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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河中下游胡杨林土壤水盐空间变化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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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河西走廊疏勒河中下游绿洲天然胡杨林下８个采样点７２０个土壤样品和６ ８５２ ４ ｈｍ２ 的７个样方，应用
统计学及相邻格子法等研究了胡杨林土壤水盐的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含水量随深度而
增加，土壤全盐量变化与之相反，两者在８０ ｃｍ土层之上变化剧烈，之下变化平缓；土壤水盐含量变异差异明显，
均属于中强度变异。各层土壤水盐含量存在着自中游向下游水分减少、盐分增加、表层聚盐加重的显著空间分布规
律。研究区胡杨林生长受到土壤水盐胁迫，种群结构残缺；下游胡杨林分偏老，稀疏矮小，已明显衰退。长此下
去，下游胡杨林将因快速衰退演替而全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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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Ｏｌｉｖ ）是杨柳科（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ｃｅ）杨属（ｐｏｐｕｌｕｓ）中最古老、最原始的树种之一，系上
新世古地中海孑遗种，亚洲中部荒漠区中分布最广的乔木树种之一［１］。１９８４年胡杨被列为《中国濒危保护植
物名录》的Ⅲ级濒危保护植物种。１９９３年６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林木基因资源组确定为全世界干旱和
半干旱地区急需优先保护的林木基因资源之一［２］。胡杨作为干旱区绿洲唯一的高大落叶乔木和建群优势种，
是干旱区生态环境重要的指示器，对抑制荒漠化过程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维系当地生态平衡及促进绿洲稳定
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土壤水盐作为荒漠区植被地下生境的关键因子，其变化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植被的发生，干旱区生态环境
的日益恶化，使得植被土壤水盐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对干旱区天然芦苇和黍［３］、
柽柳［４］、葡萄园［５］、灌区［６］、人工固沙植被［７］、不同荒漠植被［８］、绿洲［９１０］、沙漠植物园［１１］等土壤水盐特
征、空间异质性与新方法［１２１３］进行了研究，对胡杨林土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疆和额济纳旗土壤含水
量［１４１５］的分析。本文选择河西走廊胡杨林分布最集中、最大的疏勒河中下游绿洲天然胡杨林区作为研究区，
试图对更大范围胡杨林土壤水盐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对胡杨林生长的影响等进行探讨，以期为该地区水资源合
理利用、胡杨林保护与更新、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疏勒河是河西三大内陆河流域仅次于黑河的内陆河，地理位置介于９２°１１′Ｅ ～ ９８°３０′Ｅ，３８°００′ Ｎ ～ ４２°

４８′Ｎ，发源于祁连山境内的疏勒南山和托勒南山之间的沙果林娜穆吉木岭，源头海拔４ ７８７ ｍ，干流全长６７０
ｋｍ，流域面积４ １３万ｋｍ２，出山口多年平均径流量１０ ８３亿ｍ３。其中，昌马峡以上为上游，昌马峡至双塔
水库为中游，双塔水库至哈拉湖为下游。中下游地区包括玉门市、敦煌市和瓜州县，东西长４００多ｋ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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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宽１００多ｋｍ，总面积为６ ９万ｋｍ２，为典型的灌溉绿洲。地貌类型为平原、山地、丘陵、沙漠和戈壁。
属温带或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平均气温６ ９ ～ ９ ３℃，年平均降水量３９ ９ ～ ６４ ｍｍ，年平均蒸发量２
４９０ ～ ３ １４０ｍｍ，年日照时数３ ０３３ ～ ３ ２４６ ｈ。８级以上大风日数１５ ４ ～ ７１ ０ ｄ。天然植被主要有胡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ａ）、梭梭（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白刺（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沙拐枣
（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骆驼刺（Ａｌｈａｇｉ ｓｐａｒｓｉｆｏｌｉａ）、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胀果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ｉｎｆｌａ
ｔａ）、罗布麻（Ｐｏａｃｙｎｕｍ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芨芨草（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等。主要土壤类型为棕漠土、盐土、草甸
土、沼泽土、风沙土、灌淤土和潮土（图１）。

图１　 研究区位置和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材料与方法
２ １　 样本的采集与样方的设置

本研究通过对疏勒河中下游实地调研与勘查，于２００９年９月上中旬分别在胡杨林集中分布的甘肃敦煌
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瓜州县，选择天然胡杨林生长较密集、面积较大的胡杨林区各选取中游的四工
（ＳＧ）、八连（ＢＬ）、头工（ＴＧ）、桥子（ＱＺ）和下游的后坑（ＨＫ）、大马迷兔（ＤＭＭＴ）、疏勒河河床（ＳＬＨ）、湾窑
墩（ＷＹＤ）８个采样点（图１、表１）。每个采样点设置在不同发育阶段胡杨树下，避开根部密集根系１ ｍ的范
围。采样点间隔为树间距，约１０ ～ １５ ｍ，在每个采样点内共设１５个小采样点，合计９０个点，用ＧＰＳ定位，
测量胸径并详细记录采样点基本情况（表１）。深度定为１ ２ ｍ，分６层用土钻每隔２０ ｃｍ取混合土，共计７２０
个土样。

表１　 疏勒河中下游胡杨林土壤采样点的基本概况
Ｔａｂｅｌ １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ｕｌ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采样点 代码 东经／ Ｅ 北纬／ Ｎ 海拨／ ｍ 胸径范围／ ｃｍ 目测高度／ ｍ 下垫面
后坑

大马迷兔
疏勒河床
湾窑墩
四工
八连
头工
桥子

ＨＫ
ＤＭＭＴ
ＳＬＨ
ＷＹＤ
ＳＧ
ＢＬ
ＴＧ
ＱＺ

９３°４３′
９３°２６′
９３°２６′
９３°１４′
９５°３７′
９５°４１′
９５°３９′
９６°１２′

４０°２１′
４０°１７′
４０°２０′
４０°０８′
４０°２９′
４０°２８′
４０°２７′
４０°２２′

９９１
９１６
９３４
８９４
１ ０８９
１ ０８９
１ ０９１
８９４

２１ ２ ～ ３５ ５
２１ ０ ～ ２８ １
１６ ２ ～ ３０ ９
２２ ３ ～ ３１ ５
２３ ９ ～ ３６ ０
２３ ９ ～ ３４ ７
２５ ５ ～ ３６ ０
１１ ２ ～ １９ １

５ ～ ８
４ ～ ７
３ ～ ６
４ ～ ８
６ ～ １３
６ ～ １２
６ ～ １４
３ ～ ７

草甸土，植被较矮，胡杨为主，伴有柽柳、芦苇等。
风沙盐化土，胡杨为主，伴有芦苇，骆驼刺等。
风沙盐化土，胡杨为主，伴有芦苇，骆驼刺等。
草甸土，胡杨为主，伴有芦苇，骆驼刺等。
草甸盐土，胡杨为主，伴有骆驼刺、泡泡刺等。
草甸盐土，胡杨为主，伴有骆驼刺、芨芨草等。
草甸盐土，胡杨为主，伴有骆驼刺、沙枣树等。
风沙盐化土，胡杨为主，表层聚盐现象较明显，

考虑到胡杨林的分布面积、生境条件、林分的代表性与一致性，选择地势平坦、个体生长良好、人为干
扰极小的中下游，分别确定２个和５个样地，设置典型１００ ｍ × ５０ ｍ和３２ ｍ × ３２ ｍ样方各１个，１５０ ｍ ×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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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样方１个、１００ ｍ × １００ ｍ样方４个，共计６ ８５２ ４ ｈｍ２。在每块样方内采用相邻格子法分别布设１０ ｍ × １０
ｍ、８ ｍ × ８ ｍ和１５ ｍ × １５ ｍ的小样方。对每个样方中天然乔木胡杨进行每木定位、确定地理坐标，检尺，
并记录下垫面立地条件。调查其株数，对所有胸径≥２ ５ ｃｍ的活立木测量其胸径、树高和冠幅等指标。
２ ２　 分析测定

野外采集的所有土样被带回实验室采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量。按水土比５ ∶ １进行泡土浸提、振荡过
滤、测定样品温度，用电导仪（ＤＤＳ３０８Ａ型）测定土壤溶液的电导率。
２ ３　 数据处理

通过计算不同采样点不同土壤层次的变异系数ＣＶ 值分析土壤水盐含量在垂直方向和不同生境的空间变
化。采用相邻格子法获取每木调查资料，建立疏勒河中下游胡杨种群的年龄结构、树高和密度图。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土壤水盐的垂直分布特征
３ １ １　 土壤含水量的垂直分布特征

土壤水分是气候、植被、地形及土壤因素等自然条件的综合反映，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系统和植被建
设的基础，而荒漠绿洲内依靠天然降水和地下水维持的天然植被稳定性与土壤含水量密切相关［１４］。实验结
果表明（图２），研究区土壤含水量随深度而增加，８０ ｃｍ以上变化剧烈，以下变化平缓。中下游差异显著，
表现为自中游向下游土壤含水量减小。不同生境、不同胸径的土壤含水量不尽相同。８个采样点的表层土壤
含水量最小，介于０ ８２％ ～ １１ ２６％之间。其中，中游为１ ０７％ ～ １１ ２６％，下游为０ ８％ ～ ４ ４９％，二者相
差１ ３４ ～ ２ ５１倍，差异显著。表层土壤含水量最小在下游的ＤＭＭＴ仅为０ ８％，最大在中游的ＱＺ 为
２１ ４４％，相差２６ ８倍。同时，不同胸径胡杨林土壤含水量也不尽相同。８个采样点的表层土壤含水量依次
为：ＳＧ为１ ０７％，ＢＬ为４ ５９％，ＴＧ为８ ２３％，ＱＺ为１１ ２６％，ＨＫ为４ ４９％，ＳＬＨ为１ ３２％，ＷＹＤ为
１ ２３，ＤＭＭＴ为０ ８２％，胡杨林胸径范围依次为：２３ ９ ～ ３６ ０ ｃｍ，２３ ９ ～ ３４ ７ ｃｍ，２５ ４ ～ ３６ ０ ｃｍ，１１ ２ ～
１９ １ ｃｍ，２１ ２ ～ ３５ ５ ｃｍ，１６ ２ ～ ３０ ９ ｃｍ，２２ ３ ～ ３１ ５ ｃｍ，２１ ０ ～ ２８ １ ｃｍ。根据胡杨在自然条件下生长发
育阶段的分类标准，干材阶段胡杨胸径为６ ～ １０ ｃｍ；中年阶段胡杨胸径为１５ ～ ３０ ｃｍ［１］。除中游ＱＺ的胡杨
属于干材到中年的过渡阶段外，其余采样点的胡杨均处于中年阶段。尽管ＱＺ采样点的胡杨胸径最小，但土
壤含水量最多。表明疏勒河中下游绿洲胡杨林干材或过度材（中树）的土壤含水量明显高于中年阶段胡杨（大
树）的土壤含水量。与已有研究表明的不同林龄胡杨林的根系发达程度不同，成熟林的根系比其它林发达，
根系越发达，吸收地下水分进行蒸腾的能力也就越强，以及胡杨林树龄小，其土壤含水分多的研究结论［１５］

相一致。

图２　 疏勒河中下游不同胡杨林下不同土层的土壤水分含量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ｕｌ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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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垂直方向，从表层０ ～ ８０ ｃｍ之间土壤水分含量显著增加，平均增幅超过２ ２０ ％；趋势变化的相关系
数依次分别为０ ９８９，０ ９５５，０ ９９２，０ ９８６，０ ９３８，０ ９２５，０ ９６３，０ ８５８（α ＝ ０ ００１）。从８０ ｃｍ向下，各
层土壤水分含量变化趋于平缓，除ＷＹＤ和ＱＺ的土壤水分含量变化有明显增加，分别从３ ２４％、２６ １５％增
加到３ ５６％和２８ ９１％，增幅较小外，其余各点均随深度而减少。其中，疏勒河中游的ＴＧ和下游的ＳＬＨ两
个采样点土壤含水量减少明显，从８０ ～ １２０ ｃｍ分别由１０ ３４％、８ ４４ ％减少到９ ２６％和６ １３％，减少了
１ ０８％和２ ３１％。并以ＳＬＨ土壤含水量减幅最大，超过了２％。在１００ ～ １２０ ｃｍ之间，８个采样点中，除中
游ＱＺ和下游ＨＫ采样点自６０ ｃｍ以下土壤含水量仍超过１１％，１００ ～ １２０ ｃｍ分别高达２８ ９１％和１９ １４％外，
其余６个点均小于９％，并呈下降趋势。这与研究区地势南北高，中间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的地质地貌特
征相符合。
３ １ ２　 土壤全盐含量的垂直分布特征

土壤中盐分的积累是盐分通过地下水分运动进行再分配的结果［１６］。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区土壤盐渍化
程度和盐分对植物的影响，继而分析了土壤全盐含量的大小和垂直分布特征。实验结果表明，研究区８个采
样点的土壤全盐量随深度而降低，表层全盐量最大，介于０ ６６％ ～ ２３ ７５％，平均６ ７２％，比６０ ～ ８０ｃｍ的
中间层高４ ２８％，比底层高５ ０２％。最高在下游的ＳＬＨ采样点，为２３ ７５％；最低在中游的ＳＧ采样点，仅
为０ ６６％，两者相差３５ ９８倍，差异显著。中下游差异也十分显著，中游介于０ ６６％ ～ ４ ９５％之间，下游
在２ ９９％ ～ ２３ ７５％之间，下游是中游的４ ５３ ～ ４ ８０倍。自中游向下游土壤全盐量显著增大（图３）。在垂直
方向，研究区土壤全盐量均随深度显著减小，以８０ ｃｍ以上变化显著，以下变化平缓。其中，下游ＳＬＨ减幅
最大，从表层的２３ ７５％减少到８０ ｃｍ的９ １７％，减幅１４ ５８％；中游ＳＧ减幅最小，从表层的０ ６６％减少
到８０ ｃｍ的０ ４５％，仅减少了０ ２１％。８０ ｃｍ以下，除ＳＬＨ采样点土壤全盐量最大，由８０ ｃｍ的９ １７％降低
到１００ ～ １２０ ｃｍ的５ ４８％，降幅３ ６９％外，其余各点基本趋于稳定，降幅在０ ０２％ ～ ０ ８４％之间。可见，
研究区土壤盐分表聚作用明显，且具有由中游至下游盐分的表聚性逐渐加强的特点。反映了研究区土壤的盐
渍化程度较高，且下游更为显著。

上述事实可以解释为研究区气候干旱，降水稀少，蒸发强烈（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４９ ０６ ～ ６２ ４１倍），
加速了土壤水分的蒸发，促使地下水中的盐分通过毛细管作用向地表积聚。加之下游疏勒河早已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干涸，１９９６年“疏勒河农业灌溉暨移民安置综合开发项目”实施，移民扩耕，大水漫灌等人类活动
也导致了该地区表层土壤含盐量增高。

图３　 疏勒河中下游不同胡杨林下不同土层的盐分含量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ｕｌ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 １ ３　 土壤水盐含量的垂直变化特征
为了反映土壤水盐在垂直空间上变化剧烈与稳定的特征，本文进一步计算了研究区不同样地土壤水盐含

量的变异系数ＣＶ 值。采用ＣＶ≤１０％时为弱变异性，１０％≤ＣＶ≤１００％时为中等变异，ＣＶ ＞ １是为强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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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评估标准进行分析。
土壤水盐含量的变异系数计算结果表明，研究区各采样点不同土层间土壤水盐含量的变异系数差异明

显，前者绝大部分波动在１８ ５２％ ～ １００％之间，且自中游向下游变异程度增大；后者介于２０ ４８％ ～
１５６ ７５％之间，且自中游向下游变异程度减小，与土壤含水量的空间变化相反，但均属于中强度变异。在８
个采样点中，以下游ＷＹＤ采样点各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异系数普遍较大，属于中强度变异；表层变异系数最
大，达１２３ ３％，为强变异，并随土层深度而减小。ＱＺ采样点的变异系数最小，介于４ ９４％ ～ ３７ ０２％之
间，为中等变异。特别是在８０ｃｍ以下，变异系数不足１０％，属于弱变异。而土壤全盐量除中游ＢＬ和ＱＺ
变异系数最大，为中强度变异外，其余各点均为中等变异，并以ＳＧ和ＴＧ变异系数最小。土壤水盐指标在
垂直方向上的明显变异，反映了土壤在干旱条件下土层分异特征显著。
３ ２　 土壤水盐空间特征对胡杨林生长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土壤水分与土壤盐分的变化有紧密联系，尤其在干旱和半干旱区，由于蒸发强烈，地下
水上升，使其中所含有的盐分残留在土壤表层；又由于降水量小，不能将土壤表层的盐分淋溶排走，致使土
壤表层的盐分积累［１７］。研究区表层土壤含水量最小，表层土壤积盐现象明显，且由疏勒河中游向下游含水
量减少，积盐加重，对胡杨林生长的影响程度如何、有无空间差异，本文进一步通过计算土壤采样区７个胡
杨林样方的胸径、树高、绘制研究区上下游胡杨种群的年龄结构图、树高和密度图，与土壤水盐含量的空间
特征加以比较分析其对胡杨林生长的影响。

用生长锥在疏勒河中下游钻取胡杨树芯，发现上游树芯完整，下游多为空心或心朽树芯，利用树木年轮
精确测定胡杨个体的年龄较为困难，没有其它可靠的外部特征可以确定其树龄。本文采用生态学中大小结构
代替年龄结构分析胡杨优势种群的结构特征。

由于本研究各样地所有胡杨的平均直径为１２ ９４ ｃｍ，都超过了１２ ｃｍ，故以４ ｃｍ为一个径级。起始径阶
为４ ｃｍ，把直径在０ ～ ４ ｃｍ以下按幼苗记为Ⅰ级，把直径大于４０ ｃｍ都归为第Ⅺ级，共划分１１个大小级。按
以上标准分别统计各龄级株数，以龄级为纵轴，株数／ ｈｍ２ 为横轴，绘制研究区中下游胡杨种群年龄结构（图
４（ａ））。

图４　 疏勒河中下游胡杨种群年龄结构（ａ）、平均树高（ｂ）及密度（ｃ）
Ｆｉｇ ４ Ｓｉｚ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ｂ）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ｏｆ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ｕｌ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从图４左可以看出，下游绿洲胡杨种群的年龄结构总体特征表现为：数量很少，Ｉ级幼苗缺失；幼树较
少，个体占总数的４ ６９ ％；中龄中树（Ⅲ ～Ⅵ）多，占总数的３６ ２９％，但数量不大，平均３ ０８株／ ｈｍ２；老龄
大树（Ⅶ ～Ⅹ）最多，占总数的３７ ３１％；老树（Ⅺ）较多，占总数的２１ ７１％，年龄结构大体呈倒金字塔型，林
分偏老。相比之下，中游胡杨种群的年龄结构总体为：数量很多，Ｉ级幼苗缺失；幼树相对较多，平均１５ １
株／ ｈｍ２，占４ ２６％；中树数量最多，平均６５ ０５ 株／ ｈｍ２，占总数的７３ ２４％；大树较多，占总数的
２１ ３７％；老树甚少，４株／ ｈｍ２，仅占总数的１ １３％，年龄结构大体正态分布型，林分年轻。虽然二者均为
衰退种群，但数量明显不同，衰退演替的速度也不同。

通过计算树高发现，疏勒河中游胡杨林树高平均在７ ３１ ｍ以上，其中Ⅶ ～Ⅹ龄级的大树占３７ ３１％，胡
杨林树高均超过８ ｍ，平均达１０ ２０ ｍ，最高可达１２ ４ ｍ。而下游树高均不足８ ｍ，平均５ ２４ ｍ（图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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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杨林密度来看，疏勒河中游密度平均４ １７株／ ｄａｍ２，是下游０ ３７株／ ｄａｍ２ 的１１ ２７倍。疏勒河中游胡
杨林分总体年轻、稠密、高大，下游胡杨林分总体偏老、稀疏、矮小（图４（ｃ））。中游胡杨林长势比下游好
得多，并与疏勒河中下游土壤水盐的空间分布特征完全一致。由此可见，下游表层土壤含水量极少，表层聚
盐强烈使胡杨林生长受到胁迫。

采样的观测数据显示下游胡杨林的树高比中游矮，发现主干下部的小枝及部分树木顶部枝梢枯败、心
朽、甚至空心，林间沙地活化。目前下游胡杨林已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

水资源条件变化的直接反映是植被的变化，而植被的好坏又决定生态环境的优劣程度。每种植被都有自
己适应的环境要求，水资源减少，水位降低，不可避免地导致植被退化。除自然原因外，疏勒河中游自
１９９６年“疏勒河农业灌溉暨移民安置综合开发工程”（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５年）实施以来，人口和耕地迅速增加，分别
由１９９６年８ ２９６ ８万人，１ ４７２ ０万ｈｍ２，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１ ９７万人，３ ２８７ ３万ｈｍ２，增加了１ ４４倍和
２ ３０倍。疏勒河中下游因人口、工农业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游移民扩耕等原因，致使地表水引
水量过大，造成疏勒河下游盆地供水不足，加重和扩展了盐碱地。因此，人类活动进一步加强了研究区胡杨
林土壤水盐的空间分布特征和表层聚盐的特点，并通过胡杨林种群结构如龄级结构、树高和胸径等特征得到
反映。说明人类活动对研究区胡杨林生长的影响十分严重，也是造成下游胡杨林生长受到胁迫的重要因子。
也与已有研究表明的土壤盐渍化不仅严重损害土壤的生产潜力，而且盐分积累也会破坏植物生长的环境，导
致植物群落退化［１６］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长此下去，下游一带植被覆盖率将进一步降低，土壤沙漠化加剧，
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将会使下游残存的河西走廊面积最集中的胡杨林全部衰败。

４　 结　 　 论
（１）实验结果表明，疏勒河中下游绿洲天然胡杨林土壤含水量随深度而增加，土壤全盐量变化相反，

空间差异显著，表现为自中游向下游土壤含水量减少、土壤全盐含量增加。不同生境及不同树龄的土壤水盐
含量差异也较明显。

（２）土壤水盐含量变异系数计算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水盐含量的变异性基本属于中强度变异，各采
样点的变异程度由表层向下各不相同，且随深度变异程度减小。

（３）胡杨种群的年龄结构分析表明，与土样区相对应，疏勒河中游胡杨林分年轻、稠密、高大，下游
胡杨林分偏老、十分稀疏、矮小。中游胡杨林长势比下游好得多，下游表层土壤含水量极少，表层聚盐强烈
使胡杨林生长受到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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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 Ｙｉ，ｅｔ ａｌ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ｌ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ａｒ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１３（６）：７２６７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马风云，李新荣，张景光，等 沙坡头人工固沙植被土壤水分空间异质性［Ｊ］ 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６，１７（５）：７８９７９５ （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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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ａ［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７（５）：７８９７９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马海艳，龚家栋，王根绪，等 干旱区不同荒漠植被土壤水分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Ｊ］ 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０５，１２（６）：２３１
２３４ （ＭＡ Ｈａｉｙａｎ，ＧＯＮＧ Ｊｉａｄｏｎｇ，ＷＡＮＧ Ｇｅｎｘｕ，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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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赵锐锋，陈亚宁，洪传勋，等 塔里木河源流区绿洲土壤含盐量空间变异和格局分析：以岳普湖绿洲为例［Ｊ］ 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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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７（１）：１３５１４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孙聪，徐新文，范敬龙，等 塔中沙漠植物园土壤水盐空间变异性及合理取样数研究［Ｊ］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０，１８
（３）：５１４５２０ （ＳＵＮ Ｃｏｎｇ，ＸＵ Ｘｉｎｗｅｎ，ＦＡＮ Ｊｉｎｇｌ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ａｋｌｉｍａｋａ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０，１８（３）：５１４５２０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２］李琴，陈曦，ＦＲＡＮＫ Ｖ，等 干旱半干旱区土壤含水量反演与验证［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０，２１（２）：２０１２０７ （ＬＩ Ｑｉｎ，ＣＨＥＮ
ＸＩ，ＦＲＡＮＫ Ｖ，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ｉｎ ａｒ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１
（２）：２０１２０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徐英，陈亚新，王俊生，等 农田土壤水分和盐分空间分布的指示克立格分析评价［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１７（４）：４７７
４８２ （ＸＵ Ｙｉｎｇ，ＣＨＥＮ Ｙａｘｉｎ，ＷＡＮＧ Ｊｕｎｓ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Ｋｒｉｇｉｎｇ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ｌｔ ｉｎ ｆｉｅｌｄ［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１７（４）：４７７４８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萨如拉，豪树奇，张秋良，等 额济纳胡杨林土壤含水量时空变化研究［Ｊ］ 林业资源管理，２００６（１）：５９６２ （ＳＡ Ｒｕｌａ，
ＨＡＯ Ｓｈｕｑｉ，ＺＨＡＮＧ Ｑｉｕｌ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ａｎｄ ｉｎ Ｅｊｉｎａ ［Ｊ］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１）：５９６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张秋岭 额济纳旗绿洲胡杨林群落特征与土壤水分的关系［Ｄ］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０８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ｕ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Ｅｊｉｎａ［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王臖，刘茂松，盛晟，等 干旱区植物群落土壤水盐及根系生物量的空间分布格局［Ｊ］ 生态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９）：４１２０
４１２７ （ＷＡＮＧ Ｊｕｎ，ＬＩＵ Ｍａｏｓ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ｓ ｉｎ ａｎ ａｒｂｏｒｈｅｒｂ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８，２８（９）：４１２０４１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李利，何兴元，张希明 准噶尔盆地盐渍土壤水盐动态及其对植被影响［Ｊ］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６（２）：２９６
２９９ （ＬＩ Ｌｉ，ＨＥ Ｘｉ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Ｘｉｍ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Ｚｈｕｎｇａｅｒ
Ｂａｓｉ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２６（２）：２９６２９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６３　 第３期 刘普幸，等：疏勒河中下游胡杨林土壤水盐空间变化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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