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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水土流失是半干旱黄土丘

陵沟壑区主要的生态问题! 水土流失

的主要原因是不适宜的土地利用和缺

少植被覆盖" 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还

草工程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大范围的植

被重建和恢复!增加自然和人工植被!

控制水土流失" 至 !"#" 年!我国将有

$%&&’( 万 )*! 坡耕地退耕 还 林 还 草"

在半干旱黄土丘陵沟壑区! 由于植被

生态环境的差异! 很多工程项目的结

果背离所预期的生态效益目标"

植被恢复与重建是恢复生态系统

结构与功能的重要途径! 显而易见!这

种变化将导致包括径流和土壤侵蚀在

内的很多生态过程的改变"我们对植被

类型不同层次以及不同植被类型的水

土保持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囿于有

限的观测时间和模拟降水次数!且多以

静态研究为主!植被类型和指标较为单

一!所以缺乏植被重建及恢复过程连续

变化土壤侵蚀的动态变化过程分析"

由于植被对水文影响具有时间#

空间尺度相关性! 径流小区域研究结

果的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植被

类型起始生态环境及重建# 恢复时间

的一致性! 植被覆盖类型的生态功能

就地对比试验! 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途

径和方法" 自然降水下的连续观测所

得到的长期的土壤侵蚀数据! 反映植

被逐步变化过程和气候变化所形成的

共同影响" 侵蚀量#分布#累积侵蚀量

及其时间变化作为重要的变化趋势测

度变量+ 可以比较各类型不同时段的

减蚀效率变化"以坡耕地为对照目标!

可以更容易确定农耕坡地耕作导致侵

蚀的风险程度以及通过植被重建与恢

复能够防止侵蚀风险的程度!研究结果

为半干旱黄土丘陵沟壑区的乔灌草人

工植被恢复与重建规划#设计及其景观

尺度的合理布局与配置提供了基础"

一!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甘肃省定西地区安家

沟小流域!海拔 #,--.!!/-*!年均降水

量 %!(**+空气相对湿度 &/’01!无霜期

#%#2!蒸发量 $/$-**!干燥度为 $’$/!
按气候区划为中温带半干旱区!水土保

持区划为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五副区"

该小流域属典型梁峁状黄土丘陵

沟壑区" 沟壑密度 3’$%4* 5 4*!!主要

发育为黄绵土和沟道盐渍土! 坡面土

层厚度一般达 %".&"*!质地属粉壤土+

".!""6* 的土壤容重 $’$.$’%7 5 6*3!土

壤空隙度平均为 //1"

该区植被属森林草原带干草原区"

自然植被以禾本科#菊科#豆科等草本

植物为主+有少量沙棘分布"人工种植作

物主要以春小麦#洋芋#胡麻和豌豆等!

油松#沙棘#苜蓿和针茅草为代表性的

植被类型" 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梯田#

坡耕地#林地#撂荒坡地和自然荒草坡"

二!研究方法

!"径流小区设置

共设立 $/ 个径流小区!小区的垂

直 投 影 面 积 为 /*8$"* 和 $"*8$"*
$沙棘#油松林%" 设置 / 种类型小区&

农作物地#紫花苜蓿地#沙棘林地#油

松林地和针茅草地" 各类型分别按照

$"9##/9和 !-9三个坡度布设" 各小区

坡耕地在 #,0/ 年建成!农作物主要为

春小麦单作" 沙棘和油松栽植密度分

别为 #*8#* 和 !*83*"针茅草地起始

盖度为 #--1!高度 !-6*" #,,3.#,,0
年!苜蓿小区与作物小区轮换" 各小区

植被覆盖度在生长结束时测定一次"

#"径流和泥沙测定

产生径流后! 量算径流总体积!

半干旱黄土丘陵沟壑区

不同植被类型减蚀效应及其时间变化
!黄志霖 陈利顶 傅伯杰 吴祥林

摘 要 在半干旱黄土丘陵沟壑区!植被恢复与重建是脆弱生态区生态修复的重要途径" 但对植被恢复重建的类

型选择及其水土保持功能仍然有很多争议" 在自然降水条件下!基于 ! 种植被类型与农作物的径流场对

比试验的连续观测#"! 年$!可以反映植被重建和恢复过程水土保持功能的时间基本变化特征% 结果表

明&植被恢复与重建显著地减少了土壤侵蚀量!但不同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土壤侵蚀量从高到低依

次为&农耕坡地’苜蓿地’油松林地’针茅草地’沙棘林地"

关键词 沟壑区 减蚀效应 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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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均匀后重复取泥沙样!实验室烘

干!计算径流量"径流率"产沙量和侵

蚀模数#

!"降水量测定

在试验区有标准气象观测站!由

雨量筒和自动降水记录仪记录降水量

和降水过程!记录降水持续时间"各时

段降水量! 计算平均降水强度和最大

!"#$% 或 &"#$% 降水强度$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 回归分析等统计

分析方法! 得出不同类型的侵蚀量年

度动态变化以及累积侵蚀量用来作为

评估减蚀效应$通过比较!可以确定减

少侵蚀发生的时段" 相对效率和不同

年度区间的动态分布与变化$

三!结果与讨论

$%侵蚀次数与侵蚀量

研究观测期间! 与农耕坡地总侵

蚀量相比较!苜蓿地"沙棘林地"油松

林地和自 然 草 地 分 别 降 低 了 ’’(’)"

*+)",*(&)和 *-(.)$ 沙棘林地的年

侵蚀率变动范围为 "/,(*0 1 #-!而自然

草地为 !("/-2(.0 1 #-$ 土壤侵蚀量以

农耕坡地为最高!依次为&农耕坡地%

苜蓿地%油松林地%草地%沙棘林地$农

耕坡地% 苜蓿地和油松林地显著地大

于沙棘林地和自然草坡的侵蚀量$

从侵蚀产生的次数可以反映出植

被重建与恢复减少侵蚀的效果是明显

的!不同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 !*.+/!*** 年!沙棘林地%针茅草

地 侵 蚀 产 生 次 数 分 别 为 ’’ 次 和 .+
次! 分别比农耕坡地减少了 +& 次和

&- 次# 土壤侵蚀主要与土地利用变化%

植被覆盖及管理有关!该统计结果证明

了植被与土地利用无疑是控制侵蚀产

生强度和频率的重要因素#农耕坡地和

苜蓿地侵蚀量较高是由于植被覆盖度

低和耕作时导致的土壤表面细粒疏松

层#次暴雨土壤侵蚀量的多少依赖能够

被径流携带的地表疏松土层的供应#

&%侵蚀的月份分布

’/* 月! 各月侵蚀量占总侵蚀量

的比例分别为&.)%!+)%2&)%&!)和

&)# 侵蚀主要集中分布在 , 月和 . 月!

极少分布在 ’ 月和 * 月# 与农耕坡地比

较!在 ,%. 月!苜蓿地%沙棘林地%油松林

地及草地侵蚀量分别减少了 -&..0 1#-%

2"’*0 1#-%&-&’0 1 #- 和 &*-"0 1 #-!而 且

,%. 月的侵蚀量较小差异! 这与侵蚀

性降水分布与植被覆盖变化有关!多

数侵蚀主要出现在限制性时段内!侵

蚀发生与土壤对侵蚀高度的敏感性状

况是一致的! 侵蚀量的月份分布及其

变化是降水分布和植被覆盖季节变化

的反映# 不同类型总侵蚀量的月份分

布见图 !#
苜蓿地和农耕坡地水土保持效果

取决于两个关键时期# 2 月中旬到 ’
月中旬!降水量小且变率大!长期的水

分亏缺经常出现在苜蓿和农作物 ’春

小麦(关键生长阶段!对雨水的高度依

赖决定了植被覆盖具有极大的变率!

植被覆盖及生物量取决于降水量和关

键时段植物对水分需水的满足程度#,
月下旬至 * 月! 农耕坡地和苜蓿地秋

季作物收割及苜蓿刈割! 该时段是侵

蚀性降水集中阶段! 并且地面失去植

被保护! 径流及侵蚀产生也集中于这

个关键时期# 各类型减蚀效应主要分

布在 ,%. 月!分别占总减少量的 ,2)%

,,)%,+)和 ,+)# 这个结果与降水的

月份分布是一致的#

!%减蚀率动态变化

年度内% 年际和月份内及月份间

的可变性! 妨碍了对不同类型间不同

时段水土保持效果差异的比较# 各类

型 !/!2 年连续的不同阶段侵蚀量累

积曲线如图 -! 各类型土壤侵蚀量排

位次序不一致#

整体上! 各类型减蚀率随累积时

间延长而表现为稳定的趋势’图 &(#为

了比较和说明各类型在不同时间段的

减蚀效率随时间而呈现的动态变化!

特别是连续的过程比较! 选择参照体

系’农耕坡地(是必要的# 将试验观测

期 分 为 & 部 分 ’图 2(即 前 段 ’!*.+/
!*.. 年(%中段’!*.*/!**& 年(和后段

’!**2/!*** 年()同时!对各类型按照

& 个不同间隔期’图 ’(即短期’!*.+/
!*.. 年(%中期’!*.+/!**& 年(和长期

’!*.+/!*** 年(进行考察#

"-#不同时间段

整个试验期间!针茅草地%沙棘林

地和油松林地随时间段变化减蚀率逐

步提高’图 ’(# 相反!苜蓿草地的减蚀

率随时间的延长而逐步降低#前段!减

表 - 不同植被类型的年侵蚀量!侵蚀产生次数

类 型 最小值 最大值 总 量 平均值 标准误差

坡 耕 地 -& !’22 ’’.+’!!.( &**3 ,’
苜蓿草地 &! +-2 -&’-’!!,( !+.4 &-
沙棘林地 " !&2 -."’’’( -"5 +
油松林地 + 2.’ !&"-’!"2( *&45 -2
针茅草地 ! !-2 2-"’.+( &"5 ’

注$!平均值"列字母相同指没有显著性差异#!"#$#%$&’(%& !总量"列括号内的数字指径流侵

蚀产生的次数& 侵蚀次数以次侵蚀量大于 )* + , 为标准进行统计&

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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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率较高!为 !"#"中段!减蚀率保持

在平稳恒定水平#$%#左右$"后段!累

积侵蚀减低率逐步降低!仅为 %"#%前

段 ! 苜 蓿 草 地 和 沙 棘 林 地 减 蚀 率

#!"#&相同!针茅草地较高’&"#&!但

油松林减蚀率#’"#&较低% 中段!沙棘

林和针茅草地减蚀率相同#&!#&% 试

验后期!针茅草地(沙棘林地和油松林

地减蚀率达到较高的水平#&(#(&’#
和 ))#&)

不同时间段植被类型的减蚀率与

植被覆盖度和土壤扰动状况是联系在

一起的* 苜蓿草地在起始的 ’ 年内!盖

度迅速下降* 从第 ! 年开始!苜蓿由于

衰败!需连年重新续植!由于干旱!盖度

一直很低且土壤表层疏松!土壤侵蚀量

较高*沙棘林地和针茅草地的累积减蚀

率迅速上升并稳定地保持在高水平*

!-"不同间隔期

不同植被类型的短期+ 中期和长

期减蚀率变化与时间段变化特征类似

,图 ’&* 整个研究期间!与农耕坡地比

较!苜蓿地(油松林地(草地和沙棘林

地土壤侵蚀量分别减少了 ’!#(&’#(

))#和 &(#* 在苜蓿连续收获期间!其

减蚀效应较高! 但后来相应的重新耕

作导致径流减少(侵蚀效率下降*

!"植被恢复

植被重建后! 不同植被类型的自

然植被恢复差异很大* 耐阴的草本植

被大量出现在沙棘林内! 与林冠层和

枯落物层构成稳定的缓冲层! 形成复

合的植被层次结构,林冠层(草本层和

枯落物层&!地面覆盖度良好* 尽管油

松林地的覆盖度逐年增加! 但要使地

面没有植被侵入是不可能的! 林地地

面裸露"天然针茅群落的植被

覆盖度增加! 植物种类增多*

灌木沙棘进入!说明在保护状

态下!针茅群落所进行的自然

恢复过程有利于水土保持功

能的发挥*

已郁闭的 "* 年生沙棘林

小区枯枝落叶层厚达 +,’-.!

干重 ),$/0 1 .(! 试验后期!其

年侵蚀量几乎为 2!减缓侵蚀

作用明显*在侵蚀易于发生的

区域!要控制侵蚀!植被是必

不可少的因素!林冠层及枯落

物层覆盖为土壤提供了必要

的保护*枯落物能够改善土壤

性质! 降水雨滴到达土壤前!

密集的植被土地覆盖构成缓

冲区!并通过根系增加土壤的

渗透容量!限制径流和多发的

侵蚀产生*沙棘灌木林的径流

和侵蚀结果证明-随时间尺度

的增加! 影响和控制径流(侵

蚀的主导因子从降水特征转

移到植被覆盖和土壤结构性

质的变化*

四#结语

侵蚀产生量与土地利用及土壤覆

盖特征有关* 较高的侵蚀量出现在农

耕坡地和苜蓿地* 这主要是由于缺乏

植被覆盖保护和表层土壤被扰动* 而

其余类型相对低的侵蚀则归功于良好

的植被覆盖和土壤无扰动或低扰动*

沙棘灌木林和针茅草地是有效的

水土保持类型*沙棘林的建立促进天然

草本的自然恢复!天然针茅草地也同时

具有灌木沙棘的衍生作用* 由于较低

的减蚀效应和无任何灌草植被衍生及

自我更新! 油松人工林应该被谨慎地

推荐* 天然草地的土壤侵蚀量极低!草

本覆盖应该得到保育及人工恢复*

各类型具有不同的减蚀效率变化

趋势* 自然草坡和沙棘林的减蚀率在

短期内迅速上升并维持在高水平!油

松林减蚀率变化缓慢但具有持续增加

趋势!然而!苜蓿地的减蚀率一直表现

为下降趋势* 林地植被类型及结构会

显 著 影 响 其 径 流 的 发 生 和 侵 蚀 的 结

果*一年生草本(多年生自然灌草覆盖

具有更低的径流和侵蚀量! 保留和维

持这些类型! 能够实现以极低的成本

获得良好的生态防护功能! 维持自然

植被也是一种有效的生态恢复方式和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在半干旱丘陵沟壑区!选择适当的

植被类型和有效的管理是预防水土流

失风险的重要保证*灌木林和草地表现

稳定!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 大量

苜蓿草地(乔木林地的建成!无疑会加

剧土壤水分的消耗和肥力的下降!从水

土保持角度而言!也是植被恢复与重建

过程中应谨慎选择的*在生态重建恢复

工程中!针对土地利用类型选择适当的

措施来防止地表径流和土地退化!以减

缓生态系统退化是十分必要的* !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系统生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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