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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地下水关键水盐因子及其植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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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黄河三角洲地下水生态环境功能，采用数理统计、地统计和同位素方法及３Ｓ技术，对“地下水陆生
植被”系统中关键水盐因子及其植被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显示，区域典型植被主要以埋深普遍较浅（１ ０ ～
３ ０ ｍ）的地下水为水源，说明地下水是生态环境的敏感要素。潜水ｃ（Ｃｌ －）与ｃ（ＴＤＳ）均呈显著的方向性空间变异
（沿地下水流向二者浓度递增），且二者具有空间分布一致性（Ｒ ＝ ０ ９９９），表明Ｃｌ －是潜水水质的主控离子。归一化
植被指数（ＩＮＤＶＩ）与潜水ｃ（Ｃｌ －）间呈较显著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关系，揭示潜水ｃ（Ｃｌ －）是地下水这一生态环境敏感要素中的
关键因子，其对上覆植被强烈的胁迫和驱动作用引发了区域典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
开发建设过程中，应特别重视植被与潜水ｃ（Ｃｌ －）间极为密切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积极采取有效的人为调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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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带气候区，存在部分或全部依赖于地下水的生态系统（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ＧＤＥｓ），其
依赖性（可用植被吸收的地下水量占总蒸腾蒸发量的百分比度量）呈现季节和年度变化［１］。ＧＤＥｓ所在区域地
下水位的降低或抬升影响植被根系区土壤水分的时空分布，会导致植物根系缺水或缺氧等现象的发生［２］。
这类地区地下水通过“饱和带包气带植被”间的垂向联系由点及面产生极为重要的生态环境效应。在干
旱、半干旱地区，植被分布与地下水蒸腾蒸发量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３］，而地下水通过蒸腾蒸发途径的排
泄损失取决于水位埋藏深度，又因这一地区（如我国西北干旱区等）地下水中矿化度的空间变异程度较小，故
其植被生长及生态演替常受地下水位控制［４５］。在近海地区，植被生长受地下水盐分和水位的双重影响，水
位越浅、盐分越低，则物种丰度及多样性越高［６］。

黄河三角洲地区多种湿地并存、集中连片，其生态脆弱，环境敏感，植被退化较为严重。因此，自
２００８年以来，黄河防总连续３年组织实施了基于汛前调水调沙的黄河下游生态调度，对黄河河口三角洲湿
地有计划地生态补水。该地区植被与环境要素或因子的研究侧重于水沙变化对湿地景观的影响［７］，以及植
被随地表水深、土壤含盐量［８９］和土壤水分［１０］的空间分异及其生态阈值等，尚未从地下水生态环境功能和水
分垂直循环角度开展深入研究。当前，黄河三角洲地下水现状特征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还缺乏系统认识，为
此，本研究着眼于在垂向上与包气带及上覆植被有直接联系的潜水，了解地下水位及潜水水化学典型特征，
阐明地下水关键水盐因子与植被间的相互关系，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开发建设和黄河下游生态调
度等提供科学依据和管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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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属于现代黄河三角洲范畴，主要以现状海岸线和１８５５年古海岸线为界，总面积约２ ８７７ ７ ｋｍ２

（见图１（ａ）），包括东营市河口区和垦利县绝大部分行政区域，含胜利油田主要勘探区及山东黄河三角洲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现代黄河三角洲属于小清河以北黄泛平原区，受地貌、沉积物和构造条件制约，该区浅层
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上部的冲积、海积层中的松散沉积物孔隙含水层中，粉砂和粘土质粉砂是地下水的
赋存介质。浅层地下水（埋深小于６０ ｍ）可概化为浅层潜水微承压水系统，其中，潜水含水层基底埋深平均
约８ ｍ，微承压含水层一般赋存于地面下１０ ～ ４０ ｍ。

图１　 观测井和采样站位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该区域主要植物种有翅碱蓬（Ｓｕａｅｄ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ｔｅｒａ）、芦苇（Ｐｈｒａｇｍ 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穗
状狐尾藻（Ｍ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獐茅（Ａｅｌｕｒｏｐｕｓ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ｖａ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及补血草（Ｌｉｍｏｎｉ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等，其中，典
型植被翅碱蓬、芦苇和柽柳分布较广。在东部自然保护区，芦苇、柽柳和翅碱蓬沿河道向外至高潮线呈带状分
布，各植被带宽度大致为０ ５ ～ ４ ０ ｋｍ（翅碱蓬偏窄）、长度从入海口以上５ ０ ｋｍ沿河道至草场检查站约４５ ０
ｋｍ；在北部自然保护区，翅碱蓬、柽柳和芦苇自西北向东南呈块状集中分布，各植被带宽度大致为１ ０ ～ ７ ５
ｋｍ，长度约１０ ５ ～ ２２ ０ ｋｍ。研究区地表覆被呈现两条明显的生态演替系列，即沿黄河现行河道纵向上由海向
陆发育的“碱蓬柽柳獐茅／蒿草耕地植被”和横向上由河道向两侧发育的“河道防护林／芦苇獐茅／蒿草天
然柳林耕地植被”，两条演替系列在时空上交错分布，且在东部自然保护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２　 资料与方法
２ １　 地下水位观测与数据处理

在研究区内布设地下水位观测井２３眼，采用ＷＳ１０４０地下水动态自动监测仪采集枯水期（２００６年４月）
和丰水期（２００６年８月）地下水位数据。利用Ｓｕｒｆｅｒ８ ０软件绘制枯、丰水期地下水位等值线图，插值方法为
Ｋｒｉｇｉｎｇ，并利用Ｒｅｓｉｄｕａｌ命令在枯水期Ｇｒｉｄ文件中提取１５１个站位（与下文潜水采样点对应）的地下水位值。
２ ２　 样品采集与数据处理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年１０ ～ １１月依年份次序，有针对性地在区内采集潜水样１５１个（采样时利用洛阳铲钻至潜
水位下，借助采水器提取水样１ ０００ ｍＬ，并记录地表覆被类型），分析水样中Ｋ ＋、Ｎａ ＋、Ｃａ２ ＋、Ｍｇ２ ＋、Ｃｌ －、
ＨＣＯ －３ 、ＳＯ２ －４ 、ＣＯ２ －３ 及溶解性总固体（ＴＤＳ）含量，测试工作由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完成。借助ＡｒｃＧＩＳ９ ２
软件地统计模块，在数据检验的基础上，采用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对ｃ（ＴＤＳ）和ｃ（Ｃｌ －）进行线性无偏插值，
得到二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选择上述潜水样７５个，并采集黄河水样２个、海水样６个、雨水样３个、
植物样７６个（翅碱蓬１０个、芦苇４２个、柽柳２４个），对以上样品进行δＤ和δ１８ Ｏ含量分析，测试由中国地质
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完成，之后在Ｏｒｉｇｉｎ７ ０中完成相关图形绘制，以了解植被水源。本研究观测井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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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采样站位及上覆植被见图１（ｂ）。
２ ４　 植被数据采集与处理

利用美国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影像数据１景，包括ＴＭ１ ～ ＴＭ７共７波段，分辨率为３０ ｍ，轨道号为１２１ ／ ３４，
成像时间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５日（背景数据有１∶ ５万地形图１幅），通过ＥＮＶＩ软件提取研究区遥感影像的归一
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ＶＩ），同时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９ ２软件生成ＩＮＤＶＩ分级分布图，并
利用ＡｒｃＭａｐ中Ｅｘｔｒａｃ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ｏ Ｐｏｉｎｔｓ命令提取１５１个站位的ＩＮＤＶＩ值，利用１ｓｔＯｐｔ１ ５软件和Ｏｒｉｇｉｎ７ ０软件对
１５１组ＩＮＤＶＩ、地下水位和潜水ｃ（Ｃｌ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ＩＮＤＶＩ与地下水位及潜水ｃ（Ｃｌ －）间的定量关系。

３　 结果分析
３ １　 地下水位特征

受降水、蒸发和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每年６月中下旬至７月中上旬间的１０ ～ ２０ ｄ）等影响，现代黄河三角洲
枯、丰水期地下水位呈现丰升、枯降的轻微波状起伏。其中，枯水期水位埋深在０ ５ ～ ３ ５ ｍ，平均值为１ ６ ｍ；
丰水期水位埋深在０ １ ～ ２ ８ ｍ，平均值为０ ９ ｍ。图２显示，研究区地下水位埋深普遍较浅，大部分地区为１ ０
～ ３ ０ ｍ，受地形地貌影响水位埋深总体由海向陆稳步增加。其中，孤岛水库南侧的坡地与河滩高地地下水位
较深，大部分在１ ６ ～ ３ ０ ｍ；洼地、滨海低地和潮间带水位埋藏较浅，绝大部分小于１ ２ ｍ；而介于滨海低地
和河滩高地间的低平地水位埋深主要在１ ２ ～ ２ ０ ｍ。沿地下水流向（黄河以北的潜水向北、东北径流，黄河以
南向南、东南径流）地下水位埋深逐渐变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由陆向海蒸发浓缩作用加剧。
３ ２　 潜水水化学特征

对１５１个潜水样的水化学参数进行统计分析（见表１），结果显示，研究区潜水ｃ（Ｃｌ －）和ｃ（Ｎａ ＋）非常高，

图２　 枯水期与丰水期地下水位比较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ｄｒｙ ａｎｄ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其次是ｃ（Ｍｇ２ ＋ ）、ｃ（Ｃａ２ ＋ ）和ｃ（ＳＯ２ －４ ），而ｃ（Ｋ ＋ ）、
ｃ（ＨＣＯ －３ ）和ｃ（ＣＯ２ －３ ）非常低，阴、阳离子浓度平均值
大小顺序依次分别为：Ｃｌ － ＞ ＳＯ２ －４ ＞ ＨＣＯ －３ ＞ ＣＯ

２ －
３ 、

Ｎａ ＋ ＞ Ｍｇ２ ＋ ＞ Ｃａ２ ＋ ＞ Ｋ ＋，呈现海水入侵区地下水的典
型特征。黄河河道两侧地下水受淡水补给最为充分，且
东部自然保护区最西端距海岸线较远，海水入侵程度
小，因而在东部自然保护区最西端出现了ｃ（Ｎａ ＋ ）、
ｃ（Ｃｌ －）和ｃ（ＴＤＳ）最小值。刁口故道至２０１０年６月已停
止行河３４年，故道入海口两侧存在开放式海岸（海边未
筑防潮堤坝），加之古河道发育地区表层沉积物粒度大，
形成了海水入侵的最有利通道，故在北部自然保护区一
千二管理站西侧出现ｃ（Ｎａ ＋）、ｃ（Ｃｌ －）和ｃ（ＴＤＳ）最大
值。对各水样主要离子毫克当量浓度百分比的分析可
知，研究区潜水由黄河现行河道两侧（地下水补给区）的
Ｎａ ＋ Ｍｇ２ ＋ Ｃａ２ ＋ Ｃｌ － ＳＯ２ －４ 、 Ｍｇ２ ＋ Ｎａ ＋ Ｃａ２ ＋ Ｃｌ － ＳＯ２ －４ 、
Ｎａ ＋ Ｍｇ２ ＋ Ｃｌ － ＳＯ２ －４ ＨＣＯ

－
３ 等复杂类型水快速过渡到Ｎａ ＋ Ｍｇ２ ＋ Ｃａ２ ＋ Ｃｌ － （或Ｍｇ２ ＋ Ｎａ ＋ Ｃａ２ ＋ Ｃｌ －）及Ｎａ ＋ 

Ｍｇ２ ＋ Ｃｌ －型水，并在海岸滩涂区（排泄区）演化成Ｎａ ＋ Ｃｌ －这一简单类型的地下水。
表１　 潜水水质分析结果 ｍｇ ／ Ｌ

Ｔａｂｌｅ 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ｒｅａ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统计指标 Ｋ ＋ Ｎａ ＋ Ｃａ２ ＋ Ｍｇ２ ＋ Ｃｌ － ＨＣＯ －３ ＳＯ２ －４ ＣＯ２ －３ ＴＤＳ
最大值 ５５６ ０ ２５ ０２３ ０ ３ ３７７ ０ ３ ８１５ ０ ４５ ０５８ ０ ８５０ ０ ４ ９４７ ０ １７４ ０ ８０ ７１６ ７
最小值 ０ ８ ６０ ９ ５ ６ ３ ６ ９５ ２ ６２ ６ ２４ ２ ０ ０ ３７０ ６
平均值 ７７ ７ ５ ３７８ ９ ６６７ ４ ８５１ ２ １０ ５４９ ８ ３７０ ８ １ ２５２ ７ １９ ６ １９ １６８ ２
变异系数 １ ５ ０ ９ ０ ９ ０ ８ ０ ９ ０ ５ ０ ８ １ ４ 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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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化学参数的相关性分析显示，ｃ（Ｃｌ －）、ｃ（Ｎａ ＋）、ｃ（Ｍｇ２ ＋）、ｃ（ＳＯ２ －４ ）与ｃ（ＴＤＳ）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
关，四大离子与ＴＤＳ浓度间的相关系数均达到０ ９以上，为研究区潜水的主要组分。ｃ（Ｃｌ －）与ｃ（ＴＤＳ）相关
系数高达０ ９９９，此外，ｃ（Ｃｌ －）与ｃ（Ｎａ ＋）、ｃ（Ｍｇ２ ＋）、ｃ（ＳＯ２ －４ ）之间也存在较高的相关性（Ｒ均大于０ ９），说
明ｃ（Ｃｌ －）大小与空间分布对ｃ（ＴＤＳ）有着决定性作用。结合γＮａ ＋ ／ γＣｌ －等离子比例系数分析可知，岩盐
（ＮａＣｌ）、石膏（ＣａＳＯ４·２Ｈ２Ｏ）和白云石（ＣａＭｇ（ＣＯ３）２）等矿物的风化溶解是该地区潜水Ｎａ ＋、Ｍｇ２ ＋、Ｃｌ －、
ＳＯ２ －４ 等离子的主要来源。从补给区到排泄区各样点γ（Ｎａ ＋ Ｃｌ －）／ γ（ＨＣＯ －３ ＋ ＳＯ２ －４ Ｍｇ２ ＋ Ｃａ２ ＋）值不同程度的
接近于１ ０，说明由陆到海均发生了阳离子交替吸附作用，且排泄区由于多年海水入侵阳离子交换充分而相
对减弱，造成了区内潜水ｃ（Ｍｇ２ ＋）含量普遍大于ｃ（Ｃａ２ ＋）。

从研究区潜水ｃ（ＴＤＳ）和ｃ（Ｃｌ －）空间插值结果（图３和图４）可以看出二者空间结构特征十分明显，并呈
现显著的方向性空间变异和空间分布一致性。这种方向性空间变异体现在，由海向陆区域海水入侵程度的差
异造成沿地下水流向二者浓度逐渐增大。潜水ｃ（Ｃｌ －）和ｃ（ＴＤＳ）空间分布的一致性再次论证了二者之间具有
极强烈的相关性，进一步揭示了Ｃｌ －是潜水水质的主控离子。

图３　 潜水ｃ（ＴＤＳ）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ＴＤＳ）ｉｎ ｐｈｒｅａ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图４　 潜水ｃ（Ｃｌ －）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Ｃｌ －）ｉｎ ｐｈｒｅａ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３ ３　 典型植被水源分析
从不同水体和典型植被的δＤ和δ１８ Ｏ关系图（图５）可以看出，研究区潜水的δＤ和δ１８ Ｏ值分布较集中，

且介于黄河水、海水和雨水之间，说明潜水为黄河水、海水和雨水的混合物。根据潜水δＤ和δ１８ Ｏ值得出其

图５　 不同水体和植被的δＤ和δ１８ Ｏ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δＤ ａｎｄ δ１８ Ｏ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直线方程为δＤ ＝ ４ ７１δ１８ Ｏ － １３ ７２，该直线斜率明显低
于我国东部大气降水线方程δＤ ＝ ７ ４６δ１８ Ｏ ＋ ０ ９０［１１］，
可知该地区蒸发比较严重。

研究区芦苇的δＤ与δ１８ Ｏ值分布相对集中，但翅碱
蓬和柽柳的δＤ和δ１８ Ｏ值分布较分散，说明除地下水外
还有其它因素影响着翅碱蓬和柽柳的生长。翅碱蓬主要
分布在平均海潮线以上的近海滩涂，所在区域地下水位
埋深很浅（＜ １ ０ ｍ），其水源来自于受海水密切影响的
潜水；芦苇广泛分布于河口湿洼地和滨海沼泽地，获取
的水源主要是地下水通过蒸发作用形成的；柽柳主要分
布于潮上带以上，其根系发达（主根深１ ０ ～ ２ ０ ｍ），能
够从更深的地下水中汲取生长所需的水分，并有可能与
其周围沉积物发生较强的同位素交换作用［１２］。

综上所述，研究区典型植被主要以不同深度或盐分特征的地下水为水源，而地下水位和潜水ｃ（Ｃｌ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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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该区域地下水的两个关键环境因子，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植被的类型与空间分布格局。
３ ４　 地下水关键水盐因子及其植被效应
３ ４ １　 ＩＮＤＶＩ与地下水位及潜水ｃ（Ｃｌ －）的关系

图６显示（ＩＮＤＶＩ小于０ ２的区域主要是水域或光滩），研究区ＩＮＤＶＩ高值区主要位于黄河现行河道和刁口故
道两侧，而近海地带特别是东南和东北部光滩和虾蟹池ＩＮＤＶＩ极低。ＩＮＤＶＩ沿地下水径流方向呈递减趋势，与地
下水位及潜水ｃ（Ｃｌ －）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结合１５１个点的地下水位与潜水ｃ（Ｃｌ －）对ＩＮＤＶＩ的散点
图，经正态检验后剔除２１个离群值（非黄河现行河道与故道两侧的个别采样点，其所在区域由于地形地貌等
因素产生库塘蓄水或洼地积水的淡水蓄积现象，导致ｃ（Ｃｌ －）和植被盖度的突变而出现离群值），最终对１３０
个点的相应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ＩＮＤＶＩ ＝ ０ ０３Ｄ － ８ ８８ × １０
－６Ｃ ＋ ０ ３７　 Ｒ２ ＝ ０ ７７，Ｆ ＝ ４５５ ９ ＞ Ｆ０ ０１（２，１２７）＝ ４ ６０，Ｐ ＜ ０ ０１ （１）

ＩＮＤＶＩ ＝ － １６ １９ ＋
１６ ６２

１ ＋ Ｃ( )１３ ４４４ ６９７ １５

０ ６７ 　 Ｒ
２ ＝ ０ ７５，Ｆ ＝ ４２１ ２ ＞ Ｆ０ ０１（１，１２８）＝ ６ ６４，Ｐ ＜ ０ ０１ （２）

式中　 Ｄ为地下水位，ｍ；Ｃ为潜水ｃ（Ｃｌ －），ｍｇ ／ Ｌ；Ｆ ＞ Ｆ０ ０１、Ｐ ＜ ０ ０１表明回归方程显著。
研究区ＩＮＤＶＩ与地下水位及潜水ｃ（Ｃｌ －）之间具有二元线性关系（见式（１）），Ｒ２ 为０ ７７，验证了地下水是

生态环境的敏感要素。图７显示ＩＮＤＶＩ随潜水ｃ（Ｃｌ －）的增加而递减，并呈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关系（见式（２）），其Ｒ２ 为
０ ７５，显然，式（２）的Ｒ２ 较式（１）没有明显降低，这进一步论证了潜水ｃ（Ｃｌ －）是地下水这一生态敏感环境要
素中的关键因子，并引发了区域典型的生态环境效应。一方面由于该区地下水位埋深很浅，蒸发作用强烈，
土壤积盐现象严重，导致高浓度Ｃｌ －对上覆植被生长发育产生胁迫作用；另一方面Ｃｌ －由海向陆浓度梯度的
差异对表生植被的分布产生驱动作用，区内典型的两条生态演替系列，正是源于Ｃｌ －在横向（以黄河为中心
轴，由河道向两岸）和纵向（由海向陆）上浓度梯度的显著空间变异所引起的。

图６　 ＩＮＤＶＩ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ＶＩ

图７　 ＩＮＤＶＩ与潜水ｃ（Ｃｌ －）的关系
Ｆｉｇ 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ＶＩ ａｎｄ ｃ（Ｃｌ －）ｉｎ ｐｈｒｅａ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３ ４ ２　 植被与潜水ｃ（Ｃｌ －）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区地下水常年作为重要水源支持植被的生长发育，同时水中高浓度Ｃｌ －又制约着植被的生长与分

布。值得一提的是，植被盖度也同样影响地下水ｃ（Ｃｌ －）。破坏地表植被势必加剧蒸发与浓缩，导致潜水
ｃ（Ｃｌ －）升高，产生土壤次生盐渍化。因此，该区域植被与潜水ｃ（Ｃｌ －）间有极为密切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研究区作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区，在其开发过程中首先应明白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自然状态
下，海水入侵顶托和地表蒸发浓缩会导致潜水ｃ（Ｃｌ －）不断上升，土壤积盐将愈加严重，并造成植被氯累积，
使其生长受到抑制，直至产生更为严重的植株毒害症状，乃至生态全面退化。因此，该地区开发建设应特别
重视潜水ｃ（Ｃｌ －）与植被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与反馈调节机制，积极采取有效的人为调控和管理措施。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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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应继续加大黄河下游调水调沙的力度，充分发挥生态调度的“压咸补淡”作用，严格控制潜水ｃ（Ｃｌ －）；另
一方面，需切实保护好现有植被，积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减轻土壤盐渍化程度，克服土壤次生盐渍化。
３ ４ ３　 影响植被生态的潜水ｃ（Ｃｌ －）阈值

图８　 典型植被样对应的潜水ｃ（Ｃｌ －）
　 Ｆｉｇ ８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Ｃｌ － ） ｉｎ

ｐｈｒｅａ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了解影响研究区典型植被的潜水ｃ（Ｃｌ －）阈值，可
为黄河下游生态调度和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等
工程实施提供重要科学依据。１５１个采样站位中上覆植
被类型为翅碱蓬、柽柳和芦苇的分别有１６、２４和７１个，
其中，翅碱蓬对应的潜水ｃ（Ｃｌ －）区间为４ ４ ～ ４５ １ ｇ ／ Ｌ
（均值为２１ ６ ｇ ／ Ｌ）、柽柳为０ ６ ～ ３３ ７ ｇ ／ Ｌ（均值为１５ ３
ｇ ／ Ｌ）、芦苇为０ １ ～ １８ １ ｇ ／ Ｌ（均值为６ ５ ｇ ／ Ｌ），将各植
被类型潜水ｃ（Ｃｌ －）按升序排列绘制成散点图（图８），剔
除个别极值下的异常（少数个体对极端环境的耐受性），
较为容易归纳出翅碱蓬、柽柳和芦苇适宜生长的潜水
ｃ（Ｃｌ －）范围分别为１０ ０ ～ ３５ ０ ｇ ／ Ｌ、５ ０ ～ ２２ ５ ｇ ／ Ｌ和
０ １ ～ １５ ０ ｇ ／ Ｌ，同时，可看出３种典型植被对高浓度
Ｃｌ －的适应能力为：翅碱蓬＞柽柳＞芦苇。

４　 结　 　 论
（１）黄河三角洲地区地下水位埋深普遍较浅，大部分地区为１ ０ ～ ３ ０ ｍ，其典型植被主要以不同深度或盐

分特征的地下水为水源，说明地下水与植被间有着极为密切的水力联系，地下水是区域生态环境的敏感要素。
（２）该区域潜水ｃ（Ｃｌ －）与ｃ（ＴＤＳ）均呈现显著的方向性空间变异（沿地下水流向二者浓度逐渐增大），且

二者具有空间分布一致性（Ｒ ＝ ０ ９９９），表明Ｃｌ －是潜水水质的主控离子。ＩＮＤＶＩ与潜水ｃ（Ｃｌ －）之间呈较显著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关系，而在增加１个自变量地下水位的情况下，新的回归方程Ｒ２ 未出现明显增大，揭示潜水ｃ（Ｃｌ －）
是地下水这一生态环境敏感要素中的关键因子。区域潜水高浓度Ｃｌ －对上覆植被具有强烈的胁迫和驱动作
用，由此引发了典型的生态环境效应。

（３）该地区典型植被翅碱蓬、柽柳和芦苇适宜生长的潜水ｃ（Ｃｌ －）范围分别为１０ ０ ～ ３５ ０ ｇ ／ Ｌ、５ ０ ～
２２ ５ ｇ ／ Ｌ和０ １ ～ １５ ０ ｇ ／ Ｌ。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应特别重视区域植被与潜水
ｃ（Ｃｌ －）间极为密切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积极采取有效的人为调控和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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