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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艾比湖湿地土壤水盐空间变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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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揭示艾比湖湿地土壤退化程度空间分布特征，在离艾比湖湖滨 5 ～ 15 km，绕湖一周 160 km 范围内，以湖心质

点为中心，将艾比湖划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 4 个区域，采用传统统计学和地统计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表层（ 0 ～ 20 cm）
土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绕湖一周不同区域的土壤盐分均属中等变异强度； 土壤含水
量在西北部属强变异性，而东北、东南和西南部均属中等变异强度； 土壤 pH 在不同区域内均属弱变异强度．绕湖一周除西
北部土壤盐分的半方差理论模型较符合球状模型外，其它区域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均符合高斯模型； 受结构性因素影
响，不同区域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均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 西南部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的 Moran's I 系数比其它区
域的波动大，表明空间相关性较强．艾比湖湿地常年大风、干旱、缺水及沙化盐化的自然因素与引水围堰、种植耐盐碱植物
的人为活动造成了采样区表层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的空间分布多呈现不规则条带状格局． 艾比湖湿地土壤以盐土为
主，重度盐化土次之，土壤盐渍化日益严重．
关键词： 艾比湖湿地； 水盐； 半方差； 空间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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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stematic research of soil water and salt is commonly lack in previous studies for the Lake Ebinur，thus in this study，
in order to reve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degradation degree in the Lake Ebinur wetland，by taking the lake
side of a distance to the Lake Ebinur 5－15 km，a circle area of 160 km 2 as research area．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of soil salinity，pH
and moisture in the surface layer（ 0－20 cm） of in the circle sampling area of Lake Ebinur was analyzed by using traditional statistics and geo－statistic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variation in salinity was moderate in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soil moisture
in the Northeast，Southeast and Southwest belongs to the medium variation intensity，while the northwest belongs to strong variability． The soil pH of different directions has weak variation． Except that the soil salinity of northwest follows with the spherical model，
soil salinity，water content and pH in other different directions were in line with the Gaussian model． Soil salinity，water content
and pH of different directions showed stro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which were mainly affected by structural factors． Moran's I coefficient analysis proved that soil salinity in the southwest，water content and pH was stronger in spatial correlation than that in the
other directions． The natural factors including winds，drought，water scarcity，desertification，salinization，and human activities including diversion cofferdam，planting drought－resistant and salt－tolerant plants，were contributed to sampling area of Lake Ebin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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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l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soil salinity，water content and pH． Soil in the Lake Ebinur wetland is mainly of saline－based
type，followed by the type of severe salinization and more serious salinization．
Keywords： Lake Ebinur wetland； moisture and salt； semi－variance； spatial change ability

土壤水盐状况及其空间变异性研究是土壤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土壤盐渍化防控和盐碱土地资源利
［1］

用的重要基础
［2］

究

． 国外 Jordán 等对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土壤盐分在地质和环境因素影响下的空间变化进行研

； Herbst 等用地统计学模拟和实测模拟对小尺度集水区的土壤水分空间变异进行了研究［3］ ； Cemek 等对

土耳其北部的冲积平原农田土壤盐分空间变异的研究得出，土壤盐分的空间变异性主要由地下水位、排水、
［4］

灌溉系统以及微地形等外因控制
［7］

被类型

． 在国内一些学者对黄河三角洲地区［5］ 、张掖绿洲［6］ 、辽河三角洲不同植

［8］

、塔里木河上游典型绿洲

等地的土壤水盐状况及空间异质性进行了研究，认为盐分、含水量的空

间变异性与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有关．
1950s，艾比湖面积有 1200 km2 ，如今湖
艾比湖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是干旱区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
2
［9］
面已经萎缩至 500 km 左右，已成为困扰新疆的第二大生态问题 ，湖滨地区荒漠化程度加剧，成为中国西

部沙尘暴主要策源地之一，直接威胁到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和新亚欧大陆桥的安全运行． 近 10 年
［10］

关于艾比湖湿地的盐分、水分、养分等土壤理化性质

、土壤酶活性［11］ 、土壤呼吸［12］ 、植物群落［13］ 以及其之

间的相关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艾比湖湖周到绿洲农田、博河下游、精河下游和精河围堰区以及阿其克苏
河下游等地，缺乏对艾比湖绕湖一周土壤水盐的系统研究，因此本文选择离艾比湖湖滨 5 ～ 15 km，绕湖一周
160 km 范围内为研究区，对艾比湖湿地不同区域的土壤水盐特征及土壤退化程度进行分析，旨在为保护艾
比湖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4°30' ～ 45°09' N，82°36' ～ 82°50' E）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河县境
内，是新疆第一大咸水湖． 年平均气温 5℃ ，年平均降水量 100 mm 左右，年蒸发量 1600 mm，属于典型温带大
陆性干旱气候． 1972

2011 年期间，艾比湖的面积在不断缩小，共缩小 115．03 km2［14］ ． 2012

2015 年期间，

本课题组通过对艾比湖湿地采样调研，发现艾比湖湿地盐化沙化加剧，土壤平均粒径在 2．63 ～ 6．51 μm 之
pH 值在 7．52～ 9．29 之
间，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0．0003% ～ 2．3401%之间，土壤盐分呈现表聚性，高达 85．32 g / kg，
83°2'18．34″E） 为
间． 本文选择在离艾比湖湖滨 5 ～ 15 km，
绕湖一周 160 km 范围内，
以湖心质点（ 44°52'32．77″N，
中心，将艾比湖划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 4 个区域（ 图 1） ． 其中北部的科克巴斯陶管护站区域海拔低
（ 189 m） ，有天然泉水外流； 东北部桑德库木管护站和奎屯河下游地区土壤质地多为沙土，土壤沙化严重，主
要植被类型为梭梭； 东南部鸵鸟管护站、鸭子湾管护站主要植被分布类型有胡杨、盐角草等耐盐碱植物，其
6
2
中沙泉子从 2013 年起采用滴管方式实施梭梭林人工种植恢复，梭梭林恢复面积为 7． 3 × 10 m ； 西南部在
2002 年引精河水，实施围堰和土壤改良工程，现芦苇湿地恢复面积约 2．6×10 6 m2 ，博河下游采样区土壤质地
多为石砾，优势种为碱蓬； 西北部受阿拉山口大风影响，全年 8 级以上大风 165 d，最大风速可达 55 m / s，植
物覆盖度极低，盐分含量高； 在研究区北部地区有牧民进行季节性放牧．
1．2 研究方法
2014 和 2015 年的 8 月沿着艾比湖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护站、博尔塔拉河、精河、
课题组分别在 2013、
阿奇克苏河、奎屯河等绕湖一周 160 km 范围内，设置 73 个样地，记录各样地的海拔、经纬度、植被类型和土
壤质地等要素． 共获取 73 个剖面，每个剖面取表层（ 0 ～ 20 cm） 土样，并用 GPS 定位（ 图 1） ． 将土壤样品带回
［15］
实验室，进行自然风干、磨碎，过 2 mm 筛，制备 1 ∶ 5 的土水质量比浸提液，测定土壤全盐含量 ； 浸提液 pH

值采用 HANNA 公司 pH 电极（ pH 211 Microprocessor pH Meter） 进行测定； 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测定． 根据
［16］

新疆土壤盐碱化的分级标准

，将土壤分为非盐化土（ 土壤盐分＜3 g / kg） 、轻盐化土（ 土壤盐分 3 ～ 6 g / kg） 、

中度盐化土（ 土壤盐分 6 ～ 10 g / kg） 、重度盐化土（ 土壤盐分 10～ 20 g / kg） 和盐土（ 土壤盐分＞20 g / kg） ，根据此
Moran's I 系数
分级标准确定含盐量级别． 采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经典统计，
运用 GS+9．0 进行半方差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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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Kriging 插值以及空间分布图利用 ArcGIS 10．0 软件绘制，相关性分析采用 SPSS 19．0 软件．

图 1 研究区示意图
Fig．1 Ｒesearch area schematic drawing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描述性统计
对不同区域表层（ 0 ～ 20 cm） 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可知，盐分平均含量由
大到小表现为西北部＞东南部＞西南部＞东北部； 由于采样期正值旱季，水分蒸发量强，土壤含水量低，其中东
南部含水量最小（ 26．454 g / kg） ，东北部含水量最大（ 68．625 g / kg） ； 土壤 pH 平均值从大到小表现为西北部＞
西南部＞东南部＞东北部，且不同区域 pH 最大值均超过 9．0，这说明该采样区在不同区域上土壤呈现出一定
程度的碱化趋势．
按照变异系数划分等级，当 CV＜10%为弱变异性； 10% ＜CV＜ 100% 时为中等变异性； CV＞ 100% 时为强变
［17］

异性

． 不同区域土壤盐分均属于中等变异强度； 东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的土壤含水量属于中等变异强

度，而西北部变异系数达到 1．087，属于强变异性； 不同区域土壤 pH 均属于弱变异强度； 且同一区域上的土
壤含水量变异系数均大于盐分和 pH 值（ 表 1） ． 一般变异函数的计算要求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否则可能存在
［18］

比例效应

，对数据进行 Komlogorow-Smirnow 法进行正态检验（ P＜0．05） ，发现西南部土壤盐分与西北部土

壤含水量不符合正态分布，经对数转化后呈正态分布，变异函数计算采用的数据为对数转化后的数据．
2．2 土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值的半方差函数分析
［19-20］

根据半方差函数理论及计算模型

获得了研究区的土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的半方差函数模型及其

相关参数（ 表 2） ，可以发现除了西北部土壤盐分符合球状模型外，其它不同区域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半
方差理论模型都符合高斯模型，且不同区域土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的块金值 / 基台值变化范围小于 0．25，均
表现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这表明不同区域上的土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的空间分布主要是受结构性因素
（ 如地形、土壤类型、母质、气候等） 影响，其中盐分变异程度表现为西南部＞东南部＞东北部＞西北部，含水量
变异程度表现为东北部＞东南部＞西南部＞西北部，pH 变异程度表现为西南部＞东南部＞东北部＞西北部． 分
维数 D 表示变异函数曲线的曲率大小，可确定空间结构复杂程度． 不同区域上的土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的
分维数范围在 1．033 ～ 1．881 之间，其中东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的分维数均高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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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壤盐分、含水率和 pH 的统计特征值
Tab．1 Statistical charactristic values of soil salinity，moisture and pH
土壤特征值

区域

盐分 /
（ g / kg）

含水量 /
（ g / kg）

pH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分布类型

东北部

17．447

2．071

7．814

3．997

0．511

N

东南部

35．057

1．485

15．263

10．651

0．697

N

西南部

32．530

2．934

10．676

6．740

0．631

LN

西北部

38．261

9．712

21．069

8．511

0．404

N

东北部

134．340

4．829

68．625

44．255

0．645

N

东南部

80．673

4．408

26．454

25．768

0．974

N

西南部

132．100

4．669

57．323

41．411

0．722

N

西北部

205．758

4．342

51．704

56．201

1．087

LN

东北部

9．012

7．470

8．318

0．454

0．054

N

东南部

9．100

7．547

8．491

0．507

0．059

N

西南部

9．007

7．844

8．520

0．436

0．051

N

西北部

9．298

7．828

8．789

0．435

0．050

N

* N 表示对数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 ，LN 表示对数正态分布（ Logarithmic normal distribution） ； 变异系数无单位．

北部，且相差较大，这说明前三者的空间结构要比西北部较为复杂，这可能是由地形、母质、气候、土壤类型
等导致的． 从自相关距看，变程反应区域化变量空间相关范围的大小，与观测尺度以及取样尺度上影响土壤
水盐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有关． 不同区域上的土壤盐分的自相关距变化范围在 7320 ～ 28450 m 之间，
含水量自相关距变化范围在 3560 ～ 21940 m 之间，pH 自相关距变化范围在 4420 ～ 27220 m 之间，且西南部土
壤盐分空间自相关距要明显小于其它 3 个区域，含水量和 pH 表现出西北部明显小于其它 3 个区域，这是由
于西南部进行了引水围堰工程，西北部大风盛行以及放牧等导致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的变程较小．
*

表 2 土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的半方差函数类型及其参数
Tab．2 Types of semi－variance model and their parameters for soil salinity，moisture and pH
土壤特征
盐分 /
（ g / kg）

含水量 /
（ g / kg）

pH

区域

理论模型

C0

C 0 +C

C 0 / （ C 0 +C） 自相关距 / m

Ｒ2

ＲSS

D（ 分维数）

东北部

高斯

0．085

0．769

0．111

14770

0．894

0．012

1．552

东南部

高斯

0．662

3．254

0．203

26630

0．692

0．222

1．827

西南部

高斯

0．094

0．428

0．220

7320

0．342

0．403

1．881

西北部

球状

0．001

0．376

0．003

28450

0．847

0．007

1．076

东北部

高斯

0．428

1．871

0．229

12240

0．655

0．352

1．679

东南部

高斯

0．451

2．05

0．220

18410

0．835

0．107

1．727

西南部

高斯

0．142

2．294

0．062

21940

0．730

0．821

1．688

西北部

高斯

0．001

0．617

0．002

3560

0．461

0．219

1．135

东北部

高斯

3．40E－04 5．230E－03

0．065

14670

0．772

1．548E－06

1．457

8．30E－04 1．120E－02

0．074

27220

0．639

3．845E－06

1．562

4．320E－03

0．231

11370

0．580

1．317E－05

1．703

1．00E－06 2．712E－03

0．0004

4420

0．782

1．418E－06

1．033

东南部

高斯

西南部

高斯

西北部

高斯

0．001

* C 0 为块金值，C 0 +C 为基台值，ＲSS 为残差平方和．

2．3 土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的 Moran's I 系数分析
Moran's I 系数可定量描述研究变量在空间上的依赖关系． I 的取值为 －1 ～ 1，I＞0 表示变量在空间上呈现
正相关； I＜0 表示研究变量在空间上呈现负相关； I = 0 表示研究变量在空间依赖性小或空间随机变异较大．
将 Moran's I 系数与滞后距离尺度相结合，便可得到不同尺度下空间相关关系变化，从而可以看出空间相关
［21-22］

性随尺度的变化

．东北部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的空间距离分别在 3487．782、
7847．509 和3487．782 m 表

现出强的正相关性，随着距离增大，正相关性减弱负相关性增强，空间距离均增加到 12207．238 m 时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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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达最大，分别为 －0．456、－0．385、－0．273，此后随着空间距离增大负相关性也逐渐减弱（ 图 2） ． 东南部和西
北部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随距离增加与东北部有相似的 Moran's I 系数变化趋势，但也有不同，其中西北
部的含水量随着距离的增加均没有达到负相关性． 西南部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相关性相对较强（ I 介于
－0．921 ～ 1．300 之间） ，Moran's I 系数波动均较大，空间相关性较强，这与气候、地貌、微地形、土壤类型和人为
活动等因素密切相关．

图 2 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的 Moran's I 系数
Fig．2 Moran's I analysis of soil salinity，moisture and pH
2．4 土壤水盐空间分布特征
地统计学可根据半方差分析所确定的理论模型和已有的观测数据，对未采样点进行空间插值，其结果
平滑了采样点的数据，使得大值降低、小值增高，以图形的形式展示性状的空间异质性，并且能够有助于辨
［23］

别空间分布格局

． 通过普通克里金插值预测得到对离湖滨 5 ～ 15 km 绕湖一周 160 km 范围内表层土壤盐

分、含水量与 pH 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 图 3） ，艾比湖湿地表层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的空间分布多呈现不
规则条带状格局． 采样区土壤盐分与 pH 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步性，即西北部高于东北部，东南部高于西南部，
盐分高值区出现在西北部的石头房子管护站以及西南部阿奇克苏河下游，低值区出现在东北部的大部分、
南部和西南部的精河和博河入湖河口处； pH 高值区出现在西北部石头房子管护站和东南部鸵鸟管护站区
域，低值区出现在东部奎屯河下游区域； 采样区土壤含水量北部和西南部明显要高于东部和西部，高值区出
现在北部的科克巴斯陶管护站区域以及西南部引水围堰区； 对艾比湖湿地土壤盐分和 pH 进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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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土壤盐分与含水量和 pH 呈正相关，相关性系数分别为 0．114 和 0．270，即在研究区内土壤盐分含量随土
壤含水量升高而增多，土壤盐分含量高会导致土壤 pH 相应升高，但是，相关系数均较低，并未呈现较好的线
性关系，这也说明了土壤盐分与含水量和 pH 关系的复杂性．

图 3 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soil salinity，moisture and pH
参照新疆土壤盐碱化分级标准，分析研究区土壤盐渍化程度（ 图 4） ，结果表明艾比湖湿地东南部阿奇克
苏河下游和西北部石头房子管护站区域盐渍化程度最高，已达到盐土程度； 东北部的奎屯河下游、南部沙泉
子区域以及精河入湖河口盐渍化程度较低，属于非盐渍化土． 盐渍化分级盐土、重度盐化土、中度盐化土、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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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848、
319．026、
473．306 和 269．588 km2 ，可见艾比
度盐化土和非盐化土在研究区所占面积分别为 568．394、
湖湿地土壤盐渍化盐土面积最大，重度盐化土次之．

图 4 研究区土壤盐渍化分级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lassification of soil salinization in the study area

3 讨论
以艾比湖湖心质点为中心，对离湖滨 5 ～ 15 km 绕湖一周 160 km 范围内表层土壤水盐特征进行分析，不
同区域上的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具有一定的空间变异性，其中不同区域的土壤盐分属于中等变异强度；
东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的含水量属于中等变异强度，而西北部属于强变异性； 不同区域的土壤 pH 均属于弱
［8］

变异强度，这与贡璐等

对干旱区土壤水盐空间变异的研究结论相似； 不同区域上土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24］

的块金值 / 基台值小于 0．25，与孔德庸等

对新疆焉耆盆地土壤盐分（ 0 ～ 30 cm） 空间变异特征研究结论相

同，均表现为强的空间相关性，这说明土壤盐分是结构性因素（ 如地形、母质、土壤类型和气候等） 起主导作
［25］

用； 而与刘广明等

对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典型绿洲区盐分空间变异研究不同，后者得出土壤盐分的块金

值 / 基台值范围在 0．25 ～ 0．75，表现为中等空间相关性，盐分是由随机性因素（ 如灌溉、耕作措施和土壤改良
等各种人为活动） 和结构性因素（ 如气候、地形、土壤类型等） 共同主导引起的； 艾比湖湿地不同区域上的土
［26］
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的分维数 D 范围在 1．033 ～ 1．881 之间，这比赵锐锋等 对塔里木河源流区绿洲土壤

0 ～ 30 cm 含盐量分维数 D 要小，当随机因素差、结构性好，则分维数低，说明艾比湖湿地不同区域上的土壤
盐分、含水量与 pH 空间分异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引起的．
通过普通克里金插值得到艾比湖湿地土壤水盐空间分布特征，其中土壤盐分高值区出现在西北部的石
头房子管护站以及西南部阿奇克苏河下游区域，与土壤 pH 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步性，西北部临近阿拉山大
风口，常年风沙肆掠，在持续的强烈蒸发作用下，下层土壤以及地下水中的可溶性盐分积聚于表层，导致盐
分升高； 东南部处于阿拉山口径直通道上，盐尘使得艾比湖东南部原来的湿地景观演变形成为盐漠景观，位
［27］

于干涸湖底及其周围，整个剖面的盐分含量很高

，已有研究表明地下水矿化度与土壤表层含盐量之间存
［28］

在正相关关系，地下水埋深与土壤表层含盐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29］

g / L） 地下水矿化度较高

，而东南部阿奇克苏河和盐场（ 6．79

，在强烈的蒸发下，土壤表层盐渍化严重，黄昌勇［30］ 也指出季节性积盐和脱盐交

替是土壤碱化和土壤 pH 变化的重要原因； 其次，通过对艾比湖湿地土壤盐分和 pH 进行相关性分析，可知土
［31］

壤盐分与含水量和 pH 呈正相关，这与沈浩等

对玛纳斯河流域农田土壤水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

研究中表层土壤水盐含量呈正相关性相同，即土壤盐分含量随土壤含水量升高而增多； 此外，土壤盐分含量
［5］

的升高是导致土壤 pH 升高的原因之一，这与杨劲松等

对黄河三角洲地区土壤水盐空间变异特征研究中

土壤 pH 与盐分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不同，这可能是由于艾比湖湿地的地理位置和极端干旱的气候所致．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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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盐分低值区出现在东北部的大部分、南部和西南部的精河和博河入湖河口处，东北部以及奎屯河下游，主
［32］

要植物群落为梭梭，沙化较为严重，土壤沙化的后果是土壤肥力降低、土壤颗粒变细、土壤盐分含量减少

，

土壤含水量低，南部人工种植梭梭的沙泉子，土壤质地以砂砾为主，持水能力差，西南部有季节性河流精河
和博河，且精河下游入湖河口进行的人工引水围堰工程和养殖水产工程不仅对土壤质地起到了良好的改善
作用，使得土壤保水能力加强，盐分含量相对降低； 博河下游含水量较低是由土壤质地差异引起的； 土壤含
水量高值区出现在北部的科克巴斯陶管护站区域以及西南部引水围堰区，北部的科克巴斯陶管护站区域海
拔地势条件较东部地区要低，有天然泉水外流，含水量较东部高，采样期 8 月正值旱季，所以研究区大部分
地区含水量都比较低．
通过对艾比湖湿地土壤盐渍化分析可知，研究区土壤盐渍化以盐土面积最大，重度盐化土次之，这与金
［10］
在 2009 年研究发现以重度盐化土为主的艾比湖湿地不同，说明艾比湖湿地近几年土壤已由重度

海龙等

盐化土转向盐土，土壤盐渍化日益严重． 通过研究艾比湖湿地土壤水盐空间分布特征，可为绿洲土地的合理
开发利用和土壤盐渍化的防治改良提供理论参考．

4 结论
1） 绕湖一周不同区域的土壤盐分均属中等变异强度； 土壤含水量在西北部属强变异性，而东北、东南和
西南部均属中等变异强度； 土壤 pH 在不同区域内均属弱变异强度．
2） 通过半方差函数分析，除了西北部土壤盐分比较符合球状模型外，其它不同区域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半方差理论模型都比较符合高斯模型； 不同区域上的土壤盐分、含水量与 pH 的空间分布都是由结构性
因素（ 如地形、母质、气候和土壤类型等） 起主导作用； Moran's I 系数分析表明西南部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的 Moran's I 系数比其它方位的波动较大，空间相关性较强，这与气候、地貌、微地形、土壤类型等因素密切
相关．
3） 研究区表层土壤盐分、含水量和 pH 的空间分布多呈现不规则条带状格局． 土壤盐渍化程度以盐土面
积最大，重度盐化土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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