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２ 卷 第 １ 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３２ꎬＮｏ. １
Ｊａｎ. ２０２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０４２ / ｊ ｃｎｋｉ ３２ １３０９ ２０２１ ０１ ０１３

条子泥围垦区水盐特征与植被分布的关系

詹泸成１ꎬ 马芬艳２ꎬ 陈建生３ꎬ 辛　 沛１

(１.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ꎻ ２. 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ꎻ
３. 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 为了探究江苏东台条子泥围垦区的水盐分布规律ꎬ 揭示圆环状植被分布与土壤水盐条件的关系ꎬ 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对围垦区内用作湿地恢复的区域进行测量和采样ꎮ 在植被环附近测量了二维、 三维大地电阻率ꎬ 采集降水、 地

表水、 土壤、 地下水等样品ꎬ 测试样品的水盐指标和 Ｄ、１８Ｏ 同位素组成ꎮ 结果表明: 植被圆环下方 ３ ｍ 深度内均存

在对应的高电阻率 /低盐度区域ꎬ 且随着植被类型由中心向外环变化ꎬ 对应的土壤水盐度也逐渐增大ꎻ 土壤水盐度

是不同植被呈现圆环状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ꎬ 其变化受降水入渗和土壤蒸发引起的盐分集结共同作用ꎻ 土壤盐度

直接影响了不同植被种群的分布格局ꎬ 而植被对入渗和蒸发过程的影响也反作用于土壤盐度分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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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沼作为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ꎬ 具有耗散潮波能量、 过滤污染物、 提供物种栖息地、 维持

生物多样性等重要功能[１]ꎮ 然而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ꎬ 湿地植被的生境发生改变ꎬ 植被

种群的动态平衡被打破ꎬ 全球盐沼湿地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ꎬ 出现明显的衰退现象[２]ꎮ 受泥沙条件、
围垦活动、 物种入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ꎬ 近年来中国盐沼湿地的稳定性正受到严重威胁[３￣４]ꎮ 虽然滩涂围垦

能够有效缓解土地需求问题ꎬ 但也改变了滨海地区原有的水动力条件ꎮ 已有的研究表明ꎬ 水动力过程是盐沼

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５￣６]ꎬ 围垦活动打破了原有的湿地生态格局ꎬ 引起了湿地植被在新环境下的一系列发展

趋势[７￣８]ꎮ 此外ꎬ 入侵物种互花米草凭借其较强的适应性ꎬ 在围垦地区的生境下仍具有突出的扩张优势ꎬ 占

据了碱蓬等其他湿地植被的生长区间ꎬ 从而导致候鸟栖息地迅速缩减[４ꎬ９]ꎮ 滨海湿地盐沼植被的生长受到土

壤水盐、 通气条件、 有机质含量、 种群竞争等因素的共同影响[１０￣１２]ꎮ 受这些因素的影响ꎬ 在自然潮汐淹没

条件下ꎬ 滨海盐沼植被常常呈现出条带状的分布格局[１３￣１５]ꎮ 然而ꎬ 目前对于围垦后的植物自适应发展机制

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ꎮ
盐城黄海湿地位于江苏沿海ꎬ 是中国最重要的盐沼湿地生态系统之一ꎬ 于 ２０１９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名录ꎮ 江苏沿海也拥有中国最大规模的围垦活动ꎬ 约占中国沿海围垦总面积的 １７％ [１６]ꎮ 在围垦活动和物种

入侵的共同影响下ꎬ 江苏沿海不同湿地植物种群之间的协调关系正发生剧烈变化ꎬ 候鸟生境面临着严重威

胁[９]ꎮ 围垦活动造成水动力条件缺失ꎬ 降水和蒸发引起地表土壤水盐条件变化ꎬ 影响盐沼植被的分布格局ꎮ
笔者在盐城东台条子泥围垦区内发现不同植被呈圆环状分布的格局ꎬ 这与围垦区的水盐条件存在怎样的联

系ꎬ 这些问题对于滨海湿地的稳定性至关重要ꎮ
本文通过对条子泥围垦区内用作自然湿地恢复的区域进行调查采样ꎬ 结合地球物理方法和同位素水文学

方法ꎬ 揭示该地区的水盐分布规律ꎬ 阐述环状植被分布与水盐特征的关系ꎬ 研究结果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围

垦区湿地植被的自适应机制ꎬ 为湿地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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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概况

江苏盐城东台市的沿海地区具有较快的泥沙淤积速度ꎬ 这一特点为该地区滩涂围垦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基

础[１７￣１８]ꎮ 条子泥围垦工程(３２°４２′Ｎ—３２°５３′Ｎꎬ １２０°５３′Ｅ—１２０°５８′Ｅ)位于东台市弶港镇东部(图 １)ꎬ 计划匡

围面积约 ２. ６７ 万 ｈｍ２ꎬ 其中一期工程匡围面积约 ７ ０００ ｈｍ２ꎬ 已于 ２０１３ 年完成ꎮ 根据规划ꎬ 条子泥围垦工程

中约有 ２０％用于生态修复建设ꎬ 本研究涉及的围垦区块(３２°５０′４５″Ｎ—３２°５１′８″Ｎꎬ １２０°５６′２５″Ｅ—１２０°５８′１４″Ｅ)位
于一期工程北部ꎬ 是围垦工程中湿地生态功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图 １　 研究区位置及观测采样点分布

Ｆｉｇ. １ Ｍａｐ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条子泥湿地位于黄海湿地生态区南部ꎬ 是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互花米草、 碱蓬、 芦

苇是该地区最广泛的盐沼植被ꎬ 围垦活动对该地区植被分布影响显著ꎬ 不少高潮滩区域的盐沼植被已经基本

围垦殆尽ꎬ 不少岸段围垦活动已扩展至互花米草生长区[４]ꎮ 尽管如此ꎬ 互花米草仍然能够在围垦区的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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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附近迅速扩张ꎬ 对新的生存环境显示出优越的适应能力[１９]ꎮ 现场考察发现ꎬ 在条子泥围垦区内存在一种

特殊的圆环状分布现象ꎬ 圆环不同半径处生长着不同种类的植被(如图 １(ｂ))ꎮ 这些植被环直径在 ３ ~ １６ ｍ
之间ꎬ 不同规模的圆环对应的优势植被种类也不同ꎬ 其中规模较大的圆环由外向里依次分布有碱蓬、 互花米

草、 芦苇ꎬ 以及一些低耐盐植被(如白茅等)ꎮ
研究区受海洋性季风的影响ꎬ 年平均降雨量约 １ ０６１. ２ ｍｍꎬ 蒸发量约 ８８２. ８ ｍｍꎬ 相对湿度 ８１％ ꎬ 平均

气温 １５. ０ ℃ꎮ 该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北部平原水文地质区ꎬ 长江、 古黄河、 淮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此沉积

形成巨厚的松散堆积物ꎮ 地下水主要以松散岩孔隙水的形式存在ꎬ 潜水含水层厚度 ２０ ~ ３５ ｍꎬ 地下水位埋

深约 １ ｍꎬ 表层 ５ ｍ 以上主要由轻粉质砂壤土构成(垂直渗透系数小于 ５ × １０ － ６ ｍ / ｓ)ꎬ 下部以粉砂土为主(渗
透系数约 ６ × １０ － ６ ｍ / ｓ)(图 １(ｃ))ꎮ 潜水含水层下部被黏土层分割为不同的承压含水层ꎬ 承压层主要由渗透

性较好的粉砂、 细砂、 粗砂构成ꎮ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大地电阻率测量

如图 １ꎬ 植被环主要分布于研究围垦区块的中间偏南部区域ꎬ 数量众多ꎬ 并且在西南—东北走向上存在

明显的延伸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５—２７ 日ꎬ 利用高密度电法仪(共 ６４ 个电极)在研究区植被环密集区进行大地电

阻率测量(ＥＲＴꎬ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ꎮ 地层电阻率主要受到含水率、 离子浓度和土壤孔隙度的

影响[２０]ꎬ 研究区地下水位埋深较浅且地层性质变化不大ꎬ 地层电阻率成像结果虽然无法直接表征地下水盐

度水平ꎬ 但能够间接反映出地层的盐分分布规律[２０￣２１]ꎮ 为了从不同空间尺度上探明植被环下方的电阻率分

布情况ꎬ 在植被环延伸方向上布设了 Ａ￣Ａ′、 Ｂ￣Ｂ′、 Ｃ￣Ｃ′ ３ 条二维断面(如图 １(ａ))ꎬ 断面布设以尽可能多地

穿过植被环为原则ꎮ Ａ￣Ａ′断面沿西南—东北方向ꎬ 电极间距设置为 １０ ｍꎬ 总长为 ６３０ ｍꎬ 测量深度约１２０ ｍꎮ
Ｂ￣Ｂ′断面位于 Ａ￣Ａ′断面的 １０５ ~ １６８ ｍ(Ａ 对应 ０ ｍ)ꎬ 穿过 ３ 个植被环ꎬ 电极间距为 １ ｍꎬ 总长 ６３ ｍꎬ 测深约

１２ ｍꎮ Ｃ￣Ｃ′断面为南北走向ꎬ 位于 Ｂ￣Ｂ′断面的 ３９ ｍ 处(Ｂ 对应 ０ ｍ)ꎬ 与 Ｂ￣ Ｂ′断面相交ꎬ 覆盖 ２ 个植被环

(①和②ꎬ 其中②为区域内最大的植被环)ꎬ 电极间距设置为 １ ｍꎬ 总长 ６３ ｍꎬ 测深约 １２ ｍꎮ 此外ꎬ 针对 Ｃ￣
Ｃ′断面上的 ２ 个植被环区域进行了三维测量ꎬ 电极布设方式如图 １(ｂ)所示ꎬ Ｘ 方向电极数 ８ 个ꎬ 极距为

２. ５ ｍꎬ Ｙ 方向电极数 ８ 个ꎬ 极距为 ５ ｍꎬ 测量范围为水平 １７. ５ ｍ ×３５ ｍꎬ 垂直约 ８. ６ ｍꎮ 电阻率测量所采用

的仪器为美国 ＡＧＩ 公司生产的 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ｎｇ Ｒ８ / ＩＰ 多通道高密度电法仪ꎬ 测量结果采用 ＥａｒｔｈＩｍａｇｅｒ 软件进行反

演ꎮ 为了使测量的信噪比更高ꎬ 电极排列方式均采用温纳排列[２２]ꎮ 为了确保结果的可靠性ꎬ 每次测量前仪

器需首先通过接收机精度测试和接地电阻测试ꎮ

２. ２　 样品采集及分析

为了在 ＥＲＴ 测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围垦区土壤水盐特征与植被分布格局的关系ꎬ 进行了相关样品的

采集和分析(图 １)ꎮ 为了获取植被环下方浅部地层的含水率、 盐度实际情况ꎬ 结合 ＥＲＴ 的测量反演结果ꎬ
选择在植被环中心轴线(三维断面 ｘ ＝ ７. ５ ｍ)ꎬ 利用土钻在位于 ｘ ＝ ７. ５ ｍ 的 ８ 个电极处分别采集了非饱和带

土壤剖面样品ꎬ 每隔 ２０ ｃｍ 取样ꎬ 剖面深度均为 ８０ ｃｍ(地下水埋深约 １ ｍ)ꎮ 同时利用 Ｐｕｓｈ Ｐｏｉｎｔ 孔隙水取样

器[２３]在上述位置抽取 １. ５ ｍ 深度处的浅层地下水(４、 １３、 ５２ 号电极处由于颗粒过细堵塞装置未成功抽取水

样)ꎬ 共计 ５ 个ꎮ 根据不同植被类型ꎬ 将植被环由内向外依次分为Ⅰ(白茅等)、 Ⅱ(芦苇)、 Ⅲ(互花米草)、
Ⅳ(碱蓬)４ 个区域ꎬ 分别对各类植被的根围区土壤(２０ ｃｍ 以上)进行随机采集ꎬ 同一类样品至少 ４ 组平行样

品ꎬ 共计 ２１ 个ꎮ 对围垦区内的地表积水进行了采集ꎬ 包括南部的 ２ 个较大的池塘和东南部的低洼处积水ꎬ
共计 ４ 个ꎮ 此外ꎬ 在围垦区附近的弶港镇对 ２０１９ 年全年的降水进行了采集(共 ５７ 个降水样品)ꎮ

所有样品均送至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处理和分析ꎮ 采用水质测量仪

(ＹＳＩ ＰｒｏＰｌｕｓ)测量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的盐度(精度为读数的 ± １％ )ꎮ 采用烘干法(１０５ ℃ꎬ ４８ ｈ)测量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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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含水率ꎬ 并采用泡土法测量并换算土壤孔隙水盐度[１９]ꎮ 采用真空蒸馏法[２４] 提取土壤样品中的水分用于

同位素分析ꎮ 对地表 /地下水、 土壤水、 大气降水进行氘(Ｄ)氧( １８ Ｏ)稳定同位素分析ꎬ 所使用的仪器为

ＭＡＴ￣２５３ 同位素质谱仪ꎮ Ｄ、１８Ｏ 的分析方法分别为高温裂解法和水平衡法ꎬ 结果采用 ＶＳＭＯＷ 标准并表示为

δ 值ꎬ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分析精度分别为 ± １‰和 ± ０. １‰ꎮ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全年的降水同位素数据拟合当地降水线

(ＬＭＷＬ)ꎬ 通过对比不同样品 δＤ—δ１８Ｏ 关系点与 ＬＭＷＬ 的相对位置ꎬ 判断水体来源及混合、 蒸发过程ꎮ 另

外计算了对应样品的 ｌｃ￣ ｅｘｃｅｓｓ 值[２５]ꎬ 用于表征样品同位素组成偏离 ＬＭＷＬ 的程度ꎬ 以反映其受蒸发程度ꎮ
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ꎬ 判断不同植物组别对应数据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 < ０. ０５)ꎮ

３　 结果和讨论

３. １　 围垦区植被环下部电阻率变化特征

Ａ￣Ａ′断面从较大的空间尺度上显示了围垦区下部的含水层电阻率(盐度)分布情况(图 ２(ａ))ꎮ 从垂直方

向上看(图 ２(ｂ))ꎬ 电阻率从浅层到深层显示出明显的变化: １０ ｍ 深度以上电阻率相对较高(平均值 ２. １ Ω
ｍ)ꎬ １０ ~ ３０ ｍ 深度存在明显的低电阻率区域ꎬ 在 ２０ ｍ 深度左右最低(平均值 ０. ７ Ωｍ)ꎬ 由 ２０ ｍ 以下电

阻率逐渐增大ꎬ 在 ９０ ｍ 深度左右出现电阻率最高值(平均值 ５. ８ Ωｍ)ꎮ 在 ５ ｍ 深度以上的浅层区域ꎬ 电阻

率存在较大的水平变化ꎬ 而越往深处电阻率在水平方向上的变化越小ꎮ 由此可见ꎬ 围垦区不同深度处含水层

的盐度存在明显差异ꎮ 整体上 １０ ｍ 以内的地下水盐度相对较低ꎬ 这是由于受到降雨入渗影响ꎬ 并且这种影

响在空间上不均匀ꎬ 特别是在 ５ ｍ 以上的区域ꎮ ３０ ｍ 左右深度以上属于潜水层(图 １(ｃ))ꎬ １０ ~ ３０ ｍ 左右深

度范围内的含水层盐度最高ꎬ 这与围垦之前地层受到高盐度海水的淹没有关ꎮ 更深处的含水层盐度逐渐降

低ꎬ 并在 ３０ ~ ６０ ｍ 之间存在较高的变化梯度ꎬ 结合水文地质剖面资料分析(图 １(ｃ))ꎬ 该深度对应于潜水层

下部的弱透水层(粉质黏土层)ꎬ 下部的承压水盐度较潜水层明显降低ꎮ
测量尺度较小的 Ｂ￣Ｂ′(图 ２(ｃ))和 Ｃ￣Ｃ′断面(图 ２(ｅ))从 ２ 个方向上显示了植被圆环下方的电阻率变化

情况ꎬ 体现出了类似的特征: ① 近地表存在明显的局部高电阻率区域ꎬ 如 Ｂ￣Ｂ′断面上 ３ ｍ 深度以上的电阻

率平均值(图 ２(ｄ))可高于 ３ Ωｍꎬ 而 Ｃ￣Ｃ′断面局部位置电阻率超过了 ７ Ωｍ(图 ２( ｆ))ꎻ ② 高阻和低阻

区域呈现水平方向间隔分布ꎬ 之间存在明显的过渡区域ꎻ ③ 高阻区块的下方对应存在局部的电阻率极小区

域ꎬ 二者之间电阻率垂直变化梯度较大ꎬ 如 Ｃ￣Ｃ′断面的水平 ２４ ｍ 位置ꎬ 电阻率从大于 ７ Ωｍ 迅速降低至

约 １ Ωｍ(图 ２(ｆ))ꎻ ④ 高阻区域位置与地表的植被环相对应ꎬ 植被环越大ꎬ 对应的高电阻率区块越大ꎬ
且电阻率相对越高ꎮ

从三维电阻率结果(图 ２(ｇ)和图 ２(ｈ))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ꎬ 地表存在 ２ 处高电阻率区域ꎬ 分别对应于

地表植被环①和②ꎮ 高阻区域的电阻率等值面呈现出不同大小嵌套的“碗状”ꎬ 电阻率碗口中心处最高ꎬ 越

往外环电阻率越低ꎬ 表明土壤盐度从植被环中心向四周逐渐增大ꎮ 高阻区下部存在对应的低阻块ꎬ 二者分界

较为清晰ꎬ 暗示上部的低盐度水较难与下部的高盐度地下水发生混合ꎮ 这一现象可能与不同盐度地下水的密

度差异有关ꎬ 低盐度水由于密度较小ꎬ 更容易“漂浮”在高盐度水上方ꎮ

３. ２　 植被种群与土壤水盐的对应关系

图 ３ 显示了植被环①和②下方 ８０ ｃｍ 深度范围内的土壤质量含水率(后文简称含水率)、 土壤水盐度、
δ１８Ｏ 以及 ｌｃ￣ ｅｘｃｅｓｓ 的分析结果及其空间变化ꎮ

土壤含水率变化范围 ２３. ２％ ~５６. ５％ ꎮ 虽然土样均取自地下水位以上ꎬ 但取样时发现在一些位置存在

明显的土壤饱和现象 (例如土壤剖面 Ｓ６ 的深度 ５０ ｃｍ 处含水率达 ５６. ５％ ꎬ Ｓ７ 的深度 ３０ ｃｍ 处含水率

３６ ４％ )ꎬ 但随着取样深度增加含水率又降低ꎮ 采样区间内土壤性质没有明显变化ꎬ 含水率的这一垂向变化

特征对应了上部水体的下渗过程ꎬ 高含水率位于下渗锋面附近ꎮ Ｓ６ 剖面具有最高的土壤含水率ꎬ 该剖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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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育程度更高的植被环②的中心处ꎬ 对应于植被类型Ⅰꎬ 表明植被环中心土壤持有更多的水量ꎮ 这一现象

在规模较小的植被环①不明显ꎮ

图 ２　 ＥＲＴ 测试电阻率反演结果

Ｆｉｇ. ２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Ｒ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土壤水盐度变化范围为 １. ５ ~ ９２. ２ꎬ 从地表向下逐渐降低(图 ３(ｃ))ꎮ 在水平方向上ꎬ 土壤水盐度呈现

出从植被环中心向两边增大的趋势ꎮ 土壤水盐度与地表植被分布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植被环中心的植被类

型Ⅰ下方土壤水盐度较低ꎬ 例如 Ｓ２ 剖面和 Ｓ６ 剖面的盐度变化范围分别为 ６. ３ ~ １９. ７ 和 １. ５ ~ ９. ８ꎻ 以碱蓬为

主的区域Ⅳ整体盐度较高ꎬ 例如 Ｓ４ 剖面和 Ｓ８ 剖面的土壤盐度分别为 ２８. ２ ~ ８１. ３ 和 ２７. ９ ~ ９２. ２ꎮ 发育程度

更高的植被环②下方土壤水盐度整体低于植被环①ꎮ
不同植被对应的根围区土壤的水盐和同位素分析结果如图 ４ 所示ꎮ 根围区土壤受到入渗、 植被耗水和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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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作用的共同影响ꎬ 不同位置处的土壤水含水率差异较大ꎮ 尽管植被类型Ⅱ对应的土壤含水率平均值相对较

高(图 ４(ａ))ꎬ 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４ 种植被对应的含水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 > ０. ０５)ꎮ 然而ꎬ 根围区土

壤水盐度从植被类型Ⅰ到Ⅳ呈现出明显的逐渐增大趋势(Ⅰ: １１. １ ± １. ４ꎬ Ⅱ: ２０. ４ ± ２. ０ꎬ Ⅲ: ４６. ６ ± ７. ６ꎬ
Ⅳ: ５７. １ ± １０. ２)ꎬ 并且Ⅲ(互花米草)和Ⅳ(碱蓬)的根围区土壤水盐度与Ⅰ(白茅等)和Ⅱ(芦苇)存在显著

性差异(ｐ < ０. ０５)ꎮ Ⅲ和Ⅳ的土壤水盐度值及其变化范围明显大于Ⅰ和Ⅱꎬ 表明互花米草和碱蓬能够适应更

高的土壤盐度ꎮ

图 ３　 植被环下方土壤水盐及同位素分布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ｎｅａｔｈ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ｉｒｃｌｅｓ

３. ３　 土壤水盐来源

如图 ５ꎬ 根据 ２０１９ 年降水同位素数据ꎬ 拟合得到了当地降水线 ＬＭＷＬ: δＤ ＝ ６. ７δ１８Ｏ ＋ ６. ５(Ｒ２ ＝ ０. ８７)ꎮ
降水线斜率和截距均小于全球雨水线 δＤ ＝８δ１８Ｏ ＋ １０ꎬ 表明降水受到较明显的不平衡二次蒸发影响ꎬ 与董小

芳等[２６]在上海沿海地区的研究结果类似ꎮ 围垦区内地表水重同位素较为富集(平均值 δＤ ＝ ( － ２０. ７ ±
１ ８)‰ꎬ δ１８Ｏ ＝ (０. ６０ ± ０. ７９)‰)ꎬ 偏离 ＬＭＷＬ 明显(ｌｃ￣ ｅｘｃｅｓｓ 值为( － ３１. ０ ± ３. ６)‰)ꎬ 表明地表水受到明



　 第 １ 期 詹泸成ꎬ 等: 条子泥围垦区水盐特征与植被分布的关系 １３３　　

显的蒸发作用影响ꎮ 依据地表水建立了当地蒸发线 ＥＬ: δＤ ＝ ２. ２δ１８Ｏ ￣２２. ０ (Ｒ２ ＝ ０. ９４)ꎬ 其低斜率反映了

围垦区强烈的蒸发作用ꎮ 图 ５ 显示了 ７—９ 月 (降水量占全年 ３２％ )的降水同位素组成ꎬ 以及全年的降水同

位素加权平均值(δＤ ＝ －３５. ４‰ꎬ δ１８Ｏ ＝ － ６. ０８‰)ꎮ 与大多数季风区类似ꎬ 研究区降水同位素具有夏季贫

化、 冬季富集的特点[２７]ꎮ １. ５ ｍ 深度处的浅层地下水具有较为富集的重同位素( δＤ ＝ ( － １５. ２ ± １. ５)‰ꎬ
δ１８Ｏ ＝ ( － ０. ６６ ± ０. ８１)‰)和较高的盐度(２６. ４ ± ０. ８)ꎬ 体现出一定的海水同位素特征[２８]ꎬ 表明含水层中保

留了围垦之前的海水成分ꎬ 这一解释也符合 ＥＲＴ 的测量结果ꎮ

图 ４　 不同植被对应的根围土壤水盐及同位素特征

Ｆｉｇ. ４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ｏｉｌ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图 ５　 围垦区不同水体同位素 δＤ—δ１８Ｏ 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δＤ ａｎｄ δ１８Ｏ ｆｏｒ ａｌｌ ｗａｔ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土壤剖面的同位素组成显示出较大的变化范围 ( δＤ: － ５７. ６‰ ~ － １９. ４‰ꎻ δ１８ Ｏ: － ８. １２‰ ~
－１. ３４‰)ꎬ 从图 ３(ｄ)看到ꎬ 土壤水 δ１８Ｏ 值呈现出从植被环中心向两边逐渐增大的趋势ꎬ 与地表植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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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对应关系: 植被类型Ⅰ下方土壤水同位素相对偏负ꎬ 例如 Ｓ２ 剖面和 Ｓ６ 剖面的 δ１８Ｏ 变化范围分别为

－ ６. ４０‰ ~ －４. ８８‰和 － ８. １２‰ ~ － ４. ５１‰ꎻ 而植被类型Ⅳ下方土壤水同位素相对偏正ꎬ 例如 Ｓ４ 剖面和 Ｓ８
剖面的 δ１８Ｏ 变化范围分别为 － ２. ３４‰ ~ －１. ８８‰和 － ２. ４２‰ ~ －１. ３４‰ꎮ 从图 ５ 可以看到ꎬ 非饱和土壤水整

体上位于当地降水线下方ꎬ 表明土壤水整体上受到一定程度的蒸发作用ꎮ 此外ꎬ 土壤水分散在夏季降水和浅

层地下水之间ꎬ 利用二者均值建立了混合线ＭＬ (δＤ ＝ ５. ５δ１８Ｏ － １１. ６)ꎬ 发现土壤水主要分布混合线附近ꎬ
这说明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壤水主要是大气降水入渗后和土壤中的高盐度水混合的结果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从

ＥＲＴ 结果上看ꎬ 所抽取的 １. ５ ｍ 深度的地下水不能完全代表高盐度的浅层地下水ꎮ 部分土壤水集中在降水的

全年加权平均值附近ꎬ 暗示着土壤水中可能混合保留了长期的降水成分ꎮ
不同植被的根围区土壤同位素存在差异ꎬ 对应植被类型Ⅰ至Ⅳ土壤水 δ１８Ｏ 值呈明显增大趋势(图４(ｃ))ꎮ

根围区土壤水在 δＤ—δ１８Ｏ 关系图上有较大的分布范围ꎬ 其中植被类型Ⅰ对应的根围土壤水的重同位素最为

贫化ꎬ 且更加接近 ＬＭＷＬꎬ 表明植被环中心的植被所利用的水分包含更多的降水成分ꎬ 这一点与其低盐度的

特点吻合ꎮ 植被类型Ⅱ、 Ⅲ、 Ⅳ根围区土壤水偏离 ＬＭＷＬ 明显ꎬ 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混合线ＭＬ(图 ５)ꎬ
表明受到明显的蒸发作用ꎮ

综上ꎬ 土壤水同位素的变化一方面可能来自于水源成分不同的影响ꎬ 植被环中心区域较低的 δ 值来自于

更大的降水混合比ꎮ 另一方面ꎬ 根围区土壤较浅ꎬ 受蒸发作用影响显著ꎮ 表征蒸发作用强弱的 ｌｃ￣ ｅｘｃｅｓｓ 值

在地表附近较低ꎬ 且呈植被环中心向外逐渐降低的趋势(图 ４(ｄ))ꎬ 由此判断出根围区土壤水自植被环中心

向外受到的蒸发程度逐渐增加ꎬ 在以碱蓬为主的外环区域最为明显ꎮ

３. ４　 围垦区水盐特征与植被分布的关系讨论

在世界上的一些干旱地区存在斑块状的植被分布格局ꎬ 研究结果显示土壤水分的空间分配对植被斑块有

重要影响[２９￣３０]ꎮ 根据条子泥围垦区的 ＥＲＴ 和土壤水盐测试结果ꎬ 不同植被根围区土壤含水率没有明显差异ꎬ
但是不同植被呈现圆环状分布与浅层土壤的盐分存在密切联系ꎮ 此外ꎬ 植被圆环的规模与土壤的低盐度程度

和范围存在一定的关联ꎮ 由此可见ꎬ 土壤水盐分的差异是影响不同种群形成植被环的重要因素ꎬ 这与前人在

国内外其他滨海地区发现盐度是植被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相一致[８ꎬ３１￣３２]ꎮ 芦苇、 互花米草、 碱蓬是黄海湿地

的主要优势种群ꎬ 研究发现土壤盐度决定了这些盐沼湿地植物的分布格局[８]ꎮ 不同植物有着不同的耐盐能

力ꎬ 李伟[１１]对长江口盐沼湿地的 ３ 种典型植物(芦苇、 海三棱藨草、 互花米草)的研究表明ꎬ 互花米草的耐

盐阈值约 ４４ꎬ 而芦苇耐盐阈值仅为 １３ꎮ 然而ꎬ 碱蓬的耐盐阈值可以达到互花米草的 ３ 倍左右[１２]ꎮ 条子泥围

垦区植被圆环的不同植物群落对应的根围区土壤水盐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ꎮ 随着土壤水盐度自圆心向外逐渐

增加ꎬ 地表植被类型从白茅等低耐盐植被逐渐向外环过渡为芦苇ꎬ 以及互花米草、 碱蓬等高耐盐盐沼植被ꎮ
利用环境同位素的指示作用ꎬ 非饱和区土壤水盐度一方面受到降水入渗的影响ꎮ 研究区在围垦之前受到

海水潮汐淹没ꎬ 浅层地下水和上部的非饱和土壤水保留了大量海水成分ꎬ 具有较高的盐度ꎮ 在一些干旱区ꎬ
人们发现降雨径流在微地形和地表土壤性质的控制下ꎬ 形成了不均匀的水分空间分布ꎬ 水分聚集之处因含水

率高而更容易形成植被斑块ꎬ 称之为“水文岛效应” [３０]ꎮ 与此类似ꎬ 围垦区域地势平坦ꎬ 土壤渗透性较差ꎬ
降水到达地表后在微地形的控制下不断向地势相对较低的区域汇集ꎬ 并逐渐与土壤中的高盐度水分发生混

合ꎮ 在这一过程下ꎬ 形成了地表局部的相对低盐度区域ꎬ 这一区域有利于一些耐盐植物的优先生长和发展ꎮ
反过来ꎬ 植物对降雨的截留作用和根系造成的大孔隙有助于降雨入渗ꎬ 进一步促进了植被区域土壤水的淡

化ꎬ 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在植被环中心区域下方存在土壤水含水率极大值的现象ꎮ 在这样的反馈机制下ꎬ 植

物群落不断自适应扩张ꎬ 加上物种之间的竞争ꎬ 中心区域被低耐盐的植被所占据ꎬ 形成由内向外的植被类型

的变化ꎮ 由于淡水与咸水的密度差异ꎬ 上部淡水难以进一步向深处入渗ꎬ 而是以“碗状”“漂浮”在了近地面

区域ꎬ 在较高的地下水盐度背景下形成了“淡水岛”ꎬ 为地表不同湿地植被的持续发育创造了条件ꎮ
根围区土壤水同位素揭示ꎬ 蒸发造成的盐分集结是影响地表土壤水盐度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ꎮ 根围区

土壤水盐度局部达到了 ９２ꎬ 超过了海水的平均盐度 ３５ꎬ 显然是受到了蒸发盐分集结的影响ꎮ 随着土壤中水



　 第 １ 期 詹泸成ꎬ 等: 条子泥围垦区水盐特征与植被分布的关系 １３５　　

分的蒸发ꎬ 围垦区含盐量较高的地下水以毛管水向上运移ꎬ 不断向表层土壤补给ꎬ 导致表层土壤盐分不断集

结[３３]ꎮ 虽然蒸发作用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浅部区域ꎬ 但会直接影响表层的土壤水盐度ꎬ 从而影响植物的生存

生长ꎮ 此外ꎬ 同位素揭示出根围区土壤水的蒸发程度从植被环中心到四周有逐渐增大的趋势ꎬ 暗示着植物的

存在也会影响地表蒸发的格局ꎮ 现场发现植被环中心区域植被覆盖度更高ꎬ 地表蒸发和盐分集结作用弱ꎬ 而

外环区域植被较稀疏ꎬ 蒸发和盐分集结作用更强ꎮ 植物环对蒸发格局的影响进一步影响了地表土壤水的盐度

分布ꎮ
综上ꎬ 根据本研究结果ꎬ 土壤水盐分的差异是影响地表植被种群分布的重要因素ꎬ 而土壤盐度和植被分

布之间存在互反馈机制ꎬ 降雨入渗对土壤水的淡化作用以及近地表不同程度的蒸发作用共同造就了地表的圆

环状盐度变化格局ꎬ 直接影响了地表植被种群的分布格局ꎬ 而地表植被的分布也会反过来影响降雨入渗和蒸

发过程ꎬ 进一步促进了地表土壤水盐度的空间差异化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本研究所揭示的植被区土壤盐度分布特征除了受到降水、 蒸发的影响外ꎬ 可能还与植被

自身生物过程对土壤盐度的改良作用有关ꎮ 有研究表明ꎬ 耐盐植物的根系吸水和根际的生物化学反应会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根围区的土壤盐度[３４]ꎮ 例如ꎬ 随着互花米草等滨海植物的生长ꎬ 根围土壤中的 Ｎａ ＋ 、 Ｃｌ － 浓度
呈现出下降趋势[３５￣３６]ꎬ 特别是在受潮汐影响较小的区域[３７]ꎬ 这一影响在本研究方案设计中暂未考虑ꎮ 此外ꎬ
由于研究区浅层的土壤含水率和盐度在时间上存在动态变化[２２]ꎬ 本研究基于单次测量和采样的结果不能代

表长期情况ꎮ 尽管如此ꎬ 由于野外工作开展于旱季ꎬ 气象数据显示测量和采样前 １５ ｄ 内降水量仅约１. ９ ｍｍꎬ
且前 ３ ｄ 内无明显降水过程ꎬ 因此可以忽略偶然降水事件对土壤水盐空间分布的影响ꎮ 研究区植被扩张存在

明显的季节性变化[１９]ꎬ 这可能与季节性的土壤水盐变化有关ꎮ 另外ꎬ 微地形作用下的降雨汇聚可能是植被

分布格局形成的关键ꎬ 但在本文中未作针对性测量和深入分析ꎮ 因此ꎬ 为了进一步认识围垦区地表植被和土

壤水盐的长期作用关系ꎬ 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结合考虑生物脱盐、 季节性变化、 地形等因素的共同影响ꎮ
本研究对应的围垦区块主要用于湿地生态功能建设ꎬ 目前在自然降水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本文所述的圆

环状植被分布ꎮ 降水的混合脱盐作用和蒸发的集结盐分效应是控制土壤盐度的 ２ 个对立因素ꎬ 然而降水的脱

盐过程极为缓慢ꎬ 植被在各自所能承受的盐度阈值附近生长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围垦状态不利于湿地植被的

健康发展ꎮ 根据本文的结果ꎬ 盐分是该区域湿地植被分布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ꎬ 因此ꎬ 为了修复围垦区的湿

地生态功能ꎬ 建议采取措施进行土壤水盐度的科学控制ꎬ 例如开辟潮汐作用通道带走地面集结盐分ꎬ 既要有

效降低土壤的高盐度ꎬ 又不可破坏土壤盐度的空间差异ꎮ

４　 结　 　 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在江苏东台条子泥围垦区进行现场测量和采样ꎬ 揭示围垦区水盐特征与植被分布的关系ꎬ
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 条子泥围垦区内植被圆环区域的电阻率测量结果显示ꎬ 植被环下方存在高电阻率区块ꎬ 且植被环越

大ꎬ 对应的高电阻率区块越大ꎬ 电阻率越高ꎮ
(２) 根据土壤剖面样品的水盐测试ꎬ 植物圆环状的分布格局对应于土壤水盐度的空间变化: 随着土壤水

盐度自圆环中心向四周逐渐增大ꎬ 地表植被从白茅等低耐盐物种逐渐向外环过渡为芦苇ꎬ 以及互花米草、 碱

蓬等高耐盐物种ꎮ
(３) Ｄ、１８Ｏ 环境同位素进一步揭示ꎬ 大气降水入渗及其与高盐度水的混合作用ꎬ 以及近地表不同程度的

蒸发作用ꎬ 是影响围垦区浅层土壤水盐度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ꎮ
(４) 土壤盐度和植被分布之间存在互反馈机制ꎬ 土壤盐度直接影响了地表植被种群的分布格局ꎬ 而地表

植被的存在也会通过影响入渗和蒸发过程而反过来影响土壤盐度及其空间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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