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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退缩迹地植被原生演替初期关键种的
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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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贡嘎山海螺沟冰川退缩迹地植被原生演替初期关键种柳叶菜(Epilobiumhirsutum)和

马河山黄芪(Astragalusmahoschanicus)碳氮磷含量及生态化学计量进行研究,掌握两关键种碳氮磷及其

化学计量学特征,为预测未来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冰川退缩区域环境变化及植被演替趋势研究提供理

论支持。[方法]采用野外调查与室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贡嘎山海螺沟冰川退缩迹地植被原生演替

序列初期关键种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根、茎、叶、果实的碳、氮和磷含量及其化学计量学特征。[结果]柳叶

菜根系有机碳含量变化范围为436~445g/kg,较马河山黄芪根系有机碳含量高。不同器官的全磷含量均

值柳叶菜为1.78g/kg,马河山黄芪为1.30g/kg。柳叶菜不同器官的有机碳含量变化依次为:根系>果实

>叶片>茎,全氮含量变化依次为:叶片>根系>果实>茎,全磷含量表现依次为:果实>叶片>根系>
茎。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的有机碳含量变化依次为:黄芪根系>果实>茎>叶片,全氮含量变化依次为:

叶片>根系>果实>茎,全磷含量变化为:叶片>果实>根系>茎。柳叶菜不同器官的C/N高于马河山

黄芪,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的N/P变化范围为5.94~17.82。[结论]马河山黄芪高N/P,低C/P
值反映了植物高生长率或繁殖输出,即生长竞争策略。与柳叶菜相比,马河山黄芪有快速生长的特性,以

生长竞争优势即生长竞争策略战胜柳叶菜,推动了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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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characteristicsoforganiccarbon,totalnitrate,totalphosphorusanditsstoichiometry



ofthekeyspeciesinprimarysuccessionstagesofvegetaionwasexploredintheHailuogouflacierforeheadin
GonggaMountain,inordertoprovidebetterandexactlypredictionofthevegetationsuccessionunderthe
backgroundoftheglobingwarming.[Methods]Combinedwithfieldinvestigationandindoorexperimental
analysis,theorganiccarbon,totalnitrogenandtotalphosphorusoftheroots,stems,leaves,seedsof
EpilobiumhirsutumandAstragalusmahoschanicuswereanalyzed.[Results]Therangeoforganiccarbonof
theEpilobiumhirsutumrootchangedbetween436~445g/kg,whichwashigherthanthatoftheAstragalus
mahoschanicusroot(416~423g/kg).Theconcentrationsoftheorganiccarbonofdifferentorgansof
Epilobiumhirsutum wereasfollowe:inroots>inseeds>inleaves>instems,theconcentrationsofthe
totalnitrogenwereinleaves>inroots>inseeds>instems,andtheconcentrationsofthetotalphosphorus
wereinseeds>inleaves>inroots>instems.Whiletheconcentrationsoftheorganiccarbonofdifferent
organsofAstragalusmahoschanicuswereinroots>inseeds>instems>inleaves,theconcentrationsof
thetotalnitrogenwereinleaves>inroots>inseeds>instems,andtheconcentrationsofthetotal
phosphoruswereinleaves>inseeds>inroots>instems.Therationoforganiccarbontototalnitrogen
ofdifferentorgansofEpilobiumhirsutum washigherthanthatofAstragalusmahoschanicus.Theratioof
totalnitrogenandtotalphosphoruschangedbetween5.94and17.82.[Conclusion]ThehighratioofN/Pand
lowC/PofAstragalusmahoschanicus,whichreflectedthehighergrowthratioandpropagationrates.Italso
indicatedthattheAstragalusmahoschanicushadstrongergrowthcompetitionstrategythanthatofthe
Epilobiumhirsutumandbettercompellingthesuccessionprocess.
Keywords:HailuogouglacierforeheadinGongga Mountain;glacierforehead;primarysuccessionstagesof

vegetaion;stoichiometry

  生态化学计量学是研究生态系统营养元素分配、
循环过程和限制性元素判断的一种新兴手段[1],主要

用于研究不同生态系统、不同组织水平、不同有机体

内部能量平衡、养分循环和化学元素(主要是C,N,

P)的动态平衡[1]。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不仅反映了养

分状况,同时还能揭示养分的可获得性及其限制因

子[2],这对探讨植物养分循环与分配的调控机制、揭
示元素平衡、分析生态要素交互作用具有重要意

义[1]。高山或极地冰川消退区所形成的冰川裸地作

为研究植被原生演替的理想场所,引起了生态学家的

广泛关注[3]。贡嘎山海螺沟地区第四纪冰川广泛发

育,下伸到谷地,现代冰川相当发育[4]。松散固体物

质储量巨大,受全球、局地气候变化(温度升高,暴雨

增多或减少)、地震等,冰川末端逐渐退缩,冰川退缩

后形成了大量原生裸地。由于此处受到的人为干扰

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原来冰川退缩迹地上重新开

始了植物的原生演替,演替序列具有连续性和完整

性,有利于研究冰川退缩区植被演替动态[5]。冰川退

缩形成的原生裸地在第4a就有被子植物生长发育,
在第5~6a的冰川退缩迹地就会形成以柳叶菜Epi-
lobiumhirsutum)和马河山黄芪(Astragalusmahos-
chanicus)为关键种的群落,最初群落的植物比较稀

疏,随着马河山黄芪固氮作用的加强,改善了局部生

境,在第6~8a,马河山黄芪取代柳叶菜成为建群种,
再经过3~8a,沙棘(Hippophaerhamnoides)取代

马河山黄芪成为建群种,冰川退缩迹地朝着草本向灌

丛的演替进行。植物对生境的适应是其存活和定居

的关键,碳氮磷元素是植物生存与生长发育必需的结

构元素[6]。植物不同器官的碳氮磷及其生态化学计

量特征的研究有助于解释植物碳氮磷元素在不同器

官内的分配规律及植物为适应环境对自身养分的调

控能力[7]。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系统的化学计

量特征研究主要集中在沙地[8]、湿地[9]、荒漠等[10]不

同生态系统,但涉及冰川退缩迹地植物C,N,P生态

化学计量及植物各器官碳氮磷化学计量耦合等的研

究较缺乏[11]。为此,本研究基于对贡嘎山海螺沟冰

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序列初期的两种关键种的调查,
选取了演替初期的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2个关键种,
分别代表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第5a和第8a
的演替群落,探讨了演替初期植被不同器官的C,N,

P分配特征及化学计量比的变化。并从生态化学计

量特征的角度分析不同器官间C,N,P之间的相关关

系,这对探索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关键物种的

个体生长、种群动态和限制元素的判断,预测指示植

被的演替进程及从一定程度上揭示演替早期关键种

的侵入和维持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海螺沟是贡嘎山东坡最主要冰川河,也是我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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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的季风海洋性山谷冰川之一,水热条件好,
冰川消融速度快,自小冰期开始退缩[12],近百年来没

有冰进过程,土壤有连续成土过程。20世纪30年代

退缩加 速 形 成 了 贡 嘎 山 东 坡 海 螺 沟 冰 川 退 缩 区

(29°3421″N,102°5942″E),在长达2km的范围内形

成了一个完整的从裸地到先锋群落再到顶级群落的

连续植被原生演替序列。该区主要受东亚季风影响,
该地区气候湿冷,属于山地寒温带气候类型,年平均

气温3.8℃,1月平均气温最低(-4.38℃),7月平均

气温最高(11.9℃),年降水日数在260d以上,年平

均降水量约1960mm,年平均相对湿度约90%。

1.2 研究方法

1.2.1 样品采集 本研究以120多年形成的贡嘎山

海螺沟冰川退缩区的末端作为研究区,基于前人对海

螺沟冰川退缩区植被演替不同阶段的划分[11],采用

以空间代时间的方法,选取了冰川退缩迹地植被原生

演替第5年的柳叶菜群落和第8年的马河山黄芪群

落2个典型样地为主要研究区域,于2019年6—10
月在2个样地分别随机布设5个1m×1m样方,调
查样方内所有草本和地被物,记录其种类、数量等,并
采集植物根系、茎、叶片、果实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预

处理。

1.2.2 植物不同器官CNP测定 样方内选取生长

健壮、长势良好的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植株,从上中

下3个层次分别采集每株植物成熟且无病虫害叶片、
茎样品混匀后装入信封中。在成熟季节分别采集柳

叶菜和马河山黄芪的果实样品,并挖取植株完整根系

冲洗后装入信封,做好标记并带回实验室。将带回实

验室的植物样品置于恒温干燥箱中在105℃下杀青

0.5h,然后在80℃下烘干到质量恒定,再粉碎并过

100目(孔径为0.15mm)筛后保存用于CNP测定。
叶片、茎、果实、根系有机碳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

定,TN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TP采用高氯酸—硫酸

消解钼锑抗比色法测定[13]。

1.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18.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one-wayANOVA)分
析冰川退缩迹地演替初期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不同

器官的C,N,P含量以及元素生态化学计量比(C/N,

C/P,N/P)特征,并运用Excel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两种关键种不同器

官碳氮磷含量特征

碳(C)、氮(N)、磷(P)作为组成植物体的基本元

素,在植物生长发育及其各项生理活动协调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植物不同器官的碳氮磷存在相关关系,C
是植物体干物质的组成元素[14],N是蛋白质的重要

组成部分[15],P与细胞结构和DNA,RNA的组成密

切相关[1]。冰川退缩迹地演替初期两种关键种柳叶

菜和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C,N,P含量可反映出该植

物对其生长环境的适应特征。柳叶菜根系有机碳含

量变化范围为436~445g/kg,较马河山黄芪根系有

机碳含量(416~423g/kg)高(图1)。叶片的C含量

主要来源于土壤、根系和地上部分器官的输移能

力[16],冰川退缩迹地演替初期,退缩迹地土壤养分贫

瘠,适宜物种较少,每年的地表生物量及枯落物归还

土壤的量均较少。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根系全氮含

量表现出与有机碳相反趋势,由于马河山黄芪为豆科

固氮植物,促进了根系和地上部分对 N素的吸收利

用[16],因此马河山黄芪根系全氮含量显著高于柳叶

菜根系全氮含量(p<0.05)。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

根系全磷含量较低,且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主要是

由于土壤中的P是一种沉积性元素,受成土母质、气
候等影响,主要来源于岩石风化[17],冰川退缩迹地演

替初期岩石风化程度低。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茎的

有机碳含量表现为:柳叶菜>马河山黄芪,且差异显

著(p<0.05)。而茎全氮和全磷含量均表现为:柳叶

菜<马河山黄芪,且差异显著(p<0.05)。叶片是植

物代谢最活跃的器官,它的养分特征对环境响应的敏

感性较高。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叶片有机碳含量

(311~394g/kg)和全磷含量(1.49~1.78g/kg)间的差

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柳叶菜叶片全氮含量显著低于

马河山黄芪叶片的全氮含量(p<0.05)。柳叶菜和马

河山黄芪果实的有机碳含量显著高于马河山黄芪果实

的有机碳含量(p<0.05),果实的全氮含量则表现为柳

叶菜<马河山黄芪,且达到显著性差异(p<0.05)。两

个关键种果实的全磷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柳叶菜不同器官的有机碳含量变化为:根系>果

实>叶片>茎,柳叶菜叶片的全氮含量最高,其次为

根系、果实和茎,柳叶菜全磷含量表现为:果实>叶片

>根系>茎。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的有机碳含量变

化为:黄芪根系>果实>茎>叶片。马河山黄芪全氮

含量最高的器官为叶片,其次为根系、果实和茎,全磷

含量变化为:叶片>果实>根系>茎。柳叶菜和马河

山黄芪不同器官的C,N,P平均值均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和我国平均水平[18],但2个关键种不同器官的

CNP分配策略相似,均优先保障果实和叶片的NPK
含量以繁衍后代和维持自身生长代谢,不断推动冰川

退缩迹地植被演替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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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0.05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图1 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碳氮磷特征

2.2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两种关键种不同器

官生态化学计量比特征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的柳叶菜和马河山

黄芪两种关键种的根系C/N,叶片C/N和果实C/N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2种关键种的茎C/N
之间差异不显著(图2)。柳叶菜不同器官的C/N高

于马河山黄芪,C/N高说明植物固碳效率较高,柳叶

菜较马河山黄芪处于演替的更早期,因此柳叶菜不同

器官对碳的固定效率提高。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两

种关键种不同器官的N/P变化范围为5.94~17.82,
也表现出根系N/P,叶片N/P和果实N/P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p<0.05),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的茎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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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差异不显著。C/P可表征植物磷素的利用效率

与碳同化能力,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根系C/P和茎

C/P之间差异不显著,而两种关键种的叶片和果实

C/P比存在显著差异(p<0.05)。

图2 柳叶菜和马合山黄芪不同器官生态化学计量比特征

2.3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两种关键种不同器

官碳氮磷及生态化学计量比间相关性分析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柳叶菜根系C含量

与茎N含量、果实 C含量之间呈现极显著正相关

(p<0.01)(表1),柳叶菜根系P含量与根系C含量、

叶片P含量及果实P含量间显著正相关(p<0.05),
柳叶菜茎 C含量与叶片 P含量间极显著正相关

(p<0.01),柳叶菜茎N含量与果实C含量间极显著

负相关(p<0.01),柳叶菜叶片C含量与叶片N含量

间极显著正相关(p<0.01)。

表1 柳叶菜不同器官C,N,P间相关性

相关性
根 系

C N P

茎

C N P

叶

C N P

果 实

C N P
C 1

根 系 N 0.099 1
P -0.372 -0.523 1

C -0.313 -0.325 0.973* 1
茎 N  0.991** -0.195 0.345 0.257 1

P 0.653 0.534 -0.941 -0.878 -0.640 1

C 0.834 -0.095 0.188 0.263 -0.857 0.152 1
叶 N 0.892 -0.051 0.075 0.149 -0.910 0.263  0.993** 1

P -0.236 -0.363 0.973*  0.996** 0.184 -0.854 0.339 0.228 1

C  0.998** 0.103 -0.322 -0.254 -0.995** 0.615 0.866 0.918 -0.176 1
果 实 N -0.744 0.579 0.056 0.153 0.663 -0.251 -0.672 -0.702 0.066 -0.731 1

P -0.574 -0.454 0.973* 0.943 0.543 -0.987* -0.034 -0.149 0.922 -0.527 0.255 1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下同。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柳叶菜根系C/N与

茎C/N、叶片C/N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
(表2),柳叶菜根系N/P与叶片N/P间,根系C/P与

茎C/P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根系C/P
与叶片C/P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
根系C/P与果实 N/P间显著正相关(p<0.05)。柳

叶菜茎N/P与茎C/P间极显著正相关(p<0.01),柳
叶菜茎N/P与叶C/P,茎N/P与果实N/P间显著负

相关(p<0.05)。柳叶菜茎C/P与叶片C/P间显著负

相关,茎C/P与果实N/P间极显著负相关(p<0.01)。
柳叶菜果实N/P与叶片N/P,果实N/P与果实C/P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马河山黄芪不同器

官的C,N,P含量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表3),马河山

黄芪不同器官的C,N,P含量间相关性较低,马河山

黄芪茎P含量与叶片P含量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

系(p<0.01),叶片P含量与果实N含量间存在显著

正相关关系(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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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柳叶菜不同器官生态化学计量比间相关性

相关性
根 系

C/N N/P C/P

茎

C/N N/P C/P

叶

C/N N/P C/P

果 实

C/N N/P C/P
C/N 1

根 系 N/P 0.229 1
C/P 0.459 0.849 1

C/N 0.974* 0.049 0.247 1
茎 N/P -0.597 -0.892 -0.960* -0.413 1

C/P -0.520 -0.935 -0.953* -0.333  0.994** 1

C/N 0.990* 0.357 0.535 0.947 -0.684 -0.619 1
叶 N/P 0.197 0.980* 0.913 -0.008 -0.903 -0.940 0.314 1

C/P 0.473 0.844  1.000** 0.262 -0.961* -0.954* 0.548 0.908 1

C/N 0.422 -0.568 -0.057 0.449 0.155 0.255 0.298 -0.455 -0.045 1
果 实 N/P 0.428 0.950 0.968* 0.228 -0.981* -0.993** 0.529 0.969* 0.966* -0.282 1

C/P 0.730 0.691 0.937 0.556 -0.939 -0.900 0.775 0.743 0.943 0.192 0.878 1

表3 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C,N,P间相关性

相关性
根 系

C N P

茎

C N P

叶

C N P

果 实

C N P
C 1

根 系 N -0.476 1
P -0.562 0.400 1

C -0.673 0.424 0.990* 1
茎 N 0.776 -0.923 -0.513 -0.580 1

P 0.821 -0.200 0.000 -0.141 0.513 1

C 0.672 -0.598 0.120 0.000 0.736 0.837 1
叶 N 0.568 0.359 0.120 0.000 0.000 0.837 0.429 1

P 0.885 -0.248 -0.124 -0.263 0.573  0.992** 0.815 0.815 1

C 0.881 -0.540 -0.147 -0.278 0.781 0.933 0.939 0.587 0.944 1
果 实 N 0.734 -0.141 0.141 0.000 0.435 0.990* 0.845 0.845 0.965* 0.902 1

P 0.389 0.400 0.400 0.283 -0.103 0.800 0.478 0.956* 0.744 0.540 0.849 1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马河山黄芪根系

C/N与叶片C/P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
(表4),茎N/P与茎C/P间显著负相关(p<0.05),茎
N/P与茎C/N间极显著正相关(p<0.01),茎N/P与

叶N/P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马河山黄

芪茎C/P与茎C/N,茎C/P与果实C/N间存在显著

负相关关系(p<0.05),叶片C/N与叶片N/P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

表4 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生态化学计量比间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
根 系

C/N N/P C/P

茎

C/N N/P C/P

叶

C/N N/P C/P

果 实

C/N N/P C/P
C/N 1

根 系 N/P -0.051 1
C/P -0.902 0.098 1

C/N -0.623 -0.194 0.229 1
茎 N/P -0.663 0.657 0.452 0.582 1

C/P 0.841 -0.459 -0.632 -0.688 -0.960* 1

C/N -0.663 0.657 0.452 0.582  1.000** -0.960* 1
叶 N/P -0.616 0.785 0.497 0.383 0.973* -0.911 0.973* 1

C/P 0.981* 0.110 -0.922 -0.567 -0.506 0.721 -0.506 -0.459 1

C/N -0.920 0.422 0.801 0.573 0.891 -0.969* 0.891 0.876 -0.830 1
果 实 N/P -0.355 -0.729 0.041 0.810 0.000 -0.180 0.000 -0.219 -0.409 0.109 1

C/P -0.364 -0.872 0.398 0.227 -0.427 0.159 -0.427 -0.510 -0.529 -0.030 0.6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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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关键种的C,N,P元

素特征

海螺沟冰川属于季风海洋性冰川,与欧洲、北美

等处于高纬度的冰川相比,海螺沟冰川退缩区具有气

温高、降水量大的特点,水热条件较好,为早期先锋植

物的定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Chapin等[19]通过

对阿拉斯加GlacierBay冰川原生演替研究发现,先锋

植物在冰川退缩第10年后才开始侵入原生裸地,且
最初形成的先锋群落没有乔木幼苗成分,到15~20a
才有柳树和赤杨(Alnusrubra)进入群落。而贡嘎山

海螺沟冰川退缩迹地,在第4a就有种子植物黄芪、柳
叶菜等生长发育,随着演替的进行有乔灌木幼苗伴生

其中,植被演替速度加快。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柳叶菜和马河山黄

芪常作为先锋物种快速侵入,随着演替的推进,马河

山黄芪的固氮作用不断得到发挥,在演替到第6年,
柳叶菜群落优势地位逐渐被马河山黄芪群落替代。
植物不同器官的C,N,P含量及差异反映了植物对元

素的吸收、运输和利用特征[20]。叶片与根系是植物地

上部分和地下部分重要的两个营养器官,叶片是植物

进行光合作用和制造有机物的重要器官[21],根系是植

物体吸收、存储、运输养分水分[22]的主要器官。对比分

析植物不同器官的C,N,P含量及其相关性有助于深入

理解植物不同器官对C,N,P等营养物质的利用与分配

规律[23]。冰川退缩迹地演替初期的柳叶菜和马河山黄

芪两种关键种均为多年生草本植物,相比于一年生草本

植物,多年生草本植物通常具有较长的叶寿命和较高的

养分含量[24]。本研究的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

C含量平均值(409.63g/kg)均低于全球植物C平均

值[25],表明该区域植物不同器官C含量较低。柳叶菜

不同器官N含量值变化为7.48~12.98g/kg,表现为:
叶片>果实>根系>茎,低于我国[19]和全球[26]植物

叶片N含量。这可能是由于柳叶菜处于冰川退缩迹

地演替初期,退缩迹地土壤养分较贫瘠有关。柳叶菜

不同器官P含量均值为0.81~3.52g/kg,与我国和全

球尺度植物叶片P含量的研究较为接近[19]。这可能

是由于柳叶菜不同器官的P元素主要来源于退缩迹

地的母岩风化,由于冰川退缩迹地成土母质风化速度

慢,使得冰川退缩迹地表层土壤P含量相对较低且变

幅小(表5)。且2个关键种不同器官的CNP分配策

略相似,均优先保障果实和叶片的 NPK含量以繁衍

后代和维持自身生长代谢,不断推动冰川退缩迹地植

被演替的进行。植被演替年限稍长于柳叶菜的马河

山黄芪茎P含量与叶片P含量,叶片P含量与果实N
含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

植物的养分利用及其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表5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N,P含量及N/P与其他研究结果比较

研究对象      N含量/
(g·kg-1)

样本数
n

P含量/
(g·kg-1)

样本数
n N/P

样本数
n

文献来源

贡嘎山海螺沟冰川退缩迹地演替初期柳叶菜 11.18 40 1.78 40 9.62 40 本研究

贡嘎山海螺沟冰川退缩迹地演替初期马河山黄芪 19.78 45 1.30 45 14.54 45 本研究

中 国 18.63 554 1.21 745 14.4 894 文献[19]
全 球 17.66 398 1.58 406 11 325 文献[27]

3.2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关键种不同器官的

化学计量特征

生态化学计量学是基于元素动态平衡原理和生

长速率理论,可反映植物营养状况、养分需求、养分利

用效率、内稳态特征以及养分限制等[1]。不同植物化

学计量特征及养分分配策略存在差异,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植物的适应能力[27]。C/N和C/P代表植物

吸收养分且同化C的能力,即植物对养分的吸收利用

率及固碳效率,N/P代表对生产力起限制作用的指示

剂,能影响植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28]。生态化学计量

比能有有效反应植物养分循环与限制作用。可利用

C/N,N/P,C/P生态化学计量分析揭示生态系统中

养分的可获得性以及C,N,P元素的循环、平衡机制

与相互制约关系。N,P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植物生

长的主要限制元素,N/P可反映生态系统中植物受

N,P养分的供应与限制特征[29]。当植被叶片N/P<
14时,主要是受到N的限制,当N/P>16时,主要是

受到了P的限制,当14<N/P<16时,植物生长受到

N和P的共同限制[30]。本研究中柳叶菜不同器官的

N/P均值为9.62,表明柳叶菜的生长主要是受P元素

限制,且柳叶菜不同器官的 N/P均值低于我国及全

球植物的N/p值。而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的N/P均

值为14.54,表明马河山黄芪的生长同时受到N和P
的共同限制,且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的 N/P均值低

于我国植物的N/P值,但高于全球植物的N/P值(表

5)。由于柳叶菜较马河山黄芪处于更早的演替阶段,

7第2期       周萍等:冰川退缩迹地植被原生演替初期关键种的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使得柳叶菜的生长率高于马河山黄芪,因此柳叶菜植

株具有较高P的含量。在同一个群落内,有的物种是

N限制,有的物种则是P限制,因而单一植物的N/P
并不能应用在整个生态系统。冰川退缩迹地演替初

期的柳叶菜较马河山黄芪具有较高的 C/N 值,高

C/N值反映出植物有较高的碳同化效率、较慢的生长

速率以及较低的营养需求,即资源保护策略[31]。马河

山黄芪不同器官高 N/P、低C/P值反映了植物高生

长率或繁殖输出,即生长竞争策略[32]。说明马河山黄

芪有快速生长的特性,以生长竞争优势即生长竞争策

略战胜柳叶菜。

3.3 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关键种不同器官化

学计量比的相关关系

冰川退缩迹地演替初期柳叶菜和马河山黄芪两

种关键种不同器官C,N,P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存在

相关关系。C,N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说明地上器官

叶片与地下器官细根养分分配具有一致性,功能联系

密切。柳叶菜根系、茎、叶片C/N 间表现为相互促

进、协同增长的正相关关系,柳叶菜果实N/P与叶片

N/P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马河山黄芪

茎P含量与叶片P含量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p<0.01),叶片P含量与果实N含量间存在显著正

相关关系(p<0.05),根系 C/N 与叶片 C/P间,茎

N/P与茎C/N间,茎N/P与叶N/P间,叶片C/N与叶

片N/P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马河山黄

芪茎N/P与茎C/P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
茎C/P与茎C/N,与果实C/N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

系(p<0.05)。说明植物不同器官在进行CNP分配

过程中,能量如果更多地用于生长,则会减少同化产

物贮存。

4 结 论

(1)柳叶菜根系有机碳含量较马河山黄芪根系

有机碳含量高。马河山黄芪为豆科固氮植物,其根系

全氮含量显著高于柳叶菜根系全氮含量。柳叶菜不

同器官的全磷含量较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的全磷含

量高。
(2)柳叶菜不同器官的C,N,P含量均低于全球

平均水平和我国平均水平,马河山黄芪不同器官的N
含量略高于全球和我国平均水平,C,P含量均低于全

球平均水平,2种关键种的各养分分配策略相似,均优

先保障果实和叶片的N,P,K含量以繁衍后代和维持

自身生长代谢推动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的进行。
(3)冰川退缩迹地植被演替初期的柳叶菜不同

器官的C/N高于马河山黄芪,高C/N值反映出柳叶

菜具有较高的碳同化效率、较慢的生长速率及较低的

营养需求,即资源保护策略。马河山黄芪高 N/P和

低C/P值反映了其具有高生长率或繁殖输出,即生长

竞争策略,与柳叶菜相比,马河山黄芪具有快速生长

的特性,以生长竞争优势即生长竞争策略战胜柳叶

菜,从而促进冰川退缩迹地植被原生演替的向前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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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贡山县“5·25”暴雨诱发
地质灾害的特征与形成机制

铁永波1,阮崇飞2,杨 顺3,曾 波4,张红兵5,李富强6,孙金峰3,何振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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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查明2020年5月25日云南省贡山县“5·25”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的发育分布特征、形成

机制及发展趋势,为该县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灾后应急排查一手资料,在系

统收集区域地质及降雨资料的基础上,对其灾害过程开展了深入分析与研究。[结果]此次贡山县群发性

地质灾害以滑坡和泥石流为主,规模多为小型,主要沿怒江两岸公路沿线分布,滑坡多以浅表层为主,泥石

流多以土力类泥石流启动模式为主,地质灾害表现出典型的高位远程及链式灾害特征,滑坡或崩塌发生后

进入沟道转化为泥石流的现象极为普遍。[结论]贡山县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中需充分考虑高位地质灾害的

排查,同时科学评估地质灾害引发的链式效应及其影响区范围;由于境内植被覆盖率较高,泥石流发生后

会携带大量的漂木冲出,在沟道狭窄处或沟口桥涵处易形成堵塞,对泥石流的瞬时流量会起到放大作用而

翻越沟道造成灾害。泥石流防治工程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堵塞系数取值的合理性。建议对贡山县城开展大

比例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价,将评价结果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机融合,从源头上对地质灾害风险进行管

控,同时提高县城后山已有泥石流防治工程设防等级,提高设防标准。
关键词:“5·25”暴雨;群发性地质灾害;发育分布规律;形成机制;云南省贡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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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andMechanismofGeologicalDisastersInducedby“5·25”
RainstorminGongshanCountyofYunnanProvince

TieYongbo1,RuanChongfei2,YangShun3,ZengBo4,
ZhangHongbing5,LiFuqiang6,SunJinfeng3,HeZhenqiang2
(1.ChengduCenterofChinaGeologicalSurvey,Chengdu,Sichuan610081,

China;2.YunnanGeologicalEngineeringSurveyandDesignInstitute,Kunming,

Yunnan650041,China;3.InstituteofExplorationTechnology,CAGS,Chengdu,Sichuan
611734,China;4.ChengduInstituteofPlateauMeteorological,ChinaMeteorologyAdministration,

Chengdu,Sichuan610072,China;5.YunnanInstituteofGeologicalEnvironmentMonitoring,Kunming,Yunnan650216,

China;6.GansuGeologicalHazardPreventionEngineeringSurveyandDesignInstitute,Lanzhou,He’nan730050,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and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formationmechanismanddevelopmenttrendof
geologicalhazardsinducedby“5·25”heavyrainfallonMay25,2020inGongshanCounty,YunnanProvince
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geologicalhazardspreventionandmitigationplanningin
thisarea.Basedonthefirst-handdataofthepost-disasteremergencysurveyandthesystematiccollectionof
regionalgeologicalandrainfalldata,thehazardprocesswasanalyzedandstudied.Theresultsshowedthat
theconcurrencegeologicalhazardsinGongshanCountyaremainlysmalllandslidesanddebrisflows,which



weremainlydistributedalongtheroadandonbothsidesofNujiangRiver.Mostofthelandslideswere
shallowsurface,anddebrisflowsweremainlyinitiatedbylandslide.Thegeologicalhazardsshowedtypical
characteristicsofhigh-location,long-rangeandchaintypedisasters.Itisverycommonforlandslideor
collapsetoenterthechannelandturnintodebrisflow.Intheinvestigationandassessmentofgeological
hazardsinGongshanCounty,itisnecessarytofullyconsidertheinvestigationofhigh-locationgeological
hazards,andscientificallyevaluatethechaineffectcausedbygeologicalhazardsandthescopeoftheaffected
areas;duetothehighvegetationcoverageintheterritory,debrisflowwillcarryalargenumberofdriftwood
torushout,whichiseasytoformblockageinnarrowgullyoratthebridgeandculvertatthemouthofthe
gully,whichwillenlargetheinstantaneousvolumeofdebrisflow.Itissuggestedtocarryoutlarge-scale
geologicalhazardriskinvestigationandevaluationinGongshanCounty,andorganicallyintegratetheevaluation
resultswiththelandspatialplanning,soastocontrolthegeologicalhazardriskfromthesource,and
improvetheprotectionstandardofdebrisflowcontrolengineeringinthebackmountainofthetown.
Keywords:“5·25”rainstorm;groupgeo-hazards;developmentanddistribution;formationmechanism;Gongshan

CountyofYunnanProvince

  暴雨引起的群发性地质灾害具有发生时间集中、
空间分布面广,危害大等特点,在全球山区均有发

育[1-5]。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局地极端强降

雨频发及人类工程活动加剧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群发

性地质灾害日益增多[6-8]。通常情况下,局地强降雨

过程是引起群发性地质灾害的主要原因,如1999年

委内瑞拉北海岸Vargas地区强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泥

石流灾害造成15000余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
亿美元[1];2013年甘肃省天水市“7·25”暴雨诱发地

质灾害700余处。其他一些极端因素也会引起群发

性地质灾害,如强震除了导致群发性同震地质灾害

外,其形成的大量松散岩土体为群发性地质灾害的形

成提供必要条件,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至今的10
余年间,强震区因暴雨诱发的群发性地质灾害仍然在

持续活跃[3];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台风过境带来的强

降雨天全也能诱发群发性地质灾害[4]。
怒江流域是云南省地质灾害高发地区之一,历史

上地质灾害频发[9-12]。研究[13-19]表明,受地形地貌及

印度洋暖施气流的影响,该地区大型堵江泥石流灾害

极具代表性,历史上发生过多起泥石流堵断怒江引发

链式灾害的事件,其中以贡山县境内泥石流最为典

型。2020年5月24日至27日连续4d降雨348.2
mm,是贡山县境内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持续强降

雨天气过程,5月25日和26日的集中强降雨导致贡

山县域内新增地质灾害208处(截止到2020年6月

15日统计数据),其中新发生滑坡121个、崩塌22
个、泥石流65条。全县原有的305处地质灾害隐患

点中,也有120处在此次暴雨影响下有不同程度的活

动迹象。据统计,此次贡山县“5·25”强降雨引发地

质灾害导致全县9000余人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约90000万元、3人死亡及5人失踪的灾情。

1 研究区概况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贡山县)在行政区划上

属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处滇西北怒江大峡谷

北 段,位 于 东 经 98°08'—98°56',北 纬 27°29'—

28°23',东与云南省德钦、维西两县相连,南与怒江州

福贡县相邻,北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接壤,西与缅甸

联邦毗邻,国土总面积4379.24km2,总人口35498
人主要分布有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及藏族等少数民

族。贡山县地处横断山系北部高山峡谷区,属青藏高

原的东南延伸部分,地形崎岖险峻,山高坡陡,谷深沟

窄,沟谷纵横切割,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碧罗雪山

三大山系与独龙江、怒江两大水系从北向南相间纵

列,形成了“三山夹两江”的高山峡谷地貌,境内最高

海拔5128m,最低海拔1170m,海拔高差达3958m。
由于地处印度洋暖湿气流和西藏高原冷空气的结合

部,受地形地貌、大气环流等因素的影响,贡山境内降

水充沛并且时空分布不均,主体气候类型属高原温带

湿润型山地季风气候,且受高程控制垂直分带十分明

显,据贡山县气象观测资料,茨开镇气象站(海拔

1500m)多年平均降水量1726.5mm,而独龙江气象

站(海拔1489m)多年平均降水量则高达4743.5mm。
研究区雨季可长达9个月,降雨从每年2月中旬起就

开始明显增多,3月下旬左右迎来最大值,此后逐渐

减少。据历史气象资料表明,贡山县境内2月至4月

的平均降水量可达600mm,形成了滇西地区特有的

“桃花汛”,受独特的气候背景影响,贡山县境内“桃花

汛”期间的平均降水量约占全年平均降雨量40%。
每年的5月中下旬开始,贡山县就进入第2个雨季,
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大范围季风雨季同步,直至

10月才结束。受青藏、滇缅、印度巨型“歹”字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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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影响,贡山县地质构造复杂,岩石出露相对完整,
地层以中生界最为发育,其次是新生界和古生界,主
要地层和岩浆岩、变质岩分布均与独龙江断裂、怒江

断裂和澜沧江断裂三大深大断裂活动密切相关,它控

制区域内地貌发育和地壳的稳定性,上新世以来,区
域内地壳强烈隆升,导致河流深切,发育多级河流阶

地,高山与峡谷并行,地震活动较频繁,是云南西部地

质灾害高发和频发地区。

2 地质灾害分布规律与成灾特征

2.1 地质灾害沿河谷集中分布,高位远程及链式灾

害特征明显

根据地质灾害排查结果,此次贡山县“5·25”暴

雨共诱发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208处(图1)。从空

间分布特征看,泥石流主要沿怒江及其主要支流分

布,滑坡和崩塌则主要集中分布在G219公路沿线。
从地质灾害成灾的空间分布特征看,此次群发性地质

灾害成灾最严重的区域是G219公路沿线,其中造成

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主要由分布在G219公路沿线,
因滑坡和崩塌掩埋过往车辆而导致。在此次暴雨诱

发地质灾害中,高位远程滑坡和崩塌现象极为普遍,
且具有高速运动的特征,这与怒江两岸坡体上陡下缓

的地形地貌有密切关联。此外,流域内滑坡或崩塌发

生后在沟道形成的“堵—溃”链式灾害特征也极为常

见,在此次暴雨诱发的泥石流灾害中,多数都具有链

式灾害的特点。

图1 贡山县地质灾害发育分布特征

2.2 地质灾害群发,以小规模为主

贡山县“5·25”暴雨共诱发的新增地质灾害隐患

点中,滑坡有121处,占总数的58.2%,崩塌22处,占
总数的10.6%,泥石流65条,占总数的31.2%,灾害

类型较为集中,主要以滑坡和泥石流为主。此次暴雨

诱发的地质灾害具有典型的群发性,以行政单元为

例,此次暴雨过程中贡山县5个乡镇境内均同时发生

多起地质灾害,且以县城所在地茨开镇的地质灾害数

量最多。从地质灾害规模看,中型及以上规模地质灾

害仅有19处,小型占189处,主要以小型为主。

2.3 威胁对象类型多,分散性强

根据对贡山县境内目前现有的512处地质灾害

隐患点(原有地质灾害隐患点305处,此次新增208
处)的排查结果,县境内地质灾害直接威胁村庄的有

150余处,直接威胁道路交通的有165处,威胁厂矿

企业4处,受威胁人口9000余人。同时,这些受威

胁的村庄、道路、厂矿、居民区、加油站等对象分散在

全县的5个乡镇,26个村委会。

3 成因机制分析

3.1 持续长时间强降雨过程为地质灾害的发生提供

动力条件

从区域气象条件看,5月20日在印度西孟加拉邦

沿海登陆的气旋风暴“安攀”(AMPHAN)受高原槽波

动影响,22日在登录孟加拉后减弱云系往北移动与高

原上的冷空气配合东移至滇西地区,并带来强降水天

气,为此次贡山县“5·25”降雨过程奠定了基础。从

贡山县两处气象站降雨量观测数据看,5月26日贡

21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山县城所在地茨开镇附近降雨量为85.4mm,而贡山

县北部的独龙江乡5月25日降雨量为102.9mm,26日

降雨量为126.3mm(图2)。两个乡镇为此次贡山县强

降雨过程的两处强降水中心,但降雨量差异极为显著,

主要受贡山县地形、海拔等因素的影响。根据此次地

质灾害应急排查结果,茨开镇和独龙江乡也是此次群

发性地质灾害分布数量最多、危害最为严重的乡镇,表
明强降雨与贡山县地质灾害之间的高度对应关系。

图2 贡山县降雨量特征

  但就此次“5·25”强降雨过程而言,明显的降雨

强度增加是从5月21日开始,5月26日,两个气象站

所观测到的雨量均达最大值。以独龙江乡观测数据

为例,从小时降雨量分布特征上看,在5月25—26日

地质灾害群发时段内,降雨量最为集中,48h累计降

雨229.2mm,占此次4d持续降雨总量的65.8%,

但逐小时降雨量变化却相对平稳(图3)。与西南其

他地区小时降雨几十毫米诱发地质灾害的短时暴雨

相比[20,21],贡山县境内地质灾害发生的临界雨量值具

有其独特性。5月21—25日独龙江乡累计降雨量

240.3mm,茨开镇累计降雨量130.9mm,前期累积

降雨量非常大。

图3 贡山县独龙江乡2020年5月25日20:00至26日20:00逐小时降雨量分布与特征

  从降雨的时间分布特征上看,2020年2月中下

旬就开始的“桃花汛”及从5月20日开始的前期降雨

为此次贡山县“5·25”群发性地质灾害的发生提供了

重要条件。尤其是长达6d的持续降雨为地表岩土

体含水率的持续增加直至土体含水率饱和起到了关

键作用,在26日降雨强度增大的条件下,最终导致表

层强风化岩体和地表松散土体在含水率饱和后沿基

伏界面滑动而形成灾害,在此次的排查中也发现,暴
雨诱发的滑坡滑动面主要发育在上覆残坡积粉质黏

土与全强风化下伏基岩分界面。

3.2 深切河谷地形为地质灾害孕灾提供基础

贡山县地处怒江大峡谷深切河谷区,受河流下切

的影响,县境内山高、坡陡、谷深,整个县境内98%以

上面积为山地,根据全县地形坡度统计分析结果,县
境内坡度介于20°~40°之间的地形占比约70%,陡峻

的地形坡度不利于地表松散土体的稳定性,尤其是在

暴雨作用下土体含水率饱和后的稳定性更差。此次

地质灾害排查结果显示,贡山县境内滑坡多发生在坡

度25°~60°之间的斜坡地带,尤其地形表现为凸型坡

的微地貌与滑坡和崩塌的对应关系极为密切(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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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贡山县境内地形坡度特征

3.3 高植被覆盖率增大了地质灾害早期识别的难度

根据对贡山县植被和土地利用分类分析结果,贡
山县境内植被覆盖率可高达80%以上,高植被覆盖

率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该地区地表早期发生的变形

破坏迹象,难以通过群测群防或定期的巡查进行早期

识别(图5)。

虽然此次暴雨诱发的滑坡多为浅表层滑坡,但因

陡坡密林区难以到达,给地质灾害早期识别带来极大

的难度,增强了地质灾害的隐蔽性。同样,光学遥感、

InSAR,LiDAR等新技术手段也会因乔木、灌木和草

本形成的垂直结构层阻挡而导致识别的精度极大降

低,难以达到有效的早期识别效果。

图5 贡山县植被覆盖特征

3.4 人类工程建设活动增大了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

近年来,随着云南省大滇西旅游环线规划实施及

贡山县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境内美丽公路、德贡公

路及各乡镇通村公路的建设对地质环境的扰动明显。
一方面,贡山县境内公路坡脚开挖后形成沿公路一侧

的临空面,为滑坡和崩塌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另
一方面,一些边坡开挖后未进行有效防护等因素也在

一定程度上对地质灾害的发生起到了催化作用。根

据对此次群发性地质灾害的调查结果表明,约36.5%
的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分布在公路沿线,说明公路建设

在一定程度上对地质灾害的发育数量有着积极的影

响。除公路切坡失稳引发的地质灾害外,许多居民区

的房屋建设对地质灾害发生的影响其实并不明显,造
成灾害的原因主要是受地质环境条件制约,贡山县村

寨多位于泥石流堆积扇和崩滑堆积体上,居民点与地

质灾害隐患点之间缺乏足够安全距离,在本次降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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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120处已知隐患点复活并造成灾害的许多都是

泥石流对临近沟口房屋或建筑造成损毁。

4 结 论

(1)此次贡山县群发性地质灾害以滑坡和泥石

流为主,规模多为小型。崩塌和滑坡主要沿怒江两岸

公路沿线分布,以浅表层崩滑为主;泥石流主要分布

在怒江两岸及支流内,多以土力类泥石流启动模式

为主。
(2)此次暴雨诱发地质灾害表现出典型的高位

远程及链式灾害特征,滑坡或崩塌发生后进入沟道转

化为泥石流的现象极为普遍,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中应

充分考虑高位地质灾害的排查,同时充分评估地质灾

害引发的链式效应及其影响区范围。
(3)贡山县境内植被覆盖率较高,泥石流发生后

会携带大量的漂木冲出,在沟道狭窄处或沟口桥涵处

易形成堵塞,对泥石流的瞬时流量会起到放大作用而

翻越沟道造成灾害,在贡山县泥石流防治工程设计中

要充分考虑堵塞系数取值的合理性,校核泥石流峰值

流量计算结果,保证泥石流有足够的过流断面,从根

本上避免灾害的发生。
(4)鉴于贡山县城后山泥石流现状及发展趋势

分析,建议对贡山县城开展大比例尺地质灾害风险调

查与评价,将评价结果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机融合,从
源头上对地质灾害风险进行管控。县城后山已有泥

石流防治工程设防等级急需提升,在对已有治理工程

开展修复和维护的同时,加强工程治理力度,提升泥

石流设防标准和等级。

5 讨 论

(1)持续型降雨诱发区域性地质灾害的临界雨

量值问题探讨。从此次贡山县“5·25”群发性地质灾

害的诱发雨量特征看,具有长历时前期降雨和持续强

降雨的特点,从前3日累计降雨量和持续降雨强度及

历时等关键参数入手,探索贡山县甚至怒江州境内地

质灾害发生的临界雨量值,对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阈

值的确定具有参考意义,但各个参数值还需要对贡山

县境内更多已发生的历史地质灾害降雨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确定。
(2)对于贡山县这类植被覆盖密度较高、地质灾

害发生频发的区域而言,如何提前发现地表坡体变形

或识别流域内泥石流潜在物源难度极大,需要从地质

本身角度对地质灾害的成因机制进行分析,通过揭示

地形坡度与地表土体厚度的关系入手,统计分析历史

地质灾害多发的坡度区间值,结合地质灾害易发区的

微地貌(凸形坡、凹形坡等)特征等参数进行综合研

判。同时,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高发区与植被类型、覆
盖密度等参数的关联性研究,揭示地质灾害与植被间

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关系,形成基于“地质+植被”为基

础的高植被覆盖区多指标地质灾害早期识别方法与

体系。
(3)从贡山县“5·25”群发性地质灾害发生的时

间上看,降雨量剧增的时间为5月25日,但地质灾害

大规模暴发的时间是在5月26日,表明贡山县境内

地质灾害的发生相对降雨而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
可能与该地区植被覆盖率高及合理的植被群落结构

特征有关。当雨水从最顶层的乔木到地面土体需要

经过多层的树冠拦截,这在很大程度上滞缓了降雨入

渗土体或转化为地表径流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滞缓

了土体含水率的饱和及失稳速度,从而导致地质灾害

发生相对降雨滞后的特点。

致谢:在本文的完成中得到了云南省怒江州自然

资源局、贡山县自然资源局的大力支持,云南省地质

环境监测院、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甘肃地

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院单位其他技术人员在此

次地质灾害应急排查过程中获得的一手调查数据支

撑了论文的研究,在此一并感谢!

[ 参 考 文 献 ]
[1] LopezJL,PerezD,GarciaR.Hydrologicandgeomor-

phologicevaluationofthe1999debrisfloweventinVen-
ezuela[C]∥3rd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Debris
flow Hazard Mitigation:Mechanics,Prediction,and
Assessment.Davos,Switzerland,2003:13-15.

[2] 郭富赟,孟兴民,黎志恒,等.天水市“7·25”群发性地质

灾害特征及成因[J].山地学报,2015,33(1):100-107.
[3] 黄润秋,李为乐.“5·12”汶川大地震触发地质灾害的发

育分布规律研究[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9,27
(12):2585-2592.

[4] 阮锡章,洪维群,陈延云,郑文君,等.一次群发性地质灾

害气象 成 因 分 析[C]∥第34届 中 国 气 象 学 会 年 会.
2017:694-698.

[5] 简涛.云南省昌宁县“9·16”群发性地质灾害成因分析与

防治对策[J]工程技术(引文版),2016,7(1):69-71.
[6] 铁永波,徐勇,张勇,等.南方山地丘陵区地质灾害调查工

程主要进展与成果[J].中国地质调查,2020,7(2):1-12.
[7] NiHuayong,ZhengWanmo,LiZongliang,etal.Recent

catastrophicdebrisflowsinLudingcounty,SW China:

Geologicalhazards,rainfallanalysisanddynamiccharacter-

istics[J].NaturalHazards,2010,55(4):523-542.

(下转第24页)

51第2期       铁永波等:云南省贡山县“5·25”暴雨诱发地质灾害的特征与形成机制



第41卷第2期
2021年4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Vol.41,No.2
Apr.,2021

 

  收稿日期:2020-11-11       修回日期:2021-01-03
  资助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沟道径流消能抗冲技术研究”(2016YFC0501706-02)
  第一作者:张帅(1994—),男(汉族),甘肃省庆阳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水土保持工程。Email:shuaizhang801@163.com。
  通讯作者:高照良(1969—),男(汉族),河南省灵宝市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水土工程和荒漠化防治方面的研究。

Email:gzl@ms.iswc.ac.cn。

水生蔬菜对不同程度富营养化涝池水体的净化作用
———以菠菜和水芹为例

张 帅1,高照良1,2,赵 莼1,周富宇1,李永红1,苏 媛3,冯志倩1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杨凌712100;2.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杨凌712100;3.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摘 要:[目的]研究水生蔬菜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的净化效果,为水生蔬菜等经济植物应用于西北农村

地区富营养化封闭水体的生态修复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方法]以菠菜(Spinaciaoleracea)和水芹

(Oenanthejavanica)为试验材料,采用浮床栽培的方式,探讨水生蔬菜对3种不同程度富营养化涝池水体

中的氮(N)、磷(P)的净化效果。[结果]①2种蔬菜修复富营养化涝池水体过程中各项 N,P指标明显下

降,试验结束后模拟涝池水体已基本上达到或优于地表水水质标准的Ⅴ类水标准,净化后的水体已经达到

国家标准。②菠菜和水芹对水体中 NH+
4-N,NO-3-N,PO3-4-P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4.37%,96.66%,

88.95%和97.27%,94.64%,83.48%,显著高于对照(p<0.05),对以上营养元素表现出良好的吸收效率,表

明2种蔬菜可以高效净化富营养化涝池水体。③2种蔬菜对TN的去除率和日均去除速率随水体中TN浓

度升高而上升,去除率和日均去除速率均为:菠菜<水芹;随TP浓度升高,菠菜对TP去除率降低,水芹对

TP去除率升高,去除率和日均去除速率为:菠菜>水芹,说明水芹更适宜含高浓度 N的富营养化涝池水

体,菠菜更适用于含高浓度P的富营养化涝池水体。[结论]试验条件下,菠菜和水芹对3种程度富营养化

水体中TN,TP的净化效果良好,2种蔬菜的吸收对水体净化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涝池;水生蔬菜;富营养化水体;水体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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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ficationEffectsofWaterStoragePondwithDifferentDegreesof
EutrophicationbyAquaticVegetables

-TakingSpinaciaOleraceaandOenantheJavanicaasExamples

ZhangShuai1,GaoZhaoliang1,2,ZhaoChun1,ZhouFuyu1,LiYonghong1,SuYuan3,FengZhiqian1

(1.Institute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

Shaannxi712100,China;2.StateKeyLaboratoryofSoilErosionandDrylandFarmingonthe
LoessPlateau,Institute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ChineseAcademyofSciencesandMinistryofWater

Resources,Yangling,Shaannxi712100,China;3.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purificationeffectofaquaticvegetablesontheeutrophicationwaterloggingpool
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newideasandtheoreticalreferencefortheapplicationofaquaticvegetables
andothereconomicplantstotheecologicalrestorationofeutrophicationclosedwaterinruralareasofNorthwest
China.[Methods]TakingSpinaciaoleraceaandOenanthejavanicaasexperimentalmaterials,thefloating
bedcultivation methodwasusedtoexploretheeffectoftwoaquaticvegetablesonnitrogen (N)and
phosphorus(P)ofwaterinwaterstoragepondwithdifferentdegreesofeutrophication.[Results]① The



relatedindicatorsofNandPweresignificantlydecreasedwithtwoaquaticvegetablesintheprocessof
purifyingtheeutrophicwater.Eventually,thewaterbodyofsimulatedpondhadbasicallyreachedorexceeded
thesurfacewaterqualitystandardofclassⅤwater,andthepurifiedwaterhadreachedthenationalstandard.
② TheaverageremovalratesofS.oleraceaandO.javanicatoNH+

4-N,NO-
3-NandPO3-4-Pinwater

bodieswere94.37%,96.66%and88.95%;97.27%,94.64%and83.48%,respectively,whichweresignificantly
higherthanthecontrolgroup(p<0.05),indicatingthatthetwovegetablescouldefficientlyrecoverywater
fromeutrophication.③ TheTNremovalrateandaveragedailyremovalrateoftwoaquaticvegetables
increasedwiththeTNconcentration,andshowedthatS.oleracea>O.javanica.WiththeTPconcentration
increasing,theTPremovalrateofS.oleraceadecreased,andtheTPremovalrateofO.javanicaincreased
andshowedthatS.oleracea < O.javanica.ItindicatedthatO.javanica wassuitablefortheeutrophic
waterwithhighNconcentration,whileS.oleraceawassuitableforwaterwithhighPconcentration.[Conclusion]

Overall,S.oleraceaandO.javanicahadgoodabsorptioneffectsonTNandTPinthreelevelsofeutrophic
waterbodies,andplayedavitalroleinwaterpurification.
Keywords:waterstoragepond;aquaticvegetables;eutrophicwaterbody;waterpurification

  涝池是水资源短缺的西北农村地区为了拦蓄雨

水而修筑的一种池塘,具有防治水土流失,修复自然

生态,防洪减灾等显著的生态效益和实用价值[1]。党

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开展乡村

水环境治理和修复[2-3],陕西省更是将涝池列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及“十三五”关中水系生

态恢复水土保持建设的重要工程。但近年来由于地

表径流、养殖废水直接排放以及化肥大量施用等原

因,造成N,P等营养元素含量过多,导致涝池水体严

重富营养化[4]。相关调查显示,关中地区78.2%的涝

池出现不同程度的水体富营养化现象[5];杨凌示范区

8个涝池水体均为劣Ⅴ类水质[6]。然而目前针对涝

池水体的研究多停留在其演变特征的分析、生长季地

下水动态变化、富营养化程度等方面[7],对于涝池水

体治理的关注较少。水体治理的方法包括物理方法、
化学方法和生物方法等。传统的物理法和化学法所

需费用高、设施复杂、易带入其他污染物,不适宜乡村

现状。利用植物修复技术来净化富营养化水体是目

前行之有效的生态治理措施[8-10]。Zhao等学者[11-13]

的研究表明,香根草、凤眼莲、菖蒲等水生植物对富营

养化水体中TN,TP的去除率可达85.3%~96.7%
和83.1%~96.5%,但水生植物仅考虑到对水体污染

物的净化,难以资源化利用,易形成二次污染,还存在

冬季净化难等问题。水生蔬菜不仅可以高效去除富

营养化水体中污染物[14-15],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回收

利用富营养化水体中的N,P等营养资源[16],产生经

济价值,而且可以多茬种植,适宜农村现状,从而受到

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17-20]。菠菜(Spinaciaolera-
cea)和水芹(Oenanthejavanica)均为最有价值的绿

色蔬菜之一,具有利尿,镇静,促凝,缓和,润肠和其他

有益特性,可以加工成各种产品,如浸剂或治疗性蔬

菜汁等。尽管利用水生蔬菜净化富营养化水体具有

减少污染和作物生产的双重优势,但目前缺乏以富营

养化涝池水体为研究对象种植水生蔬菜的科学研究

数据。因此本试验以菠菜和水芹为试验材料,通过模

拟富营养化的涝池水体环境,采用浮床栽培的方式研

究菠菜和水芹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的净化效果,以期

为水生蔬菜等经济植物应用于西北农村地区富营养

化封闭水体的生态修复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菠菜(Spinaciaoleracea),品种为亨达利,高抗

病耐抽苔,其生命力旺盛,生长快;根系发达,株型整

齐;全国各地普遍栽培,是我国北方春季的重要蔬菜

之一。选择生长良好,高度4cm左右的幼苗进行试

验。水芹(Oenanthejavanica),品种为赛雪白芹,叶
柄嫩白粗壮,实心;叶片绿色,香味浓,肉质细腻;易栽

培,产量高,经济效益好,有较好的适应性、抗病性,是
一种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喜凉性绿叶蔬菜。全国各地

均有种植,是冬季主要蔬菜之一。选择长势一致,高
度5cm左右的幼苗进行试验。

试验用水采用人工配置富营养化涝池水体的方

式,水体主要成分由(NH4)2SO4,KNO3 和KH2PO4
提供,其余营养成分根据10%Hoagland营养液进行

配置[21]。水体中氮、磷初试浓度是以陕西省杨凌示

范区周边涝池中N,P含量的实际测定值为依据来配

置的[5]。试验水体配置在一大桶中进行,向盛满去离

子水的桶中加入营养盐,混匀后分至栽培水箱中。本

试验水体共设置高、中、低3个浓度梯度(均属于劣Ⅴ
类水),试验开始时测定水体中N,P浓度,具体浓度

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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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富营养化涝池水体氮磷初始浓度

处理及编号 PO3-4 -P/
(mg·L-1)

NH+4-N/
(mg·L-1)

NO-3-N/
(mg·L-1)

试验处理

低浓度
CK1 1.511 1.982 6.143 不栽培植物

T1 1.511 1.982 6.143 栽培植物 

中浓度
CK2 3.925 4.073 12.116 不栽培植物

T2 3.925 4.073 12.116 栽培植物 

高浓度
CK3 5.496 8.16 24.173 不栽培植物

T3 5.496 8.16 24.173 栽培植物 

试验所用生态浮床由植物、泡沫浮板和定植海绵

3部分组成,以塑料水箱作为栽培容器,生态浮床尺

寸为40cm×30cm×30cm。试验栽培设置和试验

生态浮床装置如图1—2所示。

图1 试验栽培方式示意图

图2 供试生态浮床装置示意图

1.2 试验设计

试验于2019年10—11月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塑料大棚内进行。供试的菠菜和水芹均采购于陕西

某蔬 菜 基 地,用 清 水 清 洗 根 系,于 1 mmol/L 的

CaSO4·2H2O溶液中饥饿培养2d,然后选择生长

良好、长势基本一致的幼苗移栽至上述3种富营养化

水体,每个水箱种植幼苗9株,分别以不栽培植物为

对照,每个处理重复3次。日均温度为9~20℃之

间,自然光照。每日定时曝气2h,以保证水体溶解

氧等条件一致。每7d为1个周期,采1次水样进行

水体中N,P浓度的测定,并用去离子水补充蒸发、植
物蒸腾及采样等消耗的水分。

1.3 测定方法

1.3.1 水质指标 水样中TP和PO3-4-P采用钼锑

抗比色法(GB11893-89)测定;TN采用碱性过硫酸钾

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HJ636-2012)测定;NO-
3-N采

用紫外分光光度法(GB11894-89)测定;NH+
4-N采用

纳氏比色法(HJ535-2009)测定;pH 值采用PHS-3C
型酸度计测定;DO采用JPB-607A型便携式溶解氧

分析仪测定。

1.3.2 去除率和每周期日平均去除速率的计算 计

算公式为:
去除率(%)=(C0-C1)/C0

式中:C0 为初始水样的浓度(mg/L);C1 为试验结

束时水样的浓度(mg/L);
每周期日平均去除速率〔mg/(L·d)〕=(Cd1-

Cd2)/7d
式中:Cd1为某一周期开始时水样的浓度(mg/L);
Cd2为某一周期结束时水样的浓度(mg/L)。
1.4 数据分析

本试验应用 MicrosoftExcel和SPSS22.0进行

数据统 计、分 析 及 绘 图,结 果 以 平 均 值±标 准 差

(Mean±SD)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2种水生蔬菜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中铵态氮的

净化效果

植物可直接吸收水体中的NH+
4-N,进而合成氨

基酸、蛋白质,从而达到净化水体中NH+
4-N的目的。

由图3可知,1~14d菠菜T1,T2,T3 处理的NH+
4-N

浓度快速降低至0.02~0.40mg/L;14d后各处理中

的NH+
4-N消耗殆尽,试验结束时浓度略有升高,菠

菜对T1,T2,T3 中的NH+4-N去除率分别达到91.97%,
94.58%和96.56%。试验期间菠菜CK1,CK2,CK3
中NH+

4-N浓度则呈现波动降低的趋势,试验结束时

去除率仅为40.00%~51.73%,显著低于处理组(p<
0.05)。与菠菜不同,1~7d水芹T1,T2,T3 处理中

NH+4-N浓度迅速减少至较低值(0.14~0.50mg/L),
而后有轻微波动,试验结束时NH+4-N平均去除率达

97.27%。对照组中NH+4-N浓度在1~7d时快速降

低,在7~35d缓慢降低,试验结束时NH+
4-N的去除

率分别为53.17%,42.35%,47.21%(图3)。说明本

试验中种植菠菜和水芹的水体对 NH+
4-N去除效果

好于不栽培植物的空白对照,菠菜和水芹的吸收对于

富营养化涝池水体的NH+
4-N净化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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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试验水体中水体NH+
4-N浓度变化

2.2 2种水生蔬菜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中硝态氮的

净化效果

NO-
3-N不仅是植物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更是作

为信号分子影响着植物的适应能力、N素的同化和利

用效率。图4为试验水体中 NO-
3-N浓度随时间变

化的的关系图。由图4可以看到,1~21d时菠菜的

处理组NO-
3-N浓度均快速下降,但在28d时T1,T2

浓度略有上升,T3 在28~35d继续降低。试验结束

时,菠菜处理组的NO-
3-N平均去除率为96.66%,且

呈现随试验水体NO-
3-N浓度增加,去除率增高的趋

势,去除率是CK1,CK2,CK3 去除率的3.4~5.2倍。
试验期间水芹T1,T2,T3 的NO-

3-N浓度以稳定速率

下降至较低水平,至结束时NO-
3-N的去除率分别为

89.93%,96.17%,98.07%,对高浓度的富营养化水体

中NO-
3-N的去除效果最好。

对照组的 NO-
3-N浓度在1~14d有小幅度降

低,后期变化不显著;试验结束时 NO-
3-N的去除率

分别为17.21%,25.04%,31.91%(图4)。水生蔬菜

的存在显著降低了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中的 NO-
3-N

浓度。

图4 不同处理试验水体NO-
3-N浓度变化

2.3 2种水生蔬菜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中总氮的净

化效果

N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控制因素,利用植

物的吸收除N是治理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手段。图

5为试验水体中 TN 浓度随时间变化的的折线图。
由图5可以看出,1~28d时菠菜的3个处理TN浓

度均持续下降,但此后T1,T2 处理轻微上升,T3 处理

持续下降;试验结束时3个处理TN浓度分别降低了

6.82,15.49,32.18mg/L。菠菜对照组TN浓度缓慢

降低,变化趋势不明显,试验结束时TN平均去除率

仅为17.5%。水芹的T1 处理在1~7d时TN浓度

迅速下降,7d后波动下降;T2 处理在1~21d迅速

下降,21d后波动下降;T3 处理则在整个试验期间持

续下降(图5)。水芹的对照组在试验期间对TN的去

除效果同样不佳,平均去除率仅为对照组平均去除率

的27.6%。说明菠菜和水芹均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

中的TN有显著的净化效果。

2.4 2种水生蔬菜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中磷酸盐的

净化效果

水体中的磷主要以可溶性活性磷的形式被植物

吸收,合成植物细胞的组成物质。菠菜和水芹对水体

PO3-4-P的去除情况如图6所示。从图6可以看到,

1~7d时菠菜T1,T2,T3 中PO3-4-P浓度快速降低,

7~35d时 去 除 速 度 变 缓。试 验 结 束 时,菠 菜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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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P的去除率分别为82.02%,92.28%,92.55%。
菠菜对照组PO3-4-P浓度在试验期间缓慢降低,试验

结束时去除率仅为24.06%~44.59%。水芹各处理

PO3-4-P浓度在试验期持续下降,其中在14~21d间

3个处理都出现快速下降的现象,PO3-4-P浓度平均

降低达1.68mg/L,试验结束时PO3-4-P的去除率分

别为90.27%,81.76%,78.40%。CK1 降低速率较为

平稳,CK2,CK3 在1~21d降低速度略快,而后有轻

微波动;试验结束时PO3-4-P的去除率为46.66%,

45.48%,39.45%(图6)。说明菠菜和水芹都可以较

好的净化水体中的PO3-4-P,其中菠菜对PO3-4-P的

去除效果更好。

图5 不同处理试验水体TN浓度变化

图6 不同处理试验水体PO3-
4 -P浓度变化

2.5 2种水生蔬菜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中总磷的净

化效果

图7为试验水体中TP浓度随时间变化的的关系

图。由图7可以发现,在1~28d时菠菜T1,T2,T3 处

理的TP浓度以较大幅度持续下降,28~35d下降变慢,
试验结束时TP浓度分别为0.070mg/L,0.155mg/L,

0.394mg/L;CK1,CK2,CK3 的TP浓度则在1~35d
期间呈波动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水芹T1,T2,

T3 处理的TP浓度在1~35d持续下降;对照组TP浓

度波动降低,试验结束时对照组的TP浓度是处理组

的的2.1~2.8倍(图7)。说明栽培菠菜和水芹的处

理组能高效净化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中的TP。

2.6 2种水生蔬菜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中总氮、总磷

的去除率

从表2可以看到,随 N 浓度升高,菠菜和水芹

对TN的去除率均呈逐渐升高趋势,去除率分别为

78.61%~97.07%和88.37%~96.95%;在未栽培植

物的对照组中,TN的去除率最高仅为33.36%,最低

仅有6.06%,远低于栽培植物的处理组。随着试验

水体P浓度由1.855mg/L上升至6.020mg/L,菠菜

去除率逐渐下降,但处理组的去除率均超过93%;
水芹去除率则呈上升趋势,由T1 处理的77.63%上升

至T3 处理的82.08%,但其去除率全面劣于菠菜。
菠菜和水芹对照组的TP去除率同样远低于处理组,
其平均去除率仅为32.88%。说明菠菜和水芹对富营

养化涝池水体中的 N,P都具有良好的净化效果,
但不同植物的生长情况不同,对各种营养物质的需求

和吸收效率存在很大差异;根据涝池水体的富营养化

水平选择适宜的植物能更加高效的吸收 N,P,净化

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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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处理试验水体TP浓度变化

  菠菜净化后的水体指标与地表水水质标准(河
流)对比可以发现,3种处理的NH+

4-N浓度均已优于

Ⅱ类水标准;TN浓度均优于Ⅴ类水标准,其中T2 处

理达到Ⅳ类水标准,T3处理已高于Ⅲ类水标准;T1
处理的TP指标已经降至Ⅱ类水标准,T2 处理为Ⅲ
类水标准,T3 处理的 TP浓度也低于Ⅴ类水标准。
水芹净化后的富营养化涝池水体TN浓度均好于国

家Ⅳ类水标准,其中T2 已经达到Ⅲ类水标准;T2,T3
处理的NH+

4-N浓度均已好于Ⅱ类水水质要求,T1
处理达到Ⅲ类水标准;但T1,T2,T3 处理中TP浓度

较高,均为劣Ⅴ类水。说明在本试验条件下,菠菜和

水芹对富营养化水体的 TN 净化效果显著;菠菜

对TP的净化结果较为理想,水芹对TP的净化效果

一般。

表2 菠菜、水芹对TN,TP的去除率 %

处理
菠菜

TN去除率 TP去除率

水芹

TN去除率 TP去除率

CK1 6.06 13.02 33.36 52.46
T1 78.61 96.20 88.37 77.63
CK2 21.49 15.18 27.54 47.90
T2 92.56 96.11 95.35 79.74
CK3 24.82 18.04 16.67 50.68
T3 97.07 93.46 96.95 82.08

2.7 2种水生蔬菜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中总氮、总磷

的每周期日平均去除速率

图8为试验水体中TN,TP每周期日平均去除

速率图。可以发现,菠菜和水芹的TN,TP每周期日

平均去除速率均随水体中N,P浓度的升高而加快且

显著高于对照处理(p<0.05)。菠菜和水芹的TN每

周期日平均去除速率变化有明显的区别。菠菜试验

开始后逐步升至最高水平,在后两个周期(21~35d)
保持在低速率;水芹则在第一周期就达到最高速率,
此后波动下降,在第5周期(28~35d)的去除速率显

著高于菠菜。计算菠菜和水芹在整个试验期间的

TN日平均去除速率可以发现,水芹总体TN日平均

去除速率优于菠菜。菠菜和水芹的TP每周期日平

均去除速率均呈波动变化,菠菜的去除速率极值达

0.397mg/(L·d)远高于水芹,计算菠菜和水芹在整

个试验期间的TP日平均去除速率发现,菠菜在各处

理下对TP的去除速率均大于水芹。以上表明水芹

对TN的去除速率好于菠菜,而菠菜对TP的去除速

率快于水芹。

3 讨 论

N,P等营养物质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因

子,同时又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大量营养元素。它

们在水体中的浓度不仅直接关系着水体富营养化程

度,也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和代谢,进而影响植物净化

富营养化水体的效果。本试验发现,随富营养化涝池

水体N浓度升高,菠菜和水芹对TN的去除率均呈

升高趋势,平均去除率分别达89.4%和93.6%,与
段婧婧等[22]人的研究相似,高于菱角[23](55.82%~
86.55%)、豆瓣菜[8](78.27%)等。而随水体P浓度

升高,菠菜对 TP去除率下降,但其去除率均超过

93%,这与Jin等[24]人对菠菜的研究结果相似,还表

明在适宜的TP浓度水体中菠菜会呈现较高的TP去

除率,而T2,T3 处理的P浓度已经超过了菠菜对P
的耐受性,TP去除率呈现下降趋势[25]。水芹对TP
去除率虽然上升,但其平均去除率仅为79.8%,与苋

菜(78.53%)相似,高于生菜等水生蔬菜[26]。这表明

不同蔬菜对N,P的吸收机理和需求有差异。2种蔬

菜在不同N,P浓度水平下,日均去除速率均为:T3>
T2>T1,这与赵鸿哲[27]的研究结果相似。同时还发

现,水芹3个处理的TN每周期日平均去除速率在试

验初期即达到最大值,显然能更加快速的适应模拟涝

池水体的N营养环境,虽然最大值低于菠菜,但在N
消耗至较低水平(1mg/L)时,去除速率仍能达到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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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d)。菠菜的TP每周期日平均去除速率无

论是最大值还是平均值都高于水芹。这些说明不同

蔬菜对不同浓度N,P营养环境的适应能力有明显差

异,水芹更能适应广泛的N浓度水平,在N浓度水平

较低时依旧能保持较快的去除速率,而菠菜则在对水

体中P去除速率上展现出优势。

图8 不同处理试验水体TN,TP每周期日平均去除速率

  试验的空白对照中尽管无植物系统,但NH+
4-N

也有一定损失,说明植物吸收不是NH+
4-N去除的唯

一途径,可 能 还 包 括 挥 发、硝 化 作 用 等。NH+
4 与

NH3 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两者存在比例取决

于pH值,pH值为8~9.3时氨挥发显著[28-29]。王盼

等[30]试验发现,水体pH值较高,氨挥发起到了重要

作用;而对水蕹菜的研究发现[31],在净化富营养化养

殖水体时pH值小于8,氨挥发不显著。本试验中,在

NH+
4-N减少最快的1~7d内,测得T1,T2,T3 水体

pH值在7.1~7.6之间,此时NH+
4 占绝大部分比例,

NH3 含量很低,说明在本试验中氨挥发不是NH+
4-N

去除的主导因素。硝化作用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将

NH+
4 转化为NO-

2 和NO-
3 ,主要受温度、DO,pH值

等因素影响。胡绵好等人对水芹和豆瓣菜的研究发

现[32],温度低于4℃或DO浓度低于0.5mg/L时硝化

作用趋近停止;pH值在中性或弱碱性条件下硝化速率

最高,在pH值低于7时硝化速率将显著降低。本研究

整个试验期 T1,T2,T3 水体温度为10.6~16.7℃,

DO为5.3~2.7mg/L,pH 值为7.1~7.6,因此存在

硝化作用。所以 NH+
4-N的去除以植物吸收和硝化

作用为主,可能伴有少许氨挥发作用。反硝化作用是

在微生物作用下将 NO-
3-N还原为 NO,N2 的过程,

传统理论认为反硝化作用为严格的厌氧过程,一般

DO低于0.5mg/L时才会发生反硝化作用;但近年

研究发现存在多种好氧反硝化细菌在有合适的碳源、
温度(15~35℃)、pH值(7~7.5)条件时可以在较高

DO浓度下进行反硝化作用[33-34]。本试验期间水体

pH值在7.1~7.6之间,且有部分根系脱落物做碳

源,显然满足上述条件,因此 NO-
3-N的去除仍以蔬

菜吸收为主,反硝化可能起到一定作用,这可能也是

试验处理组对 NO-
3-N的去除效果明显好于空白对

照的原因,与空心菜、薄荷等水生蔬菜的研究结果相

似[17]。本试验结束时发现,不论是空白对照还是存

在植物系统的水体中均有少量沉淀物质,说明水中部

分PO3-4-P形成了磷酸盐沉淀沉积在底部,沉淀和吸

附作用在PO3-4-P的去除中起到了一定作用[35],菠菜

和水芹的存在提高了整个系统对PO3-4-P的去除效

果。而在形成磷酸盐沉淀的同时,亦可能存在磷酸盐

沉淀的溶解,这可能是导致TP去除速率的波动变化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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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束时富营养化涝池水体最终 NH+
4-N,

TN,TP浓度已基本上达到或高于地表水水质标准

(河流)的Ⅴ类水标准,只有水芹的TP浓度仍为劣Ⅴ
类水标准。两种蔬菜对TN的净化效果好于番茄[36]

(Ⅴ类水标准);但对TP的净化效果低于莴笋[36](Ⅱ
类水标准)。研究结果显示了菠菜和水芹2种水生蔬

菜在治理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上的广泛前景,但距离在

广大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还有距离,仍需在多个方面

开展研究。例如经济植物的选择及不同季节的配置,
植物产量及水体营养元素利用效率,营养品质与食品

安全性,节水与去污潜力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

工作。

4 结 论

(1)菠菜和水芹净化后的富营养化涝池水体最

终NH+
4-N,TN,TP浓度基本上已达到或优于地表

水水质标准(河流)的Ⅴ类水标准。表明菠菜和水芹

可以有效净化富营养化涝池水体,净化后的水体已经

达到正常水体指标。
(2)菠菜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中TN的去除率为

78.61%~97.07%,对TP的去除率93.46%~97.07%;
水芹对富营养化水体中 TN的去除率为88.37%~
96.95%,对TP的去除率77.63%~82.08%。说明菠菜

和水芹对富营养化涝池水体中N,P具有良好的净化效

果,且N,P浓度越高,净化效果越好。
(3)菠菜和水芹的对水体中N,P的去除率和日均

去除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对N去除率和日均去除速

率为:水芹>菠菜,对P去除率和日均去除速率为:菠
菜>水芹。表明菠菜和水芹可以快速有效的净化富营

养化涝池水体,可用于富营养化涝池水体的生态修复;
在本试验条件下水芹对水体中N的去除效果更好,菠
菜对水体中P去除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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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滑坡涌浪下冰碛坝溃决机理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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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成都610041;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00;3.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北京100101)

摘 要:[目的]对冰滑坡涌浪导致的冰碛坝溃决过程与溃决机理进行试验研究,为冰川区重大工程建设

和冰湖冰碛坝溃决灾害防治提供科技支撑。[方法]开展不同滑块体积、滑动角度、滑动距离、坝体物质组

成和坝体几何形态的水槽模型试验。基于试验现象、试验数据与理论推导,对涌浪过程、坝体物质起动和

坝体溃决临界条件进行分析。[结果]①冰滑坡涌浪随时间和距离不断衰减,其随时间衰减显著。②将涌

浪作用下的溃决过程分为坡面侵蚀、陡坎侵蚀、侧向侵蚀和衰退4个阶段,其中侧向侵蚀阶段的溃决流量

最大,流速最快,侵蚀能力最强。③从颗粒起动机理的角度给出了颗粒起动流速,与沙莫夫公式进行对比

分析,对比结果较为吻合。④基于能量守恒原理得到了冰湖溃决事件发生的临界条件,通过西藏自治区林

芝市波密县米堆沟光谢错冰湖溃决事件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良好。[结论]冰湖库容越大、坝前水深越深、
涌浪高度越高,坝体越易发生溃决;冰碛坝堆积物中细颗粒含量越高,坝体颗粒间黏附力越强,坝体越稳

定;冰碛坝坝宽及下游坡脚越大,坝体越稳定,溃决所需时间越长。
关键词:冰湖溃决;冰滑坡涌浪;冰碛坝;洪峰流量;起动机理;溃决临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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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StudyonMechanismofMoraineDamFailureDueto
SurgeWaveofGlacierAvalanches

LiHuibin1,2,ChenHuayong1,3,RobinNeupane1,2,RuanHechun1,2,LiXiao1,2

(1.KeyLaboratoryofMountainHazardsandSurfaceProcesses,CAS/InstituteofMountainHazardsand
Environment,CAS,Chengdu,Sichuan610041,China;2.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Beijing100000,China;

3.CASCenterforExcellenceinTibetanPlateauEarthScience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processandoutburstmechanismofmorainedamFailurecausedbyglacieravalanches
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supportformajorengineeringconstructioninglacialareasanddisaster
preventionofglacierlakeoutburst.[Methods]Themodeltestinflumewascarriedoutwiththedifferentvolumesof
blocks,slidingangle,slidingdistance,compositionmaterialsandgeometricmorphologyofthedambody.Basedon
theexperimentalphenomena,experimentaldataandtheoreticalderivation,theprocessofthesurge,thestarting
mechanismofdambodymaterials,andthecriticalconditionofoutburstswasanalyzed.[Results]① Thesurgeof
glacieravalanchesdecreasedwithtimeanddistance,andtheattenuationwassignificantwithtime.② Theoutburst
processunderthesurgecanbedividedintofourstages:slopesurfaceerosion,scarperosion,lateralerosion,and
decline.Thelateralerosionstagehadthelargestoutburstdischarge,thefastestvelocity,andthestrongesterosion
capacity.③Thestartingvelocityofparticleswasgivenfromtheperspectiveoftheparticlestartingmechanism,and
theresultswereingoodagreementwiththatoftheShamovformula.④Itwasverifiedbytheoutbursteventof
Guangxiecuoice-lakebreachinMiduigully,inBomiCounty,LinzhiCity,TibetAutonomousRegion,andthe



resultisreasonable.[Conclusion]Thelargertheicelakestoragecapacity,thedeeperthewaterdepthin
frontofthedam,thehigherthewaterlevelrisecausedbyaglaciallandslide,andthemorelikelythedam
bodyistooutburst.Thehigherthecontentofthefineparticlesintheaccumulationofthemorainedam,the
strongertheadhesionbetweentheparticles,andthemorestablethedambodyis.Thewiderthemoraine
damandthelowerslopefootare,themorestablethedambodyis,andthelongertheoutbursttimeis.
Keywords:glaciallakeoutburst;icelandslidesurge;morainedam;peakdischarge;startingmechanism;critical

conditionofoutburst

  冰湖是由冰川挖蚀作用形成的湖泊,以冰川融水

为主要补给,通常位于冰川口和冰碛末端之间[1]。近

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强烈消融退化,冰湖也因

此变得异常不稳定,冰湖溃决灾害发生的频率明显增

加[2]。西藏东南部地区分布有我国最大规模的海洋性

冰川群分布区(帕隆藏布流域),在气候持续变暖的环

境条件下,该区域特大冰川泥石流灾害及其链生灾害

多发、突发,其规模、破坏能力、危害程度往往数倍于普

通灾害,导致大面积成灾,不仅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并危及重大工程安全[3]。例如,1988年7月15日西藏

波密境内米堆沟光谢错冰湖溃决,溃决洪水卷走了沟

内的米堆村,形成堵溃泥石流堵塞帕隆藏布,对沿帕隆

藏布的川藏公路造成严重水毁,交通中断达半年之

久[4]。2013年7月15日,嘉黎县然则日阿错冰湖溃

决,造成下游村落人员失踪,房屋、桥梁和道路等基础

设施严重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达2.7亿元[5]。2016
年,聂拉木县章藏布次仁玛错右侧支沟冰湖溃决导致

樟木口岸受淹,冲毁下游尼泊尔Kodari和Tato-pani
镇的水电设施、公路和房屋等,引起国际广泛关注[6]。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一般土石类堰塞坝的溃决

机理开展了大量研究,邓明枫[7]分析了颗粒级配特征

对堆积坝溃决速率及溃口发展的影响,认为级配越

粗,坝体溃决越慢。张大伟[8]分析了无黏性均质土石

坝坝体组成成分对其稳定性和溃决过程的影响,提出

坝体溃决过程分为3个阶段。柴贺军[9]对滑坡坝漫

顶溢流进行了受力分析,研究了坝体溃决特征与坝体

内部孔隙水压力及土体粒度对坝体稳定性的影响,得
出了坝体稳定性与物质组成的关系。赵万玉[10]以水

槽试验的方法,分析了粒径与堰塞坝溃决特征之间的

关系。Schmocker[11]以坝体材料为变量进行分析,研
究了溃口发展及溃决流量的变化规律。而冰碛坝不

同于一般土石类堰塞坝,坝体由固结和分选较差的松

散沉积物组成[12],溃决原因多数为冰舌末端断裂形

成冰滑坡或冰崩,进而造成冰湖溃决灾害[13]。1960
年至今于西藏地区发生27次冰湖溃决灾害事件,明
确灾害成因的22次中,有20次均由此原因造成。加

之在全球气候逐渐暖化的背景下,坝体内死冰消

融[14],给坝体稳定性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15]。而

目前在冰碛坝溃决方面的研究较少,大多集中在冰碛

湖溃决后泥石流的形成以及冰滑坡涌浪对冰碛坝的

水压力激增特性,而关于冰滑坡涌浪作用下冰碛坝的

溃决过程及机理的认识尚不够深入。如党超[16]用水

槽试验的方法,从单宽流量和库容、沟道纵坡、堆积物

粒径3个方面探讨了冰湖溃决泥石流形成的影响因素

和临界条件,游勇[17]以西藏波密米堆沟为原型进行模

型试验,研究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泥石流与主河不同

频率洪水遭遇情况下,泥石流堵塞主河及溃决的可能

性。崔鹏[18]分析了冰崩、冰滑坡入湖所致冰湖溃决的

机制与条件,归纳了冰湖溃决泥石流演化的6种模式。
陈晓清[19]推导了冰湖溃决泥石流的峰值流量及其最

大高度,并通过实例进行了验证。陈华勇[20][21]通过物

理模型试验研究了冰滑坡涌浪作用于冰碛坝上的压力

荷载特性,预测了作用在大坝上的最大压力载荷经验

方程。刘晶晶[22]采用土力学及水力学理论研究了冰

碛坝溃决的力学机理,黄金辉[23]通过模型试验的方

法,研究了涌浪导致冰湖溃决过程及溃决流量特征。
为了更好地了解冰滑坡涌浪作用下冰碛坝稳定性的影

响因素,探究冰滑坡涌浪引发的冰碛坝溃决过程及物

理机制,本文通过室内水槽模拟实验针对冰滑坡涌浪

导致的冰碛坝溃决这一特定过程进行研究,为进一步

研究冰滑坡涌浪导致的冰碛坝溃决机理提供参考。

1 冰湖溃决试验

1.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由滑板、蓄水池、试验水槽和尾料池组

成(图1),滑板宽0.65m,长2.50m,坡度可调范围为

0°~85°,堰塞湖长1.50m,宽1.00m,下游沟道长

4.50m,宽0.40m,水槽高0.40m。为便于观察阻塞

冲击后的浪涌波,水槽两侧均采用有机玻璃。在坝前

水槽底部设置了一系列水压力传感器(P1—P6),监
测由冰滑坡入水引起涌浪造成的坝前水位变化,其位

置如图1所示,以测量不同位置处的水压力。大坝与

渠道前端保持25cm的距离。试验采用4台摄像机,
分别记录大坝在溃坝过程中的正面视角和侧面视角,
以及拍摄滑块入水过程和尾料池内水位的变化。虽

然模型尺寸较小,但实验能较好地揭示冰滑坡—涌

浪—冰碛坝溃决过程中的各个物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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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冰滑坡涌浪下冰碛坝溃决机理试验装置示意图(单位为cm)

1.2 试验工况设计

本研究分别于2019年8,10,12月在西藏自治区

林芝市波密县计划修建川藏铁路的沿线地区进行了

野外考察,并于2020年3—6月进行室内模拟试验。
在野外勘察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采用7种不同类型

的滑块(图2),通过控制滑块滑动的距离、角度以及

库区水深改变冰碛坝坝前的静水位高度与波浪壅高。
选取坝体下游坡脚、坝宽、坝高、材料级配等坝体自身

特征,分析其对坝体溃决的影响,试验参数取值详见

表1。滑块B3,B5,B7 为松散块体,均由8个小正方

体滑块堆积而成。为模拟冰崩特性,滑块的密度均为

0.91g/cm3,与冰的密度相等。

图2 滑块尺寸示意图(单位为cm)

为使试验成果能够更好地反映实际情况,试验材

料根据波密地区米堆沟野外样品的颗粒情况,人工配

置石英砂,石英砂粒径分为:10~20,5~10,2~5,1~
2,0.5~1,0.2~0.5,0.1~0.2,<0.1mm8个粒组。
根据试验需要,将不同粒组的石英砂颗粒按照预先设

置好的级配进行混合。试验中配置了3种材料,分别

为正常沉积混合物(NS,normalsedimentmixture)、
粗料混合物(CS,coarsematerial)、极细泥砂混合物

(VFS,veryfinesand),其中值粒径D50分别为0.85,

2和0.35cm。3种不同坝料的颗粒级配如图3所示,
坝体含水量限制在5%。

表1 试验设计参数取值

滑块
类型

滑动
距离/m

滑动
角度/(°)

下游
坡脚/(°)

坝高/
cm

坝宽/
cm

材料

B1 0.75 30 30 15 5 NS
B2 1.00 35 35 20 10 CS
B3 1.25 40 40 25 15 VFS
B4 1.5 45 45 30 — —
B5 — — — — — —
B6 — — — — — —
B7 — — — — — —

2 涌浪演进特性

滑块滑入湖中时具有较大的迎水面积与动能,以

Exp25为例,滑块入水过程产生明显的水体飞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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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与水面接触的过程中,对水体产生向左的推

挤,使得水体向左运动,在滑块左端附近形成初始涌

浪。涌浪向下游堆砌坝及四周传播,传至侧岸的涌浪

被反射回来,传至堆砌坝处的涌浪由于水位较高,一
部分涌浪满溢过坝顶产生泄流,一部分被反射回来。
被侧岸及堆积坝反射回的涌浪在滑块附近相遇后产

生第二波涌浪。0.335s时第一波涌浪淹没滑块,

0.402s时,第一波涌浪达到最大并开始向下游堆砌坝

及四周侧岸传播,此时水位高度较初始静水位上升了

5.8cm。由于受到河岸反射,很快产生第二波涌浪,
第二波涌浪波峰的到达时间为0.871s,由于水体的

飞溅和下游大坝漫顶泄流损失大量水体的原因,第二

波涌浪较初始静水位仅上升了3.1cm。

图3 试验材料颗粒级配特

图4 滑块入水瞬间的水体飞溅现象

冰滑坡涌浪传播过程中,由于水的黏性、水与固

体边界(堆砌坝和水槽侧壁)的相互作用以及涌浪波

与固体边界反射波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涌浪较为紊

乱,涌浪能量耗散大。图5为水位高度随距滑块入水

距离的变化图,由于坝前壅水与爬高,涌浪由入水点

传播至坝址位置(100cm处)的过程中,涌浪高度先

减小后增大,由于冰碛坝距离滑块入水位置较近,涌
浪高度随距离的衰减不明显。图6为涌浪高度随时

间的变化,P1—P66个位置处的水压力传感器数据具

有相同的衰减趋势,通过对试验数据的拟合,涌浪波

幅随时间的变化呈幂函数关系衰减:

h=
h1

t0.75
(1)

式中:h 为某位置t时刻的涌浪波幅(cm);h1 为该位

置处第一波涌浪波幅;t为时间(s)。

图5 涌浪随距滑变化

图6 涌浪随时间变化

以Exp18中不同位置涌浪随时间的衰减数据为

例,取式(1)中第一波涌浪高度h1 为3.5cm进行拟

合(图7),拟合结果较好。

图7 涌浪随时间衰减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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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冰碛坝溃决过程

冰崩入湖激起涌浪,致使坝前水位瞬间高于坝体

高度,水流漫溢侵蚀坝体。在试验中,通过对冰崩涌

浪作用下冰碛坝溃决过程的观察,发现不同条件下的

溃决过程基本一致,总体来看,整个溃决过程大致分

为4个阶段,现在以试验15为例进行分析,4个阶段

的主要特征如下图8所示。

图8 冰滑坡涌浪下冰碛坝溃决过程

  (1)坡面侵蚀阶段(第0—6s)。即溢流沿整个

坝体下游坡面侵蚀的阶段。滑块入水后激起涌浪,涌
浪传播至坝体位置处并与坝体相互作用,虽然坝体设

置有溃口,但初期涌浪较高,溢流沿整个下游坡面侵

蚀并挟带坡面少量细小泥沙向下输移。此阶段溢流

水量相对较少,水流深度较浅,流速缓慢,水流挟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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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较弱,此阶段坝体物质黏性较高,抗冲刷能力较强,
因此侵蚀量很小,溢流含沙量较低。通常第一波涌浪

浪高最大,之后逐渐减小,涌浪漫顶溢流后,库容减

小,水位降低,溢流无法沿整个下游坡面溢流,开始通

过初始溢流口溢流。
(2)陡坎侵蚀阶段(第6—23s)。即溢流沿初始

溃口不断掏刷、后退的过程。上游水位降低后,水流

从初始溃口溢出,此时过流断面迅速减小,水流流速

较大,侵蚀能力强,在背水坡面处迅速形成一条冲沟。
由于陡坎的高差,溢流不断冲击陡坎底部,在陡坎底

部形成冲坑,水流在冲坑处运动时产生旋流,掏蚀陡

坎,在陡坎处产生较大的陡坎剪应力[24],剪应力超过

土体的抗剪强度,促使陡坎朝水流源头发展。
(3)侧向侵蚀阶段(第23—42s)。即溃口快速

扩展,溃决流量快速增加阶段。随着陡坎溯源侵蚀的

快速发展,坝体在初始溃口形成的冲沟处被贯穿,下
切侵蚀变得更加容易,溃口高度降低更加迅速,溃口

处水流深度和流速迅速增大,侵蚀能力迅速增强,水
流不断掏刷坝体两侧土体,致使两岸坝体出现临空,
溃口两侧间歇性出现土体坍塌,致使溃口高度进一步

降低,溃口迅速增大,29s时,溃口左岸出现大块坝体

坍塌,对溃口产生一定的堵塞,堵塞土体逐渐被水流

冲刷。该阶段溃口两岸斜坡物质以块状滑落进入溃

口,溃口形状在梯形与倒梯形之间变化。
(4)衰退阶段(第42—52s)。即溃决流量逐渐

减小,流速逐渐降低,侵蚀趋于稳定阶段。溃口增大

后,坝前水位快速下降,溃决流量逐渐减小,水流侵蚀

能力也逐渐变弱,坝体中的细小颗粒和少量粗颗粒被

水流挟带至下游,其余粗颗粒沉积下来。细小颗粒被

挟带走后,粗颗粒在溃口处形成一层粗化层,保护下

面颗粒物质不被继续冲刷。此时,水流的冲刷能力和

粗化层的抗冲刷能力达到新的平衡,溃决过程结束。

4 冰碛坝溃决的影响因素

冰碛坝溃决是冰崩体特征、涌浪特性、坝体几何

形态以及坝体物质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包括冰崩体体积、形状、整体性、入湖速度、
迎水面积、冰湖规模、水深、库容和坝体几何形状、结
构与物质组成等各方面的参数。笔者结合试验结果,
重点对影响冰碛坝溃决的冰湖库容、壅高、坝体几何

形态、物质组成等因素进行分析。

4.1 冰湖库容与坝前水深

冰湖库容与坝前水深,是冰湖最重要的形态要

素,也是控制冰湖溃决与溃坝洪水流量大小的关键因

素。坝前水深 H0 和冰湖蓄水量越大,水头越高,发

生漫顶溃决时,水流的冲蚀能力越强。冰湖库容越

大,对下游铁路、公路、村庄构成的危险性越大。库容

一定,湖面面积越小,水位越高,单位体积水的势能较

高,在溃坝后转变为洪水的动能和流速越大,冲刷能

力越强,溃口发育快,在达到冲刷平衡比降之前库区

水下泄需要的时间相对较短,洪峰较大。
如图9所示,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坝

高为15cm的坝体达到峰值流量所需的时间为26s,
峰值流量为7.53L/s,坝高为20cm的坝体达到峰值

流量所需的时间为23s,峰值流量为7.81L/s,坝高

为25cm的坝体达到峰值流量所需的时间为27s,峰
值流量为10.72L/s,坝高为30cm的坝体达到峰值

流量所需的时间为23s,峰值流量为12.32L/s。坝

体高度由15cm 增长至30cm,峰值流量增长了

63.6%。在到达峰值流量的时间基本相等的情况下,
坝体较高的冰碛坝溃决流量远高于较矮的坝体,且坝

体较高的冰碛坝溃决流量过程线斜率较大,曲线较

陡,溃决流量增长与下降速度更剧烈。

图9 不同坝前水深下溃决流量过程特征

4.2 冰滑坡造成静水位升高与壅高

涌浪强度与冰崩体的体积、滑动距离、滑动角度、
滑体完整程度、水域深度、冰湖面积以及水中障碍物

等因素有关,由于室内模型试验所限,本文通过调整

冰滑坡体的体积、滑动角度、滑动距离和滑体完整程

度来改变坝前静水位与壅高。
图10中,边长为10,15,20和25cm的立方体滑

块产生的涌浪波最大波幅分别为0.64,0.83,1.39和

2.18cm,随着滑块体积的增大,滑块入水后产生的涌

浪波强度越大。图11中,滑块为边长25cm的正方

体(整体),其在滑动距离1m,滑动角度分别为30°,

35°,40°,45°时,涌浪波最大波幅分别为1.16,1.64,

1.86,2.18cm。试验表明,随着滑动角度的增大,涌
浪波强度逐渐增大。图12中,滑块为边长20cm的

立方体(整体),其在滑动角度为20cm,滑动距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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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0.75,1.00,1.25,1.50cm时,激起涌浪波最大波

幅分别为:1.17,1.39,1.85,1.93cm。试验表明,随着滑

动距离的增大,涌浪波强度逐渐增大。图13中,边长

为15,20,25,30cm的立方体滑块,在整体状态下,产生

涌浪波最大波幅为分别为0.83,1.49,2.17,2.93cm,当
其为松散状态时,激起的涌浪波最大波幅分别为0.67,

1.45,1.76,1.93cm。试验表明,滑块体积相同时,松散

状态的滑块激起的涌浪波强度较整体状态滑块更弱。
冰滑坡体通过影响涌浪波的强度进而对冰碛坝

溃决产生影响。冰滑坡体入水体积越大,水位上涨越

高,越利于漫顶溃决。冰滑坡体的滑动距离和滑动角

度越大,其入湖时将携带较大的动能冲击水面,会产

生较高的涌浪高度,提高溢流口水头,加速溃口冲刷

侵蚀。冰滑坡体的破碎程度对冰碛坝溃决也有影响,
若冰崩体较为完整,则以完整体滑入冰湖会激起更高

的涌浪,利于溃决。若冰滑坡体处于破碎状态,以多

次冰崩的方式入湖,则涌浪相对较小,且会相互抵消,
对溃决不利。

       图10 滑块体积与涌浪强度关系              图11 滑动角度与涌浪强度关系

       图12 滑动距离与涌浪强度关系             图13 滑块完整程度与涌浪强度关系

4.3 冰碛坝堆积物组成

冰碛坝体颗粒级配分布范围广,涵盖粒径十几米

的巨石以及几微米的黏粒且分选性极差,改变堆积体

颗粒级配将改变坝体内部的黏聚力和内摩擦角,影响

坝体抗水流冲刷以及渗透的能力,继而影响坝体稳定

性和坝体强度。
颗粒级配对坝体溃决流量有显著影响(图14),

粗颗粒级配坝体达到峰值流量的时间为14s,峰值流

量为6.89L/s,正常颗粒级配的坝体达到峰值流量的

时间为23s,峰值流量为8.59L/s,细颗粒级配的坝体

达到峰值流量的时间为34s,峰值流量为6.84L/s。级

配越粗的冰碛坝,孔隙度越大,坝体物质不能被牢固

附着,随着土体孔隙中水力梯度的增大,土体细颗粒

沿着骨架颗粒形成的孔隙开始流动,由于骨架颗粒孔

隙通道中水力梯度不断增大,细颗粒物质被冲刷带

走,上游坝坡向下滑塌,在上游坡面和坝顶出现裂隙,
水流从裂缝灌入,形成贯穿坝体的管涌通道(图15)。
由于坝体内部形成管涌通道,导致结构物稳定性较

差,滑块入水后,坝体在涌浪的作用下瞬间溃决,因此

其达到峰值流量的时间最短。粗颗粒坝体因管涌作

用,在滑块入水前泄水较多,上游水位降低,峰值流量

也相应减小。细颗粒坝体黏粒含量较高,在涌浪作用

初期,由于黏附性较强,坝体较难被水流冲蚀形成下

切通道,大量水体沿坝体表面对整个坡面进行均匀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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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难以形成大块垮塌,因此其达到峰值流量的时间

较长,且坝体通过坡面漫流方式泄去大量水体,因此

峰值流量相应减小。

4.4 冰碛坝几何形态

(1)冰碛坝宽度与溃口比值对冰碛坝溃决过程

的影响。冰碛坝越宽,水流下切冲刷所需的输沙量和

总流量越大,下切过程所需时间较长,因此不利于冰

湖的溃决。
如图16所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坝

顶宽度为5cm的坝体到达峰值流量耗时25s,峰值流

量为10.4L/s,坝顶宽度为10cm的坝体到达峰值流量

耗时30s,峰值流量为10.7L/s,坝顶宽度为15cm的坝

体达到峰值流量耗时34s,峰值流量9.38L/s,坝顶宽

度由5cm 增大到15cm,洪峰流量到达时间相差

36.0%,峰值流量相差9.8%。在峰值流量基本相等的

情况下,坝顶宽度较窄的坝体更快速的到达洪峰,表明

坝顶宽度较窄的坝体的稳定性更差,溃决较快。
(2)坝体下游坡脚对冰磧坝溃决过程的影响。

堰塞坝下游坡面的坡角是控制坝体稳定性的重要结

构因素。而上游坡角与河道上游流速以及坝体物质

性质有关,一般稍大于下游坡角,对溃坝过程影响不

如下游坡角大。坝体的宽高比越大,坝坡越小,坝体

抵抗水流冲蚀的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坝体的稳定。
上述分析中,涌浪波的强度随滑块滑动角度的增

大而增大。如图17所示,当滑块滑动角度分别为

45°,40°,35°,30°,坡脚分别为30°,35°,40°,45°时,试
验到达峰值流量的时间分别为17,26,28,34s。在涌

浪强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到达峰值流量的时间在逐

渐变大,由此可判断,坝体下游坡角越小,坝体的稳定

性越强,坝体溃决的越慢。

      图14 不同坝体材料下溃决流量过程特征            图15 坝坡滑塌形成的管涌现象

      图16 不同坝宽下溃决流量过程特征           图17 不同坡脚下溃决流量过程特征

5 冰碛坝溃决机理

5.1 下游坡面起动机理

坝体溃决是水流对土体进行冲刷、侵蚀的过程,
作者从颗粒起动角度说明坝体溃决机理。坝体采用

无黏性材料石英砂堆砌而成,土体颗粒间黏性较差,

抗剪强度公式τf=σtanφ+c中黏聚力项c相比摩擦

强度项σtanφ 小得多,结合试验观察分析,坝体以颗

粒为单位进行侵蚀。颗粒在侵蚀过程中受到水流运

动产生的拖曳力和上举力、颗粒自身的重力和颗粒间

的黏结力,其受力状态如图18所示。
水流拖曳力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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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DAρu2
0

2
(2)

式中:CD 为阻力系数;u0 为作用在坡面颗粒上的流

速;A 为颗粒最大截面面积;ρ为水的密度。
上举力FL:

FL=CLAρu2
0

2
(3)

式中:CL 为上举力系数。
颗粒浮重力W':

W'=
1
6
(γs-γ)πD3 (4)

式中:γs 为颗粒的重度;γ 为水的重度;D 为颗粒

直径。
摩擦阻力FS:

FS=(W'cosα-FL)tanφ (5)
式中:α为背水坡面角度;φ 为颗粒水下休止角。

建立颗粒在水流方向上的平衡方程:

FD=W'sinα=(W'cosα-FL)tanφ (6)
则下游坡面颗粒粒径为D 的颗粒的起动流速:

u0=
D(γs-γ)(cosαtanφ-sinα)
0.75ρ(CD+CLtanφ)

(7)

图18 坡面颗粒物受力分析图

以试验15中参数设置分析粒径与流速之间的关

系,测得试验材料中石英砂的重度γs=2.53×104N/m3,

水的重度γ=1.00×104N/m3,水的密度ρ=1.0×103

kg/m3,背水坡坡度α=45°,根据孟震等[25]对泥沙颗

粒的研究,取泥沙颗粒水下休止角φ=44.52°,上举力

系数CL=0.1,阻力系数CD=4CL=0.4,采用式(7)
计算几个控制粒径(d10=0.1mm,d30=0.3mm,d60

=1.5mm,d80=5mm,d90=10mm)对应的起动流

速并将计算结果描绘见图19。
颗粒起动流速的计算通常采用国际较流行的沙

莫夫公式:

UC=1.14
γs-γ

γ gd
h
d

æ

è
ç

ö

ø
÷

1/6

(8)

式中:UC 为颗粒的起动流速;γs 和γ 分别为颗粒和

水流的重度;h 为颗粒位置的水流深度;d 为颗粒直

径;g 为重力加速度。
相比于公式(7),沙莫夫公式(8)考虑了颗粒位置

处的水流深度,试验中,观察到坝坡下游颗粒处的水

流深度约为5mm,因此采用几个控制粒径(d10=0.1
mm,d30=0.3mm,d60=1.5mm,d80=5mm,d90=
10mm)和特征水位5mm带入公式(8)对公式(7)进
行验证,计算结果如图19所示。公式(7)与国际较流

行的沙莫夫公式(8)的计算结果具有相同的趋势,且
计算结果相差较小。

图19 颗粒起动流速计算对比图

5.2 溃决临界条件

冰碛坝溃决主要是水流的冲刷拖拽力的作用,由
于冰碛坝内的黏粒物质含量很少,绝大部分颗粒都以

推移质的方式运动。要想使坝体坡面颗粒物以一定

的速度运动,必须消耗水流的势能。因此把上游来流

的输沙率和水流在单位时间内溃决洪水所提供的能

量结合。由于水沙混合物中悬浮颗粒很少,因此,浆
体容重可以用水体容重代替,则单位宽度、单位长度

的水体在单位时间内所提供的能量W0 可以表示为:

W0=γHJU (9)
式中:q 为单宽流量;J 为能坡;U 为平均流速;H
为水深。

试验中,发生溃决的试验组次均为瞬间一溃到

底,因此,溃口处流速可借用肖克利契瞬间局部堤段

一溃到底公式计算:

 Vc1=0.9×10(0.3b/B)(B/b)0.25/H0.5
0 (10)

式中:B 为坝长,对溃决冰湖为堵湖终碛堤长度(m);

b为矩形溃口宽度,对溃决冰湖为漫溢宽度(m);H0

为坝前水深,对于漫溢溃决之始,为漫堤水头(m)。
将公式(10)带入公式(9)得到溃口处水体所提供

的功率P 为:

P=0.9×10(0.3b/B)γHJ(B/b)0.25/H0.5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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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国际较流行的沙漠夫公式计算颗粒起

动流速,将公式(8)带入公式(9)得到直径为d 的颗粒

的启动临界功率Pd 为:

Pd=1.14γHJ
γs-γ

γ gd
h
d

æ

è
ç

ö

ø
÷

1/6

(12)

冰碛坝粒度曲线一般为双峰型或多峰型,可近似

选取d90代表最大粒径作为起动粒径计算冰碛坝的临

界溃决功率P0:

P0=1.14γHJ
γs-γ

γ gd90
h
d90

æ

è
ç

ö

ø
÷

1/6

(13)

联立公式(11),(13),由P=P0,得到冰碛坝溃

决临界方程:

  10(0.3b/B)(B/b)0.25≥1.27

  
γs-γ

γ gd90
h
d90

æ

è
ç

ö

ø
÷

1/6

H0.5
0

(14)

5.3 案例分析

米堆沟流域位于29°23'18″—29°32'10″N,96°27'45″—

96°35'05″E,波密以东94km,是帕隆藏布南岸的一级

支沟。流域最高海拔6595m,沟口高程3595m,上
游发育有季风海洋性贡扎冰川,冰舌末端为冰川终

碛湖光谢错,冰湖发生溃决前,湖面呈长方形,最长

约950m,最宽约550m,最大水深31.0m,库容约

6.40×106m3。冰碛坝高45m,长320m,坝顶宽度

30~80m。冰碛坝顶部溢流口处有常流水,溢流水头

最高约0.5m。1988年7月15日,贡扎冰川冰舌前

缘体积约3.62×105m3 的冰体崩落,冰崩体沿约6°的
坡面滑入光谢错冰湖内,致使湖内平均静水位上升

1.4m,强大的涌浪冲击使本已渗水的冰碛坝瞬间延

时溃决。
根据资料记载,光谢错参数为:终碛堤长度B=

320m,溃口平均宽度b=21.8m,根据野外样品数

据,取冰碛坝物质容重γs=2.53×103kg/m3,γ=
1.0×103kg/m3,d95=0.1m,g=9.8m/s2,h=0.5m,
H0=0.5m带入公式(14)得:2.05>1.44符合冰碛坝

溃决临界方程。

6 结 论

通过水槽模型试验分析了冰滑坡涌浪导致的冰

碛坝溃决过程及机理,得到以下结论:
(1)根据试验现象将冰碛坝溃决过程分为:坡面

侵蚀、陡坎侵蚀、侧向侵蚀、衰退4个阶段。
(2)溃决流量受到坝前水位高度、坝体颗粒级

配、坝体几何形态(坝宽、下游坡脚)的影响。坝前水

位越高,洪峰流量越大,溃决流量变化速率越快。坝

体堆积物中细颗粒含量越高,黏聚力越大,发生溃决

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坝体越宽、下游坡脚越小,坝体

抵抗水流冲蚀的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坝体的稳定。
(3)冰碛坝坝体下游坡面颗粒物受到水流拖曳

力FD,上举力FL,颗粒浮重力W',摩擦阻力FS,通
过建立平衡方程,得到了下游坡面粒径为D 的颗粒

的起动流速:

  u0=
D(γs-γ)(cosαtanφ-sinα)
0.75ρ(CD=CLtanφ)

冰湖能否溃决取决于溃口处水流所能提供的功

率与坝体堆积物颗粒粒径组成。溃决洪水所能提供

的功率为:

  P=0.9×10(0.3b/B)γHJ(B/b)0.25/H0.5
0

坝体溃决所需要的临界功率为:

  P0=1.14γHJ
γs-γ

γ gd90
h
d90

æ

è
ç

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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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P0>P,即10(0.3b/B)(B/b)0.25≥1.27
γs-γ
γ gd90

h
d90
æ

è
ç

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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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5
0 时,坝体会发生溃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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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和植被因子对延河流域土壤侵蚀影响的定量评估

刘 悦1,刚成诚2,3,温仲明1,2,3,陈同德2,3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草业与草原学院,陕西 杨凌7121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杨凌71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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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明确降雨和植被因子在控制土壤侵蚀过程中的作用,为水土保持措施的制定和生

态工程的成效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气候数据、Landsat遥感影像和DEM数据,通过设置“自然

状态”、“降雨因子(降雨侵蚀力R)固定—植被因子(植被覆盖管理因子C)变化”和“C 固定-R 变化”3种情

景,利用修正通用土壤侵蚀方程(RUSLE)分析2000—2018年延河流域土壤侵蚀强度时空动态,并定量评

估降雨和植被因子对土壤侵蚀的相对贡献。[结果]①在自然状态和R 固定-C 变化的情况下,2000—2018
年延河流域土壤侵蚀模数均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在C 固定-R 变化的情况下,土壤侵蚀模数呈现上升的趋

势;②2000—2018年,在自然状态和R 固定-C 变化的情景中,延河流域强烈、极强烈和剧烈土壤侵蚀的面

积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分布在延河的中、下游地区;③在2000—2018年,植被因子有效地抑制了土壤

侵蚀强度的增加,其正向贡献率为77.20%,而降雨因子则对控制土壤侵蚀起负作用,贡献率为22.80%。
[结论]植被因子是延河流域土壤侵蚀量下降的主导和控制因子,上游地区土壤侵蚀强度仍较高,未来应加

强水土保持措施,合理配置植被资源。

关键词:土壤侵蚀;植被恢复;定量评估;结构化植被指数;延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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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yingRelativeContributionsofRainfallandVegetationon
SoilErosioninYanheRiverWatershed

LiuYue1,GangChengcheng2,3,WenZhongming1,2,3,ChenTongd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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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nstitute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3.Instituteof
SoilandWaterConservation,ChineseAcademyofSciencesandMinistryofWaterResources,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clarifytherolesofrainfallandvegetationfactorsoncontrollingsoilerosion,and
provideguidanceforpolicy-making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strategyinthefutureandefficiencyassessment
ofecologicalprojects.[Methods]Theimpactsofrainfallandvegetationonsoilerosionwerequantitatively
evaluatewithacasestudyinYanheRiverwatershedbyusingthereviseduniversalsoillossequation
(RUSLE).Thesoilerosionwascalculatedunderthreescenarios,namelythenaturalstate,therainfallfactor
(RainfallErosivity,R)fixed-vegetationfactor(vegetationcoverageandmanagementfactor,C)changeand
Cfixed-Rchange.[Results]① UnderthenaturalstateandRfixed-Cchangescenarios,thesoilerosion
showedadecreasingtrendinYanheRiverwatershed,butanincreasingtrendundertheCfixed-Rchange
scenariofrom2000to2018.②UnderthenaturalstateandRfixed-Cchangescenario,mostregionsexperienced
decreasedsoilerosionfrom2000to2018.Theareawithstrongerosion,intensiveerosionandsevereerosion



allshoweddecreasingtrend,especiallyintheupperandmiddlereaches.③ Vegetationplayedapositiverole
incontrollingthesoilerosionwithacontributionof77.20%from2000to2018.Incontrast,therainfall
promotedtheincreaseofsoilerosion,implyinganegativecontritionof22.80%incontrollingthesoilerosion.
[Conclusion]Vegetationisthedominatefactorthatcontrolsthesoilerosion.However,thesoilerosionis
stillstrongintheupperreach.Therefore,soilandwaterconservationmeasuresshouldbeenhanced,andthe
allocationofplantresourcesshouldberationalizedinthefuture.
Keywords:soilerosion;vegetationrecovery;quantitativelyassessment;structuralvegetationindex;YanheRiver

watershed

  降水和植被是影响土壤侵蚀的主要因子,与土壤

侵蚀的产生和变化过程密切相关[1]。降水是土壤侵

蚀发生的动力来源,降雨量、降雨强度和降雨历时均

是影响土壤侵蚀强度的重要因素[2-3]。植被是控制土

壤侵蚀重要的环境因子,是防治土壤侵蚀的积极因

素[4]。植被不仅可以截留降雨、降低雨滴动能,还具有

延长地表径流形成、增加土壤入渗时间等功能。植被

覆盖度越高,结构越复杂,其水土保持功能越强[4-5]。
黄土高原是中国乃至全球土壤侵蚀最为严重的

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和重点治理区,生态

环境脆弱[6]。自1999年开始,黄土高原地区先后实

施了小流域治理、退耕还林(草)和坡耕地整治等一系

列生态工程,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植被覆盖

度增加[7-8],多年平均入黄泥沙量从1.60×109t锐减

至2.00×108~3.00×108t[9-12]。目前,关于植被恢复

对黄土 高 原 水 土 流 失 的 影 响 已 开 展 了 大 量 的 研

究[12-15],如 Wang等[16]基于泥沙恒等式的诊断方法

发现2000年以来,植被措施是土壤保持的主要贡献

者,占 57%;Sun等[17]基 于 RUSLE 模 型 研 究 了

2000—2010年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发现植被恢复

对控制土壤侵蚀的作用大于降水;Gao等[18]基于降

雨—输沙统计模型分析发现2000年以后土地覆被变

化对黄 土 高 原 主 要 流 域 输 沙 减 少 的 贡 献 率 大 于

70%;蒋凯鑫等[13]利用水文法等方法发现人类活动

是黄河中游地区输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
目前大部分研究认为生态工程实施带来的植被恢复

是径流和输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但由于研究区域、
时间范围及所用方法的差异,导致降雨和植被因子对

土壤侵 蚀 贡 献 的 定 量 评 估 仍 存 在 一 定 的 不 确 定

性[14,19-20]。为此,在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20a的

背景下,本研究基于气候数据、Landsat遥感影像和

DEM数据,利用修正的土壤侵蚀方程(RUSLE)模型

分别模拟自然状态、降雨因子(降雨侵蚀力R)不变和

植被因子(植被覆盖管理因子C)不变3种情景下

2000—2018年延河流域逐年土壤侵蚀模数,分析不

同情景下土壤侵蚀强度的时空动态,定量评估降雨和

植被因子对土壤侵蚀变化的相对贡献,以期为未来制

定土壤侵蚀应对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亦可为退耕还林

还草等工程的生态效应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延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靖边县境内,由
西北向东南流经志丹县、安塞县和延安,在延长县南

河沟乡凉水岸附近汇入黄河,全长286.9km[21]。主

要支流包括杏子河,西川、潘龙川和南川等,整个流域

面积为7725km2,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中部丘陵沟壑

区(36°21'—37°19'N,108°38'—110°29'E),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地形破碎复杂,沟壑密度在2.1~4.6km/km2

之间,黄绵土占流域总面积的85%以上,土质疏松,
抗侵蚀能力差[21-22](见封3,附图1)。该流域属于温

带大陆性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区,年均温约为9℃,年
降水量约为500mm,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降雨季

节分配不均,夏季多暴雨,降水变化率大。植被以次

生植被和中、低覆盖度草地为主,天然林集中部分在

流域的西南部(见封3,附图1)。常见的植物种从南

向北有辽东栎(Quercusliaotungensis)、刺槐(Robin-
iapseudoacaciaL.)、油松(Pinustabuliformis)。延

安至安塞之间为柠条(Caraganakorshinskii)和白羊

草(Bothriochloaischaemum),安塞以北为百里香

(ThymusVulgaris)、长芒草(Stipabungeana)等[22-23]。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包括:①DEM 数据,来源于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空间分辨率为

30m;②气象数据:流域内及周边气象站数据来源于

中国气候数据共享网;③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空间分辨率为

30m;④遥感影像数据:2000—2018年延河流域6—

9月的 Landsat7ETM 和 Landsat8OLI遥感影像

(127034,127035,126035),来源于美国 USGS网站,
利用ENVI软件进行缺失条带插补、辐射定标和大气

校正等操作,提取植被结构指数应用于 RUSLE模

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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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土壤侵蚀模型

本研究采用RUSLE来计算延河流域的土壤侵

蚀模数:

   A=R·K·L·S·C·P (1)
式中:A 为年均土壤侵蚀模数,是指单位面积单位时

间和空间的平均土壤流失量〔t/(km2·a)〕;R 为降

雨侵蚀力因子〔MJ·mm/(km2·h·a)〕;K 为土壤

可蚀性因子〔t·hm2·h/(km2·MJ·mm)〕;L,S
分别为坡长和坡度因子;C 为植被覆盖管理因子;P
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

1.3.1 降雨侵蚀力因子(R) 降雨侵蚀力反映了降

雨对土壤侵蚀的剥离和搬运能力,与降雨量、降雨强

度和降雨历时等因素有关[21]。本研究利用逐月雨量

计算2000—2018年延河流域的降雨侵蚀力[24]。利

用气象站点降雨量数据通过 AUSPLINE插值求得

降雨量的空间分布图,空间分辨率为30m。

1.3.2 土壤可蚀性因子(K) 土壤可蚀性因子是反

映降雨过程中土壤性质对土壤流失的影响,其定义为

标准小区单位降雨侵蚀力引起的土壤流失率[25]。本

研究利用EPIC模型计算延河流域的K 值[26]。

1.3.3 坡度和坡长因子(LS) 坡度和坡长影响着土

壤和植被的形成与发展,决定了地表径流的运动状态

和方向。坡度越大,坡长越长,径流能量越大,土壤侵

蚀作用越强。本文采用刘宝元等在黄土高原改进的、
基于DEM的方法计算延河流域的坡度坡长因子[27]。

1.3.4 植被覆盖管理因子(C) 结构化植被指数

(Cs)不仅考虑了植物群落的水平结构特征,还考虑

了不同群落垂直结构特征在水土保持作用中的差

异[28-29]。因此,本研究采用植被结构指数Cs 代替传

统NDVI作为植被覆盖管理因子C 的计算,其计算

公式为:

C=exp〔-α×
Cs

(β-Cs)
〕 (2)

式中:α,β的取值分别为2,1[21]。由于水体和建筑用

地的Cs 较低,接近于0,但它们的土壤侵蚀强度很

小,因此将水体和城镇用地的C 值赋值为0。

Cs 的计算公式为:

NDVI=
SWIR2-SWIR1
SWIR2+SWIR2

(3)

MSAVI=0.5+NIR-0.5×

(2×NIR+1)2-8×(NIR-R)(4)

Cs=0.175MSAVI+0.522NDTI (5)
式中:NDTI为归一化耕作指数,无量纲;R,NIR,

SWIR1和SWIR2分别为Landsat7,8影像的短波

红外波段1和2;MSAVI为修正的土壤调整植被

指数。

1.3.5 水土保持措施因子P 采用给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赋值的方法确定P 值[30]。依据表1按照坡度范

围对耕地进行赋值。水体、建筑用地、林地和草地一

般未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因此赋值为1。

表1 不同坡度范围耕地的P 值

坡度范围 5° 5°~10° 10°~15° 15°~20° 20°~25° >25°

P 值 0.100 0.221 0.305 0.575 0.705 0.800

1.4 降雨和植被因子对土壤侵蚀影响的定量评估

设置自然状态、C 固定-R 变化和R 固定-C 变化

3种情景,分别计算不同情景下2000—2018年延河

流域逐年土壤侵蚀模数,进而揭示降雨和植被因子对

土壤侵蚀变化的相对贡献,计算公式为:
自然状态情景:Ai=Ri·K·LS·Ci·P (6)

C 固定-R 变化情景:

  A-Ri=Ri·K·LS·C2000·P (7)

R 固定-C 变化情景:

  A-Ci=R2000·K·LS·Ci·P (8)
式中:Ai 为自然状态下第i年土壤侵蚀模数;Ri 为

第i年降雨侵蚀力因子;Ci 为第i年植被覆盖管理

因子;A-Ri 为C 固定-R 变化情景下第i年的土壤侵

蚀模数;C2000为2000年植被覆盖管理因子;A-Ci 为

R 固定-C 变化情景下第i年的土壤侵蚀模数;R2000

为2000年的降雨侵蚀力。

2 结果与分析

2.1 3种情景下延河流域土壤侵蚀的时间动态

2000—2018年,自然状态、R 固定-C 变化和C
固定-R 变化的情景下延河流域土壤侵蚀的时间动态

如图1所示。在自然状态和R 固定-C 变化的情景

中,土壤侵蚀模数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在19a间分别

下降了44.15%和56.86%。2001年土壤侵蚀模数最

高,分别达到15867.67和15392.71t/(km·a),之
后逐渐下降,而在2014年后,又呈现逐渐上升趋势。
在C 固定-R 变化的情景中,土壤侵蚀模数呈现微弱

的上升趋势,19a间共上升了11.86%。为进一步了

解不同情景中土壤侵蚀的时间动态,本文研究了不同

侵蚀等级的时间变化特征(图2)。在自然状态和R
固定-C 变化的情景中,微度和轻度侵蚀的面积均有

所增加,同时,强烈、极强烈和剧烈侵蚀的面积均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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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在自然状态下,微度和轻度侵蚀的总面积占流

域总面积的比例从2000年的27.36%增加到2018年

的49.67%。同时,强烈、极强烈和剧烈侵蚀的面积所

占比例从59.60%下降到36.84%;在R 固定-C 变化

的情景中,微度和轻度侵蚀的面积之和所占比例则增

加到2018年的57.11%,强烈、极强烈和剧烈侵蚀的

面积之和所占比例下降到29.74%。而在C 固定-R
变化的情景中,各土壤侵蚀强度面积的所占比例变化

不大,2018年微度和轻度侵蚀的面积之和所占比例

为22.98%,强烈、极强烈和剧烈侵蚀的面积之和所占

比例为64.32%。 图1 延河流域在3种情景下土壤侵蚀的时间动态

图2 2000-2018年延河流域在3种情景下不同侵蚀强度面积的比例变化

2.2 3种情景中延河流域土壤侵蚀的空间动态

3种情景中,2001年土壤侵蚀模数大于5000
t/(km2·a)的区域广泛分布于延河的上、中和下游,
轻度和微度侵蚀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延河沿岸地带及

流域的西南部(图3);在自然状态和R 固定-C 变化

的情景中,2009年轻度和微度侵蚀的面积均有所增

加,且在R 固定-C 变化的情景中,增加更为明显,其
主要分布在延河的中游和下游地区。相比之下,C 固

定-R 变化的情景中,土壤侵蚀模数的空间分布并未

有明显变化。2018年,在自然状态和R 固定-C 变化

的情景中,轻度和微度侵蚀的面积略微增加,此时土

壤侵蚀模数大于5000t/(km2·a)的区域主要集中

在延河的上游。而C 固定-R 变化的情景中,土壤侵

蚀模数的空间分布与2009年较为类似。2000—2009
年,自然状态下土壤侵蚀强度呈现下降趋势的面积占

流域总面积的53.70%(图4)。在R 固定-C 变化的

情景中,土壤侵蚀强度下降区域的面积占流域总面积

达71.09%,而在C 固定-R 变化的情景中,土壤侵蚀

强度未有下降趋势,其中呈现不变和增加趋势的面积

分别占流域总面积的53.20%和46.80%。在2009—

2018年,自然状态下土壤侵蚀强度呈现上升和下降

趋势的面积分别占流域总面积的15.75%和32.39%;
在R 固定-C 变化的情景中,土壤侵蚀强度上升和下

降区域的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19.63%和24.71%;而

C 固定-R 变化的情景中,土壤侵蚀强度不变的面积

达84.10%,其余为土壤侵蚀强度降低一级的区域,面
积所占比例为15.90%。从整个研究时期来看,自然

状态和在R 固定-C 变化的情景中,土壤侵蚀强度主

要以下降为主,而在C 固定-R 变化的情况下,土壤侵

蚀强度则以不变和上升为主(图4)。

2.3 降雨和植被因子对土壤侵蚀变化贡献率的定量

评估

在自然状态、R 固定-C 变化和C 固定-R 变化情

景下,基于2000—2009年、2009—2018年和2000—

2018年不同土壤侵蚀强度变化分析了降雨和植被因

子对土壤侵蚀作用的大小。由图5可知,3个时间段

内植被因子的贡献表现为促进了微度、轻度和中度侵

蚀强度的增加,其在2009—2018年平均贡献率为

67.70%,在2000—2009年和2000—2018年的平均

贡献率均在70%以上;在3个时期内,植被因子对强

烈、极强烈和剧烈侵蚀强度的增加表现为抑制作用,
即促进了强度的降低,其贡献率约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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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1,2009,2018年延河流域在3种情景下的土壤侵蚀模数空间分布

  相比之下,降雨促进了土壤侵蚀强度的增加。在

2000—2009年,降雨促进了极强烈和剧烈侵蚀强度的

增加,贡献率分别为22.23%和23.12%;同时,降雨抑

制了其他侵蚀强度的增加,其中对中度侵蚀的贡献率达

到54.69%;在2009—2018年,降雨促进了中度、强烈、极
强烈和剧烈侵蚀强度的增加,其贡献率在18.40%~
53.18%之间。在整个研究时间段内,降雨因子的作用

表现为促进强烈、极强烈和剧烈侵蚀强度的增加。

3 讨 论

降雨是引起土壤侵蚀产生的最主要动力因素之

一。延河流域侵蚀性降雨多集中在夏季雨季,暴雨频

发,土壤侵蚀较为严重。本研究发现,2000—2018
年,R 固定-C 变化的情景中土壤侵蚀模数低于自然

状态下土壤侵蚀模数,二者的时间和空间动态较为接

近,表明这19a间,降雨量的变化增加了延河流域土

壤侵蚀的土壤侵蚀。进一步分析发现,在2000—

2018年,降雨促进了强烈、极强烈和剧烈侵蚀面积的

增加,其贡献率约为20%。在我国喀斯特地区的研

究同样证明了降雨的增加会造成土壤侵蚀强度的增

加,其贡献率在7.5%~26.0%[31]。在同等降雨条件

下,是否发生土壤侵蚀与植被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
植被覆盖度越高,结构越完整,对雨滴的截留作用越

大,越能够分散和削弱雨滴的能量,有效防止雨滴对

地面直接打击和破坏作用,产生的土壤侵蚀越小[28]。

因此,植被状况是影响土壤侵蚀变化的关键因素。本

研究结果表明,在C 固定-R 变化的情景中,土壤侵蚀

模数的变化趋势与自然状态差别较大,表明植被因子

对控制土壤侵蚀的作用更强。在2000—2018年,延
河流域的平均结构化植被指数显著增加(p<0.001)
(图6)。自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生态恢复工程实

施以来,延河流域植被状况明显改善,流域内产流产

沙量明显下降[5,8]。本研究发现,2000—2018年,植
被因子有效抑制了强烈、极强烈和剧烈侵蚀强度的

增加,其正向贡献率达77.20%。徐学选等[32]的研究

发现降水和人类活动对1956—2009年延河流域的输

沙量减少的贡献分别为30%和70%;赵跃中等[5]的

研究表明,1996—2010年,植被恢复为主导的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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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措施对延河流域输沙量减少的贡献率为55.9%;王
志杰等[31]在贵阳喀斯特地区的研究证实植被覆盖因

子对土壤侵蚀变化贡献了74%~92%,是土壤侵蚀

变化的主导和控制因子;Zhao等[33]在黄土高原皇甫

川流域研究发现人类活动对输沙量减少的贡献率高

达93.6%。但王涛等[20,34]在陕北洛河流域的研究

表明,在2000—2014年,降雨对土壤侵蚀的贡献大于

植被。原因可能在于洛河流域面积较大,降水的作用

更为突出,但其结果也证实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

施有效降低了土壤侵蚀量。钟丽娜等[35]的研究亦表

明土地利用与覆被对土壤侵蚀的作用有明显的尺度

效应。

图4 2000-2009年、2009-2018年和2000-2018年延河流域3种情景下土壤侵蚀强度空间变化

注:贡献率大于0表现为促进作用,小于0表现为抑制作用。

图5 延河流域各阶段降雨和植被因子对土壤侵蚀强度的相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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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0-2018年延河流域降雨侵蚀力(R)和
植被结构指数(Cs)的动态变化

4 结 论

(1)2000—2018年,在自然状态和R 固定-C 变

化情景中,土壤侵蚀模数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在19a
间分别下降了44.15%和56.86%;在C 固定-R 变化

的情景中,不同土壤侵蚀强度的面积变化不大,19a
间土壤侵蚀模数上升了11.86%;

(2)2000—2018年,在自然状态和R 固定-C 变

化情景中,土壤侵蚀强度下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延河

的中游和下游,其中2000—2009年土壤侵蚀强度下

降的程度大于2009—2018年;在C 固定-R 变化的情

景中,延河流域土壤侵蚀强度在2000—2009年以不

变和上升为主,而在2009—2018年以不变和下降一

级为主。
(3)2000—2018年,植被因子是控制延河流域土

壤侵蚀强度的主导因素,其贡献率为77.20%,而降雨

因子对控制土壤侵蚀起负作用,即促进了土壤侵蚀强

度的增加。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未来极端降雨

事件发生的频次将增加,如何在延河流域,尤其是上

游地区,优化配置水土保持措施,增强植被的正向效

应,同时降低降雨的负向效应是需进一步思考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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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盐因子对盐湖防护林体系植被群落分布的影响

冯亚亚1,汪 季1,2,党晓宏1,2,魏亚娟1,管雪薇1,李 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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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以内蒙古自治区吉兰泰盐湖防风固沙林体系为研究对象,探讨土壤水盐因子对盐湖防护

林体系植被群落分布的影响,为该盐湖防护林抚育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应用数量分类和排序方

法,探讨土壤水盐因子对吉兰泰盐湖防护林体系植被群落分布特征的影响。[结果]双向指示种分析将防

护林体系共8科16属16种植物划分为6群落类型,其中,以白刺为优势种的植被群落土壤水盐含量与其

他群落类型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群落类型下土壤pH值差异并不显著(p>0.05);双向指示种分类结果很

好地反映了植物种及植物群落类型与土壤水盐因子的关系,并在CCA排序图上得到较好的验证。除群落

Ⅰ外,群落Ⅵ,Ⅴ,Ⅳ,Ⅲ,Ⅱ沿土壤水盐含量降低的方向依次分布,且人工植被群落分布较为集中,表明人

工植被配置对防护林植被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环境因子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Na+、Mg+和土壤含水量

对防护林体系植被群落分布影响达到显著水平。[结论]就土壤水盐因子而言,土壤 Mg2+,Na+,SO2-4 和

土壤含水量是影响防护林体系植物群落分布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植物群落;土壤含水量;土壤水溶性盐;吉兰泰盐湖;防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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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SoilWaterandSaltFactorsonVegetationCommunity
DistributioninaSaltLakeShelterbeltSystem

FengYaya1,WangJi1,2,DangXiaohong1,2,WeiYajuan1,GuanXuewei1,LiZhu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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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soilwaterandsaltfactorsonthedistributionofvegetationcommunitis
intheshelterbeltsystemofJilantaiSaltLakewasinvestigatedinordertoprovidetheoreticalbasisforthe
maintenanceandmanagementoftheshelterbeltinthesaltlake.[Methods]Theinfluencesofsoilwaterand
saltfactorsonthe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vegetationcommunityinJilantaiSaltLakeshelterforest
systemwerestudiedbyusingquantitativeclassificationandordinationmethod.[Results]Theresultsshowed
that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soilwaterandsaltcontentbetweenNitrariatangutorumcommunity
andothercommunitytypes,and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insoilpHvaluebetweendifferent
communitytypes(p>0.05).TheresultsofTWINSPANshowedthattherelationshipbetweenplantspecies
andplantcommunitytypewasverygood.Therelationshipbetweensoilwaterandsaltcontentwaswell
verifiedinCCAordinationchart.ExceptforcommunityⅠ,communityⅥ,Ⅴ,Ⅳ,ⅢandⅡ weredistributed
alongthedecreasingdirectionofsoilwaterandsaltcontent,andthedistributionofartificialvegetation
communitywasrelativelyconcentrated,whichindicatedthatartificialvegetationconfigurationhadacertain
impactonthedistributionofshelterbeltvegetation.Theresultsofsignificancetestofenvironmentalfactors



showedthatMg2+,Na+ andsoilwatercontenthadasignificanteffectonthedistributionofvegetation
communityinshelterbeltsystem.[Conclusion]Intermsofsoilwaterandsaltfactors,soilMg2+,Na+,SO2-4 and
soilwatercontentare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plantcommunitydistributionofshelterbeltsystem.
Keywords:plantcommunity;soilwatercontent;soilwater-solublesalt;JilantaiSaltLakeshelterbelt

  长期以来,植被群落分布及其影响因子一直是生

态学领域重点研究内容之一[1]。特别是在干旱区荒

漠绿洲过渡带,脆弱的生态系统决定了其抗干扰和恢

复能力低,自维持和自调控功能弱的特点[2],生态系

统管理面临着诸多难点。荒漠植被作为荒漠生态系

统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荒漠生态环境、维持生态

系统稳定性和保障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

干旱荒漠区,气候[3]、地形[4]和土壤[5-6]、地下水环

境[7-8]和人为干扰等因素限制着植物生长和分布,决
定了植物群落的演替速度和方向。其中,土壤环境是

影响植被生长和分布的主要因子。研究表明,土壤含

水量决定了植物的斑块分布,进而促进灌丛下肥岛效

应的形成;同时,土壤水盐及其他土壤因子也通过调

节草本植物种类及其多度来想荒漠植被群落结构。
因此,了解植物与土壤因子的关系对荒漠绿洲过渡带

植被恢复和管理非常重要。
吉兰泰盐湖地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境内,气

候干旱少雨,风沙活动频繁,风沙危害十分严重。自

1983年开始,吉兰泰盐湖建立由半固定沙垄、防护林

带、湖滨盐碱滩地等多种下垫面构成的防风固沙林体

系,有效的阻止了风沙侵湖现象[14-16]。但随着营建年

限的增加和植被的演替,导致防护林体系人工植被大

面积死亡,自然植被逐渐退化,不同下垫面植被分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严重影响了防沙治沙工作。因

此,防护林体系抚育工作迫在眉睫。土壤水盐作为影

响荒漠植被生长和分布的重要环境因子,明晰防护林

体系植被分布与表层土壤水盐含量的内在联系,对进

行人工—天然植被群落抚育和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鉴于此,本文以吉兰泰盐湖防护林体系为研究对象,
对防护林体系植被进行调查,并运用数量分析和排序

方法,探究不同下垫面植被与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水溶

性盐离子间的相关关系,探究影响植物群落分布的主

要因素,旨在揭示防护林体系植被群落分布格局与土

壤水盐因子等的关系,为吉兰泰盐湖防护林抚育和管

理提供理论依据。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属于典型大陆性干旱气候,具有干旱少

雨,日年温差大,蒸发量大的气候特点[14]。最高气温

40.9℃,最低气温-31.2℃;该区风沙活动频繁,年
平均扬沙日数为82.5d,年风沙流出现频率为112.9
次,风力一般在4—5级,平均风速3.6m/s[15,17]。盐

湖土壤种类以灰漠土、风沙土为主,并伴有盐碱土出

现。研究区防护林体系始建于1983年,在盐湖西北

部建立起了东西长18km,南北宽1km的由半固定

沙垄、植物防护林网、湖滨盐碱滩地等多种下垫面构

成的,乔、灌、草相结合人工防风固沙林体系[16]。防

护林体系建立之初,人工植被在宏观上根据与主害风

垂直方向进行布置,植物种主要以梭梭、花棒、沙拐枣

和沙枣为主。其中沙枣主要采用2m×2m和3m×
3m株行距,梭梭、花棒和沙拐枣主要采用2m×2m
株行距[16]。自防护林体系建立36a以来,林带不同

下垫面景观发上了巨大的变化,沙枣大面积死亡,盐
斑裸露现象,逐渐形成人工—天然植被群落(表1)。
研究区植被结构简单,植物种类稀少,主要以白刺

(Nitrariatangutorum)、梭梭(Haloxylonammo-
dendron)、花 棒 (Hedysarum scoparium)、沙 蓬

(Agriophyllumsquarrosum)、猪毛菜(Salsolacolli-
na)的等耐旱,耐盐碱的灌木、草本植物为主[19]。

表1 样方分布及植被特征

下垫面类型 经纬度 样方数/个 植被特征

半固定沙垄 39°48'32.4″N,105°44'2.4″E 16 白刺、少量梭梭、沙拐枣,草本有沙蓬、雾冰藜、苦豆子等,盖度15%~30%
防护林带 39°48'7.2″N,105°43'48.0″E 23 花棒、沙枣、梭梭,沙蓬、猪毛菜等,其中花棒、沙枣、梭梭等,盖度50%~80%
盐碱滩地 39°47'13.2″N,105°43'51.6″E 16 白刺、柽柳、沙蓬、沙蒿等,盖度30%

1.2 样地选择与样品采集

试验于2019年8月进行,试验期间无降水事件。
在吉兰泰盐湖防护林体系内设置4条样线,每条样线

均经过半固定沙垄、防护林带和滩地共3种防护林类

型[20]。样线长3000m,样线间间隔250m,在样线上

每隔200m设置一个30m×30m固定样方,共计64
个样方,去除人为干扰的样方,共计有55个固定样方

(表1)。植被群落采用五点样方法,分别在每个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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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方内设置5个10m×10m灌木样方,调查样地内

灌木的种类、数量、株高、冠幅和盖度等。每个灌木样

方设置5个1m×1m草本样方,调查样方内草本植

被的种类、数量、株高和盖度等指标。采用重要值作

为各种植物在群落中的优势度指标,计算公式为[16]:
重要值Ⅳ=(相对密度+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相对高度)/4 (1)
土壤样品采集与植被调查同步进行,分别在每个

样地采集0—30cm土壤样品2份,一份用于土壤含

水量测定,另一份自然风干后用于土壤水溶性盐(包
括土壤pH 值、水溶性盐总量、阴离子和阳离子)的
测定。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测定,土壤pH 值用玻

璃电极测定;CO2-3 和 HCO-
3 采用双指示剂中和法

测定;Cl- 采 用 AgNO3 滴 定 法 测 定;SO2-4 采 用

EDTA间接滴定法测定;Ca2+和 Mg2+采用EDTA络

合滴定法测定;土壤水溶性盐总量采用阴阳离子总量

相加的方法测定。依据中国土壤盐渍土划分标准:

Cl-/SO2-4 >2为氯化物类型;1≤Cl-/SO2-4 ≤2为硫

酸盐—氯化物类型;0.2≤Cl-/SO2-4 <1为氯化物—
硫酸盐类型;Cl-/SO2-4 <0.2为硫酸盐类型[24],对不

同植被类型下土壤盐渍化类型进行划分。土壤水溶

性盐总量为8个离子质量分数之和[21]。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依据张金屯[22]和曹静等[23]人的研究结果,选取

研究区分布频度大于5%的植物种,应用双向指示种

分析(TWINSPAN)对防护林体系植物群落进行数量

分类,依据样地—植物种的重要值数据矩阵,将研究

区植被划分为不同群落类型[23-24],分类软件采用PC-
ORD生态学软件[25]。运用典范对应分析(CCA)探讨

植被群落与环境因子相关关系[26],分析采用国际标准

生态学软件Canoco5。分析方法如下,首先,对物种

重要 值—样 方 环 境 因 子 数 据 进 行 趋 势 对 应 分 析

(DCA),若DCA排序轴的梯度长度<3,则采用线性

模型排序;若梯度长度>4时,则采用单峰模型排序;
梯度长度位于3,4,两种模型都适合[22,26]。

2 结果与分析

2.1 吉兰泰盐湖防护林植物种类与群落类型划分

2.1.1 吉兰泰盐湖防护林植物种类 由表2可知,
在研究区55个样方中,筛选出分布频率大于5%的植

物种,其中有乔木1种,灌木、半灌木5种,草本10
种,包括藜科、禾本科、豆科和柽柳科等共计8科16
属。其中,草本植物优势种以一年生沙蓬、雾冰藜和猪

毛菜为主,占样方总数的74.55%,65.45%和65.45%;
灌木植物中白刺出现频率最高,为72.73%,这与白刺

具有固沙阻沙,耐旱耐盐碱的生态适应性密切相关。
其次是沙拐枣和梭梭,分别为36.36%和34.55%,
是吉兰泰盐湖防风固沙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整体来看,防护林体系物种组成相对贫乏,优势植物

主要以耐旱耐盐碱的灌木、小灌木和草本植物为主,
这与研究区干旱少雨,蒸发量大的大陆性干旱气候相

适应。

表2 盐湖防护林植物群落物种组成

科 名 属 名 学 名  生活型 频率/%
碱蓬属(Suaeda) 碱蓬(Suaedaglauca) 一年生草本 5.82
沙蓬属(Agriophyllum) 沙蓬(Agriophyllumsquarrosum) 一年生草本 74.55

藜科(Chenopodiaceae)
碱猪毛菜属(Salsola) 猪毛菜(Salsolacollina) 一年生草本 65.45
沙冰藜属(Bassia) 雾冰藜(Bassiadasyphylla) 一年生草本 65.4
盐生草属(Halogeton) 蛛丝蓬(Halogetonarachnoideus) 一年生草本 18.18
梭梭属(Haloxylon) 梭梭(Haloxylonammodendron) 灌 木 34.55

豆科(Fabaceae)
苦参属(Sophora) 苦豆子(Sophoraalopecuroides) 多年生草本 21.82
岩黄耆属(Hedysarum) 花棒(Hedysarumscoparium) 灌 木 25.45

禾本科(Poaceae)
芨芨草属(Achnatherum) 芨芨草(Achnatherumsplendens) 多年生草本 16.36
芦苇属(Phragmites) 芦苇(Phragmitesaustralis) 多年生草本 12.73

柽柳科(Tamaricaceae) 柽柳属(Tamarix) 柽柳(Tamarixchinensis) 灌 木 9.09

菊科(Asteraceae)
蒿属(Artemisia) 沙蒿(Artemisiadesertorum) 多年生草本 49.09
蓝刺头属(Echinops) 砂蓝刺头(Echinopsgmelinii) 一年生草本 7.27

白刺科(Nitrariaceae) 白刺属(Nitraria) 白刺(Nitrariatangutorum) 灌 木 72.73
胡颓子科(Elaeagnaceae) 胡颓子属(Elaeagnus) 沙枣(Elaeagnusangustifolia) 小乔木 16.36
蓼科(Polygonaceae) 沙拐枣属(Calligonum 沙拐枣(Calligonummongolicum) 半灌木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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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TWINSPAN群落分类分析 运用TWINSPAN
分类法,依据样方—植物种重要值数据,对研究区主

要植物种进行分类,分类时依据中国植被分类原则,

并结合实际样地调查结果,将防护林体系植被划分为

6个群落类型,依据各群落优势种和指示种命名群落

类型。分类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双向指示种分类(TWINSPAN)的树状图

  ① 群落Ⅰ。沙枣+蛛丝蓬+雾冰藜+猪毛菜群

落。该类型群落包括样地5,7,11共3个,样方于分

布防护林带,优势种为沙枣,样方内沙枣均为人工种

植,株高最高可达3.2m,群落结构物简单;优势种为

沙枣,伴生种花棒、沙拐枣、猪毛菜、沙蓬等。②群落

Ⅱ:沙拐枣+白刺—猪毛菜群落。包括4,16,25,26,

36~39,41共9个样地,样地分布于半固定沙垄。优

势种为沙拐枣,伴生种包括沙蓬、雾冰藜、花棒等。

③群落Ⅲ。梭梭—沙蓬+雾冰藜—沙蓬—猪毛菜群

落。包括6,9,12,13,22~24,27~29,35,42,46,47
共14个样地。样方于分布防护林带和半固定沙垄,
优势种为梭梭,伴生种包括沙拐枣、沙蒿等。④群落

Ⅳ。花棒—白刺—雾冰藜—沙蓬群落。包括8,10,

14,15,19,40,44共7个样地。样方主要分布于防护

林带,优势种为花棒,伴生种沙蒿、猪毛菜等。⑤群落

Ⅴ。白刺+沙蓬—沙蒿群落。包括样地18,20,21,

30,31,33,34,43,45,48,49,50~55共17个样地,样
地分布于滩地和防护林带,优势种为白刺,伴生种有

苦豆子、砂蓝刺头等。⑥群落Ⅵ。白刺—柽柳群落。
包括样地1,2,3,17,32共5个样地。样方主要分布

于滩地,优势种为白刺,伴生种有碱蓬和沙蒿。通过

对样方分类发现,除了群落Ⅴ和群落Ⅵ优势种为白刺

外,其余群落优势种均为人工种植灌木,群落Ⅰ、群落

Ⅱ、群落Ⅲ和群落Ⅳ草本植物种数明显高度其他群

落,且由于受到人工林的影响,草本植物平均高度较

低,长势较差。

2.2 不同群落类型下土壤水盐特征分析

由表3可知,研究区不同植被群落类型下土壤水

盐因子存在显著差异。整体来看,不同类型下表层土

壤含水量均表现为较低水平,且群落Ⅴ和群落Ⅵ土壤

含水量显著高于其他群落类型。就土壤水溶性盐而

言,群落Ⅱ、群落Ⅲ和群落Ⅳ下土壤 K+,Na+,Ca+,

Mg+等阳离子含量均显著低于群落Ⅰ,群落Ⅴ和群落

Ⅵ,其中群落Ⅵ土壤水溶性阳离子含量最大,分别为

0.04,0.26,0.07和0.04g/kg,整体来看,不同植被类

型下土壤水溶性Na+离子含量最高,分别占土壤总含

盐量的46.87%,39.5%,31.79%,33.6%,49.42%和

54.19%,且群落Ⅰ,群落Ⅴ和群落Ⅵ中Na+所占比例

明显高于其他群落类型。对于土壤水溶性阴离子,不
同植被类型下含量差异并不明显,其中CO2-3 含量均

为0。整体来看,土壤含盐量变化趋势与水溶性阳离

子相似,不同类型下土壤水溶性盐总量变化趋势为:
群落Ⅵ>群落Ⅴ>群落Ⅰ>群落Ⅳ>群落Ⅱ>群落

Ⅲ,而群落Ⅴ、群落Ⅵ和群落Ⅰ下土壤水溶性盐总量

显著高于其他群落类型。
整体来看,在本研究中,除群落Ⅰ土壤盐害类型为

氯化物类型(Cl-/SO2-4 为2.05),其植物群落土壤盐害

类型均为氯化物—硫酸盐类型(0.2≤Cl-/SO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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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植物群落类型下土壤水盐因子特征分析

环境因子  类型Ⅰ 类型Ⅱ 类型Ⅲ 类型Ⅳ 类型Ⅴ 类型Ⅵ
含水量/% 0.760±0.032b 0.723±0.049b 0.767±0.055b 0.873±0.102b 1.197±0.080a 1.240±0.282a

土壤pH值 8.490±0.130b 9.020±0.130b 9.000±0.070b 9.160±0.030b 9.190±0.030a 9.210±0.060a

CO2-3 /(g·kg-1)    0    0    0    0    0    0
HCO-3/(g·kg-1) 0.015±0.001a 0.022±0.006bd 0.020±0.001bcd 0.015±0.000ac 0.022±0.001bd 0.020±0.003b

Cl-/(g·kg-1) 0.039±0.010a 0.008±0.002c 0.008±0.002c 0.014±0.006cd 0.022±0.003bd 0.030±0.003b

Ca2+/(g·kg-1) 0.065±0.007c 0.043±0.008ad 0.034±0.001d 0.061±0.011bc 0.050±0.010ab 0.070±0.005c

Mg2+/(g·kg-1) 0.019±0.002c 0.016±0.002c 0.016±0.001c 0.018±0.003c 0.028±0.004b 0.040±0.004a

SO2-4 /(g·kg-1) 0.019±0.002c 0.016±0.002c 0.016±0.001c 0.018±0.003c 0.028±0.004b 0.040±0.004a

K+/(g·kg-1) 0.032±0.004cd 0.028±0.003bd 0.023±0.004b 0.027±0.001bd 0.037±0.004ac 0.040±0.002a

Na+/(g·kg-1) 0.172±0.018bd 0.087±0.027c 0.062±0.011c 0.080±0.023c 0.173±0.028b 0.260±0.022a

含盐量/(g·kg-1) 0.367±0.027bd 0.220±0.046c 0.195±0.004c 0.238±0.039c 0.350±0.053b 0.480±0.032a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中不同字母表示不同群落类型下环境因子在0.05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

2.3 防护林植被群落与土壤水盐因子的CCA排序分析

防护林体系植物重要值—样方土壤水盐因子矩

阵的DCA排序结果表明,所有轴的梯度长度最大为

4.5,且研究证明,CCA排序法更适合用于干旱区沙地

植物分布及其环境解释[25-26],故选用CCA分析植物

群落分布与土壤水盐因子的关系。从CCA排序汇总

表可知(表4),CCA第1轴特征值为0.381,第2轴特

征值为0.176,占所有排序轴特征值总和的68.8%,

Gauch研究表明,如果前3个主要特征向量的方差占

总方差的40%以上,则排序结果是有效的[27],因此,
本研究只保留前两轴的数据来研究防护林体系植物

群落分布特征与土壤水盐因子的关系。

表4 植被群落分布特征的CCA排序

项 目     第1轴 第2轴 第3轴 第4轴

特征值 0.381 0.176 0.137 0.115
物种—环境因子相关性 0.818 0.703 0.631 0.654
物种数据累计贡献率/% 9.520 13.92 17.350 20.230
物种—环境因子关系累计贡献率/% 37.560 54.920 68.450 79.830

进一步分析得到防护林体系植物种与土壤水盐

因子二维排序图(图2)。图中箭头连线长短代表植物

种分布与该环境因子相关性的大小,连线越长,代表

相关性越大,而箭头所处象限代表土壤因子与排序轴

间的正负相关性;环境因子与植物种之间关系可以做

某一植物种与环境因子连线的垂直线来表示,若垂直

线与环境因子连线相交点在箭头正方向,表示该植物

种与环境因子为正相关关系,相交点在箭头负方向,
表示该植物种与环境因子为负相关。

由CCA排序图(图2)和土壤水盐因子与排序轴

相关关系表(表5)可知,土壤含水量、Mg+,Na+ 和水

溶性盐总量箭头长度明显大于其他水盐因子,且与第

一排序轴较小(相关系数分别为0.644,0.631,0.602,

0.596),说明土壤含水量、水溶性盐总量、Mg+和Na+

对防护林体系植物种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土壤

pH,HCO-
3 和SO2-4 与第二排序轴夹角较小,但土壤

pH值箭头长度明显大于 HCO-
3 和SO2-4 ,表明土壤

pH对防护林体系植物分布的影响程度要大于HCO-3
和SO2-4 。因此,土壤水盐因子中,土壤含水量、和土壤

水溶性阳离子是影响防护林体系植物群落特征主要因

素。从植物种在排序图中的分布来看(图2),白刺、柽
柳、砂蓝刺头和苦豆子等4种植物分布在排序轴右

侧,表明这4种植物与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水溶性盐呈

正相关关系。其中,白刺和柽柳主要受到土壤含水量

的影响;除了白刺、柽柳、砂蓝刺头和苦豆子外,其余

植物种均分布在第二排序轴左侧,表明这些植物种与

土壤水盐因子呈负相关关系。其中花棒和沙拐枣主

要受Na+的影响,梭梭主要受 Mg2+的影响。

图2 不同植物种与环境因子的CCA排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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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土壤水盐因子与排序轴相关关系

环境变量 土壤含水量 土壤pH值 HCO-3 Cl- SO2-4 Ca2+ Mg2+ K+ Na+ 水溶性盐总量

第1轴 0.644* 0.173 0.012 0.524* 0.126 0.381* 0.631* 0.450* 0.602* 0.596*

第2轴 0.002 0.280* 0.069 0.180 0.207 0.052 0.157 0.032 0.212 0.164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由不同植被类型与环境因子的CCA排序图可知

(图3),由于Cl-与土壤总含盐量的共线性,因此分析

过程中将Cl- 将排除在外。研究发现,双向指示种

分类(TWINSPAN)结 果 与 CCA 植 被 样 方—土 壤

水盐因子排序图分类结果较为吻合。在排序图中,
除群落Ⅰ外,群落Ⅳ到群落Ⅱ分布随土壤水盐含量降

低方向依次排开,群落Ⅵ(白刺—柽柳群落)生境土壤

表现出具有较高的土壤含水量和土壤含盐量,主要分

布于离盐湖湖心较近、土壤水盐含量均较高的滩地。
群落Ⅴ(白刺+沙蓬—沙蒿群落)生境条件与群落Ⅵ
相似,而以人工灌木为优势种植物群落分布较为

集中。整体来看,不同植被群落类型样方分布存在一

定程度重叠。土壤水盐因子与植物群落样方CCA排

序图直观的反映出防护林体系不同植物分布的相关

关系。

图3 不同植被类型与环境因子的CCA排序图

通过对环境因子进行 MonteCarlo检验(表6)发
现,不同土壤水盐因子对防护林体系植物群落分布重

要性有依次为 Mg+,Na+,SO2-4 、土壤含水量、K+,

Ca+,HCO-3 、土壤总含盐量和土壤pH,其中Na+,Mg+

和土壤含水量对防护林体系植被群落分布影响达到显

著水平,其他因子对植被群落分布影响并不显著。环

境因子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土壤水盐因子对植物群

落分布仅能解释25.2%,未解释部分占74.8%。

表6 环境因子显著性检验结果

环境因子 解释量/% 贡献率/% 伪-F p
Mg2+ 6.5 25.6 3.7 0.002
Na+ 3.6 14.3 2.1 0.030
SO2-4 3.2 12.6 1.9 0.020
土壤含水量 3.1 12.4 1.9 0.028
K+ 2.2 8.8 1.3 0.202
Ca2+ 2.3 9.1 1.4 0.180
HCO-3 1.9 7.5 1.2 0.284
含盐总量 1.3 5.2 0.8 0.606
土壤pH值 1.1 4.5 0.7 0.764

3 讨 论

植被是反映某一地区生态环境特征的重要指

标[28],研究表明,在该研究区自然条件恶劣的条件下,
植物物种少,群落结果简单,生活型单一的特点[16]。
由于草本植物作为生态恢复的先锋植物,具有适应力

强,生活史短暂,生态位较宽等特点[29],造成研究区植

物种主要以草本植物为主(占植物种总数的62.5%),
促进了研究区植被的正向演替。TWINSPAN分类将

防护林体系植被划分为6个群落类型,6个群丛类型

的分布代表了生境梯度的变化,同时也是防护林人工

植被与天然植物群落在特定生境条件下演替的结果。
研究表明,不同植被类型在CCA排序图上从第

一排序轴正方向到负方向,即沿土壤水盐含量降低的

方向有序分布,较好的反映了双向指示种分类结果的

有效性。其中以人工植物(梭梭、花棒和沙拐枣)为优

势种的植被群落分布较为集中,且分布范围有一定的

重叠,表明防护林体系下土壤水盐因子和人工植被配

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植物中的分布[30]。
采用数量分类和排序的方法,对研究区植物群落

与土壤水盐因子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研究区人工—天

然植被群落不同植物种分布在不同生境中,如柽柳、
白刺、苦豆子和砂蓝刺头主要分布于高水盐含量的滩

地,表明这4种植物具有较强的耐盐能力较强[31]。但

CCA排序较难得出直接影响某一植物种的土壤水盐

因子。从整体来看,土壤 Mg2+,Na+,SO2-4 含量是制

约植物种和植物群落类型分布主要的土壤水溶性盐

离子。这与何明珠等[32]人对阿拉善高原荒漠植被分

布特征及其环境解释研究基本一致。研究表明,可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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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盐离子的积累会对植物生长造成毒害作用,抑制植

物生长发育[33-34]。其中,土壤Na+含量过高会破坏渗

透调节,同时导致土壤板结的可能性增大,阻碍植物

的生长[35]。目前有关土壤 Mg2+,Na+ 含量与植物群

落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今后,植物群落分布与土壤水

溶性盐的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
除土壤 Mg2+,Na+ 含量外,从排序图中可以看

出,表层土壤含水量也对防护林体系植被分布起到重

要作用。在干旱半干旱区,土壤水分是制约植被分布

格局的重要因子,特别是草本植物,张佳等人研究发

现,土壤含水量对草本植物的生长、分布、组成和生态

系统功能产生直接影响[36];土壤pH作为反映土壤理

化性质的重要指标,其大小直接影响到土壤肥力状况

和有效性[37],进而影响植物生长发育。Schuster[38]研
究发现,在碱性土壤中,植被分布与土壤pH 值不存

在显著性关系。尹德洁[39]对山东滨海盐渍区植被群

落特征与土壤化学因子关系研究发现,山东滨海盐渍

区土壤pH均值为8.09,土壤pH值与植被分布不存

在相关性。在本研究中,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pH值

均大于8,且排序结果表明,研究区不同植被群落分布

与土壤pH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与何明珠对阿拉善

高原植被分布与环境因子关系研究相一致[32],并验证

了Schuster研究结论。
在干旱半干旱区,影响荒漠植被分布格局的因素

包括地下水、土壤含水量和土壤盐分等环境因子,在
小尺度下,土壤环境是影响植被分布的主要因素[3-6]。
研究结果表明,表层土壤含水量、白刺土壤水溶性盐

对于植物群落分布仅能解释25.2%,未解释部分占

74.8%。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植被与表层土壤含水

量和土壤水溶性盐的关系。这与赵鹏[18]、贺强等[40]

人研究结果相一致。但本研究仅从土壤水盐出发讨

论荒漠植被类型及其空间分布与环境的关系。而各

类环境因子对植物群落分布的相对作用并不绝对。
其余未解释部分可能包括土壤养分和风沙活动对荒

漠植被分布的影响。

4 结 论

(1)通过对吉兰泰盐湖防护林体系进行植被群

落调查发现,研究区分布频率>5%的植物隶属于8
科16属。植物群落结构简单,物种组成稀少。优势

植物主要以耐旱的灌木、小灌木和草本植物为主。
(2)双向指示种分类(TWINSPAN)将防护林体

系内植被分为沙枣+蛛丝蓬+雾冰藜+猪毛菜群落、
沙拐枣+猪毛菜群落、梭梭—沙蓬+雾冰藜—沙蓬—
猪毛菜群落、花棒—白刺—雾冰藜—沙蓬群落、白刺

+沙蓬—沙蒿群落和白刺—柽柳群落共6个类型。
不同群落类型间植被数量特征存在显著差异,白刺+
沙蓬—沙蒿群落和白刺—柽柳群落下土壤水盐含量

与其他群落类型存在显著差异,且研究区土壤盐害类

型主要以氯化物—硫酸盐为主。
(3)CCA排序结果验证了TWINSPAN数量分

类的合理性,不同植物种在排序图的分布表明人工植

被配置和土壤水盐是影响防护林植物群落类型及其

分布的重要因素。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就土壤水盐

因子而言,土壤 Mg2+,Na+,SO2-4 含量和土壤含水量

是影响吉兰泰盐湖防护林体系植物群落类型及其空

间分布的主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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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及裂隙角度对基材原位剪切特性的影响

李紫娟1,夏振尧1,2,张 伦2,高 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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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三峡大学),湖北 宜昌443002〕

摘 要:[目的]研究岩体裂隙角度对不同植物根系下基材原位剪切特性的影响,旨在为水土保持与生态

修复工作提供科学参考。[方法]设置无植物、狗牙根和多花木兰3种条件,对试样养护90d后,在岩体裂

隙与剪切垂直方向为15°,30°,45°,60°,75°和90°下开展基材原位剪切试验。[结果]①狗牙根和多花木兰

根—基材复合体的抗剪强度和残余抗剪强度均明显大于无根基材,抗剪强度平均增幅分别为33.87%~
65.18%,44.94%~73.65%。②无植物基材试样在位移量为8~11mm时抗剪强度达到峰值,狗牙根根—

基材复合体和多花木兰根—基材复合体则在20~36mm时达到峰值位移,根系能够滞后植被混凝土的峰

值位移,含根基材试样能够承受更大的变形。③同种植物,不同的岩隙分布形式对根系的固土能力影响不

同。随着裂隙角度的增加其抗剪强度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在裂隙角度为60°时其抗剪强度达到最大

值。[结论]根系能显著增强植被混凝土基材的抗剪强度,提高残余剪切应力,不同裂隙的分布方式对提高

基材的抗剪强度的作用呈现差异性,但对于残余抗剪强度,裂隙分布影响不明显。

关键词:原位剪切;根—基材复合体;裂隙角度;抗剪强度;固土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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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RootSystemandFissureAngleonIn-situ
ShearCharacteristicsofSubstrate

LiZijuan1,XiaZhenyao1,2,ZhangLun2,GaoFeng2,

ShenYitong2,YangYueshu1,2,XiaoHai1,2,XiaDong1,2,XuWennia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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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rockfissureangleonthein-situshearcharacteristicsofthebasematerial
underdifferentplantrootsystems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referenceforwaterandsoil
conservationandecologicalrestoration.[Methods]Thesampleswerecuredfor90daysunderthreeconditions:

plant-free,bermudagrassandmulti-floweredmagnolia.Thein-situsheartestofthesubstratewascarriedout
undertheangleof15°,30°,45°,60°,75°and90°betweentherockcrackandtheverticaldirectionofshear.
[Results]①Theshearstrengthandresidualshearstrengthofbermudagrassandmagnoliaroot-substrate
compositesweresignificantlygreaterthanthoseofnon-rootedsubstrates.Theaverageincreaseinshear
strengthwas33.87%~65.18%and44.94%~73.65%respectively.②Theshearstrengthofsampleswithout
plantsubstratereachedthepeakvaluewhenthedisplacementwas8~11mm,whilethebermudagrass



root-substratecompositeandthemultifloralmagnoliaroot-soilcompositereachedthepeakvaluewhenthe
displacementwas20~36mm.Therootsystemcanlagthepeakdisplacementofthevegetationconcrete,and
root-containingsubstratesamplecan withstandgreaterdeformation.③ Forthesameplant,different
distributionofrockfissureshavedifferenteffectsonthesoilconsolidationabilityoftherootsystem.Asthe
fissureangleincreased,itsshearstrengthincreasedfirstandthendecreased.Whenthefissureanglewas60°,

itsshearstrengthreachedmaximum.[Conclusion]Therootsystemcansignificantlyenhancetheshear
strengthofthevegetationconcretesubstrateandincreasetheresidualshearstress.Thedistributionofdifferent
crackshasdifferenteffectsonimprovingtheshearstrengthofthesubstrate,buttheeffectofcrackdistribution
onresidualshearstrengthisnotobvious.
Keywords:in-situshear;root-substratecomposite;crackangle;shearstrength;soilconsolidationandslope

protection

  由于国内工程不断发展与建设,形成了大量裸露

的边坡,造成原有的植被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

和生态失衡,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形成,给人们的生命

财产带来危害。传统护坡加固技术往往采用喷混凝

土、浆砌石等护坡结构,这些虽然起到保护边坡水土

流失的作用,但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

和谐发展[1-2]。植被混凝土是一种生态护坡技术,它
既能够加固边坡,又能够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植被

混凝土是将水泥、土、有机质、添加剂、混合植绿种子

按特定比例,加一定量的水充分搅拌后形成的混合

物[3]。水泥作为胶结材料,能加强植被混凝土拌和物

的强度和粘聚性,有机质能增加空隙率,腐烂后能为

植物提供各种养分,增加肥力,而添加剂则能改良基

材性能,促进植物生长[4-5]。植被混凝土中植物主要

通过根系的力学作用(浅根加筋和深根锚固)来加固

边坡。
根—土复合体的抗剪强度特性研究目的主要是

为了解决根系加固机理。研究表明,根—土复合体的

抗剪强度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植物的种类、含根量、
土壤的含水率、干密度等[6-10]。蒋希雁等[11]利用常规

三轴不固结不排水试验,通过重塑样得出,黏聚力与

含水率相关,受含根量影响,并得出根系加筋效应公

式。蒋必凤等[12]对草本植物进行直剪试验得出,植
物根系能够显著提高抗剪切强度,其黏聚力与含根率

成正相关关系,与含水率则相反,但对于内摩擦角的

影响较小。以上研究主要针对重塑根—土复合体试

样,且试样的尺寸较小,难以真实反映植物根系加固

边坡效果。同时岩石边坡常常存在方向各异的裂隙,
岩体裂隙里的水分条件要高于其他区域,干旱胁迫条

件下会诱导根系的扎入生长[13],而裂隙角度及根系

对岩面基材剪切特性影响关注较少。因此,本文选用

常用护坡植物狗牙根、多花木兰和植被混凝土基材所

形成的根—基材复合体为对象,以无植物基材试样为

空白对照,设置6种不同的裂隙角度,对试样养护

90d后,进行原位剪切试验,探讨多花木兰、狗牙根根

系对植被混凝土抗剪切强度的影响,以期为水土保持

与生态修复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试验设计

1.1 试验区状况

宜昌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

气候。四季分明,水热同季,寒旱同季。多年平均降

水量1215.6mm,平均气温16.9℃。境内地貌类型

多样,地势起伏大,水系发育充分,形成黄壤、黄棕壤

和棕壤、红壤4个地带性土类以及紫色土、石灰(岩)
土、潮土、(山地)草甸土和水稻土5个非地带性土

类[14]。全市植被良好,森林资源居全省第2位,覆盖

率为48.5%,生物种类呈多样性。

1.2 试验材料

选取低矮草本植物狗牙根和直立灌木植物多花

木兰,这两种都是生态护坡中常用的物种。狗牙根具

有发达的根茎和葡匐茎,繁殖力强,抗旱。多花木兰

属于豆科多年生落叶灌木,分枝多,耐旱,根系发达,
固土力强。试验土为黄棕壤,取自宜昌市区,土壤采

回后迅速风干,去除杂质后过2mm筛待用。土粒相

对密度2.65,干筛后1.0~2.0mm含量占21.34%,

0.074~1.0mm占70.39%,<0.074mm占8.27%。根

据《水电工程陡边坡植被混凝土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NB/T35082-2016)》配置植被混凝土基材,黄棕壤土

样与水泥、棕树锯末、添加剂混合比例为100∶8∶6∶4,
水泥采用P.C32.5复合硅酸盐水泥。

1.3 试验方案

样地种植时间为2018年8月,试验时间为2018
年11月,植物生长期为90d。本试验采用混凝土试

块代替岩体,为保证岩隙布置形式,在混凝土试块上

预留大小相同、但不同倾斜程度的3行3列裂隙,裂
隙角度设置成与剪切垂直方向为15°,30°,45°,60°,

75°和90°的6种角度(图1)。两种植物在6种裂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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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共12个处理试样,对应6个无植物基材对照试

样,重复3组,共54个试样。
试验方案主要分为以下5个步骤:①首先对试

验场地进行整理,将已制备好的尺寸30cm×30cm
×10cm的混凝土试块放入已挖好的沟槽中,相邻试

块横向间隔10cm,纵向间隔20cm;②在混凝土试

块上安装30cm×30cm×10cm的模具以进行土壤

基材装填;③按照《水电工程陡边坡植被混凝土生态

修复技术规范(NB/T35082-2016)》,对基材进行分层

装填。先按照设定的干密度1.35g/cm3,称取一定质

量的基材土,在基层铺设8cm厚度的植被混凝土,再
将剩余的基材土与种子均匀混合,然后在面层平铺

2cm厚度,进行压实并拆除模具;④最后在横向和纵

向间隔的土体上插上木桩,作为标识。⑤期间进行撒

水养护,并开展杂草清除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因为植

物都在相同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下生长,所以土体的含

水率基本保持一致。植物养护90d后,进行根—基

材复合剪切试验。

图1 混凝土试块裂隙角度分布示意图

1.4 试验装置

本试验使用自制原位直剪仪进行试验,试验装置

如图2所示。主要由机架、剪切盒、千斤顶、液压泵、
数显游标卡尺,数显式推拉力计、压力传感器等部分

组成。其中,剪切盒尺寸为30cm×30cm,并分为上

下剪切盒,最大剪切位移为100mm。进行试验时,固
定在上剪切盒上的压力传感器受千斤顶作用,使上剪

切盒向前推动,对试样进行剪切,并将实时推力和位

移数据传递给推拉力计和游标卡尺。具体试验步骤

为:①安装原位直剪仪,对游标卡尺和推拉力计进行

复位置零;②按照标识将试样周围的土铲除,并对试

样进行适当削切,保证试样的规整性,使土体与直剪

盒尺寸一致;③将试样放置在直剪盒内,调整拍摄设

备支架位置,保证试验过程中能完整清晰地记录数据

的变化;④打开电源开关,控制千斤顶匀速的对试样

进行剪切,当剪切位移达到最大量程时关闭电源,停

止剪切;⑤试验结束后,拆除仪器,并对试验场地清

洁打扫。

1.5 试验数据处理

根据录制的影像,用播放器对视频每秒进行截

图,读取图片中的位移数据和推拉力计数据。按照公

式(1)计算抗剪强度,绘制试样抗剪强度位移曲线。

τt=
Ft

A
(1)

式中:Ft 为在t 时刻作用在剪切盒上的剪切应力

(kN);τt 为试样在t时刻的抗剪强度(kPa);A 为试

样的剪切面积A=0.09(m2)。剪切破坏过程中,抗
剪强度—位移曲线过程线顶点所对应的值即为该试

样的抗剪强度。
采用 Excel处 理 数 据 并 绘 制 相 应 图 表,利 用

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LSD法),以p<0.05作为显著性差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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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剪切试验装置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根-基材复合体剪切破坏过程

根—基材复合体的剪切破坏过程呈现典型的软

化特性(图3),这与周跃等[15]有根土体达到一定位移

量时,剪切应力接近零有所区别,本试验存在残余变

形阶段,此时土体仍具有一定的抗剪强度,但随着剪

切位移的递增,变化幅度较小。这可能与植物种类有

关,多花木兰和狗牙根根系发达,根系分布范围更广。

剪切初始阶段,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加,抗剪强度增长

迅速,曲线呈线性增加,根系开始受力,发生弹性变

形。随后速率减小,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加,逐渐达到

峰值,根系网络被破坏,植物根系被拔出或者断裂。
当位移继续增大时,由于未剪断的根系对剪切面上下

土体的连接作用,抗剪强度—位移曲线下降相对较为

平缓,随后趋于稳定。无植物的空白样,其抗剪强度

在受剪后即刻便达到峰值,随后迅速下降,在一定范

围内浮动,此时试样沿着破坏面发生滑移摩擦。

注:图中误差线以标准误表示。下同。

图3 不同植物根-基材复合体抗剪强度-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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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植物根系对植被混凝土抗剪切强度的影响

多花木兰、狗牙根根—基材复合体的抗剪强度—
位移曲线明显高于空白样,抗剪强度显著提高(图3)。
同一裂隙条件下,极限抗剪强度表现为:多花木兰>
狗牙根>空白样(图4)。两种植物基材试样极限抗剪

强度无明显性差异,但均与无植物基材试样结果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5)。狗牙根和多花木兰根—基材

复合体平均极限抗剪强度分别为13.58~17.75kPa,

14.71~18.66kPa,空 白 样 平 均 极 限 抗 剪 强 度 为

10.15~10.90kPa,抗剪强度增量为3.44~7.91kPa。
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多花木兰根系可以穿过基材伸入

更深处的岩隙中,增加土体的迁移阻力,而狗牙根根

系数量多,直径小,易在土中形成网状结构,因此根—
基材复合体抗剪强度相较于空白样明显增加。狗牙根

根系为须根系,根系数量明显多于多花木兰根系的数

量,而多花木兰为直根系,根系直径较大,根系直径越

大,单根抗拉力就越大[16],提供的抗剪切力也越大,
因此多花木兰增强植被混凝土抗剪强度效果更佳。

注:不同字母表示不同试样种类间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下同。

图4 空白样和根土复合体峰值位移和极限抗剪强度直方图

  空白样在8~11mm时出现峰值位移,含根试样

该位移为20~36mm,位移增量12~27mm,平均增

幅为120.33%~319.32%。同一裂隙条件下,含根土

体和空白样峰值位移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含

根土体的峰值位移相较空白样有明显延后,这与

Comino[17]根—土复合体剪切位移增量为93%~1544%
的结论相似。植物根系在土体中相互缠绕,构成根系

网络,将土壤束缚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整体[18]。受

剪时,土壤和根系之间会发生错动或有相互错动的趋

势,为了抵抗剪切变形,根系被伸长,根内产生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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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材界面的摩擦作用和根系的抗拉作用在剪切

过程中逐步转化为根—基材复合体的抗剪能力,延缓

了基材变形破坏发生的位移[19]。而空白样一旦发生

位移就意味着剪切能力的全部发挥,土壤颗粒之问的

黏结作用被破坏,抗剪能力达到最大[20]。

2.3 根系在不同裂隙分布对植被混凝土剪切应力的

影响

多花木兰和狗牙根根系基材极限剪切应力随着

裂隙角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图5)。有

根基材极限剪切应力在不同裂隙角度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而对于无根基材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这表明裂隙角度对于含根基材极限剪切

应力具有明显影响。在角度为60°时,两者的极限剪

切应力平均增幅达到最大值,角度90°时平均增幅最

小。狗牙根根—基材复合体极限剪切应力增幅为

33.87%~65.18%,多花木兰根—基材复合体极限剪

切应力增幅为44.94%~73.65%。裂隙角度15°,

30°,45°,75°,90°中狗牙根和多花木兰平均极限剪切应

力增幅相比60°时增幅分别减小了24.27%,18.21%,

12.23%,24.56%,31.31%;26.33%,18.65%,9.89%,

20.33%,28.71%。可见岩面裂隙角度对极限剪切应

力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有根基材的残余剪切应力则

在一定的区域里波动,裂隙角度影响不明显,狗牙根—
基材复合体残余剪切应力在不同裂隙角度间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5),而对于多花木兰和无根基材复合体

在不同裂隙角度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残余

剪切应力在一定的区域里波动。具体表现为狗牙根

根—基材复合体残余剪切应力在0.5~0.7kN范围内

波动,多花木兰根—基材复合体残余剪切应力在0.6
~0.7kN之间。受根系加筋的影响,有根基材的残

余剪切应力曲线总是高于较空白样有一定的增幅,狗
牙根根—基材复合体和多花木兰根—基材复合体残

余剪切 应 力 平 均 增 幅 分 别 为 4.21% ~35.94%,

26.65%~55.84%。

图5 不同植物不同布置情况下的极限剪切应力与残余剪切应力变化

  进行生态修复时,为了保持基材在岩体上的稳定

性,除了在施工时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防止基材的

脱落、滑落等问题,不断生长的植物根系还能穿过基

材扎入到岩体的裂隙中,产生锚固作用,使根—基材

复合体与岩体间的作用力增强,增强保持基材的稳

定。植物对岩隙形态结构具有适应性,岩体的裂隙分

布形式不同,根系扎入到岩体中后对基材的稳定性影

响存在差异。冀晓东等[21]通过试验得出根系复合布

置时对土壤的增强作用最显著,水平布置时最次。王

保辉等[22]通过对3种不同根系布置形式(方形、梅花

形、环形)的土体进行剪切试验得出,当根—土面积置

换率较小时,布置形式对抗剪强度的影响是不同的。
且当植物受剪切力时,若植物根系与剪切面成锐角,
土体的抗剪强度能最大限度地增强[23],从而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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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裂隙分布的根—基材复合体抗剪强度存在差异。

3 结 论

(1)狗牙根和多花木兰根—基材复合体的抗剪

强度和残余抗剪强度均明显大于无根基材,抗剪强度

增量为3.44~7.91kPa。植物根系可显著提高基材

的抗剪能力,多花木兰根系增强效果更佳。
(2)根—基材复合体的峰值位移均较空白样相

对滞后,增量为12~27mm,平均增幅为120.33%~
319.32%,试样能够承受更大的变形。

(3)对于同种类型的植物来讲,根—基材复合体

的抗剪强度随着裂隙角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再逐渐减

小的趋势,在60°时抗剪强度最大,表明不同裂隙的分

布方式对提高基材的抗剪强度的作用也是完全不同

的,但对于残余抗剪强度,则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裂隙

分布影响不明显。
本研究主要关注根系及裂隙角度对基材原位剪

切特性影响,仅考虑了有无根系情况,未考虑植物生

长阶段以及根系具体状况。因此后续可以对试验进

行优化,更真实的反映野外情况,为水土保持与生态

修复提供更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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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砒砂岩区小流域土壤侵蚀空间
自相关特征及影响因素

杨振奇1,2,郭建英1,2,秦富仓3,刘铁军1,2,张铁钢1,2

(1.水利部 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0;2.内蒙古阴山北麓荒漠草原

生态水文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0;3.内蒙古农业大学 沙漠治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19)

摘 要:[目的]研究裸露砒砂岩区小流域土壤侵蚀空间自相关特征及影响因素,为科学指导植被建设,减

轻入黄泥沙提供理论指导。[方法]以裸露砒砂岩区鲍家沟小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统计学和灰色关联

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裸露砒砂岩区小流域土壤侵蚀空间自相关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①研究流域

土壤侵蚀模数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Z 值为136.87),侵蚀强度高值聚集区主要位于基岩大幅出露的

区域,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坡面。②以鲍家沟小流域为代表的裸露砒砂岩区典型流域,流域内的优势景

观为裸露基岩景观,其次为大面积的沙棘林景观。③高值聚集区与斑块面积分形维数的关联系数最高(为

0.774),低值聚集区与坡度关联程度最高。[结论]地形是导致植被景观破碎化并决定水力侵蚀强度的主

要因素,而在地形平缓的地带,植被景观的联通程度则是限制水力侵蚀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裸露砒砂岩区;土壤侵蚀;空间自相关;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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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AutocorrelationPatternsandInfluencingFactorsofSoilErosionof
SmallWatershedinBareFeldspathicSandstoneRegion

YangZhenqi1,2,GuoJianying1,2,QinFucang3,LiuTiejun1,2,ZhangTiegang1,2

(1.InstituteofWaterResourcesforPastoralAreaoftheMinistryofWaterResourcesof
China,Hohhot,InnerMongolia010020,China;2.YinshanbeiluNationalFieldResearchStationof
DesertSteppeEco-hydrologicalSystem,Hohhot,InnerMongolia010020,China;3.DesertScience

andEngineeringCollege,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010018,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autocorrela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soilerosionwerestudiedinorder
toprovidereferencesforvegetationconstructionandreducingcoarsesandintoYellowRiver.[Methods]

Throughgeostatisticsanalysisandgreyrelationanalysis,westudiedthethespatialautocorrelationand
influencingfactorsofsoilerosioninBaojiagouwatershedinbarefeldspathicsandstoneregion.[Results]

①Therewasasignificantspatialautocorrelationofthesoilerosionintensityinthewatershed,withaZof136.87.
②Baojiagousmallwatershedwasthemosttypicalwatershedamongbarefeldspathicsandstoneregion.The
dominantlandscapeinthebasinisbarebedrocklandscape,followedbyalargeareaofHippophaerham-
noidesartificialvegetationlandscape.③ Theareaweightfractalindexdistributionhadthemostsignificant
influenceonhigh-highagglomerations,withassociateddegreeof0.774.Andslopehadthestrongestcorrelation



withlow-lowagglomerations.[Conclusion]Terrainisthemainfactorthatleadstothefragmentationof
vegetationlandscapeanddeterminestheintensityofhydraulicerosion.Inthegentleterrain,theconnectivity
ofvegetationlandscapeisthemainfactorrestrictingthedevelopmentofsoilerosion.
Keywords:feldspathicsandstoneregion;soilerosion;spatialautocorrelation;greyrelationanalysis

  空间自相关性是指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观测变

量之间存在的潜在相互依赖性。任何变量间都存在

相互联系,且这种联系随着距离的缩短而愈加紧密,
这个理论便是地理学第一定律[1]。土壤是结构和功

能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之一,同时具备生态要素和地

理要素的特征,地理学第一定律同样适用于土壤学。
对于一个封闭的小流域而言,裸地、耕地及沟道等充

当土壤侵蚀的“源”,林地和草地等则是土壤侵蚀的

“汇”,但“源”和“汇”对象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从而导致流域各点侵蚀的发生机理和调控机制

的差异。地统计学与景观生态学的结合为土壤侵蚀

的空间预测和不确定性分析提供了有效工具[2-3],干
旱和半干旱区的土壤侵蚀过程更容易受到地形特征

和植被景观格局的干扰,从而表现出局部空间的聚集

或离散特征[4-6],然而目前应用空间自相关理论和方

法描述土壤侵蚀空间特征,并基于此特征分析区域环

境因素对其影响机制的研究鲜见报道。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砒砂岩区是黄河流域

上中游地带的粗泥沙集中来源区,该区基岩成岩程度

低,裸露基岩极易风化溃散,引发严重水土流失作

用[7],砒砂岩区按照基岩出露程度和覆土类型被分为

盖土区、盖沙区和裸露区,以裸露砒砂岩区的基岩出

露面积最大,土壤侵蚀作用也最为剧烈[8]。而裸露砒

砂岩区小流域土壤侵蚀在空间上是否具有自相关特

征? 小流域土壤侵蚀空间自相关性受何种因素影响

等问题尚不明确。为此,本研究选取裸露砒砂岩区鲍

家沟小流域为研究对象,应用地统计和灰色关联的理

论方法,研究小流域土壤侵蚀空间自相关格局及影响

因素,以期为砒砂岩区的土壤侵蚀的预报提供数据支

撑以及该区生态修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鲍家沟流域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地
理坐标为110°31'—110°35'E,39°46'—39°48'N,海拔

在1110~1300m之间,流域面积12.67km2;流域

地形北高南低;气候属典型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漫

长干燥,夏季短暂温热,年均气温7.2℃,年降雨量

388.3mm;研究区自20世纪末实施生态移民政策,
流域内目前无人居住,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和草地为

主。植 被 以 人 工 植 被 为 主,常 见 青 杨 (Populus
cathayana)、旱柳(Salix matsudana)、油松(Pinus
tabuliformis)、侧柏(Platycladusorientalis)、柠条

(Caraganakorshinskii)、沙棘(Hippophaerham-
noides)、山杏(Prunusarmeniaca)等;草本植物主要

有羊草(Leymuschinensis)、猪毛菜(Salsolanitrar-
ia)、阿尔泰狗娃花(Heteropappusaltaicus)等。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基于研究区1∶1万地形图矢量化后生成

DEM数据,采取航拍照片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解译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利用Landsat遥感影像计

算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植被覆盖度数据。研

究流域内设典型样地150个,用于植被调查和土壤样

品采集,此外还布设径流小区6个,分别为裸露基岩、
油松、山杏、沙棘、柠条和草地,坡度均为20°,小区规

格均为2m×5m,观测内容为次降雨的降雨过程及

产流产沙量,降雨过程采用径流小区配备气象站

(HOBO-U30)进行观测,雨后收集径流收集桶中的

径流泥沙测量体积,烘干后进行称重。
由于研究面积相对较小且无泥沙资料,因此采用

参数相对简明的修正后的通用流失方程(RUSLE)对
流域的侵蚀现状进行估算,其中R 因子计算方法,基
于研究区2014—2019年降雨的自记观测资料,通过

降雨的I30可以计算出流域的年平均降雨侵蚀力为

1033.98MJ·mm/(hm2·h·a);土壤可蚀性K 因

子基于采集土壤样品团粒体的几何平均直径,采取网

格法与随机法相结合的方法,于2018年7—8月,在
流域内布设典型样地150个,采集0—20cm土壤样

品,每点采集3份,供450份样品,应用LeBissonnais
法测定土壤团粒体含量,采用Shiraz模型[9]计算,经
克里格插值生成:LS 因子基于DEM数据,根据黄土

丘陵区地形特征[10],采用累积流量法[11]提取;采用

史培军等[12]在砒砂岩区地区的研究成果计算C;P
因子按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赋值[13];计算结果依据《土
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14]进行分级,图1—2为流域

各因子及土壤侵蚀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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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鲍家沟流域RUSLE模型因子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2 鲍家沟流域土壤侵蚀强度分级

1.3 数据分析方法

地统计学中常用 Moran指数来判断变量是否在

空间中存在聚集特征,用p 值和Z 得分来半段是否

拒绝零假设,p 值表示概率,Z 值为标准差的倍数,综
合p 值和Z 得分值来判断要素是否在统计意义上的

显著性聚类或离散模式。Moran散点图表现某个变

量的观测值向量与它的空间滞后向量之间的相关关

系,通过散点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横轴对应观测

值向量,纵轴对应空间滞后向量,空间滞后向量是空

间权重矩阵与因变量向量相乘的结果,即为空间滞后

向量即该观测值邻域的加权平均。全局空间相关指

数 Moran’sI就是空间滞后向量对观测值向量线性

回归的斜率系数。空间自相关性常用全局和局部两

类指标度量,全局指标可以反映研究区整体的空间模

式,局部指标则体现了每一个空间单元与邻近单元就

某一属性的相关程度[15],全局性IG 和局部性IL 指

数的计算过程[16]为:

 IG=
n∑

n

i=1
∑
n

j=1
Wij(xi-x)(xj-x)

(∑
n

i=1
∑
n

j=1
Wij)∑

n

j=1
(xj-x)2

(1)

 IL=
n(xi-x)∑

n

i≠j
(xj-x)

∑
n

j=1
(xj-x)2

(2)

式中:n 为空间数据的个数;xi,xj 分别为i区和j区

的要素属性值;x 为所有数据的平均值;wij为空间

权重矩阵元素。
参考前人的研究[17-18],从面积指标、形状指标和

聚集指标3方面选取了斑块面积(classarea)、面积加

权的平均形状指数(areaweightshapeindexdistri-
bution)、面积加权的平均斑块分形维数(areaweight
fractalindexdistribution)、平 均 邻 近 指 数 (mean
proximityindex)4项指标。

各地形因子的提取运用 ArcGIS的空间分析功

能,提取了包含海拔、坡度、坡位、坡向和曲率,同时考

虑到研究区地形破碎且侵蚀剧烈的特性,加入能反映

地形和径流侵蚀的地表切割深度、汇流动力指数

(streampowerindex,SPI)和沉积物运移指数(sedi-
menttransportindex,STI)。SPI和STI的计算公

式[19]为:

  SPI=ln(Ac×tanβ×100) (3)

  STI=
Ac

22.13

0.6

× sinβ
0.0896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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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c 为垂直与特定水流方向的汇流面积;β 为

坡度。
基于 计 算 得 出 的 小 流 域 土 壤 侵 蚀 图,应 用

ArcGIS和GeoDa软件的空间统计功能分别采用全局

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对土壤侵蚀的空间

自相关性进行分析,提取聚集区和异常区的地形因素

和植被格局因素,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三者间的

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流域土壤侵蚀的空间格局和空间自相关性

研究流域土壤侵蚀模数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全局 Moran指数Z 值得分为136.87,土壤

侵蚀模数在空间上随机聚类的可能性小于1%(p<
0.01),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对其空间自相关

性与空间距离的关系进行分析(图3),各向同性分析

结果显示,表现为随着滞后距离的增加,空间自相关

性由正相关转向负相关,表明土壤侵蚀模数的空间关

系由聚集转向离散,这是由于随着空间距离的延伸,
区域下垫面条件复杂多变,侵蚀程度也随之变化。当

滞后距离为146.17时,土壤侵蚀模数 Moran指数最

高分别为0.443,其空间相关性最强。当滞后距离处

于1595.18~1812.25范围时,土壤侵蚀模数的空间

自相关性最弱,Moran指数接近0,土壤侵蚀模数在

空间上呈随机分布,随后 Moran指数均转为负值,土
壤侵蚀模数由相对聚集转向离散分布。各向异性分

析(图3)结果显示,整体来看,各方向上土壤侵蚀模

数的空间自相关性的最高值分布在107.27~161.54
处,在741.11~1600.42处的空间自相关性最弱。从

各向异性的角度结合流域的地形特征来看,土壤侵蚀

模数的空间聚集特性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沿西北

至东南(135°)即主沟的径流汇集方向随滞后距离逐

渐减弱,另一方向是东西、东北至西南(45°)即各支沟

的径流汇集方向上,随着空间滞后距离的增加,各支

沟间的侵蚀程度的差异也随之增大,因而空间自相关

性由聚集转向离散。而在0°即正南正北方向上,Mo-
ran指数围绕坐标轴周期性波动,这可能与流域的地

形走势及南北方向不是流域径流的汇流方向有关,导
致了土壤侵蚀模数的空间自相关性在南北方向上没

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图3 鲍家沟流域土壤侵蚀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进一步对裸露砒砂岩区土壤侵蚀模数在的局部

自相关性进行分析,图4a为以贝叶斯标准化土壤侵

蚀模数为 X 轴,空间滞后向量为Y 轴,生成局部

Moran散点图,该图的4个象限分别代表了高值聚集

(HH)、低高值异常(LH)、低值聚集(LL)和高低值异

常(HL)4种局部关联形式,散点图的斜率即为局部

空间自相关的 Moran指数(0.425),可以看出图4a中

大部分散点都分布于HH区和LL区,高值聚集区分

布相对零散,而低值聚集区分布较为集中。分布在二

四象限的散点相对较少,说明出现高值和低值聚集的

异常现象的概率较低。土壤侵蚀模数的局部聚集特

征可以通过空间关联局部指标的表示,计算 Moran
指数的Z 值,将在显著性水平(a=0.05)的条件下通

过检验的为正的Z 值区域标注在图上。图4b直观

的反映了土壤侵蚀模数高低值聚集区域和异常区域

的具体位置,可以看出土壤侵蚀模数高值聚集区主要

位于基岩大幅出露的区域,空间上呈小聚集大分散的

分布状态,而低值聚集区的土壤侵蚀模数的空间关联

性相对较强,呈连片的聚集形式,此外还存在少量的

高低值聚集异常区,散落分布在沟道区域。

2.2 小流域植被景观格局分析

结合图5和表1可以对研究流域的各斑块单元和

斑块类型的景观指数进行完整的解读。斑块面积是景

观斑块最基本的属性也是计算其他指标的基础,由研

究流域各景观的斑块面积分布图可以看出(图5),流域

中的大面积斑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分布在流域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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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地带的平缓坡面上的林地斑块,另一类则是成片裸

露基岩斑块。由表1可知,沙棘林和裸露基岩景观呈

集中连片的分布格局,其斑块面积分别为441.15和

365.92hm2,而其他景观则相对破碎,斑块面积较小。

图4 研究区土壤侵蚀局部空间自相关性

图5 研究区斑块景观格局指数空间特征

  面积加权的斑块形状指数反映了斑块形状与正

方形的偏离程度,其值越大表明斑块形状越趋于扁长

或复杂化,研究流域各类景观斑块形状指数在2.51~
5.59之间,按照数值由小到大排列为公路、草地、柠条

林、油松林、裸露基岩、沙棘林、河道;面积加权的斑块

分形指数则从分形理论区描述斑块的复杂性和规则

性,其值越趋近于1,表明斑块形状越规则,各斑块类

型的分形维数在1.19~1.29之间,由大到小依次为河

道、沙棘林、裸露基岩、油松林、山杏林、柠条林、公路、
草地,这也证实了各斑块类型的规则程度。结合图4
来看,形状指数和分形维数较小的斑块如草地多分散

的镶嵌在大面积的景观中,其多具备面积小而形状规

则的特点。形状指数和分形维数较大的斑块多集中

在裸露基岩区,由于基岩出露地带,多是形态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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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道,因而其形状指数较高。
邻近指数反映了各类型间的相邻程度,常用来描

述景观的破碎程度,其值越小,表明斑块间越离散,相
应的景观的破碎程度也就越高。各景观类型邻近指数

的平均值在5.25~157.06之间,表现为:沙棘林>裸岩

基岩>油松林>山杏林>柠条林>河道>草地>公

路的趋势。由图5可以看出,流域中各斑块间平均邻

近指数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中下部,该区域是

狭长流域中相对宽阔的地带,区域地形也相对复杂,
平缓的坡面和陡峭的沟道交错分布,平缓的坡面上分

布着不同种类的人工林,沟道内植被覆盖较高,相比

流域中上部,裸露基岩的面积较小,分布也较为零散。

表1 鲍家沟流域斑块类型景观指数

景观指标 沟道裸岩 沙棘林 柠条林 草地 油松林 山杏林 公路 河道

面积指标(CA) 441.15 365.92 124.74 52.54 143.64 102.67 16.09 20.36

形状指标
AWMSI 4.71 5.59 3.63 2.49 4.4 5.13 2.51 6.13

AWMPFD 1.24 1.27 1.22 1.17 1.24 1.24 1.19 1.29

聚集指标(MPI) 138.15 157.06 32.22 9.00 58.72 58.55 5.25 9.21

  注:表中AWMSI与AWMPFD分别为面积加权的斑块形状指数和面积加权的斑块分形指数。

2.3 土壤侵蚀空间自相关性与植被和地形的关系

基于土壤侵蚀模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图,对
聚集区域和异常区域相应的植被格局因子进行统计。
由图6可以看出,有56.44%的高值聚集区位于流域

内的基岩裸露区,同时也有44.22%的高低值异常区

分别位于该区内,表明流域内基岩裸露地带总体上的

侵蚀作用较为剧烈,但也零散分布着水肥条件相对较

好,植被覆盖相对较高的局部地区,从而造成了本该

是剧烈侵蚀的大面积景观中出现轻度侵蚀的细碎斑

块。有96.93%的低值聚集区位于林地和草地类型中,
其中30.39%集中在沙棘林地区,同时也有23.96%和

31.02%的高值聚集区和高低值异常区位于该区内,

表明沙棘林虽然是流域内面积较大的土地利用类型

之一,但是并非所有沙棘林都长势良好,部分地区也

存在沙棘林的退化和死亡现象,在大面积沙棘林中出

现裸露空地,造成局部地区侵蚀高低值聚集异常。从

地形上看,有92.81%的低值聚集区位于坡面地带,其
中56.37%位于坡面中部,表明坡面的侵蚀作用相对

较弱,这可能与坡面的地形条件和植被生长状况有

关。有24.06%的高值聚集区位于沟谷地带,同时也

有48.51%的高低值异常区位于该地带,表明沟谷的

侵蚀作用相对严重,但沟谷地带的地形条件更为复杂

多变,可能存在部分植被覆盖相对较高,侵蚀作用相

对较弱的地区。

图6 聚集(异常区)与土地利用类型和地形的关系

  土壤侵蚀模数、地形因子与景观格局因子都具有

各自的变化趋势,且不一定具备简单的线性关系,因
此对三者间的关系的定量描述可以应用灰色关联分

析法来进行分析。表2中给出了土壤侵蚀模数聚集

和异常区的局部 Moran指数与地形和景观格局因子

的灰色关联程度。可见高值聚集区的 Moran指数与

地形和景观格局因子间的关联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

坡度、高程变异系数、汇流动力指数、斑块间最近距

离、斑块面积分形维数、地表切割深度、斑块邻近指

数、斑块形状指数;低值聚集区的 Moran指数与地形

和景观格局因子间的关联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斑块

面积分形维数、斑块间最近距离、地表切割深度、斑块

形状指数、高程变异系数、坡度、斑块邻近指数、斑块

形状指数;高低异常聚集区的 Moran指数与地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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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格局因子间的关联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斑块形

状指数、斑块面积分形维数、地表切割深度、高程变异

系数、斑块间最近距离、汇流动力指数、坡度、斑块邻

近指数。

表2 聚集和异常区局部 Moran指数与环境因子灰色关联度

聚集/
异常

关联度

地形因子指数

坡 度
高程变异

系 数
汇流动力

指 数
地表切割

深 度

植被景观格局指数

斑块间最近
距 离

斑块面积
分形维数

斑块形状
指 数

斑块邻近
指 数

HH
关联系数 0.774 0.763 0.760 0.740 0.747 0.742 0.735 0.736
排 序 1 2 3 6 4 5 8 7

LL
关联系数 0.839 0.856 0.796 0.898 0.924 0.930 0.895 0.813
排 序 6 5 8 3 2 1 4 7

HL/LH
关联系数 0.698 0.734 0.702 0.751 0.732 0.757 0.760 0.663
排 序 7 4 6 3 5 2 1 8

3 讨 论

大部分专家学者对流域尺度的研究表明[20-21],植
被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影响流域土壤侵蚀差异的

主要因素,然而单纯分析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的矢量

数据,只能描述其景观格局的几何特征,缺乏与地形

因子间的耦合联系,因而也就无法准确的反映土壤侵

蚀与植被格局的关系[22-23]。相关研究表明,干旱和半

干旱地区,在土地利用类型以林草地为主体的小流域

中,侵蚀强度大部分被控制在中度侵蚀以下[24],陈
浩[25]的研究证实这一现象。据2019年鄂尔多斯市

水土保持公报公布数据,2019年准格尔旗有林地面

积3276.19km2,草地面积2835.85km2,林草面积占

总面积的80.94%,中等覆盖以上面积为3908.41,占
总面积的42.12%,中度以下水土流失面积2334.82km2,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72.95%。本研究区所在的皇甫

川流域,中度以下水力侵蚀面积为1016.78km2,
占水力侵蚀面积的73.22%[26]。据2015年内蒙古

自治区水土保持公报公布数据,准格尔旗圪坨店坡面

标准径流观测场油松乔木林小区(15°)的侵蚀量为

6t/km2,人工草地小区(15°)的侵蚀量为48t/km2,
沙棘林小区(15°)的侵蚀量为42t/km2,裸地小区的

侵蚀量为3007t/km2[27]。本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
以鲍家沟小流域为代表的裸露砒砂岩区典型流域,在
现有的土地覆被条件下,通过RUSLE计算出的土壤

侵蚀强度以微度侵蚀为主,结合研究区内径流小区

2019年的侵蚀量数据,油松林167t/km2,沙棘林

148t/km2,山杏林204t/km2,柠条林297t/km2,天
然草地964t/km2,裸地3185t/km2。表明砒砂岩区

的典型小流域,在退耕还林和生态移民政策的持续推

动下,土地利用格局随之改变,充当侵蚀“源”的耕地、
裸地被大面积的人工林所取代,原有植被景观被割裂

成零散的斑块,特别是沙棘植被,即使在陡峭和基岩

裸露的坡面也能展现强大的适应性,促成了连续的人

工林景观的出现,从而导致了流域侵蚀强度的转变。
邱扬[28]和沈中原[29]的研究发现,黄土高原地区

小流域土壤侵蚀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土地利

用格局和流域地形因素关系密切,本研究对现有土壤

侵蚀模数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研究后发现,土壤侵蚀

各向异性的空间自相关程度与流域主沟和支沟径流

汇集的方向吻合。在丘陵沟壑地貌类型区,地形因素

决定了流域径流汇集和土壤搬运的方向[4],在坡度陡

峭且植被景观破碎的沟道中,径流冲刷动力极强,地
表覆盖不均匀,是土壤侵蚀最为剧烈的区域。植被景

观集中连片的地带,通常也是地形相对平缓的坡面和

川台地带,径流冲刷能力相对较弱,土壤侵蚀强度低。
本研究中土壤侵蚀局部空间自相关性的结果也证实

了这一点,土壤侵蚀模数高值聚集区的空间自相关性

与地形因子的关联程度最高,低值区也多聚集在坡面

上连片的植被景观带上,土高低值异常聚集区与景观

格局因子的相关程度最高,这是因为在大面积的裸露

基岩景观中仍存在着水热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带,这些

地带零散分布着植被的景观斑块,这也造成了本该是

连片剧烈侵蚀的地带,仍有个别的微度侵蚀区域存

在,这也证实了植被的空间格局对土壤侵蚀调控作

用。综上,地形因素是土壤侵蚀模数高值聚集区形成

的主导因素,植被格局因素是导致土壤侵蚀模数低值

聚集区形成的主要因素。

4 结 论

(1)以鲍家沟小流域为代表的裸露砒砂岩区典

型流域,通过RUSLE模型估算出的研究流域土壤侵

蚀模数的最高值为9127.45t/(km2·a),小流域土

壤侵蚀强度总体上以微度侵蚀为主,沟坡等基岩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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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裸露地区,侵蚀作用依旧剧烈。流域土壤侵蚀模数

的全局 Moran指数Z 值得分为136.87,土壤侵蚀模

数在空间上随机聚类的可能性小于1%(p<0.01),
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2)鲍家沟流域景观类型以人工植被景观为主,
主要有沙棘林、柠条林、山杏林和油松林和草地5种,
优势景观为裸露基岩景观和沙棘林景观。

(3)土壤侵蚀模数的局部 Moran指数与地形和

植被景观格局因子关联程度较高,地形因素是土壤侵

蚀模数高值聚集区形成的主导因素,植被格局因素是

导致土壤侵蚀模数低值聚集区形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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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东北黑土区植被覆盖和降雨侵蚀力因子对土壤侵蚀时空变化的影响程度,为该区水

土流失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修正后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得到了

2000—2018年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分布特征,并探究土壤侵蚀模数与因子时空分布变化规律,得出侵蚀模

数对于植被覆盖和降雨侵蚀力因子变化的敏感性。[结果]黑土区土壤侵蚀变化与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和

降雨侵蚀力因子的变化相关。研究期间侵蚀模数从1175.20t/(km2·a)下降至822.07t/(km2·a),并且

全区主要以微度侵蚀和轻度侵蚀为主,空间上呈现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的空间分布特点。[结论]东北黑

土区东南部和西南部的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C)敏感系数分别为0.95和1.00,是强度敏感区域,提高植被

覆盖度将成为有效治理手段;西北与西南降雨侵蚀力因子(R)敏感系数分别为0.45和1.00,为中度敏感和

强度敏感的区域,降低降雨的影响对治理侵蚀最为有效。
关键词:植被覆盖;降雨变化;土壤侵蚀;时空变化;东北黑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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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VariationinVegetationCoverandRainfallonSoilErosionin
BlackSoilRegion,Northeaster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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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vegetationcoverandrainfallerosivityonthespatialandtemporal
changesofsoilerosionintheblacksoilregionofNortheastChina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
basisforsoilandwaterconservatio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hisregion.[Methods]Therevised
universalsoillossequation(RUSLE)wasusedtocalculatesoilerosionmodulusanditsdistributioninthe
studyregionfrom2000to2018,thespatialandtemporaldistributionofsoilerosionmodulusandtheinfluencing
factorswereanalyzed,andthesensitivityoftheerosionmodulustochangesofvegetationcoverandrainfall
factorswasobtained.[Results]SoilerosionintheblacksoilregionofNortheasternChinawasmainlyaffected
bythechangesinvegetationcoverandmanagementfactorCandrainfallerosivityfactorR.Theerosion
modulusinthestudyareadecreasedfrom1175.20t/(km2·a)to822.07t/(km2·a)during2000—2018,

andslightandmilderosiondominated,withaspatialdistributionfromsouthwesterntonortheasternpartsof



theblacksoilregion.[Conclusion]Thesensitivitycoefficientsofvegetationcoverandmanagementfactor
(C)are0.95and1.00inthesoutheastandsouthwestoftheblacksoilregion,whichbelongtointensely
sensitiveareas.Intheseplaces,theeffectivemanagementmethodistoimprovethevegetationcover.In

contrast,thesensitivitycoefficientsofrainfallerosionforcefactor(R)are0.45and1.00inthenorthwestern
andsouthwesternparts,whichmoderatelyandintensesensitiveareas,wheretheeffectivewaytocontrolsoil

lossistoreducetheimpactofrainfall.

Keywords:vegetationcover;changesinrainfall;soilerosion;temporalandspatialvariation;theblacksoil

regionofNortheasternChina

  土壤侵蚀是世界性的环境问题之一[1],其不仅破

坏土地资源,降低土壤肥力,还会诱发洪涝灾害,严重

影响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2]。因此,探索土壤侵蚀

变化的原因,成为控制水土流失的关键。20世纪

Wischmeier[3-4]建立了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
该方程将诸多影响土壤侵蚀速率的物理和管理因素

归纳为6个主要因子,分别为降雨侵蚀力因子R、土
壤可蚀性因子 K、坡度坡长因子LS、植被覆盖与管

理因子C 和水土保持措施因子P。近些年来,全球

气候变化开始对土壤侵蚀产生影响,同时大规模的人

为活动在加重土壤侵蚀的产生[5]。国内外都开展了

这方面的工作,例如 Teng[6]和Chakrabortty[7]曾在

青藏高原和印度东部研究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土壤侵

蚀,吴昌广[8]和余新晓[9]也曾结合降雨侵蚀力与植被

覆盖因子在三峡与黄土区进行土壤侵蚀研究,最终表

明植被覆盖和降雨侵蚀力因子已成为影响土壤侵蚀

变化的两个关键因素。
东北黑土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10],素有

“北 大 荒”之 称。然 而 由 于 黑 土 区 独 特 的 地 理 环

境[11],不合理的开垦耕作[12]以及近些年气候变暖的

影响,使得黑土区内植被覆盖率和降雨发生了巨大变

化[13],最终导致其水土流失现象日益突出。许多研

究者[14-16]曾采用RUSLE模型,在东北黑土区的诸多

区域开展过工作。然而以往开展的工作中,单因子变

化对侵蚀造成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基于植被

覆盖和降雨因子变化对整个黑土区侵蚀影响的研究

更是未见报道。近20a,该区域植被覆盖率和降雨量

变化较大,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些变化的影响程度进行

探讨,有利于揭示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的空间变化特

征,对于深化该区的土壤侵蚀研究更具深远意义。因

此,本文利用气象、遥感等资料,采用RUSLE模型估

算土壤侵蚀,并将东北黑土区划分为6个区域,从时

空角度结合降雨侵蚀力因子、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变

化来揭示土壤侵蚀空间差异及其对降雨侵蚀力和植

被覆盖变化的敏感性,进而为水土保持规划提供数据

支持。

1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东北黑土区(38°42'—53°36',115°24'—135°12')
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总面积

约为1.24×106km2,海拔在0~2667m之间。大兴

安岭、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分别坐落于研究区的西部、
东北和东南,辽河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三大平原

位于三大山脉之间并且由南至北排开,辽河、嫩江、松
花江流淌其中。研究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近40a年均降雨量由东南部的900mm衰减至

西北部的300mm左右,近70%降水来自夏季。研

究区主要有黑土、黑钙土、潮土、白浆土等土壤类型。
山区以森林为主,平原地区以耕地为主。为了方便研

究区进行描述,本文依据松嫩平原区域、嫩江、松花江

及辽河等地势与水系为边界,将研究区分为6个区

域,分别为辽东半岛及长白山南部(I区)、三江平原

及长白山北部(Ⅱ区)、小兴安岭(Ⅲ区)、蒙古北部和

大兴安岭北部(Ⅳ区)、辽河平原及大兴安岭中南部

(Ⅴ区)及松嫩平原(Ⅵ区)。

1.2 数据来源

本文2000,2005,2010,2015和2018年0.5°×0.5°
的日降雨数据来自国家气象科学中心。土壤数据来

自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TheHarmonizedWorld
SoilDatabase(HWSD)。数字高程影像(DEM;90m
分辨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空间数据云平

台。2000,2005,2010,2015和2018年归一化植被指

数(NDVI)与土地利用数据(100m分辨率)均来自中

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1.3 研究方法

由于本研究区较大,RUSLE模型相比于CSLE模

型而言其参数更易获取,且该模型已经在其他大尺度

地区成功开展过工作,C,P 因子能有所借鉴。因此本

文采用RUSLE模型计算土壤侵蚀强度,表达式为:

   A=R·K·L·S·C·P (1)
式中:A 为年土壤侵蚀模数(t/hm2·a);R 为降雨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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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力因子〔MJ·mm/(hm2·h)〕;K 为土壤可蚀性

因子〔(t·h)/(MJ·mm)〕;L 为坡长因子(无单

位);S 为坡度因子(无单位);C 为植被覆盖与管理

因子(无单位);P 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

1.3.1 降雨侵蚀力R 因子 R 值反映了降雨对土壤

的潜在侵蚀能力。章文波[17]指出我国东北地区利用

逐日降雨数据计算R 值精度较高。因而,本研究采

用日降雨数据计算R 值:

Mi=α∑
k

j=1
(Dj)β (2)

式中:Mi 为第i个半月时段的侵蚀力值〔(MJ·mm)/
(hm2·h·a)〕;K 为该半月时段内的天数;Dj 为半

月时段内第j 天的侵蚀性日雨量,要求日雨量大于

12mm,否则以0计算;α,β为模型的待定系数。

β=0.81363+18.144×P-1
d12+244.455×P-1

y12 (3)

α=21568×β-7.189 (4)
式中:Pd12为≥12mm的日平均雨量(mm);Py12为

≥12mm的年平均雨量(mm)。通过以上方法计算

R 并对其进行插值[18],最终得到R 值分布。

1.3.2 土壤可蚀性 K 因子 张科利[19]表明修正后

的EPIC模型在我国东北地区适用性较好。因此本

研究通过Sharpley[20]和 Williams[21]提出的EPIC模

型方法,再结合张科利修正公式进行计算:

Kepic= 0.2+0.3e〔-0.0256SAN 1.0-
SIL
100( ) 〕{ }×

SIL

CLA+SIL

æ

è
ç

ö

ø
÷

0.3

× 1.0-
0.25C

C+e(3.72-2.95C) ×

1.0-
0.7SN1

SN1+e(22.9SN1-5.51)
(5)

K=0.51575×Kepic-0.01383 (6)
式中:Kepic为修正前的K 因子;CLA,SIL,SAN分别为

土壤黏粒,粉粒和砂粒含量(%);C 为有机碳含量

(%);SN1=1-SAN/100。
1.3.3 坡度坡长LS 因子 LS 反映地貌特征对土

壤侵 蚀 的 影 响。考 虑 到 我 国 东 北 地 势 起 伏,而
RUSLE是美国农业部以美国缓坡农用地为对象建立

的。因此,本研究采用Liu[22-23]提出基于我国陡坡的

LS因子修正方法:

S=
10.8sinθ+0.03 (θ≤5°) 
16.8sinθ-0.05   (5°<θ<10°)

21.9sinθ-0.96 (θ≥10°)

ì

î

í

ïï

ïï

(7)

L=(λ/22.1)m,m=

0.2 (ifθ≤1°)

0.3 (if1°<θ≤3°)

0.4 (if3°<θ≤5°)

0.5 (ifθ>5°)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8)

式中:λ为坡长(m);θ为坡度(°)。

1.3.4 植被覆盖与管理C 因子 由于研究区较大,

植被覆盖度变化于0%~76%,为避免出现斑块化结

果和准确获取C 值,经参考黑土区相关文献[24-25]后

采用蔡崇法[26]建立的C 值模型计算C 因子值。计

算方法为:

C=
1 (c=0)   

0.6508-0.3436log10 (0<c<78.3%)
0 (c≥78.3%) 

ì

î

í

ïï

ïï

(9)

c=
NDVI-NDVImin
NDVImax-NDVImin

(10)

式中:c为植被覆盖度;NDVI为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max为研究区全植被覆盖的NDVI值;NDVImin
为全裸地或无植被覆盖的NDVI值。
1.3.5 水土保持措施P 因子 根据《黑土区水土流

失综合防治技术标准》,规定<3°坡耕地实施等高改

垄;3°~5°坡耕地采取地埂植物带;>5°修筑梯田;研
究区内的坡耕地进行了大规模治理[28]。根据相关文

献[29]赋值方法,最终将水域区P 值取0,梯田P 值为

0.03,等高改垄与地埂植物带的旱田P 值取0.352,
顺耕耕作的农田及其他自然植被区P 值取1。
1.4 敏感系数

本文采用敏感系数法来衡量侵蚀模数对因子变

化的敏感程度。计算公式为:

Q=
ΔA
ΔX

(11)

式中:Q 为敏感度,表示侵蚀模数在影响因子变动下

的变化快慢,数值越大敏感性越强;ΔA 为侵蚀模数

年均变化量;ΔX 为影响因子的年均变化量。

      ΔA=
A2-A1

T
(12)

      ΔX=
X2-X1

T
(13)

式中:A1 为研究期第一年的侵蚀模数;A2 为研究期

最后一年的侵蚀模数;X1 为研究期第一年的平均因

子数值;X2 为研究期最后一年的平均因子数值;T
为研究期时间跨度(a)。

为了消除数量级的影响,将敏感度进行标准化

处理:

M=
Q-Qmin

Qmax-Qmin
(14)

式中:M 为标准化敏感度,即敏感系数;Qmax为区域

内敏感度最大值;Qmin区域敏感度最小值。敏感系

数分级[30]详见表1。

表1 土壤侵蚀敏感系数的分级

敏感
因子

敏感等级

不敏感 弱 中度 较强 强

C 值 0~0.3 0.3~0.5 0.5~0.7 0.7~0.9 0.9~1
R 值 0~0.1 0.1~0.3 0.3~0.5 0.5~0.7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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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处理

本文借助 ArcGIS10.2软件,利用2000,2005,

2010,2015和2018年5期C 因子与其他各因子的多

年平均值进行运算,得到C 因子变化下土壤侵蚀模

数;同理,利用2000,2005,2010,2015和2018年5期

R 因子数据得到R 因子变化下的土壤侵蚀模数;再
结合5期对应年份的各个因子数据,得到研究区内各

个年份的土壤侵蚀模数。最后根据水利部《土壤侵蚀

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将土壤侵蚀模数进行

重分类,得到C 因子变化下土壤侵蚀模数时空分布、
降雨侵蚀力因子变化下的侵蚀模数分布和各个年份

的土壤侵蚀模数分布。

2 结果与分析

2.1 模拟结果的验证

2.1.1 C 因子结果验证 本文采用的C 值模型结果

与张宪奎[27]和张雪花[16]的C 因子赋值标准基本一

致,因此该C 值模型在东北黑土区可适用(表2)。

表2 C 因子结果验证对比

土地类型 林 地 耕 地 草 地 灌木林

张宪奎[27] 0.002~0.1 0.007~0.32 0.011~0.25 0.011~0.14
张雪花[16] 0.001~0.032 0.148~0.341 0.003~0.14 0.003~0.12
本研究C 范围 0.003~0.049 0.06~0.349 0.01~0.21 0.007~0.16
本研究平均值 0.038 0.19 0.086 0.07

2.1.2 侵蚀模数结果验证 在以往的研究中,东北黑

土区采用137Cs示踪、径流小区监测与模型估算等方法

开展了侵蚀研究的相关工作。例如,方华军[31]、李国

强[32]与张克新[33]同样采用137Cs示踪法分别在松花江

镇、拜泉县与辽东湾的得到了220,245与1739~3892
t/(km2·a)的结果,与本研究所得的187.62,237.46与

2568.57~4323.36t/(km2·a)的估算值相差不大;刘
宝元[34]还在鹤山农场利用径流小区监测得到坡耕地的

侵蚀模数为845~1157t/(km2·a),对比所用数据为

鹤山县的土壤侵蚀模数,因此小于径流小区结果。还

有盛美玲[35]利用 WATEM/SEDAM 模型在得到的

2005年土壤侵蚀模数为351.2t/(km2·a),顾治

家[36]利用CSLE模型得到的结果为677t/(km2·a),

Fang[29]利用RUSLE模型在东北黑土区尺度下计算

2010年的侵蚀模数为943.7t/(km2·a),本研究结果

均与以上模型估算值相近(表3)。本研究中土壤侵

蚀模数偏小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当前所

能获取的NDVI与土地利用数据分辨率过低平滑了

数值[38],降低了土壤侵蚀模数;其二则是研究时间和

区域、以及赋值精细度不同所造成。

表3 土壤侵蚀模数结果验证对比

研究区域  研究时段 研究方法  
侵蚀模数/

(t·km-2·a-1)
本研究侵蚀模数/
(t·km-2·a-1)

文献来源

松花江镇小流域 2011年 137Cs示踪法 220 187.62 方华军等[31]

拜泉县 2000年 137Cs示踪法 245 237.46 李国强等[32]

辽东湾 1958—2008年 137Cs示踪法 1739~3892 2568.57~4323.36 张克新等[33]

鹤山农场坡耕地 2003—2004年 径流小区监测 845~1157 383.76 刘宝元等[34]

拜泉县 2005年 WATEM/SEDAM模型 351.2 340.81 盛美玲等[35]

拜泉县 2016年 CSLE模型 677 641.47 顾治家等[36]

克山县 2000年 CSLE模型 414.96 397.68 孙禹等[37]

东北黑土区 2010年 RUSLE模型 943.7 905.75 方海燕等[29]

2.2 RUSLE各因子分布及变化特征

2.2.1 研究区R 因子变化分布及变化特征 2000—
2018年R 因子呈现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的趋势。空

间上,R 因子由西南向东北部减少,区域上呈现:Ⅰ>
Ⅱ>Ⅵ>Ⅲ>Ⅴ>Ⅳ的分布特点(图1)。从局部上

看,Ⅰ区是R 值最大区并且以丹东市为中心向四周

降低。辽东半岛东侧与西侧受到长白山脉阻隔造成

降雨量差距明显,其中2018年东西侧R 值相差近

2000(MJ·mm)/(hm2·h·a)。
在Ⅱ,Ⅲ和Ⅵ区R 因子由765.42(MJ·mm)/

(hm2·h·a)增至1417.79(MJ·mm)/(hm2·h·a)。
研究区内最小R 值出现在Ⅳ和Ⅴ区,该区R 值稳定

升高但变化幅度较小,呈现大兴安岭中部大于南北部

的分布特点。

2.2.2 研究区K 因子与LS 因子变化分布及变化特

征 研究区内 K 因子最高值分布在大兴安岭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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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和辽河平原北部(Ⅵ)内;最低值则出现在大兴安

岭北部(Ⅳ)、辽河平原西南部(Ⅴ)和松嫩平原(Ⅵ)。
研究区内LS 因子的高值主要分布在三大山脉,研究

区内的三大平原均由低值构成。

图1 研究区各年份降雨侵蚀力因子分布

2.2.3 研究区C 因子变化分布及变化特征 2000—

2018年C 值降低了42%,呈现中部与西南部偏高,东
部与北部偏低的特征(图2)。C 因子的变化主要受

夏季平均气温影响[39]。数据表明[40],2000—2011年

夏季平均气温持续升高,而2011年后夏季平均气温

开始稳定,这趋势与C 值变化曲线相吻合。C 因子

降低受政策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随着三北防护

林、退耕还林等工程的大规模实施,东北全区植被覆

盖面积出现了稳固的增加[41]。从局部看,Ⅵ区受到

政策因素影响C 值呈下降趋势,18a间C 值小于0.1
的面积占比由27.29%增至69.62%,为植被覆盖率增

加最快的区域。Ⅰ,Ⅱ,Ⅲ和Ⅳ区的C 值处于持续降

低的态势,该范围曾经存在大量的高值区域(C>
0.1),至2010年高值区域面积占比由31.62%下降至

12.23%,这也与夏季平均气温的逐年升高息息相关。

Ⅴ区在研究期间C 值低于0.1的面积占比总体增加

了34.12%。该区的C 值与海拔高度的气温呈现负

相关[42],在高海拔地区常年气温较低,因此造成高海

拔地区C 值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2.2.4 研究区P 因子变化分布及变化特征 2000—

2018年平均P 值变化率不足1%,且变化均出现于黑

龙江的北部(Ⅳ)和大兴安岭南部(Ⅴ)。相比而言,C 与

R 因子变化率都超过了50%。因此,本文仅考虑C 因

子与R 因子对于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模数变化的影响。
2.3 单因子变化下的土壤侵蚀时空特征

2.3.1 研究区C 因子变化下土壤侵蚀特征 在C 因

子变化下,2000—2018年研究区土壤侵蚀模数持续

降低,呈现南部侵蚀严重、北部侵蚀轻微的特征(图3
和表4)。局部上看,研究区内中部和北部主要以微轻

度侵蚀为主。Ⅱ,Ⅲ和Ⅳ区侵蚀模数与C 因子的年均变

化量都较小,敏感系数均小于0.3,属不敏感区域。Ⅵ
区C 因子年均变化量达0.021,高于全区的平均水平,
该因子大幅度下降势必导致该区侵蚀模数随之大幅度

下降。根据敏感度计算公式,Ⅵ区敏感度为0,属不敏

感区域,表明该区在单位植被覆盖度增加的情况下,对
侵蚀的缓解程度不明显。以上不敏感区域大部分处

于地势平坦且土壤可蚀性较低的地区,所以低值的K
与LS 因子削弱了植被覆盖对侵蚀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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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区各年份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分布

图3 研究区C 变化下的土壤侵蚀模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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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区域为Ⅰ与Ⅴ区,研究期间强度

以上侵蚀向中度以下侵蚀转变的面积近63000km2。
这两个区域的C 因子年均变化量仅为Ⅵ区的1/2,但
其年均侵蚀变化量却为Ⅵ区的3~4倍,分别达到了

-214.33与-271.31t/(km2·a),同时Ⅰ与Ⅴ区的

敏感系数分别为0.95和1.00,是研究区内的两个强

度敏感区域。Ⅰ区和Ⅴ区分别坐落于长白山中南部

与大兴安岭中南部,地势陡峭,LS 值最大;并且Ⅰ区

濒临渤海,降雨充沛,R 值最大;而Ⅴ区是K,P 值最

高的区域。在其他因子值较高的情况下,C 因子若发

生轻微变化,势必会造成侵蚀模数发生较大的改变。
因此应优先提高这两个区域的植被覆盖程度,能够更

为高效的减少土壤侵蚀。

2.3.2 R 因子变化下土壤侵蚀时空特 征 2000—

2018年,受R 因子变化的影响,土壤侵蚀模数呈现先

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趋势,空间上呈现西南部侵蚀严

重,东北部侵蚀轻微的特点(图4和表5)。局部来看,Ⅰ
区年均侵蚀增加量虽为全区最大的69.81t/(km2·a),
但该区的敏感系数仅为0.08,属不敏感区域。Ⅱ,Ⅲ
和Ⅵ区侵蚀模数变化小,敏感系数均在0.1以下,是

不敏感区域。以上4个区域不敏感的原因在于C 因

子较小,较高的植被覆盖可有效拦截降雨,减少降雨

击溅侵蚀,缓解强降雨对侵蚀造成的影响。在R 因

子偏低且浮动较小的Ⅳ和Ⅴ区,出现较严重的侵蚀和

侵蚀强度变化,敏感系数分别为1.00和0.45,属中度

敏感和强度敏感。Ⅳ和Ⅴ区分布着大兴安岭与蒙古

高原,地势陡峭并且包含大量的K,LS,C 和P 因子

的高值区域,便造成这两个分区敏感。因此该区域应

优先减少坡耕地,实行免耕等耕作方式,降低降雨对

侵蚀所造成的影响。

表4 研究区不同分区土壤侵蚀模数变化量与敏感系数

地 区
年均侵蚀模数变化量/
(t·km-2·a-1)

C 因子年均
变化量

敏感
系数

敏感度
等 级

区域Ⅰ -214.33 -0.012 0.95 强度敏感

区域Ⅱ -21.37 -0.003 0.23 不敏感

区域Ⅲ -12.09 -0.002 0.16 不敏感

区域Ⅳ -37.23 -0.005 0.25 不敏感

区域Ⅴ -271.31 -0.013 1.00 强度敏感

区域Ⅵ -73.71 -0.025 0.00 不敏感

图4 研究区R 变化下的土壤侵蚀模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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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研究区内区域变化量与敏感系数

地 区
年均侵蚀模数变化量/
(t·km-2·a-1)

R 因子年均变化量/
(MJ·mm·hm-2·h-1·a-1)

敏感系数 敏感度等级

区域Ⅰ 69.81 86.38 0.08 不敏感

区域Ⅱ 7.89 31.34 0.00 不敏感

区域Ⅲ 17.82 55.61 0.01 不敏感

区域Ⅳ 62.74 19.31 0.45 中度敏感

区域Ⅴ 187.63 27.34 1.00 强度敏感

区域Ⅵ 19.84 42.86 0.03 不敏感

2.4 不同年份土壤侵蚀时空特征

研究期间东北黑土区年均侵蚀模数为893.53
t/(km2·a),远 超 过 该 区 的 容 许 土 壤 流 失 量 200
t/(km2·a)。Ⅰ和Ⅴ区侵蚀较为严重,其余地区属于

微度侵蚀和轻度侵蚀且变化较小。从土壤侵蚀面积

来看,从2000—2015年研究区微度侵蚀面积占比增

加了3.73%,而中度以上侵蚀的面积占比缩幅为

3.84%,说明研究区出现中度以上侵蚀向轻微度侵蚀

转移的迹象。从2015—2018年,微度侵蚀面积缩小了

55989.67km2,轻度侵蚀面积增长了50462.60km2,
研究期后三年出现微度向轻度以上侵蚀转移的情况

(图5和表6)。

图5 研究区各年份的土壤侵蚀模数分布

  从空间局部上看,研究期间Ⅰ区侵蚀模数呈现减弱

趋势。极强度以上侵蚀面积由9914.18km2 减少到

1793.61km2。该区侵蚀模数对C 因子呈强度敏感,研
究期C 因子由0.53下降至0.17,使该区土壤侵蚀强度

降低。但其地处长白山南部,地势陡峭,濒临渤海,常

年雨量大,也使其侵蚀模数属于全区偏大的水平。
辽河平原(Ⅴ)是极强度以上侵蚀的主要分布区,

侵蚀模数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该区侵蚀对C 因子与

R 因子皆为强度敏感。在2000—2010年,该区C 因子

由0.55骤降至0.19,使得侵蚀得到极大改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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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年,该区R 值由2634.83(MJ·mm)/
(hm2·h·a)降至813.98(MJ·mm)/(hm2·h·a),

同样改善了侵蚀情况。2015至2018年间,C 因子出

现30.44%的回升,导致该区侵蚀模数的少量增加。

表6 研究区各年份不同土壤侵蚀强度分级面积 t/(km2·a)

土壤侵蚀模数分级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8年

微度侵蚀 785193.75 807973.11 804472.11 831444.28 775454.61
轻度侵蚀 358381.28 372621.48 355441.28 359255.93 409718.53
中度侵蚀 31243.79 20467.88 32331.35 19217.99 20277.46
强度侵蚀 21797.52 12685.24 16583.28 11580.39 11144.63
极强度侵蚀 20154.52 11831.26 14710.86 9319.43 10113.00
剧烈侵蚀 19502.18 10716.49 12738.23 5437.06 9551.46
合 计 1238273.04 1238270.46 1238277.11 1238270.08 1238277.69
平均模数 1175.2 855.89 985.75 628.73 822.07

  大兴安岭(Ⅴ)地区属于对R 与C 因子敏感地

区,呈现先增后减再增的趋势。2000年强度以上侵

蚀面积为27848.86km2,后10a侵蚀开始由大兴安

岭南部蔓延至大兴安岭西南部,强度以上侵蚀面积达

到34475.68km2,占该年强度以上侵蚀总面积的

73.72%。前10a中R 因子增幅达42.85%,导致该区

侵蚀严重化;2010—2015年,该区C 与R 值同时降低,
改善了该区的侵蚀情况。2015—2018年,该区R 和C
值同时增加,强度以上侵蚀面积再次出现增加,达到了

24753.39km2;这些年份尽管大兴安岭中部的侵蚀情

况有所缓解,但大兴安岭南部与内蒙古高原接壤地带

仍是高侵蚀地带,这与该区陡峭的地形有关。

Ⅰ区和Ⅴ区尽管侵蚀情况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

缓解,但大部分区域仍然处于中度侵蚀的水平。而该

地区属于对C 因子强度敏感且地势陡峭的地区,因
此应当制定相应政策减少坡耕地,增加植被覆盖的程

度,能够更高效的减少当地的土壤侵蚀。Ⅳ区虽一直

处于轻中度侵蚀的水平,但研究期间侵蚀模数出现了

明显的增加,仅此更应该尽早的制定农田免耕,梯田

等水土保持措施来缓解降雨的影响。

3 结 论

(1)整体上,东北黑土区平均土壤侵蚀量有所下

降,其原因主要为C 因子和R 因子的变动,其表现是

部分地区降雨量的增减、植被覆盖的变化。
(2)2000—2018年C 因子呈持续降低的趋势;

该因子呈现Ⅵ和Ⅴ区偏高,Ⅰ,Ⅱ,Ⅲ和Ⅳ偏小的分布

特征。在 该 因 子 影 响 下,侵 蚀 模 数 从 1551.07
t/(km2·a)降低至665.39t/(km2·a)。研究区Ⅰ和

Ⅴ的敏感系数分别为0.95和1.00,是强度敏感的地

区;Ⅱ,Ⅲ,Ⅳ和Ⅵ区敏感系数最低,属于不敏感地区。
(3)研究期间R 因子呈现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

的趋势,空间上呈现:区域Ⅰ>Ⅱ>Ⅵ>Ⅲ>Ⅴ>Ⅳ

特征。仅在R 因子影响下,侵蚀模数呈先增加后降

低再增加的趋势,Ⅴ与Ⅳ区敏感系数分别为1.00和

0.45,分别属于强度敏感和中度敏感地区;Ⅰ,Ⅱ,Ⅲ
和Ⅵ区的敏感系数均较低,属于不敏感地区。

(4)多年来,东北黑土区区土壤侵蚀主要以微度

和轻度侵蚀为主,两类侵蚀面积占比在92.3%~96.2%
之间波动。强度侵蚀以上的地区基本分布在Ⅰ和Ⅴ区,
侵蚀强度从西南到东北逐渐递减。研究期侵蚀模数从

1175.20t/(km2·a)变化到822.07t/(km2·a),且

2015年还出现过628.73t/(km2·a)的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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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杨柴灌木林土壤水分对
不同降雨格局的响应

洪光宇1,2,王晓江2,刘果厚1,高孝威2,
张 雷2,李卓凡2,李梓豪2,海 龙2,郗 雯2

(1.内蒙古农业大学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10;2.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10)

摘 要:[目的]研究不同降雨格局下,土壤水分的动态变化特征,对判断群落结构的稳定性和为群落结构

进行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择毛乌素沙地典型飞播杨柴灌木林地不同深度土壤为研究对象,
使用 Watchdog自动水分监测系统连续监测不同深度土壤水分含量动态变化,研究不同降雨事件下10,30,

50,70,90和110cm土层水分的时空变化,分析土壤水分入渗、再分配及水分补给特征。[结果]①杨柴群

落0—110cm深度土壤水分含量变化受降雨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垂直特征,10cm深度土层为变化剧烈层,

30cm深度土层为弱变化层,50cm以下深度土层为稳定层。②10cm深度土壤水分对降雨和温度的响应

明显,降雨强度和土壤初始含水量对浅层土壤的补给影响较大同时对入渗的深度有一定影响。30cm以下

土层随着深度的增加对降雨的响应滞后,30—50cm土层主要受初始含水量和降雨量影响较大,50cm以

下深度水分变化主要受降雨量的影响。③>8.8mm的降雨对10cm及以下土层具有补给作用,>40mm
的降雨量可通过降水再分配至少达到110cm深度土层。[结论]杨柴群落根系主要分布在0—40cm深度

处,>8.8mm降雨可供杨柴群落有效利用,>40mm的降雨量可有效对地下水进行补给,有利于群落结构

的稳定性和应对下一年度植被生长初期需水时降雨量较小的干旱月份。
关键词:毛乌素沙地;土壤水分;降雨入渗;杨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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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ofSoilMoisturetoDifferentRainfallPatternsin
HedysarumLeaveinMuUsSandyLand

HongGuangyu1,2,WangXiaojiang2,LiuGuohou1,

GaoXiaowei2,ZhangLei2,LiZhuofan2,LiZihao2,HaiLong2,XiWen2

(1.CollegeofGrassland,ResourcesandEnvironment,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Hohhot,

InnerMongolia010010,China;2.InnerMongoliaForestryResearchInstitute,Hohhot,InnerMongolia01001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dynamicchangecharacteristicsofsoilwaterunderdifferentrainfallpatternswere
studiedinordertoprovidetheoreticalbasisforjudgingthestabilityofcommunitystructureandoptimizing
thecommunitystructure.[Methods]TakingthesoilofdifferentdepthsintypicalaerialseedingHedysarum
leaveshrublandinMuUssandylandastheresearchobject,weusedthewatchdogautomaticwatermonitoring
systemtomonitorthedynamicchangeofsoilmoisturecontentindifferentdepthscontinuously.Thetemporal
andspatialchangesofsoilmoisturein10,30,50,70,90and110cmsoillayersunderdifferentrainfall
eventswerestudied,andthecharacteristicsofsoilmoistureinfiltration,redistributionandwatersupplywere



analyzed.[Results]① Thechangeofsoilmoisturecontentin0—110cmdepthofHedysarumleavecommunity
wasaffectedbyrainfall,andhadobviousverticalcharacteristics.Thesoilwatercontentin10cmdepthwas
changedgreatly,thatin30cmdepthwaschangedweakly,andthatin50cmdepthwasstable.② Thesoil
moistureatthedepthof10cmshowedanobviousresponsetorainfallandtemperature.Therainfallintensity
andinitialwatercontentshowedagreaterimpactontherechargeofshallowsoilandacertainimpactonthe
infiltrationdepth.Theresponseofthesoillayerbelow30cmtorainfalllagsbehindwiththeincreaseof
depth.Thesoillayerbetween30to50cmwasmainlyaffectedbyinitialwatercontentandrainfall,while
thechangeofwatercontentbelow50cmwasmainlyaffectedbyrainfall.③ Therainfallof>8.8mmhas
replenishmenteffectonthesoillayerof10cmandbelow,andtherainfall>40mmcanreachatleast110cm
soildepththroughprecipitationredistribution.[Conclusion]TherootsystemofHedysarumleavecommunityis
mainlydistributedat0to40cmsoillayer.Therainfallof>8.8mmcanbeeffectivelyusedbypoplarand
firewoodcommunity.Therainfallof>40mmcanrechargegroundwatereffectively,whichisconduciveto
thestabilityofcommunitystructureandcopingwiththedrymonthswithlessrainfallintheearlystageof
vegetationgrowthinthenextyear.
Keywords:MuUssandyland;soilmoisture;rainfallinfiltration;Hedysarumleave

  水分是干旱、半干旱区植被建设中重要的生态限

制因素,在我国该区水分资源匮乏,并且土壤的保水

性较差、损失较大、有效利用性较低[1]。降水是干旱、
半干旱区生态系统主要的水分来源。在干旱半干旱

区水分主要以土壤水的形式存在供植物利用,土壤水

是地表水—地下水—大气水三者间相互转化的桥梁。
土壤水作为水循环中的重要部分,不仅影响着地上植

物的生长,而且与其种类和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它
是导致多数生态环境问题的主因[2-5]降雨格局的变化

直接影响土壤水分含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生态系统稳

定性与生产力状况[6]。降雨量、降雨强度和降雨频度

对土壤水分入渗的深度和土壤水分的增加具有决定

的意义[7]。在干旱,半干旱区降雨少,并且主要以小

降雨事件为主,然而小降雨只能对土壤浅层水分进行

补给,由于空气温度高和相对湿度小的环境原因,表
层土壤水分蒸发流失严重,因此可供植物直接利用的

水分较少。大降雨事件在干旱、半干旱区出现的频率

较低,但大降雨事件能够使水分入渗到较深层次的土

壤并且显著增加土壤中水分的含量供植物直接利用,
甚至对于地下水进行补给[8]。土壤水分的变化直接

决定着植物的生长,群落结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9-10]。因此研究干旱区人工林土壤水分对不同降

雨格局的响应,有助于解决在不同气候变化中植被结

构的优化调控。
毛乌素沙地作为我国四大沙地之一,生态环境较

为脆弱,是荒漠化等生态灾害较容易产生的地区之

一。在该地区,杨柴(Hedysarumleave)以其耗水量

小、耐干旱、更新和自然修复能力强的特点成为该区

重要的造林树种被广泛应用。近年来,围绕杨柴与土

壤水分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学者从杨柴根系分

布特征与土壤水分的变化[11-12]、土壤水分对杨柴光合

作用的影响[13]、杨柴灌丛群落土壤蒸发与气象因子

的关系[14]、杨柴茎流速率动态研究等[12]方面阐明了

杨柴灌丛的需水与耗水特征。论证了不同环境下,杨
柴群落自身生理生化变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规律及

应对极端天气的生长策略。然而,在干旱半干旱区,
作为植被生长主要限制因子的降雨格局的变化对杨

柴群落的影响研究较少。不同降雨量、降雨强度和降

雨间隔对不同深度土壤水分的影响不同,找到不同降

雨格局对杨柴群落的水分补给规律可以更好地预测

群落土壤水分的承载力。为此,本研究选取飞播杨柴

群落土壤水分为研究对象,通过连续观测2a不同降

雨格局土壤水分的变化情况,探究土壤水分的时空变

化特征对不同降雨格局的响应,有助于解析气候变化

对干旱半干旱区杨柴群落的影响和对杨柴群落结构

进行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 试验区自然概况

毛乌素沙地位于北纬37°27.5'—39°22.5',东经

107°20'—111°30',海拔1200~1600m,包括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南部、陕西省榆林市的北部风沙

区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东北部,本研究主要在

毛乌素沙地腹地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陶勒盖治沙

站内进行设样。该地区属于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

气候,年均温6.0~8.5℃,年均降水量270~350mm,
年均蒸发量1800~2500mm。土壤类型为典型风

沙土,易受风沙的强烈侵蚀而形成粗结构。地貌类型

包括固定、半固定、半流动、流动沙丘以及丘间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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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植被覆盖度低,种类较少,主要以旱柳(Salix
matsudana)、沙 地 柏 (Sabinavulgaris)、北 沙 柳

(Salixpsammophila)、杨柴(Hedysarum mongoli-
cum)和花棒(Hedysarumscoparium)等沙旱生植物

为主[15]。

1.2 样地选择与仪器安装

对乌兰陶勒盖治沙站内不同飞播年限杨柴灌木

林进行植被调查(表1)。由表1可以看出,2002年飞

播杨柴灌木林分结构均一,物种多样性高,因此选取

2002年飞播杨柴灌木林作为典型样地,在迎风坡坡

上位置安装一台美国Spectrum公司生产的 Watch-
Dog2800型土壤水分自动监测系统,每套系统有6
个土壤水分传感器,传感器监测的数值为放置传感器

位置上下5mm处土壤含水量的平均值,传感器分别

放置在10,30,50,70,90和110cm处土层。仪器在

2017年开始安放,土壤水分监测的时间间隔为1h,
在安装水分测定仪时考虑土壤结构的原始与稳定性,
采取侧挖土壤剖面安装后进行埋设。为了减少安放

仪器时土壤扰动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选取2018年

杨柴生长旺季7—10月的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同时

在试验区内安装口径为10cm观测井一眼,采用自计

式地下水位计,观测该时间段内地下水位随着降雨出

现剧烈变化,地下水位变化范围在120.00~250.00cm。
在样地内同步布设 HoboU30小型气象站,对其空气

温度、风速、风向、降雨量、光合有效辐射、大气湿度、光
合有效辐射、地表温度、地下20cm土壤温度、地下

40cm土壤温度、地表湿度进行收集,每1h记录1次

数据,并进行存储。

表1 样地基本信息

飞播
年限

群落灌木种及其重要值

杨柴 油蒿

草本主要物种及其生物多样性

主要物种
盖度/
%

高度/
cm

Simpson
指数D

Shannon
指数 H

2002年 0.997 0.003
雾冰藜(Bassiadasyphylla)、
虫实(Corispermumhyssopifolium)、
地稍瓜(Cynanchumthesiodes)

50 18 0.49 0.77

1.3 计算方法

1.3.1 土壤水分变化 土壤含水量在降雨过程中和降

雨结束后每1h含量的变化,来分析土壤水分对降雨格

局的响应,土壤水分的变化(Δθ)计算方法为:
Δθ=θ后-θ前 (1)

式中:θ后为降雨过程中某一层土壤水分含量(cm3/cm3)
出现变化后的值;θ前 为降雨过程中某一层土壤水分

含量(cm3/cm3)出现变化前的值。
1.3.2 土壤水分空间变异性 使用均值、标准差和变

异系数来分析土壤含水量在降雨开始到降雨结束后

和降雨结束后到土壤水分含量趋于稳定时间段内不

同土层水分含量的变异性[16]:
Cvi=σi/αi×100% (2)

式中:Cvi为第i层的变异系数;σi 为第i 层的标准

差;αi 为第i层的均值。当Cvi≤10时,为稳定层;当
10<Cvi≤30时,为弱变化层;当Cvi≥30时,为变化

剧烈层。
1.4 数据处理

采用Excel2006对降雨过程中土壤水分含量变化

及雨后土壤水分再分配过程进行描绘。采用SPSS16.0
软件进行变异系数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区降水特征

乌审旗属于毛乌素沙地中部,根据研究者对毛乌

素沙地乌审旗区域降水特征和未来的可能的变化趋势

分析[17-18],该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在340mm左右,最大

年降水量和最小年降水量分别为706.1和173.03mm。

2018年毛乌素沙地降雨量为549.6mm,可看出2018
年属于典型的丰水年。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

10月30日间,降水量和降水强度分布状况如图1所

示。以无雨期间隔3h为1次降水事件[19]整个观测

期内共发生46次降水事件,降雨量为396.19mm,占
全年总降雨量的72.09%。

图1 研究区2018年降水强度和降水量分布

观测期内>8.8mm降雨事件共发生了17次,剩
下的29次降水事件降雨量在0.20~8.8mm 之间。
根据我国气象部门采用的降雨强度标准对毛乌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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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降雨强度等级划分,统计表明,调查期内经历了20
次小雨(0.20~8.84mm),12次中雨(11.38~24.79
mm),2次大雨(31.75mm,44.60mm),1次暴雨

(63.60mm)。暴雨和大雨出现在8月,除了单次降

雨/h量较大外,还出现持续降雨情况。对降雨强度

分析得出,<2mm/h占观测期内降雨事件的63.0%,

2~4 mm/h占21.4%,4~10 mm/h占10.4%,

>10mm/h占5.2%。说明研究区主要以<8mm降

雨事件为主,降雨强度主要在4mm/h以下。
本文选取发生在7—10月间的4次不同降雨事

件,分析不同降雨量和不同降雨强度下杨柴灌丛土壤

水分对降雨事件的响应。所研究的4次降雨统计事

件特征详见表2。

2.2 土壤水分补给变化特征

图2为4次降水事件中不同层次土壤入渗湿润

锋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判断湿润峰到达的时刻标准

为下一时刻体积含水量比上一时刻高0.5cm3/cm3

以上。为比较4次降水事件中水分的变化过程,4次

降水事件中测定土壤水分变化的时间设置是一致的。
由于水分探头每1h采集1次数据,因此无法准确确

定各层次土壤水分瞬时增加的时间,仅能确定土壤水

分变化的大致时间(误差小于1h)。

表2 不同降雨事件特征

日期
总降水量/
mm

持续时间/
h

24h降
强度划分

降雨强度/(mm·h-1)
最大 最小 平均

降雨强度比例/%
<2mm 2~4mm >4mm

0710 18.39 8.0 中雨 2.59 0.41 1.53 69.2 30.8 —

0810 63.60 4.5 暴雨 29.82 0.20 7.95 62.5 — 37.5

0829 44.60 3.0 大雨 20.19 0.61 9.91 20.0 — 80.0

0927 8.83 3.5 小雨 5.01 0.20 1.77 60.0 20.0 20.0

图2 不同降水事件中土壤湿润锋运移过程

  由图2可以看出,当在7月10日降雨累计量达

到8.56mm 时,降雨时长5h时,平均雨强为2.1
mm/h时,10cm层土壤含水量从2.3cm3/cm3 增加

到3.2cm3/cm3,随着降雨的增加,土壤含水量逐渐增

大,当瞬时雨强大于5.0mm/h时,土壤水分含量出

现短暂的增加,随着降雨强度的减小,水分含量逐渐

降低,降雨过程中湿润锋没有运移到30cm 以下土

层;8月10日降雨量达到为19.8mm,降雨时长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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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雨强为19.8mm/h时,10cm和30cm土层水分

从3.8,4.5cm3/cm3 迅速增加到9.1,7.5cm3/cm3,在
饱和入渗大于降雨强度时,10cm层水分含量逐渐下

降到4.7cm3/cm3 时保持不变。30cm 土层水分含

量随着降雨进行持续增大,降雨结束后水分含量为

13.3cm3/cm3,该土层水分含量也受降雨强度的影

响,降雨强度越大增量越大,但滞后降雨强度1h左

右。50cm土层水分含量在降雨第6小时,降雨量为

25.76mm时土壤水分含量开始缓慢增加,结束时水

分含量从2.2cm3/cm3 增加到2.7cm3/cm3。湿润锋

没有运移到70cm 以下土层;8月29日降雨累计

27.4mm时,降雨时长2h,平均降雨强度13.7mm/h
时,10cm土层水分含量到达了第一个湿润锋,水分含

量从2.7cm3/cm3 增加到3.3cm3/cm3,因为10cm土

层水分初始含量较低,因此降雨量累计31.19mm时,
湿润锋运移到30cm土层,水分含量从4.2cm3/cm3

增加到5cm3/cm3,当降雨累计44mm,降雨强度

11mm/h时,30cm 土层水分增量达4.8cm3/cm3。
随着降雨进行10cm和30cm土层水分含量随着降

雨量增加持续大。降水结束时,湿润锋未运移到

50cm以下土层;在9月27日降雨开始后10cm土层

水分含量逐渐增加,3h时湿润锋运移到10cm土层,
水分含量从4.6cm3/cm3 增加到6.5cm3/cm3,之后

随着降雨增加,降10cm土层水分含量呈减小趋势,
这与该时间段内降雨强度小于入渗强度有关。30cm
土层水分在降雨结束时有少量增加。降雨强度和初

始含水量共同对10cm土层水分含量变化影响较大,

30cm土层次之,在降雨强度为19.8mm/h和20.2
mm/h时,10cm土层水分含量呈跳跃式增加,土壤

水分含量分别从3.8,2.7%增加到9.1,6.3cm3/cm3,
增长率分别为139.5,133.3cm3/cm3。随着深度的增

加土壤水分含量变化主要是降雨量起主要作用。
由表3可以看出,不同降雨格局过程中土壤体积

含水量变异程度不同。除了8.83mm的降雨格局下

10cm深度土壤水分变化为弱变化层外,其他降雨过

程中10cm深度土壤水分为变化剧烈层,对降雨响应

敏感。除了44.6mm降雨过程中30cm深度土壤水

分变异性大于10cm深度土壤水分,其他降雨过程中

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变异系数逐渐减小。在小于

18.39mm的降雨事件下30cm深度土壤水分变化为

稳定层。小于63.6mm的降雨下50cm深度土壤水

分变化为稳定层。

表3 不同降雨事件各土层土壤水分变异情况

降雨量/
mm

平均降雨强度/
(mm·h-1)

土层
深度/cm

平均增量/
(cm3·cm-3)

最小增量/
(cm3·cm-3)

最大增量/
(cm3·cm-3)

平均值/
(cm3·cm-3)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18.4 1.5
10 2.03 0.9 2.3 3.7 1.43 39
30 0.10 0.1 0.1 2.9 0.03 1

10 2.40 0.9 5.3 5.9 1.89 32
63.6 7.9 30 3.89 1.0 6.8 9.9 2.08 21

50 0.27 0.1 0.5 2.3 0.18 7

44.6 9.0
10 2.62 0.6 3.6 4.6 1.54 33
30 4.20 0.1 8.4 6.8 3.11 45

8.8 1.3
10 0.62 0.1 1.9 5.1 0.74 15
30 0.10 0.1 0.1 3.6 0.10 1

2.3 降水结束后再分配特征

当降雨结束后,水分在土壤中继续进行运动,进
行着复杂的降水再分配过程。土壤水分含量受到蒸

散发的影响逐渐减小,同时土层间水势差异水分继续

向深层次运移[20]。由表4可以看出,降雨量为18.4
和8.8mm的雨后再分配入渗深度分别达到10和50
和18mm降雨后土壤水分再分配后没有入渗到更深

层次的土壤是由于土壤初始含水量太低,降雨主要对

10cm深度土层进行了有效补给,已有研究得出,杨

柴的根系主要分布在40cm以上[21],因此当降雨量

在8~20mm,降雨强度大于1.3mm/h时,降雨再分

配入渗的深度可以被杨柴群落利用,属于有效降雨。
降雨量为63.6和44.6mm的雨后再分配入渗深度都

至少达到110cm深度,说明大于40mm的降雨在水

分再分配后可以对地下水有一定的补给作用。降雨

量影响降雨再分配的时间,降雨量越大降雨再分配过

程中到达相同土层所需时间越短,降雨再分配过程结

束时所需时间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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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降雨入渗特征

降雨量/
mm

降雨入渗
深度/cm

降雨再分配
入渗深度/cm

降雨再分配
结束时长/h

降雨再分配到达不同深度时间/h
30cm 50cm 70cm 90cm 110cm

63.6 50 110 64 — — 2 2 15
44.6 30 110 43 — 3 6 8 23
18.4 10 10 — — — — — —

8.8 30 50 29 — 12 — — —

图3 降雨结束后土壤湿润锋运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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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3可以看出,不同降雨后各层次土壤水分含

量的变化过程,当降雨结束后,10cm土层水分含量

下降趋势明显,主要是用于土壤的蒸发。在温度较

高,辐射较强的白天,降低的幅度大于夜晚,出现明显

的日变化。随着降雨量增加,30,50和70cm土层水

分增量变大,峰值也逐渐变大,随后水分含量逐渐降

低,最后减小趋势变得平缓,说明30—70cm土层水

分含量受外界温度的影响较小。90cm深度土壤水

分含量受到侧渗的影响水分含量增加剧烈,降雨量

越大增量越大,达到最大值后水分含量逐渐下降。

110cm土层水分含量逐渐增加,达到最大值后变化

较小,该土层水分含量的增加与降雨量相关,降雨量

越大增量越大,该层以下的水分主要是植物根系的提

升,不会受到蒸发的损失。

3 讨 论

降水 是 毛 乌 素 沙 地 土 壤 水 分 补 给 的 唯 一 来

源[22]。不同降雨量、降雨强度以及土壤初始水分含

量对土壤水分入渗、入渗后水分再分配过程以及水分

运移规律具有显著的影响[23-30]。在本研究中,根据土

层水分含量变化来判断降雨入渗深度进程的变化。
杨柴群落0—110cm深度土壤水分受降雨影响变化

具有明显的垂直特征,因为沙地不同的植被土壤表层

水含量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具有差异性,数值呈正

态分布[31]。在降雨后水分入渗的过程中,主要受重

力等动力影响,由浅层次到深层次土壤的含水量以及

土壤吸水能力变化差值是呈减小趋势[24,32-33]。10cm
土层水分含量在整个监测期内波动最为频繁,受降水

影响剧烈,同时也是受蒸发影响最明显的一层,每次

波动达到峰值时的时间都与降雨时间相对应。这与

对沙区水分变化研究中界定0—20cm处是土壤水分

变化最活跃的土层,被称为干沙层相对应。30—50cm
土层水分含量变化活跃度小于10cm土层,随着降雨

量的增加,土壤水分含量呈现出先增大再减小,并向

深层下渗,70cm土层水分含量变化趋于一个平稳入

渗的过程,90cm土层水分含量在大于44.6mm降雨

事 件 下 水 分 含 量 呈 跳 跃 式 增 大,增 量 达 到 了

10cm3/cm3以上,这是由于在较大降雨情况下该土层

更容易受到了径向流的补给。降雨再分配结束后

110cm土层土壤水分含量较低,尽管在单次降雨较大

和持续降雨补给的情况下,土层水分含量总保持在一

个较低的数值,这与有关研究结果一致[34],因为雨后被

植被覆盖的沙丘土壤含水量随着深度增加变化逐渐平

缓,因为随着植被固沙后年限的增加,土壤浅层对降雨

截留量加大,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作用并不大[35]。

降雨前,不同土层的土壤水分初始含量影响水分

入渗时间与深度,在18.38mm降水前有一段较长时

间的无效降雨,缺乏水分的补给,土壤初始含水量较

低,导致水分入渗相同深度所花时间较长并且入渗的

深度小于8.83mm 降雨,但不同层次的增量大于

8.8mm降水后的土壤增量。因为土壤含水量在达到

饱和状态时水分才开始向下入渗,只有降雨强度较大

的降雨才能产生饱和入渗,所以降雨强度小于饱和入

渗率时,降雨水分入渗过程属于非饱和入渗,降水先

补给更浅层土壤水分,在逐渐向下入渗,下层的入渗

就属于非饱和排水入渗,因此初始含水量使水分入渗

深度受限。王博等的研究中比较了土壤初始含水量

与降雨入渗的关系,发现初始含水量较低时湿润锋出

现 的 时 间 和 所 需 要 的 降 雨 量 比 初 始 含 水 量 高 时

大[36],因为上层的土壤湿润度越高,水分入渗的锋面

与下层土层平均势的差值越大,从而产生大量的入渗

量,使水分入渗能力加大[37]。
降雨强度同样影响着水分的入渗深度,18.39

mm降雨过程中,10cm土层水分含量在累计降雨量

12.5mm时水分含量就达到了最大值4.5cm3/cm3,
虽然降雨持续进行但水分含量没有增加反而呈减小

趋势。这是因为降雨强度小的时候,随着降水持续进

行,土壤水分含量渐渐趋近饱和,当土壤含水量达到

饱和后土壤水势梯度降低,可接纳水分的孔隙度减

少,所以水分变化率降低。63mm降雨过程中出现

了19.8mm/h的高强度降雨,10和30mm土层水分

含量在该强度降雨的作用下延后1~2h出现跳跃式

增加,随后降雨强度减小该土层水分含量逐渐降低,
这是由于降雨强度较大并且高于饱和入渗率时,能瞬

时达到饱和含水量,并且达到一个最大值,但在持续

降雨中降雨强度减小并低于饱和入渗率时,含水量开

始减小到饱和含水量大小。有研究[38]也表明,小于

20cm的土层含水量对降雨脉动响应强烈,雨强越

大,降水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土壤水分达到饱和状态,
更有利于水分向深层次运移。

其他研究者发现降雨量、降雨次数、降雨强度影

响土壤水分时间和空间的变化[39-40]。不同降雨事件

下土壤水分含量变化存在明显的差异。降雨量的大

小是直接影响水分的入渗深度的主要因素,随着降雨

量持续增加,水分向深层下渗44.6,63.6mm的降雨

量结束后,土层初始含量对土层水分的增量以及入渗

速率影响较小,主要还是由独立降雨量的大小决定,
降雨量越大,对土层水分的补给越大,入渗的速度越

快。在63.6,44.6mm降雨事件中,降雨入渗相同土

层深度所经历的时间不同。入渗相同深度63.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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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情况下所用的时间最短。说明独立降雨事件水

分含量越大,入渗的速率快,水分补给的量越大。

4 结 论

(1)大于8.8mm的降雨事件水分可以到达杨柴

根系主要分布的土层,属于有效降雨。44.60mm以

上降雨水分至少可以入渗到110cm土层,可以对地

下水进行有效补给。
(2)土壤水分初始含水量影响降雨水分入渗的

深度,土壤初始含水量高的降雨结束后,水分更容易

向深层次入渗。
(3)降雨强度决定了不同土层水分含量变化的

时间及增量,降雨强度越大,水分入渗到相同土层所

花的时间更短,不同土层水分含量变化的幅度越大,
更有利于水分向深层土入渗。当降雨强度>7mm/h
时,10和30cm土层水分变化滞后于该降雨强度1~
3h,出现明显的跳跃式增加。70cm及以下土层对降

雨强度的响应逐渐减小。
(4)降雨对土壤水分的补给量主要由单次降雨

量决定,单次降雨量越大水分入渗的深度越深,对土

壤水分补给的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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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麦草生长及根系形态对土壤
Cd,Pb与石油污染的响应

魏 倩1,周际海1,2,程双怀1,黄永杰1,张 杰1,周守标1

(1.安徽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安徽省重要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重点实验室,安徽 芜湖241000;

2.南昌工程学院 江西省退化生态系统修复与流域生态水文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330099)

摘 要:[目的]研究不同污染条件下黑麦草生理指标的动态变化,为植物修复污染土壤提供初步理论基

础。[方法]通过室内模拟不同类型的土壤污染。设置4个处理,未污染土壤+黑麦草(SH)、重金属污染

土壤(500mg/kgPb2+和50mg/kgCd2+)+黑麦草(SGH)、石油污染土壤(1000mg/kg石油)+黑麦草

(SPH)、石油和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500mg/kgPb2+,50mg/kgCd2+ 和1000mg/kg石油)+黑麦草

(SPGH),采用 WINRHIZO根系分析系统测量根系形态指标,用分光光度计测量叶片色素指标,研究不同

类型土壤污染对黑麦草生长的影响。[结果]3种不同类型的污染土壤均不同程度地刺激了黑麦草根系的

生长。与未污染处理相比,在20d时,石油重金属复合处理下的黑麦草根系的根长、根表面积、根体积、根

直径分别增加了88.10%,148.60%,221.90%,32.20%。与未污染相比,随着培养时间的增加各污染处理的

地下生物量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地上生物量均低于未污染处理,且在10,40,80d时,复合污染处

理的地上生物量最小,较未污染处理分别降低了34.68%,45.42%,58.05%。80d时,重金属污染处理、石

油污染处理和石油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的黑麦草叶绿素含量显著低于未污染处理,分别降低了26.84%,

44.82%和47.02%。[结论]不同污染物促进了黑麦草根系形态发育,降低了黑麦草的生物量及色素含量;

石油重金属复合处理对黑麦草的生长影响最大,石油污染处理次之。基于不同污染物对黑麦草根系形态

及生长影响的差异,在今后植物修复土壤污染过程中,可添加一些生长调节物质来缓解污染对植物的毒害

作用,提高植物生物量及增强相关生理功能,提升污染土壤修复效果。

关键词:黑麦草;不同类型污染;根系形态;生物量;色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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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ofRyegrassGrowthandRootMorphologyto
SoilCd,PbandPetroleumPollution

WeiQian1,ZhouJihai1,2,ChenShuanghuai1,HuangYongjie1,ZhangJie1,ZhouShoubiao1

(1.CollegeofLifeSciences,AnhuiNormalUniversity,AnhuiProvincialKeyLaboratoryofthe
ConservationandExploitationofBiologicalResources,Wuhu,Anhui241000,China;2.JiangxiProvincialKeyLaboratoryfor

RestorationofDegradedEcosystems& WatershedEcohydrology,NanchangInstituteofTechnology,Nanchang,330099,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dynamicchangesofphysiologicalindexesofryegrassunderdifferentpollution
conditions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apreliminarytheoreticalbasisforphytoremediationofcontaminated
soil.[Methods]Throughindoorsimulationofdifferenttypesofsoilpollution,4treatmentsweresetup,

namelyuncontaminatedsoil+ryegrass(SH)ascontorl,heavymetalcontaminatedsoil(500mg/kgPb2+,



50mg/kgCd2+)+ryegrass(SGH),petroleumcontaminatedsoil(1000mg/kgpetroleum)+ryegrass
(SPH),petroleumandheavymetalscombinedcontaminatedsoil(500mg/kgPb2+,50mg/kgCd2+,1000
mg/kgpetroleum)+ryegrass(SPGH).TherootmorphologicalindexwasmeasuredbyWINRHIZOroot
analysissystem,andthepigmentindexofleavesweremeasuredbyspectrophotometer,toexplorethe
influenceofdifferenttypesofsoilpollutiononthepigmentcontentofryegrassleaves.[Results]Theroot
growthofryegrasswasstimulatedbythreedifferenttypesofcontaminatedsoiltovaryingdegrees.Compared
withcontrol,onthe20thday,therootlength,rootsurfacearea,rootvolume,androotdiameterofplant
rootsunderthecombinedtreatmentofpetroleumandheavymetalsincreasedby88.10%,148.60%,221.90%,

and32.20%,respectively.Comparedwithcontrol,theundergroundbiomassofeachpollutedtreatment
showedatrendofincreasingfirstlyandthendecreasingwiththeincreaseofcultivationtime,whilethe
above-groundbiomasswasalwayslowerthanthatofcontrol.Moreover,at10,40and80days,the
abovementionedbiomassofthecombinedpolluttedtreatmentwasthesmallest,whichsignificantlydecreased
by34.68%,45.42%and58.05%comparedwiththatofthecontrol.Onthe80thday,thechlorophyll
contentofryegrassinheavymetalcontaminatedsoil,petroleumcontaminatedsoilandpetroleumandheavy
metalscombinedcontaminatedsoil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ofcontrol,whichdecreasedby26.84%,

44.82%and47.02%,respectively.[Conclusion]Thisstudyshowedthatdifferentpollutionpromotedthe
morphologicalchangesofryegrassrootsystem,butreducedthebiomassandpigmentcontentsofryegrass,

amongwhichthecombinedpollutionwithpetroleumandheavymetalshadthegreatestinfluenceonthe
growthofryegrass,followedbythetreatmentwithpetroleumpollution.Basedonthedifferenceofphysiological
responseofryegrassrootmorphologyandgrowthtodifferentpollutedsoils,someregulatorysubstancescan
beaddedtoalleviatethetoxiceffectofpollutiononplantsinthefutureduringthephytoremediationof
contaminatedsoils,increasethebiomassofplantsandenhancetherelatedphysiologicalfunctionstoimprove
theefficiencyofpollutionremediation.
Keywords:ryegrass;differenttypesofpollution;rootmorphology;biomass;photosyntheticpigmentcontent

  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致使人们对石

油的需求量越来越高。随着石油开采量的日益上升,
在石油开采、运输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泄漏物和排出

物,造成了严重的土壤石油污染。此外,工业生产过

程中含重金属的废弃物排放使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

增加,同时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及农药的不当使用也

会造成土壤污染[1-2]。石油、重金属导致的土壤污染

问题亟待解决。现今对污染土壤的修复主要有3类

方法,分别为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物理

修复和化学修复虽然效果明显,但容易造成二次污

染,生物修复中的植物修复不仅成本低而且具有良好

的生态效应因此获得较多的应用[3-5]。植物修复是利

用某些特殊植物的耐受作用,种植在受污染的土壤

中,在其自身生长的过程中利用植物的根系,吸收、富
集并移除土壤中的有机和无机污染物[6-8]。多年生黑

麦草(Loliumperenne)作为水土保持的先锋植物,其
以生长快,根系发达,对外界的胁迫具有较好耐受适

应性而被经常用来研究在胁迫条件下的生理响应[9]。
目前,有很多利用植物修复污染土壤的研究。比如,
紫花苜蓿(Medicagosativa)在不同浓度重金属污染

的土壤中,随着紫花苜蓿的生长,土壤中重金属含量

呈现逐步减少的趋势;红三叶草(Trifolium pre-
tense)在修复石油污染土壤的后期生物量增大,土壤

中总石油烃含量(TPH)降低。证明植物对重金属污

染、石油污染土壤具有修复作用[10-11]。众所周知,根
系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根系形态特

征与植物利用土壤养分的效率密切相关。有研究[12]

表明,车前草在Cu,Ni污染条件下,根部重金属的累

积量大于叶片,生物量和叶绿素含量减小;也有研

究[13]发现在石油污染土壤中种植牧草,牧草的发芽

率和生物量均降低,但土壤中石油的的降解率提高。
根系的吸收作用能够使土壤中重金属、石油等污染物

的含量明显减少[14-15],这对于土壤污染的研究与修复

具有重大意义。虽然利用植物修复污染土壤的研究

较多,但是关于植物根系形态及生长变化在污染土壤

修复的研究中报道较少。基于此,本研究模拟重金

属、石油及重金属—石油复合污染,通过室内盆栽试

验,种植黑麦草,分别对不同类型土壤污染下黑麦草

的根系形态、生物量及色素含量的变化进行分析,旨
在探讨黑麦草在不同类型污染下的生理生化响应,为
植物修复单一污染及复合污染土壤提供初步的植物

生理生化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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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①供试土壤。2019年3月10日在长江南岸冲

积地潮土采集土样(南京雨花台区桥板镇)。用取土

器取样,取0—20cm的土壤,装进自封袋中带回实验

室,去除砂石及大颗粒物后过2mm筛,贮存在4℃
的冰箱内备用。供试土壤质地为砂质壤土。土壤基

本理化性质为:pH值为6.43,有机碳10.87g/kg,全氮

0.89g/kg,硝态氮27.17mg/kg,铵态氮5.42mg/kg,
镉0.196mg/kg,铅为4.52mg/kg。②供试植物。多

年生黑麦草(Loliumperenne),黑麦草种子采购自江

苏省农科院。③化学试剂。石油来源于中国石化金

南油田。PbCl2,CdCl2·4H2O等其他所用试剂均为

分析纯,纯度>99.5%。

1.2 试验设计

本研究共设置4个处理:①未污染土壤,种植黑

麦草(未污染处理,SH);②土壤中添加铅、镉并种植

黑麦草(SGH);③土壤中添加石油并种植黑麦草

(SPH);④土壤中添加铅、镉及石油并种植黑麦草

(SPGH)。土壤污染物浓度设定依据《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16]。考

虑到土壤污染的实际问题,石油污染物依据建设用地

的筛选值第一类做参考,石油污染物浓度设为1000
mg/kg干土;铅、镉污染严重,铅、镉的污染浓度依据

管控值的第一类用地标准设置,镉为50mg/kg干

土,铅为500mg/kg干土。石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

制备参考程坤等人的方法[17]。
盆栽试验:依据试验设计,于2019年3月20日

将不同类型污染土壤过2mm筛后,分装到塑料花盆

(高12cm,上下直径为10cm和8cm)中,每盆200g
土壤(干土重),共4个处理,每个处理12盆,放于光

照试验台上培养;放置2d后,播种黑麦草种子。播

种前对黑麦草种子进行表面消毒(浸泡在10%的过氧

化氢中20min),消毒后用蒸馏水漂洗3次。每盆播种

80粒黑麦草种子,待种子萌发后间苗至50株。植物生

长期间通过每天称重来保持含水量为田间最大持水量

的60%。培养期间保持室内温度25~30℃,每天间歇

光照14h,黑暗10h,光照强度为4500~7300Lx,定
期随机更换盆栽的位置以减少试验误差。并于播种后

10,20,40和80d进行破坏性采样。每次采样随机选

取每个处理的3盆作为3个重复。
1.3 测定方法

1.3.1 植物根系形态与生物量测定 在培养期的

10,20,40,80d时采样,采样时剪掉塑料花盆,直接用

自来水淋洗30min,淋洗至黑麦草根系无土壤,再充分

清洗干净后用蒸馏水冲洗2~3次,用吸水纸吸干水

分,将植物地上部与根部分开,黑麦草根部采用根系分

析系统(WINRHIZO),对根系的根长、根表面积、根直

径和根体积等进行扫描分析(扫描图片色彩为黑白,分
辨率为12800×12800dpi)。根系分析完成后,对地上

部和根部于105℃杀青30min,80℃烘干至恒重,分
别称量地上部和根部的重量(精确值0.0001g)。

1.3.2 色素含量测定 在80d破坏性采样时,对黑

麦草的叶片进行色素含量的测定。用丙酮—乙醇混

合(1∶1)浸提法[18]测定光合色素含量,并计算出叶

绿素a,叶绿素b,类胡萝卜素及叶绿素a+b的含量。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MicrosoftExcel2010和 SPSS
19.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A),
显著性检验用LSD法(p<0.05);对试验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与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类型土壤污染对黑麦草根系形态的影响

黑麦草生长期间,各处理的根系根长呈现增长的

趋势,石油污染处理的根系根长一直大于未污染处

理,重金属污染处理与未污染处理相比呈现出先减小

后增加再减小,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与未污染

处理相比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图1)。10d时,重金

属污染处理与未污染处理间无显著差异(p>0.05),石
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与未污染处理间

差异显著,石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污染处理显

著增加了约50.70%,33.50%。20d时,培养时间增

加根系增长,其中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根长显著增

加,与未污染处理相比,显著增长了约88.10%,石油

及重金属污染物的复合作用促进了黑麦草根系根长

的伸长。40d时,根长在污染条件下增加,重金属污

染处理、石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

的根长均大于未污染处理,3个污染处理组分别增加

了约26.50%,26.20%,5.20%。80d时,石油污染处

理的根系根长显著大于未污染处理,显著增加了约

26.20%;其他两个处理的根长低于未污染处理。
黑麦草生长期间,未污染处理的根表面积呈现增

加的趋势,石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

理的根系表面积均大于未污染处理;重金属污染处理

与未污染处理相比,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再减少的趋

势(图1)。10d时,各污染处理与未污染处理间差异

显著(p<0.05),石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

染处理显著大于未污染处理,分别显著增加了约

52.40%,29.50%,重金属污染显著减少了约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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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d时,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与其他处理间差异显

著,与未污染处理相比,显著增加了约148.60%,约是

未污染处理的1.5倍,黑麦草的根系表面积在石油及

重金属复合污染条件下增加。40d时,3个污染处理

均大于未污染处理,而重金属污染处理与未污染处理

间差异显著,显著增加了约37.80%。80d时,石油

污染处理与各处理间差异显著,且显著大于未污染处

理,显著增加了约24.40%。黑麦草生长期间,各处理

的根系体积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未污染处理的根系体

积呈增加的趋势,石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

污染处理的根系体积一直大于未污染处理,重金属污

染处理的根系表面积与未污染处理相比呈现出先减

少后增加的趋势(图1)。10d时,石油污染处理、石
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与未污染处理和重金属污

染处理间差异显著,与未污染处理相比,石油污染处

理、石油及重金属污染处理显著增加了约52.50%,

24.30%。20d时,石油及重金属污染处理与未污染

处理间差异显著,显著增加了约221.90%,是未污染

处理的2.2倍;而石油污染处理和重金属污染处理均

低于未污染处理。40d时,重金属污染处理的根系

体积显著增加,大于其他3个处理,与未污染处理相

比,显著增加了约51.90%,其他两个污染处理的根系

体积也均大于未污染处理。80d时,3个污染处理的

根系体积均大于未污染处理,其中石油污染处理组根

系体积最大,增长了约24.30%。黑麦草生长期间,未
污染处理的根系直径呈现出增加的趋势,重金属污染

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与未污染处理相

比,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石油污染处理呈现

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图1)。10d时,各处理间的

根系直径间无显著差异,4个处理间根系直径生长指

标大致相同。20d时,石油及重金属污染处理的根

系直径显著大于其他三组处理;与未污染处理相比,
石油及重金属污染处理的根系直径显著增加了约

32.20%,石油污染处理与重金属污染处理减少了约

9.20%和10.40%。40d时,重金属污染处理的根系

直径与石油污染处理间差异显著,且重金属污染处理

的根系直径大于其他三组处理。80d时,各处理间

无显著差异,重金属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

染处理大于未污染处理,增加了约11.34%和4.0%,
石油污染处理小于未污染处理,减少了约1.80%。

  注:SH表示未污染土壤+黑麦草,SGH表示重金属污染土壤+黑麦草,SPH表示石油污染土壤+黑麦草,SPGH表示石油重金属混合污染

土壤+黑麦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采样时间内不同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下同。

图1 不同类型土壤污染条件下黑麦草根系形态变化

2.2 不同类型土壤污染条件下黑麦草生物量(干重)
的变化

随着黑麦草生长时间的增加,各处理的地下生物

量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表1)。10d时,石油污染处

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均显著大于未污染处

理,显著增加了约73.79%和89.00%。20d时,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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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金属复合处理显著大于其他三组处理,与未污染

处理相比,显著增加了约169.37%,石油及重金属复

合处理的地下生物量约是未污染处理的3倍。40d
时,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重金属污染处理、石油污染

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的地下生物量均小

于未污染处理,分别减少了约13.43%,12.45%和

2.0%。80d时,重金属污染处理、石油污染处理、石
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的地下生物量均显著小于

未污染处理,分别显著减少约了25.46%,50.76%和

34.69%。

表1 不同土壤污染条件下黑麦草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和总生物量的变化

生物量
(mg/株)

培养时间/
d

处理

SH SGH SPH SPGH
10 2.21±0.44c 2.67±0.04bc 3.84±0.27ab 4.18±0.63a

 地下生物量
20 2.22±0.37b 3.01±0.67b 3.16±0.24b 5.98±1.18a

40 7.47±1.02a 6.46±0.80a 6.54±0.83a 7.32±0.38a

80 14.05±0.61a 10.47±0.92b 6.91±0.66c 9.17±0.54bc

10 3.22±0.29a 2.13±0.20b 2.39±0.25b 2.10±0.17b

 地上生物量
20 8.64±1.15a 7.71±0.95a 4.78±0.13a 4.47±1.93a

40 12.25±0.49a 6.94±0.73b 8.82±1.23b 6.68±0.65b

80 15.70±0.52a 11.29±0.74b 9.5±1.63bc 6.59±0.30c

10 5.43±0.52a 4.8±0.20a 6.23±0.43a 6.28±0.70a

总生物量
20 10.86±1.41a 10.72±1.61a 7.95±0.26a 10.45±1.29a

40 19.72±1.48a 13.41±1.46b 15.36±1.82ab 14.01±0.30b

80 29.76±0.22a 21.77±1.33b 16.41±1.85c 15.77±0.70c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采样时间内不同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

  随着黑麦草生长时间的增加,各处理的地上生物

量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且不同污染类型处理的地上生

物量均小于未污染处理(表1)。10d时,重金属污染

处理、石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间

的地上生物量均显著低于未污染处理,分别显著减少

了约33.85%,25.78%和34.68%;生长前10d,各处

理的地上生物 量 表 现 为:SH >SPH >SPGH >
SGH。20d时,未污染处理与重金属污染处理、石油

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间无显著差

异,但重金属污染处理、石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

复合污染处理的地上生物量均低于未污染处理,分别

减少了约10.79%,44.64%和20.89%。40d时,各处

理间的地上生物量差异显著,重金属污染处理、石油

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与未污染处理

相比分别显著减少了约43.29%,27.97%和45.42%。

80d时,各处理间的地上生物量差异显著,重金属污

染处理、石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

与未 污 染 处 理 相 比 分 别 显 著 减 少 了 约28.08%,

39.51%和58.02%。在生长的20d后,各处理的地上

生物量表现为:SH>SGH>SPH>SPGH。由表1
可以看出,各处理的黑麦草的总生物量随生长时间的

变化呈现增加的趋势。10d时,重金属污染处理、石
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的黑麦草总

生物量与未污染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各处理间总生物

量表现为:SPGH>SPH>SH>SGH。20d时,重金

属污染处理、石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

处理的黑麦草总生物量与未污染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各处理间总生物量表现为:SGH>SH>SPGH>
SPH。40d时,重金属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

污染处理与未污染处理间差异显著,与未污染处理相

比,重金属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的

黑麦 草 的 总 生 物 量 分 别 显 著 降 低 了 约31.98%和

28.96%。80d时,重金属污染处理、石油污染处理、
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与未污染处理相比分别

显著减少了约26.85%,44.84%和47.00%,各处理的总

生物量表现为:SH>SGH>SPH>SPGH。

2.3 不同类型土壤污染条件下黑麦草叶片色素含量

的变化

图2显示的是不同类型土壤污染条件下黑麦草

叶绿素及其他色素含量的变化。由图2可知,各处理

的叶绿素a,叶绿素b,类胡萝卜素及叶绿素a+b的

含量均低于未污染处理。与未污染处理相比,石油污

染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的叶绿素a含量

分别显著减少了约41.22%和37.09%,重金属污染处

理减少了约10.54%。重金属污染处理、石油污染处

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的叶绿素b含量与未

污染处理相比,分别减少了约16.46%,34.52%和

44.56%,其中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与未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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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间差异显著,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对黑麦草叶

绿素b含量的影响最大。石油污染处理、石油及重金

属复合污染处理的类胡萝卜素含量与未污染处理相

比,分别显著减少了约43.97%和46.72%。石油污染

处理、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的叶绿素a+b含

量与未污染处理相比,分别显著减少了约39.16%和

39.22%,且石油污染处理和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本研究发现石油及重金属复合

污染对类胡萝卜素和叶绿素a+b影响最大,石油污

染处理次之。

图2 不同土壤污染条件下黑麦草叶绿素及色素含量的变化情况

2.4 黑麦草根系、生物量及叶片色素含量间相关性

表2为黑麦草根系各指标、生物量、叶片色素含

量的相关性。由表2可知,黑麦草根系根长与叶绿素

b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与叶绿素a、类胡

萝卜素、叶绿素总和呈显著负相关(p<0.05),根系表

面积与根系体积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根系

直径呈显著正相关(p<0.05),根系直径与根系体积

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黑麦草地上生物量与类

胡萝卜素呈显著正相关,地下生物量与总生物量呈显

著正相关(p<0.05);叶绿素a与叶绿素b含量呈显

著正相关(p<0.05),与类胡萝卜素、叶绿素总量呈极

显著正相关(p<0.01);叶绿素b与类胡萝卜素、叶绿

素总量呈极显著正相关,类胡萝卜素与叶绿素总量呈

极显著正相关(p<0.01)。

表2 黑麦草根系各指标、生物量、叶片色素含量间的相关性

项 目  根长 根表面积 根直径 根体积 地上生物量 地下生物量 总生物量 叶绿素a 叶绿素b 类胡萝卜素 叶绿素总和

根 长 1 0.447 -0.217 0.167 -0.410 0.454 0.162 -0.716* -0.861** -0.789* -0.782* 
根表面积 1  0.771*  0.956** -0.168 -0.034 -0.146 0.142 -0.018 0.005 0.090
根直径 1  0.919**  0.168 -0.314 -0.190 0.685 0.595 0.592 0.668
根体积 1 -0.070 -0.160 -0.202 0.391 0.264 0.255 0.357
地上生物量 1 -0.298 0.388 0.550 0.480 0.749* 0.596
地下生物量 1 0.765* -0.326 -0.478 -0.494 -0.404 
总生物量 1 0.059 -0.138 0.029 0.012
叶绿素a 1 0.817*  0.922**  0.909**

叶绿素b 1  0.904**  0.959**

类胡萝卜素 1  0.954**

叶绿素总和 1

  注:*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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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一般认为,植物根系的变化,是判断植物自身生

长的一个重要指标。本研究通过黑麦草根系的根长、
根表面积、根直径和根体积来探究重金属污染、石油

污染、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对植物生长的影响。随

着生长时间的增加,各处理的黑麦草植株根系变化趋

势大致相同。20d时,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各

个根系指标均大于其他处理,主要是由于石油特殊的

物理性质—疏水性,导致石油污染物进入土壤后,在
根系的土壤中形成乳浊液[19-20],不利于根系吸收水

分,抑制了植物根系对养分的吸收。在石油污染物的

胁迫作用下,黑麦草根系为了吸收营养物质而促进了

根系的伸长、增生,最终使石油污染处理的根系生长

大于其他处理。石油、重金属单一污染处理的黑麦草

根系变化与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条件下的变化不

完全相同,是因为石油、重金属污染性质存在差异,对
黑麦草根系形态的影响也会出现不同。整体来看,石
油重金属复合污染大于未污染处理,根系各指标在生

长前期大于未污染处理,在生长后期,与未污染处理

间差异减小。由于污染物的胁迫作用,影响了黑麦草

对营养物质和水分的吸收,黑麦草为了维持生长,导
致根系出现代偿性增生,使黑麦草的根系根长、根系

表面积、根系直径、根系体积增加,促进对营养物质的

吸收,以维持黑麦草的生长。有研究发现蚕豆(Vicia
faba)、续断菊(Sonchusasper)等耐受植物根系在重

金属胁迫下根系根长减小,根系表面积增大[21-24]。这

与我们的研究有些不同,主要是不同的植物本身的生

长特性,以及对污染物的敏感度不同造成的。本研究

发现,石油污染与重金属污染对黑麦草根系的影响差

异较大,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与石油污染对黑麦草

根系的影响也不同,是因为石油和重金属污染的性质

不同,对黑麦草生长的影响也就出现差异,同时石油

还会影响黑麦草根系对土壤水分的吸收,进而对黑麦

草的生长影响更大。
植物生物量的变化也是判断植物生长情况的一

个重要指标。植物在石油和重金属胁迫作用下,生长

会受到抑制,使其生物量下降[25-26]。本研究发现,在
黑麦草生长前期,由于石油及重金属的胁迫作用,阻
碍了黑麦草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植物根系在胁迫作用

下代偿性增生,促使黑麦草地下生物量增加;黑麦草

生长后期,由于胁迫时间增加,阻碍了营养物质的吸

收与运输,导致黑麦草的生长逐渐减弱,黑麦草的生

长受到抑制,地下生物量降低。在整个培养期内,3个

污染处理的地上生物量均低于未污染处理,主要可归

因为根系对营养物质的吸收降低,抑制了根系向地上

部分运输营养物质,限制了黑麦草地上部的正常生

长,使地上生物量减少[27]。随着时间增加,污染土壤

的黑麦草总生物量小于未污染处理,可归因为重金属

污染、石油污染及石油—重金属复合污染的毒害作用

抑制了黑麦草根部对水分及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与

运输而使植物的生长减弱,导致黑麦草生物量减少。
植物叶绿素含量的变化,是反映植物生长的一个

重要因素。叶绿素含量的多少可以间接反映出植物

受胁迫的程度[28]。本研究表明,重金属污染、石油污

染、石油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的叶绿素a含量、叶
绿素b含量、类胡萝卜素含量及叶绿素a+b含量均

显著低于未污染处理,说明重金属、石油及其复合污

染都影响植物色素的合成,这和前人的研究结果一

致[29-30]。有研究表明,在重金属胁迫下,叶绿素的含

量先上升后下降[31],也有研究显示在镉含量增加的情

况下,植物体内的光合色素含量减少[25]。本研究发

现,在各污染处理条件下的黑麦草叶绿素及其他色素

含量均降低,可归因为重金属污染处理可使叶绿素合

成过程中的金属离子形态发生变化,影响叶绿素的合

成,使叶绿素含量减少[32-33]。石油污染处理的黑麦草

的叶绿素含量小于重金属污染处理的叶绿素含量,可
能是由于石油的疏水性,使黑麦草根系吸水困难,吸
收水分减少而导致叶绿素的合成减弱,色素合成量降

低。本研究发现,单一污染会使黑麦草的叶绿素a含

量、叶绿素b含量、类胡萝卜素含量及叶绿素a+b含

量降低,石油与重金属复合污染存在协同作用,进一

步加剧了对黑麦草的胁迫作用,从而影响了黑麦草的

叶绿素的合成,使色素含量降低。黑麦草根系根长与

色素含量间呈显著负相关(表2),表明污染胁迫增加

了根系的根长,但污染胁迫还是影响了黑麦草对营养

物质的吸收,导致色素的合成减少。黑麦草类胡萝卜

素含量与地上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各色素含量间也

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在不同污染物胁迫影响下,黑
麦草各生长指标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石油、重金属及石油—重

金属复合污染处理促进了黑麦草根系的根长、根表面

积、根体积、根直径的增加。污染条件下黑麦草地下

部生物量增长速度在培养期内呈现先快后慢的趋势,
对地上部分生物量的增加起到抑制作用,同时使黑麦

草叶片的色素含量降低。总体来看,石油—重金属复

合污染对黑麦草的根系形态、生长影响最显著,石油

污染次之,重金属污染最小。基于此,可通过监测黑

麦草的生物量及色素含量来推测土壤是否污染,也可

在污染土壤修复过程中,针对不同污染类型,采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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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措施,如添加调理剂、施用营养素等来缓解污染物

对植物的胁迫,调节植物的生长,促进植物对土壤污

染的修复能力,为植物修复污染土壤提供了新的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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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南麓不同植被类型土壤
呼吸特征及其温度敏感性

陈 玮
(山西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山西 太谷030801)

摘 要:[目的]探讨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特征及其温度敏感性,为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提供理论

支持。[方法]以太行山南麓裸地、草地、灌丛、林地为研究对象,采用长期定位观测和室内化验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研究不同季节土壤水热因素、呼吸特征及其温度敏感性。[结果]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温度变化较

大,均表现为1月初最低,8月下旬最高,8月以后土壤温度呈逐渐降低模式,相同月份土壤温度大致表现

为:裸地>草地>灌丛>林地,局部有所波动。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呼吸速率具有明显差异,季节变化特

征一致;其中,土壤呼吸、异养呼吸和自养呼吸速率季节变化特征一致(倒V形变化规律),大致表现为:夏

季>秋季>春季>冬季。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呼吸湿度敏感性大致表现为:裸地<草地<灌丛<林地。

由此说明植被类型是影响土壤呼吸温度敏感性的重要因素,并且夏季和秋季土壤呼吸Q10显著高于春季和

冬季。相关性分析表明土壤pH值与温度敏感性(Q10)呈显著负相关(p<0.05),与有机碳含量呈显著正相

关(p<0.05)。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异养呼吸夏季的贡献率最高,春季的贡献率最低,贡献率依次表现为:夏

季>秋季>冬季>春季,自养呼吸贡献率随季节的变化呈逐渐增加趋势。[结论]异养呼吸对土壤总呼吸

的贡献率大于自养呼吸,微生物参与下的异养呼吸成为土壤呼吸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土壤呼吸;季节动态;温度敏感性;太行山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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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RespirationandItsTemperatureSensitivityofDifferentVegetation
TypesatSouthernFoothillofTaihangMountains

ChenWei
(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Shanxi0308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Soilrespirationanditstemperaturesensitivityofdifferentvegetationtypeswasstudied
inordertoprovidetheoreticalsupportfortheassessmentofterrestrialecosystemcarboncycle.[Methods]

Soilhydrothermalfactors,respirationcharacteristicsandtemperaturesensitivityindifferentseasonswere
studiedinbareland,grassland,shrubandwoodlandatthesouthernfoothillofTaihang Mountainsby
long-termlocationobservationandlaboratoryanalysis.[Results]Soiltemperatureofdifferentvegetation
typesvariedgreatlywithseasons,withthelowestvalueintheearlyJanuaryandthehighestvalueinthelate
August.AfterAugust,soiltemperaturegraduallydecreasedwithtime.Thesoiltemperatureinthesame
monthwasgenerallyshowedanorederofbareland>grassland>shrubland>forestland,withthelocal
fluctuations.Soilrespirationrateofdifferentvegetationtypeswassignificantlydifferentandtheseasonal
variationcharacteristicswereconsistent.Amongthem,soilrespiration,heterotrophicrespirationandautotrophic
respirationhadthesameseason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invertedV-shapedvariation),whichroughly



showedasfollows:summer>autumn>spring> winter.Soilrespirationhumiditysensitivityofdifferent
vegetationtypeswasasfollows:bareland<grassland<shrubland<forestland,indicatingthatvegetation
typesweretheimportantdrivingfactorforsoilrespirationtemperaturesensitivity.Q10insummerand
autumn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inspringandwinter.CorrelationanalysisshowedthatQ10was
significantlynegativelycorrelatedwithpHvalue(p<0.05),andnegativelycorrelatedwiththebulkdensity;

SoilorganiccarbonwaspositivelycorrelationwithQ10(p<0.05).Moreover,thecontributionrateofsoil
heterotrophicrespirationwasthehighestinsummerandthelowestinspring.Thecontributionrateofsoil
heterotrophicrespirationwasasfollows:insummer>inautumn>inwinter>inspring,andthecontribution
rateofautotrophicrespirationgraduallyincreasedwithseason.[Conclusion]Heterotrophicrespiration
contributedmoretosoilrespirationthanautotrophicrespiration,andsoilheterotrophicrespirationwithmicrobial
participationisthemostimportantcomponentofsoilrespiration.
Keywords:soilrespiration;seasonaldynamics;temperaturesensitivity;southernfoothillofTaihangMountains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库,在全球碳动态

平衡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1-3]。森林土壤呼吸作为

全球碳循环的重要流通途径之一,其动态变化将直接

影响全球的碳平衡。土壤呼吸是指未扰动的土壤中

产生CO2 的所有代谢过程,主要由1个化学氧化过

程和3个生物学过程(土壤微生物呼吸、根系呼吸、土
壤动物呼吸)组成[4-5]。由于化学氧化过程和土壤动

物呼吸所释放的CO2 往往较少,在实际的估算中常

常忽略[6]。因此土壤根系呼吸(自养呼吸)和土壤呼

吸(异养呼吸)通常被认为是森林土壤呼吸的主要部

分。当前普遍认为根际生态系统(主要由土壤微生物

和土壤根系组成)是土壤微生物活动最活跃的区域,
而土壤根系呼吸和土壤微生物呼吸的碳排放量及其

所占比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7-8]。因此分离和量化

不同组分的土壤呼吸是研究全球碳循环模拟的热点

问题之一[9-10]。
在土壤呼吸的过程中,氧气消耗的同时也产生了

大量CO2,最终大部分进入大气层,直接参与大气碳

循环;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土壤呼吸所产生的

碳排放量达到近100Pg,相当于化石燃料碳排放的

10倍[11-12],由此可知,土壤呼吸在碳循环过程中的起

着关键作用,其微小变化将直接影响全球碳的平衡,
进而对气候变化产生反馈效应[13-14]。土壤呼吸包括

自养呼吸和异养呼吸,前者由植被根系产生,后者主

要由土壤微生物产生,但二者均明显受外界环境的变

化,尤其是土壤水分及温度的变化[15-17]。不同的呼吸

组分对于气候的制约效应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研究

土壤呼 吸 组 分 是 探 究 全 球 碳 循 环 的 关 键 过 程 之

一[18-19];土壤温度敏感性Q10常常作为其对气候变化

的反馈参数,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动态变化性,对其量

化研究具有一定难度,其中植被的影响效应尤为突

出。近年来大量学者对森林生态系统开展了Q10的

相关研究,分别从温度及湿度等角度开展了连续的观

测研究分析[20],但是对于植被类型的影响研究较少,
受制于植被类型的差异,土壤的养分也会出现较大差

异,最终影响着土壤呼吸和碳循环。因此,研究不同

植被类型土壤呼吸特征及温度敏感性对评估生态系

统碳收支和评测我国植被在全球碳循环中的功能和

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选择黄河小浪底森林生态区,该区属于国家林业

局研究站之一,坐落于太行山南麓,受地理位置的影

响,其大陆季风气候特征突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大

陆暖温带特征,该区域海拔约为400m,年均温度为

15℃;该区域褐土广泛分布,砂岩和页岩构成了其主

要的母岩组分,受地形地貌的影响,主要植被类型有

乔木、灌木和草本,大量分布着荆条(Vitexnegun-
do)、胡枝子(Lespedezabicolor)等灌木,还有刺槐

(Robiniapseudoacacia)等乔木,以及白草(Pennisetum
centrasiaticum)等草本植被,此外还有大面积的裸露

地,主要是自然环境及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致。

1.2 土壤呼吸测定方法

本研究所选取的植被类型包括裸地、草地(白
草)、灌丛(荆条)、林地(刺槐),各类型分别选择5个

重复样地(100m×100m)。在每个样地内设置5个

重复样方(5m×5m),采取随机方式,并将PVC环

(直径、高度分别为20和30cm)垂直固定于地下

15cm深度。试验开始于2018年1月,2019年重复

上述试验;每月至少进行两个观测日的连续观测,选
择晴朗天气,最佳的测量时间为上午10:00—12:00,
观测日间隔15d。为了提升测量的准确性,在正式测

量的24h之前,去除PVC环内的植物,之后采用温

室气体监测仪(AZG-300)测定土壤呼吸速率。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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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速率的计算公式为[21]:

Rs=
H
V0
×

P
P0
×
T0

Ta
×
dCa

dt
式中:Rs 表示土壤呼吸速率;V0 为摩尔体积(0.0224
m3/mol);P0 为标准状态下的气压(1013.25hPa);

T0 标 准 温(273.15K);P 代 表 呼 吸 室 实 际 气 压

(hPa);Ta,Ca 分别代表呼吸室内实际温度和CO2
气体浓度。

土壤温度的测定:包括地表温度,地下10cm深

度土壤温度,土壤温度的测定采用手持电子温度探

针;土壤湿度的测定采用TDR,从地表开始,每间隔

5cm进行1次土壤湿度的测定,直至地表下10cm
深度。测完以后在每个样方采用五点混合法采集土

壤样品,并混合均匀,带回实验室进行15d的自然风

干,然后过2mm筛后进行土壤养分的测定;另取一

份新鲜土壤样品置于4℃保温冰箱,用于测定土壤速

效养分。
土壤呼吸速率(Rs)与温度(T),湿度(W)的拟合

关系分别为[15-17]:

  Rs=aeKT

  Rs=aW2+bW+c
拟合参数分别用a,b,c,K 表示。

  Q10=e10K

土壤呼吸速率的影响因素众多,其中土壤温度与

湿度是关键的影响因子,为了探究土壤呼吸速率的影

响因素,采用温度自动记录仪测量土壤温度,最终计

算呼吸速率,同时测量土壤CO2 通量[15]:

    Rd=∑
24

1
Ri3.6×107×12×10-6×10-6

  Ry=∑
24

1
Rd

式中:Ri 为土壤呼吸速率〔mol/(m2·s)〕;Rd 为呼

吸日通量〔t/(m2·d)〕;Ry 为年通量〔t/(hm2·a)〕。
土壤温度和湿度是土壤呼吸的关键影响因子,采

用指数回归方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1.3 土壤养分的测定

土壤有机碳、全氮、全磷、全钾的测定分别采用重

铬酸钾外加热法、凯氏定氮法、钼锑抗比色法和分光

光度法。土壤微生物碳、氮和磷含量采用氯仿熏蒸-
K2SO4 浸提法测定[16]。

1.4 数据统计

利用Excel2010对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值采用

2018和2019年的平均值,然后利用SPSS21.0开展

统计分析和差异性检验,并对土壤呼吸进行线性回归

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法判定土壤呼吸与各指标的

相关性,作图采用Origin9.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水热特征

从图1可知,对于不同植被类型而言,土壤温度

与湿度呈一致的变化规律,整体呈先增加后降低趋

势。对于土壤温度,8月下旬后逐步下降,即使是相

同月份,其温度变化也因植被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差

异,其中最高的裸露地,其次是草地,而林地最低,局
部出现波动。

图1 研究区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水热特征

2.2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速率季节变化特征

对于土壤呼吸速率,其影响因素多样,其中温度

与湿度被认为是关键的影响因素。通过图2可知,不
同植被土壤呼吸速率变化趋势相一致。对于裸地而

言,土壤自养、异养呼吸速率均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变

化规律,随着季节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整体上呈倒

V形变化规律。对于草地、灌丛和林地,土壤自养和

异养呼吸速率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变化规律,随着季节

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整体上呈倒 V 形变化规律。
相同季节,无论是土壤自养呼吸还是异养呼吸,其速

率最高的是林地,其次是灌丛,而裸地最低,局部有所

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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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呼吸组分在不同季节差异显著(p<0.05)。Rs 表示土壤呼吸;Rh 表示异养呼吸;Ra 表示自养呼吸。下同。

图2 研究区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速率季节变化特征

2.3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其组分的年通量

通过图3可知,与土壤呼吸速率的变化特征相

比,土壤呼吸通量与土壤呼吸速率变化趋势相一致,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通量受到季节的显著影响

(p<0.05)。对于草地和林地,土壤自养、异养呼吸通

量均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变化规律,随着季节呈先增加

后降低趋势,呈倒V形变化规律;灌丛和裸地土壤呼

吸通量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规律。整体而言,相同季节

土壤自养和异养呼吸通量最高的是林地,其次是灌

丛,而裸地最低,局部有所波动。

图3 研究区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及其组分的年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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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呼吸对温度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探究土壤呼吸与土壤温度

的指数关系,拟合参数详见表1。由表1可知,土壤温

度在土壤呼吸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二者拟合关系较

好(p<0.05);由此可知,土壤温度的变化对土壤呼吸

速率具有较强的解释性(p<0.05);在模型中,参数b
和c分别表示土壤呼吸温度敏感性因子和湿度敏感

性因子,不同植被类型的温度敏感性因子都是正值,
说明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温度呈正相关关系;不同植

被类型的湿度敏感性因素均为负值,说明在温度相差

不大的情况下,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湿度呈现负相关

关系(表2),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呼吸湿度敏感性表

现为:裸地<草地<灌丛<林地,说明植被是影响土

壤呼吸温度敏感性的重要因素,并且夏季和秋季土壤

呼吸Q10显著高于夏季和秋季。

表1 土壤呼吸和组分与土壤温度的指数关系

呼吸
组分

植被
类型 p F

拟合参数

K a Q10

裸地 <0.05 214.56 0.056 1.063 1.51

Rs

草地 <0.05 203.17 0.036 0.985 1.56
灌丛 <0.05 198.36 0.025 1.027 1.64
林地 <0.05 169.87 0.058 1.255 1.83

裸地 <0.05 203.45 0.024 0.986 1.64

Rh

草地 <0.05 215.78 0.016 0.995 1.74
灌丛 <0.05 196.30 0.019 1.223 1.88
林地 <0.05 185.02 0.027 1.147 1.91

裸地 <0.05 214.78 0.028 0.954 1.42

Ra

草地 <0.05 203.65 0.014 1.057 1.46
灌丛 <0.05 215.89 0.034 1.066 1.57
林地 <0.05 211.77 0.028 1.058 1.63

表2 土壤呼吸和组分与土壤湿度的指数关系

呼吸
组分

植被
类型

0—5cm土壤湿度(W)
关系方程 p F

5—10cm土壤湿度(W)
关系方程 p F

裸地 Rs=-0.075W2+0.478W-1.471 <0.05 156.38 Rs=-0.247W2-0.523W+1.410 <0.05 168.32

Rs

草地 Rs=0.047W2-0.675W+0.217 <0.05 189.55 Rs=-0.244W2+0.136W-2.178 <0.05 195.20
灌丛 Rs=-0.014W2+0.327W-0.074 <0.05 203.14 Rs=0.625W2+0.110W-0.377 <0.05 203.30
林地 Rs=0.047W2-0.017W+0.247 <0.05 215.46 Rs=-0.178W2+0.207W-0.096 <0.05 231.47

裸地 Rh=-0.077W2+0.355W-1.471 <0.05 204.59 Rh=-0.096W2-0.244W+1.023 <0.05 215.78

Rh

草地 Rh=0.145W2-0.653W+0.378 <0.05 198.33 Rh=-0.311W2+0.247W-2.424 <0.05 214.51
灌丛 Rh=-0.074W2+0.403W-0.102 <0.05 203.55 Rh=0.217W2+0.240W-0.217 <0.05 265.93
林地 Rh=0.025W2-0.041W+0.277 <0.05 214.78 Rh=-0.145W2+0.244W-0.546 <0.05 198.77

裸地 Ra=-0.079W2+0.124W-0.355 <0.05 196.65 Ra=-0.175W2-0.577W+2.013 <0.05 203.14

Ra

草地 Ra=0.075W2-0.624W+0.177 <0.05 217.78 Ra=-0.342W2+0.157W-2.147 <0.05 257.01
灌丛 Ra=-0.065W2+0.311W-0.074 <0.05 213.56 Ra=0.238W2+0.056W-0.433 <0.05 199.36
林地 Ra=0.049W2-0.032W+0.237 <0.05 204.77 Ra=-0.125W2+0.357W-0.219 <0.05 208.77

2.5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影响因子分析

因子相关分析得知(表3),土壤pH值和容重与土

壤呼吸呈显著负相关(p<0.05);而有机碳与土壤呼吸之

间呈正相关(p<0.05);与全磷没有显著相关性(p>0.05)。

表3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影响因子分析

植被类型 pH值 容重 有机碳 全氮 全磷 速效磷 碱解氮 速效钾

裸地 -0.786** -0.422 0.622* 0.512* 0.068 0.322 0.045 0.162
草地 -0.685* -0.321 0.756** 0.623* 0.154 0.403 0.069 0.057
灌丛 -0.623* -0.424 0.712** 0.745** 0.032 0.414 0.142 0.096
林地 -0.856** -0.056 0.754** 0.801** 0.247 0.501* 0.157 0.175

  注:*表示在p<0.05水平显著相关;**表示在p<0.01水平显著相关。

2.6 土壤呼吸各组分对土壤总呼吸的贡献

通过表4可知,对于异养呼吸,不同植被类型对

土壤总呼吸的贡献率不尽一致,其中贡献率最高的是

林地,其次是灌丛与草地,而裸地最低,其贡献率分别

为62.7%,61.9%,60.3%,58.7%;对于土壤异养呼吸

而言,其贡献率的季节变化不尽一致,其中夏季最高。

对于自养呼吸而言,不同植被类型对于土壤总呼吸的

贡献率不尽一致,其中贡献率最高的是林地,其次是灌

丛与 草 地,而 裸 地 最 低,其 贡 献 率 分 别 为36.2%,

35.7%,32.7%,31%;对于自养呼吸,自养呼吸贡献率随

季节的变化呈逐渐增加趋势。总体来看,异养呼吸对

于土壤总呼吸的贡献率更高,是主要的土壤呼吸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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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土壤呼吸各组分对土壤总呼吸的贡献

项目
生长季对土壤呼吸的贡献/%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生长季对土壤

呼吸的总贡献/%

Rs 100 100 100 100 100
裸地 Rh 49.6 65.1 56.7 48.2 58.7

Ra 35.6 25.7 31.4 42.8 31.0

Rs 100 100 100 100 100
草地 Rh 51.8 67.2 58.3 49.1 60.3

Ra 38.7 26.4 32.7 44.3 32.7

Rs 100 100 100 100 100
灌丛 Rh 53.9 69.8 60.2 50.2 61.9

Ra 40.1 27.5 34.6 45.9 35.7

Rs 100 100 100 100 100
林地 Rh 56.3 71.3 61.2 51.7 62.7

Ra 41.9 28.6 35.7 46.7 36.2

3 讨 论

3.1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

通过连续的观测试验可知,受不同植被类型的影

响,土壤自养和异养呼吸均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变化规

律,随季节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其高峰出现

在夏季,而最低值出现在春季和冬季,主要原因在于

夏季大气温度和湿度较高,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生存和

繁殖,进而增强了土壤微生物代谢以及土壤呼吸。从

植被类型来看,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敏感度具有明

显差异,其中林地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其次是灌丛,
裸地最低。相关性分析表明,在多种影响因子中,植
被类型是直接影响土壤呼吸的关键因子[22-23],同时季

节变化对土壤呼吸也有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夏季

土壤呼吸Q10明显高于秋冬季节。土壤异养呼吸与土

壤总呼吸的月变化趋势相一致,但董彬、张艳在分别

对鲁南杨树林、浙江天童阔叶林发现自养呼吸的月

变化态势与土壤总呼吸较为接近,与本研究存在差

异。这主要是由于土壤温度、湿度和微生物活性等差

异所致[22-23]。

3.2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组分

自养呼吸和异养呼吸在土壤呼吸中起着关键作

用,通过对比分析可知,受不同植被类型等因素的影

响,土壤异养呼吸存在较大的季节差异,其中最高的

是夏季,其次是秋季,而春季最低,是自养呼吸的2倍

左右。张金池等人[24]通过对杨树和水杉的对比分析

发现,自养呼吸和异养呼吸均维持在25%左右,二者

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张俊兴[25]通过对温带森林连续

3a的对比监测分析得知,根呼吸贡献率在23%左右;
吕海燕[26]通过对刺槐及侧柏林分析得知,其根系呼吸

的贡献率达到40%;大多数学者研究得知,异养呼吸

具有更高的贡献率,这主要是由于土壤微生物的活

动,不同微生物对土壤呼吸的贡献不同,比如自养微

生物利用自身的养分提供呼吸,而异养微生物在资源

匮乏的生态系统无法进行呼吸作用,本文中与自养呼

吸对比,异养呼吸是总呼吸中的主要组分[24]。说明研

究区养分资源充足,能够为异养微生物提供大量的能

量和资源。此外,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呼吸湿度敏感

性大致表现为:裸地<草地<灌丛<林地,由此说明

植被类型是影响土壤呼吸温度敏感性的重要因素,并
且夏季和秋季土壤呼吸Q10显著高于春季和冬季,主
要是由于夏季和秋季是土壤湿度和温度有利于土壤

微生物活动,进而导致较高的温度敏感性。

3.3 土壤呼吸各组分对土壤总呼吸的贡献

相关性分析可知,土壤pH值和容重与土壤呼吸

呈显著负相关(p<0.05);而有机碳与土壤呼吸之间

呈正相关(p<0.05);与全磷没有显著相关性(p>
0.05)。主要受到土壤微生物代谢的影响[22-23];大量

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土壤呼吸速率的影响因素具有多

样性,其中温度与湿度是关键影响要素,且二者交互

影响效应尤为突出。通过拟合分析得知,虽然植被类

型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土壤呼吸都受到温度的突出制

约,其指数关系尤为突出,这可以通过本研究的拟合

分析看出;虽然植被类型不一致,但是温度与土壤呼

吸之间的指数关系极显著[21-25],主要原因在于植被生

长受制于温度,微生物新陈代谢也受制于温度,进而

制约有机质分解,对有机碳含量施加关键影响,从而

制约了土壤呼吸;通过相关性分析得知,土壤湿度对

土壤呼吸影响并不大,主要原因在于该区域具有良好

的土壤排水性,湿度变异并不明显,土壤水分变化较

小,因此土壤湿度对土壤呼吸的贡献并不大[25-26]。

4 结 论

(1)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呼吸速率具有显著差

异(p<0.05),季节变化趋势相一致;其中,土壤呼吸、
异养呼吸和自养呼吸速率季节变化特征一致(倒V形

变化规律),大致表现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
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呼吸湿度敏感性大致表现为:裸
地<草地<灌丛<林地,由此说明植被类型是影响土

壤呼吸温度敏感性的重要因素,并且夏季和秋季土壤

呼吸Q10显著高于春季和冬季,主要是由于夏季和秋

季是土壤湿度和温度有利于土壤微生物活动,进而导

致较高的温度敏感性。
(2)土壤pH值与Q10呈显著负相关(p<0.05);

有机碳含量与Q10呈显著正相关(p<0.05)。说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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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酸碱性和有机碳含量是土壤呼吸敏感性的主控因

子。对于土壤呼吸组分。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异养呼

吸夏季的贡献率最高,春季的贡献率最低,自养呼吸

贡献率随季节的变化呈逐渐增加趋势,异养呼吸对土

壤总呼吸的贡献率大于自养呼吸,由此说明异养呼吸

是土壤呼吸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对温度具有较强的

敏感性。因此,未来可以用异养呼吸来表征土壤呼吸

中速率,进而提升和精确全碳碳模型评估的参数,为
实现全球碳平衡的定量评估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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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烧除对云南松林枯落物蓄积特征及持水性能的影响

赵雨田1,陈奇伯1,2,黎建强1,2,杨建光3

(1.西南林业大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云南 昆明650224;

2.西南林业大学 石漠化研究院,云南 昆明650224;3.新平县县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云南 新平653499)

摘 要:[目的]探讨计划烧除对枯落物蓄积特征及持水性的影响,为科学实施森林计划烧除措施和评价计

划烧除的生态环境效应提供理论支撑。[方法]枯落物蓄积量采用样方调查法计算,枯落物持水量采用室内

浸泡法测定,枯落物年输入动态调查采用野外定位收集器法。[结果]①计划烧除样地燃烧剩余物蓄积量为

3.84t/hm2,仅为未烧除样地枯落物蓄积量的21%;未烧除样地枯落物蓄积量为18.64t/hm2。②计划烧除样

地燃烧剩余物最大持水量14t/hm2,未烧样地分枯落物最大持水量60.62t/hm2,计划烧除和未烧除样地

枯落物层持水量与浸泡时间符合对数函数关系,枯落物层吸水速率与浸泡时间呈幂函数关系。③计划烧除

和未烧除样地枯落物年输入总量相似,最大输入量在4月,占全年增加量的20%~24%,1a后计划烧除样

地的有效持水量恢复到未烧除样地的73%。[结论]云南松林计划烧除后,短期内枯落物蓄积量减少,枯落

物持水能力降低,枯落物输入量无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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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PrescribedBurningonAccumulationandWaterHoldingCapacityof
LittersinPinusYunnanensisForest

ZhaoYutian1,ChenQibo1,2,LiJianqiang1,2,YangJianguang3

(1.SchoolofEcologyandEnvironment,SouthwestForestry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224,

China;2.ResearchInstituteofStonyDesertification,SouthwestForestry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224,China;3.ManagementandProtectionBureauofXinpingCountyNatureReserve,Xinping,Yunnan653499,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influenceofprescribedburningonaccumulationandwaterholdingcapacityof
littersinPinusyunnanensisforestwasinvestigat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predictingthe
environmentaleffectsofprescribedfire.[Methodes]Thelitteraccumulationamountsandhydrological
charactersweretestedandcomparedbetweentheunburnedandburnedforestsbyprescribedfire.Litter
accumulationamountswereobtainedbyfieldpositioningcollectormethodsandthehydrologicalcharacter
wasinvestigateindoorimmersionmethod.[Results]①Thevolumeofcombustionresidueafterprescribed
firesampleplotwas3.84t/hm2,whichwasonly21%ofthevolumeoflitterintheunburnedsampleplot,
andthevolumeoflitterintheunburnedsampleplotwas18.64t/hm2.② Themaximum water-holding
capacityofforestlittersafterprescribedfirewas14t/hm2,which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in
unburnedforestwiththetotalmaximumwater-holdingcapacityof60.62t/hm2.Thewater-holdingcapacity
ofthelitterlayerandsoakingtimeinbothunburnedandprescribedburnedsamplelandshowedasignificantly
logarithmicrelationship,andtheimmersiontimeandtheabsorptionrateofforestlittersshowedasignificantly



powerfunctionrelationshipwiththeimmersiontime.③ ThemaximumamountoflitterinputwasinApril,
accountingfor20%~24%oftheannualincrease.After1year,theeffectivewater-holdingcapacityinthe
prescribedburntlandwasrestoredto73%.[Conclusion]Aftertheprescribedfire,thelitterstorageandthe
wasterholdingcapacitydecreasedinshortterm.However,withthenaturalrecovery,thewaterconservation
ofthelitterofPinusyunnanensisforestgraduallyrecovered.
Keywords:prescribedburning;Pinusyunnanensisforest;accumulation;water-holdingcapacity

  林火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干扰因子之一[1],
严重影响森林景观结构和功能[2-7]。计划烧除与火灾

不同,它作为一种消防策略,能降低干旱季节易发生

火灾天气增加所带来的潜在威胁[8]。另一方面,计划

烧除的低强度和局部火干扰有利于森林群落自我更

新,稳定森林生态系统平衡[9-11]。国外针对计划烧除

做了很多研究,主要关注计划烧除后森林的自然更

新[12]、计划烧除对森林生物量输入及养分输入等[13]

方面,国内有关计划烧除的研究主要在计划烧除的实

施[14]、计划烧除对土壤理化性质影响等[15]。森林枯

落物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植被产生

大量枯枝落叶,堆积在地表,经过自然变化和微生物

作用,形成一层像海绵一样的地被物,这些地被物具

有强大的吸水能力和透水性,能够减少土壤蒸发,阻
延径流的汇集,防止水土流失,在森林植被的水源涵

养功能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6]。大量研究[17-18]

表明,枯落物持水性能是影响其在森林水文循环中水

源涵养能力的重要因素,而枯落物蓄积量是影响枯落

物持水性能的重要指标。计划烧除对森林的直接影

响就是减少林内可燃物的积累。计划烧除直接减少

了森林枯落物的蓄积量,对枯落物持水性能造成影

响。云南松(Pinusyunnanensis)是云南省的乡土树

种,多形成大面积纯林或与其他树种组成混交林,是
西南地区主要用材树种之一,也是云贵高原常见的针

叶树种。云南松针叶富含油脂,极易燃烧引发森林火

灾。云南省多地在云南松林地开展计划烧除工作达

二十多年,取得了良好的防火效果。随着全球变暖,
火灾的数量和燃烧的面积预计会增加[19],计划烧除

实施的必要性也更加凸显。有关云南松林枯落物的

水文效应研究已有很多报道[20-21],针对计划烧除对云

南松林枯落物水源涵养特性研究也将是一个持续的

热点,本研究结果可为计划烧除对云南松林水文特征

影响评价提供重要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照壁山,照壁

山地处北纬24°2'38″—24°2'41″、东经102°0'7″—102°0'8″,
平均海拔1990~2050m,是云南省亚热带北部与亚

热带南部的过渡地带。根据当地气象部门资料,研究

区近50a多年平均降水量为958mm,降水量的年际变

化较大,其中最大降水量出现在1971年,为1264mm,
最小降水量出现在1979年,为614mm。研究区干湿

季分明,降水主要集中在湿季5—10月,占年降水量的

40%。研究期2019年的年降水量为1097mm,月最

大降水量出现在7月,为183mm,月最小降水量出现

在3月,为15.4mm。研究区年平均气温18.1℃,极端

最高气温32.8℃,最低气温1.3℃。照壁山的云南松

林为20世纪80年代飞播造林后经自然稀疏、抚育管

理形成的人工林,林相为单层林,树种为云南松纯林,
代表性土壤为红壤。照壁山每年1月底至2月中旬进

行计划烧除,30a从未间断,2019年2月12—13日实

施了2019年度森林防火计划烧除工作,计划烧除火焰

高度1.5m,属低强度火烧[14],火烧过后云南松林下草

本灌木全部烧成灰烬,云南松生长受到一定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选取

研究对象选择云南松人工林计划烧除样地与未烧

除样地进行对比,两个样地均位于坡中上部,计划烧除

样地与未烧除样地中间间隔一条防火通道。云南松林

的林龄平均为30a,树高、胸径、郁闭度、盖度等详见表

1。土层厚度大于1m,土壤以红壤为主。未烧除样地

的灌木主要有木荷(SchimasuperbaGardn)、大白杜鹃

(Rhododendrondecorum)等,草本主要有紫金泽 兰

(Chalcitesxanthorhynchuslimborgi)、贯众(Cyrtomi-
umfortunei)、毛茛(Ranunculusjaponicus)等。

表1 样地类型和林分特征

样地类型 林分类型 坡度/(°) 树高/m 胸径/cm 乔木郁闭度/% 总盖度/%
计划烧除样地 云南松人工林 15 12.24 16.93 46 50
未烧除样地 云南松人工林 18 12.34 17.05 4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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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方法

在未烧除样地与计划烧除样地均设置6个间隔

超过100m的20m×20m的标准样地,标准样地内

树高的测定采用布鲁莱斯测高器测量,树胸径采用胸

径尺测量,林分郁闭度采用样点观测法,林分盖度用

采样刺针法测定。在每块标准样地内四角和中间共

选取5个大小为50cm×50cm的枯落物样方,仔细

去除活地被物,收集样方内所有的未分解、半分解和

完全分解层的枯落物,计划烧除样地枯落物无法分

层,收集燃烧剩余物。从2019年5月1日当地进入

雨季开始,采用收集器法观测枯落物蓄积动态。在每

个标准样地四角及中心位置布设面积为1m×1m
的正方形枯落物收集器(底部为孔径1mm 的尼龙

网),距离地面高度0.5m左右,共计30个。每月收

取一次枯落物,将收集的枯落物带回室内,在65℃下

烘至恒重,以此计算年枯落物蓄积量及月输入量。

2.3 枯落物持水性的测定

采用室内浸泡法,称取50g风干后的枯落物样

品分别装入已称重的尼龙网袋,再将装有枯落物的尼

龙网袋放入盛有清水的容器中完全浸没,分别浸泡

0.5,1,2,4,6,8,10,12,24h后,捞起网袋并静置不滴

水时称重,每次称量所得枯落物湿重与干重的差值,
即为枯落物样品在不同浸泡时长的持水量,并由此计

算各时间段的吸水速率、最大持水量、有效持水量。

2.4 枯落物有效持水量的计算

枯落物有效持水量(WE,t/hm2)采用以下公式

计算:

WE=W24-WN (1)
式中:W24表示枯落物浸泡24h时得到的最大持水量

(t/hm2);WN 表示枯落物的自然含水量(t/hm2)。

2.5 数据统计

采用Excel2016和SPSS25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和做图,由原始数据拟合得到的多元回归关系经统计

学检验得到拟合度参数R2,并在p<0.05和p<0.01
的水平检验显著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计划烧除对枯落物蓄积量的影响

计划烧除使云南松林地表枯落物燃尽,只剩下燃

烧剩余物。未烧除样地枯落物由于多年自然输入、自
然腐殖质化,呈现明显的分层结构,将枯落物层划分

为未分解层、半分解层和完全分解层。本研究在计划

烧除作业完成的当月底对研究区的枯落物储量进行

测定,测定结果详见表2。由表2可知,计划烧除后从

总量上来看未烧除样地远高于计划烧除样地,计划烧

除样地的蓄积量是未烧除样地的21%。未烧除样地

完全分解层占总蓄积47.95%,说明自然状态下的云

南松林枯落物大部分为分解状态蓄积在地表。

表2 不同林分枯落物储量特征

林分类型 枯落物层
蓄积量/
(t·hm-2)

比例/
%

计划烧除样地 燃烧剩余物总量 3.84±1.03c 100

未分解层 6.01±1.07b 32.31

未烧除样地 
半分解层 3.65±2.08c 19.74
完全分解层 8.98±2.91a 47.95
合 计 18.64±4.77 100

  注:不同字母表示两种林分枯落物蓄积量差异显著性(p<0.05),

图表中数据均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下同。

3.2 计划烧除对枯落物持水量的影响

自然含水量是反映植物枯落物吸持水分的重要

指标之一,其表征着枯落物吸持水分强弱和保水、涵
养水源功效的显著与否,因此将最大持水量与自然含

水量的差值作为枯落物实际吸持水分的大小即有效

持水量[23]。计划烧除使地表枯落物组成发生改变,
这使计划烧除样地枯落物层的自然含水量及有效持

水量发生改变,具体改变情况详见表3。由表3可知,
未烧除样地枯落物自然含水率是计划烧除样地的

6.39倍,分层来看,计划烧除样地的燃烧剩余物自然

含水率均低于未烧除样地各枯落物层,与未分解层和

完全分解层的差异不显著,与半分解层的自然含水率

差异显著。未烧除样地的最大持水量高于计划烧除

样地,是计划烧除样地的4.29倍。计划烧除样地燃

烧剩余物最大持水量低于未烧除样地的各个枯落物

层,但燃烧剩余物的最大持水量与未烧除样地未分解

层和半分阶层差异不显著,未烧除样地完全分解层枯

落物最大持水量最高27.46t/hm2,其最大持水量与

燃烧剩余物的差值达到了13.46t/hm2,可见枯落物

层的分解也很大影响了枯落物层的持水能力。有效

持水量的变化与最大持水量的规律相近。

表3 不同枯落物层持水量

林分类型 枯落物层
自然含
水率/%

最大持水量/
(t·hm-2)

有效持水量/
(t·hm-2)

计划烧除样地 燃烧剩余物总量 6.22a 14.00a 13.76

未分解层 32.59bd 16.93a 15.29

未烧除样地 
半分解层 51.85c 16.23a 14.35
完全分解层 34.85d 27.46b 24.38
合 计 39.76 60.62 54.02

3.3 计划烧除对枯落物吸水过程的影响

计划烧除的燃烧剩余物中除了未烧尽的枝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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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灰分粗木质残体等物质,所以燃烧剩余物的组

成更加复杂,这会导致燃烧剩余物在吸水过程上发生

变化,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计划烧除和未烧除样地

枯落物持水量均与浸泡时间呈极显著对数函数关系

(R2>0.786,p<0.01)。由图1可知,未烧除样地枯

落物层各时间段持水量均不同程度高于燃烧剩余物,
未烧除样地枯落物分解层远远高于其他枯落物层,这
主要是因为枯落物分解层虽然基本保留了枯落物形

态,但是大都是半降解状态,具有较强的亲水性,有利

于枯落物对水分的吸收;这也解释了枯落物层在前

1h迅速增加,占73.09%~87.44%,而计划烧除样地

燃烧剩余物由于枯落物在火烧过后大部分碳化变质,
水分只能从表面孔隙进入,因而持水过程相对较缓慢

且持水量更小。

图1 不同枯落物层持水量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由图2可知,对不同枯落物层吸水速率与浸水时

间的数据拟合发现,枯落物吸水速率与浸水时间呈幂

函数关系(R2>0.774,p<0.01)。未烧除样地枯落物

未分解和半分解层吸水速率变化过程极其相似,其持

水过程曲线基本重合,在1h之前吸水速率下降十分

明显,之后明显放缓并趋近于0。分解层持水速率变

化过程在1h前与未分解和半分解层相似,但直至

2h后明显放缓,计划烧除样地的燃烧剩余物吸水速

率在0~1h间不断下降,所有枯落物层在4h后均趋

近于0。对于枯落物层吸水速率,初期为未烧除样地

完全分解层38.94t/(hm2·h)>未分解层22.01
t/(hm2·h)>半分解层19.78t/(hm2·h)>燃烧剩

余物15.2t/(hm2·h),差异较大。在2h后,所有枯

落物层的吸水速率均已达到饱和而逐渐趋近于0。

3.4 计划烧除对枯落物输入动态及持水性能的影响

3.4.1 计划烧除后枯落物蓄积动态变化 计划烧除

后从当年雨季开始两个样地枯落物输入结果如图3
所示,图3中每月时间按平均值30.3d计算,保持每

月时间相等。计划烧除样地枯落物的年输入总量为

6.6t/hm2,未烧除样地总量为6.71t/hm2。由图3可

以看出,计划烧除样地和未烧除样地枯落物蓄积量呈

“单峰型”变化,峰值均出现在4月,计划烧除样地的

凋落峰值1.23t/hm2,占整年输入量的20%,未烧除

样地的凋落峰值为1.56t/hm2,占年输入量的24%。
在计划烧除次年的1月前,计划烧除样地的凋落量是

未烧除样地0.94~1.59倍,在1月份后未烧除样地凋

落量是计划烧除样地的1.27~1.32倍。计划烧除的

林火加速了云南松针叶的凋落,未凋落的针叶也受到

一定影响。后期受新生长季新枝萌发和春季大风天

气影响,计划烧除样地枯落物输入量反而开始降低,
比未烧除样地减少。

图2 不同枯落物层吸水速率随时间变化关系

图3 计划烧除样地和未烧除样地枯落物蓄积量月变化动态

3.4.2 计划烧除对枯落物持水性能动态的影响 计

划烧除后由于枯落物的蓄积量下降,枯落物层的拦蓄

雨水能力也一同下降,但随着云南松的自然快速恢

复,计划烧除样地的枯落物持水性能也在恢复。计划

烧除和未烧除样地的枯落物有效持水量变化动态如

图4所示,在计划烧除之后林内枯落物层的有效持水

量变小,计划烧除样地仅为未烧除样地的39%。未

烧除样地枯落物有效持水量匀速增长,1a后的有效

持水量是初始的2.33倍,而计划烧除样地有效持水

量在1a后是初始的4.27倍,此时计划烧除样地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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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持水量已经恢复到未烧除样地的72%。这表明了

云南松林在自然状态下的枯落物有效持水量是一个

逐步升高的过程,而在进行计划烧除后虽然枯落物有

效持水量急剧下降,但随着枯落物层的自然恢复,枯
落物层的降雨截持能力也在恢复。

图4 计划烧除和未烧除样地总有效持水量变化动态

4 讨 论

4.1 计划烧除对枯落物蓄积量的影响

枯落物的输入量、分解速度受林分类型、植被成

长、气候条件等要素影响,因此不同森林类型的枯落

物蓄积量有所差异[23]。本研究结果表明,计划烧除

后云南松林枯落物蓄积量显著低于未烧除样地,研究

结 果 与 张 引 对 枯 落 物 层 蓄 积 特 征 的 研 究 结 果 一

致[24]。林内枯落物一部分为自然凋落,另一部分为

自然积存,经过长时间的分解,大部分都已达到分解

状态。

4.2 计划烧除对枯落物持水能力的影响

森林枯落物的持水能力是整个森林生态系统水

分循环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林地枯落物水文特性的重

要指标[16]。云南松未烧除样地的自然含水量总量和

最大持水量总量均高于计划烧除样地,主要原因是计

划烧除减少了枯落物蓄积量同时还改变了枯落物的

组成。未烧除样地未分解层、半分解层和完全分解层

的最大持水量均高于燃烧剩余物。特别是未烧除样

地中最大持水量完全分解层最高,这与唐禾等[25]的

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计划烧除使云南松林枯

落物有效持水量减小,未烧除样地的枯落物未分解层

有效持水量最大,这与王玲等[26]对枯落物层持水量

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计划烧除后云南松林枯落物的

降雨拦截能力下降是由于枯落物层的自然含水量、最
大持水量、有效持水量降低所致。

4.3 计划烧除对枯落物吸水速率的影响

各层枯落物持水量在初阶段增加较快,随着浸水

时间的延长,持水量增速减缓,最终达到饱和状态。
各层枯落物的吸水过程都符合对数函数关系,这与陈

进等[27]的研究结果相似。各层枯落物的吸水速率均

表现为浸水前期的0~0.5h内较高,在0.5~4h阶

段明显减小,最后趋于平缓,说明干燥枯落物的死细

胞间或枝叶表面存在较大水势差,是引起初段吸水速

率较大的原因[28]。以上可说明计划烧除不利于枯落

物吸水。

4.3 计划烧除对枯落物层蓄积动态及持水性能动态

的影响

在计划烧除后两个样地枯落物的蓄积动态呈“单
峰型”规律,峰值的掉落量占全年的20%~24%,张
雨雪等[29]对红树林凋落物产量研究发现秋茄凋落物

产量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规律,呈“双峰型”,峰值出

现在5月和8月,出现这种差异可能由于树种自身生

物特性导致凋落物季节变化规律不同。计划烧除后,
地表枯落物燃烧殆尽,在计划烧除进行后初期由于林

火的高温影响云南松生长,在一段时间过后,计划烧

除样地内云南松新叶已焕发完毕,但其丰茂程度还不

及未烧除样地,所以凋落量较未烧除样地更低。
本研究结果表明,计划烧除后枯落物有效持水量

仅为未烧除样地的39%,这是由于计划烧除的林火

直接减少了枯落物的蓄积量,并且计划烧除后的燃烧

剩余物组成复杂,虽然仍保持着枯落物吸持雨水的主

要能力但在吸持水量上较差,这也证实了枯落物有效

持水量不仅与枯落物的蓄积量、自然含水率有关,还
与枯落物组成、分解情况、累计状况紧密相关。两种

样地的有效持水量稳定增加,但计划烧除样地增速更

快,这与两种样地枯落物的蓄积动态特征一致,在计

划烧除进行1a后有效持水量恢复到未烧除样地的

72%,这是由于随着林内枯落物层的恢复,枯落物的

输入分解逐渐恢复到自然状态,枯落物的吸持雨水特

性也逐渐恢复。但计划烧除样地较未烧除样地扔有

差距,但总体的趋势是计划烧除样地的蓄水能力是可

以恢复到计划烧除前的水平。

5 结 论

(1)计划烧除使云南松林枯落物蓄积量减少,计
划烧除样地总蓄积量3.84t/hm2 是未烧除样地的

21%,未烧除样地枯落物蓄积量为18.64t/hm2。
(2)计划烧除后云南松林燃烧剩余物自然含水

量为6.22%,最大持水量为14t/hm2,低于未烧除样

地自然含水量总量39.76%和最大持水量60.62t/hm2。
两种样地枯落物层持水量和吸水速率与浸泡时间分

别符合对数函数关系和幂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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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种林分的凋落动态呈“单峰型”变化,在初

期计划烧除样地的凋落量是未烧除样地的0.94~
1.59倍,末期未烧除样地的凋落量是计划烧除样地的

1.27~1.32倍,二者的年归还总量相似;计划烧除后

云南松林枯落物有效持水量降低为未烧除样地的

39%,经过1a的恢复达到未烧除样地的73%,未烧

除样地1a后有效持水量是初始的2.33倍,计划烧除

样地1a后的有效持水量是初始的4.27倍,计划烧除

样地的拦蓄雨水能力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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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格局对阳澄湖湿地小流域水质变化影响的
空间尺度效应

朱 颖1,王 怡1,贺风春2,吴燕飞3

(1.苏州科技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苏州215011;

2.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苏 苏州215000;3.苏州湿地保护管理站,江苏 苏州215006)

摘 要:[目的]研究阳澄湖湿地小流域不同空间尺度上景观组成与结构变量对水质的影响,为该区域湿

地水环境质量提升和景观格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阳澄湖12个水质采样点为中心,利用GIS软

件生成6种空间尺度的圆形缓冲区域,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冗余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等方法,识别景观

格局对湿地水质影响最有效的缓冲区空间尺度,探讨其与水质的相互关系。[结果]①总体上,乔木林地和

湖泊的面积占比在空间尺度上逐渐减小,城镇住宅用地、水田和养殖塘的面积占比逐渐增加。②景观格局

对湿地水质影响的空间尺度效应体现在不同圆形缓冲区内,在半径为800m的圆形缓冲区内总解释变异

值最大为68.2%。③景观组成变量仅有在半径为1000m的圆形缓冲区内PLANDFOR与水质参数具有相

关性。④养殖塘在半径为200m的圆形缓冲区内对水质影响较大;水田、乔木林地和湖泊在空间尺度较大

的圆形缓冲区(半径大于500m)是影响水质的主要景观类型。[结论]景观格局与水质最相关的空间尺度

为800m的圆形缓冲区,不同尺度缓冲区内景观结构变量对水质的解释能力均比景观组成变量明显,湿季

水质参数与景观格局指数的相关性大于干季。

关键词:景观格局;圆形缓冲区;流域;水质;空间尺度效应;阳澄湖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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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ScaleEffectofLandscapePatternonWaterQualityChangein
YangchengLakeWetlandWatershed
ZhuYing1,WangYi1,HeFengchun2,WuYanfei3

(1.SchoolofArchitectureandUrbanPlanning,Suzhou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Suzhou,Jiangsu215011,China;2.SuzhouLandscapeDesignInstituteCo.,Ltd.,Suzhou,Jiangsu
215000,China;3.SuzhouWetland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Station,Suzhou,Jiangsu21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ffectsoflandscapecompositionandstructureonwaterqualityatdifferentspatial
scalesin YangchengLakewetlandwereexplored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sforthewaterquality
improvementandlandscapepatternoptimization.[Methods]Taking12waterqualitysamplingpointsin
YangchengLakeasthecenter,thecircularbufferzonesof6differentspatialscalesweregeneratedbyusing
GISsoftware.Landscapepatternindex,redundancyanalysisandPearsoncorrelationanalysiswasusedto
identifythemosteffectivebufferzoneoflandscapepatternonwetlandwaterquality,andexploreitsrelationship
withwaterquality.[Results]①Ingeneral,theproportionsofarborforestsandlakesgraduallydecreasedat
thespatialscale,whiletheproportionsofurbanresidentialland,paddyfields,andaquaculturepondsgradually
increased.② Thespatialscaleoftheimpactoflandscapepatternonwetlandwaterqualitywasreflectedin



differentcircularbuffers,andthemaximumexplainedvariationwas68.2%inthecircularbufferzonewitha
radiusof800m.③Landscapecompositionvariablesonlyhadcorrelationwithwaterqualityparametersinthe
circularbufferzonewitharadiusof1000m.④ Aquaculturepondshadagreaterimpactonwaterqualityin
acircularbufferzonewitharadiusof200m.Paddyfields,arborforestsandlakeshavealargercircular
bufferzone(radiusgreaterthan500m),whichwasthemainlandscapetypeaffectingwaterquality.[Conclusion]

Themostrelevantspatialscalebetweenlandscapepatternandwaterqualityis800mcircularbufferzone.
Theinterpretationabilityoflandscapestructurevariablesonwaterqualityinbufferzonesofdifferentscales
ismoreobviousthanthatoflandscapecompositionvariables.Thecorrelationbetweenwaterqualityparameters
andlandscapepatternindexinwetseasonisgreaterthanthatindryseason.
Keywords:landscapepattern;circularbufferzone;watershed;waterquality;spatialscaleeffect;Yangcheng

Lakewetland

  景观格局是景观要素在空间分布特征的表达,不
同尺度的景观格局对生态过程的影响不同[1-2],最终

结果的也不同。水环境对景观格局变化具有非常敏

感的响应,在流域尺度上,景观格局的变化引起水文

条件的空间差异,进而影响水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异,
因此景观格局的变化被认为是影响水环境质量变化

的主导因素[3]。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景观格局对水

环境的影响与空间尺度密切关联,但是当前对识别两

者间最相关的空间尺度具有较大争议:Meneses等[4]

和郝敬锋等[5]分别针对葡萄牙和南京某流域的研究

认为,在河岸带缓冲区尺度上景观格局对水环境质量

的依赖性小于流域尺度,而Xu等[6]和张福平等[7]在

贵州乌江和沣河流域的研究中则强调,在较小的河岸

带缓冲作用区内景观格局是影响河流水质的关键区

域。李艳利等[8]则在研究浑太河流域水质中发现,不
同尺度下景观类型对水质的影响程度不同。康文

华[9]针对赤水河流域的研究表明,景观组成对河流水

质影响的最大空间尺度为河岸带尺度,景观格局对河

流水质影响的最大空间尺度因地貌不同而不同。前

人的研究表明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对水质存在明显

的影响,但是尺度大小对景观与水质间的关系尚无明

确定论。湿地是极为复杂且脆弱的生态系统,水质作

为反映湿地健康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其与景观格局空

间尺度关系一直成为探索的主要内容。对于湿地而

言,目前多通过建立景观指数与水质量化关系进行尺

度关联性的研究。由于一定时期内水质监测数据获

取难度等问题,相关研究多以定性方法分析某一短期

水质响应,且侧重于单一的空间尺度,缺乏不同尺度

圆形缓冲区景观格局与水质变化的定量分析,因而水

质与景观格局的响应关系还不能被充分解释,且量化

分析景观组成和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亟需识

别在不同尺度上影响水质的主导景观因素。在水质

监测的基础上,通过划分不同尺度的圆形缓冲区探究

景观格局与水质变化相关程度最强的空间尺度是一

种较好的途径,即利用湿地水质监测点不同半径范围

的景观要素状况,结合景观格局指数方法,能够定量

分析不同尺度缓冲区对水质的影响程度,为区域景观

类型、景观组成和结构的空间分布及配置优化提供理

论依据。苏州市地处长三角核心地带,占国土面积

36.6%的湿地不仅是苏州最重要的生态资源,也是长

三角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支撑。本研究选取苏州市

阳澄湖湿地小流域为研究区,利用遥感影像,获取不

同缓冲区范围的土地利用信息,探讨流域水质对景观

格局的响应关系,旨在揭示其内在的变化机制,以期

为阳澄湖湿地水环境质量的提升和景观格局的优化

提供参考价值,也为其他湿地水质改善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阳澄湖,总面积844.01km2,平均水深2.05m,
蓄水量1.90×108m3,是太湖平原上第3大淡水湖,
覆盖苏州三区两市,包括姑苏区、工业园区、相城区、
昆山市及常熟市,是苏州饮用水源。阳澄湖周边共有

63条出入湖河道,入湖口大多处于阳澄湖西侧,入湖

水量占比39.6%,入湖河道流速一般在0.1m/s以

下,东线和南线则聚集着大量出湖口。湖中有2条东

北至西南走向的狭长半岛,把阳澄湖分为东湖(约占

44.08%)、中湖(约占29.03%)和西湖(约占26.89%),
三湖互相连接。阳澄湖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年降水量为1100~1150mm,气候适宜也促使本区

成为著名的水产养殖区,同时其周边高强度的土地利

用,也导致阳澄湖水质恶化,2013年起,苏州市政府

持续实施了《苏州市阳澄湖生态优化行动实施方案》,
拆除了大量的养殖围网,部分水质指标在一定程度有

所改善,但富营养化仍然比较显著[10],需要进一步综

合治理。

1.2 数据获取

1.2.1 流域划分及土地利用获取 遥感影像和数字

601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高程(DEM)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
gscloud.cn/)。本研究以影像1∶50000地形图为基

准,在ArcGIS10.2水文分析模块的支持下,通过对

2019年苏州市DEM 数据进行一系列水文特征分析

后划分为12个入湖小流域,并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对

流域边界进行修正,根据每个小流域出入口的位置,
共设置12个水质采样点。利用3次多项式的校正模

型,对上述图像进行预处理,采用ENVI5.2软件的

监督分类解译方法,参照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GB/T21010-2017)》,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阳

澄湖湿地景观类型划分为乔木林地(FOR)、湖泊

(LAK)、养殖塘(AQU)、城镇住宅用地(URB)和水

田(PAD),并运用 ArcMap10.2进行人机交互式解

译,得到景观类型数据,以提高景观类型解译精度。

1.2.2 水质数据监测与分析 根据苏州阳澄湖周边

景观类型及景观结构特征的空间差异,在阳澄湖湿地

设置了12个水质采样点,分别在2019年1—12月进

行了12期的水质采样工作。为了反映水质季节影响

的差异性,按气候条件划分为干季和湿季2个时期,
干季为2019年1月—3月以及2019年9—12月、湿
季为2010年4—8月,作为两个季节的水质数据相关

分析[11]。样品采集后带回实验室,参考已有相关文

献[12],选择溶解氧(DO)、叶绿素a(Chla)、化学需氧

量(CODCr)、总氮(TN))、总磷(TP)这5项代表性水

质指标。依据《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T91.2002)》进行测定,测定时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对单个采样点的样品做3份平行检测,其检测结果的

平均值作为最终水质指标。

1.2.3 缓冲区空间尺度选取 缓冲区的建立有利于

从空间上分析不同距离的景观类型对中心点水质的

影响,量化不同指标对水质的影响范围和程度[13]。
根据国内外水环境质量与景观格局尺度效应的相关

研究确定空间尺度,大多以100m作为最小单元,最
大空间尺度则一般为1000~2000m[14-15]。结合阳

澄湖湿地的实际情况范围,以12个水质监测点为圆

心,选择100,200,500,800,1000和1200m这6个

尺度的缓冲半径,在 ArcGIS10.2下生成缓冲区域

(见封3,附图2)。在此基础上,将获得的不同缓冲区

边界结合湿地景观类型数据,计算其景观格局指数。

1.2.4 景观指数选取 景观格局指数能反映景观格

局的组成及结构等空间分布特征,并精准概括景观格

局信息。其中,景观组成表示不同景观组成类型的数

量或均匀度的变化,景观结构则表征着空间格局复杂

程度变化。相关研究表明,由于区域景观类型和模式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目前有较多景观特征指数。根据

研究目的并通过文献研究,筛选出7个对湿地水质影

响较大的景观组成及结构变量。其中,景观组成变量

包括斑块面积比(PLAND)和均匀度指数(SHEI),景
观结构变量包括斑块密度(PD)、香农多样性指数

(SHDI)、斑块结合度(COHESION)、最大斑块指数

(LPI)、景观形状指数(LSI)。同时在类型水平上分

析斑块面积比(PLAND)、斑块密度(PD)、最大斑块

指数(LPI)、斑块结合度(COHESION)4个景观格局

指数,在景观水平上的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均匀

度指数(SHEI)、景观形状指数(LSI)3个景观指数,
揭示其与湿地水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所有景

观格局指数均采用Fragstats5.0软件计算。

1.3 数据处理与统计

使用SPSS22.0计算水质采样点的每月水质数

据,并平均分析每个点的所有月度数据以获取水质平

均浓度指标。对水质平均浓度值进行去趋势对应分

析(detrendedcorrespondenceanalysis,DCA),发现

其梯度值均小于3,适宜选择冗余分析(RDA)[26]探索

多尺度的景观格局和类型与水质间的响应关系,并能

揭示单一变量影响水质的贡献率。基于SPSS22.0软

件,为满足p<0.05显著性水平下,根据象限选择结

果将贡献值小的指标剔除,剩余景观格局指数与干季

和湿季水质指标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统计

分析之前使用 Kolmogorov.Smirnov检验数据的正

态性,结果表明大部分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缓冲区景观类型面积特征分析

阳澄湖子流域不同圆形缓冲区景观类型面积占

比的平均值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在半径为100m
~1200m的缓冲区内,各景观类型均表现出明显的

空间变化特征。在100~1200m的空间尺度内,湖
泊和水田这两种景观类型的面积占比均在25%以上。
其中,湖泊面积比例在空间尺度上随缓冲区半径的增

加而下降,从100m缓冲区的65.19%下降到1200m
缓冲区的40.21%,是阳澄湖小流域内占比最高的优

势景观类型。总体来看,城镇住宅用地主要分布在阳

澄湖西湖的中部及北部区域,其面积占比随着缓冲区

半径 的 增 加 呈 逐 步 上 升 的 空 间 变 化 特 征,并 在

1200m缓冲区上达到最大值9.56%。随着缓冲区半

径的增加,水田所占比例从100m缓冲区的25.46%逐

渐增加到1200m缓冲区的29.19%。养殖塘主要分

布于阳澄湖中湖的中部和莲花岛区域的北部和南部,
面积比例总体上呈现随缓冲区半径增加而逐步上升

的特征,从100m缓冲区的1.96%上升到1200m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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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区的6.38%;乔木林地面积比例呈现相反的逐步减

少趋势,从100m缓冲区的19.79%下降到1200m
缓冲区的3.81%。上述景观类型的变化趋势表明,
乔木林地和湖泊面积占比在空间尺度上逐渐减少。
另一方面,城镇住宅用地、水田和养殖塘面积占比

逐渐增加,综合反映了阳澄湖湿地水环境面临着极大

压力。

2.2 水质参数变化特征

2.2.1 水质参数季节变化特征 阳澄湖小流域各采

样点干季和湿季的水质变化情况详见表1。各采样

点Chla,CODCr,TP和TN在湿季的平均浓度均高于

干季,DO的平均浓度值在干季略高,表明阳澄湖流

域各点位水质在干季较好,相反在湿季较差,这可能

是由于干季降水量较少,水流速度缓慢,不利于污染

物的扩散,水体的自净能力相应降低。Chla浓度最

高值出现在湿季的D11为26.89μg/L,最低值出现在

干季的D9 为12.48μg/L。CODCr浓度最高值出现在

干季的D4 为10.31mg/L,在湿季的D2 和D11达到最

高为30.65mg/L。DO在干季的D9 处于最高值,在
湿季的D1,D2,D10和D11处于最低值2.00mg/L。TP
均值在干季和湿季差异相对较小(0.03~0.19mg/L)。

TN在干季的D9 处于最低值0.58mg/L,在湿季的

D8 达到最高值1.98mg/L。

图1 阳澄湖小流域2019年不同缓冲区景观类型面积比例

表1 阳澄湖小流域2019年各点位水质指标季节变化

点位

Chla
浓度/(μg·L-1)
干季 湿季

CODCr
浓度/(mg·L-1)
干季 湿季

DO
浓度/(mg·L-1)
干季 湿季

TP
浓度/(mg·L-1)
干季 湿季

TN
浓度/(mg·L-1)
干季 湿季

D1 15.94 26.11 16.89 29.68 7.00 2.00 0.08 0.16 0.84 1.87
D2 14.38 24.89 16.22 30.65 6.60 2.00 0.10 0.19 0.94 1.86
D3 12.77 23.66 15.95 27.72 8.00 2.50 0.05 0.12 0.82 1.78
D4 13.02 22.52 10.31 21.93 8.30 2.90 0.03 0.09 0.60 1.40
D5 12.51 22.63 16.80 26.97 8.20 2.60 0.07 0.15 0.77 1.67
D6 14.68 22.42 16.53 27.30 7.00 2.20 0.05 0.13 0.84 1.73
D7 14.28 22.36 17.70 28.82 7.30 2.30 0.05 0.15 1.03 1.78
D8 12.77 23.66 16.95 26.72 8.50 2.90 0.05 0.16 0.61 1.98
D9 12.48 22.43 11.06 21.71 8.90 3.00 0.04 0.10 0.58 1.37
D10 15.61 25.28 17.80 29.24 6.60 2.00 0.08 0.18 0.98 1.86
D11 15.88 26.89 19.22 30.65 6.50 2.00 0.11 0.19 1.01 1.89
D12 15.38 24.94 17.97 29.99 6.80 2.10 0.10 0.18 0.93 1.91

2.2.2 水质参数空间变化特征 阳澄湖小流域12个

采样点一年内平均水质指标的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

2。根据研究区不同点位水质参数的浓度和分类,可
以发现不同采样点的水质指标有明显差异。TN的

平均浓度为1.28mg/L,不同采样点差异相对较小

(0.97~1.43mg/L),基本处于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

~Ⅳ类水体标准,最高值出现在阳澄湖的莲花岛南部

区域(D10),最低值出现在西湖区域(D4)。Chla的平

均浓度为19.30μg/L,不同采样点存在较大差异

(16.71~21.28μg/L),最高值出现在东湖区域(D11)。

CODCr的平均浓度为20.63mg/L,不同采样点存在

着显著差异(15.88~23.53mg/L),均处于Ⅲ—Ⅳ类,

最高值出现在东湖区域(D12)。DO 的平均浓度为

5.33mg/L,不同采样点差异相对较强(4.75~6.08
mg/L),其最高出现在莲花岛中部区域(D9),处于地

表水环境质量Ⅱ类;最低出现在东湖区域(D11),达到

了Ⅳ类地表水。TP的平均浓度为0.14mg/L,不同

采样点差异不明显(0.05~0.16mg/L),其浓度最高

值出现在东湖区域(D11),最低值出现在西湖区域

(D4)和莲花岛中部区域(D9),均处于地表水Ⅲ类。
综上,阳澄湖小流域不同采样点水质差异极大,但低

浓度值主要分布在西湖北部D4 和阳澄湖莲花岛中部

D9 点位,污染最重的区域集中在西湖中部D2 以及阳

澄湖莲花岛南部D10,东湖中部D11和东湖北部D1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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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这些 圆 形 缓 冲 区 内 乔 木 林 地 的 占 比 均 低 于

15%,特别是在半径为100m圆形缓冲区内,乔木林

地占比基本为零,而水田和湖泊的占比均高于22%,

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大量自然植被的消失,增加了水土

流失的程度,因此在部分地区会造成水体污染物的浓

度过高。

表2 阳澄湖小流域2019年各点位水质指标年均值与标准差分析结果

点位
Chla CODCr DO TP TN

浓度/(μg·L-1) 浓度/(mg·L-1) 浓度/(mg·L-1) 浓度/(mg·L-1) 浓度/(mg·L-1)

D1 20.54±9.31 21.15±6.03 5.00±2.65 0.12±0.06 1.36±0.47
D2 19.65±8.59 21.78±6.02 4.83±2.54 0.14±0.06 1.38±0.49
D3 19.65±10.94 20.15±5.54 5.68±2.81 0.10±0.06 1.30±0.56
D4 17.64±9.91 16.01±5.36 6.00±2.73 0.05±0.02 0.97±0.41
D5 18.04±8.97 20.10±4.53 5.65±2.86 0.11±0.07 1.24±0.45
D6 19.40±9.21 20.89±4.44 5.08±2.57 0.08±0.03 1.32±0.42
D7 19.21±9.18 21.66±4.62 5.23±2.61 0.10±0.06 1.29±0.44
D8 17.90±8.58 20.89±4.46 5.90±2.81 0.08±0.05 1.25±0.66
D9 16.71±10.17 15.88±5.27 6.08±2.88 0.05±0.03 0.99±0.45
D10 20.99±10.51 22.34±4.58 4.88±2.55 0.14±0.05 1.43±0.51
D11 21.28±9.63 23.16±4.83 4.75±2.56 0.16±0.05 1.41±0.47
D12 20.58±9.34 23.53±5.07 4.93±2.52 0.14±0.06 1.39±0.50

2.3 景观与水质关系分析

2.3.1 景观格局对水质影响的空间尺度性特征 通

过RDA分析检验阳澄湖小流域内水质对景观指数的

尺度依赖性,分析结果详见表3。由表3结果显示,不
同尺度圆形缓冲区内流域水质指标对景观指数响应

关系不同,这表明景观格局对水质影响具有空间尺度

性。总体而言,水质受景观格局指数影响的解释率随

半径宽度的增加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缓冲区为

100m半径时,景观格局指数对水质影响的总解释变

异为33.8%;半径为800m,总解释变异值提高至

68.2%,达到所有缓冲区的最大值;半径从800m增至

1200m时,总解释变异下降至65.8%,景观格局对水

质的影响能力相对减小。因此,在本研究阳澄湖小流

域内,半径宽度800m的缓冲区被确定为景观格局在

不同缓冲区尺度上对流域水质变化解释率最大的区

域,也是阳澄湖湿地小流域水质管理的最有效缓冲区。
该尺度缓冲区对阳澄湖湿地的影响最为直接,针对性

管理措施在此区域内实施最佳。在RDA分析中,景观

类型相对于景观指数贡献率较低,为满足分析结果成

立,p 小于0.05,根据象限选择法去除贡献率较低的景

观类型数据,剩余的主要景观变量为贡献率较高的景

观组成和景观结构变量,景观类型在研究区阳澄湖流

域中,其对水质的贡献率远低于景观指数,对水质参

数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忽略不计。由此可以看出在不

同空间尺度的圆形缓冲区内景观组成和景观结构变

量对水质的影响程度均大于景观类型面积比例。

2.3.2 景观组成和结构对水质变化的影响程度 为

分析不同尺度下水质指标产生空间分异的原因与受

景观变量影响的强度大小,并对比分析景观组成和结

构变量,筛选出主导影响因素进行RDA分析(表3)。
景观结构变量PDPAD在200,500和800m圆形缓冲

区是对阳澄湖小流域水质影响最大的景观变量,累计

解释率分别为25.5%,41.4%和44.1%;PDURB仅在半

径为1000m圆形缓冲区内对水质影响较大,解释率

为25.0%;在半径为100m 的圆形缓冲区范围内

SHDI对水质有显著影响,说明此尺度下景观类型斑

块分 布 越 复 杂,水 质 受 到 影 响 越 强。COHEAQU,

COHEFOR和COHEPAD分别在200,800和1000m缓冲

区内是对流域内水质变化影响最明显的变量,对水质

的解释率分别达到了34.3,24.3%%和25.3%。景观组

成变量仅PLANDFOR在1000m缓冲区尺度上对水

质产生影响,表明阳澄湖小流域水质对景观结构变量

的响应程度大于对景观组成变量的响应强度。分析

以上结果亦可得出,水质受到水田(PAD)影响最为突

出,其次为乔木林地(FOR),而城镇住宅用地作为阳

澄湖主要景观类型,其对阳澄湖的影响较小,究其原

因是对城建区实施了雨污分流、截流沟等措施;在半

径为200,800和1000m圆形缓冲区内均有针对乔

木林地(FOR)的景观指数;而养殖塘(AQU)的影响

作用仅在200m 的缓冲区内存在,其解释率较高

(CHOEAQU=34.3),这反映了养殖塘在较小尺度(半
径小于200m)的缓冲区内对水质影响最显著,这与

阳澄湖的养殖业对周边水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可

能是由于养殖塘周边水流速度较慢,其影响仅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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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范围内(200m)。近年来,阳澄湖“退塘还湖”
的生态保护工作持续进行,未来水质将随之改善。与

此同时乔木林地在尺度相对较大的缓冲区内(半径大

于800m)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因子,表明乔木林地对

水质有一定净化作用。此外景观格局在类型水平上

对阳澄湖流域水质的影响程度更明显,在景观水平上

仅SHDI在半径为100m的圆形缓冲区上对水质存

在一定影响,解释率为31.2%。

表3 不同尺度缓冲区上主要景观格局指数及其对水质解释贡献率

缓冲区宽度/
m

主要景观
变量

累积解释率/
%

排序轴 特征值
水质与景观相关
关系累积/%

总解释变异/
%

1 0.3539 35.39

100
SHDI
LPIPAD

31.2
29.6

2 0.0059 35.98
33.8

3 0.5831 94.29
4 0.0308 97.36
1 0.3245 32.45

200

COHEAQU
PDPAD
LPIFOR

34.3
25.5
11.4

2 0.0107 36.26
36.0

3 0.0030 33.81
4 0.6170 95.51
1 0.5627 56.27

500
PDPAD
LPILAK

41.4
19.5

2 0.0009 56.36
56.4

3 0.3749 93.85
4 0.0341 97.26
1 0.6798 67.98

800
PDPAD
COHEFOR

44.1
24.3

2 0.0024 68.22
68.2

3 0.2640 94.62
4 0.0350 98.12
1 0.7459 74.59

1000

PLANDFOR
COHEPAD
PDURB

25.3
25.3
25.0

2 0.0061 75.21
66.4

3 0.0035 75.56
4 0.1917 94.72

PDPAD 1 0.8151 81.51

1200
PDURB

22.2
25.7
18.9
15.8

2 0.0073 82.24
65.8

PDLAK 3 0.0036 82.60
LPIFOR 4 0.0003 82.64

2.3.3 不同缓冲区景观格局对水质季节变化的影响

 不同缓冲区内景观格局指数与水质季节性变化的

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100m缓冲区内,有且仅有景

观水平上的SHDI与水质指标CODCr在湿季和干季

呈显著正相关,与TN在湿季呈显著负相关。200m
缓冲区内,PDURB与水质指标Chla和TP在湿季呈显

著正相关,LPILAK也与湿季的 Chla呈显著正相关。

500m 缓冲区内,PDPAD与水质指标 Chla,CODCr,

TP,TN在湿季和干季均呈显著正相关,与DO均呈

显著负相关,PDURB与CODCr在干季表现为显著正相

关。800m缓冲区内,PDPAD与水质指标Chla,CODCr
和TP在湿季和干季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相反与

DO在两个季节均呈显著负相关,LPIFOR与水质参数

Chla和TN在湿季呈显著负相关,PLANDFOR在两个

季节与Chla和CODCr均呈显著负相关,而与DO在

湿季呈显著正相关。1000m缓冲区内,PDPAD与DO

在干季呈显著负相关,LPIFOR在湿季与Chla,TN呈

显著负相关,PLANDFOR与Chla在湿季和干季均变现

为显著负相关。1200m 缓冲区内,PLANDFOR与

Chla在湿季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总体上湿季水质

参数与景观格局指数的相关性大于干季,湿季与干季

水质参数与景观指数相关性程度在800m 最高,尤

PDPAD,LPIFOR,PLANDFOR较为以明显。

2.3.4 不同缓冲区宽度景观格局对水质变化的影响

 各景观格局指数对水质参数(CODCr,TP,BOD5,

Chla,TN,NO-
3-N,NH+

4-N)的影响程度随圆形缓冲

区半径宽度大小的不同而不同(图2)。在半径为

200,1000和1200m缓冲区范围内,PDPAD和PDURB
分别与水质参数基本呈显著正相关,与 DO呈负相

关,说明水田和城镇住宅用地的斑块密度越小,其水

质参数越低,水质状况越好。COHEFOR在800m 尺

度上与水质参数(除DO外)呈负相关,表明乔木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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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斑块结合度与水质恶化呈负相关。LPIPAD在半径

为100m 缓冲区内与水质参数(CODCr,TN,TP,

BOD5,Chla,NO-
3-N,NH+

4-N)呈正相关,与 DO 呈

显著负相关。在半径宽度为1000m的缓冲区范围

内,PLANDFOR和COHEPAD与水质参数(除DO外)呈

负相关,表明其面积比例和斑块结合度越大,对水质

的净化作用更明显。在半径为1200m 缓冲区内,

LPIFOR与水质参数Chla,TN,TP,CODCr呈负相关,与

DO呈正相关。景观水平上的SHDI指数在100m
尺度上与水质参数呈负相关。

图2 景观格局指数与水质参数的RDA分析结果

3 讨论与结论

3.1 景观格局对水质效应的最有效空间尺度识别

景观格局对水质影响最大的缓冲区尺度存在一

定争议,Tran等[16]在纽约哈德逊河流域的研究中发

现,在200m缓冲区范围内景观格局对水质解释能力

最强。李艳利等[8]通过针对浑太河的研究,发现景观

格局在300m缓冲区与水质相关程度最高。Sun等[17]

研究表明每条河流均有其水质变化与景观格局最相关

的尺度。在本研究区阳澄湖小流域内,不同景观指数

对阳澄湖水质的总解释变异值在33.8%~68.2%,其中

800m尺度的缓冲区景观格局指数对水质变化总解

释值最大,即影响最大。由此可知景观格局与水质最

相关的空间尺度为800m半径的缓冲区,该尺度的缓

冲区内水田和乔木林地对水质影响占据了绝大部分。
对最相关空间尺度和景观类型的分析,为阳澄湖湿地

水质提升,以及对景观格局和类型的合理规划提供了

科学依据。一些没有被纳入分析的景观变量也可能

对水质空间分异产生影响,另外一些因素如区域气侯

气象、入湖的水量流速以及湖泊的形状大小等因素也

可能影响水质空间分异规律。Jacob等[18]研究发现

湖泊水质与其流量流速相关性更大,与湖泊形状特征

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Huang等[19]对九龙江流域的

研究发现景观特征与水质的关系在丰水年比枯水年

更显著。相关影响过程和机制比较复杂,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

3.2 景观组成和结构对水质影响程度的重要性分析

景观类型组成和景观结构作为影响水质的重要

因素,其变化的多样性造成了吸收和降解水体污染物

过程的差异[20]。Clément等[9]发现在较大的流域尺

度中,景观组成变量与水质的相关关系比景观结构变

量更明显。Xiao等[21]发现在太湖流域中,水质对景

观结构变量的响应程度大于其对景观组成变量,而

Bian等[22]发现在河南伊河流域中景观组成变量对水

质的影响程度大于景观结构变量。景观组成变量仅

有斑块面积比PLANDFOR在半径为1000m的圆形

111第2期       朱颖等:景观格局对阳澄湖湿地小流域水质变化影响的空间尺度效应



缓冲区内对流域水质的解释率较高,景观结构变量斑

块密 度(PD)、最 大 斑 块 面 积(LPI)、斑 块 结 合 度

(COHESION)等对水质的影响程度大于景观组成变

量;同时在阳澄湖小流域不同空间尺度的圆形缓冲区

内景观组成和景观结构变量对水质的影响程度均大

于景观类型面积比例。

3.3 不同空间尺度景观变量与水质指标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湖泊、水田和乔木林地景观结构

的变化是影响阳澄湖湿地水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以往的研究发现,区域内农用地与水质之间存在显著

的相关性,因此得出结论,农用地是区域内水质非点

源污染的重要来源,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都会引起水

环境污染[23]。本研究区域阳澄湖农业用地(水田)占
比较高,其景观格局指数与水环境质量指标有明显相

关关系。城市用地一般对周边的水质退化起着重要

作用[24],本研究区水质采样点在1000m缓冲区内,
城镇住宅用地的景观斑块密度(PD)对水质产生了较

大影响,表明阳澄湖湿地内城镇住宅用地会造成水质

恶化,水环境质量可能受生活污染源、工业污染源的

共同影响。
一般而言,乔木林地和湖泊被视为具有截污功能

的“汇”景观,对于水质受面源污染负面影响的减少具

有重要作用[25]。在世界各地不同流域的案例研究中

发现,林地在较大的空间尺度上与水质的相关性更为

显著[26]。本研究区内LPIFOR,COHEFOR和PLANDFOR
对水质净化产生积极作用,在半径为200,500和1000m
缓冲区内乔木林地的最大斑块指数(LPI)、斑块结合

度(COHESION)、斑块面积比(PLAND)是导致流域

水质恶化的主要景观格局指数:乔木林地自然连通度

越高,且斑块面积和斑块密度越大,其对水污染物的

修复能力和截留能力越强。究其原因主要是乔木林

地冠层下的土壤层具有节水作用,对土壤水分的保留

和对水体中污染物的滞留,以及对地表径流具有良好

的净化功能[27]。因此,阳澄湖小流域内连通性高且

面积分布广的乔木林地对流域水体污染物具有较强

的抑制作用。综上所述,为防止阳澄湖水污染加剧,
半径为800m缓冲区范围内的流域水质应被着重保

护和改善;同时,增加水体附近乔木林地的面积覆盖

率,以达到最好的拦截污染物进入湖体的效果。

3.4 结 论

(1)阳澄湖小流域内800m尺度的缓冲区景观

格局指数对水质变化总解释值最大,该尺度的缓冲区

内水田和乔木林地对水质影响占据了绝大部分。养

殖塘在半径为200m的圆形缓冲区内对水质影响较

大;水田、乔木林地和湖泊在空间尺度较大的缓冲区

(半径大于500m)是影响流域水质的主要景观类型。
(2)各尺度缓冲区内景观结构变量对水质的解

释能力均比景观组成变量显著,景观组成变量仅有在

1000m缓冲区内PLANDFOR对水质的解释率较高,
为25.3%。同时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圆形缓冲区内景

观组成和景观结构变量对水质的影响程度均大于景

观类型面积比例。
(3)湿季水质参数与景观格局指数的相关性大

于干季,湿季与干季水质参数与景观指数相关性程度

在800m最高,尤以PDPAD,LPIFOR,PLANDFOR较为

明显。景观格局指数在类型水平上对水质的影响比

景观水平上显著,景观水平上仅有SHDI在100m缓

冲区对水质变化的解释率为31.2%。
(4)受施肥、农药等因素影响,水田分布越集中

对水质退化影响越严重;养殖塘分布和面积的增加对

水体污染物浓度上升有一定的贡献,表明阳澄湖靠近

水源的渔业活动对水质的恶化起关键作用;乔木林地

斑块越多越密集,连通性越高,其拦截污染物、净化水

质的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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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8年皖南山区土壤侵蚀时空变化
管礼松,郭伟玲,李 鑫,蒋婷婷

(安徽理工大学 空间信息与测绘工程学院,安徽 淮南232001)

摘 要:[目的]精确评估皖南山区土壤侵蚀量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为区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供科

学依据。[方法]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利用研究区日降雨数据,30m分辨率DEM,土壤数据和土地利用

等数据,采用中国土壤流失方程(CSLE)估算皖南山区土壤侵蚀模数,并分析2000,2010和2018年近20a
研究区土壤侵蚀时空变化特征。[结果]2000—2010年土壤侵蚀模数增加了963.96t/(km2·a),土壤侵蚀

强度面积向高强度等级转移;2010—2018年土壤侵蚀模数减少了781.22t/(km2·a),土壤侵蚀强度面积

由高向低转移,总体上土壤侵蚀变化呈先增后减的趋势。皖南山区3期土壤侵蚀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

池州市和铜陵市东南侧以及黄山市周边区域是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域。研究区内耕地以微度和轻度侵蚀

为主,林地以中度及以下侵蚀为主,2010—2018年耕地和林地中度及以上侵蚀面积减小,水土保持措施成

效显著。[结论]近年来皖南山区土壤侵蚀强度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总体上以轻度侵蚀为主,后续的水

土流失治理仍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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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ChangesofSoilErosioninMountainousAreaof
SouthernAnhuiProvincefrom2000to2018
GuanLisong,GuoWeiling,LiXin,JiangTingting
(SchoolofSpatialInformationandSurveyingEngineering,

Anhu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Huainan,Anhui232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SoilerosioninmountainousareasinSouthernAnhuiProvincewasaccuratelyassessed
anditstemporalandspatialcharacteristicswasanalyzedinordertoprovideabasisforcomprehensive
managementofregionalsoilerosion.[Methods]WiththesupportofGIStechnology,thedailyrainfalldata,

30mresolutionDEM,soildataandlandusedatawereusedtoestimatethesoilerosionmodulusinthe
mountainousareaofSouthernAnhuiProvince.TheChinesesoillossequation(CSLE)wasemployed,the
temporalandspatialchangesofsoilerosioninthestudyareain2000,2010and2018wereanalyzed.
[Results]From2000to2010,thesoilerosionmodulusincreasedby963.96t/(km2·a),andtheareaofsoil
erosionintensityshiftedtohighintensitylevel.Incontrast,from2010to2018,thesoilerosionmodulus
decreasedby781.22t/(km2·a),theareaofsoilerosionintensityshiftedfromhightolow,andtheoverall
soilerosionchangeshowedatrendoffirstincreaseandthendecrease.Thespatialdistributionpatternofsoil
erosioninthethreeperiodsofthemountainousareainSouthernAnhuiProvincewasbasicallythesame.The
southeastsideofChizhouCity,TonglingCity,andthesurroundingareasofHuangshanCitywerekeyareas
forsoilerosionpreventionandcontrol.Inthestudyarea,thecultivatedlandwasmainlyerodedslightlyand
lightly,whiletheforestlandwasmainlyerodedatmoderateorlowerlevels.Theareaofcultivatedlandand



woodlanderodedatmoderateandhigherlevelhaddecreasedin2010—2018,andtheeffectsofsoilandwater
conservationmeasureswereremarkable.[Conclusion]Inrecentyears,theintensityofsoilerosioninthe
mountainousareaofSouthernAnhuiProvinceincreasedfirstandthendecreased.Generallyspeaking,mild
erosionisthemainerosiontype,andthesubsequentsoilerosioncontrolstillneedstobestrengthened.
Keywords:Chinesesoillossequation(CSLE);soilerosion;temporalandspatialchanges;mountainousareain

SouthernAnhuiProvince

  土壤侵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影响了人类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面临最普遍的灾害,已
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我国是全球水土流

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8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2.74×106km2,其中水力侵蚀面积为1.15×106km2,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42.05%[2]。定期开展区域土壤

侵蚀状况调查,是对水土流失治理成效的客观反映。
我国对于区域土壤侵蚀评价一度时期是根据水利部

颁布的《土壤侵蚀分级分类标准(SL190-2007)》[3],
该方法简单实用,可操作性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
不能直接反映气候、土壤的影响,不能全面反映水土

保持措施的影响[4]。2000年,刘宝元等参考美国

通用土 壤 流 失 方 程(universalsoillossequation,

USLE)[5]和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eviseduniver-
salsoillossequation,RUSLE)[6]的有关思想,提出

了更符合我国土壤侵蚀实际情况的中国土壤流失方

程(Chinesesoillossequation,CSLE)[7]模型。考虑

到我国与国外地形差异较大,该模型对陡坡地形因子

进行了改进,并且将植被管理因子与水土保持措施因

子划分为生物措施因子、工程措施因子和耕作措施因

子,更能真实反映我国的土壤侵蚀过程。USLE和

RUSLE已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土壤侵蚀评价,如程先

富等[8]利用USLE模型对安徽省土壤侵蚀空间分布

进行了定量分析以及探讨环境因子的关系;赵明松

等[9]基于GIS和RUSLE定量分析了安徽省土壤侵

蚀及 养 分 流 失 的 空 间 分 布 特 征;张 乃 夫 等[10]以

USLE为理论依据,探讨降雨、土壤以及地形等因子

对新安江流域土壤侵蚀的影响。在安徽省境内基于

CSLE模型的土壤侵蚀研究报道较少。为此,本文尝试

采用CSLE模型对土壤侵蚀进行定量评价[11-13],以安

徽省皖南山区为研究区,估算研究区2000,2010,2018
年土壤侵蚀状况,分析2000—2018年皖南山区土壤侵

蚀的时空变化特征,以期为皖南山区土壤侵蚀综合治

理以及生态环境恢复提供决策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皖南山区位于安徽省南部,介于东经116°31'—

119°45'与北纬29°31'—31°之间,北边与沿江平原相

连,东南与江苏、浙江交界,总面积达3.64×104km2。
地貌以丘陵为主,低山为次,地形起伏变化剧烈且

复杂,地表切割破碎,平均坡度为13°,最高海拔为

1816m。该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降雨量充沛,年
降雨量达1100~2500mm,但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匀,

60%集中在5—8月间,年平均气温为15.5~16℃。土

壤类型有基带土壤的红壤、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山
地酸性棕壤和山地灌丛草甸土,土层较薄,由于丘陵

山区地形起伏大,加上水蚀较严重,粗骨土分布广

泛[14]。植被覆盖率达60%以上,以马尾松林、毛竹林

为主。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由刘宝元提出的中国土壤流失方程

(CSLE),该模型适用于全国各地范围,在全国水利普

查和水土流失动态监测项目中得到应用[15-16]。模型

公式为:

A=R·K·LS·B·E·T (1)
式中:A 表示年单位面积的土壤侵蚀量(t/hm2·a),

1t/(hm2·a)=100t/(km2·a);R 表示降雨侵蚀

力因子(MJ·mm)/(h·hm2·a);K 表示土壤可蚀

性因子〔(t·hm2·h)/(hm2·MJ·mm)〕;L 表示

坡长因子;S 表示坡度因子;B 表示生物措施因子;

E 表示工程措施因子;T 表示耕作措施因子;L,S,
B,E,T 因子均为无量纲。

1.3 数据及数据源

研究区使用的主要数据包括:安徽省79个气象

站点,2000,2010和2018年大于等于12mm日降雨

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土壤数据为南京土壤

所提供的1∶100万土壤数据。数字高程模型SRTM
30m分辨率高程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土

地利用类型数据为30m分辨率,包括2000,2010和

2018年3期数据。根据DEM分辨率大小,将上述因

子重采样成30m,据公式(1)运算分析得到土壤侵蚀

栅格图层为30m分辨率。

1.4 CSLE模型各因子算法

1.4.1 降雨侵蚀力因子R 降雨侵蚀力因子的计算

采用殷水清等[17]的基于日降雨量冷暖季估算模型

(公式2)。利用安徽省79个气象站点日降雨数据

(2000,2010和2018年),选取日降雨量≥12m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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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性降雨数据[18],通过克里金空间插值法生成安徽

省年降雨侵蚀力图层,空间分辨率为30m。并使用皖

南山区的矢量图进行裁剪,得到研究区2000年、2010
年和2018年的年降雨侵蚀力的栅格图层(图1)。

Rd=α·P1.7265
d (2)

式中:Rd 为日降雨侵蚀力〔(MJ·mm)/(h·hm2)〕;

Pd 为侵蚀性日降雨量(mm)(日雨量≥12mm),若

没有侵蚀性降雨,则令Pd=0;暖季(5—9月);α 为

0.3937,冷季(10—4月)α为0.3101。每月分为上下

半月,1a共24个半月。将日降雨侵蚀力累加到半月

降雨侵蚀力,半月累加到年降雨侵蚀力。3期降雨侵

蚀力整体分布自西南至东北呈对角线逐渐降低,2010
年皖南山区降雨侵蚀力局部高达9754.74(MJ·mm)/
(h·hm2),是造成山区水土流失的驱动因素。

图1 皖南山区2000,2010和2018年降雨侵蚀力分布

1.4.2 土壤可蚀性 K 以1∶100万世界土壤数据

库(HWSD)为基础数据,采用Sharpley等[19]在EPIC

模型中的K 值计算方法(公式3),获取研究区土壤可

蚀性K 值分布图(图2)。K 值计算公式为:

    K= 0.2+0.3exp -0.0256SAN 1-
SIL

100
æ

è
ç

ö

ø
÷{ }× SIL

CLA+SIL

æ

è
ç

ö

ø
÷

0.3

×

1.0-
0.25C

C+exp(3.72-2.95C)
× 1.0-

0.7SN1
SN1+exp(-5.51+22.9SN1)

(3)

式中:SAN为砂粒含量(%);SIL为粉粒含量(%);

CLA为黏粒含量(%);C 为有机质含量(%);其中

SN1=1-SAN/100。K 值为美制单位,换算成国际

通用公制单位〔t·hm2·h/(hm2·MJ·mm)〕,关系

为:公制单位=0.1317×美制单位。皖南山区东北

区域主要分布有水稻土,土壤可蚀性虽然高,但是由

于地形条件等原因,水土流失较轻微。

图2 皖南山区土壤可蚀性因子分布

1.4.3 地形因子LS 地形因子指的是坡度因子(S)
和坡长因子(L)。坡度因子采用 McCool等[20]缓坡

公式和Liu等[21]陡坡公式来计算(公式4);对于坡长

因子的计算采用 Wischmeier和Smith等[5]提出的经

验公式:

S=
10.8sinθ+0.03 (θ<5°)

16.8sinθ-0.5   (5°≤θ<10°)

21.9sinθ-0.96 (θ≥10°)

ì

î

í

ïï

ïï

L=(λ/22.13)m

m=

0.2 (θ≤1°)

0.3  (1°<θ≤3°)

0.4  (3°<θ≤5°)

0.5 (θ>5°)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4)

式中:θ为坡度(°);λ 为坡长(m);m 为可变的坡长

指数。
基于研究区30m分辨率DEM,采用张宏鸣开

发的LS-Tool工具计算LS 因子值[22-24],得到研究区

的LS 因子分布图(图3)。其中,截断因子设置为0.5
和0.7,与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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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皖南山区LS因子分布

1.4.4 生物措施因子B 生物措施因子指有植被覆

盖条件下的土地土壤流失量与同等条件下清耕休闲

地的土壤流失量之比,一般介于0~1之间。CSLE
将USLE/RUSLE中的植被管理因子C 和水土保持

措施因子P 划分为生物措施因子B、工程措施因子

E 和耕作措施因子T。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8],赋予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B 值(表1)。根据B 值,再结

合土地利用图生成生物措施因子图(图4)。从图4
可以看出,3期生物措施因子空间分布格局基本相

同,但在2018年皖南东北地区的生物措施因子B 值

低于2000年和2010年,这说明植被在增多,能够有

效抑制土壤侵蚀发生。

表1 皖南山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物措施因子

土地利用类型 水田 旱地 林地 疏林地 草地 水域 居民地 未利用地

B 0.18 0.31 0.006 0.017 0.06 0 0.2 0

图4 皖南山区2000,2010和2018年生物措施因子分布

1.4.5 工程措施因子E 工程措施因子是指采取一

定工程措施的土地土壤侵蚀量与同等条件下清耕休

闲地的土壤侵蚀量之比。由于关于安徽省皖南山区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因子研究的报道还很少见,需要进

一步去研究。因此,本研究工程措施因子默认赋值

为1。

1.4.6 耕作措施因子T 耕作措施因子是指采取某

种耕作措施的土壤流失量与同等条件下没有采取任

何耕作措施土壤流失量之比。根据当地人耕作习惯

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8],对不同土地类型进行赋值,
水田和旱地赋0.15和0.35,林地、草地和疏林地赋1,
水域、居民地和未利用地赋0,得到皖南山区水土保

持措施耕作措施因子图(图5)。从图5看出,皖南山

区2018年水土保持措施T 值比2000年和2010年

小,减小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以及长江周边地区,

说明这些地区的水土保持措施有明显的成效。

2 结果与分析

将研究区各因子值的栅格图层通过 ArcGIS地

图代数计算,得到研究区2000—2018年土壤侵蚀等

级分布图(图6)。

2.1 皖南山区土壤侵蚀时间变化特征

根据国家水利部发布的《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将土壤侵蚀程度划分为微度侵蚀

0~500t/(km2·a),轻度侵蚀500~2500t/(km2·a),
中度侵蚀2500~5000t/(km2·a),强烈侵蚀5000
~8000t/(km2·a),极强烈侵蚀8000~15000
t/(km2·a),剧烈侵蚀>15000t/(km2·a),得到皖

南山区2000,2010和2018年土壤侵蚀统计量结果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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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皖南山区2000,2010和2018年耕地措施因子分布

图6 皖南山区2000,2010和2018年土壤侵蚀等级分布

表2 皖南山区2000,2010和2018年土壤侵蚀模数和各侵蚀强度侵蚀面积

年份
不同侵蚀强度侵蚀面积/km2

微度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侵蚀模数/
(t·km-2·a-1)

2000 16977.71 14442.93 2061.83 670.12 956.57 967.39 1554.35

2010 13680.72 14155.05 4509.73 1069.75 860.56 1750.81 2518.31

2018 16098.67 14529.33 2670.45 736.73 945.87 1095.35 1737.09

  皖南山区2000,2010和2018年的年均土壤侵蚀模

数分别为1554.35,2518.31,1737.09t/(km2·a),
侵蚀强度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土壤侵蚀状况

从2000—2018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

2010年,土壤侵蚀状况恶化,年均土壤侵蚀模数增加

了963.96t/(km2·a);第二阶段2010—2018年,年
均土壤侵蚀模数减少了781.22t/(km2·a),土壤侵

蚀程 度 减 弱。2000年 皖 南 山 区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达

19098.84km2,占山区总面积的52.94%,其中轻度

土壤侵蚀面积为14442.93km2,中度土壤侵蚀面积

为2061.83km2,强烈及以上的土壤侵蚀面积为

2594.08km2。2010年土壤侵蚀状况加剧,水土流失

面积达22345.90km2,占总面积的62.03%,比2000年

增长了17.01%,轻度土壤侵蚀面积为14155.05km2,

中度侵蚀面积为4509.73km2,强烈及以上土壤侵蚀

面积为3681.12km2。2000—2010年土壤侵蚀的

变化,主要与2010年的强降雨有关,导致水土流失

面积的 增 加。截 止 到 2018 年,水 土 流 失 面 积 为

19977.74km2,占总面积的55.38%,水土流失面积

相比2010年虽有所减少,但仍然要比2000年多。将

≥12mm的降雨量作为侵蚀性降雨,统计得到皖南

山区2000年、2010年和2018年年平均降雨量以及年

降雨侵蚀力(图7)。年降雨侵蚀力和年均降雨量明

显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与土壤侵蚀变化一

致。2010年年均降雨量为1367.65mm,比2000年

增长了46.85%,但在2018年减少了21.4%。2000—

2018年皖南山区降雨侵蚀力最高分布在西南地区,
整体上呈从西南到东北逐渐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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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皖南山区2000-2018年年降雨侵蚀力和年降雨量

2.2 皖南山区土壤侵蚀空间变化特征

从土壤侵蚀等级分布图来看,皖南山区2000年、

2010年和2018年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2000年

和2010年土壤侵蚀分布与程先富等[8]和赵明松等[9]

研究结果相比,土壤侵蚀空间分布格局也基本一致。

2000—2010年土壤侵蚀加剧,与赵明松等结论具有

一致性。皖南山区地表切割破碎,地形起伏大,土壤

侵蚀量也大。侵蚀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多山地区,微
度侵蚀主要分布在东北区域和黄山市低山丘陵区以

及长江周边区域,轻度侵蚀均匀分布在整个皖南地

区,中度至极强烈侵蚀主要分布在西南侧多山地区,
剧烈侵蚀发生在池州、铜陵东南侧和黄山市周边地

区,是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域。
统计不同侵蚀强度面积转移矩阵,得到2000—

2018年土壤侵蚀强度转移矩阵(表3—4)。2000年

向2010年土壤侵蚀强度转移中,微度至极强烈土壤

侵蚀强度转移变化明显,其中微度侵蚀向轻度侵蚀转

移20.39%,轻度侵蚀向中度侵蚀转移24.23%,中度

侵蚀向强烈侵蚀转移45.90%,强烈侵蚀转移不明显,
而极强烈侵蚀向剧烈侵蚀转移达到79.47%,表现为

低强度等级往高强度等级转移。2010年向2018年

土壤侵蚀强度转移中,轻度至剧烈侵蚀向低强度等级

转移变化较明显,轻度侵蚀向微度侵蚀转移17.99%,
中度侵蚀向轻度侵蚀转移60.34%,强烈侵蚀向中度

侵蚀 转 移74.37%,极 强 烈 侵 蚀 向 强 烈 侵 蚀 转 移

54.36%,剧烈侵蚀向极强烈侵蚀转移36.00%,总体表

现为高强度等级往低强度等级转移。从不同侵蚀强度

面积转移矩阵来看,2000—2018年先由低强度等级向

高强度等级转移,再由高强度等级转向为低强度等级。

表3 皖南山区2000-2010年土壤侵蚀强度转移矩阵 km2

年 份
2010年

微 度 轻 度 中 度 强 烈 极强烈 剧 烈
总 计

2000年

微 度 13366.24 3433.64 31.91 5.16 1.76 0.45 16839.16
轻 度 239.41 10575.83 3479.53 41.96 13.39 8.05 14358.17
中 度 12.71 36.72 948.18 940.59 103.89 7.33 2049.41
强 烈 2.33 8.65 9.87 67.37 555.13 22.41 665.75
极强烈 1.04 5.13 4.69 5.56 178.42 754.24 949.08
剧 烈 0.22 3.03 4.99 2.02 2.61 947.28 960.14
总 计 13621.94 14063.00 4479.16 1062.66 855.20 1739.75

表4 皖南山区2010-2018年土壤侵蚀强度转移矩阵 km2

年 份
2018年

微 度 轻 度 中 度 强 烈 极强烈 剧 烈
总 计

2010年

微 度 13371.09 244.52 9.04 1.05 0.35 0.07 13626.11
轻 度 2531.01 11454.98 69.48 8.04 3.94 1.18 14068.64
中 度 48.72 2703.92 1704.10 18.22 3.91 2.61 4481.48
强 烈 9.23 30.92 790.79 220.41 10.45 1.51 1063.31
极强烈 5.84 10.90 73.34 465.16 293.80 6.63 855.67
剧 烈 7.05 5.82 6.21 19.49 626.77 1075.82 1741.16
总 计 15972.94 14451.06 2652.96 732.38 939.21 1087.83

2.3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侵蚀分布特征

将皖南山区2000—2018年的土壤侵蚀图和土地

利用图分别叠加分析,得到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和土壤侵蚀强度之间的关系(表5)。从土壤侵蚀

强度等级来看总体分为两个阶段:从2000—2010年,

耕地和林地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分别增长了

543.66和2779.98km2;草地总体呈减少趋势,剧烈

侵蚀以下面积减少了730.23km2,但剧烈侵蚀面积

从880.70km2增至1596.09km2。从2010—2018
年,耕地和林地中度及以上侵蚀面积分别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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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和2146.52km2,草地剧烈以下侵蚀面积增长

了580.51km2,剧烈侵蚀面积从1596.09km2 减少

至998.96km2。
由此可知,耕地以微度和轻度侵蚀为主,林地以

中度及以下侵蚀为主,草地各种土壤侵蚀类型都有,

水域、居民地和未利用地主要以微度侵蚀为主,且

2000—2018年,水域侵蚀面积变化幅度较小,居民地

和未利用地侵蚀面积逐渐增长,分别从2000年的

817.1km2 增长到2018年的1630.81km2 和从2000
年的2.09km2 增至2018年的5.87km2。

表5 皖南山区2000-2018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侵蚀强度面积 km2

土地类型 年 份 微 度 轻 度 中 度 强 烈 极强烈 剧 烈

2000 8137.69 2369.66 540.46 204.35 113.86 82.89
耕 地 2010 6407.49 3191.01 759.72 333.81 242.10 149.59

2018 7268.12 2392.11 585.84 242.86 139.30 95.72

2000 6456.13 11458.00 1182.31 81.14 12.84 3.78
林 地 2010 4615.48 10544.56 3470.10 499.74 85.08 5.13

2018 5614.48 11565.93 1759.16 138.91 14.79 0.67

2000 206.91 613.17 338.84 384.53 829.81 880.70
草 地 2010 174.05 419.48 279.91 236.20 533.39 1596.09

2018 180.05 571.29 325.45 354.97 791.78 998.96

2000 1357.58 0.95 0.14 0.06 0.03 0.01
水 域 2010 1353.13 0.00 0.00 0.00 0.00 0.00

2018 1399.34 0.00 0.00 0.00 0.00 0.00

2000 817.10 1.11 0.08 0.03 0.02 0.00
居民地 2010 1128.46 0.00 0.00 0.00 0.00 0.00

2018 1630.81 0.00 0.00 0.00 0.00 0.00

2000 2.09 0.00 0.00 0.00 0.00 0.00
未利用地 2010 2.1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8 5.87 0.00 0.00 0.00 0.00 0.00

3 讨论与结论

(1)皖南山区2000,2010和2018年均土壤侵蚀模

数分别为1554.35,2518.31,1737.09t/(km2·a),呈先

增后减的趋势。2000—2010年,年均土壤侵蚀模数

增加了963.96t/(km2·a);2010—2018年,年均土壤

侵蚀模数减少了781.22t/(km2·a),土壤侵蚀状况

得到好转。该土壤侵蚀变化趋势与皖南山区降雨量

有关,2000—2018年降雨量先增后减,且2010年降

雨量最高达1367.65mm。
(2)土壤侵蚀空间分布格局与前人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区。微度侵蚀分布在东北

地区和黄山市低山丘陵区以及长江周边地区,皖南地

区整体呈轻度侵蚀,中度和极强烈侵蚀主要分布在西

南山区,剧烈侵蚀分布在池州市和铜陵市东南以及黄

山市周边范围。
(3)2000—2010年皖南山区微度至极强烈向土

壤侵蚀高强度转移明显,其中极强烈侵蚀转移到剧烈

侵蚀高达79.47%,表现为土壤侵蚀强度向高等级转

移。2010—2018年轻度至剧烈表现为向低强度等级转

移,最明显为强烈侵蚀向中度侵蚀转移了74.37%,土

壤侵蚀强度向低等级转换。
(4)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以微度和

轻度侵蚀为主,林地以中度及以下侵蚀为主,且在

2010—2018年耕地和林地中度及以上侵蚀面积在明

显减小,说明在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本研究在评价过程中土壤可蚀性K 因子的计算

采用的是1∶100万土壤数据来计算,因子精度有待

进一步提高。另外,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探索

皖南山区施行的工程措施,以期为研究区的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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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通报》2021年选题报道计划

  为了进一步推动水土保持科学的发展,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在农业生产、水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和区

域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水土保持通报》2021年选题报道计划如下:①不同

侵蚀类型的影响因子、过程及机理等最新阶段性基础研究;②水土流失及生态环境演变动态监测、监督和预测

预报研究,水土保持新措施、新技术的研发及相关学科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研究;③滑坡、泥石流、石漠化、风
蚀沙化、盐碱化等水土流失灾害及极端气候条件下水土流失调查、预警及防治研究;④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措

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以及水土流失地区旱地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试验示

范研究;⑤植被恢复、退耕还林、国土绿化等重大生态工程的政策、措施,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生态环境演

变及其应对策略研究;⑥水利水保工程设计、布局、效益,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及灌区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⑦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综合治理理论,生态设计,管理政策等研究;⑧流域面源污染、水沙变化,水土保

持区划、规划和管理政策,以及水土保持法规执行效果研究;⑨水土保持等科技示范园建设及农村生态环境改

善试验示范研究,有关乡村振兴典型经验、创新机制与地域模式等研究;⑩国外水土流失动态变化及其治理措

施、管理经验介绍和研究,以及有关全球性重大决策问题、热点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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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山区乔木林碳密度变化特征
及其影响因素

张绘芳1,张景路1,侯晓巍2,高亚琪1,朱雅丽1,郑 哲1

(1.新疆林业科学院 现代林业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830000;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调查规划设计院,陕西 西安710048)

摘 要:[目的]分析山区乔木林的碳密度动态变化特征,为准确估算新疆山区森林碳储量及未来可持续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2001—2016年新疆天山山区乔木林每间隔5a进行1次的样地调查数

据,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该区域乔木林碳密度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自2001—2016年间,

新疆天山山区乔木林碳密度整体上表现为增长趋势,不同区域表现为:天山西部>天山东部>天山中部,

碳密度变化率表现为:天山中部>天山东部>天山西部;从林龄角度天山山区乔木林碳密度在天山中部和

东部地区均表现为随林龄增长先升后降趋势,近熟林最高,天山西部则表现为随林龄增加而增长的趋势,

碳密度变化率均表现为随着林龄增加而递减;从地形因子角度分析在不同坡度呈先升后降趋势,天山西部

和中部地区在斜坡碳密度最高,天山东部在缓坡碳密度最高,在不同海拔天山西部和中部地区碳密度随海

拔上升整体上呈先升后降趋势,天山东部则随海拔上升而递减,在不同坡向碳密度在南坡最低,其他坡向

无明显规律。[结论]自天保工程实施以来,天山山区乔木林碳密度持续增长,其中林龄对碳密度和碳密度

变化率影响显著,因此在森林管理方面应加强科学合理地进行幼林抚育和更新恢复,优化林龄结构,进一

步提高天山天然林资源的碳汇功能和固碳潜力,促进该区域森林资源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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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CharacteristicsandRelatedFactorsofCarbonDensityof
ArborForestinTianshanMountains

ZhangHuifang1,ZhangJinglu1,HouXiaowei2,GaoYaqi1,ZhuYali1,ZhengZhe1

(1.ModernForestryResearchInstituteofXinjiangAcademyofForestry,Urumqi,Xinjiang830000,China;

2.North-WesternForestInventoryandPlanningInstitute,StateForestryAdministration,Xi’an,Shaanxi710048,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dynamicchangecharacteristicsofcarbondensityofarborforestinTianshan
Mountainswereanalyz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accurateestimationofforestcarbonstorage
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hefuture.[Methods]BasedontheplotsofarborforestinTianshan
MountainsofXinjiangarea,thatwereinvestigatedeveryfiveyearsfrom2001to2016,thevariationand
relatedfactorsofcarbondensityofarborsinthisregionwereanalyzedstatistically.[Results]From2001to
2016,thecarbondensityofarborforestsintheTianshanMountainsofXinjiangareaincreasedwithdifferent
degrees:thecentralpartofTianshanMountains>thewestpartofTianshanMountains>theeastpartof
TianshanMountains,andthecarbondensitychangerateishigherinthecentralpartofTianshanMountains



thanintheeastpartofTianshanMountainsthaninthewestpartofTianshanMountains.Fromtheperspectiveof
forestage,thecarbondensityofarborforestsinthecentralandEasternTianshanMountainsshowedatrend
offirstrisingandthenfallingwithforestage,andthenearmatureforestshasthehighestcarbondensity.In
theWesternTianshanMountains,thecarbondensityrateshowedanincreasingtrendwithforestage.With
terrainchanges,thecarbondensityincreasedfirstanddecreasedafterwardswithslopedegrees.Inthe
westernandCentralTianshanMountains,thecarbondensityisthehighestinthesteephill,andinEast
TianshanMountainthehighestcarbondensityisingentleslope.Withtheincreaseofelevation,thecarbon
densityincreasedfirstanddecreasedafterwardsinthewesternandcentralpartsanddecreasedintheEast
TianshanMountains.Withthechangeofslopeorientation,thecarbondensityinthesouthslopeisthe
lowest,andnoobviouspatterninothers.[Conclusion]SincetheimplementationofNaturalForest
ProtectionProject,thearborcarbondensityincreasedinTianshanMountains,andtheforestagehasthe
mostsignificanteffect.Therefore,inordertoimprovethecarbonsequestrationfunctionofnaturalforestin
TianshanMountainsandexplorethegreatercarbonpotential,weshouldstrengthentheregenerationof
youngforest,optimizethestructureofforestage,andpromote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
forestresources.
Keywords:TianshanMountains;arborforest;carbondensity;variationcharacteristics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其碳储量约

占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2/3[1-2],对维护全球碳平

衡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4]。碳密

度是衡量森林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重要指标[5],研究

其变化特征可以为准确估算森林碳储量及未来发展

趋势提供数据支撑,对减缓气候变化的碳管理有重要

意义。近些年不少学者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储量进

行了大量研究,李海奎[2]根据全国第七次森林资源连

续清查数据,运用回归模型估计法估算了全国森林植

被乔木林的碳储量;戴前石[3]、黄从德[4]、王璟睿[6]、
杨加猛[7]、昭日格[8]、王开德等[9]基于连清数据运用

生物量转换因子法分别研究了湖南、四川、广东、江
苏、内蒙古、福建等地森林碳储量变化,分析了不同林

龄、森林类型等的碳密度变化特征;范春楠[10]、关晋

宏[11]、王建[12]利用样地调查数据结合连清数据估算

了吉林、甘肃、青藏高原区域森林植被的碳储量、碳密

度及固碳速率的变化。现有关于碳储量研究大都集

中在林龄、起源和不同森林类型方面碳密度的变化,
但结合地形因子分析碳密度变化的研究较少,地形因

素影响区域的温度和湿度,了解不同海拔、坡度和坡

向条件下碳密度的变化特征对森林科学管理具有参

考价值;在碳储量变化方面大都采用固碳速率来反

映,但针对碳密度基数相差大的林地用这一指标反映

森林碳密度变化快慢可能导致分析结果不准确,因此

采用可以科学反映固碳变化快慢的参数对评定森林

固碳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天山天然林是该区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担负着调节气候、保护冰川和涵养水源的重要生

态功能,对维护区域生态平衡有极其重要的生态意

义[13]。有学者[13,16-26]对该区域森林空间分布、资源

动态变化、云杉生物量、含碳系数等方面进行研究,但
对新疆天山山区天然林资源的碳密度动态变化的研

究却鲜见报道,本文以新疆天山山区天然乔木林为研

究对象,以2001—2016年的森林连续清查的乔木林

样地调查为数据基础,运用该区域树种的生物量模型

和对应的含碳系数计算碳储量及相关指标,利用统计

学原理分析其碳密度随林龄、地形和时间的动态变化

特征,为该区域森林碳潜力的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同时为森林经营管理和应对气候变化评价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天山是亚洲山系之一,横贯新疆的中部,西端伸

入哈萨克斯坦,在我国境内东西长达约1300km,宽
度西端约250~300km,东端最窄处仅百余公里[27]。

天山山地气候冷暖分明,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降水

量自西到东,逐渐减少,天山北坡在400~600mm,
南坡在200~400mm,由于水热条件的差异也形成

了不同的森林植被类型的分布。新疆山区天然林是

全疆森林资源的重点,但其分布是不均匀的,其中天

山山区是天然乔木林资源的主要分布之一。天山山

区天然林垂直分布于海拔1500~2800m 的中山

带,且多分布在阴坡或半阴坡[27]。现有森林多呈片、
块状分布或与草地交错分布,树种单纯,针叶林占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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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重,主要树种多为主干挺直的西伯利亚落叶松

(Larixsibirica)、雪岭云杉(Piceaschrenkiana)。天

山山脉横贯新疆东西,气候条件差异明显,植被分布

也存在差异,山地森林乔木林主要分布在天山北坡,
在天山南坡也有零星分布,但面积和蓄积比重极小,
因此本文研究区域集中在天山北坡。根据自然地理

条件和森林分布情况,本文将天山北坡山区可划分为

天山西部、天山中部和天山东部3个区域[26]进行碳

储量研究,具体划分为天山西部区域包括伊犁州、博
乐市、精河县的山区国有林场,天山中部区域自乌苏

向东、沙湾县、玛纳斯县、呼图壁县、乌鲁木齐和昌吉

地区的山区林场,天山东部区域包括哈密、巴里坤、伊
吾县的山区林场。

1.2 数据收集

乔木林样地数据来源新疆2001—2016年森林资

源连续清查的4期调查数据,调查样地设置是在研究

区范围内以6km×4km网格交叉点进行设置,在从

中选出地类为乔木林的样地,其规格是0.08hm2,调
查因子包括样地号、地理坐标、样地类型、平均胸径、
郁闭度、平均年龄、龄组、海拔、坡度、坡向等;样地树

木进行每木检尺,运用专业工具测量树木的胸径和树

高并进行编号。①林龄划分依据森林资源2类调查

细则中龄级的划分原则对样地的平均林龄进行各龄

级划分。②地形因子按照海拔划分以每300m为1
级,共划分为7级:小于1200m,1200~1500m,

1500~1800m,1800~2100m,2100~2400m,

2400~2700m,2700~3000m;③坡向划分8个

方向:北坡(337.5°~22.5°)、东北坡(22.5°~67.5°)、
东坡(67.5°~112.5°)、东南坡(112.5°~157.5°)、南坡

(157.5°~202.5°)、西南坡(202.5°~247.5°)、西坡

(247.5°~292.5°)、西北坡(292.5°~337.5°);坡度

划分为6个等级:平坡(<5°)、缓坡(5°~15°)、斜坡

(15°~25°)、陡坡(25°~35°)、急坡(35°~45°)、险坡

(>45°)。
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

cma.cn/site/index.html)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收集

了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年降水量、太阳辐射等

数据。

1.3 数据处理与计算

(1)乔木林的碳密度。碳密度指单位面积的碳

储量,各树种的生物量模型采用张绘芳[19-20]、高亚琪

等[21]所构建的新疆天然林各树种一元生物量模型

(表1)计算样地中所有树木的生物量,乘以含碳系数

(朱雅丽[22-23]研究该区域各树种的含碳系数)得出碳

储量,然后除以样地面积计算出碳密度。其中针对分

布很少的冷杉其碳储量计算以云杉为参考。

表1 新疆山区乔木林各优势树种生物量模型

树种 落叶松 云杉 桦树 欧洲山杨

模 型
W 地上=0.0934D2.4097 W 地上=0.1661D2.2528 W 地上=0.1636D2.3023 W 地上=0.1089D2.3990

W 根=0.0544D2.1146 W 根=0.03654D2.3619 W 根=0.05054D2.1752 W 根=0.0656D2.1476

含碳系数 0.47 0.46 0.45 0.44

  注:W 代表生物量,D 代表胸径;全株生物量是地上生物量与根生物量之和。

  (2)乔木林的碳密度变化率。林地碳密度较高

和较低的林地在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上都增加或减

少相同碳储量所反映该林地的固碳潜力是不同的,
为了客观反映森林固碳潜力本文运用碳密度变化率

指标判定。
碳密度变化率是指某时间段植被单位面积碳储

量的变化量占原单位面积碳储量的百分比,变化率越

大表示碳密度变化的越快,反之亦然。计算公式为:

a=
C2-C1

C1
(1)

式中:a 表示碳密度变化率;C1,C2 表示两个不同时

期林分碳密度。
(3)运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碳密度和碳密度变

化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区2001-2016年碳密度动态变化

整体上天山山区乔木林碳密度在2001—2016年

呈增长趋势,平均碳密度从2001年的66.72t/hm2 增

长到2016年的74.68t/hm2,增长了7.96t/hm2,说
明自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以来天山山区森林碳

汇能力不断增强(图1),在不同调查期天山不同区域

乔木林平均碳密度呈:天山西部>天山东部>天山中

部,天山西部年降水量丰沛,前山带有明显的逆温层,
气候温暖湿润,土壤多为灰褐色森林土,厚度较厚,该
区域的云杉是新疆的精华。

由表2可以看出,乔木林碳密度变化率表现为:
天山中部>天山东部>天山西部,说明在乔木林碳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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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化快慢方面天山中部和东部增长较快,天山西部

则最慢。天山中部的碳密度变化率在2011—2016年

明显高于前两个调查间隔期,结合气象数据该区域在

2011—2016年年平均降水量280.37mm,是前两期的

2倍多,该区域乔木林以云杉为主,张艳静[31]研究表

明云杉生长与降水呈显著正相关,因此碳密度变化率

的变化可能是降水量变大所致。天山东部的碳密度

变化率在2006—2011年调查间隔期明显低于其他两

个调查间隔期,结合气象数据该调查间隔期的日平均

温度比其他调查期偏低4℃左右,天山东部乔木林以

落叶松为主,罗磊[30]研究表明气温对落叶松碳密度的

贡献远大于降水,因此该调查期碳密度变化率偏低可

能是由于温度降低所致。天山西部乔木林碳密度变

化率变化不明显。

图1 天山山区不同时期乔木林碳密度变化

表2 不同调查期间天山山区乔木林碳密度变化率 %

项 目 2001—2006年 2006—2011年 2011—2016年

天山西部 3.12 3.61 3.83
天山中部 6.68 7.20 11.46
天山东部 7.07 3.20 6.50

2.2 乔木林碳密度的影响因素

2.2.1 碳密度变化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由表3统

计分析可以看出,乔木林碳密度与林龄显著正相关、
与坡度呈显著负相关,与海拔、坡向相关性不显著;碳
密度变化率与林龄呈显著负相关,与海拔、坡度和坡

向地形因子相关性均不显著。说明林龄是影响天山

山区乔木林碳密度变化的关键因素。

表3 不同因子与乔木林碳密度相关性分析

项 目 分析方法 林龄 海拔 坡向 坡度

碳密度
Pearson相关性 0.283** -0.026 0 -0.323**

显著性(双侧) 0.000** 0.601 0.993  0.000**

碳密度
变化率

Pearson相关性 -0.325** -0.036 -0.018 0.048
显著性(双侧) 0.000** 0.470 0.719 0.330

  注:*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

(双侧)上显著相关。

2.2.2 不同因素乔木林碳密度变化分析

(1)不同林龄乔木林碳密度变化。根据调查数

据计算不同林龄天山3个区域的乔木林平均碳密度

及碳密度变化率(图2),天山西部山区乔木林在不同

林龄的平均碳密度呈随着林龄增长而增长的趋势,天
山中部和东部山区乔木林平均碳密度从幼龄林到近

熟林阶段随林龄增长而增长,在近熟林至过熟林阶段

呈先降后升趋势,碳密度在近熟林最高。天山山区3
个区域乔木林碳密度变化率均表现为随着林龄的增

加呈递减趋势,在幼龄林至近熟林递减幅度较大,近
熟林至过熟林递减平缓,这是由于林木在幼中龄林阶

段处于树木的快速生长期,碳储量的积累较迅速,到
近熟林后生长速度慢慢减缓;天山东部碳密度变化率

除幼龄林缺失外在中、近、成、过熟林阶段均表现为较

高,说明天山东部乔木林生长过程中碳密度增长较天

山西部和中部地区快,碳汇功能表现更强。

图2 不同林龄乔木林平均碳密度和碳密度变化率的变化

(2)不同地形因子乔木林碳密度的变化。由图3
所示,天山山区乔木林碳密度整体上在不同坡度呈先

升后降趋势,在缓坡、斜坡和陡坡上相对较高,急坡和

险坡急剧下降。天山西部表现为先升后降,在斜坡碳

密度最高;天山中部在平坡、缓坡、斜坡和陡坡上碳密

度变化比较平缓,急坡开始下降,险坡很低,只有1.54
t/hm2;天山东部从平坡至缓坡碳密度快速增长达最

高,在斜坡又明显降低,斜坡至急坡变化平缓,险坡又

急剧下降。由图4所示,天山山区乔木林碳密度随海

拔升高呈现不同趋势,天山西部碳密度随海拔升高呈

先升后降趋势,在2100~2400m出现峰值,该区域在

1500m以下主要分布杨树、野苹果、野山杏等阔叶林,
碳密度较小,云杉林主要分布在1500~2800m,长势

较好,但在1800~2100m碳密度偏低,主要原因是

该海拔段样地数据幼中龄林占比较高;天山中部乔木

林碳密度自1500m开始随海拔升高呈先升后降趋

势,在1800~2100m达峰值,碳密度变化差异不大;
天山东部乔木林碳密度自2100m开始随海拔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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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在2100~2700m降低幅度很小,到2700m
以上碳密度明显降低,3000m以上降至1.15t/hm2。
由图5所示,在不同坡向上,乔木林碳密度较高天山

西部和中部除了南坡碳密度最低外,其他坡向没有明

显规律,天山东部样地分布在北坡、西北坡和东北坡,
碳密度均较高。

图3 天山山区不同坡度乔木林碳密度变化

图4 天山山区不同海拔乔木林碳密度变化

图5 天山山区不同坡向乔木林碳密度变化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 论

在林分尺度上天山山区乔木林碳密度与林龄呈

显著相关,天山西部则表现为随林龄增加而不断增长

的趋势,天山中部和东部地区均表现随林龄增长先升

后降趋势,在近熟林最高,碳密度的变化受气温、水
分、太阳辐射和土壤等多种因素影响,西部伊犁地区

温暖湿润,降水丰沛,中部和东部受荒漠气候影响,寒
冷干旱,降水较西部少,天山土壤养分含量由西向东

呈递减趋势[26],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树木生长情况,
从而影响碳密度。天山山区乔木林碳密度与坡度呈

显著性相关,与沈彪[28]研究秦岭中段南坡油松林碳密

度结论一致;在不同坡度上研究区碳密度呈先升后降

趋势,天山西部和中部地区在斜坡碳密度最高,说明

该坡度最适宜云杉林生长,天山东部在缓坡碳密度最

高,该区乔木林以落叶松为主,新疆落叶松喜光性强,
对土壤水份要求较高,因此在土层深厚、湿润、疏松的

缓坡地带生长旺盛;丁程锋[14]、张绘芳[27]分析天山中

部和西部天然林分布主要分布在斜坡、陡坡和急坡

上,但本文研究乔木林碳密度在急坡上急剧下降,说
明在急坡上虽然乔木林面积分布较广,但由于坡度较

大,降水的冲刷使得土层厚度较薄,土壤持水性差,没
有充足的营养供给树木生长导致碳储量降低。

本文运用碳密度变化率来反映林木的固碳潜力,
这一指标可以消除基数大小对碳密度变化的影响,研
究区碳密度变化率与林龄显著相关,表现为随着林龄

增加而递减,说明幼、中龄乔木林是未来森林系统的

固碳潜力所在,在不同调查期乔木林碳密度变化率表

现为天山中部最高,主要因素是该区域幼中林龄占比

较大,具有较大的碳汇发展空间。

3.2 结 论

(1)本文阐明了天山西部、中部和东部3个区域

的乔木林碳密度变化规律,并从林龄、立地因子方面

分析了该区域乔木林碳密度在林分尺度上变化特征,
为准确估算新疆山区森林碳储量及未来可持续发展

提供科学依据。
(2)自天保工程实施以来新疆天山山区乔木林

碳密度在2001—2016年呈增长趋势,不同区域呈现:
天山西部>天山东部>天山中部;天山山区乔木林碳

密度随着林龄增长天山西部呈增长趋势,天山中部和

东部呈先降后升趋势,近熟林最高;在不同坡度上碳

密度呈先升后降趋势,天山西部和中部地区斜坡最

高,天山东部缓坡最高,急坡和险坡均急剧下降,在不

同海拔上碳密度天山西部和中部随海拔上升整体上

呈先升后降趋势,天山东部则随海拔上升而递减,在
不同坡向上碳密度在南坡最低,其他坡向无明显规

律。乔木林碳密度变化率表现为随着林龄增加而递

减,不同区域呈:天山中部>天山东部>天山西部。
(3)林龄对天山山区乔木林碳密度和碳密度变

化率的影响均呈显著相关,因此在森林管理方面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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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科学合理地进行幼林抚育和更新恢复,优化林龄结

构,进一步提高天山天然林资源的碳汇功能,挖掘更

大碳潜力,促进该区域森林资源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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