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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影响下坡面侵蚀临界水流能量试验研究
肖培青，姚文艺，申震洲，杨春霞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部黄河泥沙重点实验室，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３）

摘要：坡面侵蚀临界水流能量是反映土壤抗蚀作用强弱的重要特征值。利用人工模拟降雨试验，定量研究了在４５
ｍｍ ／ ｈ、８７ ｍｍ ／ ｈ和１２７ ｍｍ ／ ｈ降雨强度下、２０°陡坡面裸地、草地和灌木地的坡面侵蚀临界水流能量。结果表明，
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输沙率随径流切应力、单位水流功率和断面比能的增大而增大，有良好的响应关系。裸地、草
地和灌木地坡面侵蚀的临界径流切应力分别为０ ８６ Ｎ ／ ｍ２、２ ８６ Ｎ ／ ｍ２ 和１ ６５ Ｎ ／ ｍ２，临界单位水流功率分别为
０ ００３ ６ ｍ ／ ｓ、０ ０１２ ７ ｍ ／ ｓ和０ ０１６ ９ ｍ ／ ｓ，临界断面比能分别为０ ０７４ ｃｍ、０ １１ ｃｍ和０ １３ ｃｍ。在具有植被条件下，
只有当水流具有更大的能量时，才会引起坡面土壤侵蚀。该研究对于揭示植被调控坡面产流产沙机理，为生态修复
工程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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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水力侵蚀的发生取决于坡面径流侵蚀能力与地面土壤抵抗侵蚀能力的对比关系，由于植被措施的存
在，使得不同植被状况下坡面侵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近年来，一些学者在植被改变土壤入渗性能和增强土
壤抗蚀性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基本上从土壤学的角度揭示和明晰了植被的保水保土作用［１３］。关于
植被减蚀作用的室内模拟，不少人多是利用水流冲刷试验研究植被作用下坡面表层流速、雷诺数等水力学参
数的变化及其水流流态特征［４６］。如王玲玲等利用试验土槽和放水冲刷方法，研究和探讨了不同流量不同植
被覆盖度条件下坡面流雷诺数、弗劳德数和阻力系数等水力学参数的特征［７］。目前，关于植被对侵蚀的响
应研究方面，植被影响下坡面侵蚀的水流临界水流能量研究较少，尤其是还未见灌木地室内过程模拟及其临
界水动力学参数的研究。黄土高原地区推行退耕还林还草措施以来，由于水资源极其缺乏，大范围植树造林
受到严重制约，草被和灌木措施的恢复和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土壤侵蚀过程模型的建立和发展，植被
影响下坡面侵蚀临界水动力学参数的研究尚待加强。鉴于此，利用人工模拟降雨试验，从水力学角度揭示裸
地、草地和灌木地坡面侵蚀发生的临界水流能量参数，研究成果对深化认识坡面侵蚀的动力学机理、定量揭
示草被和灌木的减蚀作用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１　 试验设计与方法
１ １　 试验装置

试验在郑州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模型黄河试验基地进行。试验土槽长５ ｍ，宽３ ｍ，深６０ ｃｍ。试验时，
将土槽用ＰＶＣ板隔成３个长５ ｍ，宽１ ｍ的同样大小的土槽。土槽底部钢板上钻有直径５ ｍｍ左右的透水孔
并粘有大小不等的沙粒，以降低填土和钢板之间的边界影响。试验所用降雨设备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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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研究所研制的侧喷式单喷头人工降雨机［８］，降雨机两侧座架之间距离为６ ０ ｍ，喷头高６ ０ ｍ，喷头出水
高度为１ ５ ｍ，降雨喷头４个，２喷头一组进行对喷，降雨雨滴终点速度近似达到天然降雨的终速，降雨均
匀度达８０％以上。
１ ２　 试验小区概况

试验用土采用郑州邙山坡面表层黄土，根据土样的团粒状况，选用１０ ｍｍ筛对土样进行筛选。填土前，用
ＴＤＲ时域反射仪快速测定所填土壤不同部位的土壤含水量，以测定的平均含水量作为试验条件下的土壤含水
量。填土过程中，及时测定不同土层的含水量，并通过计算确定增加的干土和湿土比例，控制土壤水分含量在
１５％左右。试验土槽填土深度为５０ ｃｍ。根据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不同耕作方式下的土层深度，模拟野外耕层
填土深度为２０ ｃｍ，土壤干容重控制在１ ０５ ｇ ／ ｃｍ３ 左右；模拟野外犁地层填土深度为３０ ｃｍ，土壤干容重控制在
１ ３５ ｇ ／ ｃｍ３ 左右。为保证试验土层密实度的均匀性，采用分层填土的方法，每层填土不超过１０ ｃｍ。

试验包括对照区、草地和灌木地３种下垫面处理。对照区无任何处理，为裸地坡面。草被和灌木措施为
黄土高原常见的紫花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Ｌ ）和紫穗槐（Ａｍｏｒｐｈ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Ｌ ），通过种植密度控制草被和灌木
盖度为６５％左右。试验时，草被平均高度为４０ ｃｍ左右，灌木平均高度为１２０ ｃｍ左右，已经有较强的固土
能力，可以代表野外草被和灌木的实际生长情形。
１ ３　 试验设计

造成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土壤侵蚀的降雨多为高强度暴雨，参考以往相关研究成果［９］，每场降雨历时
为６０ ｍｉｎ，设计的试验降雨强度分别为４５ ｍｍ ／ ｈ、８７ ｍｍ ／ ｈ和１２７ ｍｍ ／ ｈ，降雨的均匀性系数达到８６％ ～
９２％。
１ ４　 试验过程

为保证每次试验前期土壤含水量基本一致和消除地表面处理的差异性，试验前１ ｄ，用不会引起明显侵
蚀的３０ ｍｍ ／ ｈ的降雨进行大约１０ ｍｉｎ的前期降雨，并通过取样验证模型坡面含水量及密度是否均匀。

试验过程中每隔２ ｍｉｎ接取一个径流泥沙样，利用吸管法测定，泥沙样烘干后，用来分析坡面输沙率的
变化。流速的测定方法是从降雨产流开始后，每隔２ ～ ３ ｍｉｎ用染色法（ＫＭｎＯ４）分别测定坡面的５个断面（０
～ １ ｍ、１ ～ ２ ｍ、２ ～ ３ ｍ、３ ～ ４ ｍ和４ ～ ５ ｍ）的流速，考虑到用染色法测定的径流流速为坡面优势流流速，分
别乘以不同的修正系数０ ６７、０ ７０、０ ８０，就得到该断面层流、过渡流和紊流的平均流速［１０］。全坡面的平
均流速为５个断面的平均值。在接取泥沙样和测定流速的同时，每隔２ ｍｉｎ用薄钢尺在每个断面测量过水流
带宽度，并取其和，作为该断面的流宽。数字化照相机同步拍摄的目的是记录测定坡面径流宽度的相应产流
时间。通过各个断面流速流宽和两次取样间隔产流量的测定，计算得出各个断面的平均径流深。

试验过程中，对土壤侵蚀过程进行选择性录像。试验设计包括３种下垫面条件、３种降雨强度，每场试
验至少重复１次，共进行了１８场试验。如果两次试验结果接近，进行算术平均求得最后的试验数据，如果
差异较大，分析其原因，确定取舍。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对于坡面侵蚀发生的临界能量，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临界指标［１１１２］。在目前还没有完善的坡面侵蚀

输沙理论的条件下，只能借助于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等理论对坡面流的临界条件进行研究，本文采用径流切
应力、单位水流功率和断面比能与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径流输沙率的关系作一讨论。
２ １　 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临界径流切应力

径流切应力是分离土壤的主要动力，采用水力学中的表达式进行计算。利用试验数据，分析了不同降雨
强度条件下坡面输沙率和径流切应力的关系。坡面输沙率是单位时间通过单位面积的输沙量，并与流速、流
宽的测定同步进行。从图１中可以看出，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输沙率随径流切应力的增大而增大，具有很好
的线性相关关系。坡面径流输沙率主要决定于径流侵蚀能力与地表泥沙的补给能力，水土界面径流切应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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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服土粒之间的黏结力，使得土粒疏松分散，从而为径流侵蚀土壤提供物质来源。径流切应力越大，作用
于土壤的有效切应力就越多，剥离的土壤越多，侵蚀越严重。因而，坡面输沙率与径流切应力之间存在一定
的相关关系。

图１　 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输沙率与径流切应力的关系
Ｆｉｇ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坡面输沙率（ｇ ｓ）与径流切应力（τ）的拟合关系见表１，有较好的相关性。从表１可以看出，当裸地的径
流切应力τ≥０ ８６ Ｎ ／ ｍ２，坡面输沙率ｇ ｓ≥０，即０ ８６ Ｎ ／ ｍ２ 为试验条件下的裸地坡面临界径流切应力，并可
以推出草地的临界径流切应力为２ ８６ Ｎ ／ ｍ２，灌木地的临界径流切应力１ ６５ Ｎ ／ ｍ２。坡面侵蚀发生的径流切
应力大于临界径流切应力时，才会有坡面侵蚀发生，因而，临界径流切应力体现了不同下垫面条件下土壤抵
抗径流分散和搬运土壤颗粒能力的强弱。草地和灌木地坡面侵蚀时，其临界径流切应力分别是裸地的３ ３倍
和１ ９倍，表明草地和灌木地具有较强的抵抗径流侵蚀的能力。

表１　 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输沙率（ｇ ｓ）和径流切应力（τ）的拟合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试验区 拟合方程 相关系数Ｒ２ 样本数 τ ／ （Ｎ·ｍ － ２）
裸地 ｇ ｓ ＝ ８ ７９τ － ７ ５６ ０ ７９ ３８ ０ ８６
草地 ｇ ｓ ＝ １５ ５７τ － ４４ ４８ ０ ８１ ４２ ２ ８６
灌木地 ｇ ｓ ＝ １２ ９９τ － ２１ ４４ ０ ８５ ５９ １ ６５

２ ２　 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临界单位水流功率
坡面径流对土壤的侵蚀过程是一个做功消耗能量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功率。杨志达最初提出的单位水流

功率公式是应用于明渠水流的［１３］，但是Ｍｏｏｒ和Ｂｕｒｃｈ在１９８６年直接尝试用杨志达公式进行了坡面和细沟侵
蚀率的计算，试验结果表明，当土壤颗粒为分散状态和临界单位水流功率取０ ００２ ｍ ／ ｓ时，杨志达公式能够
较准确的预测坡面和细沟流输沙率［１４］。

利用杨志达单位水流功率公式和试验数据，分析了不同降雨强度条件下裸地、草地和灌木地坡面输沙率
和单位水流功率之间的关系（图２），输沙率随单位水流功率的增大而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Ｇｏｖｅｒｓ
和Ｒａｕｗｓ利用径流切应力和单位水流功率预测输沙率的观点［１５］。在既定的试验条件下，当降雨强度增大时
流量增大，输沙率也会随着增大，也即单位水流功率的增大必然引起径流输沙率的增大。

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输沙率与径流单位水流功率的拟合方程和临界径流单位水流功率见表２。试验结果
表明草地和灌木地的临界单位水流功率大于裸地坡面的临界单位水流功率０ ００３ ６ ｍ ／ ｓ。由表２可以推知，
草地和灌木地发生侵蚀时，其对应的水流功率分别是裸地的３ ５倍和４ ７倍，可见，在具有植被条件下，只
有当水流具有更大的能量时，才会引起坡面土壤侵蚀。

另外，由图２（ａ）中裸地的点据分布看，相对其它两种植被坡面的数据就比较分散，由此表明，对于裸
地侵蚀而言，侵蚀对降雨强度因子的变化是较为敏感的。可以看出，裸地条件下不同雨强下的点据分布带并
非完全一致，而对于草地和灌木地而言，在４５ ｍｍ ／ ｈ降雨强度下，点据基本沿同一分布带，雨强较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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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对产流产沙的控制作用就会降低，坡面输沙率具有一定的波动性，说明由于植被对降雨动能的调控，侵
蚀产沙过程可能更主要取决于水流能量的变化。

图２　 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输沙率与单位水流功率的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ｔ ｓｔｒｅａｍ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表２　 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水流输沙率（ｇ ｓ）和单位水流功率（Ｐ）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ｔ ｓｔｒｅａｍ ｐｏｗｅｒ

试验区 拟合方程 相关系数Ｒ２ 样本数 Ｐ ／（ｍ·ｓ － １）
裸地 ｇ ｓ ＝ ９８ ２７０Ｐ － ３５８ ２０ ０ ８７ ５５ ０ ００３ ６
草地 ｇ ｓ ＝ ６ １８２ ９ － ７８ ８９ ０ ８８ ４２ ０ ０１２ ７
灌木地 ｇ ｓ ＝ ４ １３４ ９ － ７０ ８２ ０ ８５ ５３ ０ ０１６ ９

２ ３　 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临界断面比能
在以往研究中，未见有利用断面比能建立侵蚀产沙关系的研究，断面比能在水力学中是指以过水断面最低

点作基准面的单位水重的动能及势能之和。根据试验数据主导因子分析，影响侵蚀产沙的主导因子包括流速、
流深等。因而，从理论上讲，断面比能可以较好地反映坡面侵蚀过程中径流动能与势能的内在调整关系，是流
速和水深的变量函数，因此，作为探讨，本文利用试验所得数据，分析了不同降雨强度和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
输沙率和断面比能的关系，由图３和表３中可以看出坡面输沙率和断面比能也呈较好的相关关系。

图３　 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输沙率与断面比能的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ｔ ｆ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图３可以看出，草地和灌木地的试验数据分布与大降雨强度有很大关系。草地和灌木地在４５ ｍｍ ／ ｈ和８７
ｍｍ ／ ｈ降雨强度下，草地和灌木地的坡面形态平整，侵蚀输沙率相对稳定，而在１２７ ｍｍ ／ ｈ大雨强下，草地坡面
出现了细沟，灌木坡面出现了跌坎，坡面输沙率有波动性的变化和明显增大的趋势。这也表明，即使在植被覆
盖度达到６０％以上时，对于陡坡黄土而言，在强降雨条件下，草灌等水土保持生物措施对产沙的作用仍是有限
的。表３知，裸地、草地和灌木地的临界断面比能分别为０ ０７４ ｃｍ、０ １１ ｃｍ、０ １３ ｃｍ，表明裸地坡面土壤侵
蚀发生时需要的能量最小，抗蚀性最弱，而灌木地抗蚀性最强，草地次之。由图３还可看出，降雨强度和断面
比能对输沙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独立作用，对此还有待更多的雨强试验资料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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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植被条件下坡面输沙率（ｇ ｓ）和断面比能关系（Ｅ）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ｔ ｆ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试验区 拟合方程 相关系数Ｒ２ 样本数 Ｅ ／ ｃｍ
裸地 ｇ ｓ ＝ １ ０４５Ｅ － ７８ ５ ０ ７６ ６５ ０ ０７４
草地 ｇ ｓ ＝ ４３９ １Ｅ － ４８ ６ ０ ７８ ６２ ０ １１０
灌木地 ｇ ｓ ＝ １８９ ９Ｅ － ２５ １ ０ ７２ ５３ ０ １３０

３　 结　 　 论
利用人工模拟降雨试验，初步研究了裸地、草地和灌木地等不同植被状况下坡面水流临界能量变化规

律。试验表明，在４５ ｍｍ ／ ｈ、８７ ｍｍ ／ ｈ和１２７ ｍｍ ／ ｈ降雨强度下，裸地、草地和灌木地坡面输沙率均随径流
切应力、单位水流功率和断面比能的增大而增大，具有较好的正线性相关关系；裸地、草地和灌木地坡面侵
蚀的临界径流切应力分别为０ ８６ Ｎ ／ ｍ２、２ ８６ Ｎ ／ ｍ２ 和１ ６５ Ｎ ／ ｍ２，临界单位水流功率分别为０ ００３６ ｍ ／ ｓ、
０ ０１２７ ｍ ／ ｓ和０ ０１６９ ｍ ／ ｓ，临界断面比能分别为０ ０７４ ｃｍ、０ １１ ｃｍ和０ １３ｃｍ；草地和灌木地发生侵蚀时，
其对应的临界径流切应力分别是裸地的３ ３倍和１ ９倍，临界水流功率分别是裸地的３ ５倍和４ ７倍，临界
断面比能分别是裸地的１ ４倍和１ ７倍，表明草地和灌木地大于裸地坡面抵抗径流侵蚀的能力，具有较好的
保持水土作用。

植被坡面侵蚀的因素错综复杂，坡面水流临界能量参数反映了侵蚀现象的本质原因。本文在现有的条件下
进行了探讨，还有待结合更多的试验观测，从理论上进一步揭示土壤抗蚀性对植被减蚀作用的复杂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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