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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盐碱化不仅导致土壤生产力降低,而且引发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尉犁县受不同程度盐碱
危害的面积约占灌区总面积的27.7%,盐碱化已经成为农业开发和持续发展的重大限制条件和障碍因
素。随着土地资源的紧张,必须寻求有效措施防治和改良盐碱土壤。文章主要阐述了尉犁县盐碱地的
现状与分布,回顾与分析了盐碱地的成因与改良技术及采用的措施情况,最后对盐碱地治理工作进行
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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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尉犁县盐碱地的现状及分布
尉犁县有2652km2 国土面积,其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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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渍土面积559km ,占总面积的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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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盐渍土面积为1061km ,占灌区面积
40.0%；中度盐渍土面积为174km2,占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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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积6.6%；重度盐渍土面积为122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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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灌区面积4.6%；盐土面积为735km ,
占灌区面积27.7%。。从农田来讲,耕地内
部土壤盐渍化程度并不高,这是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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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排水洗盐的结果。但由于灌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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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较为完善的排水系统,排盐水滞留
农田周边,盐分没有合理去路,使得盐分
依然积累在灌区内部,一部分通过蒸发,
非盐渍土

盐分留在农田周边,另一部分则随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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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渍土

分渗入到地下水中,导致地下水质急剧
恶化。

盐分。同时,该灌区现状灌排比例失调,

旱荒漠气候,降水稀少,蒸发强烈,干燥

虽然农田盐渍化程度不高,但农田

成土母质颗粒细密,造成地下水排水不

而多风,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3.6mm,多年

仍然存在着极大盐渍化风险性,并进一

畅,由于地下水埋深浅,在强烈蒸发作用

平均蒸发量为2361.4mm,夏季降雨量极

步威胁着整个灌区下游的生态安全。调

下,浅层地下水经毛细管向地表输水的

少,土壤产生季节性脱盐作用较弱,而春

查表明,在尉犁县灌区内有61.5%的面积

过程中,把地下水中的盐分带到地表,水

秋干旱季节,土壤水分强烈蒸发,加剧了

地下水埋深小于3m,有83%的面积地下水

分蒸发后,盐分就滞留在了地表及地下

毛管水自下而上的运动,溶解于地下水

矿化度大于3g/L。因此,目前的盐碱地改

浅层土壤中,这样积累的盐分多了,又没

中的盐分随之带入土壤表层,土壤表层

良的重点是完善目前的排水系统,解决

有足够的淡水稀释并将其排走,就形成

积盐作用强烈,盐分积聚土壤表层的数

盐分出路问题,并遏制地下水水质进一

了土壤盐渍化。而大量盐渍化土地的形

量多于向下淋洗的数量,结果导致土壤

步的恶化,防止土壤盐渍化的发生。

成,导致农业生产条件急剧恶化。尉犁县

进一步盐渍化,并最终形成盐碱土。灌区

2 尉犁县盐碱地的成因

平原灌区盐碱地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

现状盐碱土所具有的表聚性和结壳性等

尉犁县平原灌区地处孔雀河冲洪积

面的原因：

特点,体现了气候因素的强烈作用。

平原和塔里木河洪积平原,在平原形成

2.1干旱的气候是造成积盐的动力

2.2地形地貌的影响

的过程中,成土母质中本身含有大量的

尉犁县平原灌区属典型的中温带干

地形地貌影响着土壤母质的分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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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的动态,从而决定了盐分的再分

部分以蒸发形式排泄。水中的矿物质滞

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应被淘

配。尉犁县灌区主要位于孔雀河冲洪积

留于地表土层中,形成盐渍化土壤；加

汰的方式。现在看来不尽然,它是一种自

平原区和塔里木冲洪积平原区,地形总

之灌区排水沟年久失修,淤积堵塞严重,

然与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人与自

趋势为北高南低,地势由北、北西向东南

重灌轻排,致使地下水位抬高、地下水

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形式。所以在进行流

倾斜。由于受地质构造及地形地貌影响,

水质恶化。这些都是导致灌区土壤盐渍

域的水利、土地、生态等规划时应给盐

土壤含盐量呈现自北、北西向东南逐渐

化的直接原因。

分留一个空间,以达到人盐共存。

加重趋势。

综上所述,尉犁县平原灌区土壤盐碱

2.3水文地质与积盐的关系

化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下图。

3.3实施合理调控土壤水盐动态的
防盐灌溉制度

土壤盐渍化主要是由于潜水沿毛
细孔隙上升不断地蒸发浓缩,导致盐类
晶体在土壤中的积累所致。盐份累积强
度与潜水位埋深、潜水矿化度、包气带
岩性的毛细性、潜水含水层的透水性以
及蒸发强度等一系列因素有关。在干旱
荒漠性气候条件下,在细土平原潜水含
水层岩性颗粒细和透水性较弱的情况
下,盐份积聚的速度大于其自然运移排
走的速度,因而发生盐份的聚积。潜水
位埋深愈浅,蒸发作用愈强烈,盐份累
积愈快。区内盐渍化土壤化学类型与潜
水水化学类型基本一致,高矿化潜水的
2-

化学组成中,阴离子以Cl 和Cl ·SO4 盐

为主,阳离子以Na+和Na+·Mg2+为主外,
盐碱土中主要以亚氯盐碱土和亚硫酸盐

灌区土壤盐碱化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图

碱土为主,反映了干旱荒漠气候条件下

3 尉犁县盐碱地的改良措施

的化学特征。

3.1水资源合理配置

水分、调节耕层土壤盐分和防止过量灌

土壤盐渍化的防治措施体系受制于

溉引起地下水位上升,通过灌溉,使土壤

成土母质本身含有一定量的盐分,

流域规划,当然它也反过来又影响流域

水分经常保持在适宜含水量范围,满足

这是灌区土壤盐渍化的物质基础。在干

规划。要避免过去灌区在防治土壤盐渍

作物生长发育的要求。通过正常灌溉和

旱气候条件下,土壤淋溶作用微弱,再加

化过程中,上游灌区盐渍土得到改良,下

在适当时期加大定额灌溉,使耕层土壤

上灌区排水不畅,大量盐分滞留在灌区,

游灌区土壤盐渍化进一步加剧的局面。

逐步脱盐或者控制盐分季节性的积累。

为本区土壤盐渍化提供了物质条件。

因此,全流域必须统一考虑,合理布局,

盐碱化地区的灌溉,在尽量节约用

2.5人为因素

应依法制定全流域水资源管理、利用、

水的前提下,既要满足作物需水,又要调

灌区气候、水文、地形、土壤岩性

治理规划,统筹管理水资源利用、开发、

节土壤剖面中的盐分状况。因此制定盐

及水文地质等自然因素的综合作用,是

分配和水利工程建设事宜,改革以往按

碱地灌溉制度除了考虑作物需水规律之

土壤盐渍化发生与发展的基础,而人为

行政区域的多龙管水为一龙管水,以达

外,还必须考虑盐碱地的水分特点、盐分

活动的影响,则是其向一定的方向演变

到适度开发、科学利用、供需平衡的目

运动规律和对土壤盐分的淋溶。防盐灌

发展的条件。目前灌区引用孔雀河河水

标,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之路。

溉制度。长期以来都在土壤耕作层含盐

2.4土壤母质及含盐地层

和塔里木河河水灌溉,河水矿化度较高,
大多采用大水漫灌、串灌方式,灌溉定

3.2以水盐平衡理论为指导,调控地
下水位和盐分的时空分布

盐碱地的灌溉任务主要是调节土壤

较高的时期,采用加大灌水定额的压盐
方法,调节土壤含盐状况,常常用水过量,

额远大于田间所需要的水量。同时,自

孔雀河流域上游脱盐而中、下游积

深层渗漏量过大,导致地下水位抬高,反

博斯腾湖西泵站运行以来,改变了湖水

盐。所以在中、下游地区改良利用盐渍

而使土壤灌后返盐。因此应加强研究,

循环,加大河水矿化度,使得焉耆盆地

土的过程中,应注意为盐分留出必要的

以制定合理的节水、防盐灌溉制度及灌

大量盐分进入孔雀河灌区,大量的渠系

空间,它可能是灌区外围的积盐洼地,也

溉定额。

水、田间水入渗地下补给潜水,少部分

可是农田的夹杂荒地。这些荒地实际上

排泄于尚不完善的排水沟之中,其余大

起着干排积盐的作用。干排积盐在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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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范围窄、适宜含水率界限提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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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制定灌溉制度时,应针对盐碱地
的特点合理确定作物灌溉制度。实践表
明,“播前蓄墒压盐”、
“头水晚、二水赶”、

和滴灌等先进地面灌水技术。
3.5强化工程配套,减少输配水系统
的渗水损失

离已实现常规化,但是目前还未能实现
规模化生产,高成本和潜在的环境污染
问题限制了高分子化合物的推广应用,

“适当增加灌溉次数”和“适量浅灌与

减少输配水损失,提高渠系水有效

同时大多土壤改良剂在施用后需用大量

大水压盐”等措施,对于改良盐碱和作物

利用率,是一项重要的节水措施,而在盐

水冲洗,在水资源缺乏的地区推广应用

正常生长具有积极意义。

碱化地区该项措施也是预防土壤次生盐

困难,且成本较高,效果不稳定。

3.4选 择 合 适 的 灌 水 方 法 和 灌 水
技术

碱化的重要措施。从水盐平衡角度来看,

综上所述,依靠单一的改良措施难

渠系的渗水带入大量水盐,增加区域水

以达到较好的改良目的,因此合理地开

采用先进的灌水方法和灌水技术,

盐平衡中盐分含量,必然会促使灌区盐

发和利用盐碱土资源应采用综合治理的

既能提高灌水效率,确保灌水均匀,节省

碱化的发展。而渠道两侧由于渗漏水的

改良措施,将工程措施、农艺措施、生物

灌溉用水量,提高作物产量,又能避免破

补给抬高了地下水位,直接导致渠道两

措施和化学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

坏土壤表层结构和抬高地下水位,还有

侧土壤次生盐碱化的发生,促使土壤条

宜,综合治理,实现盐碱土资源的系统改

利于淋盐,是实现合理灌溉的重要环节。

件恶化。因此,减少输配水系统的渗水损

良和高效利用。

目前,田间采用的灌水技术主要有畦灌、

失,应作为盐碱化地区节水防盐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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