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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查明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区土壤水分运移机制，对正确理解土壤水分迁移过程、提高高寒草甸重建效率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通过开展土壤剖面负压、地温观测等原位试验，结合气象资料，对土壤剖面地温、含水率及总水头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土壤的冻结期起始于 10 月，解冻期起始于 4 月；地温最高值出现在植物生长旺盛期 8 月，最低值出现在 1 月；1~3 月土壤水
分呈固态，6~10 月土壤水分呈液态，处于稳定变化阶段，4~5 月、11~12 月土壤水分呈固液转化态，含水率变化幅度较大，处于过
渡阶段。随着气温升高及降水量增加，6~8 月水热同季有利于高寒草甸生长，属于高寒草甸主要生长阶段；春季土层由表及深
土壤解冻，冻土层滞水性能保障了返青期春旱牧草生长的水分需求；深秋季节的由表及深的土壤冻结，深层土壤水分随水汽发
生的表聚作用保障了牧草生长的水分需求，也是高原生态系统能够维持稳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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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pine meadow soil water for sustaining the succession of vegetation ecosystem benign role lies in finding out the al⁃
pine meadow area soil moisture migration mechanism,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alpine meadow soil moisture migration proces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construction efficiency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in situ test of soil profile
negative pressure and ground temperature observation, combined with meteorological data, the authors analyzed soil profile tempera⁃
ture, moisture content and total head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eezing period begins in October, and the thawing pe⁃
riod begins in April. At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the plant growth period is in August, and the lowest value appears in January. Soil
moisture is solid from January 1 to March; from June to October soil water is liquid, belonging to stable phase change; from April to
May and from November to December soil moisture is in solid and liquid state, and the moisture content change is bigger, belonging
to the excessive stage.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and the precipitation, the same season in June and August is favorabl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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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alpine meadow, which belongs to the main growth stage of alpine meadow. In spring, the soil is thawed at the surface and
the depth, and the stagnant water performance of the frozen soil ensures the moisture demand of the spring drought and herbage
growth. In the late autumn season, the surface and deep soil are frozen, and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the deep soil water with the wa⁃
ter vapor in the soil protects the moisture demand of the grass growing.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the plateau ecosystem can be
stable.
Key words: alpine meadow; moisture migration; total water head; Tibetan Plateau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区，平均海拔 4200m 以上，

厚、地势相对平坦的原生高寒草甸为研究区，以土

区内气候寒冷，植物生长期仅 3 个月，受高寒气候

壤水分为研究对象，采用收集资料，野外调查，原位

的影响，生态系统脆弱而敏感，受损生态系统的

试验的方法，开展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区土壤水分运

自然恢复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有关研

移机制研究。

究着重于高寒草甸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
高寒草甸的适应性管理

[9-10]

[1-8]

、

和退化高寒草地恢复

[11-20]

与重建方面

1.1

。

气象要素观测
生态系统与大气界面的水汽交换主要受气象

要素驱动，本次在研究区架设了一套自动气象观测

地处青海高原南部的三江源是高寒草甸集中

设备，测定指标包括日降水量、气温、净辐射、风力、

分布的区域，草地退化十分严重，气候变化被认

风向、空气湿度 6 个气象要素，观测频率为 1 次/d。

为是三江源草地退化的驱动力 。掌握土壤水分

气象要素监测探头安装位置见表 1。

含量动态，明确土壤水分迁移过程，分析冻土的

1.2

[21]

土壤分层

变化特征，对高寒草甸的适应性管理、可持续利

本次 开 展 的 原 位 试 验 监 测 探 头 最 大 埋 深 为

用及其退化高寒草地的恢复与重建具有重要指

0.6m，其 中 ，0~0.15m 为 高 寒 草 甸 根 植 土 ，属 于 根

导意义。

系主要分布区，0.15~0.5m 为单一结构的粉土层，

近年来，针对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土壤水分运
移过程与机制进行了研究

[22-26]

，受气候作用的影响，

0.5~2.0m 为砂卵砾石层。采用筛析、密度计相结
合的方法对试验区土壤岩性进行颗粒分析定名，

特别是季节性土壤冻融作用的影响，高寒草甸水文

土壤粒度分析结果见表 2，以便对计算结果进行

过程更复杂。目前有关高寒草甸水文过程的研究

综合分析。

较弱。

表 1 气象要素监测探头安装位置

青海省玛沁县德尔尼铜矿开采于 2006 年，矿山

Table 1 Meteorological element monitoring

开采形成大量的矿采迹地，植被恢复与重建技术的

probe installation position

选择必须依赖于对区域内自然草地过程的理解。
本次研究在该地区通过自动观测设备，进行了土壤

指标

距地面高度

温湿度的自动连续观测，以期为矿采迹地植被恢复

降水量

1m

湿度

1.5m

气温

1.5m

净辐射

2.5m

风速

6m

风向

6m

技术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研究区位于青海玛沁县德尔尼铜矿区，属于高

山湿润寒冷灌丛峡谷区。平均海拔 4200m 以上，沟
谷切割深度达 100m 以上。地带性植被为高寒嵩草
草甸和高山灌丛草甸，其中高寒草草甸分布于山间
滩地和山地阳坡及偏阳坡，高寒灌丛草甸分布于山
地阴坡及偏阴坡。土壤厚度为 0.4~0.6m，土壤类型
为草毡寒冻雏形土和暗沃寒冻雏形土。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外界影响下完整的土壤水
分运移过程，本文以青藏高原德尔尼铜矿土层较

表2

实验室土壤粒度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laboratory soil particle size analysis
序号

分层/m

沙粒/%

粉粒/%

粘粒/%

岩性定名

1

0~0.15

37.5

56.6

5.9

粉土

2

0.15~0.3

28.5

64.2

7.3

粉土

3

0.3~0.5

60.1

32.3

7.6

粉土

4

0.5~2.0

93.2

5.2

1.6

砂卵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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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地温、
含水率、负压观测
采用剖面挖掘的方式，架设包括地温、含水率

及负压的自动测量设备，土壤物理参数监测仪器
型号为 SP100，架设深度分别为 0.1m、0.2m、0.3m、
0.45m、0.6m 等, 观 测 时 段 为 2015 年 1~12 月 。 其
中，观测频度为 1 次/30min。土壤剖面岩性及监
测探头安装位置见图 1，主要观测仪器性能及精
度见表 3。
1.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和 SPSS 20.0 对不同土层含水率和水

势的不同土层分异进行分析，其中，单因子方差分
析（ANOVA）最小显著差数法（LSD）的显著性系数
为 0.05。
结合气象要素分析，揭示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区
土壤水分运移机制。为便于查明监测数据的宏观
变化规律，本次研究将逐时监测数据按月取平均值
处理后再进行分析。

2
2.1

结

果

气象要素
研究区域气温季节动态变化呈现单峰变化曲

线，1~7 月为大气温度持续回升期，7~12 月为持续回

图1

土壤剖面岩性及监测探头安装位置

落期，最高气温 10℃，出现于植物生长季 7 月，最低

Fig. 1

Soil profile lithology and monitoring
probe installation location

气温-11℃，出现于非生长季 12 月。昼夜温差较大，
达 15℃。
高寒草甸生长的最低气温为 6℃[26]，研究区气温
稳定保持在 6℃以上的季节仅 6~8 月，即高寒草甸每
年主要生长季节仅 3 个月。

研究期内，区域大气降水量累计达 627.3mm，
集中分布于植物生长季 5~9 月，占年总降水量的
80%，降水量的季节动态变化呈双峰变化曲线，在
生 长 季 7 月 和 9 月 有 2 个 降 水 高 峰 期 ，其 降 水 量

表 3 主要观测仪器性能及精度
Table 3 Main observation instrument performance and precision
序号

监测变量

传感器型号

测量量程

1

气温/℃

DMA672.1

-50~+70

±0.1

2

相对湿度/%

DMA672.1

0~100

1.5(5~95)

3

风速/(m· s-1)

DNA121#C

0~60

±1

4

风向/°

DNA121#C

0~3

±1

5

净辐射/（W· m-1）

DPA240

6

降水量/mm

DQA130#C

翻斗式，
每斗 0.2

7

包气带含水率/%

MP406

0~100

±3

8

包气带温度/℃

SP40A

-20~+60

±0.125℃

9

包气带负压/kPa

EQ15

0~2000
工作温度：
-40℃~70℃

0~-1000
输出信号：0~-1000，
150~550

测量精度

±5
±0.2mm(0~1mm/min)
1%(1~10mm/min)

±1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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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气温、降水量变化曲线

The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curves of the year

为 156mm 和 128mm，年内气温、降水量变化曲线

展的。剖面 60cm 土层的完全冻结发生在 11 月，解

见图 2。

冻 发 生 在 5 月 。 0.1cm、0.2cm、0.3cm、0.45cm 和

2.2

土壤地温

0.6cm 的土壤年均温分别为 2.0℃、1.89℃、1.84℃、

测试期内，各层土壤地温的变化呈现相似的单

1.86℃、1.89℃.

峰季节变化趋势，土壤剖面年内地温变化曲线见图

2.3

剖面含水率

3。其中，土壤的冻结期起始于 10 月，解冻期起始于

含水率的变化反映土壤水分迁移过程为静止

4 月，冻结期长达半年。地温最高期出现在植物生

状态，试验场土壤剖面含水率等值线见图 4，具有以

长盛期 8 月，
最低期出现在隆冬 1 月。

下规律。

受土壤热传导的限制，不同土层冻结、解冻和

（1）含水率变化总体呈现 3 种特征，1~3 月含水

土壤温度随土层的加深呈现出规律性变化。总体

率变化趋势一致，处于稳定变化阶段，且均低于

来说，土层越深，土壤的冻结期、解冻期越晚，表明

20%。6~10 月含水率变化趋势一致，处于稳定变化

该地区土壤的冻结和解冻是由表土逐步向深层发

阶段，且均高于 30%，4~5 月、11~12 月含水率变化

图3
Fig. 3

土壤剖面年内地温变化曲线

Land temperature change curve of the year in soil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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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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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场土壤剖面含水率等值线

The contour of the water content of soil profile in the test field

幅度较大，处于过度阶段，含水率变化范围在 20%~

水等共同作用下的平衡停滞微入渗状态，剖面在

30%之间。

0.3m 以下不受外界气候条件的影响，水分均处于入

（2）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土壤剖面 0.3m 以上的
含水率变化较剧烈，而 0.3m 以下的含水率变化较稳
定，
受外界气候变化影响较小。
（3）受较大降水量的影响，全年 6~10 月含水率
较大，
1~3 月土壤剖面 0.3m 以上区域含水率较小。
（4）受极端寒冷气温变化的影响，11~12 月属于

渗排泄状态；③12 月—翌年的 4 月土壤剖面水分总

体呈现散失状态，反映土壤水分主要以固态的形式
存在；④受外界气温、降水量变化的影响，4 月、12 月

为土壤水分运移的转折点；⑤剖面 0.3m 以浅，降水
入渗的水分除满足植被生长需要、蒸发蒸腾外，具

有超强持水性且致密的原生草甸土壤水分仍处于

土壤水分冻结时期，冻结锋面由上向下迁移；4~5 月

入渗状态，植被长势良好。

属于土壤水分消融时期，
消融锋面由上向下迁移。

3

（5）土壤剖面 0.2m 以上是草甸根系主要分布区

讨

论

域，6~8 月是草甸的主要生长期，因此，在 0~0.2m 的

土壤介质中水分迁移运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区域含水率较深部区域偏小，属于植被根系耗水对

和制约，其中外界气候要素属于根本驱动因素，同

土壤水分迁移的影响。

时，土壤介质差异性是水分运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2.4

剖面总水头

因此，本次研究主要结合外界气候要素的变化，分

总水头是土壤水分携带的总能量，可以反映土

析土壤中水分迁移的动力学过程，进而达到揭示土

壤水分的流动方向、驱动力大小等特征。试验场土
壤剖面总水头等值线见图 5。可以看出：①5~11 月

近地表土壤总水势大于土壤深部，水分总体处于入

渗状态；②剖面 0.2m 以上土壤水分处于入渗状态，

壤介质水分运移动力学机制的目的。
试验区土壤剖面总水头分布见图 6，受低气温
的影响，包气带水分在 1~3 月以固态形式存在，但是
近地表的固态水不断从外界吸热积蓄能量；随着气

主 要 为 大 气 降 水 入 渗 补 给 ，草 甸 根 系 土 壤 厚 度

温不断升高，4~5 月包气带水分开始自地表向下融

0.3m，剖面 0.2~0.3m 土壤是草甸根系分布的主要区

化，完成 0.6m 以浅区域固态水向液态水的转化，同

域，水分近乎处于外界降水入渗、腾发作用、根系耗

时，高寒草甸开始发芽进入缓慢生长阶段；6~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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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场土壤剖面总水头等值线

The contour of the total water head of soil profile in the test field

随着气温升降及降水量的增减，包气带土-气界面

态水的转化。至此，包气带水分完成了一个完整的

的水分在气态和液态之间频繁转化，在根系吸水作

水文年循环迁移过程。

用影响下，包气带内部水分重新分配，同时，高寒草

4

甸完成快速生长、凋零枯萎等过程；随着气温回落、

结

论

降水量减少，11 月~翌年 1 月上半月，包气带水分开

（1）土壤冻结期起始于 10 月，解冻期起始于 4

始自地表向下冻结，完成 0.6m 以浅区域液态水向固

月，冻结期长达半年之久；地温最高期出现在植物

图6
Fig. 6

试验区土壤剖面总水头分布

Total water head distribution of soil profile in the tes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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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旺盛期 8 月，最低期出现在隆冬 1 月。
（2）含水率变化总体呈现 3 种特征：1~3 月含水
率变化趋势一致，
处于稳定变化阶段，
且均低于 20%；
6~10 月含水率变化趋势一致，
处于稳定变化阶段，
且
均高于 30%；4~5 月、11~12 月含水率变化幅度较大，
处于过渡阶段，
含水率变化范围在 20%~30%之间。
（3）随着气温升高及降水量增加，6~8 月水热同
季，有利于高寒草甸生长，在短短 3 个月内，牧草完
成其生长周期，属于高寒草甸主要生长阶段；春季
土层由表及深的土壤解冻，冻土层的滞水性能保障
了返青期春旱牧草生长的水分需求；深秋季节由表

2137

及解决途径[J]. 草地学报, 2009,17(1): 4-9.
[10]邱正强, 马玉寿, 施建军, 等. 甘肃马先蒿对“ 黑土型”退化草地
垂穗披碱草人工草地的影响[J]. 草原与草坪, 2006 , 5: 26-29.
[11]张宪洲, 王小丹, 高清竹, 等. 开展高寒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
技术研究, 助力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J]. 生态学报,
2016, 36(22): 7083-7087.
[12]泽让东洲, 张洪轩, 陈立坤, 等. 川西北高寒草甸色达县草地治理
对策初探[J]. 草业与畜牧, 2016, 5: 56-60.
[13]杨林平, 苏宝兰, 杨文英. 黄河首曲高寒草甸退化草地（黑土滩）
恢复重建优良适宜牧草筛选试验[J]. 草原草业, 2016, 46(11):
96-98.
[14]周华坤, 周立, 赵新全, 等. 江河源区“黑土滩”型退化草场的形成
过程与综合治理[J]. 生态学杂志, 2003, 22(5):51-55.

及深的土壤冻结，使深层土壤水分随水汽发生表

[15]王海东, 张璐璐, 朱志红, 等. 刈割、施肥对高寒草甸物种多样性

聚，保障了牧草生长的水分需求；这也是高原生态

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影响及群落稳定性机制[J]. 植物生态学

系统能够维持稳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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