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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划分固沙植物
要： 为确定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地下水深埋区毛管上升水的最大上升高度，

水分来源提供理论依据，
于 2016 年 3 月～2018 年 11 月，
采用中子仪法对试验地 0～10 m 土层土壤含

水量进行观测，
分析沙丘不同坡位土壤含水量的季节变化情况，
并利用最大分子持水量与土壤含水

量曲线交会法确定试验地毛管水的最大上升高度。结果表明：
沙丘不同坡位 0～130 cm 土层的土壤

含水量受外界气象因素影响较大，随季节变化规律明显；130 cm 土层以下至 570～760 cm 土层为土

壤含水量较为稳定的干沙层；
而 570～760 cm 以下土层的土壤含水量主要受地下水水位波动和毛管

上升水的影响，其含水量变化上界可看作是毛管水的最大上升高度。试验地的最大分子持水量为
3
0.026 1 cm·
cm-3，
且沙丘不同坡位毛管水的最大上升高度分布在 250～290 c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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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分是沙漠化地区植被

分布曲线法［10－12］、试坑直接观测法［13－14］等。其中含

恢复和沙地治理的制约因素，也是沙漠化地区生态

水量分布曲线法包括塑限与含水量曲线交会法和

环境的重要影响因子 。毛管水是植物所需水分的

最大分子持水量与含水量曲线交会法［11－12］。关于

主要来源之一［2］，毛管上升水如果能到达沙生植物

沙土毛管上升水，已有学者进行了一定研究。例

的根系活动层，就能使沙生植物和地下水产生联

如 ，贾 大 林 等［15］利 用 放 射 性 131I 研 究 了 松 沙 土 在

［1］

系，起到沟通地下水与沙生植物根层水分的桥梁

30～80 cm 等 6 种不同地下水埋深条件下的毛管水

作用 ，可以为沙生植物利用地下水提供有利条

运行规律。魏进［16］、陈发明［17］、高玉生等［18］利用室

件［2，4］，使植物免受水分胁迫，维持其自然更新的能

内土柱法研究了地下水埋深为 100～200 cm 间的风

［3］

力，延续其固沙能力［5］，因此研究沙区毛管水的上升

积沙土毛管上升水的运动特性。阚常庆［19］研究了

高度至关重要。

保水剂对沙质土毛管水上升特性的影响。栗现文

目前测定毛管水上升高度常用的方法主要有

等［20］、董荣泽等［21］研究了水质对沙质土毛管水上升

毛管仪法［6－7］、土柱法［8－9］、整段标本法［6，10］、含水量

特性的影响。但这些研究主要进行的是室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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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设置的地下水埋深较浅，目前仍缺乏对地下水埋
深在 10 m 左右的沙土毛管上升水上升高度的认识。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古尔班通古特沙

漠南缘半固定沙丘为研究对象，在西坡脚、东坡脚

（图 1），3 处 监 测 点 的 海 拔 高 度 分 别 为 400.95 m、
398.40 m 和 399.04 m。中子管（铝管）埋设深度 9～

10 m。

自 2016 年 3 月～2018 年 11 月，利用中子仪对监

和丘间地设置 3 个监测点，0～10 m 同步监测地下水

测点土壤水分进行测定，相邻两次监测时间间隔通

与土壤含水量曲线交会法研究风沙土毛管上升水

cm、……、地下水面以下，每层记录 3 次读数，取其平

埋深和非饱和带土壤含水率，利用最大分子持水量

的最大上升高度，以期为固沙植物的水分利用渠道

常 为 10 d 左 右 。 测 定 深 度 为 10 cm、20 cm、30
均值作为观测值。

识别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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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北沙窝试

验场（44°22.63′ N，87°55.21′ E），风沙地貌以树枝状
沙垄为主，沙垄高度为 5～7 m，沙垄顶部有宽度 1 m
左右的平缓流沙带［22］，西坡坡度为 7～9 °，东坡坡度

为 15～19 °［23］。区域年平均气温 6.6 ℃，年降水量
100～150 mm，稳 定 积 雪 日 数 100～160 d，最 大 积

雪深度多在 20 cm 以上

。土壤为典型沙漠风沙

图 1 土壤水分监测点分布示意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soil moisture observation sites in sand
dunes

［24］

土，干容重 1.54～1.65 g·cm － 3；地下水埋深在 8～

10 m［23］。植被以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白

梭梭（Haloxylon persicum）为主，另有蛇麻黄（Ephe⁃
dra distachya）、角果藜（Ceratocarpus arenarius）、沙蒿

（Artemisia desertorum）及众多短命植物［25－27］。
1. 2

毛管水上升高度确定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含水量分布曲线法确定毛管水

上升高度。根据前人研究［10 － 12］，对于沙土毛管水
上升高度的确定可以利用含水量分布曲线法中的
最大分子持水量与天然含水量分布曲线交会法，
即利用中子仪测定的土壤含水量数据，以采样深
度为纵坐标，以土壤含水量为横坐标绘制 3 处土壤

水分监测点的土壤含水量分布曲线；再以线段标

1. 4

地下水埋深测定
分别在距离西坡脚、东坡脚以及沙丘东侧丘间

平地 3 处土壤水分监测点 0.5 m 左右的位置铺设地
下水观测井，
监测时间与土壤水分的监测同步。
1. 5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测定
在 西 坡 坡 脚 、东 坡 坡 脚 、丘 间 地 土 壤 水 分 监
测点取土，采用压力膜法测定其土壤水分特征曲
线［28］。
1. 6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16 对地下水深埋区每个陂位对应

土壤水分监测点 2016—2018 年的土壤含水量数据

进行统计，并利用 Origin 2018 拟合土壤水分特征曲
线 VG 模型的参数，计算最大分子持水量；采用 Ori⁃

注出最大分子持水量线和平均地下水埋深线；那

gin 2018 软件绘图。

么，最大分子持水量线与土壤含水量分布曲线的

2

交点到地下水位的距离即为毛管上升水的最大上
升高度。
1. 3 土壤含水率测定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北沙窝试验地的地下
水深埋区，沿沙丘横断面布置了 3 处土壤水分监测

点，
分别位于西坡脚、
东坡脚以及沙丘东侧丘间平地

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水分的季节变化
图 2 a～2 c 为 2016 年 3 月～2018 年 11 月北沙

窝试验地固定沙丘西坡脚、东坡脚和丘间地土壤含

水量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可见，春季（3～5 月）是古
尔班通古特沙漠土壤水分变化最迅速的时期［29］，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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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温回升缓慢，土壤蒸发相对较低，且受冬季
积雪融水和春季降水的补给，土壤含水量相对较

气降水和蒸发等气象因素的影响深刻，影响深度范

高；5 月以后，由于气温快速回升，土壤蒸发加剧，且

围为 0～130 cm 土层；而下层土壤尤其是深层土壤

沙漠短命植物开始萌发，土壤水分大量消耗，土壤

受气象因素的影响很小，其含水量变化可能是受地

含水量整体不断下降；在夏季（6～8 月），由于太阳

下水水位波动和土壤毛管上升水的影响，深层土壤

辐射增强，蒸发强度增大，而降雨少，表层土壤的含

含水量变化的上界可看作是土壤毛管水的最大上

水量开始迅速降低，且逐渐形成稳定的干沙层，除

升高度。

受到降水影响而产生一定的快速波动外，土壤含水

2. 2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与最大分子持水量

量将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在秋冬季（9 月～次年 2
月），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蒸发强度不断减小，并

伴随秋冬季节的降雨和降雪对表层土壤水分的补
给，表层土壤的含水量又有所增加，11 月上旬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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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从图 2 可以看出，3 个监测点的表层土壤水分受大

基本被积雪覆盖，土壤冻结，土壤水由液态变为固
态，故冬季土壤含水量保持基本稳定。

沙丘顶部春季积雪消融的水分在重力作用下
会向沙丘两侧迁移［30］，水分在沙丘两侧的坡脚处相
对聚集，由于丘间地距沙丘较远且海拔高度略高于
东坡坡脚，土壤表层的水分含量比东坡坡脚小。另

图2

各土壤水分监测点的土壤剖面机械组成比较
均匀，土壤质地均为砂土（表 1），沙丘西坡坡脚、东

坡坡脚、丘间地深层土壤体积含水量与土壤水吸力

的关系如图 3。采用 Van Genuchten 模型（简称 VG

模型）拟合两者的关系［31－32］：
θs - θr
θ = θ r＋
n
1 + (a ⋅ S)

[

]

m

（1）

式中：θ为土壤体积含水率（cm3·cm －3）；θr 为残余含

3
3
水率（cm·
cm－3）；θs 为饱和含水率（cm·
cm－3）；α为经

验常数，它的倒数常常被认为是进气压力（cm－1）；S

不同坡位土壤水分等值线图

Fig. 2 Isoline diagram of soil water content relative to slop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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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土壤水吸力（cm H2O）；m 和 n 为经验常数，它可以

改变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形状，又称为形状系数，

最 大 分 子 持 水 量（maximum molecular mois⁃

ture-holding capacity）是土壤水分常数的一种，是薄

m=1－1/n。

膜水达到最大量时的土壤含水量，也是吸湿水和薄

中的各项参数，结果为：
θ = 0.016 2＋ 0.428 5 - 0.016 2

MPa（6 375 cm H2O）［35 － 38］。 因 此 ，将 S = 6 375 cm

利用 Origin 2018 非线性回归方法求解 VG 模型
（2）

[1 + (0.020 3 ⋅ S) ]

1.766 9 0.434

膜 水 的 总 和［33 － 34］，其 相 应 的 土 壤 水 吸 力 为 0.625
H2O 代入公式（2），可计算相应土壤水吸力条件下所
3
对应的土壤最大分子持水量为 0.026 1 cm·
cm－3。

2. 3

表1
Tab. 1
立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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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坡坡脚

分别以西坡脚、东坡脚和丘间地的土壤深度为

土壤机械组成

Soil mechanical composition of study area
粘粒 / %

粉粒 / %

砂粒 / %

< 0.002 mm

0.002～0.05 mm

0.05～1 mm

0.17

3.40

96.43

0.06

东坡坡脚

0.69

丘间低地

3.19

毛管水上升高度

96.75

5.48

93.83

纵坐标，以各坡位的平均土壤含水量为横坐标，绘
制含水量曲线，再标出最大分子持水量线，结果如
图 4 a～4 c 所示，其中最大分子持水量线与土壤含

水量曲线的交点即为毛管水上升高度的顶点，该点
到地下水位的距离为毛管水最大上升高度。
由图 4 a 可以看出西坡坡脚年平均地下水位为

1 010 cm，最大分子持水量线与土壤含水量曲线的

交点在土层深度的 760 cm 处，由此可得到西坡坡脚
毛管上升水的最大上升高度在 250 cm 左右；图 4 b

中，东坡坡脚年平均地下水位为 840 cm，最大分子
持水量线与土壤含水量曲线的交点在土层深度的

570 cm 处，由此可得到东坡坡脚毛管上升水的最大

上升高度在 270 cm 左右；在图 4 c 中，丘间地年平均

地下水位为 890 cm，最大分子持水量线与土壤含水

量曲线的交点在土层深度的 600 cm 处，由此可得到
丘间地毛管上升水的最大上升高度在 290 cm 左

图 3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Fig. 3

右。这与图 2 中深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情况基本一

Soil 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Fig. 4

图4

不同坡位毛管水上升高度

Capillary rise height of different slop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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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说明最大分子持水量与土壤含水量曲线交会法

京：海洋出版社，2002：560－568.［DONG Guangrong. Study

可以判断毛管上升水的最大上升高度。

on climate change and desertification of desert formation and

3 处土壤水分监测点的毛管上升水的最大上升

高度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深层土壤的土壤
容重

和土壤质地

［39］

等因素有关。由图 4 可以看

［40－41］

出，除丘间地外，西坡坡脚和东坡坡脚的土壤含水
量分别在 950 cm 左右和 800 cm 左右的土壤含水量
有所增大，这可能是由于存在土壤质地更细的壤性
土夹层。壤性土因土壤颗粒间的孔隙较砂土更小
而具有更大的毛管力，使下层砂土中的水分能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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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壤土层，由于壤性土具有更好的持水性能而使该

evolution in China［M］. Beijing：Ocean Press，
2002：
560－568.］
［2］ 熊顺贵. 基础土壤学［M］.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
125 － 128．
［XIONG Shungui. Basic soil science［M］.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ress，2001：
125－128．
］
［3］ 张明炷，黎庆淮，石秀兰. 土壤学与农作学［M］. 北京：中国水
利水电出版社，1994：47－48．
［ZHANG Mingzhu，LI Qinghuai，
SHI Xiulan． Soil science and agronomy［M］. Beijing：China
Water and Power Press，1994：
47－48．
］
［4］ 吴启堂. 环境土壤学［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98－
99．
［WU Qitang. Environmental of soil science［M］.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Press，2015：
98－99．
］
［5］ 樊自立，陈亚宁，李和平，等. 中国西北干旱区生态地下水埋深

层土壤含水量有明显的增加；而且，由于壤性土的

适宜深度的确定［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22（2）：1－5.

夹层厚度小于该夹层土壤毛管水可能的最大上升

［FAN Zili，CHEN Yaning，LI Heping，et al. Determination of

高度，所以毛管水仍能透过该夹层继续向上移动，
使毛管水的上升高度不断增加。

3

suitable ecological groundwater depth in arid areas in northwest
part of China［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8，
22（2）：
1－5.］
［6］ 刘孝义. 土壤物理及土壤改良研究法［M］. 上海：上海科学技

结 论

术出版社，1982：
65．
［LIU Xiaoyi. Soil physics and soil improvement［M］. Shanghai：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ublish-

（1）试验地 0～130 cm 土层的土壤含水量明显

受积雪融水、大气降水和土壤蒸发等因素的影响，
随 季 节 变 化 规 律 明 显 ；130 cm 土 层 以 下 至 570～
760 cm 土层为干沙层，土壤含水量较为稳定；570～

760 cm 以下土层的土壤含水量主要受地下水水位
波动和毛管上升水的影响，其土壤含水量变化的上
界可看作是毛管水的最大上升高度。
（2）根据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Van Genuchten 模

型，得到试验区土壤最大分子持水量为 0.026 1 cm·
3

cm－3。

（3）根据最大分子持水量与土壤含水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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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height of capillary rising water and characteristic of soil moisture
in the southern edge of Gurbantunggut Desert
ZHENG Bo-wen1，2，3，4，5， HU Shun-jun1，2，5， ZHOU Zhi-bin1，3，4，5，
WANG Ze-feng1，2，5， LI Chuan-jin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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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suowan Desert Research Station，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Shihezi 8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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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aklimakan Desert Research Station，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orla 841000，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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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Water is the restraining factor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sand management and the key factor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areas of desertification. Capillary rising water is one of the primary sources of water for

plants. If capillary rising water can reach the active layer of a psammophyte root system and put the plants in hy⁃
draulic contact with groundwater，it can provid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psammous plants to utilize the ground⁃

water. The aims of this paper were to determine the maximum height of capillary rising water in the area of a deep
groundwater table in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Gurbantunggut Desert，Xinjiang，China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ivision of the water sources of sand-fixing plants. Three soil moisture monitoring points located at the foot of

the west slope，the foot of the east slope，and the flat land on the east side of a dune（i.e.，the lowland between two

dunes）were arranged along the cross-section of a fixed dune in the area of a deep groundwater table at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Gurbantunggut Desert. A neutron soil moisture probe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soil moisture in the
0-10-m soil profile and to analyze the soil moisture changes of the different slopes of variation over the seasons

from March 2016 to November 2018. Then，the pressure membrane meter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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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sture characteristic curve using the soil samples of the soil moisture monitoring points. Additionally，a method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largest molecular moisture holding capacity and soil water content curve was used to deter⁃

mine the maximum height of the capillary rising water at the test sit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il water content
of the 0-130-cm soil layer at different slopes of the dune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external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that the law of seasonal change was obvious. The soil layer from 130 to 570-760 cm was a dry sand layer with a sta⁃

ble soil moisture content. The soil water content in the soil layer below 570-760 cm was primarily affected by the

fluctuation of the groundwater table and capillary rising water，and the upper boundary of its water content change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maximum height of the capillary rising water. Moreover，the maximum molecular moisture
holding capacity of the test site was 0.026 1 cm3·cm-3，and the maximum height of the capillary water on different

slopes of the dune was distributed from 250 to 290 cm. Finally，according to the root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ve species at the test site，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assumed that such species，e.g.，Haloxylon ammo⁃

Key words： maximum molecular moisture-holding capacity；capillary rise；soil water content；soil moisture

characteristic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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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dron and Haloxylon persicum，can utilize groundwater through capillary rising w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