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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盐渍区粘土夹层对土壤水盐运动的影响特征
余世鹏，杨劲松，刘广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摘要：针对黄淮海冲积平原土壤剖面中粘土夹层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典型易盐渍区开展模拟易盐农田常规种植条
件下水盐运移的大型土柱实验，基于长达２０年的长系列监测数据分析，系统研究易盐渍区不同土体构型和地下水
位等代表性条件下的土壤水盐运移规律和粘土夹层的影响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粘土层有良好的保水和隔盐能力，
尤其对表土积盐的抑制效果显著，且抑盐效果随粘土层厚度增加而提升；含粘土夹层土体表土积盐的地下水埋深
范围更小，表土积盐高峰出现在１ ｍ左右地下水埋深，全剖面粉砂壤土土体的表土积盐高峰出现在１ ５ ｍ左右地下
水埋深、且地下水埋深小于阈值２ ５ ｍ时极易引发盐渍害；粘土夹层对土壤盐分运移有双重影响，在其可抑制表土
积盐的同时，粘土层部位易积盐，水土资源利用过程中需监测和防控其次生盐渍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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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到农业生产、农田灌溉、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问题，长期以来，非均质土壤中水盐运动的研究备
受重视，在层状土壤的水分入渗和毛管水上升规律、非均质土壤水分运动数值模拟、多层土壤对地下水污染的
影响等方面获得了大量较统一的结果。卢修元等［１］和程冬兵等［２］对粉粘土夹层和细质土的减渗规律进行室内试
验模拟，指出粉粘土夹层和细质土使水的入渗率和湿润锋推进速度减缓；Ｍｉｎｇｄｉ等［３］指出随土壤粘粒的增强
（中壤轻粘粘土）或减弱（壤土砂土砂卵），潜水增发强度都会减小，土壤质地由粘到轻时，其导水率与土质
间不是单一的函数关系；任理等［４］研究了稳定流场中饱和非均质土壤盐分优先运移的随机特征，建立了传递函
数模拟模型；Ｗａｌｔｅｒ等［５］和Ｋａｍｐｆ等［６］研究了层状土壤“漏斗流（ｆｕｎｎｅｌ ｆｌｏｗ）”特性机理，提出可根据不同土质
毛管空隙特性来设置人为毛管障碍以保护敏感水质地下水。但目前国内外研究在粘土层层位与厚度变化对水盐
运移的影响方面存在分歧［７］，粘土层层位变化对水盐运移的影响有３种观点：单一的抑制、单一的促进、抑制
和促进都可能发生。粘土层厚度变化对水盐运移的影响有两种观点：粘土层厚度越大对盐渍化抑制作用越大；
厚度作用会因层位差异而发生变化。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以往关于层状土壤水盐运动的研究多集中于短期实
验分析和不同特定实验条件，缺乏实验条件的统一和长期实验数据的验证。

本文针对黄淮海冲积平原土壤剖面中粘土夹层普遍存在的现象，基于模拟易盐渍区田间常规种植条件下
水盐运移大型土柱实验和２０年长系列监测数据，系统研究黄淮海平原典型易盐渍区不同土体构型和不同地
下水位代表性条件下土壤水盐运动规律和粘土夹层的影响特征，可为粘土夹层对盐分运移的作用机制研究提
供较好的佐证，对典型易盐渍区非均质层状土壤水盐中长期运动规律的研究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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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与实验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黄淮海平原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是中国主要农业地区之一，该区水资源在时空分配方面
余缺悬殊，致使旱、涝频生，加上成土母质和地下水中含有一定量可溶盐，随着干旱和蒸发，盐分在土壤中
不断积累，属于典型易发生盐渍化区域。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综合治理，该区域土壤盐渍化趋势得到有效遏
制，但由于土体中仍含有盐分，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综合影响下，仍极可能发生土壤次生盐渍
害［８］。本研究试验地点在河南省封丘县，位于豫北平原，地处黄淮海平原腹地，研究区的气象条件和地理
条件在黄淮海平原地区具有代表性，亦属于易发生盐渍化危害区域［９］。
１ ２　 供试土样理化性状

本研究实验的供试土样为黄淮海平原典型易盐渍区两大类典型土壤：粉砂壤土和粘土，对两类土壤的本
底理化性状进行测试，土样盐分离子组成和颗粒含量组成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供试土样含盐量及离子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土样 ｐＨ
电导率

／（ｄｓ·ｍ － １）
全盐量

／（ｇ·ｋｇ － １）
阴离子含量／（ｃｍｏｌ·ｋｇ － １） 阳离子含量／（ｃｍｏｌ·ｋｇ － １）

ＣＯ２ －３ ＨＣＯ －３ Ｃｌ － ＳＯ２ －４ ＮＯ －３ Ｃａ２ ＋ Ｍｇ２ ＋ Ｋ ＋ Ｎａ ＋

粘土 ８ １８ ０ ０８３ ０ ２９ － ０ ２６ ０ ０２ ０ ０３ － ０ １２ ０ ０６ ０ ０２ ０ ０９
粉砂壤土 ８ ０２ ０ ３６１ １ ３２ － ０ ７２ ０ ３１ ０ ４２ － ０ ２３ ０ １８ ０ ０５ ０ ９６

表２　 供试土样机械组成（按卡庆斯基制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ｙ Ｋａｃｈｉｎｓｋ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土壤类型
各级颗粒含量／（％）

１ ～ ０ ２５ ｍｍ ０ ２５ ～ ０ ０５ ｍｍ ０ ０５ ～ ０ ０１ ｍｍ ０ ０１ ～ ０ ００５ ｍｍ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１ ｍｍ
粘粒

＜ ０ ００１ ｍｍ
物理性粘粒
＜ ０ ０１ ｍｍ

粘土 ０ ７ ７ ６ １７ ３ １１ ４ ２６ ７ ３６ ３ ７４ ４
粉砂壤土 ０ ４ ２７ ９ ５５ ３ ２ ７ ３ ４ １０ ３ １６ ４

１ ３　 实验方法

图１　 土柱不同处理组合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ｏｌｕｍｎｓ

在河南省封丘县应举镇的试验基地设置３种不同的典型易盐渍区土体质地构型：全剖面粉砂壤土、粉砂
壤土剖面中３０ ～ ６０ ｃｍ为粘土夹层和粉砂壤土剖面上部０ ～ １００ ｃｍ为粘土层。每一种土体质地构型均设有５
种不同的地下水埋深，分别为１ ０ ｍ、１ ５ ｍ、２ ０ ｍ、２ ５ ｍ、３ ０ ｍ，且通过马略特瓶补充当地地下水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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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常年定水头不变，该地区多年平均地下水矿化度在０ ６ ｇ ／ Ｌ左右［１０］，属淡潜水区。具体不同处理的组合如
图１所示。全部处理共有１５个土柱（从右至左土柱编号分别为１ ～ １５），土柱内径６１ ８ ｃｍ，各土柱顶部露于
室外、无表层供水、且均按当地典型轮作模式种植小麦玉米连茬，土柱两侧同一口径的两排分别为水分和
盐分传感器埋设孔，水分和盐分传感器的埋设层次设置为：１０ ｃｍ、２０ ｃｍ、４５ ｃｍ、７０ ｃｍ、１００ ｃｍ、１３０ ｃｍ、
１６０ ｃｍ、１９０ ｃｍ、２２０ ｃｍ、２５０ ｃｍ、２８０ ｃｍ。各模拟土柱的水盐动态监测工作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开始，每５日监
测土壤剖面各土层的水分含量和土壤电导率。监测数据显示各土柱年际间的水盐运动规律较为一致［１０］，因
此本文采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共２０年水盐动态监测数据的年平均值或月平均值作为研究指标。由
于土柱顶部作物种植面积小、作物生长影响因素复杂，本研究将各土柱植被覆盖程度作归一化处理，仅研究
相同降雨蒸发条件下，土壤质地构型和地下水埋深差异对土壤水盐运动的影响机制。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不同质地结构土壤剖面的水分分布特征

不同土体构型条件下，土壤剖面水分含量的垂直分布规律差异显著（图２），以２ ５ ｍ地下水埋深处理为
例，土壤剖面各土层含水量（２０年监测数据的年平均值）由表层至底层呈逐渐增加的规律，３０ ～ ６０ ｃｍ含粘土

图２　 不同土体构型条件下土壤剖面水分分布特征
Ｆｉｇ ２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夹层土体和０ ～ １００ ｃｍ为粘土层土体的粘土层部位土壤
含水量则明显高于剖面其它粉砂壤土层，表明粘土层具
有良好的保水能力，对应层位的粘土层较粉砂壤土层保
水能力平均高出２８ ９％。

采用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分析方法［１１］进一步对２ ５
ｍ地下水埋深下不同土体构型土柱不同土层的含水量差
异进行分析（表３），结果表明０ ～ １００ ｃｍ为粘土层的土
柱０ ～ ２０ ｃｍ层和６０ ～ ８０ ｃｍ层含水量均显著高于另两
种土体构型土柱的０ ～ ２０ ｃｍ和６０ ～ ８０ ｃｍ粉砂壤土层；
３０ ～ ６０ ｃｍ含粘土夹层土柱和０ ～ １００ ｃｍ为粘土层土柱
的２０ ～ ６０ ｃｍ层含水量在０ ０５显著水平下不存在显著
差异，但均显著高于全剖面粉砂壤土土柱２０ ～ ６０ ｃｍ的粉砂壤土层含水量；随着粘土层厚度增加，土体平均
含水量也呈显著增加趋势。

表３　 不同土体构型条件下不同土层含水量的差异显著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ｂｏｄｙ ｕｓｉｎｇ ＧＬＭ

０ ～ ２０ ｃｍ ２０ ～ ４０ ｃｍ ４０ ～ ６０ ｃｍ ６０ ～ ８０ ｃｍ １ ｍ平均
高低排序 ５％显著水平 高低排序 ５％显著水平 高低排序 ５％显著水平 高低排序 ５％显著水平 高低排序 ５％显著水平
１ ｍ粘土层 ａ ３０ ｃｍ粘土层 ａ １ ｍ粘土层 ａ １ ｍ粘土层 ａ １ ｍ粘土层 ａ
３０ ｃｍ粘土层 ｂ １ ｍ粘土层 ａ ３０ ｃｍ粘土层 ａ 全粉砂壤土 ｂ ３０ ｃｍ粘土层 ｂ
全粉砂壤土 ｂ 全粉砂壤土 ｂ 全粉砂壤土 ｂ ３０ ｃｍ粘土层 ｂ 全粉砂壤土 ｃ

　 注：多重比较分析中，０ ０５显著水平下，各因子按高低排序后，其差异显著性用ａ，ｂ，ｃ……表示。

２ ２　 不同质地结构土壤剖面盐分的季节性运动特征
浅地下水埋深条件下土壤表层易积盐，以１ ５ ｍ地下水埋深为例，研究不同土体构型对土壤盐分季节间

积聚动态的影响特征。结果表明，不同土体构型土壤盐分的季节间运移规律整体一致（图３，图中数据为２０
年监测数据的多年月平均值），整体均表现为春季至秋季时段为积盐高峰，表层土壤盐分季节间波动幅度较
底层土壤盐分大。但随着粘土层厚度增加，土壤剖面盐分季节间波动幅度减小，０ ～ １００ ｃｍ为粘土层的土体
盐分季节间波动幅度相对最小，这主要是因为粘土层透水性能较差，其盐分运移的活跃度因此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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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含不同厚度粘土层土体盐分季节性运移动态和剖面积聚特征
Ｆｉｇ 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ｔ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ｌａｙ 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

不同土体构型条件下，土壤盐分的剖面分布规律则呈现显著差异，１ ５ ｍ地下水位条件下全剖面粉砂壤
土土体（图３（ａ））盐分表聚程度很高，表土盐渍化趋势显著，由表层至底层盐分含量呈降低趋势；同地下水位
条件下３０ ～ ６０ ｃｍ含粘土夹层土体（图３（ｂ））的粘土层盐分含量（４５ ｃｍ层）为剖面内最高，盐渍化趋势显著，
表层土壤盐分含量则相对较低；同地下水位条件下０ ～ １００ ｃｍ为粘土层土体（图３（ｃ））的粘土层上部（０ ～ ２０
ｃｍ层）盐分含量较低，粘土层中下部（７５ ｃｍ层）盐分含量为剖面内最高，盐渍化趋势显著。
２ ３　 粘土夹层对土壤剖面盐分分布的影响特征

土壤质地差异对土壤盐分运移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不同质地土壤对水盐的不同渗透能力［１２］，粉砂壤质土
壤的水盐渗透性能较好，因此全剖面粉砂壤土构型土体的水盐运移相对含粘土层土体更加活跃，地下水埋深
＜ ２ ５ ｍ条件下，全剖面粉砂壤土构型土体表层土壤极易积盐造成土壤盐渍害（平均含盐量２ ６８ ｇ ／ ｋｇ，达中
度盐渍化［１３］），１ ５ ｍ左右地下水位下为表土积盐高峰（图４（ａ），图中数据为２０年监测数据的年平均值）；含
３０ ｃｍ厚和１００ ｃｍ厚粘土夹层构型土体的表土积盐高峰则易出现在１ ｍ左右地下水位，地下水埋深＞ １ ５ ｍ
条件下含３０ ｃｍ厚和１００ ｃｍ厚粘土夹层构型土体的表土积盐程度均不高。因此，全剖面粉砂壤土构型土体
表土积盐的地下水埋深范围更宽，其发生土壤盐渍化的风险要显著高于含粘土夹层土体。

图４　 不同地下水位下不同类型土体０ ～ ２０ ｃｍ层和４５ ｃｍ层土壤含盐量
Ｆｉｇ ４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ｔ ｄｅｐｔｈｓ ０ ～ ２０ ｃｍ ａｎｄ ４５ ｃｍ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ｓ

粘土层具有良好的保水能力和表土抑盐能力，且随着粘土层厚度增加，其对表土盐分的抑制作用呈增加
趋势（图４（ａ））。但是进一步研究表明，粘土层对土壤剖面盐分运动具有双重影响，粘土层利于表土抑盐，但
是粘土层部位水盐渗透能力差，其盐分往往不易被淋洗，粘土层部位的长期积盐易带来土壤次生盐渍化风
险。不同质地构型土体盐分的季节性运移动态研究（图３）已表明粘土层部位盐分的年内积聚程度高于粉砂壤
土层，进一步分析各种地下水埋深下不同类型土体粘土层部位盐分的年平均积聚情况（图４（ｂ），图中数据为
２０年监测数据的年平均值），结果表明含粘土夹层土体粘土层部位（４５ ｃｍ层）盐分含量整体高于全剖面粉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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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土４５ ｃｍ层，且随着粘土层厚度增加，粘土层部位盐分积聚程度也呈增加趋势。
２ ４　 不同土体构型和不同地下水埋深对土壤盐分运移的综合影响特征

根据不同土体构型和不同地下水埋深条件下表土盐分的年平均积聚状况（２０年监测数据的年平均值），
研究建立土壤盐分与地下水埋深因子和不同土体构型因子的多元回归拟合方程式为

ｙ ＝ － ０ ９００ｘ１ － ０ ７７２ｘ２ ＋ ３ ５９１ （１）
式中　 ｘ１ 为地下水位埋深，ｍ；ｘ２ 为粘土夹层厚度，ｍ；ｙ为０ ～ ２０ ｃｍ层多年平均土壤含盐量，ｇ ／ ｋｇ，样本
数为１５。拟合结果的复相关系数Ｒ ＝ ０ ９０，在０ ０１显著水平下Ｆ检验极显著。野外实际情况下，土壤盐分
累积与地下水位动态和粘土夹层厚度差异间可能不一定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但本模拟研究设计的多组地下水
埋深和粘土夹层厚度处理下，土壤盐分积聚与不同土体构型和不同地下水位条件的协同作用相关性极显著，
地下水埋深增大、粘土夹层厚度增大，可降低表土积盐程度，减少表土盐渍化风险。

进一步分析不同地下水埋深区间粘土夹层对表土盐渍化抑制作用的显著程度（表４）显示：较浅地下水位
条件下（地下水埋深＜ ２ ５ ｍ），各类土体表土积盐程度整体较重，粘土夹层对表土盐渍化的抑制作用显著体
现，地下水位埋深＜ ２ ５ ｍ条件下全剖面粉砂壤土土体盐分分布为表聚型［１３１４］，表土（０ ～ ２０ ｃｍ）积盐量高，
而含粘土层土体表土盐分含量显著下降，剖面盐分分布呈底聚型，且随着粘土夹层厚度增加，表土积盐量呈
降低趋势，粘土层对表土的抑盐效果呈增加趋势；较深地下水位条件下（地下水埋深≥２ ５ ｍ），表土积盐量
随粘土层厚度增加仍呈降低趋势，但因各类土壤剖面盐分分布均以底聚型为主，表土积盐程度整体较轻，无
明显盐渍化，因此粘土层对表土盐渍化的抑制作用未能显著体现。综合分析表明，２ ５ ｍ地下水埋深是控制
研究区表土盐渍化的地下水埋深阈值。

表４　 不同土体构型和不同地下水位条件下土壤剖面盐分分布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ｓ

土层深度
／ ｃｍ

＜ ２ ５ ｍ地下水位下土壤含盐量／（ｇ·ｋｇ － １） ≥２ ５ ｍ地下水位下土壤含盐量／（ｇ·ｋｇ － １）
全粉砂壤土 含３０ ｃｍ粘土层 含１ ｍ粘土层 全粉砂壤土 含３０ ｃｍ粘土层 含１ ｍ粘土层

０ ～ ２０ ２ ６８４ １ ７７５ １ ４５０ ０ ８３０ ０ ７３０ ０ ６６０
４５ １ ９８６ ２ ９０４ ３ １５２ １ ２６７ ２ ４０３ ３ ２２５
７０ １ ５８２ ２ ０３４ ２ ６４８ １ ５４９ １ ６５８ １ ９１９

３　 结　 　 论
易盐渍区不同地下水埋深下土壤质地差异对土壤水盐运动的影响特征研究表明：
（１）土壤质地和地下水位埋深差异对土壤盐分运移的协同驱动作用显著，地下水埋深增大、粘土夹层

厚度增加，利于减少表土积盐，降低土壤盐渍化风险。
（２）土壤质地差异对水盐运动的影响机制是基于不同质地土壤对水盐的渗透能力差异，粘土层透水性

能差降低了其水盐运动的活跃度，提高了土体的保水隔盐能力，尤其对表土积盐的抑制效果显著，且随粘土
层厚度增加，其抑制效果提升。

（３）研究区防控土壤盐渍化的地下水埋深阈值为２ ５ ｍ，含粘土夹层土体发生表土盐渍化的地下水埋深
区间窄于全剖面粉砂壤土土体。全剖面粉砂壤土土体易造成表土盐渍害的地下水位埋深区间为小于阈值２ ５
ｍ条件下，在１ ５ ｍ左右地下水埋深下易出现表土积盐高峰；３０ ～ ６０ ｃｍ含粘土夹层土体和０ ～ １００ ｃｍ为粘
土层土体在地下水位埋深＞ １ ５ ｍ区间发生表土盐渍化的风险较低，在１ ｍ左右地下水埋深下易出现表土积
盐高峰，造成土壤盐渍害。

（４）粘土夹层对土壤剖面盐分运移具有双重影响，在其可显著抑制表土盐分积聚的同时，粘土层部位
因水盐渗透能力差而易盐分积聚、不易被淋洗，且随着粘土层厚度增加，粘土层部位盐分积聚程度呈增加趋
势，粘土层部位的长期积盐易带来土壤次生盐渍化风险，在农业利用中需监控并适时采取深耕深松、淋盐排
碱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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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虽得出以上结论，但还需在以下两方面做进一步研究：首先，本文仅研究了两种类型的粘土夹
层土体，粘土夹层多分布层位及组合分布对盐渍化驱动特征的研究有待深入的探讨；其次，本文主要针对黄
淮平原半干旱典型易盐渍区开展研究，对干旱区以及滨海湿润区易盐渍土体土壤质地差异的盐渍化驱动机制
方面仍需做进一步的验证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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