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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井电双控平台的地下水流场动态监测与提取

黄 霞1,2,周 龙1,2,杨鹏年1,2,严晓军3,辛 博4,王环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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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乌鲁木齐830052;3.新疆乌苏市水利局,新疆 乌苏833000;4.北京联创思源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北京100193)

摘 要:[目的]基于灌区已建成“井电双控”平台的优势,提出利用抽水井水位来获取开采期地下水流场

的动态变化,为地下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及合理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方法]利用ProcessingMODFLOW 软

件模拟得出研究区的仿真流场,以此作为抽水井水位确定流场的判别标准,并对该方法下流场的拟合效果

进行评价与改进。[结果]直接使用抽水井水位得出的流场较仿真流场整体偏小;使用抽水井降深修正后

的水位得出的流场与仿真流场拟合效果较好,但实际中需要结合模型计算;在部分抽水井内安装水位监测

设备基础上增加专用监测井,其得到的动态流场与仿真流场接近且易于实现,说明该方法可用于研究区流

场的动态监测。[结论]基于“井电双控”系统下,将抽水井作为监测井的方法有效解决了因地下水监测站

网密度低、信息传输时效性差等造成对地下水管理存在偏差的问题,对加强地下水位—水量的双控管理及

区域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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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Basedontheadvantagesofthe“wellandelectricitydualcontrol”platformthathas
beenbuiltintheirrigationarea,thedynamicchangesofthegroundwaterflowfieldduringtheminingperiod
wasobtainedbyusingthewaterlevelofthepumpingwellinordertoprovidetechnicalsupportforthe
scientificmanagementandrationalutilizationofgroundwaterresources.[Methods]UsingProcessing
MODFLOWsoftwaretosimulatethesimulatedflowfieldinthestudyarea,andtakingitasthecriterionfor
determiningtheflowfieldofthepumpingwellwaterlevel,thefittingeffectoftheflowfieldwasevaluated
andimproved.[Results]Theflowfieldobtainedbydirectlyusingthewaterlevelofthepumpingwellwas
smallerthanthesimulationflowfield.Theflowfieldobtainedbyusingthewaterlevelafterthecorrected
drawdownofthepumpingwellhadagoodfittingeffectwiththesimulatedflowfield,butitneedstobe



calculatedincombinationwiththemodelinpractice.Thedynamicflowfieldobtainedwasclosetothe
simulatedflowfieldandwaseasytoimplementbyinstallingwaterlevelmonitoringequipmentinsome
pumpingwellsandaddingspecialmonitoringwells,indicatingthatthemethodcouldbeusedfordynamic
monitoringoftheflowfieldinthestudyarea.[Conclusion]Theproposedmethodofusingpumpingwellsas
monitoringwellsbasedonthe“wellandelectricitydualcontrol”systemeffectivelysolvedtheproblemof
deviationsingroundwatermanagementcausedbythelowdensityofgroundwatermonitoringstationsand
poorinformationtransmissiontimeliness.Ithascertainapplicationvalueforstrengtheningthedualcontrol
managementofgroundwaterlevelandwatervolumeandtheprotectionofregionalgroundwaterresources.
Keywords:wellandelectricitydualcontrol;groundwaterflowfield;dynamicchanges;monitoringstationnet

  地下水位是反映地下水资源量变化最直观的因

素,也是地下水管理最重要的控制性指标[1-2]。从地

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角度看,对地下水位进行管理也

是评价地下水可开采资源与取水总量控制的重要依

据[3]。针对目前北方灌区普遍超采现状,2020年2
月水利部印发《关于开展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的

通知》,其中就将地下水位的监测作为评价区域水资

源保护和管理的一项重要指标。科学合理地制定地

下水控制指标和管理指标是实施双控管理的关键[4]。
谢新民等[5]采用数值模拟方法,以地下水控制性红线

水位对沈阳市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进行调控。王晓

玮等[6]利用数值模拟方法构建水位—水量指标的联

系,提出了西北地区地下水水量—水位双控管理指标

的综合技术方案。赵梦哲等[7]利用控制性开采总量

和地下水位变幅的关系确定出控制性关键地下水位,
对灌区地下水进行管理分区。叶水根等[8]提出在华

北平原超采地区采用机井取水量定额管理的方法,通
过模型预测得出该方法可有效促进地下水位的回升。
以上研究主要利用数值法来获取区域一段时间内水

位与水量的关系,进而确定区域地下水的控制水位或

控制开采量,但此类方法未考虑区域环境因素的动态

变化,在开采条件下地下水位与水量的实时监测与调

控上仍有改进的空间。“井电双控”平台以准确可靠

的水量计量和无线传输优势广泛应用于北方多地灌

区[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苏市、沙湾县等地于

2015年4月就提出采用“井电双控”方式对水资源进

行管理,是国内在农业用水计量上最早实施“井电双

控”的县市。“井电双控”平台能有效应对因地下水管

理措施不到位等造成的私采、滥采等用水行为,有效

缓解由超采引发的地面沉降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

题[10-12]。该平台是有效实现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重要手段[13],也是智慧水务的基本配置,代表了今

后水资源管理的方向。目前,疆内灌区的监测平台按

照当前的管理需求,正着手进一步拓展平台功能,其
中之一就是在机井内安装水位传感器,依托平台的无

线传输功能以获得地下水位与水量数据,实现对地下

水流场的动态监测。有鉴于此,本文即以乌苏市“井
电双控”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利用抽水井水位拟合

区域动态流场的方法,以数值模拟的仿真流场作为检

验的标准。构建水位—水量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有效

解决由于地下水监测站网密度低、信息传输时效性差

等[14-15]造成对地下水管理存在偏差的问题,为地下水

资源的科学管理及合理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1 抽水井作为监测井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1.1 研究思路

依据地下水动力学原理,监测井中的降深反映了

周边机井抽水时在此井位产生降深的叠加。若将抽

水井当作监测井,则相当于在周边抽水的降深基础上

又叠加了其自身抽水的降深,通过分解不同的降深组

成,则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监测是可行的。现状的监测

井出于简化问题的需要,故要求不能抽水。考虑到抽

水期间不同尺度漏斗互相叠加的影响,只有布设较多

的井位才能反映出流场动态。此外,注意开采期间水

位的监测重点是流场总体趋势的变化,而非点状或局

部的水位。因为开采期间的每个井都会形成一个漏

斗,特别是当机井密度较大时,这种情况更为显著。
从区域流场的监测角度来看,管理者更需要的是掌控

面状漏斗的动态或流场的演变过程,局部井位的漏斗

可以忽略。本文即是以此进行流场动态的监测。以

新疆乌苏市的哈图布呼镇和百泉镇部分超采区为研

究区。按照《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16],超采区

监测井的布设密度可达到1.50×10-2~3.00×10-2

眼/km2,即使按照最大的取值来设计,本区域也只能

布设5眼井,这一监测井数量可基本获取非开采期的

水位,而对于开采期的动态流场,其数量上还远不足

够。因此如何利用区域已有的大量抽水井来获取开

采期地下水动态流场是本次研究的关键问题。

1.2 研究原理与方法

1.2.1 水头降深的叠加原理 对于n 个井组成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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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在工作时,任意点P 的水头降深表达式为[17]:

  s(t)=s1+s2+…+s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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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1,Q2,…,Qn 分别是1,2,…,n 号井孔的流速

(抽水时,Q>0;注水时,Q<0);r1,r2,…,rn 是1,

2,…,n 号井孔至P点的距离;t是计算P点降深的

时刻;t1,t2,…,tn 是1,2,…,n 号井孔开始工作的

时刻,(t-t1),(t-t2),…,(t-tn)均大于0。

1.2.2 地 下 水 数 值 模 拟 方 法 利 用 Processing
MODFLOW软件构建区域地下水空间三维非稳定

流的数值模型,旨在真实有效的还原研究区地下水流

场动态变化过程及特点[18],从而获得模型模拟的仿

真流场,其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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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 为水头值(m);Kx,Ky,Kz 为含水层x,y,

z方向上的渗透系数(m/d);M 为含水层厚度(m);

ε为单位时间从单位体积含水层流入或流出的水量

(m3);S 为给水度或弹性释水系数,潜水区取重力给

水度,承压区取弹性释水系数;n 为边界面的外法线

方向;q 为定流量补给、排泄边界;H0 为渗流场任

意一点的水头(m);Γ 为侧边界;B 为底边界;Ω 为

模拟范围。

2 实例研究

2.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研究区位于乌苏市四棵树河河谷平原区,属于冲

洪积平原地带,总面积约为170km2。其地下水类型

属于多层结构潜水—承压(自流)水,潜水埋深一般为

20—30m,50—80m深度以下分布着承压含水层,含
水层上部为粉土、砂砾石,下部为中粗砂、砂砾石,中
间夹有粉质黏土、粉土层。区内分布着57眼间距不

等的机电井(图1),井深度大多为160m,主要用于农

业灌溉,多年平均开采量为7.85×106m3,其中7月

为地下水用水高峰期,单井每天最大开采量可达

4735m3/d,为年内水位的最低点。由2018年新疆

乌苏市《地下水超采区治理方案》可知,该区域被划定

为严重超采区,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已经严重威胁当

地生态安全,并成为地下水管理的重点区域,特选定

该区域作为研究区。

图1 研究区井位分布示意图

本文模型涉及的水文地质参数(渗透系数、给水

度等)主要通过查阅前人研究成果及野外实地调查得

到;2016年12月的初始流场为野外实测水位数据插

值获得;2016—2018年的机电井实际开采量则由乌

苏市智慧水务中心提供;2016—2018年降水量和蒸

发量等数据来源于乌苏市气象站。

2.2 数值模拟建立

2.2.1 模型的概化 根据研究区流场特征和地层结

构分析,区内为多层结构含水层,在潜水含水层下存

在较为稳定的弱透水层,其下覆盖含水层承压特征明

显,是当地用水主要开采层。根据区域钻孔资料,将
模型在垂向上概化为3层,即潜水含水层、弱透水层

和承压含水层,厚度分别为50,30和120m。研究区

南部接受区外地下水径流侧向补给,东西部可视为零

通量边界,北部为地下水侧向流出边界。模拟区顶部

边界为潜水面,该边界可与外部进行水量交换,即接

受渠系及灌溉水补给、降水补给、蒸发排泄等;模拟区

的下部边界为承压含水层隔水底板,由透水性较弱的

泥岩组成,处理为隔水边界。

2.2.2 渗透系数及源汇项处理 研究区初始渗透系

数依据前述结果进行分区赋值。潜水含水层渗透系

数为7~12m/d,承压水含水层渗透系数为1~4m/d。
地下水补给来源包括区外地下水侧向径流、降雨入

渗、渠系渗漏、田间入渗。其中,区外侧向径流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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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106m3,采用 WELL模块导入模型;降雨入

渗、渠系渗漏、田间入渗及地下水回归入渗采用RCH
模块以面状补给的形式赋值,垂向总补给量为1.04×
107m3;地下水排泄项包括人工开采量、侧向排泄量、
潜水蒸发量和泉水及自流井流出量。其中,区域侧向

排泄量为3.85×106m3,开采量为8.32×106m3,泉
水及自流井流出量为1.75×106m3,分别使用 WELL
模块导入模型。潜水蒸发量为1.71×106m3,在模型

ET模块里输入。

2.2.3 模型识别与验证 综合考虑区域范围及水文

地质条件等因素,确定模型在平面上剖分为156行、

168列,网格单元大小为100m×100m,垂向上剖分

为3层。利用克里金插值法对2016年12月末的实

测水位进行等值线绘制,以作为模型初始流场,模拟

期为2017年1月至2018年10月,应力期Δt取1个

月,共计22个应力期,2018年10月的流场作为拟合

流场。经调试计算,2018年10月的模拟流场与真实

流场比较(图2),趋势基本一致,且模拟流场表现出

受地形地势影响特征,其水力坡度和地形走势相近。
模拟结果可反映研究区地下水流场特征,可用于数值

分析计算。

图2 模拟流场与真实流场对比图

2.3 开采期地下水动态流场的提取

2.3.1 利用全部抽水井水位提取区域流场 利用模

型分别模拟4—7月群井抽水以得到对应开采月份抽

水井水位并进行插值,得到各月份流场与模型模拟的

仿真流场对比结果如图3所示。从模型模拟的水位

分布来看,开采条件下的单井周边会形成以井为中心

的降落漏斗区;而对于连片密集的群井来看,则会形

成以面状井为中心的降落漏斗区。同时其水位线也

由非开采时期的平滑曲线过渡到了开采高峰期的凹

凸形状(即漏斗)。从流场的拟合情况来看,在地下水

非开采期,抽水井附近的流场与仿真流场拟合效果较

好,其原因为此时的抽水井水位等同于专用监测井的

水位;在地下水开采期,随着井群抽水量、时间等要素

变化,区域内流场呈现动态变化,使用抽水井水位得

出的流场与仿真流场的拟合效果逐渐变差。从抽水

井水位插值流场与仿真流场的误差计算结果来看

(表1),区域地下水平均水位的拟合绝对误差由3月

的0.58m增加至7月的6.57m,拟合流场出现较大

差异是由于抽水井水位实际上处于漏斗的最低值,采
用这一水位进行插值,在同一流线位置处得出的水位

低于实际水位,特别是随着开采时间的推移,这一系

统偏差也更加明显。

  表1 抽水井水位插值流场与仿真流场误差计算 m

项 目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仿真值 407.84 407.81 407.70 407.49 407.20
拟合值 407.26 406.50 404.80 402.70 400.63
绝对误差 0.58 1.31 2.90 4.79 6.57

  注:地下水平均水位为所有网格点地下水水位的算术平均值。

2.3.2 利用抽水井修正降深后的水位提取区域流场

 由于前述方法提取的水位较仿真水位偏低,因此考

虑在开采期对抽水井降深进行修正。根据地下水动

力学中降深叠加原理,修正后的抽水井降深等于井群

抽水产生的降深减去此井单独抽水产生的降深,其表

达式为:

    S修正=S群井抽水-S单井抽水 (3)
式中:S群井抽水 为开采期群井抽水时在任意单井内产

生的降深;S单井抽水 为开采期单井独立抽水产生的降

深;S修正 为单井剔除自身抽水降深后的剩余降深,其
反映了周边机井抽水在井位处降深的叠加。上述降

深均是通过数值模拟模型计算得到的,模拟中的边界

条件和初始条件均保持一致。利用模型模拟群井抽

水可获得任一机井的降深,同时模拟出任一机井单独

抽水产生的降深,两者差值即是对抽水井降深的修

正,相当于监测井上得到的降深。
利用上式分别对研究区4—7月的所有抽水井水

位进行修正并插值,插值后的流场与模型模拟的仿真

流场对比结果如下(图4),图中可见利用降深修正后

的水位得出的流场与仿真流场在抽水井附近拟合效

果较好,且4—7月各流场与仿真流场的地下水平均

水位拟合绝对误差在1m以内(表2),相比方法1中

拟合绝对误差有很大程度的减小,说明通过对抽水井

降深修正可达到减小水位误差的目的。对于研究区

抽水井分布少或没有抽水井的区域,其拟合值与仿真

值偏差仍然较大,且在实际地下水开采条件下,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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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获取每眼井单独抽水而控制其他井不抽水时的

单井降深,因此不能直接对抽水井降深进行修正,故
方法2提出了一种减小流场拟合误差的方法,在实际

应用中需结合模型计算来实现。

图3 抽水井水位插值流场与仿真流场对比

       表2 修正后的抽水井水位插值流场与

仿真流场误差计算 m

项 目 4月 5月 6月 7月

仿真值 407.81 407.70 407.49 407.20
拟合值 406.95 406.80 406.70 406.53
绝对误差 0.86 0.90 0.79 0.67

2.3.3 辅助水位法提取区域流场 考虑方法1通过

水位传感器可得到井中水位,流场数据的获取较为容

易,但得出的区域流场系统性误差较大,其主要原因

是在进行空间插值时没有加入井间的水位值,而这些

值受抽水影响最小。理论上,潜水井抽水形成的漏斗

形状为对数曲线,在井附近曲率较大,而在离开井中

心一定距离后,接近于直线,因此从简化问题的角度

考虑,通过井中水位和井间水位形成的直线可视为对

漏斗曲线的一种概化。于是提出在方法1的基础上,
增加井间辅助水位以便进行插值计算。井间水位值

可利用部分已有专用监测井来获取,若没有合适的监

测井位,则可参考非开期末时流场中的数值。
由于方法1是给所有的抽水井安装水位监测设

备,成本较高,不利于大面积推广使用。故方法3要求

区域布设的水位监测设备和专用监测井的数量应尽量

少且分布广[20],并能真实反映地下水流场的动态变化。
经过不断反复调试,确定在研究区共计布设13台水位

监测设备和5眼监测井(图5),图中可见新建监测井主

要分布在抽水井密度小以及无抽水井的区域,安装水

位监测设备的抽水井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且从两者

布设的整体结果来看,总体分布与等高线趋势一致。
从流场的拟合结果来看,尽管开采条件下水位分

布小幅偏离了初始状态,但仍保持了初期的流动趋

势。除排泄边界处的流场有较大误差外,其余大部分

流场拟合效果良好。对于排泄边界处产生较大水位

误差是因为该处补给量小而开采量大,出现了降落漏

斗多导致的。由于动态流场的监测重点是在总体趋

势的变化上,因此可忽略局部的降落漏斗。从方法3
获得的流场与仿真流场的误差计算结果来看(表3),
区域3—7月地下水平均水位的拟合绝对误差在0~2m
左右,整体误差较小,说明可通过该方法来获取区域

的动态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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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修正后的抽水井水位插值流场与仿真流场对比

  表3 辅助水位法插值流场与仿真流场误差计算 m

项 目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仿真值 407.84 407.81 407.70 407.49 407.20
拟合值 409.97 409.51 408.52 407.28 405.57
绝对误差 -2.13 -1.70 -0.82 0.21 1.63

3 讨 论

学者屈泽伟[21]、董殿伟[22]、余楚[23]、Wang等[24]

人通过对地下水监测网的优化设计方式来提升区域

地下水动态监测能力,其结果都需要新增设一定数量

的监测井。与上述研究方法相比,本文重点研究了利

用机电井中水位来获取开采条件下地下水流场的动

态变化,所提出的监测方法要求新建监测井的数量

少,因此具有建设成本低、耗时短等优点,且通过构建

开采期水位—水量动态监测平台,可对地下水进行实

时管理。
由于从实际抽水井中监测到的降深还包含了井损

值,因此其真实降深要大于模型中的降深值。考虑到

区域内水文地质条件及过滤器的结构基本一致,因此

各井的井损值相差不大。在实际应用时,可通过抽水

试验得出实际井损值后,对抽水井中降深进行修正,即
可应用本方法。井损的修正会对流场进行系统性的纠

偏,但对本文中所提出方法的应用并没有影响。
本文在开采期地下水监测井的布设上采用逐步

试算逼近的方法,得出了监测井初步优化的布设方

法,虽然这一布置的结果是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
但由此得到的方法与思路可供同类地区借鉴。考虑

到试算逼近法的工作量较大,尤其是在大型灌区的监

测上难以开展。因此,如何采用数学优化的理论与方

法得出优化解是后续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问题。
目前灌区内建成的井电双控监测平台在数据统

计、水情动态的视觉演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涉

及到区域地下水动态流场、地下水降落漏斗等数据产

品的推出上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这些数据产品的推

出,不仅可为地下水的管理提供重要依据,同时也可

为水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为区域地下水资源利用及

调控方案的优化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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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辅助水位法插值流场与仿真流场对比

4 结 论

(1)直接利用抽水井水位得出的流场与模拟的

仿真流场的拟合效果在地下水非开采期和开采前期

表现较好,随着开采后期抽水量持续增加,整体水位

误差逐渐变大。
(2)利用修正后的抽水井水位得出的动态流场与

仿真流场在抽水井附近区域拟合效果良好,但对于抽

水井分布少或没有抽水井的区域,水位误差仍然较大,
且在实际开采条件下无法直接对抽水井降深进行修正。

(3)通过采取对现有抽水井的监测和增加专用

监测井相结合的方式,得到的逐月流场与仿真流场的

拟合效果良好,趋势一致,可用于开采期地下水动态

流场监测。
(4)研究中得出了动态水位监测井的布设原则:

①水位监测点可按照机井的分布密度确定。在机井

分布密度的高、中、低处均应设置水位传感器,以监测

水位的峰谷值;②专用监测井应尽量布设在井间中

心位置,其代表了水位的峰值;③考虑区域等水位线

分布及地下水流系统特征,应适当加大监测的水位梯

度以减少布井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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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应用沙漠造林器
栽植柠条的试验研究

唐希明1,李敏岚2,屈建军3,宋乃平2,孟 晨2

(1.中卫市自然资源局中卫市治沙林场,宁夏 中卫7550001;2.宁夏大学

西北土地退化与生态恢复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宁夏 银川750021;3.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敦煌戈壁荒漠生态与环境研究站/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730000)

摘 要:[目的]探究在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应用沙漠造林器栽植苗木的保水效果,观测其沙漠造林器是否

更有利于苗木成活,同时为提高沙漠地区苗木栽植成活率提供科学支持。[方法]通过采用对比两种栽植

方式(铁锹和沙漠造林器)下不同土层土壤含水量,并使用相应公式计算,从土壤有效含水量、土壤水分亏

缺程度、土壤水分变异系数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定哪种栽植方式更好。[结果]①在草方格内进行人工

栽植,采用沙漠造林器会大大降低各土层土壤水分的损耗风险,并且造林器作用下的土壤含水量均高于铁

锹,最高达1.42倍,最低是1.04倍。②两种栽植方式深度不同,以致柠条根系所在土层不同,进而对水分的

利用策略不同。铁锹组柠条主要利用15—40cm土层土壤水,造林器组柠条主要利用20—50cm土层土

壤水。造林器组柠条根系所对应的土层土壤水分亏缺程度较轻,更有利于柠条的初期生长。③铁锹栽植苗

木成活率为45%~55%,沙漠造林器栽植苗木成活率为70%~75%,提高了25%左右。沙漠造林器栽植

苗木成活率更高。[结论]从土壤水分保持以及对应的所栽柠条成活率等方面综合来看,相比铁锹栽植,使

用沙漠造林器栽植柠条效果更好。

关键词:栽植方式;沙漠造林器;土壤水分;腾格里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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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ofCaraganaKorshinskiiinSoutheasternEdgeofTenggerDesert

TangXiming1,LiMinlan2,QuJianjun3,SongNaiping2,MengChen2

(1.ZhongweiCitySandControlForestFarm,ZhongweiCityNaturalResourcesBureau,

Zhongwei,Ningxia755000,China;2.KeyLaboratoryforRestorationandReconstructionofDegraded
EcosysteminNorthwestChinaofMinistryofEducation,NingxiaUniversity,Yinchuan,Ningxia750021,China;

3.DunhuangGobiandDesertEcologyandEnvironmentResearchStation/KeyLaboratoryofDesertandDesertification,

NorthwestInstituteofEco-environmentandResource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Lanzhou,Gansu73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waterretentioneffectofplantingseedlingswithdesertplantersonthesoutheastern
edgeoftheTenggerDesertwasexploredtoobservewhetherthedesertplantersaremoreconducivetothe
survivalofseedlings,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supportforimprovingthesurvivalrateofseedlingsin
desertareas.[Methods]Soilwatercontentofdifferentsoillayersundertwoplantingmethods(shoveland
desertafforestationdevice)wascompared.Thecorrespondingformulawasusedtocalculateeffectivesoil
watercontent,soilwaterdeficitdegreeandsoilmoisturevariationcoefficient,tocomprehensivelyassess
whichplantingmethodisbetter.[Results]①Theriskofsoilmoisturelossineachsoillayercouldbegreatly



reducedbyusingdesertafforestationdevicesingrasssquare,andthesoilmoisturecontentundertheaction
ofafforestationdeviceswashigherthanthatofshovel,withthehighestbeing1.42timesandthelowest
being1.04times.② Thedepthsofthetwoplantingmethodsaredifferent,sothattherootsofCaragana
korshinskiidistributeddifferentlyinsoillayers,andthusthewaterusestrategiesaredifferent.Caragana
korshinskiiintheshovelgroupmainlyusedsoilwaterinthe15—40cmsoillayer,whileCaraganakorshinskiiin
theafforestationgroupmainlyusedsoilwaterinthe20—50cmsoillayer.Theanalysisshowedthatthesoil
moisturedeficitofCaraganakorshinskiirootsintheafforestationgroupwasless,whichwasmoreconducive
totheinitialgrowthofCaraganakorshinskii.③Intermsofthesurvivalrateofplantedseedlings,the
survivalrateofseedlingsplantedbyshovelwas45%~55%;thesurvivalrateofseedlingsplantedbydesert
afforestationtoolswas70%~75%,whichwasincreasedbyabout25%.Thesurvivalrateofseedlings
plantedbydesertafforestationtoolsishigher.[Conclusion]Accordingtosoilmoistureretentionandthesurvival
rateoftheplantedCaraganakorshinskii,comparedwithshovelplanting,theeffectofplantingCaragana
korshinskiiwithdesertafforestationequipmentisbetter.
Keywords:plantingmode;desertafforestationapparatus;soilmoisture;TonggerDesert

  沙漠化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其危害

程度从最初的地表植被逐渐破坏到小面积流沙出现,
最后可发展成地表粗化,土壤含水量降低,风蚀严重,
进而造成可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土地生产力严重衰

退、自然灾害加剧等系列问题,对农业、牧业和人民造

成严重损失[1]。随着我国在防沙治沙过程中多年的

经验累积,目前可将防沙治沙造林技术分为飞播造

林、容器苗固沙造林、大苗深植、“六位一体”栽植、扦
插倒坑、高杆造林、沙地直播、设立沙障等技术[1]。根

据各沙区的立地条件可自由选择,本研究区主要采用

设立沙障技术。该技术原理是通过机械沙障对下垫

面粗糙程度的改变,从而降低底层风速,减弱输沙强

度,最后使流沙表面达到稳定的效果[2-5]从而为苗木

根部创造生根条件,使大量根系萌生深入沙层促进水

分吸收。由于研究区沙障材料为麦草,其有效使用年

限仅4a[6],故后期灌木的栽植及成活尤为重要,是该

区域防沙治沙成功的关键所在[2]。现今,在造林过程

中对于灌木的栽植主要有种子撒播和苗木栽植两种

方式[8-9]。因沙漠环境严酷恶劣,降水稀少,灌木种子

萌发率较低,故造林时多采用苗木栽植的方式。干

旱、半干旱地区沙漠造林多为无灌溉造林,水分是沙

漠植物成活及生长的主要限制因素[10],而该地区植

物所需水分主要靠土壤水分供给,所以要在无灌溉区

的沙漠进行成片灌木种植,就必须避免原土壤中不必

要的水分散失。如今,造林常用栽植方式为传统栽植

(即铁锹)———挖坑种树。其实施过程为先用铁锹挖

坑,待每条行带的树坑全部挖完后领取苗木再进行栽

植填埋。该过程中铁锹的挖坑动作,会使原先土层结

构破坏,将深层土壤翻动至表层,并且由于作业顺序

所出现的晾晒行为会使深层湿沙土壤水分蒸发,造成

严重的水分丧失,最终可能导致苗木成活率下降。针

对这一问题,有专家发明了新型栽植工具———沙漠造

林器,此工具采用直插式栽植原理,可最大限度保证

土壤土层结构完整性,在允许范围内避免部分土壤水

分丧失,由此提高苗木成活率。理论上确实如此,但
具体两种栽植方式的差距还没有一个量的定论。本

次试验则是通过测定两种栽植方式不同土层土壤水

分,并将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探究哪种栽植方式的

保水效果更好,更有利于苗木的成活,为将来大批量

高效率栽植提供数据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境内的腾

格里沙漠东南缘世行贷款项目区(37.32—37.26N,

105.03—104.4E)。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地处阿拉善高

原荒漠与荒漠草原的过渡地带,属于草原化荒漠。因

受内蒙古高气压的影响,冬春季节寒冷、干燥、多西北

风,但也有短暂时间受东南季风的影响。夏秋季节降

雨集中,东北风和偏南风转盛,故兼有大陆性气候和

季风降雨的特点。年平均气温9.6 ℃,极低温为

-25.1℃,极高温为38.1 ℃,昼夜温差大;年平均

降水量为186.2mm,主要集中在5—9月;年蒸发量

是2300~2500mm,空气平均相对湿度为40%,最
低为10%;年平均风速2.8m/s,大于5m/s的沙风

天气约200d左右。土壤基质为风沙土,地下水埋

深达80m。地貌形态以格状沙丘为主,主梁呈东

北—西南走向,副梁呈西北—东南走向,主梁是连续

的,副梁往往被主梁隔断。迎风坡向西北,坡度5°~
10°,背风坡向东南,坡度30°~32°。其间栽植植被主

要有:灌木柠条(Caraganakorshinkill)、半灌木油蒿

(Artemisiaordosica)。草 本 植 物 主 要 有 雾 冰 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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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iadasyphylla)、小画眉草(Eragrostispoae-
oides)、虫实(Corispermumhyssopifolium)、虎尾草

(Chlorisvirgata)、砂蓝刺头(Echinopsgmelinii)、
沙米(Agriophyllumsquarrosum)。

1.2 研究方法

研究样地选择在中卫“世行贷款”项目区2017年

所扎设的草方格片区内。其原因是,与2018年所扎

草方格片区相比,该区沙面条件稳定,可降低部分环

境因素对次此试验的干扰。并且该区物种丰富度低,
尤其没有多年生草本植物沙蒿,排除了其他灌木物种

以及沙蒿对本次栽植物种的影响。试验时间为2019
年9月22日至2019年10月7日,试验时间和每年

实际栽植苗木时间相一致。所选苗木也是“世行贷

款”项目区的主要灌木物种———柠条,具体参数详见

表1。苗木栽植规格以世行项目统一规格为准,是

1m×3m。采用2种栽植方式:一是传统方式即铁锹

栽植;二是新型方式即沙漠造林器栽植。为达到试验

效果,完成试验目的,特在该片区无植被的草方格中

设置1组对照(CK:对照组全程不栽植植物),共计3
种处理。

表1 所栽苗木的基本特征

栽植苗木 苗龄/a 苗木高度/cm 根长/cm 地径/cm 病虫害 机械损伤

柠条 2 ≥50 15~20 0.3~0.5 无 无

  根据试验目的要求,试验栽植操作过程及养护管

理措施与实际栽植完全一致。具体操作如下:铁锹组

先挖苗木栽植坑,大小约为35cm×35cm×25cm,
然后使栽植坑暴露阳光下晾晒30min,最后将柠条植

入坑中并完成填坑;沙漠造林器组栽植时主要利用植

苗铲末端叉住树苗根部,双手握住手柄,一脚踩住脚

蹬顺势将苗木向下直插,进入草方格中央土壤,最后

向上提起沙漠造林器,栽植完成。两组栽植同时进

行,试验期间也未对其进行浇水、施肥等养护管理。
此次共栽植柠条48棵,每组24棵,栽植完成后使用铝

盒对3种处理下的土壤水分进行分层取样,然后用烘

干法(105℃,24h)测定土壤含水量。因铁锹挖掘深度

为30—38cm,沙漠造林器深度为50cm,所以取样深

度设置为0—5cm,5—10cm,10—15cm,15—20cm,

20—25cm,25—30cm,30—35cm,35—40cm,40—

50cm。取样间分别为0,1,3,5,7和10d。为降低

试验误差,每次取样均在距柠条5cm处取样,且重复

2次。

1.3 数据分析方法

1.3.1 土壤含水量 土壤含水量(土壤含水率)是指

土壤中绝对含水量,该试验所测定的是土壤重量含水

量,计算公式为:

  土壤含水量(重量/%)=

    
原土重-烘干土重

烘干土重 ×100% (1)

1.3.2 土壤有效含水量 利用土壤有效含水量测定

土壤中可被植物吸收利用的水分含量,其计算公

式为:
土壤有效含水量=土壤含水量-凋萎湿度 (2)

1.3.3 单个样地不同土层土壤水分亏缺程度评价 
利用土壤水分相对亏缺指数(comparedsoilwater

deficitindex,CSWDI),评价单个样地不同土层土壤

水分相对亏缺程度[11]。

CSWDIi=
CPi-SMi

CPi-WM
(3)

式中:i为第i土层;CPi 为对照样地第i土层土壤湿

度;SMi 为样地第i土层土壤湿度;WM为凋萎湿度。

1.3.4 变异系数Cv 利用变异系数Cv
[12]对土壤水

分垂直变化层次进行划分,表示各层次土壤水分的稳

定性。

C=
s
x

(4)

S=
1

n-1∑
n

i=1
(Xi-X)2 (5)

式中:x 为观测样本(土壤重量含水量)平均值;n 为

样本总个数;xi 为样本的第i个观测值。
采用 MicrosoftExcel2016完成数据处理后,使

用SPSS22.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Surfer13.0绘制

土壤水分垂直分布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下土壤水分垂直变化规律

数据经统计处理,在采用两种不同方式栽植柠条

后,其土壤水分整体表现为,铁锹、造林器0—50cm
土层中土壤平均含水量分别是0.87%,1.08%。与

CK土壤含水量相比,铁锹减少了0.14%,造林器增

加了0.07%,并且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3者并无

显著性差异(p>0.05)。将3种处理下土壤含水量分

层展示,结果如图1所示。3者的土壤水分垂直动态

均表现出,土壤含水量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呈先增大—
后减 小—再 增 大 的 波 动 型 变 化,其 波 动 范 围 为:

CK(0.4%~1.45%)、铁锹(0.38%~1.32%),造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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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1.48%)。且铁锹和造林器的土壤含水量变

化趋势相一致,2者都在10—15cm土层到达第一个

峰值,土壤含水量分别是1.08%,1.48%,然后下降,
直到25—30cm土层到达最小值(0.66%,0.83%)开
始上升。整个过程中,造林器土壤含水量均高于铁

锹,最高达1.42倍,最低是1.04倍。

图1 3种处理下各土层土壤含水量

2.2 不同处理下土壤有效含水量垂直变化规律

沙漠地区土壤含水量一般都相对较低,可被植物

吸收利用的土壤水较少,通常该区域土壤凋萎湿度为

0.6%[13],使用土壤有效含水量公式进行计算,结果为

没有柠条栽植的 CK 组在试验期间0—5cm 土层

土壤有效含水量-0.2%,即土壤中含水量不满足植物

的吸收与利用;而在10—15cm土层中土壤有效含水

量最大是0.85%;在0—50cm土层中土壤有效含水

量范围在0.16%~0.85%(图2)。铁锹组在试验期间

0—5cm土层土壤有效含水量-0.22%,同样无法满

足该土层中植物对土壤水的吸收及利用;并且10—

15cm土层中土壤有效含水量0.48%并非是最大有

效含 水,其 最 大 值 出 现 在40—50cm 土 层,值 为

0.72%;整个土层(0—50cm)土壤有效含水量范围在

0.06%~0.72%。造林器组在试验期间0—5cm土层

土壤有效含水量-0.17%,也无法满足植物需求;但

10—15cm土层中土壤有效含水量0.88%,是3种处

理下土壤有效含水量最高值;在0—50cm土层中土

壤有效含水量范围是0.23%~0.88%。总体而言,通
过对比3种处理下的土壤有效含水量可以得出CK、
铁锹及造林器0—5cm土层的土壤含水量皆是无效

含水,都无法供给植物正常生长生理所需,并且无效

程度大小排序:铁锹>CK>造林器。在整个土层

(0—50cm)中土壤有效含水量范围大小顺序为:造林

器>CK>铁锹。3种处理的土壤有效含水量不仅最

大值与最小值不同,其出现的土层也不尽相同。CK
最小值出现在20—25cm土层,而铁锹和造林器都出

现在25—30cm土层中;CK和造林器最大值表现在

10—15cm土层,铁锹则是在40—50cm土层。

图2 3种处理下各土层土壤有效含水量

2.3 不同处理下各土层土壤水分相对亏缺特征

土壤水分相对亏缺指数(CSWDI)是具体评价土

壤水分是否缺失的一个衡量指标,可以清楚的评估出

土壤剖面上不同层次土壤水分相对亏缺的程度,一般

CSWDI值越大,表明土壤水分亏缺越严重,若值小于

0,表示土壤水分没有亏缺[8,14]。图3是两种栽植方

式作用下各土层土壤水分的相对亏缺指数,CK作为

参照样地,铁锹组的CSWDI值波动较大,且土壤水

分亏缺土层较多。其中亏缺严重的是20—25cm土

层,CSWDI值 达 到5.64;10—15,25—30,30—35,

35—40cm土层属于轻微亏缺,CSWDI值分别是0.2,

0.34,0.43,0.48;40—50cm土层CSWDI值为0,土壤

水分没有亏缺也没有补充,处于临界状态;0—5,5—

10,15—20cm土层土壤水分得到轻微补充,CSWDI
值分别是-0.04,-0.54,-0.02。相较铁锹组的土壤

水分相对亏缺指数而言,造林器的波动幅度较小,并
且土壤水分亏缺土层相对较少。CSWDI最大出现在

5—10cm土层,值为2.15,土壤水分亏缺程度较为严

重;10—15,25—30,30—35cm土层土壤水分属轻微亏

缺,CSWDI值分别为0.21,0.18,0.07;0—5,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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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35—40,40—50cm土层土壤水分均不同程度

得到水分补充,CSWDI值为-0.23,-0.37,-0.44,

-1.24和-0.62,其中35—40cm土层土壤水分补充

量相对最高。整体来看,铁锹组土壤水分得到补充的

土层大多出现在表层,如0—5,5—10,15—20cm土

层,而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水分反而出现亏缺。
造林器组的土壤水分相对亏缺指数变化规律不明显,
其土壤水分的亏缺与补充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呈交替

嵌套式存在。

图3 2种栽植方式下各土层土壤水分相对亏缺指数

2.4 不同处理下各土层土壤水分变异系数变化

由表2可见,试验期间CK样地中土壤含水量最

大值在5—10cm土层,为2.2%;最小值在0—5cm
土层,为0.08%。铁锹样地土壤含水量最大值在5—

10cm 土层,为2.58%;最小值在0—5cm 土层,为

0.08%(表3)。造林器样地土壤含水量最大值在

10—15cm土层,为2.66%;最小值在0—5cm土层,
为0.04%(表4)。3种处理下土壤含水量最低值均出

现在0—5cm土层,而CK与铁锹的最大值都出现在

5—10cm 土层,造林器则出现在10—15cm 土层。
根据剖面(0—50cm)土壤水分垂直变化变异系数划

分:速变层(Cv≥30%)、活跃层(Cv:20%~30%)、次
活跃层(Cv:10%~20%)以 及 相 对 稳 定 层(Cv≤
10%)[15-16]因而,对CK样地,铁锹样地以及造林器样地

土壤含水量垂直变异分层分别为:0—5,20—25cm为变

速层,5—10,15—20cm为活跃层,10—15,25—50cm
为次活跃层;0—10,15—30cm 为变速层,10—15,

30—40cm为活跃层,40—50cm为相对稳定层;0—

5,10—15,30—35cm 为变速层,25—30,35—40cm
为活跃层,5—10,15—25,40—50cm 为次活跃层。
由于在沙漠环境下0—50cm土层土壤含水量相对稳

定性较差,加之人为扰动因素影响,所以试验中经3
种处理所得到的不同土层土壤含水量变异系数差别

较大,其划分结果规律性不强。

表2 CK处理土壤水分的统计特征

土层
深度/cm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0—5 1.60 0.08 0.52 0.20 36.19
5—10 2.20 0.20 1.41 0.36 25.45
10—15 1.83 0.87 1.60 0.28 18.69
15—20 1.76 0.59 1.17 0.28 26.13
20—25 1.47 0.21 0.85 0.27 33.65
25—30 1.30 0.36 0.87 0.09 11.91
30—35 1.44 0.47 0.97 0.12 16.68
35—40 1.55 0.36 1.08 0.11 10.29
40—50 1.97 0.38 1.30 0.19 17.78

表3 铁锹处理土壤水分的统计特征

土层
深度/cm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0—5 1.43 0.08 1.14 1.11 39.91
5—10 2.58 0.18 1.03 0.21 32.51
10—15 2.16 0.41 1.29 0.31 22.19
15—20 1.71 0.26 1.04 0.38 42.38
20—25 1.16 0.22 0.99 0.43 50.27
25—30 1.16 0.21 0.84 0.26 32.92
30—35 1.64 0.22 0.85 0.18 25.06
35—40 1.64 0.13 1.09 0.19 23.98
40—50 1.94 0.42 1.37 0.11 8.48

表4 造林器处理土壤水分的统计特征

土层
深度/cm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0—5 1.95 0.04 0.35 0.32 49.80
5—10 1.92 0.37 1.23 0.15 11.41
10—15 2.66 0.49 1.40 0.39 35.17
15—20 2.55 0.27 1.15 0.13 13.46
20—25 1.85 0.27 0.95 0.12 11.92
25—30 1.22 0.29 0.76 0.15 23.85
30—35 1.56 0.37 1.88 1.62 44.55
35—40 1.69 0.47 1.03 0.25 26.35
40—50 1.94 0.94 1.29 0.21 16.72

2.5 不同处理下各土层土壤含水量随时间的变化

为进一步探究两种栽植方式对土壤含水量的具

体影响,本试验将连续测定的各土层土壤含水量按时

间顺序将整理,绘制出图4。由图4可知,在栽植当天

CK土壤表层含水量在1%以上的土层为0—15cm,
随着时间的推移表层土壤含水量下降,15—20cm土

层土壤含水量增加,到了试验第7天CK组5—50cm
土层土壤含水量明显增加,均大于1.1%并一直持续

到试验第10d。相比CK组,试验初期铁锹组表层土

壤水分大于1.1%的土层在0—25cm,而25—50cm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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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土壤水分不足1%,最小为0.27%,在试验第5d时

所有土层土壤含水量都低于1%,除20—25cm土层

外,其他土层土壤含水量都不足0.5%,直到试验第

7d各土层土壤含水量有所回升,仅35—50cm土层

土壤含水量超过1.4%。使用造林器栽植当天土壤表

层含水量在1%以上的土层同样出现在0—15cm,由
于人为扰动较小整个土层在试验第3d土壤含水量

明显增加,随时间推移从试验第8d开始各土层土壤

含水量略有下降,并一直到试验结束。

图4 3种处理下各土层土壤含水量时间变化

3 讨 论

根据气象数据显示,研究区在试验前3d有降雨

事件发生,降雨量约为13mm,对于腾格里沙漠流动

沙丘土壤入渗而言,属于有效降雨量(>6.4mm)[17]。
所以第一次取样时,土表0—15cm土层土壤含水量

均相对较高。但由于铁锹组在苗木栽植过程中的挖

掘及晾晒操作,致使25—40cm土层土壤水分蒸发、
流失,土壤含水量降低。在后期完成栽植填坑后,含
水量较高的土壤大多堆积在0—20cm土层中,使其

含水量较其他土层略高一些。根据刘新平等[18]对流

动沙丘的研究发现,0—20cm属于沙丘的干沙层范

围,因此在植被尚未稳定建立时,该土层变异系数较

大,随着时间推移,土壤水分受蒸发量的影响而降

低[19]。这与试验后续的试验结果相吻合。沙漠造林

器组栽植方式以直插式为主,操作简单,扰动小,大大

降低了各土层土壤水分的损耗风险,故该组作用下的

土壤含水量均高于铁锹组,最高达1.42倍,最低是

1.04倍。而铁锹组栽植时因其作业特点使部分土壤

水分丧失以致其各土层土壤含水量均低于CK组,最
大减少26.36%。以CK为对照,3种处理下的土壤水

分垂直动态规律总体表现为,土壤含水量随土层深度

的增加呈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波动型变化,但
变化土层不同。这主要和试验处理方法有关。

干旱、半干旱沙漠地区环境严酷恶劣,光热资源

丰富,水资源却严重匮乏。对于该地区生活的植物,
水是限制其生长的主要因素[20-21],合理有效利用有限

水资源已成为植被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

础[22]。据研究表明,不同植物类型在其各生长阶段

的水分利用策略不同[23-24]。对于柠条而言,贾志清

等[25]认为5a生植株主要利用20—50cm土层的土

壤水,而9a和25a生的植株则主要利用30—50cm
土层的土壤水。结合试验所用柠条参数及栽植深度

确定,铁锹组柠条主要利用15—40cm土层土壤水,
造林器组柠条主要利用20—50cm土层土壤水。经

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铁锹组15—40cm土层,平均

土壤含水量为0.96%;造林器组20—50cm土层,平
均土壤含水量为1.18%。二者对比后可知,造林器组

可为植物多提供1.2倍的土壤水。从土壤水分亏缺

方面来看,以CK为准,铁锹组CSWDI值波动较大,
土壤水分亏缺土层较多,特别是20—25cn土层亏缺

严重,10—15,25—30,30—35,35—40cm 土层属轻

微亏缺;造林器组CSWDI值波动幅度较小,土壤水

分亏缺土层较少,亏缺程度较为严重的是5—10cm
土层,10—15,25—30,30—35cm 土层属轻微亏缺,
对柠条生长影响较小。

通过各土层土壤水分连续监测结果可知,在试验

中除表层土壤含水量随时间推移一直降低外,其他土

层土壤含水量均有增加情况出现,但因栽植方式不

同,其增加时间、持续时间以及增加的土层都有所不

同,以致对土壤水分影响程度不同,进而栽植苗木成

活率也不相同。据统计,对同年不同栽植方式的柠条

林进行多次抽检,其结果为铁锹栽植苗木成活率为

45%~55%;沙漠造林器栽植苗木成活率为70%~
75%,提高了25%左右。

4 结 论

(1)在草方格内进行人工栽植,采用沙漠造林器

栽植会大大降低各土层土壤水分的损耗风险。造林

器作用下的土壤含水量均高于铁锹,最高达1.42倍,
最低是1.0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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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种栽植方式深度不同,以致柠条根系所在

土层不同,进而对水分的利用策略不同。铁锹组柠条

主要利用15—40cm土层土壤水,造林器组柠条主要

利用20—50cm土层土壤水。经分析得出造林器组

所对应的土层土壤水分亏缺程度较轻,更有利于柠条

的初期生长。
(3)在栽植苗木成活率方面,铁锹栽植苗木成活

率为45%~55%;沙漠造林器栽植苗木成活率为

70%~75%,提高了25%左右。沙漠造林器栽植苗

木成活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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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水剂与木质素结皮相结合对沙化
土地植被恢复的调控机理

张钰舒1,吴红慧2,柯玉广2,曹远博2,赵晋灵3,庾 强2,肖春旺1

(1.中央民族大学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北京100081;2.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呼伦贝尔草原

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北京100081;3.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 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93)

摘 要:[目的]阐明施用保水剂与木质素结皮结合的恢复措施对沙地植被的调控机制,为荒漠草原沙地

植被恢复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荒漠草原设置试验样地。试验处理包括对照和恢

复措施(保水剂与木质素结皮结合)两个处理。测定了植物地上生物量、盖度、土壤含水量、土壤团聚体比

例、土壤入渗速率、稳渗速率、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结果]①恢复措施显著提高了植物地上生

物量和盖度;②恢复措施提高了水稳性大团聚体比例、入渗速率和稳渗速率,降低了微团聚体的比例,从而

显著提高了土壤含水量;③恢复措施显著提高了土壤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结论]恢复措施

提高了土壤含水量和养分含量,提高了沙地植被生产力,从而促进了沙地植被的恢复。

关键词:沙地;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土壤含水量;土壤养分含量;植被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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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MechanismofCombinationofSuperAbsorbentPolymersand
LigninCrustonVegetationRestorationinSandyGrassland

ZhangYushu1,WuHonghui2,KeYuguang2,CaoYuanbo2,ZhaoJinling3,YuQiang2,XiaoChunwang1

(1.CollegeofLifeandEnvironmentalSciences,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China;

2.InstituteofAgriculturalResourcesandRegionalPlanning/NationalHulunberGrasslandEcosystem
ObservationandResearchStation,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Beijing100081,China;3.StateKey

LaboratoryofVegetationandEnvironmentalChange,InstituteofBotan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93,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mechanismsofunderlyingvegetationrestorationinsandygrassland when
combinedsuperabsorbentpolymerswithlignincrust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
therestorationofsandyvegetationindesertgrassland.[Methods]TheexperimentwasconductedinUrat
DesertgrasslandinInnerMongoliaAutonomousRegion.Thetwotreatmentswerecontrolandrestoration
measure(combinedapplicationofsuperabsorbentpolymersandlignincrust).Theabove-groundbiomass,

coverage,soilmoisturecontent,proportionofsoilaggregates,soilinfiltrationrate,stableinfiltrationrate,

alkali-hydrolyzablenitrogen,availablephosphorusandavailablepotassiumcontentwereassessed.[Results]

① Restorationmeasuresignificantlyincreasedtheabovegroundbiomassandcoverageofplants.② Restoration
measureincreasedtheproportionofwater-stablemacroaggregates,soilinfiltrationrate,stableinfiltration
rate,andsoilmoisturecontent,butreducedtheproportionofmicroaggregates.③ Restorationmeasure



significantlyincreasedthesoilalkali-hydrolyzablenitrogen,availablephosphorusandavailablepotassium
contents.[Conclusion]Therestorationmeasureincreasedsoilmoistureandnutrientcontents,improved
plantproductivityandpromotedthevegetationrestorationinthesandygrassland.
Keywords:sandyland;superabsorbentpolymersandlignincrust;soilmoisturecontent;soilnutrientcontent;

vegetationproductivity

  土地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环

境问题之一,且随着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增强,脆
弱的荒漠生态系统极易发生崩溃[1-2]。荒漠土壤环境

和植物是生态系统功能的载体,同样也是沙地生态系

统状态的指示器。我国沙地面积达1.56×105km2,
约占国土面积的1.62%[3]。随着人类活动干扰强度

的增加,改变了荒漠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土壤环

境,造成水土流失、植被生产力降低、物种多样性下降

等一系列生态问题[4-5],引起脆弱生态系统的持续退

化。我国北方荒漠草原土地沙化近年来得到较大改

善,但是形势依然严峻,影响了该地区生态环境及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因此,开发和利用科学有效

的恢复措施对荒漠草原植被进行生态恢复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目前荒漠草原沙地土壤恢复措施主要

包括施用保水剂或在土壤表层营造木质素结皮[7-9]。
保水剂具有强大的吸水和保水能力,能够提高土壤蓄

水能力[10-12];木质素结皮施加于土壤表层后能缓解风

蚀和水蚀,具有保土、保肥、稳定地表土壤环境的作

用[9,13]。然而,单独利用保水剂或木质素结皮对沙地

植被进行恢复存在各自的缺陷。例如,Huttetmann
等人[14-15]发现保水剂施加于土壤浅层,其吸水后会造

成土壤地表隆起,增大了土壤水分的蒸发面积,对表

层土壤水分的保蓄不利;Yang等人[16-17]发现木质素

结皮施加于土壤表层后,虽然在地表保持了少量的水

分,也减小了土壤风蚀和水蚀,但是在强烈的沙地地

表辐射下,木质素结皮保持在表层的水分极易蒸发,
限制植被的恢复。然而,结合保水剂高吸水倍率特性

和木质素结皮增强地表稳定性的特性可以弥补以上

单一恢复措施的缺陷。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中

保水剂施加于土壤浅层后能有效保蓄由结皮保持的

地表水分,弥补了木质素结皮保水能力有限的缺点。
而木质素结皮能提高土壤表层形态稳定性,避免因保

水剂吸水所导致的地表隆起,减少地表水分蒸发[18]。
另外,较单一措施而言,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也

可能会更有效地避免土壤养分的流失。因为,保水剂

通过减少水分渗透量,进而减少了浅层土壤养分的淋

溶;而木质素结皮也能够减少土壤的风蚀和水蚀量,
进而减少土壤养分的流失[18]。目前,保水剂加木质

素结皮措施对黄土高原地区梯田、荒地以及陡坡等不

同立地条件下植被的生长恢复均有显著作用[19],但
荒漠草原沙地土质粗松、贫瘠、风蚀严重,同时沙地植

被的恢复受土壤沙化强度、降雨、温度等环境因素的

影响[20]。因此,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荒漠草

原沙地植被的恢复效果及其恢复机制还待探究。
本研究在内蒙古乌拉特荒漠草原沙化土地开展,

试验设置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和对照两个处理,
测定了两种处理下植物地上生物量、盖度、土壤含水

量、水稳性大团聚体比例、微团聚体比例、土壤水分入

渗速率、土壤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的含量。本文旨

在研究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的恢复措施对植物地上

生物量和盖度的影响;同时通过土壤水分和养分的

变化,阐明该恢复措施促进乌拉特荒漠草原沙地植被

恢复的具体机制,为荒漠草原沙地植被恢复提供理论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试验地位于中国科学院乌拉特荒漠草原生态系

统研究站附近的荒漠草原(41°25'N,106°58'E,海拔

1650m),自2010年围封至今,属大陆性干旱气候。
年平均气温5.3℃左右,最低气温-34.4℃,最高气

温37℃,无霜期130d左右,年平均降水量约180
mm,7—8月的降水量约占全年的70%。土壤类型

以棕钙土和灰棕漠土为主。优势物种为小针茅(Sti-
paklemenzii)、红砂(Reaumuriasongarica)和芨芨

草(Achnatherumsplendens)[21-22]。

1.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方法,在2018年5
月12日对所有小区统一平整沙地后,设置2个处理:
对照和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每个处理包含4个

重复,共8个8m×8m的试验小区(图1)。保水剂

加木质素结皮措施是综合施用保水剂(聚丙烯酰胺高

吸水树脂SuperAbsorbentPolymer)和木质素结皮

(木质素磺酸钠Sodiumligninsulfonate、羟丙基甲基

纤维素Hydroxypropylmethylcellulose)(图2)。施

用方法为:首先剥离5cm厚地表沙土,条施75kg/hm2

聚丙烯酰胺高吸水树脂,宽度为10cm,每条间隔为

90cm,再将5cm厚沙土回填;然后,将木质素、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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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沙土按照1000kg/hm2,100kg/hm2,3300kg/hm2

的用量混合均匀撒于样地土壤表层,最后把水(2.5
L/m2)均匀喷洒于土壤表面,以溶解木质素结皮制

剂;对照为仅在沙地表面喷洒水2.5L/m2(与年降水

量相比可忽略不计)。

  注:CON:对照,仅在沙地表面喷洒水2.5L/m2;TRE:综合施用

保水剂(聚丙烯酰胺高吸水树脂SuperAbsorbentPolymer)和木质素

结皮(木 质 素 磺 酸 钠 Sodiumligninsulfonate、羟 丙 基 甲 基 纤 维 素

Hydroxypropylmethylcellulose)

图1 试验小区布设图

图2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处理

1.3 数据与方法

2018年9月对地上生物量、盖度和土壤理化性

质等指标进行测定。在植物生物量峰值期,用1×
1m2的样方采集各小区中植物的地上部分。植物样

品带回实验室于105℃杀青1h,60℃烘至恒重后称

重;盖度百分比估测利用网络状样方格对每个植物种

的盖度进行测定;土壤样品于2018年9月采集,采用

环刀法测定土壤含水量[23];通过湿筛法测定>0.25
mm和<0.25mm粒径土壤团聚体分布情况[24];使
用单环入渗仪测定土壤水分入渗速率和稳渗速率;新
鲜土壤样品在自然风干过2mm筛后分别测定土壤

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的含量。土壤碱解氮采用碱

解扩散法测定,速效磷采用 Mehlich3法测定[25],速
效钾采用醋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

1.4 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T检验比较植物地上生物量、盖度、土壤含

水量、土壤团聚体比例、入渗速率、稳渗速率以及土壤

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在两种处理下的差异,利
用Pearson相关分析土壤含水量与土壤团聚体、土壤

入渗速率、稳渗速率之间以及地上生物量与土壤含水

量、土壤养分含量之间的相关性。所有数据采用

IBM SPSSStatistics25(SPSSInc.,Chicago,IL,

USA)进行统计分析,Origin2018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植物地上生物量和

盖度的影响

由图3可以看出,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显著

增加了植物地上生物量(p<0.05),作为对照的荒漠

草原地上生物量是40.7g/m2,与对照相比,该措施处

理下地上生物量增加了79%,增加到了72.8g/m2。同

时,该措施处理下植被盖度显著增加(p<0.05),植被

盖度值由对照的28%增加到了54%,相对增加了

93%。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使荒漠草原地上生

物量和盖度均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了保水剂与木质

素结皮的综合运用促进了荒漠草原沙地植被的生长。

注:图中小写字母代表不同处理下具有显著差异(p<0.05)。

图3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植物地上生物量和盖度的影响(平均值±标准误差)

2.2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不同土层土壤含水

量的影响基本是一致的(图4),均显著增加。在土层

1cm处,对照与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处理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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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含水量分别为2.4%,4.1%,与对照相比,保水剂加

木质素结皮措施处理下土壤含水量显著增加了71%
(p<0.001);在土层5cm处,该措施处理下土壤含水量

相比于对照显著增加了138%,由5%增加到了11.9%
(p<0.001)。由图4可知,在土层10cm处,该措施处

理下土壤含水量由6.4%增加到了6.8%,相对增加了

6.3%(p<0.001)。对照中土壤平均含水量为4.6%,该

措施处理下土壤平均含水量为7.6%,与对照相比,该
措施处理下土壤含水量显著增加了65%(p<0.001)。
通过对比不同土层土壤含水量可以发现,在5cm处土

壤含水量值最高且达到了11.9%,显著高于其他土层

土壤含水量。这是因为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中,
保水剂施加于土壤浅层5cm处,使得土层5cm处土

壤含水量的值要显著高于其他土层。

图4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不同土层土壤含水量的影响(平均值±标准误差)

  由图5可知,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处理下,
土壤微团聚体(<0.25mm)比例为58.0%,相比于对

照(65.8%)显著减少了13.4%(p<0.05),土壤水稳

性大团聚体(>0.25mm)比例为42.0%,相比于对照

(34.2%)增加了23%(p<0.05)。土壤水分入渗速率

和稳渗速率也均显著增加(p<0.05)。其中,入渗速

率由6.6mm/min增加到了9.7mm/min,相比于对

照增加了47%;稳渗速率由1.6mm/min增加到了

2.0mm/min,相比于对照增加了25%。
表1列出了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处理下,土

壤含水量与初渗速率、稳渗速率、土壤微团聚体比例、
水稳性大团聚体比例的相关性。该措施处理下,土壤

含水量与初渗速率、稳渗速率以及水稳性大团聚体

(>0.25mm)之间均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

数分别为0.981,0.961,0.974(p<0.001)。而土壤含

水量与土壤微团聚体(<0.25mm)之间呈极显著的

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74(p<0.001)。

表1 土壤含水量与初渗速率、稳渗速率、微团

聚体、水稳性大团聚体比例的关系

指 标        
土壤含水量

Pearson相关系数 p
初渗速率 0.981 <0.001
稳渗速率 0.961 <0.001
微团聚体(<0.25mm) -0.974 <0.001
水稳性大团聚体(>0.25mm) 0.974 <0.001

2.3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显著增加了土壤养分

含量。由图6可知,对照中土壤碱解氮含量为33.3
mg/kg,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处理下碱解氮含量

为41.3mg/kg,显著增加了24%(p<0.05);相比于

对照,速效磷含量在该措施处理下显著增加了43%
(p<0.05),由2.1mm/kg增加到了3.0mm/kg;速效钾

含量在对照中为266.8mm/kg,在该措施下为332.3
mm/kg,显著增加了25%(p<0.05,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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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水稳性团聚体比例、入渗速率和稳渗速率的影响(平均值±标准误差)

图6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平均值±标准误差)

2.4 地上生物量与土壤含水量和土壤养分含量的关系

表2列出了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处理下地上

生物量与土壤含水量、土壤养分含量之间的相关性。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处理下,地上生物量与土壤

含水量、碱解氮、速效钾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

系数分别为0.732,0.848,0.777(p<0.05),与速效磷之

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p>0.05)。

表2 地上生物量与土壤含水量和土壤养分含量的关系

指 标 
地上生物量

Pearson相关系数 p
土壤含水量 0.732 <0.05
碱解氮  0.848 <0.01
速效磷  0.701 0.053
速效钾  0.777 <0.05

3 讨 论

3.1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植物地上生物量和

盖度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处理下植

物地上生物量和盖度显著增加了79%和93%(图3)。
毛思帅等人[26]在保水剂影响沙地燕麦生产的研究中

发现,保水剂仅使燕麦地上生物量增加了32%;李丹

阳等人[27]在木质素结皮影响沙地植被恢复的盆栽试

验中发现,木质素结皮仅使生物量增加了59%。曹

远博等人[19]在恢复措施对黄土高原公路边坡植物生

物量影响的研究中也发现,单一施用结皮后地上生物

量增加了332%,单一施用保水剂后地上生物量增加

了349%,但是在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下,生物

量增加了415%。本研究中,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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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结合了保水剂和木质素结皮的优势特性,较单一措

施而言,在 保 水 和 改 善 土 壤 养 分 条 件 上 更 具 优

势[28-31],从而使得生物量和盖度的增加量较单一措施

的效果更佳。因此,在荒漠草原沙地利用保水剂加木

质素结皮措施能更有效地促进植被的恢复。

3.2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显著增加了土壤含水

量。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与土壤的水分保持能力呈

正相关[32],且土壤入渗速率和稳渗速率的提高也会

增加土壤的含水量[33-34]。保水剂中含有的大量羟基

和羧基在土壤中能够吸附较小土壤颗粒,从而促进大

团聚体的形成[19],且结皮能够增加土壤颗粒的粘结

能力,易于大团聚体的形成[32]。这在 Mao、孙隆祥等

人[35-36]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本研究中,土壤水稳

性大团聚体、入渗速率和稳渗速率显著增加,而土壤

微团聚体显著降低,与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显著相关。
这说明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通过增加土壤水稳

性大团聚体含量、入渗速率和稳渗速率,减小土壤微

团聚体含量,从而提高土壤含水量。

3.3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显著增加了土壤碱解

氮、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在沙地植被中,降低土

壤风蚀和水蚀是提高土壤养分的主要机制。木质素

结皮能有效减少土壤受风蚀和水蚀的程度,进而减少

土壤养分的流失[18],且保水剂强大的保水、蓄水能力

能使土壤浅层截留更多的水分,减少水分渗漏量,进
而减少土壤养分的淋失[37-39]。保水剂与木质素结皮

的互补利用增加了沙地土壤中速效氮、速效磷、速效

钾的含量[19],改善了沙地土壤的养分条件。

3.4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植被的调控机制

土壤水肥的供给是土壤沙化地带植被恢复的决

定因素[40]。本研究中,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显

著增加了土壤含水量,改善了土壤养分条件。且相关

分析显示土壤水肥条件与植物地上生物量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因此,在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下,
土壤水肥条件的改善共同驱动了沙地植被的快速

恢复。

4 结 论

本试验以乌拉特荒漠草原沙化土地为例,研究了

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对荒漠草原沙地植被恢复

的调控机制。本研究中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下

的地上生物量远远高于未施用该措施的地上生物量。
且与其他单一措施的研究结果相比,表现出更好的恢

复效果,表明保水剂与木质素结皮的综合运用能够更

加快速有效地促进沙地植被的恢复。在保水剂加木

质素结皮措施下,沙地土壤物理性状发生改变,土壤

水稳性大团聚体比例、土壤入渗速率、稳渗速率升高,
从而增加了土壤的含水量;另外,该措施利用木质素

结皮克服了因保水剂吸水后膨胀,造成土体隆起,增
大土壤水分蒸发表面积的问题,减少了水分蒸发和土

壤养分的流失;利用保水剂保水、蓄水的能力弥补了

木质素结皮保水能力有限的缺点,减少水分渗漏量,
进而减少了土壤养分的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积

累。因此,保水剂加木质素结皮措施可以通过改善乌

拉特荒漠草原沙化土地土壤水肥状况,有效地促进植

被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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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结合坡面改造对
林坡地生态保育的效果

赵晓海,唐尚柱,张学胜,李玉成,王顺永,斯鑫鑫
(安徽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摘 要:[目的]探索林下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与坡面改造结合的方式对林坡地清水产流及持水保肥影

响,为水源涵养及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方法]在经济林下,利用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技术,将

其与按照坡度差异结合不同设定的坡面改造措施相结合,并在大球盖菇生长周期内对试验区的水质及土

壤性质影响进行采样分析。[结果]小顺坡大横坡+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CM)和顺坡秸秆覆盖种植大

球盖菇(PM)及反坡梯田+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RM)均能有效减少固体悬浮物(SS),TN及TP含量。

SS平均减少率分别为40.3%,31%和51.1%;TN平均减少率分别为36.6%,25.1%和56.1%;TP平均减少

率分别为37.8%,24.7%和46.9%。同时,可显著提高土壤含水率(分别提高22.2%,14.1%和39.1%)和土

壤有机质含量(分别提高32.1%,29.3%和31.5%)。[结论]林下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技术结合坡面改

造,可有效减少林坡地SS,TN及TP含量,并显著提高试验区土壤含水率和有机质含量。

关键词:秸秆覆盖;大球盖菇;坡面改造;林坡地;清水产流;生态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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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ConservationEffectsofForestSlopeLandBy
CultivatingStrophariaRugosoannulatawithStraw

CombinedwithSlopeSurfaceReconstruction

ZhaoXiaohai,TangShangzhu,ZhangXuesheng,LiYucheng,WangShunyong,SiXinxin
(School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Engineering,AnhuiUniversity,Hefei,Anhui2306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influencesofcultivatingStrophariarugosoannulata withstrawcombinedwith
slopereconstructiononcleanwaterrunoff,water-holdingcapacityandsoilfertilityofselectedareaswere
investigatedinordertoprovidetheoreticalbasisforthewaterconservationandecologicalenvironment
construction.[Methods]Underthecanopyofcashforest,cultivateStrophariarugosoannulatawithstraw
andcombinedwithslopereconstructionmeasuresbasedonslopedegrees,basedonsamplescollectionand
analysis,theeffectsofthosemeasuresonthewaterandsoilqualityofexperimentalareaduringdifferent
growingperiodsofStrophariarugosoannulata werediscussed.[Results]ThecultivatingStropharia
rugosoannulataonslopeofsmallblocksbycuttingslopelengthandsettingtransverseditches(CM),cultivating
Strophariarugosoannulataonprimaryslope(PM)andcultivatingStrophariarugosoannulataoncontour
reverse-slopeterrace(RM),couldreducethecontentofsuspendedsolids(SS),totalnitrogen(TN)and



totalphosphorus(TP)efficiently.ThecontentofSSweredecreasedby40.3%,31%and51.1%onaverage,

respectively.ThecontentsofTNweredecreasedby37.8%,25.1%and56.1%onaverage,respectively.The
contentsofTPweredecreasedby37.8%,24.7%and46.9%onaverage,respectively.Inaddition,thesoil
watercontentwasimproved(by22.2%,14.1%and39.1%respectively),andthecontentofsoilorganicmatter
wassignificantlyincreased(by32.1%,29.3%and31.5%respectively).[Conclusion]BycultivatingStropharia
rugosoannulatawithstrawcombinedwithslopereconstructionmeasurescouldreducethecontentofSS,TN
andTPintherunofffromtheslopeoftheforesteffectively,andincreasethesoilwatercontentandorganic
matterinexperimentalarea.
Keywords:mulchwithstraw;Strophariarugosoannulata;slopesurfacereconstruction;forestslope;clear

waterflow;ecosystemconservation

  苦驴河小流域是派河的水源地,而派河作为巢湖

主要入湖支流之一,其水质的优劣对巢湖的水质安全

具有重要影响。当前,区域内点源污染逐渐减轻,而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则亟待解决[1-2]。水土流失是造成

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途径,苦驴河源头农业区土壤侵

蚀的情况较为严重,林坡地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655.04t/(km2·a)[3]。该地人口密度大,为了提高

经济收入,居民大量开荒种植苗木,并且在经果林种

植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使得土壤退化严

重,生态防护效益下降,生态环境恶化。此外,由于受

传统农林业种植、经营方式影响,在经济林地建设中,
仍采用全垦、全复整地手段造林,并人为清除林下灌

木及枯落物,使地表长时间裸露,引发严重的水土流

失。根据“源头减量—过程阻断—养分再利用—生态

修复”的理论体系,源头控制是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

重要环节[4]。因此,研究林下径流SS及N,P损失特

征及土壤性质情况对于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

重要意义。
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技术具有改善土壤性质,

提高土壤肥力,控制杂草生长的良好效果,是一种良

好的消纳农业废弃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

段[5]。地面覆盖、坡面改造措施同样在防治水土流失

方面起到良好的效果,为土地的合理布局和应用提供

了大量的研究经验[6-11]。当前对林坡地,特别是关于

经济林下的水土流失及养分输出等研究相对较少,在
如何有效地实现林下水土流失防治上仍需进一步的

探索。
为减少苦驴河源头区林坡地面源污染,提高当地

水源涵养能力,同时为创新苦驴河源头区清水产流及

持水保肥方法上,提供一些技术依据,因此在苦驴河

源头区建立试验平台,在经济林坡地下,根据不同的

坡度,设置反坡梯田改造+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
小顺坡大横坡改造+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及顺坡

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3种措施,探究其对林坡地径

流中SS,N和P的流失控制效果,以及对土壤含水率

和有机质的影响,以期为该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有

益的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苦驴河上游小流域的主要土壤侵蚀类型为水蚀,
自然条件下对土壤侵蚀的抑制效果较低。该地属亚热

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15.7℃,
年降水量约1000mm,其中降雨集中在5—10月,

6—8月易产生暴雨,此时降雨强度大,降雨量高,冲
刷作用强劲,水土流失情况较为明显。土壤以紫色土

和黄褐土为主,土壤较为贫瘠。主要的自然植被为蒿

草等杂草,主要的粮食作物为小麦、玉米等。苦驴河

源头区主要通过3条支流流出汇入苦驴河,将其命名

为支流1,支流2,支流3。其中,支流1有沟塘拦截,
可以起到沉淀和净化作用,从而减少水土的进一步输

送;支流2植被覆盖度相对较高,可以通过植物对水

土进行有效拦截,从而该区水质最优;支流3平均坡

度最高(15°~25°),距离居民点也最近,因而受人为

扰动最大,生产强度大,水体环境封闭,因而水土流失

情况也最为严重。为探究林坡地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因而将试验区设置于肥西县紫蓬镇新农村(支流3林

坡地)。

1.2 试验设计

根据地形坡度大小设置5个处理组:在坡度较高

的地方(25°)设置2个处理:①林下常规处理(CK1);

②林下坡面反坡梯田改造+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

(RM)。在坡度较缓的地方(15°)设置3个处理:

③林下常规处理(CK2)④林下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

菇(PM);⑤林下坡面小顺坡大横坡改造+秸秆覆盖

种植大球盖菇(CM)。其中,大球盖菇盖菇种植时需

要先将小麦秸秆和稻糠按照7∶3的比例混合进行预

先堆沤,堆沤结束后作为铺料。按照一层铺料一层菌

种方式,自下而上进行铺种,铺种两层菌种后,均匀覆

土(约3cm)于菌床上,再利用小麦秸秆对表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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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铺料覆盖用量规格在10kg/m2。通过滴灌在

种植后进行一次补水,补至渗透表层秸秆及土壤却不

流到铺料为宜,后通过自然降雨对水分进行补充,生
长期间不需施肥。具体设置详见表1。

表1 试验处理具体设置情况

编号 坡度/(°) 土壤类型 面积/hm2 具体设置

CK1 25 紫色土 0.01 坡度为25°的林坡地,不做防护处理,定期除杂草。

RM 25 紫色土 0.80
于25°林坡地坡面上,在经济林栽植前,对地形进行等高反坡阶改造,梯田阶宽
2.4m,反坡5°,经济林间隔区进行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种植间隔宽约2.4m,宽
度约0.8m。

CK2 15 紫色土 0.01 坡度为15°的林坡地,不做防护处理,定期除草。

PM 15 紫色土 0.33 按照原有顺坡基础上在经济林间隔区进行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

CM 15 紫色土 0.67

于15°林坡地坡面上,在经济林栽植前对坡面进行改造,坡面地块上侧设置背
沟,在左右方设置边沟,在坡中及坡下设置横坡截流沟,以分割地块,形成局部的
小顺坡地块,同时通过截留沟、边沟及坡面顺坡沟相连,进行坡面的水系沟通。在
局部小顺坡面内进行经济林及大球盖菇的种植,大球盖菇种植方式同上。

1.3 样品采集及分析

按照大球盖菇生长及腐朽的时间节点可以分为

4个阶段,菌丝生长成熟期(MGS,4月),出菇盛期

(VFS,5—6月),采摘后期(LHS,7—8月),基料腐朽

期(MRS,9月)。从菌丝生长成熟期(4月)开始,对
基地的水样及土样进行采集,并按照月份进行样品数

据统计。采集单次降雨产生径流的水样,通过设置的

引流沟槽,将由降雨产生的坡面径流引入坡底已安装

的径流收集池中,将池内集流的水样混合,用润洗过

的1000ml采样瓶采集三次混匀后的泥水样,最后将

径流池清洗干净,池口覆盖石棉瓦,以减少外界干扰,
以备收集下次径流,将该月水样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当

月水质指标值。每隔10d对土壤样品进行采集测

量,土样采用S形对0—20cm的表土进行采集,每个

处理选择5个取样点,然后将采集后的土样进行均匀

混合,按照四分法留存1kg作为试验土样进行测定,
将该月土壤测量数据的平均值代表该处理下当月的

土壤指标值。
水样取回后通过过滤法来进行SS的测定,总氮

和溶解性总氮通过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

法测定,总磷、溶解态总磷通过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测

定;有机质按重铬酸钾容量法测定。土壤含水率按照

烘干法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期间产流性降雨情况

降雨过程通过 HOBO Ware小型自动气象站对

2020年降雨过程进行记录,降雨间隔大于6h视为单

次降雨,对大球盖菇生长周期内进行6个月的统计监

测,并将每月的降雨量进行汇总,该地产流型降雨主

要集中在5—8月,这一阶段的降雨量占总降雨量的

84.8%,此时的降雨量大,降雨强度大;其中6月降雨

量最多,达256.6mm,占总降雨量的34.1%。4月及

9月降雨量则相对较少,降雨量占总降雨量的15.
2%;其中4月降雨量最少,为47.8mm,占总降雨量

的6.3%。

2.2 不同措施下对林坡地SS减少效果

在大球盖菇菌丝成长期后,每月在单次降雨产生

径流后对水样进行采集测定,测定其径流中SS含量,
并进行统计分析,其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

出,SS的含量与降雨量趋势相近,随着降雨量的增加

或减少,SS含量也相应变化。通过秸秆覆盖种植大

球盖菇及与坡面改造处理下,SS均被有效减少。其

中在坡度较高时,与CK1 对比,RM 处理能够显著的

减少SS,减少幅度为42.1%~59.6%,平均减少率为

51.1%。在坡度相对较低时,与CK2 对比,PM,CM的

SS减少幅度分别为16%~39.4%和31.6%~47.4%,
平均减少率分别为31%和40.3%,CM处理的SS减少

效果要优于PM 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RM 与

PM,CM相比其坡度较高,但其SS平均浓度却最低,
减少比例也最高,由此可以判断,RM 处理减少SS含

量能力最为显著,其次为CM 和PM。从整个试验周

期来看,RM,CM和PM 处理下的SS最大减少率均

出现在6月,分别达到59.6%,47.4.5%和39.4%。可

能是该段时间内,当地处于梅雨季,降雨丰沛且降雨

时间长,对地表冲刷较为剧烈,而大球盖菇正处于

VFS期,出菇最为旺盛,对水土的拦截作用较为明

显。同时,坡面改造措施对降雨后形成的径流中的泥

沙起到了截留和沉积效果,其减少SS能力达到最强。
伴随着大球盖菇采收之后,其对SS的减少效果则开

始下降并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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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措施在不同时期的SS变化情况

2.3 不同措施下对林坡地氮素控制效果

由图2可以看出,CK1 总氮浓度范围在5.66~
8.9mg/L;CK2 总氮浓度范围在4.45~7.38mg/L,
说明林下水土流失问题引发的养分流失较为严重,会
对附近水体环境产生严重威胁,需加以重视。与空白

对照CK1,CK2 相比,3种措施均有效降低了总氮浓

度,使得水质得到有效改善。其中RM 处理下总氮

浓度与CK1 相比,总氮减少率在36.8%~69.8%,平均

可减少56.1%。PM 处理下总氮减少率在11.2%~
34.9%,平均减少25.1%;CM 处理下总氮减少率在

17.4%~50.2%,平均减少为36.6%。RM,CM 和

PM处理总氮的最高浓度均出现在 MGS期,最低浓

度均出现在VFS期;这可能与当地施肥习惯及不同

时期植物对氮素吸收能力有关,前期经济林及大球盖

菇植株小对氮素吸收能力较弱,随着不断的生长,其
吸收氮素能力也随之增强,大球盖菇采摘之后,总氮

浓度有所上升,但都趋于稳定。从总氮浓度与较空白

处理的减少比例来看,3种处理的减少总氮效果RM
最优,CM次之,PM最差。

由关于总氮中可溶性总氮和颗粒态氮占比情况

可以看出(图2),CK1 及CK2 的可溶性氮与颗粒态比

例大致相当,可溶性总氮平均占比分别为在47.4%和

48.8%,通过RM,PM和CM处理,与空白组对比,都
降低了颗粒态氮占比,增加了可溶性总氮的占比,这
说明经过不同处理后,延后了径流发生时间,使得颗

粒态的氮素能够更有时间,更加充分的溶入径流

当中。

图2 不同措施在不同时期的总氮含量及氮素形态变化情况

2.4 不同措施对林坡地磷素控制

由图3可以看出,CK1 的总磷浓度范围在0.36~
0.83mg/L,CK2 的总磷浓度范围在0.32~0.76mg/L,
易对水体环境造成危害。针对坡度较高的林坡地,与

CK1 相比,RM处理显著降低了径流中总磷浓度,减少

幅度为39.7%~56.6%,平均减少46.9%。针对坡度较

缓的林坡地,与CK2 相比,PM处理下,总磷减少幅度

为11.4%~34.4%,平均减少24.7%;CM 处理下,总
磷减少率分为22.5%~49.7%,平均减少37.8%。不

同处理下总磷浓度呈现双驼峰趋势,两个峰值分别出

现在6月和8月,这可能和当地气象条件有关,这两

个月降雨丰富,降雨强度较大,对地表土壤造成一定

扰动,因而造成总磷浓度升高。在缓坡下,与CK2 相

比,减少效果顺序为:CM>PM。同时我们发现RM
的平均浓度低于CM,由此可以说明,与常规林下处

理相比,不同林坡地处理措施的控制磷素流失效果

为:RM>CM>PM。
由总磷中可溶性总磷和颗粒态磷占比情况可以

看出(图3),不同处理下的颗粒态磷占总磷的比例均

较大,占比在52.5%~85.9%,由此可知,颗粒态磷是

径流中磷素流失的主要形式,磷通过附着在土壤颗粒

上,受地表径流搬运迁移,从而形成流失。与空白组

对比,通过实施不同的措施均降低了颗粒态磷占比,
这表明通过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及进行坡面改造

之后,延缓了径流速度,缩短了径流时间,从而促进了

颗粒态磷素的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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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措施在不同时期的总磷含量及磷素形态变化情况

2.5 不同措施下土壤含水率情况

从图4可以看出,RM处理的平均土壤含水率最

高,为21.4%,其次为CM,为19.4%,PM 为18.2%,

CK1 与CK2 的平均土壤含水率相近,分别为15.4%
和15.9%。与空白对照相比,RM,CM和PM土壤含

水率分别提高39.1%,22.2%和14.1%,这说明通过

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及坡面改造,均可以增加土壤

水分,提高保水能力。
从整个生长期来看,5种处理的土壤含水率变化

趋势较为一致,都呈现先增加后下降,再增加再下降

的趋势,这与当地气候条件情况有关。CK1 和CK2
的变化趋势较为剧烈,而RM,CM和PM的趋势则相

对和缓。通过RM,PM,CM 处理均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降雨入渗,保水减流,调节了土壤水分,尤其在

LHS期和 MRS期,气温高,蒸发旺盛,经济林需水量

大,较高的土壤含水率,可以为植株的生长提供良好

的土壤水分条件。

图4 不同措施在不同时期的土壤含水率变化情况

2.6 不同措施下土壤中有机质含量

由图5可以看出,相对于空白处理来讲(CK1,

CK2),RM,CM及PM处理,可以有效提高有机质含

量,RM处理与CK1 相比,其有机质含量提高31.5%;

CM和PM处理与CK2 对比,其有机质平均含量分别

提高32.1%和29.3%。而经过坡面改造的RM 处理

和CM处理与未经坡面改造的PM处理,其有机质含

量并未发生显著差异,这说明土壤中有机质的提高,
主要在于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措施对土壤的影响,
而坡面改造对只对地形状况进行了整改,对土壤有机

质含量影响并不显著。从整个生长周期来看,RM,

PM,CM处理的有机质含量均高于CK组,有机质含

量呈波浪式下降趋势。与CK相比,3种处理在 MRS
期增长幅度最大,这可能是因为菌体死亡腐化及基料

腐朽之后,营养物质得以释放,显著提高土壤有机质

水平。

图5 不同措施在不同时期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情况

3 讨 论

3.1 不同措施对径流中SS控制效果

本研究通过在坡度较高的地方设置RM 处理与

CK1 对照,以及在林下坡度较低的地方设置CM,PM
处理与CK2 对照,结果显示,3种处理均呈现出良好

的SS减少效果,其中RM 处理效果最佳。有研究表

明,通过改变坡面结构形态,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减少

水土流失[12]。对于坡面改造防治水土流失,减少径

流泥沙的机理,主要体现在对径流的再分配上[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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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是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的源动力,在降雨形成径

流后,通过坡面结构改变,使得径流汇入沟中,当降雨

量较小时,可直接渗入地表,当降雨量较大时,当沟内

蓄满后,径流再流出坡面。通过径流—汇流—沟内拦

蓄这一过程,可以避免径流直接顺坡而下,延缓了径

流流速,降低了径流侵蚀力,从而体现出来良好的减

沙效应[15]。也有学者通过增加地表覆盖度及林菌模

式等方法为水土流失防治提供了良好的思路[16-17]。
秸秆覆盖大球盖菇秸秆技术,复合了物理覆盖和生物

拦截双重手段,可以避免降雨对土壤的直接击溅,减
缓地表结皮的形成,降低径流冲刷,而且大球盖菇作

为低矮植物,可以利用自身生长特性,过滤和阻截径

流泥沙,从而起到了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3.2 不同措施对径流中氮、磷控制效果

当前学者对不同措施下氮磷元素影响效果的研

究结果有不同见解。王克勤等[18]在烤田坡耕地研究

结果表明,通过反坡梯田对径流中的氮磷浓度减少效

果不明显,总氮、总磷浓度均有所提高,但氮磷迁移通

量均有所下降。王静[19-20]通过试验表明,径流中氮素

流失以溶解态氮为主,磷素流失以颗粒态磷为主。通

过植物及秸秆覆盖等措施,显著降低了颗粒态氮、磷
的浓度,同时增加了溶解态氮、磷浓度,但对总氮、总
磷浓度的影响仍具有不确定性,但在年度累计量上均

有所减少。张晓佳等[21]发现通过坡改梯措施后有效

降低了径流中氮磷含量。本试验结果表明,通过秸秆

覆盖种植大球盖菇及与坡面改造结合后,均降低了总

氮、总磷浓度的浓度,并且降低了颗粒态氮、磷比例,
从而增加了颗粒态氮、磷比例,这与王静、张晓佳

等[19-21-22]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氮磷元素主要是伴随着径流、泥沙而流失[11]。

通过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及坡面改造等措施可以

延缓径流流速及径流侵蚀,继而可以减少氮磷元素的

输出;另一方面,可以加剧径流与表层土壤的相互作

用,增加了雨水入渗,从而加速了土壤溶液中溶解态

营养元素的释放,使得可溶性营养元素含量增加[19]。
径流中颗粒态氮、磷元素主要是受到降雨侵蚀和径流

冲刷的影响[20-21],通过种植大球盖菇及与坡面改造结

合的方式,减弱了降雨及径流对地表的侵蚀,从而减

少了伴随径流泥沙流失的颗粒态营养元素的输出,从
而降低了颗粒态营养元素的浓度。

3.3 不同措施对土壤含水率及有机质的影响

土壤水分是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指标,土壤含水

率的高低可以反映土壤的水分状况,其对地面水分循

环和维持生态系统功能有重要影响[23]。土壤有机质

是土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土壤的形成和土壤

肥力具有重要意义[24]。张源润等[25]研究表明坡地改

造通过坡地的原有形态,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

壤的通透性,提高土壤持水能力,促进有机质形成和

发育,提高表层土壤中有机质含量。龚赛等人等[26]

研究表明种植大球盖菇提高了地块有机质含量,对土

壤改良起到积极作用。
本研究从土壤含水率和有机质含量的角度出发,

探究在不同措施下对土壤状况的影响。试验发现与

空白对照相比,通过CM,PM 及RM,均增加了土壤

含水率,提高了保水能力,这与龚赛等[26]人结果一

致。坡面改造措施+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复合措

施要比单一秸秆覆盖种植大球盖菇更加有效。从整

个生长周期来看,不同措施下的土壤含水率变化趋势

较为一致,都呈现先增加再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与当

地气候条件情况有关。
与空白对照相比,通过CM,PM 及RM,也均提

高了有机质含量,但3种措施下的有机质含量差异不

显著,这说明土壤中有机质的提高,主要在于秸秆覆

盖种植大球盖菇措施对土壤的影响,而坡面改造对土

壤有机质含量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张源润等人[25]结

论有所差异,可能是本试验整地时间短,由于坡面改

造而促进有机质形成、发育作用未明显体现。从整个

生长周期来看,与 CK 相比,RM,CM,PM 处理在

MRS期增长幅度最大,这可能是因为菌体死亡腐化

及基料腐朽之后,营养物质得以释放[27],从而促进土

壤有机质的积累和转化。

4 结 论

(1)CM,PM 和RM 均能够有效减少SS含量,
其平均减少率分别为40.3%,31%和51.1%。

(2)CM,PM和RM均能够有效减少TN及TP含

量,TN平均减少率分别为36.6%,25.1%和56.1%;TP
平均减少率分别为37.8%,24.7%和46.9%。

(3)可溶解氮是氮素流失的主要形态,颗粒态磷

是磷素流失的主要形态,3种处理均降低了径流种颗

粒态氮、磷比例,提高了溶解态氮、磷比例。
(4)CM,PM和RM均能够提高土壤含水率和土

壤有机质含量,土壤含水率分别提高22.2%,14.1%和

39.1%;土壤有机质分别提高32.1%,29.3%和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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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开展流域水沙变异关系模型研究,为流域水沙变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方法]从水沙变

异影响因素分析入手,推导出以微分为基础的水沙变异关系模型。[结果]模型通过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上

游流域7个测站控制流域输沙率和流量变异变量的模拟检验,获得了7个流域输沙率和水流变异模拟平

均有效性系数为0.860和0.887,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14.8%和6.7%。[结论]从水流变异、泥沙变异模拟

精度和各因素变异贡献比例3个层面检验了模型,初步证明了模型结构的合理性和模拟实际泥沙变异具

有的高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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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relationshipmodelofvariationofwaterandsedimentinthebasinwasstudiedin
ordertoprovidetheoreticalsupportforthestudyonthevariationofwaterandsedimentinthebasin.[Methods]
Thedrivingfactorsofthevariationofwaterandsedimentwasanalyzed,andtherelationshipmodelofthe
variationofwaterandsedimentwasdeducedbasedondifferentiation.[Results]Accordingtothesimulation
testofthevariationvariablesofsedimenttransportrateandflowatsevenstationsintheLoessPlateauand
themiddleandupperreachesoftheYellowRiver,theaveragevaliditycoefficientofthemodelwas0.860and
0.887,andtheaveragerelativeerrorwas14.8%and6.7%,respectively.[Conclusion]Themodelwastested
fromthreeaspects:thesimulationaccuracyofflowvariation,sedimentvariationandthecontributionratioof
variationofeachfactor,whichpreliminarilyprovedtherationalityofthemodelstructureandthehigh
effectivenessofthesimulatedsediment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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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加剧,导致水文系

列均值的变化,使得系列具有不一致性和变异性[1]。
特别黄河流域泥沙锐减现象全球瞩目,但其减少原

因、成因机理至今罕有深入研究[2],以致泥沙减少是

由气候变化还是水保措施作用所致或各因素的贡献

比例多大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3-8]。黄土高原,由于

水土保持措施、退耕还林、生态保护等技术与政策措

施作用,河流水沙产生了显著变化,水沙变化原因已

成为研究热点。目前研究的方法主要有概念水文模

型为基础的分类定量评估法、时间系列变化趋势分析

法和驱动因素分析法[9-10]。用水文概念性模型对泥

沙变化原因进行分类定量评估是研究较早的方法,概
念性模型具有的物理成因关系,定量确定影响因素变

化与泥沙变化量的关系[11-14]。这类方法的优点是物



理成因机理清楚,缺点是要求资料多,实际常难以满

足模型要求。如黄河流域泥沙概念模型,涉及超渗产

流计算,要求有1h甚至5min间隔的时段雨量资

料[14-15],这对于变化原因分析要求有50a以上的长

系列计算,是非常困难的。赵羽西和谢平等的变异分

级方法、Mann-Kendall突变检验法、Pettitt法、有序聚

类分析法和Bernaola-Galvan分割法是趋势分析法有代

表性的成果[1,16-21]。这些方法虽然要求资料较少,但只

能分析是否存在变异和确定系列的突变点及变异程

度。驱动因素分析法,直接建立影响因素与泥沙变异

之间的关系,是近期开始为水流泥沙变异规律研究所

重视的。如 Wang等[2]根据输沙量(S)等于降雨量

(P)、径流系数(a)和含沙量(s)相乘的特殊关系S=
Pas,推导了输沙量变化与3者间变化的微分关系:

dS
S =

dP
P +

da
a +

ds
s

(1)

该研究开辟了变异规律研究的新途径,但这关系

还存在局限性。首先不能用于一般问题的分析中,特
别是人类活动因素对泥沙变化的影响不能直接反映;
其次含沙量s与输沙量S 类似都受降雨、径流系数、人
类活动因素的影响;还有径流系数和含沙量已知相当

于输沙量已知,所以这两因素同时作为输沙量关系的

自变量相当于自己与自己建立关系,是不合适的,通常

含沙量不能作为输沙量模型的自变量。为此,本研究

从水沙变异影响因素分析入手,研究中上游流域水沙

变异与影响因素变异间的物理成因关系,定义了变异

变量,推导了以微分为基础的水沙变异关系模型,并用

实际水沙系列进行了模拟论证和变化原因定量分析。

1 模型结构研究

水文系列变化通常受气候和人类活动两个层面

的因素变化影响,气候因素变化具有周期性,其均值

和方差等统计量随周期变化不大,而水文系列变异是

指由均值和方差等特征统计量改变的变化。所以,时
间系列变异规律和模型研究,首先要考虑如何消除气

候周期性变化的影响,使得变异规律突显并简化变异

模型结构。

1.1 变异变量定义与公式

要研究泥沙变异规律和构造变异模型,首先要定

义变异变量。对于泥沙时间系列的变异或突变点检

测等研究问题,变异或突变通常是指均值的变化。对

于自然因素的均值变化,通常都是连续变化的,只不

过变化速度突然加快,给人感觉产生了突变。因此,
可以用一定时期的滑动平均构建变异变量,以消除周

期内的气候变化因素影响。

设有时间样本系列x1,x2,x3,…,xL,可以构建

向后滑动平均变量B

Bi=
1
T∑

T

j=1
xi-j+1,i=T,T+1,…,L-T (2)

式中:T 为时间系列变化周期;i表示时间序列;L
为序列长度。类似地有向前滑动平均变量F

Fi=
1
T∑

T

j=1
xi+j,i=T,T+1,…,L-T (3)

反映均值变化的变量V 和变异量ΔV 计算公式

分别为

  Vi=(Bi+Fi)/2 ΔVi=Bi-Fi (4)
由公式(4)所表达的要素变异反映了滑动平均值

的变化量,其值的绝对值越大表示变异越剧烈。
流域泥沙变化,影响因素有降雨、水流、植被、水

利工程等。研究泥沙变异规律与模型,就是要研究这

些类型因素变异与泥沙变异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

上述变异变量定义,对下面物理因素量有相应的表

达。如泥沙S 向后滑动平均变量SB为

SBi=
1
T∑

T

j=1
si-j+1 (i=T,T+1,…,L-T) (5)

向前滑动平均变量SF

SFi=
1
T∑

T

j=1
si+j (i=T,T+1,…,L-T) (6)

反映均值变化的变量SV 和变异量ΔSV 如下

SVi=(SBi+SFi)/2,ΔSVi=SBi-SFi (7)
其他植被因素C,降雨P,水流Q,水利工程因素W

都可以类似地构建。C 均值变化为CVi;C 变异量为

ΔCVi;P 均值变化为PVi;P 变异量为ΔPVi;Q 均

值变化为 QVi;Q 变异量为ΔQVi;W 均值变化为

WVi;W 变异量为ΔWVi。

1.2 变异模型推导

考虑降雨、水流、植被覆盖度和水利工程指标与

泥沙的一般关系:

S=f(Q,C,W,P) (8)
式中:P 为降雨量(mm);Q 为流量(m3/s);C 为植

被覆盖度,表示植被占流域面积比例;W 为水利工程

指标,表示水利工程占流域面积比例。
有微分表达

dS=
∂S
∂QdQ+

∂S
∂CdC+

∂S
∂WdW+

∂S
∂PdP

(9)

该微分模型对于任意的泥沙关系都是通用的,关
键是不知公式(8)的具体结构,所以无法获得各项偏

导数的具体表达函数。根据大量泥沙研究表明[22-26],
通用土壤流失方程是很有效的模型。该模型把土壤

侵蚀量表达为:

    S=b0Qb1Cb2Wb3Pb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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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0,b1,b2,b3 和b4 为常参数。其中S 对Q 的

偏导数据公式(10)可推导得:

  
∂S
∂Q≈b0b1Q

b1-1Cb2Wb3Pb4=b1
S
Q

(11)

类似地有

  
∂S
∂C≈b2

S
C
,∂S
∂W≈b3

S
W
,∂S
∂P≈b4

S
P

(12)

将S 对Q,C,W 和P 求偏导的结果代入公式

(9),得到泥沙与其影响因素的微分模型如下

  
dS=b1

S
QdQ+b2

S
CdC+

,…+

b3
S
WdW+b4

S
PdP

(13)

将上文定义的变异变量看作是上式中的dS,
dQ,dC,dW,dP 微分变量,则SV对变量 QV,CV,
WV,PV的偏导数就可以类似地表达为:

  

∂SV
∂QV=bQ

SV
QV
,∂SV
∂CV=bC

SV
CV

∂SV
∂WV=bW

SV
WV
,∂SV
∂PV=bP

SV
PV

(14)

和

  

SV
QV=

SV+SF
QB+QF

,SV
CV=

SB+SF
CB+CF

SV
WV=

SB+SF
WB+WF

,SV
PV=

SB+SF
PB+PF

(15)

由此可得泥沙变异与影响因素变异的关系:

ΔSV=bQ
SV
QVΔQV+

,…+

bC
SV
CVΔCV+bW

SV
WVΔWV+bP

SV
PVΔPV

(16)

式中:bQ,bC,bW,bP 为常系数。类似地可以推导得

水流的变异公式:

ΔQV=cP
QV
PVΔPV+

,…+

cC
QV
CVΔCV+cW

QV
WVΔWV+cE

QV
EVΔEV

(17)

式中:cE,cP,cC 和cW 为常系数;ΔEV为年蒸发变异

量,类似地

QV
PV=

QB+QF
PB+PF

,QV
CV=

QB+QF
CB+CF

QV
WV=

QB+QF
WB+WF

,QV
EV=

QB+QF
EB+EF

(18)

公式(15)—(18)就是以微分理论为基础的水沙

变异模型。

2 模型检验与结果与分析

2.1 流域特征

本次检验选择了黄河中上游的7个流域,流域特

征及测站名称详见表1。这些流域面积变化范围为8
515~682166km2,控制黄河流域面积的91%,资料

系列较长,普遍在53a以上,这些流域的模型检验,
无论是流域尺度、空间地理位置和资料系列长度考

虑,都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表1 研究流域基本特征

序号
河流
名称

测站
名称

流域
面积/km2

资料年份

1 窟野河 温家川 8515 19600101—20151231
2 汾 河 河 津 38728 19640101—20151231
3 黄 河 头道拐 361640 19640101—20151231
4 黄 河 龙 门 494470 19640101—20151231
5 黄 河 潼 关 682166 19620101—20151231
6 无定河 丁家沟 29662 19600101—20151231
7 黄 河 吴 堡 433514 19600101—20151231

2.2 精度指标

本研究采用的模型计算精度评价指标有有效性

系数DC:

  DC=1-
∑

L-T

i=T
(ΔSVi-ΔSVci)2

∑
L-T

i=T
(ΔSVi-ΔSV)2

(19)

相关系数RR:

RR=

∑
L-T

i=T
(ΔSVi-ΔSV(ΔSVCi-ΔSVC)

∑
L-T

i=T
(ΔSVi-ΔSV)2 ∑

L-T

i=T
(ΔSVCi-ΔSVC)2

(20)

和绝对相对误差比Re:

  Re=
∑

L-T

i=T
│(ΔSVi-ΔSVci)│

∑
L-T

i=T
ΔSVi

(21)

式中:ΔSVi,ΔSVci分别为由观测资料和变异模型计

算的泥沙变异值;ΔSV,ΔSVc分别为由观测资料和

变异模型计算的泥沙变异均值。

2.3 变异模型结构合理性与模拟有效性分析

2.3.1 模型计算结果 变异模型计算,首先要确定

气候周期T。气候变化主要受太阳活动周期影响,
太阳活动周期与太阳黑子爆发密切相关,据研究太阳

黑子具有11.2a的周期,所以这里选择滑动平均周期

T 为11。7个断面流域用最小二乘法确定的参数详

见表2,变异模型计算的结果和精度统计详见表3—4
及图1—2。表2中SB和SBc 是泥沙的观测与模型

计算向后滑动平均量,SF和SFc 是泥沙的观测与模

型计算向前滑动平均量,e 是计算量的相对误差,下
标s和q分别表示输沙率和流量,如DCs 和DCq 分

别表示输沙率和流量模拟有效系数等。表2中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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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C 为面积比例。用于分析植被变化的遥感数

据为GIMMSNDVI和SPOTVGTNDVI两种数据

集,其中GIMMSNDVI数据来自于寒区旱区科学数

据中 心 (http:∥westdc.westgis.ac.cn/)提 供 的

NOAA/AVHRRNDVI半月合成数据集,空间分辨

率为8km×8km,时间跨度为1984年1月至2006年

12月。信息的详细提取过程参考文献[27]。根据这些

数据确定了植被覆盖率和水面比例的年变化函数

C=0.394e0.0097(YN-1983) (22)
式中:YN为年份。据这两个公式可计算得植被覆盖

率C 的年变化,进而计算出相应的变异值等。
这次模型计算中,由于水利工程的年变化信息和

流域面平均蒸发资料难以获得,并为了简化模型检

验,先不考虑蒸发和水利工程影响。简化的模型为

  ΔSV=bQ
SV
QVΔQV+bC

SV
CVΔCV

(23)

ΔQV=cP
QV
PVΔPV+cC

QV
CVΔCV

(24)

表2 流域模型参数值

流 域 bQ bC cP cC

温家川 1.55 -0.56 2.82 -1.83
津 河 1.80 -0.81 4.24 -3.25
头道拐 1.82 -0.83 2.43 -1.44
龙 门 1.24 -0.26 2.43 -1.44
潼 关 1.19 -0.20 2.40 -1.41
丁家沟 2.75 -1.76 2.01 -1.02
吴 堡 1.59 -0.61 2.29 -1.30

  注:bQ,bC,cP,cC 为公式(16)—(17)中的变异模型参数。

表3 温家川站泥沙变异计算结果

年份 SB/(kg·s-1·a-1) SBc/(kg·s-1·a-1) e(1) SF/(kg·s-1·a-1) SFc/(kg·s-1·a-1) e(1)

1970 1322.2 1364.8 -0.04 1124.8 1083.8 0.03
1971 1486.5 1469.4 0.01 992.4 1011.0 -0.02
1972 1251.8 1226.5 0.02 943.7 970.4 -0.03
1973 1257.6 1288 -0.03 987.5 958.6 0.02
1974 1261.5 1298.6 -0.03 1077.4 1041.8 0.03
1975 1194.6 1211.2 -0.02 1057.4 1042.3 0.01
1976 1451.2 1345.8 0.07 826.3 933.1 -0.13
1977 1302.7 1252.0 0.03 817.0 869.1 -0.07
1978 1211.9 1170.7 0.03 770.4 812.8 -0.06
1979 1284.3 1239.7 0.03 645.5 691.3 -0.08
1980 1238.7 1238.0 0 714.3 716.2 -0.01
1981 1124.8 1148.7 -0.03 757.4 734.7 0.03
1982 992.4 1041.9 -0.05 722.1 673.6 0.06
1983 943.7 1040.4 -0.11 823.2 727.7 0.11
1984 987.5 1037.9 -0.06 794.6 745.3 0.06
1985 1077.4 1118.9 -0.04 775.4 735.0 0.05
1986 1057.4 1112.1 -0.06 778.3 724.7 0.06
1987 826.3 930.6 -0.13 782.5 679.1 0.13
1988 817.0 925.2 -0.14 669.6 562.3 0.16
1989 770.4 855.6 -0.12 592.1 507.8 0.14
1990 645.5 738.2 -0.15 566.0 474.1 0.16
1991 714.3 773.1 -0.09 491.6 433.5 0.11
1992 757.4 782.0 -0.04 392.6 368.8 0.06
1993 722.1 743.5 -0.03 387.1 366.4 0.05
1994 823.2 798.4 0.03 261.6 287.1 -0.1
1995 794.6 792.2 0 221.9 224.9 -0.02
1996 775.4 739.9 0.04 105.3 141.4 -0.35
1997 778.3 743.8 0.04 84.5 119.5 -0.42
1998 782.5 752.4 0.03 50.1 80.7 -0.61
1999 669.6 628.4 0.06 47.2 88.8 -0.89
2000 592.1 547.9 0.07 42.0 86.7 -1.07
2001 566.0 490.9 0.13 36.1 111.6 -2.09
2002 491.6 394.5 0.19 30.1 127.6 -3.24
2003 392.6 291.8 0.25 18.9 120.0 -5.33
2004 387.1 281.8 0.27 12.8 118.3 -8.25

  注:SB和SBc 是泥沙的观测与模型计算向后滑动平均量;SF和SFc 是泥沙的观测与模型计算向前滑动平均量;e是计算量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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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流域泥沙变异模型计算精度

流 域 DCs RRs Res DCq RRq Req
温家川 0.974 0.987 0.069 0.855 0.925 0.097
津 河 0.964 0.981 0.169 0.937 0.968 0.085
头道拐 0.981 0.990 0.048 0.849 0.922 0.072
龙 门 0.634 0.797 0.234 0.926 0.962 0.047
潼 关 0.709 0.843 0.187 0.928 0.963 0.051
丁家沟 0.962 0.980 0.121 0.818 0.905 0.054
吴 堡 0.799 0.894 0.210 0.900 0.949 0.063

  注:下标s和q分别表示输沙率和流量;DC表示有效性系数;RR表示相关系数;Re 表示绝对相对误差比。

图1 温家川站实际泥沙年变异ΔSV与

计算泥沙年变异ΔSVc 时间过程比较

图2 温家川站实际泥沙年SB与计算泥沙年SBc 关系线

2.3.2 模拟结果与分析 表3中观测的年输沙率向

前滑动平均SF与向后滑动平均SB相减得实际输沙

年变异ΔSV,类似地计算的年输沙率向前滑动平均

SFc 与向后滑动平均SBc 相减得计算输沙年变异

ΔSVc。图1为窟野河温家川站实际泥沙年变异ΔSV
与计算泥沙年变异ΔSVc 的时间过程比较。从时间

系列过程看,泥沙最大变异发生在1998年,其值为

-732.4kg/(s·a),1979年为其次,泥沙变异值为

-638.8kg/(s·a)。从实际泥沙年变异ΔSV与计算

泥沙年变异ΔSVc 时间过程变化趋势看,两者十分吻

合。图2是实际泥沙年SB与计算泥沙年SBc 关系,
其两者的关系线接近45度直线,有效性系数DCs 为

0.974,相关系数RRs 为0.987,相对误差只有6.9%。
这些结果都说明微分变异模型的结构是合理的,可有

效地表达泥沙的变异关系。
表4是7个流域水流和泥沙变异模拟的精度统

计。泥沙系列变异模拟的有效性系数最大的流域为

0.981,最小的也有0.709,说明泥沙变异模拟的有效

性在这7个流域是很高的;泥沙变异模拟与实际的系

列相关系数大于0.900的有4个,占到了57%,最小

的也有0.797,说明泥沙年变异ΔSV与计算泥沙年变

异ΔSVc 间的相关性在7个流域都是十分显著的;相
对误差最小的为4.8%,最大的也只有23.4%,模拟误

差不同流域不仅都较小且变化不大,说明变异模型模

拟关系很稳定。水流系列变异模拟的精度类似,这里

限于篇幅不展开讨论(表4)。

2.3.3 流域平均变异贡献比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

验微分变异模型结构的合理性,这里把变异模型用于

泥沙变化贡献比例分析。由公式(23)—(24)组成的

变异模型,有如下变异贡献比例分析式:

  ΔSV=(bQCP+bP)
SV
PVΔPV+

,…

  (bQCC+bC)
SV
CVΔCV

(25)

式中:前两项之和反映降雨因素改变导致的泥沙变化,
后两项之和是由植被覆盖率变化引起的泥沙变异。则

气候因素和植被因素变异引起的贡献比例分别为

  
CHP=

(bQCP+bP)
SV
PVΔPV

ΔSV

CHC=
(bQCC+bC)

SV
CVΔCV

ΔSV

(26)

式中:CHP,CHC 分别表示气候、植被因素变化引起

的泥沙变化贡献比例。具体计算结果详见表5。从表

5结果看,各个流域不同因素贡献比例略有变化,气候

因素变化贡献比例在0.106~0.155,植被变化贡献比

例在0.844~0.893,气候、植被平均贡献比例分别为

0.129和0.870,这与潼关站的贡献比例十分接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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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6个流域散布在潼关流域内,这全部流域平均

与潼关站接近,一方面说明这些流域和相应资料系列

的代表性选择合理;第二方面也进一步证明了变异模

型结构的合理性和模拟结果的稳定性。

表5 流域平均变异贡献比例

流 域 CHP CHc

温家川 0.155 0.844
津 河 0.106 0.893
头道拐 0.112 0.887
龙 门 0.128 0.871
潼 关 0.127 0.872
丁家沟 0.122 0.877
吴 堡 0.151 0.848
平 均 0.129 0.870

  注:CHP,CHc 分别表示气候、植被因素变化引起的泥沙变化贡献

比例。

3 结 论

本文以微分为基础,提出直接建立泥沙、水流变

异模型,通过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上游7个测站控制流

域输沙率和流量变异变量的模拟检验,获得了7个流

域输沙率和水流变异模拟平均有效性系数为0.860
和0.887,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14.8%和6.7%。从水

流变异、泥沙变异模拟精度和各因素变异贡献比例3
个层面检验了模型,初步证明了结构的合理性和模拟

实际泥沙变异具有的高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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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湿地公园建设的生态效应
———以济西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杨 霄1,刘 森1,贾 超1,刘 扬2,于翠翠2,朱恒华3

(1.山东大学 海洋研究院,山东 青岛266237;2.山东省地质测绘院,
山东 济南250002;3.山东省地质调查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 要:[目的]分析城市湿地形成前后的生态效应,确定影响城市湿地形成发展的关键因素,为城市湿地

保护和生态公园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黄河下游流域济南市济西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区,以

1990—2019年的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资料为数据源,基于GIS平台,通过空间分析土地利用动态度、转移

矩阵和景观指数等研究城市湿地的生态效应,利用灰色关联法研究湿地自然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

①耕地与生态用地的相互转换是济西湿地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的相互转换是

次要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景观指数和动植物的变化则表明湿地生态多样性增加。②降水和地下水等水

资源与湿地面积变化呈正相关,温度与湿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水文气象因素对湿地的自然演化起着重

要的作用,是常年性湿地形成的关键。[结论]城市规划等人为干扰影响着湿地公园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
也是主导城市湿地演变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城市湿地;生态效应;演变特征;驱动力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0-288X(2021)02-0162-08 中图分类号:X171.1,X37,TP79

文献参数:杨霄,刘森,贾超,等.城市湿地公园建设的生态效应[J].水土保持通报,2021,41(2):16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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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EffectsofUrbanWetlandParkConstruction
-ACaseStudyatJixiNationalWetlandPark

YangXiao1,LiuSen1,JiaChao1,LiuYang2,YuCuicui2,ZhuHenghua3

(1.Institute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ShandongUniversity,Qingdao,

Shandong266237,China;2.ShandongGEO-SurveyingandMappingInstitute,Jinan,

Shandong250002,China;3.ShandongInstituteofGeologicalSurvey,Jinan,Shandong25001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cologicaleffectsbeforeandaftertheconstructionofurban wetland were
analyzed,andthekeyfactorsinfluencing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wetlandweredeterminedinorder
toprovidethescientificbasisforurbanwetlandprotectionandecologicalparkconstruction.[Methods]Jixi
NationalWetlandParkofJinanCity,ShandongProvince,inthelowerreachesoftheYellowRiverwas
selectedastheresearcharea.Remotesensingimagesandfieldsurveydatafrom1990to2019werethedata
sources.BasedontheGISplatform,theecologicaleffectsofurbanwetlandswereexploredthroughspatial
analysisoflandusedynamics,transfermatrix,andlandscapeindex.Thedrivingfactorsofwetlandchange
werestudiedbythegreycorrelationmethod.[Results]① Themutualconversionbetweencultivatedland
andecologicallandwasthemaintypeoflandusechangeintheJixiWetland,andthemutualconversion
betweenconstructionlandandecologicallandwasthesecondtypeoflandusechange.Changesinlandscape
indexandfloraandfaunaindicatedanincreaseinwetlandecologicaldiversity.② Theprecipitation,groundwater
andotherwaterresourceswerepositivelycorrelatedwithwetlandarea,whilethetemperaturewasnegatively
correlatedwithwetlandarea.Hydrologicalandmeteorologicalfactors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natural



evolutionofwetlands,andwerethekeytotheformationofperennialwetlands.[Conclusion]Human
disturbancessuchasurbanplanningaffectedtheconversionoflandusetypesinthewetlandandwerealsothe
mainfactorsleadingtotheevolutionoftheurbanwetland.
Keywords:urbanwetland;ecologicaleffects;evolutioncharacteristics;drivingforce

  天然湿地系统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人类提供了持续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天然湿地

的数量有限,且主要分布于城市周边区域,城市湿地

生态系统的建设成为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因素[1-2]。
经精心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城市湿地生态系统

具备与自然湿地相似的生态功能,例如净水、固碳、泄
洪、防止土壤流失和蓄水等[3-4]。城市湿地公园作为

人工湿地或自然湿地的集合,能够为野生动物提供栖

息地,同时在美化环境、旅游观光和科普教育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平

衡[5-6]。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25号)明
确提出,“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综合治理,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的
要求。在这样的环境下,城市湿地的研究得到了进一

步发展,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城市湿地进行了研究,如
徐烨等利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建立了雄安城

市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讨论了湿地公

园内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7];万媛媛等采用样方法和

组平均法对天津临港城市湿地的植物群落进行了调

查和聚类,分析了城市湿地物种的多样性格局[8]。以

上研究对城市湿地公园建成后的生态情况进行了分

析,肯定了湿地公园良好的生态作用。但关于城市湿

地形成前后生态效应的定量化分析研究却略显不足。
由于可参考借鉴的研究较少,大部分湿地公园保护工

作尚未形成体系。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造、耕地的种

植等 强 烈 的 人 为 活 动,产 生 了 一 系 列 的 生 态 问

题[9-11]。因此,定量分析城市湿地形成前后的生态效

应对于响应生态保护的部署和科学规划城市湿地公

园具有重要的作用。
济西国家湿地公园(以下简称“济西湿地”)是济

南市最大的城市湿地[12],由于2001年玉清湖水库建

成后的侧渗以及周围特殊的水文和地形条件造成的

区域性汇水而成为常年性湿地。本文以济西湿地为

研究 区,通 过 搜 集 和 调 查 等 方 法 获 取 水 文 地 质、

DEM、遥感影像等基础数据,选取1990—2019年遥

感影像数据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分类;分析1990年

以来湿地土地利用类型、景观指数、水文气候、动植物

的演变特征;结合水文气候和建设活动资料,对其驱

动机制进行探讨,系统给出济西湿地景观格局和演变

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因素。研究成果能够为类似湿地

的保护和湿地公园内生态环境的发展建设提供科学

依据和理论指导。

1 研究区概况

济西湿地位于济南市中心城区的西部,地理坐标

范围为116°45—116°50'E,36°37'—36°41'N,西部紧

靠黄河干流,北面有黄河下游最大支流玉符河穿过,
东侧为南水北调东线引渠,湿地内有玉清湖水库水源

地,区域内水资源丰富,面积约33.6km2[13-14]。济西

湿地地貌单元属于玉符河冲洪积扇,地貌类型单一。
研究区土壤为潮土,土层深厚,土体发育完全,呈中性

至微碱性。耕层质地多为中、轻壤,保水保肥易耕作。
年均降水量698.6mm,变化范围312~1051mm;年
均蒸发量2257.6mm,变化范围1912~2315mm。
年均气温13.4℃,变化范围12.8~14.3℃,年变化以

7月最热为27.3℃,1月份最冷为-2.7℃;平均无霜

期198d;年平均日照总时数为2640.2h。济西湿地

水资源补给包括大气降水、玉符河水、玉清湖侧渗水

及引进的黄河水。地下水流总体由东南向西北径流,
由于悬黄河的天然分水岭作用,近河以侧渗补给为

主,远河以降水入渗为主,并辅以少量的灌溉回渗,地
下水排泄以蒸发和人工开采为主。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①济西湿地1990,1998,

2000,2004,2008,2012,2018和2019年共计8期

Landsat影像,遥感影像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

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土地利用数据

由支持向量机(SVM)使用 Landsat图像提取[15]。

②DEM数据,DEM影像采取无人机实地勘测与影像

结合校正,利用ENVI5.4专业遥感图像处理软件,
对遥感数据进行辐射定标、大气校正、镶嵌、波段组

合、增强等处理,编制遥感影像图。③水文气象数据,
研究资料来源于山东省地质测绘院在济西湿地附近

的长期水文观测站和地下水水位观测井。选取气温

和降水资料,计算出其年平均值的时间序列,采用线

性倾向趋势估计统计分析方法,对自1990年来的济

南气候变化趋势进行研究。
对获得的不同时期的LandsatOLI图像应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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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似然监督分类和视觉解释技术[16-17],配合湿地实地

调查,将土地利用类型细分为16种(6大类):草地、
耕地、林地、沼泽林地、人工表面(坝体、工业用地、公
路用地、火车站、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铁路用

地)、水域(水库水面、水面、河流水面、坑塘水面、养殖

水面)。本次研究中,我们收集了100多个样本作为

训练数据,这些样本已在最大似然分类器中用于执行

分类,总体分类准确度大于95%。

2.2 土地利用动态度

本次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

型动态度和空间动态度来定量描述。单一土地利用

类型动态度是特定土地利用类型在给定时间段内的

变化率,而空间动态度是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转入转出

的变化率[18-19],其表达式分别为:

  K=
(Sb-Sa)

Sa
×
1
T×100%

(1)

  K'=
(Sin+Sout)

Sa
×
1
T×100%

(2)

式中:K,K'表示研究时段内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

度和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动态度;Sa,Sb 分别表示研

究时段始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km2);

Sin,Sout分别表示研究时段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转入

和转出的面积(km2);T 为时间段(a)。

2.3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与景观指数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来源于系统分析,能够反映研

究期内土地利用的结构特征和各类型之间的转化情

况和方向,提供了详细的“转入”和“转出”信息,是比

较不同来源地图的最常用方法[20]。使用下列公式进

行计算:

   P=

P11 P12 … P1j

P21 P22 … P2j

︙ ︙ ︙ ︙

Pi1 Pi2 … Pij

(3)

式中:Pij表示i类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为j 类土地利

用类型的区域,并且满足Pij≥0和∑
n

j=1
Pij=1。

景观 指 数 可 以 描 述 景 观 格 局 的 复 杂 性 和 变

化[21]。本次研究利用 ArcGIS平台和Fragstats软

件,计算了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蔓延度指数(CONT-
AG)和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其中,CONTAG
描述的是景观不同斑块的聚集性程度或延展趋势。

SHDI反映了景观元素的数量及其比例的变化,其值

越大,多样性越高[22]。

2.4 碳汇潜力

固碳是湿地提供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地

球大气辐射平衡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是近年来在气

候情景中最受关注的湿地功能。湿地植被的碳储量

是其现有生物量中存储的碳[23],水文地貌和植被的

类型以及景观位置都会影响区域的碳汇能力,在水资

源丰富的湿地地区,其土壤肥沃,更有利于刺激湿地

植物的生长。
碳储量计算公式为:

Cs=∑
n

i=1
Ai·Ci (4)

式中:i表示不同植被类型;Ai 为不同植被类型种植

面积(m2);Ci 为不同植被区域类型下的碳密度[24-26]

(kg/m2)(表1);Cs 为湿地区域内总碳储量(kg)。

表1 各类型植被碳密度数据 kg/m2

项目 耕地 林地 草地 沼泽林地

碳密度 10.21 23.9 11.23 36.47

2.5 关联度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识别和确定关键因素优先

级的改进方法,适用于变量独立性分析。根据灰色关

联度理论分析了湿地与驱动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由

于每个序列中因子的维数不同,无法对不同序列进行

比较。因此,为了确保结果的可靠性,使用等式(5)对
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进行了无量纲处理。无量纲处

理后,计算关联系数和灰色关联度[27]。

   xi(k)=
Xk(k)-maxXi(k)
maxXi(k)-minXi(k)

(5)

 ζk(k)=

 
min|x0(k)-xi(k)|+ρmax|x0(k)-xi(k)|
|x0(k)-xi(k)|+ρmax|x0(k)-xi(k)|

(6)

γi=
1
m∑

m

k=1
ζi(k) (7)

式中:Xi(k)为原始数据;xi(k)为无量纲处理后的

数据;ζi(k)为灰色相关系数;γi 为灰色关联度;ρ
为分辨系数,0<ρ<1,通常取0.5。i=0,1,2,…,n;

k=1,2,…,m。

3 结果与讨论

3.1 济西湿地的演变

3.1.1 土地利用类型的演变

(1)土地利用动态度。自1990年以来,在气象、
水文、地质地貌、植被、土壤、地下水、人类工程活动、
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下,济西湿地土地利用结构发生

很大变化(图1)。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主要分4个

阶段(表2),分别为水库建设前的变化期(1990—

1998年)、水库建设期间的稳定期(1998—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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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初步形成期(2000—2004年)以及湿地快速发展

期(2004—2019年)。1990—1998年期间,济西湿地

单一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变 化 速 度 最 快 的 是 公 路 用 地

(38.78%),其空间动态度达到155.12%,城市化道路

发展极为迅速。1998—2000年为水库建设期,受政

府的控制和影响,在此时间段内土地利用类型保持不

变。2000—2004年,坑塘成为增加速度最快的土地

利用类型(71.46%),但空间动态度最大的是建设用

地(166.78%)。2004—2019 年,年 变 化 率 最 快

(26.33%)和空间动态度(36.12%)最大的均为草地。

表2 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K)和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动态度(K') %

土地利用
类 型

1990—1998年

K K'
1998—2000年

K K'
2000—2004年

K K'
2004—2019年

K K'
耕 地 -1.56 6.25 0 0 -3.50 3.81 -2.87 3.10
工业用地 6.87 31.34 0 0 0 0 -0.57 10.72
公路用地 38.78 155.12 0 0 0 0 3.89 3.89
河流水面 0 0 0 0 -0.01 0.01 1.41 12.54
火车站 0 0 0 0 0 0 0 0
坑塘水面 0 0 0 0 71.46 106.33 -5.08 7.77
林 地 1.01 4.05 0 0 44.83 47.55 3.92 12.59
农村建设用地 0.20 0.81 0 0 -0.53 1.96 3.07 4.77
铁路用地 0 0 0 0 0 0 0.67 0.81
养 殖水面 0.82 3.27 0 0 3.10 4.74 -4.02 4.44
坝 体 — — — — — — — —
建设用地 — — 0 0 -25.00 166.78 — —
水库水面 — — — — — — -0.83 0.83
水 面 — — — — — — 26.33 36.12
草 地 — — — — — — — —
沼泽林地 — — — — — — — —

图1 济西1990-2019年湿地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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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在湿地的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的是土地利用类型是生态用

地,由于耕地对于湿地内动植物生长的贡献有限,本
研究将林地、草地、沼泽林地和水域视为主要的生态

用地[28]同时由于1998—2000年的土地利用类型保持

不变,重 点 分 析 了1990—1998年、2000—2004年、

2004—2019年土地利用转换矩阵(表3)。1990—1998
年,自然状态下的生态用地增加缓慢(5.58%),耕地

(11.79%)主要转化为人工表面用地。2000—2004年,

生态用地的转入比例迅速增加(66.04%),这主要得益

于玉清湖的建成,此时湿地初步形成。2004—2019年,
生态用地转入的占比仍然很大(47.91%),湿地不断

发展。总体来看,耕地与生态用地之间的相互转换是

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之间

的相互转换是次要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焉恒琦

等[29]在研究多个湿地的人为胁迫性也指明,耕地和

人工表面是人工干预引起湿地内部变化的主要类型,
对湿地生态系统有很大的影响。

表3 济西湿地1990-2019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hm2

年 份 类 型 耕地 工业用地 公路用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其他用地

耕 地 4903.245 — — — — — —

1990—1998
林 地 20.612 — — — 254.506 — —
水 域 19.167 — — — — 418.487 —
人工表面 660.961 77.173 6.177 670.749 — — 50.195
耕 地 4187.092 — —  1.569 — 28.728 —

2000—2004
林 地 454.194  0.021 — 54.041 260.166  0.025 —
水 域 246.655 — — 566.831 11.486 408.057 —
人工表面 15.305 119.564 25.339 647.659  3.466  0.843 50.195
耕 地 2323.411 — — 11.702 34.655 33.631 —
林 地 791.560 — — 51.903 268.946 107.863 0.185

2004—2019
水 域 215.680 — —  0.187 127.665 853.989 —
沼泽林地 466.082 — —  8.233 254.369 105.217 —
草 地 86.538 — —  0.205 12.656 31.359 —
人工表面 334.112 119.564 25.339 595.043 70.149 101.113 50.010

3.1.2 植被覆盖类型及碳汇情况的演变 土地利用

是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和使用状况,而土地覆盖

(植被覆盖)主要表达的是土地表层以植被为主要覆

盖物的自然类型和状态。济西湿地目前植被覆盖类

型主要有4种,分别为草地、耕地、林地、沼泽林地(图

2)。整体来看,1990—2019年济西湿地植被覆盖类

型变化主要表现为耕地减少,转变为草地、林地和沼泽

林地。其中耕地减少了45.20%,林地增加了13.64%,沼

泽林地增加了11.78%、草地增加了1.85%。林地和

沼泽林地的增加成为济西湿地演变的主要特征。湿

地形成前,区域内耕地面积占比最大,碳储量也最多。
在湿地形成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济南市“退耕还林

还湿”政策的实施,湿地区域内部分耕地改变为林地、
草地和沼泽林地等具有高固碳能力的植被类型,较少

的生态用地就能够提供更多的碳储量,使得济西湿地

的碳汇能力在不断增强。

图2 济西1990-2019年湿地植被类型及碳汇情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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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景观指数的变化 济西湿地内的CONTAG
呈下降 趋 势,景 观 破 碎 化 程 度 变 高,连 通 性 变 低

(图3)。而SHDI一直呈现增加的趋势,表明随着时

间的推移,湿地景观类型的多样性增加,并有向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发展的趋势,这是由于人类干扰的

增加。此外,CONTAG的减少和SHDI的增加,说明

作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耕地逐渐减少,已变得更加

零碎,在景观中的优势也越来越小,这意味着在湿地

公园的建设过程中,“退耕还林还湿”政策得到有效

实施。

图3 济西1990-2019年湿地景观指数变化

3.1.4 水文气候的演变特征

(1)气温演变特征。由图4可知,济西湿地形成

后的趋势线比形成前的趋势线明显降低,对于局部气

候的调节作用明显,但由于城市社会的发展,气温仍

呈现波动上升状态。年平均气温大部分为正距平,最
高平均气温为15℃,出现在2019年,相较历年平均

气温高了0.83℃;最低气温出现在2011年,年均温

为13.4℃,相较历年平均气温低了0.77℃,最高值和

最低值之间相差1.6℃。根据2000年后的气温趋势

线,气温将继续呈现波动上升状态。该区域的变暖和

与玉符河的季节性洪水会使湿地的地表水水源供给

不稳定,导致济西湿地中蒸发量的增加,引起土壤含

水量减少和地表水补给减少,不利于城市湿地的自然

发展。

图4 济西1990-2019年湿地年均气温变化和降雨量变化

  (2)降水和地下水水位变化特征。根据济西湿

地年均降雨量变化图(图5)和监测孔组逐月的监测

资料(图5),济西湿地的降水量和地下水水位趋势基

本一致。1993年、1994年连续两个丰水年后,孔隙水

水位上升至近30a最高水位,此后水位逐渐下降,至

2003年枯水期,水位降至最低点。2003年以后,济西

湿地进入连续的丰水年份,降水量较多年平均值多

100~150mm左右,孔隙水水位快速回升,进入相对

的高水位期。从孔隙水多年动态曲线可以看出,一场

较大的降水,对孔隙水水位的影响十分明显,如1996,

1998,2003,2004,2010,2013和2016年,降水量集中,月
内降水量均在300mm以上,孔隙水水位在短期内迅

速回升至当年最高水位或数年最高水位。由于济西湿

地存在较厚的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因此该区域降水量

增加可有效增大地下水的补给量,使得地下水水位的变

化趋势呈现出10a左右的波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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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济西1991-2019年孔隙水动态与降水量关系曲线

  (3)相关性分析。将湿地面积作为参考序列,而
长期监测的降雨、温度和地下水水位作为比较序列,
分析了湿地面积变化和气象序列相关性。其中,用负

值表示负相关,正值表示正相关。由表4可知,3种

因子中地下水水位是影响湿地面积的最主要因素。
湿地面积与地下水水位、降水量呈正相关,地下水水

位和降水量对城市湿地的自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而气温与湿地面积变化之间呈负相关,即随着区域温

度的升高,湿地的面积减少。由于湿地本身具有冷湿

效应,区域温度升高将降低城市湿地的冷湿作用。郑

慧祯等[30]在研究闽江湿地时也发现了随着湿地温度

的上升,湿地面积减少,降温效果减弱。杜培军等[31]

在研究滨海湿地土地利用与地表温度响应时也有一

致的结论。这表明水文气候因素对城市湿地的影响

与天然湿地类似。

表4 湿地面积与驱动因子的灰色关联度

因子 气温 降水 地下水水位

关联度 -0.621 0.666 0.761

3.2 演化的驱动力

湿地公园中的自然的水文气候的变化和外部的

人为干扰是影响济西湿地演变的主要因素。

3.2.1 水文气候 基于灰色关联理论,采用长期连续

监测的降水数据和气温数据分析了水文气候对济西

湿地的影响。降水和地下水补给作为湿地的重要水

源,与湿地面积变化呈正相关。温度与湿地变化呈负

相关。这与 Wu等[16]在红河自然湿地中的研究结论

是一致的,表明在不受人为影响的情况下,城市湿地

的发展演化同样受水文气候因素的控制。因此,水文

气象因素对城市湿地的自然演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湿

地内的水文循环是城市湿地成为常年性湿地的关键。
从降水、地下水水位、温度等气象条件的演变特征趋

势线分析,景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降水量和地下水

水位呈下降趋势,气温呈上升的趋势,处于偏暖阶段。
温度升高将使地表水蒸发量增加,而随着蒸发过程的

加速和湿地水资源量的减少,会导致湿地面积的丧

失。该阶段维持时间2~3a后转入降雨量增加阶

段,周而复始的呈波动变化。此外,济西湿地及临近

区域年均降水量、年均气温和地下水水位的特征不存

在突变现象,这将对景区植被的生长发育、水分补给

更为有利。

3.2.2 人为干扰 当“济西国家湿地公园”建立时,农
业活动受到限制,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减少,这表明农

业开垦对济西湿地的形成有最直接相关性。人为开

采大量地下水浇灌农田也会影响区域内水资源的补

给,不利于湿地的发展。由于湿地生态系统的高脆弱

性,若湿地区域内的林地遭受破坏,耕地增加,则湿地

区域内的碳汇能力将极大降低。而水作为湿地的主

要景观和关键要素,水量和水质对于湿地的发展极为

重要。湿地公园内农田化肥和居民生活用水若未经

处理直接排放,会影响着水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并

且由于玉清湖水库为直引黄河水的水库,水质情况直

接受到黄河水水质的影响。未经处理排放到黄河内

的城市工农业用水将加重湿地公园内水质的污染程

度。于洋等[13]也在其研究中指出,济西湿地受到人

为因素的强烈干扰,不合理的处置措施将导致湿地不

断减少。李文清[32]和胡乃利等[33]的研究也揭示了城

市湿地区域内农药化肥的使用和土地利用类型的不

合理的导致湿地内较严重的水质污染和水土流失现

象。水库建设前,该区域未受干扰,植被覆盖类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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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耕地和林地。玉清湖水库建设期间,由于政府的规

划和控制,植被覆盖类型并未发生变化。玉清湖水库

建设后的过渡期,水库逐渐向外渗水,加上居民对于

黄河水 和 玉 符 河 水 的 引 灌,湿 地 初 步 形 成。从

2004—2019年,由于城市的规划,强制性和激励性政

策的实施,至2011年济西湿地被列为国家湿地公园

的试点公园后济西湿地“退耕还林还湿”政策的有效

实施,湿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耕地大幅

度减少,转变为林地、草地、沼泽林地等生态用地。

4 结 论

(1)耕地的减少、林地和沼泽林地的增加是济西

湿地土地利用类型演变的主要特征。耕地与生态用

地的相互转换是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建设用地

与生态用地的相互转换是次要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
“退耕还林还湿”政策得到有效实施,具有高固碳能力

的植被类型的增加使得济西湿地的碳汇能力不断增

强。景观指数和动植物的变化表明湿地生态多样性

增加。
(2)灰色关联度分析显示,地下水水位是影响湿

地自然演变的主要因素,降雨的影响次之,而气温与

湿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水文气象特征的趋势线表

明现阶段呈温度升高和降水减少趋势。这些因子的

变化过程主导着城市湿地的自然演变,并控制了湿地

水文循环的变化,研究区内的水文循环是常年性湿地

形成的关键。
(3)土地利用的主次要转换类型以及人为对碳

汇能力的增强表明了城市规划等人为干扰是城市湿

地演变的主导因素,而水文气象因子则更多影响城市

湿地稳定后的自然演变。气候变暖、水资源量的减少

以及地下水水位的降低,都将不利于地表水的储存。
济西湿地内地表水补给了地下水,减少了地表水的

量,增加了湿地的脆弱性。因此,为了保护湿地,必须

限制耕地的扩展和人为不合理的施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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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CR模型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廊道构建
景艳宾1,孙 旭1,刘 军2,孙冬杰
(内蒙古农业大学 沙漠治理学院,呼和浩特010010)

摘 要:[目的]构建内蒙古鄂托克旗的生态廊道,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供生物迁徙的路径,促进

不同栖息地之间的物种交流,为鄂托克旗生态廊道建设工程的科学实施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以鄂托克旗作为研究区,利用生态敏感性评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的综合结果确定生态源地,采
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和最小成本路径的方法,对生态廊道进行构建研究。[结果]①鄂托克旗生态敏

感性程度较强,极度、高度敏感区面积占全旗41.31%,主要分布于西北部蒙西镇和棋盘井镇交界区;②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总体状况较差,绝大部分地区处于中低值区,低、中值区面积占全旗95.37%;③构建了鄂托克

旗生态廊道体系,生态廊道与生态源地大致构成了一个环形闭合区域,重要廊道总长721km,一般廊道总

长803km。[结论]整体来看,鄂托克旗生态源地分散于东西两侧,布隆嘎查和察汗淖尔嘎查源地起到了

沟通东西物质能量交流的桥梁作用,为保证研究区整体连通性,加强这些源地的保护显得特别重要。

关键词:生态廊道;生态敏感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MCR模型;重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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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orridorinEtuokeBannerof
InnerMongoliaBasedonMCRModel
JingYanbin1,SunXu1,LiuJun1,SunDongjie
(CollegeofDesertControlScienceandEngineering,

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01001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cologicalcorridorinEtuokeBanner,InnerMongoliawasconstructedtoimprove
thequalityandstabilityoftheecosystem,andprovidethepathofbiologicalmigration,promotespecies
exchangebetweendifferenthabitats,soas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implementationofecological
corridorconstructionprojectandtheprotectionofbiodiversityinEtuokeBanner.[Methods]TakingEtuoke
Bannerastheresearcharea,theecologicalsourcewasdeterminedbyusingthecomprehensiveresultsof
ecologicalsensitivityevaluationandecosystemservicevalueanalysis,andtheminimumcumulativeresistance
model(MCR)andminimumcostpathwereusedtoconstructtheecologicalcorridor.[Results]① The
extremeandhighsensitiveecologicalareaofEtuokeBanner,mainlydistributedintheborderareaofMengxi
TownandQipanjingTowninthenorthwest,accountedfor41.31%ofwholebanner.②Theoverallstatusof
ecosystemservicevaluewasinpoorcondition,mostoftheareaswereinthemiddleandlowvalueareas,

accountedfor95.37%ofwholebanner.③Theecologicalcorridorsystemwasconstructed,andtheecological
corridorandecologicalsourcearearoughlyformedaringintheclosedarea,amongthemthetotallengthof
importantcorridorswas721km,andthatofgeneralcorridorswas803km.[Conclusion]Onthewhole,the
ecologicalsourceareasofEtuokeBanneraremainlyscatteredonbothsidesoftheeastandwest.Bulong



GachaandChahannoerGachaplayabridgeroleintheexchangeofmaterialandenergybetweentheeastand
thewest.Inordertoensuretheoverallconnectivityofthestudyarea,itisparticularlyimportanttostrengthen
theprotectionofthesesources.
Keywords:ecologicalcorridor;ecologicalsensitivity;ecosystemservicevalue;minimumcumulativeresistance

model(MCR);gravitymodel

  生态廊道是指在景观生态中能串联空间分布上

较为孤立和分散的斑块、呈线性或条带状分布的景观

类型[1]。构建适当的生态廊道,能为物种提供迁移场

所,促进自然界物质、能量和基因的流动,有利于保护

生物多样性、维护区域生态安全[2]。保护生态环境、
构建生态廊道,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尤为重要。
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廊道构建的研究大多与景观生态学

或者景观生态规划等方面相联系。Knaapen[3]提出了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进行景观格局优化的研究,国内

知名学者俞孔坚[4]将其理论延伸到生态规划;For-
man[5]提出了格局整体性优化理论并进行景观规划。
国内对于生态廊道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廊
道的构建研究尺度多以省域[6]、市域[7]、流域[8]等相

对大范围;研究理论主要以“斑块—廊道—基质”为基

础[9]。鄂托克旗是典型的大陆性干旱草原气候,高原

地带,降水少,多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干扰着景观格局,
生态环境脆弱性较为明显。鄂托克旗以牧为主,矿业

较为发达,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过度的矿产资

源开采,致使全旗生态环境以及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遭

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近年来,鄂托克旗景观格局发生

极大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程度加剧,影响了鄂托克旗

的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考虑到生态廊道在不同区

域具有不同的特色,干旱草原荒漠区的研究也比较

少,且研究多关注于大范围尺度区域。因此,本文以

干旱草原气候区的鄂托克旗为研究对象,进行县域生

态廊道的构建,利用生态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评价的综合结果来确定生态源地,通过最小累积阻力

模型和重力模型得出重要廊道体系,以期为鄂托克旗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科学指导,并为旗县范围的生

态廊道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鄂托克旗是鄂尔多斯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

106°41'—108°54'E,38°18'—40°11'N之间,全旗面积

约20368.60km2,海拔在1009~2153m之间。地

势分布情况为西北部高于东南部,西北部是桌子山山

地,中北部为多尔奔温都尔梁地,东南部更有毛乌素

沙漠。鄂托克旗夏季短促炎热,冬季漫长寒冷,常年

盛行西北风,雨量较少,蒸发量大,气候干燥。平均气

温6.4℃,年均降水量仅250mm。黄河流经境内西

北边缘,境内有都斯图河、赤老图河。鄂托克旗土壤

地带性显著,东南部广泛分布着栗钙土,根据地形特

征逐渐向西北部过渡,西北地区广泛分布着灰漠土,
土质差[10]。鄂托克旗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聚居的县域,旗下辖有6个苏木、镇。2018年 GDP
为453.3亿元,同比增长了7%。根据产业结构来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为8.95亿元,同比增长2.1%;第二

产业增加值为327.19亿元,同比增长8.7%;第三产业

增加值为112亿元,同比增长2.7%。

1.2 数据来源

主要数据包括:分辨率为30m×30m 的2018
年Landsat-TM影像;高程模型 GDEM30m 数据;
坡度数据是利用ArcGIS10.2中SpatialAnalyst工

具从高程数据中提取出来的;土地利用和土壤基质等

地理信息数据和现场调研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

2018年鄂托克旗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源地的确定

生态源地是指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能够维持

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生态斑块[11]。生态源地维持景观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稳定性,其生态效益向周边环境

扩散。本研究从生态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重

要性两方面进行定量分析,提取出具有一定面积的生

态重要性区域作为该研究区的生态源地。

2.2 生态敏感性分析

生态敏感性指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干扰和自然

环境变化的响应程度,表征发生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

难易程度和概率大小[12]。在自然状态下,各种生态

过程维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耦合关系,保证着生态系

统的相对稳定,而当外界干扰超过一定限度时,这种

耦合关系将被打破,将使某些生态过程失衡,导致严

重的生态问题。敏感性高的区域,生态系统容易受

损,应该是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建设的重点,也是生

产生活的受限或禁止的地区。

2.2.1 敏感性评价体系的建立 根据早期2002年

制定的《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13]以及考虑研究区

的实际生态情况,运用层次分析法来构建敏感因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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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体系,选取研究区典型生态特征坡度、高程、

NDVI值、土地利用结构(表1)以及土壤基质等5个

敏感因子作为指标层,综合敏感性评价作为目标层进

行分析。

表1 2018年鄂托克旗土地利用结构表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总计

面积/hm2 15888 132600 1597304 204 15276 20980 254608 2036860
比例/% 0.78 6.51 78.42 0.01 0.75 1.03 12.50 100

  按照《城市规划GIS技术应用》[14]中的分级标准

和参考杨姗姗[15]等的研究成果,将单个敏感性因子分

为极敏感、高敏感、中敏感、轻敏感和非敏感5个等级,
确立鄂托克旗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因子
生态敏感性分级

极敏感 高敏感 中敏感 轻敏感 非敏感

NDVI值 -1~0 0~0.25 0.25~0.5 0.5~0.75 0.75~1.00
高 程 1950~2153 1700~1950 1500~1700 1240~1500 1009~1240
坡 度 >35 25~35 15~25 5~15 0~5
土地利用 未利用地 水域、林地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土壤基质 沙质 砾质 壤质 粘质 基岩

分级赋值 9 7 5 3 1

2.2.2 多因素加权叠加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计算各因子的权重,建立层次结构图,两两比较单因

子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对各敏感性因子按照5分制

进行打分。结果详见表3。

表3 鄂托克旗敏感因子判断矩阵及权重值

评价因子 高程 坡度 NDVI 土地利用 地表结构

高程 1 1/3 1/2 1/4 1/2
坡度 3 1 3 1/3 3
NDVI 2 1/3 1 1/4 2
土地利用 4 3 4 1 5
地表结构 2 1/3 1/2 1/5 1
权重 0.0722 0.2429 0.1256 0.4683 0.0900

通过云算子软件计算得出矩阵最大特征根λmax

=5.2083,因为λmax>4,需要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指标 CI=(λmax-n)/(n-1),经计算 CI=
0.0521。通过查表可以得到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

指标(RI),RI值见表4。当n=5,RI=1.12。再计算

一致性比率CR=CI/RI,经计算CR=0.0521/1.12=
0.0465。所以当CR<0.1时,矩阵一致性是可以接

受的。再求出最大特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归一化处

理后得到单因子的重要性权重值 W =[0.0722,

0.2429,0.1256,0.4683,0.0900]。

表4 判断矩阵RI值

阶数(n) 2 3 4 5 6 7 8

RI值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坡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土壤侵蚀和沙漠化程度,对
生态敏感性起决定性作用,坡度所占权重比率大一

些;高程不同,所对应的温度、气候、降水量以及土壤

条件都有一定差异,本研究区桌子山高程略显突兀,
比重小一点比较合理;NDVI值不仅可以很好反映生

态敏感性,还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自然元素,也是

易被污染的环境因子,鄂托克旗以草地为主;土地是

人类活动的载体,用地利用类型不同表明人类对土地

和生态环境的利用程度也不同,从而导致生态敏感性

的差异,所占权重比率最大;地表物质结构类型的不

同,可以有效的反应区域的敏感程度高低和决定土地

利用的方式差异。
运用多因素加权求和模型(公式1)[16],并采用自

然断裂法对叠加结果进行重分类,最终确定鄂托克旗

各敏感性区域。

S=∑
n

i=1
AiWi (1)

式中:i为评价因子编号,对应高程、坡度、NDVI值、
土壤基质和土地利用5个评价因子;n 为评价因子总

数;S 为综合敏感性评价值;Wi 为第i个评价因子

的权重值;Ai 为第i个评价因子的生态敏感值(从
1,3,5,7,9中赋值)。

2.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

生态系统服务涵盖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

得到的所有收益,是测度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关键指

标。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角度出发,选取生物多样

性、土壤保持、固碳释氧、水源涵养4项功能指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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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定量评价,通过归一化

处理与叠加分析评价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在Costanza、谢高地等[17]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并结合鄂托克旗的土地利用数据成果与实际情况的

调研,采用2017年土地利用二级分类系统,通过李晓

赛[18]当量因子调整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修正的

成果,得出鄂托克旗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表(表5)。

表5 鄂托克旗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生态系统功能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气体调节 778.54 2928.24 1638.42 592.62 894.74 0 127.82
气候调节 418.32 2928.24 4915.26 1557.08 2660.98 -1615.18 116.20
净化环境 116.20 1812.72 1487.36 511.28 6449.10 -3741.64 360.22
水文调节 313.74 2823.66 3892.70 1138.76 118802.88 0 244.02
维持养分循环 139.44 1812.72 151.06 58.10 81.34 0 11.62
土壤保持 1196.86 3195.50 1998.64 720.44 1080.66 0 151.06
生物多样性保护 151.06 3218.74 1824.34 650.72 2963.10 0 139.44
食物生产 987.70 778.54 220.78 116.20 929.60 0 11.62
原料生产 464.80 1963.78 499.66 162.68 267.26 0 34.86
水资源供给 23.24 2823.66 255.64 92.96 9632.98 -3509.24 23.24
美学景观 69.72 1313.06 801.78 290.50 2196.18 0 58.10
总价值 4659.62 25598.86 17685.64 5891.34 145958.82 -8866.06 1278.20

2.4 生态廊道的构建

各个生态源地之间是通过生态廊道进行连接的,
生态廊道内进行能量、物质流动和信息的传递,能够

大大减轻景观破碎化带来的危害。

2.4.1 生态廊道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最小累积阻

力模型(MCR)和最小成本路径的方法,对研究区进行

生态廊道的研究。最小累积阻力指以生态源地为中心

到达目标地,克服不同阻力景观所需做的功。根据最

小累积阻力模型计算公式[19],可计算生态源地与目标

地的最小累积阻力距离,确定潜在的生态廊道。

MCR=fmin∑
i=m

j=n
(Dij·Ri) (2)

式中:MCR为最小累计阻力值;Dij为从生态源点j
到空间单元i的距离;Ri 为空间单元i的阻力系数。

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20],从土地利用

现状中选取林地、耕地、其他水域、草地、河流、园地、
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8种景观地类,再加上道路缓冲

区作为阻力因子,构建阻力评价体系(表6)。阻力取

值越高表示生物迁徙过程中受到的阻力越大。

表6 阻力因子赋值

阻力因子 林地 园地 耕地 草地 河流 其他水域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公路15m缓冲区

阻力取值 5 10 50 30 80 50 10 200 150

  运用重力模型[21]计算各生态源地之间相互作用

矩阵,定量评价各源地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从而能够

更为科学地判断区域内廊道的相对重要程度关系,重
力模型计算公式为:

 Gab=
NaNb

D2
ab
=

1
Pa
lnSa

1
Pb
*lnSb

(Lab/Lmax)2

=
L2
maxlnSalnSb

L2
abPaPb

(3)

式中:Gab为生态源地a 与b 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

Na 和Nb 分别是两源地的权重值;Dab是a 与b之间

潜在廊道阻力的标准化值;Pa 为源地a 的阻力值;

Sa 为源地a 的面积;Lab为源地a 与b 之间廊道的

累积阻力值;Lmax为研究区中所有廊道累积阻力最

大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敏感性评价

在ArcGIS软件环境下,根据公式1进行叠加分

析,生成综合生态敏感性分布图(图1)。鄂托克旗综

合生态敏感性评价分值介于1.25~8.74之间,将该指

数区间分值利用自然断点法划分5个等级,然后重分

类,并分级赋值(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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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鄂托克旗生态敏感性空间面积分布估算

敏感性
等级

分级标准
比重/
%

面积/
hm2

分级
赋值

非敏感区 1.25~3.75 2.17 44199.86 1
轻度敏感区 3.75~4.83 9.67 196964.36 3
中度敏感去 4.83~5.98 40.85 832057.31 5
高度敏感区 5.98~7.07 16.25 330989.75 7
极度敏感区 7.07~8.74 31.06 632648.72 9

鄂托克旗生态敏感性程度较强。极度敏感区域

占全旗面积的31.06%,面积达到了632648.72hm2;
高 度 敏 感 区 域 占 全 旗 面 积 的 16.25%,面 积 为

330989.75hm2;非 敏 感 区 域 仅 仅 占 全 旗 面 积 的

2.17%,面积为44199.86hm2。

图1 鄂托克旗生态综合敏感性分布

由图1可知,在旗的西北部呈现低—中—高—极

敏感性递增规律,由四周向蒙西镇和棋盘井镇交界处

聚拢,高程、坡度以及用地类型导致了这种现象;西南

部敏感程度较低,为轻度敏感性,因为耕地,坡度、高
程均较低;东南部敏感程度为高、极度敏感性,是由于

沙地引起的;东北和中部,是中度敏感性,植被类型为

草地,地势较平坦,壤质土壤。

3.2 生态服务价值评价

根据公式(2),利用自然断点法将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划分为5个等级:-8866~1278元/hm2(极低

值区),1278.01~4659元/hm2(低值区),4659.01~
5891元/hm2(中值区),5891.01~25598元/hm2

(高值区),25598~145958元/hm2(极高值区)(图2)。
鄂托克旗总体状况较差,绝大部分地区处于中

低值区(表8)。低、中值区面积达19425.53km2,
占比重的95.37%;部分地区处于负值状态,这是因

为建设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负向的;仅有少部

分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极高,面积为6518hm2,占
比0.32%。

图2 鄂托克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布

表8 鄂托克旗生态服务价值评价分级

生态系统
服务等级

极低值区 低值区 中值区 高值区 极高值区

面积/hm2 16091.19 973619.08 969097.25 71697.47 6517.95
比例/% 0.79 47.80 47.57 3.52 0.32

全旗生态服务价值总体较低。高值区于东西两

侧零散分布,乌兰镇周边地区高于外部地区,耕作区

高于其他未利用地区,沿河地带高于周边其他地区。
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乌兰镇和阿尔巴斯苏木,主要是

因为这些地方是林地和水域的集中分布区域,这两种

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高,且分布集中。低值

区和极低值区,包括许多建设用地和废弃或停产的工

矿用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少或者不提供,
还会带来负面影响。

3.3 生态源地的确定

对生态敏感性评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结果

分别进行赋值(表9),利用ArcGIS10.2软件中的空

间分析功能进行等权叠加统计,得到鄂托克旗生态重

要性等级分布图(图3)。

表9 鄂托克旗生态重要性等级划分

生态敏感性
等 级

生态服务价值
等 级

赋 值
生态重要性

等 级

非敏感区 极低值区 1 Ⅰ
轻度敏感区 低值区 3 Ⅱ
中度敏感区 中值区 5 Ⅲ
高度敏感区 高值区 7 Ⅳ
极度敏感区 极高值区 9 Ⅴ

生态重要性等级越高,需要进行保护的迫切度越

强,Ⅰ级和Ⅱ级为暂不需要保护的地区,Ⅴ级为优先

保护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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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鄂托克旗生态源地分布

生态源地的总面积为13468.65hm2,零散分布

于鄂托克旗(如图3所示)。从Ⅴ级区域中通过相邻

斑块合并,并根据面积大小,提取出15个大型斑块作

为生态源地,并以此为源点构建鄂托克旗生态廊道。
源地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棋盘井镇和蒙西镇交界处

的矿区,东部零散分布于林地和水域附近。

3.4 廊道的分析

根据对阻力因子分别赋值,将各阻力因子的矢量

数据转换为30m×30m的栅格数据,再使用镶嵌至

新栅格工具将各阻力因子的栅格图层叠加生成阻力

成本面(图4)。

图4 阻力成本面分布

把阻力成本面作为 MCR模型的成本数据,利用

生态源地和阻力成本面计算每个像元到成本面上最

近源地的最小累积阻力成本距离,从而生成研究区潜

在生态廊道。通过公式(4),计算得到15个生态源地

斑块间的相互作用矩阵(表10)。重力模型结果反映

出潜在廊道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进而得到鄂托克旗

重要廊道分布图(图5)。

表10 基于重力模型的源地间相互作用矩阵

重力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0.00 0.27 0.03 0.02 1.59 0.16 0.02 0.76 0.37 2.84 0.06 0.68 0.22 0.23 0.18
2 0.00 0.37 0.06 7.96 3.44 0.06 0.35 0.64 3.26 0.54 37.13 0.84 0.96 0.62
3 0.00 0.22 5.50 2.39 0.22 0.23 0.21 1.82 5.25 8.94 4.11 5.16 2.69
4 0.00 0.48 0.10 1.14 0.06 0.02 0.30 0.32 0.32 5.10 3.41 9.04
5 0.00 4.39 0.55 3.21 3.18 16.60 2.59 20.34 7.53 8.50 5.70
6 0.00 0.10 0.27 0.34 2.55 0.88 77.22 1.37 1.56 1.01
7 0.00 0.06 0.02 0.31 0.29 0.30 4.39 3.00 7.39
8 0.00 0.33 3.67 0.17 1.07 0.65 0.68 0.54
9 0.00 4.35 0.09 1.41 0.25 0.26 0.20
10 0.00 1.00 10.00 3.01 3.11 2.52
11 0.00 2.90 7.16 10.02 4.30
12 0.00 4.57 5.23 3.34
13 0.00 558.19 332.90
14 0.00 118.35
15 0.00

  注:1—15分别代表15个源地。1巴音淖尔,2查汗敖包,3布隆嘎查,4渠畔村,5察汗淖尔,6斯布扣嘎、7伊克布拉,8水泉子村,9乌审召嘎,

10旧庙湾村,11马新布拉,12巴音布拉,13卡布奇办事处,14乌仁都喜,15巴音温都尔。

  15,14和13三个生态源地之间重力值最大,相互

关系最为强烈,源地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流和传播更为

简单,生态廊道建成的必要性最大,须加强这些源地

的保护工作,避免遭到破坏;源地12与源地5和源地

6的重力值较大,对于源地12加以保护,保证源地中

转枢纽作用的发挥;源地1,4,7,8,9与其他源地之间

的关联性较为弱,物质能量的交流和传播稍为困难,
但是由于源地5和10位于它们的周围,生态廊道的

571第2期       景艳宾等:基于 MCR模型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廊道构建



构建以源地5和10为中心,就能够连接起鄂托克旗

所有的迁徙路径。
整体来看,鄂托克旗生态源地主要呈现东西两

侧,布隆嘎查和察汗淖尔嘎查源地起到了沟通东西物

质能量交流的桥梁作用,为保证研究区生态源地的整

体连通性,加强对这两片源地的保护显得特别重要,
保护好这些源地有利于研究区东西区域之间的物种

迁移,对研究区整体生态廊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图5 重要廊道分布图

本研 究 鄂 托 克 旗 生 态 源 地 一 共 15 处,源 地

15-13-14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大;源地5-2-12-6之间的

关联度次之,12-3-14和14-5-10之间的生态廊道的构

建最为重要,保护好这两条廊道有利于研究区东西区

域之间的贯穿,对研究区整体生态廊道的构建具有重

要意义。生态源地12,5,13,3,10的保护必须加强,
且生态源地5和3尤为重要,是连接东西的必经之

地。为了合理有效的建成生态廊道,减少廊道建设的

成本,最终构建了鄂托克旗包括4条重要廊道和4条

一般廊道在内的生态廊道体系(图5),总长1524
km,其中重要廊道为4条,分别为15-13-14,5-2-12-6,

12-3-14,14-5-10,共721km。一般廊道分别为14-11,

7-15-4,8-10-9-5和11-5-9-10,共803km。对于源地5
与3,在未来规划建设时需要重点把控,同时在建成之

后也需要采取严格的措施进行保护。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当前关于干旱区草原县域生态敏感性分析研究

较少,本研究采用的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主观性

太强,且研究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尽全面,与甘琳

等人[22]研究相比,缺少城市扩张和服务等评价因子。
生态服务价值分析,只考虑18a的具体情况,和吴海

珍等[23]研究相比,生态服务价值可信度较低,应该求

取多年均值。与前期研究成果[24]相比,本研究以生态

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综合结果定量的确定出

生态源地,在方法上避免了主观干扰,再结合鄂托克

旗乡镇级矢量数据,准确指出生态源地的所在位置,
对于保护和管理更加具有针对性。在构建阻力成本

面时并没有对特定物种进行针对性的景观阻力赋值,
生成的廊道路径可能不适合部分生物种群。此外,在
生态廊道的规划设计中,不仅要考虑廊道的长度和宽

度,还要注意廊道内的土地利用类型是否满足国土部

门的相关规定,这就给施工建设带来了不确定性,缺
少相关研究,下一阶段,本研究会加大对鄂托克旗生

物资料、国土部门相关规定等资料收集和分析,进一

步深入对廊道建设合理性研究。本文初步对鄂托克

旗生态廊道体系进行构建,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为了更好地提升县域生态系统的质量

和稳定性,生态廊道在未来实际建设中可行性较大。

4.2 结 论

(1)鄂托克旗生态敏感性较高,全旗敏感程度呈

现为中度以上敏感性,极度敏感区分布在东南部和西

北部,占全旗面积比重41.31%;鄂托克旗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总体状况较差,绝大部分地区处于中低值区,
占全旗面积95.37%。

(2)生态源地的面积为13468.65hm2,生态源地

零散分布在鄂托克旗旗的东西两侧,西北部分布于棋

盘井镇的环境优良的矿区,东部零散分布于林地和水

域附近。
(3)最终构建起包括4条重要廊道和4条一般廊

道的生态廊道体系,生态廊道与生态源地大致构成了一

个环形闭合区域。重要廊道为4条,分别为15-13-14,

5-2-12-6,12-3-14,14-5-10,共共721km。一般廊道分

别为14-11,7-15-4,8-10-9-5和11-5-9-10,共803km。
(4)综合全区核心型生态源地、生态廊道以及生

态建设规划的空间布局,考虑自然本底特征,对于布

隆嘎查和察汗淖尔嘎查源地,在未来规划建设时需要

重点把控,同时在建成之后也需要采取严格的措施进

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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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
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文高辉1,2,袁 泉1,赵 懿1,熊子昕1,张 漫1

(1.湖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2.地理空间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410081)

摘 要:[目的]研究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状况,并诊断其障碍因子,为区域耕地合理利用和耕地污染

治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DPSIR模型构建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从县域尺度,

采用基于熵权的改进TOPSIS模型测度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态安全指数,并采用障碍度模型

诊断耕地生态安全状态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整体耕地生态安全程度处于临

界状态,整体安全指数在研究期内波动上升但增速缓慢;不同县(区、市)耕地生态系统安全变化特征不一;

中低产田改良比例、秸秆还田比例、测土配方施肥比例、农药使用强度、地膜使用强度、化肥施用强度、农业

自然灾害成灾比例等是制约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结论]为改善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状

况,应大力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关键词:耕地生态安全;障碍因子;洞庭湖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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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SecurityEvaluationandObstacleFactorsDiagnosisofCultivatedLandin
DongtingLakePlainfrom2007to2017

WenGaohui1,2,YuanQuan1,ZhaoYi1,XiongZixin1,ZhangMan1

(1.CollegeofGeographicScienc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

China;2.HunanKeyLaboratoryofGeospatialBigDataMiningandApplication,Changsha,Hu’nan41008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cologicalsecuritystatusofcultivatedlandwasevaluatedanditsobstaclefactors
wasdiagnosedinDongtingLakeplain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rationalutilizationandpollution
controlofcultivatedland.[Methods]Theecologicalsecurityevaluationindexsystemofcultivatedlandin
DongtingLakeplainwasestablishedbasedonDPSIRmodel.Fromthecountyscale,theimprovedTOPSIS
methodbasedonentropyweightwasusedtocalculatethecultivatedlandecologicalsecuritystatusin
DongtingLakeplainfrom2007to2017.Andtheobstacledegreemodelwasemployedtodiagnosethemain
obstaclefactorsofcultivatedlandecologicalsecuritystatus.[Results]Theecologicalsecuritydegreeof
cultivatedlandinDongtingLakeplainwasinacriticalstatefrom2007to2017.Thecomprehensiveindexof
cultivatedlandecologicalsecurityfluctuatedandincreasedslowlyduringthestudyperiod.Thechange
characteristicsofcultivatedlandecosystemsecurityindifferentcountiesweredifferent.Themainobstacle
factorsrestrictingtheecologicalsecurityofthecultivatedlandsystemincludedtheimprovedproportionof
mediumandlowyieldfield,theproportionofstrawreturning,theproportionofsoiltestingandformulated



fertilization,theintensityofpesticideuse,theintensityofplasticfilmuse,theintensityoffertilizeruse,and
theproportionofagriculturalnaturaldisasters.[Conclusion]Toimprovecurrentecologicalsecuritystatusof
cultivatedlandinDongtingLakeplain,comprehensivelandconsolidationshouldbeimplementedandagricultural
non-pointsourcepollutioncontrolshouldbestrengthened.
Keywords:cultivatedlandecologicalsecurity;obstaclefactors;DongtingLakeplain

  耕地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也是保障我国粮食

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1]。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人口的持续增长及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
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耕地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耕

地生态安全关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社会稳定,维护

耕地生态安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

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手段。因此,耕地生态

安全问题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2-3]。近

年来,学术界持续关注耕地生态安全问题,并取得了

丰富的成果。国外学者主要关注耕地数量的变化,以
及耕地利用活动对土壤、水文等的影响[4-5]。例如,

Gibson等[6]分析了社会政治对伊拉克耕地面积变化

的影响;Bateman等[7]研究了气候变化对耕地利用的

直接影响,以及诱发耕地利用变化对自然环境的间接

影响。国内学者对耕地安全的研究主要关注耕地数

量、质量和生态安全等方面。例如,邓楚雄等[8]分析

了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

素;刘洪彬和吕杰[9]基于农户微观视角分析了大城市

郊区耕地土壤质量变化的驱动因素;郑华伟等[10]采

用集对分析法诊断了1999—2013年四川省耕地生态

安全状况。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国内学

者开始更加关注耕地生态安全问题。刘宝涛等[11]评

价了2000—2016年吉林省耕地生态安全状况;袁零

和杨庆媛[12]评价了生态退化区甘肃省环县2005—

2016年耕地生态安全变化状况;韩磊等[13]和马年圣

等[14]分别评价了云南和西藏地区耕地生态安全状况

并进行了预测;韩逸等[4]则以南方丘陵地区为研究区

域,进一步分析了耕地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也有学

者从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等视角来探讨区域耕地资

源安全等问题[15]。在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选择方

面,主要采用熵值法[16]、物元分析法[2]、能值生态足

迹模型[17]、随机森林算法等[18]方法;耕地安全评价

指标体系也主要是依据PSR[10,12-14,19]模型进行构建。

PSR模型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耕地生态环境造成的压

力、耕地生态系统状态变化以及人类对于耕地生态系

统状态变化的响应三者之间的关系,但随着自然环境

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以及自然环境

的自身特征和属性的复杂性,PSR模型不能科学而

准确地反映经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与存在的问

题[20]。因此,本文在PSR模型基础上加入驱动力因

素与影响力因素,建立基于DPSIR模型耕地生态安

全评价指标体系。
洞庭湖平原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但同时存

在着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极大影响了长江经济

带生态文明建设。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洞庭湖区域生

态文明建设。湖南省启动并实施3个“洞庭湖生态环

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洞庭湖水环境治理五大

专项行动等系列工程。因此,研究洞庭湖平原耕地生

态安全状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总体来讲,耕地生态

安全相关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①现有研究大多分析某一研究区域耕地生态安

全的时间规律,以县级尺度为评价单元来揭示耕地生

态安全状况的空间格局的研究较少,而以县(区、市)
为单位的研究可更直观地反映洞庭湖平原耕地生

态安全状况;②基于DPSIR模型对耕地生态安全评

价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以洞庭湖平原湖南省部

分的21个县(区、市)为研究区域,基于DPSIR模型

构建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从县域尺度采用改

进的TOPSIS模型和障碍度模型评价洞庭湖平原耕

地生态安全时空状况,并诊断其障碍因子,以期为

洞庭湖平原耕地合理利用和耕地污染治理提供参考

依据。

1 研究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洞庭湖平原是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河湖冲积平原

区,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和长江中游荆江以南,地跨湘、
鄂两省,北部与江汉平原相接,面积约1.88×104km2。
本文以洞庭湖平原湖南省部分的21个县(区、市)为
研究区域。洞庭湖平原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光照

充足、雨水充沛,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素有

“鱼米之乡”的美誉。研究区域21县(区、市)粮食总

产量由2007年的8.00×106t增至2017年的8.22×
106t,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由2007年的701.19亿元提

高至2017年的1330.15亿元。洞庭湖平原区域城镇

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耕地生态安全面

临严峻挑战,存在着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有研

究表明,1991—2015年,洞庭湖TN和TP浓度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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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上升趋势[21];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汇总,研究区域21
县(区、市)农用化肥、农药和农膜投入强度一直处于

高位,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农药和农膜使用量分

别由2007年的1131.56,15.64和10.38kg/hm2 变化至

2017年的1170.99,14.17和10.98kg/hm2。因此,研究

洞庭湖平原的耕地生态安全问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1.2 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2018年湖南

省统计年鉴》《2008—2018年湖南省农村统计年鉴》,
以及各县(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2 研究方法

2.1 利用DPSIR模型构建指标体系

耕地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的经济综合体。耕

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的准确性、科学性和

合理性程度,会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以及提

出对策的全面性。当前关于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模

型有很多,其中欧洲环境署于1993年基于PSR和

DSR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驱动力—压力—状

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具有综合性强、逻辑

清晰的优点,该模型还强调经济方面对生态安全的影

响和两者之间的联系,能更好地揭示人类的活动与生

态之间的关系(图1),现该模型在生态安全研究领域

已得到广泛应用[20-22]。故本文依据DPSIR模型构建

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表1)。

图1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概念模型

表1 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安全趋向

耕
地
生
态
安
全

驱动力D

D1人口密度/(人·km-2) 总人口/总土地面积 -
D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人) 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 -
D3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总人口 -
D4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100% +

压力P

P1化肥施用强度/(kg·hm-2) 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
P2农药施用强度/(kg·hm-2) 农药施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
P3地膜使用强度/(kg·hm-2) 地膜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
P4农业自然灾害成灾比例/% 自然灾害成灾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0% -

状态S

S1耕地垦殖率/% 耕地总面积/土地总面积×100% +
S2有效灌溉率/%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总面积×100% +
S3人均耕地面积(hm2/人) 耕地总面积/总人口 +
S4人均粮食占有量(kg/人) 粮食总产量/总人口 +
S5复种指数/% 总播种面积/耕地总面积×100% +

影响I
I1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 +
I2粮食单产/(kg·hm-2) 粮食总产量/耕地总面积 +

响应R
R1中低产田改良比例/% 中低产田改良累计总面积/耕地总面积×100% +
R2测土配方施肥比例/% 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耕地总面积×100% +
R3秸秆还田比例/% 秸秆还田面积/耕地总面积×100% +

  (1)驱动力(drivingforces,D)是指引起耕地生

态安全发生变化的潜在原因。选取人口密度、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第三产业产值比重4个指标

来反映人口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生态安全的

潜在驱动力。
(2)压力(pressure,P)是指人类活动和自然环

境等因素对耕地生态安全的直接影响。选取化肥施

用强度、农药施用强度、地膜使用强度、农业自然灾害

成灾比例4个指标来反映了农业污染和自然灾害对

耕地造成的压力。
(3)状态(state,S)是指在驱动力和压力的共同

作用下,耕地生态安全的现实状态。选取耕地垦殖

率、有效灌溉率、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复
种指数5个指标来反映耕地资源利用现状。

(4)影响(impact,I)是指耕地生态安全状态发

生变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选取农民人均纯收

081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入、粮食单产2个指标来反映耕地资源利用带来的经

济效益和农业生产效果。
(5)响应(responses,R)是指为了实现耕地生态

安全,人类所提出的应对措施和对策。选取中低产田

改良比例、测土配方施肥比例、秸秆还田比例3个指

标来反映农户对耕地可持续利用所采取的措施。
本文依据DPSIR模型的内涵和相关文献[1,19,23]

对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安全趋势进行综合

研判。耕地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含义及安全

趋势详见表1。

2.2 改进的TOPSIS方法

逼近理想排序法(TOPSIS),是一种有限方案、多
目标决策分析方法[1]。它依据评价指标的最优、最劣

值分别构成正、负理想解,计算各评价目标与正负理

想解的距离,进而获得各方案与理想解的贴近度,并
进行排序,以此判断方案的优劣[1]。鉴于此,本文采

用TOPSIS模型来测算洞庭湖平原各县(区、市)耕地

生态安全程度。结合本文的特点,在传统的TOPSIS
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如下改进: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决策

矩阵的建立不是直接基于评价指标层,而是基于驱动

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这5个准则层。

2.2.1 指标数值标准化 由于各项指标性质不同,其
单位和数量级也有一定差异,没有可比性,因此要对

指标数值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原始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评价指标分为正向、负向2
类指标,分别表示指标对耕地生态安全的影响是积极

或者消极的,计算公式为:
正向指标:

  rij=(xij-xjmin)/(xjmax-xjmin) (1)
负向指标:

  rij=(xjmax-xij)/(xjmax-xjmin) (2)
式中:rij为标准化的指标值,其值在[0,1]区间;xij为

第i个评价单元第j个指标的原始值;xjmax为评价指

标j的最大值;xjmin为评价指标j的最小值。

2.2.2 权重的确定 鉴于熵权法客观性较强,不受

决策者主观意识的影响,故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

权重。

  wj=
dj

∑
n

j=1
dj

(3)

  dj=1-ej (4)

  ej=
1
lnm×∑

m

r=1
(zij×lnzij) (5)

式中:wj 为评价指标的权重;dj 为信息冗余程度;

ej 为指标信息熵;m 为评价年数;n 为指标个数;zij

为第t年第j个指标的指标值比例。

2.2.3 构建规范化决策矩阵 利用权重对各指标加

权求和,建立规范化决策矩阵。

  KD=∑
4

j=1
rijwj (i=1,2,3) (6)

  KP=∑
8

j=5
rijwj (i=1,2,3) (7)

  KS=∑
13

j=9
rijwj (i=1,2,3) (8)

  KI= ∑
15

j=14
rijwj (i=1,2,3) (9)

  KR= ∑
18

j=16
rijwj (i=1,2,3) (10)

式中:KD 为驱动力安全指数;KP 为压力安全指数;

KS 为状态安全指数;KI 为影响安全指数;KR 为响

应安全指数;t=1,2,3表示2007,2012,2017年;r
和w 的含义同上。

2.2.4 确定正负理想解 在决策矩阵中找出各指标

的最 优 值 为 正 理 想 解(K+),最 劣 值 为 负 理 想 解

(K-)。

K+={maxKif│f=1,2,…,5} (11)

K=={maxKif│f=1,2,…,5} (12)
式中:Kif为表示第i个评价单元的第f 个安全指数;

i=1,2,…;q(q为评价单元个数);f=1,2,…,5,分
别表示为驱动力安全指数、压力安全指数、状态安全

指数、影响安全指数、响应安全指数。

2.2.5 确定评价对象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D+和D-

D+
i = ∑

5

f=1
(Kif-K+

f )2 (i=1,2,…,q) (13)

D-
i = ∑

5

f=1
(Kif-K-

f )2 (i=1,2,…,q) (14)

式中:D+
i 越小,说明第i个评价单元耕地生态安全

程度距离正理想解越近;D-
i 值越小,说明第i个评

价单元耕地生态安全程度距离负理想解越近。

2.2.6 计算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贴近度Ci:

Ci=
D-

i

D+
i +D-

i
(15)

式中:0≤Ci≤1,Ci 越大,表明耕地生态安全程度越

高。当Ci=0时,表示耕地生态安全程度最低;Ci=
1时,表示耕地生态安全程度最高。

2.3 耕地生态安全等级标准

运用基于熵权的改进TOPSIS模型测算得到耕

地生态安全程度(即贴近度)数值在0~1之间,分值

越接近1表明耕地生态安全程度越高;分值越接近0,
表明耕地生态安全程度越低。在参考相关文献对生

态安全的分级标准[1]的基础上,并结合研究区域的实

际情况,基于“均分原则”[23]将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

安全程度划分为5个等级,由低至高依次为非常危

险、较危险、临界状态、较安全、非常安全(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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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洞庭湖平原耕地安全评价分级标准

贴近度 安全等级 安全状态

[0,0.2] Ⅰ 非常危险

(0.2,0.4] Ⅱ 较危险 
(0.4,0.6] Ⅲ 临界状态

(0.6,0.8] Ⅳ 较安全 
(0.8,1.0] Ⅴ 非常安全

2.4 障碍度模型

在耕地生态安全评价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障碍度

模型对耕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病理诊断,挖掘出影响

耕地生态安全程度的障碍因子,为进一步提高洞庭湖

平原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提供决策参考。障碍度模型

主要采用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障碍度3个指标

来分析诊断。因子贡献度(Uj)为单项指标对总目标

的权重(wj);指标偏离度(Ij)为单项指标与耕地生

态安全的理想解为1的差距;障碍度(Yj,yj)分别为

分 类 指 标 和 单 项 指 标 对 耕 地 生 态 安 全 的 影 响 程

度[24]。计算公式为:

yj=
Ij×wj

∑
18

j=1
(IjWj)

×100%, Yj=∑yj (16)

式中:Ij=1-rj;wj 为指标j的极差标准化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时空分析

3.1.1 耕地生态安全驱动力指数时空规律 2007年

10月印发的《湖南省“十一五”农业发展规划》指出,
湖南省耕地面积减少,地力下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严重老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生物灾害仍然是农业

发展的制约因素;该文件同时提出了增产增收、提高

化肥农药利用率等发展目标,提出了加强农田基础设

施建设等主要任务。2012年4月印发的《湖南省“十
二五”农业发展规划》提出了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

力不断增强、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使用水平不断提

高、农业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资源循环利用水平进

一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等发

展目标。2016年8月印发的《湖南省“十三五”农业

现代化发展规划》指出,湖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仍然

存在着农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抗御自然风险的能力较

弱,农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农业

发展支撑能力不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农民

持续增收困难等问题和挑战,并据此提出了健全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构建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加强农

业产地环境治理,强化现代农业支撑体系等主要任

务。从湖南省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3个时期农业

发展规划文件可以看出,湖南省日趋重视耕地保护,
采取了推进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农建设、中低

产田改造、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重要举措,农业生态

环境得到了积极改善,但耕地生态安全形势依然严

峻。同时考虑到洞庭湖平原县级层面数据的可获得

性,本文选取用2007年、2012年、2017年为研究时点

来分析洞庭湖平原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3个

时期初期的耕地生态安全空间格局。2007—2017年

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驱动力指数整体呈下降趋

势。2007年洞庭湖平原各县(区、市)平均耕地生态

安全驱动力指数为0.796,2012年降至0.754,2017年

进一步降至0.732(图2)。基于ArcGIS工具,依均分

原则将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各子系统安全指数指标分

为5个等级。
由图3可知,洞庭湖区耕地生态安全驱动力指数

较低的地区四散分布于研究区外围。从县域尺度来

看,在3个研究时点,武陵区及岳阳楼区的耕地生态

安全驱动力指数均明显低于洞庭湖平原平均水平,这
与它们均为地级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系较大。
其中,武陵区为常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耕地

生态安全驱动力指数整体水平较低,且恶化趋势明

显,从2007年的0.500降至2017年的0.236,现已成

为全域内耕地生态安全驱动力指数最低地区,这与当

地快速增长的人口及较高的城镇化率密切相关;岳阳

楼区为岳阳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其耕地生态安全驱动

力指数在研究期内总体呈“先降后升”变化趋势,由

2002年的0.392降至2012年的0.279,此后岳阳楼区

人地矛盾问题引起地方政府重视,政府大力推进新型

城镇化,优化产业结构,2017年驱动力指数微幅提升

至0.306。此外,2007—2017年,汨罗市、君山区、湘
阴县、阮江市、南县等地耕地生态安全驱动力指数均

出现降级,人地矛盾问题在洞庭湖平原日渐凸显。

图2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态安全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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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态安全驱动力指数空间格局

3.1.2 耕地生态安全压力指数 时 空 规 律 2007—

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压力指数整体呈“先
降后升”变化趋势。2007年洞庭湖平原各县(区、市)平
均耕地生态安全压力指数为0.824,2012年降至0.783,

2017年升至0.832(图2)。由图4可知,洞庭湖平原北

部耕地生态安全压力指数偏低,东部及南部地区耕地

生态安全压力指数较高。从县域尺度来看,在3个研

究时点华容县耕地生态安全压力指数均明显低于洞庭

湖平原平均水平。这与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地膜密切

相关,资本密集型耕作方式不利于地力养护,直接影响

耕地生态系统平衡。此外,2007—2012年,南县、汨罗

市、湘阴县、鼎城区、澧县、安乡县、临澧县等地耕地生

态安全压力指数明显下降,2012—2017年,汉寿县、
阮江市、临澧县、安乡县等地耕地生态安全压力指数

显著上升。洞庭湖平原整体耕地生态安全压力状态

经历了一个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这与国家和政府实

施测土配方精准施肥、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有机肥

推广,以及农民养地意识的提高等密切相关。

图4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态安全压力指数空间格局

3.1.3 耕地生态安全状态指数时空规律 2007—

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状态指数相对稳

定。2007,2012和2017年洞庭湖平原各县(区、市)
平均耕地生态安全状态指数均为0.449(图2)。由图

5可知,洞庭湖平原大部分县(区、市)耕地生态安全

状态指数处于0.4~0.6区间内。从县域尺度来看,在

3个研究时点,岳阳楼区、云溪区、武陵区等地耕地生

态安全状态指数均低于洞庭湖平原平均水平。其中,
岳阳楼区耕地生态安全状态指数在研究期内升幅明

显,由2007年的0.107提升至2017年的0.250,相对

升幅达134%。这一变化特征与岳阳楼区驱动力安

全指数的上升互为映照,说明当地政府在重新认识人

地矛盾及耕地生态安全现状后采取的一系列耕地生

态安全改善措施开始显现成效。此外,2007—2017

年,安乡县、阮江市、鼎城区等地耕地生态安全状态指

数明显下降,桃源县等地耕地生态安全状态指数显著

上升。耕地生态安全状态指数的空间分布差异与洞

庭湖平原耕地数量、质量异质性密切相关。

3.1.4 耕地生态安全影响指数时空规律 2007—

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影响指数整体呈上

升趋势。2007年洞庭湖平原各县(区、市)平均耕地

生态安全影响指数为0.201,2012年升至0.334,2017
年升至0.558(图2)。由图6可知,洞庭湖平原耕地生

态安全影响状态得到显著改善,各县(区、市)表现出

不同程度升幅,这一变化特征与近年来洞庭湖平原耕

作条件改善、农户耕地利用效率提高密切相关。从县

域尺度来看,在3个研究时点,望城区耕地生态安全

影响指数明显高于洞庭湖平原平均水平,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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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增幅最为显著,相对增幅达222%。这一变化

与望城撤县设区、在政策扶持下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粮食单产提高、农民人均纯

收入显著增长。

图5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态安全状态指数空间格局

图6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态安全影响指数空间格局

3.1.5 耕地生态安全响应指数时空规律 2007—

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响应指数整体呈

上升趋势。2007年洞庭湖平原各县(区、市)平均响

应指数为0.128,2012年为0.154,2017年升至0.174
(图2)。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响应指数上升

趋势与政府及农户耕地保护意识的提高密切相关,
近年来,国家和湖南省高度重视洞庭湖平原的农地综

合整治(含中低产田改造)、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

等工作,为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状况的改善创造

了条件。由图7可知,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响应

指数空间分异日趋明显。从县域尺度来看,在3个

研究时点,澧县、华容县、临湘市、汨罗市等地耕地

生态安全响应指数均呈“先升后降”变化趋势,上述县

(区、市)在2007—2012年,耕地生态安全响应指数

攀升至0.2~0.4区间内,在2012—2017年降级回跌。
此外,在2012—2017年,沅江市、资阳区、岳阳县、
临澧县耕地生态安全响应指数显著上升,平均增幅

为86%。

图7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态安全响应指数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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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时空规律 2007—

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波动上

升趋势,2007年洞庭湖平原各县(区、市)平均耕地生

态安全综合指数为0.594,2012年为0.580,2017年为

0.618,10a内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升幅为3.98%
(图2)。由图8可知,2007—2012年,多数县(区、市)
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处于安全临界状态;2012—2017

年,阮江市、临澧县、桃源县、汉寿县、赫山区等地耕地

生态安全程度从临界状态越至较安全及以上状态。
其中,阮江市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在2017年达

0.809,实现非常安全状态。而华容县耕地生态安全

程度在2007年处于非常危险状态,2012年和2017年

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虽略有上升,但仍处于较危险

状态。

图8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空间格局

3.2 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障碍因子诊断

3.2.1 准则层障碍因素 由表3可知,洞庭湖平原耕

地生态安全准则层的障碍度各有不同且变化趋势也

有所不同。总体而言,阻碍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改善的

主要障碍因素为响应子系统,其次是压力、状态、驱动

力和影响子系统。地方政府和农户以往更多的是注

重耕地的经济产出,忽视了对耕地质量和健康的生态

保护,近年来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地方政府更

加清晰地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为改善洞庭湖平

原耕地生态安全采取了诸如测土配方施肥等新型农

业生产技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低产田改造等举

措,但实施力度不够大,仍需继续加强。未来,为切实

提高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水平,首要是加强并改

进耕地生态安全响应举措,加强洞庭湖平原“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整治,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同时

要缓解耕地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确保耕地长期处于

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利用状态。

   表3 洞庭湖平原2007-2017年耕地生态安全

准则层指标障碍度 %

年份 驱动力 压力 状态 影响 响应

2007年 4.29 19.12 10.54 0.87 65.19
2012年 5.06 23.92 10.31 0.71 60.00
2017年 5.94 20.70 11.45 0.53 61.39

3.2.2 指标层障碍因子 由于评价指标较多,根据指

标层障碍度大小,本文仅列出排序前50%的障碍因

子(表4)。通过对比可得出,2007—2017年,洞庭湖

平原耕地生态安全障碍度排序前三的因子均为响应

措施。障 碍 度 最 大 因 子 均 为 中 低 产 田 改 良 比 例

(R1),其障碍度虽有所下降,但仍占最大比重。虽然

党和国家以及湖南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洞庭湖平原

等粮食主产地区的土地综合整治建设,投入了大量财

政资金,但当前洞庭湖平原中低产田改良工程和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的力度仍应继续加大,以提升农田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障碍度第2位的因子为秸秆还田比

例(R3),国家大力提倡秸秆还田,这是由于秸秆还田

具有培肥地力、改善土壤养分状况、改善农业生态环

境、减少因秸秆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等好处。但倘若

秸秆还田方式不当,也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因而很

多农户并未全面实施秸秆还田。对于秸秆还田措施,
应加强技术指导与培训,进而充分发挥秸秆还田的正

向效应。障碍度第3位的因子为测土配方施肥比例

(R2),当前测土配方施肥并未在洞庭湖平原全面开

展,只有少部分地区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可有效解决作物需肥与土壤供肥之间

的矛盾,针对性地补充农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提高

肥料利用率,减少肥料流失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障

碍度第4位的因子为农药施用强度(P2),洞庭湖平

原农药施用量占全省总量的1/3,而耕地面积却只占

全省的1/4,农药施用量过大,严重影响耕地生态安

全。障碍度第5位的因子为地膜使用强度(P3),地
膜使用是提高产量的重要手段,但随着地膜使用年限

的增加,残留地膜回收率低,造成极大的污染。障碍

度第6位的因子为化肥施用强度(P1),化肥使用过

581第2期       文高辉等: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量是土壤污染的重要因素,易造成土壤板结、地下水

污染等。障碍度第7位的因子为农业自然灾害成灾

比例(P4),可直接导致耕地质量下降或数量减少,防
治自然灾害是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障碍度第8位

的因子为复种指数(S5),当前洞庭湖平原平均复种指

数为2.85,明显高于湖南省平均复种指数2.11的水

平,较高的复种指数通常具有较高的耕地利用效率,
但洞庭湖平原的耕地也不能一直处于高压利用状态,
应适时实行稻油、稻肥等轮作方式,改良土壤,提高地

力。障碍度第9位的因子为人均耕地面积(S3),快速

的城镇化进程及人口增长不断加剧洞庭湖平原人地

矛盾,需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表4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

年份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2007年
障碍因子 R1 R3 R2 P2 P3 P1 P4 S5 S1

障碍度 42.91 11.82 10.46 5.23 4.70 4.65 4.54 3.54 2.38

2012年
障碍因子 R1 R3 R2 P4 P2 P1 P3 S5 S3

障碍度 41.62 9.97 8.41 7.21 6.87 4.96 4.89 3.35 2.62

2017年
障碍因子 R1 R3 R2 P2 P3 P1 S5 P4 S3

障碍度 41.37 11.54 8.47 6.65 5.41 5.41 3.80 3.22 2.87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1)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整体耕地生态安

全水平处于临界状态,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在研究

期内波动上升但增速缓慢。对于洞庭湖平原耕地生

态安全各子系统,影响和响应子系统安全指数呈不同

程度的上升趋势,状态子系统安全指数相对稳定,压
力子系统安全指数呈“先降后升”变化趋势,而驱动力

子系统安全指数呈下降趋势。
(2)洞庭湖平原各县(区、市)耕地系统生态安全

变化特征不一。多数县(区、市)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在

研究期内处于安全临界状态,阮江市为研究期内唯一

实现非常安全状态的地区。
(3)从准则层来看,影响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

全程度的主要障碍因子集中在响应子系统。从指标

层来看,中低产田改良比例、秸秆还田比例、测土配方

施肥比例、农药使用强度、地膜使用强度、化肥施用强

度、农业自然灾害成灾比例、人均耕地面积等是制约

洞庭湖平原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

4.2 建 议

(1)大力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积极推进中

低产田改良工程、高标准农田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人均耕地面积,增强农业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田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
(2)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大力实施减药控

肥行动,强化农药残留超标治理,全面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提高化肥农药利用率,实现化肥农药零增

长;开展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提高

地膜回收率,降低地膜残留量;大力推广绿肥种植、增
施有机肥等措施,提高耕地质量,进而实现农产品质

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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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施化肥和配施有机肥对酿酒葡萄
梅鹿辄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马忠明1,陈 娟2,牛小霞2,罗双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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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针对河西灌区土壤肥力贫瘠,酿酒葡萄产量与品质低下及无机氮肥过量施用造成的环境

问题,通过探究有机氮替代部分无机氮肥对酿酒葡萄生长、产量及品质的影响,以确定酿酒葡萄适宜的有

机无机氮肥配施用量。[方法]于2018年进行田间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设6个处理:单施化肥(C),单

施有机肥(O),70%化肥+有机肥(0.7CO),50%化肥+有机肥(0.5CO),30%化肥+有机肥(0.3CO),不

施肥(CK),探究不同有机无机肥配施对酿酒葡萄梅鹿辄(Merlot)生长、产量及品质的影响。[结果]有机肥

替代部分化肥可使酿酒葡萄的产量与品质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0.5CO效果最优;在相同的有机肥施用

量下,化肥减施50%有助于平衡酿酒葡萄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与CK与C处理相比,0.5CO处理下,葡萄

产量分别提高了120.76%和32.59%(p<0.05),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分别提高了46.72%和25.21%(p<0.05),

还原糖含量分别提高了39.36%和37.46%(p<0.05),单宁含量分别提高了23.05%和39.06%(p<0.05),总

酚含量分别提高了72.07%和54.77%(p<0.05),花色苷含量分别提高了44.42%和48.48%(p<0.05),糖

酸比分别提高了50.42%和40.78%(p<0.05),总酸含量降低了33.96%和16.98%(p<0.05)。[结论]化

肥减半配施有机肥(0.5CO),既有效抑制酿酒葡萄的营养生长,又提高了葡萄产量和果实品质,在试验区

的推荐施肥量为9000kg/hm2 有机肥配施化肥(N150kg/hm2,P2O5135kg/hm2 及K2O180kg/hm2)。

关键词:化肥;有机肥;酿酒葡萄;产量;品质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8X(2021)02-0188-06 中图分类号:S663.1

文献参数:马忠明,陈娟,牛小霞,等.减施化肥和配施有机肥对酿酒葡萄梅鹿辄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水

土保持通报,2021,41(2):188-193.DOI:10.13961/j.cnki.stbctb.2021.02.025;MaZhongming,ChenJuan,

NiuXiaoxia,etal.Effectsofchemicalfertilizerreductionandchemicalfertilizerappliedwithorganicfertilizer

onyieldandqualityofVitisvinifera Merlot[J].Bulleti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2021,41(2):

188-193.

EffectsofChemicalFertilizerReductionandChemicalFertilizerAppliedwith
OrganicFertilizeronYieldandQualityofVitisVinifera Merlot

MaZhongming1,ChenJuan2,NiuXiaoxia2,LuoShuanglong1

(1.Gansu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Lanzhou,Gansu730070,China;2.InstituteofEconomic

CropsandMaltingBarleyMaterial,Gansu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Lanzhou,Gansu730070,China)

Abstract:[Objectives]Inordertosolvetheenvironmentalproblemscausedbyexcessiveapplicationof
chemicalfertilizerin Hexiirrigationregion,theeffectsoforganicnitrogenreplacingpartofinorganic
nitrogenfertilizeronthegrowth,yieldandqualityofwinegrapewereexploredtodeterminetheappropriate
amountoforganic-inorganicnitrogenfertilizerforwinegrape.[Methods]Afieldexperimentwasconducted
attheChateauHongqiao,LinzeCounty,ZhangyeCity,GansuProvincein2018.Sixtreatmentsweresetup:

nofertilizationinputascontrol(CK),100%chemicalfertilizer(C),100%organicfertilizer(O),30%,

50%and70%ofthechemicalfertilizersuppliedbyorganicfertilizer,recordedas0.7CO,0.5COand0.3



CO.Theeffectsofdifferentratiosoforganicandinorganicfertilizersonthegrowth,yieldandqualityof
Merlotwerestudied.[Results]Theyieldandqualityofwinegrapecouldbeimprovedbyreplacingpartof
chemicalfertilizerwithorganicfertilizer,andtheeffectof0.5COwasthebest.Underthesameamountof
organicfertilizer,0.5COtreatmentcouldbalancevegetationgrowthandreproductivegrowth.Compared
withCKandCtreatment,0.5COtreatmentincreasedthegrapeyield,fruitsolublesolidcontent,sugar
content,tannincontent,totalphenolcontent,anthocyanincontentandtheratioofsugartoacidby120.76%
and32.59%,46.72%and25.21%,39.36%and37.46%,23.05%and39.06%,72.07%and54.77%,44.42%
and48.48%,50.42%and40.78% (p<0.05),respectively,andthetotalacidcontentwasdecreasedby
33.96%and16.98% (p<0.05),respectively.[Conclusion]underthepremiseofreducingchemicalfertilizer,

halfofchemicalfertilizercombinedwithorganicfertilizer(0.5CO)notonlyeffectivelyinhibitedthevegetative
growthofwinegrape,butalsoimprovedtheyieldandfruitqualityofwinegrape.Itisrecommendedthat
organicfertilizer(9000kg/hm2)combinedwithNof150kg/hm2,P2O5135kg/hm2andK2Okg/hm2

shouldbeadoptedforwinegrapecultivationinthestudyarea.
Keywords:winegrape;organicfertilizer;chemicalandorganicfertilizer;yield;quality

  河西走廊是种植酿酒葡萄的“黄金地带”,光照

强、温差较大、葡萄成熟度好、糖酸适中。截至2018
年,全省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到2.05×104hm2,位居

全国第三,但其砂质壤土偏碱性,有机质匮乏,保水保

肥力差,致使酿葡萄产量偏低[1],为了高产当地农民

形成了“高肥高产”的施肥习惯。经调查,河西灌区

60%的葡萄种植户均存在过量施肥现象[2],导致酿酒

葡萄品质差、肥料利用率低、土壤质量下降、温室气体

排放加剧及地下水污染等[3]问题凸显。明确不同有

机肥替代化肥配施下的酿酒葡萄生长、产量及品质,
研究酿酒葡萄科学高效施肥对实现葡萄酒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施肥方式影响葡萄植株营

养生长、产量、叶幕层微气候及果实代谢,进而影响葡

萄产量与品质[4]。研究[5]表明,有机肥养分齐全维持

长久,多为有机结合态,释放养分与分解矿化过程协

调进行,与化肥配施,能显著改善果实品质。田益华

等[6]研究表明,化肥配施有机肥能促进葡萄植株生

长,提高肥料利用率,进而改善葡萄品质。孙海高

等[7]研究表明单位负载量为2.25×104kg/hm2 左右

下,生物有机肥替代50%化肥能改善“巨峰”葡萄果

实品质。谢军[8]研究表明有机肥氮替代50%化肥显

著增加了玉米经济产量与生物产量,改善了产量的稳

定性与可持续性。Singh[9]研究表明,有机肥替代

25%化肥,有机肥可以补充微量元素,与常规施肥相

比,产量不降反增,作物品质也能得到改善,且能减缓

由于过量施用化肥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王桂良

等[10]研究表明有机肥替代75%化肥时,葡萄果实品

质会呈下降趋势,可能是有机肥量过多,养分释放

缓慢,致使葡萄植株后期生长养分供应不足,葡萄

生育期滞后,果实成熟度不够,降低了果实品质。

Marcote等[11]研究表明,增施生物有机肥能改善土壤

肥力和增加土壤微生物多样性。马忠明等[12]研究表

明,适宜有机肥配施化肥能提高土壤碱性磷酸酶和蔗

糖酶的活性。有机肥替代50%化肥能促进酚类化合

物、可溶性固形物及花青素的合成[13]。Mugnai等[14]

有机肥配施化肥对葡萄酒的品质因子,如色泽、风味

及结构正相关的酒香,都有直接促进作用。通过行之

有效的途径,量化出有机肥配施化肥的替代量,进而

实现酿酒葡萄减肥不减产、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目标。
河西灌区尚未见有关配施有机肥减量施肥对酿酒葡

萄生长、产量及品质的影响的有关报道。为此,本研

究以河西灌区酿酒葡萄 Merlot为研究对象,设置系

列化肥的用量,通过本试验旨在探明有机肥与化肥配

施对 Merlot生长、产量及品质的影响,量化有机肥替

代部分化肥的比例,为当地酿酒葡萄生产及土壤培肥

提供科学依据,为实现我国化肥零增长战略目标进行

有益探索。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2018—2019年在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

板桥 镇 古 城 村 甘 肃 省 红 桥 酒 庄 葡 萄 酒 有 限 公 司

(38°57'—39°42'N,99°51'—100°30'E,海拔1350m)
葡萄庄园开展,该地为典型的荒漠气候,年均降水量

为118.4mm,年蒸发量2390mm,年均气温8.5℃,
最高气温39.1℃,最低气温-27.1℃,无霜期176d。
以定植6a的 Merlot为供试材料,采用单壁篱架栽

培,种植株距为0.7m,行距为2.6m,南北走向。
土壤为灰棕漠土,0—30cm土层土壤基本养分详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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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试验地土壤养分状况(0-30cm)

土壤容重/
(g·cm-3)

碱解氮/
(mg·kg-1)

速效磷/
(mg·kg-1)

速效钾/
(mg·kg-1)

有机质/
(g·kg-1)p

H值

1.55 12.47 10.32 266.47 5.36 9.12

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6个处理(表2),每个小区面积260
m2,各处理重复3次,随机区组排列。供试肥料:尿
素(含N量为46.7%)、磷酸二氢钾(含K2O,P2O5 的

量分别为34.6%,52.5%)、硫酸钾(含K2O的量分别

为54.0%)。有机肥为北京佰禾源肥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佰禾源生物有机肥,有机质含量≥40%,有效活菌

数≥0.2×108g,氮磷钾≥5%。生物有机肥做基肥在

葡萄出土时一次施入,采用沟施(沟深40—60cm,宽

30—40cm),翌年隔沟施入,化学肥料分别于萌芽期

(N∶P2O5∶K2O=16∶4∶5)、开花期(N∶P2O5∶
K2O=1∶4∶3)、初果期(N∶P2O5∶K2O=3∶4∶3)、
果实膨大期(N∶P2O5∶K2O=1∶1∶3)及着色期

(N∶P2O5∶K2O=1∶1∶3)随灌水施入25%,

12.5%,12.5%,25%及25%。田间管理与当地葡萄

园管理一致。

表2 试验小区布设和处理 kg/hm2

处 理     
化 肥

N P2O5 K2O
有机肥

CK(不施肥) 0 0 0 0
C(化肥) 300 270 360 0
O(单施有机肥) 0 0 0 9000
0.7CO(70%化肥+有机肥) 210 189 252 9000
0.5CO(50%化肥+有机肥) 150 135 180 9000
0.3CO(30%化肥+有机肥) 90 81 108 9000

1.3 测试指标及方法

1.3.1 生理指标测定 叶片相对叶绿素含量(SPAD
值)测定:成熟期选择晴天9:00—11:00间,选取新梢

第4—6节位功能叶,用SPAD-520型叶绿素计测定

SPAD值。叶面积测定:于成熟期选取新梢第4—6
节位功能叶的叶面积,叶面积用YMJ-C型叶面积测

定仪测定。叶片干物质测定:随即将已测定叶面积的

叶片放置于放置在105℃烘箱杀青30min,然后在

80℃条件下烘至恒重,用电子天平称重。比叶重

(g/cm2)=叶片干物质(g)/叶面积(cm2)。修剪量:
称取各处理生育期葡萄修剪枝叶总质量,根据总株

数,计算单株修剪量[15-17]。

1.3.2 产量构成及产量 百粒重:葡萄成熟后,随机

选取100粒葡萄,用电子天平称量,重复3次,求其平

均值;粒径:随机选取30粒,用游标卡尺测定其粒径。
产量测定:葡萄采收期,对各处理小区葡萄单株穗数

与单穗粒数分别进行数量统计,并采摘该小区内所有

果穗,用电子天平进行称量,各处理3个重复的平均

值即 为 该 处 理 的 实 际 产 量,并 换 算 为 标 准 产 量

(kg/hm2)[16-17]。

1.3.3 品质测定 在每个小区的树体相同结果部位

采集9穗葡萄果实,每处理共采集27穗,用于测定果

实品质。果实品质测定时,分别在葡萄果穗上、中、下

3个部位取样,以保证取样的均匀性。①可溶性固形

物采用 WZB-45数显折光仪测定;②总酸含量采用

中和法测定;③单宁含量采用Folir-Denis法测定;

④多酚含量采用Folin-Cioealetu法测定;⑤黄酮含

量采用亚硝酸钠—硝酸铝—氢氧化钠比色法测定;

⑥花色苷含量采用pH 示差法测定;⑦白藜芦醇含

量采用紫外吸收法测定[15-18]。

1.4 数据处理

采用 MicrosoftExcel2010作图,SPSS19.0进

行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LSD)不
同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性(ɑ=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化肥配施有机肥对 Merlot葡萄成熟期叶片

SPAD值的影响

化肥有机肥不同比例配施对葡萄叶片SPAD值

影响显著(p<0.05),各处理相比,不施肥(CK)处理

下叶片SPAD值最低,有机肥与化肥配施处理叶片

SPAD值较高,单施有机肥(O)与单施化肥(C)处理

叶片SPAD值次之,其大小为0.7CO,0.5CO,0.3
CO>C>O>CK,其中,0.5CO处理较CK,C与 O
处理,叶片SPAD值显著提高了18.48%,5.04%及

6.22%(图1)。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

图1 有机与无机肥配施对 Merlot葡萄叶绿素SPAD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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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化肥配施有机肥对 Merlot葡萄成熟期叶面积

的影响

化肥配施有机肥可以显著增加 Merlot葡萄成熟

期叶面积(p<0.05,图2),0.7CO处理下叶面积最大

(0.7CO>0.5CO>0.3CO,C>O,CK),与CK,O及

C处理相比,0.7CO 处理下,叶面积分别增加了

50.34%,49.58%及24.46%,说明有机无机肥配施能

有效促进葡萄叶片生长。

图2 有机与无机肥配施对 Merlot葡萄叶面积的影响

2.3 化肥配施有机肥对 Merlot葡萄成熟期单片叶

干物质的影响

化肥配施有机肥显著影响葡萄单片叶干物质(p
<0.05)。各处理 Merlot葡萄单片叶干物质由高到

低依次为0.7CO>0.5CO>0.3CO>C>O>CK。
其中0.7CO处理下,Merlot葡萄单片叶干物质最

大,与CK,O与C相比,0.7CO处理下,单片叶干物

质分别增加了66.18%,57.33%及49.14%(图3)。

图3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盛花期 Merlot
葡萄单片叶干重的影响

2.4 化肥配施有机肥对 Merlot葡萄成熟期比叶重

的影响

由图4可知,化肥配施有机肥显著影响葡萄比叶

重(p<0.05)。各处理 Merlot葡萄成熟期比叶重由

高到低依次为0.5CO>0.7CO>O,0.3CO>C,

CK。与O,C与CK处理相比,0.5CO处理下,比叶

重分别提高了27.89%,73.22%及71.79%。

图4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盛花期 Merlot葡萄比叶重的影响

2.5 化肥配施有机肥对 Merlot葡萄修剪量的影响

由表3可以看出,有机肥配施化肥显著影响

Merlot葡萄修剪量(p<0.05)。各处理 Merlot葡萄

修剪量由高到低依次为0.7CO>0.5CO,0.3CO>C
>O>CK。其中0.7CO处理下,Merlot葡萄修剪量

最大(1.45kg/株)。与C,O及CK处理相比,0.7CO
处理下,Merlot葡萄修剪量分别增加了25.00%,
173.58%及271.79%。

表3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 Merlot葡萄修剪量的影响

处理 修剪量/(kg·株-1)

O 0.53±0.131e

0.3CO 1.27±0.112bc

0.5CO 1.30±0.087b

0.7CO 1.45±0.101a

C 1.16±0.204d

CK 0.39±0.085f

2.6 化肥配施有机肥对 Merlot葡萄产量构成与产

量的影响

由表4可知,不同施肥处理下葡萄的产量及产量

构成差异显著(p<0.05)。有机肥配施氮肥能显著增

加酿葡萄的穗粒数与株穗数(0.7CO>0.5CO>C>
0.3CO>O>CK),其直径与百粒重随有机肥配施氮

肥的增加先增后减,对直径影响大小为0.5CO>0.7
CO>0.3CO,C>O,CK,对百粒重影响大小为0.5
CO>0.7CO>C>0.3CO>O>CK,适量的化肥与

有机肥配施有利于葡萄产量的提高,其大小表现为

0.5CO,0.7CO>C>0.3CO,O>CK,其中0.5CO
与0.7CO处理下,酿葡萄产量最高,分为15014.16
和14318.85kg/hm2,较CK处理,其产量分别提高

了120.76%,110.53%,较C处理,其产量分别提高

了32.59%,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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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 Merlot葡萄产量与产量构成的影响

处 理 直径/cm 穗粒数/粒 百粒重/g 株穗数/穗 产量/(kg·hm-2) 产量排序

O 1.23c 64.07c 124.74cd 8.73d 8687.85c 3
0.3CO 1.27bc 75.14b 132.88bcd 9.20bc 9622.61c 3
0.5CO 1.31a 78.29ab 162.77a 12.13a 14318.85a 1
0.7CO 1.29ab 84.62a 147.01ab 13.20a 15014.16a 1
C 1.27bc 77.24ab 140.70bc 10.27b 11323.85b 2
CK 1.23c 58.45c 118.41d 8.52d 6801.21d 4

2.7 化肥配施有机肥对 Merlot葡萄品质的影响

由表5可以看出,有机无机肥配施显著影响

Merlot葡萄品质(p<0.05),0.5CO处理下可显著

增加可溶性固形物、还原性糖、糖酸比、总酚、花色苷

及单宁含量,较CK,O与C相比,0.5CO处理可溶性

固形物分别提高了46.72%,11.54%及25.21%,还原

性糖含量分别提高了39.36%,18.47%及37.46%,

糖酸比分别提高了50.42%,38.85%及40.78%,总酚

含量分别提高了72.07%,51.72%及54.77%,花色苷

含量分别提高了44.42%,27.99%及48.48%,单宁

含量分别增加了23.05%,22.66%及39.06%;0.5CO
处理下可以显著减少总酸含量,较CK,O与C相比,

0.5CO 处理总酸含量降低了33.96%,13.21%及

16.98%。

表5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 Merlot葡萄品质的影响

处 理
可溶性固形物/

%
总酸/
%

还原性糖/
%

糖酸比
单宁/

(mg·g-1)
总酚/

(mg·g-1)
花色苷/
(mg·g-1)

O 24.27±1.28cd 0.60±0.03b 18.10±0.84bc 30.17±0.87c 2.77±0.20bc 2.03±0.53c 5.36±0.05c

0.3CO 26.50±0.72bc 0.55±0.03d 20.48±0.91b 37.24±0.54b 3.14±0.44b 2.39±0.39bc 6.22±0.06ab

0.5CO 27.07±2.27a 0.53±0.01d 22.2±0.51a 41.96±0.92a 3.56±0.22a 3.08±0.07a 6.86±0.07a

0.7CO 22.87±1.78d 0.59±0.02bc 18.31±0.54bc 31.03±0.56c 3.15±0.36b 2.52±0.28b 5.66±0.06bc

C 21.62±0.85de 0.61±0.03b 18.15±0.22cd 29.75±0.25d 2.83±0.22b 1.99±0.12e 4.62±0.05d

CK 18.45±0.66e 0.65±0.04a 18.12±0.71d 27.85±0.75e 2.56±0.08c 1.79±0.19d 4.75±0.05d

3 讨论与结论

3.1 化肥配施有机肥对植株生长的影响

盈千累万的研究表明,合理科学施肥是葡萄优质

高产的重中之重[2,5,8,13]。施肥方式、肥料种类及施肥

量显著影响葡萄植株生长、产量及其品质[7]。叶片是

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叶绿素含量、叶面积、
叶干重及比叶重大小直接影响作物的生产能力[19]。
施肥方式、肥料种类及施肥量直接影响作物对养分的

吸收、同化及转运,进而影响植株的光合特性,充足的

叶面积有利于植株光合作用的提高,促进光合产物的

积累,从而促进作物生长发育、提高产量及改善果实

品质[20]。本研究表明,有机肥配施化肥,随着化肥配

施比例的增加,叶绿素含量、叶面积、叶干重及比修剪

量呈递增趋势,而比叶重则先增后减,化肥用量减半

配施有机肥(0.5CO)处理下,能使叶片厚而大,适宜

降低修剪量。
土壤营养状况对酿酒葡萄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

长有着十分密切的相关性,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比例

失调是导致果树低产的重要因素之一[19-20]。前人研

究表明,随着施肥量的增加,会增加营养生长,但葡萄

产量会随着施肥量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14],与本研

究结果一致,随着化肥配施比例的增加,葡萄的修剪

量呈递增趋势,而其产量则先增后不变,在0.5CO处

理下可以显著提高葡萄产量,说明0.5CO处理下,可
以平衡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关系,从而增加了其产

量。且随着化肥配施比例的增加,葡萄果粒大小呈先

增后减趋势,0.5CO处理下对葡萄有疏花、疏果及优

化果粒生长的效果,进而增加了葡萄产量和百粒重。
有机肥替代了1/2化肥(0.5CO)后,可能充分发挥出

了化肥的速效性和有机肥的缓释性[5,10],确保了对葡

萄植株所需养分的持续有效供应,养分平稳释放,改
善了土壤中各个养分的利用率,确保了葡萄植株生长

发育各个阶段的养分需求,避免前期旺长和后期早

衰,进而平衡了葡萄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因此,

0.5CO处理下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3.2 化肥配施有机肥对对果实品质的影响

葡萄果实中含糖量、含酸量、糖酸比、酚类物质含

量等是影响葡萄品质的主要因子[21]。本研究表明,
随着化肥配施比例的增加,可溶性固形物、还原性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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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酸比、单宁、总酚及花色苷先增加后减小,总酸先减

后增,0.5CO处理下葡萄品质最优。施肥对葡萄品

质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与施化肥相比,无机配施有机

肥能显著改善葡萄果实品质[9,12],其原因为生物有机

肥不仅含有大量的有机质,且含有丰富且齐全的微量

元素、有益的微生物、氨基氮及核酸等,生物有机肥施

入土壤后,有益微生物大量繁殖,会加速有机肥的分

解,提供植株所需养分,满足植株生长发育,从而提升

产量与品质;此外生物有机肥会释放大量有机酸,能
促使土壤团聚体的形成,降解难以被植株吸收的磷酸

盐,为植株提高均衡的养分,改善浆果品质[10]。
随着有机肥配施化肥比例的增加,葡萄品质先升

高,后降低,可能是由于化肥中适宜的氮肥有利于葡

萄中酚类化合物的合成,过量的氮肥不仅能延缓果实

成熟,能抑制花色苷的生成和积累[22],从而降低了果

实品质。Mugnai等[14]研究表明,有机肥配施化肥比

例过高,会抑制总花色苷、酚类物质和单宁含量的合

成。合理的土肥管理是葡萄栽培的重要环节,能提高

土壤中各种养分的利用率,提高葡萄的产量及品质。
化肥配施有机肥,化肥施肥量过高,营养生长会抑制

生殖生长,降低植株通风透光性、不利于果树生长与

结果,延缓了果实成熟,从而降低果品的产量、品质及

经济效益[23]。本试验也同样研究表明,施肥量的增

加提高了其营养生长,改变了树体微气候,增加了其

修剪量,通光透风性变差,不利于葡萄产量的形成和

果实品质的提高。
有机肥配施化肥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增加土壤

团聚化程度,提高微生物活性,更多的氮被利用,减少

氨的挥发和土壤硝态氮的残留,促进土壤的保水保肥

性能,降低N,P,K的淋溶过程,对提高果品产量与品

质和降低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24]。本试验也不例

外,土壤蒸发量大且贫瘠,较单施化肥,适宜的化肥配

施有机肥可以显著提高的葡萄产量与品质。有关有

机肥配施化肥对作物产量与品质影响研究结果不

一[4,14,20],主要是不同产地的土壤理化性质和有机肥

有效成分不一样。

4 结 论

本试验条件下,进行短期(2a)化肥减施、配施有机

肥试验,效果如下:综合 Merlot葡萄营养生长、产量及

果实品质,在有机肥替代50%化肥〔9000kg/hm2 有

机肥配施化肥(N150kg/hm2,P2O5135kg/hm2 及

K2O180kg/hm2)〕较单施化肥可以 Merlot平衡营

养生长与生殖生长,能改善其产量与品质。土壤肥力

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适宜的有机肥替代比例可能

有所变化,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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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区梯田不同覆膜条件下土壤的呼吸特征

陈爱华,马 涛,董彦丽,李泽霞,吕文强
(甘肃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730020)

摘 要:[目的]研究黄土区梯田不同覆膜条件下的土壤呼吸特征,为探寻土壤碳循环的合理农业覆膜措

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设置裸地、白膜地和黑膜地3个处理进行试验。[结果]①不同覆膜方式玉米地

的土壤呼吸速率日变化都呈单峰曲线变化趋势,日均值表现为:黑膜地>白膜地>裸地,且不同覆膜条件

的土壤呼吸速率差异显著。②白膜地和黑膜地不同月份土壤呼吸速率变化表现为:7月>5月>3月>9
月>11月,裸地不同月份土壤呼吸速率变化表现为:7月>3月>9月>5月>11月,夏季土壤呼吸活动最

剧烈,且不同覆膜条件不同月份土壤呼吸速率两两之间差异显著。③不同覆膜条件的土壤CO2 年排放量

表现为:黑膜地>白膜地>裸地,且夏季和秋季的土壤CO2 年排放量均高于春季和冬季。④不同覆膜条件

玉米地土壤呼吸速率与地表温度、5cm土壤温度具有很好的相关性,且都表现出极显著相关,覆膜玉米地

5cm土壤温度对土壤呼吸速率的影响高于地表温度,裸地则反之,白膜玉米地土壤呼吸速率对温度的敏感

性高于其他覆膜情况。[结论]不同覆膜条件下,土壤含水率自表层至深层呈现S形变化规律,裸地在0—60cm
土层的含水率明显低于两种覆膜地。梯田在不同覆膜条件下土壤呼吸速率和土壤呼吸CO2 释放量均增

大,可有效改善黄土区梯田土壤碳循环环境。
关键词:土壤呼吸速率;地膜覆盖;梯田;黄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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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RespirationCharacteristicsUnderDifferentFilm Mulching
ConditionsinTerracedLandinLoessArea

ChenAihua,MaTao,DongYanli,LiZexia,LüWenqiang
(Institute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ofGansuProvince,Lanzhou,Gansu73002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soilrespirationcharacteristicsinterracedfieldsunderdifferentfilm mulching
conditionsintheloessarea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exploringreasonableagricultural
plasticfilmmulchingmeasuresofsoilcarboncycle.[Methods]Thestudysetupthreetreatmentsforexperiments:

bareland,whitefilmlandandblackfilmland.[Results]①Thedailyvariationofsoilrespirationrateofcorn
fieldswithdifferentfilmmulchingconditionsshowedasingle-peakcurvetrend,andthedailyaveragevalue
wasasfollows:blackfilmland>whitefilmland>bareland,andthesoilrespirationrateofdifferent
mulchingtreatmentswassignificantlydifferent.② Thechangeofsoilrespirationrateofthewhitefilmland
andtheblackfilmlandindifferentmonthswasasfollows:July>May>March>September>November.
Thechangeofsoilrespirationrateofthebarelandindifferentmonthswasasfollows:July>March>
September>May>November.Thesoilrespirationactivityinsummerwasveryintenseandthesoilrespirationrate
indifferentmonthsofdifferentfilmmulchingconditionswassignificantlydifferent.③ TheannualsoilCO2
emissionsfromthesoilofdifferentmulchingfilmswereas:blackfilmland>whitefilmland>bareland,and
theannualCO2emissionsfromsoilinsummerandautumnwerehigherthanthoseinspringandwinter.
④ Thesoilrespirationrateofdifferentfilm-mulchedcornfieldshadagoodcorrelationwiththesurface



temperatureand5cmsoiltemperature,andbothshowextremelysignificantcorrelations.The5cmsoil
temperatureofthefilm-mulchedcornfieldhadahigherimpactonthesoilrespirationratethanthesurface
temperature,andviceversainbareland.[Conclusion]Underdifferentmulchingconditions,thesoil
moisturecontentfromthesurfacetothedeeplayerpresented“S”patternofchange.Thein0—60cmsoil
layerwassignificantlylowerinbarelandthanintheothertwofilm-mulchedland.Soilrespirationrateand
CO2releaseofsoilrespirationincreasedunderdifferentmulchingconditions,whichcouldeffectivelyimprove
thesoilcarboncycleenvironmentofterracedlandinloessarea.
Keywords:soilrespirationrate;plasticfilmmulching;terrace;loessarea

  土壤呼吸是碳循环过程的一个重要组分,每年全

球土壤呼吸碳释放约98±12Pg碳进入大气层[1],约
占每年大气中CO2 输入的10%[2],其量值远大于化

石燃烧的碳排放量,占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的

49%~55%[3],成为陆地生态系统的第二大碳通量组

分,能解释整个生态系统呼吸的70%左右[4]。所以,
土壤呼吸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

地位。
在梯田区域内广泛采用薄膜覆盖是一项有效的

旱作增产技术,该技术于1987年正式由日本引入我

国,在20世纪80年代推广以来,普及较快,目前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上地膜覆盖栽培作物面积最大的国

家[5]。覆膜管理方式有效抑制了蒸发,使总蒸发量大

幅度下降,保证了耕层土壤有较高的含水量,增加了

耕层的土壤温度,从而到达增产的效果。覆膜等农业

管理措施通过改变土壤水分、养分状况以及改变土壤

碳排放过程,进而影响土壤碳平衡,土壤养分及其循

环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者对玉米膜覆

盖栽培方式进行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增温、保水、
增产和提高水分利用效率方面[6-7]。还有一些学者对

露地栽培玉米的农田生态系统进行了较深入的净碳

交换和土壤呼吸研究[8-10],但对不同覆膜条件下春玉

米田碳循环的观测较少,从农田生态系统碳通量角度

来探讨覆膜栽培方式对作物生物量和产量影响的研

究目前同样尚浅。因此,本研究以黄土区梯田为研究

对象,选择甘肃省陇西县为研究区,通过野外定位监

测,通过研究不同覆膜情况下梯田土壤理化性质的分

布特征和土壤呼吸速率的特征,分析黄土区梯田不同

覆膜处理对玉米农田生态系统碳平衡的影响机制,探
寻土壤碳循环的合理农业覆膜措施。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选择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云田镇梯田

(2010年修建)为研究对象。该区地处东经107°15'—

107°23'E、北 纬 35°21'—35°27'N,海 拔 1028~
1374m,相对高差346m,属温带半湿润气候,日照

充足,夏季炎热,冬季微寒。据陇西气象站1981—

2010年系列数据,研究区年均气温8.2℃,年均降水

量414.8mm,最大24h降水量54.8mm,年蒸发量

1562.8mm,年均风速1.5m/s,无霜期161.8d,最大

冻土深98cm。植物资源比较丰富,区域内主要草本

植物有冰草、猪毛菜、车前草等,人工种植作物主要有

小麦、玉米、苜蓿、洋芋、中药材等,农业生产无灌溉措

施,为典型的旱地雨养农业区,梯田土壤类型为黄绵

土和黑垆土。

1.2 试验样地概况

试验样地(裸地)0—60m土层中,土壤有机质含

量6.33~13.10g/kg,速效钾含量70.20~209.20
mg/kg,速效磷2.77~17.46mg/kg,碱解氮6.89~
17.48mg/kg。土壤有机质、速效钾、速效磷、碱解氮

含量均随土层深度增加而减少。

1.3 试验设计与方法

1.3.1 试验设计 本试验研究黄土区梯田不同覆膜

方式对土壤呼吸速率的影响,试验共设3个处理,设
置裸地(对照,不覆膜),覆白膜地和覆黑膜地。试验

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小区面积10m×15m,每
块田地的挖方段、中间段、填方段3个部位为3个小

区,3块田地共计9个小区,玉米种植行距55cm,株
距40cm。试验于2019年3月18日平耙地采用机

械平地覆膜,4月1日人工点种玉米,10月20日收

获。玉米生育期的水分供给依赖自然降雨,全生育期

内不进行灌溉。玉米播种时施底肥有机肥7.5×104

kg/hm2,尿素225kg/hm2,磷酸二胺225kg/hm2。
在覆膜前15d左右,将农家肥、化肥混合均匀地面撒

施,再进行1次深耕翻地,耕后及时耙耱保墒。试验

不在施肥期进行。

1.3.2 试验方法

(1)试验方法。本试验于2019年在甘肃省定西

市陇西县石家门村进行,试验设计在3块田地的每个

小区分别布设2个测量环进行土壤呼吸速率测定,9
个试验小区共计18个测量环(图1)。在试验测定前

24h将直径200mm,高100mm的PVC土壤呼吸

速率测量环于打入玉米植株之间的空地中,深度约

591第2期       陈爱华等:黄土区梯田不同覆膜条件下土壤的呼吸特征



30—40mm,尽量避免由于安置测量环对土壤扰动造

成的短期内呼吸速率的波动;测量环嵌入土壤后,将
环内地表植被自土壤表层剪除干净,尽量做到不破坏

土壤,以减少土壤扰动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图1 试验小区及测量环布设示意图

(2)土壤呼吸速率的测定。土壤呼吸速率采用

LI-8100土壤碳通量自动测量系统测定,该设备由

美国LI-COR公司生产,北京力高泰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
本试验土壤呼吸速率测定时间为2019年的3,

5,7,9和11月,每个测定周期为10h,早上8:00开

始,下午18:00结束,每2h测定1次,共计6次。每

个测量环测量3次,取平均值计为测量时间点的土壤

呼吸速率。测定土壤呼吸速率的同时,LI-8100自带

的温度探针和土壤水分探头可同步测定观测点附近

5cm土壤温度,利用气温计同步观测记录大气温度

和地表温度。
(3)土壤水分的测定。土壤水分测定采用烘干法。

1.4 数据处理与统计方法

采集土样采用Excel和SPSS21.0软件进行数

据整理分析并绘图。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中最小显著差异法(LSD)分析不同覆膜方

式对土壤呼吸速率的影响,显著性差异水平取p<0.05。
回归方程检验土壤呼吸速率与温度间单因素和双因

素的拟合程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覆膜条件土壤呼吸日变化特征

由图2可知,不同月份不同覆膜条件玉米地的土

壤呼吸速率日变化特征都呈单峰曲线变化趋势,且土

壤呼吸速率最高值基本都出现在12:00—14:00之

间。不同的覆膜方式中,覆盖黑膜玉米地的土壤呼吸

速率日平均值最高。由表1可看出,不同月份覆盖黑

膜的玉米地土壤呼吸速率日均值远远高于覆白膜玉

米地和裸地,3个不同覆膜处理玉米地的平均日均值

大小表现为:黑膜地〔4.01μmol/(m2·s)〕>白膜地

〔2.99μmol/(m2·s)〕>裸地〔1.32μmol/(m2·s)〕,黑
膜地平均日均值高于白膜34.11%,高于裸地204.79%。
经方差分析全年土壤呼吸速率平均值可知,白膜玉米

地、黑膜玉米地及裸地的土壤呼吸速率两两之间差异

显著(p<0.05)。经多重比较分析可知,3月白膜玉

米地、黑膜玉米地及裸地的土壤呼吸速率两两之间差

异显著(p<0.05);5月白膜玉米地、黑膜玉米地及裸

地的土壤呼吸速率两两之间差异显著(p<0.05);7
月白膜玉米地、黑膜玉米地及裸地的土壤呼吸速率两

两之间差异显著(p<0.05);9月白膜玉米地与黑膜

玉米地的土壤呼吸速率差异显著(p<0.05),黑膜玉

米地与裸地的土壤呼吸速率差异显著(p<0.05),白膜

玉米地与裸地的土壤呼吸速率差异不显著(p>0.05);
11月白膜玉米地、黑膜玉米地及裸地的土壤呼吸速率

两两之间差异显著(p<0.05)。
由表1可知,不同覆膜条件玉米地在不同月份日

较差表现不规律,根据平均日较差值,白膜玉米地日

较差最高为1.42μmol/(m2·s),其次为黑膜玉米地

日较差为1.39μmol/(m2·s),日较差最低的是裸地

为0.50μmol/(m2·s),说明白膜玉米地一天之中土

壤呼吸速率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较大,裸地土壤呼吸

速率最高值与最低值差异较小;根据不同覆膜处理玉

米地平均日变幅值,白膜玉米地日变幅最高为45.48%,
其次为裸地43.71%,最低为黑膜玉米地25.80%。

表1 土壤呼吸特征分析

项目 时间 白膜 黑膜 裸地

日均值/
(μmol·m-2·s-1)

3月 2.54 3.67 1.92
5月 2.80 4.44 0.89
7月 6.77 9.33 2.03
9月 1.72 1.87 1.49
11月 0.44 0.73 0.28
平均值 2.99 4.01 1.32

日较差/
(μmol·m-2·s-1)

3月 0.58 0.64 1.22
5月 1.11 1.24 0.21
7月 4.58 4.39 0.48
9月 0.57 0.43 0.42
11月 0.28 0.27 0.16
平均值 1.42 1.39 0.50

日变幅/%

3月 22.79 17.44 63.54
5月 39.46 27.84 22.99
7月 67.67 23.68 47.07
9月 33.11 23.04 28.13
11月 64.37 36.99 56.80
平均值 45.48 25.80 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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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覆膜条件土壤呼吸特征日变化

2.2 不同覆膜条件土壤呼吸月变化特征

由图3—4可以看出,白膜玉米地和黑膜玉米地

不同月份土壤呼吸速率变化表现为:7月>5月>3
月>9月>11月,裸地不同月份土壤呼吸速率变化表

现为:7月>3月>9月>5月>11月。5和9月正处

于夏秋季,土壤微生物活动剧烈,土壤呼吸速率大,3
和11月处于冬春季,植物处于生长末期或休眠期,土
壤微生物活动缓慢,土壤呼吸速率小。方差分析结果

可知,不同覆膜条件在不同月份的土壤呼吸速率两两

之间均差异显著(p<0.05),多重比较分析可知,白膜

玉米地在7月和11月的土壤呼吸速率差异显著

(p<0.05),在3,5和9月的土壤呼吸速率两两之间

差异不显著(p>0.05);黑膜玉米地在7,9和11月

的土壤呼吸速率两两之间差异显著(p<0.05),在3
与5月的土壤呼吸速率差异不显著(p>0.05);裸地在

5,9和11月的土壤呼吸速率两两之间差异差异显著

(p<0.05),在3与7月土壤呼吸速率差异不显著

(p>0.05)。

2.3 不同覆膜条件土壤碳排放量估算

土壤CO2 通量作为陆地生态系统CO2 通量第

二大组成部分,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

色。本项目土壤碳排放量估算利用不同覆膜处理不

同季度昼间的日均土壤呼吸速率,换算出日间土壤呼

吸速率,获得每季度土壤碳排放量,从而估算出全年

的土壤碳排放量。经过计算不同覆膜条件不同季度

的土壤CO2 排放量,最后合计土壤CO2 排放量,由
表2可知,不同覆膜条件玉米地在4个季节的土壤

CO2 排放量表现为:黑膜地>白膜地>裸地,且夏季

和秋季的土壤CO2 排放量高于春季和冬季。这是因

为夏秋季日辐射能量高,日照时数长,且土壤水热条

件好,土壤微生物活动剧烈,植物根系分解速度快,促
促使土壤以较快的速度排放CO2,因此土壤呼吸速

率大;冬春季,植物处于生长末期或休眠期,基本停止

生长,日辐射能量降低,制约了土壤生物的活动,从而

使壤呼吸速率在秋、冬两季较小(表2)。

 表2 不同覆膜条件土壤CO2 排放量估算 g/(m2·a)

时 间 季节 白膜地 黑膜地 裸地

3月 春季 644.70 652.86 522.29
5月、7月 夏季 1495.88 2355.95 499.53
9月 秋季 838.85 1269.62 664.22
11月 冬季 151.85 255.32 98.51

年排放量 3131.28 4533.75 17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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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覆膜条件不同月份土壤呼吸速率变化特征

图4 不同覆膜条件土壤呼吸速率月变化特征

2.4 土壤呼吸速率与地表温度和5cm土壤温度的

关系

通过建立不同覆膜条件玉米地土壤呼吸速率与

地表温度、5cm土壤温度的指数回归方程(图5—6)。
由图5—6和表3可知,白膜玉米地与黑膜玉米地

土壤呼吸速率与地表温度、5cm土壤温度都表现出极

显著相关(p<0.01),裸地土壤呼吸速率与地表温度

表现出显著相关(p<0.05)、与5cm土壤温度表现出

极显著相关(p<0.01)。白膜玉米地、黑膜玉米地和

裸地的土壤呼吸速率与5cm土壤温度的R2 达到了

0.7004,0.5601和0.3772,说明5cm土壤温度能够

解释土壤呼吸速率变异百分比分别是70.04%(白膜

玉米地),56.01%(黑膜玉米地),37.72%(裸地),白膜

玉米地与5cm土壤温度的相关性高于黑膜玉米地和

裸地;白膜玉米地、黑膜玉米地和裸地的土壤呼吸速率

与地表温度的R2 达到了0.7001,0.5241和0.4494,
说明地表温度能够解释土壤呼吸速率变异百分比分

别是70.01%(白膜玉米地),52.41%(黑膜玉米地),

44.94%(裸地),白膜玉米地与地表温度的相关性高

于黑膜玉米地和裸地。通过比较分析,白膜玉米地和

黑膜玉米地5cm土壤温度对土壤呼吸速率的影响高

于地表温度,裸地地表温度对土壤碳通量的影响高于

5cm土壤温度。

图5 土壤呼吸速率与地表温度(Te)的关系

  表示温度与土壤呼吸速率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参

数是Q10。Q10为温度敏感性指数,Q10越高表明土壤

呼吸速率对温度的依赖性越大[11]。利用Q10值的计

算公式Q10=e10×β1,计算土壤呼吸的Q10值,其中,β1
是土壤呼吸速率的温度指数曲线方程 的温度反应系

数,其中,β0 为0℃时的土壤呼吸速率[12]。通过分析

计算,由表3可以看出,白膜玉米地土壤呼吸速率对

温度的敏感性高于其他覆膜方式,Q10分别为2.03,

2.15;黑膜玉米地和裸地玉米地的土壤呼吸速率对

5cm土壤温度的敏感性高于地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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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土壤呼吸速率与5cm土壤温度(Ts)的关系

表3 不同覆膜条件梯田土壤呼吸速率与

地表温度、5cm土壤温度的关系

覆膜条件 温 度 a b R2 Q10

白膜地
地表温度 0.6334 0.0715 0.7001 2.03
5cm土壤温度 0.6658 0.0766 0.7004 2.15

黑膜地
地表温度 1.1760 0.0599 0.5241 1.82
5cm土壤温度 1.1242 0.0662 0.5601 1.94

裸 地
地表温度 0.4790 0.0492 0.4494 1.63
5cm土壤温度 0.5277 0.0494 0.3772 1.64

  注:a,b为指数方程y=aebx对应系数。

2.5 不同覆膜条件土壤含水率变化

由图7可知,不同覆膜条件下土壤0—60cm土

层含水率的变化趋势一致,自表层至深层呈现S形变

化规律。5月22日,白膜地、黑膜地各土层的含水率

差异性不显著,但均高于裸地,0—60cm 土层白膜

地、黑膜地的土壤含水率平均值较裸地高6.00%和

3.10%。9月22日,不同覆膜条件下土壤表层含水率

均高于深层含水率,0—20cm土层白膜地、黑膜地的

含水量均明显高于裸地,但白膜覆盖与黑膜覆盖对土

壤含水率的影响均无显著性差异;随着土层的加深,

20—40cm土层的含水量在两种覆膜方式下均明显

高于裸地,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差异呈减小趋势。5月

和9月两种覆膜条件下土壤含水量增加,这是由于随

着外界气温的回升,地膜内的温度升高更快,迫使深

层土壤水分上移,在表层聚积,形成提水上升的保墒

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与白色地膜覆盖相比,黑色地

膜同样具有较好的土壤保墒功能,可满足玉米正常生

长所需的水分。

图7 玉米不同时期土壤含水率变化

3 结 论

(1)不同覆膜条件玉米地的土壤呼吸速率日

变化都呈单峰曲线变化趋势,最高值基本都出现在

12:00—14:00之间。3种不同覆膜处理玉米地的日

均值表现为:黑膜地>白膜地>裸地,且不同覆膜处

理的土壤呼吸速率差异显著。
(2)白膜玉米地和黑膜玉米地不同月份土壤呼

吸速率变化表现为:7月>5月>3月>9月>11月,
裸地不同月份土壤呼吸速率变化表现为:7月>3月

>9月>5月>11月,夏季土壤呼吸活动最剧烈,且
不同覆膜处理不同月份土壤呼吸速率两两之间差异

显著。
(3)不同覆膜条件土壤CO2年排放量表现为:黑

膜地>白膜地>裸地,且夏季和秋季的土壤CO2 年

排放量均高于春季和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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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覆膜条件玉米地土壤呼吸速率与地表

温度、5cm土壤温度具有很好的相关性,且都表现出

极显著相关,覆膜玉米地5cm土壤温度对土壤呼吸

速率的影响高于地表温度,裸地则反之,白膜玉米地

土壤呼吸速率对温度的敏感性高于其他覆膜方式。
(5)不同覆膜条件下,土壤0—60cm土层含水

率的变化趋势一致,自表层至深层呈现“S”型变化规

律。裸地土壤蒸发量大,裸地在0—60cm土层的含

水率明显低于两种覆膜地。研究结果表明,与白色地

膜覆盖相比,黑色地膜同样具有较好的土壤保墒功

能,可满足玉米正常生长所需的水分。
本文通过对黄土区梯田不同覆膜条件下土壤呼

吸速率及土壤CO2 排放量进行分析认为,3种覆膜处

理下,覆盖黑膜玉米地的土壤呼吸速率和土壤CO2
排放量于白膜玉米地和裸地,且夏季和秋季的土壤呼

吸速率和土壤CO2 排放量大。由此可见,梯田不同

覆膜条件增大了土壤呼吸速率和土壤呼吸CO2 释放

量,有效改善了黄土区梯田土壤碳循环环境,因此,提
倡推广覆膜措施,推进黄土区梯田的生态系统可持续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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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煤矿剥离物不同配比表土
替代材料的物理性质

杨 卓,盛世博,辛建宝,刘 娜,周国驰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 沈阳110015)

摘 要:[目的]探究利用不同配比露天煤矿剥离物制备的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性质特征,为露天矿表土替

代材料研发及剥离物综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蒙东地区某露天煤矿矿山剥离物为研究对象,使
用环刀法、激光粒度仪及X射线荧光光谱测定表土替代材料容重、孔隙度、田间持水量、粒径、比表面积及

其组成,运用灰色关联及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物理性质间的关系,探究影响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性质的核心

指标,筛选适宜的表土替代材料配比。[结果]①影响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性质的两个重要指标分别为容重

和田间持水量,影响表土替代材料持水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微粒比表面积和总孔隙度;②心土(钙层土)及细

砂的比例增高30%,将导致表土替代材料持水能力下降22%;③影响表土替代材料容重的重要指标是粒

径跨度和D10;④5A(下泥岩段:上泥岩段:底板土:心土:沙=3∶3∶4∶1∶2)和7A(下泥岩段:上泥岩

段:底板土:心土:沙=2∶1∶2∶2∶2)处理容重和持水能力均较好,为最优表土替代材料配比。[结论]通

过调节露天煤矿剥离物配比可以有效改善矿山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性质,在表土替代材料配置过程中应提

高泥岩和底板土的比例并降低钙层土比例来提高持水能力,露天煤矿剥离物表土替代材料适宜的容重配

比为泥岩∶生土∶沙=2∶2∶1。

关键词: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性质;容重;田间持水量;孔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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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Propertiesof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sFormedbyOverburden
MaterialsinOpen-pitCoalMinewithDifferentRatios

YangZhuo,ShengShibo,XinJianbao,LiuNa,ZhouGuochi
(ChinaCoalTechnologyEngineeringGroupShengyangEngineeringCompany,Shengyang,Liaoning110015,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physicalpropertiesof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sformedbyoverburdenmaterials
intheopen-pitcoalminewithdifferentratioswereexploredinorderto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the
developmentof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sandcomprehensiveutilizationofstrippingmaterialsinopen-pit
coalmines.[Methods]Takingthestrippingmaterialofanopen-pitcoalmineinEasternInnerMongolia
astheresearchobject,thebulkdensity,porosity,fieldcapacity,particlesize,specificsurfaceareaand
compositionof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sweredeterminedbycuttingringmethod,laserparticlesizeanalyzer
andX-rayfluorescencespectrometry.Therelationshipsbetweenphysicalpropertiesoftopsoilsubstitute
materialswereanalyzedbythegreyrelationalanalysisand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andthecoreindexes
affectingthephysicalpropertiesof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swereanalyzedtoobtainthemostappropriate
ratioof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s.[Results]①Thetwoimportantindexesaffectingthephysicalproperties
of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swerebulkdensityandmaximumfieldcapacity,whilethemainindexesinfluencing



thefieldcapacitywerespecificsurfaceareaandtotalporosityofparticles.②Theincreaseoftheproportionof
heartsoil(Calciumlayersoil)andfinesandby30%,wouldleadtothedecreaseofthefieldcapacityof
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by22%.③ DiameterspanandD10werethekeyindexesdeterminingthebulk
densityof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s.④5A(lowermudstone∶uppermudstone∶floorsoil∶heartsoil∶sand=
3∶3∶4∶1∶2)and7A(lowermudstone∶uppermudstone∶floorsoil∶heartsoil∶sand=2∶1∶2∶2∶2)had
betterbulkdensityandfieldcapacity,bothofthemweretheoptimalsubstitutematerialratioforthetopsoil
inthistest.[Conclusion]Thephysicalpropertiesof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scanbeeffectivelyimproved
byadjustingtheratioofoverburdenmaterialsinopen-pitcoalmines.Inthepreparationprocessoftopsoil
substitutematerials,theproportionofmudstoneandfloorsoilshouldbeincreasedandtheproportionof
calciumlayersoilshouldbedecreasedtostrengthenthewaterholdingcapacity.Thesuitablebulkdensity
ratioof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sformedbyoverburdenmaterialsinopen-pitcoalminesismudstone∶raw
soil∶sand=2∶2∶1.
Keywords:topsoilsubstitutematerial;physicalproperties;bulkdensity;fieldwatercapacity;porosity

  中国露天煤矿产能逐年增加,露天煤矿开发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露

天煤矿开采对矿区土层结构破坏严重,形成的开挖面

和堆垫面远大于原地表面积,导致诸多矿山在生态修

复过程中表土匮乏[1]。同时矿山企业征地难度大,大
量的剥离物占用土地资源,剥离物堆砌形成的松散结

构易导致地质灾害,极大地限制了露天煤矿的开采。
因此亟需研发适宜的剥离物综合利用方式解决露天

矿缺失土壤和剥离物占用土地资源的问题[2]。以剥

离物为基质的表土替代材料研发是解决以上问题的

最佳途径。表土替代材料的物理性质是研究的基础

条件,矿山剥离物多为生土且土壤质地较差,植物生

根困难,因此对土壤容重和孔隙度的控制显得尤为重

要。目前露天煤矿多分布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当地植

物生长对水分依赖程度很高,因此表土替代材料的持

水性也是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内学者[3-7]对露天煤矿

表土替代材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况欣宇[8]在东部草原

表土稀缺区进行土壤重构试验,结果表明岩土剥离物

的加入可以改良土壤的砂性,荣颖[9]在研究中表明表

土替代材料的筛选和配制需综合考虑剥离物理化性

质。有研究表明通过合理搭配剥离物可以改善物理性

质[10-13],通过挑选适宜的剥离物作为基质进行土壤重

构,经过人工整理熟化后可以制备出物理性质良好且

无毒害的替代材料[14-16]。研究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
相关研究中添加的剥离物含量一般较少,同时对不同

剥离物搭配比例对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性质影响方面研

究较少,实现剥离物综合利用的意义不大。基于以上

研究成果,本研究筛选蒙东地区某表土稀缺的露天煤

矿,探究不同剥离物搭配比例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筛选适宜配比的表土替代材料,以期为露天矿表土替

代材料研发及剥离物综合利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概况

试验于2019年6—12月在土壤实验室进行。露

天矿剥离物取自蒙东地区某露天煤矿,采样时间为

2019年4月,经筛选多处取土点后,最终选取5处取

土点(分别命名为1—5号土,1—4号土位于采坑东

帮,5号土位于采坑西帮)。1号土取土点高程874m
(下泥岩段),2号土取土点高程914m(上泥岩段),3
号土(底板土)取土点高程940m,4号土(心土)取土

点高程978m,5号土(细砂)取土点高程982m。选

取土样送至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

所测试,测试结果详见表1。

表1 剥离物养分测试结果

剥离物
编 号

全氮/
(g·kg-1)

全磷/
(g·kg-1)

全钾/
(g·kg-1)

有机质/
(g·kg-1)

碱解氮/
(mg·kg-1)

有效磷/
(mg·kg-1)

速效钾/
(mg·kg-1) pH值

1号 1.680 1.750 18.0 74.5 129.0 4.4 970 8.94

2号 1.620 1.710 16.2 70.8 115.0 6.5 545 8.82

3号 0.762 0.525 21.7 13.4 104.0 15.7 770 8.65

4号 0.690 0.465 19.9 8.1 83.3 17.5 375 8.47

5号 0.575 0.198 21.6 5.5 38.3 5.7 150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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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进行重金属镉、铬、镍、铅、砷、铜和锌等检

测,检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2018)》要求,检测结果详见

表2。

表2 剥离物重金属检测结果 mg/kg

剥离物编号 总 镉 总 铬 总 铅 总 汞 总 砷 总 铜 总 锌 总 镍

1号 0.132 23.2 19.4 0.167 5.29 11.80 118.0 7.55

2号 0.150 24.2 19.1 0.109 4.79 12.00 108.0 7.09

3号 0.047 62.2 23.5 0.055 4.02 28.00 81.7 33.10

4号 0.039 48.2 14.8 0.036 3.18 19.80 53.6 21.50

5号 0.012 16.7 9.66 0.033 4.28 6.83 19.6 6.82

1.2 试验方法

1.2.1 盆栽试验方法 本试验利用露天矿剥离物制

备表土替代材料,表土替代材料基于正交试验共设计

16个水平,分别表示为1A-16A(具体配比见表3),
每个处理5个重复。将露天矿剥离物破碎,风干后过

3mm筛,各表土替代材料按试验设计配比要求称

取,控制各处理总质量为1kg,搅拌均匀置于外口径

为15cm硬质塑料盆中,控制土壤容重1.25g/cm3,
加300ml去离子水造墒,室温下放置两周。披碱草

种子经24h恒温催芽后,均匀地播种于塑料盆中,播
种深度为1~1.5cm,每盆30粒。将盆栽置于组织培

养架中,光照采用LED灯进行补充,控制室内恒定温

度为25℃,视土壤墒情每7~10d对所有处理进行

灌溉,次灌水量控制为每盆150ml。6个月后测定各

项物理指标。

表3 试验16种配比投入比例情况 %

编号 1号土
(下泥岩段)

2号土
(上泥岩段)

3号土
(底板土)

4号土
(心土)

5号土
(细砂)

1A 15.38 23.08 7.69 30.77 23.08

2A 25.00 16.67 16.67 33.33 8.33

3A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4A 28.57 28.57 14.29 7.14 21.43

5A 23.08 23.08 30.77 7.69 15.38

6A 33.33 16.67 8.33 25.00 16.67

7A 22.22 11.11 22.22 22.22 22.22

8A 30.77 23.08 23.08 15.38 7.69

9A 23.53 5.88 23.53 23.53 23.53

10A 21.43 28.57 7.14 14.29 28.57

11A 14.29 28.57 28.57 21.43 7.14

12A 8.33 16.67 33.33 16.67 25.00

13A 7.14 28.57 21.43 28.57 14.29

14A 23.08 7.69 23.08 23.08 23.08

15A 7.69 23.08 15.38 23.08 30.77

16A 16.67 16.67 25.00 8.33 33.33

1.2.2 指标测定 本试验主要测定的物理指标包括

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土壤容重、田间持水量、土壤

微团聚体(D10,D50,D90,跨度及微粒比表面积)。
土壤孔隙度及毛管孔隙度测定采用环刀法测定,

土壤容重、田间持水量测定参照行标《土壤容重的测

定(NY/T1121.4-2006)》和《土壤田间持水量的测定:
环刀法(NY/T1121.22-2010)》测定,土壤微团聚体

D10,D50,D90和比表面积测定采用Bettersize2600激

光粒度分布仪进行测定。
跨度(span)是衡量粒径区间分布的重要指标,其

计算方式为:

span=
D90-D10

D50
(1)

式中:D10为颗粒累积分布为10%的粒径;D50为中值

粒径,是颗粒累积分布为50%的粒径;D90为颗粒累

积分布为90%的粒径。

1.3 数据分析方法

试验数据的相关性处理选用 Excel进行处理。
本试验研究选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灰
色关联分析法是基于数据整体排列方式的几何相似

性来判断数据间的关联程度,数据序列的相似程度高

则几何相似度高,序列间关联度越大,反之则关联度

越小。计算公式为:

  Y〔X0(k),xi(k)〕=
xmin+ρxmax

Δoi(k)+ρxmax
(2)

式中:Δoi(k)为各比较数列xi 曲线上的每一个点与

参考数列x0 曲线上的每一个点的绝对差值;xmin和

xmax是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绝对差值的最小值和

最大值;ρ为分辨系数,本次分析取0.5。

2 结果与分析

2.1 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性质特征分析

对16组处理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容重、田间

持水量、D10,D50,D90,跨度、比表面积等指标进行测

定,各测定结果平均值详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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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指标

编号
总孔

隙度/%
毛管

孔隙度/%
容重/

(g·cm-3)
田间持水量/
(g·kg-1)

D10 D50 D90 跨 度
比 表
面 积

1A 46.98 29.83 1.43 305.10 2.135 12.5 66.16 5.12 399.2
2A 49.41 31.31 1.34 340.99 2.081 12.06 59.38 4.75 410.1
3A 48.54 26.53 1.31 328.11 1.998 11.23 57.19 4.91 431.6
4A 49.51 30.66 1.42 341.43 2.037 11.52 56.85 4.76 422.3
5A 51.22 29.72 1.38 372.52 1.908 9.938 50.17 4.86 459.4
6A 52.15 33.55 1.32 368.54 2.073 11.63 60.3 5.01 415.4
7A 49.88 29.43 1.32 366.29 1.998 10.42 49.99 4.61 439.1
8A 50.27 32.49 1.46 373.77 1.963 10.17 46.14 4.34 448.5
9A 46.45 30.64 1.52 326.83 2.042 10.81 57.32 5.11 426.9
10A 54.53 33.82 1.40 321.02 2.151 11.9 58.93 4.77 401.5
11A 45.40 26.73 1.43 359.93 1.98 10.46 53.34 4.91 440.6
12A 39.50 29.22 1.45 321.20 1.967 10.76 58.41 5.25 439.9
13A 50.08 29.45 1.42 330.60 1.932 10.45 52.05 4.80 449.9
14A 47.74 29.45 1.43 319.92 1.998 10.65 52.46 4.74 437.6
15A 45.64 28.48 1.39 307.28 2.246 12.28 62.79 4.93 387
16A 46.72 27.58 1.41 314.59 2.014 10.49 56.34 5.18 433.8

  为了判定各指标间联系,首先将各物理性质指标

进行初值化,随后将各处理物理性质指标进行聚类分

析,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各物理性质

间存在5级聚类的层级,第1级主要归纳了总孔隙度

和毛管孔隙度、容重、跨度和D10,比表面积和田间持

水量、D90和D50间存在类似关系,第2级主要归纳了

容重和跨度及D10存在联系,第3级主要归纳了孔隙

度与容重存在联系,其余两级关系逐渐微弱。可以从

物理指标的特性看出,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容重、
田间持水量为宏观指标,跨度,D10,比表面积,D90和

D50为土壤组成的微观指标,结合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跨度和D10是影响表土替代材料容重的重要因素,比
表面积是影响表土替代材料田间持水量的重要因素。

图1 不同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指标聚类热图

为了探究影响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性质的主要因

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处理

结果公共因子总方差详见表5。前3个公共因子的特

征值较高,累计贡献率达85.466%,表明提取的公共

因子能够较好的描述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性质,取成分

1,成分2和成分3作为公共因子。

表5 公共因子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 累积贡献/%

1 4.215 46.831 46.831
2 2.368 26.310 73.141
3 1.109 12.324 85.466
4 0.667 7.411 92.877
5 0.372 4.133 97.010
6 0.173 1.919 98.928
7 0.094 1.040 99.968
8 0.003 0.029 99.997
9 0.000 0.003 100.000

通过斜交旋转得到物理性质的主要因子旋转成

分矩阵详见表6。对物理性质有影响的主要有3个主

成分,第一主成分特征值为4.215,贡献率占46.831%,
此主成分中荷载最大的因子为D90(0.955),其次为D50

(0.943),再次为D10(0.914)。第二主成分特征值为

2.368,贡献率占26.31%,此主成分中荷载最大的因

子为田间持水量(0.886),其次为比表面积(0.774),第
三主成分特征值为1.109,贡献率占12.325%,此主成

分中荷载最大的因子为土壤容重(0.839)。从分析结

果可知D90,D50,D10,田间持水量、比表面积和土壤

容重可以表达该组数据85%以上的数据,说明选取

这些因子可以代表本次数据85%以上的信息量,说
明土壤总孔隙度和毛管孔隙度指标表达的信息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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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其他指标仅田间持水量和土壤容重为宏观指标,
因此本文选取田间持水量和土壤容重进行深入分析,

以微观指标进行辅助分析,以期对表土替代材料制备

过程中物理性质控制提供理论支持。

表6 旋转成分矩阵荷载系数

项 目 总孔隙度 毛管孔隙度 土壤容重 田间持水量 D10 D50 D90 跨度 比表面积

主成分1 -0.117  0.105 -0.249 -0.594 0.914  0.943  0.955  0.468 -0.958
主成分2  0.488  0.322 -0.408  0.886 0.208  0.245 -0.119 -0.645  0.774
主成分3 -0.010  0.323  0.839 -0.358 0.196 -0.030 -0.160 -0.308 -0.113

2.2 表土替代材料田间持水量的特征

测定各物理指标结果详见表4。田间持水量是

土壤物理性质中一项的重要因素,它可以直接反应表

土替代材料对水分的涵养能力。本文选取田间持水

量为参考序列Y0,选取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容重、

D10,D50,D90,跨度、比表面积作为比较数列X1,X2,

X3,X4,X5,X6,X7,X8,进行灰色关联计算结果详

见表7。由表7可以看出,比表面积与田间持水量的

关联度最大,关联度为0.834;其次为总孔隙度,关联

度为0.786。该结论与聚类分析结果一致,从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比表面积与持水能力息息相关,主要原因是

颗粒比表面积越大,接纳水分子的能力越强,其涵养水

源的能力越强。其次影响表土替代材料的持水量的重

要指标是总孔隙度,其总孔隙度越大,表土替代材料单

位时间可以容纳的水分越大,可以提供更多水分子与

表土替代材料的接触机会,提升保水能力。

表7 物理指标对田间持水量的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项 目 总孔隙度(X1) 毛管孔隙度(X2) 土壤容重(X3) D10(X4) D50(X5) D90(X6) 跨度(X7) 比表面积(X8)

关联度 0.786 0.744 0.740 0.670 0.595 0.554 0.686 0.834

  由表4可以看出,田间持水量最好的配比形式为

5A和8A两组,其次持水性较好的配比为6A和7A
两组处理。5A和8A的比表面积数值是较大的,二
者的共同点是心土及细砂添加量(均为23.08%)
最小。基于此 原 则 反 观 心 土 及 细 砂 添 加 量(均 为

53.85%)较多的1A 和15A 配比,其田间持水量较

低。因此可以看出,心土及细砂的比例增高约30%,
将导致表土替代材料持水能力下降22%。为了探究

心土加入对表土替代材料持水能力削弱的原因,对所

取剥离物进行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RF),定性测

试其元素组成,因为细砂主要由二氧化硅构成,所以

未对其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详见表8。根据检测结果

可以看出,组成剥离物的主要元素为硅元素、铝元素

和铁元素,钠元素和镁元素4号土含量最高,差异最

大的元素为钙元素和铁元素。4号土钙元素含量是

1,2,3号土的3~4倍,铁元素是1,2,3号土的1/2~
1/3。从成分分析结果可以看出,4号土为钙层土。
根据以上的分析,心土的比例增高将导致表土替代材

料持水能力下降,从成分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由于该

露天矿心土钙化严重,主要是淋溶产生碳酸钙淀积。
钙化较高的土壤多以粉末状形式存在,遇水迅速饱和

结块,涵养水源能力较弱。由于试验选取的露天矿处

于半干旱区,地形多以草原为主,土壤钙化属于常见

规律,因此在配置表土替代材料过程中应控制钙化土

的施放量,以提高表土替代材料持水能力。

表8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测试结果 %

元素 1号土 2号土 3号土 4号土

Na 0.594 0.721 0.681 1.054
Mg 0.97 0.948 2.33 2.52
Al 20.676 22.574 17.949 15.437
Si 54.459 56.055 60.378 61.149
P 1.378 1.877 1.136 0.974
K 2.715 2.704 3.581 3.518
Ca 1.675 1.497 2.069 7.801
Ti 0.933 0.953 1.028 1.069
Mn 0.491 0.383 0.247 0.102
Fe 15.388 11.65 10.355 5.887

  注:所列元素为比例大于0.3%的元素,其他含量较低元素未列入。

2.3 表土替代材料物容重的特征

对物理指标间关联性进行分析,选取容重为参考

序列Y0,选取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田间持水量、

D10,D50,D90,跨度、比表面积作为比较数列X1,X2,

X3,X4,X5,X6,X7,X8,计算方法同上,计算结果详

见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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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指标对容重的灰色关联分析

项 目 总孔隙度(X1) 毛管孔隙度(X2)田间持水量(X3)D10(X4) D50(X5) D90(X6) 跨度(X7) 比表面积(X8)

关联度 0.711 0.773 0.651 0.743 0.662 0.604 0.790 0.680

  由表9可以看出,各影响因子关联度大于0.7的

有4组,跨度与容重的关联度最大,为0.790;其次为

毛管孔隙度,关联度为0.773;D10和总孔隙度对其关

联度分别为0.743,0.711。土壤容重是衡量土壤性质

的重要指标,就试验方法来看,土壤容重是计算单位

体积内的质量,而孔隙度是计算体积比例,二者从两

个角度反馈土壤紧实程度,因此其关联性较大。从微

观角度看,根据测试结果D10一般为2μm左右,小于

2μm的属于黏粒,黏粒对土壤容重影响较大,由于黏

粒主要由原生矿物、次生矿物组成,其孔隙很小,吸附

性强,极易形成密闭空间,因此黏粒越多土壤容重会

越高。跨度是表土替代材料微粒径分布的重要指标,
其与土壤容重关系最为密切,从微观角度来看,粒径

跨度越大表明土壤粒径组越丰富,颗粒级配越合理,
如果表土替代材料粒径均集中于黏粒,那么其结块程

度极为严重,因此粒径跨度越大,土壤容重越趋于合

理。基于关联性分析结果,选取与土壤容重关联性较

大的孔隙度进行对比分析(如图2所示),结果表明不

同比例混合的表土替代材料容重和孔隙度差异明显,
不同配比表土替代材料容重总体分布于1.31~1.52
g/cm3。

图2 表土替代材料孔隙度与容重的关系

根据柴华[17]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土壤容重

平均值的变化范围为0.93~1.41g/cm3,中位值为1.32
g/cm3,初育土的平均容重及中值容重分别为1.39和

1.40g/cm3,因此1A,8A,9A,11A,12A,13A,14A等

容重过大的配比不适合作为表土替代材料。有研

究[18]表明,大部分土壤总孔隙度在40%~60%范围

内,但土壤总孔隙度在50%左右,其中非毛管孔隙占

20%~40%时,土壤通气性、透水性和持水能力比较

协调。因此本次研究孔隙度满足要求的处理仅为

3A,5A和7A处理。3A处理为容重最趋近于土壤平

均容重,其次为6A处理和7A处理,这3种配比接近

于国内土壤容重的平均水平,为本试验容重较好的处

理,综合容重和孔隙度数据可以看出,3A和7A处理

为本次试验优质处理。

3 讨 论

3.1 表土替代材料田间持水量的影响因素

研究区位于干旱区,表土替代材料田间持水量是

其能否应用于矿山复垦的重要因素,研究证明表土替

代材料的持水能力主要与颗粒的比表面积大小有关

系,王修康等[19]在平原区土壤持水量研究过程中发

现,黏粒含量和比表面积是影响土壤持水量的重要因

素,说明本试验配置的表土替代材料与平原区土壤水

分特征存在相似性。因此可以通过添加适量比表面

积大的颗粒物改善表土替代材料持水能力[20]。本研

究发现可以通过降低钙层土和细砂的含量来增加表

土替代材料田间持水量,彭海英等[21]在内蒙古草原

土壤研究过程中发现,钙积层由于其黏重的特性可以

对干旱区草原土壤水分涵养提供帮助,该结论与本试

验研究结果存在矛盾,可能原因为钙层土其本身具有

粘重的特性,在其含量较多时可以阻隔水分渗漏,但
由于掺入比例较少(最高配比为33.33%),均匀搅拌

后,其黏重的特性在局部形成板结块,反而加剧了水

分流失。

3.2 表土替代材料容重的影响因素

容重是表土替代材料物理性质的重要指标,本研

究发现,D10,跨度和总孔隙度是影响表土替代材料土

壤容重的3个重要因素,付标等在草地研究表明,随
着容重增大,土壤孔隙度存在逐渐减小的趋势[22],但
从本试验结果来看,不同处理土壤容重值从初始的

1.25g/cm3均有增加,但不同处理存在容重和孔隙度

同时大于另一处理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可能是土壤的容重(D)与孔隙度(P)存在换算关系

〔P(%)=(1-D/ρ)×100〕,不同比例配置的表土替

代材料比重(ρ)不同,因此对比表土替代材料间容重

与孔隙度的变化规律没事实际意义,同时这也可能是

导致表土替代材料容重与总孔隙度关联度并不高的

原因。由于泥岩水稳性较差,遇水会发生崩解及软

化[23-24],因此在遇水后泥岩颗粒的软化重组导致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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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材料最终容重增大,从而导致表土替代材料容重

从初始控制的1.25g/cm3 变化为最终的容重值。

4 结 论

由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影响表土替代材料物理

性质的两个重要的宏观衡量指标分别为容重和田间

持水量,由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知D10和跨度是影响

容重的重要微观因素,比表面积是影响田间持水量的

重要微观因素。通过田间持水量数据可以得出,心土

(钙层土)及细砂的比例增高30%,将导致表土替代

材料持水能力下降22%。

3A(下泥岩段∶上泥岩段∶底板土∶心土∶沙

=1∶1∶1∶1∶1)和7A(下泥岩段∶上泥岩段∶底

板土∶心土∶沙=2∶1∶2∶2∶2)处理为本次试验

容重最好的配比,5A(下泥岩段∶上泥岩段∶底板土

∶心土∶沙=3∶3∶4∶1∶2)和8A(下泥岩段∶上

泥岩段∶底板土∶心土∶沙=4∶3∶3∶2∶1)处理

为本次试验持水能力最好的配比。因为3A处理持

水能力较差,8A处理容重较大,综合考量不同表土替

代材料容重与田间持水量,所以5A和7A处理为本

次试验最优表土替代材料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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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殖酸和植物促生芽孢杆菌对黑麦草
抗逆性及砒砂岩土壤性状的影响

曾 仟1,徐雪婷1,张亚见1,邓 琳2,何琳燕1

(1.农业农村部农业环境微生物重点实验室 南京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210095;2.东南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211189)

摘 要:[目的]探究微生物在砒砂岩土壤修复工程中的作用,为微生物强化植物改良砒砂岩土壤的科学

设想提供新思路。[方法]以黑麦草作为供试作物,通过室内盆栽模拟试验的方法,研究接种植物促生芽孢

杆菌BacillushalotoleransP75,施用腐殖酸肥料以及不同的菌肥搭配对水土流失严重的砒砂岩土壤理化

性质及黑麦草生长和抗逆性指标的影响。[结果]与对照相比,BacillushallotoleransP75发酵液与腐殖酸

协同处理显著提高了黑麦草叶片中SOD活性(229.7%)、POD活性(83.6%)和脯氨酸含量(119.3%),显著

增加砒砂岩土壤中多糖、有机质、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且土壤渗水率明显降低。[结论]植物促生芽孢杆

菌BacillushallotoleransP75发酵液与腐殖酸肥料协同作用能够显著改善砒砂岩土壤的水分、养分流失问

题,提高黑麦草的抗逆性,强化植物对砒砂岩土壤的改良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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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HumicAcidsandPlantGrowth-promotingBacillusonStressResistanceof
RyegrassandCharactersticofFeldspathicSandstoneSoil
ZengQian1,XuXueting1,ZhangYajian1,DengLin2,HeLinyan1

(1.KeyLaboratoryofAgriculturalandEnvironmentalMicrobiology,Ministryof
AgricultureandRuralAffairs,CollegeofLifeSciences,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210095,China;2.SchoolofCivilEngineering,Southeast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1189,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roleofmicroorganismsinfeldspathicsandstonesoilremediationwasexploredin
ordertoprovidenewideasforthescientificassumptionofmicrobialenhancedplantimprovementof
feldspathicsandstonesoil.[Methods]Ryegrasswasusedasthetestcrop,andtheeffectsofinoculatingBacillus
hallotoleransP75,humicacidfertilizeranddifferentcombinationsofbacterialfertilizeronsoilphysicaland
chemicalproperties,growthandstressresistanceofryegrasswerestudiedbypotexperiments.[Results]

Comparedwiththecontrol,thesynergistictreatmentofBacillushallotoleransP75fermentationbrothand
humicacidsignificantlyincreasedtheSODactivity(229.7%),PODactivity(83.6%)andprolinecontent
(119.3%)inryegrassleaves,significantlyincreasedthecontentsofpolysaccharide,organicmatter,available
phosphorusandavailablepotassiumandsignificantlyreducedthesoilwaterpermeabilityinfeldspathic
sandstonesoil.[Conclusion]ThesynergisticeffectofBacillushallotoleransP75fermentationbrothandhumicacid



fertilizercansignificantlycontrolthewaterandnutrientlossoffeldspathicsandstonesoil,improvethestress
resistanceofryegrass,andstrengthentheimprovementandrepairoffeldspathicsandstonebyplants.
Keywords:perennialryegrass;plantgrowth-promotingbacteria;humicacid;feldspathicsandstone;soilremediation

  砒砂岩是一种风化十分严重的特殊泥岩和泥砂

岩,其抗侵蚀能力非常弱,无水时坚硬如石,遇水松软

如泥,遇风则成砂。砒砂岩地区的水土流失极其严

重,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且养分含量低,蓄水能力差,
成岩程度低,沙粒间胶结程度差、结构强度低,极其贫

瘠,多数植物在其上面都难以生存及生长,因此砒砂

岩被称为“地球生态癌症”[1]。近年来,我国以沙棘作

为着手点,开发了沙棘植物“柔性坝”,有效降低了水

土流失。但植物“柔性坝”只能在砒砂岩侵蚀沟的底

部应用,传统人工林和草本植物的种植也很难彻底解

决砒砂岩区水土流失问题[2]。因此,砂岩地区的治理

难度非常大,防止和控制水土流失的现状仍然很严

峻。如何运用新的方法措施改善植物在砒砂岩上的

生长情况,探究植物种植与其他方法联合治理砒砂岩

区的可行方案,有效减少水土流失,仍是解决砒砂岩

土壤问题的关键。
植物促生细菌是一类有益功能性细菌,可以耐受

非生物胁迫、刺激根系生长、促进土壤微生物的发育

和养分的有效性,改善土壤微环境,在土壤养分循环

和土壤结构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

促进植物在胁迫环境下的生长[3]。迄今为止,国内外

已发现的植物促生细菌以芽孢杆菌和假单胞菌为主,
其中多数芽孢杆菌能够产生植物激素,提高植物对盐

碱、重金属和干旱等恶劣条件下的耐受性[4]。嗜盐芽

孢杆菌(BacillushalotoleransP75)是一株植物根际

促生细菌,王涛等[5]将菌株P75与其他植物促生细

菌混合制成复合菌剂,能够使砒砂岩土壤有机质和氮

磷钾含量增加,增强土壤酶活性,促进紫花苜蓿的生

长,达到改良砒砂岩的效果;同时他们还研究了将菌

株P75与草炭、蛭石等生物基材混合制成复合固体

微生物菌剂,该复合固体微生物菌剂可以明显改善砒

砂岩土壤性质,促进紫花苜蓿的生长。腐殖酸是一类

天然有机物质,能有效改善土壤的生物和物理化学性

质,调节土壤水分、肥力。其中黄腐酸能使植物次生

根数量增多,提高植物吸水能力,改善植物生长[6],在
缓解多种逆境对作物的胁迫中也具有重要作用[7]。
孙海燕等[8]研究表明0.6%浓度的腐殖酸浸种8h增

加了低温胁迫下菜豆幼苗的抗氧化酶活性,提高了菜

豆苗期耐低温胁迫能力;Rashid等[9]研究了腐殖酸

和黄腐酸对污水灌溉镉污染土壤中小麦品种镉生物

利用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腐殖酸通过与重金属形成

稳定的金属—腐殖酸配合物来降低金属的有效性。

多年生黑麦草是世界温带地区广泛种植的多年生牧

草和适生牧草[10],具有环境适应性强、易于种植、生
长速度快、地上部生物量大、须根发达和抗逆性强等

特点,常作为研究土壤修复的供试植物。本研究以多

年生黑麦草为供试材料,通过盆栽试验研究接种

BacillushallotoleransP75,施用腐殖酸肥料以及不

同菌肥搭配对水土流失严重的砒砂岩土壤理化性质

及黑麦草生长和抗逆性指标的影响,以期为探究菌肥

协同修复作用和机理,为砒砂岩区生物治理提供理论

依据及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菌株:实验室保藏的 Bacillushalotolerans
P75。LB培养基:胰蛋白胨10g,酵母粉5g,NaCl10g,
蒸馏水1L,pH值为7.0。肥料:腐殖酸肥料(Ca+Mg
≥150g/L;N+P2O5+K2O≥100g/L;黄腐酸≥40g/L;
有机质≥50g/L);购买自山西省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供试植物:多年生黑麦草(Loliumperenne)种子购自江

苏省农科院种子站。供试土壤:采自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准格尔旗砒砂岩资源区(39°49'9.97″N,111°16'53.14″E)
道路边坡的风化砒砂岩0—20cm表层土壤。自然风

干后过5mm标准土壤筛备用。

1.2 发酵液及腐殖酸肥料的制备

将供试菌株B.halotoleransP75单菌落活化,再
按2%的比例接种于新鲜LB液体培养基中,30℃,

160r/min振荡培养16~24h至对数生长期后期,使
菌液中细菌浓度达到108CFU/ml,制成P75发酵

液,对应灭菌处理则对制得的发酵液进行121℃,

30min灭菌。腐殖酸肥料按使用方法稀释至500倍

放置备用。

1.3 盆栽试验设计

盆栽试验于2020年5月17日—6月18日在温

室中进行。试验共设置6个处理,分别为:对照,加等

量无菌水(T1);P75发酵液(T2);腐殖酸肥料(T3);
P75发酵液+腐殖酸肥料(1∶1)(T4);P75灭菌发酵

液(T5);P75灭菌发酵液+腐殖酸肥料(1∶1)(T6)。
将风干粉碎过2mm孔径筛的砒砂岩土壤装入塑料

花盆内(外口径10cm,高8.5cm,底径7cm),每盆装

土100g。播种前,将上述制备的发酵液及腐殖酸肥

料按10%(体积质量比)接种量将砒砂岩土壤浇灌润

湿,待菌液与砒砂岩混合均匀放置1~2d后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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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挑选大小基本一致且饱满的黑麦草种子用

75%乙醇表面消毒3~5min,再用去离子水清洗3
次。然后均匀地撒在土壤表面,薄薄盖土后,放置于

室温黑暗条件下催芽,等种子破土萌发后在室温条件

下16/8h光照培养,待发芽生长一周后,再用各处理

液浇灌。各处理分别设置3个重复,共计18盆。整

个盆栽试验过程中,每天适量浇水保持土壤持水量约

60%,并逐渐间苗,最后每盆留苗30株。生长30d
后取样。

1.4 试验指标的测定

黑麦草株高:待黑麦草生长30d时,用尺子挨着

地面量到苗顶最高位置,读数即为黑麦草株高。黑麦

草生物量:收获植株后,用去离子水洗净沥干,将黑麦

草根和茎叶两部分的新鲜样品置于75℃烘箱烘干至恒

重,称量其干重。叶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活性的测定采用氯化硝基四氮唑

蓝法[11]。叶片中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POD)活
性的测定采用愈创木酚法[12]。叶片中脯氨酸含量的

测定采用磺基水杨酸法[13]。土壤渗水率的测定:在
每个盆钵下方接一个小杯,将200ml水缓缓倒入上

方盆钵中,24h后测量小杯中渗出水的体积V,土壤

渗水率=V/200×100%。土壤多糖含量的测定采用

硫酸—苯酚法[14]。土壤pH值:取风干过2mm筛的

土壤样品1g,按1∶2.5(质量体积比)的比例加入去离

子水,充分振荡2h后离心,取上清液,pH计测定。土

壤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氧化—稀释热法[15]。土

壤速效磷含量:0.5mol/LNaHCO3 浸提—钼锑抗比色

法[16]。土壤速效钾含量:NH4 OAc-火焰光度法[16]。
土壤酶活性:蔗糖酶活性测定采用3,5-二硝基水杨

酸比色法;脲酶活性测定采用苯酚钠比色法[17]。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所有试验数据均采用Excel2016和 GraphPad
Prism8.0.2软件处理并制图,采用SPSS22.0对数据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腐殖酸和植物促生芽孢杆菌对黑麦草生长的影响

图1和表1显示了腐殖酸和菌株B.halotolerans
P75对黑麦草生长的影响。从图1可以看出,与对照

T1 相比,所有处理均能显著提高黑麦草的株高和生

长状况,处理T4 的促生效果最好。对照T1 黑麦草

叶片干枯发黄,缺乏营养,施用腐殖酸肥料和接种植

物促生细菌后黑麦草叶片明显变得青绿(图1)。与

对照T1 相比,单独接种P75菌液(T2)和施用腐殖酸

肥料(T3)分别使黑麦草株高、地上部和地下部干重

增加了26.4%~42.1%,58.3%~62.8%,44.9%~
49.7%;将菌株P75与腐殖酸肥料联合施用(T4)则可

以使黑麦草株高、地上部、地下部生物量显著增加

67.1%,127.9%,120.0% (表 1)。结 果 表 明,B.
halotoleransP75和腐殖酸肥料均可以显著改善黑麦

草在砒砂岩土壤中的生长状况,二者联合施用可以进

一步促进黑麦草生长。

图1 腐殖酸和菌株P75对黑麦草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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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腐殖酸和菌株P75对黑麦草生长状况的影响

处理 株高/cm
干重/g

地上部 地下部

T1 7.200±0.374d 0.455±0.014f 0.062±0.003e

T2 9.100±0.374c 0.720±0.025d 0.089±0.004c

T3 10.233±0.450b 0.740±0.016c 0.092±0.003c

T4 12.033±0.525a 1.036±0.073a 0.136±0.009a

T5 9.167±0.249c 0.641±0.034e 0.079±0.004d

T6 11.933±0.340a 0.967±0.016b 0.127±0.002b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有显著差异(p<

0.05)。下同。

2.2 腐殖酸和植物促生芽孢杆菌对黑麦草抗逆性的

影响

由图2可知,与对照T1 相比,各处理黑麦草叶片

内的SOD活性均显著升高(p<0.05)。其中,与对照相

比,腐殖酸和菌株B.halotoleransP75联合施用的处理

T4 使黑麦草叶片SOD活性显著提高了229.5%;处理

T6(P75灭菌发酵液+腐殖酸肥料)的黑麦草叶片

SOD活性显著提高了168.1%;而单独接菌或施用腐

殖酸肥料的处理T2,T3 仅分别使黑麦草叶片中SOD
活性增加87.9%,74.5%。与对照 T1 相比,除处理

T5(P75灭菌发酵液)外,其余各处理黑麦草叶片中的

POD活性均显著提高(p<0.05)。其中处理T4(P75
发酵液+腐殖酸肥料)可以使黑麦草叶片中 POD
活性显著提高83.6%,而处理 T3(腐殖酸肥料)、T6
(P75灭菌发酵液+腐殖酸肥料)、T2(P75发酵液)与
空白对照相比分别显著提高了58.0%,34.4%,16.9%
(图2)。与对照 T1 相比,各处理黑麦草叶片内的脯

氨酸含量均显著升高(p<0.05)。其中处理T4(P75
发酵液+腐殖酸肥料)叶片脯氨酸含量显著提高了

119.3%,而处理T6(P75灭菌发酵液+腐殖酸肥料)、

T3(腐殖酸肥料)、T2(P75发酵液)叶片脯氨酸含量

也分别显著提高了110.1%,85.1%,42.5%。以上结

果表明,菌株B.halotoleransP75和腐殖酸均使黑麦

草叶片中SOD活性、POD活性和脯氨酸含量显著

增加,将二者复配施用则可以进一步提高黑麦草的抗

逆性。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有显著差异(p<0.05)。下同。

图2 腐殖酸和菌株P75对黑麦草叶片SOD活性、POD活性和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2.3 腐殖酸和植物促生芽孢杆菌对砒砂岩土壤肥力

的影响

2.3.1 不同处理对土壤pH值的影响 由图3所示,
与对照相比,除处理T5(P75灭菌发酵液)以外,其余

各处理均降低了砒砂岩土壤pH 值。P75发酵液降

低砒砂岩pH值效果好于腐殖酸,处理T4(P75发酵

液+腐殖酸肥料)可以使土壤pH值显著降低0.30个

单位(p<0.05)。

2.3.2 不同处理对根际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由

图3可知,与对照相比,单独施用腐殖酸肥料可使根际

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10.1%,而P75灭菌发酵液与腐

殖酸混合施用可以使根际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10.7%,
单独施用P75灭菌发酵液对根际土壤有机质含量没有

显著影响(p<0.05)。当菌株P75与腐殖酸联合施用

可以使有机质含量显著增加19.5%,说明腐殖酸与微

生物可以短时间内增加根际土壤有机质含量。

2.3.3 不同处理对根际土壤速效磷、钾含量的影响 
由图3可知,与对照相比,处理T3(腐殖酸肥料)、T4
(P75发酵液+腐殖酸肥料)、T6(P75灭菌发酵液+
腐殖酸肥料)均可以增加砒砂岩根际土壤速效磷含

量,其增加幅度为20.7%~66.5%。除处理T5(P75
灭菌发酵液)以外,其余处理均增加了根际土壤速效

钾含量,增加幅度为29.7%~48.8%。其中腐殖酸与

菌株B.halotoleransP75联合施用效果最好。

2.3.4 腐殖酸和植物促生芽孢杆菌对砒砂岩土壤酶

活性的影响 由图4可知,与对照相比,除处理 T5
(P75灭菌发酵液)以外,其余处理均增加了根际土壤

酶活性。单独接菌和施用腐殖酸肥料分别增加了土

壤蔗糖酶活性21.9%,12.5%,将二者复合施用的处

理T4(P75发酵液+腐殖酸肥料)的效果更好,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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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蔗糖酶活性比对照显著增加44.9%。与对照

相比,处理T3(腐殖酸肥料)可以使土壤脲酶活性增

加21.7%,复合处理T4(P75发酵液+腐殖酸肥料)

则可以使土壤脲酶活性增加39.5%。结果表明,接菌

处理以及施用腐殖酸肥料均可以使砒砂岩土壤酶活性

增加,而菌肥复合施用可以进一步提高土壤酶活性。

图3 腐殖酸和菌株P75对砒砂岩土壤pH值、有机质含量、速效磷含量和速效钾含量的影响

图4 腐殖酸和菌株P75对砒砂岩土壤蔗糖酶活性、脲酶活性的影响

2.3.5 不同处理对根际土壤多糖含量的影响 由图

5可知,与对照 T1 相比,处理 T3(腐殖酸肥料)、T4
(P75发酵液+腐殖酸肥料)分别使土壤多糖含量显

著提高了171.6%,266.0%(p<0.05),处理T5(P75
灭菌发酵液)与对照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其
余处理的增加幅度为33.9%~114.5%。结果表明,
腐殖酸可以显著提高砒砂岩土壤多糖含量,而将

B.halotoleransP75与腐殖酸复合施用的处理效果

更好。

2.3.6 不同处理对土壤持水能力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明(图5),处理T4(P75发酵液+腐殖酸肥料)的土

壤渗水率最低,且土壤渗水率T4(P75发酵液+腐殖

酸肥料)<T6(P75灭菌发酵液+腐殖酸肥料)<T3
(腐殖酸肥料),与对照相比,这3个处理的土壤渗水

率分别显著下降了35.3%,35.5%和33.3%,3个处理

相互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处理T5(P75
灭菌发酵液)与对照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果表明,腐殖酸可以有效提高砒砂岩土壤的持水能

力,将菌株B.halotoleransP75与腐殖酸联合施用可

以进一步改善砒砂岩土壤的持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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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腐殖酸和菌株P75对砒砂岩土壤多糖含量和渗水率的影响

3 讨 论

3.1 腐殖酸和植物促生芽孢杆菌联合提高黑麦草抗

逆性

砒砂岩地区干旱少雨,土壤肥力低下,水土流失

严重,是大多数植物生长的不良环境。通常在逆境

下,植物体内产生并积累自由基和活性氧类物质,对
植物细胞的结构和功能造成损伤,提高植物体内的

SOD活性可以降低自由基和活性氧的含量,缓解自

由基和活性氧带来的伤害[18]。此外,POD在抗逆性

高的植物中活性也更高[19]。脯氨酸是植物体内一种

参与渗透调节过程的化学物质,当植物受到干旱胁迫

时,植物细胞中脯氨酸会通过吸湿和保水等方面来降

低细胞内水分的散失,植物会积累一定量的脯氨酸来

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透性,清除植物体内的自由基,
保证植物细胞的正常生理代谢活动[20]。因此,脯氨

酸是调控植物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关键生理指标。
相同干旱水平下同一品种植物体内脯氨酸含量高的

比其相对含量低的抗旱性、旱后恢复性强[21]。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长于砒砂岩逆境中各处理组

黑麦草叶片内SOD活性、POD活性、脯氨酸含量均

显著升高。本试验中接种P75发酵液及施用腐殖酸

肥料后黑麦草叶片中各指标均高于对照,且腐殖酸和

植物促生芽孢杆菌P75发酵液联合施用的处理组

SOD活性显著增加,POD活性和脯氨酸含量最高。
这主要是因为腐殖酸肥料可以缩小植物气孔的开张

度,降低植物的蒸腾作用,减少植物水分的消耗,从而

使植物体内水势提高,增强植物的抗旱性[22]。此外,
腐殖酸肥料还能够有效增强植物体内多种酶活性,促
进根系生长,提高其对水分、养分的吸收,增强植物对

微量元素的吸收能力,改善植物生长状况[23]。另外

接菌处理使有益微生物定殖于植物根际周围,可以通

过多种方式调节植物生长,增强植物的抗逆性,例如

分泌促进植物发育的代谢物质、改善土壤结构与肥

力、提高植物根系对营养元素的吸收与利用等[24]。
本试验中单独接种B.halotoleransP75对黑麦草的

抗逆性及生长情况没有腐殖酸肥料作用效果好,这可

能是由于B.halotoleransP75自身的繁殖能力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干旱、缺乏营养的砒砂岩土壤环

境条件下微生物生长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因此如

何强化微生物在逆境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仍需深入

探讨。

3.2 腐殖酸和植物促生芽孢杆菌联合改良砒砂岩土

壤肥力

砒砂岩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土壤养分低,因此改

良砒砂岩土壤肥力是修复砒砂岩的重要环节之一。
本试验中,与对照相比,腐殖酸和植物根际促生芽孢

杆菌B.halotoleransP75单独或协同作用均可以有

效提高砒砂岩土壤养分含量和肥力水平,且协同作用

更好。腐殖酸肥料和植物促生芽孢杆菌联合施用的

处理明显改善了砒砂岩土壤的酸碱性,提高了土壤多

糖含量、有机质含量及土壤中速效钾、速效磷含量;同
时,土壤酶活性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且土壤渗水率明

显降低,土壤持水能力明显提高。土壤多糖是土壤中

碳水化合物的主要存在方式,是土壤中一种重要的有

机胶结物质,土壤多糖不仅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且还可以促进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的形成,在
土壤肥力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5]。土壤中多糖

含量与一些根际土壤酶、土壤微生物总数、土壤基础

肥 力 呈 正 相 关。本 试 验 中 接 种 植 物 促 生 细 菌

B.halotoleransP75,使土壤中酶活性和速效磷、速效

钾含量均明显增加,而灭菌处理组增加土壤肥力效果

有限。说明活菌在土壤养分释放和循环中具有重要

意义,能够在固氮、溶磷、释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26];而且,活菌还可以在植物根系定殖,影响植物

根系的生理活动,并参与土壤中营养元素的循环和矿

物质的矿化过程。
腐殖酸类肥料是一种综合性非常强的环保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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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腐殖酸可以调节土壤pH 值,提高土壤交换容

量,影响土壤中土壤酶的种类和活性特征。土壤中蔗

糖酶和脲酶在土壤碳氮元素循环过程中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蔗糖酶可以将土壤中的碳水化合物分解为

易溶性的营养物质,供植物和土壤微生物所吸收利

用;脲酶则可以促进尿素水解生成氨,为植物生长所

需氮素的主要来源[27]。土壤中酶活性的高低也反映

了土壤的肥力与土壤微生物活性[28]。在土壤环境

中,腐殖酸有着吸附黏连的作用,可以通过不同形式

的作用力整合各种类型的有机—无机复合体,以维持

土壤的水气肥热。同时,腐殖酸还可以有效改善土壤

性能,易于稳定土壤的疏松与熟化[29]。本研究中腐

殖酸与植物促生芽孢杆菌的联合进一步强化了腐殖

酸的作用,有效改善了砒砂岩土壤养分含量和肥力水

平。本研究针对贫瘠的砒砂岩地区,提出微生物与腐

殖酸肥料配施强化多年生黑麦草对砒砂岩土壤的改

良作用,今后对菌液与腐殖酸肥料的配比和大规模应

用还需作进一步探究。

4 结 论

菌株B.halotoleransP75与腐殖酸的联合施用

可以使黑麦草地上部和根部生物量显著增加,显著提

高了黑麦草的抗逆性,促进黑麦草在砒砂岩土壤中的

生长,提高砒砂岩土壤中多糖含量和养分水平及持水

能力。植物促生芽孢杆菌B.halotoleransP75与腐

殖酸的协同作用可以明显改善砒砂岩土壤理化性质

和肥力,强化植物生长,在砒砂岩地区进行植被修复

治理具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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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RITIC-GR-TOPSIS法的烟台市
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
杨海燕1,付 凯1,孙晓博2,谭轶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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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00044;2.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生态市政院,北京100044〕

摘 要:[目的]对山东省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具体状况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提出相应提高水资源承载力

的对策和建议,为实现烟台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建立涵盖水资源、社会、经济和水

环境4个准则层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CRITIC-GR-TOPSIS法,对2003—2018年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进

行综合评价,以相对贴近度Cj 作为综合评价值,Cj 越大表明水资源承载力越高,并采用障碍度模型量化

各指标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程度。[结果]2003—2018年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

2003年的0.4497上升至2018年的0.5783。通过障碍度模型计算发现,社会和水环境子系统内各指标对

于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不断加大,而经济子系统相关指标对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不断减弱,水资源

子系统内各指标则在此期间保持稳定且较高的影响水平。[结论]2003—2018年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有所

上升,但其上升幅度并不明显,未来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CRITIC法;TOPSIS法;灰色关联度;障碍度;水资源承载力;山东省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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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EvaluationandObstacleFactorDiagnosisofWaterResources
CarryingCapacityinYantaiCityBasedonCRITIC-GR-TOPSISMethod

YangHaiyan1,FuKai1,SunXiaobo2,TanYin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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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ecificsituationofwaterresourcescarryingcapacityinYantaiCityofShandong
Provincewasquantitativelyandqualitativelyanalyzed,andthe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wasputforwardtoimprovethewaterresourcescarryingcapacity,inorder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ofwaterresourcesinYantaiCity.[Methods]Theevaluationindexsystemcovering
waterresources,society,economyandwaterenvironmentwasestablished,and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of
thewaterresourcescarryingcapacityofYantaiCityfrom2003to2018wascarriedoutbyCRITIC-GR-TOP-
SISmethod,witharelativeclosenessCjasacomprehensiveevaluationvalue.ThelargertheCj,thehigher
thewaterresourcescarryingcapacity.Theobstacledegreemodelwasusedtoquantifytheimpactofeach
indicatoronthewaterresourcescarryingcapacity.[Results]From2003to2018,thewaterresourcescarrying
capacityofYantaiCityshowedanoverallupwardtrend,from0.4497in2003to0.5783in2018.Through
thecalculationoftheobstacledegreemodel,itisfoundthattheinfluenceofeachindexofthesocialand



waterenvironmentsubsystemsonthecarryingcapacityofwaterresourcescontinuestoincrease,whilethe
impactoftherelatedindexoftheeconomicsubsystemonthecarryingcapacityofwaterresourcesinYantai
Citywasweakening.Eachindexofthewaterresourcessubsystemmaintainedastableandhighlevelofinfluence
duringthisperiod.[Conclusion]From2003to2018,thewaterresourcescarryingcapacityofYantaiCityhas
increased,buttheincreaseisnotobvious,andthereisstillbroadspaceforimprovementinthefuture.
Keywords:CRITICmethod;TOPSISmethod;greyrelationaldegree;degree;waterresourcescarryingcapacity;

YantaiCityofShandongProvince

  水资源作为一种宝贵的基础性自然资源,与人类

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持续上升,因此产生了水资

源短缺、水资源供需不平衡等一系列水资源安全问

题,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2]。水资源承载力

综合评价是进行水资源宏观调控和合理配置的主要

依据,是对水资源、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反

应,对区域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指导意义[3]。
关于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国内外诸多学者尽管在具

体表述上不尽相同,但在本质上都强调了水资源承载

力研究的核心在于确定在一个区域的水资源量能够

支撑社会经济系统的最大发展规模[4-7]。因此,水资

源承载力综合评价可以从水资源、社会、经济、水环境

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目前研究人员常用的综合评

价方法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法(PCA)、模糊综合评价

法(PCE)、多准则妥协解排序法(VIKOR)、逼近理想

解排序法(TOPSIS)等。其中,TOPSIS法因具有简

单的计算原理,并能提供直观可靠的结果而被诸多研

究人员应用于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领域之中[8-10]。
但TOPSIS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它通过计算

实际方案与理想方案之间的欧氏距离来判断两者的

差异程度,此种距离测度方法所得到的数值是一个刚

性的解,并 未 考 虑 两 者 形 状 上 的 相 似 关 系,并 且

TOPSIS法对于各指标的偏好程度并不重视,不同的指

标赋权方法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评价结果[11]。此外,

TOPSIS法的评价结果只通过相对贴近度的大小来表

示整体水平的发展趋势,无法对评价对象进行深度分

析。有研究人员发现,灰色关联度(greyrelationa)、

CRITIC法和障碍度模型的加入可有效弥补TOPSIS
法的不足[12-13]。灰色关联度可以在TOPSIS法计算

欧氏距离的基础之上加入形状上的相似程度分析,

CRITIC法可以客观的对指标进行赋权,使结果更具

有合理性与真实性。障碍度模型被用来量化各指标

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程度,识别影响水资源承载力

的主要障碍因素,为未来提高水资源承载力提供理论

依据[14]。目前,CRITIC法、灰色关联度和障碍度模

型已在水资源领域有所应用[15-17],但将其组合分析用

于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方面的研究暂未发现。为

此,本文以山东省烟台市为例,构建水资源承载力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 TOPSIS法进行分析,利用

CRITIC法确定权重,结合灰色关联度进行形状相似

程度分析等方式改进 TOPSIS法的不足,对烟台市

水资源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利用障碍度模型识别

出其主要障碍因素,对烟台市未来水资源规划和保护

提出合理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影响水资源承载力的指标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涉
及到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18]。因

此,水资源承载力指标的选取应在遵循综合性、动态

性、精确性、可获得性和协调性5个原则基础之上选

择合理的指标[19]。本文在依据以上原则并参考其他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22],从水资源、社会、经济和水环

境4个方面进行了评价指标的选择,共计选取评价指

标15个。各评价指标的性质分为效益型指标和成本

型指标,效益性指标为越大越优型指标,成本型指标

为越小越优型指标。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详见表1。

1.2 CRITIC-GR-TOPSIS法

1.2.1 CRITIC法 CRITIC法是通过计算评价指标

的变异性和冲突性来确定各个指标的客观权重,可以

确保各个指标原始数据中的信息能被充分利用[23-24]。
传统CRITIC法中变异性用标准差表示,但有研究人

员认为使用标准差来反应变异性可能会出现误差较

大而导致准确度较低的现象[25]。并且有研究人员发

现改用平均差表示变异性以后,会克服上述缺点,使
结果更为客观全面[26]。故本文采用平均差替换标准

差的CRITIC法计算相关指标权重,计算公式为:

    Ej=ADj∑
m

i=1
(1-pij) (1)

    ωj=
Ej

∑
m

i=1
Ej

(2)

式中:Ej 为第j个指标所含有的信息量;ADj 为第j
个指标的平均差;ωj 为第j 个指标的权重系数;ρij

代表第i,j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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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    指标性质

水
资
源
承
载
力

水资源系统B1

产水模数C1 水资源总量/区域面积 +
供水模数C2 供水量/区域面积 -
人均水资源量C3 水资源总量/人口总量 +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C4 供水量/水资源总量 -

社会系统B2

人口密度C5 统计数据 -
城镇恩格尔系数C6 统计数据 -
城镇化率C7 统计数据 +
生活用水总量C8 统计数据 -

经济系统B3

生产总值C9 统计数据 +
万元生产总值用水量C10 总用水量/国内生产总值 -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C11 工业总用水量/工业总增加值 -
第三产业占比C12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 +

水环境系统B4

污水排放量C13 统计数据 -
污水处理率C14 统计数据 +
城市绿化覆盖率C15 统计数据 +

  注:“+”为效益型指标,“-”为成本型指标。

1.2.2 标准化数据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是为了

消除不同指标因为量纲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计算公

式为:
对于效益型指标:

rij=
aij

∑
m

i=1
(a2

ij)
 (i=1,2,…,m;j=1,2,…n) (3)

对于成本型指标:

rij=
1/aij

∑
m

i=1
(1/a2

ij)
 (i=1,2,…,m;j=1,2,…n)(4)

式中:r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

1.2.3 构建加权决策矩阵 将各指标权重与标准化

后的指标数据相结合,构建加权决策矩阵R,计算公

式为:

  R=(rij)m×n 〔rij=ωi×f(i,j);

  i=1,2,…,m; j=1,2,…,n〕 (5)
式中:ωi 为权重矩阵;f(i,j)为无量纲化矩阵。

1.2.4 确定正负理想解 根据加权决策矩阵,采用最

大最小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正负理想解,计算公式为:

 R+={max
1≤i≤m

Rij}=〔r+
1 ,r+

2 ,…,r+
m〕 (6)

 R-={max
1≤i≤m

Rij}=〔r-
1 ,r-

2 ,…,r-
m〕 (7)

式中:R+为正理想解;R-为负理想解。

1.2.5 计算欧式距离 计算各指标值与正负理想解

的欧式距离,计算公式为:

   d+
j = ∑

m

i=1
(rij-r+

i )2 (8)

   d-
j = ∑

m

i=1
(rij-r-

i )2 (9)

式中:d+
j 为指标值与正理想解的欧式距离;d-

j 为指

标值与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

1.2.6 计算灰色关联度(GR) 灰色关联度是通过比

较理想数列与实际数列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度量

两者关联性的大小,它可以在有限的数据基础之上对

研究对象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量化处理,非常适合动

态过程的分析[27-28]。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度来刻画各

评价指标实际值与正负理想解间相对变化趋势的接

近程度,计算公式为:

v+
j =
1
m∑

m

i=1

min
i
min
j
|rij-r+

i|+ρmax
i
max

j
|rij-r+

i|

|rij-r+
i|+ρmax

i
max

j
|rij-r+

i|
(10)

v-
j =
1
m∑

m

i=1

min
i
min
j
|rij-r-

i|+ρmax
i
max

j
|rij-r-

i|

|rij-r-
i|+ρmax

i
max

j
|rij-r-

i|
(11)

式中:υ+
j 为各指标与正理想解的灰色关联度;υ-

j 为

各指标与负理想解的灰色关联度;ρ 为分辨系数,本
文中ρ根据经验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取0.5。
1.2.7 计算相对贴近度 TOPSIS法只考虑了距离

上的线性关系而未考虑形状上的非线性关系。本文

将灰色关联度分析引入到TOPSIS法之中,在计算各

指标实际值与正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基础之上,计算

各指标实际值与正负理想解的灰色关联度,并通过设

定好的偏重系数进行组合后得出改良相对贴近度,使
分析结果更具有合理性与可靠性,计算公式为:

对已计算出的欧氏距离和灰色关联度进行无量

纲化处理。

   
D+

j =
d+

j

maxd+
j
, D-

j =
d-

j

maxd-
j
,

U+
j =

v+
j

maxv+
j
, U-

j =
v-

j

maxv-
j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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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每个指标的相对贴近度Cj。

 Cj=
(α1U+

j +α2D-
j )

〔(α1U+
j +α2D-

j )+(α1U-
j +α2D+

j )〕
(13)

式中:α1;α2 为偏重系数,反映决策者对于距离和形状

的偏重程度;α1+α2=1。本文中;α1=α2=0.5。
1.3 障碍度模型

水资源承载力的变化是各个指标共同作用的结

果,但TOPSIS法无法具体分析各个指标对水资源承

载力的影响程度。运用障碍度模型可以进一步诊断

影响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障碍因素,以便有针对性的

为未来水资源承载力的提升提供依据。障碍度模型

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包括因子贡献度与指标偏离度,因
子贡献度为单一指标对整个指标体系的影响程度,在
本文用各评价指标权重值表示,而指标偏离度为各单

项指标的实际值与目标最优值的差异程度,本文中用

1与各评价指标标准化后得出的数值之差表示[29-30]。
基于此,本文对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进行障碍度分

析。计算公式为:

Qij=
FiIi

∑
m

i=1
FiIi

(14)

式中:Fi 为因子贡献度;Ii 为指标偏离度;Qij为障

碍度,表示第j个年份中各指标对水资源承载能力的

影响程度,数值越大则表明产生负面作用程度越深。

2 应用实例

2.1 研究区概况

烟台市是我国华东地区环渤海经济圈内重要节

点城市。截至2018年,全市总面积13864.54km2,
常住人口712.18万人,全市生产总值7832.58亿元。
烟台市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3.2×109 m3,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为487m3,不足全国水平的1/5,属于资源

型缺水地区。此外,受当地气候及地形条件影响,烟
台市具有明显的降雨年内分布不均和年际变化大的

特点,同时全市河流大部分为山区型雨源河流,易受

降雨影响,导致烟台市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不利于烟

台市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31]。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到的评价指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

《烟台市统计年鉴(2003—2018年)》,对于其中有所

缺失的数据,参照《山东省统计年鉴》《山东省水资源

公报》《烟台市水资源公报》等环境基础设施资料进行

补充。

2.3 数据计算

将所有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汇总之后,运用以平

均差改进的CRITIC法计算各评价指标权重系数,结
果详见表2。

表2 烟台市水资源承载评价指标权重

评价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权重 0.0612 0.0803 0.0613 0.0498 0.0942 0.0480 0.0609 0.0800 0.0630 0.0531 0.0458 0.0753 0.1129 0.0596 0.0548

  根据表2确定的各指标权重结合公式(3)—(13)
计算烟台市2003—2018年水资源承载力及各子系统

承载力,结果详见表3。

表3 烟台市2003-2018年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结果

年份
水资源
承载力

水资源
子系统

社 会
子系统

经 济
子系统

水环境
子系统

2003 0.4497 0.6783 0.4891 0.1944 0.6446
2004 0.4349 0.4832 0.4891 0.325 0.6472
2005 0.5003 0.5542 0.5079 0.4448 0.6705
2006 0.4449 0.3437 0.5135 0.4742 0.6564
2007 0.5950 0.7806 0.5156 0.5271 0.6219
2008 0.5813 0.6807 0.4560 0.5743 0.6261
2009 0.5433 0.5564 0.4631 0.6003 0.5585
2010 0.5972 0.6453 0.5440 0.6417 0.5612
2011 0.5752 0.6252 0.4461 0.6629 0.4573
2012 0.5573 0.5519 0.4967 0.6855 0.4237
2013 0.5942 0.6518 0.5115 0.7094 0.4079
2014 0.5579 0.5142 0.6037 0.7394 0.3667
2015 0.5500 0.4881 0.6375 0.7594 0.3611
2016 0.4970 0.2362 0.6008 0.7860 0.5647
2017 0.5968 0.5670 0.5762 0.8013 0.4162
2018 0.5783 0.4718 0.4989 0.8183 0.5544

2.4 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

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3—2018年,烟台市水资

源承载力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水资源承载力从

2003年的0.4497上升至2018年的0.5783。从具体

年份来看,其变化过程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

低水平波动阶段,时间为2003—2006年,烟台市水资

源承载力在此阶段水平较低,在0.4500上下浮动。
第二阶段为高水平震荡阶段,时间为2007—2018年,
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自2006年的0.4449上升至

2007年的0.5950,而后在此基础之上开始小幅度波

动,相较于上一阶段,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在此阶段

发生较大幅度上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值得注意的

是,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在第二阶段存在低谷期,年
份为2014—2016年,在此期间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

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在2016年达到第二阶段的最

低值0.4970。从图1可以看出,水资源、社会、经济和

水环境4个子系统承载力变化趋势不尽相同。其中,
水资源子系统波动变化较为明显,最高时可到2007
年的0.7806,最低时可低至2016年的0.2362,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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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因为烟台市水资源天然条件禀赋的不足,同时结

合实际发现,水资源子系统承载力易受特殊灾害天气

影响。2007年烟台市受热带风暴影响,全市普降大到

暴雨,当年水资源总量从2006年的1.38×109 m3 增

至5.06×109m3,使得水资源子系统中各个指标都发

生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因此2007年烟台市水资源承

载力相比于前几年发生了较大幅度 的 提 升,而 在

2014—2016年,烟台市又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
遭遇了极为严重的旱灾,2014年年降水量较2013年

减少了70%,水资源总量在2016年达到了近几十年

的最低值8.54×108 m3,受此影响,烟台市水资源承

载力在2014—2016年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经济

子系统承载力在2003—2018年呈逐年上升趋势,从

2003年的0.1944上升至2018年的0.8183,这是因

为,自2003年开始,烟台市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步

伐,使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用水结构也得以优

化。并且烟台市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积极引进

高新节水技术,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从而降低了经

济活动对于自然环境产生的压力,说明经济的快速发

展虽然会伴随着大量自然资源的消耗,但是随着经济

的增长也会使得更多的经济资源能反哺其自然环境

的保护与修复。社会子系统承载力在16a间变化较为

平稳,在此期间,烟台市城镇化率从2003年的34.90%

上升到2018年的65.07%,且城镇恩格尔系数逐年降

低,说明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提高了居民物

质生活水平。但在此期间烟台市生活用水总量上升

趋势并不明显,这是因为烟台市制定了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并积极推动节水型社会的建设,使得社会

子系统在2003—2018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水环

境子系统承载力则是在2003—2015年呈下降趋势,
且2015年为该子系统承载力的最低水平0.3611,在

2015年后开始出现小幅度的回升,但仍低于其初期水

平。综上 分 析 可 知,尽 管 烟 台 市 水 资 源 承 载 力 在

2003—2018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受各个子系统

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2007年,
受洪涝灾害影响烟台市水资源总量大幅度提升,进而

使得2007年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显著提高。2008—

2013年,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在水资源总量回落的情

况下,受经济结构的不断改善以及节水型社会的建设

等积极因素的影响保持平稳波动态势。2014—2016
年,受旱情影响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持续下降,而在

2017年旱情结束后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开始回升。
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在整个阶段受经济子系统和社

会子系统的积极影响呈上升趋势,但由于水资源子系

统中水资源总量的不确定性,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易

受洪涝或旱情影响发生短期内的突升与突降。

图1 烟台市2003-2018年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结果和各子系统评价结果

2.5 障碍因素分析

为更加准确地分析各评价指标对烟台市水资源

承载力影响程度,本文在对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进行

综合评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剖析影响烟台市水资

源承载力变化的主要障碍因素。根据障碍度模型,对
烟台市2003—2018年的水资源承载力障碍度进行计

算,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

2.5.1 障碍因素变化趋势分析 由图2可知,对于水

资源子系统而言,除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的障碍度受当

年水资源量影响变化幅度较大以外,其各个指标障碍

度均在相对稳定的区间浮动,且与其他指标相比,处
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说明水资源因素是制约水资源承

载力的最主要障碍因素。就经济子系统而言,其4个

指标的障碍度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万元

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从

2003年16.51%和20.13%下降至2018年的2.70%
和3.61%,相比于研究初期和其他指标,下降幅度明

显,该趋势表明烟台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对水资源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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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稳固与提升发挥着积极作用(图2)。由图2可

知,在社会子系统中,城镇化率和城镇恩格尔系数的

障碍度呈下降趋势,而生活用水总量的障碍度一直在

稳步上升,从2003年的4.97%上升至2018年的

7.89%,说明随着烟台市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居民生

活质量的提升,对水资源的需求也会随之提升,导致

生活用水总量逐渐成为影响水资源承载力的关键因

素。在水环境子系统中,污水排放量障碍度从2003
年的4.49%上升至2018年的6.23%,且在2011—

2017年污水排放量的障碍度均超过了7%,相比于其

他指标,处于较高的影响水平(图2)。说明为进一步

提高水资源承载力,不仅要在节水量和利用率等方面

进行相应提高,还应加强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提
高污水处理效率。

图2 烟台市2003-2018年水资源承载力各子系统障碍因素计算结果

2.5.2 主要障碍因素分析 为使分析出的主要障碍

度因素更具有时效性,有利于未来烟台市水资源承载

力的进一步提升,本文分析2014—2018年近5a的水

资源承载力障碍度数据,并以2003—2007年水资源

承载力障碍度数据作为参照对比,结果详见表4。由

表4可知,在研究初期(2003—2007年),障碍度均值

排名前五位的主要障碍因素分别为:万元生产总值用

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生产总值、城镇恩格尔

系数、城镇化率,主要涉及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

两方面,这主要与当时经济处于快速上升期,对水资

源需求较大以及生产生活用水结构不协调,用水效率

较低有关。而在研究后期(2014—2018年),影响烟

台市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障碍因素发生显著变化,

2014—2018年障碍度均值排名前五位的障碍因素分

别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污水排放量、产水模数、人

均水资源量、生活用水总量,与研究初期经济因素占

据较大比重不同,研究后期障碍因素主要涉及水资源

子系统、水环境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而经济子系统

中各指标均不在前五行列内。结合实际数据分析发

现,烟台市万元生产总值用水量与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的五年均值分别从研究初期的47.91和12.83m3 下降

到研究后期的12.61和4.08m3,下降幅度分别达到

了379.94%和314.46%。而生产总值的五年均值则

从研究 初 期 的2049.04亿 元 上 升 至 研 究 后 期 的

6909.0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了337.19%,上述显著变

化说明经济因素影响明显降低,已经不是制约烟台市

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而水资源的开发

利用与供给等水资源与社会因素成为未来应着重考

虑的方面,此外,还应重视对水环境的关注与保护,严
格控制污水排放量,逐步改善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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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烟台市2003-2007年和2014-2018年水资源承载力前5位障碍因素

指标排序
2003—2007年

障碍因素 障碍度均值/%
2014—2018年

障碍因素 障碍度均值/%
1 万元生产总值用水量 11.25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8.38
2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1.23 污水排放量 7.32
3 生产总值 7.25 产水模数 6.80
4 城镇恩格尔系数 6.69 人均水资源量 6.80
5 城镇化率 6.66 生活用水总量 6.58

3 结 论

(1)CRITIC-GR-TOPSIS法可以成为城市水资

源承载力综合评价的有效手段。它可以通过对各个

指标的数据分析,协调资源、社会、经济以及生态与水

资源承载力的相互关系,使得评价结果更加真实

合理。
(2)2003—2018年,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

价值从2003年0.4497上升至2018年的0.5783,表
明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正逐步变好,但是整体上升速

度较为缓慢,未来依然有较大程度的提升空间。
(3)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可知,当前水资源、社

会和水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已代替经济因素成为影响

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障碍因素,应作为未来进

一步提高烟台市水资源承载力的工作着重点。
(4)建议通过引进客水、提升再生水回用率以及

加强雨水等非常规水源的利用来增加水资源的可利

用量;继续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做到集约高效利

用水资源;完善污水收集系统,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提

标改造,提高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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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耦合FLUS-InVEST模型的广州市生态系统
碳储量时空演变与预测

朱志强,马晓双,胡 洪
(安徽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摘 要:[目的]探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下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储量的影响,揭示碳储量时空演变和未来空

间分布趋势,为城市规划和生态脆弱区实施精准保护提供科学参考。[方法]本文通过耦合FLUS-InVEST
模型,基于解译的土地利用数据和未来土地预测,反演1990—2018年广州市土地和碳储量时空变化特征,

分析建设用地扩张与碳储量分布规律,并评估未来碳储量潜力。[结果]广州市土地类型变化特征表现为

建设用地的迅速扩张,主要侵占耕地和林地;1990—2018年碳储量减少2.47×106t,其中2000—2005年降

幅最大;高密度碳储量主要分布在北部森林一带,低密度碳储量主要分布在珠江下游;建设用地和低密度

碳储量的重心迁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预测2018—2034年碳储量下降1.20×106t。[结论]广州市建设用

地扩张对碳储量影响显著,未来西北和东部部分区域碳储量流失风险较大。
关键词:土地利用;FLUS-InVEST模型;碳储量;时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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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EvolutionandPredictionofCarbonStocksinGuangzhouCity
EcosystembyCouplingFLUS-InVESTModels

ZhuZhiqiang,MaXiaoshuang,HuHong
(School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Engineering,AnhuiUniversity,Hefei,Anhui2306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impactoflandusechangeoncarbonstocksundertheexpansionofurbanconstruction
landwasexplored,and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andfuturespatialdistributiontrendofcarbonstorage
wasreveal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urbanplanningandthepreciseprotectionofecologically
fragileareas.[Methods]BycouplingFLUS-InVESTmodels,thisstudysimulatedthespatialandtemporal
evolutionof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landandcarbonstocksinGuangzhouCityfrom1990to2018basedon
theinterpretedlandusedataandfuturelandprediction,soastoanalyzetheimpactofconstructionland
expansiononcarbonstocksdistributionandevaluatethepotentialcarbonstocksinthefuture.[Results]The
landusechangeinGuangzhouCitywascharacterizedbytherapidexpansionofconstructionland,mainly
occupyingarablelandandforestland.Thecarbonstocksdecreasedby2.47×106tfrom1990to2018,with
thelargestdeclinefrom2000to2005.Highdensitycarbonstocksweremainlydistributedinthenorthern
forestarea,whilelowdensitycarbonstocksaremainlydistributedinthelowerreachesofthePearlRiver.
Thecenterofgravitytransferofconstructionlandandlowdensitycarbonstockshasahighconsistency.Itis
predictedthatcarbonstockswoulddeclineby1.20×106tbetween2018and2034.[Conclusion]Theexpansion
ofconstructionlandinGuangzhouCityhassignificantimpactoncarbonstocks,andthereisagreaterriskof



lossofcarbonstocksinareasofthenorthwestandeastinthefuture.
Keywords:landuse;FLUS-InVESTmodel;carbonstocks;space-timeevolution

  碳储量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重要环节,植被

和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最重要的两大碳库,其固碳功

能在缓解气候危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3]。碳储量变

化受 到 国 际 科 学 联 合 会(ICSU)、世 界 气 象 组 织

(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多个组织的

高度关注。国外学者对碳储量研究较早,20世纪末

Simpson[4]核算出北美东部和北部陆地针叶林碳储

量以及不同植被类型的固碳能力,Hurtt等[5]采用森

林资源调查的方法研究区域碳储量变化特点。近年

来对于大区域的碳储量研究更多的使用模型核算,如
李传华[6]采用改进的CASA模型计算石羊河流域的

植被净第一生产力(NPP),揭示影响植被碳储量变化

的驱动因子。相较于CASA模型只能计算植被碳储

量,InVEST(integratedvaluationofecosystemserv-
icesandtradeoffs)模型可评估包含植被地上地下、土
壤和死亡有机质碳储量[7]。该模型是由美国斯坦福

大学、世界基金会(WWF)和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共同开发,2010年后国内学者使用InVEST模型研

究区域碳储量变化,在白龙江、太行山等区域都取得

较好的科研成果[8-9]。荣月静[10]基于“全国生态环境

遥感调查”的数据在InVEST模型中核算太湖流域

碳储量演变,指出林地和湿地转入建设用地是太湖生

态系统碳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土地利用变化是造成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的重

要原因,导致大量的碳从陆地生态系统流向大气生态

系统[11]。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通过侵占林地、耕地和

草地等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使得城市生态系统面临

严峻的碳流失问题。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

的影响是近年来生态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陆地碳储量

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目

标[12]。目前关于碳储量研究大多集中在碳储量总量

变化上的分析,鲜有模拟未来城市土地利用与碳储量

的相关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预测可以分为数量预

测和空间预测,现有模型在模拟中大多未考虑多种土

地类型在转换中的相互影响,忽略了土地类型的竞争

关系。FLUS(futurelandusesimulationmodel)模
型基于神经网络训练的土地适应性概率分布,提出自

适应惯性竞争机制,能较好的模拟未来多种土地类型

的分布[13-14]。已有多位学者使用FLUS模型在预测

未来城市土地变化方面的研究,如刘小平等[15]采用

该模型预测珠三角城市群的开发边界,林伊琳[16]预

测昆明市未来建设用地的扩张和景观格局变化。最

近的一些研究中也试图在将未来土地变化与碳储量

模型链接起来作为评估土地变化对未来生态系统的

影响,如Zhao[17]使用CA-Markov耦合InVEST模

型评估生态工程对中国西北黑河流域碳储量影响,预
测实施生态工程后,2015—2029年该区域碳储量可

增加1.00×107t,证明耦合模型在评估未来碳储量研

究中具有一定科学价值。对于未来城市土地预测已

有相关研究,但对于链接未来城市土地变化与碳储量

的研究尚少。探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下土地利用变

化对碳储量的影响,揭示碳储量时空演变和未来空间

分布趋势,能为城市规划和生态脆弱区实施精准保护

提供科学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介绍

广州市 地 处 珠 江 下 游,濒 临 南 海,位 于 东 经

112°—114°,北纬22°—24°之间。属于丘陵地貌,东
北高西南低,北部植被覆盖密集,南部为冲击平原。
受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光热充足,降水丰富,
境内河流众多,水域面积广阔。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

和一带一路枢纽城市,我国重要的经贸中心。该市下

辖11个区,总面积约7400km2,2018年常住人口达

到1500万,城镇化快速发展使得建设用地逐年扩

增。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和土地驱

动因 子 数 据,土 地 利 用 数 据:经 过 遥 感 解 译 得 到

1990—2018年5期土地利用数据,分为林地、耕地、
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用于土地预测的

驱动因子数据有:气象数据,包括降水和气温;地形数

据,包括DEM(数字高程)和坡度;社会经济数据,包
括行政区划矢量、交通网络、人口密度和GDP;NDVI
(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

1.2 研究方法

1.2.1 InVEST模型 InVEST模型旨在权衡土地

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系,目前已经发展到包

含水源涵养、生境质量、碳存储等多个模块,形成多种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功能为一体的重要模型[18],其中

碳储存服务模块在美国、南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全球

多区域成功运用到实际研究中。生态系统的碳储量

包括植被地上碳储量、植被地下碳储量、土壤碳储量

和死亡有机质碳储量[19],即:

 Ctotal=Cabove+Cbelow+Csoil+Cdead (1)
式中:Ctoatl表示总体碳储量;Cabove表示植被地上碳储

量;Cbelow表示植被地下碳储量;Csoil表示土壤碳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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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Cdead表示死亡有机质碳储量。由于死亡有机质

碳储量含量非常低,一般不考虑[20]。

InVEST模型需要输入研究区土地利用数据和

各土地类型对应的碳密度值(即“碳密度表”),通常是

借助文献查阅得到研究区的碳密度数据。前人研究

中认为处于同一气候带的土地类型碳密度差异较

小[21-22],以荣检[23]、朱鹏飞[24]研究中得到的广西地

区土地类型碳密度成果为主要参考,在土地类型碳密

度选择上,采用降水和气温因子通过公式修正本地化

土地类型碳密度数据,反演得到广州市的碳储量。修

正因子计算公式[25-26]为:

 KBP=
C'BP
C″BP

; KBT=
C'BT
C″BT

(2)

 KB=KBP·KBT=
C'BP
C″BP*

C'BT
C″BT

(3)

 KS=C'SP/C″SP (4)
式中:KBP,KBT分别表示植被碳密度降水因子和气温

因子修正系数;KB 表示地上地下植被碳密度修正系

数;KS 表示土壤碳密度修正系数;C',C″分别表示

广州和广西地区的碳密度,由年均温和年降水量代入

公式计算得到:

 CBP=6.798e0.0054MAP (5)

 CBT=28MAT+398 (6)

 CSP=3.3968MAP+3996.1 (7)
式中:MAP表示降水;MAT表示气温;CBP,CBT分

别表示根据降水量和气温得到的植被碳密度;CSP表

示根据降水量得到的土壤碳密度。综合所得的各土

地类型的碳密度值详见表1。

1.2.2 FLUS未来土地预测模型 FLUS模型是在

元胞自动机原理的基础上耦合马尔科夫链和神经网

络模型预测未来土地利用,在预测中考虑到人文因素

和自然因素对土地变化的多重影响,可以模拟多类用

地的演变过程,对土地类型变化的预测结果更加精

确。模型主要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基于ANN网络

的样本训练得到土地适宜性概率,ANN包括输入层、
隐藏层和输出层,通过反向传播算法不断更新各层之

间的权重系数来达到最优估计目的,第2部分为自适

应惯性和竞争机制,核心是在迭代中自适应调整惯性

系数〔公式(8)〕,最终模拟结果不仅取决于神经网络得

到的土地分布概率,还受到邻域和转换成本等限制,体
现出土地类型变化中相互作用的竞争模式[27]。

It
k=

It-1
k    (if|Dt-2|≤|Dt-1|)

It-1
k ×

Dt-2

Dt-1 (if0>Dt-2>Dt-1)

It-1
k ×

Dt-1

Dt-2 (ifDt-1>Dt-2>0)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8)

式中:It
k 为迭代次数为t时的惯性系数;Dt-1

k 为到

t-1时预测的某土地类型与真实土地类型的像元个

数差值。土地利用变化受到人文和自然多重因素的

共同影响,结合研究区特点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次

研究中选择坡度,DEM,年均降水,NDVI,年均气温,
到市中心距离,交通网络,GDP和人口密度作为驱动

因子,具体数据来源详见表2。

    表1 研究区土地类型碳密度 t/hm2

土地类型
植被地上
碳密度

植被地下
碳密度

土 壤
碳密度

耕 地 13.50 2.70 17.34
林 地 58.30 14.58 19.73
草 地 3.01 13.53 16.00
水 域 0.21 0.00 0.00
建设用地 1.20 0.93 12.48
未利用地 2.10 0.00 11.36

表2 土地驱动样本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数据名称 分辨率/m 数据来源

DEM 30 ASTER数字高程模型(https:∥earthexplorer.usgs.gov/)
坡 度 30 DEM计算生成

自然因素 NDVI 500 MOD13A1Version6product(https:∥earthdata.nasa.gov/)
年均降水 1000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年均气温 1000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到市中心距离 100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www.ngcc.cn/ngcc/)

社会因素
交通网络 100 OpenStreetMap(https:∥www.openstreetmap.org/)

GDP 1000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人口密度 1000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模型中设置的成本矩阵表示当前土地类型转为

其他用地的难易程度,参考自然发展条件下城市土地

转移的规则,通过探索性试验获得成本矩阵。根据研

究区的实际情况及土地转移概率矩阵,设置邻域因子

权重参数范围为0~1,越接近1表示该地类的扩张能

力越强[28],参考历史土地转移特征,经过调试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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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得到模拟精度较高的邻域因子参数表(表3)。依

据上述步骤,分别计算出每个栅格的总概率,将预测

的土地类型分配到栅格,计算公式为:

Tt
p,k=spp,k·Ωt

p,k·It
k·(1-sc) (9)

式中:Tt
p,k表示像元p 在迭代t时转成土地类型k 的

概率;spp,k是土地适宜性概率分布;Ωt
p,k为邻域作

用;(1-sc)表示土地类型转换的难易程度。

表3 邻域因子权重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邻域因子权重 0.6 0.6 0.2 0.2 1.0 0.1

将所有驱动因子重采样到相同分辨率,进行标准

化处理,神经网络隐藏层设为12,先通过神经网络样

本训练得到研究区土地类型适宜性概率分布,标准偏

差为0.226,再基于土地类型适宜性概率分布,在自适

应惯性和竞争机制模型下预测未来土地分布。模型

的验证以2010年土地类型作为训练集,预测2018年

土地类型分布,总体精度94.89%,Kappa系 数 为

93.93%,表明模型预测和真实地物分布有较高的一

致性。此外,通过 Precision(精确率)、Recall(召回

率)和F1 综合分数进一步评价模型的预测表现,指标

的计算见公式(10)—(11),各土地类型精度的综合评

价结果详见表4。综合以上评价结果,表明模型预测

精度达到要求,可作为预测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

变化。

Precision=
tp

tp+fp
, Recall=

tp

tp+fn
(10)

F1=2×
Preision×Recall
Preision+Recall

(11)

式中:tp 表示真阳性记录百分比;fn 表示假阴性记

录百分比;fp 表示假阳性记录百分比。

  表4 各土地类型预测精度的综合评价结果 %

指 标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Precision 95.60 98.71 96.42 95.77 90.21 99.25
Recall 93.14 98.13 93.32 95.74 95.15 93.84
F1 94.35 98.42 94.84 95.76 92.62 96.47

2 结果与分析

2.1 广州市1990-2018年土地利用与碳储量变化

2.1.1 土地利用变化 表5—6分别为研究期内广州

市土地类型面积和土地类型动态度。从表5可知,林
地是广州市的最大景观类型,面积所占比例在42%
以上,是研究区的优势土地景观类型。其他土地类型

面积所占比例依次是耕地、建设用地、水域、草地、未
利用地。1990—2018年土地类型变化中,耕地面积

的减少量最高,1990年耕地面积所占比例接近40%,

2018年所占比例下降到30.15%,总共减少681.0km2。
其次是林地,减少158.5km2,草地减少11.1km2,未利

用地减少0.9km2,水域增加59.84km2。面积增幅最大

的是建设用地,增加791.8km2,年均增加40.02km2,
面积所占比例从8.60%上升到19.64%,城市扩张特

征明显。建设用地是变化量最高的土地类型,其次是

耕地和林地,其他地类变化量相对较小。

表5 广州市1990-2018年各时期土地类型面积及所占比例

土地类型
1990年

面积/km2 所占比例/%
2000年

面积/km2 所占比例/%
2005年

面积/km2 所占比例/%
2010年

面积/km2 所占比例/%
2018年

面积/km2 所占比例/%
耕 地 2843.09 39.64 2610.66 36.40 2316.74 32.30 2208.87 30.79 2162.82 30.15
林 地 3185.26 44.41 3148.03 43.89 3092.52 43.11 3050.25 42.52 3026.48 42.19
草 地 108.88 1.50 105.24 1.47 97.45 1.36 95.54 1.33 96.81 1.35
水 域 413.98 5.77 495.58 6.91 480.80 6.70 477.34 6.65 473.81 6.61
建设用地 616.96 8.60 808.84 11.28 1181.03 16.47 1337.04 18.64 1409.11 19.64
未利用地 4.96 0.07 4.78 0.07 4.40 0.06 4.09 0.06 4.10 0.06

  土地利用动态度表示研究区某一定时间范围的

土地类型变化情况,用来反映区域土地变化的幅度和

速度,通过各时期动态度变化来研究土地利用变化

特点。
表6是土地类型面积和动态度变化,1990—2005

年土地利用动态度较高,土地变化剧烈,2005—2018
年土地利用的动态度逐期下降,土地变化相对缓和。
耕地在2005—2010年和2010—2018年减少量分别

占2000—2005年减少量的36.69%和15.67%,研究

时期的动态度分别是-0.82%,-2.25%,-0.93%和

-0.42%,2005年后变化有明显下降趋势。1990—

2018年林地动态度为-0.18%,是所有土地类型动态

度最低的地类,由于林地面积所占比例最高,面积减

少量仍然较高,仅次于耕地。建设用地各时期的动态

度最高,分别是3.11%,9.20%,2.64%和1.08%,

1990—2010年建设用地的增量较大,2010—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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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趋于稳定,增量减少,增加量趋于稳定,只占

2000—2005年的19.36%,建设用地迅速扩张且扩张

能力明显下降。草地在2000—2010年减少7.78km2,
受到退耕还草政策的实施效果,2010—2018年草地面

积增加1.27km2。1990—2000年水域变化明显,面

积增 加 81.27km2,未 利 用 地 的 面 积 变 化 较 小。

1990—2018年的土地变化情况来看,建设用地的动态

度远高于其他地类,研究时间内广州市土地类型变化

的主要特征是建设用地面积的快速增加,耕地和林地

大量转入建设用地。

表6 广州市1990-2018年土地类型面积和动态度变化

土地类型

1990—2000年

变化面积/
km2

动态度/
%

2000—2005年

变化面积/
km2

动态度/
%

2005—2010年

变化面积/
km2

动态度/
%

2010—2018年

变化面积/
km2

动态度/
%

1990—2018年

变化面积/
km2

动态度/
%

耕 地 -233.08 -0.82 -293.92 -2.25 -107.86 -0.93 -46.05 -0.42 -681.00 -0.86
林 地 -37.01 -0.12 -55.51 -0.35 -42.28 -0.27 -23.76 -0.16 -158.55 -0.18
草 地 -2.64 -0.25 -7.78 -1.48 -1.91 -0.39 1.27 0.27 -11.07 -0.37
水 域 81.27 1.96 -14.60 -0.59 -3.46 -0.15 -3.53 -0.15 59.66 0.51
建设用地 191.65 3.11 372.19 9.20 156.01 2.64 72.07 1.08 791.81 4.58
未利用地 -0.18 -0.36 -0.37 -1.57 -0.31 -1.40 0.00 0.01 -0.86 -0.62

2.1.2 碳储量变化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以及公式修

正获得广州市土地类型碳密度数据,结合当年土地利

用数据导入InVEST模型碳模块下运行,得到1990—

2018年5期碳储量数据及其变化。图1是根据模型

运算得到碳储量结果。结果表明1990—2018年广州

市碳储量减少2.48×106t,降幅6.2%,年均下降8.86×
104t。其中2000—2005年的下降幅度最大,年均下降

2.18×105t,2010—2018年下降幅度为0.8%,年均下降

3.74×104t。1990—2000年广州市建设用地扩张能力

较强,进入21世纪后,广州市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新的

高峰,随着珠江新城的开发和周边区域的城市扩张,

2000—2005年碳流失达到高峰。总体上1990到2010
年区域碳储量的变化比较剧烈,该时期广州市经济快

速增长,城镇化速度加快,对于土地开发需求也较为强

烈。2010年后建设用地扩张趋于缓和,土地变化逐渐

趋于平稳,这一时期广州市严重碳流失逐步得到缓解。

图1 广州市1990-2018年陆地碳储量变化

2.1.3 碳储量空间变化特征 从碳储量空间分布来

看,广州市碳储量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图2分别是1990,2005和2018年陆地碳储量分布情

况。由图2可知,高密度碳储量主要分布在东北部一

带,该区域海拔较高,拥有高覆盖的森林面积,植被覆

盖率高;低密度碳储量主要分布在珠江下游,该区域

主要为平原,城市化程度较高;南部主要覆被农田等,
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碳储量维持在较低水平。东北

部海拔较高,主要是山区林地覆被,碳储量较高。高

海拔决定了坡度和坡向,限制了城市用地的扩张和开

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植被类型的分布和土壤的

性质,且在水源涵养、森林资源等方面更容易占据优

势的生态位;南部属于冲击平原,地势平坦,水系丰

富,适合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因而固碳能力相对较弱。
图3为1990—2005年和2005—2018年陆地碳

储量空间变化情况。从碳储量空间变化来看,变化的

区域具有大集聚和零星分布的特点。1990—2005年

碳储量显著下降的区域分布在花都区、番禺区和黄浦

区,主要集中在东南和西部区域,这一时期建设用地

扩张剧烈,番禺区、海珠区、黄浦区和花都区扩张明

显,大量耕地和林地转为建设用地,靠近城市中心附

近的碳储量显著减少。2005年后建设用地扩张能力

相对下降,土地类型转移趋于稳定,区域碳储量下降

也逐渐缓和,受城市东扩影响,碳储量显著大面积下

降的区域主要是黄浦区和增城区西南,城市中心区域

的周边也有零星的减少,如白云区和花都区等。东北

部区域的从化区和增城区北部碳储量较为稳定,该区

域覆被大量森林资源,城镇扩张能力较低,碳储量相

对稳定,珠江下游区域受城市发展影响,碳储量变动

较大。总体上广州市碳储量在2005年之前有明显的

下降,2005年后下降幅度低于前期,2005—2018年碳

储量总体变化较之前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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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州市1990-2018年碳储量分布

图3 广州市1990-2018年陆地碳储量空间变化

2.2 未来建设用地扩张与陆地碳储量变化

2.2.1 未来土地预测与碳储量潜力 从预测的2034
年土地分布来看,建设用地会进一步扩张。从2018
年1409.11km2 增加到2034年的1683.48km2,面
积增加274.37km2,年均增长17.14km2,动态度

1.22%,耕地与林地面积持续下降,预计分别下降

173.6和91.8km2,低于1990—2018年土地类型变化

程度,总体上未来广州市土地变化趋于稳定。预测结

果表明建设用地仍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扩张,分析未来

建设用地扩张对碳储量变化影响,揭示在自然发展条

件下未来广州市碳储量分布变化。从广州市2018—

2034年土地利用变化预测情况分析(图4),未来白云

区和花都区的交界处建设用地的扩张能力仍较强,交
界区域的城市扩张明显,中心城区与花都区和白云区

具有较高可能性连成一个整体,建城区的斑块聚集度

提高,散落在中心城区外围和周边区域的耕地在未来

有较大的可能性会转为建设用地,聚集成更大的斑

块。且扩张侵占的土地上,可能会进一步侵占更高碳

密度的土地类型,如分布在从化区、白云区和增城区

的林地等也有转为建设用地的趋势。2034年广州市

碳储量仍会进一步降低,预计将会减少1.20×106t,
降幅3.2%,年均下降7.50×104t,低于1990—2010
年的年均下降1.09×105t,高于2010—2018年的年

均下降6.00×104t,表明在自然发展条件下,广州市

碳储量流失整体上已经没有1990—2010年剧烈。预

测2034年从化区碳储量所占比例将上升到40%,广
州市北部和中部森林资源丰富,北部受制于地形因

素,城镇建设较为缓慢,未来仍是广州市乃至珠三角

重要的碳汇区域,中部林地靠近市区,受到城市建设

用地扩张风险较大,碳储量比重进一步降低。预测碳

储量减少的区域在花都区和白云区的交界较为显著,
未来这一区域的碳储量最易流失,增城区西部和黄埔

区也会存在较大的碳储量流失风险,主要原因可能是

该区域的林地有较大的概率转为建设用地。碳储量

下降最高的区域分别是增城区、白云区和花都区,预
计分别下降2.95×105t,2.10×105t和1.83×10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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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区和白云区交界处的白云山是临近中心城区的

较大森林覆盖区域,拥有丰富的林地和生物资源,对
于保护中心城区的碳平衡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非

常重要的价值。

此外其他区域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碳储量变化,
从化区南部有一定碳流失风险,北部碳储量微量增

加,南沙区整体较为稳定。未来部分区域碳储量流失

仍然较为严峻。

图4 广州市2018-2034年土地利用与碳储量变化

2.2.2 建设用地与低密度碳储量重心迁移 城市建

设用地扩张与碳储量生态系统服务是碳储量研究中

的重要内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造成耕地林地等高密

度固碳土地类型转成低密度固碳土地类型,加重碳储

量生态系统功能的危机。在计算得到的碳储量分布

图上划分碳密度等级,选择低密度碳储量空间分布,
通过不同时期的重心迁移分析建设用地与碳储量的

关系。图5为广州市1990—2034年不同时期建设用

地与低密度碳储量的重心变化,从重心迁移结果看,

1990—2000年建设用地扩 张 的 整 体 朝 向 东 南 部,

2000—2010年重心向东北方向迁移,2010到2018年

城市持续向东北扩张,但迁移距离减小,随着西部花

都区等区域副中心城镇的扩张仍充满潜力,向西迁移

趋势有所增加。总体上城市重心整体在向东北偏移,
且逐渐由东北偏向正北,迁移距离先增后减。预测

2018—2034年建设用地重心朝向西部,迁移距离在

减少,说明城市扩张幅度在波动中趋于稳定,低密度

碳储量空间重心迁移与建设用地扩张方向基本吻合,
表明建设用地的扩张与低密度碳储量空间演变具有

显著的相关性。

图5 广州市1990-2034年建设用地与低密度碳储量重心变化

822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3 讨论与结论

本文在预测未来土地的驱动参数上选择有限,对
人文因子仅考虑人口、GDP和交通分布,人文因子是

一个复杂的指标,包括工业产值、工厂分布、政策制

定、开发红线等,今后在驱动因子选择中可以构建科

学的人文因子模型作为预测条件。未来城市土地变

化中受到耕地红线、生态红线的限制,本次预测中暂

不考虑政策因素,只考虑了自然情景下未来土地类型

的预测,没有针对生态保护、耕地保护等限制条件下

的情景模拟,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在受到“三生空

间”政策影响下不同情景的未来城市生态系统功能

变化。
(1)1990—2018年广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

表现为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增幅128.3%,变化量最

高,其他用地均有不同程度变化,其中耕地面积减少

量最高,其次是林地。1990—2005年是土地利用变

化动态度较大的时期,2010年后土地利用变化动态

度显著下降。
(2)广州市碳储量分布具有空间差异规律,总体

上表现为高值集聚在北部,低值集聚在西南。北部森

林覆盖面积大,海拔高,是碳储量分布的主要位置,从
化区、花都区和增城区是广州市重要的碳汇区域;西
南部城市化程度高,城市扩张活动频繁,城市中心碳

储量比较低。1990—2005年是碳流失较严重时期,
与城市扩张密切 相 关,2010—2018年 碳 流 失 相 对

缓和。
(3)预测未来建设用地面积仍会继续增加,扩张

幅度将会下降,扩张重心朝向西部花都区和白云区

等。预测未来碳储量会进一步下降,碳储量减少的区

域主要位于广州市西北和主城区东部附近。西北区

域建设用地未来可能与主城区形成大面积的低碳储

量区域,对于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是较大的威胁,未来

广州市部分区域仍会存在一定的碳流失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1] 毕欣欣,李玉娥,高清竹,等.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森林

退化排放(REDD)的各方观点及对策建议[J].气候变化

研究进展,2010,6(1):65-69.
[2] WeberC,PuissantA.Urbanizationpressureandmodel-

ingofurbangrowth:ExampleoftheTunisMetropolitan

area[J].Remotesensingofenvironment,2003,86(3):

341-352.
[3] HouGuolong,DelangCO,LuX,etal.Ameta-analysisof

changesinsoilorganiccarbonstocksafterafforestation

withdeciduousbroadleaved,sempervirentbroadleaved,

andconifertreespecies[J].AnnalsofForestScience,

2020,77(4):1-13.
[4] SimpsonLG,BotkinDB,NisbetRA.Thepotential

abovegroundcarbonstorageofNorthAmericanforests
[J].Water,Air,andSoilPollution,1993,70(1):197-

205.
[5] HurttGC,PacalaSW,MoorcroftPR,etal.Project-

ingthefutureoftheU.S.carbonsink[J].Proceedings

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2002,99(3):

1389-1394.
[6] 李传华,赵军,师银芳,等.基于变异系数的植被 NPP人

为影响定量研究:以石羊河流域为 例[J].生 态 学 报,

2016,36(13):4034-4044.
[7] 邹文涛,何友均,叶兵,等.基于InVEST模型的森林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研究进展[J].世界林业研究,2020,33
(4):19-24.

[8] 张影,谢余初,齐姗姗,等.基于InVEST模型的甘肃白龙

江流域生态系统碳储量及空间格局特征[J].资源科学,

2016,38(8):1585-1593.
[9] 朱文博,张静静,崔耀平,等.基于土地利用变化情景的生

态系统碳储量评估:以太行山淇河流域为例[J].地理学

报,2019,74(3):446-459.
[10] 荣月静,张慧,赵显富.基于InVEST模型近10年太湖

流域土地利用变化下碳储量功能[J].江苏农业科学,

2016,44(6):447-451.
[11] GaoJ,WangL.Embeddingspatiotemporalchangesin

carbonstorageinto urbanagglomerationecosystem

management:AcasestudyoftheYangtzeRiverdelta,

China[J].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2019,237:

117764.
[12] PoskaA,SeppE,VeskiS,etal.Usingquantitative

pollen-basedland-coverestimationsandaspatialCA_

Markovmodeltoreconstructthedevelopmentofcul-

turallandscapeatRõuge,SouthEstonia[J].VegHist

Archaeobot,2008,17(5):527-541.
[13] 彭云飞.基于 FLUS模型的大都市区土地利用优化

模拟:以深圳市为例[J].山东国土资源,2019,35(8):

70-74.
[14] 张世伟,魏璐瑶,金星星.基于FLUS-UGB的县域土地

利用模拟及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研究[J].地球信息科学

学报,2020,22(9):1848-1859.
[15] 吴欣昕,刘小平,梁迅,等.FLUS-UGB多情景模拟的珠

江三角洲城市增长边界划定[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18,20(4):532-542.
[16] 林伊琳,赵俊三,张萌,等.基于FLUS模型的昆明市建

设用地扩张模拟及景观效应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19,55(6):716-725.

(下转第239页)

922第2期       朱志强等:基于耦合FLUS-InVEST模型的广州市生态系统碳储量时空演变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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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8       修回日期:2020-11-28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长短期优化调度嵌套的西南岩溶区流城水库智能调度决策研究”(51969004);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2017GXNSFAA198361);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YCBZ2019022)
  第一作者:孙桂凯(1974—),女(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水文与水资源方面的研究。Email:1315684692@

qq.com。

基于改进遥感生态指数的岩溶山区生态质量评价
———以澄碧河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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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广西 南宁530004;3.广西防灾减灾与工程安全重点实验室,广西 南宁530004)

摘 要:[目的]研究澄碧河流域1988—2019年生态环境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变化原因,旨在快速、科学

地评价岩溶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为岩溶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以及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

于Landsat遥感影像,引入归一化山地植被指数(NDMVI),改进综合生态评价指数(CEEI)模型,对西南典

型岩溶区澄碧河流域1988—2019年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动态监测,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定量分析流域生态

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①CEEI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并能较好反映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情况及

时空分异特征;②1988—2019年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处于中上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低值区主要分布在

流域北部岩溶峰林区与库区周边;③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具有一定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但聚集性逐渐减

弱。[结论]改进的CEEI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澄碧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澄碧河流域CEEI均值总体呈

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关键词:生态环境质量;改进遥感生态指数;动态监测;空间自相关;澄碧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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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ofRemoteSensingEcologicalIndexinKarstMountainousAreas
-TakingChengbiRiverBasinasanExample

SunGuikai1,2,3,WangGuoshuai1,2,3,WeiYixiong1,2,3,ZhaoRongna1,2,3,MoChongxun1,2,3,YangYunchuan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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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eyLaboratoryofDisasterPreventionandStructuralSafetyofMinistryofEducation,Nanning,Guangxi
530004,China;3.GuangxiKeyLaboratoryofDisasterPreventionandEngineeringSafety,Nanning,Guangxi530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inChengbi
Riverbasinfrom1988to2019,andthecausesofitschange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basis
fortheprotection,managementanddevelopmentplanning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inkarstarea,and
scientificallyevaluatethechangeof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inkarstarea.[Methods]BasedonLandsat
images,thenormalizeddifferencemountainvegetationindex(NDMVI)wasintroduced,andthecomprehensive
ecologicalevaluationindex(CEEI)modelwasimprove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ofatypicalkarst
basininSouthwest,ChinatheChengbiRiverbasinwasdynamicallymonitoredfrom1988to2019.The
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inthebasinwerequantitatively
analyzedusingspatialautocorrelationmethods,andthecausesof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changesin
thestudyareawereanalyzed.[Results]① CEEIwasascientificandcouldbetterreflecttheecological
environmentqualityofthestudyarea.②Thequality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intheresearchareafrom



1988to2019wasatthemiddleanduppermiddlelevel,andtheoveralltrendwasincreasing.Thelowvalue
areasweremainlydistributedinthekarstpeakforestareaandsurroundingthereservoirareainthenorthern
partofthebasin.③The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ofthestudyareahadacertainspatialpositivecorrelation,

buttheaggregationgraduallyweakened.④ Vigorouslycarryingout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
andthemanagementofstonedesertificationhadgreatlypromotedtheimprovementofecologicalenvironment
qualityinkarstareas.[Conclusion]TheimprovedCEEImodelcanbetterreflecttheecologicalenvironment
qualityofChengbiheBasin,theaverageCEEIofChengbiRiverbasinisontherise,andtheecological
environmentqualityhasbeenimproved.
Keywords: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remotesensingdynamicmonitoring;spatialautocorrelation;Chengbi

Riverbasin

  随着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加剧,西南岩溶地区

土地退化、水土流失以及石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

突出。另外,岩溶地区人类活动密集、较为落后的文

化经济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区域生态明显退化,
成为了限制岩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1]。近

年来,西南岩溶地区的石漠化治理与生态建设进入新

阶段,能够快速、科学地揭示岩溶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分布及变化情况,对岩溶区域石漠化修复、生态环境

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喀斯特流

域综合生态评价多采用数理方法结合的指标体系构

建评价[2],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综合

指数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法、人工神经

网络评价法等是使用较多的方法[3],但存在着权重的

合理性、指标数据获取困难以及无法说明区域不同生

态环境状况的空间分布情况等问题。目前,遥感技术

与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在生态环境监测中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4],利用卫星遥感数据进行生态环境动态监

测和评估已经成为一种有效且重要的技术手段[5]。
针对复杂生态系统质量变化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以及

传统评价方法存在的缺陷,徐涵秋[6]提出遥感生态指

数(RSEI),该模型完全基于遥感技术,具有指标获取

容易、权重确定客观和结果空间可视化等优势,可快

速、定量、客观地评价区域生态环境,被广泛应用到生

态环境动态监测与质量评估中。如张乃明等[7]采用

RSEI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变

化进行监测与评价;张灿等[8]构建南方红壤典型水土

流失区RSEI生态指数,定量评价了长汀县水土流失

生态修复的效果;Jing等[9]利用RSEI对艾比努尔湖

湿地保护区进行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及其空间分布

特征分析;Yang等[10]在RSEI的基础上增加植被健

康指数(VHI)提出了综合生态指数(CEEI),并用其

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及影响因素。
上述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干旱区、南方水土流失

区、湿地与城市,将RSEI应用到岩溶石漠化地区生

态质量评价较少,王小宇[11]利用RSEI定量评价了

27a间花江喀斯特高原峡谷区生态环境变化状况,余
晓芳[12]引入RSEI基于像元尺度对贵阳市的生态环

境现状进行评价。但RSEI是针对城市环境提出的,
应用到地貌结构复杂的岩溶区生态系统的合理性和

准确性尚需论证。另外,西南岩溶地区峰丛与洼地交

错分布,地貌结构复杂[13],使得遥感影像有着大量阴

影区域分布,对植被信息的提取准确性造成很大的影

响[14],且岩溶区植被生产力低下、生长缓慢,植被指

数是岩溶区生态环境评估的重要指标[15]。鉴此,本
研究针对西南岩溶山区的特征在RSEI基础上,引入

归一化山地植被指数与植被健康指数,基于P-S-R框

架构建适用于岩溶山区的综合生态指数(CEEI)模
型,探究澄碧河流域1988—2019年生态环境的时空

演变特征,并分析其变化原因,以期为澄碧河流域生

态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为岩溶区生

态环境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澄碧河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青龙山

脉北麓,位于我国西南岩溶地区(23°50'—24°45'N,

106°21'—106°48'E),流域总面积2087km2,干流总

长151km,属于广西典型岩溶区流域。流域形状近

似矩形,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流域以弄林为界分为两

个部分,在弄林以北,流域地势高,峰丛洼地分布,属
于典型的岩溶峰林地貌,弄林以南则为岩溶丘陵地

貌,地势较低,森林覆盖度较高[16]。澄碧河流域属亚

热带季风季候区,雨热同期,是广西西部的一个降雨

高值区,每 年5—9月 降 水 量 约 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

87%,多年平均降水量1560mm,多年平均日照时间

1750h,多年平均气温22.1℃,平均相对湿度76%,
多年平均森林覆盖率为75%。流域内岩石以石灰岩

为主,土壤主要有赤红壤、红壤、黄壤等,土层较薄、土
壤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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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选用澄碧河流域1988—2019年Landsat
TM/OLI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其空间分辨率为30m,
时间分辨率为16d。受气候与地形的影响,研究区较

难获取到夏季生长季的高质量影像,而 NDVI年最

大值影像可以很好地反映当年植被长势最好时期的

地表植被覆盖状况[17]。本研究基于 GoogleEarth
Engine(GEE)平台利用时间和空间过滤函数分别获

取目标年份(1988,1998,2009和2019年)的Landsat
SurfaceReflectancedata影像,该数据产品已经过

大气校正,消除了大气散射、吸收、反射引起的误差,
采用最大值合成法得到研究区NDVI年最大值合成

影像。同时,利用徐涵秋[18]提出的改进归一化水

体指数(MNDWI)对水体进行掩膜处理,避免水体

对计 算 结 果 造 成 影 响。另 外,文 章 所 使 用 的

ASTERG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

∥www.gscloud.cn/),其空间分辨率为30m;土壤类

型数据 来 源 于 中 科 院 资 源 环 境 科 学 与 数 据 中 心

(http:∥www.resdc.cn/),空间分辨率为1km。

2.2 研究方法

2.2.1 岩溶区综合生态评价指数构建 岩溶区土层

薄、土壤贫瘠,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及石漠化严重[1]。
且地貌结构复杂,峰丛与洼地交错分布,存在着大量

山体阴影,文化经济较落后,不同于干旱区和城市环

境。本研究依据岩溶山区峰丛洼地交错分布与植被

生产力低下、生长缓慢的特点,选取Yang等[10]提出

的CEEI生态指数并对其改进。CEEI是基于压力—
状态—响应(PSR)框架构成的模型,该模型以地面干

度指标(NDBSI)来表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强度,
选取植被覆盖度(FVC)和植被健康指数(VHI)作为

环境状态参数,分别对植被覆盖和品质进行综合识

别,利用地表水分(WET)和地表温度(LST)来表征

区域气候变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本文采用吴志杰

和徐 涵 秋[19]提 出 的 归 一 化 差 值 山 地 植 被 指 数

(NDMVI),利用像元二分法计算所得的FVC代替

CEEI中基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得出的FVC,
缓解了山体阴影对植被指数提取精度造成影响,同时

VHI避免了将所有植被覆盖区域直接划分为生态优

质区的缺陷。
(1)植被覆盖度(FVC)。基于 NDVI指数计算

的植被覆盖度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植被评价指标,
能够较好反映区域植被情况。但是在地貌复杂的山

区,遥感影像中有着大量的阴影分布,利用NDVI计

算的结果会有较大误差。而NDMVI由NDVI变换

而来,被证明能够较好地减弱地形效应,可应用于复

杂山区[20],并在福建省长汀县山区植被覆盖度变化

研究中取得了较好效果[8]。计算方法为:

NDMVI=
(ρNIR-ρRed)+(Rmin-NIRmin)
(ρNIR+ρRed)-(Rmin+NIRmin)

(1)

FVC=
(NDMVI-NDMVIsoil)
(NDMVIveg-NDMVIsoil)

(2)

式中:ρNIR,ρRed分别表示TM和OLI影像的绿和红波

段的反射率数据;Rmin,NIRmin分别表示红光和近红

外波段反射率最小值;NDMVI表示像元植被指数;

NDMVIsoil,NDMVIveg分别表示全为植被覆盖和全裸

土的植被指数,本文选取5%,95%置信区间[21]。
(2)植被健康指数(VHI)。岩溶区植被生产力

低下、生长缓慢,FVC虽然能反映绿色植被的覆盖

度,但不能反映其健康状况,不能较好反映出岩溶区植

被情况[10,22]。由于植被中叶绿素、叶黄素和氮含量的

不同,健康植被和非健康植被的光谱反射率特征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23]。VHI基于归一化差值山地植被指

数(NDMVI)、归一化差分衰老植被指数(NDSVI)[24]

和氮反射率指数(NRI)[25]3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融合构成,综合了植被的叶绿素、叶黄素和氮信息。

VHI定义如下:

VHI=f(NDMVI,NRI,NDSVI) (3)

NRI=ρNIR/ρGreen (4)

NDSVI=(ρSWIR1-ρRed)/(ρSWIR1+ρRed) (5)
式中:NDMVI表示像元植被指数;NRI表示氮反射

率指数;NDSVI表示归一化差分衰老植被指数;

ρNIR,ρGreen,ρSWIR1,ρRed分别表示TM和OLI影像的近

红外、绿、短波红外1和红波段的反射率数据。
将3个指标进行标准化,使用主成分分析来确定

每个变量的权重,构建VHI指数。其中PCA的第一

个分量(PC1)的特征值集成了所有变量的大部分特

征,因此本研究使用PC1构建VHI指标。

VHI=(PC1-PC1min)/(PC1max-PC1min) (6)
(3)地表水分(WET)。岩溶区保水保土能力

差,蒸散量大,属于干旱性缺水区域,湿度指标占据举

足轻重的地位。缨帽变换中的湿度分量能够较好反

映土壤和植被的湿度状况,已被大量用于生态环境评

价中[26],本研究选取该湿度分量作为研究区的湿度

指标。对于LandsatTM/OLI影像来说,湿度分量

的计算公式[6]分别为:

WETTM=0.0315ρBlue+0.2021ρGreen+
0.3102ρRed+0.1594ρNIR+
0.6806ρSWIR1+0.61092ρSWIR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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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OLI=0.1511ρBlue+0.1972ρGreen+
0.3283ρRed+0.3407ρNIR+
0.71171ρSWIR1+0.4559ρSWIR2

(8)

式中:ρBlue,ρGreen,ρRed,ρNIR,ρSWIR1,ρSWIR2分别表示TM
和OLI影像的蓝、绿、红、近红外、短波红外1与短波

红外2波段的反射率数据。
(4)地面干度指标(NDBSI)。研究区内存在较

多裸露岩石以及有部分城市和村镇分布,因此采用

建筑指数IBI和裸土指数SI的平均值表示地面干度

指标[27]:

NDBSI=(IBI+SI)/2 (9)

IBI={2ρSWIR1/(ρSWIR1+ρNIR)-〔ρNIR/
(ρNIR+ρRed)+ρGreen/(ρGreen+ρWIR1〕}/
{2ρSWIR1/(ρSWIR1+ρNIR)+〔ρNIR/
(ρNIR+ρRed)+ρGreen/(ρGreen+ρSWIR1〕}

(10)

SI=〔(ρSWIR1+ρNIR)-(ρNIR+ρBlue)〕/
〔(ρSWIR1+ρNIR)+(ρNIR+ρBlue)〕

(11)

式中:IBI表示建筑指数;SI表示裸土指数;ρGreen,

ρRed,ρNIR,ρSWIR1分别表示TM 和 OLI影像的蓝、绿、
红、近红外、短波红外1波段的反射率数据。

(5)地表温度(LST)。本研究地表温度反演是

将用LandsatOLI的10波段和LandsatTM的6波

段反演为亮温,再经过比辐射率校正得出地表温度,
该方法能够有效地反演地表温度[28]。

LST=
Tb

1+(λTb/ρ)lnε
(12)

式中:Tb 为传感器处温度值;λ 表示热红外波段的

中心波长;ε表示地表比辐射率,其计算方法参考文

献[29];ρ=1.438×10-2mK;Pv 表示植被覆盖度,
本研 究 分 别 以 5% 和 95%NDVI置 信 水 平 作 为

NDMVImin和NDMVImax的值。
(6)CEEI评价模型构建。为了消除不同指标之

间量纲的影响,将上述5个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继
而用主成分分析的第一主成分生成CEEI0。为了对

不同时间 阶 段 的 CEEI进 行 对 比 分 析,需 将 各 期

CEEI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最终的综合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具体计算过程见下式:

 
CEEI0=1-{PC1〔f(FCV,VHI,

NDBSI,LSM,LST)〕}
(13)

 NI=(I-Imin)/(Imax-Imin) (14)

 
CEEI=〔(CEEI0-CEEI0_min)/

(CEEI_max-CEEI0_min)〕
(15)

式中:NI为指标标准化后的值;I为该指标值;Imax,

Imin分别表示该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CEEI0_max为
原始综合生态指数最大值;CEEI0_min为最小值;PC1

为第一主成分值;CEEI值越接近于1,表示该区域

生态环境质量越好。

2.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检验区域某

一特征或属性与其相邻空间特征或属性值是否显著

相关的重要指标,以揭示空间参考单元与其相邻空间

单元之间的属性特征值的相互作用现象。Moran’sI
系数反映空间相邻单元属性特征值的相关程度,取值

范围为[-1,1],大于0表示集聚模式,等于0为随机

模式,小于0呈离散模式。但Moran’sI系数不能反

映区域冷热点分布情况,因此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指

标(LISA)进行空间聚类和异常值分析,判断CEEI
空间异质性。由于空间自相关方法较为成熟,计算公

式参考文献[27]。

3 结果与分析

3.1 CEEI模型构建

由表1可以看出,1988—2019年,相较于其他分

量,第一主成分(PC1)集中了将近60%的各指标特征

信息,可用于创建遥感生态指数。CEEI与各指标均

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图1),其中,植被覆盖度指标

FVC和植被健康情况指标VHI与CEEI的平均相关

度指标分别为0.98和0.86,说明植被覆盖度与植被

健康情况是澄碧河岩溶区流域CEEI构建中极为重

要的因素。另外,CEEI与 NDBSI具有较强的负相

关,相关系数均值为-0.70,表明地表干度情况对于

澄碧河岩溶区流域具有较大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平

均相关度检验和显著性检验来验证CEEI的适宜性,
平均相关系数接近于1,说明CEEI模型的综合表示

程度越高,适用性越强[30]。1988—2019年各指标与

CEEI的相关系数平均值大于0.60,表明了CEEI在

澄碧河流域具有较好的适用性。综上所述,本研究构

建的CEEI能够综合各指标的信息,具有一定的适用

性,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3.2 澄碧河流域生态质量时间变化分析

3.2.1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整 体 分 析 表2为各年份

CEEI与5个指标统计值。统计结果表明,1988—

2019年澄碧河流域CEEI均值由0.61上升到0.68,
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明显改善趋势。澄碧河流域的

植被覆盖度、植被健康与地表湿度呈上升趋势,表明

该流域植被情况与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改善。而地表

干度指标有所下降,均值从1988年的-0.18下降到

2019年的-0.32,减幅为77.8%,说明该流域地表裸

露程度有所下降,石漠化治理取得较好的效果;地表

热度指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均值由1988年的290.40
上升到2019年的298.39,证明该流域的水热平衡差异

进一步扩大,流域温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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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区1988-2019年各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年份 指标  PC1 PC2 PC3 PC4 PC5

1988
特征值 0.10 0.05 0.01 0.00 0.00
特征值贡献率/% 61.22 94.06 98.47 99.61 100.00

1998
特征值 0.08 0.05 0.01 0.00 0.00
特征值贡献率/% 57.80 94.82 99.30 99.90 100.00

2009
特征值 0.09 0.06 0.00 0.00 0.00
特征值贡献率/% 58.21 95.76 98.66 99.74 100.00

2019
特征值 0.08 0.01 0.00 0.00 0.00
特征值贡献率/% 88.54 96.06 98.97 99.96 100.00

  注:FVC为植被覆盖度;VHI为植被健康指数;WET为地表水分;NDBSI为地面干度指标;LST为地表温度;CEEI为改进综合生态评价指

数。下同。

图1 研究区1988-2019年各指标与CEEI的相关系数热力图

表2 研究区1988-2019年各指标与CEEI统计值

年份 指标 FVC VHI WET NDSI LST CEEI

1988
均 值 0.63 0.57 -0.09 -0.18 290.40 0.61
标准差 0.29 0.11 0.04 -0.18 2.84 —

1998
均 值 0.67 0.73 -0.09 -0.20 293.62 0.63
标准差 2.84 0.06 0.05 0.10 2.84 —

2009
均 值 0.64 0.63 -0.08 -0.18 292.12 0.62
标准差 0.28 0.10 0.05 0.11 1.90 —

2019
均 值 0.70 0.64 0.02 -0.32 298.39 0.68
标准差 0.27 0.09 0.03 0.08 1.81 —

  为了定量地分析区域综合生态指数,并直观显示

出空间分布特征,需对 CEEI结果进行等级划分。
由于并未形成统一的等级划分标准,本文参照前人研

究[6],将CEEI结果以0.2为区间划分为5个等级[31],
即:差[0~0.2)、较差[0.2~0.4)、中等[0.4~0.6)、
良[0.6~0.8)、优[0.8~1],并分别统计4个时期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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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面积及占比(表3)。1988—2019年澄碧河流域生

态环境质量以良和优等级为主,各年份生态等级为良

或优的地区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56.57%,63.32%,

61.23%和70.62%,呈上升趋势,整体生态环境质量

较好。
其中,1998—2009年,生态环境等级为优的比例

出现下 降 趋 势,下 降 幅 度 较 大,所 占 比 例 减 少 了

1.32%,良好的面积亦发生小幅度下降。1988—2019
年,CEEI等级为差和较差的面积比重较小,其中

2019年 所 占 比 重 最 小,相 比 于 1988 年,下 降 了

6.67%。由此可以看出,澄碧河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处

于较高水平,并且呈上升趋势。

表3 研究区1988-2019年CEEI各等级面积及比例

等级 
1988年

面积/km2 比例/%
1998年

面积/km2 比例/%
2009年

面积/km2 比例/%
2019年

面积/km2 比例/%
差 132.40 6.27 65.74 3.12 70.97 3.36 120.41 5.71
较差 261.74 12.40 219.55 10.40 247.12 11.71 133.04 6.30
中等 492.61 23.34 455.55 21.59 475.17 22.52 326.73 15.48
良 684.04 32.41 925.66 43.86 909.54 43.10 719.28 34.08
优 509.72 24.15 410.63 19.46 382.71 18.14 771.12 36.54
水域 29.83 1.41 33.21 1.57 24.82 1.18 39.76 1.88
总面积 2110.34 100.00 2110.34 100.00 2110.34 100.00 2110.34 100.00

3.2.2 研究区1988—2019年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监测

 为分析澄碧河流域1988—2019年生态环境质量变

化情况,利用 ArcGIS空间叠加原理,对1988,1998,

2009和2019年分级后的CEEI进行空间差值计算,
得到澄碧河流域CEEI等级变化情况(表4)。1988—

1998年,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高,生态环境变好的区

域所占比例达到了32.76%;而生态退化面积所占比

例仅为27.69%。1998—2009年,生态环境变差的面

积为518.31km2,占比为24.96%;生态转好的面积占

比为22.57%,生态环境呈变差趋势。2009—2019年

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与1998—2009年相反,研究区

内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实行林业扶贫,极大提升

了森林覆盖率,生态环境迅速提升,生态环境变好的

区域所占比例为42.90%,在3个时间段中所占比例

最大,而生态环境变差的面积减少为401.02km2,所
占比例为19.37%。研究期间澄碧河流域生态环境质

量无明显变化的面积比例均大于37%,生态环境建

设和修复取得很好的效果。

表4 研究区1988-2019年澄碧河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变化检测

时 段
变好

面积/km2 比例/%

不变

面积/km2 比例/%

变差

面积/km2 比例/%
1988—1998年 680.50 32.76 821.38 39.55 575.10 27.69
1998—2009年 468.59 22.57 1089.29 52.47 518.31 24.96
2009—2019年 888.35 42.90 781.18 37.73 401.02 19.37

3.3 澄碧河流域生态质量空间变化特征

3.3.1 空 间 变 化 分 析 由封3附图3可以看出,

1988—2019年,澄碧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情况

表现为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差的区域大部分集

中在澄碧河流域北部岩溶峰林区以及澄碧河库区周

边,生态等级为优和良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澄碧河流域

中部 岩 溶 丘 陵 山 脉 附 近 和 西 部 青 龙 山 脉 附 近。

1988—1998年,研究区北部和库区周边生态环境质

量等级为差和较差的部分明显减少,中部与西部地区

良等级向优等级的转变明显。1998—2009年,研究

区北部岩溶区峰林区出现了明显的生态退化,部分良

等级向中等和较差等级转移,生态环境质量为差级的

区域集中出现在中部地区。与1988,1998和2009年相

比,2019年研究区北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良和

优的区域面积明显增加,这是由于研究区北部凌云县

“十三五”以来以生态建设为主线,不断加强石漠化与

水土流失区治理,森林面积增加,石漠化面积下降。
由图2可以看出,1988—1998年,澄碧河流域中

部及南部库区周边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整体

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明显,东北与西南部分地区出现生

态退化。

1998—2009年生态环境变化与1988—1998年

相反,由于西北区域与水库周边大量原始次生林遭到

砍伐用于种植芒果、马尾松、桉树等经济林,澄碧河流

域西北部与水库周边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生态退化现

象,生态环境遭到明显破坏,另外2008年桂北地区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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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了特大雨雪冰冻灾害,植被遭到破坏且恢复较慢,
导致了2009年研究区植被质量明显下降。1998—

2009年生态环境退化的区域,在2009—2019年不断

加强生态修复的背景下出现好转,而生态环境退化区

域主要集中在南部库区附近,总体生态环境质量呈现

改善趋势。

图2 澄碧河流域1988-2019年生态环境质量变化

3.3.2 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更好地探究澄碧河流域

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变化与空间分异特征,基于研究

区的生态系统特征与地表复杂特点,鉴于计算机计算

能力问题,本研究选用100m×100m网格对图像进

行重采样,共207032个样本点,利用GeoDA软件进

行空间自相关特征分析。Moran’sI散点主要分布在

一、三象限,Moran’sI指数均为正数,且通过p=0.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研究期间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具有一定的空间正相关性。1988—2019年 Moran’sI
指数分别为0.619,0.604,0.622和0.480,呈现出先下

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空间聚

集性逐渐减弱,总体趋向于随机化。
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LISA)进行空间聚类

和异常值分析,得到澄碧河生态环境质量局部空间相

关分布情况(图3)。1988—2019年澄碧河流域生态

环境质量以高—高值区和低—低值区为主,低—高或

高—低空间离群“质异点”相对较少。高—高聚集区

主要分布在西部青龙山脉末端一带以及南部澄碧河

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林山区,该地区植被覆盖度高,
且多为山区或保护区,人类活动干扰少。低—低聚集

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岩溶峰林区与水库周边,其中岩溶

峰林区石漠化程度较高,植被覆盖度与植被生产力较

低,生态脆弱,随着近年来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低
值点有所减少;水库周边,由于库水位波动变化,裸土

面积较多,且受人类活动影响大,低值区存在扩大

趋势。

图3 澄碧河流域1988-2019年生态环境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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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澄碧河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原因分析

3.4.1 社会经济发展 研究区在不同地形地貌、土地

利用与政策因素下的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差异显著。
根据《凌云县志》,研究区北部属凌云县,由于1974年

以前大量毁林开荒,砍伐森林,至1974年,全县森林

覆盖率仅为20.37%,水土流失严重;1974年以后开

始封山育林,优化种植结构,至1990年森林覆盖率上

升为41.47%,生态环境质量有所好转。而澄碧河流

域南部区域,1982年成立澄碧河自然保护区,保护对

象以水库上游水源涵养林为主。同时,20世纪90年

代初广西逐步开展退耕还林政策,进一步提高森林面

积,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998—2009年期间流

域内人口快速增加,加强经济建设,大面积开垦山林,
西北青龙山脉区域与中部大量原始次生林遭到砍伐

用于种植芒果、马尾松、桉树等经济林,以及土地资源

不合理开发利用,加剧了水土流失与石漠化。1998—

2009年生态环境退化的区域在2009—2019年出现

好转,生态环境退化区域主要集中在南部库区附近。
这一时期流域北部的凌云县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开展了林业保护规划、重要生态功能区规划、生态退

耕、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

复项目。

“十三五”期间,以生态建设为主线,到2019年全

县森林覆盖率达到84.28%。另外,加大了对于破坏

石漠化与水土流失区草原植被行为的处罚力度。南

部由于人口增长与人类活动增加,种植芒果、发展旅

游业以及修建道路等,造成了生态环境质量出现微弱

退化。总体上1988—2019年澄碧河流域生态环境治

理效果明显,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3.4.2 地形地貌因素 澄碧河流域地貌结构复杂,分
布有大量峰丛与洼地,不同区域的植被分布、温度特

征以及人类活动强度等在立体空间上具有明显差异,
生态环境质量也存在着差异。为定量地探究研究区

在不同地形地貌因素下的生态环境质量差异性,本文

引入地理探测器[32]中的风险探测器与因子探测器作

为分析工具。其中,因子探测可探测某因子是否是形

成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解释了其空间分布机理,风险探测用于判断两个

子区域间的属性均值是否有显著的差别[32]。限于篇

幅,本文以2019年的CEEI作为地理探测器的分析

变量,选取高程、坡度、坡向以及土壤类型等地形地貌

因素作为驱动因子,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参考相关研

究[33]采用自然间断法分别对各因子进行分类处理

(表5),导入地理探测器进行运算。

表5 地理探测器驱动因子分类说明

驱动因子 分类数 分类说明

高程/m 1~6 1.≤300;2.300~600;3.600~900;4.900~1200;5.1200~1500;6.>1500
坡度/(°) 1~5 1:0~11;2:11~21;3:21~30;4:30~40;5:>40
坡 向 1~9 1.无,2.北,3.东北,4.东,5.东南,6.南,7.西南,8.西,9.西北

土壤类型 1~9 1.红色石灰土,2.灰潮土,3.水稻土,4.黄色赤红壤,5.红壤,6.黄红壤,7.漂洗黄壤,
8.岩石,9.湖泊、水库

  基于因子探测方法的结果可知,高程、坡度、坡向

和土壤类型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生态环境质量的

空间分异,贡献率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土壤类型

(47.13%)、高程(19.23%)、坡度(18.37%)与坡向

(15.28%)。基于风险探测分析高程、坡度、坡向和土

壤类型在不同等级下的CEEI均值变化情况(图4),
随着高程等级的增加CEEI均值呈现上升趋势,当高

程大于1500m时CEEI均值最大,为0.83,说明在高

程较高的山顶区域人类活动影响较弱,生态环境质量

相对较好;但坡度等级上升到最高时,CEEI均值却有

所降低,表明了在岩溶山区峰丛山崖上存在着一定的

石漠化现象,植被生长情况较差;在坡向为西南方向

时,CEEI均值最大,东南方向次之,而北方与西北方

向CEEI均值较小;从土壤类型上看,漂洗黄壤所在

区域CEEI均值最大,而灰潮土与水稻土所在区域

CEEI均值较小,生态环境质量较差。

图4 各驱动因子不同分类等级下的CEEI均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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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1988—2019年澄碧河流域整体生态环境质

量处于优良水平,CEEI均值均大于0.6,研究区生态

环境质量以良和优等级为主,生态等级为良或优的地

区面积所占比例大于56%,植被覆盖度、植被健康指

数与地表湿度呈上升趋势,地表干度指标有所下降,
说明了研究区植被情况与水源涵养能力不断变好,地
表裸露程度有所下降,石漠化治理取得较好的效果,
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2)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差的区域集中在澄碧

河流域北部岩溶峰林区以及南部库区周边,生态等级

为优和良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中部岩溶丘陵山脉

附近和西部青龙山脉附近。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在

空间上具有一定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但聚集性逐渐减

弱,趋向于离散化。
(3)澄碧河流域北部地区是岩溶区生态环境建

设成功的一大范例,岩溶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基于

生态退耕、林业扶贫与石漠化治理等措施使得岩溶地

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仍存在明

显的生态退化区域,对于澄碧河流域的治理,在现有

成果上还需合理规划分区,进行生态旅游开发,加强

耕地资源保护,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建设。
(4)本研究改进的CEEI模型,具有一定的科学

性与适用性,能较好反映澄碧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质量

变化情况及空间分异特征,对澄碧河流域生态环境修

复与石漠化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但CEEI模型存在分

辨率较低的问题,且岩溶区生态环境易受地形、土壤

和气候的影响,故今后应在指标中添加地形因子、土
壤侵蚀度与气象因子等,进一步提高岩溶区综合生态

指数的适用性,以便更好地为岩溶区生态建设提供科

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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