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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揭示降水入渗时坡面水文连通性特征以及坡度和雨强等对水文连通性的影响， 研究基于人工降雨模拟试

验， 分别采用结构性指标径流长度（ Ｆｌｏｗｌｅｎｇｔｈ， ｌＦ ）和功能性指标相对地表连接函数（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ＲＣ）分析不同坡度坡面（５°、 １５°、 ２５°； 面积为 １５０ ｃｍ×５０ ｃｍ）在不同雨强（２５ ｍｍ ／ ｈ、 ５０ ｍｍ ／ ｈ、 ７０ ｍｍ ／ ｈ
和 ８６ ｍｍ ／ ｈ）条件下的水文连通性。 研究结果表明： 坡面水文连通结构主要由 ｌＦ为 ０～ １００ ｍｍ 的径流路径组成， 其

栅格频率高达 ９０％以上， 而 ｌＦ为 １００～５００ ｍｍ 的栅格频率为 ３％～８％。 水文连通性的迅速发展主要集中在降水事件

的开始阶段， 而一定阶段以后入渗速率与地表储水速率基本持平， 水文连通性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 坡度

增大整体上有利于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５°坡面对应水文连通面积比率整体小于其他坡度。 由于雨强增大到一定范围

时将增加地表糙率， 从而阻碍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研究中仅 ２５ ｍｍ ／ ｈ 对应水文连通性明显区别于其他雨强， 而其

他雨强间则在多数情况下水文连通性差别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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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连通性通常指的是水文循环各要素或要素之间物质、 能量以及生物的水介导运输［１］， 是理解径流

空间变化的有力框架［２⁃３］。 传统产流机制（如霍顿产流、 变动源产流）相关理论的不足使得水文连通性成为进

一步深入理解产流机制的有效途径［２⁃４］。 水文连通性变化将显著影响侵蚀以及泥沙沉降和运移过程［４］， 进而

影响水质［１］。 开展水文连通性研究将有助于正确理解径流连续性的分布特征以及环境条件变化所引起的时

空变化， 从而促进流域水土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科学决策［５⁃７］。
关于水文连通性研究， 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大量探讨［２，８⁃９］。 国内学者主要将连通性概念应用于湿地生

态系统［１０⁃１１］。 此外， 部分研究应用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分析了流域水系的形成与发展［１２］； 徐慧等［１３］ 采用景

观生态学中廊道与网络的分析方法探讨了水文连通性在城市水系规划中的应用。 由于对水文连通性的概念没

有形成统一的定义， 众多相关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仍然存在较大差异［２］。 总体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

大类： 基于过程的连通性研究； 基于地形分异的连通性研究； 基于土壤水分及地下水位分析的连通性研究；
以及基于模型模拟的连通性研究［７，１４］。 由于研究方法不同， 连通性度量指标也不同， 主要包括 “结构性”
和 “功能性” 连通性两大类。 “结构连通性” 主要描述连通性的静态， 多用以反映研究区景观单元的空间分

布特质； 而功能连通性具有基于过程的特点， 多用以描述连通性的动态过程， 通常指基于过程的、 反映系统

中径流及携带物响应于边界条件变化的运移能力。 相对于 “结构连通性”， “功能性连通性” 在揭示系统响

应于不同降雨（如雨强、 降雨历时、 雨量等） ［１５］、 不同流域特性等的径流动态过程与机制［２，１６］ 中扮演了更为

重要的角色［６］， 但 “功能性” 指标也较难度量。 Ｉｍｅｓｏｎ 和 Ｐｒｉｎｓｅｎ［１７］ 探讨了基于植被⁃土壤空间分布格局识

别水文连通性以及产流源区的方法， 除破碎度指数、 孔隙度等， 研究者借助上坡边长 Ｕ 以及连接度 Ｃ 分别

表示下坡截流能力以及潜在水文连通性， 指出这些指标的应用对于理解格局分布与水文过程的相互影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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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 Ｍａｙｏｒ 等［１８］根据植被分布及地形， 着重应用径流长度（Ｆｌｏｗｌｅｎｇｔｈ， ｌＦ）探讨了干旱区径流源区的

连通性， 并有效区别了不同小区及流域的水文连通差异， 强调指出水文连通性是控制径流和土壤侵蚀的重要

关键因子。 Ａｎｔｏｉｎｅ 等［１４］探讨比较了水文连通性的不同度量指标， 并提出水文连通性的功能指标： 相对地表

连接函数（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ＲＣ）， 该函数有效区分了微地形变化所引起的水文连通性变

化， 被认为大尺度水文模型中基本代表面积的一个有效特征［１４，１９］。
本研究基于人工降雨模拟试验， 分别选用结构性指标（径流长度指数）和功能性指标（相对地表连接函

数）分析基于人工降雨模拟试验的黄土区坡面水文连通性。 黄土高原区域生态环境脆弱， 土壤侵蚀严重， 而

水文连通性是控制径流和土壤侵蚀的重要关键因子［１８］。 开展黄土区坡面水文连通性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区

域的产流过程与机制［２０］， 并为解决侵蚀控制、 制定流域适应性管理方案等奠定基础［２１］。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

于理解具有降水入渗时坡面水文连通性的结构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 分析不同降水强度以及不同坡度对坡面

水文连通性的影响。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研究借助可自行调节坡度的土槽模拟不同坡面水文连通特性， 设计模拟坡度为 ５°、 １５°和 ２５°。 土槽中

土壤样本采自山西吉县蔡家川流域坡面草地， 采样土层 ０ ～ ２０ ｃｍ、 ２０ ～ ４０ ｃｍ。 采样土壤经风干、 过筛等处

理， 分层装填于设计土槽， 土槽尺寸为 １５０ ｃｍ×５０ ｃｍ×３０ ｃｍ（长×宽×高）。 土槽下方设计有 Ｖ 型钢槽收集降

雨径流。 为便于土壤水自由下渗， 土槽底部均匀打孔。 装填土壤时， 底部先铺设一层纱布， 随后装填 ５ ｃｍ
细砂， 然后按已测定土壤容重每 ５ ｃｍ 分层装填土壤， 为防止土层之间分层现象， 装填上层土壤前轻轻抓毛

下层土壤。
１ ２　 人工降雨模拟试验以及坡面地表微地形提取

研究采用间歇式人工降雨模拟器模拟降雨， 仪器设备有效降水面积为 ２ ｍ×２ ｍ。 经仪器校正， 试验设置

２５ ｍｍ ／ ｈ、 ５０ ｍｍ ／ ｈ、 ７０ ｍｍ ／ ｈ 和 ８６ ｍｍ ／ ｈ ４ 个降水强度。 按设计次序依次模拟不同坡度不同强度的降水试

验， 各强度降水历时 １ ｈ， 重复 ２～４ 次。 试验之前测定土壤含水量以保证各次试验前期土壤含水量尽可能一

致。 降雨模拟开始后， 观察记录坡面积水时刻和产流时刻， 产流开始后在前 ５ ｍｉｎ 内每 １ ｍｉｎ 收集、 量测径

流， 随后每 ３ ｍｉｎ 收集、 量测径流。 收集、 观测径流将用于随后的 “相对地表连接函数” 分析。 此外， 采用

高清数码相机（Ｃａｎｏｎ ＥＯＳ ６００Ｄ）经参数校准后， 在各次降雨事件前后以近景摄影技术拍摄多组立体像对，
结合 Ｐｈｏｔｏｍｏｄｅｌｅｒ 软件提取地表 ＤＥＭ（分辨率 １ ｍｍ）。 该 ＤＥＭ 数据将用于支持随后的水文连通结构分析以及

地表糙率变化分析。 其中， 坡面糙率基于栅格单元面积比率（２Ｄ 面积 ／ ３Ｄ 面积）确定。
１ ３　 水文连通性度量

分别采用径流长度指数 ｌＦ、 相对地表连接函数 ＦＲＣ
［１０］分析水文连通性。 结构性指标反映研究区域水文连

通性的静态特征， 而功能性指标则可用于揭示水文连通性的动态发展变化。 其中， ｌＦ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模块提取。 ＦＲＣ以简化的水文过程为前提， 忽略考虑径流运动速率、 径流运移时间及降水入渗等，
将产流过程简化为一填洼过程。 产流过程中瞬间径流系数 Ｒ（瞬间出流量 ／瞬间入流量）等价于地表水文连通

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 Ａ。 图 １（ａ）即为简化水文过程线基本示意。 当地表径流完全连接至下坡或流域出口时，
径流系数 Ｒ 为 １， 曲线 Ｒ 下围面积代表总产流量（ｍ３）， 而曲线 Ｒ～１ 之间的面积代表地表储水（ｍ３）， 即不能

有效到达下坡或流域出口径流量， 其中， Ｄ１表示某一时刻地表储水量（ｍ３）， Ｄｍａｘ表示地表最大储水量（ｍ３）。
将地表径流连接面积表示为地表储水的函数（图 １（ ｂ））， 可进一步反映出水文连通性随地表滞水的动态

过程。
考虑到实际地表水文连通性受降水入渗等多种因素影响， 引入式（１） ［２２］描述具有降水入渗情况下的相对

地表连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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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水文连通面积比率随累积入流量和累积地表储水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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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Ｐ － Ｉ） ＝ Ａ （１）

式中　 Ｒ 为径流速率； Ｐ 为累积降水， ｍ３； Ｉ 为累积入渗， ｍ３； ｉ 和 ｐ 分别为入渗率和降水率， ｍｍ ／ ｓ； Ａ 为

水文连通面积比率， 依据简化水文过程线和相对地表连接函数的定义， Ｒ 数值上等于 Ａ。 由于试验未测定实

际入渗， 降水入渗根据 Ｐｈｉｌｉｐｓ 二项式入渗方程模拟。

ｉ ＝ Ｓ
２ ｔ

＋ Ｋｐ （２）

式中　 Ｋｐ为水力传导度， ｍｍ ／ ｓ， 指 ｔ 足够大时入渗率收敛达到的稳定状态， 通常， 多认为 Ｋｐ值等同于饱和

水力传导度 ＫＳ； Ｓ 为吸水率， ｍｍ ／ ｓ１ ／ ２， 指土壤通过毛细管作用吸附或释放水分的能力， 取决于土壤类型和

前期土壤含水量， 是前期入渗阶段的主要参数， 在此， Ｓ 值依据下式［２３］进行估算。

Ｓ ＝ θＳπＫＳ（１ － ｓ） ２ｂ ＋ ３
ｂ ＋ ３

（３）

式中　 θ 为土壤含水量； θＳ 为饱和土壤含水量； ｓ 为相对饱和度， 即 θ ／ θＳ， ｂ 为土壤空隙分布指数。 式（３）中
各项参数主要根据测定的土壤前期含水量、 容重以及粒径组成采用土壤转换函数模拟估算式。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ｌＦ统计分析

ｌＦ频率分布基于各次降雨事件后坡面 ＤＥＭ（分辨率 １ ｍｍ）进行统计。 ｌＦ值较小， 表明水文连通路径较短、
连通性发展较差， 而 ｌＦ值较大， 则表明水文连通路径较长、 连通性发展较好， 有利于径流、 泥沙的运移。 表

１ 表示了不同雨强条件下不同坡度坡面 ｌＦ值频率分布。 整体来看， 降雨事件后研究坡面 ｌＦ值主要分布在 ０ ～
１００ ｍｍ， 该范围栅格频率高达 ９０％以上； ｌＦ为 １００～５００ ｍｍ 的栅格频率分布为 ３％ ～８％， 而 ｌＦ＞５００ ｍｍ 的栅

格频率则仅占 １％左右。
比较不同坡度， 随着坡度增大， ｌＦ为 ０～１００ ｍｍ 的栅格频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而＞１００ ｍｍ 的栅格频率则

整体呈增加趋势。 如 ２５ ｍｍ ／ ｈ 雨强条件下 ５°坡面 ０～１００ ｍｍ 栅格频率约 ９７％， １００～５００ ｍｍ 的栅格频率约占

２％（表 １）， 而 ２５°坡面 ０～１００ ｍｍ 栅格频率则下降为 ９０％， 而 １００ ～ ５００ ｍｍ 的栅格频率则上升为 ８ ３％。 上

述规律表明坡度增大总体上有利于促进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较短的连通路径在坡度增大后可进一步连接发展

为较长的连通路径。 在高雨强条件下（如 ７０ ｍｍ ／ ｈ 和 ８６ ｍｍ ／ ｈ）， ｌＦ栅格频率在 １５°坡面和 ２５°坡面之间差别较

小， 甚至随着坡度增大栅格频率减小， 如 ７０ ｍｍ ／ ｈ 雨强下 ｌＦ为 １００ ～ ５００ ｍｍ 的栅格频率在 １５°坡面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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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７４％， 而 ２５°坡面则表现为 ４ ６０％。 分析认为坡度对水文连通性的影响促进作用在一定的雨强或坡度条件

下将受限。

表 １　 不同雨强条件下 ｌＦ值在 ５°坡面、１５°坡面以及 ２５°坡面的频率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Ｆ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５°， １５ °， ａｎｄ ２５°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坡度 ／ （ °） ｌＦ ／ ｍｍ
不同雨强下频率

２５ ｍｍ ／ ｈ ５０ ｍｍ ／ ｈ ７０ ｍｍ ／ ｈ ８６ ｍｍ ／ ｈ

０～１００ ９７ ２８ ９７ ２０ ９７ ４６ ９７ ６２

５ １００～５００ ２ ００ ２ １０ １ ９４ １ ８５

５００～１ ０００ ０ ５３ ０ ５０ ０ ４８ ０ ３９

＞１ ０００ ０ １８ ０ ２０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０～１００ ９４ ３１ ９６ ２４ ９４ １３ ９５ ５９

１５ １００～５００ ４ ６２ ２ ５８ ４ ７４ ３ ４２

５００～１ ０００ ０ ７５ ０ ７８ ０ ８４ ０ ７１

＞１ ０００ ０ ３１ ０ ４０ ０ ２９ ０ ２８

０～１００ ９０ ３１ ９３ ２５ ９４ ３３ ９５ ２３

２５ １００～５００ ８ ３０ ５ ５５ ４ ６０ ３ ９２

５００～１ ０００ １ １０ ０ ８９ ０ ８０ ０ ６４

＞１ ０００ ０ ２９ ０ ３１ ０ ２７ ０ ２１

　 　 比较不同雨强 ｌＦ栅格频率， 在 ５°坡面和 １５°坡面时不同雨强间 ｌＦ频率分布差别较小， 无明显变化趋势，
而 ２５°坡面则不同雨强间 ｌＦ频率分布有一定差异： 随着雨强增大， ｌＦ为 ０～１００ｍｍ 的栅格频率有所增大， 而 ｌＦ
＞１００ ｍｍ 的栅格频率则总体趋势减小。
２ ２　 ＦＲＣ分析

２ ２ １　 简化水文过程线

图 ２ 表示了模拟试验所生成的坡面地表简化水文过程线， 也即水文有效连接面积比率随累积降水的变

化。 该简化水文过程线反映了降水过程中模拟坡面水文连通性的动态变化过程。 整体来看， 降水前期累积降

水较小（约＜０ ００４ ｍ３）， 坡面地表水文连通面积比率多迅速增大， 随后， 随着累积降水的继续增多， 水文连

通面积比率增长缓慢， 基本呈平稳状态。 分析认为， 水文连通性在降雨中、 后期以后趋于平稳状态， 主要由

于此时地表储水速率与入渗速率基本持平， 因此， 水文连通性很难进一步继续发展。 采用逆模型拟合简化水

文过程线的趋势线， 拟合效果均较好（表 ２）。 与预期结果一致， 水文连通面积比率均小于 １， 这主要由于试

验过程中存在土壤入渗。 有研究指出由于入渗的影响， 简化水文过程线往往出现位移现象， 水文连通面积比

率不再接近于 １， 而接近于 １－ｉ ／ ｐ。

图 ２　 水文连通面积比率随累积降水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ｍ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ｌｏ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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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简化水文过程趋势线拟合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坡度 ／ （ °） 雨强 ／ （ｍｍ·ｈ－１） 模型 Ｒ２

２５ ｙ＝ ０ ２７０－６ １×１０５ ／ ｘ ０ ７８１

５ ５０ ｙ＝ ０ ５５４－０ ０００ １１ ／ ｘ ０ ９２５

７０ ｙ＝ ０ ５８５－０ ０００ １６ ／ ｘ ０ ９１８

８６ ｙ＝ ０ ６２２－０ ０００ １９ ／ ｘ ０ ９１８

２５ ｙ＝ ０ ５０１－９ ８×１０５ ／ ｘ ０ ９０５

１５ ５０ ｙ＝ ０ ６４３－０ ０００ １５ ／ ｘ ０ ８８１

７０ ｙ＝ ０ ６５３－０ ０００ １３ ／ ｘ ０ ９５２

８６ ｙ＝ ０ ６４５－０ ０００ １６ ／ ｘ ０ ８２９

２５ ｙ＝ ０ ５２７－０ ０００ １２ ／ ｘ ０ ８７２

２５ ５０ ｙ＝ ０ ６７７－０ ０００ １６ ／ ｘ ０ ９３４

７０ ｙ＝ ０ ６９５－０ ０００ ２１ ／ ｘ ０ ８８８

８６ ｙ＝ ０ ７９８－０ ０００ ２９ ／ ｘ ０ ９７６

　 　 比较不同坡度的水文连通性， 总体来看， 坡度增大有利于促进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例如， ２５ ｍｍ ／ ｈ 雨强

条件下 ５°坡面对应的水文连通面积比率趋于平稳时为 ０ ２８ 左右， 而 ２５°坡面则提高至 ０ ５５ 左右； ８６ ｍｍ ／ ｈ
雨强条件下 ５°坡面水文连通面积比率稳定在 ０ ６２ 左右， 而 ２５°坡面则比率稳定在 ０ ８０ 左右。 坡度对水文连

通性的影响主要在于坡度增大， 促进径流冲刷力以及携沙能力， 从而有利于径流路径的连通及发展， 但这种

作用同时受雨强等其他因素的干扰限制。 坡度较缓且有一定强度范围降雨时干扰较大， 而坡度较大时则干扰

有所削弱。 在 ５０ ｍｍ ／ ｈ 和 ７０ ｍｍ ／ ｈ 雨强下各坡度间坡面水文连通性差别较少， 说明由于降雨的作用， 阻止

了坡面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但当坡度增大到 ２５°时则 ８６ ｍｍ ／ ｈ 雨强对应的坡面水文连通性较其他明显提升。
分析认为， 降雨的影响部分源于一定强度降雨作用时雨滴击溅地表， 使得地表土壤颗粒发生位移， 地表糙率

发生变化， 糙率增大， 导致水文连通性发展受限。
比较不同雨强， 整体来看， 雨强增大有利于促进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２５ ｍｍ ／ ｈ 对应的各坡度坡面水文连

通面积比率明显小于其他雨强。 正如前文所述， 由于一定雨强降雨对地表糙率的间接影响， 导致雨强对水文

连通性的促进发展并非线性变化。 同时， 受坡度影响， 在坡面较陡时， 高雨强对应的坡面水文连通性亦可发

展较好， ２５°坡面在 ８６ ｍｍ ／ ｈ 雨强下坡面水文连通性明显高于其他雨强。
２ ２ ２　 相对地表连接函数

图 ３ 表示了水文连通面积比率随累积地表储水的变化情况。 整体来看， 各曲线发展态势同简化水文曲线

相似： 在降雨事件的开始阶段， 地表储水非常小但水文连通面积比率已开始迅速发展， 随后随着地表储水的

继续增加， 水文连通面积比率基本稳定在一定数值范围内。 主要由于一定阶段以后， 坡面大部分区域基本呈

稳定入渗状态， 因而， 坡面径流系数基本稳定在一定数值范围内， 坡面水文连通性很难进一步明显扩张。
比较不同雨强， 整体来看， 雨强总体上可以促进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雨强小， 降水较易入渗土壤， 不利

于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雨强大， 则因表层土壤较易饱和从而引发产流或因超渗引发产流， 降水多以地表径流

流走， 入渗较少， 因此比较有利于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在 ５°坡面时 ２５ ｍｍ ／ ｈ 对应水文连通性整体小于其他

雨强， 而其他雨强则无明显区别（图 ３（ ａ））； ２５°坡面时 ８６ ｍｍ ／ ｈ 对应水文连通性整体大于其他雨强（图 ３
（ｃ））。 由于入渗模拟误差影响， ２５ ｍｍ ／ ｈ 雨强条件下 １５°和 ２５°坡面模拟累积地表储水多为 ０， 这导致很难辨

认出该雨强对应的相对地表连接函数与其他雨强的区别。 ５０ ｍｍ ／ ｈ 与 ７０ ｍｍ ／ ｈ 雨强条件下的水文连通性发展

变化较为相似（图 ３）。 分析认为， 这部分源于雨强作用间接改变地表糙率所致。 坡面微地形、 特别是地表糙

率不同将显著影响降水入渗及降水产流， 进而进一步影响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研究中模拟坡面在较大雨强作

用下地表糙率明显增大， 下坡部分区域甚至出现明显的细沟侵蚀， 这使得地表径流较易在低洼处发生填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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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渗， 未能到达坡面边界出水口， 从而减小坡面地表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图 ４ 显示了降雨事件前后各雨强对

应的模拟坡面地表糙率变化。 可以看出， 在 ２５ ｍｍ ／ ｈ 雨强作用下， 坡面地表糙率总体减小， 糙率变化为负，
而在其他雨强作用下坡面地表糙率总体增加， 糙率变化为正。 研究中模拟方案基本遵循雨强逐渐增大的顺

序， 在 ２５ ｍｍ ／ ｈ 雨强作用后模拟坡面地表糙率减小， 有利于水文连通的发展， 这部分促进了随后 ５０ ｍｍ ／ ｈ
雨强对应的水文连通性的显著发展， 但是， 由于随后高雨强事件的作用， 坡面糙率增大， 一定程度阻止了水

文连通性的发展， 使得 ５０ ｍｍ ／ ｈ 与 ７０ ｍｍ ／ ｈ、 ８６ ｍｍ ／ ｈ 对应的水文连通面积比率较为相近。 图 ３（ ｃ）中

８６ ｍｍ ／ ｈ对应的水文连通性明显较 ５０ ｍｍ ／ ｈ 和 ７０ ｍｍ ／ ｈ 发展要好， 分析认为与该坡面坡度较大部分相关。

图 ３　 水文连通面积比率随累积地表储水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ｌｏｐ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２ ３　 入渗模拟误差

图中误差线表示中值绝对偏差（ＭＡＤ）

图 ４　 不同雨强作用下坡面地表糙率均值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水文连通性的发展受降水入渗的影响。 入渗过程的

存在将导致理论模型中简化水文过程线或水文连通面积

比率发生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位移［２２］。 研究结果中水

文连通面积比率均小于 １， 说明入渗过程明显影响了坡

面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但是， 由于入渗模拟误差， 部分

导致了各坡面不同雨强对应的相对地表连接函数未能正

确揭示水文连通性的早期发展态势。 出于简化考虑， 研

究中虽然入渗模拟考虑了前期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但由

于模型以 ＫＳ值代替 Ｋｐ值， 该入渗模拟仅适用于地表无积

水的情况， 显然， 该模拟值明显区别于实际降水入渗过

程， 模拟值大于实际入渗值， 这导致理论模型中地表储

水模拟（即简化水文过程线和 １－ｉ ／ ｐ 之间的面积）出现较

多负值， 为避免负值产生， 研究中地表储水模拟以 ０ 代替， 导致相对地表连接函数在早期阶段随地表储水迅

猛发展。 要区分出不同雨强作用下水文连通性早期发展阶段的差别， 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入渗模拟精度。

３　 结　 　 论

（１） 基于人工降雨模拟试验， 研究分别采用结构性指标（径流长度）和功能性指标（相对地表连接函数）
分析坡面水文连通性。 研究指出， 模拟坡面水文连通结构主要由较短的径流路径组成， 其中 ｌＦ为 １～１００ ｍｍ
的栅格频率高达 ９０％以上， ｌＦ为 １００～５００ ｍｍ 的栅格频率为 ３％～８％， 而 ｌＦ＞５００ ｍｍ 的栅格频率则仅占 １％左

右。 依据简化水文过程线， 模拟坡面水文连通性迅速发展主要集中在降雨的开始阶段， 径流及泥沙运移能力

迅速增大， 但到中、 后期， 随着入渗速率与地表储水速率基本持平， 水文连通面积比率很难进一步扩张， 连

通性很难进一步发展。
（２） 水文连通性的发展受地表坡度和降雨强度的影响干扰。 总体来看， 坡度和雨强增大有利于促进坡

面水文连通性的发展： ２５ ｍｍ ／ ｈ 雨强对应的水文连通面积比率较其他雨强要小； 而 ５°坡面水文连通面积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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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较 １５°和 ２５°坡面要小。 坡度对水文连通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雨强条件下将受限。 由于雨强击溅地表改

变地表糙率， 当雨强增大到一定程度范围时， 水文连通性随坡度的发展变化会因地表糙率的增加而滞缓。 研

究中 ５°和 １５°坡面在 ５０ ｍｍ ／ ｈ 与 ７０ ｍｍ ／ ｈ 时水文连通性差别较小， 而仅在 ２５°坡面、 ８６ ｍｍ ／ ｈ 雨强条件下表

现一定差异。
（３） 由于入渗模拟误差的干扰， 相对地表连接函数中累积地表储水在降水前期多估计为 ０， 这导致很难

区分出各坡度坡面在不同降雨强度时相对地表连接函数的前期发展状况。 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入渗模拟精

度以有效区分出不同坡面水文连通性的早期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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