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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室内土槽模拟降雨试验基础上， 观测了具有不同碎石体积含量紫色土的降雨入渗地表产流产沙量以及细

沟间径流和细沟径流的流速， 以期建立碎石含量与土壤流失的定量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土壤中碎石混合对降雨

入渗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当碎石含量为 ２０％～３０％时， 碎石的存在增强土壤入渗能力， 当碎石含量提高到 ３０％
时， 土壤的入渗能力被削弱。 土壤中碎石混合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对坡面细沟间径流流速和细沟径流流速产生不

同的影响， 随着碎石含量的增加， 细沟间径流平均流速逐渐增加， 细沟径流的平均流速逐渐降低。 土壤中碎石混

合通过改变土壤的物质组成和结构， 增强土壤的抗蚀性和抗冲性， 随着碎石含量的增加， 径流含沙率和土壤流失

量显著降低， 土壤流失比与碎石含量呈极显著指数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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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当今世界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 紫色土是中国南方重要的旱作土壤， 广泛分布于长江三

峡地区。 由于土壤特性、 地貌条件以及高强度的土地利用， 紫色土区侵蚀面积及强度仅次于北方黄土， 紫色

土坡耕地是长江及其主要支流泥沙的主要来源［１］。 因此， 开展紫色土坡面降雨入渗和产流产沙过程研究具

有重要的生态和经济意义。
紫色土的易蚀性及其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该区土壤侵蚀研究受到广泛关注。 许多学者在母质、

降雨、 地形、 耕作制度、 利用方式和水土保持措施等对紫色土坡面侵蚀过程及产流机制的影响及区域侵

蚀模型应用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１⁃３］ 。 杨艳生等［４］ 研究指出， 在强烈的物理风化和严重的土壤侵蚀作用

下， 三峡库区紫色土坡耕地土壤浅薄化和砾质化特征明显， 土壤中 １ ～ ３ ｍｍ 的碎石达到 １４２ ～ ３４４ ｇ ／ ｋｇ，
大于 ３ ｍｍ 碎石达到 ５１２ ～ ７４１ ｇ ／ ｋｇ。 紫色母岩疏松易崩解， 碎裂成小碎石进入土壤后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

风化成土， 但紫色土可蚀性强， 所处地貌一般为丘陵和中低山， 且紫色土坡耕地多为顺坡耕作， 土壤流

失速率高， 所以紫色土层一般较薄， 母岩风化碎裂向土层供给小碎石的速率也就较快， 土层更新周期相对

较短。 土层薄、 碎石含量高是紫色土的重要特质之一。 作为土壤的基本性质， 碎石分布对于土壤侵蚀有

重要作用。 碎石混合改变土壤的水力学性质及地表覆盖直接或间接影响土壤降雨侵蚀入渗、 溅蚀、 细沟

和细沟间侵蚀等子过程［５⁃７］ 。 因此现有的土壤侵蚀模型包括经验模型 ＲＵＳＬＥ［８］ 、 物理模型 ＷＥＰＰ ［９］ 和 ＥＵ⁃
ＲＯＳＥＭ［１０］等都考虑了碎石分布特征。 由于碎石空间分布的变异性和复杂性， 国外在碎石对入渗和侵蚀的

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国内仅在黄土高原地区有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１１⁃１３］ ， 在其他土壤类型及侵蚀区涉

及甚少。 因此以紫色土为研究对象， 针对紫色土碎石含量高的特点， 研究不同碎石含量土壤的降雨入渗

和产流产沙过程是紫色土水文过程和土壤侵蚀研究中一项重要而基础的工作， 同时该研究对于中国山区

含碎石土壤侵蚀过程的认识及治理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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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设置

图 １　 试验装置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

试验采用规格为 ２００ ｃｍ×６０ ｃｍ×１５ ｃｍ 的试验土槽， 在

冲蚀槽下端径流出口处安装 “Ｖ” 型钢槽收集径流（图 １）。
在底板铺有纱布的土槽内， 先填装一层 ５ ｃｍ 厚的粒径较均

匀的小石子（取自碎石厂， 粒径 １０～２０ ｍｍ， 几乎不吸水），
再分层装入厚 １０ ｃｍ 的土石混合体。 根据土槽体积、 风干

土质量含水率（２ ８５％）、 碎石风干含水率、 土壤容重和碎

石密度来确定每一处理所需的土壤和碎石质量， 然后将土

壤和碎石混合均匀， 从而获得设定细土容重、 设定碎石含

量的土石混合体。 滤水层和土石混合层之间用一层纱布隔

开。 装好土槽后， 通过土槽底部的入水 ／排水口进水于土

槽底部， 并使水位保持在滤水层与试验土层交界处， 通过

毛管吸力湿润土层。 当表土完全湿润后， 调节土槽坡度为

１５°， 排水、 静置 １５ ｈ 后再进行人工降雨。 在试验土槽边

上， 均匀放置 ４ 个雨量筒记录降雨强度。
１ ２　 变量测定

根据野外调查结果， 三峡库区紫色土坡耕地耕层土壤的碎石含量集中分布在 ５％ ～ ３０％， 且以粒径

＜７６ ｍｍ的碎石为主， 其含量占总碎石的 ８０％以上。 故本试验细土容重设定为 １ ３６０ ｋｇ ／ ｍ３， 碎石含量设 ０、
１０％ 、 ２０％ 和 ３０％等 ４ 个处理， 每个处理两次重复。 试验土样采自三峡库区王家桥小流域的耕层土壤， 风

干过 ２ ｍｍ 筛（粘粒含量 ２３ ５％， 粉粒含量 ３９ ４％， 砂粒含量 ３７ １％）。 碎石也采自王家桥小流域的耕层土

壤， 是粒径为 ２０～４０ ｍｍ 的紫色砂岩碎石， 碎石密度、 风干体积含水率与饱和体积含水率分别为２ ４７ ｇ ／ ｃｍ３、
３ ５０％和 ８ ５１％。 按当地 １ 年一遇暴雨频率， 降雨强度控制在 １ ｍｍ ／ ｍｉｎ 左右， 降雨历时 ２ ｈ。 在降雨过程

中， 以 ３ ｍｉｎ 为间隔分段进行流量和流速观测， 采用水桶收集地表径流样， 测量其体积， 同时用广口瓶取径

流样 ５８０ ｍＬ， 过滤烘干测定径流含沙率， 推求侵蚀速率。 测定土槽上坡（离土槽上沿 ０ ５ ～ １ ｍ 处）与土槽下

坡（离土槽下沿 ０ ５～１ ｍ 处）径流流速： 采用 ＫＭｎＯ４染色剂法， 记录水流流过固定坡长（５０ ｃｍ）的时间， 然后

换算成流速。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碎石含量对降雨入渗的影响

入渗是指水分进入土壤的过程， 是降水、 地表水、 土壤水和地下水相互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土

壤的入渗性能对于水文过程、 土壤侵蚀、 作物水分利用和灌溉管理等研究和实践非常重要［１４］。 土壤的入渗

能力常用入渗速率来表示， 入渗速率是指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土壤表面入渗的水量， 坡面降雨入渗速率是通

过求降雨强度和地表径流速率的差值获得。 为便于比较， 一维垂直入渗的入渗速率用单位时间（ｍｉｎ）内的入

渗水深（ｍｍ）表示， 累积入渗量也采用入渗时间内的入渗水深（ｍｍ）表示。
图 ２ 为模拟降雨条件下含碎石土壤入渗速率和累积入渗量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在模拟

降雨试验条件下不同碎石含量土壤的入渗速率和累积入渗量有一定差异。 在降雨初期 ０ ～ ２１ ｍｉｎ 内， 土壤入

渗量相差不大， 随后 ３０％碎石含量土壤的降雨入渗速率明显下降， 而 ０ 和 １０％碎石含量土壤的降雨入渗速率

相差不大， 后者略大于前者。 不同碎石含量土壤的平均入渗速率从大到小为 ０ １８ ｍｍ ／ ｍｉｎ（碎石含量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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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５ ｍｍ ／ ｍｉｎ（碎石含量 １０％）、 ０ １４ ｍｍ ／ ｍｉｎ（碎石含量 ０）和 ０ １２ ｍｍ ／ ｍｉｎ（碎石含量 ３０％）。 通过水量平衡

法， 推算出 ０、 １０％、 ２０％和 ３０％ 等 ４ 种不同碎石含量土壤在 １２０ ｍｉｎ 内的累积入渗量分别为 １４ ２５ ｍｍ、
１５ ９７ ｍｍ、 １９ １９ ｍｍ 和 １１ ５９ ｍｍ。 可见， 在本试验条件下， 土壤中碎石混合并不总是增加或降低土壤的入

渗量。 研究结果显示， 当土壤中碎石含量为 ２０％～３０％时， 土壤入渗速率随着碎石含量的增加而提高， 当碎

石含量为 ３０％时， 入渗速率达到最低值。 笔者的研究结果与李燕等［１５］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李燕等［１５］的研究

结果指出， 不同紫色土（灰棕紫泥、 红棕紫泥、 棕紫泥）的平均入渗率为随碎石含量的增加先增后减。 毛天

旭等［１６］针对钙积土垫旱耕人为土采用室内人工模拟降雨的研究也指出， 当坡度＜５°时， 不同鹅卵石（粒径 ２～
５ ｃｍ）含量的土壤入渗能力表现出明显差异， 砾石含量为 ２０％ ～ ３０％时， 土壤入渗相对增加； 但当坡度＞１０°
时， 砾石含量对入渗能力的影响不明显。

图 ２　 含碎石土壤坡面入渗速率和累积入渗量随降雨历时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ｆｒａｍｇｅｎｔｓ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砾石含量土壤中入渗率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采用 Ｐｈｉｌｉｐ 模型和 Ｈｏｒｔｏｎ 模型对实测的

入渗速率随降雨历时的变化过程进行拟合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其表达式如下：

Ｐｈｉｌｉｐ 入渗模型： ｉ（ ｔ） ＝ １
２
Ｓｔ

１
２ ＋ Ａ （１）

式中　 Ｓ 和 Ａ 为取决于土壤及入渗初始条件的经验常数， 本身无物理意义。
Ｈｏｒｔｏｎ 入渗模型： ｉ（ ｔ） ＝ ｉｃ ＋ （ ｉ０ － ｉｃ）ｅ

－βｔ （２）
式中　 ｉｃ为稳定入渗率； ｉ０为初渗率； β 值决定了入渗率由 ｉ０减小为 ｉｃ的速度。

拟合结果显示， Ｈｏｒｔｏｎ 入渗模型较 Ｐｈｉｌｉｐ 入渗模型拟合效果更好， 两个模型的拟合结果都证实， 当碎石

含量不大于 ２０％时， 土壤的稳渗率随着碎石含量的增加而提高； 而当碎石含量为 ３０％时， 稳渗率最低。 土

壤稳渗率大小依次为 ２０％碎石含量＞１０％碎石含量＞０ 碎石含量＞３０％碎石含量（表 １）。

表 １　 含碎石土壤入渗过程拟合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碎石含量 ／ ％ 样本数
Ｐｈｉｌｉｐ 入渗模型 Ｈｏｒｔｏｎ 入渗模型

Ｓ Ａ Ｒ２ Ｓｉｇ ｉｃ ｉ０ β Ｒ２ Ｓｉｇ

０ ４０ １ ２０ ０ ０２ ０ ４４ ０ ０ １１ ２９２ ２２ ２ １１ ０ ８９ ０

１０ ４０ ０ ６７ ０ ０８ ０ ３４ ０ ０ １２ ４ ２７ ０ ８６ ０ ８１ ０

２０ ４０ ０ ８４ ０ ０９ ０ ３１ ０ ０ １５ ２１９ ６０ ２ １０ ０ ７７ ０

３０ ４０ １ １１ ０ ０１ ０ ５４ ０ ０ ０８ ５ ５８ ０ ８４ ０ ９３ ０
　 注：Ｓｉｇ．为显著性水平。

土壤中碎石的存在改变了均质土壤的入渗性能， 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碎石作为土壤中的相对不透水介

质， 对入渗的一个很重要影响就是减少土壤水下渗的过水断面面积， 增加土壤孔隙的弯曲度， 即会延长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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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移的路径； 另一方面， 土壤中碎石的存在增加了有利于水分运动的非毛管孔隙， 有利于水分的下渗。 有

关碎石混合对土壤孔隙分布特征影响的研究证明了土壤大孔隙度随着碎石含量的增加而增加［１７］。 同时， 土

壤中碎石的存在还改变了地表形态， 通过影响地表积水深度、 坡面径流汇流路径及流速等因素从而间接地影

响入渗速率， 具体表现为［１８］： 一方面碎石的存在提高了地表糙度， 地表积水厚度增加， 水分入渗水势梯度

差加大， 促进水分入渗速率； 同时还由于坡面水流绕开碎石流动， 行走路径弯曲， 行走长度增大， 入渗时间

延长， 入渗速率随之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碎石的存在， 水流被迫合并、 集中， 水层变厚， 坡面水流流速加

快， 入渗时间减少， 入渗速率降低。 故含碎石土壤的入渗速率就是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结果， 当碎

石的促进作用占优势时， 含碎石土壤的入渗速率较不含碎石土壤的入渗速率低， 而当碎石的抑制作用占优势

时， 则含碎石土壤的入渗速率较不含碎石土壤的入渗速率高。
２ ２　 碎石含量对径流流速的影响

在降雨过程中， 坡上部位保持为细沟间侵蚀， 而坡下部位在降雨 ０～３ ｍｉｎ 内就开始形成细沟， 故坡上为

细沟间径流， 坡下为细沟径流。 不同碎石含量土壤的细沟间径流流速和细沟径流流速随降雨历时呈现出不同

的变化趋势（图 ３）。

图 ３　 含碎石土壤细沟间径流流速与细沟径流流速随降雨历时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ｒｉｌｌ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ｌｌ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ｆｒａｍｇｅｎｔｓ

降雨开始后不含碎石土壤细沟间径流流速逐渐增加， 在降雨历时 ４２ ｍｉｎ 时达到最大值 ４ ３ ｃｍ ／ ｓ， 而后保

持稳定。 含碎石土壤在降雨开始后的 １５～３３ ｍｉｎ 内快速增加至最大值， 再逐渐降低， 在降雨历时 ３６ ～ ５１ ｍｉｎ
时达到最低值， 随后保持较为稳定的流速。 １０％、 ２０％和 ３０％碎石含量土壤的径流流速分别在降雨历时

１５ ｍｉｎ、 ２１ ｍｉｎ 和 ３３ ｍｉｎ 时达到最大值： ５ ６ ｃｍ ／ ｓ、 ５ ９ ｃｍ ／ ｓ 和 ６ ６ ｃｍ ／ ｓ。 ０、 １０％、 ２０％和 ３０％ ４ 种碎石含

量土壤的细沟间稳定径流流速为 ４ ３ ｃｍ ／ ｓ、 ４ ２ ｃｍ ／ ｓ、 ４ ６ ｃｍ ／ ｓ 和 ５ ７ ｃｍ ／ ｓ， 平均径流流速依次为 ４ ０ ｃｍ ／ ｓ、
４ ２ ｃｍ ／ ｓ、 ４ ７ ｃｍ ／ ｓ 和 ５ ６ ｃｍ ／ ｓ， 含碎石土壤的细沟间径流的稳定流速和平均流速都随碎石含量的提高呈增

加趋势。
不同碎石含量土壤细沟径流流速也随降雨历时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当碎石含量为 ０ 和 １０％时， 细沟

径流流速在降雨开始后逐渐提高， 分别在降雨历时 ７５ ｍｉｎ 和 ２４ ｍｉｎ 时达到最大值 ２０ ８ ｃｍ ／ ｓ 和 １６ ７ ｃｍ ／ ｓ，
随后保持较为稳定的流速。 而 ２０％和 ３０％碎石含量土壤的细沟径流流速在降雨开始后快速提高， 分别在降

雨历时 １２ ｍｉｎ 和 ６ ｍｉｎ 时达到最大值 ２０ ８ ｃｍ ／ ｓ 和 １６ ７ ｃｍ ／ ｓ， 再逐渐降低， 分别在降雨历时 ６３ ｍｉｎ 和 ６６ ｍｉｎ
时达到最小值都为 ９ ２ ｃｍ ／ ｓ， 随后保持稳定的径流流速。 在降雨初期， ２０％和 ３０％碎石含量土壤的细沟径流

流速较 ０ 和 １０％碎石含量土壤的高， 但在降雨中后期， ０ 和 １０％碎石含量土壤的细沟径流流速比 ２０％和 ３０％
碎石含量土壤的高。 ４ 种碎石含量土壤的细沟径流的稳定流速依次为 ２０ ８ ｃｍ ／ ｓ、 １４ ７ ｃｍ ／ ｓ、 ９ ８ ｃｍ ／ ｓ 和

９ ２ ｃｍ ／ ｓ， 平均流速依次为 １６ ０ ｃｍ ／ ｓ、 １４ ０ ｃｍ ／ ｓ、 １２ １ ｃｍ ／ ｓ 和 １１ ２ ｃｍ ／ ｓ， 含碎石土壤的细沟径流的稳定

流速和平均流速都随碎石含量的提高呈降低趋势。
土壤中碎石含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表土的碎石盖度［１９］， 随着碎石含量提高， 地表裸露碎石增加。 由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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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流失， 含碎石土壤的地表碎石盖度还会在降雨过程中逐渐增加。 表土碎石覆盖一方面因为碎石透水性较

差， 其表面也较土壤表面更为光滑， 从而促进地表径流的汇集； 另一方面表土碎石覆盖提高了地表糙度， 会提

高径流的摩擦阻力。 碎石覆盖对地表径流流速的影响是这两方面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细沟间径流， 碎石

促进径流汇集的作用占主导地位， 细沟间地表径流流速随着碎石含量或碎石盖度的增加而提高， 而当细沟形成

后， 碎石提高径流摩擦阻力的作用占主导地位， 随着碎石含量或碎石盖度的提高， 细沟径流流速减缓。
２ ３　 碎石含量对产沙的影响

图 ４ 是地表径流速率和径流含沙率随降雨历时的变化， 可以看出， 降雨历时 ６ ｍｉｎ 后地表径流就迅速增

加到较高的速率， 这归因于较高的初始含水率， 随后保持稳定（图 ４（ａ））， 各碎石含量土壤平均地表径流速

率依从大到小次序为 ３０％（０ ９５ ｍｍ ／ ｍｉｎ）＞０（０ ９３ ｍｍ ／ ｍｉｎ）＞１０％（０ ９２ ｍｍ ／ ｍｉｎ）＞ ２０％（０ ８９ ｍｍ ／ ｍｉｎ）。 当

碎石含量小于 ２０％时， 地表径流速率随着碎石含量的增加逐渐降低， 当碎石含量提高到 ３０％时， 地表径流

速率达到最大值， 与上述入渗规律相对应。 但各碎石含量土壤的地表径流速率差异并不显著（Ｆ ＝ ０ ２６６， ｐ＞
０ ０５）， 即碎石含量对地表径流速率没有显著影响。 同时，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碎石含量土壤径流含沙率差异

显著（Ｆ＝ ６２５ ３３３， ｐ＜０ ０５）。 在降雨初期径流含沙率迅速增加， 随后逐渐降低至稳定值（图 ４（ ｂ））。 ０、
１０％、 ２０％和 ３０％碎石含量土壤的径流含沙率分别在降雨历时 １８ ｍｉｎ、 １５ ｍｉｎ、 ９ ｍｉｎ 和 ９ ｍｉｎ 时达到最大值

２４７ ｇ ／ Ｌ、 １６５ ｇ ／ Ｌ、 ９７ ｇ ／ Ｌ 和 ９５ ｇ ／ Ｌ， 其平均径流含沙率分别为 １６５ ｇ ／ Ｌ、 ７０ ｇ ／ Ｌ、 ４６ ｇ ／ Ｌ 和３１ ｇ ／ Ｌ， 碎石含量

对径流含沙率影响显著， 特别是在碎石含量小于 ２０％的低碎石含量范围内， 随着碎石含量的增加， 径流含沙

率降低。 侵蚀速率是地表产流量和径流含沙率的函数， 在降雨过程中， 地表径流速率在短时间内增加到最大

值随后保持稳定， 而径流含沙率在降雨过程中变化较大， 故侵蚀速率随降雨历时的变化规律与径流含沙率随

降雨历时的变化规律相一致， 先增加后逐渐降低至稳定值（图 ４（ｃ））。

图 ４　 含碎石土壤坡面地表径流速率、 径流含沙率与侵蚀速率随降雨历时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ａｔ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ｆｒａｍｇｅｎｔｓ

图 ５　 土壤流失比与碎石含量的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土壤中的碎石本身具有很强的抗蚀性， 能消散雨滴击溅动能和径流冲刷动能， 降低了径流的挟沙能力，
径流含沙率随着碎石含量的提高而显著降低， 同时， 碎

石含量对地表产流量没有显著影响， 故土壤中混合的碎

石主要是通过提高整个土体的抗蚀性和抗冲性来减少土

壤流失， 降低侵蚀速率。 ０、 １０％、 ２０％和 ３０％ ４ 种碎石

含量土壤的平均侵蚀速率依次为 １５５ ｇ ／ （ ｍ２·ｍｉｎ－１ ）、
６５ ｇ ／ （ｍ２·ｍｉｎ－１）、 ４２ ｇ ／ （ｍ２·ｍｉｎ－１）和 ２９ ｇ ／ （ｍ２·ｍｉｎ－１），
随着碎石含量的提高土壤的侵蚀速率逐渐降低。 统计分

析显示， 土壤流失比（含碎石土壤的土壤流失量与不含碎

石土壤的土壤流失量的比值， Ｒｓｌ）与碎石含量（Ｒｖ）呈极

显著指数负相关关系（图 ５）：
Ｒｓｌ ＝ ａｅｘｐ（ － ｂＲｖ） （３）

式中　 ａ 、 ｂ 为经验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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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１） 碎石含量对土壤的入渗性能有显著影响， 当碎石含量（Ｒｖ）为 ２０％ ～ ３０％时， 碎石混合增强了土壤

入渗能力， 随着碎石含量的增加， 土壤的入渗速率和累积入渗量增加； 当碎石含量提高到 ３０％时， 土壤的入

渗能力被削弱， 土壤的入渗速率和累积入渗量分别降到最低值。
（２） 表土层中混合的碎石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对表土细沟间径流流速和细沟径流流速产生不同的影响，

细沟间径流流速随着碎石含量的增加而提高， 当细沟间径流转化为细沟径流后， 其流速随着碎石含量的增加

而降低。
（３） 表土层中碎石混合改变土壤的物质组成和结构， 增强土壤的抗蚀性和抗冲性， 径流含沙率随着碎

石含量的增加显著降低。 随着碎石含量增加， 土壤侵蚀速率降低， 土壤流失量减少， 土壤流失比（含碎石土

壤的流失量与不含碎石土壤的流失量的比值， Ｒｓｌ）与碎石含量（Ｒｖ）呈极显著指数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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