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126791 (2000) 0220199204

甘肃省黄土丘陵地带森林植被对水资源的影响
Ξ

扈 祥 来

(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通过对甘肃省黄土丘陵地带森林植被区与裸露的黄土丘陵区若干流域水文资料的分析, 说

明该区植被有利于增加降水量。对暴雨洪水及年径流也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同时, 对改善区域小

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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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黄土丘陵地带植被稀少, 土层裸露, 受暴雨洪水的侵蚀切割, 形成千沟万壑, 梁、峁、

川纵横交错的地貌。这里气候干旱, 土地瘠薄, 水土流失严重。枯水期多数河道断流, 遇旱年

时, 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但这一地带零星分布的原始森林区, 空气清新湿润, 林木葱郁, 河

谷常年流水不断, 与周围干涸的黄土丘陵区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干旱的黄土丘陵地带, 森林

植被对于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改善区域小气候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本文通过若干流域水文

资料的对比分析, 阐明森林植被与水资源的关系。

1　森林植被对降水量的影响

选定对比的两对共 4 个雨量站位于面积为 89 km 2 的同一小流域内。该流域干流长度 1311

km , 流域平均宽度 618 km。流域干流河道左岸山坡为草被和低矮灌木, 右岸山坡为原始森林覆

盖, 林木高大浓密。4 站平行观测时间较长, 2 个站位于林区, 2 个站位于非林区。其自然地理

条件和降水量情况见表 1。

　　两对雨量站高程相近, 所在区域的地形和坡度差异不大。从表 1 可以看出, 1 号站比 3 号站

多年平均降水量增加 10113 mm , 增率 2115% ; 2 号站比 4 号站增加 5612 mm , 增率 1110%。林

区二个站比非林区二个站多年平均降水量平均增加 7818 mm , 平均增率 1612%。

　　由于森林对暖湿气流的阻滞作用, 增强气团的垂直交换运动, 且森林区比周围干旱地区湿

度大, 致使在气流上升过程中, 容易形成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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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雨量站自然地理条件和降水量概况

Table 11 Physica l geography condition s and prec ip ita tion s of the ra in gage sta tion s

序号 站　　名
坐　　标

东　经 北　纬

高程
öm

区域平均
坡度ö‰ 坡面朝向

区域植被
及覆盖度

ö%

资料
年限

多年平均降
水量ömm

1 丁家壑岘 104°04′ 35°45′ 2 640 42 西南 原始森林 100 13 57611
2 白家堡 104°03′ 35°45′ 2 560 42 西南 原始森林 100 10 56615
3 马　坡 103°58′ 35°48′ 2 640 40 东南 草被灌木 90 13 47418
4 三　伏 104°00′ 35°46′ 2 580 40 东南 草被灌木 90 10 51013

2　森林植被对年径流的影响

在甘肃中部黄土区, 选择森林植被好的榆中水文站与植被稀少的尧甸、何家坡二站进行对

比分析; 在甘肃东部黄土区、选择森林植被好的华亭水文站与植被差的蔡家庙、窑峰头水文站

进行对比分析。各站流域面积、植被情况及有关水文特征值如表 2。

表 2　各站自然地理条件和多年平均径流特征

Table 21 Physica l geography condition s and average runoff s of the gag ing station s

站名
集水面积

ökm 2
流域
形状

植被及覆盖度
ö%

流域
岩性

年平均降水量
ömm

年平均径流深
ömm

年平均径流
系数

榆　中 89 扇形 森林、灌木等 95 土石山 51412 10218 0120
尧　甸 272 扇形 草皮、庄稼等 15 黄土区 53016 4615 0109
何家坡 100 扇形 草皮、庄稼等 20 黄土区 48912 3013 0106
华　亭 276 扇形 森林、灌木等 90 土石山 72311 20617 0129
蔡家庙 270 扇形 草皮、庄稼等 15 黄土区 53014 2212 0104
窑峰头 219 狭长形 草皮、庄稼等 20 黄土区 51015 3915 0108

　　注: 各站特征值的统计年限都在 10 年以上。

由表 2 可知, 2 个植被好的流域多年平均径流系数分别为 0120 和 0129, 而植被差的 4 个流

域多年平均径流系数为 0104～ 0109, 前者明显高于后者。这一情况, 除受流域岩性的一定影响

外, 森林植被在涵养水源和保蓄径流方面有显著作用。

流域森林植被对径流年内分配影响也比较显著。植被好的流域年内流域分配相对比较均匀,

枯水期河道长年有一定的流量, 而植被差的流域, 枯水期流量小或经常出现断流。榆中站和尧

甸站多年平均径流的年内分配见表 3。

表 3　榆中、尧甸站丰、枯期径流分配

Table 31 Runoff d istr ibution s in Y uzhong and Yaodian

站　　名
植被情况

%

丰枯期径流占年径流的百分数ö%
11 月至次年 3 月 6 月～ 9 月 5 月～ 9 月

榆　　中 森林等 95 2214 5110 5910
尧　　甸 草皮等 15 617 7518 8815

　　榆中站流域位于土石山区, 林区土壤是森林黑土, 质轻松软, 富含腐植质, 透水蓄水性强。

土层下面的基岩有裂隙发育, 因此, 降水径流除表层流外, 尚有大量降水下渗补充地下水及河

流。在森林植被与地质土壤等影响因子的综合作用下, 形成场次暴雨洪水径流系数明显减小, 而

年径流系数增大, 形成与周围黄土区迥异的径流年内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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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森林植被对洪水的影响

为了分析森林植被对洪水的影响, 对表 2 所列 6 个流域出口站, 1981 年以来各站发生的 100

多场暴雨洪水中, 选出次暴雨径流量较大, 雨量在流域内分布比较均匀和流域全面产流的 40 余

场暴雨洪水资料, 分别计算各场次典型雨洪的平均次降水量Pϖ次、次径流深Rϖ次、次径流系数 Αλ次

和次径流模数M{ 次 (表 4)。
表 4　各站流域植被覆盖度和各场次典型洪水的要素平均值

Table 41 Plan t cover degrees and elemen t va lues of typ ica l f lood of the sta tion s

站　名
集水面积

ökm 2
植被及覆盖度

ö%
平均次暴雨量 Pϖ次

ömm
平均次径流深Rϖ次

ömm
平均径流系数

Αλ次
平均洪峰模数M{

öm 3· ( s- 1·km - 2)

榆　中 89 森林, 灌木等　95 4919 210 0104 0103
尧　甸 272 草皮、庄稼等　15 3713 310 0108 0129
何家坡 100 草皮、庄稼等　20 5119 218 0105 0130
华　亭 276 森林、灌木等　90 8416 2013 0124 0113
蔡家庙 270 草皮, 庄稼等　15 7314 418 0107 0134
窑峰头 219 草皮、庄稼等　20 4019 413 0110 0121

　　通过表 4 可以看出, 森林植被区平均洪峰模数普遍小于植被差的洪峰模数。榆中站平均洪

峰模数M{ = 0103 m 3ös·km 2, 华亭站M{ = 0113 m 3ös·km 2。而植被稀少的 4 站平均洪峰模数M{ =

0129～ 0134 m 3ös·km 2。

森林植被区的平均次暴雨洪水径流系数一般小于年径流系数, 而植被稀少地区的平均次暴

雨洪水径流系数一般大于或接近年径流系数。这是因为森林植被与流域下垫面共同的影响, 使

流域下渗和调蓄能力增强, 削减了洪峰流量, 延长了洪水历时, 减缓了洪水过程。

4　森林植被的水土保持作用

黄土裸露的丘陵沟壑区, 气候干燥, 土壤含水率低, 土质也比较疏松。在汛期, 该地区的

降雨一般历时短, 强度大, 侵蚀切割强烈, 雨水带走了大量表层土壤, 循环往复, 形成了黄土

区土地贫瘠, 光山秃岭, 坡陡沟深, 沟壑纵横的地貌。如植被较差的尧甸站, 洪水期含沙量一

般都在 100 kgöm 3 以上, 流域多年平均侵蚀模数高达 4 710 tökm 2; 而森林植被较好的榆中站, 洪

水期含沙量一般为 1 kgöm 3 以下, 多年平均年侵蚀模数为 10112 tökm 2, 比一般黄土区要低得多。

在甘肃黄土丘陵地带, 也有成片森林分布的地带, 其多年平均径流系数较高, 侵蚀模数较

低。例如, 位于黄土丘陵地带中部的六盘山林区, 多年平均径流系数在 0120～ 0140; 土壤侵蚀

模数都在 500 tökm 2 以下。而其余黄土区多年平均径流系数在 0105 左右; 侵蚀模数大都在

500 tökm 2以上。

在甘肃干旱半干旱地区, 影响降水、径流等水文要素的因素复杂多变。本文根据 4 个站的

降水量和 6 个站的径流、泥沙资料, 分析了森林植被对降水、年径流、洪水峰量和流域产沙量

的影响。上述对比站点和流域的植被条件相差十分显著, 但各站以上流域平均高程、岩性、流

域面积等自然地理条件方面也不尽相同, 这些差异对水文要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森林植被

的水土保持作用尚待进一步积累资料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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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 luence of Forest Cover on the W ater Resources in

L oess H ill Reg ion of Gan su Prov ince

HU X iang2la i

(Gansu P rov ince H y d rology and W ater R esou rces S u rvey B u reau , 730000 L anz hou , Ch ina)

Abstract: T h is paper analyzes the hydro logic info rm at ion s of som e river basin s in fo rest cover

in loess h ill reg ion of Gan su P rovince, show ing the fo rest cover in the region con tribu tes to

increase p recip ita t ion, regu la tes obviou sly sto rm 2f lood and annual runoff, and imp roves

eff icien t ly m icroclim ate, so il and w ater con servat ion.

Key words: loess h ill; fo rest cover; runoff regu la t ion; w ater con servat ion

IHP 第六阶段计划即将启动
1998 年以来, 国际水文计划 ( IH P)秘书处、IH P 政府间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和 IH P 各国家委员会经过多次反

复讨论和协商, 国际水文计划第六阶段 IH P- V I(2002～ 2007) 计划活动的纲要已经初步确定, 其所依据的基本
原则是: 淡水资源对于可持续发展就如同它对于生命一样是最基本的, 除了在水文循环中所具有的地球物理、化
学、生物作用以外, 它还具有与社会、经济、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的作用。国际社会对水从零散、孤立分隔的
科学研究已经逐渐发展到较为完整和综合的方法体系。因此, IH P- V I的总体框架确定为水的相互作用: 风险和
社会挑战中的系统。我们在确定 2002～ 2007 年的紧迫的研究课题中, 很清楚在全球变化的条件下, 迄今所缺少
的是对那些处于“边缘”领域的水科学和政策的深入彻底的研究。

国际水文计划第六阶段主题概要:

主题 1　全球性变化和水资源
重点领域　 (1) 现状水资源的全球性分布: 供水与水质; (2) 现状取水与用水的全球性评估; (3) 全球性变化

情况下水资源的综合评价; (4)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水体特性的变化。
主题 2　综合流域动力学
重点领域　 (1)极端事件、土地及水资源管理; (2) 国际实验和网络资料的径流情势 (FR IEND ) ; (3) 流域水

管理规划的目标和方法; (4)环境系统中的生态水文学方法。
主题 3　区域的焦点问题
重点领域　 (1)干旱与半干旱地区; (2)湿润地区; (3)温带地区; (4) 寒冷地区; (5) 山区水文学; (6) 小岛和沿

海地区; (7)特别气候地区城市水的相互作用。
主题 4　水与社会
重点领域　 (1)水与文明; (2)水的价值; (3)不同程度和背景的水冲突——预防与解决; (4) 人类环境的安全

和与水有关的灾害; (5)脆弱环境的开发与保护。
主题 5　知识、信息和技术传输 (K ITT)

重点领域　 (1)教学方法研究和教材的编写; (2)特定对象组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班的组织与运行; (3) 水的相
互作用与提高公众意识; (4) 用于知识、信息和技术传输的新技术探索; (5) 用于知识、信息和技术传输的能力建
设。

针对不同主题和重点领域, IH P 将组织一系列的合作与研究活动。预计 2000 年 6 月 IH P 第 14 届政府间理
事会将通过 IH P- V I 计划的最后草案, 2001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 ESCO ) 第 31 届大会将通过 IH P-

V I计划, 2002 年 1 月正式启动。 IH P 中国国家委员会将积极组织参与该项计划, 并及时提供有关背景材料。详
细信息欢迎访问 IH P 中国国家委员会主页: h t tp: ööwww. hhu. edu. cnöihp öcnc- ihp. h tm l

(国际水文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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