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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黄土丘陵区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 ２０ 年固碳效果研究薄弱的问题，以典型退耕小流域为对象，在不同地形（ 峁坡、
沟肩、沟谷） 和植被类型（ 次生草地、撂荒山杏林、撂荒坡耕地） 共布设 １４７ 个样点采集 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样品并测定，以研究土壤
有机碳（ ＳＯＣ） 分布特征及地形、植被对其的影响。 结果表明：小流域峁坡剖面（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 ＳＯＣ 含量平均为 ２．４３ ｇ ／ ｋｇ。 地
形和植被类型对小流域 ＳＯＣ 分布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沟肩表层和剖面 ＳＯＣ 含量均最高且显著（ Ｐ＜０．０５） 高于沟谷，但与峁坡
无显著差异；次生草地表层（０—２０ ｃｍ） 和亚表层（２０—４０ ｃｍ） ＳＯＣ 含量均显著（ Ｐ＜０．０５） 高于撂荒山杏林和撂荒坡耕地。 地统
计学分析显示小流域 ０—２０ ｃｍ 土层 ＳＯＣ 含量有最大块金值且块金系数为 ４９．６％，即表层 ＳＯＣ 具有最大块金效应且受到结构
因素与随机因素共同影响；剖面 ＳＯＣ 分布格局表现出与表层土壤相似的特征。 总之，退耕还林（ 草） 碳汇效应显著，且在地形和
植被类型作用下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关键词：黄土高原；小流域；退耕还林（ 草） ；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地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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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土壤有机碳库是大气碳库的 ２ 倍，是地球植被碳库的 ３ 倍，参与地球陆域循环总碳量中 ８０％的碳以土壤

有机碳（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Ｃ） 形式存在于土壤中，ＳＯＣ 的微小变化将会极大影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进而影
响全球碳循环。 因此，土壤碳库是陆地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碳库，探明土壤碳库的储量及变化对调控全球气候
变化和实现我国“ 碳中和”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１—３］ 。 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变化是驱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
重要因素，我国退耕还林（ 草） 工程的实施极大改变了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退耕后影响土壤碳储量变化的主
要因素是恢复年限，长期来看土壤固碳量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４—５］ 。

黄土丘陵区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也是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的核心区。 该区退耕还

林（ 草） 工程已实施超过 ２０ 年，植被恢复在减少土壤侵蚀的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固碳作用，因此，退耕还林
（ 草） 工程实施后碳汇问题是该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 ［６—８］ 。 已有研究发现黄土丘陵区退耕
还林（ 草） 工程显著增加了 ＳＯＣ 含量， 与无退耕坡耕地相比， 表层 （ ０—２０ｃｍ） ＳＯＣ 含量平均增加 ２７． ５％—
９０．６％ ［９—１３］ 。 除此之外，ＳＯＣ 的空间分布受到地形和植被类型的影响 ［１４—１９］ 。 黄土丘陵区地形复杂多变，地形
可通过影响植被和水分的分布进而改变 ＳＯＣ 分布格局，王茂沟小流域研究表明地形对小流域 ＳＯＣ 含量贡献
率达到 ３２．５％ ［１２］ ；燕沟小流域研究表明地形不仅对表层（０—１０ ｃｍ） ＳＯＣ 含量空间分布影响显著，而且对深

层（４０—１００ ｃｍ） 影响也显著 ［２０］ 。 黄土丘陵区退耕还林（ 草） 后形成了天然生态林、人工生态林、人工经济林、
天然灌草群落、人工灌草群落镶嵌分布的复杂植被格局 ［２１］ ，对 ＳＯＣ 的影响极为复杂，但总体而言，天然恢复
植被固碳效益大于人工植被 ［２２］ ，生态林好于经济林 ［２３］ 。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退耕还林（ 草） 实施 １０ 年
左右甚至更早，实施 ２０ 年前后开展的研究十分有限；且已有研究多数忽视了占比可达 ５０％的沟谷，因此完整
小流域尺度 ＳＯＣ 空间分布及地形植被影响的研究不足。 此外，在黄土丘陵区坡面与沟谷交界处有宽度在 ２—

５ ｍ 的缓坡地，与峁坡区别明显，通常称之为崖头或者沟肩（ 图 １） ，但已有研究均将其与峁坡混到一起研究，
难以揭示沟肩有机碳分布特征。

因此，本研究以黄土丘陵区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 ２０ 年典型小流域为对象，在不同地形单元（ 峁坡、沟

肩、沟谷） 和植被类型（ 次生草地、撂荒山杏林、撂荒坡耕地） 采集 ０—１００ ｃｍ 土壤样品，研究退耕还林（ 草） 小
流域 ＳＯＣ 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揭示退耕还林（ 草）２０ 年 ＳＯＣ 分布规律，准确评估区域 ＳＯＣ 含量提供
科学依据。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概况
媳妇子沟小流域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清水湾村（１１０°０１′—１１０°０４′Ｅ，３７°０９′—３７°１１′Ｎ） ，为黄土高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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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沟壑区典型地貌。 小流域总面积 １．４４ ｋｍ ２ ，南北长约 １４００ ｍ，东西宽约 １２００ ｍ，沟缘线长达 １３ ｋｍ；沟谷

地面积 ０．８４ ｋｍ ２ ，占小流域总面积的 ５８．３％。 地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９．１℃ ，年均降水４９３ ｍｍ，
季节性分布不均，主要集中于 ６ 至 ８ 月，占年总降水量的 ８０％左右。 主要土壤类型为黄绵土，峁坡为典型的瓦
贝状地形。

２０００ 年实施退耕还林（ 草） 工程以来，除流域入口

保留部分坡耕地， 全部退耕，２０１５ 年 后 坡 耕 地 无 人 耕
种，自然撂荒。 小流域的植被类型分为退耕还草后自然
演替 ２０ 年的次生草地（２０００ 年至今） ，林龄 １０ 年左右

的撂荒山杏林 （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期间栽植，２０１０ 年撂荒） ，
撂荒年限为 ５ 年的撂荒坡耕地（２０１５ 年至今） 。 媳妇子
沟剖面如图 １ 所示，为简单明确区分不同地形单元，本

图１
Ｆｉｇ．１

媳妇子沟小流域剖面示意图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Ｘｉｆｕｚｉｇｏｕ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文做如下划分标准：峁坡指沟缘线以上＞１０°的地形；沟
肩指沟缘线以上 ０—１０°的地形；沟谷指沟缘线以下的地形。

１．２

样品采集及测定

结合实地考察资料与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遥感影像，根据地形和植被群落类型进行样点设置，共计布设 １４７ 个样

点，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至 １０ 月 ２７ 日完成土壤样品采集工作。 使用直径 ４０ ｍｍ 土钻，分别采集 ０—２０ ｃｍ、

２０—４０ ｃｍ、４０—６０ ｃｍ、６０—８０ ｃｍ、８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土样，去除石砾及植物根系，充分混合均匀，装入无纺布样
袋中，共获得 ７３５ 个有效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 使用手持定位系统（ 卓林 Ａ８，精度 １ ｍ） 记录每个样点的经
纬度，样点分布及小流域植被分布如图 ２ 所示。

图２
Ｆｉｇ．２

媳妇子沟小流域样点分布图及植被分布图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Ｘｉｆｕｚｉｇｏｕ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土壤样品于实验室自然风干，研磨并通过 １００ 目土壤筛。 在外加热的条件下，用 ０．８０００ ｍｏｌ ／ Ｌ 的重铬酸

钾⁃浓硫酸溶液氧化 ＳＯＣ，剩余的重铬酸钾用标准的硫酸亚铁滴定，直至溶液的颜色由棕红经紫色变为暗绿，
即为滴定终点，从所消耗的重铬酸钾量，计算有机碳的含量。 为保证实验精度，每一批样品测定的同时，取 ０．５
ｇ 粉状二氧化硅代替土样进行 ２—３ 个空白试验 ［２４］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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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南方

等：黄土丘陵区退耕小流域土壤有机碳分布特征及地形植被对其的影响

５８４１

数据分析及方法
采用经典统计学和地统计学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小流域 ＳＯＣ 空间分布特征，描述性统计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利用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对不同地形与植被类型 ＳＯＣ 剖面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８

作图。 地统计学分析采用 ＧＳ ＋ ９．０ 进行，分析 ＳＯＣ 含量的半方差函数（ 式 １） 。 半方差函数是地统计学特有的
分析工具，其理论模型可用来分析土壤空间变异的随机性和结构性，根据决定系数 Ｒ ２ 和残差平方和 ＲＳＳ 选择
最优理论模型 ［２５—２８］ 。

ｈ
１
γ（ ｈ） ＝
Ｎ ｈ ∑ （ θ ｉ － θ ｉ ＋ｈ ） ２
２Ｎ ｈ
ｉ＝１

Ｎ

（１）

式中， γ（ ｈ） 为半方差函数， ｈ 为样点空间间隔距离，称为步长； θ ｉ － θ ｉ ＋ｈ 为间隔 ｈ 的 ２ 个观测点的实测值。

Ｋｒｉｎｇｉｎｇ 法是对未抽样点进行无偏最优估计，已知样点上的估计值等于样点本身 ［２９］ 。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６

平台，使用 Ｋｒｉｎｇｉｎｇ 插值生成小流域 ＳＯＣ 含量空间分布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描述性统计与地统计学分析

２．１．１

描述性统计

小流域 ＳＯＣ 含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表层 ＳＯＣ 最高且空间分布的标准差与变异系数最大，随着

土层深度的增加 ＳＯＣ 及其空间异质性均呈降低趋势。 采用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Ｋ⁃Ｓ） 检验 ＳＯＣ 数据正态性，
发现除 ６０—８０ ｃｍ 土层外，其余土层都符合正态分布趋势；将 ６０—８０ ｃｍ ＳＯＣ 进行对数转化后，亦符合正态分
布趋势，故可进行地统计学分析与空间插值。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土层深度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 ｃｍ
０—２０

４０—６０
６０—８０

最大值
Ｍａｘ

全距
Ｒａｎｇ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 ％

Ｋ⁃Ｓ 值
Ｋ⁃Ｓ ｖａｌｕｅ

１．１８

６．９７

５．７９

２．２９

０．６８

２９．５５

０．２７

０．９９
０．９７
１．４０

ＳＯＣ： 土壤有机碳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２．１．２

ＳＯＣ ／ （ ｇ ／ ｋｇ）

最小值
Ｍｉｎ

０．９０

８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Ｋ⁃Ｓ ｔｅｓ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ａｔ Ｘｉｆｕｚｉｇｏｕ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１．４８

２０—４０

媳妇子沟小流域不同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描述性统计及正态分布检验

７．２０
４．２１
５．２９
４．０８
４．２７

５．７２
３．３１
４．３０
３．１１
２．８７

３．７２
２．０７
２．０４
１．９６
２．４２

１．３０
０．５５
０．６６
０．４９
０．５４

３５．０２

０．１０

２６．７２

０．０５

３２．１１
２５．１５
２２．１７

０．００
０．６３
０．６２

半方差函数最优理论模型

半方差函数最优理论模型如表 ２ 所示。 半方差函数模型决定系数 Ｒ ２ 在 ０．７３０—０．８８２ 之间，残差平方和

ＲＳＳ 较小，表明理论模型估算准确度好；采样样点空间间隔距离即步长 ｈ 控制在 ５０—１２０ ｍ 之间，除 ６０—
８０ ｃｍ土层外，其他土层半方差函数模型的变程 ａ 均大于步长 ｈ，样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可应用地统计学理
论分析。 ０—２０ ｃｍ 土层有最大的块金值，即具有最大的块金效应，表明较小尺度上的某种过程不容忽视，小
尺度上 ＳＯＣ 含量变异较强。 ０—２０ ｃｍ、８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块金系数分别为 ４９．６％、２７．２％，有中等程度空间相关
性，ＳＯＣ 含量受结构性因素与随机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 ０—２０ ｃｍ 土层有更强的随机性，８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
有更强的结构性。 ２０—４０ ｃｍ、４０—６０ ｃｍ、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块金系数在 １５．０％—１６．７％之间，有强烈的空间相关
性，结构性因素主导其含量空间分布。
２．１．３

基于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的空间分布格局

利用半方差函数最优模型进行地统计学插值，以直观反映小流域 ＳＯＣ 分布格局（ 图 ３） 。 ０—２０ ｃｍ ＳＯＣ

分布格局相对简单，ＳＯＣ 高值分布于峁坡次生草地、撂荒山杏林，ＳＯＣ 低值集中于撂荒坡耕地和沟谷坝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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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０ ｃｍ 土层与 ０—２０ ｃｍ 土层分布格局相似，但更多的颜色变化表明该层具有更为强烈的空间异质性。
４０—６０ ｃｍ、６０—８０ ｃｍ、８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呈现出比表层更加复杂且差异显著的分布格局，且 ＳＯＣ 高值区向沟
谷转移。 ０—１００ ｃｍ 剖面 ＳＯＣ 均值的高值分布于峁坡次生草地、撂荒山杏林和沟谷坝地前段（ 靠近流域上游
处） ，ＳＯＣ 低值集中于撂荒坡耕地与沟谷坝地中段和后段（ 靠近流域出口处） ，与浅层 ＳＯＣ 有相似分布格局。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土壤有机碳含量半方差函数模型及参数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土层深度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 ｃｍ

最优模型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ｍｏｄｅｌ

块金值
Ｎｕｇｇｅｔ
Ｃ０

基台值
Ｓｉｌｌ
Ｃ ０ ＋Ｃ

变程
Ｒａｎｇｅ
ａ／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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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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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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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０．０００１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０．０１７３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７５８
０．０６３７
０．０５４４

图３
Ｆｉｇ．３

１９５
９９

１３２
１４１

０．１６７
０．００１
０．２７２
０．１５９

０．８８２
０．７４２
０．７３０
０．８６１

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分布图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 ＳＯ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残差平方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ＲＳＳ
７．３８×１０ －４
１．２８×１０ －４
４．７７×１０ －４
３．８８×１０ －４
１．９３×１０ －４
５．７４×１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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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类型对土壤有机碳分布的影响
峁坡为退耕还林（ 草） 工程的实施区，因此本文仅对比峁坡不同植被类型剖面 ＳＯＣ 含量空间分布。 不同

植被类型 ＳＯＣ 统计特征如图 ４ 所示。 在不同植被类型剖面和各土层中，ＳＯＣ 含量均呈现次生草地＞撂荒山杏
林＞撂荒坡耕地的分布格局，其中 ０—２０ ｃｍ、２０—４０ ｃｍ、４０—６０ ｃｍ 各植被类型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 （ Ｐ ＜

０．０５） ；０—２０ ｃｍ 次生草地、撂荒山杏林 ＳＯＣ 均值分别达到 ４．３５ ｇ ／ ｋｇ、３．７５ ｇ ／ ｋｇ，分别为撂荒坡耕地的 １．４１ 和

１．２２ 倍。 就剖面 ＳＯＣ 均值而言，次生草地、撂荒山杏林 ＳＯＣ 均值分别达到 ２．６０ ｇ ／ ｋｇ、２．３９ ｇ ／ ｋｇ，分别为撂荒
坡耕地的 １．２１ 倍和 １．１２ 倍；就不同土层而言，不同植被类型表层（０—２０ ｃｍ） ＳＯＣ 均显著（ Ｐ＜０．０５） 高于下部
土层（ ＞２０ ｃｍ） ，但次生草地 ２０—４０ ｃｍ 土层 ＳＯＣ 也显著（ Ｐ＜０．０５） 高于更深土层。

图４
Ｆｉｇ．４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有机碳含量剖面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层不同植被类型 ０．０５ 水平差异性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植被类型不同土层 ０．０５ 水平差异性显著

２．３

地形对土壤有机碳分布的影响
不同地形 ＳＯＣ 统计特征如图 ５ 所示。 就不同土层而言，除沟谷外，其余地形表层（０—２０ ｃｍ） ＳＯＣ 均显著

（ Ｐ＜０．０５） 高于下部土层（ ＞２０ ｃｍ） 。 就不同地形而言，峁坡和沟肩在整个剖面及各个土层 ＳＯＣ 无显著差异，
但后者所有土层及剖面土壤 ＳＯＣ 平均值高于前者；并且二者在 ０—２０ ｃｍ、２０—４０ ｃｍ、及整个剖面上 ＳＯＣ 均显

著（ Ｐ＜０．０５） 高于沟谷。 然而在 ４０ ｃｍ 以下更深的土层，由于沟谷出现数个 ＳＯＣ 高值（６０—８０ ｃｍ 尤为明显） ，
不满足方差分析正态性检验条件，故不同地形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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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Ｆｉｇ．５

态

学

报

４２ 卷

不同地形土壤有机碳含量剖面分布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层不同地形 ０．０５ 水平差异性显著；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地形不同土层 ０．０５ 水平差异性显著

３

讨论
土壤碳库的空间分布不均，区域 ＳＯＣ 储量实测及代表性数据贫乏，使得区域尺度 ＳＯＣ 储量估算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 ［３０］ 。 本研究通过高密度的采样，刻画了小流域 ＳＯＣ 分布特征。 研究发现退耕小流域 ０—１００ ｃｍ 剖
面 ＳＯＣ 含量在 １．４０—４．２７ ｇ ／ ｋｇ 之间，变异系数为 ２２．８％（ 表 １） ；地统计学分析表明 ０—１００ ｃｍ 剖面 ＳＯＣ 含量
块金系数为 １５．９％（ 表 ２） ，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结构性因素主导其分布。 在小流域尺度上，０—１００ ｃｍ

剖面 ＳＯＣ 含量分布（ 图 ３） 与小流域植被类型图（ 图 ２） 基本一致，与微地形（ 坡度、坡向、坡位等） 无明显相关

关系。 在宏观气候背景条件一致的特定地区，海拔高度、坡度、坡向以及周围地形遮蔽的作用影响温度、湿度、
降水等气候条件，形成独特的山区小气候，进而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凋落物的储存分解、微生物种群活性、土壤
动物群落繁衍、种子萌发等诸多细微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３１—３２］ 。 ＳＯＣ 含量的大小受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以及气
候变化三者的综合控制， 但人类活动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管理措施更剧烈 和 快 速 地 影 响 ＳＯＣ 时 空 变
化 ［３３—３４］ ，土地利用方式的剧烈变化弱化了微地形对 ＳＯＣ 分布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显著增加小流域 ＳＯＣ 含量，且植被类型显著影响了 ＳＯＣ 的分布

（ 图 ４） 。 不同植被类型具有不同的植物数量、生物量和根系质量，从而决定进入土壤植物残体的质量存在差

异，影响了 ＳＯＣ 的分布特征 ［３５—３７］ ；退耕地植物的凋落物与根际沉积物大量积累为微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底物，
显著提升土壤微生物的活性，而活性较高的微生物群落作为“ 加工者” 向土壤输送植物源残体提升 ＳＯＣ 含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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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３８—４１］ 。 本研究表明退耕还林（ 草） 实施 ２０ 年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态系统，特别是次生草地会产生大量
有机质，理论上有机碳输入量可大于矿化量 ［２］ ，碳汇效应明显，较 ５ 年撂荒坡耕地表层（０—２０ ｃｍ） 和 ０—１００

ｃｍ 剖面 ＳＯＣ 平均含量增加 ４１％和 ２１％。 与其他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地区研究相比，固碳效益上存在较大

差异。 例如喀斯特峰地区（ ＭＡＰ ＝ １３８０ ｍｍ） 研究表明退耕还草 ３０ ａ，表层（０—１５ ｃｍ） ＳＯＣ 增量达 １５．３ ｇ ／ ｋｇ，
增幅达 ７９％ ［４２］ ；而宁夏荒漠草原（ ＭＡＰ ＝ ２８９ ｍｍ） 次生草地表层（ ０—１０ ｃｍ） ＳＯＣ 含量较农地平均仅增加

３２％ ［４３］ 。 以上研究表明，退耕还林（ 草） 固碳效益与气候密切相关，越湿润的地方固碳效益越显著。

地形影响土壤发育、迁移、沉积、风化、分解等物理化学过程，从而造成土壤理化性质和 ＳＯＣ 含量的空间

分异 ［４４］ 。 一般而言，黄土丘陵区水土流失导致了流域内水土资源的重新分配，低洼部位承接高处的径流和泥
沙；沟底 ＳＯＣ 得到富集，峁坡 ＳＯＣ 含量因水土流失而降低 ［４５—４６］ 。 本研究显示地形显著影响了小流域 ＳＯＣ 分
布特征，沟缘线以上的峁坡和沟肩表层和剖面 ＳＯＣ 显著高于沟谷（ 图 ５） 。 这是因为沟谷虽然承接了径流和
泥沙，但沟谷主要为传统农业用地，粗放管理方式和化肥投入可能是其 ＳＯＣ 低的主要原因；峁坡、沟肩植被覆
盖度高，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为 ＳＯＣ 积累创造了良好条件。 本研究中，首次将沟肩地单独从传统的峁坡
中分离出进行分析，并且发现其 ＳＯＣ 还要高于峁坡，这可能是由于沟肩位于峁坡下部，坡度小且在沟缘线植
被拦截下，易于汇聚坡面表层 ＳＯＣ 含量高的泥沙，提升其 ＳＯＣ 含量。 此外，图 ５ 中显示沟谷在 ４０—１００ ｃｍ 不
同土层中均出现了 ＳＯＣ 明显高的奇值，主要原因可能是该土层存在 ＳＯＣ 含量高的黑色淤泥所致。

黄土丘陵区小流域退耕形式多样，地貌也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结果并不能全部反映该区不同类型小流

域的固碳效应，因此，后续研究应该选择多个不同类型的退耕小流域进行评估，从而更全面反映退耕还林
（ 草） 工程实施 ２０ 年的固碳效应。 同时，探究黄土丘陵区小流域 ＳＯＣ 分布与结构性因素的定量关系，将有望
从机理上揭示小流域 ＳＯＣ 含量变化规律，为区域 ＳＯＣ 含量精确评估提供重要依据。
４

结论
１） 媳妇子沟小流域表层土壤块金值最大且块金系数为 ４９．６％，表明表层 ＳＯＣ 分布受到结构因素和随机

因素共同影响；剖面 ＳＯＣ 高值分布于次生草地、撂荒山杏林与沟谷淤地坝处，ＳＯＣ 低值分布于撂荒坡耕地与
沟谷坝地。

２） 植被类型显著影响小流域 ＳＯＣ 分布格局。 次生草地的碳汇效应最明显，表层（ ０—２０ ｃｍ） 和亚表层

（２０—４０ ｃｍ） ＳＯＣ 含量均显著（ Ｐ＜０．０５） 高于撂荒山杏林与撂荒坡耕地，表层和剖面（０—１００ ｃｍ） ＳＯＣ 平均含
量较撂荒坡耕地分别增加 ４１％和 ２１％。

３） 地形显著改变了小流域 ＳＯＣ 分布特征。 沟缘线以上峁坡、沟肩地形的表层和剖面 ＳＯＣ 含量均显著

（ Ｐ＜０．０５） 高于沟谷；沟肩所有土层及剖面土壤 ＳＯＣ 平均值虽然均高于峁坡，但均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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