晰地反映优先流流经区域而受到广泛的应用。已

有研究利用染色示踪法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10-11]、植
被类型[12-13]及土壤条件包括土壤结构[14]、质地[15]、
水分条件下[16-17]优先流发育特征及产流机制进行了

广泛的探讨。也有学者们关注耕作方式对优先流发

育的影响,如陈晓冰等[18]研究西南岩溶区甘蔗地不

同耕作方式下优先流发育特征发现,粉垄耕作方式与

免耕方式相比,可降低岩溶区甘蔗地土壤优先流的发

生与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土壤的保肥蓄水能

力;而王发等[19]研究发现耕作犁底层有阻碍水分入

渗和优先流产生的作用。土石山区土层浅薄,下伏基

岩风化层与犁底层类似,具有与上层土壤差异较大的

质地与结构,但下伏基岩风化层对优先流发育的作用

尚不明确,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土壤优先流发育特征

研究较少。鲁中南花岗岩丘陵地处北方土石山区,土
层浅薄,土壤发育程度较弱,含有大量砾石,坡耕地水

土流失及氮磷流失严重[20,21],其优先流发育程度研

究较少。因此,本文以地处鲁中南山地丘陵区的山东

省蒙阴县双河峪小流域坡耕地不同厚度土壤为研究

对象,以亮蓝染色图像变化数据为基础,利用统计学

中的变异性分析方法,结合图像分析技术中的形态学

理论,分析薄层土壤坡耕地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优先

流发育特征的差异,探讨北方土石山区薄层土壤对优

先流发育的影响机制,旨在为土层浅薄条件下坡耕地

灌溉效率提高及面源污染防治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选择试验样地位于地处鲁中南山地丘陵

区的蒙阴县双河峪小流域。该小流域位于临沂市

饮用水水源地—云蒙湖库区(117°45'—118°23'E,

35°27'—36°20'N),地势南北高,中间低,由西向东

逐渐倾斜。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94%,海拔高度

170~500m,坡度10°~15°,年平均气温13.7℃,降
水主要集中在7月下旬至9月中旬,多年平均降水量

733.4mm,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该小流域母

岩为典型花岗岩,土壤以粗骨性棕壤为主,土层厚度

常不足50cm,地下水埋深6~22m。该小流域是典

型农业小流域,坡耕地以种植花生为主,每年都用小

型机械翻耕,翻耕深度20~30cm。人为活动剧烈,
水土流失严重。为保证土壤的厚度,当地农民每隔几

年就用挖掘机深翻至50cm,将浅层风化母质挖起以

增加土壤层厚度。因而该区域花生坡耕地没有明显

的犁底层,松散土壤层下即是坚硬基岩风化层。本研

究在坡耕地选取土壤厚度不同的位置建立试验小区,
进行染色示踪试验。

1.2 染色示踪试验

依据研究区土壤厚度的不同,于2018年4月在

翻耕未起垄前的花生坡耕地上调查土壤厚度,然后选

择土壤厚度不同的(30cm,50cm)2个代表性位置,
建立宽60cm的正方形试验小区各1个,四周埋入有

机玻璃板,插入深度至土壤和基岩风化层交界处,玻
璃板露出地表高度为20cm,边缘压实,防止水分侧

渗。用玻璃胶粘贴PVC板的缝隙,防止染色剂从缝

隙中直接入渗,从而影响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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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亮蓝染色粉末40g,加10.8L水(相当于当地

大雨降雨量)配制成4g/L为标准的亮蓝染色剂当作

示踪染料溶液。在试验样地的土壤表面,用电动喷雾

器均匀喷洒35min左右(约300ml/min)。染色剂

喷洒后,用薄膜塑料布覆盖2个样方,避免外界影响。
待染色24h后,取中间未受干扰的50cm×50cm,
以10cm为间隔挖一系列垂直剖面,开挖得到5个土

壤染色剖面,所有剖面挖掘深度均到达基岩风化层,
深度为40—60cm,用小刀和小土铲将剖面修整平

齐,用像素为1300万的佳能数码相机进行剖面的垂

直拍摄,并在拍照的同时用卷尺或者直尺作为参照,
标定染色区域的面积。

1.3 土壤物理性质测定

试验前用标准环刀分别取0—10,10—20cm和

20—30cm土壤,用于测定土壤的容重、毛管孔隙度、
非毛管孔隙度,同时取10cm×10cm×10cm土块,分
散后装入用塑封袋用于测定>2mm砾石质量含量,
并用250ml环刀取原状土结合 Hyprop导水率测定

系统测定饱和导水率。采用环刀烘干法测定土壤容

重,采用环刀浸泡法测定毛管孔隙度、总毛管孔隙度,
并计算非毛管孔隙度。将塑封袋内土样烘干,然后用

筛分法测定>2mm石砾含量,结果详见表1。

表1 试验耕地的土壤物理性质

土层深
度/cm

砾石
含量/%

容重/
(g·cm-3)

总孔隙
度/%

毛管孔
隙度/%

非毛管
孔隙度/%

饱和导水率/
(cm·d-1)

0—10 29.8 1.55 36.7 29.5 7.1 237.4
10—20 46.8 1.60 35.4 27.9 7.5 39.8
20—30 61.0 1.64 33.0 27.5 5.5 9.8

1.4 数据处理

在进行染色剖面的拍摄时,由于人为操作以及当

时拍摄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所拍摄出来的图片

存在一定程度空间几何误差,需要对误差图片进行几

何校正及剪切。利用PhotoshopCS3将拍摄的垂直

染色剖面彩色图像进行几何校正、剪切、自动对比度、
光照校正、灰度、色阶、亮度以及降噪处理等步骤的处

理,将其转为黑白阈值图像,这样就使得染色区变为

黑色(像素值为0)、非染色区变为白色(像素值为

255),利于观测结果以及后期的比对。调整阈值使处

理结果与实际染色结果相同,将其另存储为位图格式

(*.TIF)。然后利用专业图像软件Imge-ProPlus6.0
把所得的几何校正后的水平染色图像进行滤镜处理,
并输出由0,255组成二值矩阵,然后以此为依据利

用Excel2016进行优先流特征分析及优先流变异

性分析,并利用SPSS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OringinPro2019和Excel2016进行绘图。
1.5 优先流特征指数及变异性

1.5.1 优先流特征指数

(1)染色面积比。染色面积比指一定深度土层

中染色像素占图像宽度的比例[6],计算公式为:

DCi=
ai

A
(1)

式中:DCi 为土层深度i处染色面积比(%);ai 为深

度i处土壤染色面积(mm2);A 为深度i处图像宽度

总面积,土壤剖面宽度为500mm,即A 为500mm2。
(2)基质入渗深度。是土壤入渗由基质入渗发

展成为优先流入渗时的最大垂直深度,也是土壤优先

流发生深度[22],一般用土壤剖面中染色面积比≥
80%时的土层深度表示。

(3)最大染色深度。是染色图像中像素为0的

最大土层深度,可以指征土壤水分入渗的最大深度,
数值越大,说明土壤水分入渗越深,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反映优先流的分布深度。
(4)优先流比。是土壤整个剖面中优先流对应

的染色面积占整个土壤剖面总染色面积的比例[22]。
基于垂直剖面计算得来的土壤优先流比可以剔除基

质入渗区域的影响,从而更真实的反映优先流区在整

个染色区域的分布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PF= 1-
UF·W
DT

æ

è
ç

ö

ø
÷×100% (2)

式中:PF为土壤剖面优先流比(%);UF为土壤剖面

基质入 渗 深 度(mm);W 为 土 壤 剖 面 水 平 宽 度

(mm);DT为土壤剖面染色区总面积(mm2)。
(5)优先流长度指数。在竖直剖面上每一层与

上一层染色面积比之差的绝对值之和,与染色剂渗透

模式的异质性程度有关,该参数较大的土壤优先流更

发育[23]。

Li=∑
n

i=1
DC(i+1)-DCi (3)

式中:Li 为优先流长度指数(%);DC(i+1),DCi 为土

壤剖面第i+1层、第i 层对应的染色面积比(%);

n 为土壤剖面垂直土层数,本研究选取垂直剖面进行

该指标的计算,沿垂直面向下1个像素为1层,n 值

大小根据最大染色深度包含的像素数确定[12]。
1.5.2 优先流变异性

(1)土壤染色形态变异性。土壤染色形态变异

性是指不同土层深度范围内的土壤染色图像的变化

程度,即变异系数,它可以反映土壤空间中优先流的

发育程度[6-7],表达式为:

 Cv=

1
N-1∑

N

i=1
(DCi-DCm)2

DCm
×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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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v为土壤优先流染色面积比变异系数(%);N
为土壤剖面优先流垂直土层数量;DCi 为土壤剖面

第i层对应的染色面积比(%);DCm 为优先流染色

面积比均值。
(2)最大入渗深度非均匀系数。因为实际入渗

深度很难确定,一些已有学者将最大入渗深度非均匀

系数用于分析优先流入渗的非均匀性,同时这也是优

先流发育变异性的一种表示方法[24-25]。

   Cu=
∑
m

i=1
hmax(xi,yi)-hmean

m·hmean
(5)

式中:Cu为最大入渗深度的非均匀系数;hmax(xi,

yi)为垂直剖面(xi,yi)位置处染色最大深度;hmeam

为不同位置染色最大深度的平均值;m 为垂直剖面

水平方向总像素点数,本研究取值5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优先流染色剖面空间分布

土壤厚度为30cm和50cm条件下垂直染色剖

面分布图像如图1所示,各剖面染色面积比变化及平

均染色面积比的垂直分布如图2—3所示。

  注:P1,P2,P3,P4,P5 分别为土壤厚度为30cm条件下的5个染色剖面;H1,H2,H3,H4,H5 分别为土壤厚度为50cm条件下的5各染色剖

面。下同。 图1 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的垂直染色剖面分布

图2 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各垂直剖面染色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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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5幅染色图像(图1)可以看出,随着横向距离

的变化,优先流染色面积会受到土壤结构的影响发生

变异,但总体上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垂直剖面分布规

律,即表层土壤(10cm)以上染色较为均匀,随着土层

深度的增加,染色面积比呈波动减小趋势,且各剖面之

间存在一定差异(图2)。从图2—3可以看出,染色面

积比并不是随着入渗深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减,而在局

部区域会出现染色面积随入渗深度增加而增大,这主

要是土壤水侧向入渗等因素形成的。土层厚30cm条

件下染色面积比在10—15cm处迅速降低,10—25cm
范围内染色面积比没有明显变化,最大染色深度仅到

27.5cm 处,而土层厚50cm 条件下染色面积比在

15—20cm处有明显降低,之后依然逐渐降低,最大

染色深度接近40cm,说明两种条件下土壤优先流发

育垂直变化有明显差异,土壤厚度较大条件下优先流

发育的空间不均匀性增大。

图3 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垂直剖面平均染色面积比分布

2.2 不同土壤条件下优先流形态特征差异分析

由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优先流发育特征指数分

布图(图4)可以看出,土壤厚度为30cm条件下,各
剖面染色面积比大于80%的基质入渗深度在9.9—

14.5cm范围内,平均为11.8cm,即9.9cm以上土层

土壤水分运动以基质入渗为主导,9.9cm以下基质入

渗逐步转变为优先流入渗;优先流最大入渗深度在

19.8—27.5cm范围内,平均为24.2和27.5cm以下

优先流消失,即土壤厚度为30cm时优先流发育深度

范围为9.9—27.5cm;而土壤厚度为50cm条件下,
基质入渗深度在6.1—16.6cm平均为11.9cm,优先

流最大入渗深度在23.7—39.5cm 范围内,平均为

34.6cm和39.5cm深度以下优先流消失,此时优先流

发育范围为6.1—39.5cm。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种土

壤厚度条件下基质入渗深度没有明显差异(p=0.95>
0.05),最大入渗深度差异显著(p=0.01<0.05),因而

两种土壤厚度条件下,基质入渗深度差异不明显,但是

土壤厚度为50cm条件下优先流发育范围较大。
优先流比是反映土壤优先流染色区域占整个土壤

剖面染色区域比例的优先流特征参数,其数值越大,说
明优先流现象越明显[22]。土壤厚度为30cm样地优先

流比在13.2%~38.0%,而土壤厚度为50cm样地优先

流比为19.6%~55.5%,即土壤厚度为30cm条件下,
优先流比波动范围比较小,优先流现象比较稳定;而两

者优先流比均值分别为28.2%和29.5%,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两种土壤厚度条件下优先流比没有显著差异

(p=0.875>0.05),因此两种土壤厚度条件下优先流

发育有一定差异,但差异不显著。优先流长度指数可

以体现优先流和基质入渗的差异性,其数值越大表示

优先流程度越高[6],土层厚30cm 条件下长度指数

为133%~156%范围内,均值145%±11%,50cm
厚度条件下长度指数较高,为163%~239%,均值为

191%±32%,两者具有明显差异(p=0.018<0.05)。
因此,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优先流开始发育深度和优

先流比没有明显差异,而优先流发育深度范围和长度

指数有明显差异,即土壤厚度增加了优先流发育的垂

直空间,进而有利于水分垂直的入渗。

2.3 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优先流变异性特征

图5为土壤厚度30cm和50cm条件下染色面

积比的变异系数Cv 的分布。从图5可以看出,土壤

厚度30cm和50cm条件下优先流染色面积变异系

数范围分布为16.5%~76.4%,70.4%~99.9%,均值

分别为60.9%,87.7%,且两者差异显著(p=0.006<
0.01),说明土壤厚度增大导致优先流变异性增大。
研究表明,优先流染色面积变异系数Cv 越大优先流

发育程度越高[6,26],而且本研究土壤厚度50cm条件

下优先流长度指数和优先流最大入渗深度明显较高。
因此土壤厚度为50cm条件下土壤优先流发育程度

较高。再者,土壤厚度为30cm和50cm条件下优先

流最大 入 渗 深 度 非 均 匀 系 数 的 范 围 Cu 分 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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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35,0.23~0.39,平均值为0.22,0.30(图5),

50cm条件下优先流最大入渗深度的非均匀性有增

加趋势,但两者差异不显著(p=0.106>0.05)(图5)。

虽然两者优先流最大入渗深度有明显差异,但两者最

大入渗深度的变异性并没有显著差异,即土壤厚度并

未对最大入渗深度的非均匀性特征构成明显影响。

图4 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优先流发育特征值指数的分布

图5 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优先流发育变异性指数分布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染色示踪法对不同土壤厚度条件下

坡耕地优先流染色图像进行解析,分析北方土石山区

薄层土壤中基岩风化层存在位置对优先流发育特征

的影响,为深入探究土石山区土壤水分运移规律和坡

耕地养分流失机理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土壤性质、根系生长、土壤动物活动等都是影响

优先流发育的因素[2]。本研究土壤是早春翻耕后的

土壤,土壤中几乎见不到根系、虫洞,试验前土壤没有

明显干湿过程,也不存在干湿变化形成的裂隙,因而

以上因素不是该区坡耕地土壤优先流发育形成的主

要原因。研究表明,土壤中存在的砾石有利于促进优

先流发育[27],本研究区域坡耕地频繁的机械耕作,致
使土壤中混合大量的>2mm石砾,土壤结构松散,
非毛管孔隙度高(表1),因而大量砾石存在形成的大

孔隙是该地区坡耕地土壤优先流形成的主要原因。
已有研究表明砾石含量增加可能会会使土壤大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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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孔隙半径和孔隙密度增加[28],本研究中随土层

深度增加坡耕地土壤的容重和石砾含量增加,总孔隙

度、毛管孔隙度和非毛管孔隙度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趋

势(表1),石砾含量增加并没有伴随土壤大孔隙的增

加,这可能是受取样环刀尺寸影响,环刀内碎石尺寸

较大时,因碎石的孔隙度较小而使土壤孔隙度的测定

结果偏小。另有研究表明砾石含量对水分运移的影

响非常复杂,一方面因其促进大孔隙形成而有利于水

分入渗,另一方面因其增加入渗路径的复杂程度而延

迟水分入渗[29]。本研究中随土层深度增加砾石含量

增加,饱和导水率降低(表1),这可能是因为随砾石

含量增加入渗路径的复杂程度增大的效应超过了大

孔隙增 加 对 入 渗 的 促 进 作 用,从 而 延 迟 水 分 入

渗[30-31]。因此本研究利用基质入渗深度、最大染色深

度、优先流比、染色面积比剖面分布等研究土壤中优

先流发育特征,分析发现两种土壤厚度条件下基质入

渗深度没有显著差异,均值在11.8cm左右,这与0—

10cm 土层饱和导水率明显高于下层土壤有关(表

1)。研究中还发现两种土壤厚度条件下优先流比没

有显著差异,但土壤厚为50cm条件下最大染色深度

和长度指数明显较大。由于花岗岩风化基岩层的孔

隙度、导水率明显低于土壤层[32],土壤层和风化基岩

层的交界面与层状土壤的分层界面一样存在毛管障

碍[33],从而对水分入渗起抑制作用。土层较薄条件

下,水分到达土壤与风化基岩层交界面附近较早,受
土壤层与风化基岩层交界面的毛管障碍影响,土壤中

的空气随着水分入渗压缩到一定程度不能再压缩后

阻碍水分的入渗,进而阻碍了优先流的发育,因而风

化基岩层对优先流发育的抑制作用发生较早;而土层

较厚条件下,水分垂直入渗空间较大,相同入渗水量

条件下水分可以优先流形式入渗到接近40cm深度

附近,且空间分异较大,具有较大的长度指数。已有

研究表明基质入渗深度越大,优先流区染色面积相对

较小,优先流比便小,优先流发育程度便低[34]。虽然

本研究中两种土壤厚度条件下基质入渗深度没有显

著差异,但土壤厚度较小时优先流入渗深度和长度指

数明显较小,因而土壤厚度较薄时不利于优先流发

育,也即土石山区下伏基岩风化层所处位置变浅一定

程度上阻碍水分的垂直入渗。
已有研究[6,25]表明长度指数、变异系数均是与染

色图像异质性相关的指标,本研究不同土壤厚度条件

下长度指数和变异系数有明显差异,而且土壤厚度为

50cm时优先流长度指数和变异系数都明显高于土

壤厚度为30cm时,说明土石山区薄层土壤的厚度增

加使优先流空间分异增加,即土石山区薄层土壤下伏

基岩风化层所处深度对优先流空间分异有明显影响。
因此,水土流失导致土层变薄可能限制优先流发育及

其扩散。这一结果与王发等[19]的研究发现类似,他
们在喀斯特地区退耕洼地和耕地的研究发现耕作层

存在会限制水分的入渗,阻碍优先流产生,但加强水

分的横向扩散。鉴于此,土石山区坡耕地土壤厚度变

薄,基岩风化层所处位置变浅会阻碍深层水分入渗,
可能增加沿坡面向下的壤中流。但本研究仅是在

60cm×60cm小区基于30mm入渗水量得出的初步

结果,没有考虑沿坡面向下的水流,也没有考虑入渗

水量变化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而有研究表明入渗水

量的增加可以促进水分向更深层运动,且随入渗水量

增加,总染色面积比和优先流长度指数增加、最大入

渗深度的非均匀性减小[24-25]。另外,付智勇[35]基于

60mm降雨量的径流小区试验研究表明土层较薄小

区比土层较厚小区具有较高的壤中流和深层入渗量。
因而入渗水量增加如果使优先流入渗到基岩风化层,
基岩风化层所处位置对优先流发育的影响可能发生

变化。因此,不同入渗水量条件下基岩风化层所处位

置对优先流发育特征的影响可能更加复杂,需要进行

进一步研究以全面探究土石山区基岩风化层所处位

置或者土壤层厚度对地表水文过程的影响。另外,水
土流失不仅导致土壤厚度变化,还会引起土壤颗粒组

成变化,水土流失导致土壤中细颗粒减少,粗颗粒所

占比例相应增加可能引起土壤大孔隙增多,进而会促

进优先流发育[36],因而水土流失条件下土壤厚度减

小、细颗粒减少对优先流发育的影响也将更加复杂,
这也是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4 结 论

本文利用30mm入渗水量对土石山区不同土壤

厚度坡耕地进行染色示踪试验,并对垂直染色剖面的

分布进行了图像学和统计学分析。土壤厚度为30cm
和50cm时基质入渗深度相近,优先流比没有显著差

异;但两者优先流发育范围,空间变异差异显著,最大入

渗深度分别为24.2,34.6cm(p=0.01<0.05),平均长度

指数分别为145%,192%(p=0.018<0.05),染色面积

比变异系数分别为60.9%,87.7%(p=0.006<0.01);
后者最大入渗深度的非均匀系数有增大趋势,但不明

显。因此,土石山区下伏基岩风化层所处位置变浅会

一定程度上阻碍优先流垂直入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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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砒砂岩改良风沙土后土壤质量的演变

张海欧1,2,3,4,王 健1,2,3,孙小梅1,2,3

(1.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西安710075;

2.陕西地建土地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西安710021;3.自然资源部退化及

未利用土地整治工程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710021;4.陕西省土地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710075)

摘 要:[目的]研究毛乌素沙地砒砂岩与沙复配土壤长期作物种植后质量的演变,旨在为了解复配土壤

结构发育状况及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2010—2018年对砒砂岩与沙体积比为1∶1,

1∶2,1∶5复配土壤的田间小区试验,主要分析不同种植年限下复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有机质含量及作

物产量的动态变化特征。[结果]随着试验开展,3种比例复配土壤>0.25mm粒径水稳性团聚体含量、平
均重量直径(MWD)值和有机质含量整体呈增加趋势,与种植前相比,种植9a后,1∶1,1∶2,1∶5比例复

配土壤>0.25mm粒径水稳性团聚体分别增加了2.71,3.31和4.24倍,成为团聚体的主要组成部分;1∶1,

1∶2,1∶5比例复配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别提高了8.24,10.62和13.76倍。2011年不同比例复配土壤马铃

薯产量大小顺序为:1∶2>1∶1>1∶5,种植8年后1∶1,1∶2,1∶5比例复配土壤马铃薯产量分别增加了

3.27,4.25和6.96倍,产量大小顺序为:1∶5>1∶2>1∶1,其中1∶5复配土壤马铃薯产量提升速率最显

著,多年平均产量高达53850kg/hm2,与当地高产田产量持平。[结论]随着马铃薯种植年限的增加,3种

比例复配土壤理化性状得到改良,复配土壤结构得到日益优化,尤其是能有效促进1∶5复配土壤有机化

和水稳性团聚体的形成,并且马铃薯增产的效果最优。因此1∶5复配比例适宜马铃薯生长。

关键词:砒砂岩;风沙土;团聚体稳定性;有机质;土壤质量演变;毛乌素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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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EvolutionAfterAeolianSandySoilImprovedby
FeldpathicSandstoneinMuUsSandyLand
ZhangHaiou1,2,3,4,WangJian1,2,3,SunXiaomei1,2,3

(1.ShaanxiProvincialLandEngineeringConstructionGroupCo.,Ltd.,Xi’an,Shaanxi
710075,China;2.InstituteofLandEngineeringandTechnology,ShaanxiProvincialLand

EngineeringConstructionGroupCo.,Ltd.,Xi’an,Shaanxi710021,China;3.KeyLaboratoryof
DegradedandUnusedLandConsolidationEngineering,MinistryofNaturalResources,Xi’an,Shaanxi710021,

China;4.ShaanxiProvincialLandConsolidationEngineeringTechnologyResearchCenter,Xi’an,Shaanxi710075,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ompoundsoilofFeldpathicSandstoneandsandinMuUsSandyLandbelongsto
artificialreconstructedsoil.Thequalityevolutionofthecompoundsoilafterlong-termcropplantingwas
studi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understandingthestructuredevelopmentandsustainable
utilizationofthecompoundsoil.[Methods]Basedonthefieldplotexperimentsofcompoundsoilawithvolume
ratiosof1∶1,1∶2and1∶5ofFeldpathicSandstonetosandduringtheperiodfrom2010to2018,thedynamic
changecharacteristicsofwater-stableaggregates,organicmattercontentandcropyieldinthecompound
soilsunderdifferentplantingyearswereanalyzed.[Results]Withthedevelopmentoftheexperiment,the



contentofwater-stableaggregateswithdiameter>0.25mm,averageweightdiameter(MWD)valueand
organicmattercontentinthethreeproportionsofcompoundsoilsshowedanoverallincreasingtrend.After
9yearsofplanting,water-stableaggregates>0.25mmin1∶1,1∶2and1∶5compoundsoilincreasedby
2.71,3.31and4.24times,respectively,andbecamethemaincomponentofaggregates.Thesoilorganic
mattercontentincreasedby8.24,10.62and13.76times,respectively.In2011,thepotatoyieldorderin
differentproportionofcompoundsoilwasshowedas:1∶2>1∶1>1∶5,after8yearsofplanting,thepotato
yieldincreasedby3.27,4.25and6.96times,respectively,andtheyieldorderwas1∶5>1∶2>1∶1.
Amongthem,thepotatoyieldinthe1∶5compoundsoilincreasedmostsignificantly.Theaverageyieldfor
manyyearswasashighas53850kg/ha,whichwasequaltotheyieldoflocalhigh-yieldfields.[Conclusion]

Withtheincreaseofpotatoplantingyears,the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ofthethree-proportion
compoundsoilhavebeenimproved,andthecompoundsoilstructurehasbeenincreasinglyoptimized.Inparticular,

itcaneffectivelypromotetheformationof1∶5compoundsoilorganicandwaterstableaggregates,andthe
effectofpotatoyieldincreaseisthebest,sotheratioof1∶5compoundsoilissuitableforpotatogrowth.
Keywords:feldpathicsandstone;aeoliansandysoil;aggregatestability;organicmatter;soilqualityevolution;

MuUsSandLand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长期以来,阻
止土地沙化,缓解环境压力,促进生态健康发展,同
时,增大耕地面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实施沙地综合

治理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和需要解决的难题。以

生态安全为前提,能够在有限条件下,增大耕地面积

更是有价值的沙地治理方向。韩霁昌等[1-4]在毛乌素

沙地就地取材,创造性地将与沙地交错分布的砒砂岩

按比例与沙复配,移植砒砂岩中富有的黏土矿物,构
建了土地抗蚀性、保水保肥性及促进作物生产力形成

与提升的内在机制[5-6],实现了“促沙成土”的科学目

标。Sun等[6]通过水分模型分析指出,砒砂岩的添加

使得风沙土的水力学参数得到有效改善,能够显著增

加作物的产量。摄晓燕等[7]指出,砒砂岩的加入可有

效提高风沙土保水保肥能力,降低风沙土的养分流失

及水分入渗率。李裕瑞等[8]通过对砒砂岩与沙复配

成土的固沙机理、固沙效应、储水性能分析,研究指出

固沙导向下砒砂岩与沙最优复配比例为1∶1~1∶5,
其保水和持水性能最强。近年来,砒砂岩与沙快速复

配成土技术在毛乌素沙地土地整治与开发利用中推

广很快,已见成效。然而,砒砂岩与沙复配成土的稳

定良性发展成为促进毛素沙地区域耕地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前提。
砒砂岩与沙复配土壤属于人为新造土,其质量演

变以及作物是否适宜在此土壤中生长,需开展进一步

的探索研究。土壤团聚体组成及稳定性作为衡量土

壤结构发育状况和可持续利用的重要评价指标,土壤

有机质是衡量土壤肥力总体状况的重要指标,其含量

及动态平衡直接影响着土壤质量和土地生产力,作物

产量的高低和变化趋势能够反映土壤质量的优劣。
因此,水稳性团聚体、有机质及作物产量作为自然土

壤形成和发育的最重要标志,其成土母质与后期发育

土壤具有本质性区别,对新造复配土壤中这些指标的

系统与深入研究显得格外重要。长期定位试验是研

究土壤质量演变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它能够系统、有
效地揭示土壤质量变化和发展趋势[9-10]。本文以马

铃薯种植模式下不同比例复配土壤为研究对象,利用

2010—2018年1∶1,1∶2,1∶5复配土壤的田间定

位试验数据,研究复配土壤的质量发展趋势以及马铃

薯在各复配比例上的生产力,探索不同比例复配土

壤—植被系统良性循环和发展的驱动因素,对中国退

化土地及沙化土地的治理及农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指

导作用。

1 试验区概况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毛乌素沙地榆林市榆阳区,其区域环

境条件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该地区气温年际变化较

大,冬季(1月)平均温度在-9.5~12℃,夏季(7月)
平均温度在24±2℃;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匀,秋季(尤
其8月份)降水几乎是全年降水量的60%~75%,并
且年际间降水量也呈现出显著差异,即湿润年是干旱

年降水量的2~4倍。此外,结合该地区光照条件充

足,地下水埋藏较浅等特点,具备生产出高产量马铃

薯的环境条件。研究区域以风沙土为主,结构疏松,
持水能力差,蒸散量大,导致经常缺水。当地松软易

风化的砒砂岩,结构强度低,透水性差,但具有较好的

持水能力和保水能力,并且当地地下水能够为植物生

长提供水分,因此,将砒砂岩与风沙土按照一定比例

混合形成本试验的复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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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小区设计

研究团队于2010年在毛乌素沙地榆林市榆阳区

建立了砒砂岩与沙复配成土长期定位试验小区。在

当地原始沙地表层按照试验需求,仅将0—30cm土

层分别按砒砂岩与风沙土体积比1∶1,1∶2,1∶5进

行复配后,通过机械翻耙,使其充分混合,每种比例设

置3个重复试验小区,每个小区长5m×宽12m,即
面积为60m2,共计9个试验小区,种植当地主要经

济作物马铃薯。当土壤表层5—10cm 深地温在

10~12℃即可进行播种,当地适宜播期一般为4月

下旬至5月上旬。人工开沟精量栽苗,种植沟深8~
10cm,起 垄 覆 土10~15cm,行 距 60cm,株 距

25cm,每小区总共种植1200株。所有小区均采用

相同的灌溉与施肥处理,种植前开沟条施基肥,施肥

标准为尿素300kg/hm2,磷酸二铵375kg/hm2,钾
肥180kg/hm2,其中基肥要占总施肥量的80%,其
余作为追肥。灌溉的时间和量,采用当地农民普遍采

用的模式,根据天气干旱、作物生长需要,以60cm土

层内保持田间最大持水量的75%~80%为宜。马铃

薯一般于播前、幼苗期、块茎形成期、淀粉积累期分别

灌水,每次灌水相当于60~90mm降雨,每小区每次

大约需要10~16m3 灌水。

1.3 试验方法

试验于每年马铃薯收获后采用S形采样方法,分
别采集各处理下3个点位的0—30cm土壤样品,混
合均匀,进行土壤物理和养分指标测定。土壤有机碳

采用K2Cr2O7-H2SO4 外加热法测定。土壤团聚体

使用铝盒在每个处理下采集0—20cm表层土壤的原

状土样,各处理下采集3个点位,密封带回实验室。
水稳定性团聚体组成用湿筛法测定[11-12],称取混合后

的风干土样50g,利用团聚体分析仪测定>2,2~1,

1~0.5,0.5~0.25,<0.25mm各粒径下水稳性团聚

体含量,由于复配土壤结构不稳定,测试方法稍作改

动,设置25次/min,震荡3min,最后将筛子上的不

同粒级团聚体土样置于铝盒中,烘干(105℃),计算

>0.25mm水稳性团聚体含量。马铃薯测产方法:每
小区选取2m×2m,将其中全部地下部马铃薯块茎

挖出称重,折算为标准单位。

1.4 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指标计算

采用>0.25 mm 粒 级 的 水 稳 性 团 聚 体 含 量

(WSAC)、平均重量直径(MWD)等参数指标来衡量

团聚体稳定性[13],计算公式为:

   WSAC=∑
n

i=1
(Wi) (1)

   MWD=∑
n

i=1
(Xi·Wi) (2)

式中:Wi为不同粒级团聚体含量(g);Xi为任一级别

范围内团聚体的平均直径(mm)。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比例复配土壤≥0.25mm水稳性团聚体分布

土壤团聚体的形成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受成土

母质、植 被 类 型 和 管 理 措 施 的 影 响 而 不 同[14-15]。

≥0.25mm的团聚体被称为土壤团粒结构体,其水稳

性团聚体的数量及组成是判定土壤结构和质量优劣

的重要指标[16]。不同种植年限3种比例复配土壤

>0.25mm粒径水稳性团聚体分布状况如图1所示。
种植前>0.25mm粒径百分比含量大小顺序为:1∶1
>1∶2>1∶5,随着试验开展,>0.25mm粒径百分

比含量呈持续增加趋势,1∶1复配土壤不同年际间

差异不显著(p>0.05),增加速率缓慢,与种植前相

比,种植9a后增加了2.71倍。1∶2,1∶5复配土壤>
0.25mm粒径含量不同年际间差异显著,与种植前相

比较,种植9a后分别增加了3.31和4.24倍。种植

9a后复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0.25mm粒径含量大

小顺序为:1∶5>1∶2>1∶1,成为团聚体的主要组

成部分,说明马铃薯种植提高了土壤团聚化作用,尤
其是更能有效促进1∶5复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结构

的形成。

图1 马铃薯种植模式下不同比例复配土壤

>0.25mm水稳性团聚体年际变化特征

2.2 不同比例复配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的稳定性

平均重量直径(WMD)是土壤团聚体稳定性评

价的重要指标,其可以反映土壤团聚体粒级大小分布

状况,其值越大表示团聚体的平均粒径团聚度越高,
稳定性越好[17]。由图2可知,不同比例复配土壤随

着马铃薯种植年限的增加,水稳性团聚体稳定性均呈

增加趋势。1∶1复配土壤种植前与种植1a和3a
后 WMD值差异不显著(p>0.05),种植3a后显著增

加,种植3,5,7a的 WMD值具有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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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增加速率缓慢,与种植前相比较,种植9a后

WMD值增加了1.05倍。1∶2复配土壤种植1~7a
间 WMD值不断增加,种植前与种植1,3,5,7a后均

具有显著差异(p<0.05),种植7季后,差异不显著,
增加速率缓慢,趋于稳定,与种植前相比较,种植9a
后 WMD值增加了1.62倍。1∶5复配土壤种植前

与种植1季后无显著性差异,之后随着种植年限的增

加各年际间 WMD值显著增加,不同年际具有显著

差异,与种植前相比较,种植9a后 WMD值提高了

2.13倍。种植9a后,不同比例复配土壤 WMD值顺

序总体为:1∶5>1∶2>1∶1,说明马铃薯种植模式

下1∶5复配土壤团聚体稳定性较高。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比例复配土壤不同种植年限的差异,

在p<0.05水平显著。下同。

图2 马铃薯不同种植年限不同比例复配土壤水稳性

团聚体的 MWD变化特征

2.3 不同比例复配土壤有机质年际变化特征

马铃薯种植模式下0—30cm耕层不同比例复配

土壤有机质含量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总体呈上升趋

势(图3)。1∶1复配土壤在2010—2014年有机质含

量持续增加,2014年之后有略微的减少后再增加,并
且年际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2018年达到最大

值(4.34±0.24g/kg),与种植前相比有机质含量提高

了8.24倍。1∶2复配土壤在2010—2015年有机质

含量呈持续增加趋势,不同种植年限间差异显著

(p<0.05),在种植5a(2014年)后,增加速率缓慢,
不同年际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有机质含量趋

于稳定,2018年均达到最大值(5.27±0.35g/kg),与
种植前相比较有机质含量提高了10.62倍。1∶5复

配土壤在2010—2016年有机质含量增加速率较快,
不同年际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2016年之后缓

慢增长,彼此无显著差异(p>0.05),种植9a后达到

最高值(6.50±0.21g/kg),与种植前相比有机质含量

提高了13.76倍。根据陕西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

肥力分级标准,1∶1,1∶2复配土壤有机质含量均处

于九级水平,1∶5复配土壤有机质含量处于8级水

平,9级水平含量均较低。

图3 马铃薯不同种植年限下不同比例复配土壤

有机质含量变化特征

马铃薯种植模式下不同比例复配土壤有机质含

量随时间变化的拟合方程详见表1。方程的斜率即

为有机质年变化速率。种植9a间,不同比例复配土

壤有机质含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1∶5复配土

壤有机质含量上升速率显著,每年达到0.75g/kg,其
次是1∶2复配土壤有机质含量每年上升速率为0.57
g/kg,1∶1复配土壤有机质含量上升速率较小,每年

为0.40g/kg。

表1 马铃薯种植模式下不同比例复配土壤有机质

含量随时间的拟合方程

砒砂岩∶沙 拟合方程 R(n=30)

1∶1 y=0.40x+1.37 R2=0.7299*

1∶2 y=0.57x+1.1 R2=0.8288**

1∶5 y=0.75x+0.68 R2=0.9111**

  注:方程中y 为土壤有机质含量g/kg,x 为试验年数;相关系数

中,**年变化率极显著(p<0.001),*年变化率显著(p<0.005)。

2.4 不同比例复配土壤马铃薯产量年际变化特征

由图4可知,随着复配土耕种年限的增加,1∶1,

1∶2,1∶5复配比例间马铃薯产量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说明混合比例对马铃薯产量有着重要的

影响,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比例复配土壤结构发展

和肥力特征不同。2011年不同比例复配土壤马铃薯

产量大小顺序为:1∶2>1∶1>1∶5,2011—2014年

由于复配土壤种植初期,土壤结构和理化性状不稳

定,产量年际变化不稳定,增加速率缓慢。2014年之

后随着马铃薯根系对土壤的胶结作用、有机肥的施入

等农业管理措施,3种比例复配土壤结构发育相对完

善,马铃薯产量增加速率显著提高,与2011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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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到2018年1∶1,1∶2,1∶5复配土壤马铃薯产量

分别增加了3.27,4.25和6.96倍,尤其是1∶5复配

土壤2015年之后产量大于或等于当地高产田马铃薯

产量,1∶2复配土壤马铃薯产量接近当地高产田

产量。

图4 3种比例复配土壤上马铃薯产量随时间的变化

3 讨 论

土壤团聚体的粒级分布和稳定性决定土壤的结

构特征和养分的保持与供应,≥0.25mm水稳性团聚

体含量是衡量土壤结构发育和质量优劣的重要指

标[18]。复配比例(砒砂岩含量)是风沙土团聚化物质

基础,种植季数是团聚化的动力学过程及条件,二者

都是影响砒砂岩与沙复配土壤团聚体含量的重要因

子。作物种植前,≥0.25mm粒径水稳性团聚体在复

配土中维持在14.6%~16.7%之间,含量较低,这主要

是由于复配土形成初期,团聚化作用的产生主要是砒

砂岩与风沙土之间无机胶结的结果,主要以<0.25mm
粒径团聚体为主。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0.25mm
粒径水稳性团聚体含量、WMD值及稳定性呈持续稳

定增加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有机肥的施用以及植物根

系分泌物和土壤中微生物代谢产物不断增加,促进了

土壤颗粒间的有机胶连作用,团聚作用增强,促进了

<0.25mm粒径转变为中小粒级团聚体,为进一步团

聚化做好基础。与江仁涛等[19]研究结果相似,退化

及沙化土地作物种植可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团聚体稳

定性。于寒青等[20]研究表明陕北黄土高原植被恢复

有效提高了>2mm和2~0.5mm粒级的土壤水稳

性团聚体含量。孙宇婷等[21]对草甸碱土水稳性团聚

体研究发现,作物种植年限和长期施用有机肥,使得

草甸碱土中土壤水稳性团聚体≥0.25mm粒径的含

量显著提高。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肥力和耕地基础地力最重要

的物质基础,是评价土壤质量和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重要指标,土壤有机质含量的高低与地上植被及其

根系有机质的输入和分解的动态平衡有着重要关

系[22]。随着马铃薯种植年限的增加,1∶1,1∶2,

1∶53种比例复配土壤有机质含量整体上均呈现上

升趋势,这是由于风沙土中植入无机胶体(砒砂岩),
粉粒、黏粒含量增加,土壤有机质易与土壤粉粒、黏粒

等细颗粒结合形成有机—无机复合体,有利于对有机

碳的物理保护,改善了复配土有机物含量。另一方

面,复配土上马铃薯种植,在耕作管理、马铃薯根系有

机质的输入和分解等作用下,使得复配土壤生物生境

条件改善,有利于累积有机物。然而,随着复配土上

马铃薯种植年限的增加,不同比例复配土壤有机质含

量差异显著(p<0.05),与种植前相比较,1∶5复配

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速率大于1∶1,1∶2。这主要

是由于不同土壤质地及植被类型形成的生态系统有

差异,然而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所生产有机物的数

量、组成和向土壤归还方式的不同,它们在成土过程

中的作用也存在差异[23]。因此,马铃薯种植模式下,

1∶5复配土壤通过与作物生长特性及农艺措施之间

的交互作用,对复配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更加显著。
作物产量的高低和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确切反映土壤生产力水平[23-24],砒砂岩在改良风沙土

的理化性质和生物学特性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25]。为了使马铃薯能够高产稳产,首先要选择适合

马铃薯生长的土壤。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1∶1,1∶2,1∶5复配比例间马铃薯产量具有显

著性差异(p<0.05),种植8a后马铃薯产量大小顺

序为1∶5>1∶2>1∶1。与2011年相比较,1∶1,

1∶2,1∶5复配土壤马铃薯产量分别增加了3.27,

4.25和6.96倍,1∶5复配土壤马铃薯产量提升速率

最显著。这主要是由于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马铃薯

生长对土质的需求和改善作用,不同质地类型土壤结

构发育不同,然而土壤结构和肥力质量是衡量土壤生

产力的综合指标,砒砂岩与沙混合比例不同,复配土

壤具有不同的特性,各种作物属性不同,对土壤的需

求也不同。与Xu等[26]研究结果相似,其发现在中国

北方半干旱地区合成和天然土壤改良剂显著提高马

铃薯产量。马铃薯生长的基本要求是土质疏松、透气

性好,有利于薯块膨大的轻砂壤土,因此结合前期研

究成果[27],1∶5复配土壤质地最适宜马铃薯生长。

4 结 论

土壤特性受到土地利用方式、耕作年限、植被、气
象因子等因素的影响。经过多年耕种后,不同比例复

配土壤结构得到日益改善,但复配土养分含量整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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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后期可以通过施用有机肥、种植绿肥、秸秆还田等

措施来提高土壤养分。随着马铃薯种植年限的增加,

3种比例复配土壤≥0.25mm粒径水稳性团聚体含

量、WMD值和有机质含量均呈持续增加趋势,团聚

体稳定性提高,尤其是更能有效促进1∶5复配土壤

有机化和水稳性团聚体的形成。1∶5复配土壤改良

效果最佳,其对马铃薯增产的效果最优,使其朝着有

利于马铃薯生长发育并获得高产的方向发展,多年平

均产量高达53850kg/hm2,与当地高产田产量持

平。也进一步说明了土壤—植被系统的相互耦合作

用能够促进新造复配土壤不断演进及生态发育。因

此,应用砒砂岩改良风沙土为毛乌素沙地的治理提供

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不仅可以增加沙区农业用地面

积,还可促进当地的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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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中喀斯特山地黄壤区降雨侵蚀力R 值的分布特征
李亦秋1,2,邓 欧1,2,杨广斌1,2,方启彬3

(1.贵州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2.贵州山地资源与环境遥感重点实验室,贵州 贵阳550025;3.贵州省水土保持监测站,贵州 贵阳550002)

摘 要:[目的]研究黔中喀斯特山地黄壤区降雨侵蚀力R 值的分布特征,为进行区域土壤侵蚀定量预报、

土壤保持规划和水土流失防治提供科学参考。[方法]以黔中喀斯特黄壤分布区10个水土保持监测站点

2013—2019年的日降雨量记录表和5min间隔降雨过程摘录数据为主要数据来源,分析次R 值分布特征、

R 值的月分布特征、年际变化特征和R 值的雨量雨强分布特征。[结果]①研究区系列最大次R 值在次平

均R 值的几倍至十几倍之间,最大次R 值占对应年份的年R 值的比例最少都达22.28%以上。一年中几

次比较大的暴雨对土壤侵蚀的贡献率大。②降雨侵蚀力R 值主要分布在4—9月,又重点集中于6—8月;

4—9月R 值占年R 值的90.00%左右,甚至达到95.00%以上;而6—8月所占比例最低(都为55.98%),最
高达到85.25%。③年均R 值由东南向西北呈明显的减小趋势;R 值年际变差系数与之呈相反趋势,表明降

雨侵蚀力由东南向西北稳定性逐渐降低;R 值年际变差系数变化范围在0.20~0.44之间,年际变化较大。

④中雨、大雨、暴雨和大暴雨是产生R 值的主要雨量等级,大多数站点主要雨量等级所占比例均在60.00%以

上。大雨因出现频率相对较高、历时较长,对总R 值的贡献最大。大暴雨总体上出现的频率不高,但单次

大暴雨的降雨侵蚀力的R 值却可以很大,一次大暴雨就可能改变R 的整体分布。雨强15~30mm/h是R
值分布的高峰区,其平均比例为31.97%;大于60mm/h雨强的降雨发生的随机性更大,所产生的R 值比

例的空间分布差异也大。[结论]黔中喀斯特山地黄壤区降雨侵蚀力R 值时空分异明显,需因地制宜实施

水土流失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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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RainfallErosivityR ValueinYellowSoil
AreaofKarstMountainousRegioninCentralGuizhouProvince

LiYiqiu1,2,DengOu1,2,YangGuangbin1,2,FangQibi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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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uizhouProvincialKeyLaboratoryofMountainResourcesandEnvironmentRemoteSensingApplication,Guiyang,

Guizhou550025,China;3.GuizhouMonitoringStatio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Guiyang,Guizhou55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rainfallerosivityRvalueintheyellowsoilareaof
karstmountainousregioninCentralGuizhouProvince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references
forregionalsoilerosionquantitativeprediction,soilconservationplanningandsoilandwaterlosscontrol.
[Methods]Basedonthedatasourceofthedailyrainfallrecordfrom2013to2019,andtheextracteddataof
rainfallprocessat5minintervalsfrom10soilandwaterconservationmonitoringstationsinthekarstyellow
soildistributionareaofGuizhouProvince,theindividu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monthly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inter-annu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Rvalue,rainfallandrainfallintensity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wereanalyzed.[Results]①ThemaximumRvalueswasseveraltimestoadozentimesofthe
averageRvalueofeachmonitoringstations.ThepercentageofthemaximumRvaluesinthecorresponding
yearwasalsosignificantlydifferent,andatleastaccountedforabout22.28% oftheannualvalue.The
contributionrateofseveralheavyrainstormsinayearwasveryhigh.②TheRvalueofrainfallerosivitywas
mainlydistributedfromApriltoSeptember,andparticularlyconcentratedfromJunetoAugust.TheRvalue
fromApriltoSeptemberaccountedforabout90.00% oftheannualR valueinthemonitoringstations,

amongwhichsomestationsweremorethan95.00%.FromJunetoAugust,thelowestRvalueaccountedfor
55.98%oftheannualvalue,andthehighestwas85.25%.③ TheaverageannualR valuedecreased
significantlyfromsoutheasttosouthwest.Theinter-annualvariationcoefficient(Cv)ofRvaluesshowedan
oppositetrend,andincreasedsignificantlyfromsoutheasttonorthwest.Thevariationrangeoftheinter-
annualvariationcoefficient(Cv)ofRvalueswas0.20~0.44,withalargeinterannualvariation.④ Moderate
rain,heavyrain,rainstorm,andheavyrainstormwerethemainrainfallerosivitylevels,withwhichmost
stationsaccountingformorethan60.00%.Heavyrain,duetoitsrelativelyhighfrequencyandlong
duration,contributedthemosttothetotalRvalue.Overall,thefrequencyofheavyrainstormwasnothigh,

butthevalueofrainfallerosivityRvalueofasingleheavyrainstormcouldbeverylarge,whichcouldchange
theRvaluedistributionbyasingleheavyrainstorm.ThepeakareaofRvaluedistributionwas15—30mm/h,

andtheaverageproportionis31.97%.Theoccurrenceofhighrainfallintensitywasmorerandom,andthe
spatialdistributiondifferenceoftheRvalueproportiongeneratedbyrainfallintensitygreaterthan60mm/h
wasalsolarge.[Conclusion]ThespatialandtemporalvariationofrainfallerosivityRvalueisobviousinthe
yellowsoilareaofkarstmountainousregioninCentralGuizhouProvince,soitisnecessarytotakemeasures
topreventandcontrolsoilerosion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
Keywords:karstmountainousregion;yellowsoil;rainfallerosivityR value;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

CentralGuizhouProvince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 Wischmeier
等根据大量径流小区观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系统

研究,提出以降雨总动能E 与最大30min雨强I30
的乘积EI30作为降雨侵蚀力指标(通常用 R 值表

示),用来定量表征次降雨可能引起的土壤侵蚀能力,
反映雨滴溅蚀以及地表径流对土壤侵蚀的综合效

应[1]。此后,降雨侵蚀力的计算作为进行土壤侵蚀定

量预报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形式

的降雨侵蚀力指标计算方法[2-8],大多研究[3]表明降

雨侵蚀力R 与降雨动能E 及其降雨某一时刻最大降

雨强度It 的乘积EIt 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从综合资

料的可得性及适用范围来看,EI30仍是世界上应用最

广的土壤侵蚀力指标。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开展了很多有关降雨侵蚀力的研究[9-11],模型多采用

幂函数结构形式[12],编制了区域降雨侵蚀力图和分

析降雨侵蚀力的季节分布[13-18],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

成果。
黄壤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高海拔山区,特别是云

贵高原[19]。喀斯特地貌和黄壤在地理空间上有着高

度的重合,发育于石灰岩风化物的黄壤以贵州高原较

有代表性[20]。喀斯特山地黄壤分布区土层普遍较

薄,其自然坡面和耕作土壤厚度一般不超过2m,传
统意义上的轻度侵蚀即可造成重大危害。黄壤作为

贵州最为重要的旱地耕作土壤,长期的开发利用加剧

了土壤侵蚀过程,出现基岩大面积裸露、土地生产力

严重退化的土地石漠化问题,严重威胁到区域的水土

资源状况与农业安全[21-22]。喀斯特黄壤区域的水土

流失研究工作起步较晚,研究内容集中在喀斯特地区

黄壤侵蚀影响因素分析[23]、喀斯特石漠化的定义及

分类分级、水土流失的侵蚀强度等级划分、不同下垫

面侵蚀强度差异性对比等[23]定性研究阶段,少数定

量研究则以喀斯特黄壤坡面降雨产流方式、水化学特

征以及室内模拟条件下的坡面产流的水动力学特征

等方面[24-26]。鉴于此,本文以黔中喀斯特黄壤分布区

7个水土保持监测站点2013—2019年的日降雨量记

录表和5min间隔降雨过程摘录数据为主要数据来

源,计算次降雨30min最大雨强I30和次降雨总动能

E,进而计算次降雨侵蚀力R=EI30,分析次R 值分

布特征、R 值的月分布特征、年际变化特征和R 值的

雨量雨强分布特征,为进行土壤侵蚀定量预报、土壤

保持规划和水土流失防治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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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为了科学掌握喀斯特山地水土流失影响因子,系
统研究其水土流失类型与侵蚀特征,准确评价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效益,并为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提供连

续可靠的基础数据,贵州喀斯特山地黄壤分布区目前

已建立起14个水土保持监测站点,125个监测小区,

5个小流域控制站,基本上形成了全面布控和整体监

测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黔中地区位于贵州省中部,
包括贵州省贵阳市及遵义市、安顺市、毕节市、黔东南

州、黔南州的33个县(市、区),大部分地区属云贵高

原的喀斯特丘陵地貌。黔中喀斯特山地黄壤区已建

立起11个监测站点,由于石桥站近年无观测数据,本
文选取羊鸡冲、云雾等10个监测站点为研究对象,研
究黔中喀斯特山地黄壤区降雨侵蚀力R 值的分布特

征,其分布见图1。

图1 黔中喀斯特山地黄壤区的水土保持监测站分布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源主要为各监测站点2013—2019年的

日降雨量记录表和降水过程数据。监测数据具体包

括次降水次序、降水时间(月、日、时、分)、累积雨量

(mm)、累积历时(min),时段降雨的雨量(mm)、历时

(min)和雨强(mm/h)等。降雨量主要通过 HOBO
小型自动气象站或虹吸式自记雨量计采集记录雨量

数据,5min间隔进行降雨过程摘录,降雨过程中降

雨间歇大于360min时为两次降雨。数据源还包括

各监测站点的经纬度位置及其地理环境概况数据等。

2.2 研究方法

(1)次降雨侵蚀力R 值计算。贵州省水土保持

监测站根据长期的区域性监测资料,确定次降雨侵蚀

力计算依据监测站点5min间隔记录的降雨资料数

据,采用降雨侵蚀力EI30方法计算[2-3]:

  R次=EI30 (1)

  E=∑
n

r=1
(er·pr) (2)

  er=0.29〔1-0.72exp(-0.082ir)〕 (3)

式中:R次 为次降雨侵蚀力(MJ·mm/(hm2·h);

I30表示一次降雨过程中30min的最大雨强,如果降

雨总历时不足30min时,也按照30min计算,单位

为mm/h,通过雨量纸摘录的断点雨量进行计算;E
为一次降雨的总动能(MJ/hm2);r为降雨时段(r=
1,2,…,n);n 为一次降雨过程按照雨强分为n 个时

段;pr 为第r时段雨量(mm);er为每一时段的单位

降雨动能〔MJ/(hm2·mm)〕;ir 为第r 时段雨强

(mm/h)。
(2)年降雨侵蚀力变差系数Cv计算。采用年降

雨侵蚀力变差系数Cv 反映降雨侵蚀力的稳定性:

Cv==R年s/R年=
∑
n

i=1
(R年i-R年)2

n-1
/R年 (4)

式中:Cv 为变差系数,反映不同年限长度降雨侵蚀力

的稳定性;R年s为某序列年限长度下的降雨侵蚀力的

标准差〔(MJ·mm)/(hm2·h)〕;R年i为第i年的降

雨侵蚀力;R年 为相应年限长度下降雨侵蚀力的平均

值〔(MJ·mm)/(hm2·h)﹞;n 为序列年限长度。

Cv 值越大,降雨侵蚀力的年际变化越剧烈,对水土流

失治理工程不利,Cv 值越小,降雨侵蚀力的年际变化

越小,越有利于水土流失治理工程规划实施。
(3)年平均R 值(R年)与年际R 值变差系数Cv

空间分布制图。将各监测站点的年平均R 值(R年)
与年际R 值变差系数Cv 进行克里金(Kriging)插

值,通过监测站点R年 和Cv 的空间自协方差插值法

研究其空间相关关系和空间分布特征,实现空间分布

制图。

3 结果与分析

3.1 次R 值的分布特征

本文次降雨侵蚀力R 值采用EI30计算,采用两

种指标作为次R 值(R次)分布的特征指标:一是系列

最大一次R 值(R次max)与次平均R 值(R次)的比值;
二是系列最大一次R 值占对应年份的年R 值(R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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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经计算得到各监测站次R 值分布特征统计指

标详见表1。根据表1可知,各监测站点系列最大一次

R 值(R次max)在次平均R 值(R次)的几倍至十几倍之

间,三股水站最高,达17.73倍。2014年6月20日最

大降雨的R 值高达2296.94MJ·mm/(hm2·h),站
点次平均R 值129.58MJ·mm/(hm2·h)。箐门站

次之,为17.66倍。2018年5月18日最大降雨的R
值高达2436.84MJ·mm/(hm2·h),站点次平均R
值138.02MJ·mm/(hm2·h)。蚂蝗田站系列最大

一次R 值与次平均R 值的倍数最小,为6.13倍。羊

鸡冲站、浒洋水站、龙场站、毛栗科站和箐门站年最大

一次R 值占年总R 值的比例都在40.00%以上,分别

为42.16%,44.23%,43.85%,44.12%和56.58%。
年最大一次R 值占年总R 值的比例都在30.00%~
40.00%的 站 点 包 括 三 股 水 站 和 凯 掌 站,分 别 为

39.54%和33.07%,其余的云雾站、蚂蝗田站和雨明

站分别是28.16%,22.28%和25.18%。综上所述,从
贵州喀斯特山地黄壤区次R 值分布特征来看,系列

最大一次R 值和次平均R 值区域差异显著,最大次

R 值占对应年份的年R 值的比例也差异明显。但总

体上最大次R 值占对应年份的年R 值的比例最少都

达22.28%以上。土壤侵蚀主要是由一年中几次比较

大的暴雨所形成的。

3.2 R 值的月分布特征

通过计算各站点各月份平均R 值占年平均R 值

比例来表示R 值的月分布特征。经计算统计,各站

点R 值的月分布情况详见图2和表2。据表2和图2
可知,各站点R 值的月分布特征与区域降雨季节变

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地处亚热带高原季风湿

润气候区,年降水量一般在1000mm以上,主要集

中在夏季,降雨侵蚀力R 值也主要分布在4—9月,

又重点集中于6—8月。4—9月,除平坝凯掌站R 值

分别占年 R 值的89.29%而外,其余各站点都在

90.00%以上,其中贵定云雾站、修文龙场站、毛栗科

站和箐门站更是达到95.00%以上,分别为96.03%,

98.43%,96.49%和99.21%。6—8月,R 值占年R
值比例遵义浒洋水站最低,为55.98%,修文龙场站最

高,为85.25%。

表1 研究区监测站次R 值分布特征指标

监测站
系列最大一次
R 值(R次max)

次平均

R 值(R次)
R次max/
R次

R次max

对应的R年

R次max占R年

比例/%
羊鸡冲 2661.13 163.51 16.28 6311.51 42.16
云 雾 2142.58 253.63 8.45 7608.82 28.16
三股水 2296.94 129.58 17.73 5808.92 39.54
浒洋水 1742.76 168.03 10.37 3939.90 44.23
凯 掌 1471.26 94.08 15.64 4448.38 33.07
龙 场 2323.23 153.62 15.12 5297.95 43.85
蚂蝗田 911.20 148.72 6.13 4089.94 22.28
毛栗科 2310.50 156.32 14.78 5236.78 44.12
箐 门 2436.84 138.02 17.66 4307.06 56.58
雨 明 904.77 105.07 6.69 3593.80 25.18

  注:R年 为年R 值;R 值单位均为〔MJ·mm/(hm2·h)〕。下同。

图2 研究区各站点R 值月分布

表2 研究区各站点值的月分布统计结果

监测站
各月份R 值占年R 值比例/%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4—9月 6—8月

羊鸡冲 0.05 0.69 3.34 2.39 20.12 37.57 16.70 9.22 5.95 2.57 1.29 0.11 91.95 63.49
云 雾 0.02 2.34 5.14 17.89 35.30 21.00 13.76 2.94 0.73 0.87 96.03 70.06
三股水 0.55 3.65 3.57 9.05 39.83 14.71 13.10 10.63 2.73 2.09 0.08 90.89 67.64
浒洋水 2.14 2.31 2.48 13.84 19.23 20.59 16.16 19.20 3.93 0.13 91.50 55.98
凯 掌 1.40 2.22 10.65 25.11 17.67 19.38 14.26 6.58 1.73 1.00 89.29 62.16
龙 场 0.01 2.23 8.97 23.37 40.04 21.84 1.98 0.33 0.05 1.18 98.43 85.25
蚂蝗田 0.22 0.41 2.78 13.24 27.63 15.31 23.22 11.58 5.17 0.42 93.76 66.16
毛栗科 0.23 1.86 2.28 12.32 27.63 33.04 18.05 3.17 1.03 0.39 96.49 78.72
箐 门 0.06 0.23 2.2 27.06 31.09 16.52 10.37 11.97 0.5 99.21 57.98
雨 明 1.3 3.61 4.52 17.67 27.71 21.38 11.22 9.9 1.37 1.32 91.40 60.31

3.3 R 值的年际变化分布特征

R 值的年际变化特征用3种指标表示:①变差

系数Cv(Cv=R年s/R年,R年s为某序列年限长度下的

降雨侵蚀力的标准差,R年i为第i 年的降雨侵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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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年 为相应年限长度下降雨侵蚀力的平均值);②最

大年R 值与年平均R 值的比值(R年max/R年);③最大

年R 值与最小年R 值的比值(R年max/R年min)。
各站点的R 值年际变化特征指标计算结果详见

表3。降雨侵蚀力年均R 值及变差系数Cv 空间分布

如图3所示。
据表3和图3可知,研究区年均R 值由东南和西

南向北向西呈明显的减小趋势,年均R 值变化范围在

3034.43~7608.82MJ·mm/(hm2·h)之间,均值

为4287.78MJ·mm/(hm2·h)。R 值年际变差系

数与之呈相反趋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大,表明由

东南向西北降雨侵蚀力的稳定性逐渐降低。R 值年

际变差系数变化范围在0.20~0.44之间,均值为0.31;
最大年R 值一般为平均年R 值的1.18~1.51倍;最大

年R 值与最小年R 值的比值为1.57~2.52倍,表明降

雨侵蚀力年际变化较大。

表3 研究区R 值的年际变化特征指标

监测站 R年s R年 变差系数Cv R年max R年max/R年 R年min R年max/R年min

羊鸡冲 1684.69 4185.95 0.40 6311.51 1.51 2505.83 2.52
云 雾 1809.11 7608.82 0.24 10245.00 1.35 6140.05 1.67
三股水 1292.31 3984.58 0.32 5808.92 1.46 2768.82 2.10
浒洋水 878.74 3360.52 0.26 4068.82 1.21 2146.53 1.90
凯 掌 702.70 3431.35 0.26 4448.38 1.30 2833.87 1.57
龙 场 1383.09 3841.91 0.36 5297.95 1.38 2581.06 2.05
蚂蝗田 802.70 4089.94 0.20 4944.26 1.21 3094.49 1.60
毛栗科 1623.81 3690.47 0.44 5236.78 1.42 2390.13 2.19
箐 门 1374.62 3352.73 0.41 4307.06 1.28 3011.25 1.43
雨 明 1404.80 3034.43 0.43 3593.80 1.18 2541.43 1.41

图3 研究区年均R 值及变差系数Cv 空间分布

3.4 R 值的降雨特征分布

3.4.1 R 值的雨量分布特征 将各个监测站点次降

雨按雨量大小排序,并按照雨量大小分成6个等

级[27]:小雨(24h降雨量小于10mm);中雨(24h降

雨量10~25mm);大雨(24h降雨量25~50mm);
暴雨(24h降雨量50~100mm);大暴雨(24h降雨

量100~250mm);特大暴雨(24h降雨量在250mm
以上)。各监测站点各等级雨量对应的累计R 值占

总R 值的比例详见表4。根据表4的数据统计结果,
绘制监测站点量级雨量的R 值比例的雷达图(图4)。
据表4和图4可知,各个站点小雨所产生的R 值占总

R 值的比例均在5.00%以下,平均占比2.01%,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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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小雨所产生的R 值占比仅为0.27%,龙场站小雨

所产生的R 值占比最大,也只占4.13%;中雨、大雨、
暴雨和大暴雨是产生R 值的主要雨量等级;大雨因

出现频率相对较高、历时较长,对总R 值的贡献也最

大,其平均占比达35.06%;大雨和暴雨是R 值分布

的两个高峰点,所产生的R 值占比均在60.00%左右

及其以上,最大占比是蚂蝗田站,占比达67.84%;
大暴雨总体上出现的频率不高,但单次大暴雨的降雨

侵蚀力的 R 值却可以很大,如前所述的三股水站

2014年6月20日最大降雨的 R 值高达2296.94
MJ·mm/(hm2·h),羊鸡冲站2015年6月18日最

大降雨的R 值高达2661.13MJ·mm/(hm2·h),
箐门站2018年5月18日 最 大 降 雨 的 R 值 高 达

2436.84MJ·mm/(hm2·h),一次大暴雨就可能改

变R 的整体分布;各监测站点暂无特大暴雨记录。

表4 研究区监测站点量级雨量的R 值比例 %

监测站

雨量等级/mm
小雨
(<10)

中雨
(10~25)

大雨
(25~50)

暴雨
(50~100)

大暴雨
(100~250)

羊鸡冲 0.41 18.97 32.07 27.73 20.82
云 雾 0.27 12.17 23.97 34.01 29.58
三股水 1.01 29.22 46.92 15.12 7.73
浒洋水 3.06 20.49 31.70 31.81 12.94
凯 掌 2.78 22.24 37.96 23.29 13.72
龙 场 4.13 19.19 30.21 26.03 20.44
蚂蝗田 1.19 20.86 39.20 28.64 10.11
毛栗科 3.01 19.12 30.77 26.54 20.55
箐 门 2.14 25.99 38.97 22.37 10.54
雨 明 2.05 20.02 38.86 27.05 12.02
平均值 2.01 20.83 35.06 26.26 15.85

图4 研究区各量级雨量R 值比例雷达图

3.4.2 R 值的雨强分布特征 降雨强度是指单位时

段内的降雨量,以 mm/min或 mm/h计,强度愈大,

雨愈猛烈。计算时特别有意义的是相应于某一历时

的最大平均降雨强度,例如,I30表示一次降雨过程中

30min的最大雨强。以次降雨最大30min降雨强度

I30作为强度指标,将其分为5个量级[17],各量级雨强

对应的累计R 值占总R 值的比例见表5,并绘制监测

站点量级雨强的R 值比例雷达图如图5所示。

表5 研究区各量级I30雨强的R 值比例 %

监测站
I30雨强/(mm·h-1)

<15 15~30 30~45 45~60 >60
羊鸡冲 8.15 31.42 35.15 12.57 12.71
云 雾 4.70 28.85 22.26 24.44 19.75
三股水 11.46 37.64 21.17 11.50 18.23
浒洋水 5.65 30.38 28.49 23.51 11.97
凯 掌 15.37 32.83 24.15 13.93 13.72
龙 场 8.79 34.58 24.82 14.20 17.61
蚂蝗田 7.41 29.47 38.33 20.44 4.35
毛栗科 8.60 33.63 27.92 13.71 16.14
箐 门 8.03 30.44 27.62 24.27 9.65
雨 明 10.40 30.50 26.75 25.03 7.32
平均值 8.86 31.97 27.67 18.36 13.15

图5 研究区各量级雨强R 值比例雷达图

  据表5和图5可知,各个站点小于15mm/h雨

强所产生的R 值占总R 值的平均占比在10.00%以

下,雨强15~30mm/h是R 值分布的高峰区,其平

均占比为31.97%;雨强30~45mm/h是R 值分布的

次高峰区,其平均占比为27.62%;高雨强的降雨发生

的随机性更大,大于60mm/h雨强所产生的R 值

比例的空间分布差异也大,占比最大的云雾站为

19.75%,占比最小的蚂蝗田站为4.35%。

4 讨论与结论

(1)各站点系列最大次R 值在次平均R 值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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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至十几倍之间,最大次R 值占对应年份的年R 值

的比例也差异明显。总体上,最大次R 值占对应年

份的年R 值的比例最少都达22.28%。一年中几次比

较大的暴雨对土壤侵蚀的贡献率大。
(2)降雨侵蚀力R 值主要分布在4—9月,又重

点集中于6—8月。4—9月 R 值分别占年R 值的

90.00%左右,其中贵定云雾站和修文龙场站更是达

到95.00%以上。6—8月R 值占年R 值比例最低都

为55.98%(遵义浒洋水站),修文龙场站最高,达到

85.25%。
(3)年均R 值由东南和西南向北向西呈明显的

减小趋势,年均R 值变化范围在3034.43~7608.82
MJ·mm/(hm2·h)之间,均值为4287.78MJ·mm/
(hm2·h)。R 值年际变差系数与之呈相反趋势,由东

南向西北呈明显的增大趋势,表明由东南向西北降雨

侵蚀力的稳定性逐渐降低。R 值年际变差系数变化

范围在0.20~0.44之间,均值为0.31,表明降雨侵蚀

力年际变化较大。
(4)中雨、大雨、暴雨和大暴雨是产生R 值的主

要雨量等级,大多数站点的占比均在60.00%以上;大
雨因出现频率相对较高、历时较长,对总R 值的贡献

也最大,其平均占比达35.06%;大暴雨总体上出现的

频率不高,但单次大暴雨的降雨侵蚀力的R 值却可

以很大,一次大暴雨就可能改变R 的整体分布。雨

强15~30mm/h是R 值分布的高峰区,其平均占比

为31.97%;高雨强的降雨发生的随机性更大,大于

60mm/h雨强所产生的R 值比例的空间分布差异

也大。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监测站点径流小区长时间序

列的实测降雨过程资料进行数据支持,计算次降雨侵

蚀力,在此基础上选用R 值分布的特征指标分析次R
值、月R 值、年R 值和R 值的雨量雨强分布特征,在
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分析数据的可靠性。在年R 值和

R 值年际变差系数空间分异研究中,需要尽可能多的

监测站点资料才能保证插值的精度。在后续研究中

可将水土监测站点径流小区观测资料与常规气象监

测站点观测资料相结合,建立常规雨量站降雨量与水

土监测监测站点相应的降雨过程的降雨侵蚀力之间

的转换关系,有效解决站点广泛性和资料代表性之间

的矛盾,为区域土壤侵蚀定量预报、土壤保持规划和

水土流失防治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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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渣堆场优势植物对 Mn的富集特点及作用机制
罗 洋1,2,刘 方1,任 军1,2,朱 健1,罗绪强2

(1.贵州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2.贵州师范学院 地理与资源学院,贵州 贵阳550018)

摘 要:[目的]对贵州省东部地区两种类型的锰渣堆场(采选渣、电解锰渣)上优势植物的 Mn富集特点

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旨在为该区域锰渣堆场的生态修复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在野外调查采样的基础

上,对优势植物 Mn含量、生长基质总 Mn含量和低分子量有机酸提取态 Mn含量进行测定。[结果]锰渣

堆场上优势植物体内 Mn含量介于34.47~680.70mg/kg之间,且存在着个别植物组织中的 Mn含量超过

一般植物正常范围的现象,Mn在植株器官中的分布主要表现为:根>叶>茎或枝。优势植物生长基质中

的总 Mn含量介于20217.14~75115.58mg/kg之间,总体表现为:根际基质<非根际基质。低分子量有

机酸对基质中 Mn的提取效率在25.72%~78.30%之间,总体表现为:根际基质>非根际基质。[结论]在

植株吸收和根际效应的双重作用下,锰渣堆场优势植物具有治理 Mn污染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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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hmentCharacteristicsandMechanismofMnbyDominant
PlantsinManganeseResidueDisposalSites

LuoYang1,2,LiuFang1,RenJun1,2,ZhuJian1,LuoXuqiang2

(1.Collegeof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ngineering,Guizhou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

China;2.SchoolofGeographyandResources,GuizhouEducation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18,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haracteristicsandmechanismofMnenrichmentofdominantplantsintwotypes
ofmanganeseresiduedisposalsites(manganesemineresidueandelectrolyticmanganeseresidue)were
analyzed,inordertoprovideusefultheoreticalinformationtobenefittheecologicalrestorationofmanganese
residuedisposalsites.[Methods]Onthebasisoffieldinvestigation,Mncontentofdominantplants,total
Mncontentofgrowthmatrixandlow molecularweightorganicacidextractedMncontentweredetected.
[Results]Mncontentindominantplantsrangedfrom34.47mg/kgto680.70mg/kg.Mncontentinindividual
planttissuesexceededthenormalrangeofgeneralplants.ThedistributionofMninplantorganswasas
follows:root>leaf>stemorbranch.ThecontentoftotalMninthegrowthmatrixofdominantplants
rangedfrom20217.14mg/kgto75115.58mg/kg,andtherhizospherematrixwaslessthanthatofnon-
rhizosphere.TheextractionefficiencyofMnfrommatrixbylowmolecularweightorganicacidsrangedfrom
25.72%to78.30%,andtheoverallperformancewasrhizospherematrix>non-rhizospherematrix.[Conclusion]

Underthedualeffectsofplantabsorptionandrhizosphereeffect,thedominantplantsinmanganeseresidue
disposalsiteshavethepotentialtocontrolMnpollution.
Keywords:manganeseresidue;dominantplant;enrichment;GuizhouProvince



  由于技术和设备落后、矿石品位低和管理不善等

原因,在锰矿的开采和加工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废

渣[1]。锰渣大多采取露天堆积方式,其中仍残留一定

数量的 Mn,在雨水淋溶、风力搬运等作用下进入周

围环境介质中造成污染[2-3]。黄小娟等[4]的研究结果

表明,重庆溶溪锰矿尾渣堆积区土壤受到 Mn的严重

污染,其平均含量达48382.5mg/kg;杨胜香等[5]以

花垣矿区4个锰矿点为现场,采用污染指数法对矿区

土壤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价,发现矿区土壤 Mn含量较

高,是湖南省土壤背景值的8.7倍;陈红亮[6]的研究

结果也证实电解锰渣在堆存过程中,Mn会不断从渣

中溶出进入周围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人类健康造成

危害。因此,采取经济有效的措施对锰渣堆场中的

Mn进行治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任务,对当

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既可以通过吸收作用将重金

属元素转运累积至地上部分,也可以通过根际效应改

变土壤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化学形态,在重金属元素

的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7]。优势植

物是指在一定的地区,植物群落的各个层或层片中数

量最多,盖度最大,在群落中作用最为明显的植物

种[8]。锰渣堆场虽然存在着基质结构性差,养分缺

乏,Mn含量仍然较高等限制条件,但由于长期的物

理、化学和生物风化过程,加上自然选择的作用,总有

一些优势植物能够适应这种特殊的环境而在堆场上

生长[9]。
因此,对锰渣堆场内定居的优势植物 Mn富集特

征及作用机制进行调查研究,是在该区域开展 Mn污

染治理工作的前提。优势植物的类型以及对 Mn的

吸收特点因地理分布的不同而不同。目前,国内对于

锰矿废弃地植物修复的研究多集中于湖南、重庆和广

西等区域,研究内容主要是 Mn胁迫下植物的生理响

应、矿 区 植 物 种 类 调 查 和 Mn 超 富 集 植 物 筛 选

等[10-12],缺乏优势植物生长条件下其根际和非根际基

质中 Mn含量状况的对比研究。
对矿区基质中 Mn形态的探讨也多以无机酸、中

性盐和 DTPA等单一提取或传统的连续提取法为

主,采用模拟植物根系分泌的低分子量有机酸为提取

剂的研究鲜见报道。贵州省东部地区锰矿资源丰富,
约占全国锰矿资源的50%,锰产业主要以锰矿开采,
锰粉加工和电解金属锰为主[13]。该区域已有的研究

包括矿区废弃地 Mn含量调查与风险评价、锰渣中

Mn的溶出规律与改良剂筛选以及锰渣毒性效应等

方面[14-16],缺乏植物生长对堆场内 Mn迁移的调控效

应及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选取贵州省

东部地区的松桃县孟溪锰矿采选渣堆场和镇远县青

溪电解锰渣堆场上自然生长的优势植物作为研究对

象,对植株的 Mn含量和基质 Mn含量进行了测定。
在此基础上,以柠檬酸、苹果酸和草酸等作为提取剂

对 Mn形态进行分析,探讨植物根系分泌物对基质中

Mn有效性的影响,旨在为该区域锰渣堆场的生态修

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东部地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在14~19℃之间,雨季明显,降水较多,年降雨量在

1000~1600mm,日照年均约1200h,无霜期长,为

260~220d;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该区矿产资源

丰富,主要有锰、磷、汞、铅、石煤等,其中以锰矿得天

独厚,是我国三大锰矿基地之一。调查的采选渣堆放

区(锰矿石开采过程中留下的残渣)位于贵州省松桃

县孟溪镇,废渣堆放年限大约3~10a;电解锰渣堆放

区(锰矿冶炼过程中在碳酸锰矿粉中加入硫酸溶液后

电解锰生产的滤渣)位于贵州省镇远县青溪镇,堆放

时间大概为10~15a。

1.2 样品采集与预处理

(1)植物样品。课题组于2020年7月对贵州省

东部地区的孟溪和青溪锰渣堆场生长的野生植物

进行了调查。孟溪锰矿采选渣堆场内自然定居的

植物较少,覆盖度为20%左右,全部为草本植物,
主要物 种 有 狗 牙 根(Cynodondactylon)、五 节 芒

(Miscanthusfloridulu)、白 三 叶 (Trifolium re-
pens)、一年蓬(Erigeronannuns)和繁缕(Stellaria
media),其中优势种为五节芒和一年蓬;青溪电解锰

渣堆场内自然定居的植物相对较多,覆盖度为60%
左右,主要物种有草本植物狗牙根、夏枯草(Prunella
vulgaris)、五节芒、蒲儿根(Sinoseneciooldhamia-
nus)、一年蓬、野艾蒿(Artemisialavandulifolia)、看
麦娘 (Alopecurusaequalis)和 灌 木 植 物 醉 鱼 草

(Buddlejalindleyana),其中优势种分别是五节芒、
一年蓬和醉鱼草。在每个堆场内根据与锰渣堆距离

的远近分别设置3个样点,每个样点选取6~8株上

述优势种植物,用聚乙烯塑料袋封装后带回实验室。
根据植物特征,将五节芒分为根、茎和叶3部分,将一

年蓬和醉鱼草分为根、茎、枝、叶和花5部分。先用自

来水冲洗干净后,再用去离子水清洗3次,待植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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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水分风干后,于105℃杀青30min,然后在60℃
烘箱中烘至恒重,粉碎后过60目筛装袋备用。

(2)基质样品。参考文献[17—18]方法,收集

0—30cm厚度层次中根表面5mm以内的生长基质

进行混合,获得根际样品;在相同区域采集距离根表

面10cm以外的基质混合,即非根际样品。将采集

的基质密封后带回室内自然风干,剔除杂物后磨碎过

147μm尼龙筛,装袋备用。

1.3 测定指标与方法

1.3.1 重金属全量 准确称取废渣基质样品0.15~

0.30g(精确到0.0001g),在HNO3-HCL-HF-H2O2
体系(体积比为3∶1∶1∶1)下,按120℃(7min)-
150℃(9min)-190℃(25min)程序进行微波消解

至液体透明澄清[19];准确称取植物样品0.1~0.3g
(精确到0.0001g),采用 HNO3-H2O2 消解体系(体

积比为5∶2),按120℃(20min)-160℃(20min)

-190℃(40min)程序进行微波消解至液体透明澄

清[20]。消解溶液经转移、定容、过滤等程序后,Mn元

素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novAA350)测定,其他

重金属元素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ICP-MS)测
定。在所有的样品处理过程中,利用标准物质(土壤

为GSS系列,植物为GSV系列)、平行样、空白对照

等进行质量控制试验,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

1.3.2 转移系数和富集系数 植株地上部重金属含

量=(茎干重×茎中重金属含量+枝干重×枝中重金

属含量+叶干重×叶中重金属含量+花干重×花中

重金属含量)/(茎干重+枝干重+叶干重+花干重);
生物富集系数(BCF)=植物各器官重金属含量/土壤

中重金属含量;转移系数(BTF)=植物地上部分重金

属含量/植物根部平均重金属含量。

1.3.3 Mn形态 参考卢豪良等[21]的方法,采用柠

檬酸、苹果酸、草酸以及这3种酸的混合液(体积比为

1∶1∶1)模拟植物根系分泌低分子量有机酸作为基

质可交换态 Mn的提取剂,以欧共体标准物质局

(BCR)对重金属的连续提取法作为参照,即0.5g基

质中分别加入20ml0.11mol/L的上述有机酸,

22℃条件下连续振荡16h,离心(3000r/min)。
上清液过0.45μm 滤膜后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

(novAA350)测定其中的 Mn,同时设置空白对照。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用Excel2007进行数据的处理分析,相关指标

数据以平均值表示,运用SPSS26对植株Mn含量和

基质 Mn含量进行相关分析和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优势植物对 Mn的吸收及分布特点

对两个堆场内优势植物各器官中的 Mn及其他重

金属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详见表1。植物体Mn含量

介于34.47~680.70mg/kg,其中孟溪堆场的五节芒和

一年蓬根部、青溪堆场的醉鱼草根部 Mn浓度超过了

一般植物的正常含量水平上限(400mg/kg)[22]。植物

体内其他重金属元素含量大小顺序为:Zn>Cu>Pb>
Cd,均在植物正常含量范围内(Pb0.1~41.7mg/kg,

Zn1~160mg/kg,Cu0.4~45.8mg/kg,Cd0.2~0.8
mg/kg)[23-24]。从分布来看,Mn在一年蓬、五节芒和

醉鱼草各器官中的含量均为:根>叶>茎或枝,除五

节芒各部位 Mn含量均超过100mg/kg以外,其余

植物体内 Mn的累积波动较大。在调查期内一年蓬

已大量开花,其 Mn含量仅次于根部。此外,研究还

发现调查区内一年蓬和五节芒对Cu的分布与 Mn
相似,以根部吸收为主,醉鱼草对Pb,Zn和Cu等元

素主要以地上部吸收为主,说明 Mn和其他重金属元

素在植物体内的分布主要受植物类型的影响。

2.2 植物根际效应对基质 Mn有效性的影响

由表2可知,调查区内基质中重金属平均含量从

大到小顺序依次为:Mn>Zn>Cu>Pb>Cd。其中

Mn在松桃孟溪锰渣堆场基质中含量为68149.50~
75115.58mg/kg,是贵州省背景值的85.83~94.60
倍,在青溪电解锰渣堆场基质中含量在20217.14~
38045.75 mg/kg之 间,是 贵 州 省 土 壤 背 景 值 的

25.46~47.92倍。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未对 Mn元素

作出规定,但有研究表明,土壤中 Mn含量的适中标

准为170~1200mg/kg[25],则堆场内基质 Mn含量

是此适中标准上限值的16.85~62.60倍。因此调查

区内 Mn严重超标,是最主要的污染元素。此外,两
个采样点基质中的Zn和Cu元素也高于贵州省土壤

背景值,分别是其含量的1.39~3.17,1.01~2.39倍。
在青溪锰渣堆场,还存在Pb局部超过背景值的现

象。调查还发现调基质中Zn元素浓度的最大值分

别是《农用地风险管控标准》管制值的1.05倍,其余

元素含量均在规定值以下。从分布来看,一年蓬、五
节芒和醉鱼草根际基质中的 Mn含量均低于非根际。
除了青溪堆场的醉鱼草(Pb)、一年蓬(Zn)和五节芒

(Zn)生长区少部分元素外,其余重金属元素在几种

优势植物对应生长基质中的分布均为:非根际>根

际,说明在优势植物根系生长条件下,其根际基质中

的 Mn及其他重金属元素含量与非根际相比总体上

表现为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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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锰渣堆场优势植物各器官重金属含量

地点 植物 器官
重金属含量/(mg·kg-1)

Mn Cd Pb Zn Cu

孟
溪

根 680.70±12.35 0.05±0.007 0.62±0.08 33.73±2.74 16.19±1.64
茎 34.47±6.13 0.11±0.02 0.44±0.05 27.47±3.64 9.71±1.73

一年蓬 枝 64.36±2.67 0.08±0.003 0.55±0.35 28.55±5.82 8.58±0.04
叶 70.17±5.06 0.07±0.001 0.72±0.11 32.85±2.30 9.94±1.35
花 158.47±17.58 0.09±0.004 0.86±0.06 52.27±3.15 18.79±4.93

根 515.72±24.66 0.04±0.003 0.50±0.02 50.74±2.69 21.00±3.75
五节芒 茎 144.71±8.74 0.02±0.003 0.40±0.01 59.36±1.73 7.16±0.09

叶 180.10±12.35 0.10±0.02 0.94±0.07 26.43±0.86 8.30±0.74

青
溪

根 274.25±32.11 0.20±0.02 3.20±0.63 53.64±2.42 34.29±4.18
茎 65.56±6.92 0.13±0.01 0.57±0.08 23.58±3.30 9.66±0.53

一年蓬 枝 36.28±2.58 0.08±0.005 0.67±0.03 21.72±5.14 6.71±1.01
叶 67.48±3.31 0.11±0.03 0.59±0.09 22.87±2.06 8.53±0.85
花 75.02±4.23 0.08±0.004 1.11±0.12 49.60±8.32 21.49±4.46

根 617.91±33.52 0.15±0.06 0.74±0.05 12.13±1.11 10.27±0.95
茎 40.07±8.16 0.31±0.08 1.38±0.44 29.77±2.53 15.38±1.21

醉鱼草 枝 50.07±3.09 0.15±0.009 1.46±0.41 23.79±2.85 14.74±0.77
叶 345.99±25.16 0.13±0.02 3.47±0.23 31.10±5.58 19.78±1.23
花 300.66±14.76 0.05±0.002 1.01±0.14 49.04±6.12 31.40±3.35

根 363.42±17.74 0.09±0.002 0.95±0.02 22.20±0.94 9.07±0.70
五节芒 茎 122.12±8.01 0.37±0.03 0.49±0.04 72.22±5.35 5.86±0.32

叶 159.13±34.26 0.04±0.006 0.23±0.01 23.61±2.14 5.80±0.17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下同。

表2 优势植物根际及非根际基质重金属含量的变化

地点 植物 基质
重金属含量/(mg·kg-1)

Mn Cd Pb Zn Cu

孟
溪

一年蓬
根 际 68149.50±100.16 0.38±0.02 27.41±2.63 149.17±11.95 32.20±2.22
非根际 70234.52±478.13 0.47±0.05 26.55±2.54 138.09±10.88 34.51±5.07

五节芒
根 际 73704.43±1001.24 0.42±0.03 27.63±0.79 222.01±28.90 45.18±2.81
非根际 75115.58±132.96 0.48±0.06 31.87±4.38 209.86±16.52 51.23±3.32

青
溪

一年蓬
根 际 25184.19±700.42 0.29±0.01 67.99±1.43 315.80±11.26 55.85±4.09
非根际 29377.88±1021.76 0.63±0.02 84.65±9.08 262.30±10.57 60.21±7.05

醉鱼草
根 际 20217.14±299.38 0.29±0.02 59.67±5.57 196.95±8.31 54.88±4.42
非根际 28264.34±323.43 0.44±0.03 41.56±3.25 235.77±30.52 55.78±3.91

五节芒
根 际 25140.05±785.53 0.16±0.005 28.55±5.61 212.96±6.71 46.57±1.08
非根际 38045.75±694.32 0.22±0.04 57.68±2.18 153.94±13.06 76.41±9.53

风险管控筛选值[26] 0.6 170 300 100
贵州省土壤背景值[27] 794 0.659 35.2 99.5 32

  利用4种低分子量有机酸作为提取剂对锰渣

堆场基质中Mn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详见表3。
柠檬酸、苹 果 酸、草 酸 和 混 合 酸 对 孟 溪 堆 场 基 质

Mn的提取效率为分别26.39%~62.85%,39.03%~

65.55%,25.72%~64.26%和42.04%~60.47%,表明

单一有机酸在该采样点优势植物生长区基质上的提取

能力相差较大,而混合酸整体效率较高,变化范围也较

小。相比之下,青溪堆场基质中4种有机酸提取态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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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Mn含量的比例分别为39.79%~68.71%,26.12%
~43.36%,41.57%~78.30%和45.26%~67.28%,
除苹果酸外,整体高于孟溪堆场,而苹果酸对青溪堆

场所有基质样品中 Mn的提取能力均为最弱,说明

基质性质是影响该区域 Mn形态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表3还可以看出,一年蓬和五节芒作为调查区共有

的优势植物,其生长基质中低分子量有机酸提取态

Mn的含量及比例在两个采样点有所不同。其中孟

溪堆场一年蓬生长基质中 Mn提取能力的大小顺序

为:柠檬酸>混合酸>苹果酸>草酸,而青溪堆场

一年蓬生长区提取能力大小则为:混合酸>草酸>
柠檬酸>苹果酸。五节芒生长基质 Mn提取能力最

弱的是混合酸和柠檬酸,最强的在孟溪是苹果酸,

在青溪则为草酸。从分布来看,一年蓬根际基质的柠

檬酸和苹果酸提取态 Mn低于非根际,而草酸和混合

酸提取态 Mn则大于非根际基质;五节芒根际基质

的4种低分子量有机酸提取态 Mn占比均大于非根

际基质;醉鱼草根际基质的苹果酸和混合酸提取态

Mn百分比分别为39.65%和57.08%,大于非根际,
而另外两种酸提取态含量则低于非根际基质,各种

酸在根际基质的提取能力大小顺序为:混合酸>柠檬

酸>草酸>苹果酸,而非根际基质为:草酸>柠檬酸

>混合酸>苹果酸。综上所述,在优势植物根系生长

条件下 Mn的有效性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根际基质中

的低分子量有机酸提取态 Mn所占比例普遍大于非

根际基质。

表3 锰渣堆场土壤有机酸提取态 Mn含量及比例

地点 植 物 土 壤

柠檬酸

含量/
(mg·kg-1)

比例/
%

苹果酸

含量/
(mg·kg-1)

比例/
%

草酸

含量/
(mg·kg-1)

比例/
%

混合酸

含量/
(mg·kg-1)

比例/
%

孟
溪

一年蓬
根 际 40493.73 59.42 26601.63 39.03 17527.49 25.72 32339.09 47.45
非根际 44142.40 62.85 28985.79 41.27 15367.31 21.88 29526.59 42.04

五节芒
根 际 34697.09 47.08 48310.14 65.55 47360.00 64.26 44566.50 60.47
非根际 19823.00 26.39 43236.24 57.56 39022.54 51.95 37354.98 49.73

青
溪

一年蓬
根 际 11677.74 46.37 8331.68 33.08 12151.95 48.25 12989.06 51.58
非根际 16769.11 57.08 11345.58 38.62 12212.15 41.57 13297.45 45.26

醉鱼草
根 际 10207.63 50.49 8016.10 39.65 10122.72 50.07 11539.94 57.08
非根际 16270.71 57.92 8914.57 31.54 16992.52 60.12 14751.16 52.19

五节芒
根 际 17273.81 68.71 10900.96 43.36 19683.62 78.30 16914.72 67.28
非根际 15136.74 39.79 9936.71 26.12 22830.11 60.01 18183.66 47.79

2.3 植株 Mn的累积与基质 Mn含量的关联性

富集系数是反映植物吸收重金属能力大小的重

要评价指标,转移系数是反映植物由地下部向地上部

转移重金属能力大小的重要评价指标[28]。通过计算

发现(表4),锰渣堆场内几种优势植物各器官中重金

属含量以 Mn元素最高,但对 Mn的吸收能力却不

强,其富集系数最高为0.031,最低仅有0.001,明显低

于Cd,Pb,Zn和Cu等元素。除了青溪堆场五节芒茎

部和醉鱼草茎部对Cd的富集系数分别1.091,2.300
以外,几种优势植物各器官对其他重金属元素的富集

系数都小于1。表4中的数据还显示,调查区内优势

植物对Mn的转移系数都低于1,其中由根部转移Mn
到地上部能力最强的是醉鱼草,转移系数为0.62,最
弱的是一年蓬,在两个堆场的转移系数分别只有

0.08,0.23。除了五节芒对Cd、醉鱼草对Cd,Pb,Zn

和Cu外,优势植物对其他重金属元素的迁移能力与

Mn趋势一致,转移系数均小于1。
对4种优势植物各器官中的 Mn含量与根际基

质中的 Mn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由表5可知,植物

根部 Mn含量与基质中的总 Mn和混合酸提取态 Mn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相关系数分别为

0.908,0.819;植物根部 Mn含量和基质中的柠檬酸提

取态Mn的相关系数达0.969,为极显著水平(p<0.01),
说明随着基质 Mn含量及形态的变化,植株根部的

Mn含量也呈现相同趋势的变化。此外,还发现植物

茎和枝部 Mn与基质中草酸提取态 Mn也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p<0.05)。植物叶和花中 Mn浓度虽然也

较高,但是由于在不同类型植物(尤其是醉鱼草)内分

布波动较大,因此这两部分 Mn含量和基质中的 Mn
含量之间并没有显示出显著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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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优势植物对重金属的富集系数和转移系数

地点 植 物 器官
富集系数

Mn Cd Pb Zn Cu

转移系数

Mn Cd Pb Zn Cu

孟
溪

根 0.010 0.141 0.023 0.226 0.503
茎 0.001 0.281 0.016 0.184 0.302

一年蓬 枝 0.001 0.221 0.020 0.191 0.267 0.08 1.86 0.82 0.89 0.64
叶 0.001 0.184 0.026 0.220 0.309
花 0.002 0.238 0.031 0.350 0.583

根 0.007 0.108 0.018 0.229 0.465
五节芒 茎 0.002 0.043 0.015 0.267 0.159 0.32 1.48 1.41 0.81 0.37

叶 0.002 0.251 0.034 0.119 0.184

青
溪

根 0.011 0.703 0.047 0.170 0.614
茎 0.003 0.446 0.008 0.075 0.173

一年蓬 枝 0.001 0.272 0.010 0.069 0.120 0.23 0.56 0.20 0.47 0.29
叶 0.003 0.386 0.009 0.072 0.153
花 0.003 0.292 0.016 0.157 0.385

根 0.031 0.507 0.012 0.062 0.187
茎 0.002 1.091 0.023 0.151 0.280

醉鱼草 枝 0.002 0.535 0.024 0.121 0.269 0.62 1.38 2.39 2.69 1.86
叶 0.017 0.446 0.058 0.158 0.360
花 0.015 0.175 0.017 0.249 0.572

根 0.014 0.542 0.033 0.104 0.195
五节芒 茎 0.005 2.300 0.017 0.339 0.126 0.39 2.14 0.36 2.03 0.64

叶 0.006 0.261 0.008 0.111 0.124

表5 植物 Mn与基质 Mn含量的相关分析

植物
器官

总 Mn
含量

基质

柠檬酸
提取态 Mn

苹果酸
提取态 Mn

草酸提
取态 Mn

混合酸
提取态 Mn

根 0.908*  0.969** 0.718 0.517 0.819*

茎 0.400 0.280 0.586 0.817* 0.545
枝 0.913 0.873 0.919 0.978* 0.931
叶 -0.261 -0.323 -0.185 -0.113 -0.209 
花 -0.249 -0.068 -0002 0.226 0.003

  注:*表示不同处理间显著相关(p<0.05);**表示不同处理

间极显著相关(p<0.01)。

3 讨 论

3.1 优势植物对锰的累积特点

Mn是植物体的必需微量元素,但过量 Mn会影

响细胞代谢和矿质养分吸收,对植物造成极大损

害[29]。唐文杰等[30]对广西3锰个矿区20种主要优

势植物组织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测定,发现植物体内各

组织中重金属含量大小顺序趋势为:Mn>Zn>Cr>
Cu>Pb>Cd,其中商陆和油茶表现出很强的 Mn累

积特征。本研究也证实一年蓬、五节芒和醉鱼草等生

长在锰渣堆场内的优势植物各器官中的 Mn浓度均

高于Cd,Pb,Zn和Cu等其他重金属,甚至在个别样

品中出现了超过一般植物 Mn正常含量范围的现

象[31]。Mn在3种优势植物组织中的分布趋势与其

他重金属基本一致,主要为:根>花>叶>枝>茎,说
明植物根部对 Mn的吸收能力相对较强,而被转移到

地上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叶或花等组织上,茎、枝作为

输导组织并未有大量的 Mn富集[32]。
雷梅等[33]将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机制分为富集

型(accumulators)、根部囤积型(rootcompartments)和
规避型(excluders)3类,其具体状况和锰渣特性、植
物种类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等有关。李礼等[34]在对重

庆秀山锰矿废弃地进行植物调查时,发现优势植物对

Mn的转移系数达0.52~2.86,但富集系数只有0.008
~0.025,属于根部囤积型;余光辉等[35]对湘潭锰矿红

旗分矿开采区的研究表明,商陆的地上部分 Mn含量

达到1564.5mg/kg,属于富集型。在本研究中,优势

植物对 Mn的富集系数只有0.001~0.027,对 Mn的转

移系数也全部低于1,各器官中 Mn含量离 Mn超富集

植物的标准(10000mg/kg)也相差甚远,因此所调查

的优势植物全部为 Mn规避型植物,可通过自身的排

斥机制,减少锰渣堆场 Mn向植株体内的迁移和富

集,降低 Mn的毒害作用。在3种优势植物中,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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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在两个堆场均生长旺盛,具有根系发达、地上部生

物量大、各部位 Mn含量较高等特点,可作为堆场生

态恢复的先锋植物。

3.2 植物根际效应对基质中 Mn的作用机制

对优势植物根际和非根际生长基质中的重金属

进行研究,既能反映堆场环境的污染状况,又能揭示

植物根系活动对基质中重金属总量和有效性的影响。
本次调查的两个不同类型的锰渣堆场优势植物生长

基质中重金属含量均以 Mn最高,远超过贵州省土壤

背景值和一般土壤适中范围上限值,潜在生态危害较

大,这与朱佳文等人[36]的研究一致。此外,Zn和Cu
元素在调查区内也存在超过贵州省土壤背景值以及农

用地风险管控筛选值的情况,具有一定污染风险。从

分布来看,孟溪锰矿采选渣堆场基质的 Mn含量要高

于青溪电解锰渣堆场,可能是因为两地的冶炼矿石类

型、矿石品位、冶炼工艺、堆存时间和气候条件等因素

不同,导致废渣中Mn的含量和迁移特征不同[37-38]。
同一堆场内,一年蓬、五节芒和醉鱼草根际基质

中的 Mn和其他重金属元素含量均低于非根际基质,
其原因可归结为两点:①植物的吸收作用。优势植

物在生长过程中,各器官对 Mn和其他重金属均有一

定的吸收作用,使植株根际基质中的重金属迁移到根

部或地上部,而凋落部分并未完全腐殖质化返回基

质,因此造成了总量的减少;②植物的根际效应改变

了 Mn的状态,增加了其迁移速率。前人研究表明,
植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等物质可通过低环境pH值、
改变氧化还原电位和微生物状态等途径来对重金属

元素进行活化反应,使其移动性增加,导致根际土壤

或基质中各类或者某一类重金属含量得以下降[39-40]。
表3的数据显示,锰渣堆场的 Mn形态在根际和非根

际基质中存在差异。模拟植物根系分泌的低分子量

有机酸对根际生长基质样品的提取率整体上高于非

根际基质,说明不同植物的根系在生长过程中通过根

际效应活化了基质中的 Mn[41-43],促进了植物根部和

地上部对 Mn的富集,使根际基质 Mn含量低于非根

际基质。
本研究对贵州省东部地区两个不同类型锰渣堆

场内的优势植物和生长基质 Mn含量进行了调查,初
步分析了优势植物对 Mn的富集特点及其作用机制。
然而,在分析 Mn形态时所采用的有机酸浓度为0.11
mol/L,和实际根际土壤溶液中的含量不一定匹配,
也缺乏关于在优势植物不同生育期内堆场 Mn的动

态监测及 Mn耐性机制等问题的探讨。因此,在今后

研究中,还需要从植物根系分泌物测定、植物生长条

件下堆场基质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特性变化、植物生

理、改良剂—植物联合运用、植物群落修复模式等方

面进一步开展工作,为锰渣堆场的污染治理和生态恢

复提供依据。

4 结 论

(1)锰渣堆场上生长的优势植物体内 Mn含量

在34.47~680.70mg/kg之间,在一年蓬、五节芒和

醉鱼草各器官中的分布顺序为:根>叶>茎或枝。
(2)锰渣堆场优势植物生长基质中的总 Mn含

量在20217.14~75115.58mg/kg之间,其分布主要

表现为:根际基质>非根际基质;植物的根际效应提

高了 Mn的有效性,使根际基质中的低分子量有机酸

提取态 Mn百分比普遍高于非根际基质。
(3)锰渣堆场优势植物对 Mn的富集系数和转

移系数均小于1,为Mn规避型植物;优势植物各器官

中,以根部 Mn含量与生长基质中的总 Mn含量以及

柠檬酸提取态 Mn含量相关性最高,分别达显著和极

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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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道土地整治对不同植被覆盖流域CN值的影响
李星瑶1,张根广1,高建恩1,2,3,高 哲1,麻卉港1,封博研1,马 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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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杨凌712100;3.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杨凌712100)

摘 要:[目的]探究黄土丘陵沟壑区沟道土地整治后流域径流曲线数的变化规律,寻求合适的产流参数,

为该区沟道土地整治工程安全和巩固生态建设成果提供科学支撑。[方法]基于流域实体比尺模型分析不

同植被覆盖条件下沟道土地整治对流域径流曲线数的影响。[结果]同一植被覆盖度下,流域径流曲线数

随着整治比例的增大而减小;与未整治流域相比,整治比例为20%时的流域径流曲线数减小了6.77;就分

段整治比例而言,流域径流曲线数的减小速率随着整治比例的增大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整治比例由

0.5%增大至5%时减小速率最大;不同植被覆盖度下,流域径流曲线数均随着整治比例的增大而减小,植

被覆盖度为50%时沟道土地整治后流域径流曲线数的减小速率最大;植被覆盖度对沟道土地整治区域的

径流曲线数影响显著,同一整治比例下,植被覆盖度每增大1%,沟道土地整治区域的径流曲线数减小0.22。

[结论]沟道土地整治可以改变流域下垫面,对径流曲线数影响显著。

关键词:黄土丘陵沟壑区;沟道土地整治工程;SCS-CN;径流曲线数;实体比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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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GullyLandConsolidationProjectonCNinCatchmentswith
DifferentVegetationCoverage

LiXingyao1,ZhangGenguang1,GaoJianen1,2,3,GaoZhe1,MaHuigang1,FengBoyan1,MaLin1

(1.CollegeofWaterResourcesandArchitecturalEngineering,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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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anxi712100,China;3.Institute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CAS& MWR,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variationlawofrunoffcurvenumberafterthegullylandconsolidationproject
(GLCP)wasstudiedtoexploretheappropriateflowgenerationparameters,andtoprovidescientificsupport
forthesafetyofGLCPandtheconsolidationofachievementsinecologicalconstruction.[Methods]Basedon
thephysicalscalemodel,theinfluenceofGLCPontherunoffcurvenumberunderdifferentvegetationcover
conditionswasinvestigated.[Results]Underthesamevegetationcoverage,therunoffcurvenumber
decreasedwiththeincreaseofthelandconsolidationproportion.Comparedwiththeunconsolidatedbasin,

therunoffcurvenumberdecreasedby6.77whentheconsolidationproportionwas20%.Thedecreasingrate
ofrunoffcurvenumberincreasedfirstlyandthendecreasedwiththeincreaseoflandconsolidationproportion,and
thedecreaseratereachedthemaximum whentheconsolidationproportionincreasedfrom0.5%to5%.
Underdifferentvegetationcoverage,therunoffcurvenumberdecreasedwiththeincreaseofconsolidation
proportion,andthedecreasingrateofrunoffcurvenumberreachedthemaximumatthevegetationcoverage
of50%.Vegetationcoveragehadgreateffectsontherunoffcurvenumberofthegullylandconsolidation



area,andtherunoffcurvenumberdecreasedby0.22inthegullylandconsolidationareawhenthevegetation
coverageincreasedby1%.[Conclusion]TheGLCPcouldchangethehydr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basin
underlayerandhassignificanteffectsontherunoffcurvenumber.
Keywords:loesshillyandgullyregion;gullylandconsolidationproject;SCS-CN;curvenumber;physicalscale

model

  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退
耕还林(草)”工程有效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但由此

也产生了耕地面积不足的问题[1-2]。其后实施的沟道

土地整治工程在缓解人地矛盾和确保粮食安全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3-4]。沟道土地整治工程系指在流域

废弃或者多年淤不满的淤地坝或者新建挡土墙前,通
过切削沟道边坡,人工填充沟道而形成高质量土地的

工程。沟道土地整治区域即人工回填沟道后新增的

土地。该工程是黄土高原在“退耕还林(草)”工程后

进一步实施的新型沟道治理措施。由于沟道土地整

治需要切削高陡边坡,填埋沟道造地,因此改变了下

垫面条件,也必然对产汇流产生影响,然而进行沟道

土地整治首先需要产汇流计算。因此研究沟道土地

整治条件下的产汇流变化问题,对确保沟道土地整治

工程安全,巩固“退耕还林(草)”成果,进一步确保黄

土高原地区粮食安全、土地安全、生态安全及高质量

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产汇流计算是流域水文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高

建恩、娄现勇和孙彭成等[5-6]的室内水槽人工降雨试

验结果表明,沟道土地整治后沟道蓄水能力增强,沟
道土地整治对沟道降水分配、产汇流等都有较大影

响。SCS-CN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农业部土壤

保持局提出的,常用于推求小流域设计洪水过程,已
被SWAT,SWMM 以及 HEC-HMS等数学模型采

用。径流曲线数是SCS模型中的主要参数,表征了

流域下垫面的产流能力,它与流域坡度、土壤湿润度

(AMC)、植被类型及覆盖度、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状

况等关系密切,对计算结果的精确性有显著影响[7]。
模型自身虽构建了径流曲线数检索表,但由于该值会

随时空变化,不同地区在气候、地形、土壤类型、土地

利用等方面差异较大,因此在应用时应根据研究区情

况对参数进行一定修正[8-10]。目前SCS模型在黄土

高原的应用研究已有不少。Liu等[11]基于遥感数据

和水文气象资料,采用SCS模型模拟了黄土高原典

型小流域单次暴雨地表径流的变化过程,并给出了适

合流域的径流曲线数取值范围。Huang等[12]将坡度

因子嵌入SCS产汇流算法中,提出适用于中国黄土

高原地区径流曲线数随着坡度变化的关系式。罗利

芳等[13]也对径流曲线数随坡度变化的特性进行了探

索。王英等[10,14]利用径流小区试验资料对黄土区谷

子、苜蓿以及高粱用地的径流曲线数进行优化,并将

雨强引入模型以提高计算精度。邓景成等[15]通过模

拟降雨将黄土区草地和裸地的初损率和径流曲线数

进行了率定。SCS模型已成为黄土高原地区产汇流

计算的重要方法,沟道土地整治工程规模宏大,影响

深远,但目前还未对SCS模型在沟道土地整治流域

的应用进行探索。为此,本文针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大

规模沟道土地整治后流域径流曲线数变化研究较为

薄弱的问题,基于流域实体比尺模型,模拟分析不同

比例的沟道土地整治工程对不同植被覆盖流域径流

曲线数的影响,旨在寻求沟道土地整治区域径流曲线

数的变化规律。

1 材料与方法

1.1 SCS-CN模型

SCS-CN模型是基于水分平衡方程如公式(1),
和两个基本假设如公式(2)—(3)建立的,由以上3式

可得产流计算公式如公式(4)。流域最大可能滞留量

S与CN的经验关系如公式(5),由以上各式可得CN
值的反算公式如公式(6)。

P=Ia+F+Q (1)

Q
P-Ia

=
F
S

(2)

Ia=λS (3)

Q=0  (P≤λS)

Q=
(P-λS)2

P+S-λS  (P>λS)

ì

î

í

ïï

ïï

(4)

S=
25400
CN -254 (5)

CN=
25400

254+5〔P+2Q-(4Q2+5PQ)1/2〕
(6)

式中:P 为降雨总量(mm);Ia 为初损量(mm);F
为入渗量(mm);Q 为径流量(mm);λ 是一个区域

系数,表示初损量与最大可能蓄水量之间的比值,一
般取值0.2;S 为流域当时的最大可能滞留量(mm),
是后损量的上限;CN是反映水文土壤类型、流域前

期湿润等级以及土地利用类型等因素的综合指标,取
值在0~100。水文土壤类型根据土壤质地和最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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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率进行分类,随着渗透性的依次降低被划分为A,

B,C,D 这4类[10]。根据前5d的总降雨量确定流

域前期湿润等级,分为 AMCⅠ(干旱)、AMCⅡ(一
般)和 AMCⅢ(湿润)3种等级,AMCⅠ等级下的

CNⅠ和AMCⅢ等级下的CNⅢ 可由 AMCⅡ等级下

CNⅡ换算得到[10]。CN可根据水文土壤类型、流域

前期湿润等级以及土地利用类型查表获得。

1.2 比尺模型试验

1.2.1 试验设备 为了研究不同整治比例k(新增耕

地面积与其拦挡工程以上流域面积的比值)对不同植

被覆盖流域径流曲线数的影响,本研究选用试验设备

为黄土高原延安燕沟康家圪崂沟小流域比尺模型[16]

(图1)。该模型原型流域面积0.34km2,流域长度

0.903km,平均宽度0.52km,形状系数0.52,土壤以

黄绵土为主,土壤颗粒中以粉粒和砂粒为主,水文土

壤类型为B类,抗冲性和抗蚀性较差。模型几何比

尺为1∶100,其降雨、径流、侵蚀、输移相似比尺参考

文献[16]。人工降雨器材采用BX-1型便携式野外

降雨器,试验前进行雨强率定,确保降雨均匀度达到

75%以上,在满足几何、植被、降雨、径流、侵蚀、输移

等模型验证条件基础上进行不同整治比例和植被覆

盖度条件的径流曲线数试验。

图1 实体模型试验概况图

1.2.2 准备工作 试验前准备工作包括土样选择、模
型高程校核、人工降雨雨强率定以及模型产流产沙验

证等。根据延安地区历年降雨资料以及康家圪崂小

流域产流产沙数据,同时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康家圪

崂沟流域年平均侵蚀性降雨量为141mm[16]。本试

验选取适用于模型的当量雨强为0.114mm/min,降
雨历时为40min。将2020年7月地形恢复后裸坡条

件下与2003年原型条件下模型的产流产沙情况进行

对比,各项参数对比详见表1。各项误差均在20%之

内[17],可知地形修复后验证试验的水沙过程与原型

是基本相似的,可在此基础上开展后续试验。

1.2.3 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的沟道土地整治比例k
分别为0%,0.5%,5%,10%,15%和20%,沟道土地

整治工程分布于流域沟道,其余面积的土地利用类型

为草地。k 为0%时,流域不布设挡墙,k 为0.5%,

5%以及15%时分别加设挡墙,挡墙高度为5cm,
顶宽2cm,迎背水坡比为1∶1.5。设置植被覆盖度

为0%,25%,50%,75%和90%,植被高度为8cm。
本试验中,用秒表测定产流及径流停止时间;主沟

道自上游而下等距1m处及各挡墙前设置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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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观测点按横向左、中、右3个测点来测量径流深

及水面线长度,每隔5min测量一次;由径流停止后

挡墙前的水深及沟道坡度可计算出每次降雨的总产

流量。

表1 2020年与2003年验证试验对比

项 目
雨 强/

(mm·min-1)
侵蚀性降雨

量/mm
汇流时间/
h

平均汇流速度/
(m·s-1)

最大汇流量/
(m3·s-1)

侵蚀模数/
(t·km-2·a-1)

2003年 0.114 5.10 0.30 0.84 5~6.39 2900
2020年 0.116 5.21 0.35 0.96 4.92 2355

1.3 岔巴沟流域“7·26”降雨径流曲线数验证

为验证物理模型试验所得径流曲线数在黄土丘

陵沟壑区流域的适用性,本文将模拟试验所得径流曲

线数结果应用于SWMM模型中,构建典型沟道土地

整治流域岔巴沟的数学模型,并对2017年7月26日

降雨进行产汇流计算验证。SWMM(storm water
managementmodel)是一个动态的降雨—径流模拟

模型,其参数要求较少、操作便捷、模拟精度较高,主
要用于单次降雨或长期的水量和水质模拟[18],选用

SCS模型作为其地表产流计算方法。选用纳什系数

(NSC)和相对误差(RE)对计算结果进行评价。其

中,NSC的范围在0~1之间,数值越接近1,模型的

吻合度越高,RE越小模拟结果越精确。NSC大于0.5
时计算结果是令人满意的,RE小于20%为许可误

差。数学表达式为:

  NSC=1-
∑
n

i=1
(Pi-Oi)2

∑
n

i=1
(Qi-Qi)2

(7)

  RE=
Pi

Oi
-1

æ

è
ç

ö

ø
÷×100% (8)

式中:Pi 为模拟计算值(m3/s);Oi 为实测值(m3/s);
Pi 为模拟平均值(m3/s);Oi 为实测平均值(m3/s);
n为样本总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流域径流曲线数的变化分析

2.1.1 同一植被覆盖下流域径流曲线数随整治比例

的变化 为了研究流域同一植被覆盖条件下的径流

曲线数随整治比例的变化规律,将不同植被覆盖度下

的径流曲线数进行算数平均,点绘其与整治比例的关

系如图2所示。图2表明流域径流曲线数随着整治

比例的增大而减小,与未整治流域相比,整治比例为

20%时的径流曲线数减小了6.77。就分段整治比例

而言,流域径流曲线数的减小速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

的趋势:整治比例由0.5%增大至5%时,流域径流曲

线数的减小速率是最大的,此时整治比例每增大

1%,流域径流曲线数减小0.49;整治比例由15%增

大至20%时,整治比例每增大1%,流域径流曲线数

减小0.10,此时沟道土地整治工程对流域径流曲线数

的影响正逐步减小。

图2 同一覆盖度下流域径流曲线数的变化

2.1.2 不同整治比例和植被覆盖下流域径流曲线数

的变化 不同植被覆盖度条件下,沟道土地整治对流

域径流曲线数的作用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图3为不

同植被覆盖条件下,流域径流曲线数随着整治比例变

化的规律。

图3 不同整治比例和植被覆盖度的流域径流曲线数

由图3可知,各植被覆盖条件下流域径流曲线数

均随着整治比例的增大而减小。植被覆盖度为0%
时,整治比例每增大1%,流域径流曲线数减小0.20。
植被覆盖度为25%,50%,75%以及90%时,该值分

别为0.29,0.46,0.42,0.31。在植被覆盖度增大的过

程中,沟道土地整治对流域径流曲线数的影响先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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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减小,在植被覆盖度为50%时,沟道土地整治实施

后流域径流曲线数的减小速率最大,可见并不是植被

覆盖度愈大减水效果就愈好,水保措施之间的最佳配

置方式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2.2 沟道土地整治区域径流曲线数的变化分析

为探究植被覆盖度对沟道土地整治区域径流曲

线数的影响,根据产流结果与每场试验中草地和沟道

土地整治区域的面积占比,试算得各植被覆盖条件下

二者的径流曲线数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在同一

植被覆盖度下,草地的径流曲线数始终大于沟道土地

整治区域。为了研究径流曲线数与植被覆盖度之间

的关系,对径流曲线数与植被覆盖度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见图4。R2 分别为0.93和0.96,二者呈显著的

线性关系,沟道土地整治区域与草地的径流曲线数均

随着植被覆盖度的增大呈线性减小趋势,植被覆盖度

每增大1%,沟道土地整治区域的径流曲线数减小

0.22,草地的径流曲线数减小0.23。

2.3 岔巴沟流域径流曲线数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径流曲线数的变化规律,构建了岔

巴沟的SWMM 流域模型。选用黄土高原中部子洲

县2017年7月26日的降雨进行模拟。模型需要输

入的参数有径流曲线数、面积、宽度、坡度、不渗透性、
渗透性粗糙系数、渗透性洼地蓄水等。根据前5d的

总降雨量确定流域前期湿润等级为AMCⅡ,水文土

壤类型为B类。岔巴沟各子流域的植被覆盖度为

20%~40%,土地利用类型有林地、草地、耕地、建设

用地以及沟道土地整治区域等。依据实体模型不同

植被覆盖度和整治比例试验结果初步选定沟道土地

整治区域的径流曲线数,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径流曲线

数通过查表获得,面积加权平均可得各子流域的径流

曲线数,模型主要参数的选取详见表2。图5为模拟

和实测流量的对比图。由图5可知,小洪峰峰值的相

对误差为4.02%,峰现时间一致,大洪峰峰值的相对

误差为1.89%,峰现时间相对误差为4.17%,NSC为

0.85,流量计算满足精度要求。

图4 沟道土地整治区域和草地的径流曲线数

表2 模型主要参数取值

子流域编号 面积/hm2 宽度/m 整治比例/% 不渗透性/% 渗透性洼地蓄水/mm CN值

1 2249 4166 0.07 0.23 30 72.78
2 2092 2234 0.12 0.69 30 69.99
3 5563 3039 0.40 0.25 30 72.79
4 1749 1775 0.00 1.53 36 70.08
5 3605 7282 3.10 2.28 36 68.41
6 2023 4050 2.40 5.76 36 68.86
7 5215 11239 2.80 1.34 45 69.49
8 1670 4278 1.29 5.86 45 69.20
9 137 2284 7.77 1.46 45 66.98

图5 实测流量与模拟流量的对比

  将各子流域的整治比例与径流曲线数点绘于图

6。由图6可知,子流域径流曲线数基本随着整治比

例的增大呈减小趋势,但图6中也有一些值不符合上

述规律,其原因是子流域径流曲线数受到多种土地利

用类型的影响,如梯田、建设用地等。总体来说数学

模型验证结果较好,可见实体比尺模拟研究获得的径

流曲线数规律可用于岔巴沟流域洪水计算。

3 讨 论

3.1 沟道土地整治对径流曲线数的影响

流域的径流曲线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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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植被覆盖条件以及土地利用类型等因素。本研究

结果表明沟道土地整治后流域的径流曲线数减小,究
其原因为:①沟道土地整治使得沟道局部坡度减小,
这使得单位面积的实际承雨量变大,势能差减小,坡
面水流流速降低,降雨入渗量会有所增加;②沟道土

地整治工程的新增土地来源于削坡土壤,压实标准和

土体密实度低、孔隙率大、连通性强,更有利于降雨入

渗。本研究试验得裸坡条件下沟道土地整治区域的

径流曲线数为53,通过娄现勇以及孙彭成等[5-6]所做

的室内水槽人工降雨试验数据反算得裸坡条件下沟

道土地整治区域的径流曲线数分别为77.04和58.54,
本文结果与后者较为相近,与前者差距较大的原因是

该研究虽在土槽中间添加PVC挡板为模拟坝体,但
坝体数量并未随整治比例的增大而增加,这与实际流

域有一定出入,而孙彭成等人的试验中在k 为30%
和60%时分别为主沟道设置一个和两个田坎,相比

之下更好地还原了沟道土地整治流域的工程布设。
除沟道土地整治外,流域治理还包括鱼鳞坑、水平沟

以及反坡梯田等造林整地工程,但整地后流域CN值

的研究仍比较少见。

图6 子流域径流曲线数与整治比例的关系

3.2 水土保持工程的合理配置

本文研究表明植被覆盖度为50%时,沟道土地

整治后径流曲线数的减小速率是最大的,这表明流域

前期植被覆盖度对沟道土地整治工程的减流效果影

响显著。冯憬等[19]对陇中地区径流小区实测数据的

分析结果也表明径流曲线数与植被覆盖度呈负相关

关系。Katrien等[20]通过分析埃塞俄比亚不同植被

恢复阶段坡地的径流曲线数,提出了两种植被覆盖度

和径流曲线数的回归函数关系,径流曲线数均随着植

被覆盖度的增大而减小。以上研究均表明植被覆盖

对径流曲线数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因此沟道土地整

治工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不同流域现有植被覆盖情

况的影响,但目前国内对植被覆盖度与径流曲线数的

关系研究仍较少。此外,流域植被覆盖度和沟道土地

整治比例的最佳配置不能以减流作为单一工程效益

目标,还应考虑到泥沙治理、农作物灌溉需求、林草存

活率以及流域污染治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同时,水土

保持工程的效益也会因各个流域不同的水文、地形地

质、气象条件等而发生变化。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

要加强对流域水土保持工程最优配置及效益评价的

研究,为提高研究效率,可考虑借助数学模型进行多

情景研究。

4 结 论

(1)同一植被覆盖度下,流域径流曲线数随着整

治比例的增大而减小。与未整治流域相比,整治比例

为20%时的流域径流曲线数减小了6.77。就分段整

治比例而言,随着整治比例的增大,流域径流曲线数

的减小速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整治比例由

0.5%增大至5%时,流域径流曲线数的减小速率

最大。
(2)不同植被覆盖度下,沟道土地整治对流域径

流曲线数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不同植被覆盖度下

流域径流曲线数均随着整治比例的增大而减小,植被

覆盖度为50%时沟道土地整治后流域径流曲线数的

减小速率最大。
(3)植被覆盖度对沟道土地整治区域的径流曲

线数影响显著。同一沟道土地整治比例下径流曲线

数随着植被覆盖度的增大呈线性减小趋势,植被覆盖

度每增大1%,沟道土地整治区域的径流曲线数减小

0.22,该规律在数学模型中应用结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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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条件下灌木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模拟试验

祁玉超1,2,兰惠娟1,2,王道杰1,何松膛1,2,
方迎潮3,陈文乐3,赵 鹏1,2,裴曾莉1,2,田 雨4

(1.中国科学院、水利部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610041;2.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100049;3.国家管网集团西南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成都610041;4.四川省富顺县城关中学,四川 自贡643200)

摘 要:[目的]研究暴雨条件下不同灌木种植模式对不同坡度边坡的固坡效应,探索灌木固坡发挥效用

的临界坡度,为生态工程措施在山地灾害防治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制作灌木模型开展室

内降雨试验,探究4种坡度(20°,35°,50°,60°)条件下4种灌木种植模式(稀植、适中种植、密植、裸坡)对边

坡稳定性的影响,并利用考虑灌木自重和根系牵引力影响下的修正公式计算边坡安全系数(Fs)。[结果]

①20°和35°的灌木边坡发生沟蚀破坏,与种植模式无关;裸坡、50°灌木边坡和60°稀植、密植灌木边坡发生

渐进式破坏;60°适中种植灌木边坡发生整体滑移式破坏。②在20°和35°边坡上种植灌木能够在降雨过程

中有效增强边坡的稳定性,减少4%~70%坍塌量;在50°和60°边坡上种植灌木不仅会降低边坡的稳定性,

还会增加10%~33%的坍塌量。[结论]灌木固坡不能简单归结为有效或者无效,和坡体的坡度密切相关,

因此要注意不同坡度上种植方式的选择。

关键词:滑坡治理;生态措施;模型试验;人造根;灌木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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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atedExperimentonEffectsofShrubon
SlopeStabilityUnderRainstormCondition

QiYuchao1,2,LanHuijuan1,2,WangDaojie1,HeSongtang1,2,

FangYingchao3,ChenWenle3,ZhaoPeng1,2,PeiZenli1,2,TianYu4

(1.KeyLaboratoryofMountainHazardsandEarthSurfaceProcess,Instituteof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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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Sichuan610041,China;4.SichuanProvinceFushunChengguanMiddleSchool,Zigong,Sichuan6432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differentshrubplantingpatternsonslopestabilitywithdifferentslope
degreesunderrainstormconditionwerestudiedtoexplorethecriticalslopedegreesforshrubstostabilize
slopes,and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scientificbiologicalengineeringtomanagemountaindisasters.
[Methods]Indoorrainfallexperimentswerecarriedoutbymakingshrubmodelstoexploretheimpactof
fourshrubplantingmodes(sparseplanting,moderateplanting,denseplanting,bareslope)onslopestability
onslopeswithdifferentslopedegrees(20°,35°,50°,60°).Theslopesafetyfactor(Fs)wascalculatedby
usingacorrectionformulaconsideringtheinfluenceofshrubweightandroottraction.[Results]① Gully
erosionoccurredonshrubslopesat20°and35°,whichwasindependentoftheplantingmode;Onbare



slopes,50°shrubslopes,and60°sparselyanddenselyplantedshrubslopes,thedamageoccurredprogressively;

Overallslippingfailureoccurredonmoderatelyplantedshrubslopesof60°.② Plantingshrubsongentle
slopesof20°and35°couldeffectivelyenhancethestabilityoftheslopeduringrainfallandreducetheamount
ofcollapseby4%to70%;Plantingshrubsonsteepslopesof50°and60°couldnotonlydecreasethestability
oftheslope,butalsoincreasetheamountofcollapseby10%to33%.[Conclusion]Slopestabilizationby
shrubscannotbesimplyattributedtoeffectiveorineffective,itiscloselyrelatedtotheslopegradient,so
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choiceofplantingmethodsondifferentslopes.
Keywords:landslidecontrol;ecologicalmeasures;modelexperimental;artificialroots;shrubplantingpatterns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现象

增多,使得地形条件复杂的西南山区滑坡、泥石流等

灾害愈发严重[1]。目前山地灾害的治理措施主要是

岩土工程措施和生物工程措施[2],但由于岩土工程

措施存在与环境相容性差、设计要求和费用高以及施

工难度大等缺陷[3],随着国际上基于自然手段方案

(naturebasedsolution)的提出[4],生物工程措施作

为预防和缓解山地灾害的重要举措,引起广泛的讨论

与实践应用[5-8]。目前,已经有学者对不同植被泥沙

拦截能力[9]、地表水文效应[10]、固土护坡机制[11]以及

乔木固坡效应等[12]问题进行大量研究,取得显著的

成果。然而涉及到暴雨条件下灌木固坡效应的研究

相对较少[13],尤其是在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山地灾

害频发的西南地区,灌木是否在任何坡度条件下都能

发挥固坡效用,亦或是随着坡度增加需要像乔木一样

考虑其自重[12]对坡体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因此

研究暴雨条件下灌木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对实现生

物工程措施科学合理地防灾减灾具有重要理论和实

践意义。本文选取都江堰市银洞子实际滑坡堆积体

物质,通过开展室内人工降雨试验,利用自行设计的

灌木植物模型研究4种坡度(20°,35°,50°,65°)和4
种种植模式(密植、适中种植、稀植和裸坡)组合条件

下对暴雨前后边坡稳定性的影响。通过本文系统的

研究,以期为植被在坡面治理中的稳定性定量化分析

提供新思路,同时也为生态工程措施在山地灾害防治

中的应用实践提供科学依据,最终为系统性的提升山

地灾害防控能力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试验土体 花岗岩的全风化土(completely
decomposedgranite,CDG)在中国西南地区广泛分

布[14],而花岗岩山地丘陵地区又是我国滑坡灾害频

发区,因此研究该土体堆砌边坡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

义。研究表明,CDG土体与人造根配合使用时,能较

好地模拟自然界中的“根—土”相互作用[15]。因此,

将采自四川省都江堰市银洞子滑坡堆积体的野外原

状土体进行风干,然后除去2mm以上的土颗粒并掺

入10%粒径小于0.01mm的黏土,制备出粒径级配

和土体强度参数等方面和CDG土体极为相似的试

验土体。本文试验土体和CDG土体物理力学性质

参数详见表1。土体粒径级配累积曲线如图1所示。

表1 试验土体和全风化(CDG)土体物理参数对照

土体物理参数 本文试验用土 CDG土体 单位

重度γt 18.4 20.0 kN/m2

质量含水率 15.0 15.1 %
有效黏聚力c' 15 10 kPa
极限状态摩擦角φc' 37 38 (°)
变形模量E 28 35 MPa

图1 试验土体和全风化(CDG)土体的粒径级配累积曲线

1.1.2 灌木模型设计 马桑(Coriarianepalensis)
作为四川省分布较为广泛的大中型灌木,对土壤条件

要求较低,常作为荒山绿化树种[16]。其典型的横走

型根系(图2)具有较多的水平根和斜出根,在土体中

主要发挥侧向拉伸作用,能有效提高坡体稳定性[11]。
因新鲜的马桑根系易腐烂,且个体差异较大。为提高

试验可控性与可重现性,本文选择聚氨酯实心橡胶圆

棒(长为50mm,直径为3mm)制作出马桑水平根系

相似比为1∶20的人造根(图2)。试验表明该种橡

胶棒的抗拉强度(20.11MPa)与真实的马桑根系[17]

(18.22MPa)较为接近。为考虑灌木自重对边坡稳

定性的影响,结合野外考察的马桑自重,在每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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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捆绑50g的砝码,以模拟灌木的自重荷载。为

更好模拟灌木的横走形根系对土体抗剪强度的增强

作用,在堆砌模型边坡(坡面宽50cm、长80cm,与野

外斜坡原型的相似比约1∶20)时,分层压实,灌木模

型垂直于坡面埋设,且呈“十”字形的水平根系与坡面

平行。

图2 马桑根系和灌木模型

1.2 试验设计

在常规立地分类系统中,坡度等级可分为3类:
缓坡或斜坡(0°~35°)、陡坡(35°~55°)和急坡(55°~
90°),其中30°~50°是滑坡发生的优势坡度[12]。因

此,根据研究区概况与试验目的,本文选择4种具有

代表性坡度(20°,35°,50°,60°)与4种种植模式(表2)
组合,共设计16组模拟降雨试验。

表2 灌木模型边坡参数

边坡类型
模型株
间距/cm

模型行
间距/cm

原型株
间距/m

原型行
间距/m

密 植 10 10 2 2
适中种植 10 20 2 4
稀 植 10 30 2 6
裸 坡 — — — —

在四川中西部地区,易发生滑坡和泥石流的降雨

强度为35~100mm/h[18]。为探究暴雨条件下灌木

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本文选择了116mm/h的降雨

强度(特大暴雨),利用人工降雨装置诱导模型边坡破

坏,试验装置为NortonVeeJet80100型喷嘴式人工

模拟降雨机(包括人工降雨设备、边坡模型槽和参数

测量系统),终止试验的时间为土坡不再发生进一步

失稳破坏为止(约30min)。

1.3 边坡安全系数修正公式

前人[19]的研究表明,莫尔—库伦强度理论同样

适用于植物根系加筋土。与裸坡相比,灌木边坡还应

考虑灌木水平根系对土体的侧向拉力引起的土体抗

剪强度增量以及因砝码而增加的竖直向下的重力。
根据灌木边坡条块受力情况,结合Lan等[12]在

边坡滑动性风险计算中对瑞典条分法计算公式的改

进,得到灌木边坡安全系数修正公式为:

  Fs=
∑(cili+Gicosθitanφi)
∑(Gi+Gi')sinθi

(1)

式中:Fs为土体滑动面的边坡安全系数;ci为黏聚力

(N);li为第i条滑块的滑动弧面的长度(m);Gi为

土块i 所受竖直向下的重力(N);Gi'为增加的砝

码的重力(N);θi 为第i条滑块与竖直方向的夹角

(°);φi 为内摩擦角(°);i为土条的编号(取值范围为

1~16)。

1.4 数据处理

采用OriginPro,Excel软件进行试验数据分析和

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坡度条件下种植模式对边坡破坏模式的影响

2.1.1 沟蚀破坏 20°和35°的灌木边坡,无论种植密

度如何,在暴雨情况下均呈现出沟蚀破坏现象。比较

典型的是20°适中种植灌木边坡(图3)。在降雨开始

650s后坡脚开始出现细沟,随着时间的推移,细沟不

断扩大,逐渐向上延伸发展至与附近细沟相连,在

998s时形成图3所示的冲沟。随后冲沟在雨水的冲

刷下不断加深,被雨水冲刷下来的固体物质堆积在坡

脚,直至降雨结束。整个过程中灌木仅倒塌、歪斜并

没有出现滑落的现象。同时,对比边坡破坏进程发

现,各组边坡冲沟出现的位置都大致相同,只是出现

时间的前后有差别,35°边坡比20°边坡首次出现冲沟

的时间早172~242s。另外,对比同种坡度下不同植

物种植模式发现,灌木种植密度对冲沟的出现时间影

响不大,但是会影响冲沟的深度和数量。种植越密集

冲沟数量越少,冲沟深度越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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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降雨历时(T)沟蚀破坏模式的边坡破坏过程

2.1.2 渐进式破坏 裸坡、50°灌木边坡和60°稀植、
密植灌木边坡呈现出渐进式破坏现象。比较典型的

是50°裸坡(图4),经过一段时间的雨水入渗后,在

625s时坡体前缘出现裂缝,并且有土块不断滑落。
随后裂缝逐渐扩张,破坏区边缘层层剥落,导致破坏

区域不断扩大,在946s时坡面上方也开始出现新的

裂缝。最终使得破坏面贯通,产生更大规模的破坏。
进一步对比边坡破坏进程发现,裸坡出现裂缝的时间

随坡度的增加而不同程度的加快,20°,35°,50°和60°

的裸坡上开始出现裂缝的时间分别为802,580,114
和107s;在同种坡度下,种植灌木的边坡比裸坡出现

裂缝的时间晚124~370s,但灌木种植密度对边坡出

现裂缝的时间却影响不大。试验结束后,裸坡的最终

破坏面积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增大,20°,35°,50°和60°裸
坡的最终破坏面积分别为143,231,3802,4000cm2。
进一步对比灌木边坡和裸坡发现,种植灌木的边坡比

同坡度的裸坡的破坏面积更大,并且灌木种植越密集

最终破坏面积越大。

图4 不同降雨历时(T)渐进式破坏模式的边坡破坏过程

2.1.3 整体滑移式破坏 整体滑移式破坏出现在60°
适中种植灌木的边坡(图5)。具体破坏过程为:在降

雨初期,坡面产生较清澈的径流,但没有发生任何破

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484s时坡面下方开始出现

裂缝,并伴随有土块滑落。土块滑落后,该位置形成

含沙量较大的径流,坡脚开始出现泥沙堆积。在544s
时整个坡体开始缓慢的向下滑移,并全程伴有土块滑

落。边坡在962s后停止滑移,但仍有部分土块跟随

着灌木一起滑落直至降雨结束,试验结束后测得该边

坡坡度由60°降为31.9°~37.2°。出现这一现象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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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在灌木较密集的横走型根系对浅层土体产生横

向拉力,两者结合形成一个具有更强的抗拉裂能力的

整体,因此在降雨入渗过程中坡面并没有出现大面积

破坏。但灌木的根系较浅,随着雨水继续入渗,土体

含水量的增加导致土壤被软化,土体抗剪强度不断降

低[20],在陡坡深处形成了新的不稳定滑动面[21],进而

发生整体滑移式破坏。当土体下滑到土颗粒天然休

止角(33°~37°)时,达到新的稳定状态,但坡面在雨水

和径流的冲蚀下仍会继续破坏,表现为土块滑落、形
成冲沟等,该过程会持续至降雨结束。

图5 不同降雨历时(T)整体滑移式的破坏模式破坏过程

2.2 不同种植模式对边坡坍塌量的影响

坍塌量是衡量滑坡事故危害程度的重要参数,试
验发现不同条件下(坡度和种植模式)的边坡坍塌量

具有显著差异。降雨结束后,根据模型槽上的刻度

尺、网格纸等计算出各边坡的坍塌量,结果详见表3。
由表3分析可知,坡度对各边坡坍塌量的影响最为显

著,大坡度边坡的坍塌量总是大于小坡度边坡的坍塌

量。而在同种坡度下,灌木的种植与否对边坡坍塌量

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20°和35°灌木边坡比同坡度

裸坡的坍塌量少4%~70%,平均减少19.96%,50°和

60°灌木边坡比同坡度裸坡的坍塌量多10%~33%,
平均增加22.17%。这表明在缓坡上种植灌木不但能

够提高表层土壤的抗剪强度[22-23],并且能够增强缓坡

的抗侵蚀能力,减少坍塌量,而在陡坡上种植灌木反

而会增大坍塌量。其原因可能是花岗岩全风化土有

显著的遇水软化效应[24],特别是暴雨条件下加速了

土体被软化的过程,导致灌木根系对土体的加固作用

难以发挥。同时灌木自重产生的附加滑动力会随着

坡度的增加而变大,当灌木根系对边坡的加固效应不

足以抵消灌木自重产生的附加滑动力时,灌木边坡容

易发生更大规模的滑坡、崩塌等灾害[25]。进一步分

析发现,同坡度下稀植的灌木边坡坍塌量低于适中种

植和密植的灌木边坡。其原因可能有3点:①由前

文分析可知,灌木自重存在对边坡稳定的负效应。灌

木种植密度越大,单位面积上灌木自重产生的附加滑

动力就越大,从而更容易造成大规模的坍塌;②灌木

根系对土体的吸力影响范围随着灌木种植间距的增

大而加深[15],过度密植的灌木并不利于边坡的加固;

③过度密集的灌木横走型根系会增加土壤水分入渗,
提高土壤含水量,降低土体强度,加快坡体坍塌速度,
增大坍塌量[26]。

   表3 不同种植模式各坡度边坡坍塌量 10-3m3

坡度 裸坡 稀植 适中种植 密植

20° 0.76 0.23 0.62 0.68

35° 4.08 3.71 3.76 3.91

50° 12.44 14.68 16.48 15.68

60° 25.21 28.58 33.62 27.67

2.3 不同种植模式对边坡安全系数的影响

通过对土体参数的测量和分析,利用修正的边坡

稳定性系数公式计算了不同坡度条件下的坡体稳定

性(图6)。对初始安全系数数值进行分析发现,不论

何种配置模式,坡度越大的边坡安全系数越低。同种

坡度下,裸坡的初始安全系数高于灌木边坡,即在不

考虑植被对土壤团聚体结构的影响和对根土环境的

改变[27],仅从力学角度分析,灌木自重产生的加滑力

大于其根系对边坡产生的加固作用。初始状态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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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安全系数均大于1,根据边坡稳定性的分类[28],
属于稳定边坡。随着时间的推移,边坡安全系数基本

遵循降雨初期不断下降且在降雨中后期趋于稳定的

规律[29-30]。对于20°的边坡,裸坡、稀植和适中种植的

边坡的安全系数近乎在同一时间分别下降了50%,

62%和39%,而密植的边坡的安全系数开始出现下

降趋势晚了70s,并且仅仅下降了4%,这表明20°边
坡中密植灌木边坡的稳定性表现最好。原因可能是

灌木较密集的种植在20°边坡上时,其横走型根系会

与土体结合形成抗拉裂能力和持水能力均更好的整

体,延缓边坡破坏时间的同时增强边坡稳定性,所以

边坡安全系数变化较小。35°和50°的植被边坡安全

系数开始下降的时间比裸坡提前50s到70s。该时

间表示破坏从坡面延伸到内部的速度,这也进一步说

明了灌木的横走型根系会加快土壤水分入渗,降低土

体强度。但是在降雨过程中,35°的裸坡安全系数下

降幅度(61%)比灌木边坡(分别为35%,41%,30%)
大,而50°的裸坡安全系数下降幅度(27%)比灌木边

坡(分别为41%,36%,37%)小。这表明灌木的固坡

效应也存在Riestenberg等 [31]提出的坡度阈值,即只

有当坡体的坡度在灌木起固坡作用的范围区间内,才
能达到固坡效果,否则会增加滑坡灾害发生的几率。

60°边坡在初始就处于极易失稳状态,在降雨开始后,
四组边坡的安全系数很快降至临界安全系数之下,即
发生了失稳[28]。另外由于60°适中种植灌木的边坡

发生了整体滑移式破坏,预先埋设的传感器在降雨后

期被冲出土体,因此安全系数变化曲线出现异常波

动,属正常现象。

图6 不同坡度边坡安全系数随时间变化曲线

3 讨 论

本文通过16组室内模型边坡上的人工降雨试

验,研究了不同灌木种植模式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得出灌木对边坡的稳定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首先,灌木根系能够通过根—土间的摩擦力将

土体剪应力转化对根系的拉力,从而提高坡体的抗剪

强度[11]。同时灌木自重平行坡面方向的分力会产生

一个“加滑力”,坡度越大,自重产生的附加滑动力的

越大。另外,灌木对边坡的水力特性(土体持水能力

以及渗透系数)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15]。花岗岩全

风化土是一种非饱和土,具有良好的持水能力[32],因
此滑坡的发生往往滞后于降雨,种植灌木能够有效加

强这一特性,试验中种植有灌木的边坡产生细沟和裂

缝的时间均晚于裸坡。同时灌木的根系扩大的土壤

孔隙能够提高雨水的入渗能力[33],因此灌木的种植

密度并不是越大越好。总之,在讨论灌木的固坡效应

时,应重点关注坡度的大小,不可将不同坡度的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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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而论;同时也应考虑灌木对边坡水土保持效益的

整体作用,根据实际需求布置灌木种植密度。
在治理山地灾害的实际过程中,灌木通常不是单

独种植的,而是与乔木、草本植物等搭配种植。对比

灌木和乔木[12]的固坡机制,灌木的横走型根系主要

对土体产生牵引作用而乔木的垂直型根系主要发挥

机械锚固作用。尽管灌木和乔木的根系形态和固坡

机制不同,但对缓坡均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功效[11],
且两者的固坡效应均存在固坡阈值。但由于试验的

局限性和现实差异,只能推测坡度阈值的范围,无法

得到坡度阈值的确切值。
综上所述,在35°以下的边坡上,建议将乔木和灌

木合理搭配种植,可以起到促进泥沙拦截、防止泥沙

迁移的水土保持功效。但并不是种植的越密越好,在
实际工程中,缓坡上可根据美学价值、经济价值和其

他指标灵活配置种植密度。在50°以上的边坡上不推

荐种植乔木和灌木,但在景观要求较高的区域,可以

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减轻植被重量来保持边坡的稳定

性,例如使用播撒草种来代替种植灌木[34]。另外,可
以将植被措施与岩土措施搭配使用,更加有效的预防

和控制陡坡失稳[35]。
当前,绿色减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科学

合理的利用生态工程治理滑坡等山地灾害成为保障

山区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的重要议题。但由于试验条件的局限性,采用的

人造根模型在构型、根表面粗糙度等方面与真实根存

在一定差别[36],而且本次试验中并没有考虑真实植

被在降雨过程中树冠保留雨水,减轻降雨强度的作

用[37-38],无法准确还原真实植被在边坡上生长对局地

水循环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过程[5]。因此在今后

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创新研究方法及改进试验器材,
优化试验方案,以期获得更加全面的边坡稳定性综合

评价。

4 结 论

(1)灌木边坡在暴雨条件下的破坏模式可大致

分为3种:20°和35°灌木边坡发生沟蚀破坏,且与种

植密度无关;裸坡、50°灌木边坡和60°稀植、密植灌木

边坡发生渐进式破坏;60°灌木适中种植的边坡发生

整体滑移式破坏。
(2)在35°以下的边坡上种植灌木能够增强抗侵

蚀能力,减少坍塌量;在50°以上边坡上种植灌木则会

增大坍塌量。
(3)综上所述,对于易发生滑坡的花岗岩山地丘

陵地区,在35°以下的边坡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乔木、灌

木搭配种植;不建议在50°以上的边坡以种植高密度

灌木的方式加固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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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侵蚀劣地不同种植年限果园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

林 哲1,黄智刚1,2,邓羽松3,黄婉霞3,蒋代华1,王 玲4

(1.广西大学 农学院,广西 南宁530004;2.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北京100081;3.广西大学 林学院,南宁530004;4华中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目的]对花岗岩侵蚀劣地不同种植年限果园土壤团聚体稳定性进行研究,为南方花岗岩丘陵区

侵蚀劣地的综合治理工作提供科学参考。[方法]以桂东南花岗岩丘陵区柑橘园土壤为研究对象,运用Le

Bissonnais(LB)法测定了侵蚀区不同种植年限(0,3,7,12,16,21a)果园土壤团聚体组成及其稳定性,探究

团聚体稳定性随种植年限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①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土壤通透性改善,阳

离子交换量、有机碳含量提高,细颗粒物质含量上升,土壤质地由砂质土逐步向壤质土转化。②在LB法3
种处理下,>0.25mm粒径的团聚体质量百分数均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而增加,到21a时均达到了65.68%
以上,较对照(0a)增加9.18%,土壤团聚度升高。③土壤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MWD)随着种植年限延长

显著提高,且相对消散指数(RSI),机械破碎指数(RMI)及可蚀性因子 K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表明团

聚体稳定性得到提高。④团聚体 MWD与土壤有机碳含量、黏粒含量为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阳离子交换

显著正相关,与砂粒含量极显著负相关,表明土壤中有机碳、黏粒以及阳离子交换量的提高均可以显著提

高团聚体稳定性;有机碳含量是影响团聚体稳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削坡开梯开垦柑橘园可以有

效治理侵蚀劣地,且随着开垦年限的增加,土壤的结构趋于稳定,团聚体稳定性提高,土壤质量改善。

关键词:种植年限;团聚体稳定性;LeBissonnais法;通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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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ofSoilAggregateinOrchardswithDifferentPlanting
YearsinGraniteErodedPoorArea

LinZhe1,HuangZhigang1,2,DengYusong3,HuangWanxia3,JiangDaihua1,WangLing4

(1.CollegeofAgriculture,GuangxiUniversity,Nanning,Guangxi530004,China;

2.InstituteofEnviron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inAgriculture,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100081,China;3.CollegeofForestry,GuangxiUniversity,Nanning,Guangxi530004,

China;4.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stabilityofsoilaggregateinorchardwithdifferentplantingyearsingraniteeroded
poorlandwasstudiedtoprovidescientificreferenceforcomprehensivemanagementoferodedpoorlandin
granitehillyareaofSouthChina.[Methods]Thecompositionandstabilityofsoilaggregateinorchardswith
differentplantingyears(0,3,7,12,16,21years)inerodedareaweredeterminedbyusingLebissonnais
(LB)methodingranitehillyareaofSoutheastGuangxiZhuangAutonomousRegion,andtoexplorethe
variationtrendofsoilaggregatestabilitywithplantingyearsanditsinfluencingfactors.[Result]① Withthe
increaseofplantingyears,soilpermeabilitywasimproved,cationexchangecontent,organiccarboncontent
andfineparticulatemattercontentincreased,andthesoiltexturegraduallytransformedfromsandysoilto



loamsoil.② UnderthreedifferentLBmethods,thesoilaggregatemasspercentageof>0.25mmsize
increasedwiththeprolongationofplantingyears,reachedmorethan65.68%at21years,whichwas9.18%
higherthanthatofcontrol.③ Themeanweightdiameter(WMD)ofsoilaggregateincreasedsignificantly
withtheprolongationoftheplantingyears.AndtheRSI,RMI,andkvaluesalldecreasedtodifferent
degrees,meaningthattheaggregatestabilitywasimproved.④ TheMWDwasextremelysignificantlypositively
relatedtosoilorganiccarboncontentandclaycontent.Cationexchangecontentwassignificantlypositively
relatedtoMWD,andsandcontentwasextremelysignificantlynegativelycorrelated.Thisshowedthatthe
increaseoforganiccarbon,clayandcationexchangecontentcouldsignificantlyimprovethesoilaggregate
stability.Thecontentoforganiccarbonwasthemainfactoraffectingthestabilityofaggregates.[Conclusion]

Cuttingslopetoformcitrusorchardcaneffectivelycontrolerodedpoorland,andwiththeprolongationof
reclamationyears,thesoilstructuretendstobestable,andthentheaggregatestabilityandthesoilquality
areimproved.
Keywords:plantingyears;soilaggregatestability;LeBissonnais;pathanalysis

  团聚体是土壤结构的基本单位,其含量和稳定性

不仅作为评价土壤抗蚀性的重要指标,而且能反映土

壤的结构性质,影响土壤质量[1]。由土壤侵蚀而形成

的大面积贫瘠化且难以利用的土地,被称为侵蚀劣

地[2]。研究[4]表明,侵蚀劣地的土壤团聚体不断退

化,团聚状况和团聚度变低,大团聚体数量剧减[3]。
而侵蚀劣地的治理关键在于提高土壤团聚体稳定性,
改良土壤肥力,降低可蚀性。Rabbi等[5]提出,使团

聚体粘结在一起的碳源主要来自于土壤有机质的分

解,促进了水稳性团聚体的形成。随着土壤的熟化进

程,土壤中团聚体数量及稳定性均会提高。不同地区

探索将水土流失工程治理与农业措施相结合的模式,
即通过种植经济作物来改善土壤的状况[6]。但根据

裴中健等[7]对栽培作物的相关研究,在栽培初期土壤

中的有机质并未对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和稳定性有帮

助,>0.25mm的团聚体数量较低,土壤整体稳定性

也较差;而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0.25mm团聚体

的数量及稳定性明显提高。而成艳红等[8]的研究则

表明,作物种植能增加大团聚体的含量以及降低土壤

对其的破坏率,且年限越长效果越突出。同时有研

究[9-10]表明,过长的种植年限不利于土壤团聚的稳定

性。虽然研究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但均说明栽培作

物可以改善土壤结构,且受种植年限的影响。He
等[11]提出了在土地恢复中应根据植物对土壤的保护

能力来合理选择所需植物。Liu等[12]开展了对不同

肥力下果园、旱地、水稻土以及草地土壤状况的研究,
结果显示果园土壤中不同粒级团聚体有机碳显著高

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Liu等[13]通过对比农田和果

园土壤状况得出结论,果园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和有机

碳含量均高于农田。除此之外,Spohn等[14]进一步

发现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后,土壤水稳性团聚体以及有

机碳等会以不同的速率随之变化,然后达到新的

平衡。
桂东南地区分布着大量的花岗岩,花岗岩发育的

丘陵区是面蚀、沟蚀及崩岗侵蚀发生的主要区域,水
土流失严重,产生大面积侵蚀区[15]。坡改梯是治理

侵蚀劣地一项重要有效的措施,在闽南土壤侵蚀区早

已开始实行[16]。众多试验亦证明该措施可以改进土

壤理化性状,有效提高水土保持效应,适合在我国南

方的红壤坡地大力推广[17]。王书玲[18]进一步研究

发现,削坡开梯不仅可以保水保土保肥,而且土壤结

构随种植年限的延长不断改善,土壤综合肥力质量评

价显著高于未进行坡改梯的侵蚀劣地;对比整治品种

结果表明,柑橘是一种适应侵蚀劣地的品种,整治效

果较优。邓羽松等[19]同样证实在崩岗削坡开梯种植

柑橘后,土壤结构随着种植年限延长得到有效改善。
开垦柑橘园治理侵蚀劣地是一种将生态和经济相结

合的治理模式,对地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选
取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侵蚀劣地上不同种植

年限的柑橘园土壤为研究对象,基于LeBissonnais
(LB)法探究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状况,分析土壤的抗

蚀性指标,结合研究土壤各理化性质,揭示土壤团聚

体组成及稳定性随种植年限的变化规律及其主要影

响因素,以期为南方花岗岩丘陵区侵蚀劣地的综合治

理提供参考。

1 材料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地处

浔江南岸(111°25'—111°40'E,23°26'—24°10'N),属
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热同季。年均气温

21.2℃,年无霜期323d,年均降雨量1520mm,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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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达到80%,年均日照时数1815.2h。研究

区是典型的花岗岩发育区,主要土壤类型为赤红壤。
由于雨量充沛以及花岗岩的母质特征,土层深厚、疏
松的红壤极易被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土壤侵蚀严

重,是崩岗发育的集中区域,产生大面积侵蚀劣地。
该区农业种植主要以柑橘、蔬菜和水稻为主,其中柑橘

为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优势植被为松科(Pinaceae)、
樟科(Lauraceae)等乔木,桃金娘(Rhodomyrtusto-
mentosa)、盐肤木(Rhuschinensis)、柃木(Euryaja-
ponica)等 灌 木,以 及 铁 芒 萁 (Dicranopterislin-
earis)、野古草(Arundinellaanomala)等草本[20]。

1.2 样品采集

于2018年3月分别选择在侵蚀劣地上开垦的不

同年限(0,3,7,12,16,21a)的柑橘园作为典型样地,
其中0a为新开垦的柑橘园。所选柑橘园地形地貌、
土壤类型、果树品种、使用背景及采取的农业措施基本

一致。具体选择3个有代表性的样地(5m×5m),样
地内柑橘长势良好,无明显其他干扰,为防止边界效

应,样方之间距离超过50m。清除地表杂物后,在每

个样地按照S形样线采集土层深度为0—20cm 及

20—40cm的原状土带回室内,期间尽量保持原状土

结构,带回室内后将同一土层的土样混合在一起后采

用四分法取混合样。待土样进行自然风干后,剔除石

子和植物根系等杂质待测。用环刀采集不同土层的

土样测定土壤容重及孔隙度等。

1.3 测定方法

土壤理化性质按照常规方法测定。pH 值采用

电位计法测定;容重及孔隙度采用环刀法测定[21];有
机碳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定;土壤机械组成

采用吸管法测定;阳离子交换量采用乙酸铵交换法测

定。运用干筛法选取3~5mm团聚体,于40℃烘箱

内烘24h,将初始含水量统一。运用LB的3种处理

方法来模拟不同湿润条件(暴雨、小雨、机械扰动)对
土壤团聚体的破坏机理,分别是快速湿润(FW)、慢
速湿润(SW)、预湿后扰动(WS),然后将上述3种处

理后的团聚体洗入已浸泡在乙醇中的套筛内(筛孔从

大到小依次为2,1,0.5,0.2,0.1mm),过筛后将各

筛上的团聚体收集并于40℃烘干48h后,称量,精
确至0.0001g,具体操作见文献[22]。

1.4 数据处理

(1)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MWD,mm)。计算

公式为:

     MWD=∑
n

i=1
XiWi (1)

式中:Xi为每个粒级下的团聚体平均直径(mm);Wi

为每个粒级下的团聚体质量百分比。
(2)相对消散指数RSI及相对机械破碎指数RMI:

  RSI=
MWDSW-MWDFW

MWDSW
(2)

  RMI=
MWDSW-MWDWS

MWDSW
(3)

式中:MWDFW,MWDWS,MWDSW 分别为3种处理

〔快速 湿 润(FW)、慢 速 湿 润(SW)、预 湿 后 扰 动

(WS)〕的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
(3)可蚀性因子K 值(只考虑几何粒径):

K=7.954{0.0017+0.0494exp

〔-
1
2
lg(GMD)+1.675

0.6986
æ

è
ç

ö

ø
÷

2

〕} (4)

  GMD=exp〔∑XiWi/m〕
式中:GMD表示土壤团聚体几何平均直径(mm);

Xi为每个粒级下的团聚体平均直径(mm);Wi为对

应Xi的土壤团聚体占总团聚体的百分含量;m 为样

本总重量(g)。

1.5 数据分析

数据的整理和作图用Excel2010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用IBMSPSSStatistics22.0软件进行,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最小差异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LSD,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植年限土壤的理化性质

不同种植年限土壤基本的物理化学性质详见表

1。由表1可得,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容重降低,孔
隙状况得到改善,表现为总孔隙度及非毛管孔隙度增

加,土壤通透性提高。pH 未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
在0—20cm土层的变化范围为4.49~4.66,在20—

40cm则为4.48~4.62。随种植年限延长,阳离子交

换量及有机碳含量显著提高,这说明土壤的保肥供肥

能力和缓冲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种植0a的土

壤主要以砂粒和粉粒为主,砂粒所占比例35.56%~
36.20%,粉粒所占比例35.72%~39.42%,黏粒仅为

25.03%~28.08%,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砂粒和粉

粒所占比例降低,黏粒所占比例提高,21a时黏粒所

占比例达到最高,为30.41%~34.95%,此时砂粒、粉
粒所占比例分别降至31.26%~33.87%,33.79%~
35.72%,明显看出砂粒的降低幅度更大,这说明土壤

质地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由砂质土向壤质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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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种植年限土壤基本的物理化学性质

年份/
a

土层/
cm

有机碳/
(g·kg-1)

阳离子交换量/
(cmol·kg-1) pH值

土粒密度/
(g·cm-3)

容重/
(g·cm-3)

总孔隙/
%

毛管
孔隙度/%

非毛管
孔隙度/%

黏粒/
%

粉粒/
%

砂粒
/%

0
0—20 2.30±0.08e 7.30±0.21e 4.56±0.06abc 2.66±0.03a 1.24±0.05a 53.53±2.26b 42.50±0.74a 11.03±3.00a 25.03±1.45d 39.42±2.64a 35.56±1.20a

20—40 2.82±0.57c 6.77±0.16c 4.54±0.01b 2.68±0.01ab 1.29±0.04a 52.00±1.36a 43.20±1.99a 8.80±0.63b 28.08±2.47a 35.72±2.42a 36.20±0.06a

3
0—20 6.07±0.89d 7.92±0.19de 4.63±0.04ab 2.65±0.01a 1.20±0.03ab 54.73±0.97ab 41.81±1.85a 12.92±0.88a 25.99±3.21cd 37.99±2.73a 36.02±0.48a

20—40 4.24±1.07c 5.03±0.53e 4.58±0.03ab 2.70±0.02a 1.25±0.03a 53.58±1.49a 45.59±2.28a 7.99±0.78b 27.04±0.71a 37.59±2.22a 35.38±2.93a

7
0—20 10.26±1.27c 9.15±0.71cd 4.53±0.01bc 2.64±0.05ab 1.19±0.01ab 54.98±0.52ab 42.01±1.61a 12.97±1.09a 29.37±0.71bcd 36.42±2.84a 34.21±3.55ab

20—40 6.76±1.10b 5.88±0.21d 4.48±0.03c 2.62±0.01b 1.23±0.02a 53.14±0.68a 44.66±2.03a 8.49±1.35b 28.16±1.05a 36.75±1.87a 35.10±0.83a

12
0—20 16.63±0.47b 9.90±0.42c 4.66±0.06a 2.61±0.01ab 1.15±0.02b 56.06±0.62ab 40.81±2.58a 15.25±1.97a 30.34±1.85abc 36.69±1.22a 32.99±0.63abc

20—40 8.37±0.25b 7.67±0.19b 4.62±0.01a 2.65±0.03ab 1.21±0.02a 54.49±1.20a 45.78±1.22a 8.72±0.02b 29.15±0.29a 36.67±1.82a 34.20±1.53a

16
0—20 17.67±1.32b 12.01±0.18b 4.53±0.03bc 2.56±0.04b 1.16±0.03ab 54.74±0.25ab 38.78±0.97a 15.97±0.71a 32.26±0.14ab 37.69±1.00a 30.05±0.85c

20—40 10.65±0.06a 7.98±0.25b 4.55±0.01b 2.63±0.04b 1.22±0.04a 53.64±1.80a 43.11±0.22a 10.54±2.02ab 28.81±2.18a 37.19±0.35a 34.01±2.53a

21
0—20 21.39±0.55a 16.22±1.32a 4.49±0.04c 2.62±0.03ab 1.14±0.04b 56.63±0.78a 41.87±3.15a 14.76±3.93a 34.96±1.90a 33.79±1.80a 31.26±0.11bc

20—40 11.15±0.22a 9.09±0.41a 4.62±0.01a 2.66±0.01ab 1.25±0.08a 53.07±2.81a 40.68±2.97a 12.39±0.16a 30.42±0.94a 35.72±0.88a 33.87±1.82a

  注: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种植年限间土壤理化性质的差异显著性(p<0.05)。

2.2 种植年限对土壤团聚体粒径分布特征的影响

据土壤物理学原理,团聚体崩解主要是由于消

散、膨胀和机械扰动造成的,这分别对应了LB法的

FW,SW以及 WS这3种处理。结合图1—3看出,不
同土层间的水稳性团聚体粒径分布并未体现出较大

差异。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3种处理下大粒径的团

聚体质量分数均得到提高。其中FW 处理下,优势团

聚体由0.5~0.2mm团聚体转变为以>2mm团聚

体,21a时>0.25mm的团聚体质量分数较0a提高了

19.05%。WS处理下,主要体现为0.5~0.2mm团聚体

逐渐团聚为>2mm的大团聚体,21a时>0.25mm
团聚体质量百分数较0a提高了9.18%。SW 处理

下,21a时>0.25mm团聚体质量百分数较0a提高

了9.40%。

图1 快速湿润(FW)处理下不同种植年限土壤团聚体粒径分布

2.3 种植年限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特征的影响

MWD是评价团聚体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MWD值越大表示土壤团聚体的聚集程度越大,土壤

稳定性越好。由图4可知,3种不同处理的 MWD值

在不同种植年限下差异显著。其中,FW 处理下不同

种植年限间的 MWD差异最为显著,其次是 WS处

理,差异最小的是SW 处理。除FW 处理下7,12,

16a时0—20cm土层 MWD值显著高于20—40cm
外,其余各处理的土层间 MWD均无显著性差异。随

着种植年限的延长而MWD不断增加,在21a时达到

最大,较之0a,MWDFW增加了152.38%,MWDWS增
加了58.17%,MWDSW增加了41.27%。这表明随着

种植年限的延长,团聚体稳定性显著提升。

图2 预湿后扰动(WS)处理下不同种植年限土壤团聚体粒径分布

图3 慢速湿润(SW)处理下不同种植年限土壤团聚体粒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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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种植年限间土壤理化性质的差异显著性(p<0.05)。下同。

图4 不同种植年限下土壤团聚体稳定性

  RSI,RMI可以作为反映不同种植年限下土壤团

聚体对不同破碎机制敏感性程度的指标,数值越大,
敏感程度越高。其中 RSI可以衡量消散作用,RMI
衡量机械破碎作用。根据图5可知,随着土层加深团

聚体对破碎机制的敏感度提高。随着种植年限延长

至21a,RSI及RMI均显著降低,0—20cm 土层中

21a的RSI值较0a降低了40.30%,RMI值降低了

52.63%;而20—40cm土层的RSI值降低了34.85%,

RMI值降低了47.37%,这说明机械破碎对团聚体影

响降低,稳定性上升。

图5 不同种植年限下土壤团聚体相对消散系数(RSI)及相对机械破碎系数(RMI)变化

  K 值可反映出土壤抵抗侵蚀能力的大小,K 值越

小土壤抗蚀性越强。根据图6,3种处理20—40cm
土壤K 值要略高于0—20cm,但并不明显,说明土层

深度对土壤抗蚀性无太大影响。

FW处理下,0a的 K 值变化范围在0.0317~
0.0320,而21a的变化幅度为0.0271~0.0276;WS

处理下0a的K 值变化幅度则为0.0271~0.0273,

21a的变化幅度为0.0239~0.0240;SW 处理下0a
的K 值在0.0255~0.0258之间变化,而在21a下于

0.0230~0.0232之间浮动。整体来看,随着种植年

限的延长,K 值显著减小,这表明土壤可蚀性降低,抗
蚀能力加强。

图6 不同种植年限下土壤可蚀性因子K 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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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影响土壤团聚体的因素

土壤团聚体稳定性 受 到 诸 多 因 素 的 影 响,对

MWD与土壤中可能的影响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

(表2)。由表2可以看出,3种处理下均与 MWD极显

著相关的指标包括有机碳、砂粒、黏粒,其中除砂粒与

MWD为极显著负相关外,其余均为极显著正相关。
阳离子交换量与 MWD显著正相关,容重和土粒密度

仅在FW处理下与 MWD显著负相关。

表2 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指标 MWD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指 标  MWDFW MWDWS MWDSW
容 重 -0.61* -0.56 -0.55 
阳离子交换量  0.75**  0.74** 0.70*

总孔隙度 0.49 0.46 0.45
有机碳含量  0.91**  0.88**  0.87**

土粒密度 -0.66* -0.56 -0.55 
砂 粒 -0.86** -0.81** -0.79**

粉 粒 -0.50 -0.57 -0.57 
黏 粒  0.87**  0.87**  0.86**

  注:*表示检验相关性显著(p<0.05),**表示检验相关性极显

著(p<0.01)。

将不同处理下的 MWD值作为因变量,把上述所

有影响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排除其

他因子后,剩下的因子分别为有机碳含量以及容重,
然后分别得出以下不同试验处理的标准化方程:

  FW:Y=-4.625+0.77X1+4.118X2

  WS:Y=-3.700+0.68X1+4.128X2

  SW:Y=-2.558+0.58X1+3.535X2

式中:Y 为标准化的 MWD值;X1 为有机碳含量;

X2 为容重。

MWD是反映团聚体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将其与

各影响因子进行通径分析,即将影响因子对 MWD的

作用分为直接影响作用和通过其他因子产生的间接

影响作用,体现在简单相关性系数分解成的直接通径

系数及间接通径系数。由表3可以看出,在FW 处理

下,对 MWD值有主要影响的两个因子,分别为有机

碳含量以及容重。有机碳含量的直接通径系数达到

了1.34,且将间接通径系数合计的负数抵消,使得简

单相关系数转为正数,说明其对 MWD有强烈的直接

效应;而容重的直接通径系数虽然为0.52,但间接通

径系数合计达到了-1.12,且简单相关系数也为负

数,说明容重主要是通过对有机碳含量的影响从而影

响 MWD。从总的影响效应来看,有机碳含量>容

重,相关系数分别是0.91,-0.61。由表4—5可以看

出,WS,SW处理下的情况与FW 一致,均体现为土

壤有机碳含量对 MWD有强烈的直接影响,而容重是

通过影响有机碳含量从而间接影响 MWD。在 WS
处理下,各因素相关系数分别为0.88和-0.56,直接

通径系数分别是1.38,0.60。在SW 处理下,各因素

相关系数分别是0.87和-0.55,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

1.37,0.60。

表3 快速湿润(FW)处理下团聚体

MWD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

自变
量

与Y(MWDFW)
简单相关系数

直接通径
系 数

间接通径系数

X1 X2

合 计

X1 0.91 1.34 -0.43 -0.43
X2 -0.61 0.52 -1.12 -1.12

表4 预湿后扰动(WS)处理下团聚体

MWD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

自变
量

与Y(MWDFW)
简单相关系数

直接通径
系 数

间接通径系数

X1 X2

合 计

X1 0.88 1.38 -0.50 -0.50
X2 -0.56 0.60 -1.16 -1.16

表5 慢速湿润(SW)处理下团聚体

MWD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

自变
量

与Y(MWDFW)
简单相关系数

直接通径
系 数

间接通径系数

X1 X2

合 计

X1 0.87 1.37 -0.50 -0.50
X2 -0.55 0.60 -1.15 -1.15

3 讨 论

本研究中,随着柑橘园种植年限的延长,土壤容

重降低,孔隙度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得到了改善,这主

要是由于果树根系运动活跃且覆盖范围大,以及各种

土壤微生物活动频繁,使得土壤疏松多孔。以花岗岩

为母质的红壤主要以石英、长石为主,侵蚀过程中土

壤表层遭到剥蚀,使得风化层土壤露出,因此机械组

成以砂粒为主,经开垦后随着土壤水肥状况的改善,
黏粒和粉粒含量上升,质地得到了有效的改善[19]。
随种植年限延长,土壤的阳离子交换量显著提高,有
机碳得到大量积累。土壤中带电的颗粒主要为土壤

中的胶体,由于黏粒含量的提高,土壤变得黏重,使得

土壤中胶体部分含量上升,负电荷量增加,阳离子交

换量增加。果树在生长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枯枝落叶,
经微生物对植物残体的分解作用,在表层形成腐殖

质,腐熟后向土壤输入大量有机碳,同时腐殖质作为

土壤胶体的一种类型,对阳离子交换量也有一定的

贡献。
团聚体稳定性的相关研究中,>0.25mm的团聚

体含量是重要的评价指标[23]。本研究中,随着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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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的延长,>0.25mm的水稳性团聚体数量提升,
提升幅度在14.96%以上,中小粒径团聚体转化为大

团聚体(>2mm),这与其他学者[24]研究结论基本一

致,这可能是由于果园土壤的疏水性通过增加内聚力

和减少分散来保护和增强土壤团聚体,进而促进形成

了较大 的 团 聚 体[25]。LB 法3种 处 理 下,团 聚 体

MWD均随种植年限增加而显著增加,其中在FW
处理下的变化最为明显,21a较0aMWD增加了

152.38%,这也可以说明花岗岩侵蚀劣地土壤抵御暴

雨冲刷的能力显著提高。同时,RSI,RMI以及可蚀

性因子K 值均随着种植年限延长而降低。综合分析

可以得出,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在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

而提高,这与前人[26]得出的结论一致。但石宗琳

等[9]和王义祥等[10]却认为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土
壤团聚体稳定性降低,这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同。
土壤中团聚体形成主要受到有机物质的胶结作用影

响,同时伴随着生物或微生物的复合作用。在果园开

垦前期,施用大量有机肥作为基肥,土壤有机碳源充

足,生物多样性变得丰富[27];且果树为抵抗土壤水流

分散及减小径流,在根系周边与真菌菌丝等共同作用

产生粘结剂,提高水稳性团聚体数量及稳定性,随种

植年限延长,土壤结构随之改善并逐渐趋于稳定[28]。
而当果树树龄>25a时已经属于老龄果园,此时果树

开始衰老,根系分泌物降低,此外果园日常管理中较

多使用无机化肥,有机肥料所占比例较低,随着有机

物质被微生物不断分解,土壤有机碳源降低,从而影

响团聚体稳定性[29];另一方面,在降雨等因素的影响

下,土壤中的自由黏粒会逐渐向下层移动,且种植年

限较长的果园中通常缺乏耕作扰动,这进一步加剧了

这个状况,因而导致团聚体稳定性下降[30]。因此,在
实际治理过程中,应注意柑橘园园龄不宜过大,且应

适当增施有机肥料或定期进行翻耕扰动。同时,可在

果园中套种能够增加土壤有机碳的积累,利于提高土

壤稳定性[31]。
土壤有机碳和颗粒组成及养分等均可能会对团

聚体稳定性有影响[32]。有机胶结作用是团聚体形成

的关键,而黏粒本身比表面较大,吸附能强,湿润条件

下也可以起到黏结团聚体的作用[33]。本研究通过对

团聚体稳定性指标 MWD值与土壤理化指标进行相

关性分析,得出土壤有机碳含量、黏粒表现为极显著

正相关,阳离子交换量为显著正相关,砂粒为极显著

负相关。通过线性通径分析,得到对 MWD有直接影

响的因素为有机碳含量以及土壤容重,3种处理下有

机碳含量对 MWD的直接通径系数达到了1.338以

上,而容重的间接通径系数都在-1.122以下。这进

一步证明了有机碳是影响团聚体稳定性的最重要因

素之一,这与大量已有有关团聚体稳定性及研究得出

的结果一致[34-35]。而容重在相关性分析中并未体现

出于 MWD的显著相关性,却在通径分析中表现出对

MWD有影响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有机碳含量受到容

重的影响,容重增大导致有机碳积累受阻,进而影响

到团聚体的稳定性。

4 结 论

桂东南丘陵区的侵蚀劣地经削坡开梯改造为柑

橘园后,随种植年限的延长,土壤通透性改善,阳离子

交换量、有机碳含量提升,土壤质地改善。团聚体稳

定性受种植年限的影响,开发年份越久,>0.25mm
的团聚体质量分数越高,MWD值越大,RSI,RMI,K
值越小,团聚体越稳定,21a时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最

优。根据相关性分析,土壤有机碳含量、黏粒及阳离

子交换量均与 MWD值呈显著正相关,砂粒呈极显著

负相关;通径分析表明,有机碳及土壤容重对 MWD
有直接影响,其中有机碳的直接作用最为强烈,而容

重主要是通过对有机碳含量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

MWD,这表明有机碳是影响团聚体稳定性的关键因

素。通过削坡开梯开垦柑橘园可以有效治理侵蚀劣

地,且随着开垦年份的增加,土壤的结构趋于稳定,团
聚体稳定性提高,抗蚀能力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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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菌混合结皮对土壤水肥保持及玉米幼苗生长的影响

陆贺港,任梦楠,黄海东
(天津农学院,农学与资源环境学院,天津300392)

摘 要:[目的]研究藻菌混合结皮对土壤水肥保持及玉米幼苗生长的影响,为土壤治理与改良策略提供

理论依据。[方法]使用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沙漠的2种产胞外多糖的细菌(Sphingomonassp.D3-1和 Mas-
siliaarmeniacasp.ZMN-3)和2种藻类(CladophoraaegagrophilaD3-a和 Nostocsphaeroides0D3-25)制
备成藻菌混合剂后,喷洒至土壤表面,形成土壤结皮。研究藻菌混合结皮与土壤水肥保持、微生物数量及

酶活性的关系,及其对玉米幼苗的影响。[结果]与对照相比,藻菌混合结皮明显延缓了土壤水分的流失速

度,并使氮、磷和钾的平均淋失效率分别减少了76.9%,64.4%和47.8%,土壤中的细菌、真菌和放线菌数量

分别增加了8.3,1.8和3.1倍,芽孢杆菌的数量下降了12.4%。另外,在玉米盆栽中,藻菌混合结皮使玉米

幼苗的地上部鲜/干重、根部鲜/干重和地上/下部长度分别提升30.0%/55.6%,55.4%/38.5%和16.5%/

18.0%,叶绿素含量增加15.0%。[结论]藻类与产胞外多糖的细菌共同形成的藻菌混合结皮,明显改善了

土壤的水肥保持效果,可作为治理土壤的新途径加以推广。

关键词:藻菌混合结皮;水肥保持;土壤微生物;土壤酶;玉米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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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Cyanobacteria-bacteriaBiologicalCrustsonSoilMoistureand
NutrientConservationandMaizeSeedlingGrowth

LuHegang,RenMengnan,HuangHaidong
(CollegeofAgronomyandResourceEnvironment,TianjinAgriculturalUniversity,Tianjin30039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cyanobacteria-bacteriabiologicalcrustson moistureandnutrient
conservationandmaizeseedlinggrowthwerestudiedto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soiltreatmentand
improvementstrategies.[Methods]Twospeciesofbacteria(Sphingomonassp.D3-1andMassiliaarmeniaca
sp.ZMN-3)andtwospeciesofcyanobacteria(CladophoraaegagrophilaD3-aandNostocsphaeroidesD3-
25)isolatedfromtheWengniuteDesertofInnerMongoliaRegion,wereusedtopreparebiologicalcrusts.
Therelationshipsbetweenthecyanobacteria-bacteriabiologicalcrustsandsoilmoistureandnutrientconservation,

soilmicrobialquantityandsoilenzymeactivitywereexplored,andtheeffectofbiologicalcrustsonmaize
seedlinggrowthwasstudied.[Results]Comparedwiththecontrol,thesoilsurfacecyanobacteria-bacteria
crustsignificantlydeclinedtherateofsoilmoistureloss,andreducedtheaverageleachingefficiencyof
nitrogen,phosphorusandpotassiumby76.9%,64.4%and47.8%,respectively,whileincreasedthenumber
ofbacteria,fungiandactinomycetesinsoilby8.3times,1.8timesand3.1times,respectively,and
decreasedthenumberofbacillusby12.4%.Besides,inthecornplants,thecyanobacteria-bacteriacrust
increasedtheabovegroundfresh/dryweight,rootfresh/dryweight,andabove/lowerlengthofcornseedlingsby
45%/57.8%,54.6%/32.8% and19.7%/14.5%,respectively,andthechlorophyllcontentincreasedby



5.7%.[Conclusion]Themixedsoilbiologicalcrustformedbycyanobacteriaandextracellularpolysaccharide
producingbacteriasignificantlyimprovedthesoilmicrobialandfertilizerconservationeffect,whichcould
provideareferencefordevelopinganewwayofsoilmanagement.
Keywords:cyanobacteria-bacteriacrusts;moistureandnutrientconservation;soilmicrobial;soilenzyme;maize

seedling

  由于人们对部分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或自然

环境变动等种种原因,导致了土壤性质与土壤结构改

变,土壤中的微生物数量与土壤酶活性降低,水土保

持能力急剧下降[1],并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2]。
因此,寻求绿色有效的土壤生态与结构修复方法,成
为治理土壤的关键。大量分布于荒漠地区的土壤生

物结皮,在土壤生态修复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受到了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作为干旱或半干旱地

区常见地表景观,生物结皮是由土壤中的细菌、藻类、
地衣及苔藓等生物,其通过菌丝体、假根以及分泌物

与土壤颗粒结合,共同形成生物土壤层[3]。具有生物

结皮的土壤可以增强土壤的水肥保持效果,使土壤结

构更加稳定,并表现出明显的抗风雨侵蚀能力[4]。目

前,在制备生物结皮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关注于

藻类、苔藓以及真菌等一种或几种形成的生物结皮,
而对于细菌介入的藻类生物结皮讨论较少[5]。研

究[6]表明,藻类所构成的土壤结皮,属于结皮发育的

早期形态,其形成及维持的制约因素较多,水肥保持

的稳定性不强,土壤生态环境恢复慢。据报道,微生

物产生的胞外多糖(exopolysaccharides,EPS)可以

加快土壤结皮形成,提升土壤保水效果[7],而藻类产

生EPS限制因素多,产生量少,对土壤凝集效果

弱[8]。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将能够大量产生EPS的

细菌[9-10]引入土壤并与藻类形成混合生物结皮,并通

过研究藻菌混合结皮的水肥保持效果,及其对土壤微

生物数量、酶活性和盆栽玉米幼苗的影响,为藻菌混

合结皮的土壤治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菌株与玉米种子

供试细菌Sphingomonassp.D3-1与 Massilia
armeniacasp.ZMN-3,供 试 藻 类 Cladophoraae-
gagrophila D3-a与 Nostocsphaeroides D3-25,于
2016年6月12日分离自内蒙古翁牛特荒漠化地区

(东经119°01'16″,北纬43°01'19″)。供试玉米为先玉

335,由自选系PH6WC为母本,PH4CV为父本组

配而成。

1.2 培养基与培养条件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高氏1号培养基,使用时

每300ml培养基加入3%重铬酸钾1ml;马丁氏培

养基,加入1%孟加拉红水溶液,使用时每100ml培

养基加入1%链霉素0.3ml;BG11培养基[11],恒温

20℃,光照强度4000~6000Lx(日光灯),16h∶8h
光照周期;EPS合成菌筛选培养基(g/L):酵母膏

5.0g,蛋白胨5.0g,酸水解酵素5.0g,葡萄糖5.0g,
可溶性淀粉5.0g,丙酮酸钠3.0g,磷酸氢二钾3.0g,
硫酸镁0.5g,琼脂粉15.0g,pH值7.0~7.5,30℃恒

温;供试发酵培养基(g/L):蔗糖40g,磷酸氢二钾

1.8g,硫酸镁0.4g,硫酸亚铁0.008g,硫酸铵2.6g,
酵母粉1.5g,pH值7.0~7.5。

1.3 供试土壤

供试土壤于2017年8月采自天津市武清区王庆

坨(东经116°91'07″,北纬39°19'27″),砂质潮土,自然

风干,全氮0.59g/kg,有效磷5.28mg/kg,速效钾

37.25mg/kg,有机质10.73g/kg,pH值8.13。

1.4 试验方法

1.4.1 微生物制剂的制备及结皮形成 试验开展于

2017年9月,采用室内盆栽模拟的方法。250ml三

角瓶装100ml发酵培养基,分别接入2种供试菌,置
于旋转式摇床180r/min,30℃震荡培养72h,取其

发酵液进行1∶1混合后稀释至7.0亿CFU/ml作为

菌剂;将2种供试藻分别于光照培养箱培养30d,经
富集、冷冻干燥得到藻粉进行1∶1混合,配制浓度为

0.75%制剂作为藻剂。将菌剂与藻剂进行等比混合,
得到藻菌混合剂。将各生物制剂喷洒至土壤表面,形
成土壤结皮。

1.4.2 生物结皮保水性测定 将供试土壤130g置

于塑料花盆中(圆形,直径6cm,高6.5cm),分别加

入20ml水(CK)、菌剂、藻剂和藻菌混合剂,分别设

置3次重复,室温下自然蒸发,定时称重计算土壤

含水量,并观察土壤结皮的形成。待各处理水分均完

全蒸发后再次分别加入水15ml,进行第二轮保水

试验。

1.4.3 生物结皮保肥性测定 将供试土壤130g置

于塑料花盆中。花盆的形状和尺寸同保水性测定试

验。底端打4圆孔,孔直径0.5cm,距中心1.5cm,
底端 铺 纱 布 两 层。在 花 盆 中 分 别 加 入30 ml水

(CK)、菌剂、藻剂和藻菌混合剂,各盆中分别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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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g硫酸铵、硫酸钾和磷酸二氢钾,分别重复3
次,室温放置,第8d与第15d分别加水25ml淋溶,
收集淋出液并使用Bioprofile300A多参数生化分析

仪测定淋出液中的氨离子、磷酸根离子及钾离子

含量。

1.4.4 生物结皮对土壤微生物数量影响 使用经保

水处理30d后的土壤进行培养,培养方法详见表1。
培养后采用平板计数法统计各微生物数量变化,并观

察水肥保持试验后供试菌株在土壤中的存活情况。

表1 微生物培养方法

待测微生物  培养基种类

土壤细菌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

土壤真菌 马丁氏培养基

土壤放线菌 高氏1号培养基

土壤芽孢杆菌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水浴)
供试细菌 EPS筛选培养基

供试藻 BG11培养基

1.4.5 生物结皮对土壤酶活性影响 土壤样品为保

水试验处理30d后的土壤。土壤中的脲酶采用靛酚

蓝比色法测定,蔗糖酶采用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

法测定,过氧化氢酶采用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12]。

1.4.6 生物结皮对玉米幼苗生长影响 供试土壤

5kg中加60ml水浸润,置入塑料栽培盆中(圆形,直
径25cm,高18cm;底具2圆孔,孔径1cm,距圆心

5cm),在土壤表面放入经清水浸种24h,25℃光照

催芽后的玉米种子5颗,覆土1kg,每盆分别加入菌

剂、藻剂、藻菌混合剂及水(CK)各40ml,分别设置3
次重复,放置于25℃恒温光照培养箱中光照与黑暗

12h交替培养,于第7,10,13及15d时分别加水20,

20,30和30ml,生长至20d时收获幼苗,测量与比

较各幼苗的地上/下长(高)度、地上/下重量(鲜/干

重),并 使 用 叶 绿 素 测 定 仪 (SPAD,日 本 Konica
minolta)测定叶绿素含量。

1.4.7 数据整理与分析 使用Excel2019进行数据

整理;使用Origin2018绘图;利用SPSS23进行数据

分析,并使用LSD法进行多重比较。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生物的形成及保水效果

将菌剂、藻剂及藻菌混合剂喷洒于土壤表面后,
第2天即可观察到土壤表面形成结皮。从图1可以

看出,由于结皮保水作用,处理组水分蒸发量明显减

少,在第3d时便展现出明显差异,至第12d时,细
菌、藻类及藻菌混合结皮中土壤含水量分别比对照提

高161.0%,15.0%和248.5%,第二次保水试验表明

生物结皮与对照相比有着明显的持效性,至第12天

时,细菌、藻及藻菌混合结皮中土壤含水量分别比对

照提高56.6%,34.4%和61.2%(图1)。保水试验结

果表明,藻菌混合结皮具有更稳定的水分保持效果,
并且保水性以菌剂为主导,而藻剂结皮表现出的保水

效果相对较弱。

图1 不同生物结皮含水量的变化

2.2 生物结皮的保肥效果

由图2可知,淋溶试验中,在藻菌混合结皮影响

下,土壤中的氮、磷和钾的淋失量与CK相比分别减

少了79.8%,38.8%和63.2%,在第2次淋溶试验中

淋失量分别减少了74.0%,89.9%和32.3%。从图2
可以看出,藻菌混合剂结皮对土壤肥料淋出降低效果

更明显。在土壤中,大部分植物所需的营养元素会随

着水的流失而减少[13],细菌产生的EPS对土壤颗粒

有着凝集作用,形成土壤结构可以有效阻止土壤水分

的蒸发或渗透,进而增强了土壤的保肥效果[14],而藻

类生长与细菌相比更缓慢,但其形成结皮也具有较强

的保肥效果[15]。
保水保肥试验表明,藻菌混合结皮可以使土壤的

水肥保持效果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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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α=0.05)。下同。

图2 不同生物结皮的肥料淋出变化

2.3 生物结皮对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的数量与组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土壤的优劣程度,与土壤中的元素循环、污染修

复及植物根际免疫力的调节直接相关[16]。由图3可

以看出,与试验前相比,CK条件下仅使芽孢杆菌数量

显著降低,而其余微生物指标变化差异不显著。与

CK相比,藻菌混合剂对土壤细菌、真菌和放线菌数量

增加效果显著,其数量分别增加8.3,1.8和3.1倍。
除藻菌混合剂外,其余处理下的土壤芽孢杆菌数量均

显著降低,与试验前相比,藻菌混合剂处理的芽孢杆

菌数量降低了12.4%,菌剂与藻剂分别降低了32.6%
和50%,其致死原因有待研究。刘玉冰等[17]认为生

物结皮可明显提升土壤微生物数量,也与本文研究结

果相符。保水保肥试验后的土壤样品经培养后,在

EPS培养基及BG11培养基中可分离出大量质地粘

稠菌落,通过形态学及分类学鉴定,确定为4种试验

菌株。试验菌株的存活,进一步证实了藻菌混合结皮

保水保肥的持效性。

图3 不同生物结皮的土壤微生物数量变化

2.4 生物结皮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中脲酶、蔗糖酶及过氧化氢酶的活性可以作

为土壤生化反应强度的理论依据[18]。由图4可知,
藻菌混合剂形成的结皮对蔗糖酶和脲酶活性的提升

与其他处理差异显著,而过氧化氢酶活性的提升与

菌剂和藻剂处理相比无显著性差异;藻菌混合剂处理

对蔗糖酶、过氧化氢酶及脲酶活性与对照相比,分别

提高1.5,1.2和4.3倍。Ghiloufi等[19]研究表明,土
壤酶活性主要由土壤中的水和有机物等环境因素控

制,而与微生物数量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在藻菌混合

结皮形成后,土壤中的环境变得更适宜,从而提升了

土壤酶活性。杨航宇等[20]也均认为土壤生物结皮会

提高劣化土壤的酶活性。土壤微生物与土壤酶活性

试验结果分析表明,藻菌混合结皮可以改善土壤的生

态环境。

  注:脲酶和蔗糖酶活性单位为 mg/(g·d);过氧化氢酶活性单位

为mg/(g·h)。

图4 不同生物结皮对土壤酶活性影响

2.5 生物结皮对玉米幼苗生长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藻菌混合剂处理在各项指标中

与CK相比差异显著。其中,藻菌混合剂处理的地上

部的鲜/干重与CK相比分别增加了30.0%和55.6%,
根部的鲜/干重分别增加了55.4%和38.5%,地上部

长度增加16.5%;而对根部长度影响中,藻结皮使玉

米幼苗根长度长度增加了28.3%,藻菌混合结皮使幼

苗根长度增加了18.0%;另外,藻菌混合剂使植株叶

绿素含量增加了15.1%。试验数据表明,除根长度指

标外,细菌在藻菌混合结皮中起主导作用。藻结皮对

玉米幼苗根部长度的增加影响较大,表明藻类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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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结构更有利于玉米幼苗根部发育,饶本强等[15]

也认为藻类结皮会改善土壤条件,促进植物的生长繁

殖。玉米盆栽试验结论,为藻菌混合结皮的进一步利

用提供了参考。

表2 不同生物结皮对玉米幼苗生长影响

处理/指标 株高/cm 根长度/cm 地上鲜重/g 地上干重/g 根鲜重/g 根干重/g 叶绿素含量(SPAD)

CK 34.33±1.53b 10.26±0.40b 0.67±0.07b 0.09±0.01b 0.56±0.08b 0.13±0.001b 28.29±1.56b

菌结皮 40.75±1.92a 11.96±0.57ab 0.83±0.08a 0.12±0.01ab 0.81±0.02a 0.17±0.018a 32.00±1.14a

藻结皮 36.75±1.41ab 13.16±0.99a 0.77±0.04ab 0.11±0.01ab 0.73±0.05a 0.15±0.007ab 30.93±0.75ab

藻菌混合结皮 39.99±1.64a 12.11±0.58ab 0.87±0.06a 0.14±0.02a 0.87±0.05a 0.18±0.008a 32.55±0.93a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α=0.05)。

3 讨 论

在土壤结皮的形成及发育过程中,藻类生物维持

与稳定了土壤的生态结构,与土壤环境密切相关[21]。
细菌作为土壤中的活跃组分,可以增强土壤肥力,优
化土壤生态环境[22]。将藻类与细菌混合为藻菌混合

剂,然后将其均匀喷洒至土壤表面形成混合生物结

皮,细菌产生EPS对土壤颗粒与微生物进行固定,同
时,自养型的藻类为异养型的细菌提供生长条件,细
菌产生的EPS还可作为呼吸底物供土壤微生物利

用[8]。在本研究中,将可以大量产生EPS的细菌加

入土壤中,繁殖速度快的细菌与大量EPS,配合藻类

生物,提升了土壤凝集效率,促进了土壤团粒结构形

成,增强了土壤结皮早期的稳定性,提高了水资源利

用率,增强了土壤微生物活动,提高了土壤酶活性以

及土壤生化反应强度[23-24]。此外,在藻菌结皮影响下

的土壤栽培玉米幼苗时,发现藻菌混合结皮会加快玉

米幼苗的生长速度,提高植物活力。但是,细菌可能

产生过多EPS,对多孔土壤团聚体的产生提供了可靠

帮助的同时[25],也可能影响玉米根系的生长发育,而
使藻菌混合结皮的根长度短于藻类结皮,因此细菌使

用量不宜过大。藻类与细菌的共同作用,弥补了早期

结皮形成及发育缓慢与水肥保持效果差的劣势。试

验分析表明,藻菌混合结皮的形成,为土壤的生态的

修复与改良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由于微生物活动易受环境影响,如应用于土地过

酸过碱、地温过高或过低以及土壤水分严重不足的区

域时,藻菌混合剂发挥的作用会小于受环境影响小的

化学类保水剂。在利用藻菌混合结皮时,应需考虑环

境因素,展开综合治理。例如,在耕地退化区域中人

类活动频繁、雨水充足时[26],适合藻菌混合结皮使用;
在荒漠化地区,虽降雨不足但仍有可利用的土壤

水[27],也可采用藻菌混合结皮进行治理;沙漠地区严

重缺水,空气湿度低,降雨稀少,土壤环境不适宜[28],
应结合其他治理措施辅助进行;水土流失区往往水分

充足,但因土壤沙化、制备覆盖少而使土壤被水冲刷,
引起土壤养分流失和环境问题[29],也适宜利用藻菌混

合结皮进行综合改良。本研究结果对藻菌混合结皮

的土壤治理效果提供了理论支撑,但藻菌配比优化研

究还有待下一步开展,对藻菌的相互关系是否为共生

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结 论

本研究中,我们通过研究藻菌混合结皮的形成与

土壤水肥保持及玉米幼苗生长的关系,发现藻菌混合

结皮使土壤的水肥保持效果明显提高,并使土壤中的

细菌、真菌和放线菌数量显著提高,还增强了土壤蔗

糖酶、过氧化氢酶及脲酶的活性。此外,在玉米盆栽

试验中,玉米幼苗的重量、长度及叶绿素含量也因藻

菌混合结皮的影响显著增加。结果表明,藻菌混合结

皮可以改善土壤生态环境,增强土壤的水肥保持效

果,为以结皮法治理土壤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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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主城区景观格局演变对地表径流的影响

吴江华1,刘 康1,张红娟2,李颖辉1

(1.西北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2.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河南 开封475004)

摘 要:[目的]探究景观格局演变和地表径流变化的时空相关性,为有效缓解城市内涝,保障城市生态安

全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以2000—2019年遥感影像为数据集,提取西安市主城区景观格局空间分布图,

结合实际土地利用数据进行修正。利用SCS模型、景观格局指数、ArcGIS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方法,研究

西安市主城区景观格局动态变化与地表径流变化间的关系。[结果]①2000—2019年研究区景观格局呈现

出高连通高聚集,斑块形状规则化,均质稳定化,景观蔓延度下降等的发展趋势。同期,研究区地表径流深

度逐年增加,但径流深度增加量随时间动态变化呈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5,2005—2010,2010—2015,

2015—2019年分别增加了4.99,4.95,3.55和3.33mm,说明景观格局对地表径流量的滞留作用逐渐增大。

②景观格局指数变化率与地表径流量年增长率呈显著相关性。其中建设用地等人工景观指数变化率和地

表径流量年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相反绿地、耕地、水域等自然景观指数变化率与地表径流量年增长率呈

负相关关系。③借助城市生态廊道及生态节点构建内涝防治生态系统,并对城市不透水面高度集中的地区

进行拆分,增设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构建源头减排的内涝防治景观格局。[结论]景观格局演变对地表径流

变化具有显著影响,景观格局优化能有效促进城市良性水循环,减缓内涝的发生。

关键词:景观格局;地表径流;SCS模型;城市内涝;西安市主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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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ofLandscapePatternChangesonSurface
RunoffinMainUrbanAreaofXi’an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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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correlationbetweentheevolutionoflandscapepatternandsurfacerunoff
wasexplored,inordertoproposealandscapepatternoptimizationstrategythatcouldeffectivelyalleviate
urbanwaterloggingandprovidesuggestionsforurbanecologicalsafety.[Methods]Basedontheremote
sensingdatasetsfrom2000to2019,thespatialdistributionmapoflandscapepatternsinthemainurbanarea
ofXi’anCitywasextracted,andvalidatedwithactuallandusedata.ThemethodsofSCSmodel,landscape
patternindex,ArcGISandPearsoncorrelationanalysiswereemployedtoanalyzethelandscapepattern
changesanditsimpactsonsurfacerunoff.[Results]①From2000to2019,thelandscapepatternshoweda
developingtrendofhighconnectivityandhighaggregation,regularpatchshape,homogenizationandstabilization,

andthepatchspreaddecreased.Atthesameperiod,thesurfacerunoffdepthincreasedyearbyyear,however,



theincreaseofrunoffdepthshowedadownwardtrendwiththetime.In2000—2005,2005—2010,2010—

2015,2015—2019,theincrementofrunoffdepthwas4.99,4.95,3.55,and3.33mmrespectively,indicating
thatretentioneffectoflandscapepatternonsurfacerunoffincreasedgradually.② Thecorrelationbetween
thechangerateoflandscapepatternindexandtheannualgrowthrateofsurfacerunoffwassignificant,and
theartificiallandscapeindexsuchasurbanconstructionlandhad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withthe
annualgrowthrateofsurfacerunoff.Onthecontrary,therewasanegativecorrelationoftheannualgrowth
rateofsurfacerunoffandthechangerateofnaturallandscapeindexsuchascultivatedlandandwaterarea.
③ Withthehelpofurbanecologicalcorridorsandecologicalnodes,thewaterloggingpreventionandcontrol
ecosystemwasconstructed,andtheareaswithhighconcentrationofurbanimpervioussurfaceweresplit,the
urbangreeninfrastructurewasadded,andthewaterloggingpreventionandcontrollandscapepatternof
sourceemissionreductionwasconstructed.[Conclusion]Landscapepatternchangeshadasignificantimpact
onthechangeofsurfacerunoff,andtheoptimizationoflandscapepatterncaneffectivelypromotetheurban
benignwatercycleandslowdowntheoccurrenceofwaterlogging.
Keywords:landscapepattern;surfacerunoff;SCSmodel;urbanwaterlogging;mainurbanareaofXi’anCity

  近年来,受极端气候、气象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

的影响,城市内涝问题频发,“城市看海”不仅出现在

降雨充沛地区,我国干旱少雨地区也逐渐进入“逢雨

必涝”的新常态阶段[1]。城市内涝,指持续性的强降

水导致城市地表径流增加,水流无法快速排出而造成

城市内严重积水的现象[2]。与此同时,快速城市化改

变着城市的地表形态和景观格局[3-4],使城市呈现出

“高度破碎化”的景观格局特征[5]。城市景观格局是

以人工景观及其周围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

空间布局模式[6-8]。景观格局演变是城市地表径流量

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9],不同景观格局所对应的地表

覆盖径流系数不同,所产生的地表径流量也不同。已

有研究[10]表明,景观格局通过影响地表径流的产汇

流过程作用于城市内涝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城市内

涝已然成为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生态安全的

现实障碍与治理难题。探究景观格局动态变化和径

流量变化的关系是消减源头径流缓解城市内涝的关

键,同时借助景观节点、廊道、斑块和基底形成点、线、
面相组合的景观布局模式,依托各类景观的入渗、滞
留、吸收、蓄存等功能,能够有效促进城市良性水循

环,减缓内涝的发生[11-13]。目前,国内外学者更多

关注土地利用变化对地表水文循环产生的影响。

Calder[14]从区域尺度上探究土地利用变化和城市水

循环的关系,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是驱动全球环境

变化的重要原因同时影响着城市地表水循环过程。

Corbett等[15]研究城市不透水面与地表径流量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Fohrer等[16]以阿勒河为研究对

象,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变化是该流域地表径流发生变

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葛怡等[17]重建上海市区近

50a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特征,得出土地利用变化是城

市地表径流量增大的驱动因素。王振海等[18]总结土

地利用变化对径流量影响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进展,分
析探讨未来的研究趋势。此外,还有学者就景观格局

优化降低地表径流展开研究。俞孔坚等[19]以北京雁

栖湖为例,对生态发展示范区的景观格局、基础设施

等进行布局优化,构建海绵系统实现研究区的雨洪管

理和生态防洪。徐霞等[20]以昆山阳澄湖为例,从水

生态安全格局、水系景观生态网络等方面提出海绵城

市建设途径,实现区域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目

前,有关景观格局对地表径流的影响已被较多学者研

究证实,且较多关注流域范围,而对城市区域景观格

局演变与地表径流的关系研究较少。同时有关景观

格局演变所引起的地表径流量增加,导致城市局部地

区积涝内涝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因此,本文基于

2000—2019年影像数据,提取出西安市主城区景观

格局空间分布图,利用SCS模型、景观格局指数、GIS
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方法探究景观格局演变和地表

径流的关系并提出景观格局优化策略,旨在降低该区

地表径流量,有效消减城市内涝。

1 研究区概况

西安 市 位 于 渭 河 流 域 中 部 关 中 盆 地,东 经

107°4'—109°49'和北纬33°42'—34°45'之间。全市属

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3.3~13.7℃,
年平均降水量介于522.4~719.5mm,降水量分布不

均,且多集中在汛期6—9月。本文以西安市主城区

为研究区域(图1),包括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
桥区、未央区以及雁塔区,面积约817.18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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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安市主城区区域位置及行政区划分

2 研究数据及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提供的LandsatTM数据和

土地利用数据(30m×30m),共包括2000,2005,

2010,2015和2019年5期影像和1∶10万土地利用

数据。依照研究内容和实地探察,对影像进行监督分

类,将研究区划分为耕地、建设用地、绿地、湿地、水
域、未利用土地共6大类型,考虑应用模型中湿地和

水域CN值的差异,故分属两类。研究区湿地特指陆

地和水域的交汇处,水位接近或处于地表面,或有浅

层积水,且处于自然状态的湿地。结合实际土地利用

数据对研究区用地划分结果进行修正。降水量数据

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共获

取2000—2019年的年、月降水量数据,考虑西北地区

降水基数不大,降水量集中在汛期,且城市内涝多出

现在汛期,因此本文以西安市主城区汛期近10a平

均降雨量332.56mm为最大输出(为便于计算,计为

330mm),分析景观格局演变对地表径流的影响。土

壤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集,并根据

SCS模型土壤分类标准进行重新归类。

2.2 研究方法

2.2.1 SCS产流模型方法 SCS模型是由原美国农

业部水土保持局(USDA-SCS)研制的小流域设计洪

水模型[21-22]。该模型基于研究区前期土壤、降水量、
土地利用以及暴雨过程对缺乏气象、水文等资料的区

域进行模拟。SCS模型能较好的模拟下垫面状况与

地表径流的关系,与本文需要探究的景观格局与地表

径流相关性研究提供较好的量化依据。

SCS模型运行基本原理如下:

  
Q=

(P-0.2S)2

P+0.8S
(P≥0.2S)

Q=0   (P<0.2S)

ì

î

í

ïï

ïï

(1)

式中:Q 为 径 流 深(mm);P 为 一 次 性 降 水 总 量

(mm);S 为潜在最大滞水量(mm)。由于S 变化范

围较大,通常将S 取0~100之间理论值,并引入无量

纲参数CN,使二者实际应用中更接近线性变化[22]。

S 与CN值的关系表达为:

    S=25400/CN-254 (2)

CN由土壤属性、覆盖类型以及地表水文特征决

定,同时取决于前期的土壤湿润状况。在SCS模型

中,根据前5d的总雨量将土壤湿润程度划分为干

(AMCⅠ)、正常(AMCⅡ)以及湿润(AMCⅢ)3种级

别。西安市主城区土壤类型及分类情况详见表1。

表1 西安市主城区土壤类型及分类情况

土壤
分类

土壤质地  土壤类别  
最小下渗率/
(mm·h-1)

A 砂土、厚层黄土、砂质壤土
砂砾石褐土、 墡土、油土、斑斑土、青石泥石灰性褐土、
立茬土、红 土、灰 土、中性粗骨土 7.26~11.43

B 壤土、粉砂质黏壤土 新积土、淹育性水稻土、黄墡土、灰黄墡土 3.81~7.26

C 黏壤土、砂砾质壤土 潴育性水稻土、潮土、脱潮土 1.27~3.81

D 砂黏土、黏土及人工硬质地面 湿潮土、盐化潮土、城市建设用地 0~1.27

  注:引用NationalEngineeringHandbookSection4并结合《陕西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集》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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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西安市主城区前期土壤湿润程度为正常状

态(AMCⅡ),结合SCS模型提供的CCN值与土壤分

类、土地利用分类,确定西安市主城区在AMCII状态

下CCN矩阵(见表2)。

2.2.2 景观格局指数选取 借助景观分析软件Frag-
stats4.2以及景观格局指数的表征意义和相关研究总

结,选取斑块类型水平和景观类型水平的8小类景观

指数对研究区2000—2019年景观格局信息进行表征

(详见表3)。斑块类型水平指数包括斑块密度PD、斑
块聚集度COHESION、斑块连接度CONNECT、最
大斑块面积比例LPI、景观破碎度指数DIVISION共

5项指标;景观类型水平指数选取3项指标,分别为景

观形状指数LSI、蔓延度CONTAG、香农多样性指数

SHDI。

表2 西安市主城区SCS模型CCN值表(AMCⅡ)

用地分类
CN的土壤水文分类

A B C D
耕 地 67 78 85 89
建设用地 81 87 91 93
绿 地 33 56 70 77
湿 地 32 58 70 78
水 域 98 98 98 98
未利用土地 72 82 88 99

表3 研究区所选景观格局指数简介

景观格局指数选取 景观指数含义

斑块类型
水 平

斑块密度PD PD>0,单位面积上某种类型斑块的个数,能够反映斑块的密集程度。

斑块聚集度COHESION 反映録地斑块的聚集程度,值越大,斑块分布越集中。

斑块连接度CONNECT 反映绿地斑块的空间连接度,值越大,绿地板块间的空间连接度就越高

最大斑块面积比例LPI 0<LPI≤100,等于某一类型的最大斑块占总体面积的比例,能够反映斑块的集中程度和景观的优势类型。

景观破碎度指数DIVISION 研究范围内景观类型斑块之间分布的分离度,其值越大,景观空间越破碎。

斑块比例PLAND/% 0<LAND≤100,等于某一斑块类型的总面积占景观整体面积的百分比。其值越大,说明此种斑块覆盖丰富。

景观形状指数LSI 研究范围内整个景观的斑块形状与面积相等的正方形之间的偏离程度,其值越高,景观斑块形状越复杂。
景观类型
水 平

蔓延度CONTAG 0<CONTAG≤100,描述景观中不同斑块类型的团聚程度和蔓延趋势。
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 SHDI≥0,是一种基于信息理论的测量指数,能反映景观的多样性。

2.2.3 不同景观格局与地表径流的相关性分析 借

用SPSS26.0软件对研究区不同时段的景观格指数

和地表径流量展开皮尔逊相关性分析,通过相关系数

揭示景观格局与地表径流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景观格局的优化策略,为消减地表径流、缓解城市内

涝提供决策。

3 研究结果及优化策略

3.1 研究区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演变分析

借助 ArcGIS软件对西安市主城区2000,2005,

2010,2015和2019年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得到4期不

同时段的土地利用转换矩阵,并结合软件Fragstats
4.2计算所得的景观格局指数,以更好的分析不同时

期土地利用变化以及所对应的景观格局演变对地表

径流的影响,为优化景观格局减缓地表径流量提供

参考。
通过分析不同时段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详见表

4),可得到2000—2019年其土地利用变化规律如下:

①2000—2019年,耕地占有面积逐年减少,且2000—

2005年减幅最大,耕地面积减少47.25km2。建设用

地面积呈显著增长趋势,2005—2010年增幅最大,建
设用地面积增加62.19km2,其占有面积由42.0%增

加至49.6%,建设用地面积已经接近主城区总面积的

1/2。绿地面积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2000—2015
年,绿地面积逐年减少,2015—2019年,城市绿地面积

增加了8.83km2,增加的绿地集中分布于西安浐灞国

家湿地公园以及灞河周围。2000—2019年湿地面积

呈增长趋势,占有面积由原来的2.6%增长至4.0%。

②根据西安市综合景观分布特征可得(图2),2000—

2019年研究区综合景观指数中斑块密度、斑块聚集度

以及最大斑块面积比例呈显著增加态势,结合土地利

用转移矩阵,主要原因是同期研究区中建设用地面积

显著增加,不透水面的增加导致地表下渗性能降低,
是地表径流产生的重要原因;而景观破碎度和景观形

状指数显著减少,研究区内不同斑块类型的团聚程度

和蔓延趋势降低、景观斑块形状复杂性下降,表明景

观格局朝单一化方向发展,滞水能力随之降低。各景

观类型的变化趋势中(图3),除绿地斑块密度减少外

其余各类型斑块密度呈明显增加态势,建设用地和耕

地斑块密度明显增加,2010—2015年建设用地斑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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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幅较大,2015—2019年耕地斑块密度呈显著增

长;2010—2019年耕地的最大的斑块面积比例呈明显

减少趋势,表明耕地的景观格局破碎化程度加剧;景
观形状指数反映整个景观的斑块形状与面积相等的

正方形之间的偏离程度,研究区内仅耕地、绿地及湿

地景观形状指数呈缓慢增加趋势,其余用地类型的景

观格局指数均呈减小趋势,表明研究区内各景观斑块

形状复杂性降低;2000—2010年水域连接度指数呈直

线下降,2010—2019年趋于平稳,耕地斑块连接度呈

增加后减少,斑块破碎化明显,而建设用地斑块连接度

指数整体呈增长趋势,2005—2010年增长明显,主要是

同期城市建设用地大范围扩张,面积由343.26km2 增

加至405.45km2;建设用地、湿地即水域的斑块聚集

度指数呈增加趋势,其中建设用地斑块聚集度增幅最

大,而耕地和绿地的斑块聚集度呈减少趋势,综合而

言研究区景观的聚集程度不断升高;建设用地景观破

碎度指数呈明显减少趋势,表明研究区建设用地破碎

化程度降低,连接性较好,其余用地类型景观破碎度

指数呈明显的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增幅较大。③结

合景观指数变化特征可得,研究区景观格局呈现连通

性增加、聚集度升高、斑块形状规则化、均质稳定化以

及景观蔓延度下降等的发展趋势。

表4 研究区2000-2019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km2

时间段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建设用地 绿地 湿地 水域 未利用土地 合计

2000—2005年

耕 地 328.0066 0.2463 0.4695 0.1898 0.0144 — 328.9267a

建设用地 40.2463 291.2135 11.6743 0.1163 0.0138 — 343.2643a

绿 地 6.2511 0.0849 99.9984 0.0620 0.2178 — 106.6141a

湿 地 0.8399 0.0199 2.0760 19.5485 0.6589 — 23.1432a

水 域 0.8313 0.1381 1.0727 0.1783 12.9415 — 15.1618a

未利用土地 — — — — — 0.0722 0.0722a

2000年合计 376.1752 291.7027 115.2910 20.0949 13.8463 0.0722

2005—2010年

耕 地 264.3934 4.6061 13.2736 5.6688 2.2231 — 290.1651b

建设用地 57.6834 337.9499 9.4343 0.3731 0.0119 — 405.4525b

绿 地 4.0052 0.3186 82.2947 3.3874 0.4416 — 90.4475b

湿 地 2.7301 0.3897 1.4794 13.0960 10.1952 — 27.8904b

水 域 0.1145 — 0.1321 0.6180 2.2898 — 3.1544b

未利用土地 — — — — — 0.0722 0.0722b

2005年合计 328.9267 343.2643 106.6141 23.1432 15.1618 0.0722

2010—2015年

耕 地 250.0282 0.0006 0.0013 0.4532 0.0027 — 250.4860c

建设用地 38.8557 405.1943 4.4019 0.1757 0.0206 — 448.6482c

绿 地 0.3204 0.0000 85.4568 0.1564 0.0155 — 85.9491c

湿 地 0.8884 0.2576 0.4920 26.9884 0.0679 — 28.6943c

水 域 0.0724 0.0000 0.0955 0.1168 3.0476 — 3.3323c

未利用土地 — — — — — 0.0722 0.0722c

2010年合计 290.1651 405.4525 90.4475 27.8904 3.1544 0.0722

2015—2019年

耕 地 155.8546 0.0721 72.7050 0.1554 0.0967 0.0036 228.8874d

建设用地 33.9891 420.4502 1.7232 0.2445 0.5236 0.0686 456.9993d

绿 地 58.5330 25.9511 9.1300 0.4660 0.7032 — 94.7832d

湿 地 0.7593 1.6125 0.9200 27.6706 1.7517 — 32.7142d

水 域 1.3500 0.5623 1.4708 0.1579 0.2571 — 3.7981d

未利用土地 — — — — — — 0.0000d

2015年合计 250.4860 448.6482 85.9491 28.6943 3.3323 0.0722

  注:a,b,c,d分别代表2005,2010,2015和2019年数据。

3.2 西安市主城区地表径流深度模拟结果及参数验证

借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和已得出的西安市主城区

SCS模型CCN值表,以西安市主城区汛期近10a平均降

雨量332.56mm为最大输出值进行运算,分别得到

2000,2005,2010,2015和2019年地表径流深度分别为

219.36,224.35,229.30,232.85和236.18mm,并依此生

成2000—2005,2005—2010,2010—2015,2015—2019
年4个时期地表径流深度变化图(图4)。由图4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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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西安市主城区地表径流深度逐渐增大,随着城

市建设用地等城市不透水面积的增加,地表径流深度

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景观格局变化对地表径流产

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结合

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演变数据可得,2010—2015年和

2015—2019年,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化率分别为13.4%
和13.5%,绿地向建设用地转化率分别为4.9%和

2.0%,湿地向建设用地转化率为0.6%和0.8%,地表

径流深度增加分别为3.55mm和3.33mm,表明绿地

向建设用地转化对地表径流量的影响更大。

图2 西安市主城区2000和2019年综合景观变化特征(图中各指标符号的含义见表3)

  为确保SCS模型模拟地表径流结果的有效性,
选取研究区内唯一具有长期水文资源的河流流域对

模型参数进行验证[23]。应用SCS模型模拟降雨径流

时,相对误差小于15%时合格,反之不合格[24]。该河

流流域经西安市灞桥区、未央区,在未央、灞桥区之间

汇入渭河,为西安灞河流域。流域现有马渡王等水文

站进行径流监测,马渡王水文站以上集水面积达

1601km2。模型参数验证基于2001—2009年灞河

实测径流量与获取的同期土壤分类图、土地利用图、
年降水量等数据输入模型模拟的径流量进行比较

(图5),并选用线性回归系数R2 和纳西效率系数NS
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经计算得,模拟值和实测值的

R2 为0.926,NS为0.836,表明模型在研究区具有较

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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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研究区各景观类型格局变化趋势

3.3 景观格局与地表径流相关性分析

借助软件SPSS26.0,将研究区地表径流量与综

合景观指数及各景观类型指数进行双变量相关性分

析,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以及双侧检验,得到表5—

6。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可得,综合景观指数

中最大斑块面积比例和斑块连接度指数与地表径流

呈显著正相关,即人工景观斑块越大、越集中,容易产

生地表径流;而景观形状指数与地表径流呈现显著负

相关,即自然景观斑块形状越复杂,地表径流产生量

降低。各用地类型的景观指数中建设用地的斑块密

度与地表径流量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极显著

(p<0.01),即建设用地斑块面积对地表径流量有着

极显著的影响。反之,绿地斑块密度与地表径流量呈

负相关,建设用地斑块面积增大、绿地斑块密度降低

容易汇集地表径流(图6)。此外,城市内涝多发生在

城市建设用地高度集中区绿地景观分配不均匀地段,
如城市立交桥下、地下过街通道等区域。耕地和水域

最大斑块面积所占比例与地表径流量呈显著负相关;
而建设用地和湿地用地类型的最大斑块面积所占比

例与地表径流量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建设用地和湿地

的斑块集中程度对地表径流量的汇集具有直接正向

影响,也是城市积水产生内涝的高危地区。连接度指

数中建设用地和湿地用地类型与地表径流量呈显著正

相关,建设用地与地表径流相关性极强(p<0.01),即
建设用地连接度对径流变化敏感性极强;反之水域的

连接度指数与地表径流量呈显著负相关。建设用地

和湿地的斑块聚集度指数与地表径流呈显著正相关,
结合最大斑块面积所占比例指数以及斑块连接度指

数可得,建设用地和湿地斑块面积越大、越集中,容易

产生地表径流,而水域与之相反。景观破碎度表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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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范围内景观类型斑块之间分布的分离度,其值增

大,景观空间越破碎。其中耕地的景观破碎度指数与

地表径流呈显著正相关,表明耕地用地类型斑块破碎

化程度增高,容易产生地表径流,耕地破碎化程度越

低,连通性好,有利于涵养水分和农业发展。绿地破

碎度指数与地表径流量呈正相关,表明绿地破碎度高

容易汇集地表径流,从而增加城市局部地区产生内涝

的风险。

图4 不同时期西安市主城区地表径流深度变化

图5 灞河流域的径流模拟值和实测值比较

表5 与地表径流密切相关的综合景观指数

项目 LPI LSI CONTAG CONNECT

Person相关系数 0.993**-0.987** 0.960** 0.981**

显著性(双尾) 0.001 0.002 0.009 0.003

  注:**表示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表示在0.05级

别(双尾),相关性显著。下同。

表6 与地表径流密切相关的各景观类型指数

景观指数 用地类型 Person相关系数 显著性(双尾)

PD
建设用地  0.966** 0.008
绿 地 -0.882* 0.048

耕 地 -0.884* 0.046

LPI
建设用地  0.990** 0.001
湿 地  0.936* 0.019
水 域 -0.890* 0.043

建设用地  0.983** 0.003

CONNECT 湿 地  0.968** 0.007
水 域 -0.896* 0.040

建设用地  0.986** 0.002

COHESION 湿 地  0.882* 0.048
水 域 -0.905* 0.035

DIVISION
耕 地  0.970** 0.006
绿 地  0.884*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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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研究区景观格局与地表径流相关性典型区域空间图示

3.4 景观格局优化策略

景观格局的优化,是以生态系统健康为目标,通
过调整各景观类型斑块以达到合理的土地利用布局

和科学管理,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保障区域生态安

全[25]。研究区景观格局优化以实现城市“小雨留的

住、中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为目标,旨在削减地表

径流量的同时有效缓解城市内涝。
(1)构建以城市公园为主体、街头绿地为辅的内

涝防治生态系统。借助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构建城市

的自然生态体系,调节景观组分在空间和数量的分布,
降低城市地表径流的汇集使景观综合价值达到最大

化,形成完整的城市内涝防治系统。加强与控制城市

公园规模、提升街头绿地的数量、质量,增设城市绿地,
逐步恢复和重建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破坏的城市水

系通道,以此形成立体、分散的城市内涝生态防治系

统。通过对生态节点的优化,将研究区内的生态源地

借助城市水系紧密联系起来,形成节点、水系廊道、源
地相互连接、生态功能高效发挥的景观生态网络格局,
从而有效改善研究区内景观格局破碎化与地表径流滞

留汇集的现状,增强景观连通性并达到消减或延缓城市

地表径流的产生,降低城市积水内涝灾害发生的风险。
(2)拆分部分人工景观斑块,增设绿色基础设

施。研究表明容易产生地表径流的区域多为人工斑

块高度集中的区域,区域内自然景观受到人工斑块持

续扩张分割阻隔,城市建设用地等不透水面聚集分布

也是地表径流量增加发生内涝的直接原因。长安路

小寨十字交叉口,典型的“逢雨必堵,大雨必涝”的城

市不透水面高度集中区,该区地理位置偏低,排水系

统陈旧,下垫面基本为不透水地面,绿地等自然斑块

严重缺少。加强绿带、绿心等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增加植被类型丰富度,以现有的道路绿化带、街头

绿地为基础构建地表径流源头减排景观格局,打破现

有自然景观多位于人工打造的混泥土花坛中并不能

实现渗、滞、蓄等作用机理,借助分散的景观斑块入

渗、过滤、蒸发和积蓄的方式减少地表径流量,以此减

缓暴雨时期径流速度、增强城市水系统弹性。
(3)完善城市景观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城市内涝

的景观管理及监督体制。我国景观管理现处于发展

初级阶段,相关政策及法律的缺失致使城市景观在城

市化进程中只是“昙花一现”。顺应国土空间规划变

革,完善景观规划建设管理体系,加强防治城市内涝

的景观管理及监督体制,尊重自然本底,维系景观格

局的动态演变及发展,减少发生内涝的概率,实现区

域可持续发展,维持区域生态安全。

4 结 论

(1)西安市主城区2000—2019年景观格局呈现

出高连通高聚集、斑块形状规则化、均质稳定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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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度下降等的发展趋势,结合同期地表径流深度模

拟结果与分析,研究区地表径流深度逐年增加,但径流

深度增加量随时间动态变化呈下降趋势,其中2000—

2005,2005—2010,2010—2015,2015—2019年分别

增加4.99,4.95,3.55和3.33mm,说明景观格局对地

表径流量的滞留作用逐渐增大。
(2)景观格局指数变化率与地表径流量年增长

率呈显著相关性,其中建设用地等人工景观指数和地

表径流量年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相反绿地、耕地、水
域等自然景观指数与地表径流量年增长率呈负相关

关系。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演变数据表明绿地向建

设用地转化对地表径流量的影响更大。结合研究区

内涝易发地段以及景观格局与地表径流相关性分析

结果可得,绿地斑块密度、绿地破碎度、建设用地斑块

密度、建设用地最大斑块面积比例、建设用地斑块聚

集度以及建设用地连通度是城市内涝问题频发的重

要影响因素。
(3)借助城市的生态廊道及生态节点构建内涝

防治生态系统,并对城市不透水面等高度集中的地区

进行拆分,增设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以实现源头减排

的内涝防治景观,在此基础上完善城市景观管理及监

督体制,保障城市景观格局长期有效的减缓地表径流

量,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此外,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文中采用的

SCS模型参数是针对美国情况所确定的,模型的参数

CN值、土壤类型的确定是通过查表以及其他研究者

所用模型确定的参数进行修正,因此模型中参数的确

定有待进一步精确。另外,本文采用的遥感影像数据

不够精细,对于地物的识别存在一些偏差,考虑影响

景观格局的要素较多,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解译精度

需要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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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田土壤无机磷组分的
累积和释放特征

张大庚,栗 杰,董 越
(沈阳农业大学 土地与环境学院,辽宁 沈阳100866)

摘 要:[目的]探明设施栽培条件下土壤磷素随种植年限的变化规律,揭示温室土壤无机磷积累和淋溶

损失的主体成分,为设施农业合理施用磷肥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方法]采集了辽宁省铁岭县(2~28a)

和海城市(2~33a)不同种植年限的设施土壤,以土壤全磷、有效磷、无机磷组分含量的变化及磷素释放曲

线为切入点,分析了设施栽培条件下土壤磷素随种植年限的变化规律。[结果]①铁岭和海城设施菜田耕

层土壤全磷、无机磷和有效磷含量随种植年限的增加均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在种植20a左右达到峰

值。全磷含量为主,最高分别达到了5.76±0.61g/kg和7.08±0.72g/kg。②两地设施菜田土壤无机磷以

Ca8-P含量高,分别是无机磷总量的34.2%和59.9%,其次为Fe-P和Al-P。Ca8-P含量随种植年限的增加

而增加,而Fe-P含量则随种植年限的增加而降低。③设施菜田种植2~15a左右磷素的释放率与15a后

对比相对较高,释放量与Ca2-P,Fe-P之间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结论]研究区域范围设施菜田土壤磷

素积累以Ca8-P形态为主,Ca2-P和Fe-P是磷素淋失的主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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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andReleaseCharacteristicsofSoilInorganic
PhosphorusComponentsinGreenhouseVegetable

FieldswithDifferentPlantingYears

ZhangDageng,LiJie,DongYue
(CollegeofLandandEnvironment,Shenya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100866,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accumulationandreleaseofinorganicphosphorusinvegetablefieldsoilunderthe
conditionofgreenhousecultivationwasexplored,inordertoprovidebasisfortherationalapplicationof
phosphorusfertilizer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protectedagriculture.[Methods]Thegreenhouse
soilinTielingCounty(2—28a)andHaichengCity(2—33a)ofLiaoningProvincewithdifferentplanting
yearswascollected.Thechangeoftotalphosphorus,availablephosphorusandinorganicphosphorusinsoil
andthecurveofphosphorusreleaseweretakenasthebreakthroughpoint,toanalyzethevariationofsoil
phosphoruswithdifferentplantingyears.[Results]① Thetotalphosphorus,inorganicphosphorusand
availablephosphorusintopsoilinbothofTielingCountyandHaichengCityprotectedvegetationfileds
increasedfirstandthendecreasedwiththeincreaseofplantingyears,andreachedthepeakatabout20years
afterplanting,withthehighestcontentsoftotalphosphoruscontentreached5.76±0.61g/kgand7.08±0.72
g/kg,respectively.② Ca8-Pwasthemaincontentofinorganicphosphorusinsurfacegreenhousesoil,and



thehighestcontentwas34.2%and59.9%ofthetotalinorganicphosphorus,followedbyFe-PandAl-P.
Ca8-Pincreasedwiththeincreaseofplantingyears,whileFe-Pdecreasedwiththeincreaseofplantingyears.
③ Thereleaserateofphosphoruswasrelativelyhighintheearlyplantingperiod(about2—15a),andthe
correlationbetweenthereleaseamountandCa2-PandFe-Preachedasignificantlevel.[Conclusion]The
mainformofphosphorusaccumulationinsurfacegreenhousesoilwasCa8-P,andCa2-PandFe-P,werethe
mainformsofphosphorusleaching.
Keywords:plantingyears;greenhousesoil;phosphorus;accumulation;release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设施栽培,
近年来设施农业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

设施农业生产大国,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1],其
中蔬菜生产所占的比重最大[2]。设施蔬菜种植具有

受季节影响小、复种指数高等优点,不仅提高了土壤

利用率和生产效率,也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3]。
但由于长期处于“高温、高湿、高度连作、无降水淋洗、
持续高量施肥”等条件下,设施土壤往往出现养分富

集、酸化和盐渍化等土壤退化问题[4],其中磷素过量

累积已成为设施土壤养分不平衡的显著特征[5]。磷

是作物的“粮食”,是支撑作物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

基本物质基础[6],作为作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

素,参与光合作用、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与运输、能量的

转移与储存等过程[7]。但磷肥施入后易被土壤吸持,
导致当季利用率相对较低,仅为10%~25%[8]。蔬

菜对氮磷钾的需求量一般高于小麦、水稻等大田作

物,因此为追求高效生产,农民常常会过量投入磷肥,
造成生产投入—支出的不平衡,加剧了磷在菜田土壤

中的累积[9]。特别是在设施栽培高复种指数、高产出

的生产模式下,磷肥施用量达蔬菜吸收量的6~23
倍[10],磷肥的利用率更低,仅为8.7%左右[11]。很多

研究表明设施土壤磷素含量已远高于露地[12-13]。对

山东泰安种植2~7a的设施土壤研究发现,土壤全

磷含量由1.2g/kg增加到2.5g/kg,是相邻露地土壤

的1.5~3.1倍[14]。对山西省山阴县种植2~6a的设

施土壤研究发现,土壤有效磷含量由32.9mg/kg增

长到175.5mg/kg,增长了433.4%,是相邻露地土壤

的1.2~6.5倍[15]。大量磷素滞留在土壤中,不仅造

成磷素资源的浪费,也加大了淋洗损失带来的污染风

险[16]。因此,如何合理施用磷肥,提高磷肥利用率一

直是研究的热点。与农田土壤施肥以化肥为主不同,
中国设施菜田平均每季磷素投入总量中有机肥投入

的磷量占了54.3% [17]。但在蔬菜生产中,农民往往

忽略了有机肥对土壤磷素供应和转化方面的作用。
有研究发现,施入有机肥不仅能够提高土壤中磷素含

量,并可促进磷素的循环[18],导致Olsen-P的含量显

著增加 [19],连续施用有机肥料可能会导致土壤中磷

的淋失[20]。但有关针对设施环境条件,特别是种植

超过20a土壤磷素的释放特性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因此,本文以辽宁省铁岭县(2~28a)和海城市(2~
33a)两个地区不同种植年限设施土壤全磷、有效磷、
无机磷组分含量的变化及磷素释放曲线为切入点,研
究设施栽培条件下土壤磷素随种植年限的变化规律,
揭示温室土壤无机磷积累和淋溶损失的主体成分,以
期为设施农业合理施用磷肥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样品采集

于2018年10月,分别在铁岭县新台子镇和海城

市东四镇选取当地常规管理条件下的设施菜田大棚作

为采样点。为保证采样点的代表性,对当地设施蔬菜

设施种植年限、施肥方式、施肥量、作物类型等基本信

息进行调查。在本次调查范围内,铁岭和海城采样点

的原始土壤类型分别为棕壤和草甸土。施肥包括有机

肥和化肥,有机肥一般在种植前作为底肥施入,施入量

300~375m3/hm2 左右,其中海城地区以牛粪、猪粪

为主,铁岭地区以猪粪为主。化肥一般以氮磷钾复合

肥为主,随水施入,施入量在750~1050kg/hm2 左

右,有些农户会配施一定量的磷酸二铵。海城地区以

种植黄瓜、菜豆为主,铁岭地区以黄瓜、番茄为主。
按照种植年限采集了铁岭县新台子镇种植2,6,

14,18,23,28a和在海城市东四镇种植2,12,18,22,

27,33a的温室土壤为研究对象。根据每个大棚的具

体种植面积,按S形随机五点取样法采集0—20cm
土层土壤,土样置室内风干后,剔除石块、植物根茎等

杂物,过0.85mm孔径筛备用。

1.2 土壤磷素释放动力学试验设计

土壤磷素释放动力学试验采用恒温平衡法,温度

控制为25℃。称取两个地区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田

土样,每个土样均各取11份,每份1.00g,三次重复。
土样分别放入33个100ml离心管中,加入50ml
0.02mol/L的KCl溶液,震荡(150r/min),充分混

合后开始计时,在分别震荡1,2,3,4,5,7,10,20,30,

40和50h时,依次取出离心管离心15min(3000r),
上清液0.45μm微孔滤膜,测定滤液中磷的释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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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的测定采用钼锑抗比色法。

1.3 测定项目

土壤全磷采用高氯酸—硫酸消煮,钼锑抗比色法

测定;有效磷(Olsen-P)采用0.5mol/LNaHCO3 浸

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
无机磷组分采用分级浸提法测定,采用 Ca2-P

0.25mol/LNaHCO3 浸提,Ca8-P采用0.5mol/L
NH4OAc浸提,Al-P采用0.5mol/LNH4F浸提,

Fe-P采用0.1mol/LNaOH-0.1mol/LNa2CO3 浸

提,O-P采用0.3mol/L柠檬酸钠-0.5mol/L氢氧

化钠溶液浸提,Ca10-P采用0.5mol/LH2SO4 浸提,
浸提液消煮后均用钼锑抗比色法测定[28]。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Excel2013进行数据统计,SPSS
22.0进行数据分析,差异显著性以及相关性分析

分别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VOA)和

Pearson相关分析,并采用Duncan法进行多重比较,
以T 检验,判断测定指标差异是否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田土壤全磷、无机磷总量

和有效磷含量的变化

由图1可知,海城市东四镇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

田耕层(0—20cm)土壤全磷、无机磷总量和有效磷

含量均高于铁岭县新台子镇,但变化的趋势相似,均
为先增加后降低(图1),分别在种植的第23年(铁岭

县)和22a(海城市)达到峰值。且与种植前15a左

右相比,在达到峰值前后的种植时间范围内,3种磷

素含量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以铁岭地区为例,在种

植的2~14a三者增加幅度较慢,其中土壤全磷平均

每年增加的幅度约为0.23g/kg、无机磷总量为0.093
g/kg、有效磷为7.65mg/kg。在14~23a每年增幅

相对较快,其中全磷约为0.47g/kg,无机磷总量为

0.17g/kg,有效磷为9.11mg/kg。在达到峰值后,降
低的幅度也较快,全磷的年均降幅为0.39g/kg,无机

磷总量为0.10g/kg,有效磷为14.75mg/kg。

图1 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田耕层土壤(0-20cm)全磷、无机磷、有效磷含量

2.2 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田土壤无机磷组分特征

有机磷和无机磷是土壤中磷素的两种存在形态,
有机磷矿化为无机磷后才能被植物吸收利用,因此无

机磷的存在形态和比例决定了土壤磷素的供应能

力[21]。由图2可知,随种植年限的增加,海城和铁岭

地区的设施菜田土壤不同形态无机磷的变化趋势不

完全一致。在铁岭地区Ca2-P,Ca8-P,Fe-P和Ca10-P
含量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在第23a达到了峰值,
而Al-P和 O-P则随种植年限一直呈增加的趋势。
土壤各形态磷随种植年限变化的速率也不同。在种

植2~14a间土壤Ca8-P和Fe-P含量增加速率较快,
平均每年增幅约为24.47和24.83mg/kg;在14~23a
间Ca8-P增幅较大为76.35mg/kg,Fe-P仅为27.60
mg/kg;在达到峰值后大幅降低,在23~28a间,降幅

分别为40.73和69.79mg/kg,Fe-P的降幅更大。而

Ca2-P和Ca10-P的含量较低,随种植年限的变化幅度

也相对较小。
在海城地区各形态无机磷则随种植年限的增加

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但达到峰值的年限和变化的

趋势不同。其中Ca2-P,Ca8-P在种植第27a,达到峰

值,而Fe-P,Al-P,O-P和Ca10-P则在种植的第23a
就达到了峰值。

从变化趋势来看,Ca8-P和Fe-P含量较高,变化

趋势较明显。其中Ca8-P的变化趋势最显著,2~12a
间年均增幅约为76.76mg/kg,18~22a间 达 到

187.27mg/kg,22~27a间增幅最低为51.21mg/kg。
达到峰值后出现降低趋势,27~33a间下降幅度约为

143.07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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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田土壤各形态无机磷含量

  不同形态无机磷含量占无机磷总量的比例也不

同(图3)。由图3可知,海城市和铁岭县设施菜田土

壤无机磷中均以Ca8-P,Fe-P与Al-P含量相对较高,
约占无机磷总量的70%~80%左右。但铁岭县和海

城市所占的比例不同。
铁岭县以Ca8-P和Fe-P为主,占了50%左右。

且二者之间互有消长,其中Ca8-P随种植年限的增加

呈增加的趋势,由Fe-P则随种植年限的增加呈降低

的趋势。而海城市则以Ca8-P为主,且随种植年限的

增加呈增加的趋势,最高占近60%。海城市和铁岭县

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田土壤中Ca2-P,O-P和Ca10-P的

含量均相对较小,其中Ca2-P所占比值随种植年限增

加呈逐渐降低趋势。O-P和Ca10-P则呈先降低后增

加的趋势。

图3 设施菜田土壤不同形态磷占无机磷总量的比例

2.3 土壤无机磷组分与有效磷的关系

由表1可知,土壤速效磷与Ca2-P,Ca8-P和Fe-P
之间呈极显著的正相关,与Al-P呈显著的正相关,与

O-P和Ca10-P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在设施栽

培的条件下,Ca2-P,Ca8-P和Fe-P3种磷的有效性相

对较高。Ca2-P是无机磷组成中有效性最高的形态,

Ca2-P与Ca8-P、Fe-P和 Al-P的相关性达到了极显

著的正相关,与O-P和Ca10-P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表1 土壤无机磷组分与有效磷含量的相关性

项 目 Ca2-P Ca8-P Fe-P Al-P O-P Ca10-P Olsen-P
Ca2-P 1 0.898** 0.771** 0.720** 0.259 0.349 0.942**

Ca8-P  1 0.631* 0.721** 0.295 0.326 0.876**

Fe-P  1 0.736** 0.357 0.522 0.811**

Al-P  1 0.765** 0.746** 0.672*

O-P  1 0.936** 0.170
Ca10-P  1 0.288
Olsen-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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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田土壤磷素释放特征

2.4.1 土壤磷素累积释放量 由于长期过量施肥,设
施土壤对磷素吸附量达到饱和,因此研究设施菜田土

壤磷的释放过程具有更重要意义。图4为铁岭和海

城两个地区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田土壤磷素累积释

放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由图4可知,随振荡时间的

增加,各年限土壤磷素累积释放量也逐渐增加,且土

壤磷素的释放过程,开始是快速反应,随后是一个缓

慢反应。在本试验的条件下,约在前10h完成快速

释放过程,其中海城地区设施土壤前10h内磷素释放

量占整个释放过程的65%左右(59.91%~71.35%),铁
岭地区约为75%左右(66.28%~82.04%)。在10h以

后随着释放时间的增加,虽然释放速率相对较低,但
在释放50h后并未达到最大释放量。以振荡50h不

同种植年限土壤磷素释放量进行比较可知,对于铁岭

和海城地区,均是磷素累积量最高的土壤磷的释放量

最高,分别是种植23a和种植22a。两地种植2a的

土壤磷素含量最低,释放量也最低。

图4 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田土壤磷释放量与释放时间曲线

  将不同年限设施菜田土壤的最大释放量(t=50h)
与不同形态磷素进行相关分析可知,最大释放量与

Ca2-P,Fe-P和有效磷之间呈极显著的相关性(相关

系数分别是0.820**,0.944** 和0.783**),与 Al-P
和全磷呈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676*)。其中

Ca8-P虽然与有效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与最大释放

量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2.4.2 设施菜田土壤磷素释放率 由于不同种植年

限土壤的全磷含量不同,磷素初始释放量(t=0.25h)
和最大释放量(t=50h)占全磷的百分比也存在着一

定的差异。由图5可知,温室土壤的初始释放率和最

大释放量随种植年限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温室种

植2~15a左右磷素的释放率相对较大,从种植约

15a后磷的释放率则显著降低。虽然在种植的22,

23a磷素的累积释放量较高,但释放率并不高。在海

城地区在种植2~14a,土壤磷素的初始和最大释放

率均较高,分别高于5%和13%。随年限增加则明显

降低,分别在3%和10%以下。铁岭地区在种植的

2~12a初始和最大释放率相对较高,分别高于4%和

14%。种植年限18~33a则均在4%和10%以下。

图5 不同种植年限设施菜田土壤磷素释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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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设施蔬菜栽培的年限不同显著影响了土壤中磷

素的累积状况

海城和铁岭两个地区土壤磷素的累积量随种植

年限的变化趋势相似,分别在2~22a,2~23a土壤

全磷、无机磷总量和有效磷素显著增加,但达到峰值

后均呈降低的趋势。这与徐晓峰等[22]研究认为随种

植年限增加,设施土壤磷素含量呈增加的趋势的结论

并不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的种植时间

范围不同,徐晓峰等研究对象设施栽培5~17a,在研

究的时间范围内,土壤中磷素的累积可能还未达到峰

值。但本研究结果与高妍等[23]的研究结果趋势相

似,即随种植年限的增加,设施土壤磷素含量存在峰

值。表明长期的设施栽培过程会造成土壤中磷素的

大量积累,但并未保持峰值状态,而是呈显著降低的

趋势。说明达到土壤的磷饱和后土壤中磷的淋失量

增加[24]。分析认为与设施栽培的施肥特点有关,在
设施栽培条件下,大量有机肥施入促进了土壤中磷素

的淋失。Pizzeghello等[25]的研究证实,与矿物肥料

相比,农家肥的施用增加了P-CaCl2 和热水可提取性

P(HWP),从而促进了土壤中P的淋溶。
有研究[24]表明施用家禽粪便等有机肥可使固液

磷酸分配系数(PO4-Kd)降低,从而降低土壤对磷的

吸附强度。这就意味着更少的磷被土壤保留,更多的

磷被溶解,其结果是潜在的更高的磷淋失。这些研究

中还推测有机肥分解产生的有机酸降低了磷在土壤

矿物颗粒表面的吸附,主要是因为有机酸和磷酸盐竞

争在氧化铝或氧化铁表面的吸附点位,另外有机酸对

氧化铝或氧化铁的螯合和溶解作用减少了吸附点

位[26]。这些因素均可引起土壤中磷素的淋失,但在

典型设施环境条件下,以哪种影响因素为主还需进一

步的分析和研究。

3.2 设施菜田土壤不同无机磷组分的有效性和累积

特性不同

无机磷是土壤中磷素的主要形态,海城和铁岭两

个地区设施菜田土壤各形态无机磷大部分随种植年

限也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但达到峰值的年限不

同,说明不同无机磷的有效性和累积特性不同。有关

蔬菜保护地无机磷积累的研究报道较多,但受原始土

壤类型、种植蔬菜品种、肥料种类和施肥方式等的影

响,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余群英等认为无机磷组分

以Ca-P 为 主,其 次 为 O-P,Fe-P 和 Al-P 含 量 较

少[27]。而本研究的结果中无机磷以Ca8-P为主,其
次为Fe-P和Al-P。3种形态无机磷含量较高,且随

种植年限的变化幅度也较大。随种植年限的增加,

Ca8-P占无机磷总量的百分比呈逐渐增加的趋势,铁
岭地区从21%增加到34%,海城地区从36%增加到

57%。从而说明Ca8-P是土壤无机磷主要的累积形

态。Fe-P的含量也较高,但其占无机磷总量的百分

比则随种植年限的增加呈降低的趋势,铁岭地区由

32%降低到15%,海城地区由22%降低到11%,说明

其活性相对较高,在设施栽培的条件下易向其他形态

转化。Ca2-P是土壤中活性最大的磷,但随种植年限

的增加,呈逐渐降低的趋势,其中铁岭地区由13%降

低到5%,海城地区由11%降低到6%,说明在设施条

件下易造成活性磷素的淋失。由此可见,在设施栽培

条件下,种植年限不仅影响了土壤各形态无机磷的含

量,也影响了其在无机磷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这一

方面与设施栽培时间长短不同、施入的磷肥不同和有

机质转化释放的磷素不同有关,也与设施条件下,长
期施肥影响了土壤的理化性质,进而影响了土壤中不

同形态磷素的转化有关。

3.3 土壤中磷素的释放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

了磷素的活性

从释放曲线可知,土壤中磷素累积量高,则磷素

的释放量也相对较高,但释放率并不高,从另一个角

度说明了土壤中不同形态磷素活性的差异。从相关

分析可知,磷的释放量与有效磷、Ca2-P和Fe-P的相

关性达到了极显著的相关性,这与不同形态无机磷与

有效磷的相关性相似,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土壤中

Ca2-P和Fe-P的活性较高,是土壤中磷素淋失的主要

因子。Al-P与磷的释放量和有效磷均达到了显著性

相关,说明 Al-P也具有一定的活性。O-P和Ca10-P
则与二者之间均无相关性,且随种植年限无显著的变

化规律,两种磷素的有效性最低,占全磷含量也相对

较低,两个地区基本都低于15%。但不同的是无机

磷中的Ca8-P与有效磷的活性也达到了极显著相关,
但与磷的最大释放量之间的相关性却不显著,且随种

植年限的增加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最高分别达到无机

磷总量的57.32%和34.2%,因此Ca8-P相对更易于

积累,提高这部分磷源的生物有效性,是温室土壤磷

素养分管理的关键。

4 结 论

(1)铁岭县和海城市两个地区设施菜田耕层土壤

全磷、无机磷和有效磷含量随种植年限的增加,呈先增

加后降低的趋势,在种植20a左右达到磷素积累的

峰值,全磷含量最高分别达到了5.76±0.61g/kg和

7.08±0.72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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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地设施菜田土壤无机磷以Ca8-P含量为

主,最高分别是无机磷总量的34.2%和59.9%,其次

为Fe-P和Al-P,Ca8-P随种植年限的增加而增加,而
Fe-P则随种植年限的增加而降低。速效磷与Ca2-P,

Ca8-P和Fe-P之间呈极显著的正相关,与Al-P呈显

著的正相关。
(3)设施菜田种植2~15a左右与15a后对比磷

素的释放率相对较高,释放量与Ca2-P,Fe-P之间的

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
综合分析设施菜田土壤磷素积累以Ca8-P形态

为主,Ca2-P和Fe-P是磷素淋失的主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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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地区土壤pH值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其强度变化
刘雪松,张智印,魏建朋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河北 保定071051)

摘 要:[目的]研究赣南地区土壤pH值的影响因素和强度,为该区土壤酸化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以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8167组表层土壤为研究对象,利用卡方检验、相关系数等统计学方法,对土壤pH
值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研究区83.1%的土壤为强酸性(pH<5.0),中性及碱性土壤比例

小于17%。土壤pH值主要受成土母质和地质背景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影响强度表现为:成土母质>地质

背景>高程>用地类型>地貌。酸性土壤分布在古生代火成岩和地势较高的元素流失区;中生代沉积岩

和地势低洼元素富集区中土壤呈现碱性化,同时人类活动对土壤酸化的贡献不容忽视。[结论]赣南地区

土壤pH值形成主要受成土母质和地质背景控制,人类活动促使土壤pH值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上出现一

定程度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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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FactorsandIntensityChangeofSoilpH
ValueinSouthJiangxiProvince

LiuXuesong,ZhangZhiyin,WeiJianpeng
(HydrogeologyandEnvironmentalGeologySurveyCenterofCGS,Baoding,Hebei07105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influencingfactorsandintensityofsoilpHvalueinSouthernJiangxiProvince
werestudied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soilacidificationpreventionandcontrol.[Methods]8167surface
soilsamplesinNankangDistrict,GanzhouCitywerecollected,andthe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and
influencingfactorsofsoilpH valuewereanalyzedbyusingChi-squaretestandcorrelationcoefficient
methods.[Results]83.1%ofthesoilinthestudyareawashighlyacidity(pH<5.0),andtheproportionof
neutralandalkalinesoilwaslessthan17%.ThesoilpHvaluewasmainlyaffectedbynaturalfactorssuchas
soilparentmaterialandgeologicalbackground,etc.Theinfluenceintensitywasasfollows:parentmaterial>
geologicalbackground>elevation>landtype>landform.AcidicsoilwasdistributedinPaleozoicigneous
rocksandtheelementlossareaswithhigherterrain,thesoilinMesozoicsedimentaryrocksandlow-lying
areaswithrichelementswasalkaline.Atthesametime,thecontributionofhumanactivitiestosoilacidification
couldnotbeignored.[Conclusion]ThesoilpHvalueinSouthernJiangxiProvinceismainlycontrolledby
soilparentmaterialandgeologicalbackground,andhumanactivitieshavecausedacertaindifferenceinsoil
pHvalueindifferentlandusetypes.
Keywords:hillyareasinSouthernJiangxiProvince;soilpHvalue;influencingfactors;intensitycontrast

  土壤pH值是土壤重要的化学性质,是土壤酸性

程度的量化表征,是土壤形成过程中多种因子综合作

用的结果[1],它深刻影响着土壤微生物活性和地表作

物的 生 长[2-6],也 影 响 土 壤 物 化 性 质 和 养 分 有 效



性[7-9]。现代土壤pH值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指地质背景、土壤母质、水热条

件等诸多非人力控制的因素,自然因素对土壤pH值

的影响是个漫长的过程[10]。人类因素主要指人类对

土地的利用与改造,包括农业活动、工业活动、城市化

活动和生活活动等,人类活动对土壤影响主要体现在

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进而改变了土壤的物化性质。
自然因素对土壤pH值影响研究方面:赵凯丽、王亚

男、张元培等[11-13]在湖南祁阳县、毕节市和湖北土壤

pH值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成土母质和土壤类型对

土壤pH值形成存在显著性影响,并对比研究了不同

成土母质和类型土壤pH 值的分配规律;魏辉等[14]

研究发现,土壤CEC和黏土含量对缓冲酸雨影响方

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谢天洋[15]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

土壤pH值显著不同。人类活动对土壤pH 值影响

研究方面,周宏冀[16]认为人类施肥活动是土壤酸化

的主要原因;朱小琴等[17]研究发现种植结构会影响

土壤pH值的变化,此外工企业周围土壤pH值会明

显降低,而在城镇周围及公路两侧土壤pH值则会明

显较高;邵文静等[18]认为苏南地区间土地利用格局

和利用方式的时空差异是造成土壤pH 值时空变化

区域差异的主要驱动力。以上研究说明现代土壤

pH值的形成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叠加影响、综合

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土壤pH 值形

成的影响程度,上述研究各有所表,缺乏横向的对比,
尤其在人类因素和自然因素差异性研究方面,系统深

入的研究还较欠缺。为此,本文以江西赣州南康区土

壤的pH值为分析对象,利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对其

空间分布进行插值,通过描述性统计,对其分配规律

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列联分析方法,对土壤

pH值的影响因素强度进行分析,为土壤酸碱度的控

制和土壤生态的良性保持提供思路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江西省赣州市西部,地处赣江上游章

江段。研究区总体地貌属于赣南丘陵区,中高山较

少,平地、低丘分布较多。研究区中南部河流众多,属
于河流冲洪积区域,地势低平,北部区域低山丘陵较

多,地势起伏较大。土壤类型有山地黄壤、红壤、黄红

壤、紫色土、水稻土等类型,以水稻土、红壤和黄红壤

居多。根据土壤酸碱度分类标准[19],该区强碱性、碱
性、中性、酸性和强酸性土壤都有分布,其中酸性土壤

面积占比为92% [20]。南康区经济较为发达,2019年

GDP总量338.56亿元,位居赣州市县域经济总量第

2位[21]。

1.2 样本数据及处理

样本数据来自赣州市南康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

调查项目,采样时间为2018年5—10月。样品量

8167组,样品采集深度0—20cm。样品以网格法布

置,样品之间无空白网格,样品平均密度为7.6个/

km2。采样单元以农用地为主,兼顾林草地、城区用

地及工矿企业用地。土壤样品经干燥、去杂质和过

1.7mm孔径筛后,送国土资源部南昌矿产资源监督

检测中心进行分析,分析方法采用玻璃电极电位法测

定。土壤样品pH值数据正态性检验显示为右偏分

布,不是标准正态分布类型。为使分析更具科学性,
对异常数据进行剔除。剔除方法采用切比雪夫不等

式法,剔除四倍的标准差,保证至少94%的数据在分

析范围内[22]。异常数据剔除后,统计结果详见表1。
异常数据全部来自强碱性土壤,剔除率为0.12%,保
留了99.88%的数据。

表1 异常数据剔除后南康区土壤样本酸碱性分布统计

项 目
强碱性土壤
(≥8.5)

碱性土壤
(7.5~<8.5)

中性土壤
(6.5~<7.5)

酸性土壤
(5.0~<6.5)

强酸性土壤
(<5.0)

离群数据 离群比例

剔除前样本量 93 353 247 3433 4041 10 0.12%
剔除后样本量 83 353 247 3433 4041

  注:表中土壤酸碱度分类引自《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中的“土壤酸碱度分级标准”。

  研究区样品采用网格化均匀布点法,采样点不聚

集,满足反距离权重插值法应用条件;土壤pH 值数

据不服从标准正态分布,不满足克里金插值条件;综
上采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绘制土壤pH 值的空间分

布图[23]。

2 土壤pH值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2.1 土壤pH值分布特征

剔除后数据总体统计特征详见表2。研究区土壤

总体以酸性土壤为主,变异系数0.17,属于低变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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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土壤pH值全距为5.33,变化幅度较大,数据为右

偏尖峰分布。研究区95%以上区域的土壤为酸性土

壤,其中强酸性土壤占到了83%以上(图1)。对比土

壤pH 值分布图、成土母质和地质背景以及 地 貌

情况,可得碱性土壤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河流冲积

形成的低平区域。该区域也是人类活动频率最为密

集的区域,成土母质以第四系松散沉积物为主。中性

土壤主要分布在碱性土壤的外围和丘陵山区的小盆地

区域,成土母质以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和砂岩等沉积岩

为主,人类活动频率稍密集。酸性土壤主要分布在中

性土壤的外围,分布面积较中性土壤有所扩大,分布区

域较为一致,成土母质主要以砂岩等沉积岩类为主。
强酸性土壤在研究区大面积分布,主要分布在研究区

北部和南部丘陵山地区,成土母质以火成岩和变质岩

为主,该区域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人类活动稀疏。
综上所述,研究区土壤酸化程度比较严重,土壤

pH值分布和成土母质、地质背景及地势存在一定的

空间相关性。

图1 南康区土壤酸碱性分布图

2.2 土壤pH值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从地质背景、成土母质、用地类型、地形

地貌、土壤质地5个方面进行分析(表2)。①研究区

土壤地质背景横跨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从pH值变异系数看,地质年代越老,变异系数越低,
整体处于低变异状态。从均值上看,地质年代由新及

老,土壤pH值有降低的趋势,数据分布都呈右偏分

布,除白垩纪外,都呈尖峰分布。地质年代由新及老,
土壤pH值全距变化幅度呈缩小趋势。综上说明地

层年代愈古老,土壤pH值扰动愈小;地层越新,扰动

性越大(白垩纪地层例外)。②研究区样本具有统计

意义的成土母质岩类主要有砂岩、砾岩、砂砾岩、花岗

岩、凝灰岩、板岩、变砂岩7类。为便于统计,按照岩

石成因划为4类:第四纪松散沉积物、沉积岩(砂岩、
砾岩、砂砾岩)、变质岩(板岩、变砂岩)和火成岩(花岗

岩、凝灰岩)4类。4类成土母质岩性的土壤pH均值

和变异系数变化趋势一致,即由火成岩—变质岩—第

四纪松散沉积物—沉积岩顺序逐渐变大,且从松散沉

积物到沉积岩,变幅较大。土壤pH 值全距,由火成

岩—变质岩—沉积岩—第四纪松散沉积物顺序逐渐

变大。综上分析土壤pH 值在不同成土母质中的分

配规律和不同成土母质之间的关系,可得岩石形成演

变时间越短,受地表自然风化和人类影响越小的成土

母质形成的土壤pH 值越低,变异程度越轻,全距变

化幅度越小。③土地利用类型,按照用途特征划分为

3类,草地和林地合称为林草地,水田、旱地、果园等为

农用地,工业和城建用地为工矿城区地。土壤pH值

均值由林草地—农用地—工矿城区地顺序逐渐变大;
土壤pH值变异系数农用地变异程度最低,工矿城区

地和林草地变异程度相当;土壤pH值全距农用地略

高于工矿城区地和林草地。林草地土壤熟化程度低,
人类影响程度小,土壤腐殖层厚,在南方多雨湿热多

雨环境下盐基离子淋失严重,致酸离子(氢和铝离子)
富集,因此其pH 值表现最低;赣南地区农用地多为

水田,经过耕种和中低产田改造,发育程度和熟化程

度高,土壤酸化程度会受到一定的抑制[24-25],因此农

用地土壤pH值较原始林草地稍高一些,但是化肥的

使用,从纵向时间轴上看农用地还是趋于一种酸化的

趋势;工矿城区地,多位于人类聚居的丘陵河谷冲洪

积区域,河流携带的盐基离子会使冲洪积土层中盐基

离子增加,另外非农化土地不再耕地,土壤密实度升

高,渗透淋滤变差,化肥不再施用等,都有助于减缓了

酸化的程度。综上表明人类部分活动对南方土壤的

自然酸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④依据研究区地形地

貌分布特征,分为平地区域和丘陵山地区域两大类。
丘陵山地区域土壤pH均值明显低于平地区域;变异

系数、峰度、偏度和全距两者比较接近。平地区域是

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土壤pH值地貌上的差异

也证明人类活动是促使土壤pH值升高的一个因素。

⑤土壤质地是土壤形成后的物理属性,主要体现土壤

矿物颗粒的组合状况。从统计意义上看,壤土的pH
均值略低于砂土,变异系数并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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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南康区土壤pH值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结果

pH值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变异系数Cv 偏度 峰度

总体特征 8157 3.51 8.84 5.23 0.17 2.12 4.64

新生代
全新世 2611 3.51 8.74 5.23 0.13 2.13 6.45
更新世 162 3.96 8.62 5.35 0.21 1.43 1.09

中生代
白垩纪 1968 3.70 8.84 5.80 0.23 0.95 -0.41
侏罗纪 411 3.88 8.01 4.95 0.08 2.00 13.49

古生代
志留纪 1012 3.88 7.53 4.87 0.08 1.73 7.42
寒武纪 860 3.54 8.53 4.91 0.10 1.91 9.81

元古代
震旦纪 1028 3.83 7.26 4.91 0.09 0.91 2.34
南华纪 84 4.05 6.55 4.87 0.07 1.79 7.41

沉积岩 2286 3.70 8.84 5.70 0.23 -0.14 1.07

母质岩性
变质岩 1210 3.54 8.53 4.91 0.10 8.23 1.69
火成岩 2029 3.88 8.01 4.90 0.08 5.93 1.40
松散沉积物 2611 3.51 8.74 5.23 0.13 6.45 2.13

林草地 1334 3.86 8.84 5.11 0.22 2.12 3.56
用地类型 农业用地 6640 3.51 8.83 5.23 0.15 2.23 5.68

工矿城区地 183 3.88 8.82 6.13 0.23 0.30 -1.36

地 貌
平 地 4091 3.84 8.84 5.31 0.15 2.07 4.60
丘陵山地 4066 3.51 8.83 5.15 0.19 2.23 4.80

质 地
砂 土 7496 3.51 8.84 5.24 0.17 2.11 4.56
壤 土 661 3.88 8.73 5.12 0.17 2.28 5.83

3 土壤pH值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强度
分析

  便于土壤pH 值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强度分析,
将影响因素中的地貌和高程进一步划分,地貌中的丘

陵山地细分为丘陵坡地和丘陵谷地;高程按照150,

330m等高线分为3类,并做交叉频数统计(表3)。
若土壤酸碱度按照强碱性、碱性、中性、酸性、强酸性

5类进行分析,则在成土母质、地质背景和高程3个

影响因素中,将有碱性和强碱性观测值为零的情况,
在卡方检验会出现期望频数小于5的情况,为避免此

种情况,将强碱性和碱性归并为碱性土壤,中性土壤

仍然为中性,酸性和强酸性归并为酸性土壤,这样土

壤酸碱度划分为3类。
此外地质背景将地质年龄大于等于古生代的归

为一类,不再划分元古代。

表3 土壤pH值地貌高程影响因素交叉频数统计

高程/m 碱性 中性 酸性 合计 地貌位置 碱性 中性 酸性 合计

≥300 1 6 849 856 平 地 186 156 3761 4103
150~300 82 49 3976 4107 丘陵坡地 206 48 1954 2208
<150 353 192 2649 3194 丘陵谷地 45 43 1759 1847
合 计 436 247 7474 8157 合 计 437 247 7474 8158

  根据以上方案将影响因素划分和合并后,进行卡

方检验,检验各类影响因素和土壤酸碱度之间是否存

在依赖关系,检验结果详见表4。除了土壤质地因素

χ2<χ2
0.05,p=0.432>0.05外,其余影响因素均为

χ2>χ2
0.05,p=0.000≪0.05。即土壤质地和土壤酸碱

度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依赖关系,其他影响因素或

多或少和土壤酸碱度都存在依赖的关系。表2统计

分析中壤土和砂土的pH均值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不

能说明土壤质地和土壤pH值之间就存在相关性,需

要从数学统计角度进行验证,通过上述卡方检验,证
明不同质地的土壤pH均值差异只是偶然性事件,土
壤pH值和土壤质地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即土壤质地

这个物理属性对土壤pH 值这个由土壤溶液中氢离

子和氢氧根离子浓度决定的化学参数之间无显著相

关性。
影响因素和土壤酸碱度相关程度采用V 相关系

数进行判定,该系数不受行列数影响,适合本例行列

数不一致的情形。判定结果详见表4。影响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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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成土母质>地质背景>高程>用地类型>地

貌。其中成土母质、地质背景、高程、用地类型都属于

弱相关类型,地貌属于基本不相关类型。
综上所述,成土母质、地质背景对土壤pH 值分

布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高程和用地类型,地貌对

土壤pH值分布影响最弱。这与赵凯丽等在“我国南

方不同母质土壤pH值剖面特征及酸化因素分析”中
提到母质是影响土壤理化性质的主要因素结果一致。

也和吴正祥、周勇等“鄂西北山区耕层土壤pH 值空

间变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的结论“成土母质

是研究区土壤pH值空间变异的主控因素,其次是海

拔高度,较弱的是土地利用方式,坡度几乎没有独立

解释能力…”相契合,说明成土母质和地质背景等自

然因素是土壤pH值分布形成的基础,人类耕作和生

活活动对土壤用途的改变对土壤pH 值分布形成的

影响是自然因素基础之上的叠加。

表4 土壤酸碱度影响因素卡方检验及强度测量统计结果

指 标
因 素

地质背景 成土母质 用地类型 地貌 高程 质地

χ20.05 9.488 12.592 9.488 9.488 9.488 5.992
χ2 761.658 924.850 297.859 121.079 523.094 1.678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432
V 系数 0.216 0.238 0.135 0.086 0.179 *

  注:*表示卡方检验p>0.05,说明土壤pH值和质地不存在关联关系。

  此外,从影响因素调整标准残差分析中可以看出

土壤酸碱度更直观的分布规律。出于保守估计,多重

比较选择调整标准残差绝对值的大小以3为分界点,
调整标准残差绝对值大于3时,认为该数值的观测频

数和期望频数之间的差异存在统计意义[22-24]。由表5
可知,碱性土壤调整标准残差全部具有统计意义,酸
性土壤调整标准残差的90%具有统计意义,中性土壤

调整标准残差的55%具有统计意义。从自然影响因

素来看,碱性土壤更趋向于分布于中生代沉积岩背景

土壤中,酸性土壤较趋向于分配在古生代火成岩背景

土壤中。

表5 土壤酸碱度影响因素调整标准残差分析

项 目 碱性 中性 酸性

新生代 -7.8 0.4 6.1
地质背景 中生代 24.9 8.8 -25.6

古生代 -15.8 -8.7 18.2

沉积岩 27.2 11.2 -29.0

成土母质
变质岩 -8.5 -4.5 9.7
火成岩 -12.0 -7.1 14.2
松散沉积物 -8.5 -0.8 7.4

林草地 5.3 -1.6 -3.3
用地类型 农业用地 -9.9 -2.0 9.2

工矿城区地 12.7 9.4 -16.1

平地 -3.3 4.1 0.2
地 貌 丘陵坡地 9.7 -2.7 -6.2

丘陵谷地 -6.3 -2.0 6.4

≥300 -7.2 -4.2 8.4
高程/m 150~300 -13.5 -9.7 17.0

<150 18.4 12.6 -22.7

  从人类影响因素来看,碱性土壤趋向分布于人类

生活和工矿业类型土壤中,而酸性土壤最不可能出现

在此类土壤中,反而农业用地中酸性土壤最容易分

布;高程小于150m,人类活动频率较高地方的土壤

更趋向于碱性,高程大于150m,人类活动频率较低

地方的土壤则趋向于酸性。

5 结 论

(1)影响赣南典型丘陵区土壤整体为酸性,且以

强酸性土壤为主,对土壤pH值分布有显著影响的因

素主要为成土母质、地质背景、高程、用地类型、地貌,
土壤质地无显著影响。土壤pH 值在上述几种影响

因素中的数据分配都呈现为一种右偏的分布,且主要

以尖峰为主,数据的变异程度整体较低。
(2)赣南典型丘陵区土壤pH值分配主要受成土

母质和地质背景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影响强度的关系

为:成土母质>地质背景>高程>用地类型>地貌。
人类耕作和生活活动是次要影响因素,是自然因素影

响基础之上的叠加。说明赣南地区土壤pH 值形成

规律和中国南方地表土壤pH值总体形成规律一致,
没有表现出特异性。

(3)赣南典型丘陵区酸性土壤趋向于分配在古

生代火成岩背景区和人类活动频率较低的较高丘陵

区。碱性土壤趋向于分配在中生代沉积岩背景区和

人类活动频率密集低海拔区域。该现象充分表明土

壤pH值形成是自然因素和人类影响的叠加过程,自
然过程中,岩石形成和演化过程对土壤pH值形成具

有决定性作用;人类影响因素中,生活和工矿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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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是一种显著的pH值升高的促进作用,农业耕

作主要表现出为匀化作用。

致谢: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土地质量工程—海西

西岸经济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提供的数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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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沼泽湿地土壤的特性

刘晓娟1,张玉斌2,王煜明2,董万涛2,杨巨才2,达布希力特2,乌力吉2,孙学刚1

(1.甘肃农业大学 林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2.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 肃北736300)

摘 要:[目的]对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沼泽湿地土壤的理化性质进行了研究,以期揭示保护

区内沼泽湿地土壤特性以及湿地土壤在湿地中的作用,为保护区的湿地保护提供参考。[方法]在保护区

内选择6处典型的沼泽湿地,采用随机法对土壤进行分层取样。根据国家标准对各沼泽湿地土壤的孔性

特征、水分特征和养分特征进行了测定。[结果]①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各沼泽湿地土壤容重逐渐增大,

土壤孔隙逐渐减小,土壤通气度逐渐减小。榆林河水脑和大德尔吉湿地土壤的各项孔性指标的测定结果

均优于其他各沼泽湿地。②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各沼泽湿地土壤水分特征指标均逐渐下降。榆林河水脑

和大德尔吉湿地土壤的各项水分特征指标的测定结果均优于其他各沼泽湿地。③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各
沼泽湿地土壤养分含量均呈现下降趋势。榆林河水脑沼泽湿地土壤养分含量较高,野马大泉沼泽湿地土

壤养分含量最低,其余4处沼泽湿地土壤养分条件相差不大。[结论]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保护区内各沼

泽湿地土壤逐渐变得紧实,土壤孔隙逐渐减小,水分条件逐渐下降,土壤养分含量逐渐降低。其中,榆林河

水脑和大德尔吉湿地土壤的土质疏松,通气性较好,并且有着较为优越的水分条件,具有较强的贮蓄水分

和涵养水源的能力。而野马大泉湿地能够快速容纳降水并及时下渗,可有效调节径流。榆林河水脑沼泽

湿地土壤养分条件最好,而野马大泉沼泽湿地土壤养分条件最差。保护区沼泽湿地土壤环境整体呈碱性。

关键词:沼泽湿地;土壤特性;孔性特征;水分特征;养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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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CharacteristicsofSwampWetlandinYanchiwanNational
NatureReserveofGansuProvince

LiuXiaojuan1,ZhangYubin2,WangYuming2,DongWantao2,YangJucai2,DabuXilite2,Wuliji2,SunXuegang1

(1.CollegeofForestry,GansuAgricultural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70,China;

2.GansuYanchiwanNationalNatureReserveBureau,Subei,Gansu7363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ofswampwetlandinYanchiwanNationalNature
ReserveofGansuProvincewereevaluatedtorevealthecharacteristicsofwetlandsoilandtheroleofwetland
soilinthewetland,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wetlandprotectioninthereserve.[Methods]Sixtypical
marsheswereselectedinthereserve,andstratifiedsoilsamplingswerecollectedbyrandommethod.According
tothenationalstandard,thesoilporosity,soilmoisturepropertiesandsoilnutrientcharacteristicsofeach
marshweremeasured.[Results]① Withtheincreaseofsoildepth,soilbulkdensityincreasedgradually,

whilesoilporosityandsoilaerationdecreasedgradually.TheresultsofsoilporeindexesinYulinRiver
SourceWetlandandDaderjiWetlandwerebetterthanthoseinothermarshes.② Withtheincreaseofsoil
depth,soilmoisturepropertiesdecreasedgradually.SoilmoisturepropertiesinYulinRiverSourceWetland
andDaderjiWetlandwerebetterthanthoseinothermarshes.③ Withtheincreaseofsoildepth,thesoil
nutrientcontentsofallmarshesshowedadecreasingtrend.ThesoilnutrientcontentsofYulinRiverSource



Wetlandwerehigher,thesoilnutrientcontentsofYemaDaquanWetlandwerethelowest,andtherewasno
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soilnutrientconditionsoftheotherfourmarshes.[Conclusion]Withtheincrease
ofsoildepth,thesoilofthemarshesinthereservegraduallybecomescompacted,thesoilporosity,the
waterconditionandthesoilnutrientcontentdecreases.ThesoilinYulinRiverSourceWetlandandDaderji
Wetlandarelooseinquality,goodinaeration,andhavesuperiorwaterconditionswithstrongabilityofwater
storageandwaterconservation,whiletheYemaDaquanWetlandcanquicklyaccommodateprecipitationand
infiltrateintime,whichcaneffectivelyregulaterunoff.ThesoilnutrientconditionofYulinRiverSource
Wetlandwasthebest,whilethatofYemaDaquanWetlandwastheworst.Thesoilenvironmentofthe
reservemarshwetlandisalkaline.
Keywords:swampwetland;soilcharacteristics;soilporosity;soilmoistureproperties;soilnutrientcharacteristics

  湿地是陆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具有

独特水文、土壤、植被与生物特征的多功能过渡性生

态系统,在涵养水源、调节洪水径流及生物多样性形

成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湿地土壤指长期

积水或在生长季积水、周期性淹水的环境条件下,生
长有水生植物或湿生植物的土壤[2]。湿地土壤是湿

地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维持生物多样

性,分配和调节地表水分,过滤、缓冲、分解固定和降

解有机物和无机物等功能[2],这些功能是湿地生态系

统得以稳衡和发展的基石。湿地土壤与其他类型土

壤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同时又是湿地生态

系统的重要因子,只有深入研究和揭示湿地土壤的理

化性质,才可能正确认识湿地生态系统并充分发挥湿

地的生态功能。
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甘肃省肃北蒙

古族自治县,区内拥有湿地总面积约为1.50×105

hm2,为典型的高寒湿地[3],2018年获批国际重要湿

地。其中的约5.00×105hm2 沼泽湿地是保护区湿

地生态系统的一大主体,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一

方面由于其优越的水资源孕育了丰富的湿地植物资

源,而湿地植物又改善了湿地土壤养分环境,同时优

良的植被和土壤条件为湿地的水资源起到了很好的

净化作用。另一方面,淡水沼泽由于其生态优越性,
为保护区内的动物尤其是鸟类提供了很好的栖息和

繁殖场所。因此,本文对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沼泽湿地土壤的理化性质进行了研究,以期揭示

保护区内沼泽湿地土壤特性以及湿地土壤在湿地中

的作用,为保护区的湿地保护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在位于青藏高原北缘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进行,保护区内最低海拔2600m,最
高海拔5483m,山脊多在海拔4000m以上。保护

区地处高原亚寒带,年平均气温-0.8℃,7月平均

气温11.7℃,1月平均气温-14.4℃,日平均气温

≥10℃的天数62d,海拔3600m以上的地区日均

温≥10℃的时间为零;年均降水量202.5mm,多
集中在夏季;年均蒸发量2493.3mm,为降水量的

17.5倍;平均强辐射日照时间2841.1h,年总辐射量

590.34~619.65kJ/cm2;年均风速3.7m/s[3]。

2 材料与方法

2.1 土壤取样方法

于2020年7月中旬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选择6处典型的沼泽湿地,在每处沼泽湿地中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沼泽湿地植被进行土壤取样,采样

区域概况详见表1。采用随机法进行土壤取样,每种

植被类型下随机选择5个取样点,每两个取样点间

距不小于50m。每个取样点在土壤剖面的0—10,

10—20,20—40,40—60cm 进行分层取样。每个土

层取2份土壤样品,其中1份用环刀法取样,用于土

壤孔性和水分状况的测定,另一份取混合土样,用于

土壤养分含量的测定。

2.2 土壤孔性测定方法

采用环刀法测定土壤孔性各项相关指标[4],包括

土壤容重、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非毛管孔隙度和通

气度。

2.3 土壤水分特征测定方法

采用环刀法测定土壤水分特征各项相关指标[4],
包括土壤质量含水量、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最小

持水量、最大蓄水量、非毛管蓄水量、毛管蓄水量和排

水能力。
  土壤质量含水量(g/kg)=环刀内湿土质量(g)-环刀内干土质量(g)×1000/环刀内干土质量(g) (1)

土壤最大持水量(g/kg)=〔干沙上搁置12h后环刀内湿土质量(g)-
环刀内干土质量(g)〕×1000/环刀内干土质量(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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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毛管持水量(g/kg)=〔干沙上搁置2h后环刀内湿土质量(g)-
环刀内干土质量(g)〕×1000/环刀内干土质量(g) (3)

  土壤最小持水量(g/kg)=〔干沙上搁置一定时间后环刀内湿土质量(g)-
环刀内干土质量(g)〕×1000/环刀内干土质量(g) (4)

  土壤最大蓄水量(t/hm2)=土壤总孔隙度×10000m2×土层深度 (5)

  土壤非毛管蓄水量(t/hm2)=土壤非毛管孔隙度×10000m2×土层深度 (6)

  土壤毛管蓄水量(t/hm2)=土壤毛管孔隙度×10000m2×土层深度 (7)

  排水能力(mm)=最大持水量(mm)-最小持水量(mm) (8)

表1 研究区6处湿地采样区域自然概况

样地
编号

调查地点 地理坐标  
海拔/
m

群落
盖度/%

建群种 伴生种         

T1 乌兰布尔勒 N39°3'9.8″,E95°54'56.7″ 3180 95 细叶苔草 三裂毛茛、萹蓄

T2 大德尔吉第一湾 N39°11'26.9″,E95°44'49.7″ 3173 98 华扁穗草 海乳草、水麦冬

T3 大德尔吉 N39°11'29.2″,E95°44'55.2″ 3170 90 华扁穗草 天山报春、海乳草、水麦冬、早熟禾、毛颖赖草

T4 盐池湾 N38°58'17.8″,E96°4'3.3″ 3227 98 西藏嵩草 碱毛茛、水麦冬

T5 野马大泉 N39°24'56.8″,E96°14'30.8″ 3756 75 矮嵩草 野青茅、水冬麦、浮毛茛、草甸雪兔子、篦齿眼子菜、尼泊尔蓼

T6 榆林河水脑 N39°24'56.8″,E96°14'30.8″ 2240 90 西藏嵩草
棒头草、水葫芦苗、碱毛茛、水麦冬、眼子菜、芦苇、海乳草、碱
蛇床、大车前、二裂委陵菜、蕨麻、浮毛茛、达乌里风毛菊

2.4 土壤养分特征测定方法

采集的土样风干并去除杂质后过0.149和2mm
的土壤筛,用于测定土壤养分,每个样品重复3次。

土壤pH值采用pH计进行测定。土壤全氮采用

半微量凯氏法(LY/T1228-1999)[5]测定;土壤全磷采

用钼锑抗比色法(LY/T1232-1999)[6]测定;土壤全

钾、速效钾采用火焰光度法(LY/T1234-1999;LY/

T1236-1999)[7-8]测定;土壤水解性氮根据地方标准

(DB13/T843-2007)[9]测定;土壤速效磷采用碳酸氢钠

浸提法(LY/T1233-1999)[10]测定;土壤有机质采用重

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LY/T1237-1999)[11]测定。

3 结果与分析

3.1 湿地土壤孔性

3.1.1 土壤容重 土壤容重说明土壤松紧程度及孔

隙状况,反映土壤的透水性、通气性和根系生长的阻

力状况,是土壤物理性质的一个重要指标[12]。所调查

的6处沼泽湿地土壤容重均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
即在0—60cm土层中,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容

重逐渐增大。各调查样地中,以大德尔吉和榆林河水

脑沼泽湿地的土壤容重最小,分别为0.58和0.63g/cm3,
其次为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0.82g/cm3,盐池湾湿地

1.05g/cm3,乌兰布尔勒湿地1.18g/cm3,野马大泉湿

地土壤容重最大,为1.43g/cm3(图1)。

3.1.2 土壤孔隙 土壤孔隙的组成直接影响土壤通

气透水性和根系穿插的难易程度[12]。土壤非毛管孔

隙度在各调查样地各土层中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

势。土壤毛管孔隙度和土壤总孔隙度均表现为随着

土层加深而逐渐减小,与土壤容重的变化趋势一致。
在各调查样地间,土壤毛管孔隙度和土壤总孔隙度均

表现为:榆林河水脑湿地(62.93%,69.58%)>大德尔

吉湿地(60.08%,67.41%)>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

(53.16%,59.39%)>乌 兰 布 尔 勒 湿 地(48.62%,

54.52%)>盐池湾湿地(45.91%,52.27%)>野马大

泉湿地(38.39%,46.78%)(图1)。

3.1.3 土壤通气度 土壤通气性是土壤的重要特性

之一,是保证土壤空气质量,使植物正常生长,微生物

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等不可缺少的条件。土壤通气度

与土壤容重、土壤毛管孔隙度和土壤总孔隙度表现出

同样的变化趋势,即随着随着土层加深而逐渐减小,
因为随着土层加深,土壤逐渐变得紧实,与大气间的

气体交换也逐渐变得困难。6个样地间,土壤通气度

表现为:榆林河水脑湿地(7.78%)>大德尔吉湿地

(7.02%)>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4.93%)>野马大泉

湿地(4.67%)>盐池湾湿地(3.50%)>乌兰布尔勒湿

地(3.45%)(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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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沼泽湿地土壤孔隙特征

3.2 湿地土壤水分特征

3.2.1 土 壤 含 水 量 测定结果表明,各沼泽湿地

0—60cm土层土壤含水量均随着土层加深而逐渐降

低,其中,以榆林河水脑湿地土壤含水量降幅最大,
在0—10cm土层土壤含水量为2383.65g/kg,在

40—60cm土层土壤含水量仅为437.21g/kg。其余

各沼泽湿地中土壤含水量在各土层间变化不大。各

沼泽湿地土壤平均含水量依次为:榆林河水脑湿地

(1225.75g/kg)>大德尔吉湿地(1006.84g/kg)>
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625.22g/kg)>乌兰布尔勒湿

地(504.33g/kg)>盐池湾湿地(492.26g/kg)>野马

大泉湿地(345.65g/kg)(图2)。榆林河水脑湿地和

大德尔吉湿地土壤含水量均高于土壤自身重量,说明

这两处湿地渗透率高,储水能力强[13]。

3.2.2 土壤持水量 土壤持水量是反映土壤保水能

力的指标。研究发现,保护区内各沼泽湿地土壤的最

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和最小持水量均随着土层加深

而逐渐降低,表明随着土层加深,土壤的保水能力也

随之降低。各沼泽湿地土壤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

和最小持水量均表现为:榆林河水脑湿地>大德尔吉

湿地>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乌兰布尔勒湿地>盐

池湾湿地>野马大泉湿地(图2)。并且,榆林河水脑

湿地和大德尔吉湿地土壤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和

最小持水量均显著优于其他各沼泽湿地,表明这两处

湿地的土壤保水能力较强。

3.2.3 土壤蓄水量 土壤蓄水能力是评价陆地生态

系统水源涵养、调节水循环的主要指标之一[14]。各

沼泽湿地土壤毛管蓄水量和总蓄水量均表现为:榆林

河水脑湿地(629.35t/hm2,695.73t/hm2)>大德尔

吉湿地(600.83t/hm2,674.13t/hm2)>大德尔吉第

一湾湿地(531.64t/hm2,593.87t/hm2)>乌兰布尔

勒湿地(486.18t/hm2,545.20t/hm2)>盐池湾湿地

(459.04t/hm2,522.66t/hm2)> 野 马 大 泉 湿 地

(383.95t/hm2,467.78t/hm2)(图2)。由测定结果

可见,榆林河水脑湿地和大德尔吉湿地土壤贮蓄水的

能力最强,这两处湿地的水源涵养功能强于其他各湿

地。但土壤非毛管蓄水量在各湿地间呈现不同趋势,
表现为:野马大泉湿地(83.87t/hm2)>大德尔吉湿

地(73.29t/hm2)>榆林河水脑湿地(66.45t/hm2)>
盐池湾湿地(63.62t/hm2)>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

(62.33t/hm2)>乌兰布尔勒湿地(59.01t/hm2)
(图2)。

3.2.4 土壤排水能力 不同湿地的最大、最小持水

能力不同,所以排水能力有一定差异。所调查的6
处沼泽湿地排水能力的平均值为:野马大泉湿地

(17.77mm)>榆林河水脑湿地(17.29mm)>大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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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湿地(12.80mm)>乌兰布尔勒湿地(11.76mm)>
盐池湾湿地(10.80mm)>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

(10.36mm)(图2)。这说明乌兰布尔勒湿地、盐池湾

湿地和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能有效保持水分,而野马

大泉湿地、榆林河水脑湿地和大德尔吉湿地能有效调

节径流,降低洪涝自然灾害。

图2 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沼泽湿地土壤水分特征

3.3 湿地土壤养分特征

3.3.1 有机质 由图3可见,各沼泽湿地土壤有机质

含量均在0—10cm土层最高,随着土层加深,有机质

含量逐渐降低。湿地土壤表层为草皮层,是植物根系

的集中分布区,植物根系的分布直接影响土壤中有机

碳的垂直分布,因为大量死根的腐解归还,为土壤提

供了丰富的碳源,而土壤表层生物积累量较大,上部

土层较下部土层的生物归还量大,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量也相应较大。各调查沼泽湿地中,以榆林河水脑沼

泽湿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最高,平均达222.69g/kg。
其余沼泽湿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均远小于榆林河水脑

沼泽湿地,依次为:大德尔吉湿地(91.67g/kg)>盐

池湾湿地(51.22g/kg)>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50.83
g/kg)>乌兰布尔勒湿地(33.97g/kg)>野马大泉湿

地(6.91g/kg)(图3)。

3.3.2 水解性氮和全氮 通常情况下,土壤氮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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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循环为主,其中重要的来源途径为凋落物的归

还。因此,湿地土壤水解性氮含量与有机质含量的变

化趋势基本一致,也表现为表层土壤水解性氮含量最

高,并随着土层加深而逐渐降低。其中,榆林河水脑

沼泽湿地土壤水解性氮含量最高,平均达3090.35

mg/kg。其余沼泽湿地土壤水解性氮含量均远小于榆

林河水脑沼泽湿地,依次为:大德尔吉湿地(2101.13
mg/kg)>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1435.25mg/kg)>盐

池湾湿地(857.73mg/kg)>乌兰布尔勒湿地(777.63
mg/kg)>野马大泉湿地(320.53mg/kg)(图3)。

图3 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沼泽湿地土壤养分特征

  土壤全氮含量的消长取决于有机质的积累和分解

作用的相对强度。因此,全氮含量表现不同,以大德尔

吉湿地土壤全氮含量最高,平均含量为8.05g/kg。其

次为乌兰布尔勒湿地(6.48g/kg),榆林河水脑湿地

(5.90g/kg),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5.68g/kg)和盐

池湾湿地(3.75g/kg),野马大泉湿地全氮含量最低,
仅为1.04g/kg(图3),表明该湿地立地条件较差。各

沼泽湿地土壤全氮含量也表现出随土层加深而逐渐

降低的趋势。

3.3.3 速效磷和全磷 所调查的湿地土壤速效磷和

全磷含量均随土层加深而逐渐降低,在土壤表层含量

达到最大。速效磷和全磷含量在各沼泽湿地间表现

出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其中,速效磷含量表现为:大
德尔吉湿地(172.24mg/kg)>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

(65.48mg/kg)>乌兰布尔勒湿地(51.81mg/kg)>
盐池湾湿地(49.78mg/kg)>榆林河水脑湿地(41.92
g/kg)>野马大泉湿地(20.09mg/kg),全磷含量表现

为:大德尔吉湿地(4.36g/kg)>大德尔吉第一湾湿

地(3.96g/kg)>乌兰布尔勒湿地(3.52g/kg)>榆林

河水脑湿地(1.79g/kg)>盐池湾湿地(1.15g/kg)>
野马大泉湿地(0.70g/kg)(图3)。

3.3.4 速效钾和全钾 由于土壤中普遍存在钾的固

定现象,而钾的固定又和多种外在因素相关,因此,所
调查湿地土壤中的速效钾和全钾含量在各湿地间表

现不一致。土壤速效钾含量在各湿地中依次为:大德

尔吉湿地(226.91mg/kg)>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

(169.49mg/kg)>榆林河水脑湿地(155.94mg/kg)

>盐池湾湿地(126.61mg/kg)>乌兰布尔勒湿地

(111.01mg/kg)>野马大泉湿地(29.88mg/kg),
而全钾含量在各湿地中依次为:盐池湾湿地(14.30
mg/kg)>乌兰布尔勒湿地(12.47mg/kg)>榆林河水

脑湿地(10.87mg/kg)>大德尔吉湿地(8.79mg/kg)>
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7.89mg/kg)>野马大泉湿地

(6.04mg/kg)(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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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pH值变化特征 调查发现,各沼泽湿地土壤

pH值均大于7,呈碱性。各沼泽湿地土壤碱性由强

到弱依次为:大德尔吉第一湾湿地(8.75)>乌兰布尔

勒湿地(8.72)>野马大泉湿地(8.21)>盐池湾湿地

(8.02)大 德 尔 吉 湿 地(7.91)>榆 林 河 水 脑 湿 地

(7.75),但各湿地土壤pH 值相差不大(图3)。湿地

土壤pH值的测定结果与湿地水资源pH 值的测定

结果基本一致[3],均表明保护区湿地环境偏碱性。

4 讨论与结论

(1)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保护区内各沼泽湿地

土壤逐渐变得紧实,通气性下降,水分条件和养分条

件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所调查的各沼泽湿地中,生长着一年生和多年生

草本,这些草本植物的根系主要分布在土壤浅层,植
物残体和枯落物的积累和分解也主要在土壤浅层进

行。因此,浅层土壤的结构比较疏松,并且能有效的

保持土壤水分[13],具有较好的养分环境。而随着土

层加深,植物根系逐渐减少并消失,矿物质含量增加,
土壤逐渐变得紧实,通气性也随之下降。

(2)所调查的各处沼泽湿地中,榆林河水脑和大

德尔吉湿地土壤的土质疏松,通气性较好,有着较为

优越的水分条件和养分条件,并且具有较强的贮蓄水

分和涵养水源的能力。而野马大泉湿地能够快速容

纳降水并及时下渗,可有效调节径流。
榆林河水脑和大德尔吉湿地是植被发育最好的

两处湿地,群落盖度达90%,并且植物种类最为丰

富,在土壤浅层形成毡状草皮层,能够有效的保持土

壤水分。同时,大量的植物残体长期处于水淹条件下,
使许多营养物质沉积在土壤中,从而增加了土壤肥力。
野马大泉湿地为海拔最高的一处湿地,植物群落盖度

较低,仅为75%,但土壤容重最大,为1.43g/cm3。马

维伟等[15]研究表明,土壤容重与土壤持水量呈负相

关,而与土壤排水能力呈较强的正相关性,本研究结

果与马维伟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野马大泉沼泽湿

地可有效调节径流,降低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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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防治工程混凝土材料的抗冲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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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开展在混凝土中复掺纳米二氧化硅、微硅粉、聚丙烯纤维等材料,增强工程耐磨性的试验

研究,探讨复掺材料掺量变化影响抗冲磨强度的规律,旨在为泥石流防护工程建设中抗冲磨混凝土的配合

比设计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采用正交试验设计的水下钢球法对混凝土试件进行水下冲磨试验,得出了

复掺纳米二氧化硅、微硅粉、聚丙烯纤维的混凝土试件的抗冲磨强度。[结果]在选定的掺量范围内,混凝

土试件的抗冲磨强度随纳米二氧化硅的增加先增大再减小,在掺量为1.5%时达到最大值;随微硅粉的增

加而增大,在掺量为12%时达到最大值;随聚丙烯纤维的增加先减小再增大,在掺量为1.8kg/m3 时达到

最大值;随着引气剂的增加先减小再增大,在掺量为0.005%时达到最大值。[结论]影响混凝土抗冲磨性

能最为显著的因素是纳米二氧化硅掺量,其次是聚丙烯纤维,再次是微硅粉,最后是引气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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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ofAbrasionResistanceofConcretefor
DebrisFlowMitigationEngineering

FangXin1,2,3,ChenXiaoqing1,2,3,ChenJiangang1,2,ZhaoWanyu1,2

(1.KeyLaboratoryofMountainHazardsandEarthSurfaceProcess,CAS,Chengdu,Sichuan

6100411,China;2.InstituteofMountainHazardsandEnvironment,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Chengdu,Sichuan610041,China;3.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Abstract:[Objective]Experimentsonstrengtheningtheabrasionresistanceofmitigationengineeringby
mixingnanosilica,microsilicapowder,polypropylenefiberandothermaterialswithconcretewerecarried
outtodiscussthelawsoftheinfluenceofthemixingmaterialcontentontheabrasionresistance,inorderto
providesscientificreferenceforthemixdesignofabrasionresistanceofconcreteinthedebrisflowmitigation
engineering.[Methods]Theunderwaterabrasivetestofconcretespecimenswascarriedoutbyusingthe
underwatersteelballmethod(SL352-2006)designedbyorthogonalexperimentaldesignmethod,andthe
abrasiveresistancestrengthofconcretemixedwithnanosilica,microsilicaandpolypropylenefiberwas
obtained.[Results]Withintherangeofselectedcontent,theabrasionresistancestrengthofconcretespecimens
increasedfirstandthendecreasedwiththeraiseofNano-SiO2,andreachedthemaximumvaluewhenthe
contentwas1.5%;Withtheincreaseofmicrosilicapowder,themaximumvaluewasreachedwhenthe
contentwas12%;Withtheincreaseofpolypropylenefiber,itdecreasedatfirst,andthenincreased,andthe
maximumvaluewasreachedwhenthecontentwas1.8kg/m3;Withtheincreaseofairentrainingagent,itfirst



decreasedandthenincreased,andreachedthemaximumvaluewhenthedosagewas0.005%.[Conclusion]

Themostsignificantfactoraffectingtheabrasionresistancestrengthofconcreteisthecontentofnanosilica,

followedbypolypropylenefiber,microsilicaandairentrainingagent.
Keywords:debrisflowmitigationengineering;concrete;nanosilica;orthogonalexperimentaldesign;abrasion-

resistancestrength

  在汶川地震和极端暴雨事件的双重影响下,地震

影响区域内的泥石流灾害发生频繁,呈现出持续性和

群发性的特点。近年来,对泥石流灾害的起动机理、
运动过程、监测预警、风险评价和防治措施等方面开

展了深入的研究[1-8]。同时为保障交通生命线的畅通

和保护山区村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修建了大量的

泥石流防治工程。其中常见的防治工程型式包括:谷
坊、拦砂坝、明洞、排导槽、渡槽等,这些工程通常会用

到大量混凝土材料。20世纪70—90年代,在铁路泥

石流防治工程中,在溢流口等表面易受冲磨损伤的部

位较多使用钢板、钢轨等做抗冲及耐磨材料,但其中

大部分在经历多次泥石流冲磨后,抗冲磨性能仍不能

完全满足要求。例如,为治理成昆线在四川省乐山市

大瓦山南麓与汉源县的边界上的白熊沟泥石流,20
世纪80年代末修建的防治工程中,修建了全衬砌V
型排导槽以加强泥石流的宣泄能力,为加强排导槽底

的抗冲磨性能,在混凝土中掺入了钢板、钢轨等材料。
现行的《泥 石 流 防 治 工 程 设 计 规 范 (试 行)(T/

CAGHP021-2018)》中明确了用于保护铁路的泥石流

防治工程的设计寿命一般按50a考虑,而根据2010
年(相距白熊沟防治工程建成仅20余年)对白熊沟的

现场考察资料发现,发现该处的全衬砌 V型排导槽

在经历泥石流冲磨后,产生了较大的损伤,如图1所

示。图1中 A处显示了在槽底的预埋钢轨已被冲

断;图1中B处显示的损伤,如再经历大规模泥石流

作用,将有可能引发排导槽地板的揭底破坏,存在失

效的风险隐患。

图1 成昆线白熊沟V型排导槽破损现状

在现有的研究资料中,泥石流防治工程混凝土的

抗冲磨性能研究还较少,如何获得力学性能稳定,且
具有较高的抗冲磨强度的混凝土,一直是泥石流防治

工程领域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技术问题[9]。图2—3
为2019年8月泥石流对拦砂坝和排导槽造成的冲磨

破坏。

图2 2019年8月泥石流对登溪沟拦砂坝的冲磨破坏

图3 泥石流对汶川登溪沟排导

槽底板的冲磨破坏(矩形槽底)

泥石流防治工程建筑物与泥石流接触的部位受

到的作用力,一部分是泥石流整体对其的摩擦力,另
一部分是流体中的岩石颗粒对其的冲击力,这两部分

作用力 共 同 导 致 了 对 建 筑 物 结 构 表 面 的 冲 磨 作

用[10]。在此作用下,混凝土表面不断有水泥石微粒

脱离,逐渐露出混凝土内部的粗骨料并形成粗糙表

面。粗糙表面加大了摩擦系数和冲击角,导致冲磨力

的增强,加速了水泥石微粒的脱离。如此反复循环,
混凝土损伤不断的积累导致强度降低,最终破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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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结构,严重影响泥石流防治工程的安全运行[11]。
因此混凝土的抗冲磨性能的优劣决定了泥石流防治

工程能否长期稳定运行。
掺加纳米二氧化硅[12-14]、微硅粉[12,15]和聚丙烯

纤维[15-16]对提高混凝土抗冲磨性能有较好效果,聚丙

烯纤维还能够提高混凝土的冲击韧性[17],引气剂对

改善混凝土内微结构、减少有害孔隙有积极作用,还
可以提高混凝土的抗渗性和抗冻性,但混凝土强度会

有轻微损失[18]。为改善混凝土微结构,提高泥石流

防治工程混凝土的抗冲磨性能,提出一种新的抗冲磨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思路:通过掺入纳米二氧化硅、微
硅粉改善混凝土粗、细集料和水泥石之间的接触界

面;通过掺入聚丙烯纤维提高混凝土接触界面的黏附

力;通过引气剂改善混凝土内微结构、减少有害孔隙,
提高混凝土的和易性,同时掺加上述4种材料以提高

混凝土的整体抗冲磨性能。为此,开展了使用纳米二

氧化硅和微硅粉等质量取代水泥、聚丙烯纤维质量掺

量,并掺入引气剂的试验,通过混凝土表面受水下流

动介质冲磨的相对抗力来评价混凝土的抗冲磨性能,
筛选出显著影响混凝土抗冲磨强度的掺合材料,并识

别出各掺合材料的最佳掺量水平,为泥石流防护工程

建设中抗冲磨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提供参考。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选取

纳米二氧化硅选用ZEC牌的气相纳米二氧化

硅,比表面积200±15m2/g,一次粒径15nm,松散

密度0.1g/cm3。微硅粉选用成都产的锦祥牌94型

微硅粉,二氧化硅含量94.5%。聚丙烯纤维选用束状

单丝15mm的聚丙烯纤维,密度为0.91g/cm3。引

气剂选用广东龙湖的FLOTAGEAE-2型引气剂。
水泥选用成都产的425普通硅酸盐水泥,密度为

3.1g/cm3;细集料选用细度模数为2.76的中砂,密
度为2.632g/cm3,含水率为2%;粗集料选用粒径

5~31.5mm连续级配的碎石,表观密度为2.685g/cm3。
因纳米二氧化硅比表面积大,吸水性强,选用聚羧酸

系高效减水剂(减水率21%),满足混凝土施工的和

易性要求。

1.2 试验设计

在原材料不变的条件下,较小水胶比的混凝土密

实程度较高,从而有较高的抗冲磨强度。又因为泥石

流防治工程中使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普遍在C20—

C35之间,考虑到工程经济性,水灰比不宜定得过小,
本试验选择固定水胶比为0.4,配制强度等级C25的
混凝土。根据肖会刚等人[19]的研究,纳米二氧化硅

和微硅粉在不同尺度范围上充当了细小填料,进一步

完善了粗、细集料的级配,减少了影响抗冲磨性能的

混凝土内部有害孔隙。为在相同的砂、石级配条件下

比较纳米二氧化硅和微硅粉对混凝土抗冲磨强度的

影响,选择了固定砂率0.4。
选定的4因素3水平详见表1。纳米二氧化硅

的掺量参照唐明[12]和 Nazari等[13]人的研究,选择

1%,1.5%和2%;微硅粉的掺量参照唐明[12]的研究,
选择8%,10%和12%;聚丙烯纤维的掺量参照胡金

生[17]和周世华、石妍等人[20]的研究,选择0.6,1.2和

1.8kg/m3;引气剂的掺量以生产厂家的推荐值为

基础增加高水平和低水平,选择0.005%,0.010%
和0.015%。

表1 复掺材料混凝土的有关因素和水平

纳米二氧化
硅掺量/%
(因素A)

微硅粉掺量/%
(因素B)

聚丙烯纤维掺量/
(kg·m-3)
(因素C)

引气剂
掺量/%
(因素D)

1.0 8 0.6 0.005

1.5 10 1.2 0.010

2.0 12 1.8 0.015

按照表1中各因素各水平值的选择,可以得到正

交试验表(详见表2)。

表2 复掺材料混凝土正交试验参数

编号
纳米二氧化
硅掺量/%
(因素A)

微硅粉
掺量/%
(因素B)

聚丙烯纤维掺量/
(kg·m-3)
(因素C)

引气剂
掺量/%
(因素D)

试验1 1.0 8 1.8 0.010
试验2 1.0 10 0.6 0.015
试验3 1.0 12 1.2 0.005
试验4 1.5 8 0.6 0.005
试验5 1.5 10 1.2 0.010
试验6 1.5 12 1.8 0.015
试验7 2.0 8 1.2 0.015
试验8 2.0 10 1.8 0.005
试验9 2.0 12 0.6 0.010

1.3 配合比设计

根据《普 通 混 凝 土 配 合 比 设 计 规 程 (JGJ55-
2011)》,计算出初步配合比,并于2019年8月19日,
在中铁二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检测中心实验室,
进行了初步配合比的4次试拌调整。由研究资料[21]
得知,由于纳米二氧化硅的加入会使得水泥净浆的标

准稠度需水量急剧上升,所配制出混凝土的坍落度将

显著降低,因此在配制过程中不断试拌调整,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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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羧酸系高效减水剂,掺量选择1.85%,以满足混凝土

的工作性要求。最终配制的试验配合比详见表3。通

过该表所列数据配制的混凝土坍落度在20~90mm
不等,基本满足工作性要求。

表3 复掺材料混凝土配合比 kg

序号 水 水泥 中砂 碎石 减水剂 纳米二氧化硅 微硅粉 聚丙烯纤维 引气剂质量

试验1 170 387 685 1028 7.863 4.250 34.0 1.8 0.106
试验2 170 378 686 1029 7.863 4.250 42.5 0.6 0.159
试验3 170 370 685 1027 7.863 4.250 51.0 1.2 0.053
试验4 170 385 687 1031 7.863 6.375 34.0 0.6 0.053
试验5 170 376 686 1029 7.863 6.375 42.5 1.2 0.106
试验6 170 368 684 1027 7.863 6.375 51.0 1.8 0.159
试验7 170 383 686 1029 7.863 8.500 34.0 1.2 0.159
试验8 170 374 685 1027 7.863 8.500 42.5 1.8 0.053
试验9 170 366 686 1028 7.863 8.500 51.0 0.6 0.106

1.4 混凝土试件制作

2019年8月20日上午,仍在中铁二局四公司中

心试验室,按试验1的配合比,使用内径300mm±
2mm,高100mm±1mm的试模,制作了1组3个

符合《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352-2006)》要求的混

凝土试件。在脱模之后,于8月23日运回山地所试

验大厅常规养护,用于调试水下钢球冲磨试验机。

2019年8月20日下午至22日下午,按表3的配合

比,在该实验室,使用标准试模,制作了每组3个共9
组符合《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352-2006)》要求的

混凝土试件,每组试件脱模后,均送入该中心试验室

的养护室标准养护。8月23日,最后一组试件脱模

完毕送入养护室。所有试件标准养护28d后,于

2019年9月20日运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试验大厅(图4)。

图4 完成养护待冲磨的9组试件

1.5 试验方法

在泥石流运动过程中,由于铺床作用[22],减小了

外部的阻力,也减小了防护工程结构体受到的摩擦

力,因此当容重在一定范围内时,黏性泥石流比稀性

泥石流对建筑物表面混凝土的冲磨作用要小。本试

验采用的水下钢球法是用叶轮带动水流高速流动,并
挟带水中的钢球对试件表面进行冲磨,模拟了特定参

数的泥石流的运动,对泥石流防治工程的耐久(磨)性
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按照《水工混凝土试验规

程(SL352-2006)》中,水下钢球法冲磨试验的要求,抗
冲磨性能指标以抗冲磨强度表示,按公式(1)计算,其
数值越大说明抗冲磨性能越好。

Ra=
TA
MT

(1)

式中:Ra 为抗冲磨强度,即单位面积上被磨损单位质

量所需的时间(h·m2/kg);T 为试验累计时间(h);

A 为试件受冲磨面积(m2);MT 为试件受冲磨T 时

段后,累计的损失质量(kg)。
在掺加了纳米二氧化硅和微硅粉的混凝土中,随

着混凝土龄期的发展,水泥水化进程不断深入,活性

二氧化硅微粒不断与水泥水化生成的氢氧化钙发生

火山灰反应,将导致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劈裂抗拉强

度随混凝土龄期发展而不断提高,陈永根的研究[23]

也印证了这一点。研究发现,56d龄期和28d龄期

的单掺硅灰的相变混凝土相比较,抗压强度增加了

14.17%,劈裂抗拉强度增加了43.36%。大量前人研

究表明[24-25],混凝土抗压强度和抗冲磨强度存在正相

关关系,即混凝土试件的抗压强度越大,抗冲磨强度

也越大。而劈裂抗拉强度宏观反映的是混凝土中的

胶凝材料的黏结力,此强度越高,说明胶凝材料与集

料之间的黏结力越大,在冲磨过程中需要更长的时间

来造成混凝土胶凝材料的质量损失,因此由抗冲磨强

度的定义可知,劈裂抗拉强度与抗冲磨强度也存在正

相关关系。基于以上原因,为尽量降低混凝土试件龄

期过长,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劈裂抗拉强度增大对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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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抗冲磨强度的影响,避免试验结果受到较大干扰,
参照《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352-2006)》标准试验

方法,用冲磨12h的质量损失,来定性描述各试件的

抗冲磨强度。试验步骤为:①试验前,将试件在水盆

中浸泡48h;②试验时,取出试件,擦去表面水分,称
量试件冲磨前质量;③放好钢筒密封圈,底板上垫两

根φ6mm的钢筋后,将试件装至试验机中并对中,套
上钢筒;④安装搅拌桨,使得桨底部距试件表面约

38mm,调整转轴并和钢筒对中;⑤在钢筒内放入10
个直径25.4±0.1mm,35个直径19.1±0.1mm,25
个直径12.7±0.1mm的研磨钢球于试件表面,加水

至水面高出试件表面165mm;⑥设定转轴转速

1200r/min,开机。⑦累计冲磨12h,取出试件,清洗

干净并去除表面水分,称量试件冲磨后质量。

2019年9月30日至10月6日,在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试验大厅,按照上

述试验步骤,使用如图5所示的水下钢球试验机完成

了各组试件的12h冲磨试验。

图5 水下钢球法试验装置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结果

试验开始前测量记录试件的初始质量,试验完成

后测量记录试件累计冲磨12h后的剩余质量,并计

算抗冲磨强度一并填入(表4)。冲磨试验后,试件如

图6所示。

表4 水下钢球法冲磨试验数据

编号
纳米二氧
化硅/%
(因素A)

微硅粉/%
(因素B)

聚丙烯纤维/
(kg·m-3)
(因素C)

引气剂/%
(因素D)

初始质量/
kg

剩余质量/
kg

冲磨时间/
h

抗冲磨强度/
(h·m2·kg-1)

试验1 1.0 8 1.8 0.010 14.667 13.769 12 0.94
试验2 1.0 10 0.6 0.015 14.109 13.129 12 0.87
试验3 1.0 12 1.2 0.005 14.712 13.958 12 1.12
试验4 1.5 8 0.6 0.005 15.540 15.125 12 2.04
试验5 1.5 10 1.2 0.010 14.547 13.955 12 1.43
试验6 1.5 12 1.8 0.015 16.413 16.167 12 3.45
试验7 2.0 8 1.2 0.015 15.498 14.594 12 0.94
试验8 2.0 10 1.8 0.005 16.462 16.065 12 2.14
试验9 2.0 12 0.6 0.010 15.624 15.097 12 1.61

图6 经历12h冲磨试验的一个试件

2.2 极差分析

极差分析法是正交试验结果分析中最常用的方

法,极差就是各因素、各水平的平均效果中最大值和

最小值的差[26],在本文中,各因素所对应的 Ki 为该

因素第i个水平下三组试件抗冲磨强度的总和;各因

素所对应的Ki 为该因素第i个水平下抗冲磨强度的

均值;极差R 为该因素3个水平的抗冲磨强度均值

的极大值与极小值之差,它反映的是该因素不同水平

下,抗冲磨强度值的变异范围和离散幅度。各因素的

极差R 值的大小用来衡量试验中相应因素的对试验

结果影响作用的大小,极差值大的因素说明它的不同

水平对试验结果的影响较大,通常是最重要的因素;
而极差值小的因素则往往是次要因素。所以按照极

差值的大小,可以排列出各因素的主、次顺序,并可以

帮助确定各因素最佳水平的组合[27]。按照极差分析

法,将计算结果填入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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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冲磨试验数据极差分析结果

编 号 
纳米二氧化硅/%
(因素A)

微硅粉/%
(因素B)

聚丙烯纤维/(kg·m-3)
(因素C)

引气剂/%
(因素D)

抗冲磨强度/
(h·m2·kg-1)

试验1 1.0 8 1.8 0.010 0.94
试验2 1.0 10 0.6 0.015 0.87
试验3 1.0 12 1.2 0.005 1.12
试验4 1.5 8 0.6 0.005 2.04
试验5 1.5 10 1.2 0.010 1.43
试验6 1.5 12 1.8 0.015 3.45
试验7 2.0 8 1.2 0.015 0.94
试验8 2.0 10 1.8 0.005 2.14
试验9 2.0 12 0.6 0.010 1.61
K1 2.930 3.920 4.520 5.300
K2 6.920 4.440 3.490 3.980
K3 4.690 6.180 6.530 5.260
K1 0.977 1.307 1.507 1.767
K2 2.307 1.480 1.163 1.327
K3 1.563 2.060 2.177 1.753
极差R 1.330 0.753 1.014 0.440

  对表5中的数据,应用极差法进行分析,可以得

到:①本次正交试验各因素对应的极差R 值从大到

小的顺序为:A>C>B>D,也即各因素影响混凝土

抗冲磨强度的主次顺序。可见纳米二氧化硅掺量是

影响混凝土试件抗冲磨强度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聚丙

烯纤维,再次是微硅粉,最后是引气剂。②因素A 所

在列的K2 在该列中最大,说明因素A 选择第2个水

平比其余两个水平好,同理可以得到因素B 的第3
个水平、因素C 的第3个水平,因素D 的第1个水平

比其余 的 水 平 好,因 此 得 到 最 佳 的 试 验 条 件 为:

A2B3C3D1。也即当纳米二氧化硅掺量为1.5%、微
硅粉掺量为12%、聚丙烯纤维掺量为1.8kg/m3,引
气剂掺量为0.005%时,所配制的抗冲磨混凝土具有

较高的抗冲磨强度。

2.3 纳米二氧化硅掺量对抗冲磨强度的影响

纳米二氧化硅颗粒直径一般在1~100nm,比表

面积可达150~300m2/g,表面有大量不饱和Si-O残

键及不同键合状态的羟基,因表面欠氧而偏离了稳态

的硅氧结构,从而具有高反应活性[28]。纳米二氧化

硅颗粒掺入到混凝土中以后,通过与水泥水化生成的

Ca(OH)2 发生火山灰反应,加速硅酸三钙(C3S)的溶

解,并为硅酸钙水合物(C-S-H)提供成核位置加速

C-S-H的生成[29],改善了胶凝材料与集料的界面结

构,极大降低了水化产物中Ca(OH)2 的含量,在胶凝

材料中生成了更多的钙矾石,提高了水泥石的密实程

度,减少了影响混凝土强度的有害孔隙,从而能够有

效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由于C-S-H凝胶的生成

需要大量水参与反应,掺入纳米二氧化硅后,需水量

将大大增加。如果纳米二氧化硅掺量过高,一是可能

导致用水量不足,水泥水化不充分,降低混凝土的抗

压强度;二是可能大大增加了用水量,混凝土硬化产

生强度后,未参与水化反应和火山灰反应的水分逸散

后留下的有害孔隙将大量增加,降低混凝土的抗压强

度。基于上述分析,从抗冲磨强度与抗压强度的正相

关关系来看,掺加合适含量的纳米二氧化硅能提高混

凝土的抗冲磨强度,但掺量过高将降低混凝土的抗冲

磨强度。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到,纳米二氧化硅(因素

A)对应的不同掺量水平的 K 值有以下关系:K2>
K3>K1,这说明纳米二氧化硅的掺量不是越高越好,
当掺量超过一定比例后混凝土的抗冲磨强度反而会

降低,和分析结论一致。

2.4 微硅粉掺量对抗冲磨强度的影响

微硅粉颗粒的平均粒径在0.1~0.3μm,比表面

积为20~28m2/g,细度和比表面积约为水泥的80~
100倍,粉煤灰的50~70倍。微硅粉掺入到混凝土

中以后,与纳米二氧化硅相类似,其中的活性二氧化

硅颗粒也能够和水泥水化产物中的Ca(OH)2 发生火

山灰反应,改善胶凝材料与集料的界面结构,提高混

凝土抗压强度,从而提高抗冲磨强度。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到微硅粉(因素B)对应的不

同掺量水平的K 值有以下关系:K3>K2>K1,说明

在选择的掺量范围内,掺入微硅粉以后,混凝土的抗

冲磨强度随微硅粉掺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微硅粉掺

量过高将可能造成替换的水泥过多,参加水化反应的

811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水泥颗粒不足,导致混凝土的力学强度降低,最终影

响混凝土抗冲磨强度。综合防治工程建设的经济性

考虑,在抗冲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可在10%~
12%中选定实际掺加量。

2.5 聚丙烯纤维掺量对抗冲磨强度的影响

聚丙烯纤维质量轻,纤维直径小。掺加聚丙烯纤

维后,在混凝土强度发展的早期阶段,纤维在混凝土

中呈均匀乱向分布相互交叉搭接,抑制了混凝土的粗

骨料下沉,不但减少结构缺陷、提高了混凝土的均匀

性,还能通过阻断逸出通道减少水分的散失[30]。混

凝土硬化形成稳定结构后,由于纤维与混凝土中胶凝

材料基体之间的黏结强度较高,纤维本身也有一定的

塑性,对混凝土结构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又因为在

混凝土受到冲磨时,纤维在混凝土中的杂乱分布有利

于将冲磨面受到的荷载传导到未受冲磨的部分,因此

冲磨力需要克服这些约束作用后才会使混凝土发生

磨损,这使混凝土整体的抗冲磨强度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提高。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到,聚丙烯纤维(因素C)
对应的不同掺量水平的K 值有以下关系:K3>K1>
K2。表明在掺入聚丙烯纤维后,混凝土的抗冲磨强

度随聚丙烯纤维的掺量增加先降低后升高。这是因

为在纤维掺量水平较低时,还未在混凝土中广泛形成

相互交叉搭接的网状结构,在这个阶段,掺入的纤维

是作为影响混凝土力学性能的杂质存在,因此混凝土

抗冲磨强度随掺量的增加而降低;而掺量达到一定水

平后,网状结构开始广泛形成,随着纤维掺量的增加,
约束作用的不断增强,混凝土抗冲磨强度也开始不断

增强。因此在抗冲磨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中,每方混

凝土的聚丙烯纤维掺量可选择在1.8kg左右,并通过

进一步的试配试验确定其抗压强度、抗冲磨强度及经

济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2.6 引气剂掺量对抗冲磨强度的影响

由于混凝土在搅拌时将空气带入到混凝土浆体

内,容易形成一些大小不一、不均匀的气泡。混凝土

硬化后,部分气泡在混凝土内形成密闭空腔,成为结

构缺陷,气泡直径、气泡间距等参数直接影响了混凝

土强度。引气剂是一种憎水性表面活性剂,溶于水后

加入混凝土拌合物内,在搅拌过程中可以使混凝土搅

拌时产生的气泡直径大大减少,分布均匀,还能提高

混凝土的和易性。掺入引气剂后增加了混凝土的孔

隙率,随着引气剂掺量的变化,混凝土的力学强度、抗
冲磨性能均会受到影响。由于掺加的纳米二氧化硅需

水量大,混凝土搅拌时和易性和工作性不好,为解决这

一困难,需要加入少量引气剂。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到,
引气剂(因素D)对应的不同掺量水平的K 值有以下

关系:K1>K3>K2。掺入引气剂后随着引气剂掺量

的增加,混凝土抗冲磨强度先减小后增加。需要注意

的是,引气剂不宜掺入过多,而试验结果显示,4个因素

中引气剂的影响最不显著,因此在防护工程的抗冲磨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引气剂的掺量可选择0.005%。

3 结 论

通过正交试验设计,选择纳米二氧化硅、微硅粉、
聚丙烯纤维、引气剂的不同掺量水平,分组配制成抗

冲磨混凝土试件后,使用水下钢球试验法对各试件进

行了冲磨试验,并对试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复掺纳米

二氧化硅、微硅粉、聚丙烯纤维、引气剂时,最合适的

掺量分别是为1.5%,12%,1.8kg/m3,0.005%。本

试验得出的结果反映了C25强度的混凝土试件抵抗特

定的流速、容重、最大粒径、固体颗粒配比的固液两相

流体连续冲磨的能力,缺乏普适性,只是定性表征了

混凝土材料在此类流体下的抗冲磨能力,为泥石流防

治工程中抗冲磨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提供了一些思

路。需要注意的是在泥石流防治工程的混凝土设计

中,不仅需要按照所在防治地区发生过的泥石流的运

动特征参数作进一步的现场或模拟冲磨试验,验证所

设计混凝土的实际抗冲磨能力是否能满足设计要求,
还应进行力学强度、冲击韧性等试验,验证其力学性

能是否满足结构稳定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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