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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掌握黄土高原土壤干燥化程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定量评价雨季前、 后土壤干燥化程度， 于 ２０１３ 年在黄土

高原南北方向布设一条样带（Ｎ＝ ８６）， 获取雨季前、 后 ０～５ ｍ 剖面土壤含水量。 采用地统计学方法分析了土壤干燥

化指数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变异特征。 结果表明： 在黄土高原地区， 土壤干燥化程度存在明显的纬度地带性， 且雨

季前土壤干燥化指数的空间变异程度高于雨季后； 经过雨季降水的补给， 土壤干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复， 且中

部地区的修复效果明显优于南部及北部地区； 土壤干燥化指数剖面分布特征在雨季前、 后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浅层 ０
～２ ３ ｍ 土层， 这主要归因于降水对浅层土壤水分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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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不足是制约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和植被恢复的主要因素。 在黄土高原地区， 由于地下水藏深

且蒸发力大于降水量， 致使土壤经常处于水分亏缺状态［１］， 当土壤水分亏缺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土壤干

燥化现象。 加之不合理的植被建设和农业管理的参与， 干燥化持续发展， 最终在土体某一深度范围形成具有

一定厚度的低湿层， 即土壤干层。 土壤干层的形成会阻碍土壤上下层水分的交换， 同时切断地下水补给途

径， 最终导致“土壤水库”功能减弱、 作物减产、 植被衰败甚至大规模死亡［２⁃５］。 作为对黄土高原生态水文过

程重要的综合响应， 土壤干层的形成及其生态影响受到了广泛重视， 成为土壤学及生态水文学的研究热点之

一， 同时也是黄土高原植被建设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４］。
韩仕峰等［６］调查了黄土高原地区 ５８ 个县的土壤水分状况， 发现土壤干层在黄土高原普遍存在， 干层厚

度随着不同气候分区和植被类型而改变。 文献［７⁃９］研究表明黄土高原地区土壤干层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区域

性， 干层的形成主要由于土壤水分循环负平衡造成， 是黄土高原地区植物资源特性、 下垫面性质、 生物气候

带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然而， 这些已有相关研究仅针对干层厚度、 起始深度、 干层内平均含水量等指标， 讨

论了干层的分布特征及干层发育的影响因素， 缺乏对黄土高原区域尺度土壤干燥化程度的定量评价［１０］。 在

一些干燥化程度定量评价研究中， 研究尺度较小（≤２ ｋｍ２）或者采样点较为稀疏［１１⁃１２］。 土壤干燥化的空间分

布及影响因素具有尺度效应， 通过区域尺度下高密度采样， 定量分析黄土高原地区土壤干燥化程度及分布规

律， 对于该区土壤水分可持续利用、 缓解土壤干燥化十分必要。
土壤干燥化指数（ ＩＳＤ， ｓｏｉｌ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为某一土层实际土壤有效含水量与该层土壤稳定有效含水量

比值的百分数。 相较于以往的土壤干层指标， 更能直接反映土壤干层内水分的亏缺状态及干燥化程度的趋

势。 此外， 土壤干燥化指数消除了降水、 土壤和植被类型等因素的影响， 具有相对广泛的适用性， 可用于不

同气候区、 土壤和植被类型的土壤干燥化强度比较［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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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雨季前、 后黄土高原南北样带 ０～ ５ ｍ 土层土壤水分观测和分析， 引入土壤干燥化程度的定

量指标———土壤干燥化指数， 量化雨季前后黄土高原区域尺度土壤干燥化程度， 揭示不同季节土壤干燥化特

征及其剖面分布规律， 以期为黄土高原植被建设和有限土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选取黄土高原区域为研究对象 （图 １）。 黄土高原地处中国西北地区 （ ３３° ４３′ Ｎ—４１° １６′ Ｎ，
１００°５４′Ｅ—１１４°３３′Ｅ）， 总面积约 ６２ ４ 万ｋｍ２。 区内气候类型为温带内陆干旱、 半干旱气候。 年平均降雨量

为 １５０～８００ ｍｍ， 自东南向西北方向逐渐降低（图 １）。 每年 ７—９ 月为雨季， 其中 ５５％～７８％的降水集中在雨

季， 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 年平均气温为 １４ ３ ～ ３ ６ ℃， 由东南部到西北部逐渐降低。 年蒸发量为 １ ４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ｍ。 该区地形复杂， 黄土地貌如塬、 梁、 峁及沟谷相间分布， 海拔高度为 １００～３ ０００ ｍ［１４］。 整个区域

被黄土沉积物覆盖， 厚度为 ３０～ ８０ ｍ。 由西北至东南依次分布有沙壤带、 轻壤带、 中壤带和重壤带［１５］。 植

被类型区由东南向西北可划分为森林植被区、 森林草原植被区、 典型草原植被区、 荒漠草原植被区和草原化

荒漠植被区。

图 １　 黄土高原南北样带监测点位置及研究区年均降水量、 气温分布状况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ｎｏｒｔｈ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１ ２　 实验设计

１ ２ １　 样带布设

选取黄土高原南北方向布设一条样带， 样带总长约 ８６０ ｋｍ， 具有明显的环境梯度条件。 随着纬度的增

加， 年均降水量变化范围为 ６２０～４００ ｍｍ， 年均气温为 １２ ３～６ ８ ℃（图 １）。 土地利用类型依次为农地、 林地

和草灌地。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根据地表景观及地形特征， 每隔 １０ ｋｍ 在样带布设一个采样点， 每个采样点埋设一

根 ５ ｍ 深中子管用于原位监测剖面土壤含水量（体积百分数）， 共布设 ８６ 个采样点。
１ ２ ２　 数据采集

２０１３ 年在雨季前后（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和 １０ 月 １０—１４ 日）分别测定各样点土壤剖面水分含量。 由于样

带跨度较大， 每次测定过程持续 ４～５ ｄ。 通过中子仪（ＣＮＣ５０３ＤＲ）测定每层土壤的慢中子计数， 测定间隔为

０ ２ ｍ， 每个样点分为 ２５ 个土层。 之后通过标定曲线计算土壤体积含水量， 标定曲线为

θ ＝ ０ ５８９ １ＲＣ ＋ ０ ８９０ ２　 　 　 　 （Ｒ２ ＝ ０ ９３， ｐ ＜ ０ ００１） （１）
式中： θ 为土壤体积含水量， ％； ＲＣ为中子计数比。 标定曲线样本为 １２０ 个。 曲线标定过程充分考虑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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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地、 植被类型和土壤深度等影响因素， 标定结果可以很好地适用于研究区。
利用 ＲＴＫ⁃ＧＰＳ 确定每个监测点的经纬度及海拔（精度 ５ ｍ）。 对每个样点， 在距中子管 ０ ５ ｍ 范围内挖取

０ ２ ｍ 深土壤剖面， 采集原状和扰动土壤样品。 利用环刀（容积 １００ ｃｍ３）采集 ０～０ ２ ｍ 原状土壤样品。 将原

状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 用离心机法测定其田间持水量和凋萎含水量。 扰动土壤样品自然风干， 通过 １ ０
ｍｍ 筛孔， 经预处理后测定土样的颗粒组成。 利用黄土高原 ７４ 个气象观测站 １９５１—２０１２ 年的年均降水量和

气温数据， 应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法［１６］将气象要素插值生成空间上连续分布的气候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ｍ）， 然后提取每个样点的气候数据。 图 ２ 显示了样带从南到北方向降水量、 土地利用方式、 土壤稳定

含水量和黏粒含量的分布情况。

（注： 土地利用方式中， ０ 为农地， １００ 为林地， ２００ 为草地）
图 ２　 降水量、 土壤稳定含水量、 黏粒含量和土地利用方式沿样带分布状况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ｓｏｉｌ ｃｌａ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ｎｏｒｔｈ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１ ３　 数据处理

１ ３ １　 地统计理论

半方差（γ（ｈ））是计算参数在空间位置相隔一定距离下的样本方差值。 因此， 假设当滞后距离为 ｈ 时，
半方差计算公式为

γ（ｈ） ＝ １
２Ｎ（ｈ）∑

Ｎ

ｉ ＝ １
［Ｚ（ｘｉ） － Ｚ（ｘｉ ＋ ｈ）］ ２ （２）

式中： Ｚ（ｘｉ）为随机变量 Ｚ 在点 ｘ＝ ｘｉ处的值； Ｚ（ｘｉ＋ｈ）为与点 ｘｉ距离为 ｈ 处点的值； Ｎ（ｈ）为滞后距离为 ｈ 时

的样本对数。 当随机变量 Ｚ 为二阶平稳或满足本征假设时， 所有的随机变量 Ｚ（ｘ）在每个点处都会有相同的

均值， 协方差只与样本点之间的间隔距离 ｈ 有关。 此时， 半方差 γ（ｈ）就成为间隔距离减小时， Ｚ（ｘｉ）在各点

相似程度的统计指标。 半方差函数主要通过 ４ 种模型进行拟合， 分别为球状模型、 线性模型、 指数模型和高

斯模型［１７］。 模型中有 ３ 个重要特征值： 块金值（Ｃ０）、 基台值（Ｃ０＋ Ｃ）和变程（Ａ） ［１５，１８］。 块金值（Ｃ０）表示由

随机部分引起的空间变异性； 基台值（Ｃ０＋ Ｃ）表示变量的最大变异程度， 基台值越大， 总的变异程度越高；
变程（Ａ）表示变量自相关范围的大小， 在变程范围以内， 变量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反之则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性。 结构比（Ｃ ／ （Ｃ０＋ Ｃ））反映自相关部分占总空间变异性的大小， 若结构比＞７５ ％， 说明变量具有强烈的

空间自相关性， 比值在 ２５％ ～ ７５％之间， 说明具有中等空间自相关性， 比值 ＜ ２５％则说明变量自相关性

很弱［１７］。
１ ３ ２　 土壤干燥化指数

为了定量描述土壤的干燥化程度， 比较区域尺度样带雨季前、 后土壤干燥化的剖面分布特征和区域分布

规律， 根据李军等［１１］对干燥化指数的定义， 土壤干燥化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ＩＳＤ ＝
θ － θＷ

θＳＳ － θＷ
（３）

式中： ＩＳＤ为土壤干燥化指数； θ 为土壤含水量； θＷ 为凋萎含水量； θＳＳ为土壤稳定含水量。 稳定含水量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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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干旱气候、 土壤质地、 自然植被等因素作用下， 通常旱地土壤能够长期维持的土壤含水量， 其值约

为田间持水量的 ５０％～７５％［１１］。 在本研究中， 土壤稳定含水量值采用土壤凋萎含水量与田间持水量的平均值

计算。 土壤含水量、 凋萎含水量和土壤稳定含水量用体积含水量百分数表示。 ＩＳＤ越小， 表明土壤干燥化强

度越高， 可供植物吸收利用的土壤有效含水量也越少。 ＩＳＤ消除了降水量和土壤种类等因素的影响， 可以应

用于不同区域、 土壤之间土壤干燥化强度的差异比较。 李军等［１１］ 对 ＩＳＤ划分为 ６ 个级别： ① ＩＳＤ≥１００％， 为

无干燥化； ② ７５％≤ＩＳＤ＜１００％， 为轻度干燥化； ③ ５０％≤ＩＳＤ＜７５％， 为中度干燥化； ④ ２５％≤ＩＳＤ＜５０％， 为

严重干燥化； ⑤ ０％≤ＩＳＤ＜２５％， 为强烈干燥化； ⑥ ＩＳＤ＜０， 为极度干燥化。 李玉山［１９］ 对干层的定义， 土壤

干层含水量上限是土壤稳定持水量。 结合 ＩＳＤ的计算方法， 当某点某一土层 ＩＳＤ小于 １００％时， 即认为该点的

这一土层为土壤干层。
本研究中变异函数模型及其交叉检验采用 ＧＳ＋ ７ ０ 软件进行拟合与检验。 反距离加权插值及泛克里金插

值图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２ 中的地统计分析模块绘制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南北样带土壤干燥化特征

通过单样本 Ｋ⁃Ｓ 法进行正态分布检验， ＩＳＤ符合正态分布。 利用地统计学半方差理论对雨季前后 ＩＳＤ空间

结构进行分析。 在进行半方差函数计算之前， 数据中任何潜在的一阶或二阶趋势已被移除［２０］。 ４ 种模型对

ＩＳＤ半方差函数的模拟结果及交叉检验结果见表 １。 结果表明， 雨季前、 后， 指数模型交叉检验结果中的决定

系数（Ｒ２分别为 ０ ９５８ 和 ０ ９６８）和残差平方和（Ｒｓｓ分别为 ０ ３４７ 和 ０ ２０４）在 ４ 个模型中均为最优。 因此， 指

数模型为研究区土壤雨季前、 后 ＩＳＤ的最佳拟合模型。
根据指数模型的模拟结果（表 １）， 雨季后 ＩＳＤ块金值（Ｃ０）小于雨季前， 表明雨季后随机部分所引起的 ＩＳＤ

空间变异性较小。 雨季前、 后基台值（Ｃ０＋Ｃ）分别为 ４ ５７２ 和 ３ ５３９， 相比之下， 雨季前 ＩＳＤ的空间变异大于

雨季后。 Ｃ０ ／ （Ｃ０＋Ｃ）为空间异质比， 反映土壤 ＩＳＤ的空间依赖性［２１］。 由表 １ 可知， 雨季前、 后 ＩＳＤ的空间异质

比分别为 ０ ７４６ 和 ０ ７２３， 根据 Ｃａｍｂａｒｄｅｌｌａ 等［２２］的划分标准， 均属于弱等空间依赖性。 变程是研究样本区

域相似性的指标， 该值可作为表征环境因子在多大距离上相关的量度， 变程愈小， 表明 ＩＳＤ在空间上的相互

作用距离愈小； 反之， 变量相互依赖的空间距离就愈大， 即变异性愈小。 该样带雨季前 ＩＳＤ的变程（９０ ３９０）
明显高于雨季后（４３ ３２０）， 因此， 雨季后干燥化指数的空间连续性要优于雨季前。 这主要是由于雨季前土

壤含水量较低， 受地形、 地貌、 土壤性质等因素影响较雨季明显， 土壤水分呈明显的斑块或条形分布， 斑块

间含水量高低差异明显。 经过雨季的降雨过程对土壤水分的补充， 使得不同斑块间土壤水分的差异得到一定

程度的平滑， 从而使得雨季前 ＩＳＤ的空间变异程度高于雨季［２３］。

表 １　 土壤干燥化指数变异函数模型相关参数及交叉检验精度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ＩＳ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ｃｈｅｃｋ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时间 模型 块金值 Ｃｏ 基台值 Ｃｏ＋Ｃ 变程 Ａ 空间异质比 Ｃ ／ （Ｃｏ＋Ｃ） 决定系数 Ｒ２ 残差平方和

球状模型 １ ３５９ ３ ８２０ ３ ８２０ ０ ６４４ ０ ９５５ ０ ３７３

雨季前
线性模型 １ ５３３ ３ ９５７ ４２ ６２５ ０ ６１２ ０ ９３９ ０ ５０６

指数模型 １ １６０ ４ ５７２ ９０ ３９０ ０ ７４６ ０ ９５８ ０ ３４７

高斯模型 １ ６８５ ３ ８１４ ４１ ８９８ ０ ５５８ ０ ９２５ ０ ６１８

球状模型 １ ２８６ ３ ３４９ ３４ ５００ ０ ６１６ ０ ９５８ ０ ２６４

雨季后
线性模型 １ ７００ ３ ７２３ ４２ ６２５ ０ ５４３ ０ ８５１ ０ ９４８

指数模型 ０ ９８０ ３ ５３９ ４３ ３２０ ０ ７２３ ０ ９６８ ０ ２０４

高斯模型 １ ５３５ ３ ３３１ ２８ ０４２ ０ ５３９ ０ ９５３ ０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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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泛克里金插值的方法对样带土壤含水量（雨季前、 后均值）以及雨季前、 后 ＩＳＤ进行空间插值， 获得

了研究区 ０～５ ｍ 南北样带土壤含水量（图 ３）和雨季前、 后 ＩＳＤ的空间分布图（图 ４）。 黄土高原土壤含水量及

干燥化程度沿南北样带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带性， 干燥化指数雨季前后分布状况具有不同特征。
黄土高原土壤水分整体上呈现由南向北逐渐减小的趋势。 其中， ４５—７５ 号样点的区域土壤含水量较低，

土壤体积含水量普遍小于 １１％（图 ３）。 在样带的末端（８５、 ８６ 号样点）， 土壤含水量回升， 与土地利用和黏

粒含量的降低有关（图 ２）。 由样带 ＩＳＤ的分布状况可知（图 ４）， 在本研究所测定的 ８６ 个样点中， ８１ 个样点在

雨季前出现了土壤干层（ ＩＳＤ＜１００％）， 具有土壤干层的样点几乎覆盖了整条样带， 仅在样带南部的 ３、 ４、 ９、
１６ 号以及北部的 ８４ 号样点， ０～５ ｍ 土壤水分状况较好。 而雨季过后， 存在土壤干层样点的数量减少了 １１
个。 这 １１ 个样点主要分布在样带的北部和中部偏南， 干层主要存在于表层土壤（０ ～ １ ｍ）。 因此， 经过雨季

降水的补充， 土壤干层存在自然修复的可能性， 这种修复作用主要体现分布在土壤表层的干层（０～１ ｍ）， 且

干层厚度较小（小于 １ ５ ｍ）（图 ４）。 即使土壤干燥化强度达到了极度干燥化， 降水对土壤干层的修复作用依

然有效（图 ４）。

图 ３　 ０～５ ｍ 剖面土壤含水量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０—５ ｍ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图 ４　 ０～５ ｍ 剖面土壤干燥化指数在雨季前、 后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０—５ ｍ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研究区内 ８６ 个采样点中， ５６ 个样点在雨季前存在极度干燥化土层（图 ４）， 主要分布在样带的中部及北

部（３９—８６ 号样点）， 其中以 ３９—７９ 号样点区域尤为严重。 主要由于该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 刺槐



３７８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８ 卷　

深根性的特点加剧了该区深层土壤水分的消耗。 李军等［１２］的研究表明， 黄土高原半干旱、 干旱区 ２０ 年生刺

槐， 土壤水分利用深度和干层最大分布深度达到了 １０ ｍ 以上。 同时， 该区域土壤黏粒含量较大（图 ２） ［２４］，
土壤的稳定含水量较高， 再加上降水量偏少， 致使土壤干燥化程度较为严重。

随着纬度的升高， 在样带北部（８０—８６ 号样点）， 尽管该区域降水量不高， 但土壤黏粒含量较低（图 ２），
进而土壤有效水含量较高， 土壤干燥化程度较样带中部地区轻。 黄土高原地区土壤干燥化程度呈现由南向北

加剧的趋势， 但随着纬度的增加， 干燥化程度在黄土高原北部末端呈现减弱的趋势。 这一分布趋势主要由气

候类型、 植被条件及土壤性质决定， Ｗａｎｇ 等［２５］研究了黄土高原不同气候区土地利用和植被特征对土壤干层

的影响。 结果表明， 相比于黄土高原南部的半湿润地区， 中部及北部的黄土高原干旱、 半干旱地区中林地及

草地的土壤干层发育状况更为严重。
２ ２　 不同季节土壤干燥化剖面分布特征

图 ５ 为不同干燥化级别样点个数的剖面分布状况。 雨季前、 后， ２ ３～５ ｍ 土层不同干燥化级别的组成相

似， 约有 ４１ ３６％样点未出现土壤干燥化。 干燥化土壤主要以极度干燥化（ ＩＳＤ＜０％）为主， 约占总样点数的

１９ ７３％； 其次为强烈干燥化（０％≤ＩＳＤ＜２５％）， 约占样带中样点数的 １１ ５４％。 轻度干燥化和中度干燥化样点

数较少， 分别占样点总数的 ９ ３４％和 ７ ７７％。 然而在浅层土壤（０～２ ３ ｍ）， 雨季前、 后土壤干燥化程度的剖

面分布存在明显差异。 在雨季前， 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 无干燥化样点数量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 且在

１ ２ ｍ 后趋于平缓， ０～２ ３ ｍ 土层整体波动不大； 极度干燥化的样点数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呈现减少的趋

势。 相比之下， 雨季后无干燥化样点的数量明显高于雨季前， 且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呈明显的减少趋势； 极度

干燥化样点的数量在表层（０～０ ２ ｍ）达到了最小值且在数量上明显小于雨季前。 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 极度

干燥化样点数量有缓慢增加的趋势， 最终与同土层雨季前极度干燥化样点数量趋于一致。 其他干燥化程度样

点个数在雨季前、 后无明显差异， 不同土层间呈现小幅的波动， 随土层深度的增加无明显变化趋势。

图 ５　 雨季前后不同干燥化级别样点个数的剖面分布状况

Ｆｉｇ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由此可见， 雨季前、 后土壤干燥化程度在剖面中的分布特征不同， 且主要差异存在于浅层土壤（０ ～ ２ ３
ｍ）。 雨季前土壤的干燥化在表层土壤更容易发生， 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 研究区土壤水分条件呈现逐步改

善的趋势。 雨季后浅层土壤（０～２ ３ ｍ）极度干燥化的现象得到明显缓解， 无干燥化土壤在浅层土壤的分布明

显增加。 主要由于降雨对浅层土壤水分的补充造成。 付晓莉［２６］ 研究表明， 黄土高原北部地区天然灌木林地

土壤水分的补给深度达到了约 １ ６ ｍ。 李剑等［２７］研究了黄土高原中部及中北部林地剖面土壤水分动态特征，
结果表明， 两地土壤水分分别在 ２ ｍ 和 ２ ２ ｍ 深度达到相对稳定， 与本研究结果相近。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 不同地区补给深度存在差异。 在黄土高原南部地区（１—２１ 号样点）， 降水对土壤水



　 第 ３ 期 易小波， 等： 黄土高原区域尺度土壤干燥化的空间和季节分布特征 ３７９　　

分状况的改善十分有限， 主要由于该区域土壤黏粒含量大， 土壤入渗能力有限。 １—１０ 号样点甚至出现了干

燥化加剧状况， 主要是由于这部分样点土地利用是农地， 农作物在这个时候水分消耗严重， 加剧了干燥化程

度。 同时 １１—２１ 号样点仅表层（０～０ ５ ｍ）土层土壤水分得到了一定恢复， 下层土壤（０ ５ ～ ５ ｍ）干燥化程度

加剧， 主要与林地发达的深根系有关。 降水对样带北部样点（６０—７５ 号）的土壤水分补给同样十分有限， 补

给深度约为 ０ ５ ｍ。 这一区域尽管土壤黏粒含量较低， 但该区域降雨量本身十分有限， 约为 ４４６ ｍｍ （图 ２）。
加之土地利用类型是林地， 水分消耗较为严重， 雨季过后仅表层土壤水分状况有所改善。 降水对缓解土壤干

燥化效果最好的是黄土高原中部地区（３０—４４ 号样点）（图 ４）。 部分样点（４０、 ４１ 号样点）最大补给深度甚至

达到了 ４ ｍ， 且对于干燥化程度达到极干燥的土壤， 土壤水分的补给效果依然很好。 主要由于该区域降水量

较高， 降雨量均值达到了 ５２０ ｍｍ（图 ２）， 黏粒含量均值为 １４ １６％， 相对于南部样点（均值为 １８ ８２％）有明

显下降（图 ２）。 更大的降水量和更好的土壤入渗特性， 使得降水对该区域土壤的干燥化具有明显缓解作用。

３　 结　 　 论

（１） 黄土高原土壤干燥化程度存在明显的纬度地带性， 具体表现为由南向北逐渐加剧。 对于空间变异

程度， 雨季前（基台值为 ４ ５７８）干燥化指数的空间变异程度高于雨季后（基台值为 ３ ７３２）。
（２） 经过雨季降水的补给， 土壤干层得到一定修复， 但不同地区土壤干层修复程度存在差异。 中部地

区修复效果明显优于南部及北部地区， 其最大修复深度可达 ４ ｍ， 这主要与不同地区降水量及土壤质地的差

异有关。
（３） 不同季节干燥化指数的剖面分布特征仅在 ０ ～ ２ ３ ｍ 浅层土壤存在明显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黄土高

原地区降水十分有限， 降水仅能对浅层土壤水分进行一定的补给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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