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Xiv合作期刊
干 旱 区 研 究
ARID ZONE RESEARCH

乌拉特灌域土壤剖面盐分季节性分布特征
窦

旭， 史海滨， 李瑞平， 苗庆丰， 田

峰， 于丹丹， 周利颖

（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

摘

要：以河套灌区下游乌拉特灌域为研究区，通过野外实测与室内试验分析相结合，采用传统统计与主成分分

析方法探讨盐渍化土壤春季（4 月）和秋季（10 月）含盐量与盐分离子分布规律，明确影响土壤盐渍化的主导因子。
表层土壤含盐量平均值在 7 g·kg-1
结果表明：
（1）春季（4 月）和秋季（10 月）土壤含盐量变化范围在 0.55~70.78 g·kg-1，

以上，属于中度以上盐渍化土壤，有些土壤达到盐土程度。
（2）表层土壤含盐量明显大于深层土壤，是深层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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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是盐分的积累层，属于盐分表聚型土壤。
（3）各层土壤阳离子以 Na+为主，占阳离子总量的 47.19%，阴离子以 Cl-

为主，占阴离子总量的 58.86%，研究区主要受到氯化物的影响，以钠盐为主，且春季土壤盐分含量明显高于秋季。

主成分分析表明，前 2 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86.44%，与第一主成分密切相关的是 Na+、Cl-、TS、Ca2+、Mg2+，这

5 个指标与土壤盐渍化关系密切，代表了土壤盐渍化状况；在第二主成分因子变量中，K+与 HCO3-具有较其他变量更
高的载荷，K+与 HCO3-通过影响土壤碱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土壤盐渍化。
关键词：盐渍化；盐分离子；盐分含量；主成分分析；河套灌区

土壤盐渍化制约着农业可持续发展［1］，影响着

据。张体彬等［14］研究表明，对于银北灌区龟裂碱土

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与农业高效发展［2］。河套

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应首先降低土壤盐度，进一步

灌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盐渍化土壤占灌溉总

改变土壤离子组成。河套灌区有关土壤盐渍化与

面积的 50%以上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灌区通

盐分离子组成也有一些研究［15-17］，但是相对来说比

［3］

过节水灌溉技术的创新、实践和规模化应用，克服

较薄弱，有待进一步研究影响灌区土壤盐渍化的主

了资源禀赋的不足，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农业生产特

导盐分离子。

色［4-5］。由于灌区蒸发量远远大于降雨量且地下水

不同类型盐渍化土壤在其改良过程中的措施

矿化度高，土壤盐渍化和水资源短缺是河套灌区可

也有所不同，试验区主要以中重度盐渍化土壤为

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影响着农牧业生产［6-9］，

主，本文结合经典统计学和主成分分析两种分析方

属于干旱地区。因此明确试验区影响土壤盐渍化

法，明确试验区土壤中盐分离子的含量，以及影响

的主导因子，对于盐渍化土壤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土壤盐渍化的主要因子，来综合反映土壤盐渍化的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土壤盐渍化特征以及其盐

特点，揭示土壤盐分特征，为合理利用和改良河套

分组成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10-13］。景宇鹏等［11］对

灌区盐渍化土地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河套平原弃耕地盐渍化土壤含盐量、pH、阴阳离子

1

河套平原弃耕地与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理论依

1.1 研究区概况

组成、碱化度（ESP）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为改良
据。王巧焕等

针对内蒙古阿拉善盟腰坝绿洲对

［12］

土壤中含盐量、各盐分离子分布进行了研究，利用
主成分分析法对土壤盐渍化主导因子进行了分析，
为当地盐渍化土壤的防治与改良提供了实践依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于 2018 年 4 月（春季）和 10 月（秋季）在乌拉特

前 旗 暗 管 排 水 控 盐 综 合 试 验 区（108° 37′ 28″ ～
108° 39′ 49″ E，40° 44′ 54″ ～40° 45′ 49″ N，海 拔

1017.97～1019.95 m）进行。试验区东西宽约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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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m，南北长约 1.7 km，总面积 400 hm（图
1）。南侧

直剖面进行土壤物理性质测试，采用土钻法采集

分小麦和牧草，北侧盐荒地 195 hm ，仅有杂草生

cm，60~80 cm，80~100 cm）进行土壤基础数据采集

利用面积 205 hm ，大面积种植葵花、玉米，还有小部

1 m 深 度 土 壤 ，共 5 层（0~20 cm，20~40 cm，40~60

长。暗管采用双层布设，管长为 200 m、管径 80 mm、

与测定（表 1）。根据研究区土壤盐渍化程度、土壤

2

2

埋深分别为 60 cm、100 cm、间距分别为 20 m，坡度

为 1‰。共布设 10 个地下水观测井，盐荒地和耕地

m×300 m 的网格布置采样点，共 42 个采样点（图 1），

各 1 组，东西方向间距分别为 10 m、50 m、100 m、

利用手持全球定位系统（GPS）定位仪测定坐标。土

1.2~1.7 m，地下水矿化度约 7 g·L 。春灌时间为 5

SO42- 测 定 方 法 见 表 2，CO32- 在 偏 碱 性 土 壤 中 易 与

带大陆性气候区，气温多变，干燥多风，日照充足，

未列出

光能丰富，降水少，蒸发强，无霜期短，多年平均气

1.3 数据处理

500 m，地下水位每隔 10 d 采集 1 次，地下水埋深在
-1

月 17 日，采用畦灌的灌溉方式。试验区地处中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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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地、同时结合路网、沟渠分割情况最终确定以 300

温 6～8 ℃，极端最低气温-36.7 ℃，极端最高气温
36.4 ℃；降雨主要集中在 6—8 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壤盐分离子 Ca2 + 、Mg2 + 、K + 、Na + 、Cl- 、CO32- 、HCO3- 、

Ca2+、Mg2+等结为沉淀，此次试验检出含量极少而并

采用 Excel 整理数据并制图，利用 SPSS 17.0 软

件进行主成分分析，ArcGIS 10.5 软件中利用 Kriging

70％ ，多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196~215 mm、蒸 发 量 为

最优内插法绘制土壤含盐量空间分布特征图。

数 3230.9 h、最大冻土深度为 1.2 m。

2

2172.5 mm、无霜期 130 d、风速 2.5～3 m·s-1、日照时
1.2 试验设计与数据采集

田间布置采用 100 m×100 m 网格，采样点设立

在网格节点处，共计 150 个采样点，同时设置 9 处垂

结果分析

2.1 土壤盐分剖面分布特征

由表 3 可以看出，春季（4 月）和秋季（10 月）土

图 1 研究区和采样点分布示意图
Fig. 1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point distribution map

表 1 试验区土壤物理性质
Tab. 1 Test area soil physical properties table
试验区
荒地

土层深度/cm
0~20

20~40
40~60
60~80
改良耕地

80~100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土壤容重/(g·cm-3)

土壤类型

1.426~1.464

粉土

1.470~1.476

粉土

1.485~1.490

粉土

1.462~1.469

粉质壤土

1.470~1.479

粉质壤土

1.468~1.472

粉质壤土

1.483~1.488

粉土

1.451~1.458

粉质壤土

1.463~1.470

粉质壤土

1.480~1.483

粉质壤土

饱和含水率/%

田间持水率/%

0.352~0.354

0.219~0.230

0.346~0.351

0.240~0.246

0.360~0.365
0.340~0.347
0.348~0.353
0.331~0.336
0.335~0.342
0.332~0.340
0.342~0.349
0.350~0.360

0.238~0.242
0.229~0.234
0.239~0.241
0.220~0.224
0.235~0.239
0.240~0.250
0.231~0.238
0.220~0.223

饱和导水率/(cm·s-1)
3.939×10-5
3.798×10-5
1.238×10-5
2.073×10-5
5.176×10-5
1.918×10-4
4.639×10-5
4.753×10-5
1.769×10-5
2.8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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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说明试验区含盐量的分布不均匀，呈较强的空

表 2 土壤盐分离子测定方法
Tab. 2 Method for determining soil salt-based ions
盐分离子

究

间异质性。
由图 2、图 3 可知，土壤含盐量主要集中在研究

测定方法

Mg2+、Ca2+

EDTA 滴定法

HCO3-、CO32-

双指示剂中和滴定法
硝酸银滴定法

象的主要原因是研究区北侧盐荒地地势低，地下水

SO42-

比浊法

埋深较浅，南侧改良耕地经过灌溉淋洗，盐分通过

Na+、K+

区北侧盐荒地，南侧改良耕地盐分相对较低，春季

火焰光度计法

Cl-

与秋季各层土壤含盐量分布特征相似，造成这种现

壤含盐量变化范围在 0.55~70.78 g·kg ，表层土壤平
-1

均值在 7 g·kg-1 以上，属于中、重度盐渍化土壤，有些

深层渗漏或水平运移到荒地土壤中，荒地盐分逐渐
增多。
2.2 土壤盐分离子分布特征

由图 4 可知，各层土壤阳离子以 Na + 为主，占阳

土壤达到盐土程度［18］。表层土壤含盐量明显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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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土壤，是盐分的积累层，表层含盐量大约是深
层的 1.5~2 倍，属于盐分表聚型土壤，其主要受河套

灌区蒸发强烈，气温高，降雨少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加之试验区北侧盐荒地无灌溉淋洗，由于灌区长期
持续强烈的蒸发作用，包气带毛细水上升把深层土
壤以及地下水中的盐分带到土壤表层，致使地表盐
分升高，在地表形成高盐分聚积区，同时这也与试
验区地下水位较高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导致次生
盐渍化的主要原因。从时间变化来看，春季表层土
壤含盐量明显高于秋季，深层土壤含盐量无显著变
化，春季属于积盐状态，秋季属于脱盐状态。

离子总量的 47.19%，其次是 Mg2+和 Ca2+，分别占阳离

子的 25.94%和 21.99%，K + 含量最少，仅占阳离子总

量的 4.88%；土壤阴离子以 Cl- 为主，占阴离子总量

的 58.86% ，HCO3- 和 SO42- 次 之 ，占 阴 离 子 总 量 的

15.57%和 25.57%，试验区含盐量主要以氯化物为

主，氯化物主要以钠盐为主；0～20 cm 土层离子含

量均高于 20～40 cm，盐分离子表聚现象严重；从时
间变化来看，春季表层土壤盐分离子含量明显高于

秋季。
从土壤剖面离子变异系数来看，阳离子中 K+和

Na+变异系数相对较小，在 44.45%～97.02%，具有中

春 季 各 层 土 壤 变 异 系 数 在 116.837% ～

等 变 异 性 ，Ca2 + 和 Mg2 + 变 异 系 数 相 对 较 大 ，在

土壤变异系数在 80.924%～99.684%，位于 10%～

Mg2+的空间依赖性强于 K+和 Na+。阴离子中 Cl-变异

150.826%，均大于 100%，属于强变异性。秋季各层

100%，属于中等变异性。春季土壤含盐量的空间异

质性强于秋季；受地势、气候和人为等因素的影响
土壤盐分运移也随之变化，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
壤盐分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减弱，变异强度随之降

86.81% ～121.43% ，具 有 较 强 变 异 性 ，说 明 Ca2 + 和

系 数 相 对 较 大 ，在 103.69% ～117.97% ，均 大 于

100%，属于强变异性，
Cl-在春季和秋季分布不均匀，
HCO3- 和 SO42- 变 异 系 数 相 对 较 小 ，在 30.33% ～

67.67%，位于 10%～100%之间，属于中等变异性。

表 3 各层土壤含盐量统计特征
Tab. 3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total salt in each layer
季节
春季

土层深度
/cm

样本数

20~40

42

0~20

42

40~60

42

60-80
秋季

80-100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42
42
42
42
42
42
42

最小值
/(g·kg-1)

最大值
/(g·kg-1)

平均值
/(g·kg-1)

标准差

2.060

55.940

9.111

13.371

2.120
0.660
0.550
0.740
0.600
0.900
1.000
0.800
0.900

70.780
32.140
27.170
25.290

14.583

21.995

6.738

8.460

6.435
5.417

7.519
6.428

35.300

11.470

11.434

21.200

6.338

5.331

26.400
20.200
15.800

7.233
6.613
5.720

6.492
5.740
4.629

变异系数
/%

偏度系数

峰度系数

150.826
146.768

1.723

1.499

125.546

2.478
1.635

1.725

116.837
118.664
99.684
89.748
84.110
86.800
80.924

1.365
1.647
0.670
1.039
1.010
0.936
0.734

5.861
0.661
1.937

-1.246
0.710
0.314

-0.229
-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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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春季表层土壤含盐量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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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tal salt in the surface soil in spring

图 3 秋季表层土壤含盐量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tal salt in the surface soil in autumn

图 4 土壤主要离子及其在土壤剖面分布
Fig. 4 Main ions in soil and thei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soil profile

从时间变化来看，春季土壤剖面各盐分离子变异系
数均大于秋季，
春季盐分离子空间异质性相对较强。
2.3 土壤盐渍化的主导因子

为 71.03%、15.41%，累计方差贡献率 86.44%，故前 2
个主成分能很好地解释了原 8 个变量中的绝大部分

信息。

土壤含盐量和土壤各种可溶性离子空间变异

主成分因子载荷是主成分因子与原始变量因

性较强，对土壤含盐量与各盐分离子的分布特征及

子之间的相关系数，一般认为因子负荷越大，变量

其影响土壤盐渍化的因素难以确定，采用主成分分

在相应主成分中的权重就越大［19-20］。从主成分载荷

析方法对土壤中 Cl-、HCO3-、SO42-、Ca2+、Mg2+、K+、Na+
和盐分含量（TS）8 个变量进行分析，构建具有代表

性的综合因子，并且对试验区土壤盐渍化状况进行

综合评价，计算主成分与各项指标的相关系数，按

矩阵（表 5）来看，与第一主成分密切相关的是 Na + 、
表 4 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
Tab. 4 Characteristic root and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照 累 计 贡 献 率 >85% 、特 征 值 >1 来 确 定 主 成 分 个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征值分别为 5.682、1.233，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分别

1
2

5.682

71.03

71.03

数。结果表明（表 4）：前 2 个因子的特征值均>1，特

1.233

15.41

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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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主成分因子的荷载矩阵与得分系数矩阵

性组合表示，
可分别获得各主成分的函数表达式：
PC1 = 2.310Cl- - 1.247HCO-3 + 1.869SO 24 - +

Tab. 5 Loadmatrix and scoring coefficient matrix of

2.212Ca2 + + 2.3Mg2 + + 0.996K+ +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因子荷载矩阵
PC1

Cl-

HCO3SO42Ca2+
Mg
K+

2+

Na+

chinaXiv:202012.00048v1

TS

0.969

-0.523
0.784
0.928
0.965
0.418
0.979
0.964

PC2

0.028

0.022

0.138

-0.146

0.17

0.031

-0.092

0.159

0.163

0.038
0.806

-0.016
-0.015

PC2

0.171

0.723

-0.18

2.334Na+ + 2.298TS
PC2 = 0.031Cl- + 0.803HCO-3 - 0.2SO 24 - +

成分得分矩阵
PC1

0.074
0.172
0.17

0.586
0.129
0.654

-0.013
-0.012

Cl-、TS、Ca2+、Mg2+ ，这 5 个指标与土壤盐渍化关系密
切，代表了土壤盐渍化状况，说明影响该区土壤盐

渍化的盐分主要是氯化物，并且以钠盐为主。此外,
SO42-也在第一主成分的因子变量中具有较高的正载

荷。故第一主成分替代了 8 个原始因子中的 Na + 、

Cl- 、TS、Ca2+ 、Mg2+ 、SO42- 6 个因子的作用。在第二主

成分因子变量中，K + 与 HCO3- 具有较其他变量更高

的载荷，呈正相关。说明该主成分在第一主成分的
基础上通过影响土壤碱度进一步反映出该区土壤

盐渍化，第二主成分替代了 8 个原始因子中 K + 与

HCO3- 2 个因子的作用。因此，根据各指标与各主成
分间的相关性显著程度，可将 TS、Na+、Cl-、Ca2+、Mg2+

究

0.177Ca2 + + 0.042Mg2 + + 0.895K+ -

0.018Na+ - 0.017TS
2.4 地下水埋深对土壤盐分的影响

在河套灌区，盐分本身对土壤水分有较强的亲
和力，受河套灌区降雨远远小于蒸发量的影响，地
下水埋深越浅，土壤积盐越严重，地下水埋深较深
的区域土壤盐分含量相对较低。由图 5 可知，表层

土壤（0~20 cm）盐分异常高于其他土层。试验区地
下水埋深与土壤盐分符合线性关系，R2>0.9103，拟

合效果良好。0~20 cm 土壤盐分变化随着地下水埋
深变化趋势较大，20~40 cm、40~100 cm 土壤盐分随

着地下水埋深变化趋势较小。因此，地下水埋深对
土壤盐分有着较大的影响，控制地下水位、降低土
壤盐分，研究地下水埋深与土壤盐分之间的关系，
保证作物正常生长，防治因蒸发而导致土壤盐渍化
具有重要意义。

3

讨 论
土壤含盐量和盐分离子组成反映了土壤盐渍

作为研究区土壤盐渍化的主要特征因子。根据分

化程度，也是改良和利用盐渍化土壤的重要依据。

析所得的各变量在相应主成分上的因子负荷，求得

土壤盐分离子组成不同导致土壤盐渍化类型不同，

各主成分的特征向量，
将主成分用 8 个指标向量的线

对土壤盐分运移和理化性质也起着重要作用，并且

图 5 地下水埋深与土壤盐分的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water depth and soil sal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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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着土壤脱盐的难易程度。此外，由于盐分离子

意义。与以上学者研究相比，本研究选择了土壤含

化学元素的离子半径、化合价以及存在形态等的相

盐量、阴阳离子组成等 8 个指标作为土壤盐渍化参

似性，因此，其在土壤中运移、沉淀等也存在一定的

数 ，能 客 观 地 代 表 区 域 土 壤 盐 渍 化 特 征 的 总 体

相关性

情况。

。内蒙古河套灌区近年来大力发展中高

［21］

标准农田，导致土壤农田水盐状态改变，土壤次生
盐渍化问题凸显，了解土壤盐分组成以及运移规

4

律，科学合理的改良盐渍化土壤是河套灌区亟待解
决的问题。因此，已有很多学者对河套灌区水盐运
移及其盐分组成进行了大量研究。孙亚楠等［15］以
河套灌区永济灌域盐渍化土壤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
SVM综合模型，
很好的预测土壤含盐量。李亮等［17］通
过研究河套灌区耕荒地间水盐运移规律，研究表明

耕地受农业措施和灌溉水淋洗的影响，盐分通过深
层渗漏或水平运移到荒地土壤中，荒地的盐分逐渐
增加并且反侵蚀耕地，形成动态平衡；这与本试验
区相似，试验区北侧为盐荒地，南侧为改良耕地，且
地势南高北低，经过日积月累的影响，盐分由耕地
向荒地运移，导致荒地盐分不断增加，荒地盐分影
响着改良耕地作物生长，形成盐分动态平衡。随着
暗管排水技术越来越成熟，以及在河套灌区的大力
推广，试验区利用暗管排水技术治理和改良盐荒
地，可以控制地下水埋深，降低土壤盐分含量，但是
长期大规模使用暗管排水肯定还会导致一些新的
农业环境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
土壤盐渍化的改良与利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影响因素也相对较多，为了能充分的考虑各种因素
对土壤的作用与影响，需要将所有可能有联系的变
量都考虑进来，但是随着变量的增多分析过程也相
对较复杂，难以确定影响结果的本质因素。主成分
分析就是从相对较多的变量中抽取出少数互不相
关的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这几个少数的
综合因子对研究结论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19，22］，近
年来，有较多的学者利用该方法对土壤盐渍化的
影响因素、类型、以及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吕真真
等［23］利用此方法对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土壤盐渍化
的主要因子进行了分析，为该地区土壤资源可持续
利用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刘迁迁等［24］利用此方
法研究了察南灌区影响土壤盐分特征的主导因子
是 HCO3 、Cl 和 K 。官会林等
-

-

+

（1）春季（4 月）和秋季（10 月）土壤含盐量变化
范围在 0.55～70.78 g·kg-1；表层土壤含盐量明显大
于深层土壤，是盐分的积累层，表层含盐量大约是

深层的 1.5～2 倍，属于盐分表聚型土壤，春季表层
土壤含盐量明显高于秋季。春季各层土壤变异系

数在 116.837%～150.826%，均大于 100%，属于强变

异 性 。 秋 季 各 层 土 壤 变 异 系 数 在 80.924% ～
99.684%，位于 10%～100%，属于中等变异性，春季

土壤含盐量的空间异质性强于秋季。

（2）各层土壤阳离子以 Na+为主，土壤阴离子以

Cl- 为主。阳离子中 K + 和 Na + 变异系数相对较小，在

44.45%～97.02%，具有中等的变异性，Ca2+和 Mg2+变

异系数相对较大，在 86.81%～121.43%，具有较强变

异性，说明 Ca2+ 和 Mg2+ 的空间依赖性强于 K + 和 Na + 。
阴 离 子 中 Cl- 变 异 系 数 相 对 较 大 ，在 103.69% ～

117.97%，属于强变异性，HCO3- 和 SO42- 变异系数相

对较小，在 30.335%～67.67%，属于中等变异性，说

明 Cl-在春季和秋季分布不均匀；春季土壤剖面各盐
分离子变异系数均大于秋季。

（3）主成分分析表明，前 2 个主成分的累积方

差贡献率为 86.44%，与第一主成分密切相关的是

Na + 、Cl- 、TS、Ca2+ 、Mg2+ ，这 5 个指标与土壤盐渍化关

系密切，代表了土壤盐渍化状况；在第二主成分因
子变量中，K+与 HCO3-具有较其他变量更高的载荷，
K+与 HCO3-通过影响土壤碱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土壤盐渍化，降低土壤盐渍化程度，采取适当的
方法减少土壤中的 Na+、Cl-、Mg2+和 C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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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salinity
in the Wulat irrig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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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salinization of soil in a salinized irrigation area, the Wulate irrigation area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area, which is located downstream of the Hetao irrigation area. On the basis of field measurement and
laboratory test analysis, traditional statistic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salt

content and ion distribution of saline soil in spring(April) and autumn(October) and to determine th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soil sali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il salt content in spring (April) and autumn (October) ranged

from 0.55 to 70.78 g · kg- 1 and the average salt content of surface soil was more than 7 g · kg- 1, which belongs to
moderate and severe salinization soil, some of which reach the level of salt soil. The salt content of the surface soil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eep soil, which was the accumulation layer of salt. The salt content in the
surface layer is about 1.5-2 times that in the deep layer, which was the typical salt accumulation type soil. The soil

cations in each soil layer were mainly Na +, which accounted for 47.19% of the total cations. The anions are mainly Cl- ,

which accounted for 58.86% of the total anions. The study area was mainly affected by chlorides(NaCl), and the soil
salt content in spring is higher than that in autumn.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first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was 86.44%, and Na + , Cl- , TS, Ca2 + , and Mg2 +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These five indicator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soil salinization and

could therefore reflect soil salinization status. Among the second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variables, the loads of

K + and HCO3-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variables. K + and HCO3- affected soil saliniz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by
affecting soil alkalinity.

Keywords: salinization; salt ions; total sal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Hetao irrigation a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