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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1956- 1969 年作为 基准期 , 基于该时期的资料建立了流域年产沙量与若干降水特征指标之间的多元回

归方程, 并运用该方程计算出了 措施期 ( 1970- 1993年)在假定无措施的条件下的历年产沙量。由此得到该年的

水土保持减沙效益百分比, 并点绘了减沙百分比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结果显示, 水土保持效益随时间的变化是非线

性的, 在总体趋势上表现出 3 个阶段: 缓慢增大; 急剧增大; 保持不变甚至于减小。点绘了减沙效益与各

年末的梯田、造林、种草和坝地累积保存面积的关系, 也显示出非线性变化, 可以用两条斜率不同的直线来拟合。

两条直线之间的转折点反映了水土保持措施面积的临界值, 两条直线分别代表水土保持增益高回报区和低回报区。

该曲线可以为这一地区的水土保持规划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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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减蚀、减沙效益的评价是黄河侵蚀和泥沙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题, 迄今已取得大量成果[ 1~ 4]。当

某种水土保持措施在某一地点实施之后, 所产生的减蚀减沙效益通常是依赖于时间、而不是独立于时间的变

量。水土保持减沙效益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重要应用意义的问

题。通过对这一规律的揭示, 可以为水土保持措施在空间和时间过程中的合理配置提供依据, 从而在有限投资

的条件下, 实现减蚀、减沙效益的最大化。本文以黄河中游支流无定河流域为例, 对此进行探讨。

1 研究区概况

无定河是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 流域面积为 30 261 km2, 流域出口控制站为白家川水文站, 控制流域面积

29 662 km2, 流域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及黄土高原北部地区。无定河流域暴雨集中, 土质疏松, 天然植被稀少,

自然侵蚀强烈。在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如陡坡开垦、过度放牧、破坏天然植被的长期影响下, 人类加速侵蚀也十

分强烈, 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从20世纪 60年代开始, 国家在无定河流域展开了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治理规模逐步扩大。1950- 1970

年, 为起步阶段, 治理规模不大; 1970- 1980年为初步规模治理阶段, 此阶段中沟道治理和淤地坝建设达到高

潮, 共建成淤地坝5 929座, 占现有淤地坝总数的 51 1%。1982年至今, 进入较高规模治理阶段。截至 1996

年, 全流域累计修建梯田 9 66万hm
2
, 造林 48 5万 hm

2
, 种草 18 84万 hm

2
, 淤成坝地 2 25万 hm

2
。修建淤地

坝11 710座, 累计可淤积库容 21 80亿 m3, 建成库容 100万 m3以上的水库 74座, 总库容 14 90亿m3。累计治

理面积8 364km2, 占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 36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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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2 1 研究方法

已有的研究表明, 自从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实施以来, 进入黄河的泥沙量已经显著减少。但是, 对降水资料

的分析结果显示, 近 50年来黄河流域的降水特征也有一定的变化, 年降水量和汛期降水量都有所减少[ 1, 6~ 8]。

因此, 入黄泥沙量的减少, 是人为影响(如水土保持)和自然因素变化(如降水特征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

将上述两方面的效应加以区分, 从总的减沙量中扣除因降水减少而导致的部分, 才能对水土保持的减沙效益进

行准确的评价, 并进而研究其时间变化规律。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进行基准期与措施期的对比以确定减沙效益的方法, 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 5~ 7]。本文

中也采用了这一方法, 建立了以年系列资料为信息源的多元回归模型, 进行基准期与措施期的对比研究, 计算

出历年的减沙量和效益。以此为基础, 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揭示水土保持减沙效益的时间变化规律, 并将减沙

效益与水土保持面积相联系, 查明水土保持措施对减沙效益的影响。

2 2 资料来源

黄河水利委员会从 1956年开始在无定河流域中建立了近 20个水文测站, 并布设了 90余个雨量站, 积累

了丰富的流量, 输沙量和降水量的观测资料。本文主要利用了出口控制站白家川水文站的资料, 研究全流域产

沙模数的变化及其与影响因素的关系。产沙模数系按年输沙量除以流域面积而求得。本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水

文、泥沙和降水资料的年限为 1956- 1993年, 依据全流域 90多个雨量站的资料, 求出了全流域面积平均的年

雨量、最大 1 d雨量和汛期( 6~ 9月)的雨量及最大 30 d雨量。本研究中选用汛期( 6~ 9月)雨量 Ph ( mm)、最大

30 d雨量 P30( mm)作为指标来表达降水对侵蚀产沙的影响。

无定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措施分为梯田、造林、种草和修筑淤地坝等多种。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对无定河流域

中历年的上述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统计, 并以野外实地抽样调查和利用航空照片、彩红外卫星照片等遥感

资料, 进行了核查, 以确定梯田、造林和种草面积以及淤地坝以上淤成的坝地面积的实际保有数量与上报数量

的差异, 并据此对统计数据进行了校正。本文研究中利用了这些数据, 包括 1956- 1996年间全流域的梯田、

造林、种草和淤地坝以上淤成的坝地面积[ 5]。

图 1 产沙模数实测值与计算值的比较

Fig 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easured and the calculated spe-

cific sediment yields

3 研究结果

3 1 基准期年产沙量的多元回归模型

以白家川站产沙模数 Ys 为因变量, 以汛期降雨量 Ph , 最大 1d雨量 P 1与最大 30 d累积雨量 P30作为影响

变量, 以 1956- 1969年间共 14年的资料为基础, 经计算

建立了如下回归方程:

Qs = 1 482 8P 0 572 7
1 P

1 345 4
30 P

0 07849
h (1)

上式的复相关系数 R= 0 923 3, F 检验的结果F= 19 25,

显著性概率 p= 0 00178, 标准均方误 SE= 0 3088(对数单

位)。上式表明, 产沙量随最大 1 d雨量 P1、最大 30 d累

积雨量 P30和汛期降雨量 Ph 的增大而增大。产沙量实测

值与计算值的比较见图 1, 可见实测值与计算值的吻合是

较好的。

3 2 历年的水土保持减沙效益计算

无定河历年的水土保持减沙效益的计算过程如下:

将白家川站以上流域历年的最大 1 d雨量 P1、最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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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累积雨量 P30和汛期降雨量 Ph 代入式(1) , 求出在假定无措施的条件下, 亦即在只受到降水影响条件下的历年

产沙量 Qs , 无; 以 Qs ,无减去实测年产沙量 Qs ,实 , 得到水保持措施减沙量 Q s ,减 ; Qs ,减除以 Qs ,无 , 即得到减

沙效益。

应该指出, 对于基准期(1956- 1969年)而言, 按上述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反映了预测误差, 其中包含降水

以外的因子的影响。考虑到此期间内, 仍存在规模不大的水土保持措施(见图 2(b) ) , 故认为, 上述结果仍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 1956- 1969年间水土保持措施的减沙效益, 以百分比表示。

3 3 无定河水土保持减沙效益的时间变化

无定河历年的水土保持减沙百分比随时间的变化已点绘图 2( a)中。从图中可以看到, 从 1970年开始, 水

土保持减沙效益急剧增大, 并在20世纪 70年代末和 80年代初达到最大值; 随后, 水土保持减沙效益基本上

不再增大, 甚至略有减少。应该指出的是, 在 1966年和 1977年, 由于发生了大暴雨, 使水土保持工程如淤地

坝、拦沙库和梯田被水冲毁, 前期拦截的大量泥沙下泄, 使得这两年的水土保持减沙效益大大偏低。图中标明

了这两个点子的位置, 在进行趋势线拟合时, 这两个点子未包括在内。图 2( a)显示, 水土保持效益随时间的变

化是非线性的。除了某些突变性事件(如1966、1977年水土保持工程的暴雨水毁事件)以外, 在总体趋势上, 表

现出 3个阶段: 缓慢增大; 急剧增大; 保持不变甚至于略有减小。

图 2 无定河历年的水土保持减沙效益

Fig 2 Temporal variations in sediment reduction beneficials of soi-l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图2(b)中点绘了各年末的梯田、造林、种草和坝地累积保存面积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到, 4种水土保持措

施的面积都呈增大的趋势, 说明流域水土保持措施的强度逐年加强, 因而使减沙效益在总体上呈现增大的趋势。

3 4 不同水土保持措施对减沙效益的影响

由于在进行减沙效益百分比的计算中已经考虑了年降水量的变化所产生的差异, 故减沙效益百分比的年际

变化主要是水土保持措施强度的年际变化所造成的。为了揭示不同的水土保持措施对减沙效益的影响, 在图 3

中分别点绘了各年的减沙效益与各年末的梯田、造林、种草和坝地累积保存面积的关系。

从图 3中的各图都可以看到, 减沙百分比与 4种水土保持措施面积的关系都可以用二次抛物线来拟合, 相

关系数的平方均大于 0 70, 是比较显著的。这意味着, 减沙百分比随某种水土保持面积的增大而增大的速率是

递减的, 增速逐渐减小到零(相应于图中的峰值) , 然后再变为净减小。各图中的点子也可以用两条斜率不同的

直线来拟合, 见图中的虚线。左侧的直线斜率较大, 右侧的直线斜率很小, 接近于和横坐标轴平行。两条直线

相连处的转折点是一个临界点, 与之相对应的水土保持面积和减沙效益百分比可视为水土保持效益随水土保持

面积的增大而变化的过程中的两个临界值。与左侧直线对应的区域可以称为水土保持减沙效益的高速增长区

间。在这一范围内, 各种水土保持措施面积的增大都会带来显著的减沙效益。然而, 当水土保持面积超过图中

的临界点以后, 进一步的增加并不能带来减沙效益的显著增大, 因为右侧直线基本上与横坐标轴平行, 在该直

线的范围内, 减沙百分比随水土保持面积而增大的速率已经变得很小。上述变化图形的形成原因可以从以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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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减沙效益与各年末的累积保存面积的关系

Fig 3 Sediment reduction beneficials of soi-l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plotted against the area of soi-l water conservation

个方面来解释。

(1) 黄土高原沟壑区从地貌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单元, 即沟谷地与沟间地, 两大单元的主导侵蚀过程是不

同的[ 8, 9]。沟间地以重力侵蚀和高含沙水流下切侵蚀为主, 而沟间地则以面状侵蚀(含细沟侵蚀)为主。前人已

对沟间地和沟谷地的侵蚀进行过大量的研究。蒋德麒等对无定河流域内韭园沟的研究表明, 沟谷地的产沙量占

全流域的 69 8%, 沟间地只占 30 2%
[ 8]
。目前, 沟间地的侵蚀主要通过坡地改造为梯田以及坡地种树种草来控

制, 沟谷地的侵蚀产沙则通过修筑淤地坝进行拦截, 以减少入黄泥沙。由于通过坡面措施(梯田、林草)可以控

制的侵蚀产沙量, 最多不会超过沟间地的全部产沙量, 而这部分产沙量只占全流域产沙量的 30% ~ 40%。这意

味着, 通过坡面措施对侵蚀产沙量的控制是有一个极限的。在这一极限以内, 随着坡面措施(梯田、林草)面积

的增大, 减沙效益明显增大; 但接近这一极限以后, 当措施面积进一步增大时, 减沙效益的进一步增大会变得

十分有限。图 3中的临界点, 即反映了这一极限的影响。

(2) 来自沟谷地的侵蚀产沙, 是通过淤地坝来拦截的。淤地坝的拦沙量是有限的, 就单个淤地坝而言, 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淤积的进行, 其拦沙库容逐渐丧失, 难以实现拦沙作用的可持续性
[ 10]
。一般淤地坝的拦沙寿

命只有 10年左右, 如果后续淤地坝建设不能及时跟上, 淤地坝的减沙效益就会衰减。应该指出, 以淤地坝造

地面积来表达淤地坝的拦沙作用, 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当某一淤地坝淤满而报废后, 该淤地坝以前所淤成的坝

地的拦沙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故除了用这一指标外, 还考虑了当年因淤地坝的修筑而新增的坝地面积。图 4中

点绘了历年新增坝地面积随时间的变化, 为便于比较, 图中叠加了减沙效益曲线。可以看到, 新增坝地面积的

变化图形与累积坝地面积的持速增长不同。新增坝地面积从 20世纪 60年代末迅速增大, 到 70年代中期达到

峰值, 然后再下降。这一峰值区与减沙效益的峰值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一峰值的右侧, 随着新增坝地面积的

减少, 减沙效益也略呈减少的趋势。将此图与图 3(d)相比较, 可以认为,淤地坝拦沙作用从 70年代中期以后的

衰减, 与图 3(d)中转折点的出现是有关系的。

(3) 图 3(b)中转折点的出现, 还与本区的降水量与植被的关系有关。本区年平均降水量为 400 m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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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地区在 400 mm以下。在黄土地区, 如年降水量在 400 mm 以下, 是难以为森林植被的维持提供水分支撑

条件的。大面积造林后, 随着树木的生长, 耗水量会逐渐增大。当年降水量不足以提供所需的水分时, 树木就

会发生枯萎甚至死亡, 林子会自然稀疏, 不能形成郁闭度高、生物量高的森林, 减蚀效应难以发挥。故造林面

积增加到一定程度后, 减沙效益不再增大, 因而出现图 3( b)中的临界点。

3 5 水保减沙效益的时间变化规律

尽管图3中按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点绘了减沙效益与水土保持面积的关系, 但实际上纵坐标显示的减沙效益

是4种措施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而不能只归因于某一项措施, 故图 3中的各图是有局限性的。为了更好的体现

各种措施的综合作用, 在图 5中点绘了减沙效益与梯田、造林、种草和坝地 4种水土保持措施总面积的关系。

图中仍然给出了抛物线拟合曲线和两条分段拟合直线。左侧的一条斜率较大, 右侧的一条基本上与横坐标轴平

行。过两条直线之间的转折点即临界点作一条直线, 可以划分出两个区域, 即直线左侧的水土保持增益高回报

区和右侧的水土保持增益低回报区。该临界点指示了水土保持极限减沙效益。水土保持面积在左侧的水土保持

增益高回报区以内时, 单位水土保持持经费投入会取得很高的减沙效益回报; 但是, 当水土保持面积超过了临

界点而进入右侧的水土保持增益低回报区以内时, 单位增量的水土保持经费投入不会取得明显的减沙效益增加

量。因此, 该曲线可以为这一地区的水土保持规划决策提供参考性依据。

图5 减沙效益与梯田、造林、种草和坝地4 种水土保持

措施总面积的关系

Fig 5 Sediment reduction beneficials of soi-l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plotted against total area of land terracing, tree-

planting, grass-planting and the land created by check

dams

图中给出了新增坝地面积的 3点滑动平均线

图 4 历年新增坝地面积和减沙效益随时间的变化

Fig 4 Temporal variations in sediment reduction beneficials of

soi-l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the yearly increment

of the land area created by check dams

应该指出, 由于水土保持面积的统计上报数据的精度有限, 虽进行了一定的核实检验, 仍然不能完全反映

实际情况。故图 3和图5中临界点的确定和水土保持增益高回报区和低回报区的划分, 均只有相对的意义。若

用于决策, 还需进行更多的数据核实和分析研究。然而, 本文成果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来确定经费投入

有限的条件下, 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度、合理或最优的规模。

4 结 论

以1956- 1969年作为 基准期 , 基于该时期的资料建立了无定河流域年产沙量与若干降水特征指标之间

的多元回归方程, 并运用该方程计算出了 措施期 即 1970- 1993年间在假定无措施的条件下的历年产沙量。

由此得到历年的水土保持减沙效益百分比, 并点绘了减沙百分比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结果显示, 水土保持效益

随时间的变化是非线性的, 在总体趋势上表现出 3个阶段: 缓慢增大; 急剧增大; 保持不变甚至于减

小。同时还点绘了减沙效益与各年末的梯田、造林、种草和坝地累积保存面积的关系, 也显示出非线性变化,

可以用两条斜率不同的直线来拟合。两条直线之间的转折点反映了水土保持措施面积的临界值, 两条直线分别

代表水土保持增益高回报区和低回报区。水土保持面积在左侧的水土保持增益高回报区以内时, 单位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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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经费投入会取得很高的减沙效益回报; 但是, 当水土保持面积超过了临界点而进入右侧的水土保持增益低回

报区以内时, 单位增量的水土保持经费投入不会取得明显的减沙效益增加量。因此, 该曲线可以为这一地区的

水土保持规划决策提供参考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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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 phenomenon of sediment reduction beneficials from soi-l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in the Wudinghe river

XU Jiong-xin1, SUN Ji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Key Laboratory f or Water

Cycle and Related Land Surf ace Processe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101, China;

2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iod 1956- 1969 taking as a baseline period for the Wudinghe river basin, a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 i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annual sediment yield and some indices of the precipi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used to

calculate the sediment yield in the measure period ( 1970- 1993) , assuming there are no soi-l water conservat ion measures

Then the annual sediment reduction beneficials, defined as the percentage of sediment reduction of the sediment yield without

soi-l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is calculated, and its temporal variation is plotted The curve indicates that the soi-l water

sonservation benef icats is a non- linear variat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 1) the increasing slowly; ( 2) in-

creasing rapidly; and ( 3) remaining unchanged or even decreasing The relationships are plotted between the sediment reduc-

tion benef icials and the areas of the soi-l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such as land terracing, tree- and grass-planting and the

land created through check dams. It also shows the non- linear variations which can be fitted by the two straight lines with dif-

ferent slopes The turning point between the two straight lines can be regarded as a threshold of the area of the soi-l water con-

servation measures, and the two straight lines represent a high-return area and a low-return area of the sediment reduction ben-

eficials, respect ively The curve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soi-l water conservation planning in the studied

area

Key words: erosion and sediment yield; soi-l water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of soi-l water conservation beneficials; threshold;

Loess Plateau; Wudingh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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