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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太行山片麻岩区的浅层地下渗流是一种普遍现象, 多以壤中流和裂隙潜流的形式出现在坡地的下部或流域

的出口处, 对这部分水资源进行合理收集是我国北方石质山地雨水利用的重要方面。以四水 (降水、地表水、土壤

水、裂隙水)转化为出发点, 在分析太行山片麻岩区坡地水文地质结构的基础上, 提出了 岩土二元结构体 的概

念, 并通过坡地岩土水分与水势的测定, 得出了坡地岩土不同埋深处的水分特征曲线, 同时, 根据岩土水分特征曲

线, 对坡地介质的复杂性与空间变异性从机理上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对坡地渗流进行集

蓄的新技术, 该技术是对传统雨水集蓄形式的发展与创新, 对北方土石山地雨水利用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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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下垫面的岩性主要以片麻岩和石灰岩为主。在片麻岩区, 岩体裂隙比较发育, 主要由风化网状裂隙

和基岩脉状裂隙构成。由于地质构造、岩性、地貌的不同, 造成太行山区地下水的资源量在时空分布与存在形

式上均有较大差异, 其水理性质也不尽相同, 太行山区地下水按其存在形式的不同, 可分为裂隙水、孔隙水及

岩溶水3类。其中裂隙水主要以岩体裂隙饱和、非饱和渗流的形式存在于片麻岩的风化网状裂隙及基岩脉状裂

隙中
[ 1]
。在片麻岩区一般由于风化裂隙较为发育、广泛, 因此裂隙水较为普遍; 但由于缺乏良好的能够蓄水、

透水的含水层, 从而造成裂隙水的供水能力较小, 这是太行山区裂隙水资源利用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因素。然

而, 裂隙水作为山区宝贵的水资源, 始终是当地维持生活与发展生产的水资源之一。人们在长期的找水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针对不同类型区的地下水环境, 建立了多种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然而, 有关太行山区地

下水环境、深层次水文循环规律及生态效应的探索目前还很少, 特别是对可用于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及生态环

境的浅层地下裂隙渗流的运移机理与开发利用技术的研究就更少了。

1 试验区概况与试验设计

试验区设在中国科学院太行山山地生态实验站, 该站处于太行山中段的东坡, 地理坐标为 E114 15 55 ,

N37 52 45 , 海拔 350 m。试验坡的坡向为正东, 坡度为20 左右, 主要植被为乔木(刺槐)、灌木(荆条)和杂草。

试验观测项目主要有岩土水势和岩土水分。其中, 岩土水势(基质势)的测定由水银柱型负压计来完成, 每

日上午8时和下午17时观测, 降雨时加密观测; 岩土水分(体积含水率)的测定由双针式TDR( CS615型)传感器

探头来完成, 并通过数据线与数据采集器( CR10X型)相连进行数据的自动采集。

负压计陶土头( 20 mm)的布置, 首先沿等高线方向用与导水竖管( 20 mmUPVC)同等粗细的钢筋打孔, 深

度依次为 10、20、30、50、80、100 cm, 然后, 将底部安有陶土头的 UPVC 竖管, 垂直放入已打好的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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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UPVC竖管与孔壁间的空隙进行密实处理。

双针式 TDR传感器探头( CS615型)的布置, 首先在水势测定装置的旁边沿垂直方向将自然坡地剖开, 然后

将双针式TDR传感器的探头水平放置在与陶土头等高的位置上, 从而实现岩土水分与水势的定点、同步测定。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 1 坡地水文地质结构特性的分析

小流域坡地可以确定为一个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 2]。太行山片麻岩坡地的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 岩土二元

结构 , 岩土二元结构 指的是一种在垂直方向上呈 上覆土壤、下伏岩石 的结构。在太行山片麻岩区, 这

种结构突出表现为上部土壤结构不良, 土层浅薄, 几乎没有腐殖质, 更为恰当的说法是角砾石之间夹杂着赤褐

色的无机土, 土层厚度在 20~ 50 cm 之间; 下部主要为充满裂隙的片麻岩风化层, 岩体破碎, 裂隙复杂、多

变, 风化层一般厚达 0 5~ 10 m, 且随着深度的加深, 风化岩体的不连续节理频率、张开度和渗透性均相继减

小。为了对坡地的地质结构有进一步的认识, 在试验区内的坡地上选择了 5个测点, 进行了坡地不同深度岩土

介质物理特性的分析与试验。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 试验区内坡地的垂直剖面特征为上部 10~ 30 cm 为土壤

层, 30~ 100 cm为岩体风化层, 30 cm 处为土壤 岩石结合面。下部岩体的干容重明显大于上部土壤, 而渗透系

数明显小于上部土壤, 有效空隙度两者相差不多。坡地岩土介质不同深度的物理特性如表 1所示。

表 1 太行山片麻岩坡地不同深度的物理特性

Table 1 Slope physical characters in the different depthes

in gneiss area of Taihang mountain

岩 性
样品

个数

深度

/ cm

干容重

/ ( g cm- 3)

有效空隙度

/ %

渗透系数

/ ( cm d- 1)

褐土 5 0 ~ 10 1 21 48 40 00

褐土 5 10~ 20 1 32 38 12 00

褐土 5 20~ 30 1 26 46 37 00

片麻岩 5 30~ 40 2 25 36 10 54

片麻岩 5 40~ 50 2 42 34 8 32

片麻岩 5 50~ 60 2 47 35 5 21

片麻岩 5 60~ 70 2 41 32 5 46

片麻岩 5 70~ 80 2 43 32 5 12

片麻岩 5 80 ~ 100 2 44 31 5 13

表 2 不同深度岩土水分及岩土水吸力关系

的回归拟合分析

Table 2 Regressive water characteristic equations of

rock and soil in the different depthes

埋深/ cm 回归方程 R2

10 S= 124 712 2- 38231 + 2 955 0 980 9

20 S= 17 625 2- 13 333 + 2 473 1 0 977 7

30 S= 26 810 2- 15 363 + 2 238 3 0 974 2

50 S= 49 221 2- 30 755 + 4 837 4 0 986 2

80 S= 65 042 2- 40 147 + 6 210 3 0 976 7

100 S= 43 984 2- 28 612 + 4 675 2 0 986 4

注: 代表体积含水率, S 代表岩土水吸力。

由表 1可以看出, 坡地上部土壤

层的第二层, 较第一层和第三层特

殊, 原因主要是第一层处于地表, 含

有大量的杂草根系, 结构比较疏松;

第三层与坡地下部的风化岩体交界,

含有大量的角砾石, 结构同样较为疏

松; 而第二层角砾石含量较少, 杂草

根系也较少, 结构比较密实。因此,

第二层的干容重较第一层和第三层均

偏高, 而有效空隙度及渗透系数较第

一层和第三层均偏低。

2 2 坡地岩土水分特征曲线的确定与分析

本文利用时域反射仪(TDR)和负压计对坡地岩土水分与水势进行了定点、同步、连续监测, 得出了坡地岩

土不同剖面的水分特征曲线(图1) , 并根据岩土水分特征曲线, 从机理上, 对太行山片麻岩区坡地的双重、非均

匀、复杂介质的空间分异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图 1给出了太

行山片麻岩区坡地不同剖面的岩土体积含水率 与岩土水吸力S

的关系曲线, 并分别用二次多项式、幂函数及指数函数对岩土水

分与水势的关系进行了回归拟合分析, 结果发现二次多项式回归

拟合较为理想, 其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R
2
)如表 2所示。

为了进一步探讨坡地的水文地质特征, 根据表 2所示的回归

方程, 绘制出了坡地不同深度的岩土水分特征曲线, 如图 2所

示。由图 2可以看出, 坡地不同深度的岩土水分特征曲线存在很

大的差异。假如坡地岩土为单一、均匀介质, 即坡地岩土的质地

与结构相同, 则不同深度的岩土水分特征曲线应重合为同一条曲

线[ 3] , 而事实却呈现出多条的态势, 说明坡地岩土并非单一、均

217第 2期 曹建生等: 太行山区坡地水文地质特性与渗流集蓄技术研究



图 1 太行山片麻岩区坡地不同深度的岩土水分与水势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of rock soil water content and water potential in the different depths in gneiss area of Taihang mountain

图 2 坡地不同深度岩土水分特征曲线

Fig 2 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slope rock and soil in the

different depths

匀介质, 而是由不同质地、不同结构的复杂介质构成。

其中, 50、80及100 cm埋深处的水分特征曲线基本上

是重合的, 这说明 50~ 100 cm 之间的岩土, 其质地与

结构特性基本是一致的; 而 10、20、30 cm, 3个浅埋

深处的水分特征曲线却分异性较大, 且随深度呈非一

致性变化。

以岩土水吸力在 500 cmH2O时为例, 此时埋深 10、

20、30、50、80、100 cm 处的体积含水率依次为 9%、

20 2%、15 3%、21 5%、22 2%、22%。其中, 20 cm

处的体积含水率均高于 10 cm和 30 cm埋深处。在同一

岩土水吸力条件下, 造成不同深度处岩土体积含水率

不同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岩土介质的质地和结构, 这里

20 cm处的土壤体积含水率偏高, 主要是由于该层土壤的结构较其上、下层土壤均密实。由图 2还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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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各层岩土的干容重( )的大小关系, 仍以岩土水吸力在 500 cmH2O时为例, 即有 80cm> 100cm> 50cm> 20cm

> 30cm> 10cm, 此结果与表 1中测得的各层岩土的干容重的大小关系是基本相同的。

2 3 植被对坡地降雨入渗的影响分析

流域坡地上的植被, 特别是乔木和灌木通过其根系从岩土的裂隙及孔隙中吸收水分, 然后经植被的叶片,

以蒸腾的方式, 将这部分水分扩散到大气中, 这是自然界水分循环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水分在岩土、植物

和大气中的状况、运动与变化, 和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及生态环境关系极为密切, 在当今水资源和生态环境

图 3 不同植被覆盖条件下降雨 入渗过程中岩土不同剖面总水势等

值线

Fig 3 Total water potential contour during rain infiltration under vegetation

and bare land

成为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时, 更加引起人

们的关注[ 3]。研究大气降水在 岩土二元结构

体 坡面上的下渗 补给地下水过程与浅层地下

裂隙潜流在 岩土二元结构体 中的保持、运

动与变化过程, 对搞清太行山区的大气降水 地

表水 岩土水 地下水的相互作用及转换关系, 坡

地降雨、径流、入渗的相互关系等山区水文过

程, 以及山区对山前平原地下水的补给过程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5]。

在明晰了太行山片麻岩坡地水文地质结构

特性的基础上, 通过自然坡面上的径流小区( 3 m

5 m) , 利用负压计, 进一步研究了植被对坡地

降雨入渗过程的影响。图 3给出了不同植被覆盖

条件下(有林与无林) , 降雨入渗过程中, 坡地岩

土不同深度总水势的等值线图, 横坐标为降雨结

束后的持续时间, 纵坐标为坡地岩土的埋深, 等

值线上的数字为某时刻、某深度岩土的总水势

( cmH2O)。由图3可以看出, 在无林条件下, 降雨结束后, 随着入渗过程的不断持续, 水分主要聚集在坡地的

表层部位, 其表现主要为在入渗过程的后期, 坡地表层的总水势还一直在不断增加; 而在有林条件下, 其入渗

过程截然不同, 特别是在入渗过程的后期, 坡地表层的总水势不但没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反而有减小的趋势,

这说明降落在坡地上的水分,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能透过坡地表层, 下渗到坡地的深层部位。

植被有利于片麻岩区坡地降雨的入渗, 首先, 降落在坡地上的水分主要通过风化岩体的裂隙网络渗入地

下; 其次, 坡地上植被的根系主要分布在风化岩体的裂隙网络里, 植被的存在与生长, 加速了坡地岩土的风化

过程, 这主要表现在岩石的破碎, 岩体裂隙的增多、增长、裂隙宽的增大, 以及岩块孔隙的增多; 最后, 使得

在降雨过程中, 植被的存在不同程度的加快了片麻岩坡地降雨的入渗过程及对浅层地下裂隙潜流的补给过程。

3 坡地渗流的发生机制与渗流集蓄技术

坡地渗流属于风化岩体裂隙饱和 非饱和裂隙渗流的范畴, 在太行山片麻岩区, 由于特殊的水文地质结构,

以壤中流及裂隙流为主要特征的坡地渗流, 在降雨过程中或降雨后一定时段内普遍存在, 特别是裂隙流。对这

部分水资源的赋存形式及变化规律进行科学研究, 有助于充分利用风化岩体裂隙的储水功能, 加大降雨资源的

转化率, 增强雨水资源的供水能力; 有助于通过坡地风化岩体裂隙饱和 非饱和渗流的研究, 进一步加大山区

生态需水的研究。

3 1 坡地渗流的发生机制

当降雨到达坡面以后一部分雨量将沿坡面产生地表径流, 另一部分渗入土壤, 随着这一过程的继续,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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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降水入渗补给土壤水; 2 土壤水入渗补给非饱和裂隙水;

3 非饱和裂隙水补给饱和裂隙水; 4 土壤水腾发; 5 非饱和裂

隙水补给土壤水; 6 饱和裂隙水补给非饱和裂隙水; 7 壤中流;

8 裂隙流

图 4 坡地渗流发生机制示意图

Fig 4 Mechanism of slope seepage

含水量达到并超过田间持水率, 由于水分不能为毛管力所

保持, 而受重力的支配, 形成重力水。当重力水渗透到风

化岩石所构成的弱透水层或相对不透水层时, 一部分水量

在土壤 风化岩石的交界面处积聚, 并沿相对不透水层侧

向流动, 形成壤中流, 另一部分水量则进入风化岩体继续

向下渗透, 当风化岩体的含水量达到并超过岩体的持水度

后, 便形成重力水, 当重力水渗透到基岩所构成的弱透水

层或相对不透水层时, 水量再次积聚于风化岩石 基岩的

交界面处, 并沿该相对不透水层侧向流动, 形成裂隙流,

如图 4所示。

3 2 坡地渗流集蓄技术

针对太行山片麻岩坡地的水文地质结构特征与渗流发

生机制, 充分利用 岩土二元结构体 在垂直方向上, 渗

透能力的不均匀性, 提出了两种集蓄坡地渗流的技术方法。

(1) 坡地壤中流的集蓄技术 该方法利用一种蜂窝状集蓄管对 土壤 风化岩体 界面内的壤中流进行集

蓄; 同时, 通过布设人工砂石反滤层对地面径流进行集蓄。该技术主要由集蓄管、砂石反滤层、汇流管和蓄水

池构成。其中, 集蓄管由半开放管壁的集水管和设置于集水管内壁的过滤介质构成, 集蓄管沿等高线方向, 在

岩土结合面上每隔一定距离( 20 m 左右)铺设一根, 并与等高线呈一定角度, 保证进入集蓄管的水能够自流进入

汇流管; 汇流管与集蓄管通过三通垂直连接, 其末端与蓄水池连接; 砂石反滤层处于集蓄管的正上方, 其厚度

为集蓄管到地面的距离, 其宽度与集蓄管的直径相同。该技术与单纯的地面集流技术相比, 次降雨的平均径流

系数可提高60%以上。

( 2) 坡地裂隙流的集蓄技术 该技术首先根据人工植物篱的减流、增渗原理, 在坡耕地上每隔 7~ 8 m, 沿

等高线水平种植单行石榴(株距100 cm) , 并在石榴行的两侧种植高密度的牧草各一行(分别距石榴行 30 cm)。

降雨发生时, 使降落在坡地上的雨水就地快速下渗到 岩土二元结构体 内, 当水分继续下渗到 岩土二元结

构体 的底部时, 由于下部不透水或相对弱透水层 基岩的存在, 水分将在 风化岩体 基岩 的交界面处积

聚, 并由以垂直运动为主, 转为以水平运动为主, 沿着 风化岩体- 基岩 的交界面, 在重力作用下, 以浅层

地下裂隙潜流的形式向坡地的下部或流域的出口处流动。其次, 在坡地的下部或流域的出口处开挖截流沟, 并

在截流沟的下游合理位置修建蓄水池, 通过导流管将截流沟和蓄水池连接在一起, 从而完成了坡地裂隙潜流的

整个集蓄过程。

( 3) 坡地渗流集蓄技术的优点 坡地渗流集蓄技术与传统雨水集蓄技术相比有 3个优点: 在自然坡面

上不必修建专门的集流场与沉淀池, 因此不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 更大程度地解决了时间上降雨相对集中

与作物需水分散的矛盾与空间上作物需水相对集中与降雨分散的矛盾; 可以充分利用风化岩体裂隙空间的

储水功能, 大量减少蓄水池的修建, 降低雨水利用的投资。

4 结 论

本文对太行山片麻岩区坡地水文地质结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结果发现, 坡地主要表现为垂直方向上

的 上覆土壤、下伏岩石 的 岩土二元结构体 。这种垂直方向上非单一、非均匀介质的坡地结构为坡地壤

中流及裂隙流的形成与存在创造了必要的有利条件, 这部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 不仅对太行山区的农

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 对下游平原区地下水资源的补给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对太行山片麻岩区坡地水文地质结构特性进行较为全面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 从雨水利用的角度,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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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种坡地渗流的集蓄技术, 创新了雨水集蓄的形式。

由于资金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 在本研究中, 岩土水分特征曲线只做到了距地面 100 cm 处, 更大埋深处

的岩土水分特征曲线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由于太行山片麻岩区坡地的复杂性, 其水文地质特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从而更好地为太行山坡地雨水转

化机制、植被恢复及生态需水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更有力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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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pe hydrogeology and collecting seepage water techniques

in gneiss area in the Taihang mountains

CAO Jian sheng1, 2, LIU Chang ming1, ZHANG Wan jun1, YANG Yong hui1

(1 Shijiazhua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AS , Shij iazhuang 050021, China;

2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The shallow groundwater seepage, which appears as infiltration from soil profile and from fissure of weathered rocks

at the bottom of slope or on the way out of valley, i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the gneiss area in the Taihang Mountains.

Collect ion of shallow groundwat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ain water use in hilly areas in North China.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atmosphere, surface, soil, and fissure water systems are the focus of the study. By measuring water content and water potential

in rock and soil, the hydraulic characterist ic curve of soil profile and rock in slope was developed. Based on curve, the com

plexity and spat ial variability of 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on slopes were explained.Two new techniques related to the collect ion

of shallow groundwater were suggested to help the tradit ional rain water collect ion and utilization in the Taihang Mountains.

Key words: Taihang mountain; gneiss area; slope; hydrogeology; soil water flow; fissure water; seepage;

collecting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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