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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灌水梯度下沙棘液流特征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王卓 1, 郭月峰1*, 祁伟 1，2, 姚云峰 1, 仲宸 1, 刘璐 1, 王佳坤 1
（1．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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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砒砂岩为母质发育的栗钙土作为供试土壤，沙棘作为供试树种，基于茎热平衡法（SHB）在温室
内研究不同灌水梯度下 T1（田间持水量 θFC25%）
、T2（θFC40%）
、T3（θFC55%）沙棘液流速率变化特征。
采用 HOBO 小型气象站监测环境因子，研究沙棘液流速率对环境因子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 沙棘液
流速率除明显的昼夜变化外，还伴有“光合午休”现象，液流变化曲线呈双峰形；② 沙棘液流速率与土壤
含水率呈正比，液流速率和日累积量为 T1＜T2＜T3，其中，T2 和 T3 差距较小；③ 沙棘液流速率与光合
有效辐射、空气温度呈正相关，与空气湿度呈负相关；不同灌水梯度下液流速率与各环境因子的相关性绝
对值表现为 T1＜T3＜T2。回归方程 R2 表现为 T1＜T3＜T2。T2 梯度下沙棘液流速率处于较高水平，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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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子响应程度最高，温度是影响沙棘液流速率变化的主导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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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区分布着大量名为“砒砂岩”的松散岩层，砒砂岩是由厚层砂岩、砂页岩和
[1]
泥质砂岩组成的岩石互层 ，其特点是无水坚硬如磐石，有水则松软如烂泥，遇风则风化剥
[2]
蚀 ，导致该地区地形支离破碎，水土流失程度极为严重。水资源是黄土高原地区植物生长
的重要影响因子，而植物生长利用水资源主要体现在蒸腾作用，其中 99.8%以上的水分通过
[3]
蒸腾作用散失到空气中，树干液流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植物的蒸腾耗水能力 。为此研究
适生植被的蒸腾耗水特性和水分利用规律，探明水分和植物生长的供需关系，是黄土高原地
区生态植被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砒砂岩区土层较薄且降水量不足，致使植物扎根困难造成
大面积死亡，同时存在“小老树”等生态退化的现象，对生态恢复重建以及水资源优化利用
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有限的水资源条件下，采用大面积种植恢复生态的方法已不可
取，探明现有适生树种的水分利用状况和水分耗散特征对砒砂岩区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胡颓子科沙棘属，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
[4]
可以在盐碱地上生存 ，沙棘根系的根瘤放线菌能固定土壤中的氮素促进生长,提高土壤肥
[5]
[6-8]
力，沙棘对土壤速效氮的增加最为明显 。胡建忠等 研究表明，沙棘的根系呈逐级分叉和
迂回的生长趋势，主要分布在 35 cm 土层以内，沙棘根系较强的穿透能力使其能够穿透坚硬
的砒砂岩抵达疏水层，较其他植物更加容易获取水分。近年来，通过热扩散法测定液流速率
来反映植被水分条件状况及其与环境因子关系研究报道较多，以砒砂岩为母质发育的栗钙土
为基质研究植被水分耗散特征却鲜有报道。针对砒砂岩区水资源不足的问题，从选择低耗水
植株加强砒砂岩区生态治理的角度出发，基于温室监测适生植株液流特征，分析沙棘在不同
水分胁迫条件下的水分耗散特征及其对环境因子的响应，以期揭示砒砂岩地区沙棘水分运营
的变化特征以及植株维持正常生长需求的耗水量等问题，为当地林分管理和有效利用水资源
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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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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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于 2018 年 6—8 月在内蒙古农业大学重点实验室日光温室内进行。试验地位于
40º41′30"N，111º22′30"E，海拔 1040 m，属蒙古高原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6.7 ℃，多年
平均降水量 335～535 mm，主要集中在 7—8 月。于 2017 年 4 月初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砒
砂岩水土保持示范区取回原状土（以砒砂岩为母质发育的栗钙土）
，根据文献报道并结合实
地调查发现，3～5 a 生的沙棘根系集中分布在 0～50 cm 土层中，本研究选择典型地段，取
50 cm×50 cm×50 cm 的原状土柱，装入规格为 50 cm×50 cm 的育苗袋带回试验温室，同时将
示范区 3～5 a 生沙棘栽植于育苗袋中进行备测。选取育苗袋内已健康生长且长势大致相同
的沙棘 9 株，设置 3 组灌水梯度，每组 3 个重复。日光温室中空气温度：20～34 ℃，相对
湿度 34%~89%。
试验取样时间为 2017 年 4 月，为保证试验可进行长期观测避免植物死亡，试验于 2017
年 4 月—2017 年 10 月进行试验准备且保证植物成活。供试砒砂岩土壤基本性质与物理参数
见及供试树种基本参数见表 1～表 3。
表 1 供试土壤基本性质
Table.1

Basic properties of the tested soil

土壤有机质

速效氮

速效磷

速效钾

/(mg·kg-1)

/(mg·kg-1)

/(mg·kg-1)

18.92

3.95

40.67

pH
/(g·kg-1)
3.79

9.06

表 2 供试土壤物理参数
Table.2

Soil physical parameters
土壤机械组成/(%)

样品容重
/(g·cm-3)

1.41

黏粒

粉粒

砂粒

砾石

（＜0.002mm）

（0.002~0.02mm）

（0.02~2.00mm）

（＞2.00mm）

0.27

46.61

53.12

0

表 3 供试树种基本参数
Table.3
处理

T1

T2

T3

Basic parameters of test species

株高/cm

冠幅（东西）

冠幅（南北）

125

28

25

128

34

23

123

36

27

129

31

23

122

36

27

125

33

26

124

3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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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29

25

125

30

32

1.2 试验设计
环刀法测得田间持水量为 2.5 L；试验设 3 个水分处理，T1：θFC（田间持水量）25%（灌
水量 0.63 L）
；T2：θFC 40%（灌水量 1 L）
；T3：θFC 55%（灌水量 1.38 L）
；T1:砒砂岩地区栗
[9]
[10]
钙土的萎蔫湿度约为 5.5% 。
Orgaz 等 得出温室内潜在蒸发蒸腾量为温室外的 60%~80%，
根据试验的条件限制和地区的差异，在萎蔫湿度与生长阻滞湿度范围内设置重度胁迫灌水
[11-13]
量：θFC25%；T2：根据文献
对黄土高原地区土壤含水量的研究表明，其深层土壤稳定湿
度约相当于田间持水量的 49%~54%，相当于土壤含水率的 9%~11%，处于难效水区间段；
模拟土壤深层稳定湿度，设置中度胁迫灌水量：θFC40%；T3:砒砂岩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土
[9]
壤含水率低于中效水 ；为满足室内对野外的指导意义，探明充分灌水下和干旱胁迫下液流
速率的差异，设置轻度胁迫灌水量：θFC55%。
土壤水吸力是土壤水势的强度标志。土壤水吸力越大，土壤含水量越低；土壤水吸力越
小，土壤含水量愈多，所以，土壤张力指标能体现出土壤的含水情况[14]。设定 0.03 MPa 为
灌水下限，每天早晚共观察 2 次，当张力计表盘读数大于等于 0.03 MPa 时，表明土壤含水
量达到萎蔫湿度（约 4.56%）
，需要给植株灌水，灌水时间控制在 18：00 后，避免过度水分
耗散。
1.3 试验方法
1.3.1 茎干液流测定
使用 EMS62 便携式双通道植物液流监测仪，由双通道数据采集器和 EMS62 植物液流
测量模块组成完整的包裹式植物液流测量系统。本试验测量原理是基于茎热平衡法（SHB）
，
其中茎部热平衡法是指将一个加热套裹在茎或枝条外面，连续加热树皮、木材和树液，茎表
面的温度通过安装在周围的温度传感器来感应，EMS62 的传感器有两种型号，分别是 8~12
mm 的小型传感器，12~16 mm 的大型传感器，为减少实验误差应根据树干粗细选择合适的
传感器。安装传感器前，应选择合适的树干并清除其表面粗糙树皮露出内层树皮后，用直径
为 2 mm 的电钻钻头钻出两个长 20 mm 并尽量平行的孔。将探头分别插入钻孔内并避免内
部损伤。探头安装后，用探头外侧的铝箔包裹，并用黑胶带密封。液流仪器每 30 min 收集
[15]
一次数据，每天 24 h 连续监测，以平均每小时的数据进行分析 。
[16]
依据热量平衡原理求出被液流带走的热量来计算茎杆内液体的流量 ；与热脉冲速度
法相比，其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其无需标定，二是无需将温度探头插入茎杆中，因而可以
17-18]
直接得到测定结果，并且可以在一个植株上长时间的定点测量而对植株几乎没有损伤[
。
具体公式如下：
𝑃 = 𝑄 × 𝑑𝑇 × 𝐶𝑤 + 𝑑𝑇 × 𝑧
（1）
-1
式中：P 为热输入功率(W)，Q 为液流速率（kg·s ）
，dT 为测量点的温度差，Cw 为水的
-1
-1
比热容（J∙kg ∙K ）
，z 为测量点的热损失系数。当植物茎秆中的水分流过加热部分温度将上
升，通过实际的功率和茎秆水分温度的上升可以计算出液流量。
1.3.2 气象观测
在温室空地中布设美国 HOBO 小型气象站。
需要测定的环境因子有：
光合有效辐射 PAR，
-2
W·m ；空气温度 Ta，℃；空气相对湿度 RH，%；温室内通风较小，并以盆栽方式栽植沙
棘，故暂不考虑风速和地温等因素；环境因子监测与液流速率测定 24 h 同步进行，每 30 min
自动采集记录数据，以每小时的数据取平均值进行分析。
1.4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Excel 2016 和 SPSS 22.0 进行相关性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

ChinaXiv合作期刊

2.1 不同灌水梯度下连日沙棘液流速率变化规律
连续 7 d（8 月 8 日～8 月 14 日）沙棘液流速率日变化呈明显的昼夜变化，同时沙棘液
流速率日变化曲线均为双峰形（图 1）
。随着太阳辐射加强，温度升高，液流速率持续上升，
大气水气压亏缺的增大，引起气孔导度下降，产生“光合午休”现象，导致液流速率于中午
时分减缓，呈现“双峰”趋势，而后太阳辐射降低，沙棘液流速率减缓，夜间液流速率保持
不为“0”的稳定变化。不同灌水梯度下，沙棘液流速率存在明显差异，整体表现为 T1<T2<T3。
单一梯度内，随着土壤水分的消耗，沙棘液流速率也逐渐降低，于 8 月 11 日灌水后，各梯
度液流速率均呈逐步上升趋势，沙棘液流速率与土壤含水率呈正相关。随着土壤含水量的不
断消耗，沙棘无法补充到足够的水分，致使液流速率降低，峰型逐渐变小，于变化节点（8
月 11 日）进行灌水后，随着土壤含水率的升高，液流速率也随之上升。不同灌水梯度下日
沙棘液流速率差异更加显著，T3 与 T2 梯度峰形变化幅度明显，T1 梯度下沙棘长期处于重
度干旱胁迫，灌水后液流速率依旧处于较低水平。分析其原因：当土壤含水量在凋萎系数范
围内时，土壤基质势较低、土壤吸力相对较大，植物根系难以从土壤中吸水，因此，液流速
[19]
率受到制约，生理活性明显降低 。

T1

60

T2

T3

50

液流速率（g·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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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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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8 月连日液流速率
Fig.1

Stalk flow rate in August

2.2 不同灌水梯度下典型日沙棘液流速率变化规律
如图 2~4 所示，通过不同月份典型日沙棘液流速率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不同灌水梯度
下，沙棘液流变化均表现出明显的昼夜变化趋势呈现显著“双峰形”，液流启动时间稳定在
7:00 左右，峰值抵达时间在气温最高峰段的两侧各有分布存在明显的差距，双峰值抵达时间
处于在 10:00—14:00，夜间液流速率也较为接近。不同灌水梯度下，典型日液流速率变化表
明，随着太阳辐射的加强，气温逐渐升高，导致液流峰值和液流变化趋势越加明显。T3 灌
水定额最高，液流速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T2 液流速率变化明显，6 月液流峰值为 36.41
g·h-1，直至 8 月液流峰值上升至 45.37 g·h-1，液流速率提高了 20%。T1 灌水定额略高于萎蔫
湿度，液流速率处在较低水平。6 月太阳辐射较低，空气温度较低，不同梯度液流速率差距
较为明显；7、8 月份太阳辐射升高，空气温度显著增加，3 种不同灌水梯度下的液流速率差
距降低，T2 梯度液流变化趋势和变化幅度接近 T3 梯度。在不同灌水梯度下，沙棘液流速率
表现为 T1<T2<T3。不同灌水梯度下，生长季内各月份沙棘液流速率动态变化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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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梯度下的液流速率在启动时间上滞后于 T1、T2 梯度，抵达峰值时间滞后于其他梯度约
30 min 左右。除 7、8 月外，T1 梯度无显著的“光合午休”现象。也就是说双峰曲线体现度
不够，同时液流峰值较低，9、10 月份的液流峰值不足其他梯度的二分之一，晚间液流速率
T3 明显高于其他梯度，说明土壤含水量越高，日间蒸腾耗水越大，植株在夜间通过根压吸
水则越发显著，从而弥补白天体内大量的水分耗散。T2 较 T3 梯度来说，各月份液流无论是
从启动时间、峰值等方面来看二者液流变化趋势相近，表面沙棘具有很强的干旱适应性，然
而在温度较高的 8 月份，T2 比 T3 在液流峰值上略低，说明液流速率与土壤含水量呈正比。
虽然沙棘能够通过调节自身系统具有较强的干旱适应性，但在长期的重度水分胁迫下（T1）
，
其生理机制等方面会受到严重损坏，沙棘液流速率显著降低，表明沙棘耐旱性具有一定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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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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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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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7 月典型日液流速率

Typical day stem flow rate in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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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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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 月典型日液流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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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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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ypical daily stem flow rate in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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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8 月典型日液流速率
Fig. 4

Typical daily stem flow rate in August

选取 8 月 14 日为典型日分析。8 月典型日沙棘液流累积量表现为 T1<T2<T3（图 5）
。
不同灌水梯度下沙棘液流日累积变化均呈“S”形曲线，且液流日累积量与灌水量呈正相关。
至 07:00 前，液流日累积曲线斜率不变，8:00—11:00，曲线斜率开始增大，至 13:30—14:30，
曲线斜率升高至极限，随后开始降低，至 20:00—21:00 曲线斜率基本无变化趋势。这与以上
分析沙棘日变化规律相吻合。从图 5 可以看出，T2 与 T3 的曲线较为接近，T1、T2 和 T3 下
沙棘液流日累积量分别为 441 g、556 g 和 64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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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h
图 5 不同灌水梯度下 8 月典型日液流累积量
Fig. 5

Typical daily sap accumulation in August under different irrigation gradients

6 月选取 7 d（6 月 12 日—6 月 18 日）与 7 d 选取 7 天（7 月 18 日—7 月 24 日）的沙棘
连日液流速率变化规律与 8 月 7 d（8 月 8 日—8 月 14 日）总体趋势均保持一致，不同月份
下（6 月—8 月）不同灌水梯度液流速率如表 4 所示；其实测值围绕平均值的变化范围较小，
试验数据可靠。

表4
Table.4

6—8 月不同灌水梯度下液流速率比较

Comparison of sap flow rate under different irrigation gradients from June to August

处理

样本容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g·h-1)

标准误

标准偏差

TI

504

33.27

11.28

17.10

0.19

4.25

T2

504

45.37

11.03

19.43

0.36

8.09

T3

504

55.32

10.70

23.43

0.44

9.98

2.3 不同灌水梯度下沙棘液流速率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2.3.1 沙棘液流蒸腾速率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对不同灌水梯度下沙棘液流速率与同时段环境因子的连日变化数据（8 月 8 日—8 月 14
日）进行分析，得到各环境因子对不同灌水梯度下沙棘液流速率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沙
棘液流速率与光合有效辐射、空气湿度等环境因子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见表 5；表
明沙棘液流速率与光合有效辐射、空气温度呈正相关，而与空气相对湿度呈负相关。由各环
境因子的绝对值可知，各环境因子对沙棘液流速率的影响程度依次为：光合有效辐射＜空气
湿度＜空气温度。由表 5 可知，温度是影响沙棘液流速率的主导因子，不同灌水梯度下液流
速率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均表现为 T1<T3<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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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灌水梯度液流速率与环境因子相关系数
Table.5

Coefficient between stem flow rat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different irrigation level

梯度

光合有效辐射/W·m-2

温度/℃

空气湿度/%

T1

0.689**

0.826**

-0.780**

T2

0.711**

0.899**

-0.873**

T3

0.702**

0.887**

-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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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相关性水平均是在 P＜0.01 水平下。

2.3.2 沙棘液流速率与环境因子的回归分析
为更明确环境因子对不同灌水梯度下沙棘液流速率的综合影响，使用逐步删除法进行多
元分析。以不同灌水梯度的液流速率为因变量，太阳辐射、空气湿度、空气温度等环境因子
为自变量进行分析；回归方程：VT1＝-2.35+0.005XPAR+0.706XTa，决定系数 R2=0.721；VT2＝2.259+0.01XPAR+1.118XTa-0.135XRH ，决定系数 R2=0.841；VT3 ＝20.92+0.012X PAR+0.868XTa0.298XRH，决定系数 R2=0.832；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概率均为“0.00”；式中：V 为液流蒸腾速
率，g·h-1；Ta 为空气温度，℃；PAR 为光合有效辐射，W·m-2；RH 为空气湿度，%；不同
灌水梯度下液流速率与环境因子的回归方程决定系数表现为 T1＜T3＜T2。

3 讨论
不同灌水梯度下沙棘液流表现出明显的昼夜变化特征，其变化为明显的双峰形；早间液
流速率随着气温和太阳辐射的升高而上升，同时液流速率变化滞后太阳辐射约 30 min，总体
[20]
呈正相关，这与刘龙等 对准格尔旗暖水乡北部圪秋沟流域内沙棘的蒸腾耗水研究一致。中
午时分太阳辐射达峰值，植物蒸腾达到阈值，为减少自身水分耗散，关闭叶片气孔，控制水
[21]
[22]
分流失 ，导致液流速率下降，产生“光合午休”现象 。夜间光合作用停止，蒸腾速率也
远远低于白天，但植物为补充树体内的水分亏缺，由于根压作用，水分以主动方式进入植株
[23]
体内，来补充白天植物蒸腾失去的水分，恢复植物体内的水分平衡 ，夜间液流速率保持不
为“0”的稳定变化。无论从单一梯度下随时间推移，还是不同梯度下同期液流速率比较来
看，土壤含水率与液流速率呈正比，沙棘液流速率表现为 T3>T2>T1。但水分胁迫并不改变
沙棘的生长节律，同时 T2 在中度水分胁迫下具有较高的液流速率，表明沙棘在适度的干旱
下，能够提高沙棘的耐受性。
树干液流的影响因素众多，主要包括树木自身生物学特性、土壤供水水平以及气象因素
3 个方面，生物学特性决定树干液流的潜在能力，土壤供水状况决定树干液流的总体水平，
[24]
气象因素决定树干液流的瞬间变化 。同时，树木蒸腾耗水影响和调控机制的复杂性与相对
性，除自身特性外，与环境因子也有着密切联系。以往研究表明，由于地理位置、环境因子、
时间尺度以及季节等因子的不同，即使处于同一生境中的同一物种，各环境因子对树干液流
[25]
[26]
的影响差异也很大 。王文杰等 研究认为，在小时尺度上，兴安落叶松树干液流主要影响
因子是光照和空气湿度；在日尺度上，其主要影响因子是土壤温度、光照和空气温度；在月
尺度上，土壤温度和土壤湿度是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对单日以及月尺度下的液流影响因子
研究表明，整体上沙棘液流速率与光合有效辐射、空气温度呈正相关，与空气湿度呈负相关。
[27]
其中，各梯度下沙棘液流速率与空气温度的相关性最高，这与李宏等 在不同灌水量下幼龄
枣树液流变化的结论相一致。单日尺度下沙棘液流与环境因子和土壤含水率的相关性也呈正
比。另外，在月尺度下沙棘树干液流与环境因子的相关系数基本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6 月—8 月逐步升高，说明沙棘在生长季的耗水除环境因子变化外，也取决于自身的物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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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综上所述，沙棘的蒸腾耗散与环境因子的响应机制是以某一特征为主导，与其他因子
综合作用而产生，不同灌水梯度下，沙棘液流速率与环境因子的影响程度均表现为 T2＞T3
＞T1。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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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沙棘液流速率除明显的昼夜变化外，还伴有“光合午休”现象，液流变化曲线呈
“双峰形”
。
（2）沙棘液流速率与土壤含水率成正比，沙棘液流速率表现为 T1＜T2＜T3。
（3）
不同灌水梯度下沙棘液流速率与光合有效辐射、空气温度呈正相关，与空气湿度呈负相关；
沙棘液流速率与各环境因子的相关性表现为 T1＜T3＜T2；回归方程决定系数 R2 表现为 T1
＜T3＜T2 。
砒砂岩区无法满足灌溉条件，同时在降水量不足以及地下水无法补充的情况下，T2 梯
度下沙棘液流速率处于较高水平，对环境因子响应程度最高，同时，温度是影响沙棘液流速
率变化的主导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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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ppophae rhamnoides fluid Flow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under different irrigation gradients
WANG Zhuo1, GUO Yue-feng1*, YAO Yun-feng1, QI Wei1, 2, ZHONG Cheng1, LIU L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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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ia-kun1
（1.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Desert Governance, Hohhot 010011, Inner Mongolia, China;
2. Inner Mongolia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xploration and Design Institute, Hohhot 010020, Inner Mongolia, China）

Abstract: Chestnut soil developed with arsenic sandstone as its parent material was used as the
tested soil and Hippophae rhamnoides was taken as the tested tree species to study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uid flow rates of Hippophae rhamnoides under different irrigation gradients
T1 (Field water holding capacity θFC25%), T2 (θFC40%) and T3 (θFC55%) based on stem heat
balance (SHB) method were studied in the greenhouse. A small HOBO weather station was used to
monitor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study the response of Hippophae rhamnoides fluid flow rate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Research shows:① While showing significant day-night changes, the fluid
flow rate of Hippophae rhamnoides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henomenon of “heat dormancy”. The
changing curve of fluid flow change was bimodal. ② The fluid flow rate of Hippophae rhamnoides
was positively proportional to soil moisture content. Sap flow rate and daily accumulation are: T1
<T2 <T3,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2 and T3 is small; ③ Under different irrigation gradients,
the stem flow rate of Hippophae rhamnoide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 and air temperature,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ir humidity. The absolute valu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fluid flow rat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under different irrigation gradients
was :T1＜T3＜T2.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R2 was :T1＜T3＜T2. The Hippophae rhamnoides sap
flow rate was maintained at a high level under the T2 gradient, and the degree of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was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is the leading factor affecting the fluid flow rate
of Hippophae rhamnoides.
Keywords: arsenic sandstone; Hippophae rhamnoides; fluid flow rate; irrigation gradi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ner Mongo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