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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中的植物措施对位配置研究
+++以辽宁省凌河流域为例

薛翠梅
!北票市蒙古营水利服务站" 辽宁 朝阳"!##!(!$

!摘"要""水土流失造成了资源的逐渐枯竭"并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 通过提高植被覆盖率虽然可有效控制

水土流失"但如何有效提高植被覆盖率一直是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一个难点% 本文以辽宁省凌河流域为研究背

景"对该流域内植物措施进行对位配置分析与研究"并结合辽宁省凌河流域的植被研究"提出了宏观&空间&技术&

管理&时序五种植物措施对位配置模式"可有效提高植被覆盖率"增强水土保持效果"同时也为水土保持工作提供

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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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正日益严重地危害着人类赖以生存的水

土资源"水土流失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愈发严重"国内外

学者提出了大量水土保持的治理措施& 张富等,!-阐述

了水土保持对位配置概念的研究"并以实践为基础提

出了水土保持的治理方法$杨扬等,#-查明了水土保持

过程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了水土保持

措施的各类有效方法$杨艳辉等,$-根据我国的水土流

失成因"提出了大量的水土流失治理建议$刘宝元等,&-

把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分类分级划分"并把水土保持措

施划分为三个分类系统$袁希平等,'-定量分析了各类

(%$(



水土保持举措"对水土保持的措施进行了优化与合理

配置$康满生,O-对凌海市水资源开发现状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各项保护性建议$f/L.0B15%Z.F.)=.B121@.

,Q-

分析了在西非萨赫勒地区的水土保持状况"提出根据

农场土壤性质"采取相应水资源保护举措$)>1/?

b1.D</C

,R-基于 ,:l 的多标准评价"对秘鲁北部流域河

流附近的水土保持现状进行了评估"并结合实际"提出

了一些改进方法$许武德,T-根据水土保持措施"重点论

述了水土保持中的植物措施$张玉斌等,!(-

'冉大川

等,!!-

'和继军等,!#-

'范建荣等,!$-

'才厚,!&-

'蔡梅等,!'-

'

邰源临,!O-

X8C.22 M.;82B.

,!Q-也对水土保持做了一定

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植物措施对位配置做出大

量研究"但是"许多措施概念化"对于辽宁省凌河流域

并不适用& 因此"本文通过对辽宁省凌河流域的各方

面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给出了具体的植物措施对位

配置&

+%研究区概况

凌河流域位于辽宁省境内中西部"流域位于东经

!!Tg##nU!##g$!"北纬 $Tg## U&(gOTn"总流域面积达

#%Q' 万C

#

"主要由大'小凌河组成& 大凌河主要经过

建平'朝阳'凌源'凌海市等区域"大凌河水系总长为

#R#%$$VC"总流域面积为 !%&# 万 C

#

"年均径流量超过

R%R# 亿C

$

& 小凌河经过朝阳'南票'凌海'锦州等地"

总流域面积 (%' 万C

#

"年均径流量超过 $%TQ 亿 C

$

"小

凌河属山溪性河流& 小凌河流域呈长方形"地势西高

东低&

'%水土保持对位配置

#%!"对位配置的意义

增加植被覆盖率可有效减少水土流失现象"水土

保持对位配置是研究环境的水土资源保持状况与环境

所处的动植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平衡的一种规律&

选择与水土资源环境状况相融洽的动植物群体"或通

过环境资源的改变使动植物群体稳定生存"是对位配

置的意义所在&

水土保持中的植物措施对位配置是指以水土资源

环境的水土保持为主"采用相适应并能促进水土资源

环境稳定'减少水土流失的植物群体& 同时还要保障

动植物群体的多样性"使生态流域达到.水土资源良

好"物种齐全多样/的目标&

#%#"水土保持对位配置模式

凌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决定了其自身环境的

多层结构性& 此外"考虑人为因素'地理因素等原因"

把整个凌河流域的对位层次分布分为五大对位模式"

即宏观对位'空间对位'技术对位'管理对位'时序对

位"每个对位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关系& 然而"

研究者必须把研究精力放在每个对位模式上"水土保

持对位配置的模式按需要根据水土保持主要研究重点

如整体治理'监测预报'环境修复'防治督查等进行对

位的适宜性分析&

$%凌河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位配置

研究

$%!"水土保持宏观对位配置

水土保持宏观对位配置是指水土保持措施整体上

与环境资源的对位配置& 辽宁省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区"气温变化与降雨量都受季节性影响"不同地区

的气温变化与降雨量也是不同的"由此产生了分明的

植物地带& 辽宁省从沿海到内陆地区依次是暖温性森

林地带'暖温性典型草原地带'暖温性荒漠草原地带&

辽宁省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陆海差距造就了不同的

干湿分区与干燥度& 因此"建造人工植被时"必须符合

其相应的地带性植被类型& 所以"宏观上的对位配置

需要考虑植被地带'生物气温'干湿分区'年降水量'干

燥度'土壤等影响因素& 凌河流域的植被地带的环境

差异指标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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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凌 河 流 域 植 被 地 带 的 环 境 指 标

植 被 地 带 生物气温Ŝ 干湿分区 年降水量SCC 干燥度 土""壤

暖温性森林地带 R UT 半湿润 半干旱 T(( (%' U!%( 褐色土

暖温性典型草原地带 T U!( 半湿润 半干旱 R(( (%' U!%' 黑色土'褐色土

暖温性荒漠草原地带 !# U!$ 半干旱 $'( $%' U&%' 漠钙土'棕色土

""由表 ! 可知"凌河流域的干湿区域明显"在半干旱

区域应种植暖温性荒漠草原植被带"在半湿润 半干旱

区域种植暖温性森林植被带或暖温性典型草原植被

带"种植在半干旱地区的植被带应适应年降水量不足'

种植地带应保持适应地下水位等问题& 此外"应在土

壤中种植适合的植物"确保土中的水分和肥分与植物

的吸收成正比&

$%#"水土保持空间对位配置

水土保持空间对位配置是指将凌河流域分段进行

植被对位配置"同时还应考虑山体'地形等空间因素

对水土保持以及植被存活率的影响& 可将凌河流域

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段进行分别考虑"影响因素

包括气温'相对湿度'太阳辐射'风速等& 调查结果

见表 #&

表 '% 凌 河 流 域 地 形 观 测 主 要 指 标

段"位 气温Ŝ

相对湿度S

P

太阳辐射S

#VbSDC

#

%

风速S

#CS?%

上游段 !!%OQ OO%T( $&O $%!!

中游段 !!%Q' O'%'' $&T !%$#

下游段 !#%&R Q#%(! $!' (%RR

""由表 # 可知"上游段对植被的相对湿度'风速要求

都较高"使得上游段只能种植特定的植被"种植的植被

要注重上游风速与湿度对植物发育的影响& 此外"凌

河流域附近的山体也会对植被的发育产生影响"种植

在不同地势地形土地上的植物的适应性也不相同"山

体越高大"对流域附近的植被发育情况影响越大& 过

大的山体还会产生独特的气候环境"需要对其种植的

植被进行特别种植&

$%$"水土保持技术对位配置

水土保持技术对位配置是指采用合理的技术手

段提高种植植物的成活率& 植物的种植密度是控制

植物成活率的关键因素"过多的种植会使植物缺水

而死"极大地浪费了成本& 因此"应保证每棵植物都

有充足的水源& 在凌河流域水源较多的区域可以种

植较多的植物"起到增加水源涵养的效果& 同时"建

立系统调控水功能"并以调控理论思想为方针"合理

科学地蓄放水"在用水需求高的农田附近"种植涵水

植物用以吸收多余的农田用水"使涵水植物附近的

土壤水分提高"减少水分流失"极大提高了水源的合

理利用率&

$%&"水土保持管理对位配置

水土保持管理对位配置是指人为管控凌河流域

的植被覆盖区"建立合理的植被管控机构"布置每年

的人工林种植策略"监督人工造林密度"确保凌河流

域每一片林木需水量达标& 严格控制滥砍滥伐现

象& 对于管控凌河流域的植物工作"应进行分人划

区域管理措施"人为管控区域的划分"并不是指等面

积划分"应根据凌河流域的植物的所处气候'生态环

境进行划分"降雨量少'环境严酷的上游区域应加派

管理人员&

$%'"水土保持时序对位配置

水土保持时序对位配置是指不同时间进行不同步

骤的树种种植"并根据时间的推移"选择合理的树种再

进行搭配种植& 植树必须考虑树木的群落特性"根据

树种间的互相促进现象"避免林木的单一现象"增加植

被的多样性"从而提高植被整体对水土资源的保持效

果& 根据小凌河朝阳县上游段水土保持良好的效果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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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采取逐步植树且树木品种不一的方法"是极其重

要的&

H%结%语

本文通过对凌河流域附近的植被调查研究"提出

了凌河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位配置"并结合凌河

流域目前的水土现状"给出了宏观'空间'技术'管理'

时序五种对位配置模式"可有效提高凌河流域的植被

覆盖率"为治理凌河流域的水土流失现象提供了真实

可靠的理论依据& 凌河流域对位配置模式的提出"目

前仅仅处于理论和构思阶段"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水

土保持工程实例进行实践验证"因此"仍存在很大的改

善和研究空间"值得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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