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６ 卷 第 １ 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０４２ ／ ｊ ｃｎｋｉ ３２ １３０９ ２０１５ ０１ ００７

模拟降雨条件下坡面细沟形态演变与量化方法

张　 攀１，２， 姚文艺１， 唐洪武２， 肖培青１

（１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过程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３；
２．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 为探明坡面土壤侵蚀过程中细沟的演变规律， 研究细沟形态特征量化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利用室内土槽模

拟降雨试验， 对比了 ４５ ｍｍ ／ ｈ、 ８７ ｍｍ ／ ｈ 和 １２７ ｍｍ ／ ｈ 雨强下容重分别为 １ ３０ ｇ ／ ｃｍ３和 １ ０５ ｇ ／ ｃｍ３两种黄土在 ２０°陡
坡坡面细沟发育形态的差异， 并分别采用分形维数、 拓扑参数对细沟沟网的形态特征进行量化描述， 引入地貌信

息熵理论进行坡面地貌信息熵计算， 然后对各量化参数的敏感性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分形维数作为整体性的

量化参数， 对描述发育成熟的细沟形态差异不够灵敏； 坡面地貌信息熵能够反映侵蚀过程中侵蚀程度的变化， 对

细沟发育程度的描述较为灵敏； 细沟沟网的拓扑特征参数较好地体现了沟网内部结构的差异， 可用于描述沟网内

部结构特征的较灵敏参数。

关键词： 土壤侵蚀； 模拟降雨； 细沟形态； 量化参数

中图分类号： Ｓ１５７ 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５１⁃０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０５⁃３０； 网络出版时间：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１５０８． ００７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４０９１１０）；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ＨＫＹ⁃ＪＢＹＷ⁃

２０１４⁃２）
作者简介： 张攀（１９８２—）， 女， 河南洛阳人， 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土壤侵蚀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ｚｐｙｒｃｃ＠ 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 姚文艺， Ｅ⁃ｍａｉｌ： ｗｙｙａｏ＠ ｙｒｉｈｒ ｃｏｍ ｃｎ

坡面细沟侵蚀过程中， 细沟形态是水流水动力学要素与土壤相互作用的结果。 土壤侵蚀的发展会改变细

沟沟床形态， 从而影响水流的水力学特性， 使土壤的可蚀性与稳定性发生变化， 促使细沟形态进一步改变。
因此细沟形态的演变、 水流水动力学特性和土壤侵蚀三者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反馈过程［１⁃２］。 定量描述细

沟形态， 揭示其空间分异规律， 对于深刻认识细沟侵蚀规律、 促进土壤侵蚀模拟技术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近年来， 随着坡面微形态观测技术的提高和坡面侵蚀发生机制研究的深入， 坡面微地貌演变规律及定量

模拟已成为坡地侵蚀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细沟形态的演变和细沟形态与侵蚀因子间的

响应关系［３⁃５］， Ｂｒｕｎｏ 等［６］通过土槽模拟降雨试验， 以细沟长度和横截面作为细沟形态的特征参数， 研究了加

拿大淤泥质土壤的细沟形态演变过程。 雷廷武和 Ｎｅａｒｉｎｇ［７］ 以细沟宽度为特征参数， 建立了细沟形态演变模

拟的数学模型。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 不同研究者对细沟形态特征参数的选择各不相同， 缺乏对特征参数量

化效果的评价。 细沟形态的复杂性导致了其量化上的困难， 量化参数的选择经历了从传统的单因子参数（细
沟长度、 宽度、 密度和深度等）到以分形几何为代表的非线性量化参数的发展过程［４⁃５， ８］。 细沟的发生受控于

多种动力条件与边界条件的影响， 由于对形态参数的优劣性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 使得量化参数的选取缺乏

科学性。 如何客观地选取量化指标， 形成合理的量化指标体系， 是目前坡面微地貌定量化研究中一个亟待解

决的科学问题。
本文以细沟形态量化参数为切入点， 通过坡面模拟降雨试验方法， 研究细沟沟网形态演变过程， 从分形

特征、 拓扑特征、 几何特征和熵等对细沟形态进行综合量化， 分析其在空间结构和属性描述上的规律， 评价

各量化参数的合理性和敏感性。 研究成果对于深化认识坡面细沟演变规律， 定量揭示坡面降雨侵蚀产沙机制

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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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设计

采用室内土槽人工模拟降雨的方法， 在控制边界条件一致情况下， 通过改变降雨强度， 对比同一降雨时

间内， 不同雨强下（２０°）坡面的细沟发育形态。 根据黄土高原土壤侵蚀暴雨标准， 设计 ３ 种降雨强度分别为

４５ ｍｍ ／ ｈ、 ８７ ｍｍ ／ ｈ 和 １２７ ｍｍ ／ ｈ， 降雨均匀性分别达到 ８６％、 ８７％和 ９２％， 每场降雨历时控制为６０ ｍｉｎ［９］。
根据陈瑶等［１０］对黄土坡耕地和撂荒地的研究结果， 设计两种土壤容重， 裸坡 １ 土壤容重控制在 １ ３０ ｇ ／ ｃｍ３

左右， 裸坡 ２ 土壤容重控制在 １ ０５ ｇ ／ ｃｍ３左右， 这两种容重基本可以代表黄土丘陵沟壑区坡面土壤自然状态

和农耕地状态， 为细沟形态量化方法在黄土高原地区的适用性提供参考。
试验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模型黄河试验基地进行。 试验采用规格为 ５ ｍ×１ ｍ×０ ６ ｍ 的试验土槽， 土槽

底部钢板钻有直径 ５ ｍｍ 的透水孔并粘有大小不等的沙粒， 以保证土壤水自由入渗。 降雨模拟采用侧喷式单

图 １　 试验装置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

喷头人工降雨机［１１］， 两侧座架间距离 ６ ０ ｍ， 喷头高 ６ ０ ｍ， 喷头出水

高度 １ ５ ｍ， 降雨喷头 ４ 个， ２ 个一组进行对喷， 可模拟降雨强度为

２０～２００ ｍｍ ／ ｈ 的各种雨强， 降雨均匀性系数达到 ８６％ ～ ９２％， 雨滴终

速近似达到天然降雨终速， 试验装置如图 １ 所示。 试验用土取自郑州

邙山坡面表层黄土， 邙山属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 地貌特征与黄土

高原相似， 以梁峁为主， 局部有残塬， 地形支离破碎， 沟壑纵横。 颗

粒组成中， 粒径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 ｍｍ 的颗粒占 ４３ ４％， 粒径 ０ ０２ ～ ０ ０５
ｍｍ 的占 ３５ ５％， 其他粒径的占 ２１ １％。 为保证下垫面条件一致性，
试验用土先过１０ ｍｍ 的筛， 填土过程中采取分层填土、 分层压实和随

机测容重的方法， 每层填土不超过 １０ ｃｍ， 用环刀法随机测量 ５ 个不同

部位的土壤容重， 同时用时域反射仪（ＴＤＲ）测定每一层不同部位的土

壤含水量， 通过调整干湿土的比例， 控制土壤水分含量在 １５％左右。
试验前一天， 用 ３０ ｍｍ ／ ｈ 的雨强对土槽进行前期降雨， 降至坡面刚刚

产流为止， 静置一夜以保证土壤层前期含水量的一致， 试验前再进行

一次含水量测定， 土壤水分含量为 ２５％ ～３０％。 坡面产流后每隔 ２ ｍｉｎ
用径流桶接取一个侵蚀泥沙全样， 用烘干法推求坡面产沙量， 每场试

验进行一次重复试验， 若两场试验收集侵蚀泥沙量相差在 １５％以内，
即认为试验结果合理。

１ ２　 地形测定

每场降雨结束， 待坡面水下渗后， 进行坡面地形测定。 地形的测定采用 Ｔｒｉｍｂｌｅ ＧＳ２００ 三维激光扫描系

图 ２　 坡面扫描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ｓｃａｎ

统， 全角实景扫描 ３６０°×６０°， ５０ ｍ 实测精度达 １ ４ ｍｍ，
扫描速度为 ５ ０００ 点 ／ ｓ， 扫描一个标准坡面用时约 ３０ ｍｉｎ。
为了使坡面建模精准、 无死角， 在坡面的 ４ 个角上分别

设置 ４ 个定位球， 每次扫描开始前先扫描 ４ 个定位球， 降

雨结束后分别从左、 中、 右 ３ 个不同角度扫描坡面， 得

到 ３ 幅坡面 ＤＥＭ， 扫描示意见图 ２。 在图像处理过程中，
以 ４ 个定位球为控制点进行图像拼接， 经过修正获得完

整的坡面 ＤＥＭ 数据。 考虑到黄土的沉陷性， 在修正 ＤＥＭ
数据时采用自然邻域法对沉陷区域进行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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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细沟网络提取

细沟网络形态的提取基于水文分析方法， 以坡面 ＤＥＭ 为基础数据源， 采用地表径流漫流模型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得到。 提取步骤主要包括 ＤＥＭ 插值、 洼地填充、 水流方向计算和汇流累积量计算等， 其中汇流累积量代

表在一个栅格位置上有多少个栅格的水流方向流经该栅格， 所有汇流量大于临界数值的栅格就是潜在的水流

路径。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汇流阈值的设定至关重要， 将直接影响沟网形态的致密程度。 汇流阈值的确定采用

细沟侵蚀在土壤侵蚀学中的定义， 即 “径流避高就低， 将地表冲成深度、 宽度都不超过 ２０ ｃｍ 的细沟， 经耕

作后细沟可以平复的侵蚀” ［１２］， 提取过程中结合现场试验照片中细沟沟网形态， 通过改变汇流阈值， 使提取

出的细沟形态与实际形态拟合最好， 并进行适当修正， 去除宽度、 深度大于 ２０ ｃｍ 的细沟得到。 在操作过程

中将汇流阈值设定为 ７０， 提取出的不同雨强下细沟形态见图 ３。

图 ３　 提取的细沟沟网形态

Ｆｉｇ 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ｒｉｌ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 ２　 细沟网络的分形特征

图 ４　 盒维数法分形计算示意

Ｆｉｇ 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ｂｏｘ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坡面细沟沟网是水系发育的初始阶段， 也是水系形态结构的缩影。 描述河网类的分形现象一般多用盒维

数。 所谓盒维数法， 就是当盒子（即覆盖流域的正方形边长）大于整个

坡面范围时， 网络系统相当于一个节点， 随着标度逐渐趋向于零， 也

就是观察尺度不断变小， 细沟网络迅速展开（图 ４）。 盒维数反映了沟

网随观察尺度不断变小而展开的速率， 即反映了网络系统的复杂程

度。 对细沟沟网盒维数的测定就是基于盒维数的概念。
按照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 的定义［１３］， 分形分布满足如下关系式：

Ｎ ＝ Ｃｒ －Ｄｆ （１）
式中　 ｒ 为尺度； Ｎ 为与 ｒ 有关的物体数目； Ｄｆ为盒维数； Ｃ 为常数。

盒维数的测定表达式如下：

Ｄｆ ＝ ｌｉｍ
ｒ→０

ｌｎＮｒ（Ｆ）
－ ｌｎｒ

（２）

式中　 Ｎｒ（Ｆ）为与研究对象相交的盒子数。 盒维数也可以表述为 ｌｎＮｒ

（Ｆ）相对于－ｌｎｒ 的斜率。



５４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图 ５　 网格尺寸与非空格子数的对应关系

Ｆｉｇ ５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ｈ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ｏｎ ｅｍｐｔｙ

将盒维数的计算原理运用到本次计算中。 划分网

格的尺寸不宜过大， 应在分形的无标度区间内选取，
本次计算选择的网格尺寸 ｒ 的变化范围为 ２００ × ２００ ～
２×２。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属性查询功能， 得到相应的非空

格子数 Ｎ（ ｒ） 。 随着网格尺寸的不断减小， 非空格子数

不断增加， 将所获得的统计数据点绘在对数图上， 发

现网格尺寸的对数值与非空格子数的对数值之间呈现

线性关 系 （ 图 ５ ） ， 线 性 回 归 方 程 可 以 统 一 表 达 为

ｌｎＮ（ ｒ）＝ ａｌｎｒ＋ｂ。 根据盒维数计算原理， 回归系数 ａ 等

于分形维数值， 由此得到不同雨强下细沟网络的分形

维数计算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分形维数计算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类型 雨强 ／ （ｍｍ·ｈ－１） 回归方程 Ｒ２ ａ

裸坡 １

４５ ｌｎＮ（ ｒ）＝ １ １０８ ３ｌｎｒ＋１０ ６４６ ０ ９９５ １ １０８

８７ ｌｎＮ（ ｒ）＝ １ １１６ ４ｌｎｒ＋１０ ５４６ ０ ９９５ １ １１６

１２７ ｌｎＮ（ ｒ）＝ １ ０９５ １ｌｎｒ＋１０ ７３２ ０ ９９６ １ ０９５

裸坡 ２

４５ ｌｎＮ（ ｒ）＝ １ １０１ １ｌｎｒ＋１０ ６４６ ０ ９９６ １ １０１

８７ ｌｎＮ（ ｒ）＝ １ ０７８ ０ｌｎｒ＋１０ ６４６ ０ ９９７ １ ０７８

１２７ ｌｎＮ（ ｒ）＝ １ ０９５ ５ｌｎｒ＋１０ ６４６ ０ ９９７ １ ０９６

　 　 随着网格尺度的变化， ｌｎＮ（ ｒ）与 ｌｎｒ 的比值基本保持稳定， 即具有标度不变性特征， 说明细沟形态具有

明显的分形性质。 直观地从沟网形态的整体复杂性看， 裸坡 ２ 在 ８７ ｍｍ ／ ｈ 雨强下的沟网明显较其他沟网简

单， 而其余 ５ 个最终沟网形态复杂程度相当， 裸坡 ２ 在 ８７ ｍｍ ／ ｈ 雨强对应的分形维数最小， 为 １ ０７８， 而其

余沟网分形维数变化较小， 在 １ １～ １ ２ 范围内波动。 但是各个沟网形态在分叉、 合并等沟网的自组织过程

中存在明显差异， 而这一点在分形维数上无法体现。 分形维数是空间填充复杂程度的整体量化参数， 反应形

态的整体复杂性而缺乏对内部分叉、 合并等自组织结构的揭示， 并且由于缺少反映地面高程变化的信息， 对

描述发育较成熟的细沟沟网形态的空间分异规律灵敏度不够。
２ ３　 坡面地貌的信息熵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地貌学家将热力学熵的概念引入地貌发育研究， 并引入开放系统、 信息论的思

想， 用地貌信息熵把地貌发育定量化。 土壤侵蚀系统内部进行的不可逆过程总是伴随着熵的增加， 熵增加表

示系统能量虽从数量上讲守恒， 但质量却愈来愈坏， 不可用程度越来越高［１４］， 发生能量的耗散， 系统趋于

稳定， 这意味着地块愈来愈破碎， 细沟沟网的发育越来越发达。 因此坡面细沟的发育过程对应着坡面地貌的

熵增过程， 从熵增的程度可以判断坡面细沟的发育程度。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艾南山［１５］在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面积～高程曲线和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面积～高程积分的基础上， 通过类比信

息熵原理， 建立起流域侵蚀地貌系统信息熵概念及其表达式：

Ｈ ＝ Ｓ － ｌｎＳ － １ ＝ ∫１
０
ｆ（ｘ）ｄｘ － ｌｎ［∫１

０
ｆ（ｘ）ｄｘ］ － １ （３）

式中　 Ｈ 为地貌信息熵； Ｓ 为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面积～高程积分值； ｆ（ｘ）为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面积～高程积分曲线。
根据地貌信息熵的计算原理， 实际计算中，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空间分析功能， 在坡面上每隔 ４０ ｍｍ 高程生

成一条等高线， 将等高线文件与坡面文件叠加， 提取出不同高程以上的坡面面积。 以高程和该高程以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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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分比为纵、 横坐标， 将面积、 高程值点绘在坐标图上， 进行曲线拟合， 得到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面积 ～高程曲线方

程， 本次计算中用三次多项式进行拟合，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Ｒ２＞０ ９９）。 此曲线与坐标轴所包围的面积， 即

此曲线在一定范围的定积分就是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面积～高程曲线积分 Ｓ。 表 ２ 中列举了不同雨强下坡面地貌斯特拉勒

曲线方程、 积分值 Ｓ 和信息熵值 Ｈ。
从表 ２ 中的计算结果来看， 裸坡 １ 和裸坡 ２ 的地貌信息熵值随降雨强度和侵蚀量的增加呈单调增大的趋

势， 说明相同的降雨时间， 同一下垫面条件下， 雨强增大则侵蚀加剧， 发育较成熟， 符合熵增原理。 对比裸

坡 １ 和裸坡 ２ 的地貌信息熵值分布， 裸坡 １ 的熵值较裸坡 ２ 整体偏小， 说明裸坡 ２ 的微地形起伏度较裸坡 １
整体偏大。 结合两者的容重分析， 裸坡 １ 较裸坡 ２ 容重大， 因此在相同降雨条件下， 裸坡 ２ 较裸坡 １ 侵蚀剧

烈， 裸坡 ２ 细沟的发育较裸坡 １ 成熟， 沟网结构的稳定性相对较好。 结果表明坡面地貌信息熵可以从一定程

度上体现侵蚀的强弱， 在对发育成熟的细沟形态的定量化描述上较分形维数灵敏，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量化坡

面地貌的发育程度。

表 ２　 坡面地貌信息熵计算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ｃｏｍｅｎｔｒｏｐｙ

类型 雨强 ／ （ｍｍ·ｈ－１）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面积～高程曲线 Ｓ Ｈ 侵蚀量 ／ ｋｇ

裸坡 １

４５ ｙ＝ ０ ０４０ ５ｘ３＋０ ０７０ １ｘ２－１ １５１ １ｘ＋１ ０２０ ０ ０ ４７８ ０ ２１６ ２９２

８７ ｙ＝ ０ ６２８ ０ｘ３－０ ８００ ４ｘ２－０ ８７６ ５ｘ＋０ ９９９ ８ ０ ４５２ ０ ２４６ ５４７

１２７ ｙ＝ ０ ００２ ３ｘ３＋０ ０９９ ７ｘ２－１ １６１ ４ｘ＋０ ９８８ ８ ０ ４４２ ０ ２５９ ６１２

裸坡 ２

４５ ｙ＝ ０ ３９２ ０ｘ３－０ ３４５ ４ｘ２－１ ０６４ ６ｘ＋１ ００５ ５ ０ ４５６ ０ ２４１ ２１０

８７ ｙ＝ ０ ６９８ ４ｘ３－０ ７９１ ４ｘ２－０ ９１８ ０ｘ＋０ ９８９ ８ ０ ４４２ ０ ２５９ ４７２

１２７ ｙ＝ ０ ４２８ ２ｘ３－０． ４１０ ０ｘ２－１ ０１４ ４ｘ＋０ ９７５ ０ ０ ４３８ ０ ２６３ ７１８

２ ４　 细沟网络的拓扑特征

拓扑特征是指几何图形在连续性的变化下仍能保持不变的一些特征。 拓扑特征只考虑物体之间的位置关

系， 而不涉及物体的大小和相互之间的距离。 基于此原理， 依据细沟网络的形态特征， 本文提出从细沟网络

的分级、 合并结点数和分叉比等方面揭示沟网的拓扑特征。
２ ４ １　 拓扑参数计算

坡面径流在汇流过程中， 最初形成面流， 但是由于坡面微地形的起伏， 多股径流会慢慢汇集起来形成一

股径流， 使冲刷能力增强， 冲刷坡面土体形成细沟， 此时也完成了面流向细沟流的转化， 因此形成的细沟网

络只存在合并结点， 很少会有分叉结点的出现， 细沟网络合并结点数目的多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沟网的

分级、 分叉、 分散特征与稳定程度。 分叉比 Ｒｂ所表达的物理涵义是， 分叉比越大， 细沟网络中低等级径流

的数目相对于高等级的越多， 细沟网络越发达。 坡面细沟沟网是水系发育的初始阶段， 也是水系形态结构的

缩影， 本文将斯特拉勒（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水系分级原则应用于小尺度的坡面侵蚀中， 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对各雨强下坡面

细沟进行分级， 在细沟分级的基础上， 获取不同雨强下的沟网合并结点数和平均分叉比 （表 ３）。

表 ３　 不同雨强下拓扑参数与单因子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雨强 ／
（ｍｍ·ｈ－１）

降雨时间 ／
ｍｉｎ

裸坡 １ 裸坡 ２

合并结点个数 分叉比 长度 ／ ｍｍ 密度 ／ （ｍｍ·ｍｍ－２） 合并结点个数 分叉比 长度 ／ ｍｍ 密度 ／ （ｍｍ·ｍｍ－２）

４５ ６０ ４９ ４ ７９２ ２６ ９５７ ０ ００６ ３ ３９ ４ ６７８ ２６ ９０３ ０ ００７ ３

８７ ６０ ３３ ４ ３８１ ２５ １４６ ０ ００６ ４ ２５ ３ ７８４ １８ ５０３ ０ ００４ ９

１２７ ６０ ６３ ５ １２９ ３０ ２２２ ０ ００７ １ ５３ ４ ４９４ ２７ ７５５ ０ ００７ ２

２ ４ ２　 计算结果分析

裸坡 １ 的分叉比、 长度较裸坡 ２ 的整体偏大， 说明裸坡 １ 的沟网枝叉较裸坡 ２ 发达， 沟网分布较裸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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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 沟网稳定程度较裸坡 ２ 低， 这一计算结果与坡面地貌信息熵的计算结果一致。 结合二者的容重差异及

试验中的观察， 裸坡 １ 容重较大， 在细沟发育过程中， 较密实的泥沙在坡面水流作用下不易向纵深发展， 而

趋向于扩散， 形成较分散的沟网； 裸坡 ２ 容重较小， 在细沟发育过程中， 较松散的泥沙边壁在水流作用下不

断被带走， 通过细沟向出口输送， 扩散速度较慢而细沟下切较快， 因此在合并结点的变化上体现出裸坡 １ 较

裸坡 ２ 偏大。 从降雨强度对细沟沟网合并结点数、 平均分叉比的影响来看， 并不是一个正反馈过程。 同一下

垫面条件， 同一降雨时间， 大雨强形成的沟网合并结点数不一定多， 平均分叉比不一定大； 小雨强形成的沟

网合并结点数不一定少， 平均分叉比不一定小。 不同雨强下合并结点数差异体现出细沟沟网分散程度、 稳定

程度的差异， 可从一定程度上体现细沟网络的结构稳定性。
２ ４ ３　 拓扑参数与单因子量化参数的关系

细沟长度、 密度是量化细沟形态的传统单因子参数， 细沟形态的演变直接影响其长度， 从而使密度发生

改变。 通过分析拓扑特征参数与单因子量化参数之间的关系， 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 对拓扑参数

的合理性进行验证。
根据沟网合并结点数与细沟长度、 密度的相关分析发现（图 ６）， 沟网合并结点与细沟长度、 密度呈较明

显的对数关系， 拟合的相关系数 Ｒ２分别为 ０ ５８３、 ０ ８６６； 沟网分叉比与细沟长度、 密度呈较明显的正比关

系， 用直线进行拟合的相关系数 Ｒ２分别为 ０ ６１３、 ０ ９００。 说明拓扑参数与传统单因子量化参数之间不是孤

立的， 二者具有相关性， 拓扑参数不但能够反映沟网的结构特征也能反映沟网长度、 密度变化的趋势和

特征。

图 ６　 合并结点、 分叉比与单因子参数的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ｒｇｅ ｎｏｄｅｓ ，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３　 结　 　 论

（１） 通过对比分形维数、 地貌信息熵、 合并结点数和分叉比的量化效果， 分形维数能够反映沟网的整

体复杂性， 但是对描述发育较成熟的细沟沟网形态的空间分异规律灵敏度不够； 坡面地貌信息熵与侵蚀量存

在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对于发育较稳定的细沟网络， 坡面地貌信息熵可从一定程度上量化坡面地貌的发育程

度； 细沟沟网合并结点数和分叉比体现了细沟网络结构分布的稳定程度， 与细沟长度、 密度存在较明显的相

关关系， 可从一定程度上体现细沟网络的结构稳定性。
（２） 不同雨强下细沟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异规律。 除裸坡 ２ 在８７ ｍｍ ／ ｈ 雨强下的沟网较简单， 分形

维数为 １ ０７８ 外， 其他雨强下的坡面细沟沟网复杂程度相当， 分形维数为 １ １～１ ２； 从坡面地貌信息熵发育

来看， 裸坡 １ 在 ４５ ｍｍ ／ ｈ、 ８７ ｍｍ ／ ｈ 和 １２７ ｍｍ ／ ｈ 雨强下对应的熵值为 ０ ２１６、 ０ ２４６ 和 ０ ２５９， 裸坡 ２ 在 ４５
ｍｍ ／ ｈ、 ８７ ｍｍ ／ ｈ 和 １２７ ｍｍ ／ ｈ 雨强下对应的熵值为 ０ ２４１、 ０ ２５９ 和 ０ ２６３， 同一坡面雨强增大则坡面的地貌

信息熵增加， 坡面细沟发育较成熟， 符合熵增原理； 裸坡 １ 的合并结点数和平均分叉比较裸坡 ２ 整体偏大，
说明相同雨强下， 裸坡 １ 较裸坡 ２ 细沟分支多， 网络较发达， 降雨强度对沟网拓扑参数特征的作用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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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馈关系。
今后应进一步跟踪监测单独细沟网络， 探索其发育演化规律， 将坡面水蚀演变作为一个连续过程与细沟

形态发育过程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 并在扩大试验区、 增加试验数据类型的基础上， 深入分析评价各量化参

数在揭示细沟形态空间分异规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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