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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老二色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生态监测与效益评价

李中艳
!辽宁省铁岭水文局"辽宁 铁岭!IIL"""#

!摘!要"!为了解阜新黑土区水土流失状况"实现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选取阜新区老二色流域进行多年实

地生态监测"针对当地的水土流失状况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情况"将样方调查法$环刀浸水法等多种方

法有效结合"对老二色小流域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全方位评价"得到如下结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开展后"老

二色小流域植物覆盖度从 OQK$P增加到 OMKJ$P"形成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生态系统&水土流失现象$不合理利用土

地现象得到改善&黑土地产量逐渐提高"居民人均收入相应提高"生态治理工作全部收益达到 LMO#KI 万元&整个老

二色流域的水土流失现象被有效控制"整体态势向良性发展%

!关键词"!阜新黑土区&老二色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生态监测&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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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和人为活动的双重原因"水土流失现象

已成为东北黑土区所面临的关键生态建设问题之

一.I/

% 水土流失现象日益严重导致的土壤板结化和盐

碱化"使得黑土养分大量流失"丧失了基本的耕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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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严重影响了东北黑土区的经济发展.L/

% 辽宁省虽

是分布黑土的主要地区"但土壤侵蚀现象十分严重"土

壤侵蚀面积可达 I$KLI 万 F=

L

% 东北黑土区生态环境

问题逐渐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针对东北黑土区水土保

持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大多

数的研究仅是从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状况(水土流失

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O/

% 研究成果为

东北黑土区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做出突出贡献"但

东北黑土区水土保持治理的生态监测和效益评价等

方面研究的较少"已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

之处.Q/

% 本文以辽宁省阜新地区老二色小流域为研

究区域"重点针对黑土地水土保持工作的生态监测

和效果评价进行研究"为其他类似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研究内容

IKI!研究区概况

老二色流域位于阜新市东北部的蒙古族自治县"

在阜新地区经济发展历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的作用%

整个流域的面积为 L$#NF=

L

"长度为 IQLF=% 老二色流

域所在区域属于北温带半干旱季风大陆性地区"雨热

同期"流域全年平均气温 JK#n"全年无霜期为 I#" T

IM">"降水量分配极不均匀"全年 N"P的降水量主要

集中在 #&M 月"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LRO"降水形式多为

大雨或暴雨"极易引起洪水(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水土流失现象严重"水土流失面积为 ILQ"KOF=

L .$/

%

植被主要为松树(杨树(野生草等"流域的植被覆盖率

为 JKMP"土壤类型主要为褐土"约 ORQ 的土壤为褐土%

整个流域主要以农业生产活动作为主要产业"黑土资

源开发利用不合理#见表 I$% QMP的黑土地为农业用

地"林业用地约占 L#KOP"未完全开发土地约占

LQKOP% 该流域的土壤侵蚀类型按侵蚀的程度不同依

次划分为轻度(中度(强度(极强度侵蚀#见表 L$"其中

轻度和中度侵蚀分布最广"达 NLKL$P

.#/

%

表 $&阜新老二色流域土地利用状况

土地利用

类型
水田 耕地 有林地 灌木林 草地

居民休闲

用地

其他

用地
总计

面积RF=

L

IQJKML III"KQ" $LNK$" IQ#KNM LMNKQ" NIKQI LQQKLL L$#N

占总面积

比例RP

$KLQ QOKLQ L"K$N $KJL IIK#L OKIJ MK$I I""

表 #& 阜 新 老 二 色 流 域 水 土 流 失 状 况

侵蚀程度 面积RF=

L 百分比RP

轻!度 $#NKOI Q$KNL

中!度 Q$IKNQ O#KQO

强!度 INMK$L I$KLN

极强度 O"KQ LKQJ

总!计 ILQ"KO I""

#&监测内容和研究方法

在阜新老二色小流域"随机选取 I$ 个具有明显特

征的径流小区域作为本次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果的监

测对象"对老二色小流域不同的治理模式下各个区域

的治理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价.J/

%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监

测的内容和方法如下!

;K覆盖在老二色流域地表上的植物状况监测%

用样方调查法作为研究方法调查植物的种类(数量(分

布特征(生态功能等"把样方的标准面积定为 $"=l

L"=% 监测乔木时"将样方分成个 I"=lL"=的小样方

测定"每个 I"=lL"=的小样方中选用 $=l$=的样

方监测灌木层"数量为 I 个)选用 I 个 Q=lQ=的样方

监测草木层% 进行监测记录工作时"分别记录下乔木(

灌木层的树种(树高(直径(郁闭度)草本层的结构(覆

盖度等%

EK老二色流域土壤状况监测% 测土壤的重度和

孔隙度时选用环刀浸水法作为监测方法)监测土壤质

地时选用筛法和比重计速测法进行监测)选用环法渗

透法作为监测土壤持水蓄水能力(渗透能力的监测方

法)同时监测土壤的酸碱度(各种养分的含量%

1K老二色流域区位特征的监测% 选用径流小区

法和侵蚀测定法作为监测区域径流量和侵蚀模数的方

法)选用各种试验时期监测老二色流域的气候特征.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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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与分析

OKI!生物效应变化

在进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过程中"随着各种人工

或生态举措的展开"在 L"I"&L"I$ 年老二色流域内的

植物的种类(数量(分布特征(生态功能等生物特征都

逐渐增加"林地(灌木层(草木层的生物量分别增加了

NP(I"P(I$P% 结果表明!在老二色小流域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工作中"不同区域不同土地开发方式的植物

种群生物特征逐渐趋于顺行演替过程"其中草本类和

灌木类生物量速度较快"L"I$ 年草本类和灌木类分别

增加了 J 种(Q 种植物% L"I"&L"I$ 年老二色小流域植

物覆盖度从 OQK$P增加到 OMKJ$P "表明通过一系列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后"老二色小流域生物种类多

样性得以恢复"植物覆盖率增加.M/

%

OKL!土壤效应变化

通过一系列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后"L"I"&

L"I$ 年老二色小流域土壤内的有机质含量不断增加"

有机质含量由原来的 L$KMN2RF2增加至 LMKJ$2RF2%

在综合治理工作中"随植被数量大量增加"土壤中的 /

元素作为养分被大量吸收"随着治理工作的逐步推进"

植被的固氮能力不断加强"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元素

出现富集现象"导致土壤中 /元素的含量呈现先减少

后增加的趋势% 但土壤中 a(d元素的含量"因在不同

区域分布不均缘故"不同区域的变化趋势不明显%

L"I"&L"I$ 年"侵蚀程度不同的土壤的 /(a(d元素都

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强度侵蚀土壤变化范围最大

#见表 O$%

表 %& #($#'#($G 年不同侵蚀程度土壤 V( X( F 元素和有机质含量变化

侵蚀程度

/元素 a元素 d元素 有机质含量

L"IO 年 L"IQ 年 L"I$ 年 L"IO 年 L"IQ 年 L"I$ 年 L"IO 年 L"IQ 年 L"I$ 年 L"IO 年 L"IQ 年 L"I$ 年

极强度 IKQN IKO$ IKJ$ "K#N "KNQ "KMQ L"K# LJK# L#KO OOK$ Q$KN $IKO

强!度 LKI$ LKOJ LK$N "K#Q "KM# "KM# MKN MKI MK# IMKI OQKI OJK#

中!度 IKJN IK#I IKN# "K$# "KNI "KNL LOKM L$KN L#K$ I$KJ OMKL QMK#

轻!度 IK$# IKLQ IKMO "KQ$ "KMO "KMJ IMKL LOK# LLKQ LQKL QLKO $"K$

!!由于老二色小流域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不同侵蚀

程度的土壤地表上植被覆盖率逐渐增加"植被对土壤

的稳固作用逐步加强"导致土壤的孔隙度变大"土壤中

度变小% 强度侵蚀(中度侵蚀(轻度侵蚀重度由 L"I"

年的 IKQ$2R5=

O

(IKQN2R5=

O

(IKOJ2R5=

O

"减小到 L"I#

年的 IKOL2R5=

O

(IKOO2R5=

O

(IKI$2R5=

O

"孔隙比增加至

ONKOP(OMK$P(QQKLP% 该小流域土壤的 ;-值逐步

随着水土保持治理工作向中性发展.I"/

%

OKO!区位效应变化

随着水土保持工作不断进行"各个区域的植被覆

盖率逐渐增加"生态系统开放性降低"系统稳定性逐渐

提高"植被内光照强度下降"植被调节气温的能力变

强"有效地控制植被内温度的变化% 不同侵蚀程度的

土壤"相对湿度不同"植被内的空气湿度及土壤含水量

都不同% 因植被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地表径流能力减

弱"整个生态系统处于稳定状态%

-&生态效益分析及评价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保护土

壤和控制水土流失% 本次评价工作参考了大量老二色

流域的有关资料"选用对比法作为研究方法"分别从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对老二色流域水土

保持工作进行效益评价%

老二色小流域结合当地的地形和土壤侵蚀情况"

制定生物措施(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坡度过

陡的区域"采取封山措施)坡度大于 I$h的山腰种植油

'&$'



松(松枝子等树种"在林下撒播优质野草"人工补植促

进植被的修复)在坡度小于 I$h的部分选取抗风能力更

强的油松(樟子松等树种"适当的种植梨树(桃树等果

树% 治理时间分为三期!L"I"&L"I$ 年为第一期)

L"I$&L"L" 年为第二期)L"L"&L"O" 年为第三期% 整

体计划治理流域面积 ILQ"KOF=

L

"退耕还林 I$LK#F=

L

"

水利工程 $LO 项% 自 L"I" 年起开始制定总体规划"

L"I" 年底初级计划基本落实到位% 老二色小流域水

土保持治理工作预计投资 OL" 万元"经过计算得出年

支出费用达到 O#KI 万元"L" 年综合治理项目整体投资

NQ" 万元%

参考阜新地区农产品的价格"将各项水土保持措

施的增量产值作为计算基础"以 L"I" 年为基准年"经

一系列计算最终得出"各类水土保持措施增产产品最

终带来的直接效益为 IJO#KN 万元#见表 Q$%

表 -&老二色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指标

项!目 时间R年 树木R=

O 薪柴RF2 果类RF2

新增产值

R万元

封山禁牧 $ OKI$ L#" $L$KI

退耕还林 $ LKJQ LI" I#""" $N#

人工补植 $ IJ" IQ""" LILKO

沟头防护 O IMKO

水井改造 L LNKI

水平梯田 O M" IJ""" O##

!!水土保持治理工作前 O 年为低效益时期"O TI" 年

为效益增加期"I" 年以后为明显效益期% 因阜新黑土

地区水土流失状况严重"土壤养分流失"应从保土价值

和持水价值两个方面进行水土保持治理工作的效益评

价"因此计算保土价值时"可以计算土壤养分的潜在生

态能力值%

A

,

R

$

58

$

:

$

#$R/"a"d$

式中!A

,

&&& 保土价值"万元R年)

$

5 &&& 减少的侵蚀保土量"万6R年)

8

$

&&& 土壤中/"a"d的含量)

:

$

&&& /"a"d的市场价格%

结合阜新老二色小流域的当地自然状况以及当地

化肥的市场价格"计算得出该流域水土保持治理项目

的保土价值为 IM$KON 万元R年%

蓄水持水能力是水的标准市场价格与蓄水水源的

价值量相乘得到的% L"I$ 年阜新老二色流域的自来

水价格为 IK$ 元R=

O

"经过计算得出该流域水土保持治

理项目的保水效益 QIKLI 万元R年% 阜新老二色流域

水土保持治理项目的整体收益为保土价值与持水价值

的和"约为 LO#K$M 万元R年"O 年后水土保持效益逐渐

增长% L"O" 年"老二色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治理全部

收益为 LMO#KI 万元%

G&结&语

本文参考了大量阜新老二色流域的有关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资料"打破了原有的固定水土保持研究模式"

重点针对黑土地水土保持工作的生态监测和效果评价

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发现!经过 $ 年的初期治理工作"

取得十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老

二色小流域水土保生态环境得到了初步改善"生态系

统稳定性逐渐提高% L"I"&L"I$ 年期间老二色小流

域植物覆盖度从 OQK$P增加到 OMKJ$P"预计 L"L$ 年

整体植被覆盖率达到 #"P以上"形成一个完整的多层

次生态系统"使得水土流失现象(不合理利用土地现象

得到改善% 土壤侵蚀现象得到改善"黑土地产量逐渐

提高"居民人均收入相应提高% 到 L"O" 年"老二色小

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治理全部收益为 LMO#KI 万元% 结

果表明!老二色小流域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取得良好

的生态效益% 该区域关于黑土区小流域的生态治理经

验可为类似治理工程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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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赵丽娟C汉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研究.W/C资

源节约与环保" L"IQ#N$! I$M Ì#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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