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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地点位于半干旱的黄土高原区，在坡向导致的土壤水分差异的基础上，分析该区域撂荒草地和人工林地土壤水分随

退耕年限的变化特征，进而以自然草地为参照，分析不同坡向人工林地土壤水分亏缺程度。结果表明: 总体上，阴坡土壤水分显

著高于阳坡，撂荒草地、自然草地和林地土壤水分在阴 /阳坡之间的差异分别为: 3．1%、2．6%、1．5%; 可见，人工林地降低了由坡

向导致的土壤水分的差异。在阴 /阳坡上，撂荒草地土壤水分随退耕年限增加皆呈显著增加趋势，并且，总体上，土壤水分的增

加程度随年限增加而增大，尤其在深层的土壤水分。而林地土壤水分在阴坡和阳坡皆呈显著降低的趋势; 通过对比阴 /阳坡不

同土层土壤水分随退耕年限变化趋势，阳坡人工林地上层土壤水分( 0—1m 和 1—2m) 随年限增加降低程度有所减少，然而，较

深层( 2—3m 和 3—4m) 土壤水分在后期降低程度更大，而阴坡土壤水分随年限增加的降低程度呈现与阳坡相反的趋势; 人工刺

槐林地导致的土壤水分亏缺程度( 以自然草地土壤水分为参考) 随着年限增加呈增加趋势，且随深度增加呈增加趋势，总体上，

阳坡人工林地除 0—1m 土层的土壤水分亏缺程度高于阴坡，其余土层平均土壤水分亏缺程度在前、中、后期皆低于阴坡。

关键词: 土壤水分; 坡向; 恢复年限; 土壤亏缺; 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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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e semi-arid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soil

water content due to different slope aspects，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soil water content in an abandoned farmland and

artificial forestland with an increase in restoration years was analyzed，and on the basis of the amount of soil water in a

native grassland，the soil water deficit in the artificial forestland on different slope aspects was also analyzed． Overall，the

soil water content in the shady slop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unny slope; the difference in soil water

content between the two slope aspects was 3．1% for the abandoned farmland; 2．6%，native grassland; and 1．5%，artificial

forestland． Therefore，the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the artificial forestland with respect to soil water diminish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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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n soil water due to the different slope aspects． The soil water content of the abandoned farmland presented a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rend with an increase in restoration years，and the degree of increase would also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in restoration years． However，in the artificial forestland，a decreasing trend was observed; for the sunny slope，the
degree of decrease in soil water content would decrease with an increase in restoration years at the layers of 0—1 m and 1—
2 m; however，the degree of decrease in soil water content at the layers of 2—3 m and 3—4 m would increase with an
increase in restoration years，and that was contrary at the shady slope． The soil water deficit in the artificial forestland
presented an enhanced trend with the progres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increase in soil depth． Overall，excepting the
layers of 0—1 m，the soil water deficit in the artificial forestland on the sunny slope was lower than that on the shady slope．

Key Words: soil water content; slope aspect; restoration years; soil water deficit; the Loess Plateau

土壤水分是影响植被生长的关键因子之一，是连接土壤-植被-大气的关键纽带，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

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1-3］。尤其对于降雨稀少的干旱与半干旱区域，土壤水分是主要的限制因子之一［4］。
土壤水分受多因子影响( 气候、植被、地形、土壤特性等) ，在较大尺度上( 区域、全球等) ，气候和土壤特性是其

主要影响因子，而在较小尺度上( 坡面、流域等) ，土壤水分主要受地形、植被影响［5-7］。
黄土高原属于典型的干旱与半干旱区，土壤疏松、水土流失严重，区内沟壑纵横、地形条件复杂。为控制

严重的水土流失，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使得土地利用方式有了大规模转变，人工恢复植被已成为黄土高原

主要植被类型［8-9］; 而人工植被对土壤水分的过度消耗已经导致了土壤水环境的干化，甚至造成了生态系统

退化，譬如在黄土高原普遍分布的土壤干层及“小老树”现象［10-15］。因此，土壤水分对土地利用改变的响应已

经成为研究热点，许多学者已展开了相关研究［4-5，10，13-14］。地形通过对太阳辐射的影响间接影响土壤水

分［16-19］，研究发现，就坡向来说，土壤水分含量大小一般遵循: 阴坡＞半阴坡＞半阳坡＞阳坡，而且土壤储水量以

及土壤水分有效性同样遵循该大小关系［20-22］，即坡向在决定土壤水环境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以不同坡

向导致的土壤水环境差异为基础进行土壤水分对生态恢复响应的研究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目前，对于坡向

导致的土壤水分的空间异质性虽已有较多研究，但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土壤水分随不同退耕年限的变化趋势及

土壤水分亏缺差异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本文以黄土高原典型丘陵沟壑区撂荒草地和人工林地为研究对象，

定量描述坡向因子( 阴坡和阳坡) 对土壤水分空间差异性的影响，阐明撂荒草地和人工林地土壤水分的差异

性，并分析撂荒草地和人工林地土壤水分随恢复年限梯度的动态变化规律，进而探讨人工林地土壤水分的亏

缺程度。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中的野外数据采集主要集中在延安地区，采样点主要集中于延安市宝塔区( N36°33．13'; E109°26．
58') 、安塞县( N36°54．33'; E109°10．88') 、志丹县( N36°45．23'; E108°37．22') 3 个区域( 图 1) ，属于典型的黄

土沟壑区，平均海拔高度 1000—1500m，年均气温 7．8—8．5℃，年平均降雨量 500—530mm，年均蒸发量 1600—
1800mm，该区域属于森林草原过渡带，土壤类型主要为黄绵土，并且该地区属于主要的退耕还林区域，在此背

景下，人工刺槐林( Ｒobinia pseudoacacia) 分布面积大，成为主要主要植被恢复类型。
1．2 研究方法

1．2．1 采样点设置

试验于 2015 年 5—6 月份进行，采样期间天气晴好，没有发生持续降雨天气。本研究设置两个坡向( 阴坡

和阳坡) ，阳坡定义为南偏东 /西 15°以内，阴坡定义为北偏东 /西 15°以内。于每个坡向中选 3 种地类( 撂荒草

地、自然草地、人工刺槐林地) ，采样点的分布见图 1。阳坡共设置撂荒草地 8 个草地样方: 5a 撂荒草地、8a 撂

荒草地、15a 撂荒草地、20a 撂荒草地、30a 撂荒草地、35a 撂荒草地、2 个自然草地，优势物种主要是长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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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采样点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experimental sites in

two zones

( Stipa bungeana) 、白羊草( Bothriochloa ischcemum) 、白

莲蒿( Artemisia sacrorum) 、冰草( Agropyron cristatum) ，采

样点主要位于安塞纸坊沟、延安羊圈沟、志丹双河镇; 林

地设置 8 个刺槐林地样方，包括 5、8、16、20、25、30、35、
40a，采样点主要位于安塞纸坊沟、延安羊圈沟、志丹双

河镇。阴坡共设置 9 个草地样方: 5a 撂荒地、10a 撂荒

地、15a 撂荒地、16a 撂荒地、20a 撂荒地、30a 撂荒地、
33a 撂荒地、35a 撂荒地、两个自然草地，优势物种主要

为 冰 草 ( Agropyron cristatum ) 、华 北 米 蒿 ( Artemisia
giraldii) 、白 羊 草 ( Bothriochloa ischcemum ) 和 长 芒 草

( Stipa bungeana) ，采样点主要位于安塞纸坊沟、延安羊

圈沟、延安羊圈沟; 设置 8 个刺槐林地样方: 5、10、15、
19、25、30、33、45a，采样点主要位于延安羊圈沟、延安燕

沟、志丹双河镇。
1．2．2 采样方法

于每个采样点进行土壤样品的采集，采样用传统的土钻取样法，采样深度 4m，采样间隔 20cm，每个样方

采两个土壤剖面用以计算平均值，土壤采得后装入专业铝盒，称量鲜重后以 105℃烘干 24h，用以计算土壤质

量含水量; 土壤样品采样的同时，记录样地的经纬度、海拔、坡度、坡向等地理信息，样地年限的获取主要通过

询问了解退耕情况的当地人，同时，于林地采样时，进行年轮数据采集，用以判定林木生长年龄。
1．2．3 分析方法

土壤含水量的计算方法采用公式 1:

土壤含水量 %( ) = 鲜重 － 干重
干重

× 100% ( 1)

每个样地土壤水分平均值是两个重复土壤剖面的平均值获得，在进行土壤水分随退耕年限的变化趋势

时，将年限分为三个阶段: 退耕初期( 5—10a) 、退耕中期( 15—25a) 、退耕后期( 30a 以上) ; 并将土层分为四

层: 0—1m、1—2m、2—3m、3—4m，并分别进行分析土壤水分变化特征。

图 2 阴坡与阳坡土壤水分对比

Fig．2 The comparison of soil water content between the sunny

slope and shady slope

2 结果与讨论

2．1 阴坡与阳坡土壤水分对比

通过计算阴坡与阳坡各地类平均土壤水分含量以

对比阴 /阳坡土壤水分的差异，如图 2 所示。从总体水

平来看，本研究调查的 3 种地类( 撂荒草地，自然草地和

林地) 的阴坡土壤水分要高于阳坡的土壤水分，阴坡土

壤水分整体上比阳坡高 2．4%，其中撂荒草地高3．1%，自

然草地高 2．6%，人工林地高 1．5%( 图 2，表 1) 。坡向通

过影响地表太阳辐射量而影响地温，进而间接影响土壤

蒸发和植被蒸腾［20，23］，导致阴坡的土壤储水量相对较

高，这与前人研究的结论相符［21-22］，因此，对于小区 /小
流域等较小尺度的土壤水分研究中，不同坡向间土壤水

分的差异应该作为土壤水分空间异质性的前提或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林地土壤水分在阴 /阳坡的差异明显比撂荒草地和自然草地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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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活动将会降低由于地形因素导致的土壤水分含量的差异［24］。

表 1 阴坡与阳坡不同土层土壤水分含量方差分析

Table 1 The ANOVA of soil water content at different soil layer of the sunny slope and shady slope

坡向 Slope Aspect 自然草地 NG std 撂荒草地 AF std 林地 FL std

阳坡 Sunny Slope 0—1 14．75a 1．90 14．06a 2．35 7．93b 2．06

1—2 11．87a 0．32 8．94b 0．58 6．49c 0．09

2—3 13．04a 0．26 9．91b 0．28 6．27c 0．15

3—4 13．01a 0．31 9．91b 0．87 6．26c 0．21

阴坡 Shady Slope 0—1 15．73ab 0．87 14．73bc 1．52 12．10c 3．47

1—2 14．98a 0．54 12．65b 0．66 7．42c 0．19

2—3 16．15a 0．34 14．11b 0．20 7．20c 0．11

3—4 17．00a 0．50 14．75b 0．58 6．74c 0．26

NG: native grassland，AF: abandoned farmland，FL: forestland，std: 标准差 / standard deviation

对比相同坡向中的 3 种地类的土壤水分可以看出，不管在阴坡还是阳坡，土壤水分含量总是遵循自然草

地＞撂荒草地＞林地，在阳坡，撂荒草地土壤水分比自然草地少 2．29%，林地比撂荒草地少 4．2%，且在阴坡的数

值分别为 1．9%和 5．7%。图 3 为 3 种地类的土壤水分在土层 1—4m 的剖面变化规律图，1m 以上土层土壤水

分，在阴坡和阳坡的自然草地和撂荒草地都成明显的下降趋势，而 1m 以下土层土壤水分呈现一定程度的波

动式增加趋势，阳坡自然草地土壤水分含量在 11．6%—13．4%波动，撂荒草地土壤水分含量为 8．2%—10．9%，

在阴坡分数值分别为 14．1%—17．4%和 11．9%—15．7%，且在 1m 以下土层撂荒草地与自然草地的土壤水分含

量差异更显著( 图 3，表 1) 。在阴坡和阳坡，人工林地的土壤水分在整个剖面显著低于撂荒草地和自然草地，

且林地土壤水分随着深度增加呈降低的趋势，阳坡林地土壤水分范围为 6． 0%—6． 6%，阴坡土壤水分为

6．4%—7．5%。土壤水分剖面分布与植被根系分布有直接关系［25］，研究表明，黄土高原生态恢复中，人工刺槐

林地有密集的深根系，因此对于深层土壤水分的消耗更为显著［26］，而草地根系主要集中在 1m 以内，因此对土

壤水分的消耗主要集中于土壤表层［4，8］。

图 3 阴坡与阳坡土壤水分剖面分布图

Fig．3 The profile distribution of soil water content of the sunny slope and shady slope

2．2 阴坡与阳坡土壤水分随退耕年限的变化特征

图 4 显示了不同坡向上的撂荒草地和林地土壤水分随退耕年限的变化趋势。对于撂荒草地而言，阴 /阳

321618 期 安文明 等: 黄土高原阴 /阳坡向林草土壤水分随退耕年限的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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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样地土壤水分随退耕年限增加皆呈现显著增加趋势( 图 4a) 。撂荒草地的演替过程属于正向演替［27-29］，而

以降雨为主要来源的土壤水分是表征气候特征的一个重要参数; 因此在植被自然演替的过程中，土壤水分状

况也必然朝着适合于当地自然条件( 即自然草地状态) 的方向发展，从此意义上讲，撂荒草地是一种对土壤水

分保持与恢复有积极作用的生态恢复方式。另外，阴坡撂荒草地土壤水分在调查年限范围内( 5—50a) 的土

壤水分的变化幅度为 3．0%，阳坡土壤水分变化幅度为 4．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阳坡撂荒草地随恢复年限

梯度的土壤水分增加量要大于阴坡草地。对于人工林地而言，阴 /阳坡土壤水分随着退耕年限的增加皆呈现

显著的降低趋势( 图 4b) ，人工刺槐林属于高耗水林型［30-31］，为了满足自身生长的需求，随着年限的增加，对水

分的消耗将逐渐增加，尤其是对深层土壤水分的消耗，甚至导致土壤水分严重亏缺，而形成土壤干层，王云强

等研究表明，刺槐林地的土壤干层的厚度和深度随生长年限的增加而呈增加的趋势［32］。严重的土壤水分亏

缺对人工林地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在黄土高原普遍存在的“小老树”，以及人工林地退化后形成的稀

疏林木的草地景观［11，14，17］。阴坡林地土壤水分在调查的年限范围内( 5—45a ) ，土壤水分的变化程度为

2．0%，而阳坡为 1．8%。本研究中为了更为详细的展现土壤水分随年限的变化，图 5 显示了阴 /阳坡草地和林

地不同土层土壤水分从退耕初期到中期，中期到后期，以及后期撂荒草地到自然草地的变化。对于撂荒草地

而言，四个土层的土壤水分随着植被演替的过程都呈正向的增加，然而，在不同的阶段，每一土层的土壤水分

的变化程度是不同的( 图 5) ，对于阳坡来说草地来讲，退耕初期到中期，土壤水分在 2—3m 增加最大，而中期

到后期，土壤水分在 3—4m 增加最大( 图 5a) ，对于阴坡草地来讲，退耕初期到中期，土壤水分在 1—2m 增加

最大，而中期到后期，土壤水分在 2—3m 增加最大( 图 5b)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总体上，撂荒草地土壤水分

在演替中期到后期的增加程度高于早期到中期( 图 5a，b) ，这说明随着草地演替的进行，在植被群落逐渐趋于

相对稳定的演替后期，撂荒草地群落对土壤水环境的恢复和保持的作用更为积极。对于林地而言，四个土层

的土壤水分随着恢复发展都皆呈减少的趋势。在阳坡，从退耕初期到中期，林地土壤水分降低的程度随深入

增加成减少趋势( 图 5c) ，而在中期到后期阶段，该减少程度随深度增加呈增加趋势; 在阴坡，从退耕初期到中

期，人工林地土壤水分降低程度随深度增加呈增加趋势，而在退耕中期到后期，土壤水分降低程度随深度增加

呈降低的趋势( 图 5d) 。

图 4 阴坡与阳坡土壤水分随退耕年限的变化趋势

Fig．4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soil water content with increase in“growth years”of the sunny slope and shady slope

2．3 人工林地土壤水分亏缺的变化特征

林地土壤水分含量相对于自然草地土壤水分含量的减少比例可以反应造林引起的土壤水分亏缺程

度［4，33］。图 6 显示了不同坡向人工林在不同土壤层次引起的土壤水分亏缺程度。总体上，人工林的土壤水分

4216 生 态 学 报 37 卷



http: / /www．ecologica．cn

图 5 不同土壤层次的土壤水分在不同生态恢复阶段的变化特征

Fig．5 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water content at different soil layer between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tages

E-M: 前期到中期 The Early Stage To Medium Stage，M-L: 中期到后期 The Medium Stage To The Later Stage，L-N: 后期到自然草地 The Later

Stage To Native Grassland

亏缺程度随着造林年限的增加( 前-中-后) 呈增强的趋势，且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水分亏缺程度增强。

对比阴坡与阳坡，在 0—1m 土层，阳坡土壤水分亏缺程度明显高于阴坡，而对于所调查的其余 3 个土层，阳坡

人工林地平均土壤水分亏缺程度在前、中、后期分别为 44．66%、48．47%、54．83%，均低于阴坡人工林地的平均

土壤水分亏缺，分别为 50．94%、55．03%、58．77%。这说明，随着长期的人工造林的发展，在坡向引起的土壤水

分差异的基础上，人工林对阴坡的负面影响更为强烈，造成的土壤水分亏缺更为严重，尤其对于深层土壤水分

更为明显。

3 结论

( 1) 阴坡土壤水分含量显著高于阳坡，并且在所选的 3 种地类( 自然草地、撂荒草地、林地) 中皆是如此。

然而，每种地类在两坡向间的差异是不同的，人工林地缩小了坡向引起的土壤水分的差异; 不管阳坡还是阴

坡，林地对土壤水分的过度消耗使其整体上都低于草地( 撂荒草地和自然草地) ，因此，人工林地对土壤水分

的消极影响在土壤水分含量和空间异质性上都有体现。
( 2) 在以空间代时间的方法进行长时间序列的土壤水分动态分析中，人工林地土壤水分的动态趋势与撂

荒草地展现了截然相反的趋势，人工林地土壤水分随着林地生长年限的增加呈显著的降低趋势，而且在本研

究中分的 4 个土层深度中都能发现显著的降低趋势，即林地对土壤水分的消耗随时间的增加呈累加趋势，最

终导致的结果是随着年限的增加由林地导致的土壤水分亏缺程度逐渐增强。而撂荒草地的土壤水分随退耕

年限的增加整体上呈上升的趋势，而且在本研究中的四个土层深度土壤水分随年限都呈上升趋势，因此，撂荒

草地作为一种主要的生态恢复方式对土壤水分的恢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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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人工林地不同土壤层土壤水分在不同生态恢复阶段的土壤水分亏缺程度

Fig．6 The soil water deficit of artificial forestland at different soil layer at differen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tages

基于以上分析，在以阴 /阳坡土壤水分差异的基础上，黄土高原人工林地对土壤水分的过度消耗导致水分

含量显著低于草地，由此导致的土壤水分亏缺程度随着恢复年限增加而呈增强的程度，而且总体上土层越深

亏缺程度越严重。作为黄土高原植被重建的一种方式，自然撂荒草地对土壤水分的恢复和保持作用均要优于

人工林地，应该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植被恢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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